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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06 年度『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報名簡章 

一、說明：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醫事人員工作手冊」共有十章，經由衛生福利部補助與

指導，並邀請全國多位專家學者共同編撰完成，且經過十多位專家審稿。本次教育訓

練內容，除有各個專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學分外，每章節裡皆有實際案例做為說明，章

節內容深入淺出，講者內容皆以工作手冊做為主要的教育訓練教材。 

二、目的： 

(一) 促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工作專業技能，使醫事人員對此處遇工作更深入瞭解與

在地處遇個案。 

(二) 提升醫事人員投入防治工作與網絡建構，降低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之處遇困難。 

三、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協辦單位：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桃園療養院/中山醫院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 

          嘉南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四、辦理場次： 

日期 地點 報名截止時間 

【中區】7 月 27 日(四) 
09:20~17:3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正心樓 0321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即日起至 
7 月 21 日(五) 
或額滿為止 

【南區】7 月 28 日(五) 
09:00~17:30 

嘉南療養院 
2F 多功能教室 

(台南市仁德區裕忠路 539 號) 

即日起至 
7 月 21 日(五) 
或額滿為止 

【台北】8 月 3 日(四) 
09:00~17:30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3F 英堃講堂-第一院區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309 號) 

即日起至 
7 月 21 日(五) 
或額滿為止 

【北區】8 月 4 日(五) 
09:00~17:30 

桃園療養院 
B1 國際會議廳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 71 號) 

即日起至 
7 月 21 日(五) 
或額滿為止 

【高屏區】8 月 7 日(一) 
09:00~17:30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三樓凱旋廳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即日起至 
7 月 21 日(五) 
或額滿為止 

【東區】8 月 25 日(五) 
09:00~17:30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大禮堂 

(臺東市五權街一號) 

即日起至 
7 月 21 日(五) 
或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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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習對象：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相關處遇人員（包含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相關處遇人員、警政、社政、

衛政、全台六區醫療網）、及相關機構或社福機構之社工人員、輔導員等。 

六、議程內容： 

實際授課講師及因故變更以當日為主。 

7/27(四)《中區》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正心樓 0321 

時間 主題/內容 講者/主持人 

09：20-09：40 報到 接待人員 

09：40-09：55 開場致詞 主持人：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09：55-10：45 法規與通報及整合機制 
講者：鄭塏達醫師 

主持人：黃聿斐主任(待) 

10：45-10：55 休息 

10：55-11：45 家庭暴力加害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11：45-12：15 綜合討論 

12：15-13：30 午休 

13：30-14：20 
性別、文化與族群敏感度對家性暴專

業人員處遇的重要性 

講者：謝臥龍教授 

主持人：詹景全主任 

14：20-15：10 被害人驗傷採證、評估與處遇 
講者：詹景全主任 

主持人：謝臥龍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家暴加害人裁定前鑑定與評估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吳慧菁教授 

16：10-17：00 性侵害加害人鑑定/評估與處遇 
講者：黃宣融社工師 

主持人：陳筱萍博士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 賦歸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鄭塏達：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主治醫師 

陳筱萍：資深臨床心理師 

謝臥龍：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教授 

詹景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婦產科主任 

黃宣融：台北市私立如意康復之家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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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五)《南區》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地點：嘉南療養院─2F多功能教室 

時間 主題/內容 講者/主持人 

09：00-09：25 報到 接待人員 

09：25-09：40 開場致詞 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09：40-09：55 長官致詞 王作仁副院長 

09：55-10：45 法規與通報及整合機制 
講者：蔡景宏主任 

主持人：王作仁副院長 

10：45-10：55 休息 

10：55-11：45 被害人驗傷採證、評估與處遇 
講者：華筱玲主任 

主持人：王作仁副院長 

11：45-12：15 綜合討論 

12：15-13：30 午休 

13：30-14：20 
性別、文化與族群敏感度對家性暴專

業人員處遇的重要性 

講者：駱慧文教授 

主持人：廖靜薇主任(待) 

14：20-15：10 性侵害加害人鑑定/評估與處遇 
講者：廖靜薇主任 

主持人：駱慧文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家暴加害人裁定前鑑定與評估 
講者：吳慈恩教授 

主持人：黃文翔院長(待) 

16：10-17：00 家庭暴力加害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吳慈恩教授 

主持人：黃文翔院長(待)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 賦歸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蔡景宏：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 

吳慈恩：長榮大學神學院教授 

駱慧文：高雄醫學大學教授 

華筱玲：臺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廖靜薇：屏安醫院社工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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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四)《台北》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地點：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3F 英堃講堂-第一院區 

時間 主題/內容 講者/主持人 

09：00-09：25 報到 接待人員 

09：25-09：40 開場致詞 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09：40-09：55 長官致詞 楊添圍院長 

09：55-10：45 法規與通報及整合機制 
講者：許兆瑋醫師 

主持人：楊添圍院長 

10：45-10：55 休息 

10：55-11：45 家暴加害人裁定前鑑定與評估 
講者：吳慈恩教授 

主持人：陳坤波副院長(待) 

11：45-12：15 綜合討論 

12：15-13：30 午休 

13：30-14：20 
性別、文化與族群敏感度對家性暴

專業人員處遇的重要性 

講者：謝臥龍教授 

主持人：駱慧文教授 

14：20-15：10 家庭暴力加害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駱慧文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被害人驗傷採證、評估與處遇 
講者：詹景全主任 

主持人：吳慧菁教授 

16：10-17：00 性侵害加害人鑑定/評估與處遇 
講者：黃宣融社工師 

主持人：吳慧菁教授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 賦歸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許兆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 
吳慈恩：長榮大學神學院教授 
謝臥龍：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教授 
詹景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婦產科主任 
黃宣融：台北市私立如意康復之家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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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五)《北區》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地點：桃園療養院─B1 國際會議廳 

時間 主題/內容 講者/主持人 

09：00-09：25 報到 接待人員 

09：25-09：40 開場致詞 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09：40-09：55 長官致詞 李新民院長 

09：55-10：45 法規與通報及整合機制 
講者：蔡景宏主任 

主持人：李新民院長(待) 

10：45-10：55 休息 

10：55-11：45 被害人驗傷採證、評估與處遇 
講者：詹景全主任 

主持人：吳慧菁教授 

11：45-12：15 綜合討論 

12：15-13：30 午休 

13：30-14：20 
性別、文化與族群敏感度對家性暴專

業人員處遇的重要性 

講者：駱慧文教授 

主持人：詹宏裕主任 

14：20-15：10 家暴加害人裁定前鑑定與評估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駱慧文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家庭暴力加害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黃宣融社工師 

16：10-17：00 性侵害加害人鑑定/評估與處遇 
講者：黃宣融社工師 

主持人：陳筱萍博士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 賦歸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蔡景宏：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 
詹景全：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婦產科主任 
駱慧文：高雄醫學大學教授 

陳筱萍：資深臨床心理師 

黃宣融：台北市私立如意康復之家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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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一)《高屏區》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地點：高雄市立凱旋醫院─3F 凱旋廳 

時間 主題/內容 講者/主持人 

09：00-09：25 報到 接待人員 

09：25-09：40 開場致詞 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09：40-09：55 長官致詞 陳明招院長 

09：55-10：45 法規與通報及整合機制 
講者：許兆瑋醫師 

主持人：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10：45-10：55 休息 

10：55-11：45 被害人驗傷採證、評估與處遇 
講者：黃志中局長 

主持人：周碧瑟教授 

11：45-12：15 綜合討論 

12：15-13：30 午休 

13：30-14：20 
性別、文化與族群敏感度對家性暴專

業人員處遇的重要性 

講者：謝臥龍教授 

主持人：顏家騏院長(待) 

14：20-15：10 
兒少性侵害司法訪談暨 

被害人和相對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朱惠英教授 

主持人：謝臥龍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家庭暴力加害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吳慈恩教授 

主持人：黃文翔院長(待) 

16：10-17：00 性侵害加害人鑑定/評估與處遇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蘇淑芳主任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 賦歸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許兆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醫師 

黃志中：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謝臥龍：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教授 

朱惠英：嘉義大學諮商輔導學系教授 

吳慈恩：長榮大學神學院教授 
陳筱萍：資深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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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五)《東區》醫事人員教育訓練課程表 

地點：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大禮堂 

時間 主題/內容 講者/主持人 

09：00-09：25 報到 接待人員 

09：25-09：40 開場致詞 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09：40-09：55 長官致詞 黃志暉院長 

09：55-10：45 法規與通報及整合機制 
講者：鄭塏達醫師 

主持人：黃敏瑋副院長 

10：45-10：55 休息 

10：55-11：45 
性別、文化與族群敏感度對家性暴專

業人員處遇的重要性 

講者：謝臥龍教授 

主持人：余麗娟科長(待) 

11：45-12：15 綜合討論 

12：15-13：30 午休 

13：30-14：20 性侵害加害人鑑定/評估與處遇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駱慧文教授 

14：20-15：10 
兒少性侵害司法訪談暨 

被害人和相對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陳筱萍博士 

主持人：謝臥龍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10 被害人驗傷採證、評估與處遇 
講者：黃志中局長 

主持人：黃志暉院長(待) 

16：10-17：00 家庭暴力加害人評估與處遇 
講者：吳慈恩教授 

主持人：周煌智顧問醫師/教授 

17：00-17：30 綜合討論 

17：30- 賦歸 

講師介紹(依主講順序) 

鄭塏達：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主治醫師 

謝臥龍：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教授 

陳筱萍：資深臨床心理師 

黃志中：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吳慈恩：長榮大學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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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方式： 

    1.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goo.gl/oQ7GKA 
    2.報名確認後，系統會自動 e-mail 核發確認訊息。 
    3.現場亦可報名，但無法提供便當與講義。 

八、名額：原則上本場次招募 110 名，請依規定時間內報名。 

九、費用：由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免收報名費。 

十、繼續教育學分： 

    精神專科醫師、護士/護理師、社工師、臨床/諮商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公務人員等。 

十一、活動須知： 
1.學員須於第一課開始前辦理簽到，課程全部結束後辦理簽退，若未依前述規定辦理簽到

及簽退者，恕無法給予繼續教育學分。 
2.課程有進行前、後測驗，前測驗於第一節課程結束後繳交完畢，後測驗於課程結束後繳

回，以免影響學分取得。 
3.顧及學員權益，如活動前預知無法參加者，請於上課前一周來電告知，俾安排學員遞補。 
4.提供午餐(事前完成報名者)，為配合環保政策，保護地球資源，請自備環保杯，感謝您

的配合。 
5.課程承辦單位保留課程時間、講師異動權利，如有因故停課或變換課程日期則將另行

e-mail 或電話通知。 

十二、課程聯絡人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07)7513171分機 2232沈詩婷小姐/張瑜庭小姐

https://goo.gl/oQ7G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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