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東縣政府 2021 年「Girl Power」性別平等推廣計畫 

「女孩力」臺東女孩日系列活動課程簡章 

 

一、 活動目的： 

  為響應聯合國 2012 年宣布 10 月 11 日為第 1 屆「國際女孩日」，呼籲各國重

視並投資女孩，期能幫助女孩獲得應有的人權與照顧，行政院於 102 年 3 月函頒

「提升女孩權益行動方案」，明訂我國維護及提升女孩權益之 14項願景及 75項實

施策略，積極落實各項促進女孩身心健康、教育、人身安全及改善傳統禮俗、媒體

內容性別刻板印象與歧視等重要事項。 

二、 活動對象： 

  就讀於臺東縣國小高年級至高中之女孩。 

三、 活動場次： 

(一) 10/2(六)、10/3(日)國小組一場次 (限國小高年級生報名) 

(二) 10/30(六)、10/31(日)國中組一場次 

(三) 10/23(六)、10/24(日)高中組一場次 

四、 活動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兒少及婦女福利科） 

(二) 承辦單位：花蓮縣原民扶助協會 

五、 活動地點： 

以上營隊課程第一天皆在臺東市新園里社區活動中心(臺東市中興路六段 708號)，

第二天隨參訪地點異動，上車集合地點為臺東市新園社區活動中心。 

六、 活動流程： 

(下列為暫定課程規劃，將依實際執行情況調整) 

國小營隊「Girl Power」你和我 10/2(六)-10/3(日)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10/2  

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  

09:00-09:30 相見歡 從性認識妳 

09:30-10:00 分組時刻  

10:00-10:50 性別與關係 臺東專科學校通識中心 



10:50-11:00 休息 高琇鈴助理教授 

11:00-12:00 性別與環境 

12:00-13:30 中午用餐休息片刻  

13:30-15:00 性別暴力我反對 天主教私立公東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白芳華輔導

教師 

15:00-15:10 休息片刻 

15:10-16:30 性別與我 

16:30-17:00 小組討論時間 

17:00 回家  

10/3 

 星期日 

08:50-09:00 報到  

09:00-10:00 車程 前往電光社區發展協會 

10:00-10:50 
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潘寶瑩分享擴大電光農產品牌 

電光社區發展協會潘寶

瑩總幹事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農產品 DIY 

12:00-13:30 中午用餐休息片刻  

13:30-14:20 
女性生涯轉變歷程 

黃薰平分享職涯探索與生命經驗 

日出禾作共同創辦人黃

薰平小姐 

14:20-14:30 休息片刻 

14:30-16:00 農場參觀與實作 

16:00-17:00 返程 

17:00 活動結束 快樂賦歸  

 

國中營隊「Girl Power」飛翔吧 10/30(六)-10/31(日)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10/30 

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  

09:00-09:30 相見歡 不平凡的自己 

09:30-10:00 分組時刻  

10:00-10:50 性平知識點線面 臺東縣同竂協會 

吳學儒總幹事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性平知識點線面 

12:00-13:30 中午用餐休息片刻 

13:30-15:00 身體的主人 



15:00-15:10 休息片刻 

15:10-16:30 關於我的行動宣言 

16:30-17:00 小組討論時間 

17:00- 回家休息去  

10/31 

星期日 

08:50-09:00 報到  

09:00-09:30 車程 前往好時果子農園 

09:30-10:20 傑出農業女力— 

林沛縈分享自身生命經驗 好時果子農園共同創辦

人林沛縈 10:20-10:30 休息 

10:30-12:00 園區導覽實作 

12:00-13:10 中午用餐休息片刻  

13:10-14:00 車程 前往樂山咖啡農場 

14:00-14:50 傑出農業女力— 

黃雪綾分享女性務農是一件很

酷的事 

台東樂山溫泉咖啡黃雪

綾經理 

14:50-15:00 休息片刻 樂山咖啡農場 

 15:00-16:30 園區導覽實作 

16:30-17:00 返程 

17:00 活動結束 快樂賦歸 

 

高中營隊「Girl Power」姐的時代降臨 10/23(六)-10/24(日)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10/23 

星期六 

08:50-09:00 報到  

09:00-09:30 相見歡 你是誰?我是誰? 

09:30-10:00 分組時刻  

10:00-10:50 女性社會參與簡介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 

莊佩芬副教授 

10:50-11:00 休息 

11:00-12:00 我有性別刻版印象嗎? 

12:00-13:30 中午用餐休息片刻 

13:30-15:00 斜槓女性 

15:00-15:10 休息片刻  

15:10-16:30 台東婦幼守護者-余麗娟隊長 臺東縣警察局婦幼警察



生命歷程分享 隊余麗娟隊長 

16:30-17:00 小組討論時間 

17:00 回家休息去  

10/24 

星期日 

08:50-09:00 報到 新園社區活動中心 

09:00-10:50 

燕子工坊--老闆鄭秀蘭分享從

木作玩樂到女性創業家的生命

故事 
燕子工坊共同創辦人 

鄭秀蘭小姐 
10:50-11:00 休息片刻 

11:00-12:00 療癒系植栽多肉植物 DIY 

12:00-13:30 中午用餐休息片刻  

13:30-13:50 車程 前往愛馨會館 

13:50-15:20 
勵馨基金會—分享婦女權益的

推動 
勵馨基金會及相關單位 

15:20-15:30 休息片刻 

15:30-16:30 愛馨會館參觀 

16:30-17:00 返程  

17:00 活動結束 快樂賦歸  

 

七、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培訓名額：每場次各 40名為上限。 

(二) 名額錄取：本活動超額時不以報名順序錄取，將以弱勢身分優先錄取，並

進行公開抽籤。 

(三)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請至「報名網頁」進行報名，並收到系統自動回覆信

件才算完成。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2n4g6c3eBfpWx2zLA 

(四) 報名截止日及報名成功通知： 

1. 國小組報名至 9/27(一)24:00截止，9/28(二)發送報名成功通知 

2. 國中組報名至 10/25(一)24:00 截止，10/25(二)發送報名成功通知 

3. 高中組報名至 10/18(一)24:00 截止，10/19(二)發送報名成功通知 

 

https://forms.gle/2n4g6c3eBfpWx2zLA


(五) 報名注意事項： 

1. 錄取者將以電話及電子郵件通知。 

2. 錄取者請準時出席並全程參與，全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後頒發時數證明。 

3. 個資蒐集同意聲明-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及用途： 

目的在於進行活動辦理之相關行政作業(保險用)，主辦單位並將利用您所

提供之聯絡電話或 Email 通知您活動之相關訊息。報名本活動代表您已閱

畢本次活動報名之個資告知事項，並同意主辦單位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 

4. 因宣傳及記錄需要，本活動將進行攝錄影，填寫本活動報名視同同意現場

照片或影片肖像權授權於活動期間與活動後露出使用。 

(六) 聯繫方式： 

研習諮詢專線：03-8313523、0975-730593 

研習諮詢信箱：a8313523@gmail.com 

研習聯絡人：林專員 

 

mailto:a8313523@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