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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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1月15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三)字第1060165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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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5576A00_ATTCH3.doc)

主旨：檢送「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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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2月15日（星期五）8時40分至17時10

分。

(二)辦理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7樓國際會議廳(臺中市

南區興大路1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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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6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一)報名時間於106年11月20日(星期一)9時起，至106年11

月24日（星期五）16時截止，請至10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網頁報名（網址：http://n

chu.cc/7jic9）。

(二)如有提案，請於報名時至報名網頁填寫線上提案單。

四、本案聯絡方式：

(一)聯絡人：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陳靜欣小姐。

(二)聯絡電話：04-22840610；傳真電話：04-22874839。

(三)E-mail：snoopy@dragon.nchu.edu.tw。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 2017-11-15
1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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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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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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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8 時 40 分至 17 時 10 分。 

六、 辦理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7 樓國際會議廳(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七、 座談會方式：專題演講、分組座談與綜合座談。(議程詳如附件 1) 

八、 報名及提案：因與會人員眾多，為強化工作效率，一律採線上報名。如有提案，

併請於報名時填寫線上提案單。 

(一) 報名時間： 

10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9 時至 106 年 11 月 24 日（星期五）16 時截止。 

(二) 報名網址：http://nchu.cc/7jic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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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欣小姐，

取消報名，以節約資源。 

九、 交通資訊： 

(一) 自行前往者，交通資訊請參閱附件 3 或連結下列網址參閱： 

      http://nchu.cc/7dMT7 

(二) 搭乘會議接駁車者，接駁時間請參閱報名網頁。 

十、 全程參與本會議者，得給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若有需求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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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事務處陳靜欣小姐。 

(二) 聯絡電話：04-22840610；傳真電話：04-22874839。 

(三) E-mail：snoopy@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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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0-09:10 報到(30 分鐘) 工作人員 

09:10-09:20 

(10 分鐘) 
開幕式 

教育部代表 

承辦單位代表 09:20-09:30 

(10 分鐘) 
留影紀實 

09:30-10:20 

(50 分鐘) 
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注意事項 

主講人：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郭勝峯科長 

10:20-10:30 休    息(10 分鐘) 

10:30-12:00 

(90 分鐘) 
校園性別事件之案例及處理 

主講人：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系 

黃囇莉教授 

12:00-13:10 午    餐(70 分鐘) 

13:10-14:40 

(90 分鐘) 

分組座談： 

經驗分享及意見

交流 

主題一：學校推動性別主流

化之困境及突破 

主持人：高雄醫學大學 

        羅怡卿學務長 

引言人：高苑科技大學 

諮商輔導中心 

鄭淑芬主任 

主題二：學校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工作之困境及

突破 

主持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斐娟 

引言人：東吳大學 
王淑芳主任秘書

主題三：學校處理校園性別

事件之困境及突破

主持人：國立臺南大學 

呂明蓁 

引言人：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隋杜卿主任秘書

14:40-15:00 茶    敘(20 分鐘) 

15:00-16:30 

(90 分鐘) 
如何因應校園性別事件(包括媒體報導事件)

主講人： 

中央警察大學汪子錫教授

16:30-16:40 休    息(10 分鐘) 

16:40-17:10 

(30 分鐘)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代表 

承辦單位代表 

17:10 賦    歸(提供餐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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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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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方式 

□自行前往 

□高鐵臺中站接駁專車 

□臺鐵臺中站接駁專車 

最希望參與的 
分組座談主題 

□主題一：學校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困境及突破 

□主題二：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之困境及突破 
□主題三：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困境及突破 

次希望參與的 
分組座談主題 

□主題一：學校推動性別主流化之困境及突破 

□主題二：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之困境及突破 
□主題三：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困境及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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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統計報名資料，本次活

動一律採線上報名。 

二、因故不能參加者，請提早於活動 5 日前來電告知。 

三、若有報名相關疑問，請來電洽詢陳靜欣小姐(04-2284061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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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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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參與學員並將訊息公告於

報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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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中興大學交通及會場資訊 

【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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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主要道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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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位置總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