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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 第一學期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定期會議 

會議記錄 

 

壹、 時間：101年 10月 11日（星期四）上午 10：10~11：30 

貳、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 主席致詞 

    本日因為日本姊妹校前來參訪、校長又須到縣政府處理公務，委由瑞玲代為

主持會議。 

    目前本校性平在校際之間，已略具知名度，今年再度承辦教育部兩項計畫，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日前參與「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會

中發現性平意識的提升，是委員們十分重要的實務需求。故趁世新大學羅燦煐教

授應邀到龍潭之便，邀請羅教授蒞校演講，請委員珍惜難得機會，踴躍出席。 

    另，為配合教育部防治準則之修訂，已由業管單位完成本校法規修訂草案，

請委員協助討論適宜性，充分提供寶貴意見。 

 

肆、 宣讀 101年 6月 13日會議重要結論 

一、 本校 1010514案號事件已於 101年 8月 6日備文向教育部結案。 

二、 護理科同學陳情，因性傾向之關係，希能比照冬季，提供褲裝之選擇。已

由秘書室協商軍訓室個案處理。 

 

伍、 工作報告 

一、 教育部重要來文 

（一）101年 6月 6日臺訓(三)字第 1010101395號：旨揭依中華民國 101

年 5月 24日以臺參字第 1010081429C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之「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修改校內法規。已由業務單位於

8 月中前草擬修正條文，並於 9 月 13 日已配合規定時程暫以草案

核報訓委會。 

（二）101 年 7 月 2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16733 號：內政部函有關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查閱申請相關事宜，已轉權責單位人事室。 

（三）101 年 8 月 1 日臺訓(三)字第 1010141422 號：若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當事人應提申復卻誤提申訴時，應請受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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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予申復業務之管轄權責單位併通知申復人，已轉權責單位人事

室。 

（四）101年 8月 17日臺訓三字第 1010151129號：所報跨校疑似性騷擾

事件（校安通報序 432837）密件公文。已具以結案。 

（五）101年 8月 20日臺人(二)字第 1010146843號：檢送工作場所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7條、第 11條發布令影本

及修正條文。已轉權責單位人事室。 

（六）101年 9月 10日臺訓(三)字第 1010161857B號：「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八條、第二十八條條文勘誤表 1 份。已

將相關條文納入校內法規修訂。 

（七）101年 9月 13日臺訓三字第 1010159314號：檢送「101年度大專

校院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南區）委辦案」及「101年度大專校院

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北區）委辦案」之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各

乙份，請於 9月 21日前備文檢據報部憑撥第一期款項。已配合辦

理。 

（八）101年 9月 19日臺訓(三)字第 1010172003號：檢送「101年度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救濟案例研討會計畫」案之決標契約書乙

份。已配合辦理。 

（九）101 年 10 月 08 日臺訓(三)字第 1010176990 號：所報貴校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辦法修正條文，復如說明。已修正法規如

藍字所示，列入議程討論。 

二、 有關教育部「以靜思語五段式教學法提升國中小性別平等教育成效之行動

研究方案成果報告書、經費收支結算表」，已於 9月 21日完成結案。 

三、 性平委員研習報名情形：(反黃處表示非性平會師長) 

研習名稱 研習日期 主辦單位 本校薦派人員 備註 

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

霸凌事件統

計及追蹤管

理系統上線

說明會 

100年 7月 31

日 

教育部 

台中家商 

王淑娟 

852(秘書室預算) 

已執行 

101年度大專

校院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

會運作傳承

研討會 

100 年 9 月

5、6日 

教育部 

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 

王淑娟 

1348(秘書室預

算) 

已執行 

101年度大專

校院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

100 年 9 月

24、25日 

教育部 

成功大學 

李彥徵 

5560(通識中心

101 年度整體獎

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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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作傳承

研討會（學務

人員） 

補助款) 

101年度全國

大專校院性

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座談

會 

101年 10月 5

日 

教育部 

暨南國際大

學 

劉瑞玲、江昱明 已執行 

101年度校園

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救

濟案例研討

會 

100 年 11 月

15日 

教育部 

本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羅于靜老師 

教師評審委員會

應日科張瑜珊助

理教授 

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美容科吳建

興主任 

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護理科趙明

玲助理教授 

 

 

四、 秘書室將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以及 11 月 14 日、15 日，在客家文化館辦

理「教育部 101年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救濟案例研討會」。 

五、 秘書室將於 101年 11 月 18日、19日以及 12月 2日、3日，分別在澄清

湖青年活動中心、復興鄉青年活動中心辦理「101年度大專校院女學生領

導力培訓營」。 

六、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種子教師預計於 10月下旬起展開入班宣導。 

七、 已於 9月 26日提報性平中心 102-104年提升整體教學品質專案計畫。規

劃方向主要為增聘專案助理、網頁建置、e教材建置、教案付梓產學合作。 

 

陸、 討論提案 

案由一： 101學年度第五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新聘委員發聘 

說  明：1.依本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

條辦理。 

        2.通識中心陳俊生主任於 101年 8月 1日卸除代理教務主任職務，其擔

任性平委員之職務係依教務主任行政職之當然委員，故其委員遺缺擬

由新任教務主任林鎮坤教授擔任。 

        3.原心理諮商中心王慧芳主任於 101 年 7月 31日離職，其擔任性平委

員之職務係依心理諮商中心主任行政職之當然委員，故其委員遺缺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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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任心理諮商中心主任林祺堂教授擔任。 

        4.原教師代表蕭玉明委員於 101年 7 月 31日離職，所遺教師代表委員  

缺，經校長圈選，由郭靜宜組長擔任。 

        5.為配合性平法男女性平委員人數之規定，擬商請羅文雄委員、楊宗桓

委員暫讓委員職務，所遺職工代表委員缺，經校長圈選，由王金紅女

士、黃蕙芬女士擔任。 

        6.學生委員任期已屆滿，經校長圈選，由劉書瑋同學、佟謹同學擔任。 

        7.新任委員任期至 102年 7月 31日止。 

        8.請委員會後依 99年訪視委員意見提供性平相關專長、研習經歷備查。 

        9.表示如下： 

職務 身分別 原委員 繼任委員 性別 

當然委員 教務主任 陳俊生 林鎮坤 男 

當然委員 心理諮商中心主任 王慧芳 林祺堂 男 

委    員 教師代表 蕭玉明 郭靜宜 女 

委    員 職工代表 羅文雄 王金紅 女 

委    員 職工代表 楊宗桓 黃蕙芬 女 

委    員 學生代表 董代絲 劉瑋書 男 

委    員 代表 李芷芸 佟  謹 女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性平委員職月確認 

說  明：1.配合新任委員調整如附件一。 

        2.依據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理規則」第十五條辦理。 

        3.依據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理規則」第二十條、「教職

員工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第九條第二項、「性

平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每次輪值委員均由一位男性、兩位女性

委員輪值。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性平委員分組確認 

說  明：1.依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辦理。 

        2.各組職掌詳如附件二-2。 

決  議：照案通過，分組人員詳如附件二-1。 

 

 

案由四：「101 年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救濟案例研討會」性平委員代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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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說  明：1.依據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10156729號函，校長簽核辦理。 

        2.此案已於 101年 10月 3日奉校長簽核通過，依公差假處理。 

決  議：由羅于靜委員代表出席。 

 

 

案由五：本年 10月 2 日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10156729號函：各級學校依據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 12 條第 2 項所定之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依據同法

第 20 條第 2 項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所定之防治規

定，及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7 條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訂定性騷擾

防治措施（包含三法整合之處理機制）等校內章則，屬校務重大事項，

應請提交校務會議議決。 

說  明：1. 依據副校長批示『擬請先提性平會議決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定案』

辦理。 

        2. 本校目前上述三法均載明提交校務會議議決。詳參 

           (1)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則第 20條規定。 

           (2) 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規則第 30條規定。 

           (3) 本校學校教職員工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第 21條規定。 

決  議：明列於本校各法規中，詳參附件。 

 

 

案由六：本校性別平等相關法規修訂。 

說  明：1. 依據教育部 101年 6月 6日臺訓(三)字第 1010101395號來函暨 101

年 6月 13日性平會議決辦理。 

       2. 教育部函示各校依中華民國101年5月24日以臺參字第1010081429C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修改

校內法規。 

        3. 修正之本校法規如下表所示，法規內文暨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三。 

編號 法規名稱 

1.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2.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則 

3.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性騷擾或性侵害防治措

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4.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

處理辦法 

5.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

調查處理程序流程圖 

 

決  議：1.詳如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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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業管單位送法規小組審查，再循行政程序送校務會議審查。 

 

 

柒、 臨時動議 

無。 

 

捌、 主席結論 

    謝謝大家準時與會，並熱烈討論。11月 14日請各委員準時參加研習，身為

委員應該要知道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處理程序，如此性平委員會

才能發揮其應存之功效。性平業務，已漸成特色，未來仍需各位委員多提供寶貴

意見，並予參與、支持，務期達成本校友善校園特色之美善境界。 

 

玖、 散會（101年 10月 11日下午 11：30） 

 

 

                                   主席： 

                                   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