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群執行進度報告
執行時間：99 年 08 月－100 年 07 月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99.08.06
央團工作會議

輔導群物品移交細項點收與

第一次央團工作會議

網站主機測試與管理介面操

地點：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人數：7（男：2；女：5）
99.08.09
央團工作會議

作說明
確認進階研習課程、講座名

第二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台北縣積穗國民中學
人數：4（男：1；女：3）

單與討論學員備忘錄內容及
評量方式

執行
完畢

執行
完畢

99.08.20
央團工作會議

第三次央團工作會議

挑選分區研討會對應課綱主 執行

地點：女性影像協會辦公室

次概念相符之影展影片

完畢

人數：4（男：1；女：3）

8月
三階培育

99.08.24~28

連續 5 天的研習，提昇教師

輔導員進階研習

的性別意識，增加和將性別 執行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分院

平等教育應用於課程與教學 完畢

人數：43（男：8；女：35）

的實務能力

99.08.24
央團工作會議

第四次央團工作會議

召集人認識央團教師與輔導 執行

地點：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

群年度推動工作

完畢

人數：5（男：1；女：4）
99.08.27
央團工作會議

輔導群 年度計 畫修正 與研

第五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
人數：6（男：0；女：6）
99.9.3

三階培育認證 輔導員進階培育班認證審查會議
9 月 審查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三峽院區
人數：3(男：1；女：2)

定期會議

99.09.10

議、討論輔導群經費概算編
列
生活輔導員和央團教師召開
輔導員進階培育班的認證審
查會議

執行
完畢

執行
完畢

商討、擬定、確認 99 學年度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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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第一次委員會議暨期初大會

年度計畫

完畢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明德館會議室
人數：20(男：4；女：16)

三階培育

99.09.27~99.10.01

連續 5 天的研習，提昇教師

輔導員初階研習

的性別意識，增加和將性別 執行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豐原分院

平等教育應用於課程與教學 完畢

人數：44（男：12；女：32）

的實務能力

99.09.29
央團工作會議

第六次央團工作會議

本期初 階培訓 相關作 業檢 執行

地點：豐原咖啡館

討、跨縣市工作坊事項討論 完畢

人數：4（男：1；女：3）
99.10.01
央團工作會議

第七次央團工作會議

初階培訓整體檢討與討論精 執行

地點：教育研究院(豐原院區)

進計畫撰寫輔導及審查原則 完畢

人數：6（男：1；女：5）

三階培育

99.10.13-99.10.15

連續 3 天的研習，提昇教師

領導人員培育班

的性別意識，增加和將性別 執行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三峽院區 平等教育應用於課程與教學 完畢
人數：27(男：12；女：15)

10 月

99.10.15
三階培育認證 輔導員初階培育班認證審查會議
審查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三峽院區
人數：4(男：1；女：3)
99.10.15

三階培育認證 領導人員培育班認證審查會議
審查

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三峽院區
人數：3(男：1；女：2)

的實務能力
生活輔導員和央團教師召開
輔導員初階培育班的認證審
查會議
生活輔導員和央團教師召開
領導人員培育班的認證審查
會議

執行
完畢

執行
完畢

本計劃主要目的在建構縣市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竹縣、新竹市- 間的專業研究社群，協助解
跨縣市輔導團
執行
11 月
跨縣市社群「性別教學經驗行動與敘說」決現場教師的課程、教學問
社群工作坊
題，預透過下列策略達到： 完畢
工作坊-第一次活動
1. 成立跨縣市「提升性別意
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四樓會議室
識與融入課程之教學策
99.11.11

2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人數：30(男：5 ； 女：25)

略」工作坊，形成合作型
學習團隊。
2. 透過專題講座、讀書會討
論、課程與教學經驗分
享、實作與發表等方式，
形成專業對話氛圍與凝
聚課程發展共識，以深化
能力，精進教學。
3. 成立教師研究社群，提升
現場教師課程與教學的
結合能力。

99.11.12
南二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分區研討會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與女性影展
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科技館視訊會議
廳
人數：58(男：14；女：44)

以達爾文繪本、胖奇、平行
世界、洞、鮽中娛、A+B=?、
妹妹揹著洋娃娃等七部影片
為媒材，透過與談，提升教

執行
完畢

師性別意識

99.11.12
南二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
分區研討會

教學研討
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科技館視訊會議
廳

以「胖奇」所垂達的身體印
象為主題，透過討論，提升 執行
教師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 完畢
程與教學中的知能

人數：43(男：9；女：34)
99.11.12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定期會議

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科技館視訊會議
廳

輔導群常務委員召開會議， 執行
討論輔導群運作

完畢

人數：15(男：2；女：13)
99.11.13
委員成長活動

第一次委員成長活動：情感與性別
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五育樓第三會議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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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游美惠老師擔任講座，
舉辦「性別與情感」主題之
研習

執行
完畢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人數：74(男：21；女：53)
99.11.19
北二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以歌舞旅程、男人不知道的
分區研討會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與女性影展
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三樓會議室

事等兩部影片為媒材，提升
教師的性別意識

執行
完畢

人數：67(男：14；女：53)
99.11.19
北二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以文化脈絡中的性別議題為
分區研討會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 研討方向，提升教師將性別 執行
教學研討

平等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中 完畢

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三樓會議室

的知能

人數：36(男：7；女：29)
99.11.22

研討與規劃跨縣市輔導團社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高雄縣、高雄市- 群工作坊實施內容、辦理日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高雄市「看見女性的勞動痕跡—性別地 期、實施方式、延聘講座及
景初探」-第一次活動(高雄縣市籌備會 辦理地點。
議)

執行
完畢

地點：高雄市御書房(和平一路)
人數：13(男：2；女：11)
99.11.26
南一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分區研討會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與女性影展
地點：台南市崇明國小二樓會議室
人數：47(男：14；女：33)

以蘇菲 亞的觀 察日記 、兔
女、未遂 h=1/2gt2 等三部影 執行
片為媒介，提升教師的性別 完畢
意識

99.11.26
南一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以文化脈絡中的性別議題為
分區研討會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 研討方向，提升教師將性別 執行
教學研討

平等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中 完畢

地點：台南市崇明國小二樓會議室

的知能

人數：30(男：10；女：20)
12
月

分區研討會

99.12.03

以「為巴比祈禱」此片為媒 執行

中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介，劉安真教授(弘光科技大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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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問題

活動內涵簡述

及建
議)

份

與教學研討會」-性別與女性影展

學通識學院)、曾麗娟老師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明德館演講廳

(國立勤益科大兼任諮商心

人數：129(男：55；女：74)

理師)帶領團員們討論，以提
昇教師在校園處遇、家庭等
議題的性別意識
陳怡如教授(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
系)以同志議題為探討方
向，提升教師將性別平等教

99.12.03
中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分區研討會

與教學研討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
學研討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明德館演講廳
人數：29(男：7；女：22)

育融入 課程與 教學中 的知
能。

執行

提案單：

完畢

1、影片主題可以運用於教學
的性平課綱概念與能力
指標有哪些？試解讀之。
2、影片主題可延伸相關課程
與教學教學活動或資源
之設計與分享。

99.12.03
央團工作會議

討論 100 學年度性平議題縣

第八次央團工作會議

市輔導團合併一案、輔導群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人數：4（男 1：；女：3）

的定位與運作模式

執行
完畢

本計劃主要目的在建構縣市
間的專業研究社群，協助解
決現場教師的課程、教學問
99.12.09
題，預透過下列策略達到：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竹縣、新竹市1.成立跨縣市「提升性別意
跨縣市輔導團
跨縣市社群「性別教學經驗行動與敘說」 識與融入課程之教學策 執行
社群工作坊
工作坊-第二次活動
略」工作坊，形成合作型 完畢
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四樓會議室
學習團隊。
人數：22(男：5 ； 女：17)
2.透過專題講座、讀書會討
論、課程與教學經驗分
享、實作與發表等方式，
形成專業對話氛圍與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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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課程發展共識，以深化能
力，精進教學。
3.成立教師研究社群，提升
現場教師課程與教學的結
合能力。
以「依芙琳的線上春天」、

分區研討會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
「斷了綫」
、
「當他變
99.12.10
成她」為媒介，胡敏華老師
北一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羅東高中輔導室主任)、呂 執行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與女性影展
欣潔主任
完畢
地點：宜蘭縣成功國小自強館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推部)
人數：33(男：7；女：26)
以與談形式帶領討論，提昇
教師在變性、同志、台灣文
化等議題的性別意識。
王大修教授(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以同志 議題帶 領團員 們討
論，藉此提升教師將性別平

99.12.10
北一區「性別與女性影展暨性別平等教育課
分區研討會

程與教學研討會」-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
教學研討
地點：宜蘭縣成功國小自強館
人數：24(男：5；女：19)

等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中的
知能。
提案單：
1、影片主題可以運用於教學

執行
完畢

的性平課綱概念與能力
指標有哪些？試解讀之。
2、影片主題可延伸相關課程
與教學教學活動或資源
之設計與分享。

99.12.21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1. 將跨縣市社群工作坊原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北市、臺北市「雙城齊謀」性平輔導團社群工作坊第一次活動

本的社會領域教案改為融 執行
入領域教案，針對台北縣 完畢
與台北市輔導員的專長做

地點：大觀國中二樓會議室
6

教案產出，共需產出 4 件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人數：20(男：4；女：16)

教案。
2. 4 件教案分別為：a.英文
領域

b.社會領域 c.數

學領域 d.健體與輔導領
域
3. 討論跨縣市工作坊活動
規劃。
1.教學簡報：教學演示課程
概述
100.01.03

2.實地教學演示：異性異質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北市、臺北市跨縣市輔導團

「雙城齊謀」性平輔導團社群工作坊-

社群工作坊

第二次活動
地點：臺北市長安國中

之互動學習融入桌球教學
1.賦權的概念(兩分鐘 好 執行
完畢
朋友慢跑)
3.增加異性異質分組機會與

人數：17(男：4；女：13)

互動 3.多找女學生出來
示範
4.善用隔網性運動(桌球)

100.01.07
1
月 定期會議
份

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

執行
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18 樓第 20 會議 輔導群常務委員召開會議，
完畢
討論輔導群運作
室
人數：18(男：2；女：16)
邀請淡江大學化學學系吳嘉

100.01.07
第二次委員成長活動-科學、科技教育與性別
委員成長活動

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18 樓第 20 會議
室
人數：49(男：9；女：40)

麗教授，舉辦「性別與科
學」主題之研習，提升委 執行
員、縣市性平輔導團員性 完畢
別意識與性別平等教育融
入課程與教學的專業知能
以鯨騎士影片，帶入後殖民

100.01.26

跨 縣 市 輔 導 團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屏東縣、臺東縣- 地女性主義研究，並分享在 執行
社群工作坊

「多元文化--在地發展」-第一次活動 田野調查及民俗誌研究時， 完畢
地點：臺東縣豐榮國小原住民教室
7

如何從尊重部落傳統文化出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人數：19(男：6；女：13)

發，帶 出具性 別觀點 的議
題。

100.01.27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以多元族群的觀點來探討性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屏東縣、臺東縣- 別在原住民文化及客家文化
「多元文化--在地發展」-第二次活動 中不同的樣貌呈現，並且嘗
地點：臺東縣豐榮國小原住民教室

試如何將此多元文化之性別

人數：18(男：6；女：12)

觀點，融入課程中。

100.01.31

執行
完畢

中山大學唐文慧教授帶領了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高雄市本團、鳳山 輔導團團員、中山大學博士
跨縣市輔導團

團-高雄市「看見女性的勞動痕跡—性別 後研究員伯偉及其英國朋友 執行

社群工作坊

地景初探」-第二次活動
地點：勞動女性紀念公園(高雄旗津)

史與性別—從二十五淑女墓

人數：16(男：3；女：13)

到女性勞動公園。

100.02.17

邀請成虹飛教授和蕭惠娟教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竹縣、新竹市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Peter 的參與，閱讀地景歷 完畢

師擔任講師，以互動工作

跨縣市社群「性別教學經驗行動與敘說」 坊(學員在上課前先進行 執行
工作坊-第三次活動
性別經驗之敘說，課內進 完畢
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四樓會議室

行分享與回饋)提升性別

人數：12(男：6； 女：6)

意識。

100.02.18
央團工作會議
2
月

第九次央團工作會議

討論常委會議議程、團務特 執行
色彙編及網站建置事宜 完畢

地點：高鐵板橋站
人數：4(男：1；女：3)

份

100.02.22

1.教學演示(對象：具性平觀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北市、臺北市-

念的班級)

跨縣市輔導團

「雙城齊謀」性平輔導團社群工作坊-第三 2.演示後教案成果討論

執行

社群工作坊

次活動

3.各領域教案交流討論

完畢

地點：新北市大觀國中

4.第四次會議時間 3/17 改

人數：19(男：4；女：15)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100.02.24

為 3/24

瞭解桃園縣國中團的運作狀 執行
暨 到 縣 輔 導 增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桃 況，且針對桃園縣國中團
完畢
園縣國中團場次
能諮詢服務
在性別教育業務之推廣、
8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地點：桃園縣大崙國中三樓圖書室

團務之運作的困境，討論

人數：20(男：5；女：15)

解決方法

100.02.24
央團工作會議

第十次央團工作會議

執行

地點：高鐵桃園站

討論跨縣市工作坊成果彙編 完畢

人數：4(男：1；女：3)
由當地文化工作者的解說與
團員們實地踏查，尋訪美濃
客家先民婦女的生命足跡，
100.03.04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高雄市本團、鳳山 勾勒其勤苦堅韌、為家庭犧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團-高雄市「看見女性的勞動痕跡-性別 牲奉獻的群像。
地景初探」-第三次活動(閱讀地景歷史 照片雖已泛黃，夥房、菸樓
與性別—美濃煙樓與美濃婦女的艱辛) 傾頹， 菸葉種 植也風 光不
地點：高雄縣美濃鎮

再，但藉著解說者引領，我

人數：14(男：4；女：10)

們穿梭時光，美濃客家婦女

執行
完畢

的精神與身影在輔導團員心
中漸漸地鮮活飽滿起來……
100.03.11
3
月
份

第三次常務委員會議
定期會議

執行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三樓視 邀請輔導群常務委員開會，
完畢
討論輔導群運作事宜
聽教室
人數：15(男：1；女：14)
邀請林津如教授(高醫大性

100. 03.11
第三次委員成長活動-在災難、族群裡的性別
委員成長活動

議題
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大樓三樓視

別研究所)擔任「在災難、
族群裡的性別議題」主題 執行
之研習，提升委員、縣市 完畢
性平輔導團員性別意識與

聽教室
人數：50(男：11；女：39)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與
教學的專業知能

100.03.11

一團一特色成果及跨縣市工 執行
完畢
作坊學習歷程討論

央團工作會議 第十一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高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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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人數：5(男：0；女：5)
100.03.17

邀請成虹飛教授和蕭惠娟教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竹縣、新竹市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師擔任講師，以互動工作

跨縣市社群「性別教學經驗行動與敘說」 坊(學員在上課前先進行 執行
工作坊-第四次活動
性別經驗之敘說，課內進 完畢
地點：新竹市教師研習中心四樓會議室

行分享與回饋)提升性別

人數：15(男：6； 女：9)

意識。

100.03.17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北市、臺北市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雙城齊謀」性平輔導團社群工作坊-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國中社會
領域教案撰寫原則說明、
第四次活動
繳交方式與時程

地點：臺北市長安國中
人數：16 (男：3；女：13)

以對談的方式和專家學者、
實務工 作者交 換經驗 和心
得，與會學者專家分別是：
中山大學唐文慧老師：「旗
津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中
山大學古錦松老師：「美濃
100.03.18

菸樓及美濃現況」；美濃農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高雄市本團、鳳山 村田野學會鍾怡婷研究員：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團-高雄市「看見女性的勞動痕跡—性別 「美濃農家女性在艱辛中創
地景初探」-第四次活動（性平地景教學 造的柔性解放」。
轉化與融入—探討性平教學的策略）

會中輔導團員透過與專家、

地點：高雄市國教輔導團

學者、實務工作者的對談，

人數：19(男：4；女：15)

加上先前地景踏查的實地感
受，女性在高雄市的勞動痕
跡在輔導團員心中更是鮮活
飽滿起來，對女性的勤勞與
對家庭的無私付出更是充滿
敬意與感動。希望在未來的
教學中，透過完善的教學設

10

執行
完畢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計，能讓孩子們深深體會到
此點，進而建立起感恩惜福
之心，與性別平等之意識。
100.03.18

瞭解台中市縣團、市團的運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臺
暨到縣輔導增
能諮詢服務

中市場次
地點：臺中市新平國小校史室
人數：31(男：11；女：20)

作狀況，且針對其在性別 執行
教育業務之推廣、團務之 完畢
運作的困境，討論解決方
法

100.03.24(上午)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南市(包括原臺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南縣團、原臺南市團)-「跨縣市專業社
群--卡通萬花筒」-第一場次

邀請「楊佳羚博士」(瑞典隆
德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

地點：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人)擔任講師，透過在孩童

人數：17(男：6；女：11 )

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卡

100.03.24(下午)

通，去破除性別主流意識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南市(包括原臺

的霸權文化、提升團員卡

跨縣市輔導團

南縣團、原臺南市團)-「跨縣市專業社

社群工作坊

群--卡通萬花筒」-第二場次
地點：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

執行
完畢

通媒體識讀知能和學習如 執行
何應用於性平教育課程教 完畢
學中。

人數：17(男：6；女：11 )
100.03.24(下午)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桃
暨到縣輔導增
能諮詢服務

瞭解桃園縣國小團的運作狀

地點：桃園縣義興國小

況，且針對其在性別教育 執行
業務之推廣、團務之運作 完畢

人數：13(男：8；女：5)

的困境，討論解決方法

園縣國小團場次

100.03.25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金
暨到縣輔導增
能諮詢服務

地點：金門縣國教輔導團會議室

且針對其在性別教育業務 執行
之推廣、團務之運作的困 完畢

人數：12(男：5；女：7)

境，討論解決方法

門縣場次

分 區 策 略 聯 盟 100.03.25
座談會

瞭解金門縣團的運作狀況，

邀請游美惠教授擔任講師， 執行
99 學年度南一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針對「性別、情感與教育」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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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專題研討/性

主題，提升縣市輔導團團

別、情感與教育

員性別意識與專業知能

地點：嘉義市僑平國小視聽教室
人數：49(男：13；女：36)
100.03.25
99 學年度南一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暸解南一區各縣市輔導團團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一團一特色分
享報告與回應
地點：嘉義市僑平國小視聽教室

務運作及 100 精進計劃推 執行
展，並委請委員指導、回 完畢
應

人數：39(男：12；女：27)
100.03.31
第十二次央團工作會議
央團工作會議

各縣市輔導團運作情況總檢 執行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性別與家庭研究 討、討論央團教師的課程
完畢
中心會議室
與教學發展方向
人數：6(男：1；女：5)

100.04.01
99 學年度北一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一團一特色分 暸解北一區各縣市輔導團團 執行
務運作及 100 精進計劃推 完畢
享報告與回應
展，並委請委員指導、回應
地點：基隆市正濱國中圖書館
人數：41(男：12；女：29)
邀請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分區策略聯盟
4 月 座談會

賴友梅秘書長擔任講師，針
100.04.01

對「性別教育與教學媒體」

99 學年度北一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主題，以「青春水漾」影片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專題研討/性別 透露出「身體意象」、「身體 執行
教育與教學媒體

的界限」
、
「性與愛」
、
「資訊、 完畢

地點：基隆市正濱國中圖書館

科學與媒體資源的運用」、

人數：33(男：8；女：25)

「性取向」等議題，帶領討
論，提升縣市輔導團團員性
別意識與專業知能。

跨 縣 市 輔 導 團100.04.07

1.邀請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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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社群工作坊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中市縣團、臺中

小楊武憲教師擔任講師， 完畢

市市團-「性別議題戀上領域教學」跨縣

舉辦「教師行動研究-敘說

市專業社群-第一次活動

研究法」
、
「100 新課剛~性

地點：臺中市潭子國小校史室
人數：20(男：7； 女：13)

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
專題演講。
2.讀書會「宗教、文化、性
別」文章閱讀

100.04.08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中市縣團、臺中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餐與台中 執行
市市團-「性別議題戀上領域教學」跨縣 進行「實地踏查」
市大甲正舉辦的「大甲馬 完畢
市專業社群-第二次活動
祖繞進」活動。
地點：臺中市大甲區
人數：19(男：6； 女：13 )
100.04.14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中市縣團、臺中

跨縣市輔導團

市市團-「性別議題戀上領域教學」跨縣

社群工作坊

市專業社群-第三次活動

邀請新竹市竹蓮國小李怡穎
教師擔任講師，舉辦「教 執行
材檢視和指標融入」、「性 完畢

地點：臺中市潭子國小會議室

別議題融入領域教學設計

人數：15(男：6； 女：9)

理念和教案設計」。

100.4.19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北市、臺北市跨縣市輔導團

「雙城齊謀」性平輔導團社群工作坊-

社群工作坊

第五次活動

學員教案撰寫研討及修正

地點：新北市鷺江國中
人數：14(男：1；女：13 )
100.04.21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中市縣團、臺中 【專業對話與分享】
跨縣市輔導團

市市團-「性別議題戀上領域教學」跨縣 進行「分組討論，教材檢視 執行

社群工作坊

市專業社群-第四次活動
地點：臺中市潭子國小會議室

和指標融入」、「教案設計 完畢
實作」。

人數：15(男：6； 女：9)
分 區 策 略 聯 盟100.04.22

邀請高雄市性平輔導團謝佩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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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座談會

99 學年度中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

珊老師擔任講師，針對「性 完畢

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專題研討/性別、 別、情感與教育」主題，
情感與教育
提升縣市輔導團團員性別
地點：苗栗縣三灣國小視聽教室

意識與專業知能

人數：44(男：14；女：30)
1、邀請教育部性平輔導群陳
艷紅委員擔任講師，針對

100.04.22
99 學年度中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
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專題分享／情感
教育的文本運用、一團一特色分享報告
與回應
地點：苗栗縣三灣國小視聽教室
人數：43(男：14；女：29)

「專題分享／情感教育的
文本運用」主題，提升縣
市輔導團團員將性平融入 執行
完畢
課程與教學之能力
2、暸解中區各縣市輔導團團
務運作及 100 精進計劃推
展，並委請委員指導、回
應

100.4.22
央團工作會議

討論一團一特色成果彙編內 執 行

第十三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苗縣縣三灣國小
人數：6（男：1；女：5）

容與責任分區的困境說明

完畢

100.04.26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高雄市本團、鳳山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團-高雄市「看見女性的勞動痕跡-性別 1.編寫教案與轉化教學教學
地景初探」-第五次活動(編寫教案與轉
化教學教學觀摩會)

觀摩會

執行
完畢

2.綜合座談

地點：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小
人數：15(男：2；女：13)
100.04.28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中市縣團、臺中 【專業對話與分享】
跨縣市輔導團

市市團-「性別議題戀上領域教學」跨縣 進行「分組討論，教材檢視 執行

社群工作坊

市專業社群-第五次活動
地點：臺中市潭子國小會議室
人數：15(男：6；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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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標融入」、「教案設計 完畢
實作」。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100.5.6

瞭解彰化縣性平輔導團(國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彰

中團、國小團)的運作狀

暨到縣輔導增

況，且針對其在性別教育

能諮詢服務

化縣場次
地點：彰化縣線西國小二樓會議室

業務之推廣、團務之運作

人數：17 (男：6；女：11 )

的困境，討論解決方法

100.05.11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高雄市本團、鳳山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團-高雄市「看見女性的勞動痕跡-性別 1.黃筱晶主任「性平地景融
執行
地景初探」-第六次活動(性平地景融入 入教學示例」分享
2.團員分享參與「跨縣市社 完畢
教學示例分享暨綜合討論)
地點：高雄市鳳山區曹公國小二樓會議室 群」的心得與省思
人數：13(男：2；女：11)
100.5.11

瞭解宜蘭縣性平輔導團團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宜
暨到縣輔導增
5 能諮詢服務
月
份

蘭縣場次
地點：宜蘭縣教師研習中心三樓會議室
人數：18 (男：6；女：12)

(國中團、國小團)的運作 執行
狀況，且針對其在性別教 完畢
育業務之推廣、團務之運
作的困境，討論解決方法

100.5.11
央團工作會議

討論跨縣市工作坊成果彙編 執 行

第十四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宜蘭縣咖啡館
人數：4（男：1；女：3）

內容及報告方向

完畢

100.5.12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新北市、臺北市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雙城齊謀」性平輔導團社群工作坊-

執行
學員教案撰寫研討及修正

第六次活動

完畢

地點：臺北市長安國中
人數：23(男：4；女：19)
100.5.12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新
暨到縣輔導增
能諮詢服務

瞭解新北市國小團的運作狀

地點：新北市大觀國小溫馨樓三樓會議室

況，且針對其在性別教育 執行
業務之推廣、團務之運作 完畢

人數： 18(男：2；女：16)

的困境，討論解決方法

北市國小團場次

央團工作會議 100.5.12

就新北市國小團建議拍攝回 執 行
15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第十五次央團工作會議

應真愛聯盟影片進行討論 完畢

地點：板橋高鐡站
人數：4（男：1；女：3）
100.5.13
第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定期會議

執行
地點：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朝陽樓三樓 邀請輔導群常務委員開會，
完畢
討論輔導群運作事宜
會議室
人數：15 (男：1 ；女：14 )
邀請洪文龍老師(國立臺灣
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助

委員成長活動

100. 5.13

理研究員、教育電台「性

第四次委員成長活動-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

別教育 Easy Go」製作主

間
地點：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朝陽樓三樓
會議室

持人)擔任「無性別偏見的 執行
校園空間」主題之研習， 完畢
提升委員、縣市性平輔導

人數： 40(男：6 ；女：34 )

團員性別意識與性別平等
教育融入課程與教學的專
業知能

100.5.13
央團工作會議

第十六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臺北市南湖國小
人數：4（男：1；女：3）
100.5.19

瞭解嘉義市性平輔導團團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嘉
暨到縣輔導增
能諮詢服務

義市場次
地點：新北市大觀國小溫馨樓三樓會議室
人數： 15(男：8；女：7)
100.5.19

能諮詢服務

(國中團、國小團)的運作 執行
狀況，且針對其在性別教 完畢
育業務之推廣、團務之運
作的困境，討論解決方法
瞭解雲林縣性平輔導團團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雲
暨到縣輔導增

討論如何回應反同志教育連 執 行
完畢
署影片

林縣場次
地點：新北市大觀國小溫馨樓三樓會議室
人數：21 (男：5；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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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團、國小團)的運作 執行
狀況，且針對其在性別教 完畢
育業務之推廣、團務之運
作的困境，討論解決方法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100.05.20
99 學年度北二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暸解北二區各縣市輔導團團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一團一特色分 務運作及 100 精進計劃推 執行
享報告與回應

展，並委請委員指導、回 完畢

地點：桃園縣義興國小圖書館
分區策略聯盟
座談會

應

人數：56(男：19；女：37)
100.05.20

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

99 學年度北二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專題研討/性
別、情感與教育

教育研究所所長游美惠教
授擔任講師，針對「性別、 執行
情感與教育」主題，提升 完畢

地點：桃園縣義興國小圖書館

縣市輔導團團員性別意識

人數：56(男：18；女：38)

與專業知能

100.5.20
央團工作會議

第十七次央團工作會議

年度研討會議程、進行方式 執 行
完畢
與央團工作分配

地點：桃園縣咖啡館
人數：4（男：1；女：3）
100.5.26
第十八次央團工作會議

央團工作會議

討論年度研討會標語、議程 執 行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辦 與手冊內容及資料夾封面
公室
人數：6（男：0；女：6）

完畢

100.05.27
99 學年度南二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暸解南二區各縣市輔導團團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一團一特色分 務運作及 100 精進計劃推 執行
享報告與回應

展，並委請委員指導、回 完畢

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第四會議室
分區策略聯盟
座談會

應

人數：32(男：10；女：22)
100.05.27

1、邀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學

99 學年度南二區跨縣市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輔導團策略聯盟座談會：專題研討、論
文發表
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際會議廳、第
三會議室、第四會議室
17

系夏曉鵑老師擔任講師，
探索「新移民女性在台灣 執行
的培力與組織歷程」議 完畢
題，提升縣市輔導團團員
性別意識與專業知能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人數：31(男：9；女：22)

2、安排 3 場論文發表，包括
「移民與日常生活」、「性
傾向弱勢者的敘說與行
動」和「性別平等教育的
再檢討」等三個主題。
臺東縣國小性平輔導團發表

100.05.27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阿美族非父系社會教案，結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屏東縣、臺東縣- 合女人國影片、百萬小學堂
「多元文化--在地發展」-第三次活動 等有趣內容，吸引孩子對傳
地點：屏東縣西勢國小

統非父系社會的瞭解，進而

人數：18(男：5；女：13)

澄清自我觀念，瞭解多元文

執行
完畢

化中的性別平等。
屏東縣性平輔導團發表團員
100. 05.27
跨縣市輔導團
社群工作坊

們性別與族群的生命敘說，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屏東縣、臺東縣- 從族群及性別的角度，探討
「多元文化--在地發展」-第四次活動 生命中所處的位階與身份面
地點：屏東縣西勢國小

臨到的種種問題，經由自我

人數：18(男：5；女：13)

探究， 達成最 終的浴 火成

執行
完畢

長。
100.6.02
央團工作會議

討論 101 年精進教學要點草 執 行

第十九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新北市積穗國中
人數：4（男：1；女：3）

份

完畢

邀請李律鋒老師擔任講師，

100.06.08(上午)
6
月

案修正意見與期末會議程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南市(包括原臺
跨縣市輔導團

南縣團、原臺南市團)-「跨縣市專業社

社群工作坊

群--卡通萬花筒」-第三場次

透過在孩童生活中佔有重
要地位的卡通，去破除性 執行
別主流意識的霸權文化、 完畢

地點：臺南市崇明國小

提升團員卡通媒體識讀知

人數：17(男：5；女：12 )

能和學習如何應用於性平
教育課程教學中。

跨縣市輔導團 100.06.08(上午)
社群工作坊

邀請盧安邦博士擔任講師， 執行
跨縣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臺南市(包括原臺 透過在孩童生活中佔有重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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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南縣團、原臺南市團)-「跨縣市專業社

要地位的卡通，去破除性

群--卡通萬花筒」-第四場次

別主流意識的霸權文化、

地點：臺南市崇明國小

提升團員卡通媒體識讀知

人數：17(男：5；女：12 )

能和學習如何應用於性平
教育課程教學中。

100.6.09
定期會議

期末委員大會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一樓會議室

邀請輔導群委員開會，討論 執行
完畢
輔導群運作事宜

人數：26(男：3；女：23 )

年度研討會

1、「專題研討－從組織再
造，談性別平等教育的
實施與挑戰」
，邀請黃馨
慧教授(臺師大人發系)
擔任講師，針對教育不
組織再造的現況，討論
性別平等教育實施的未
來發展。
2、「實務論壇－跨縣市輔導
團社群工作坊成果報
告」
，邀請承辦今年跨縣
市輔導團社群工作坊的
100.6.10
6 組縣市輔導團進行成
果報告。
99 學年度年度研討會：差異、多元、認同、
執行
3、
「主題論壇－認識多元性
教育向前行
取向，打破迷思」
：針對 完畢
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一樓演講廳
大眾對多元性取向內容
人數：147(男：32；女：115)
的誤解，舉辦 3 場分組
論壇，包刮「多元家庭
與親職」、「身心健康與
發展：becoming a happy
gay」
、
「校園性取向歧視
與霸凌」。
4、「圓桌論壇－我們需要多
元性取向教育」
：討論多
元性取向內容，和分
享、思索多元性取向教
育的重要性。
5、综合座談：針對今日活動
內容，進行統整、摘要
19

備註
月份 當月工作項目

執行現況簡述

活動內涵簡述

(問題
及建
議)

和分享。
100.6.17

瞭解澎湖縣性平輔導團團

個 案 諮 詢 服 務 個案諮詢服務暨到縣輔導增能諮詢服務-澎
暨到縣輔導增
能諮詢服務

湖縣場次
地點：澎湖縣馬公國教輔導團辦公室
人數：17(男：6；女：11)

(國中團、國小團)的運作 執行
狀況，且針對其在性別教 完畢
育業務之推廣、團務之運
作的困境，討論解決方法

100.6.23
央團工作會議

第二十次央團工作會議
地點：高鐵左營站
人數：6（男：1；女：5）

7
月
份

討論 101 年精進教學要點草 執行
案修正意見與期末會議程 完畢

100.7.15
央團工作會議

第二十一次央團工作會議

討論 100 學年度計劃和經

地點：高鐵板橋站
人數：8（男：0；女：8）

費，和進階培育班

執行
完畢

99 學年度(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共辦理_47_場次教師增能研習，共計_1897_人
參加。(男有 516 人；女有 138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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