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聯絡人：黃乙軒

電話：(02)77367819

Email：yutsuki@mail.moe.gov.tw

受文者：元智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9月30日

發文字號：臺教學(三)字第105013673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計畫書乙份(1050136732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5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實施計畫書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計畫係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條第5款規定辦理，為

提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知能

，爰委託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承辦。

二、本次培訓訂於105年11月7日(星期一)至11月9日(星期三)

假救國團桃園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

段168號)辦理，參加對象為已列入中央及地方政府調查專

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培訓總人數為40人。各大專校

院、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代表名額以1人為原則，完成

培訓人員，本部將依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第5點及

第7點第1項規定，持續認可調查專業人員資格，爰請優先

薦派近3年具調查專業人員惟尚未參與高階培訓者參加。

三、本計畫相關文件公告於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最新消息區（https://www.gender.edu.tw），報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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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自105年10月3日(星期一)起至10月11日(星期二)截止，並

請與會人員至以下網址進行線上報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http://www.hsc.edu.tw → 最新消息→ 教育部105年

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

計畫，報名聯絡人：03-4117578轉121蔡佳玲小姐。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

副本：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6-10-03
07: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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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高階培訓計畫委辦案 

計畫書 

 
壹、 計畫名稱： 

105 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計畫。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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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主辦機關：教育部 

肆、 承辦學校：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伍、 辦理時間：105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一) 至 9 日(星期三)，共三天。               

陸、 辦理地點：救國團桃園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 號) 

柒、 培訓課程： 

依據本部 102 年 8 月 23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108892B 號令頒「教育部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並參考教育

部 104 年「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檢視分析及教材研發計畫」結案報告之校園性

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培訓課程修訂建議辦理。課程總時數：20 小時。 

捌、 參加人員規劃： 

一、 已列入中央或地方政府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計 40 名。資格： 

（一）具調查報告撰寫經驗者。 

（二）具參與案件調查經驗者。 

（三）近 3年尚未參與高階培訓者。 

二、 錄取順序：依上述資格續辦理，如超過名額則以中央有調查經驗者優先，

如仍超過名額則依報名優先順序錄取。 

玖、 參加人數： 

學員人數 40 名為原則，每校至多 2 名（額滿為止） 

壹拾、 參與者之權利義務規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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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

20 小時），並依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

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第 5 點及第 7 點第 1 項規定，續認調查專

業人員資格。 

二、 大專校院學校推派成效、與會學員之出席率及返校後之推廣或貢獻，將

得列入大專校院校務評鑑項目。 

三、 全程完成進階培訓者，由主管機關於調查人才庫名單標示，學校得優先

選聘擔任案件調查人員。 

四、 請學員自行於法務部之法規資料庫下載並攜帶本研習所需之法規【性別

平等教育法(含施行細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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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防治法(含施行細則)、性騷擾防治法(含施行細則)、性騷擾防治準則、

刑法第 10 條及第 16 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行政程序法】 等相關法規，以利與會討論，本次課程將不提供紙本資料。

課程內容屬案例研討部分，應遵守保密原則。 

壹拾壹、 報名時間：105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起至 10 月 11 日(星期二)截止。  

壹拾貳、 研習課程及報名表：詳如附件一。  

壹拾參、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一律採線上報名作業

敬請與會人員至以下網址進行線上報名：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http://www.hsc.edu.tw → 最新消息→ 教育部 105 年度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計畫。 

二、 報名結果將於 10/27 日(星期四)於本校首頁公告，並以 email 方式寄發

錄取通知。 

壹拾肆、 交通及住宿相關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二。 

一、 本次訓練不提供住宿，由學員所屬學校負擔差旅費。 

二、 本次會議僅提供會場附近飯店資訊，請學員自行訂房，主辦單位恕無

提供代訂服務，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壹拾伍、 報名聯絡人：03-4117578 轉 121 蔡佳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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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議程表 

 

105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高階培訓計畫 

 

第一天  105 年 11月 7日(星期一) 09：20-18:00 【敬請準時出席】   

地點：救國團桃園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活動地點 

09：20-09：40 

（20 分鐘） 
報到及領取資料 

 

3F會議室 

09：40-10：00 

（20 分鐘） 
始業式 

教育部官員 

新生醫專校長許秀月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陳金燕教授 

新生醫專秘書室劉瑞玲主秘 

 

10：00-12：30 

（150 分鐘） 
校園性霸凌與性別正義實踐  

彰化師範大學 

陳金燕教授 
3F會議室 

12：30-13：30 

（60 分鐘） 午   餐       

13：30-14：20 

（50 分鐘） 調查策略及報告撰寫 
世新大學 

羅燦煐教授 
3F會議室 

14：20-14：40 

（20 分鐘） 休  息  

 

14：40-18：00 

（200 分鐘）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 

分組演練 

（課程包含調查程序、諮商技巧之應用 

及調查人員心理調適） 

授課講師兼總召: 

    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A組：403 

B組：405 

C組：3會左 

D組：3會右 

A 組：世新大學羅燦煐老師 

B 組：新生醫專江昱明老師 

C 組：竹東高中王素闌老師 

D 組：臺北城市科大林久玲老師 

18：00 晚  餐/ 飯店休息   

 



 

4 
 

105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高階培訓計畫 

 

第二天  105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  9:00-17:00 【敬請準時出席】   

地點：救國團桃園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活動地點 

09：00-09：20 

（20 分鐘） 
報到 (上午簽到) 

 
 

09：20-11：00 

（100 分鐘）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調查實務及救濟爭議實務案例研討 

輔仁大學 

吳志光教授 
3F會議室 

11：00-11：10 

（10 分鐘） 
休    息   

11：10-12：00 

（50 分鐘） 
調查報告分組習作(一) 

授課講師兼總召: 

    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A組：403 

B組：405 

C組：3會左 

D組：3會右 

A 組：世新大學羅燦煐老師 

B 組：新生醫專江昱明老師 

C 組：竹東高中王素闌老師 

D 組：臺北城市科大林久玲老師 

12：00-12：40 

（40 分鐘） 
午   餐   

12：40-15：10 

（150 分鐘） 調查報告分組習作(二)  

授課講師兼總召: 

    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A組：403 

B組：405 

C組：3會左 

D組：3會右 

A 組：世新大學羅燦煐老師 

B 組：新生醫專江昱明老師 

C 組：竹東高中王素闌老師 

D 組：臺北城市科大林久玲老師 

15：10-15：20 

（10 分鐘） 
休    息   

15：20-17：00 

（100 分鐘） 
調查報告檢閱 

授課講師兼總召: 

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3F會議室 
A 組：世新大學羅燦煐老師 

B 組：新生醫專江昱明老師 

C 組：竹東高中王素闌老師 

D 組：臺北城市科大林久玲老師 

17：00 飯店休息  
  

 



 

5 
 

105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高階培訓計畫 
 

第三天  105 年 11月 9 日(星期三) 9:00-13:30 【敬請準時出席】   

地點：救國團桃園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活動地點 

09：00-09：10 

（10 分鐘） 
報到 (上午簽到)  3F會議室 

09：10-10：50 

（100 分鐘） 
申復審議重點、流程及報告書撰寫(一) 

輔仁大學 

吳志光教授 
3F會議室 

10：50-11：00 

（10 分鐘） 
休    息   

11：00-12：40 

（100 分鐘） 
申復審議重點、流程及報告書撰寫(二) 

輔仁大學 

吳志光教授 
3F會議室 

12：40-13：30 

（50 分鐘） 綜合座談 & 午    餐 

主持人：新生醫專校長許秀月 

與談人：教育部長官 

        吳志光教授 

3F會議室 

13：30 

（50 分鐘）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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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高階培訓計畫」報名表 
 

服務 

學校 
 

服務 

單位 
 職稱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女    男 
報名 

資格 

□列入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  

□具調查報告撰寫經驗次數_____次 

□擔任調查委員經驗次數_____次 

□近 3 年尚未參與高階培訓 

用餐 
葷食   

素食 

是否申

請公務 

人員認

證時數 

是   

否 

聯繫 

方式 

手機：                         

電話：                                
  

E-mail：                                                             

交通 

方式 

 自行前來（車號：             ）車位有限，停車半價(一小時 15 元)，需自行負

擔，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搭乘高鐵（本校接駁車時間為 11/5 上午 08：30 高鐵站發車；11/7 下午 13：40 研

習會場發車） 

 搭乘臺鐵（臺鐵前站出口，沿中和路轉延平路步行至會場約需 13 分鐘） 

校園性

侵害或

性騷擾

事件調

查及報

告撰寫

經驗 

1. 您過去是否曾經調查過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否  是（請續答） 

2. 您過去曾調查過之案件類型 （可複選）： 

 教師與學生之間（共   件，其中跨校者有   件） 

 職工與學生之間（共   件，其中跨校者有   件） 

 學生與學生之間（共   件，其中跨校者有   件） 

 學生與校外人士間（共    件） 

 其他（共    件，案件類型：                                     ） 

3. 您過去曾經撰寫過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案件的調查報告嗎？ 

否  是（請續答） 

4. 對您而言，撰寫前述報告困難嗎？不困難  有困難（困難之處為：                                               

                                                                  ） 

注意 

事項 

1. 研討會場為中央空調，為了您的健康，建議您可隨身攜帶薄外套。 

2. 為配合環保政策宣導，敬請與會人士自行攜帶環保杯與環保筷。 

3. 依照個資法規定，報名所提供之個人資料僅供本次研習活動及列入教育部調查專業

人才庫使用。 

4. 本單位僅提供住宿建議地點，敬請依個人需求自行連絡、洽訂，恕無法代訂。 

備註 

1. 報名方式：除特殊因素，一律線上報名，一律線上報名，並請確認是否傳遞成功。 

2. 報名聯絡人：新生醫專秘書室蔡佳玲小姐，電話：（03）411-7578 分機 121。e-mail: 

Cjalin@hsc.edu.tw。 

3. 本活動學員名額為 40 名，且將優先錄取學校薦送且已列入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

之調查專業人員並具調查實務經驗者（各校至多 2 名為原則），若有缺額才由其

他順位遞補。有相關調查經驗者。 

4. 本活動將於 10/27 於新生醫專首頁 http://www.hsc.edu.tw 公佈錄取名單，並寄發

e-mail 通知。  

mailto:Cjalin@hsc.edu.tw
http://www.hs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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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通及住宿資訊 

 

研討會地點：救國團桃園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號】 

 

 地址：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 168 號 

TEL： 03- 4915168 

 

1. 【台鐵】 

火車站前中正路第三個十字路口延平路，左轉延平路，經過中壢分局(左)，中壢國小(右)，名佳

美(右)，中壢家商(右)，過一個十字路，右邊。 

2. 【公車路線】 

中壢火車站下車至桃園客運總站搭乘 301公車於新勢國小站下車。 

3. 【自行開車路線】 

中山高下往中壢方向→民族路與環南路交叉口右轉→育達路左轉→直走延平路一段左手邊藍色建

築物(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4. 【周邊停車場資訊】 

由火車站搭乘計程車至活動中心約一百元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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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指引 
 

中

壢

火

車

站

後

站 

長緹都會商務旅館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新興路 198 號。 

服務電話：(03) 459-8822 

特惠房價：雙人房每晚每床 1,080 (非假日)起。 

參考網址：http://www.cthotel.com.tw/  

步行至會場：16 分鐘 

步行至火車站：5 分鐘 

日涵假期旅館 

地  址：桃園縣中壢市新興路 114號。 

服務電話：(03) 458-1428 

特惠房價：雙人房每晚每床 1400 

參考網址：http://www.happyholiday.68h.tw/ 

步行至會場：13 分鐘 

步行至火車站：3 分鐘 

中

壢

火

車

站

前

站 

福隆假期旅店 

飯店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平路 16號。 

訂房專線：(03) 422-2182  

特惠房價：精緻雙人房 1,000元、雅致雙人房 1,200元 

參考網址：http://www.chunglihotel.com/hotel03.html 

步行至會場：14 分鐘 

步行至火車站：1 分鐘 

寶山假期旅店 

飯店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 16號 2樓。 

訂房專線：(03) 422-3284 

特惠房價：雙人房 800~1,000元 

參考網址： http://www.chunglihotel.com/hotel04.html 

步行至會場：13 分鐘 

步行至火車站：1 分鐘 

桂冠精緻旅店 

飯店地址：桃園市中壢區裕民街 24號。 

訂房專線：(03) 422-1022  

特惠房價：雙人房 1,180~1,200元 

參考網址： https://laurel.hotel.com.tw/rooms.asp 

步行至會場：16分鐘 

步行至火車站：10分鐘 

http://www.agoda.com/zh-tw/pages/agoda/popup/popup_roomdescription.aspx?rmtID=1358719&hotelName=Golden+Vista+Hotel&hotel_id=408555&ycs_considered_children_age_from=2&ycs_considered_children_age_to=3&ycs_children_stay_free=False&ycs_min_guest_age=0&xbed=0&noborder=1&curr=TWD&prc=1886&rwc=83.93280&strr=4432.1&showstrr=1&dec=1&cor=True&promo=+&flash=False&incBF=True&remain=2&asq=XqlQ7bJ0pUN0G2iz%2fnzAiBtrWgNz1w2LZFjSU1oMJKuptdWJpuTiKzjE6J3AROENflfFMK%2fNdn3fyKh57Mcwcox%2bc4CHPoObJGjD54%2fvy51u0BmPc%2bp3l9c%2bp1S%2fomqzqAe%2bVtvZlaWiTNhkuGeXdL%2fWcUPk%2bT%2bNZTNN0Oi51EFtGcHU87991sA%2bhnvSeHLampAkrsfbSX2syB%2ffV6WE0sRr5mMIWc%2fM27YXIOa5UdzAs%2b00V8hd%2fYT2VmXiVxTcmJrcQyGLxjJY6mLVAjIwowZclDKfgzMUGxVOVipPIkwj5FbPNO8r5X0KcMuCFdwY&result_id=1&maxocc=True&width=784&height=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