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主任祕書室               主任秘書        陳明印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企劃科            秘書            許嘉倩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企劃科            科長            張靜瑩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企劃科            幹事            林建中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企劃科            約僱人員        李詠婷      約聘僱人員 女 

 秘書室-企劃科            廠商派駐人員    謝忠良      派遣人員    男 

 秘書室-企劃科            廠商派駐人員    何佩穎      派遣人員    女 

 秘書室-企劃科            廠商派駐人員    廖弘        派遣人員    男 

 秘書室-管考科            廠商派駐人員    馬淑珍      派遣人員    女 

秘書室-管考科            秘書            李美婷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管考科            科長            陳素艷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管考科            專員            朱建平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管考科            專員            張筱婷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核稿室            專門委員        張佳琳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核稿室            簡任秘書        曹翠英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核稿室            簡任秘書        郭淑芳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專門委員        李泊言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新聞組            約僱人員        李育真      約聘僱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教官            洪淑瑾      商借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教官            徐光媚      商借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工友            林玉燕      技工工友    女 

 秘書室-新聞組            廠商派駐人員    江怡葆      派遣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廠商派駐人員    周筱薇      派遣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廠商派駐人員    林淑儀      派遣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廠商派駐人員    曾美惠      派遣人員    女 

 秘書室-新聞組            廠商派駐人員    黃于真; 派遣人員    女 

秘書室-收發人員          助理幹事        黃美慧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部長室            參事            陳德華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部長室            專門委員        王揚智      公務人員 男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

別

(男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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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

別

(男

/

女)

秘書室-部長室            專門委員        馬湘萍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部長室            專門委員        陳世昌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部長室            教官            康來誠      商借人員 男 

秘書室-部長室            隨扈            黃亭翰      商借人員 男 

秘書室-部長室            工友            張馨元      技工工友    女 

秘書室-部長室            荐任秘書        陳秋慧      公務人員 女 

 主任祕書室               廠商派駐人員    葉佩真      派遣人員    女 

 政務次長室               專門委員        周明華      公務人員 女 

 政務次長室               教官            黃慶德      商借人員 男 

 政務次長室               工友            程寶玲      技工工友    女 

 吳常務次長室             商借人員        林淑真      商借人員 女 

 陳常務次長室             專員            謝思琪      公務人員 女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

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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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秘書            羅光國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專員            魏仕哲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專員            李志遠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幹事            周月琴      公務人員 女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研究助理        林明薇      約聘僱人員 女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教官            江志遠      商借人員 男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教官            邵雅芬      商借人員 女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教官            黃明瀚      商借人員 男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教官            葉育青      商借人員 女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文化參事        李明        公務人員 男 

 秘書室-國會聯絡組        廠商派駐人員    林立生      派遣人員    男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門學

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簽到表業上

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年施

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達成性別主

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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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室                   工友            柯麗珠      技工工友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

公部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

培力研習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

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

員）每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

各單位依規定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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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學室                   雇員            湯菊英      約聘僱人員 女 

督學室                   督學            謝忠武      公務人員 男 

督學室                   督學            王文陸      公務人員 男 

督學室                   督學            王國隆      公務人員 男 

督學室                   督學            朱振昌      公務人員 男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

年度公部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

別意識培力研習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

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

員）每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

，各單位依規定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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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司                   司長            何卓飛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                   副司長          楊玉惠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                   專門委員        梁學政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                   專門委員        劉姿君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                   科員            蔡政廷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                   文化專員        于超屏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                   工友            劉純德      技工工友    男 

高教司-一科              科長            朱俊彰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一科              專員            張嘉育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專員            楊淑婷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科員            林世雯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科員            陳蓉慧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幹事            徐慧如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約僱職務代理人  廖于萱      約聘僱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秘書            王淑娟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科長            廖高賢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二科              專員            陳芳玲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科員            宋雯倩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編輯            賴信任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三科              科長            倪周華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三科              專員            徐玉齡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三科              專員            曾新元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三科              幹事            傅遠智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三科              幹事            陳立芬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四科              科長            蔡忠益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四科              視察            李惠敏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四科              專員            溫雅嵐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四科              科員            石昱郁      公務人員 女 

高教司-四科              科員            許翰笙      公務人員 男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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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高教司-四科              助理幹事        賴鵬聖      公務人員 男 

高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林孟螢      商借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藍珮瑜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藍黎枝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淑芬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黃婉玉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賴姿諭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何靜宜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吳怡佳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李秀琪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心韻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施惠真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莊雅君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佳蓴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蘇子倫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倪鈺琦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郭明艷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鈺文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周君儀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怡君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劉惠媛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委員室一          廠商派駐人員    黃愛娟      派遣人員    女 

 高教司-委員室二          廠商派駐人員    曾于庭      派遣人員    男 

填表人/聯絡電話：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簽

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填表人/聯絡電話：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簽

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技職司                   司長            林騰蛟      公務人員 男 

技職司                   副司長          李彥儀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                   專門委員        彭淑珍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                   專門委員        劉火欽      公務人員 男 

技職司                   專門委員        蕭玉真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科長            謝淑貞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專員            林宜樺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專員            黃啟賢      公務人員 男 

技職司-一科              科員            陳惠玉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幹事            吳美娥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助理幹事        鄭淑丹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工友            易建榮      技工工友    女 

技職司-一科              商借人員        張秀美      商借人員 女 

技職司-二科              科長            蕭奕志      公務人員 男 

技職司-二科              專員            江增彬      公務人員 男 

技職司-二科              專員            張惠雯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二科              專員            虞薇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二科              科員            劉育秀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二科              科員            劉金山      公務人員 男 

技職司-三科              專員            林雅幸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三科              科員            陳怡如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三科              幹事            高秋香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三科              幹事            陳宏彰      公務人員 男 

技職司-三科              辦事員          孫偉文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三科              助理幹事        鄭淑真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三科              商借人員        余雅美      商借人員 女 

技職司-四科              科長            鄭秀貞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四科              視察            謝麗君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四科              專員            張心怡      公務人員 女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技職司-四科              科員            魏妤戎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四科              科員            楊媛舜      公務人員 女 

技職司-四科              約僱職務代理人  陳鈺佳      約聘僱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臨時人員        陳雪蘭      派遣人員    女 

 技職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珮郡      派遣人員    女 

 技職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謝宜伶      派遣人員    女 

 技職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杜京德      派遣人員    男 

 技職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高忠義      派遣人員    男 

 技職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許佳如      派遣人員    女 

 技職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楊秋虹      派遣人員    女 

 技職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汪佳佩      派遣人員    女 

 技職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鄭金興      派遣人員    男 

 技職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吳明杰      派遣人員    男 

 技職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許雅筑      派遣人員    女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門

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簽到

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門

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簽到

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中教司                   司長            張明文      公務人員 男 

中教司                   副司長          黃坤龍      公務人員 男 

中教司                   專門委員        謝文和      公務人員 男 

中教司                   專門委員        李秀鳳      公務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科長            徐振邦      公務人員 男 

中教司-一科              專員            劉鳳雲      公務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科員            黃詩婷      公務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商借人員        林玉慧      商借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商借人員        鄭&#27445;  商借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科長            鄭文瑤      公務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專員            翁健銘      公務人員 男 

中教司-二科              幹事            陳培綾      公務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商借人員        游齡玉      商借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商借人員        蔡秀玲      商借人員 女 

中教司-三科              科長            陳彥潔      公務人員 女 

中教司-三科              幹事            林志哲      公務人員 男 

中教司-三科              幹事            楊雅婷      公務人員 女 

中教司-三科              工友            張愛珠      技工工友    女 

中教司-三科              商借人員        謝岱珍      商借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羅紆君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王筱涵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惠君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靜怡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王沛晴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周仲賢      派遣人員    男 

 中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許碩芳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培華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楊茹雲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蕭小于      派遣人員    女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中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吳佾其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莊秀貞      派遣人員    女 

 中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廖晉瑩      派遣人員    女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

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

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國教司                   司長            楊昌裕      公務人員 男 

國教司                   副司長          鄭來長      公務人員 男 

國教司                   專門委員        邱乾國      公務人員 男 

國教司                   專門委員        黃月麗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科長            郭玲如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專員            莊清寶      公務人員 男 

國教司-一科              科員            廖素麗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助理幹事        苗毅華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商借人員        林信安      商借人員 男 

國教司-一科              商借人員        林揚崧      商借人員 男 

國教司-一科              商借人員        許淑雲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商借人員        陳玟螢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商借人員        陳淑婉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科長            呂虹霖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專員            林瑋茹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幹事            蔡珮慈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辦事員          張惠珠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研究助理        楊韻玲      約聘僱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約僱職務代理人  詹佩純      約聘僱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商借人員        陳香吟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商借人員        陳惠娟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商借人員        黃嘉雯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商借人員        楊傳蓮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科長            許麗娟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專員            蘇錦雀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辦事員          王怡真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商借人員        王萌光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商借人員        何婉玲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商借人員        劉冠吟      商借人員 女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國教司-四科              科長            武曉霞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四科              專員            李政翰      公務人員 男 

國教司-四科              科員            洪莉欣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四科              書記            陳彥妤      公務人員 女 

國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李悠菁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洪明宗      商借人員 男 

國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徐意雯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張裕弘      商借人員 男 

國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陳湘羚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陳詩敏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虞邦敏      商借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王瓊慧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王心辰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徐慧潔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姿吟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蔡艾倫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賴彥君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王浩然      派遣人員    男 

 國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李昕寧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李宥賢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育如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馬嘉羚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張嘉穗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廖慧伶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李沛軒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卓郁芬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彥伶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淑婷      派遣人員    女 

 國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劉瀚文      派遣人員    男 

 國教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沈怡君      派遣人員    女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國教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黃昭莉      派遣人員    女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

公部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

培力研習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

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

員）每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

單位依規定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社教司                   司長            柯正峯 公務人員 男 

社教司                   副司長          熊宗樺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                   專門委員        龔雅雯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                   專門委員        楊修安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                   文化專員        黃薳玉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一科              科長            陳素芬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一科              專員            陳宗志      公務人員 男 

社教司-一科              科員            林蘭君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一科              幹事            蘇玉玲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一科              編輯            陳玉君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二科              科長            謝明昭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二科              視察            鄧秀穗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二科              專員            王泓翔      公務人員 男 

社教司-二科              專員            汪小月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二科              工友            張寶翠      技工工友    女 

社教司-三科              科長            朱玉葉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三科              專員            龔東昇      公務人員 男 

社教司-三科              專員            王藹萍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三科              幹事            王珮珊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三科              編輯            孫婉寬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四科              科長            許慧卿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四科              專員            詹蕙芳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四科              科員            張瓊慧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四科              助理研究員      邊佩瑩      約聘僱人員 女 

社教司-四科              編輯            于文        公務人員 女 

社教司-四科              研究助理        張莉娜      約聘僱人員 女 

社教司-四科              商借人員        段愛娟      商借人員 女 

 社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張雅淨      派遣人員    女 

 社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明昌      派遣人員    男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性別

(男/

女)

 社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王鈴雅      派遣人員    女 

 社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洪玉瀞 派遣人員    女 

 社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張慧敏      派遣人員    女 

 社教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黃慧芬      派遣人員    女 

 社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薛宇航      派遣人員    男 

 社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娟妃      派遣人員    女 

 社教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蔡曜安      派遣人員    男 

 社教司-四科              廠商派駐人員    葉碧華      派遣人員    女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

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填表人/聯絡電話：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

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體育司                   司長            王俊權      公務人員 男 

體育司                   專門委員        林哲宏      公務人員 男 

體育司                   工友            黃麗鶯      技工工友    女 

體育司-一科              科長            呂生源      公務人員 男 

體育司-一科              專員            李昱叡      公務人員 男 

體育司-一科              科員            李心信      公務人員 女 

體育司-一科              科員            陳美足      公務人員 女 

體育司-一科              商借人員        江麗玲      商借人員    女 

體育司-一科              商借人員        江羿萱      商借人員    女 

體育司-二科              科長            傅瑋瑋      公務人員 女 

體育司-二科              專員            許瑞益      公務人員 男 

體育司-二科              專員            葉曉文      公務人員 女 

體育司-二科              科員            郭淑芬      公務人員 女 

體育司-二科              幹事            李侑益      公務人員 男 

體育司-二科              教官            黃慧萍      商借人員 女 

體育司-三科              科長            蔡惠如      公務人員 女 

體育司-三科              科員            許彩鳳      公務人員 女 

體育司-三科              商借人員        林女理      商借人員 女 

 體育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夏淑蓉      派遣人員    女 

 體育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翁子惠      派遣人員    女 

 體育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董佳欣      派遣人員    女 

 體育司-二科              廠商派駐人員    楊尚融      派遣人員    男 

 體育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春妃      派遣人員    女 

 體育司-三科              廠商派駐人員    梁焜岷 派遣人員    男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填表人/聯絡電話：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派

遣人員/技工工友/

駐衛警察/商借人

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部

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

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每

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規定

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總務司                   司長            蘇德祥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                   副司長          吳津津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                   專門委員        蘇世章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一科              科長            楊淑華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專員            魏美玲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科員            邱子瑜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科員            詹穎玲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科員            葉靜宜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幹事            羅秀慧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幹事            林錦春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幹事            郭淑慧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幹事            陳碧惠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助理幹事        劉淑萍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編輯            陳筱茹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駕駛            林振忠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徐大怡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高進盛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張振池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張紹興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游金昆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曾進興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楊慶星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廖本龍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廖智明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劉明昇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蔡立介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蔡德川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鄭謙志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駕駛            鄭天富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

派遣人員/技工工

友(含駕駛)/駐衛

警察/商借人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

派遣人員/技工工

友(含駕駛)/駐衛

警察/商借人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總務司-一科              駕駛            鄭暘譯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技工            蔡孟龍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一科              工友            吳慧涓      技工工友(含駕駛) 女 

總務司-一科              工友            高慈禪      技工工友(含駕駛) 女 

總務司-二科              科長            李啟光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二科              視察            趙臺山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二科              專員            李宗白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二科              專員            黃惠玲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二科              書記            陳岱義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二科              幹事            饒貴珍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二科              編輯            許淑佳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二科              技正            杜國正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二科              技正            陳博任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二科              技士            劉玲娥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科長            吳家澤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三科              專員            林妍萱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專員            蔡建華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三科              科員            林秀花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科員            徐秀清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幹事            婁源樸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三科              幹事            溫美月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助理幹事        黃雅祺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約僱人員        朱雯        約聘僱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約僱人員        陳品樺      約聘僱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約僱人員        蔡美花      約聘僱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臨時人員        徐靖雯      按件計酬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工友            柳秋錦      技工工友(含駕駛) 女 

總務司-三科              工友            胡秀蘭      技工工友(含駕駛) 女 

總務司-三科              工友            徐碧蔭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四科              科長            王耿隆      公務人員 男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

派遣人員/技工工

友(含駕駛)/駐衛

警察/商借人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總務司-四科              專員            蔣鎮宇      公務人員 男 

總務司-四科              科員            藍秀群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四科              科員            吳順蓮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四科              科員            陳美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四科              科員            彭寶樹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四科              書記            羅斐津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四科              書記            周倩如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四科              助理幹事        江麗雀      公務人員 女 

總務司-四科              約僱人員        王俊傑      約聘僱人員 男 

總務司-四科              約僱人員        賴守智      約聘僱人員 男 

總務司-四科              工友            袁光發      技工工友(含駕駛) 男 

總務司-四科              工友            陳碧霞      技工工友(含駕駛) 女 

 總務司-一科              臨時人員        馮雲禾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蘇美瑩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育如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林明芳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宣蓉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陳映妤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一科              廠商派駐人員    黃郁淇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臨時人員        方秀峰      派遣人員    女 

 總務司-三科              臨時人員        陳國斌      派遣人員    男 

填表人/聯絡電話：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 部外機關舉辦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

派遣人員/技工工

友(含駕駛)/駐衛

警察/商借人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3.倘各單位人員有增、漏列或資料錯誤情形，請自行於表格增刪或修正。(請用紅色字體)。

備註：

1.性別學習時數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與參加性別相關會議（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各類會議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等）所取得之學習時數，另檢附99年度公

部門學習平台提供之性別主流化數位課程資訊一覽表(附件6)、99年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研習訓練課程表（附件7）供同仁參考計算，另本部辦理性別意識培力

研習簽到表業上傳至本部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之(本部KMS知識管理系統─文件分類導覽─06共享文件區─15人事處─04訓練進修區)，請有需要之同仁自行上網查

閱。

2.依本部99至102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規定，本部全體同仁（包含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派遣人員、駐衛警察與商借人員）

每年施以至少2至6小時之訓練、各單位性別主流化聯絡窗口人員每年施以至少6至8小時之訓練、種籽師資每年施以20小時以上之訓練，各單位依

規定達成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時數之同仁比例納入單位年終績效評核參考。



附件5

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部內舉辦部外機關舉辦

文教處                   處長            林文通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                   副處長          許睿宏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                   專門委員        張金淑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                   文化專員        徐會文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                   主事            黃瑋婷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                   一等文化秘書    林世英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                   一等文化秘書    金秀明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                   研究員          吳亞君      約聘僱人員 女 

文教處                   文化參事        李世昌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                   文化參事        沈玄池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                   文化參事        張善楠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一科              科長            周慧宜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一科              專員            黃靖雅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一科              專員            楊淑雅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一科              科員            房庾靖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一科              三等文化秘書    曾競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一科              約僱職務代理人  陳韻如      約聘僱人員 女 

文教處-二科              科長            賴碧姬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二科              科員            洪慈憶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二科              科員            張耿昇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二科              科員            張瑞玲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二科              三等文化秘書    黃馨萱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科長            梁琍玲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科員            沈慶芝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幹事            孫菊英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主事            廖苡亘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二等文化秘書    王鴻鳴      公務人員 男 

文教處-三科              二等文化秘書    盛海音      公務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商借人員        顏瑞妘      商借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商借人員        洪雅君      商借人員    女 

文教處-三科              商借人員        洪嘉青      商借人員    女 

本部各單位同仁99年1月1日至10月31日止參加性別類研習訓練課程情況

單位 職稱 姓名

人員類別(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

派遣人員/技工工

友/駐衛警察/商

借人員)
取得實體課程時數 取得線上課程時數 參加性別相關會議時數

簡薦委任

一般人員/

性別主流

化種籽師

資/聯絡窗

口

編號

99年1月～10月參加性別類課程研習訓練情況

總時數

性別

(男/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