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標面向 工作項目 具體辦理事項 執行期程
負責

單位
經費概算 執行情況 (第一學期) 執行情況 (第二學期) 已執行經費

備註

(經費來源)

1-1性平會運作符合

設置辦法。

依性別比例及多元性為原則，扣除

當然委員後，由各系及職員推派委

員，簽請校長組成「性別平等教育

109/8-110/7 性平會 無 $0

簽請校長召開會議，制定性別平等

教育工作實施計劃及相關預算編

列。

109/8-110/7 性平會 無 $0

期中、期末管制及考核性別平等教

育工作計畫執行成效。
109/8-110/7 性平會 無

110年1月27日簽請各單位審核辦理

情形及經費概算

110年3月3日召開期中會議管制109-

1學期性平工作計畫執行成效 $0

建立性平相關統計資料(行政主管、

教職員、學生性別比例統計)
109/8-110/7 性平會 無

110年02月22日統計全校教職員及

學生性別比例

教師：男50；女19

職員：男17；女18

日間部

學生:男生179；女生130共計309

進修部

學生:男生376；女生254共計630

110年06月29日統計全校教職員及學

生性別比例

教師：男52；女19

職員：男16；女20

日間部

學生:男生169；女生122共計291

進修部

學生:男生354；女生233共計587

$0

日間部學生性別人數請註冊組

提供、進修部學生性別人數請

進修部提供；行政主管、教職

員工性別人數由人事室提供；

性平會於學期中彙整。

2-1按規定召開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議。

定期召開性平會議或臨時會議，推

動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政策。
109/8-110/7 性平會 無

1.109-1召開三次會議：109年11月

11日、109年11月24日、110年01月

06日

2.110年3月3日召開期中會議管制

110年7月14日召開期末會議檢討109

學年度性平工作計畫執行成效
$0

2-2建立具體獎勵，

鼓勵學校成員參與

校園性別事件之調

依實際性平案件結案後，簽獎勵建

議。
109/8-110/7 性平會 無

1091-1性平案俟結案後將簽辦獎勵

建議
110年4月4日完成獎勵簽呈 $0

3-1規劃109學年度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課程，強化宣導學

生對多元性別傾向

開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性別平等教育，1學分;

生命教育，1學分

109/8-110/7 通識中心 $24,660
109-1學期已開設性別平等教育1學

分課程及生命教育1學分課程

109-2未開設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
$24,660

性平教育685*1*18週+生命教

育685*1*18週

3-2強化校園教職員

工對校園親密關係

暴力之防治認識與

強化校園教職員工對校園親密關係

暴力之防治認識與處遇能力，辦理

「職員工性別平等相關研習」，1場

109/8-110/7 人事室 $3,200 擬於109-2學期辦理之
原擬於110年6月2日舉辦，因受疫情

影響暫緩辦理。
$0

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行政人員研

習經費

辦理愛滋防治宣導活動2場、防治性

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宣導講

座2場。

109/8-110/7

學務處

生輔組

體衛組

$24,650 $24,650 學輔專款。

針對日間部學生辦理性別平等相關

研習、影展、情感教育宣導活動及

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防治宣導

活動、性教育宣導。

109/8-110/7
學務處

學輔中心
$33,000

1.109年10月13日舉行性別平等教

育講座。講座題目:是浪漫還是控

制？！談情感教育，互相尊重的健

康關係，共計44人參加。($8,076)

2.109年12月9-18日舉行線上性別

有獎徵答活動，共計31人參加。

($7,970)

3.109年12月25日舉行性別平等班

級輔導，共計36人參加。($3,495)

原擬於110年6月10日預定辦理性平

講座-關係聊療:遇上危險情人怎麼

辦。因受疫情影響暫緩辦理。

$19,541 學輔專款

辦理社區或中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宣

導活動一場。
109/8-110/7

學務處

生輔組
無 預計於109-2學期至中小學辦理。

110年05月14日至復興國小辦理性別

平等教育宣導，共計70人參與。
$0

辦理學生進入實習階段前之性騷擾

防治宣導教育。
109/8-110/7

學務處

學輔中心
無

110年4月21日舉行性騷擾防治宣導

教育講座，共計75人參加。
$0

一、組織與

資源

校長已於109年09月11日核定發聘性平委員

因人員異動頻繁，於110年3月3日補開

1.109年10月14日舉行日間防制性侵騷擾講座，共計37人參加。($9,039)

2.109年12月16日舉行演講一：認識愛滋病。演講二：愛滋病治療與預防

性投葯的重要性，共計80人參加。($15,611)

3.原擬於110年6月16日辦理反毒知能暨愛滋防制宣導講座，因受疫情影

響暫緩辦理。

大漢技術學院109學年度性平工作計畫經費概算表

3-3辦理性別平等相

關活動，提升全校

師生對性別議題的

重視與了解。宣導

親密關係暴力及防

治宣導工作

三、教學課

程與教育宣

導

二、制度與

法規

1-2整合校內性別平

等相關資源，訂定

年度工作計畫及召

開經費協調會。



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1場

次。(配合生輔組於109/9/17辦理防

災演練時進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

明)

109/8-110/7

總務處

 庶務暨營繕

環安組

無

已配合生輔組於109年9月17日辦理

防災演練時進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

說明

已配合生輔組於110年5月11日辦理

防災演練時進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

說明。

$0

檢討校園走廊照明，進行LED更換改

善。至109年8月13日止已完成太陽

能路燈(含投射燈)183盞裝設。

109/8-110/7

總務處

 庶務暨營繕

環安組

$1,145,800 $1,145,800

補助款：997000元、自籌款：

128300元、學校經費：20500

元。

維護校區現有監視系統設備，確保

功能正常運作，以落實校園安全管

理。不定期檢查系統是否正常運作

，本校現有監視器198支，目前功能

均正常。

109/8-110/7

總務處

 庶務暨營繕

環安組

無
現有監視器198支，目前功能均正

常。

現有監視器199支，目前功能均正

常。
$0

緊急壓扣系統維護。不定期檢查系

統是否正常運作，現有緊急壓扣14

支，功能均正常。

109/8-110/7

總務處

 庶務暨營繕

環安組

無 $0

學期前進行重點場所安全檢查及定

期執行實驗室安全巡檢。(擬於109

年10月16日完成各實驗室安全檢查)

109/8-110/7

總務處

 庶務暨營繕

環安組

無
已於109年12月9日完成各實驗室安

全檢查。

已於110年6月24日完成各實驗室安

全檢查。
$0

宣導周知教職員工生性騷擾、性侵

害或性霸凌申訴案件之窗口。
109/8-110/7

學務處

生輔組
無 $0

受理並調查處理師生重大違反性別

平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

109/8-110/7 性平會 無

109年11月10日受理1091-1案，於

110年1月6日會議決議該案疑似違

反教師倫理規範，已轉送校教評審

議。

109-2學年度無接報案件。 $0

建立跨處室之聯繫及合作機制，以

保護處理人員之人身安全及工作權

益。

109/8-110/7 性平會 無 $0

聘請學者專家協助處理校園性侵害

及性騷擾之性別事件調查。
109/8-110/7 性平會 $4,000 $10,800 性平會業務費(調查出席費)

針對違反校園性別事件受害人之心

理輔導及加害人之教育輔導。
109/8-110/7

學務處

學輔中心
無

1.業於2月26日與1091-1案申訴人

甲生聯繫，徵詢並提供心理諮商服

務資源，學生表達如果需要諮商資

源，將會聯繫學輔中心。

2.該案以性騷擾不成立結案，無須

提供事件相對人教育輔導。

109-2無個案須提供相關教育輔導服

務。
$0

每日配置警衛及校安人員，確實依

規定執勤與巡察，遇危險立即處理

並報告。

109/8-110/7

總務處

 庶務暨營繕

環安組

校安中心

$900,000

1.每日校園巡查紀錄及異常狀況均

填寫於簿冊。

2.於行政會議報告各單位異常狀況

及次數統計。(109年8-12月

$370,415)

1.每日校園巡查紀錄及異常狀況均

填寫於簿冊。

2.於行政會議報告各單位異常狀況

及次數統計。(110年1-7月

$518,581)

$888,996 業務費

5-3建立性別平等相

關處理人員之儲訓

制度。

1.建立性別平等相關處理人員之儲

訓名單。

2.鼓勵性平工作相關人員及委員，

出席相關會議及研習活動。

3.依據儲訓名單適切薦送教育部性

別平等事件調查專業素養培訓，擴

增具性平事件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

人數。

109/8-110/7 性平會 $12,038 $10,157 性平會業務費(研究訓練費)

合計 2,147,348$  2,124,604$   

五、校園性

平事件防治

現有緊急壓扣14支，功能均正常。

5-1提升學校處理校

園性別事件之處理

能力及對校內外相

關資源之整合。

1.109年12月10日陳柏叡助理參與109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平會運作傳承

及座談會($746)

2.109年12月16日郭詩妘輔導員參與109年度大學校院教師性別平等教育

研討會($2,661)

3.109年12月7-10日李英蘭老師參與109年度性平專業調查人員高階培訓-

台中($6,750)

四、安全學

習空間

本校建立跨處室之聯繫及合作機制，申訴窗口為生輔組，行政聯繫窗口

為本校性平會，輔導單位為本校學輔中心。

1091-1案於109年11月11日聘請1位校外委員(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專業人才庫)$4,800及109年11月24日聘請1位執業律師擔任該

案調查小組人員$6,000

5-2維護當事雙方之

相關權益，防治有

關事件再次發生。

4-2建置無性別偏見

與安全之校園空間

與設備。

4-1維護校園整體安

全。

1.109年9月9日運用期初導師會議宣導性別事件受理窗口。

2.109年9月14日運用新生入學輔導、9月16日幹部訓練時機宣導性別事件

申訴之窗口。

3.110年2月24日運用期初導師會議宣導性別事件受理窗口。

4.3月16、17、20日學生座談會時機宣導性別事件申訴之窗口。

太陽能路燈(含投射燈)183盞目前功能均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