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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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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培訓【調查策略與報告撰寫第 2梯次】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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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性別事件防治知能訓練。 

貳、 主辦機關：教育部 

參、 承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 

肆、 辦理時間：108年11月25日(星期一)至26日(星期二)，共兩天。 

伍、 辦理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6樓會議室(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陸、 參加人員規劃： 

一、 學員人數：40 名為原則，每校至多 2 名（將依報名次序，各校優先錄取 1名，

額滿為止）。 

二、 培訓對象： 

(一) 已列入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且參與高階培訓結訓者。 

(二) 具有案件調查或申復審議經驗者。 

(三) 以上兩項資格均備方才符合錄取資格。 

三、 報名條件： 

(一) 請提供親自參與調查之印象深刻或法律涵攝特殊之調查報告。 

(二) 報名並上傳報告同時，請先將重要資訊（人名或易辨識之資訊）去識別

化。 

(三) 上傳報告前請先徵求事件管轄學校性平會同意於本研習上課使用。 

四、 錄取順序：依上述資格，如超過名額，則以未曾參與精進培訓者優先錄取。 

柒、 培訓課程：精進培訓（13小時） 

依據教育部 102 年 8 月 23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108892B 號令頒「教育部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並參考教

育部 104 年「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檢視分析及教材研發計畫」結案報告之校園

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培訓課程修訂建議辦理。 

捌、 參與者之權利義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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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並依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第 5點及第 7點第 1項

規定，續認調查專業人員資格。 

二、 全程完成精進培訓者，後續由主管機關於調查人才庫名單標示，學校得優先

選聘擔任案件調查或申復審議人員。 

三、 本次課程將不再提供紙本法規資料，請學員自行於法務部之法規資料庫下載



2 

並攜帶本研習所需之法規【1.性別平等教育法(含施行細則、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2.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含施行細則)、3.性騷擾防

治法(含施行細則)、4.性騷擾防治準則、5.刑法第 10條及第 16 章妨害性自

主罪章、6.教師法、7.教育人員任用條例、8.行政程序法】等相關法規，以

利課程討論。 

四、 課程內容屬案例研討部分，應遵守保密原則。 

玖、 研習課程及報名表：詳如附件一。 

壹拾、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報 名 方 式 ： 本 培 訓 一 律 採 網 路 線 上 報 名 作 業 。 報 名 網 址 ：

https://www.surveycake.com/s/0n2ly，報名結果將於審查後，以電子郵件

方式寄發錄取通知。另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16 時於教育部「性別

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公布錄取名單。 

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0 日(星期日)17:00 止。 

三、 完成報名手續後，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於 108 年 11 月 19 日前以電話或 e-

mail 通知取消報名。 

四、 快速連結報名網址： 

 

壹拾壹、 交通及住宿相關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二 

一、 本次研習備有專車接駁(每日來回接送，1日 2車次)，接駁方式為：上午至

臺中高鐵站接至活動會場，下午課程結束後送學員至臺中高鐵站，上午時段

請於 8:18 前至高鐵-臺中站 4B 出口前等候，接駁車 8:20 準時發車，高鐵-

臺中站 4B 出口前將有工作人員引導搭乘接駁專車，因專車停靠位置無法久

候，欲搭乘專車接駁之學員務必提早抵達集合處。 

二、 本次研習不提供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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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次研習僅提供會場附近飯店資訊，請學員自行訂房，恕無提供代訂服務。 

壹拾貳、 報名聯絡人：(04)2284-0241 分機 35 李佩珊小姐、分機 36林筱芳小姐。 

 

＊備註：若預定辦理活動期間遭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於取得教育部確認同

意後，將取消本次活動辦理，並擇日辦理本活動，確切補辦日期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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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計畫議程 

108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一）8:40-16:00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6 樓 

每堂課均需簽到(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地 點 

8:40-9:00 報到及領取資料 
圖書館 

會議室入口 

9:00-9:20 始業式 
教育部代表 

國立中興大學-林金賢主秘 
圖書館 
會議室 

9:20-12:00 
(3 小時) 

調查策略與報告撰寫課程講

授： 
(1)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策略之

建構與執行 
(2)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訪談之

程序與技巧 
(3)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報告之

規格與論述 
(4) 校園性別事件事實認定之

法律涵攝程序 
(5)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建議之

適法性、合理性及教育性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羅燦煐 教授 

圖書館 
會議室 

12:00-13:10 午餐 

13:10-16:00 
(3 小時) 

主題案例研討： 
(1) 檢視研討行政救濟案例對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報告之

意涵 
(2) 檢視研討上級法院撤銷下

級法院性侵害判決案例之

型態 
(3) 檢視研討校園性別事件常

見類型之調查處理困境與

疑義 

總召講師：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羅燦煐 教授 

圖書館 
會議室 

分組講師： 
新北市丹鳳國小 

黃金宏 老師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隋杜卿 秘書 

國立陽明大學  
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16:00 第一日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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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計畫議程 

  

108 年 11 月 226 日（星期二）8:40-16:50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6 樓 

每堂課均需簽到(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地 點 

08:40-9:10 報到及領取資料 
圖書館 

會議室入口 

9:10-12:00 
(3 小時) 調查報告檢閱討論(一) 

總召講師：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羅燦煐 教授 
分組教室 

分組講師： 
新北市丹鳳國小 

黃金宏 老師 

圖書館 
會議室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隋杜卿 秘書 

第二會議室 

國立陽明大學  
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第三會議室 

12:00-13:10 午餐 

13:10-15:00 
(2 小時) 調查報告檢閱討論(二) 

總召講師：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羅燦煐 教授 

圖書館 
會議室 

分組講師： 
新北市丹鳳國小 

黃金宏 老師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隋杜卿 秘書 
國立陽明大學  

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15:00-15:10 休息 

15:10-16:50 
(2 小時) 綜合座談 

教育部代表 
國立中興大學 謝禮丞副學務長 

團隊講師 

圖書館 
會議室 

16:50 賦歸，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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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由網路進行報名】 

108 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計畫報名表 

姓名  生理性別 □男 □女 □其他:________ 

服務學校  服務單位  

職   稱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O） 

（M） 

E-mail 
(寄送錄取通知及活動相關資訊之用，請務必填寫正確) 

 

報名資格 

□列入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之調查專業人員且參與高階培訓結訓者。 

□擔任調查委員經驗次數___次，撰寫調查報告___次；擔任申復審議委員經驗次數___

次，撰寫申復審議決定書___次。 

□未曾參與精進培訓（105年、107年）。 

交通狀況 

（請以表示） 

 

自行開車；車牌號碼：_____________  

(本校車位有限，收費標準如下：每小時停車費30元，每日最高停車費100元；

請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或搭乘接駁車) 

 
搭乘接駁專車(去程 高鐵-臺中站4B出口處 大廳 集合，回程 高鐵-臺中站 下

車) 

 自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至本校會場 

注意事項 

1. 為配合環保政策宣導，建議學員自行準備性平之相關法規資料並攜帶至會場，以

便講師課程需要。 

2. 為配合課程所需，建議學員攜帶筆記型電腦，以便課程撰寫報告。 

3. 研討會場為中央空調，為了您的健康，建議您可隨身攜帶薄外套。 

4. 為配合環保政策宣導，敬請與會人士自行攜帶環保杯與環保筷。 

5. 依個資法規定，報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次研習及列入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

庫使用。 

6. 本單位僅提供住宿建議地點，敬請依個人需求自行連絡，恕無法代訂。 

備註 

1. 本次培訓課程參訓資格需為(1)教育部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且受過高階培訓、並

(2)具有案件調查或申復審議經驗者，若有缺額才由其他順位遞補。 

2. 報名時間至11月10日17時截止，報名結果將於11月12日16時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

育全球資訊網」公布錄取名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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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交通資訊 網址：https://www.nchu.edu.tw/about-route-map/mid/83/id/481 

【自行開車】之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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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之市區主要道路圖 

 

一、 國立中興大學校園平面圖 網址：https://www.nchu.edu.tw/about/mid/84 

 
二、 住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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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僅提供飯店資訊，主辦單位恕無提供代訂代詢服務，敬請見諒。 

中

興

大

學

附

近

住

宿

資

訊 

興大附農觀光教學中心

學生實習旅館  

地  址：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287 號 

服務電話： 04-22807236  

特惠房價：標準房 1,600 元 

成旅晶贊飯店 

地  址：臺中市中區民權路 66 號 

服務電話：04-22235678 

特惠房價：晶贊標準房 1,800 元(附一客早餐) 

參考網址：http://www.parkcthotel.com/central-

taichung/index.php 

寶島 53 行館 

地  址：臺中市中區中山路 27 號 

服務電話：04-22206699 

特惠房價：標準雙人房 1,800 元(附一客早餐) 

參考網址：http://53hotel.com.tw/rsvn/rsvn.php 

新驛旅店臺中車站店 

飯店地址：臺中市東區復興路四段 133 號 

訂房專線：04-22232333 

特惠房價：標準客房 1,600、雅致客房 1,700、雙人客房 1,800 

參考網址：http://www.cityinn.com.tw/C5/tw/ 

薆悅酒店臺中館 

飯店地址：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203 號 

訂房專線：04-22812222 

特惠房價：精品客房(一大床)2,280、精品客房(兩小床)2,480 

參考網址：https://taichung.inhousehotel.com/ 

※訂房請說明參與”中興大學研討會”，享有專案優惠 

香富大飯店臺中館 

飯店地址：臺中市東區建成路 700 號 

訂房專線：04-22808007 

特惠房價：高級雙人房 1,400 

參考網址：http://www.cf-hotel.com/ 
※訂房請說明”中興大學研討會”，享有專案優惠 

城市商旅臺中五權館 

飯店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路 1-23 號 

訂房專線：04-23729000 

特惠房價：標準客房 1,800(附早餐) 

參考網址：http://www.citysuites.com.tw/zh-tw 

企業家大飯店 

飯店地址：臺中市東區和平街 160 號 

訂房專線：04-22207733 

特惠房價：雙人房 1,400 

參考網址：http://www.etaichung.com.tw/enterpriser/ 

※訂房請說明”中興大學研討會”，享有專案優惠 

雙星大飯店 

飯店地址：臺中市東區復興路四段 158 號 

訂房專線：04-2226-1811 

特惠房價：標準雙人/床房 1,400 

參考網址：http://www.etaichung.com.tw/twin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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