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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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乙軒

電　話：(02)77367819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10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三)字第1060113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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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954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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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

說明：

一、為提供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相關承辦人員專業交

流及經驗分享之平臺，加強各校106學年度新進承辦人員

（或相關權責人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令與行政運作知

能，以瞭解並整合校內各處室資源，協助學校落實推動性

別平等教育，並熟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

處理程序及行政作業，爰委託逢甲大學辦理旨揭研討會。

二、研討會日期、參加對象及地點如下：

(一)106年9月5日(星期二)：以新任承辦人參加為原則，名

額計60名。

(二)106年9月6日(星期三)：新、舊任承辦人均得參加，名

額合計140名。

(三)地點：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

00號)。

三、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8月20日(星期日)止，報名網址：h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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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it.ly/2voVTpg，聯絡人：逢甲大學張莉足小姐 (04

)24517250分機2025。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軍警大專校院

副本：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7-08-10
13: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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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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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各校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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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政運作知能，

使其得以瞭解並整合校內各處室資源，協助學校落實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並熟習校園性侵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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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新任承辦人參加連續 2日為原則，第 1日名額 60 名；舊任承

辦人得僅參加第 2日，第 2日名額總計 140 名。 

三、 主辦機關：教育部 

承辦單位：逢甲大學 

四、 會議日期及地點： 

日期：106 年 9 月 5日(星期二)：以新任承辦人參加為原則 

106 年 9 月 6日(星期三)：以新、舊任承辦人參加為原則 

地點：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 

五、 交通及住宿規劃： 

(一)接駁地點：高鐵烏日站 1 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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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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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報名方式： 

網路網址：http://bit.ly/2voVTpg     

報名截止時間：106 年 8 月 20 日(星期日) 

七、 報名聯絡人：張莉足 (04)24517250 分機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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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若遇颱風來襲，是否如期上課以政府公告為準。 

十、 課程表 

106 年 9 月 5日(星期二)：以新任承辦人參加為原則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 
承辦學校代表 

教育部代表 

09:40-12:10 
性別平等教育基本概

念及相關法規 

外聘講座：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蘇芊玲監事 

註：課程內容含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

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

、性別三法及 CEDAW 說明 

12:10-13:10 午餐休息 

13:1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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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 

14:10-14:30 茶敘 

14:30-16:10 
如何落實大專校院性

平會專業運作及功能

外聘講座：東吳大學 

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 姚淑文 

註：課程內容以性平會運作及事件處理之行

政協調實務為主 

16:10-16:20 休息 

16:20-17:20 綜合研討 

與談人：東吳大學 

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 姚淑文 

教育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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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 9 月 6日(星期三)：以新、舊任承辦人參加為原則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09:20-10:50 

性別平等教育法函示

暨校園性別事件行政

處理實務說明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運作實務經驗分享 

（每校 20 分鐘） 

1.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2.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3.討論（20 分鐘） 

經驗傳承 

主持人：國立中興大學 謝禮丞副學務長

兼健康及諮商中心主任  

報告人：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代表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代表 

註：報告重點為以承辦人員之角色，分享

於學校運作性平會，得以有效協助學

校推動性平業務之具體作法 

12:00-13:10 午餐休息 

13:10-14:40 

新舊任承辦人員分組

研討(一) 

主題：性平會運作實

務與困境 

分組研討 

分組主持人：  

1、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林哲鵬主任秘書 

2、國立中興大學 謝禮丞副學務長兼健康

及諮商中心主任  

3、逢甲大學 李寶玲秘書長 

14:40-15:00 茶敘 

15:00-16:00 

新舊任承辦人員分組

研討(二) 

研討經驗分享報告 

共同研討 

與談人： 

1、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林哲鵬主任秘書 

2、國立中興大學 謝禮丞副學務長兼健康

及諮商中心主任  

3、逢甲大學 李寶玲秘書長 

報告人：各組研討結論報告（3人） 

16:00-17:00 綜合座談 

與談人：國立中興大學 謝禮丞副學務長

兼健康及諮商中心主任 

教育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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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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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住宿資訊 

飯店名稱 單人房 雙人房 1 雙人房 2 

星享道酒店 2400 元 3100 元(1 大床) 3300 元(2 中床) 

文華道會館 1700 元 2030 元(1 大床) 2030 元(2 小床) 

KUN HOTEL(一館) 1800 元 2000 元(1 大床) 2000 元(2 小床) 

KUN HOTEL(國際館) 2000 元 2200 元(1 大床) 2500 元(2 小床) 

碧根行館 2000 元  2200 元(2 小床) 

默砌旅店  1800 元(無浴缸) 2000 元(有浴缸) 

MINI HOTEL 1600 元 1700 元(2 小床)  

葉綠宿 1800 元  2400 元(2 大床) 

以上房型皆附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