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福部社家署委託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108年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預防性侵害事件之三級風險管理機制 

培訓課程報名簡章 

 

壹、辦理緣由: 

多類身心障礙者受限於肢體行動、理解與表達、認知判斷、人際互動等功能

之不等程度功能障礙，導致在自我保護能力以及人際界線之區辨拿方面，相較於

一般人士偏弱許多；因之，保護身心障礙者人身安全不受侵害以及協助其獲得適

性之性教育及自我保護的資訊及權利，以避免成為性犯罪受（加）害者，乃成為

各級政府頗為重視之議題。為保障福利機構內的身心障礙者人身安全，社家署訂

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要求身障機構採取以下具體

措施，包括: 對新進員工須落實性侵害加害人查調登記作業、員工手冊中須訂有

性侵害處理原則、每年須針對員工舉辦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以提升專業敏感度、

辦理服務對象有關自我保護訓練之課程等，以期能確實維護服務對象的性相關權

益。 

雖然，目前各身障機構多有辦理性侵害防治措施或是性教育課程，惟其在日 

常服務模式與針對服務對象之教育輔導策略上差異甚大，為能進一步加強性侵之

風險管控，亟需針對統計上遭受性侵占比較高之心智障礙者進行預防性侵事件三

級防治管理，協助機構內直接服務人員以及管理階層者皆能擁有正確的觀念及提

高警覺度，以預防及降低機構發生性侵事件率。 

    第一社福基金會透過社家署委託辦理的「108 年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預防性侵

害事件之三級風險管理機制培訓計畫」， 舉辦二場焦點座談，經過約 20 多位身

障福利機構實務專家、特教學者以及家防中心督導之意見交流，在共識下產生出

三個職群和性侵防治有關之性別議題課程主題及教學指標。本會整理成「管理階

層班」和「直接服務人員班」二類課程，其中直接服務人員班職務角色及服務模

式之差異而分為(1)社工人員和(2)教保/生服/護理人員二班課程設計。「管理階層

班」乃是專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與社區方案的管理階層(含幹部)以及縣市政府社

會局承辦人員開課，共計辦理四場次，每場次為一天 6 小時；「社工人員 班」顧

名思義是專為社工人員(包含督導)開課，共辦理三場次，每場為二天 12 小時；「教

保/生服/護理人員 班」則針對和服務對象接觸最為頻繁且為數最多的三個工作族



群--教保員、生服員、護理人員(含督導)等開課，共辦理四場次，每場次為二天

12 小時，且每班人數較多。多場次的相關課程約能提供 1000 名身障福利機構及

社區方案的主管與直接服務之專業人員研習機會，除增加其專業知能，亦期待能 

建立個別組織內的性侵防治管理成效以及針對其服務對象性帄權益保障策略之

共識。 

 

貳、辦理單位：財團法人第一社福基金會 

 

參、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伍、課程辦理 

 【管理階層班】 

一、辦理日期、地點(詳閱陸、研習場地及交通)、學員資格及人數 

地區   北 1場次 

  北北宜花 

  中 1場次 

中彰投雲嘉 

  南 1場次 

 南高屏台東 

  北 2場次 

  基桃竹苗 

日期   11/25(一)  12/9(一)  12/12(四)   1/7(二) 

時間 9：00~16：00(中午休息 1小時) 

場地 板橋農會 

第二大樓 15樓

第 13研習廳 

台中愛心家園 

禮堂 

 

高雄婦女館 

演講廳 

 

桃園婦女館 

101會議室 

 

學員資格/

人數 

機構和社區服務方案的主管(含幹部)、縣市政府社會局機構承辦

人員，各班至多 80 人，每機構報名最多 2 人。 

時數 1天 6小時 

 二、課程內容與講師 

  課程主題 教學目標 時數 講師 

機構常見性侵事

件樣態與三級預

防風險管理 

1.認識機構內心智障礙性侵事件發生之樣

態與成因。 

2.認識心智障礙者之性發展、PLISSIT 處

遇模式以及性侵防治三級風險管控機制。 

3.學習運用性安全風險評估與分級篩檢

表，盤點服務對象三級防治支持需求。 

3 張文嬿 

 



4.研討防範及處理機構員工以及同儕對服

務對象之性騷擾/性侵害事件之具體作為。 

5.案例討論與分析。 

性價值觀與相關

法規 

1. 熟知性相關權益的各項法規，包括：身

權法、CRPD、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

擾防治法重點、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

原則等。 

2. 檢視機構員工手冊有關疑似性侵害事

件處理之規範，以確保落實執行。 

3. 嫻熟並演練性侵事件之通報與性騷擾

申訴處理流程。 

4. 交流機構的性價值觀具體展現，強化管

理階層的自我覺察力。 

5. 交流機構性侵處理的宣導教育策略、以

及保障服務對象性帄權益的員工教育

訓練措施。 

3 呂雅嵐 

 

                                  小計 6小時 

 

【社工人員班】 

 一、辦理日期、地點(詳閱陸、研習場地及交通)、學員資格及人數 

地區 北 1場次 

北北宜花基桃 

中 1場次 

竹苗中彰投雲 

南 1高雄 

嘉南高屏台東 

日期 12/16(一)- 

12/17(二) 

1/13(一)- 

1/14(二 

2/11(二)- 

2/12(三) 

時間 9：00~16：00(中午休息 1小時) 

場地 台北客家會館 

4F會議室 

台中愛心家園 

視聽室 

高雄無障礙之家 

多功能活動空間 

學員資格/

人數 

機構和社區服務方案的社工人員，各班 60 人為限，每機構/社區

方案報名最多 1 人。 

時數 2天 12小時 

 

二、課程內容與講師 



課程主題 教學目標 時數 講師 

性價值觀與相

關法規 

1.檢視助人者的性價值觀與自我覺察。 

2.檢視機構有關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之規範

和執行規範之困難，並研討如何克服困難。 

3.熟知性帄相關權益的各項法規，包括：身

權法、CRPD、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

防治法重點、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

則等。 

4.嫻熟並演練性侵事件之通報與性騷擾申訴

處理流程。  

3 劉佳琪 

 

專業團隊合作

與資源連結 

1.認識相關社會資源 (如家防中心性侵害防

治人員、性諮商師、司法、警政、醫療及家

長等)的角色與功能，並學習運用資源技巧。 

2.認識其他單位受害個案轉銜到機構過程中

的性侵高風險因素及做好轉銜準備流程。 

3.如何與相關專業團隊合作，以促進性別教

育及性侵防治之成效。 

4.如何與家長(屬)溝通服務對象性別教育及

性侵防治議題。 

5.案例討論與分析 

3 陳寶珠 

 

機構常見性侵

事件樣態與三

級預防風險管

理 

1.認識機構內心智障礙者性侵事件發生之樣

態與成因。 

2.認識心智障礙者之性發展、PLISSIT 處遇模

式以及性侵防治三級風險管控機制。 

3.學習運用性安全風險評估與分級篩檢表，

盤點服務對象三級防治支持需求。 

4.研討防範及處理機構員工以及同儕對服務

對象之性騷擾/性侵害事件之具體作為。 

5.案例討論與分析 

3 林純真 

 

4.性相關議題

的支持輔導 

1.認識心智障礙者關係、感情/交友之需求。 

2.認識心智障礙者之婚姻及家庭維護狀況。 

3.認識心智障礙者之生育議題。 

4.學習評估心智障礙者性議題相關困擾行為

之功能。 

5.研討輔導心智障礙者性議題相關困擾行為

之策略。 

6.學習評估心智障礙者性教育與人身安全支

持需求。 

3 張文嬿 

 



 

【教保/生服/護理人員班】 

  一、辦理日期、地點(詳閱陸、研習場地及交通)、學員資格及人數 

地區 北 1場次 

北北宜花 

中 1場次 

中彰投雲嘉 

南 1場次 

南高屏台東 

 北 2場次 

 基桃竹苗 

日期 12/26(四)- 

12/27(五) 

1/13(一)- 

1/14(二) 

2/11(二)- 

2/12(三) 

2/19(三)- 

2/20(四) 

時間 9：00~16：00(中午休息 1小時) 

場地 文化大學進修

推廣部-大夏

館 B1表演廳 

台中愛心家園 

禮堂 

高雄無障礙之家 

4樓禮堂 

桃園婦女館

301會議室 

學員資/

人數 

機構和社區服務方案的教保員、生活服務員和護理人員，各班至多

130 人，每機構報名最多 3 人。 

時數 2天 12小時 

 二、課程內容與講師 

課程主題 教學目標 時

數 

講師 

性價值觀與相

關法規 

1.檢視助人者的性價值觀與自我覺察力。 

2.檢視機構員工手冊相關規範和執行規範之

困難，並研討如何克服困難。 

3.熟知性帄相關權益的各項法規，包括：身權

法、CRPD、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

治法重點、機構疑似性侵害事件處理原則等。 

4.嫻熟並演練性侵事件之通報與性騷擾申訴

處理流程。  

3 劉佳琪/ 

呂雅嵐 

 

性教育概論及

性議題相關支

持實務 

1.認識心智障礙者之性發展與各階段的支持

需求。 

2.學習性相關器官之衛生處理及保護知能。 

3.認識心智障礙者關係、感情/交友之需求。 

4.學習評估對象性教育與人身安全的支持需

求。 

5.學習依不同支持需求規劃與進行性教育及

人身安全活動。 

3 陳寶珠 

 



6.學習善用市面上出版之性教育相關教材，以

及自編教材的原則。 

性相關行為問

題輔導與

PLISSIT 

1.認識心智障礙者性議題 PLISSIT 處遇模式。 

2.學習性議題相關困擾行為之功能評估及輔

導策略。 

3.學習提供個別性相關議題之支持作法。 

4.案例討論與分析。 

 

3 張文嬿 

 

4.機構常見性

侵事件樣態與

三級預防風險

管理 

1.認識機構內心智障礙性侵事件發生之樣態

與成因。 

2.檢視性侵防治三級風險管控機制。 

3.認識及演練使用性侵害防治風險分級篩檢

表，並將篩檢結果與 ISP結合。 

3.討論日常照顧支持中如何做好風險偵測與

管控 

4. 認識防範及處理機構員工以及同儕對服務

對象之性騷擾/性侵害事件之作為 

3 林純真 

 

 

陸、研習場地及交通 

借用場地 地址 電話 交通方式 

板橋農會 

第二大樓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1 號 15 樓 
02-8965-6868 

捷運府中站 1 號出口，右手

邊對面藍色大樓。 

台北客家會館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三段 157 巷 11 號 

02-27026141 

分機 215、211 

大安捷運站 5 號出口對面， 

安祥公園旁邊。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

部-大夏館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

路二段 231 號 

02-2700-5858 

#5 

大安森林公園站 5 號出口，

步行約 10 分鐘至建國南路

口。 

台中市愛心家園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 

一段 450 號 
04-24713535 

1.高鐵台中站轉台鐵到台中

火車站，轉公車 202、270至

愛心家園醫務室站(車程約

17分鐘)。 

2.高鐵台中站轉公車 99至

愛心家園站(車程約 20分

鐘)。 



高雄婦女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

路 777 號 
07-397-9672 

1. 高鐵左營站轉台鐵至科

工館站(約 20 分鐘)，出站

往右回轉科工館便道，再

右轉，即見婦女館( 步行

約 5 分鐘)。 

2. 台鐵高雄站轉公車 60、

紅 28 或計程車(10~15 分

鐘車程)，抵科工館站，

步行約 5~10 分鐘。 

3. 高雄捷運紅線 R11 高雄

車站，轉公車 60 或計程

車(10~15 分鐘車程)。 

4. 高雄捷運紅線 R12 後驛

站，轉公車紅 28 或計程

車(10~15 分鐘車程)。 

高雄無障礙之家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

路 392 號 
(07) 815-1500 

高雄捷運紅線凱旋站，1 號

出口，經過凱旋四路走到

底，右轉即到。 

桃園婦女館 
桃園市桃園區延帄路 

147 號 
03-3627-555 

1.台鐵桃園站下車，遠東百

貨公司前方之地下道往桃園

火車站後站走，出地下道即

是延帄路，直走經過第三個

紅綠燈，可看到婦女館。 

2. 桃園火車站後站搭乘免

費市民公車紅線或藍線於婦

女館站下車。 

 

柒、講師簡介(依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 現職與經歷 

呂雅嵐 第一社福基金會社工組主任。資深心智障礙社區服務方案督

導、社家署 106年身障機構性侵事件之處理與因應措施計畫參

與者、新北市 107年機構性侵防治實地輔導團召集人暨輔導員。 

林純真 臺北市立大學助理教授暨第一社福基金會專業支援部督導、台

灣性教育師、心智障礙者性教育課程講師、多本智障者性教育

書籍譯者、社家署 106年身障機構性侵事件之處理與因應措施

計畫協同主持人、新北市 107年機構性侵防治實地輔導團召集



人暨輔導委員。 

陳寶珠 資深啟智機構主管暨督導、智障者性教育書籍作者、資深心智

障礙培訓班別講師、社家署 106年身障機構性侵事件之處理與

因應措施計畫參與者、新北市 107年機構性侵防治輔導團輔導

委員。 

張文嬿 第一社福基金會專業支援部總督導暨第一行為工作室督導。資

深心智障礙培訓班講師、社家署 106年身障機構性侵事件之處

理與因應措施計畫參與者暨性侵害防治風險分級篩檢表研發

者、新北市 107年機構性侵防治實地輔導團輔導委員。 

劉佳琪 第一社福基金會專業支援部福利學苑組長、資深啟智機構專業

督導、資深心智障礙培訓班講師、社家署 106年身障機構性侵

事件之處理與因應措施計畫參與者、新北市 107年機構性侵實

地輔導團輔導委員。 

 

捌、報名方式 

   一、Google表單報名表網址：https://forms.gle/EBHHhZ8VyZR519Jw9，如機構 

      因時間和人力因素，必要時可跨區報名， 但以原區域內機構優先獲錄取。 

   二、以身心障礙機構相關工作人員優先錄取，如仍有名額， 再錄取社區服務 

       方案相關工作人員。 

   三、錄取名單請於各區各班辦理前一週上第一基金會官網查詢(11/25台北管

理階層班於 11/20公布錄取名單) 

   四、聯絡電話：(02)2722-4136分機 829 楊舒婷小姐。  

 

玖、其他資訊 

  一、研習費用:免費。可用餐研習場地將提供餐盒，無法用餐場地則請到外面   

      自行用餐，敬請見諒。 

  二、場地維護：請協助愛護研習場地和設備，嚴禁製造髒亂或進行與研習無關 

     之活動。蓄意破壞場地設備者，應負賠償責任。 

  三、環保行動：響應環保愛地球，研習現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自備環保杯瓶。 

  四、研習證明：研習中途缺課時數超出三分之一者，不發給研習證明。全程參 

      與且繳交滿意度問卷者將發予研習證明。 

  五、如遇緊急因素無法開課， 除盡快通知已錄取者，亦請上第一官網查詢。 

https://forms.gle/EBHHhZ8VyZR519Jw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