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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6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南區）」實施計畫乙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06年8月23日臺教學(三)字第1060119818號（諒達）

續辦。

二、旨揭培訓訂於106年11月1日(星期三)至11月3日(星期五)

假該校行政大樓6樓國際會議廳(臺南市歸仁區長大路1號)

辦理，培訓人數100名，培訓對象為公私立大專校院參加初

階培訓通過者，各校以2人為限，餘單位得轉知符合資格

者參加，並依報名次序錄取。實施計畫已同步公告於本部

「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s://www.gender.edu.

tw/web/）最新消息→一般性活動區。

三、請於106年10月13日(星期五)前完成線上報名(網址：http

://cjcu.tw/r/YpaqbN)，將於106年10月17日(星期二)於

本部上開網站公布錄取名單並傳送錄取通知，若有疑問請

洽詢長榮大學虎小姐或郭小姐(電話06-2785123分機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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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副本：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7-10-03
15: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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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進階(南區)培訓實施計畫 

一、 計畫名稱： 

106 年度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及進

階(南區)培訓計畫。 

二、 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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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調查人

才庫（完成初階及進階課程者），提供性別平等教育及校園性別防治知能訓

練。 

三、 主辦機關：教育部 

四、 承辦學校：長榮大學 

五、 培訓課程： 

依據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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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參考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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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4

年 1月 29日教育部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修訂專案會議決議

微調課程辦理。 

六、 辦理時間： 

（一）進階培訓：106 年 11 月 1日（星期三）至 11 月 3 日（星期五），共 3天。 

 參與人數：100名，每校以 2名為限（依序優先參加）。 

 參加人員資格： 

1. 完成初階培訓且有參與案件調查經驗者。 

2. 完成初階培訓者。 

 活動地點：長榮大學行政大樓 6F國際會議廳及 6F第 1～4討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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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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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階 22小時）。 

（二）全程完成進階培訓者，由主管機關將名單送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

可後，列入調查人才庫並於所屬網站公告。 

（三）本次課程學員均須參與調查報告之撰寫習作，請務必攜帶個人電腦乙台，

但請勿從事與課程內容無關之作業，並且不得使用相關網路通訊軟體（如

LINE、FB、YAHOO…等），主辦單位亦不提供  WI‐FI  帳號跟密碼。 

（四）本次課程將不另行提供研習所需之相關法規，敬請攜帶初階培訓課程所

提供的【法規彙編】手冊，以利課程中翻閱與瀏覽。 

（五）本次課程內容以案例研討為主，敬請遵守保密原則。 

八、 報名時間：進階培訓自即日起至 10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5時截止。 

九、 報名方式： 

（一）一律採網路報名，請至下列網址進行線上報名，並依說明填妥個人基本

資料，報名網址：http://cjcu.tw/r/YpaqbN 

（二）報名結果將於 106年 10月 17 日（星期二）以 e‐mail 方式寄發錄取通知。 

（三）報名費用：本活動不提供住宿，由薦派學校負擔差旅費。本校僅提供台

南地區住宿之相關資訊供予參考。 

（四）注意事項： 

1. 因故無法參加者，請提早於活動 5日前以電話或 e‐mail 告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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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與手機簡訊通知參與學員。 

3. 報名本活動前，請務必詳閱報名須知及相關規定。 

十、 報名聯絡人：長榮大學  人事室/郭璞真小姐、性平會/虎艾霓小姐 

十一、 聯絡電話：06‐2785123分機 1084、1023 



3 

貳、進階培訓課程表：  

106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進階培訓課程】 

第一天：106年 11 月 1日（星期三） 

地點：行政大樓 6F國際會議廳 

時  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備  註 

08：30～09：00  報到  vs.  領取資料  6F (東側)外廳

09：00～09：20  始業式 
教育部長官 

長榮大學 李泳龍校長 
 

09：20～11：00 

（2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基本概念及相關法規】案例

研討(Ⅰ) 

鍾宛蓉 律師  

11：00～11：10  休        息  6F (東側)外廳

11：10～12：00 

（1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基本概念及相關法規】案例

研討(Ⅱ) 

鍾宛蓉 律師  

12：00～13：30  午        餐  6F第1‐3討論室

13：30～15：10 

（2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處理程序】案例研討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主任秘書 隋杜卿副教授 
 

15：10～15：30  茶敘時間  6F (東側)外廳

15：30～17：10 

（2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報告撰寫實務解說】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主任秘書 隋杜卿副教授 
 

17：10  本日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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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進階培訓課程】 

第二天：106年 11 月 2日（星期四） 

地點：行政大樓 6F國際會議廳 

時  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備  註 

08：30～09：00  報        到  6F (東側)外廳

09：00～11：00 

（2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程序演練及研討】(Ⅰ) 

隋杜卿  老師 

白中琫  老師 

林麗燕  老師 

張麗君  心理師 

曹玫蓉  老師 

 

11：00～11：10  休        息  6F (東側)外廳

11：10～12：10 

（1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程序演練及研討】(Ⅱ) 

隋杜卿  老師 

白中琫  老師 

林麗燕  老師 

張麗君  心理師 

曹玫蓉  老師 

 

12：10～13：10  午        餐  6F第1‐3討論室

13：10～14：00 

（1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程序演練及研討】(Ⅲ) 

━ 分組研討 

第 1組：隋杜卿  老師  國際會議廳 

第 2組：白中琫  老師  第 1討論室 

第 3組：林麗燕  老師  第 2討論室 

第 4組：張麗君心理師  第 3討論室 

第 5組：曹玫蓉  老師  第 4討論室 

14：00～14：10  休        息  6F (東側)外廳

14：10～15：50 

（2小時） 
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討論(Ⅰ) 

第 1組：隋杜卿  老師  國際會議廳 

第 2組：白中琫  老師  第 1討論室 

第 3組：林麗燕  老師  第 2討論室 

第 4組：張麗君心理師  第 3討論室 

第 5組：曹玫蓉  老師  第 4討論室 

15：50～16：10  茶敘時間  6F (東側)外廳

16：10～17：10 

（1小時） 
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討論(Ⅱ)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主任秘書 隋杜卿副教授 
 

17：10  本日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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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年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進階培訓課程】 

第三天：106年 11 月 3日（星期五） 

地點：行政大樓 6F國際會議廳 

時  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備  註 

08：30～09：20  報        到  6F (東側)外廳

09：20～11：00 

（2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人員晤談技巧與心理調

適實務研討】(Ⅰ) 

國立陽明大學心理諮商中心 

張麗君  心理師 
 

11：00～11：10  休        息  6F (東側)外廳

11：10～12：00 

（1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調查人員晤談技巧與心理調

適實務研討】(Ⅱ) 

國立陽明大學心理諮商中心 

張麗君  心理師 
 

12：00～13：00  午        餐  6F第1‐3討論室

13：00～14：40 

（2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懲處追蹤與行政救濟案例研討】

輔仁大學法律學院行政副

院長暨學士後法律系主任 

吳志光 教授 
 

14：40～15：00  茶敘時間  6F (東側)外廳

15：00～16：40 

（2小時）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

【申復審議案例解說及研討】

輔仁大學法律學院行政副

院長暨學士後法律系主任 

吳志光 教授 
 

16：40～17：30 

（1小時） 
綜合座談 

教育部 長官 

輔仁大學 吳志光 教授 

長榮大學 李泳龍 校長 

 

17：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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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交通方式： 

一、搭乘「高鐵」： 

1. 搭高鐵  高鐵『台南站』  轉乘台鐵「沙崙支線」至『長榮大學站』 

2. 高鐵時刻表：http://www.thsrc.com.tw/tw/TimeTable/SearchResult 

3. 搭乘高鐵者，請在高鐵 2F 第一月台出口左轉往台鐵車站，搭乘台鐵「沙

崙支線」至『長榮大學站』下車進入本校。 

二、搭乘「臺鐵」： 

1. 搭火車  台南火車站  轉乘臺鐵「沙崙支線」至『長榮大學站』 

2. 臺鐵時刻表：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 

3. 搭乘臺鐵者，請搭乘至『臺南站』，轉搭乘臺鐵「沙崙支線」至『長榮大

學站』下車進入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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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行開車： 

1. 國道 1 號：  

2. 國道 3 號：  

3. 省道：  

四、長榮大學交通路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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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住宿資訊 

本校地理位置，緊鄰高鐵台南站，與會學員當日可搭乘台鐵「沙

崙支線」至『長榮大學站』下車（約 5 分鐘），步行至校園內參與研習。

當日課程結束，即可搭乘台鐵沙崙支線，前往『台南火車站』（約 20

分鐘），於台南市中心附近投宿。 

以下提供台南火車站附近可供住宿之飯店資訊供予參酌，或請逕

上「台南市政府觀光旅遊局」網站查詢相關住宿資訊： 

https://www.twtainan.net/zh-tw/Shop/AccommodationList/Tainan 
 

◎ 台南火車站【後站】 

1  香格里拉臺南遠東國際

大飯店 

地址：台南市東區大學路西段 89 號 
電話：(06) 702‐8888 
參考網址：
http://www.shangri‐la.com/tc/tainan/fareasternplazashangrila/ 
步行至台南火車站後站：約 3分鐘

2  成大會館 地址：台南市東區大學路 2號 
電話：(06) 275‐8999 
早鳥房價：豪華雙人房 2大床 $3,900（贈 2客早餐） 
參考網址：http://www.zendasuites.com.tw/zh‐tw/news.php 
步行至台南火車站後站：約 10分鐘

◎ 台南火車站【前站】 

1  台南大飯店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成功路 1號.  
電話：(06)2289101 
房價：商務雙床房$4,840 
參考網址：http://www.hotel‐tainan.com.tw/ 
步行至台南火車站前站：約 3分鐘

2  劍橋大飯店（台南館） 地址：台南市民族路二段 269號 
電話：(06)221‐9966 
房價：豪華雙床 NT$3,800 
參考網址：
http://www.cambridge‐hotel.com.tw/tainan/index.php#secondPage
步行至台南火車站後站：約 16分鐘

◎ 其他 

1  台糖長榮酒店（台南） 
地址: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路三段 336巷 1號   
電話: (06) 289‐9988 
房價：專案特惠價，豪華雙人床 2,800 
參考網址：http://www.tscleisure.com.tw/hotel/new.asp 
搭計程車： 
距「台南火車站」15 分鐘，收費約 130元；以實際跳錶計費。 
距「台南高鐵站」30 分鐘，收費約 350元，以實際跳錶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