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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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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培訓實施計畫 
 

一、 計畫名稱：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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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

培訓計畫。 

二、 計畫目的： 

依性別平等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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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知能訓練。 

三、 主辦機關：教育部 

四、 承辦單位：輔仁大學 

五、 辦理時間：108 年 4 月 24 日(星期三）至 4 月 26 日(星期五），共3日。 

六、 辦理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會議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七、 培訓人數及對象：以100人為原則 

（一） 大專校院薦送性平會委員或相關業務人員至多2名參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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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 

（三） 國防部及警察校院可各薦送2名參加。 

（四） 本部各單位薦送1名參加為原則。 

八、 學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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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退(每堂

課遲到15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結訓後核發教育部結業證書（初

階23小時）。 

（二） 全程完成初階培訓及進階培訓後，方由教育部核定列入調查專業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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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8年 4 月 15 日(星期一) 下午5時止。 

（二） 為響應環保避免浪費，本活動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gender.fju.edu.tw/2019even/register.php 

（三） 錄取名單公告日期：108 年 4 月 18 日(星期四)，以e-mail方式寄發錄取通知

，並公布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四） 報名後若因故而無法參與者，請於活動5日前來電或以電子郵件取消報名。 

（五） 如因不可抗拒因素(如天災、颱風或重大意外等)致活動延期或取消時，以e-

mail或手機簡訊通知參與學員。 

十、 課程內容及授課講師：(詳見附件一)  

十一、 活動網址以及聯絡方式： 

（一） 活動網址：http://gender.fju.edu.tw/2019even 

（二） 聯絡人及聯絡方式：輔仁大學秘書室 詹慧芳 

（02）29052295  

 E-mail：051998@mail.fju.edu.tw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由薦派單位給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差）假，並依規定核實支給差旅費。 

（二） 本次課程將如涉及案例研討，敬請遵守保密原則。 

（三） 會場備有飲用水，請自備環保杯具。 

（四） 會場冷氣為中央空調，請自備保暖衣物。 

（五） 交通方式：(詳見附件二)  

（六） 本次研習提供會場附近住宿資訊，亦有提供代訂服務。(住宿資訊：詳見附

件三) 

 

http://gender.fju.edu.tw/2019even
mailto:051998@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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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課程內容及授課講師 

第一日課程：108 年 4 月 24 日(星期三) 

每堂課均需簽到、簽退(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 

上課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會議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時間 內容 授課講師 

08:30-08:5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8:50-09:10 始業式 教育部代表、貴賓致詞 

09:10-10:4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基本概念及相關法規介紹 

(2小時) 

輔仁大學法律系 

吳志光教授 

10:40-10:50 休  息  時  間 

10:50-12:2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基本概念及相關法規介紹 

(2小時) 

輔仁大學法律系 

吳志光教授 

12:20-13:30 午        餐 

13:30-15:0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處理程序及行政協調 

(2小時)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羅燦煐教授 

15:00-15:20 茶  敘  時  間 

15:20-16:5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處理程序及行政協調 

(2小時)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羅燦煐教授 

16:50 第一日課程結束 (簽退) 

 

第二日課程：108 年 4 月 25 日(星期四) 

每堂課均需簽到、簽退(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 

上課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會議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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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程序中運用諮商技巧之訓練 

(2小時) 

輔仁大學學輔中心 

何冠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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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0 休  息  時  間 

10:40-12:1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調查程序中運用諮商技巧之訓練 

(2小時) 

輔仁大學學輔中心 

何冠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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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隋杜卿秘書 

15:00-15:20                          茶  敘  時  間 

15:20-16:50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調查程序 

(2小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隋杜卿秘書 

16:50                     第二日課程結束 (簽退) 

 

第三日課程：108 年 4 月 26 日(星期五) 

每堂課均需簽到、簽退(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 

上課地點：輔仁大學國璽樓二樓會議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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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隋杜卿秘書 

10:30-10:40 休  息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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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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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時) 

華夏科技大學 

林麗燕老師 

15:00-15:10   休  息  時  間  

15:10-16:00 
綜合座談 

(1小時) 

教育部代表 

隋杜卿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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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光教授 

何冠瑩老師 

16:00 第三日課程結束 (簽退) 
 



6  

附件二：會場路線圖 

輔仁大學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會場：國璽樓二樓會議廳 

 
 

■ 自輔大校門進入直行至最後端至中美堂，左轉第 2 棟有玻璃帷幕之新大

樓即為國璽樓 

■ 自輔大貴子門進入，右轉第一棟大樓即為國璽樓。 

■ 搭乘捷運（請於「捷運輔大站」 1號出口出站）或公車，敬請預留約10-

15 分鐘至會場。 

■ 自行開車，建議路線如下： 

  1.中山路→貴子路→國璽樓地下停車場（或貴子路停車格） 

   2.大漢橋/中興橋/重新橋→中正路→三泰路→貴子路→國璽樓地下停車場 

   3.大漢橋/中興橋/重新橋→中正路輔大正門進入校園依規定停車 
 



7  

附件三：住宿資訊 
 

 
輔大聖心教學旅館（位於校園內）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號 

聯絡電話:(02)8994-1000#3601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 101號 

聯絡電話:(02)2277-2220#9705、9707 

 
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2號 

聯絡電話:(02)8994-1000#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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