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大直高中 106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壹、依據：

106 年 11 月 15 日 性平會通過

一、依教育部 86.7.19 台（86）訓（三）字第 86081562 號函頒「各級學校兩
性平等教育實施要點」辦理。
一、民國 93 年 6 月 23 日訂定、102 年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性別平等
教育法」辦理。
三、依 104 年 9 月 17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439383500 函頒「臺北市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運作原則」辦理。
二、106 年 2 月 17 日北市教綜字第 10631638200 號函頒「臺北市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與運作原則」。
貳、目的：
一、建立性別平等教育資源，塑造無性別歧視之教育環境，以實現「性別平
等、相互尊重」之目標。
二、增進學生性別意識，並協助學生瞭解自己在性別關係中的責任與義務。
三、提供防治家庭暴力、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性誤（濫）用等資料，建
立學生自我保護意識。
參、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
肆、組織與運作原則:
一、組織：成立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委員 15 人，校長為主任
委員，其他委員含行政代表、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由學
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另視需要得延聘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為本會諮
詢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2 分之 1 以上，具行政職務之委
員不超過總數 2 分之 1，本會委員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二、運作原則:
(一)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執行秘書一職，由學務處主任兼任，協助
校長綜理學校性別平等教育業務，包括：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議、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
等教育實施計畫等事項。
(二)各處室主任負責統整其處室之性別平等教育業務，必要時得設專人兼
辦，並擔任聯絡與協調之窗口，參加各處室專人聯席會議。
(三)為加強學校擬訂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的統整性及周延性，學校
得視需要，由執行秘書召集各處室主任或專人研商後，提交學校性別
平等委員會討論。
(四)「學校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後，各相關處室應確實執行計畫，並進行業務之相互協調整合。

伍、實施方式:整合各處室校內外資源，分工設置工作小組，由各處室主任(或專
人)負責統整其處室之性別平等教育業務，並擔任連絡與協調窗口，參加聯席
會議 共同推展性別平等教育。
陸、任務編組與實施時程：
組別 負責單位 推動工作項目
行政 主任委員 1.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與防 執行秘書 2. 統籌規劃學校各項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治組
陳報檢核成果
3. 研修性別平等教育(含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及性霸凌防治)等相關規定
4. 受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申
請調查、通報及申復事宜
5. 建立校園性別平等案件及加害人檔案資料
6. 編列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方案之年度預算
7.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行政及防治事務
課程 教務主任 1. 發展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之教學、教材及
與教 圖書館主任
評量
學組 輔導主任 2. 規劃性別平等教育(含性侵害、性騷擾、性
霸凌防治、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
約會暴力防治教育)融入各科教學，且每學
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或相關活動至少四小
時
3. 處理校園性別平等案件之學生當事人學籍、
課程、成績及學校相關人員之課務
4. 安排校園性別平等案件當事人接受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之相關事宜
5. 規劃與建置性別平等議題圖書、媒材資料
6.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及教學事務
諮商 輔導組長 1. 規劃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之性別平
與輔 輔導教師
等教育相關活動
導組 (含專兼
2. 擬定與執行校園性別平等事件相關當事人
輔導教
之輔導計畫
師)
3. 提供校園性別平等事件之當事人、家長、證
人等心理諮商、諮詢、轉介相關資源及追蹤
輔導等服務
4. 預防與處理學生懷孕事件
5. 統整社會資源及建立輔導網絡
6. 其他有關校園性別平等案件之輔導事務
環境 總務主任 1. 規劃建立性別平等、友善、安全之校園環境
與資
2. 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使用情形
源組
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3. 辦理校園安全空間檢視說明會

實施時程
每學期至少開
一次會議
期初、期末
視需要召開臨
時會議

國、高中教學
研究會議
依需求辦理

依需求辦理

經常性

4. 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空間，繪製及更新校園危險地
圖
5. 依據性別人數比例，配置校園空間設施(含
哺(集)乳室)
6. 其他性別平等教育之環境與資源事務
柒、實施內容與分工：
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承辦單位

一、擬定實施計畫，1. 於性平會依實施計畫建立共識並研議相關事
生輔組、生教組、
務
召開工作會議
全體委員
(行政防治組) 2. 視需要後召開工作會議研議相關事務
1. 研討各科如何融入課程或創發相關活動
2. 研發搜集相關教材教法
教學組、訓育組、
二、召開教學研究
3. 規劃及實施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防治教育 各科教學研究會
會，充實並整合
課程
各科教學內容
教學組、教官室、
(課程與教學組) 統整校內每學年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防治教
生輔組、生教組、
育課程時數（每學年至少實施 4 小時以上）
輔導組、各科教師
摘錄印發性別平等相關文章或剪報資料，供師生
輔導組、圖書館
閱讀及師長導讀宣講用
三、提供性別平 辦理性別教育專書展示或簡介
圖書館
等教育資訊
教學組、輔導組、
(課程與教學組) 購置性別議題圖書，購置視聽媒體教具
圖書館
提供網路相關資料

資訊組

教務處、學務處、
辦理教師、行政人員及家長進修研習活動
輔導室、教師會、
家長會、人事室
訓育組、生教組、
利用週會活動、壁報、專題講座、徵文、朝會宣
生輔組、輔導組、
講、參觀、讀書心得發表、影片欣賞、廣播宣導等
圖書館、導師、
方式辦理學生宣導活動
任課教師
四、宣導性別平等
安排班會討論
訓育組、導師
觀念
輔導組、輔導教師
(諮商與輔導組) 性別議題個別諮商，或開設學生成長團體
學藝活動結合性別教育主題辦理（如：國語文競
教學組、訓育組
賽、英文話劇演講作文比賽）
於社團、專題研究、學校本位課程結合性別教育
實研組、訓育組
相關主題
海報製作

訓育組

加強校園死角之監控與警衛門禁管理

事務組、生教組
生輔組、教官室

五、改善及建立「安 改善校園角落照明
事務組
全且無性別偏
事務組、生教組
見 」 之 校 園 空 公告並宣導校園安全地圖
生輔組、教官室
間。
(環境與資源組)
在新建工程（或整修改建）施工設計加入性別需
事務組
求考量（如：廁所規劃）
1.依據本校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性霸凌之防治
六、建立性騷擾、性 規定，建立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處理機制
侵害、性霸凌 與流程(如附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生教組、生輔組、
防治機制與事 2.辦理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事件之通報、受
人事室、性平會
件處理
理調查、申復
(行政防治組)
3.管理並填覆教育部性平事件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及性霸凌事件回覆填報系統
七、提供申訴窗口
建立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案件申訴單一窗口
(行政防治組)

生教組(國中部)、
生輔組(高中部)、
人事室(教職員工)

八、依規定召開性
別平等教育
除每學期召開一次，得依特殊個案情形不定期召 生教組、生輔組、
委員會議
開會議
執行秘書
(行政防治組)
1.彙整資料定期陳報
教學組、訓育組、
九、成果彙整報局
2.彙整「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工作成果冊報局 生教組、生輔組、
(行政防治組)
3.彙整資料填報各級學校推動家庭暴力、性侵害 輔導組、事務組、
(諮商輔導組)
及兒少保護防治業務執行情形及辦理成效表 教官室
捌、經費預算：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