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 107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  
 

壹、現況 

性別平等教育（gender equity education）的意涵，奠基由生理的性（sex）

所衍生的差異，以及由社會制度、文化所建構出的性別(gender)概念。而「平

等」（equity/fairness）則除了維護人性的基本尊嚴之外，更謀求建立公平、

良性的社會對待。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透過「教育」的歷程和方法，

期使「多元性別」都能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不因生理、心理、社會

及文化等性別因素而受限制，更期望經由教育上的性別平等作為，促進多元

性別在學校生活上的機會均等，而在性別平等互助的原則下，共同建立和諧

的多元校園。 

為促進教職員工生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

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本校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6

條及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辦法第 2 條之規定，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且因應僑生及外籍生人數逐年增加及推動現況，當然委員於 107 學年度起納

入國際事務長及人事室主任，設置辦法並經 106 年 6 月 29 日 105 學年度第

5 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 106 年 10 月 17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

務會議修正通過，委員組成由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

務長、產學營運與推廣處處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輔導與諮商學系主

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秘書室簽請校長遴聘具性別平等意識教師委員 4

人、職工委員 3 人、學生委員 4 人及外聘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1

人組成，委員從 19 人增加為 21 人；107-108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女

性委員 11 人、男性委員 10 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 條「女性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規定。 

本校現有四校區、一個實習林場，校地面積約 293.79 公頃。「蘭潭校

區」位於嘉義市鹿寮里（面積 136.35 公頃）；「民雄校區」位於嘉義縣民

雄鄉（面積 20.04 公頃）；「林森校區」位於嘉義市林森東路（面積 4.81 公

頃；含「嘉大進德樓」）；「新民校區」位於嘉義市新民路（面積 15.57 公

頃）；社口林場（面積 117.02 公頃），其中蘭潭及民雄校區位處嘉義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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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郊區。107 學年度教職員工生合計共 14,238 人，男性占 51.84％、女性占

48.16％，較 106 學年度女性人數上昇 0.26％，男女生比例差距縮小，106 學

年度第 2 學期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之性別統計分列如下表：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學制累計學生人數統計表       （ 單位：人） 
學制（學位班） 男生 女生 總計 

研究所博士班 90 77 167 

研究所碩士班 583 694 1,277 

大學部 3,948 3,721 7,669 

進修碩士班 344 508 852 

進修學士班 1,197 787 1,984 

進修碩士班(暑期) 0 1 1 

教育師資班* 416 272 688 

合計 6,578 6,060 12,638 

      *依校務行政系統：在校人數查詢             備註：統計至 107 年 3 月 1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職員工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職別 男生 女生 總計 

教師（含教官、稀少性科技人員） 359 162 521 

職員（含護理人員） 45 95 140 

專案工作人員 42 92 134 

技工 14 5 19 

工友 17 20 37 

駐衛警 9 0 9 

合計 486 374 860 
備註：統計至 107 年 3 月 15 日     

 
貳、理念 

本校匯聚嘉義師範學院與嘉義技術學院的優質根基，於民國 89 年合併

成立綜合大學，以兩校悠久的歷史傳承與雄厚的軟硬體資源為本，厚植永續

發展的根基，保持持續進步與大幅提升學校的知名度，現階段已具備優秀高

等學府之堅實架構與運作機制，自民國 107 年 2 月艾校長接任後，以 3 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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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三品人才（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三化教學（教

師內化、教法進化、課程轉化）」、「三創研究（啟動創意發想、力行創新

研發、孵育創業基地）」、「三合校園（合理友善校園、合作共榮校園、合

時精進校園）」、「三生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涯教育）」為五個

發展構面，共同追求「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的願景。具體而言，

艾校長以「學生本位來規劃課程、教師專長來整合特色、全人教育來作育英

才、務實教學來提升競爭、薪傳優勢來規劃發展、積極力行來強化效能、目

標控管來評估績效、產業角度來創新研發、未來眼光來剖析現在、世界觀點

來突破改革」等十項治校理念，並期盼朝「具卓越教學並整合特色研究與產

業實踐的綜合大學」邁進。 

據此，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以「營造性別友善校園」為核心理念，透

過整合校內與校外資源，建立安全及無性別偏見的友善校園，以期落實本校

性別平等教育之理念： 

一、 尊重多元性別：重視多元性別及尊重差異之性別平等教育，讓教職員工

生在學習措施及校園文化受到平等對待，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之意旨。 

二、 建立友善校園：持續檢視改善校園危險空間，提供符合需要之安全環境

規劃，避免發生校園危險事件或讓不同性別取向教職員工生感到不友善

之環境，以求具體實現多元性別尊重之理念。 

三、 推展社區性別意識：以相關系所及研究中心專業知能，結合中央地方資

源，推展社區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活動，深化社區服務之推展。 

 
參、特色 

為落實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營造性別友善校園」之核心理念，建立「尊

重多元」、「互敬互重」、「溫馨和諧」校園文化及和諧社會為推動性別平

等教育之特色。本校於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植基於對多元文化社會所產生

的覺知、信念與行動，希望在多元文化的社會和相互依賴的世界中，促進本

校教職員工生能具備多元文化觀，並透過持續不斷的省思與實踐，教導學生

熟悉自己的文化，認識自己和他人在文化脈絡的差異，並且能夠協助學生培

養自尊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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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規定，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

本校為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尊重及考量全校教職員工生之不同性別、性別

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規劃四校區逐年更新與維護校園空間的配置、管

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及安全路線、廁所及運動設施、照明及空間

視覺穿透性等相關事項，並於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時，預先考量是否涉有無性

別偏見、安全、友善及公平分配原則，以期達成「營造性別友善校園」之核

心理念。 

本校擁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師資與資源，積極配合中央政策與地

方政府、中小學及社區共同合作，推展家庭教育活動與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推廣課程，發揮大學服務社會之責任，永續發展本校對性別平等教育之理

念。 
 

肆、工作重點 

本校長期致力於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並將（一）營造性別友善校園；

（二）確保校園安全零死角等二項規劃為推動工作重點項目，以符合教育部

推動友善校園之宗旨，建構性別平等的學校文化與環境，賡續落實推廣校園

性別平等教育，並依據 106 年度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書

面審查報告初稿及本校 106 學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成果，本校 107 學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重點：  

一、營造性別友善校園 

二、確保校園安全零死角 

本校依上述推動工作重點，規劃 107 學年度各項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推動

策略與執行措施，逐步建立各權責單位依年度工作計畫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機制，確保計畫目標之達成，以強化全校教職員工生之性別意識，共同營

造和諧的性別友善校園。 

 
伍、推動策略與執行措施 

為達成本校 107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二大工作重點項目，各項推動策略

與執行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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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營造性別友善校園 

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行政組織

與運作面

向 

策略 1：強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功能 

1-1.遴聘具性別平等意識或輔導與諮商學系

之教師、學生、職工代表及校外具性別

平等意識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秘書室 

 

學生事務處 

 

107.09-108.07 

 

 1-2.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委員會，積極研擬

各項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策略。 

   

 1-3.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講座，延聘專家

學者蒞校演講、交流。 

 人事室  

 1-4.積極薦送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參與中央或學界舉辦之研討會，持續增

進本校委員性別教育知能。 

   

 1-5.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及工作

計畫追蹤列管，落實推動及執行。 

   

 

策略 2：提升教職員工生之性別平等教育知能 

2-1.積極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課程，

鼓勵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報名參與研

習課程。 

秘書室  

人事室 

總務處 

107.09-108.07 

 

2-2.薦送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參

與教育部及其他機關學校、單位辦理之

教育訓練課程。 

 人事室 

學生事務處 

 

2-3.即時更新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及網頁

資料，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隨時查閱及

下載使用。 

   

2-4.辦理研習課程後，參加學員課程滿意度

調查，進行成效分析，並做為下一次辦

理相關研習課程之參考。 

 電算中心 

人事室 

 

2-5.全校教職員工參與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每

人每年至少 1 小時研習。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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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2-6.鼓勵各院、系及行政單位於舉辦國際、

全國性研討會或會議時，結合辦理跨領

域性別平等相關議題，必要時給予部分

補助經費。 

 各行政、學

術單位 

 

策略 3：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獎勵制度 

3-1.依據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獎勵要

點，獎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具優良事蹟

者或團隊，並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

議通過，提請各權責單位給予獎勵。 

秘書室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人事室 

107.09-108.07 

 

3-2.積極鼓勵本校專業領域教師，發表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研究論文，並依本校教師

研究成果獎勵辦法規定獎勵。 

 研究發展處 108.03 

3-3.積極鼓勵本校專業領域教師，發表性別

平等教育專書或專章著作，並依本校教

師學術專書發表獎勵要點規定獎勵。 

 研究發展處 108.03 

3-4.依據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獎勵要

點，獎勵參與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案件調查或防治工作者。 

 人事室 108.07 

學習環境資

源與教學面

向 

策略 4：積極規劃並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學生事務處  107.08-108.07 
4-1.每學期初在教學研討會，於文宣上適時

宣導，以提升全校教師性別意識。 
教務處 

 
綜合行政組 
學生事務處 

107.09、108.03 

4-2.教學意見調查增列性別平等評量題目，

了解教學中性別平等觀念之落實情形。 

教務處 教學發展組 

各單位 

107.12、108.05 

4-3.教學意見調查性別平等意識評量結果未

達 3.5 者，由系所院主管進行輔導與協

助。 

教務處 教學發展組  

4-4.配合自治幹部座談會及社團活動等會議

宣導全校學生性別平等教育。 

學生事務處 各單位 107.09-108.07 

4-5.規劃辦理性別平等教育週系列活動。 學生事務處 各單位 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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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4-6.定期登載相關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資料於

人事室各項研習班，隨班宣導、播放相

關影片等。 

人事室   

4-7.編列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及相關活動

經費。 

秘書室 各單位  

4-8.強化全校教職員工生對懷孕學生受教權

之協助及維護、保障，以提供懷孕或育

有子女之學生安全安心的協助管道，使

其能主動求助。 

秘書室 

人事室 

各系所  

4-9.提供不同性別社群協助與服務。 學生事務處  107.09-108.07 

4-10.強化學校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情感、校園

親密關係暴力之防治認識與處遇能

力。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策略 5：有效整合本校專業師資，培養學生尊重

多元性別意識 

秘書室  107.08-108.07 

5-1.補助本校專業教師積極開設及研發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教務處 

師培中心 

通識教育組 

各院、系所 

 

5-2.開設性別研究（含家庭教育、婦女研究、

性別平等教育、同志研究等）相關課

程，並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

領域。 

師培中心 教務處 

通識教育組 

 

5-3.鼓勵相關課程之授課教師，於課程內容

結合性別平等議題。 

各院、系所 

教務處 

各院、系所 

通識教育組 

 

5-4.建立性別研究相關師資與研究人員之人

才庫。 

師培中心 

教務處 

 

通識教育組 

 

5-5.錄製性別平等相關教師成長線上微課程

（性別與教育、課程設計、議題融入教

學），以加強性別平等教育觀念。 

教務處  107.12、108.01 

校園性別事

件 與 性 侵

害、性騷擾

策略 6：提升教師性別平等教育之專業知識，減

少校園性平事件發生率 

人事室 各院、系所 

中心 

107.08-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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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或性霸凌防

治與處理面

向 

6-1.以院為單位辦理專業領域教師與性別領

域相關研究議題分享活動。 

 師範學院  

6-2.補助教師參與相關性別平等教育領域之

進修課程、議題研討會。 

各院、系所   

策略 7：活化宣導性別平等教育觀念，提供本校

教職員工生易於查詢 

秘書室  107.08-108.07 

7-1.具體呈現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頁資料，

即時更新各項資訊。 

   

7-2.製作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單張，提高全校

教職員工生性別平等意識。 

   

7-3.課程教學融入性平相關議題，提升學生

性別平等教育意識。 

教務處 通識教育組 

各院、系所 

107.09、108.02 

7-4.院週會及系全員大會及各類活動加強性

別平等宣導。 

 生命科學院

及所屬系所 

 

7-5.學生活動中融入性別平等相關議題。    

策略 8：積極鼓勵教職員工參與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工作 

秘書室  107.08-108.07 

8-1.依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年度給予推

動性別平等教育，著有績效之職員獎

勵。 

 人事室  

8-2.依據本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績優獎勵要

點，年度給予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著有

績效之教職員工生及組成之團隊獎勵。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人事室 

107.09-108.07 

8-3.獎勵、補助性別學術研究及補助辦理性

別學術研討會。 

 研究發展處  

8-4.薦送本校教職員工生參加教育部「校園性

侵害校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

課程」，完成初階、進階、高階及精進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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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8-5.補助本校學生參與性別研究之交換及海外

研修活動。 

 國際事務處  

策略 9：即時更新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 秘書室  107.08-108.07 

9-1.定期檢視校內性別事件處理相關法規、

通報及作業流程，並即時更新以符合實

際運作。 

  

9-2.依據相關規定母法之修正，即時更新本

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性別

平等教育實施辦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

計畫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規定等相關規定。 

   

9-3.教育部函轉法規釋疑與新修正之各項性

別平等相關法規，即時公告於本校性平

網，提供各界查詢。 

   

策略 10：受理、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以下簡稱校園性別事件）申

訴案件 

秘書室 學生事務處 

人事室 

107.08-108.07 

 

10-1.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規定等法規，進行受理、調查

校園性別事件申訴案件。 

   

10-2.定期追蹤校園性別事件當事人後續懲

處及協助之執行情形，並定期於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 

   

10-3.性別平等委員會處置之校園性別事件

檔案資料妥善以密件方式建檔與保存

作業。 

   

10-4.校園性別事件申請調查案作業納入本

校內部控制制度-個別性內部控制事

項，定時填寫自我評估表，執行自我

檢視，以降低風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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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校園文化

環境與社

區推展面

向 

策略 11：整合校內性別平等教育師資專業特色 

11-1.提供進行性別議題研究具有特色之教

師獎勵措施。 

教務處 

師範學院 

通識教育組 

相關系所 

 

107.08-108.07 

11-2.協助中央、地方政府機關以及輔導雲嘉

南地區各級學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研

習活動。 

師培中心 

師範學院 

  

11-3.積極辦理推動社區性別平等教育、婚姻

教育等相關課程、活動。 

師範學院 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與社區諮

商中心 

 

11-4.參與社區推展工作或與校外機構合作

辦理性別平等相關推廣活動。  

師範學院 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與社區諮

商中心 

 

11-5.提供指導研究生進行性別相關議題研

究優異之教師獎勵措施。 

師範學院 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與社區諮

商中心 

 

策略 12：強化具特色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活

動 

12-1.整合各校區資源，辦理各校區具性別平

等教育特色課程。 

教務處 通識教育組 107.08-108.07 

 

12-2.辦理各校區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成

果分享會。 

12-3.運用導師時間辦理體育、藝文活動或動

植物攝影、微電影比賽等主題式活

動，並結合生命教育，以強化學生人

際互動能力。 

學生事務處 

師範學院 

學生事務處 

相關系所 107.09-108.07 

策略 13：深化社區服務之推展 

13-1.積極承辦弱勢家庭與族群、新移民等相

關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研討會、工作坊。 

 

師範學院 

 

輔導諮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107.08-108.07 

13-2.積極承辦雲嘉嘉縣市政府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議題課程計畫，提升社區民眾

性別平等教育意識。 

師範學院 輔導諮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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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13-3.結合社區特色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教育活

動，如講座、研討會等。 

師範學院 輔導諮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13-4.申請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之進修

推廣課程，提供社區民眾進修管道，提

升社區民眾對性別平等教育之意識。 

產學營運 

與推廣處 

  

13-5.辦理各類委外職前訓練計畫案，於課程

中規劃 4 小時性別主流化課程，提升學

員求職時對性別平等的了解。 

產學營運 

與推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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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保校園安全零死角 

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學習環境資

源與教學面

向 

策略 1：建立校園空間安全，維護監視系統及

求救系統設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1-1.檢測監視器、緊急電話等各項設備之功

能，並定期進行檢修或更新。 

總務處 

 

 

 

107.08-108.07 

 

1-2.定期檢測廁所緊急按鈕之功能是否正

常，隨時保持設備之正常運作。 

   

1-3.編列校園環境安全設備維護與汰換更

新經費。 

   

策略 2：維護校園安全環境，營造性別友善校

園 

2-1.印製及分發校園安全地圖。 

總務處 

環安衛中心 

 107.08-108.07 

2-2.建置性別平等教育網頁，上傳校園危險

區域圖，提供全校師生查閱與下載。 

秘書室 環安衛中心  

2-3.駐警隊定期、不定期及夜間增加巡邏次

數。 

駐警隊   

2-4.檢視運動場夜間照明設備、更衣盥洗設

備之功能與安全。 

體育室   

2-5.加強運動場館監視系統及安全標示。 體育室   

校園文化環

境與社區推

展面向 

策略 3：確保校園環境之友善安全 

3-1.定期、不定期檢視校園內路燈照明、緊

急求救鈴功能。 

總務處 

 

秘書室 

 

107.08-108.07 

 

3-2.公告校園安全檢視之成果報告及相關

紀錄，並追蹤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環安衛中心   

3-3.校園環境安全宣導，提醒全校教職員工

生注意人身安全，以及如何使用各項

求救資源及電話號碼。 

學生事務處 人事室 107.09-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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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策略與執行措施 
推動 
單位 

執行/協辦 
單位 

執行 
期限 

策略 4：營造無性別偏見之友善校園 

4-1.請各單位、系所定期辦理單位、學院、

系所、中心空間安全總體檢活動。 

秘書室  

總務處 

各單位、學院、

系所、中心 

 

 

4-2.補助學生社團、人事室與各校區辦理教

職員工生校園空間相關教學研習與活

動，探索與性平之關聯，提升教職員

工生性別意識。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人事室 

107.09-108.07 

4-3.辦理性別平等相關研習、講座等活動。  各系、所、中心  

4-4.於師生座談會或系集合時間向學生積

極宣導性別平等觀念之重要性，深化

學生對於性別平等的認知。 

 各系、所、中心  

策略 5：確保學生校園內外住的安全 

5-1.落實宿舍生活管理及門禁安全設施，隨

時檢修監視系統運作，宿舍工作人員

將不定期巡視宿舍，以確保宿舍安全。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107.08-108.07 

 
5-2.每學年進行住宿生滿意度調查，做為宿

舍管理改進之依據，提供優質住宿環

境。 

 生活輔導組 107.08-108.07 

 

 
5-3.本校租屋網站刊登租屋資訊及賃居安

全注意事項等訊息，提供學生校外賃

居參考運用。 

 軍訓組 107.08-108.07 

 

 
5-4.辦理大一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與法律常

識講座。 

 軍訓組 107.08-108.07 

 
5-5.提供完整且安全校外賃居租屋資訊網

路服務平台。 

 軍訓組 107.08-108.07 

 
5-6.依據本校賃居服務計畫，實施賃居關懷

訪視服務工作。 

 軍訓組 107.08-108.07 

 
5-7.辦理房東座談會，以提供安全之租屋資

訊。 

 軍訓組 107.08-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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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需求 

為順利推動 107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工作，達成本校「營造性別友善校

園」及「確保校園安全零死角」等二項工作重點，編列 107 學年度各項目經

費需求，惟其中行政單位依法應辦理之宣導訓練及各學術單位推動經費則由

學校年度單位預算內支應，將不納入本需求表編列。 

107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經費概算表                 單位：元 
序號 品項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1.  錄影主機 10 15,750 157,500 
四校區錄影主機新增及維修(總務處經

費)。 

2.  監視器 50 3,675 183,750 
四校區監視器新增及維修(總務處經

費) 。 

3.  監視器 8 5,000 40,000 
監視器含線路新增及維修(動物科學

系經費) 。 

4.  監視系統（含錄影主

機及監視器） 
1 40,000 40,000 

監視系統（含錄影主機及監視器）新增

及維修（電子物理學系經費）。 
5.  緊急電話(維修) 20 850 17,000 四校區緊急電話新增及維修(總務處經

費) 。 6.  緊急電話(新增) 7 15,000 105,000 

7.  廁所緊急求救鈴 100 300 30,000 
四校區廁所緊急求救鈴新增及維修(總
務處經費) 。 

8.  出席費 8 2,000 16,000 
校外委員出席性平會費用、性別事件調

查小組校外委員出席費。 

9.  撰稿費 100 680 68,000 
支付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書撰稿

費，680 元/千字，實支實付。 

10.  差旅費 20 2,500 50,000 
性平會委員及承辦人員參加教育部或

相關單位辦理之研習或調查小組出差

旅費等。 

11.  誤餐費 90 80 7,200 
性平會、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小組及工作

人員誤餐使用。 

12.  材料費 1 3,500 3,500 
性別平等教育週系列活動-闖關活動使

用。 
13.  印刷費 1 5,300 5,300 印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成果資料 

合計 723,250 以上經費得相互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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