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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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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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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教職員工生合計共 810 人，男性占 56％、女性占       

44％，較 107 學年度女性人數上昇 0.2％，男女生比例差距縮小，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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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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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83 190 

研究所碩士班 563 654 1,217 

大學部 3,819 3,670 7,489 

進修碩士班 337 525 862 

進修學士班 1,192 760 1,952 

教育師資班* 416 272 688 

合計 6,434 5,964 12,398 

                  備註：統計至 108年 3月 15日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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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150 481 

職員（含護理人員） 46 93 139 

專案工作人員 41 91 132 

技工 14 6 20 

工友 14 16 30 

駐衛警 9 0 9 

合計 455 356 811 

備註：統計至 108年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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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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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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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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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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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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據教育部 107年 9月 4日臺教學（三）字第 1070143056

號函「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面審查自我檢核審查表之

「書審指標」及本校 107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成果，本校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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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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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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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推動策略與執行措施 

為達成本校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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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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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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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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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計算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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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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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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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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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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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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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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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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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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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2、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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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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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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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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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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配合外籍生及(僑生)會員大會辦理性別

平等相關講座，宣導性別平等教育。 

學生事務處 

 

 

 

秘書室 

人事室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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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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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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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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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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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組 108.12、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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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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性別事

件 與 性 侵

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

治與處理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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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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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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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2 

7-4.院週會及系全員大會及各類活動加強性

別平等宣導。 

 各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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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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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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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轉知並鼓勵本校師生參與性別研究相關之 各院、系所 國際事務處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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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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術活動。 

策略 9：即時更新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 秘書室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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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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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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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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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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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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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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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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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與諮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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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與諮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13-3.結合社區特色辦理相關性別平等教育活 師範學院 輔導與諮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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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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如講座、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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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營運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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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營運及推

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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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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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管理中心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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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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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 108.8-109.7 

2-5.加強運動場館監視系統及安全標示。 

 

 

體育室 體育室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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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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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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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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安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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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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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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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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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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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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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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辦理大一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與法律常

識講座。 

 軍訓組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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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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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09.7 

5-7.辦理房東座談會，以提供安全之租屋資

訊。 

 軍訓組 108.8-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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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需求 

為順利推動 108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工作，達成本校「營造性別友善校園」（包含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辦理性騷擾

申訴及研習訓練）及「確保校園安全零死角」（包含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改善照明及監視器）等項工作重點，

編列 108學年度各項目經費需求。 

一、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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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就經費歸類擇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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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1 15,000 15,000 
運動場館監視系統錄影主機新
增及維修【體育室經費】 

2.  監視器 

50 12,000 600,000 
四校區監視器新增及維修【總務
處經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4 2,500 10,000 
運動場館監視器維修【體育室經
費】 

3.  緊急電話 30 4,000 120,000 
四校區緊急電話新增及維修【總
務處經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4.  廁所緊急求救鈴 30 1,000 120,000 
四校區廁所緊急求救鈴新增及
維修【總務處經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5.  出席費 8 2,5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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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經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6.  撰稿費 95 1,020 96,900 

支付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書
撰稿費，1,020 元/千字，實支實
付【秘書室經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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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品項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請就經費歸類擇一勾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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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經
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8.  誤餐費 100 80 8,000 

性平會、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小組
及工作人員誤餐使用【秘書室經
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9.  材料費 1 10,000 10,000 
分攤校慶暨運動會性別平等教
育宣導品文宣【秘書室經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10.  印刷費 

3 5,000 15,000 
印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成果資
料及宣導【秘書室經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40 10 40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外籍生
場）印製相關宣導資料【國際處
經費】 

80 10 80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僑生
場）印製相關宣導資料【國際處
經費】 

11.  
講師鐘點費 /校內講
師費 

14 2,000 28,000 

辦理「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
計畫【學務處執行教育部補助經
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1 1,000 1,00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外籍生
場）講座鐘點費【國際處經費】 

1 1,000 1,00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僑生
場）講座之講師費【國際處經費】 

2 2,000 4,000 
辦理 2小時性別主流化知識【人
事室經費】 

12.  交通費 7 2,000 14,000 

辦理「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
計畫【學務處執行教育部補助經
費】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辦理性騷擾申訴及研習訓練 

□改善哺乳空間及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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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品項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請就經費歸類擇一勾選 

1 5,000 5,00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外籍生
場）講座與參與人員之交通接駁
使用【國際處經費】 

□改善照明及監視器 

1 5,000 5,000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僑生
場）講座與參與人員之交通接駁
使用【國際處經費】 

2 1,080 2,160 
辦理 2小時性別主流化知識講座
交通費【人事室經費】 

 

合計 1,283,7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