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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33437834

聯絡人：謝昌運

電　話：(02)77367825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三)字第10501720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1份(0172074A00_ATTCH2.pdf)

主旨：檢送「105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

實施計畫」1份，請依計畫薦派貴校所屬人員參加，並請惠

允公(差)假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為提供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專業交流及經驗

分享之平臺，並強化各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委員與核

心行政人員者相關知能，進而整合校內各處室資源，以落

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二、旨揭座談會相關訊息如下：

(一)辦理時間：105年12月26日（星期一）上午9時至下午6

時。

(二)辦理地點：交通部鐵路局國際會議廳(新北市板橋區縣

民大道二段7號板橋車站，北1A辦公大樓，20樓)。

(三)參加對象：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1名

，請務必參加)，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1名，請

踴躍報名參加)，共260人。

三、報名及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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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日起至105年12月9日（星期五）截止，請至105年度

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網站報名（網

址：https://goo.gl/AR30ll ）。

(二)如有提案，請至報名網站填寫線上提案單，填寫日期：

即日起至105年12月21日（星期三）截止。

(三)本案書面報名表，如實施計畫附件2，若使用書面報名

或提案，請傳真至(02)2552-6773，並致電邱于舫小姐(0

2)2552-7115詢問是否報名或提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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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2-06
14: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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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實施計畫 

一、 計畫目標：提供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專業交流及經驗分享之平臺，

並強化各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委員與核心行政人員者相關知能，進而整合校

內各處室資源，以落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二、 主辦機關：教育部。 

三、 承辦學校：天翌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四、 參加對象：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行秘書(1 名，請務必參加)，及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1 名，請踴躍報名參加)，共 260 人。 

五、 辦理時間：105 年 12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00 分至下午 6時 00 分。 

六、 辦理地點：交通部鐵路局國際會議廳(新北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7 號板橋車站，

北 1A 辦公大樓，20 樓)。 

七、 座談會方式：專題演講、經驗分享與綜合座談。(議程詳如附件 1) 

八、 報名及提案：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5年12月9日（星期五）截止，請至 105 年度全國大專

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網站報名（網址：https://goo.gl/AR30ll ）。 

(二) 如有提案，請至報名網站填寫線上提案單，填寫日期：即日起至 105 年 12

月 21 日（星期三）截止。 

(三) 本案書面報名表如附件 2，若使用書面報名或提案，請傳真至(02)2552-6773

，並致電邱于舫小姐(02)2552-7115 詢問是否報名或提案完成。 

(四) 倘報名後不克出席，請儘早於活動前 5 日聯絡本座談會聯絡人邱于舫小姐，

取消報名，以節約資源。 

九、 交通資訊：詳如交通及會場資訊。(如附件 3) 

十、 全程參與本會議者，得給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認證，若需求者，請務必於報

名表中填寫身分證字號，以利申請。 

十一、 聯絡方式 

(一) 聯絡人：邱于舫小姐。 

(二) 聯絡電話：(02)2552-7115；傳真電話：(02)2552-6773。 

(三) E-mail：tianyi.taipei@gmail.com。 

十二、 其他： 

(一) 為響應環保節能，請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二) 若座談會當日將遭遇颱風等不可抗力情事，於取得教育部同意後，將暫緩並

延期辦理本座談會，確切辦理日期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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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座談會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8:00-09:00 出席人員交通時間 工作人員 

09:00-09:30 報到  工作人員 

09:30-09:55 

(20 分鐘)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09:55-10:55 

(60 分鐘)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凌

事件之案例及處理（一） 
主講人：輔仁大學吳志光教授 

10:55-11:10 休    息(15 分鐘) 

11:10-12:10 

(60 分鐘)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凌

事件之案例及處理（二） 
主講人：輔仁大學吳志光教授 

12:10-13:50 午    餐(100 分鐘) 

13:50-15:50 

(120 分鐘) 

經驗分享及意

見回饋與交流 

分享主題： 

一、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

會之運作及

執行力 

二、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及

性霸凌事件

之防治 

主持人：國立雲林科技大學陳斐娟副教授

分享人： 

主題一、弘光科技大學蘇弘毅校長 

主題二、待邀約 

15:50-16:10 茶    敘(20 分鐘) 

16:10-17:40 

(90 分鐘) 
性別主流化六大工具之應用 主講人：待邀約 

17:40-18:00 

(20 分鐘)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代表 

18: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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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5 年度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報名表 

服務學校(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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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字號 

(需學習時數者 
必填) 

報
名
須
知 

一、報名截止時間，請詳見實施計畫。 

二、書面報名：填妥之報名表請傳真至：02-25526773，並請來

電確認：02-25527115，邱于舫小姐。 

三、因故不能參加者，請提早於活動 5 日前來電告知。 

四、若有報名相關疑問，請來電洽詢，電話 02-25527115，邱于

舫小姐。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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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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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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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部鐵路局國際會議廳交通及會場資訊 

新北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板橋車站 

 

 

 

 

 

 

 

 

 

 

 

 

 

自行前往： 

(1) 開車： 

高速公路：國道一號：由五股交流道下，走台64縣於板橋下交流
道直走民生路二段，右轉縣民大道即可到達。 
國道三號：由中和交流道下，走台64縣於板橋下交流道，迴轉後
直走民生路二段，右轉縣民大道即可到達。 

(2) 停車資訊：可停放板橋車站地下室（收費每小時40元）；市民廣
場地下停車場 (收費每小時 30 元) 或特專三停車場 (收費每
小時 20 元，例假日每小時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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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眾運輸（高鐵、臺鐵、捷運、公車）： 

 高鐵：板橋站下車。 
 臺鐵：板橋站下車。 
 捷運：板橋站下車。 
 公車：51、234、245、265、307、651、667、705、810、813、

813區、847、926、926副、 1032、99、786、805、812、
848、857、920、932、948、F501、F502、藍32、藍33、藍
37、藍 38、環狀線先導公車、環狀線區間車、264、310、
656、701、702、793、806、910、930、2021、9103，至板
橋公車站下車即可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