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黃乙軒

電話：(02)77367819

Email：yutsuki@mail.moe.gov.tw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0月7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三)字第105014058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5年大專校院性平會運作傳承研討會實施計畫(1050140585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5年度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

作傳承研討會」實施計畫乙份，請貴校派員參與，請查照

。

說明：

一、為提供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

相關承辦人員專業交流及經驗分享之平臺，並加強各校10

5學年度性平會新進承辦人員（或相關權責人員）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法令知能與行政運作知能，委請天翌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辦理旨揭研討會。

二、旨揭研討會參訓對象為公私立大專校院（含軍警校院）性

平會相關承辦人員（各校至多2名），得視需要擇一場次

參與，辦理日期及地點如下，各場次名額120人（額滿為止

）：

(一)中南區場：105年10月26日(星期三)至27日(星期四)假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階梯

教室S105辦理。

(二)北區場：105年11月2日(星期三)至3日(星期四)假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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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臺北校區(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階梯教室辦理。

三、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05年10月19日(星期三)下午5時止，

請至網路系統報名(http://ppt.cc/ExElg)報名，報名聯

絡人：王希文專員 (03)831-5067、(03)831-4667、 0975-

156820。

四、旨揭實施計畫業掛載於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ht

tps://www.gender.edu.tw/index.asp）最新消息之一般

性活動區，請逕行下載運用。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天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6-10-07
14: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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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度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研討會 

實施計畫 

一、目的：提供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相關承辦

人員專業交流及經驗分享之平臺，並加強各校105學年度性平會

新進承辦人員（或相關權責人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令知能與

行政運作知能，得以瞭解並整合校內各處室資源，以協助學校落

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並能熟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

件之處理程序及行政作業 

二、對象：公私立大專校院（含軍警校院）性平會相關承辦人員（各校至多

2名），得視需要擇一區場次參與。 

三、主辦及承辦單位：主辦機關－教育部 

承辦單位－天翌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四、會議日期及地點： 

(一)、 中南區場 

1. 會議日期:105年10月26日(星期三)-27日(星期四) 

2. 會議地點: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720號) 

階梯教室S105 

3. 接駁地點:高鐵左營站 彩虹市集旁(10月26日8:50發車；10月

29日9:00發車) 

4. 報名截止日:105年10月19日(星期三)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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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額:120人 

(二)、 北區場 

1. 會議日期:105年11月02日(星期三)-03日(星期四) 

2. 會議地點:淡江大學台北校區(台北市金華街199巷5號) 

階梯教室 

3. 報名截止日:105年10月19日(星期三) 17:00 

4. 名額:120人 

五、住宿規劃：本次活動不提供住宿，由報名學員之服務學校負擔差旅費，

可參考承辦單位建議之住宿地點，或請承辦單位代訂住宿。 

六、報名方式： 

(1) 網路報名: http://ppt.cc/ExElg  

(2) 書面報名:報名表(詳見附件)填妥後傳真至(03)8353-991，並來電確認

是否報名成功。 

七、報名聯絡人：王希文 專員 (03)831-5067、(03)831-4667/ 0975-156820。 

八、全程參與本研討會者，發予15小時研習證書，如須公務人員時數請於報

名時提供資料，將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登錄時數。 

☆ 若遇颱風來襲，是否如期上課以政府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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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課程表 

第一日（中南區：10 月 26 日星期三；北區：11 月 2 日星期三） 

時間 主題 

09:00-9:30 報到 

09:30-9:40 開幕式 

09:40-12:20 
專題演講： 

如何落實大專校院性平會專業運作及功能 

12:20-13:30 午餐休息 

13:30-14:30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實務經驗分享 

中南區：國立臺中教育大學、遠東科技大學 

北區：國立臺北藝術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14:30-14:50 茶敘 

14:50-16:20 
專題演講： 

校園親密關係暴力事件之預防內涵探討—性平會的角色 

16:20-16:30 休息 

16:30-17:20 綜合研討 

第二日（中南區：10 月 27 日星期四；北區：11 月 3 日星期四） 

時間 主題 

09:20-09:50 報到 

09:50-10:5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凌事件統計及追蹤管理系統說明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新舊任承辦人員分組研討(一)主題：性平會運作實務與困境 

12:00-13:20 午餐休息 

13:20-14:10 新舊任承辦人員分組研討(二)研討經驗分享報告 

14:10-14:30 茶敘 

14:30-16: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行政處理實務說明與討論

16:00-17:0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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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及住宿資訊： 

(一)、 中南區場：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路 720 號) 

1. 交通資訊: 

 

 開車: 

(1) 高速公路南下來車: 

 由九如交流道下，右轉九如路至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2) 墾丁、恆春、林園方向來車: 

由中山路右轉上高速公路，在中正交流道下左轉中正

路，至大順路右轉，在覺民路口左轉至國立科學工藝

博物館。 

由中山路右轉民權路，至民生路右轉，接民族路左轉，

至九如路右轉至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3) 省道台南、岡山方向來車: 

經民族路至大順路左轉，到覺民路右轉至國立科學工

藝博物館。 

(4) 屏東方向來車: 

由鳳屏路轉鳳山市建國路，接高雄市九如路至國立科

學工藝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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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火車: 

在高雄火車站下車，於前站轉搭 60 號公車至國立科學工藝

博物館。 

 搭高鐵、飛機或高雄市各地來 

搭乘高雄捷運紅線至高雄車站（R11）前站轉搭 60 號公車

至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或乘捷運紅線至後驛站(R12)轉乘

紅 28 接駁公車至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搭乘本次研習接駁遊覽車 

高鐵左營站接駁地點:高鐵左營站 彩虹市集旁 

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接駁地點:博物館 南館大門口 

10 月 26 日 8:50 發車（高鐵左營站-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 

10月 26日 17:30發車（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高鐵左營站） 

10 月 27 日 9:00 發車（高鐵左營站-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 

10月 27日 17:10發車（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高鐵左營站） 

2. 住宿資訊 

(1) 建議住宿地點: 高雄康橋大飯店-站前館 

(2)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路 295 號 

(3) 訂房專線:07-2386677，或可請本公司同仁代訂。 

(4) 交通:高雄火車站(捷運高雄站)前站出口往建國二路西邊 

     步行約 3 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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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北區場：淡江大學台北校區(台北市金華街 199 巷 5 號) 

1. 交通資訊：台北捷運東門站 4 號出口右轉—麗水街步行約 10

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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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宿資訊 

(1) 建議住宿地點:新尚旅店 Hotel 73 

(2) 地址: 台北市中正區信義路二段 73 號 

(3) 訂房專線:02-23959009，或可請本公司同仁代訂。 

(4) 交通:捷運東門站 2 號出口步行約 5 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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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5 年度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研討會報名表 

服務學校  

基本 
資料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男  □女 用  餐 □葷食  □素食 

聯絡 
方式 

電話  手  機  

E-mail  

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時數需求 □需要 □不需要 身份證字號 

(需學習時數者 
必填) 

報名場次 
□ 中南區場   105/10/26(三)-105/10/27(四) 

□ 北區場     105/11/02(三)-105/11/03(四) 

參加身分 □ 105學年度新任承辦人 □ 舊任承辦人 

交通接駁需求 
（中南區場次） 

□10/26 08:50 高鐵左營站-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 

□10/26 17:30 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高鐵左營站 

□10/27 09:00 高鐵左營站-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 

□10/27 17:10 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高鐵左營站 

代訂住宿需求 □ 需要協助代訂住宿 □ 不需要協助代訂住宿 

報
名
須
知 

一、 報名截止時間:105年10月19日(星期三) 17:00。 

二、 接駁地點:高鐵左營站接駁地點:高鐵左營站 彩虹市集旁 

高雄科學工藝博物館接駁地點:博物館 南館大門口 

三、 傳真報名：填妥之報名表請傳真至：03-8353991，並請來電確

認:03-8315067，王希文 專員。 

四、 因故不能參加者，請提早於活動五日前來電告知。 

五、 若有報名相關疑問請務必來電洽詢，洽詢電話 03-8315067 或

0975-156820，王希文 專員。 

六、 本報名表所填列之個人資料，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各該地方政府相關

法規之規定，僅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行處理及利用。填寫報名者即視為

同意處理及利用個人資訊。 

七、 如因不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以致活動延期或無法

辦理時，將以電話通知參與學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