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頒獎暨 

課程研討觀摩發表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年度推動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課程與教學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 因應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提升教育人員課程與教材研發風氣，

激勵專業成長。 

二、 鼓勵教育人員研發性別平等教育校本課程及議題融入各領域之教材，

創造多元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三、 藉由跨國合作的「波濤最深處」紀錄片，紀錄亞洲四國 16位女詩人的

困境及觀點，省思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的可及性。 

四、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在校園中實踐，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消除

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二、 承辦單位：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國立和美實驗學

校)。  

肆、辦理日期：110年 12月 17日(星期五)。 

伍、辦理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廳(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陸、流程表：詳如附件 1。 

柒、參加對象 100人(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示) 

    一、所有獲獎人員(獲獎名單如附件 2)。 

    二、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研究教師及種子教師。 

三、110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獲選學校薦派2-3名教師(獲

選學校名單如附件 3)。 

    四、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含地方政府轄管學校)教師。 

前三項優先錄取，第四項依報名先後順序依序錄取。 

捌、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請於 110年 12月 3日(星期五)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網站報名，網址：http://inservice.edu.tw；課程代碼：3285357。 

二、聯絡人：國立和美實驗學校陳秀卿專案助理，電話04-7552009分機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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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交通資訊 

一、搭程高鐵： 

(一)高鐵南下參考車次： 

0813車次：南港（9:00）－臺北（9:08） 

(二)高鐵北上參考車次： 

0606車次：左營（7:00）－臺南（7:13）－嘉義（7:32）－臺中（8:00） 

－新竹(8:25)－桃園(8:38)－板橋(8:51)－臺北

(9:02) 

二、搭乘捷運： 

(一)淡水北投線(紅線)： 

台大醫院站 2號出口->搭乘淡水信義線(紅線)至台大醫院站 2號出

口直走常德街，穿越中山南路後往左側直走後再右轉徐州路，步行

大約 6分鐘即可抵達。 

(二)板南線(藍線)： 

善導寺站 2號出口->搭乘板南線(藍線)至善導寺站 2號出口，沿林

森南路往南走經青島東路、濟南路，遇徐州路右轉，步行約 7-10

分鐘內即可抵達。 

三、其他交通資訊請參考網頁說明 

http://www.nthcc.com.tw/traffic/traffic01  

拾、經費 

一、 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研究教師及種子教師之交通費及代課鐘點費

(不含兼課鐘點費)由本校經費支應。 

二、 獲獎人員、獲選學校薦派教師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含地方政府轄管學

校)教師所需之交通費及代課鐘點費由原服務學校依相關規定支給。 

三、 其餘相關經費由國教署委託國立和美實驗學校「110年度推動高級中等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實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注意事項 

一、 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二、 請參加教師務必全程參與，全程參與者核予 6小時研習時數。 

三、 為響應環保、紙杯減量，請學員自備環保杯、筷，現場不提供紙杯。 

四、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配合防疫新生活運動，維護參與人員健

http://www.nthcc.com.tw/traffic/traffi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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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採取防疫措施如下： 

(一) 請參與人員配戴口罩。 

(二) 進入會場前量測體溫，額溫攝氏 37.5度以上不得參與活動。 

(三) 準備 75%防疫酒精供活動全程清潔使用。 

(四) 若有發燒、咳嗽或非過敏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的學員請勿到會

場。 

五、 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最新防疫指引，承辦學校將另行通知， 

屆時請學員務必遵守配合。 

拾貳、本計畫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 



 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頒獎暨 

課程研討觀摩發表會 流程表 

日期：110年 12月 17日(星期五)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廳 

時間 主題及內容 主持(講)人 

9:30-9:50 報到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9:50-10:20 開幕式暨頒獎典禮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吳星宏校長 

10:20-12:00 
波濤深處的性別平等教育 

-波濤最深處- 

引言人 

國立臺南大學性平培力與性別事件

防治研究中心呂明蓁主任 

與談人 

黃明川導演 

12:00-13:10 午餐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13:10-14:00 
萌芽紮根的性別平等教育 

性平資源中心研發成果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劉秀鳳秘書 

14:00-14:50 
芽葉延伸的 

性別平等教育 

非典型的 

談「情」說「愛」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周威同教師 

從女而立的一門課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林韋婷教師 

14:50-15:10 茶敘暨觀摩交流 

15:10-16:40 
性平議題融入教學教案 

設計甄選活動觀摩發表 

引言人 

國立臺南大學性平培力與性別事件

防治研究中心呂明蓁主任 

分享人 

【特優】臺北市立木柵高工牛涵釗教師 

【特優】私立義民高中鄭雅安教師 

【優等】國立中興高中李彩華教師 

16:40-17:0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吳星宏校長 

17:00~ 歸 賦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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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 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 獲獎名單 

序
號 

獎項 領域 科目 教案名稱 學校 作者 

1 特優 

綜合 

活動 

生命 

教育 

我的樣子我來定義－思辨

東京奧運中的性別議題 

新竹縣私立義民高級

中學 
鄭雅安 

機械群 
實習 

課程 

從職業職能需求檢點-破

除職業性別的高牆 

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 
牛涵釗 

2 優等 
健康與

體育 
體育 運動不自限，男女視平權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李彩華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

級中等學校 
陳怡諪 

3 甲等 

語文 國語文 
性別無限公司：做自己的

工作設計師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

學 
江伊薇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江旻蓉 

綜合 

活動 

生涯 

規劃 
奧運性別馬拉松 

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

學 

楊牧晴 

陳彥丞 

蘇桂慧 

全民國

防教育 

全民國防

教育 
談兵役制度中的性別平權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 
陳家蓉 

特殊 

需求 

社會 

技巧 
「服」音戰士─性平福音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

校 

林佩君 

李惠婷 

陳庭慧 

4 佳作 

跨領域 

公民與社

會、生涯

規劃 

機智的平權生活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

學 

許庭瑜 

李江 

綜合 

活動 
家政 

看見多元性別-以跨性別

為例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王屏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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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推動特色學校-獲選名單 

編號 縣市 學校 

1 高雄市 私立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2 臺中市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3 彰化縣 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4 彰化縣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5 臺南市 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 

6 雲林縣 私立正心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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