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學年度 第二學期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定期會議 

會議記錄 

 

壹、 時間：101年 6月 13日（星期三）12：00~13：00 

貳、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 主席致詞 

    學校於 100 學年度成立數個特色中心，其中性平中心亦是特色之一。98 學

年度、99 學年度本校承辦、協辦教育部調查人才初階、進階以及再進階培訓活

動，深獲教育部以及各校與會代表肯定。此外本校調查人才資料庫的老師，亦前

往各校支援性平案件之調查，顯見本校對於性別教育之支持與努力。 

    為將性別平等建構成本校特色，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未來希望大家有機會能

多參與研習或訓練活動，以持續推動、落實本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學校活動中心

之建築工程，亦希望能融入性別平等的概念，建構友善的校園空間。 

 

肆、 宣讀 100年 10月 6日會議重要結論 

一、 100學年度第五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發聘、性平委員職月、性平委

員分組、推薦性別平等教育績優人員等，照案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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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將性侵性騷之預防與申請調查流程，列入護理科同學校外實習重要宣達事

項。並請駱俊宏老師協助辦理。 

三、 檢視學生性平意識之量表，由林金蓮委員與駱俊宏老師商討，並請電算中

心支援相關技術，讓學生線上填答，並進行結果分析。 

 

伍、 工作報告 

一、 教育部重要來文 

（一）臺訓(三)字第 1000156654 號：有關學校駐衛警，如涉性侵害或性

騷擾案件審議期間，得否辦理退職及是否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第 5 款定義之職員疑義案，請依說明辦理並轉知所屬，請 查

照。已於 100.10.06、07會簽本校總務處、人事室。 

（二）臺訓(三)字第 1000175045號：貴校所報承辦本部 100年度大專校

院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再進階培訓計畫案之收

支結算表、成果報告 2 份及光碟資料，收悉，同意辦理結案，請 

查照。已於 100.10.07由劉主秘簽獎。 



（三）臺訓(三)字第 1000178718號：「請督導所屬提供學生住宿之學校，

加強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並依說明事項強化學生宿舍環境安

全措施，以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發生，請 查照。」

100(1)、100(2)之住宿生性平宣導已執行完畢，101學年度亦已編

列預算。 

（四）臺訓(三)字第 1000179518 號：檢送「100 學年度各級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調查表」乙份，請依說明辦理，請 查照。已

於 100.10.13上傳完畢。 

（五）臺訓(三)字第 1000205787 號：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修正條文業

奉 總統 100年 11月 9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46201號令公布（如

附件），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建議未來學校各項政策與計畫，列入

性別評估，並依單位屬性執行性平相關教育宣導。 

（六）臺軍一字第 1000920206號：「函轉 貴校學生陳訴軍訓教官服務學

生事宜」已錄為本校地 1001101案號申訴事件，並已調查完畢，於

101年4月25日獲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10071226號函同意結案。 

（七）臺訓(三)字第 1000208255號：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2日修正公布

之「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除第 36條之 1外，行政院定自

100年 11月 15日施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擬於本次會議列入議

程討論。來文詳如附件一。已上網公告，並透過教職員信箱轉知通

報責任及罰則。 

（八）臺訓(三)字第 1000212269L號：所送申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與

教學之開發及研究計畫經費補助案由「以靜思語五段式教學法提

升國小性別平等教育成效之行動研究方案」1案獲指定項目全額補

助新臺幣 5萬元。目前正在執行中，預計 7月底依合約結案。 

（九）臺訓(三)字第 1010017130號：18歲以上學生遭受性騷擾事件，非

屬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僅需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毋須通

報各地方社政主管機關，再請轉知所屬通報權責窗口人員據以辦

理，請 查照。已於 101.02.08會簽心諮中心、生輔組。 

（十）臺訓三字第 1010048974D號：貴校 100年 10月至 11 月校安通報案

件計 1件（359531）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已於 101.04.05、05.02

函覆，並於 101年 5 月 10日獲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10048974D號

函同意結案。 

（十一） 臺訓(三)字第 1010089413號：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

及查閱辦法。已會簽人事室，並於 101.05.28上網公告。 

（十二） 臺訓(三)字第 1010101395號：「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24日以臺參字第 1010081429C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並將名稱修正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防治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以下簡稱本準則），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擬由業務單位於 8 月中前草擬修正條文，

再送性平會，循本校法規修訂程序完成修訂，並於 9月 28日前

配合核報訓委會。 



二、 有關教育部「100 學年度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調查表」，已

於 100.10.13上傳完畢。 

三、 性平委員研習參與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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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師培「性

別平等教育

議題」融入式

課程研討會 

100 年 10 月

15日 

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 

楊宗桓  

全台性別種

子培育工作

坊 

100 年 10 月

21日 

台北市婦女

新知協會 

蕭玉明、林金蓮、

楊宗桓、王淑娟 

 

2011各國性

別平等教育

之比較與發

展國際學術

研討會 

100 年 11 月

24、25日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 

王淑娟 已執行 

性別平等議

題融入醫學

教育研討會 

100 年 10 月

29日 

臺北醫學大

學 

陳嘉琦、蔡秀芬 已執行 

100年度大專

校院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

會承辦人員

傳承會議 

100年 11月 1

日 

教育部、明新

科技大學 

王淑娟 已執行 

100年度校園

性侵害或性

騷擾案例研

討會 --以特

殊障礙學生

為主軸 

100年 11月 4

日 

教育部、國立

臺中特殊教

育學校 

------ 無人與會 

100年度校園

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救

濟爭議案例

研討會 

100 年 11 月

11日 

教育部、亞洲

大學 

江昱明、吳玲慧、

廖啟順 

已執行 

100 年 度      

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

件調查處理

之網絡合作

100年 12月 1

日 

教育部、朝陽

科技大學 

------ 無人與會 



研討會 

「從基督教

精神看性別

平等法制 --

比較法的觀

點」研討會 

100年 12月 5

日 

東海大學 ------ 無人與會 

100年度大專

校院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

擾調查專業

人員進階培

訓計畫 

100年 12月 8

日~10日 

教育部、雲林

科技大學 

------ 無人與會 

學術與實務

的饗宴~第二

屆全國家庭

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博碩

士論文發表

會 

100年 12月 9

日 

內政部 ------ 無人與會 

100 年度校園

性侵害或性

騷擾調查專

業人員培訓

課程研修計

畫 

100年 12月 9

日 

教育部、清華

大學 

吳建興、王淑娟 已執行 

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調

查專業人員

培訓課程研

修計畫公聽

會 

101年 2月 17

日 

教育部、清華

大學 

江昱明 已執行 

提升校園性

別平等意識 

101年 4月 30

日 

桃園創新科

技學校財團

法人桃園創

新技術學院 

陳武鋼、林金蓮、

張雲霞 

已執行 

性別無界！

性別平等教

育講座 

101年 5月 25

日 

臺北醫學大

學 

------ 無人與會 

四、 性平課程種子教師已於 1 月底完成 11 篇教案，並將於 6 月底再完成 11

篇教案。 

五、 本學期性別平等教育種子教師預計已於 5月中旬起展開入班宣導，本次宣



導主題為「性別的自我了解」，並配合主題設計教材、隨身碟文宣。 

六、 100 年 12 月已完成男性學生性平講座；住宿生性平講座分別於 100.12、

101.05 辦理完畢，目前護理科學生校外實習性平增能講座，已完成護理

科宣導教師師培，陸續進班宣導中。 

 

陸、 討論提案 

案由一：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名單更動案 

說  明：1. 當然委員前人事主任劉崇華主任於 101年 3月 31日榮退，其當然委

員職務擬由現任人事主任陳加再接任，以賡續本校性平會政策規劃

組相關業務之推動。 

        2.本屆任期至 102年 7月 31日止。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校第 1001017案號性平事件備案 

說  明：1.事實及內容：略。 

        2.已於 100.10.20召開值月委員會議，因疑似被申請調查人未具校園人

事身分，依性平法不予受理。 

        3.於 101年 5月 10日獲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10048974D號函同意結案。 

決  議：1.同意值月委員之決議。 

        2.雖本校當事人已轉學，但相關事實得在不涉及隱私情況下，列做機會

教育之教材。 

 

案由三：本校第 1001122案號性平事件備案 

說  明：1.事實及內容：略。 

        2.已於 100.11.23召開值月委員會議，因疑似被申請調查人未具校園人

事身分，依性平法不予受理。 

        3.疑似被行為學生已於 100.11.19辦理休學，但仍具本校學生身分，請

輔導單位持續關懷。 

決  議：1.同意值月委員之決議。 

        2.請導師持續關懷學生情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案由四：本校第 1001130案號性平事件備案 

說  明：1.事實及內容：略。 

        2.已於 100.11.23召開值月委員會議，因疑似被申請調查人未具校園人

事身分，依性平法不予受理。 

        3.於 100.12.05 函請疑似被申訴人服務單位海巡署北區巡防局第二四

岸巡大隊協助辦理。 

決  議：1.同意值月委員之決議。 

        2.目前本校當事人雖因故休學，但仍具本校學生身分，亦請導師持續關

懷學生情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案由五：本校第 1010327案號性平事件備案 

說  明：1. 事實及內容：略。 

        2. 已於 101.03.30 召開值月委員會議，因雙方當事人之家長決議讓兩

人完婚，且疑似被行為人堅不透露疑似行為人之姓名，申請調查人

未具校園人事身分，故僅依法執行社會通報，並擬尊重當事人及其

家長之意願，提供必要之資訊，僅於性平會備案，不啟動調查機制。 

決  議：1. 同意值月委員之決議。 

        2. 請導師持續關懷學生產後的情形，必要時可向學校相關單位請求支

援。 

        3. 另亦應著手了解學生是否受到威脅、產後與當事人之間是否如當初

雙方家長議定的內容執行，以及是否需要協助，必要時仍能申請啟

動調查機制，因為性平事件並無時效之限制。 

 

案由六：本校第 1010514案號性平事件備案 

說  明：1. 事實及內容：略。 

       2. 因當事人僅有行為人之電話，但對其背景資訊毫無所悉且不願透

露，並以死相逼，故目前僅執行社會通報、校安通報、春暉專案，

由心諮中心持續關懷中。         

決  議：1. 同意值月委員之決議。 

        2. 因經深入了解，發現學生毒癮甚深、施用劑量亦高，目前由家長、

導師、學校生輔組、心諮中心、社福機構，以及勒戒所組成輔導網

絡，初步先協助學生戒毒，並持續晤談，再伺機探詢學生對性平事

件之申訴意願。 

 

案由七：本校第 1010525案號性平事件備案。 

說  明：1. 事實及內容：略。 

        2. 已於 101.05.25 召開值月委員會議，並於 101.05.28 函轉行為人學

校續辦調查事宜。 

        3. 學生於 101.06.11提出撤回申請書。 

決  議：1. 同意值月委員之決議。 

        2. 請輔導單位持續關懷學生後續之情緒反應與家內之壓力因應情形。 

 

案由八：本校第 1010525案號性平事件撤回申請案。 

說  明：1. 承辦人於 6 月 7 日接獲行為人學校承辦人電話詢問本校當事人是否

撤案。當事人旋於 6 月 11 日提出第一份撤回申請書，承辦人針對

申請書之疑點詢問當事人，當事人再提出第二份申請書，詳如附件

一。 

        2. 承辦人告訴學生本案係由輔導教師提出之「檢舉案」，且「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準則」明訂即便申請人撤回，學校仍得繼續

辦理案件之調查。當事人曾問『怎麼辦？○○學校都會跟媽媽聯

絡……』且是媽媽要當事人提出撤回申請。 



        3. 承辦人於 6 月 13日 11 時許，又再次接獲當事人學校承辦人紀小姐

電詢本校當事人是否已提出撤回申請，並表明原欲於 6 月 14 日召

開性平會，若當事人已撤回，則該校將不受理本案。 

         

決  議：1. 因學生分申請調查人，故撤回之申請無效。 

        2. 另 5月 23日當天已由社工、心諮中心慧芳主任與當事人及其家長晤

談，撤回書內容與晤談之內容有衝突，似難撤回。 

        3. 衡諸學生已滿 20 歲，將於 6 月 16 日畢業，且又與行為人同一監護

人，被申訴人學校欲啟動調查機制，有一定難度。故宜教導當事人

自護之道，提醒當事人於必要時亦可透過警政系統請求協助。 

 

案由九：本校 100學年度教師評鑑性平相關項目追認。 

說  明：1. 已分別於 101.05.25、05.31奉核通過。  

        2. 內容計有：性平課程認列、協助推動性平業務人員名單、准予將入

班宣導時數納入教師評鑑「輔導與服務部分」之 B7「1.專題演講－

每次 2分」項下。 

        3. 相關內容，詳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101學年度預算 

說  明：相關內容，詳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一：本校夏季制服，是否增列褲裝？ 

說  明：性平會於 101.06.05 接獲護理科同學陳情，因性傾向之關係，無法穿

裙裝，希能比照冬季，提供褲裝之選擇。 

決  議：1. 因本學期服裝委員會議已召開完畢，故學生陳情當日，已由劉主秘

商請總教官依個案方式協助處理。 

        2. 未來可以轉請相關單位繼續研議。 

 

柒、 臨時動議 

無。 

 

捌、 主席結論 

    以上諸案件，大部分與男友相關，未來請持續規劃約會安全之相關議題，進

行宣導。另，毒品、網路、喝酒，也較易發生性平事件，未來應持續校園反毒、

菸酒，以及網路安全之教育宣導。 

    另「服裝」有時也會是學生選擇學校的指標之一，未來若要變更校服之設計，

也可以考慮諮詢本校較具美感之美容造型科、通識中心美術教師之意見，結合學



生的意見，審慎設計。 

 

玖、 劉主秘補充 

1. 種子教師入班宣導已漸見成效，部分種子教師已經協助兩年的宣導，值此

招募新血之時期，請各科、中心主任協助推薦入班宣導種子教師之人選，

以持續入班宣導，推動性平教育。 

2. 相關研習委員與教師們參與度仍有成長空間，未來請依研習內容，由相關

組別推派代表與會。 

3. 男護生是來年評鑑之重要項目，請轉知護理科同仁協助加強輔導男護生。 

 

壹拾、 學生委員意見 

1. 目前入班宣導，確實已顯現成效，學生都很期待每學期之宣導課程，建議

未來仍可持續進行。(董代絲委員) 

2. 目前學生正值交異性朋友階段，且有性行為者不在少數，建議學校未來在

宣導時，安全性行為、約會安全、情感教育部分，可以再深入。(李芷芸委

員) 

 

壹拾壹、 散會（101年 6月 13日下午 13：10） 

 

 

                                   主席： 

                                   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