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性別自我評鑑紀錄 
時間：100年 10月 28日上午 09時至 12時 
地點：行政大樓 6樓會議室（簡報及查閱資料） 

教學大樓 2樓教師資源中心（人員晤談） 
教學大樓 1樓社團多功能活動區（綜合座談） 

出席人員： 
一、專任教師：吳英明校長、郭英勝教務長、何妤蓁處長、陳欣欣處長、

李福隆主任、薛昭義主任、蔡志宏主任、嚴瑞祥主任、宗靜萍主任、

吳銘圳主任、吳欣穎主任、徐文琴教授 
二、行政人員：江敏華主任、許鳳嬌組長、胡明月組長、周寶珠編審、

鐘正郎編審、彭美鳳輔導員、黃素香組員、羅淑華組員、洪明孝組

員、林金燕組員、張嘉玲組員、鄭原平組員、嚴正誼技士、李姿蓉

辦事員、殷婉茹、鄭秀蘭 
三、學    生：李玫錦、呂金燕、陳郁芳、王芊鳳、游雅婷、侯啟東、
李妮、楊毓麟、王妙琪、張衣淳、黃淑玉 

列席人員：黃參事招換 
外聘指導委員：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 林燕卿教授兼所長 
主席：吳校長英明                                   紀錄：李姿蓉 
壹、 主席簡報：（略） 
貳、 委員參觀校園： 
一、林委員指導項目： 
服務人員能有一致的制服就會更理想，讓委員知道他是接待人員，服

務人員的名牌要再做大一點，比較方便委員辨識，雖然是細節，但實

際上就是這樣。 
二、校長： 
我若是訪視委員，我不希望有人跟我走得太近，未來只有二個人而已，

一個人是主要解說，另一個是在旁協助補充，很簡潔介紹我們的東西

就可以了。 
三、陳處長： 
未來我們就一個參觀點安排一個人駐點解說，可能會比較妥當。 

參、 委員查閱資料： 
一、 林委員指導項目： 

1. 資料請再複製一本供二位委員同時查詢。 
2. 資料要再做分類：條文的一本、課程的一本，不要嫌資料不夠多，
課程資料愈仔細愈好，將課程大綱、講義、學生的修課名單及出缺

勤情形等都列入查閱資料中，資料薄沒有關係，委員可以分開看。

雖然資料都在同一本內，但查閱起來會顯得比較凌亂。資料的分類

可用四大面向或現有的資料去分類皆可，若用現有的資料去分類，



就要用分隔頁去做區分，會讓委員覺得比較清楚。 
3. 目前的資料看來，學校是辦理了一些活動之後，才將這些活動納入
性平之中，但比較好的方式，是性平會委員應依照組別各別提出性

平的年度工作計畫，例如：課程組的委員應提出想開設有關性平的

課程計畫，然後各組再依提出的各項計畫，讓學校各組配合性平的

主軸在實行，因為空大的性平才剛開始起步，所以難免會將現有的

資料綜合起來後，說是性平的東西，但長遠的規劃仍是要再做的，

很多學校在做評鑑之前，因之前沒有仔細的思考，就會把與性平相

關的資料放進來，然後告訴委員這是我們學校的特色，但其實委員

都心知肚明，也會考量你們的起步時間及做到什麼樣的程度。性別

評鑑不會只有今年，未來還會有再評鑑的時候，就要去思考性別平

等的中心點及長遠性，因為空大與市府相關，所以會有一些女性及

新住民的案子在你們這裡執行，目前看起來新住民是你們的特色，

但其實你們還是有其他的特色可以做。 
4. 我知道你們性平會有分組、也有任務，但在看資料的時候，看不到
各組的年度計劃表，及進度執行情形、承辦單位及承辦人，還有各

組的成果評量、達成情形等，這都在書面上是沒有看到的。 
5. 你們對學生做性別意識的宣導是比較被動式的，雖然你們都有在做
宣導，但學生若選擇不參加活動、不看學校網站上及電視牆上的宣

導，也是可以啊！而這些人反而是你們要宣導的一群，對於會來參

加宣導活動的學生，他們反而是沒有問題的，因此，對於學生沒有

到校時，要如何主動出擊去讓他們得到這些資訊，就變得很重要！

對於不會主動來關心性平的學生，若能想想如何讓他們了解這一

塊，並克服這個困難，這就會很棒了。 
6. 建議你們將有做性平相關研究的老師的資料，包括：研究計畫及報
告、出版書籍、申請研究經費的資料等，都可以變成你們的資料並

製作表格說明，雖然你們性平的運作時間很短，但可以讓來評審的

委員知道，你們雖然剛起步，但已經做了什麼的事情，才不會讓獎

勵辦法這部份只有辦法而沒有其他相關的東西，這樣會有點可惜。 
7. 在面向二學習環境資源與教學部分，因為有環境與教學二者，所以
你們將教務處、通識中心、研發處、輔導處、秘書處、人事室例為

主辦單位，但是誰來當這面向的領導人呢？若在課程教學的部份，

因包含六大學系及通識中心，教務處就可以依照性別平等的主軸開

出相關的課程，而不是以一般通則性的方式去開設課程。你們可以

再思考看看，如何依性別平等的主軸、脈絡去做這樣的工作，雖然

這樣會讓人家覺得性別平等好像很大，但現在教育部的要求方向就

在這裡。你們可以考慮看看是否用四大面向來規劃性平，或是以環

境、安全、課程、推廣等組別來做規劃分類。 
8. 目前教育部對學校在性平的要求上，會希望以專款專用的方式去辦



理，而不是要求各處室各拿出多少錢來辦理性平的業務，專款經費

就可用在課程方面或是活動方面或是其他方面，這樣教育部才會覺

得學校是有重視性平這一塊的。 
肆、 委員晤談情形： 
一、 教師晤談： 

1.蔡志宏老師： 
Q1：請教您在這所學校擔任教職的時間，有沒有和學校一樣長？ 
Q2：您待在這所學校到現在，您對這所學校的熟悉度、環境的安排、

訊息的公佈如何？ 
Q3：學校教師如何得知在性平上的相關訊息？學校對於教師在性平

的安排上，有沒有舉辦類似聽講的研習活動？您參加幾次？印

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 
Q4：您有上過有關說明性侵害、性騷擾的相關課程嗎？ 

2.徐文琴老師： 
Q1：請問您在文藝系已經任教多久了呢？ 
Q2：您在學校參加有關性別的活動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 
Q3：學校對於教師在性別相關的活動舉辦上次數多嗎？ 
Q4：您對性騷擾的看法如何？哪些事情發生時，您會覺得那是性騷

擾？ 
3.嚴瑞祥老師： 

Q1：您在這所學校服務多久了？ 
Q2：您認為學校開放性的措施，安全性夠嗎？ 
Q3：您有參加過什麼樣的研習活動？ 
Q4：您參加過哪一場有關性平的活動印象最深刻？ 
Q5：是否有耳聞過附近居民或學校學生受到性騷擾的事件？ 

二、 職員晤談：李姿蓉 
 Q1：你覺得學校在性平上的著墨如何？ 
 Q2：以你在輔導處工作，你認為在辦理學生相關性平活動的脈絡是

什麼？ 
 Q3：以目前來看，輔導處辦理性平的成效如何？ 
 Q4：婦女新知協會宣導短片的內容是什麼？你們在活動之後有對學

生做問卷嗎？ 
三、 學生晤談： 

 Q1：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紹一下，你們在學校修的科目有哪一些？ 
 Q2：學校有與性別相關的社團嗎？ 
 Q3：學校有舉辦始業式或迎新活動嗎？活動的內容？參加的人多

嗎？ 
 Q4：知道學校的哺乳室在哪裡嗎？你們如何知道哺乳室的位置？ 
 Q5：你們有參加過輔導處辦的活動嗎？哪一場印象最深刻？ 



 Q6：你們認為哪些行為、動作就是性騷擾？ 
 Q7：學校對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申訴專線及其他可以申訴的管道？知

道學校有沒有申訴單？有看過嗎？ 
伍、 綜合座談： 
一、校長： 

1. 致詞（略） 
2. 我們也可以向 I-center的志工宣導我們有哺乳室的設施，以方便
社區居民或是其他需要的人能做使用。 

3. 請委員對於本校接待工作方面做建議。 
4. 有關性別平等預算的編列，以後我們可以在相關執行工作的預算
說明上加註「性別平等教育」等字樣。將預算書說明上做各種不

同的加註。 
二、林委員建議事項： 

1. 行政組織與運作面向 
（1）主管及學術主管的比例顯示有一些差距，可做將來規劃上的

改善，女性助理教授有 6位、男為 8位，副教授女為 0位、
男為 5位，可進行對女性教師升等的激勵辦法之建立。 

（2）性別平等委員會行政幕僚已提至秘書室並有專人負責是做了
改善。 

（3）會議的開會均由校長主持，足見校長對性別平等委員會的重
視。 

（4）性平委員學經歷在 P.20列出，很可惜未見到委員參與性別平
等教育之相關研習，如大多數未具備有，可鼓勵委員參與教

育部舉辦之性別平等調查人才庫之訓練，加強委員之性別意

識之佐證。 
（5）在 P.40性平會的年度工作計畫，可再做較詳細規劃，例如每

個小組、負責的單位，建議辦理事項，及預定辦理事項，並

作成效追蹤。 
（6）性平預算可以「專款經費」方式支應性平會務運作，調查及

教育活動辦理，加上各單位於業務範圍內之各項費用的融合

應用，更對性平運作努力做加分。 
（7）P.53性別平等教學研究獎勵實施要點是很好的一項措施，P.5

高雄市立中大學組織規程在第 29條列入性平會的設置要點是
一項創舉。 

2. 學習環境資源與教學 
（1）學校在安全與硬體設備均有改善，但於「尋找校園安全地圖」

的活動，可針對其危險指數儘快做相關改善，並將改善的地區

及完成改善的日期做個列表。 
（2）性別相關課程從 97-99學年度共開了通識 6門，可仔細將授課



教師的事業背景列出，以呼應上課內容。系所課程開了 1門必
修、3門選修，這是很重要的指標，建議將課程內容與教師專
業列出。 

（3）在性別研究相關教學單位或研究中心方面的設立，除向外部機
構爭取的資源，可集結相關專長教師成立研究團隊或學生社團

的組織，以彰顯空大對性別平等的用心。性別相關師資與研究

人員的人才庫之建立就可運作性別研究的學群。 
（4）在晤談教師及學生時發現，老師們對於環境上及學校的安全

性、危險指標的地圖都有很好的意識，但可惜的是有些老師對

於性騷擾的界定及內容並不是很清楚，所以，建議在老師有關

性別平等的研習上能增加活動次數，並在教師或學生有關性別

平等的每一次活動結束後做效果的評量，這樣會更好。還有哺

乳室，我發現今天晤談的學生，女生都知道哺乳室的位置，男

生反而都不知道，所以在哺乳室的宣導上可再做加強。學校有

舉辦迎新會、始業式，建議在始業式的半天活動中能加入性平

的宣導。 
（5）學校對於性平的分類以四大面向做分組，但若以四大面向去做

分類，每個大面向的主召集人就很難決定，若是以課程組、安

全組、推廣組等方式去分組，這樣就會形成性平是由學校的一

般行政組織來負責，舉例來說：課程是教務處負責，這樣就由

教務長當召集人，六大學系系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 就是課程
組規劃的夥伴，這樣會更能落實性平課程的規劃。在性平的年

度計劃裡各小組就可以用表列的方式，將每個小組負責人、年

度辦理事項、預訂辦理事項以表列的方式，在每次性平會召開

時做成效追蹤。 
3. 校園性別事件與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理 
（1）雖有支援名單，但仍建議校內須能增加具有相關背景及專業之

教職員，以方便支援校內事件之調查與處理，因為目前僅 1位
宗靜萍教師，明顯不足。 

（2）近年來雖未有申訴案件，但可將申訴單設於網路，方便取得，
主動締造友善校園環境。 

4. 校園文化環境與社區擴展 
（1）辦理的活動及向外爭取的資源見到學校的努力。 
（2）建議可再開創特殊議題探討活動，如「多重戀情座談會」、「大

學生了沒」之互動設計，「網路投稿」、「性別意識有獎徵答」

等展現平等多元之性別文化。 
     5.有關接待工作方面之建議： 

（1）有關在大門的接待人員，可以提前一個小時就在大門等待，了
解委員來的狀況，單位事先也可以先問清楚委員大約何時會



來，但委員也可能提前來，所以一定要比委員預訂來校的時間

還要提前在大門口等待，當然，如果校長及學校的一級主管都

在大門迎接，給委員的感覺是被重視的，是很好的。 
（2）在委員來的時候，應該所有的資料及茶水都已擺放完畢，校長

在做完簡報後，有的委員可能會先看資料，也有可能校園巡視

後再看資料都不一定，但一定要主動詢問委員是否需要上洗手

間。在委員查閱資料的時候，一定要有相關的人員留下，例如：

輔導、人事、秘書處等相關人員一定要留下，校長可以不用留

下。 
（3）在巡視校園時，對於校園環境扮演很重要角色的人員，如：課

程安排的人員與環境管理的人員一定要在，而且大家要一起陪

同巡視校園，若委員覺得不需要那麼多人陪同會主動告知。 
（4）接待人員的服裝一定要統一，名牌要再做大一點、名字越大越

好，校長當天在主持之前，請先介紹在場的一級主管，並請委

員也自我介紹，他們會有一位是召集人，另一位是夥伴。 
（5）當天要有一位司儀做活動流程，並且當天參訪的路線、定點的

電燈要事先全部打開，不要等委員要參觀了才打開。 
四、本校教職人員回應： 
   1. 陳欣欣處長：謝謝委員給我們的建議，有關年度計畫的分工方式，

我們會再做討論以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另外，有關學生受到性侵害

或性騷擾的申訴表單、 申訴電話及承辦負責人，其實在輔導處的
網站上是有刊登的，另外有關成人戀情議題方面，其實本校都有這

方面的教授人才，我們可以看看學校是否開設相關的課程或是在

大、小面授的時候，舉辦這方面的研討會。在此也建議 11/11當天，
本校性平晤談人員可以全體陪同委員一同校園巡禮，以便委員有問

題時可以隨時和委員有些互動，另外有些參觀的地方可以安排駐點

人員在參觀地點待命。 
   2. 江敏華主任：有關教職員工性別平等的教育訓練方面，本校每年

皆有辦理性別主流化的相關數位學習，也曾邀請婦女新知協會及婦

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的副執行長、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針

對校園性騷擾或是性別平等教育觀念的在職訓練，另外本校屬於成

人教育，有多元的申訴管道，在人事室的網站上，我們也建立了教

職員工的性騷擾申訴電話、傳真及電子信箱，並在學校的行政會議

中做宣導，而本校在徵募及升遷的部分，是無性別歧視及設定單一

性別的，且本校各委員會的委員單一性別都占有三分之一以上。 
   3. 許鳳嬌組長：謝謝林所長這次對本校在性平的方向所做的指導，

本校校園是開放的、透明的，幾乎沒有一個死角，而且我們在每月

的大面授師生座談會上，都有做新設備及校園空間的宣導，在社區

居民的互動上，我們也有舉辦活動向居民宣導學校的設施，至於委



員建議可以在新生始業式舉辦性別平等的相關宣導，我們會再做為

改善。 
  五、同仁提問時間（Q & A）： 

Q1.黃參事：性別平等預算是在資本門、經常門都要列預算，或是單
獨列一筆預算？不知貴校的作法如何？ 

A：以樹德科大來舉例，目前是性平會有單獨的預算，在預算會議上
它是一個單獨的行政組織，性平會會在獨立的預算上編资本門及

經常門的經費。 
陸、散會  12時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性別自我評鑑活動檢討紀錄 

時間：100年 10月 28日中午 12時至 13時 

地點：教學大樓 1樓社團多功能活動區 

主席：吳校長英明                                 紀錄：李姿蓉 

活動總檢討事項： 

1. 陳欣欣處長：有關林委員提到男教授對性騷擾的定義不了解，請已受過
專業訓練的宗靜萍老師為大家說明一下性騒擾的定義。 

2. 宗靜萍老師：只要說的話或肢體上的碰觸，讓對方感受到不舒服就可以
算是性騒擾。 

3. 李福隆老師：目前在刑法中，性侵害是不論男對女或女對男或男對男、
女對女都是可以成立的，致於性騷擾則比較徧向主觀的感受。 

4. 黃參事：社會局家暴中心在處理調查性騒擾或是性侵害防治案件的時
候，都會問被害人，你當時有沒有跟對方說：「你很不舒服。」所以，

若發生這樣的事情時，請告訴對方：「你不要再講了，這樣我很不舒服。」

若當時沒有告訴對方這種不舒服的感受，在之後事件的調查上，會因人

證、物證的難取得，而造成案件的不成立。像之前 85大樓董事長與秘
書之間的性騒擾案件就是因人證、物證的不足，而成為羅生門。 

5. 校長： 
（1）請評鑑當天，每個人都要拿筆記本或是與評鑑相關的資料與會做紀

錄。 
（2）評鑑當天的開會，請不要再有接待的人員在會場裡走動，例如：放

盤子、加水等動作，這些東西在事前就應該已經準備妥當，我們不

需要太過熱情也不要太過疏離，讓委員感到不舒服。 
（3）評鑑當天，姿蓉與婉茹請不要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場域，工作的分配

上、人力資源上請陳處長再做分配。 
（4）有關評鑑當天的穿著，就依接待部的決定就好。 
（5）有關圖書館的接待問題，要請圖書館再做改善。 
（6）評鑑當天，若我有暫時抽身的時侯，希望大家能發揮團隊的精神，

立刻要有人填補上去介紹，委員有各處室的處長陪伴一同巡視校園

是很重要的。 
（7）評鑑當天餐點的接待工作，請以盤子乘裝不要用塑膠袋裝便當，並

且，盤子上面要擺放學校筷子的筷子，不要用免洗筷，有關餐飲的

生產動線一定要再做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