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強化社會安全網
性侵害犯罪三級預防跨領域系統合作
全國多元專業人員培力方案
壹、緣起
近年來複合多重犯罪類型的社會事件層出不窮，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公布後，加
害人進入處遇被列管人數逐年增高，而加害人多非自願求助、缺乏動機，因此更需要多
元處遇人員投入與加強非自願加害者的處遇技巧等訓練教育。現行侵害犯罪系統缺乏整
合，導致後端的社區監控不易，現行之性侵害犯罪防治政策需發展更精細的整合性服務
系統，尤其對未進入司法程序或在司法走程與調查中之性侵涉嫌人或已由司法判決確定
及執行的加害人，皆能持續接受跨專業系統整合的社區監控與防治網絡。
因應107年頒布之國家社會安全網的政策，期待開啓培力性侵害犯罪三級預防（事
件通報涉嫌、進入司法走程階段涉嫌人、司法確認及執行加害人，如圖一）之社政、教
育、警政、衛生、司法、矯治及更生系統及其他犯罪處遇單位之多元專業人員投入，建
置三級跨專業處遇單位系統性合作機制，以充實性侵害再犯預防的實質內函。本計畫主
要規劃性侵害犯罪三級預防初階和進階研習課程。

圖一.性侵害犯罪三級預防

貳、依據與目的：
本課程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6 條第 6 項」
、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與輔
導教育辦法」
、
「性侵害犯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育處遇人訓練課程基準」辦理，性侵害
犯罪三級預防之新進執行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者需接受 18 小時初階核心課程；已執行性
侵害加害人處遇人員需接受每年 6 小時進階進修課程，期待培力全國有興趣投入性侵害
犯罪防治工作者或學習人員。

參、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肆、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臨床心理師公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與
性侵害防治中心

伍、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臺東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花蓮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陸、合辦單位：臺中榮民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花蓮縣政
府衛生局

柒、培訓對象
以有興趣投入性侵害三級預防之社政、教育、警政、衛生、司法、矯治及更生系
統及其他犯罪處遇單位之多元專業人員，含第一、二級處遇輔導員(社工員、警察、觀
護人、保護官、教育、特教、保育及相關研究生或學習人員)；第三級處遇治療師，含
所有師級類之專業人員(社工師、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等皆可參加。

捌、研習時間與地點：
地區

日期

場地

進階課程

5/13(一)、5/15(三)、5/16(四)
早上 8:30-下午 5:00
6/11(二)
早上 8:30-下午 5:00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042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3 號
B1 樓多功能會議室

初階課程

5/6(一)、5/7(二)、5/8(三)
早上 8:30-下午 5:00

進階課程

6/12(三)
早上 8:30-下午 5:00

初階課程

5/17(五)、5/18(六)、5/19(日)
早上 8:30-下午 5:00

進階課程

6/20(四)
早上 8:30-下午 5:00

初階課程
北

中

南

花

初階課程

東

進階課程

5/24(五)、5/25(六)5/26(日)
早上 8:30-下午 5:00
6/26(三)
早上 8:30-下午 5:00

臺中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大樓 3 樓會議室
407 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450 號
臺中榮民總醫院
精神部大樓 3 樓會議室
407 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450 號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
院復健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83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301 研習教室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 號
待定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三樓簡報室
97058 花蓮縣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玖、研習學分與證明：
本次研習將預計協助申請臨床心理師、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並核發電子檔之研
習證明，參與者後測達70分成績合格者，依其實際參與時數核發電子研習合格證書，若
後測未達合格分數者，將核發電子上課證明。。

拾、報名規定：
本次研習以網路報名，分南、中、北、花蓮東部共四場次受理，截止日期
為上日期前一週，或人數額滿為止，經審核錄取者將會以Email通知。

拾、研習採線上線名：
本次研習以網路報名，分南、中、北、花蓮東部共四場次受理，截止日期
為上課日期前一週，或人數額滿為止，經審核錄取者將會以Email通知。
初階課程報名網址：
報名網址

人數限制

臺中場：https://forms.gle/2ygouYbVdFtyF9YQ9

60人

臺北場：https://forms.gle/jCoPRcmfzo8mFqTS9

70人

高雄場：https://forms.gle/53ScGCvqbKD6ySWd6

80人

臺東場：https://forms.gle/3RQfe46fVxQnFi4j6

50人

報名QRcode

進階課程報名網址：
報名網址

人數限制

臺中場：https://forms.gle/ZcCYrQEU2g32os7V7

60人

臺北場：https://forms.gle/khhxGwag7JXwJkZr5

70人

高雄場：https://forms.gle/S2rY3ssTNmWnLAfm8

100人

花蓮場：https://forms.gle/PiSJTAtZkVxWqNez7

50人

報名QRcode

拾壹、研習課程安排：(部分場次及講師仍在商定中，將於行前公告講師名單跟場地資訊)
(一)北區
1.初階課程(18 小時)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13 日(一)、5 月 15 日(三)、5 月 16 日(四)
活動地點：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042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3 號 B1 樓多功能會議室
日期時間
第一天 5 月 13 日(一)
第二天 5 月 15 日(三)
08:30~09:00
09:00~10:00
10:00~11:00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司法系統觀點

11:00~12:00

臺灣高等檢察署
楊碧瑛檢察官

12:00~13:00

再犯預防(含評量量表)
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
黃健助理教授

中午用餐

13:00~14:00
14:00~15:00

報到

報到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社政系統觀點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教育系統觀點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衛政系統觀點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姚淑文主任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
高恒信臨床心理師

下課

下課

活動時間：108 年 06 月 11 日(二)
活動地點：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042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3 號 B1 樓多功能會議室
報到

9:00~10:00
10:10~11:00
11:00~12:00
12:00~13:00
13:10~14:00
14:10~15:00
15:10~16:00

國際致策律師事務所
黃致豪律師

性犯罪發展與犯罪歷程

2.進階課程(6 小時)

08:30~09:00

法律及倫理

性侵害類型及成因
福至心靈心理治療所
楊政璋臨床心理師

17:00~

報到

中午用餐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性侵害防治組
余姍瑾組長

15:00~17:00

第三天 5 月 16 日(四)

性侵害者之認知扭曲及阻抗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張碧娥臨床心理師

中午用餐
否認的處理
淡江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邱惟真助理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沈勝昂教授

下課

(二)中區
1.初階課程(18 小時)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6 日(一)、5 月 7 日(二)、5 月 8 日(三)
活動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大樓 3 樓會議室
407 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450 號
第一天 5 月 6 日(一)
第二天 5 月 7 日(二)
08:30~09:00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報到

報到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教育系統觀點
臺中市學生諮商輔導中心
林美妙督導

12:00~13:00

中午用餐

13:00~14:00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司法系統觀點

14:00~15:00

15:00~17:00

17:00~

第三天 5 月 8 日(三)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暨研究所
教授兼任學務長
鄭瑞隆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社政系統觀點

性犯罪發展與犯罪歷程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臨床心理師
許嘉宏

報到
性侵害類型及成因
皓心理治療所
院長兼臨床心理師
鄭志強

中午用餐

中午用餐

法律及倫理
臺中地方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
洪淑姿

再犯預防(含評量量表)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暨研究所
林明傑教授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衛政系統觀點
臺中市衛生局
技正
胡智強

台中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
治中心性侵害防治組組長
張素梅

下課

下課

2.進階課程
活動時間：108 年 6 月 12 日(三)
活動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大樓 3 樓會議室
407 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450 號
08:30~09:00
9:00~10:00
10:10~11:00
11:00~12:00
12:00~13:00
13:10~14:00
14:10~15:00
15:10~16:00

報到
否認的處理
台中宏恩醫院龍安分院
林信宏臨床心理師

中午用餐
性侵害者之認知扭曲及阻抗
台大/清華/東華/慈濟 臨床心理退休教授
陳若璋

下課

(三)南區
1.初階課程(18 小時)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17 日(五)、5 月 18 日(六)、5 月 19 日(日)
活動地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833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 123 號
第一天 5 月 17 日(五)
第二天 5 月 18 日(六)
第三天 5 月 19 日(日)
08:30~09:00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報到

報到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司法系統觀點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衛政系統觀點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陳美燕院長

12:00~13:00

中場休息

13:00~14:00

性侵害類型及成因

14:00~15:00

15:00~17:00

17:00~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周煌智院長

報到
性犯罪發展與犯罪歷程
社團法人臨床心理師公會
陳靖理事長

中場休息

衛生局性侵害評估小組委員

中場休息

法律及倫理

蘇毅 臨床心理師

國立中正大學師培中心
陳慧女助理教授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社政系統觀點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教育系統觀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性侵害防治組陳玲容組長

高雄市左營高中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
心諮詢委員
李佩珊 輔導主任

下課

下課

再犯預防(含評量量表)

2.進階課程
活動時間：108 年 6 月 20 日(四)
活動地點：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301 研習教室
830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20 號
08:30~09:00

報到

9:00~10:00
10:10~11:00
11:00~12:00
12:00~13:00

否認的處理
樂安醫院
陳筱萍臨床心理師

中午用餐

13:10~14:00
14:10~15:00
15:10~16:00

性侵害防治網絡功能及合作機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主任觀護人
佘青樺

高雄立市凱旋醫院
林耿樟臨床心理師

下課

(四)花東地區
1.初階課程(18 小時)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24 日、5 月 25 日、5 月 26 日
活動地點：待定
第一天 5 月 24 日(五)

第二天 5 月 25 日(六)

報到

報到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教育系統觀點
臺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林素芬主任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社政系統觀點
臺東家防中心性侵組
陳傳國社工督導

12:00~13:00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13:00~14:00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司法系統觀點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程明慧法官

法律及倫理
蔡雲卿律師事務所律師

08:30~09:00

第三天 5 月 26 日(日)
報到

0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4:00~15:00

15:00~17:00

性侵害犯罪防治系統觀
衛政系統觀點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王藝陵臨床心理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台東分院
莊雅仁臨床心理師

17:00~

下課

下課

性侵害類型及成因

再犯預防(含評量量表)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吳月梅臨床心理師

中場休息

性犯罪發展與犯罪歷程
臺南市安南醫院
唐心北精神科醫師

2.進階課程(6 小時)
活動時間：108 年 06 月 26 日(三)
活動地點：花蓮縣政府衛生局三樓簡報室
97058 花蓮縣花蓮市新興路 200 號
08:30~09:00
9:00~10:00
10:10~11:00
11:00~12:00
12:00~13:00

報到
性侵害者之認知扭曲及阻抗
心鏡心理治療所
臺東大學心理輔導組兼任諮商心理師
林世坤
中午用餐

13:10~14:00
14:10~15:00
15:10~16:00

獄中治療模式及現況
屏東和高雄監獄兼任臨床心理師
陳信吉

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