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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6 年度「家庭暴力防治專業人員訓練計畫」 

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輔導與處遇專題研討會 

目睹家暴兒少身體上雖然沒有直接受到傷害，但研究指出目睹家暴對兒少的身

心發展影響甚鉅。尤其是相對人時常會使用攻擊被害人的親職，權控被害人。如指

責被害人不適任親職、破壞被害人的親子關係、在孩子面前汙衊和貶抑被害人等等

情形（Bancroft & Silverman, 20021; Laing, Humphreys & Cavanagh, 20132）。 

為積極預防暴力代間傳遞，降低目睹家暴對兒少的傷害，2015 年家庭暴力防治

法已明確納入規範。Cooper & Vetere（2005）3指出，要協助目睹兒少前，社工需要

理解的知能，包括要瞭解相關兒童少年發展理論；如何從兒少視角協助其理解成人

的世界；如何協助成人去理解所謂兒少的最佳利益；暴力對於兒少的影響；工作者

需視兒童少年為學習者等等。因此，協助目睹兒少最佳機制，可以優先充權被害人，

使其發揮保護兒少的功能；其次，良好的預防教育，也可以使兒童有更多的自我保

護能力來對抗目睹暴力的負面影響；這些都是台灣當前可以實施的措施，也需要更

多資源的挹注。若能夠清楚了解目睹暴力對兒少的影響，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協同合

作目標，即會將目睹兒少議題納入暴力防治的一環（游美貴，2015）4。唯在相關的

網絡合作機制與專業處遇知能上仍有不足，亟需多的專業訓練與實務分享的機會，

提升對於目睹兒少的協助。 

壹、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福利部保護服務司 

承辦單位：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工作學研究所。 

貳、 參訓對象 

各縣市政府與民間單位從事目睹家庭暴力兒少社工人員、相關保護性社工人員，

亦歡迎有興趣的相關防治網絡專業人員報名參加，包括：社政單位、民間社會福利

團體、警政、司法及醫療單位專業人員，名額有限額滿為止，歡迎踴躍報名。預計

各開放100位。 

  

                                                      
1 Bancroft, L. & Silverman, J. G. (2002). The batterer a parent. Thousand Oaks, CA: Sage. 
2 Laing, L., Humphreys, C. & Cavanagh, K. (2013). Social work & domestic violence: Developing critical & 
reflective practice. London, England: Sage. 
3 Cooper, J. & Vetere, A. (2005). Domestic violence and family safety. London, England: Whurr. 
4 游美貴（2015）。家庭暴力防治 : 社工對被害人服務實務。台北市：洪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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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場次 

區域 日期、時間 場地 

北區 4/20(五) 09:00-16:30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國際會議廳 

(新北市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15樓) 

南區 4/27(五) 09:00-16: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302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20號) 

肆、 議程內容 

【北區】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輔導與處遇專題研討會 

2018/4/20(五)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國際會議廳 

時段 主題內容 邀請單位 

08:40-09:00 報到 

09:00-10:00 

(60min) 

臺灣目睹家庭暴力兒少

政策與服務 

【論壇一】 

目睹兒少輔導處遇實務

與政策對話 

 

互動問答 (20 分鐘) 

保護司邀請長官致詞引言 

主持人：保護司司長、長官 

 保護司 

 教育部及國教署代表(邀請中) 

 游美貴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

作學研究所 

 

10:00-10:20 休息 

10:20-12:10 

(110min) 

【論壇二】 

民間團體在目睹家庭暴

力兒少服務的擘劃 

 

 

互動問答 (30 分鐘) 

主持人：保護司主管層級(邀請中) 

【邀請全國性團體分享】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20 分鐘)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20 分鐘) 

 婦女救援基金會(20 分鐘) (邀請中) 

12:10-13:10 中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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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輔導與處遇專題研討會 

2018/4/20(五)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國際會議廳 

時段 主題內容 邀請單位 

13:10-14:40 

(90min) 

【研討主題一】 

校園對目睹家庭暴力兒

少的優質輔導實踐 

 

 

 

 

 

 

與談互動 (30 分鐘) 

主持人：劉可屏 兼任副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  

與談人：教育部及國教署(邀請中) 

分享單位： 

 桃園市中壢普仁國小 (25 分鐘) 

徐佳婷專任輔導教師  

 彰化縣團隊：(25 分鐘) 

鹿東國小 楊翎專任輔導教師 

花壇國小 陳冠容專任輔導教師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林佩鈴高關懷組長   

14:40-15:00 休息 

15:00-16:30 

(90min) 

【研討主題二】 

一站式多元處遇服務對

目睹家庭暴力兒少的服

務實踐 

 

 

 

與談互動 (30 分鐘) 

主持及與談人：游美貴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 

分享單位： 

 現代婦女基金會新竹工作站 (25 分鐘) 

陳淑玫社工督導、郭怡伶社工員 

 迎曦教育基金會(彰化) (25 分鐘) 

李彥慶社工督導 

16:30- 賦歸 

 

【南區】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輔導與處遇專題研討會 

2018/4/27(五)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時段 主題內容 邀請單位 

08:40-09:00 報到 

09:00-10:00 

(60min) 

臺灣目睹家庭暴力兒少

政策與服務 

【論壇一】 

目睹兒少輔導處遇實務

與政策對話 

保護司邀請長官致詞引言 

主持人：保護司司長、長官 

 保護司 

 教育部及國教署代表(邀請中)  

 陳淑芬副執行長 現代婦女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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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輔導與處遇專題研討會 

2018/4/27(五)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302 會議室 

時段 主題內容 邀請單位 

 

 

互動問答 (20 分鐘) 

 游美貴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

作學研究所 

10:00-10:20 休息 

10:20-12:10 

(110min) 

【論壇二】 

民間團體在目睹家庭暴

力兒少服務的擘劃 

 

 

 

互動問答 (30 分鐘) 

主持人：戴世玫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犯罪防

治學系 

【邀請全國性團體分享】 

 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20 分鐘)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20 分鐘) 

 婦女救援基金會(20 分鐘)  

12:10-13:10 中午用餐 

13:10-14:40 

(90min) 

【研討主題一】 

校園對目睹家庭暴力兒

少的優質輔導實踐 

 

 

 

 

與談互動 (30 分鐘) 

主持人：廖明鈺助理教授 文化大學社會福

利學系 

與談人：戴世玫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犯罪防

治學系 

分享單位： 

 台南市紅瓦厝國小 (25 分鐘) 

李玉卿輔導組長 

 高雄市正興國中 (25 分鐘) 

14:40-15:00 休息 

15:00-16:30 

(90min) 

【研討主題二】 

一站式多元處遇服務對

目睹家庭暴力兒少的服

務實踐 

 

 

與談互動 (30 分鐘) 

主持與談人：游美貴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分享單位： 

 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  

徐亦瑩社工督導、謝林翰社工(25 分鐘)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 

方榆僑社工(25 分鐘)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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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 即日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請進入報名網址填寫線上報名 

( https://ppt.cc/fNtF2x )。 

 

二、 報名回覆 線上報名完成將於一週內以E-mail寄發報名成功通知。 

三、 行前通知 各區將分別於開課前一週以E-mail方式寄出。 

四、 若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請務必於開課前三日來電或來信取消報名，以利候補

名單遞補。 

陸、 注意事項 

一、 課程結束將送參訓人員名冊、出席情形等相關資料，至衛生福利部備查。 

二、 為響應環保，敬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三、 災害停課：如遇天候不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然災害），上課與否依政

府宣布是否停止上班而定，若政府未公告，則請注意查收E-mail通知。上課

時間將另行協調通知。 

四、 參訓前請瀏覽觀看「TAGV反性別暴力資訊網」內任一主題數位學習影片

（http://tagv.mohw.gov.tw/），必要時將作為報名資格依據。 

五、 課程結束後將協助申請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保護

性社工人員在職訓練時數。 

六、 如有報名/取消報名/課程等問題，請洽中心黃小姐。聯絡電話：02-

77345437（請於一三五上班時間來電）；E-mail：cissswfs@gmail.com 

柒、 交通資訊  

https://ppt.cc/fNtF2x
http://tagv.mohw.gov.tw/
mailto:cissswf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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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5 樓) 

【大眾運輸工具】 

1. 捷運：捷運新店線至大坪林站站下車。 

2. 鐵路：搭火車到臺北火車站內，再轉捷運新店線至大坪林站站下車，或搭公車

到新店大坪林站下車。 

3. 公車：252、209、505、642、644、10、綠 5、綠 6、綠 7、綠 8→ 到新店

大坪林公車站下車。或是台北車站→搭乘新店客運或台汽客運→新店大坪林

站。 

【開車】 台北→公館→新店北新路三段 

北二高→新店中興路交流道→新店北新路三段 

 

南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3樓(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

段1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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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搭乘【火車】前來：請搭乘至【鳳山火車站】下車，沿光復路二段步行約20

分鐘，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正門口廣場進入。 

2. 搭乘【捷運】前來：請搭乘至【橘線O11鳳山西站】2號出口，沿裕昌街步行

約10分鐘到光復路二段，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正門口廣場進入。 

3. 搭乘【公車】前來：可搭乘248、5、8048、8504、橘12、橘7C等公車至

【婦幼館站】下車，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正門口廣場。 

4. 【自駕】前來：往鳳山區光復路二段行駛，停車後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正門

口廣場或文建街側門進入。 

(1)小客車：請沿光復路二段路邊收費停車格、鳳山高中文建街路邊收費停車

格及停車場、青年路路邊收費停車格等停車格停放。 

(2)機車：請沿鳳山高中旁文建街路邊停車格、文建街圍牆停車格、光復路二

段路邊停車格及青年路路邊停車格等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