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第 5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03 年度第 4 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3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博愛國小 1 樓多媒體會議中心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95 巷 20 號)
參、主

席：教育局陳主任秘書順和代理

記錄：李玉梅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略）
陸、業務報告：
（略）
柒、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二、報告上次會議主席裁示及決議/委員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臺北市政府第 5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03 年度第 3 次會議
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委員建議辦理情形列管表
項
次
1

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
權責單位
/委員建議
103 年度第 2 季各級學校性 教育局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輔導
成效檢事案件審查結果主
席裁示：
學校廁所可研議設計準
則，供學校新建或翻修參
考，以減少相關性平事件發
生的可能。

2

103 年度第 3 季各級學校性 教育局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輔導
成效檢事案件審查結果主
席裁示：

辦理情形

執行
等級
A

學校廁所設計準則研議
一案，已於 103 年 11 月
11 日性平會政策小組
103 年度第 4 次工作會議
提案討論，經會議決議，
請教育局工程科參考委
員建議、會議手冊內相關
資料及湯委員之著作，研
議學校廁所設計準則，以
供各校做為爾後廁所改
建或新建之參考。
(1)103 年度第 3 季 10 所 A
未解除列管學校已續於
103 年度第 4 季提報輔
導成效檢視。

項
次

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
/委員建議
(1)10 所尚未解除列管學校
應再度檢視，請教育局綜
企科予必要協助。
(2)部分輔導成效實施良好
學校宜優點擴散，請教育
局於訓輔人員相關會議
安排經驗分享，予更多相
關人員精進機會。

權責單位

3

案由二：有關臺北市政府教 教育局
育局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研
究獎勵實施計畫，決議：
請教育局綜企科再瞭解本
局行動研究之獎勵額度與
教育部是否重複，另為廣為
徵件，本市計畫不限制一稿
不兩投，未來如有規劃獲獎
論文於網路公開或發表，宜
特別注意著作授權事宜。

4

案由三：有關本市各級學校 教育局
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資
源表一案，決議：
請教育局綜企科及課程與
教學小組針對各機關所提
供資源之適齡性問題進行
確認後，再函發本表給各級
學校辦理性平宣導活動參
考。

辦理情形

執行
等級

(2)有關學校處理校園性
別事件當事人輔導措施
及成效良好者，除請各
區重點學校安排於群組
會議進行經驗分享及觀
摩，另教育局已規劃 104
年度辦理各學層校園性
別事件行為人輔導處遇
暨輔導成效檢視作業研
習，以提升相關人員知
能。
經查「教育部獎助性別平 A
等教育碩博士論文及期
刊論文要點」
，其範圍為
申請截止日前二年內通
過論文口試取得學位之
性平教育議題相關論
文，及申請年度前一年發
表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本局辦理行動研究
論文發表類之徵件，並不
包含學位論文，故不會有
所重複。
本局業於 103 年 10 月 15 B
日以電子郵件請資源表
中相關局處確認宣導資
源適齡性，俟各局處回覆
確認後，再函發本表給各
級學校辦理性平宣導活
動參考。

執行等級說明：Ａ-已執行 Ｂ-部分執行 Ｃ-即將執行 Ｄ-未執行 Ｅ-供決策參考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執行等級屬 B 者，繼續列管。
三、各工作小組工作報告
（一）政策小組（信義國中）。
（二）課程與教學小組（永吉國小）。
（三）防治小組（華江高中）。
（四）社教小組（天文館）。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
四、局處工作報告
(一)觀傳局工作報告
(二)體育局工作報告
【委員討論意見摘要】
黃委員馨慧：建議爾後在資料呈現上加入性別統計，及辦理活動內容與
性別平等教育之關聯性。
危委員芷芬：建議觀傳局能善用網路(例如 Line)宣傳管道促進市民接受
資訊。另建議體育局對運動館場安全空間進行檢視。
楊代理委員益風：建議觀傳局對不同宣傳媒介宜有不同宣導內容，如廣
播節目宜減少理論性內容。另體育局宜更重視運動館場的
安全性及親子活動規劃之性別平等教育內涵。
主席裁示：
1. 請觀傳局參考委員建議強化網路宣導管道，必要時請資訊局協助，並
列入下年度工作重點。
2. 有關運動館場的安全，請體育局列入檢視項目。
3.辦理相關活動宜說明與性別平等教育之關聯性。
五、提報 103 年度第 4 季各級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輔導成效
檢視案件審查結果。（報告單位：教育局、防治小組）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輔導成效檢視

作業規定」
，學校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後續
輔導成效，每季應將「臺北市各級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輔導成效檢視表」報局進行審查。
(二) 103 年度第 4 季各校提報審查件數總計 70 件，經本局各業務主管
科進行初評後，復於 103 年 11 月 25 日假松山家商由本性平會危
委員芷芬、黃委員美玲及學校輔導實務工作代表黃委員溫淳等 3
員組成審查小組進行複評，總計解除列管案件 60 件(高中 12 件，
高職 6 件，國中 31 件，國小 10 件，特殊學校 1 件)，如下表。
103 年度第 4 季輔導成效檢視案件審查結果
類別

審查件數

解除列管件數

高中

13

12

高職

7

6

國中

38

31

國小

11

10

特殊學校

1

1

合計

70

60

(三) 本次審查委員提出建議如下：
1. 學校性平會「解除列管日期」，應為輔導作為完成並追蹤滿 3
個月後之日期。
2. 輔導成效檢視表填寫完畢應送學校性平會審查是否同意解除
列管，故「填表日期」應於性平會解除列管日期「前」。
3. 「輔導日期」應為通報日期之「後」。
4. 事件發生地點若為校園中，應將發生地點確實填寫清楚，勿以
「校內一般場所」簡略帶過。
5. 對行為人的輔導重點應著重在行為人觀念及行為改善之情形。
6. 少數學校性平課程實施時數偏低。
7. 部分學校輔導成效檢視表填寫能明確掌握行為人輔導重點，並
具體填寫輔導或性平課程實施內容，彰顯輔導成效，可作為其
他學校楷模。

(四) 本案依作業規定提報本委員會同意後，請教育局各學層業管科室
函知學校審查結果。
主席裁示：洽悉備查，並請教育局督導實施性平課程時數偏低之學校進
行改善。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臺北市政府 104 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草案)及各工作小
組與資源中心學校實施計畫(草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育
局、各工作小組）
說

明：
(一) 依據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北市政府第五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工作
小組 103 年度第 1 次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 市府 104 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經各工作小組及本市 104
年度各級資源中心學校(高中職-西松高中；國中-龍山國中；國小日新國小；幼兒園-市大實小附幼；特教-啟明學校)研擬在案，提報
本次大會討論。
(三) 前揭市府 104 年度推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各工作小組年度實
施計畫、資源中心學校實施計畫及 104 年度教育局委託學校/教研中
心辦理研習活動一覽表經各工作小組討論後，提報 103 年 11 月 28
日聯席會議討論修正，詳如附件(相關計畫草案會場手冊內提供)。

擬

辦：前揭計畫草案提報本次委員大會討論通過後，據以實施推動。

【委員討論意見摘要】
劉委員淑雯：1.有關幼兒園所辦理研討成果發表會活動，建議屆時能邀
請性平委員參與，以利專業對話與回應，帶入更多元的
觀點。有關幼兒園教師之研習課程內容，宜強化與性別
平等教育之關連性。
2.建議天文館所辦理之「女性天文學家海報展借展」活
動，可增加與觀展者互動活動，例如邀請女性天文學家
至活動現場分享職涯經驗等。

決

議：請幼兒園及天文館參考委員修正計畫，餘案照案通過，依計畫執行。

案由二：臺北市政府 104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實施計畫(草案)及各
學層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活動實施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教育局、政策小組、社教小組）
說

明：
(一) 依據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北市政府第五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工作
小組 103 年度第 1 次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 市府 104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實施計畫經政策小組、社教
小組及本市 104 年度承辦性平宣導月活動學校(高中職-西松高中；
國中-龍山國中；國小-民族國小；國小暨幼兒園-志清國小)研擬在
案，提報本次大會討論。
(三) 市府 104 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實施計畫、各學層辦理性別
平等教育宣導月活動實施計畫經政策小組及社教小組討論後，提報
103 年 11 月 28 日聯席會議討論修正，詳如附件(相關計畫草案會場
手冊內提供)。

擬

辦：前揭計畫草案提報本次委員大會討論通過後，據以實施推動。

決

議：照案通過，請相關單位依計畫執行。

案由三：為處理教育局主管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調查處理流程圖
(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育局、防治小組）
說

明：
(一) 依據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北市政府第五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防治
小組 103 年度第 1 次臨時工作會議決議辦理。
(二)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8 條規定：「學校違反本法規定時，被害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所屬學
校申請調查。但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
請調查。任何人知悉前二項之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或主

管機關檢舉之。」有關主管機關處理申請(或檢舉)調查等程序，依
同法第 29 條至 35 條規定辦理。
(三) 為處理本局主管學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之調查處理，擬訂處
理流程圖(如附件)，本局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將該案件提送
性平會授權由防治小組調查審議後提報大會討論議處。
擬

辦：前揭流程圖提報本次委員大會討論通過後，據以辦理。

【委員討論意見摘要】
楊代理委員益風：本草案有關性別事件授權防治小組推薦 3 人組成調查
小組及審議調查結果，宜探究是否有法源依據。
決

議：請教育局綜企科瞭解相關規定及法律授權範圍後，檢視本作業流程
草案需修正處，俟修正完成後再提交本委員會討論。

玖、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今(103)年國小家長同志教育研習之與會家長所反映之意見一案，
提請 討論。(提案人：危委員芷芬)
說明：本人獲邀擔任今(103)年教育局辦理國小家長同志教育研習之專題講
座，有關家長於研習現場向本人所反映之意見，在此提出請業務單位
研議或共同討論：
（一） 學校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時，部分所運用媒材(如去年之青
春水漾)引起家長疑慮，請問教育局是否曾以公文發函學校要求使
用指定媒材？
（二） 建議學校運用民間團體設計之教材，或邀請民間團體協助辦理相
關性平宣導活動時，能有明確判斷規準，讓過程更透明、更嚴謹。
（三） 有關學校，特別是小學階段依據性平法實施同志教育是否適宜，
建議能研議編製給家長的 Q＆A，或加強學校教育人員知能俾協助
宣導，以利減輕家長對學校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議題(如：同志
教育、性教育)之疑慮。
【討論意見摘要】

教育局回應：1.本局以公文要求學校需配合使用之性別平等教育媒材，
僅有依據教育部函文指示要求地方政府教育局需督導
所屬中等學校學生觀賞國教院編製之「假宗教名義性侵
害」防治宣導影片。
2.有關學校使用各類性別平等教育教學媒材之原則，本局
已於 102 年 12 月 27 日函頒「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運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資源注意事項」供各校參
酌。
3.有關研議依據性平法實施同志教育之家長 Q＆A 宣導一
案，擬於課程與教學小組提案討論。
劉委員淑雯：基於學校行政人員職務更迭頻繁，且因應 12 年國教新課
綱，建議前揭注意事項宜評估是否需重新檢視修訂，另可
將教育局函頒之重要訊息掛載於性別平等教育網周知。
楊代理委員益風：家長之意見，意在希望主管機關確保學生學習資源之
適當性，符合性平精神，方宜運用於教學活動中。基
於出版品審查制度已廢止及教師教育專業自主，學校
活動媒材之運用與審查，宜回歸學校課發會等機制秉
權責辦理。
主席裁示：請教育局參酌委員建議處理本案。
拾、散 會：下午 4 時 9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