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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教育部體育署校園體育（運動空間）性別平等教育推廣專案 

初階師資培力營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1 年 3 月 22 日臺教體署學（一）字第 1110011069  號函辦理。 

二、目的：培育學校體育性平教育種子講師，提升教育現場對於性平議題的關注度及實務

意識，促進校園宣導教育之效能，聯結在地促進活動合作網絡。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

（三）協辦單位：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縣（市）政府、國立成功大學

四、參與對象：各級學校設有體育班或運動代表隊之專任運動教練、體育教師、體育班導

師、行政人員、運動社團指導人員、諮商輔導教師及大專校院相關系所教

師等。 

五、活動日期與地點： 

（一）南區日期：1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08:30-16:30

（二）北區日期：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08:30-16:30

場次 日期 地點/地址 

南區 

6/10

（五） 

成大會館3樓會議AB廳 

（701臺南市東區大學路2號） 

北區 

6/24

（五） 

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 2 樓 226 室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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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方式： 

（一）名額：各場次上限 50 人（候補 20 名）。 

（二）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1 年 05 月 16 日（星期一），請逕至本專案報

名表單網址- https://forms.gle/6GuqnyRTsvhbvBvu7或掃描

QRcode 完成線上報名。 

（三）錄取原則：依前揭參加對象順序及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於 111 年 05 月

20 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通知錄取結果。

七、南區課程表：111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08:30-16:30 

時間 主題 / 課程內容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及入場 

09:00-09:15 

(15 分鐘) 

展望臺灣校園體育運動性平教育推廣 

教育部體育署長官/計畫主持人｜蔡秀華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09:15-10:05 

(50 分鐘) 

校園體育教學與性別刻板印象 

主講人｜徐珊惠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10:05-10:15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0:15-11:15 

(60 分鐘) 

體育運動中身體接觸的指引 

主講人｜黃怡玲助理教授（中國文化大學） 

11:15-11:25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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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 課程內容 

(10 分鐘) 

11:25-12:25 

(60 分鐘) 

運動場域中的身體自主及情感表達 

主講人｜蘇芊玲監事（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12:25-13:30 

(65 分鐘) 
午餐時間 

13:30-14:30 

(60 分鐘) 

概念導入教學設計 

主講人｜楊幸真教授（高雄醫學大學） 

主講人｜徐珊惠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14:30-14:50 

(20 分鐘) 
休息時間 

14:50-16:00 

(70 分鐘) 

案例與議題分析/小組實作分享 

主講人｜楊幸真教授（高雄醫學大學） 

主講人｜徐珊惠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16:00-16:3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交流與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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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北區課程表：11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08:30-16:30 

時間 主題 / 課程內容 

08:30-09:00 

(30 分鐘) 
報到及入場 

09:00-09:15 

(15 分鐘) 

展望臺灣校園體育運動性平教育推廣 

教育部體育署長官/計畫主持人｜蔡秀華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09:15-10:15 

(60 分鐘) 

體育運動中身體接觸的指引 

主講人｜黃怡玲助理教授（中國文化大學） 

10:15-10:25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0:25-11:25 

(60 分鐘) 

運動場域中的身體自主及情感表達 

主講人｜蘇芊玲監事（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11:25-11:35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1:35-12:25 

(50 分鐘) 

校園體育教學與性別刻板印象 

主講人｜林彥伶博士助理教授級研究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2:25-13:30 

(65 分鐘) 
午餐時間 

13:30-14:30 

(60 分鐘) 

概念導入教學設計 

主講人｜楊幸真教授（高雄醫學大學） 

主講人｜徐珊惠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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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 課程內容 

14:30-14:50 

(20 分鐘) 
休息時間 

14:50-16:00 

(70 分鐘) 

案例與議題分析/小組實作分享 

主講人｜楊幸真教授（高雄醫學大學） 

主講人｜徐珊惠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16:00-16:3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交流與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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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師資與教學：依講師課程時間排序 

授課主題 講師 服務單位 場次 專長 

展望臺灣校園體育運動

性平教育推廣 

蔡秀華老師 國立臺灣大學 
北區 

南區 
運動與性別教育 

校園體育教學與性別刻

板印象 

徐珊惠老師 國立成功大學 南區 運動與性別教育 

校園體育教學與性別刻

板印象 

林彥伶老師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北區 運動與性別教育 

運動場域中的身體自主

及情感表達 
蘇芊玲老師 

臺灣性別平等 

教育協會 

北區 

南區 
情感與性別教育 

概念導入教學設計 徐珊惠老師 國立成功大學 
北區 

南區 
運動與性別教育 

概念導入教學設計 楊幸真老師 高雄醫學大學 
北區 

南區 
情感與性別教育 

體育運動中身體接觸的

指引 

黃怡玲老師 中國文化大學 
北區 

南區 
體育運動文化 

十、注意事項： 

（一）本課程全程不收費，並提供中午膳食。 

（二）請核予相關參加學員任職單位公假登記及課務排代。

（三）線上報名後，依審查結果 E-mail 通知並於校園體育（運動空間）性別平等教育推

廣 FB 粉絲專頁(http://goo.gl/9gzaUJ)公布錄取名單。

（四）本課程全程參與研習者核予研習時數 6 小時（包含教學與性別平等教育學習時數），

完成研習者可登錄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或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未全程參

與，將不核發研習時數》。

（五）本活動配合政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得依實際狀況做適度調整，如

http://goo.gl/9gza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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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變動或其他未盡事宜，以校園體育（運動空間）性別平等教育推廣 FB 粉

絲專頁(http://goo.gl/9gzaUJ)公告為準。 

（六）本館內全面禁止吸菸、攜帶飲料或食物進入。

（七）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及餐具。

十一、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教育部體育署校園體育（運動空間）性別平等教育推廣計畫/國立臺灣大

學專案助理傅小姐 

（二） 聯絡電話：(02)3366-5959#481

（三） E-mail：genderp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