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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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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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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富領域教學內容，創造多元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三、藉由多元彈性教材，依照學生需求，給予學生性別平等教育，消除性別

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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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肆、辦理日期：10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 

伍、辦理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103 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 

陸、發表會時程表：詳如附件 1。 

柒、參加人員(共計 1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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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含地方政府轄管學校)教師，依報名先後順序依序錄

取。 

捌、報名方式 

一、即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止，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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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9077。如無法線上

報名，請填妥附件 3 報名表後，以 Email 方式報名。 

二、錄取名單於 108 年 12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前公告於本署「性別

平等教育資源中心」教案甄選（http://gender.nhes.edu.tw/menu-

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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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 絡 人：陳秀卿專案助理  

    電    話：04-7552009 分機 812  

    傳    真：04-7552380 

    電子郵件：t0571@mail101.nhes.edu.tw 

玖、交通方式 

一、搭接駁車 

活動當日上午 9:00 於高鐵臺中站 6 號出口備有專車接送(高鐵臺中站

大廳為 2 樓，請出驗票閘口後，至 1 樓 6 號出口搭接駁車)，請務必準

時搭乘，如未及搭乘，請自行前往會場，交通資訊如附件 4。 

(一)高鐵南下參考車次： 

1505 車次：南港（7:25）－臺北（7:36）－板橋（7:46）－桃園

（8:01）－ 新竹（8:12）－苗栗（8:25）－臺中

（8:42） 

(二)高鐵北上參考車次： 

612 車次：左營（8:00）－臺南（8:13）－嘉義（8:32）－臺中

（8:58） 

 二、自行前往：交通資訊請參考附件 4。 

拾、全程參與研習人員核予 5 小時研習證明。 

拾壹、獎勵：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依規定敘獎。 

拾貳、活動經費 

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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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應。 

二、參加人員差旅費，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支給，請准予公差假參與。 

三、國教署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研究教師及種子教師，請學校惠予公差假

參與，其交通費由 108 年度推動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

實施計畫支應；代課鐘點費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支給。 

拾參、本計畫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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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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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程表 

日期：10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      

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103 國際會議廳 

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主持人 地點 

09:20-09:45 報到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103 

國際會

議廳 

09:45-09:50 開幕表演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09:5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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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1:10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

課程 

(含課程地圖、資源中心

簡介)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吳星宏校長 

11:10-12:00 

性平議題融入教學教案 

設計甄選活動觀摩發表 

(一) 

引言人：國教院/李文富副研究員 

分享人：成功高中/陳光耀教師 

   陽明高中/王聖淵教師 

12:00-13:30 午餐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13:30-14:20 

性平議題融入教學教案 

設計甄選活動觀摩發表 

(二) 

引言人：國教院/李文富副研究員 

分享人：基隆女中/孫嘉鴻教師 

   育成高中/鍾一良教師 103 

國際會

議廳 

14:20-15:10 

性平議題融入教學教案 

設計甄選活動觀摩發表 

(三) 

引言人：臺南大學/呂明蓁助理教授 

分享人：永春高中/李睿瑋教師 

   屏東特教/郭佑慈教師 

15:10-15:30 茶敘暨觀摩交流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接續下頁)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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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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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程表 

日期：10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四)      

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103 國際會議廳 

時間 主題及內容 講師／主持人 地點 

15:30-16:30 
國教署性平資源中心 

種子教師教案示例分享 

分組一：情感教育/學生懷孕議題引

言人：彰師大/林千惠教授 

分享人：恆春工商/陳美樺教師 

     臺南女中/李宜芳教師 

103 

國際

會議

廳 

分組二：雙性人議題 

引言人：臺南大學/呂明蓁助理教授 

分享人：竹南高中/林怡利教師 

     和美實校/陳品妤教師 

301 

訓練 

教室 

分組三：教育部製作性教育及情感

教育倡議影片教學運用 

引言人：和美高中/史清廉委員 

分享人：臺南一中/劉哲夫教師 

   竹東高中/王素闌教師 

302 

訓練 

教室 

分組四：媒體識讀議題 

引言人：國教院/李文富副研究員 

分享人：和美實校/王  婕教師 

   臺南女中/林韋婷教師 

312 

訓練 

教室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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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國際

會議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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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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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 
 

序號 獎項 主題名稱 領域/科目 服務學校 作者 

1 特優 
「748，歧視掰」─臺灣婚姻

平權實踐之路 
社會/公民與社會 成功高中 陳光耀 

2 優等 

從三視圖打破性別的框架－

談雙性人之性別友善廁所配

置分析 

數學/數學 陽明高中 
王聖淵 

吳林建宏 

3 

甲等 
人民與政府的對話－同志結

婚的政策歷程 
社會/公民與社會 基隆女中 

孫嘉鴻 

鄭喬勻 

許其倫 

甲等 
〝妳〞的名字？─以 5E 來探

討與「性平」的距離 
社會/地理 育成高中 鍾一良 

甲等 
可憐的戀花，再會吧~~流行

歌曲中的女性覺醒 
藝術/音樂.藝術生活 永春高中 李睿瑋 

甲等 
特質覺察創自信，尊重包容

不 NG 
特殊需求/特殊需求 屏東特教 

尤建捷 

郭佑慈 

4 

佳作 
從張愛玲小說〈金鎖記〉探

討家庭中的性別權力 
語文/國語文 清水高中 紀千惠 

佳作 性平你我他 語文/英語文 再興中學 
盧秋杏 

黃碧珍 

佳作 
廁所體檢報告/為什麼要學地

理? 
社會/地理 三民高中 黃惠琴 

佳作 開啟我性別意識的眼 綜合活動/生涯規劃 青年高中 

楊瑞蘭 

胡湘洵 

郭詠銘 

佳作 
唱出你心內的歌－金牌作詞

人 
藝術/音樂 林口高中 陳瑋瑤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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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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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會報名表 
 

縣(巿)  服務學校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職稱  領域/科目 ／ 

性別 男 女 其他 聯絡電話 
公： 

手機： 

膳食 葷  素 
交通 

方式  

自行前往 

搭接駁車 

Email 
 

＊請務必提供 Email，俾利審核結果及行前通知。謝謝！ 

性平資源中心 

種子教師教案

示例分享 

參加組別 

優先序位 

(請填寫 1~4) 

□情感教育/學生懷孕議題 

□雙性人議題 

□教育部製作性教育及情感教育倡議影片教學運用 

□媒體識讀議題 

備註 

1. 請務必詳讀實施計畫，確認參與意願並填妥報名資料，相關資

訊僅供報名使用。 

2. 如無法網路報名，請填妥本份報名表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t0571@mail101.nhes.edu.tw，或傳真至 04-755-2380，並請致電

確認；報名審核結果將另通知。 

3. 連絡電話：04-755-2009 轉 812；陳秀卿小姐。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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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交通資訊 

http://www.ns-etc.com.tw/etc/content/traffic/traffic02.jsp 

 

 

 

附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