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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計畫」 
一、 研討目的： 

依法培訓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調查處理專業素養人才，提供性別平

等教育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知能訓練。 

二、 主辦機關：教育部 

三、 承辦單位：天翌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四、 辦理時間：107 年 10 月 22 日(星期一）至 10 月 24 日(星期三） 

五、 辦理地點：YWCA 台北基督教女青年會 301 會議室(臺北市青島西路 7 號 3

樓) 

六、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 107 年 10 月 8 日(星期一)止，報名方式包括

線上報名、紙本報名。 

（二） 線上報名網址：https://goo.gl/gb5mh3 

（三） 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的聯絡電話和 E-mail，以利後續聯絡事宜，

報名後可來電確認報名狀況。 

（四） 報名後，若因事而無法參與，請務必於 107 年 10 月 17 日（星期三）

前來電或以電子郵件取消報名，以俾活動人數掌握。 

七、 學員規劃： 

（一） 計 80 名，報名資格如下： 

(1) 大專校院薦送性平會委員或相關業務人員參訓。 

(2) 通知律師公會、諮商心理師協會轉知其會員符合條件者參加，至多

5 名。 

(3) 軍警校院每校可薦送 2 名參加。 

（二） 明定對於參與者之權利義務規範： 

(1)需全程參與培訓課程，不得缺課與遲到早退，每堂課均需簽到(每堂

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不計時數)，結訓後核發研習時數證

明（初階 2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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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程完成初階培訓者，具得參加進階培訓資格。 

（三） 不提供住宿，由學員之學校負擔差旅費，由天翌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協助蒐集提供學員住宿資訊或代訂旅館。 

八、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因一個 E-MAIL 只能報名一次，請以本人 E-MAIL 報名，以利活動

相關資訊傳達。 

（二） 寫完報名表單後，請點取「提交報名」，完成報名程序。 

（三） 報名完成後會收到 E-MAIL 系統寄送成功報名信件，如需修改個人

資料需經由本人親自來電洽詢。 

（四） 如需查詢審核結果，煩請來電洽詢。 

（五） 紙本報名：報名表(詳見附件)填妥後請寄至 tianyi97055@gmail.com

天翌管理顧問公司或傳真至(02)2552-6773，並來電確認是否成功。 

（六） 住宿原則 2 人 1 房（雙床房型），如需代訂住宿者請確實登記，如

現場欲加訂或退房恐恕難更動；並依指定對象安排室友，如報名時

未指定室友者，由承辦單位調整配房。 

九、課程內容及授課講師：(請詳見附件一) 

十、交通方式：(請詳見附件二) 

（一） 搭乘大眾運輸。 

（二） 自行開車。 

十一、活動聯絡方式： 

（一） 聯絡人：天翌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張曼平專員 

（二） 聯絡電話：（02）25523930/（02）25527115 

（三） E-mail:tianyi97055@gmail.com 

（四） 活動網站： https://goo.gl/gb5mh3 

十二、報名費用：所有課程皆免費。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會場備有飲用水，請自備環保杯具。 

（二） 住宿之來賓請自備盥洗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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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7 年 10 月 22 日(星期一) 

地點：YWCA 台北基督教女青年會 301 會議室(臺北市青島西路 7號 3 樓) 

時間 內容 授課講師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始業式 教育部代表 

09:10-10:4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處理程序及行政協調

(2HR) 

國立陽明大學諮商中心 

張麗君心理師 

10:40-10:50 休息 

10:50-11:5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處理程序及行政協調

(1HR) 

國立陽明大學諮商中心 

張麗君心理師 

11:50-13:00 午餐 

13:00-14: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處理程序及行政協調

(1HR) 

國立陽明大學諮商中心 

張麗君心理師 

14:00-14:10 休息 

14:10-15:4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基本概念及相關法規

(2HR) 

世新大學 

羅燦煐教授 

15:40-15:50 休息 

15:50-17:2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基本概念及相關法規

(2HR) 

世新大學 

羅燦煐教授 

17:20- 晚餐/自由活動 

107 年 10 月 23 日(星期二) 

地點：YWCA 台北基督教女青年會 301 會議室(臺北市青島西路 7號 3 樓) 

時間 內容 授課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調查程序中運用諮商技巧之

訓練(2HR) 

國立陽明大學諮商中心 

張麗君心理師 

10:30-10:4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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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2:10 
調查程序中運用諮商技巧之

訓練(2HR) 

國立陽明大學諮商中心 

張麗君心理師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事件調查程序(2HR) 

新北市崇義高中 

楊心蕙前校長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事件調查程序(2HR) 

新北市崇義高中 

楊心蕙前校長 

16:40- 晚餐/自由活動 

107 年 10 月 24 日(星期三) 

地點：YWCA 台北基督教女青年會 301 會議室(臺北市青島西路 7號 3 樓) 

時間 內容 授課講師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懲處追蹤與行政救濟

(2HR)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秘書室 

隋杜卿秘書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懲處追蹤與行政救濟

(2HR)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秘書室 

隋杜卿秘書 

12:10-13:30 午餐 

13:30-15: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凌危機處理與媒體公關

(2HR) 

龍華科技大學 

王延年學務長 

15:00-15:10 休息 

15:10-16:10 綜合討論(1HR)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秘書室 

隋杜卿秘書 

教育部代表 

16: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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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通方式 

會場： 

1、 大眾運輸： 

A、 臺鐵或高鐵：搭高鐵或臺鐵至臺北站下步行約 5~10 鐘。 

B、 捷運：新店線、板南線、淡水線臺北車站下車步行約 5~10 鐘。 

C、 公車:   

◎博物館(館前) ：236、251、605、605(快速公車)、605(副)、

605(新台五線) 

◎博物館(襄陽) ：18、20、222、249、263、236、237、241、

243、244、245、245(青山線)、245(副)、251、621、644、651、

670、706 

◎臺北車站(開封) ：18、236、249、251 

◎重慶南路一段 ：15、220(直達車)、605、605(快速公車)、

605(副)、605(新台五線)、重慶幹線、18、22、220、236、237、

241、243、244、245、245(青山線)、245(副)、252、513、670、

835、247 

◎臺北車站(忠孝) ：0 南、15、18、22、24、205、212、212(直

行車)、232、232(副)、246、247、307、652、671 

◎臺北車站(青島) ：2、5、222、295、604、648、信義幹線、 

◎臺北車站(公園) ：5、37、849、17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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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車資訊： 

會場無自有停車場 

A、 臺大兒童醫院停車場：依停留時間計費，每半小時 25 元 

B、 景福停車場：依停留時間計費，每半小時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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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代訂住宿資訊 

住宿地點: YMCA 台北青年國際旅館(台北市中正區許昌街 19 號) 

 

交通資訊: 

A、臺鐵或高鐵：搭高鐵或臺鐵至臺北站下步行約 5~10 鐘。 

B、捷運：新店線、板南線、淡水線臺北車站下車步行約 5~10 鐘。 

◎台北基督教女青年會至 YMCA 台北青年國際旅館約行走 4 分鐘 

 

有代訂需求之學員，煩請撥空仔細閱讀以下資訊： 

 

1. 提供台北青年國際旅館住宿，兩人一房，如未指定室友，將由主辦單位安排。 

2. 代訂住宿價格$1600/晚。 

3. 經確認訂房後恕不提供退訂，煩請匯款或轉帳全額。 

 報名資料請於 10 月 8 日(一)前完成，以利統計名單。 

 付款方式：請於 10 月 11 日(四)前匯款或轉帳至：銀行名稱：台新銀行 

代號：812  戶名：天翌管理顧問有限公司  帳號：2023-01-0000491-7，匯

款 後 煩 請 提 供 帳 號 後 5 碼 及 姓 名 以 E-MAIL 回 傳 至

tianyi.taipei@gmail.com，並請來電確認，以收到匯款為完成訂房，如未於

期限內匯款，將視同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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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報名表 

107 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計畫」 

參與單位(全銜)  職  稱  

基本 
資料 

姓  名  生  日 Ex:80/7/7 

性    別 □男       □女 用餐習慣 □葷食  □素食 

身分證號碼 (保險需要) 

聯絡 
方式 

手    機  電  話  

E-mail  

參訓身份 
□大專院校薦送性平會委員或相關業務人員 
□律師公會、諮商心理師協會會員 
□軍警校院 

是否需代訂住宿 □ 是    □ 否 
是否需公務
人員時數 □ 是    □ 否 

代訂住宿需開發
票者，請填寫抬頭
及統編 

 

報名須知 

一、 報名截止時間 107 年 10 月 8 日中午 12 點止，請詳見報名

簡章。 

二、 書面報名：填妥之報名表請寄至 tianyi97055@gmail.com

天翌管理顧問公司或傳真至：02-25526773，並請來電確認。

三、 因故不能參加者，請提早於活動前五日來電告知。 

四、 若有報名相關疑問請務必來電洽詢，洽詢電話02-25523930

或 02-25527115，張專員。 

五、 本報名表所填列之個人資料，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及各該

地方政府相關法規之規定，僅於各項業務範圍內進行處理

及利用。 

六、 如因不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以致活

動延期或無法辦理時，將以電話通知參與學員。 

七、 本公司提供會議地點附近住宿資訊供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