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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07 年度 

「(以兒少安全為中心之)保護性社工督導專業培訓計畫」 

保護性社工督導進階專題系列課程(一) 

為使第一線保護性社工人員在面對困難而複雜的個案時，仍能具備專業工

作態度、做出客觀判斷，並提供有效的處遇計畫，不可或缺的便是保護性社工

督導的幫助與指導；而在保護性社工督導的背後，更加需要專業知識的補充及

資深工作者的經驗傳承。然而，盤點現行中央及各縣市政府的教育訓練課程，

針對保護性社工督導的專業培訓資源較少，又因為授課者需具備相當之專業能

力與實務經驗，故在各地方政府尚未完備建立起此項專業訓練資源之時，仍有

賴中央領銜開辦相關訓練，以提升對保護性社會工作督導專業訓練的重視。 

因此，為配合今年（107）起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中增強培訓與精進社

工督導制度之措施，研商規劃全面性、系統性、層級性的專業訓練，藉由建立

分領域分級的社工專業訓練制度，深入及強化各領域社工人員的專業能力培

養，將針對累積 3 年以上督導年資的保護性社工督導，在完成初階督導訓練

後，更進一步提升其專業領域的督導知能。故本計畫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推

行後，選定保護性業務經常面臨的特殊議題作為訓練主題，例如：多重問題保

護事件處理、跨網絡合作實務、媒體與社會工作、人身安全議題、督導倫理與

關係界線、督導者自我覺察等，自 107 年開始至 108 年上半年，循序規劃辦理

專題式的進階訓練。 

壹、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福利部保護服務司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與家庭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貳、 參訓對象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保護、老人保護及

身心障礙者保護等業務之社工督導，且以擔任社工督導年資3年以上者為優

先。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保護、老人保

護及身心障礙者保護等業務之民間團體社工督導，且以擔任社工督導年資3

年以上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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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場次時間及地點 

專題課程 區域 時間 場地 

人身安全議題專

題 

北區 
107/11/09(五) 

09:30~16:30 

臺北市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大禮堂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7樓) 

南區 
107/11/23(五) 

09:30~16: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

心 306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

段120號) 

督導者自我覺察

專題 

北區 
107/11/30(五) 

09:30~16:30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第二講習教室

(新北市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15樓) 

南區 
107/12/14(五) 

09:30~16:3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

心 301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

段120號) 

媒體與社會工作

專題 
北區 

107/12/06(四) 

09:30~16:30 

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第二講習教室

(新北市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15樓) 

\督導專題系列課程(二)之其他專題課程將於明年初陸續開辦/ 

肆、講師及課程內容 

每一專題時數各 6 小時，報名選擇時請注意辦理區域、時間 

專題課程 內容 講師 

人身安全議題

專題 

1. 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脈絡、計

畫目標及相關重點規劃。 

2. 強化社會安全網下，督導對提

升社工在人身安全的知能及安

全風險評估的實務能力。 

3. 包含督導對社工人身安全議題

的敏感度、前期的預防措施、

事件因應及對策等等。 

游美貴 教授 

 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工作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專長：家庭暴力防治、兒童少

年保護、社會工作督導等。 

督導者自我覺

察專題 

1. 瞭解督導者的風格與核心價

值。 

2. 督導者的壓力認知及影響。 

3. 督導自我覺察與照顧之重要與

實踐等。 

王芬蘭 督導 

 現職：自由受聘督導(台北市

康復之友協會社工督導、醫院

兼職社工督導、桃園家防外聘

督導、新北家防特約諮商社工

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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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內容 講師 

 專長：心衛專科、醫務社工、

家庭社會工作、家庭暴力防

治、社工督導等。 

媒體與社會工

作專題 

1. 社會工作倫理與媒體素材的提

供。 

2. 重大事件的媒體應對實務。 

3. 經營與善用媒體資源，以達為

服務對象發聲與倡議。 

陳美君 主任 

 現職：家扶基金會新北市家扶

中心主任 

 經歷：家扶基金會台北市家扶

中心主任、家扶基金會總會社

會資源處傳播組主任、基隆家

扶中心資深社工師、基隆.益

世.中央廣播電台記者等 

伍、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 即日起開放報名每場次限40位名額，額滿為止。請進入報名網

址填寫線上報名 

( https://ppt.cc/f8AYHx )。 

 

二、 報名回覆 線上報名完成後將於一週內以E-mail寄發報名成功通知，收到

回覆方為報名完成。 

三、 行前通知 各專題課前通知將分別於開課前一週以E-mail方式寄出。 

四、 以上如未收到E-mail通知，請您主動聯繫告知。若因故無法參與課程，請

務必於開課前五日來電或來信取消報名，以利候補名單遞補。 

陸、 注意事項 

一、 因應課程所需，課間需請學員配合將手機等通訊設備靜音或關閉。 

二、 課程結束將送參訓人員名冊、出席情形等相關資料，至衛生福利部備查。 

三、 課程結束後將協助申請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保

護性社工督導專題訓練時數。 

四、 為響應環保，敬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https://ppt.cc/f8AY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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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災害停課：如遇天候不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然災害），上課與否依

政府宣布是否停止上班而定，若政府未公告，則請注意查收E-mail通知。

上課時間將另行協調通知。 

六、 如有報名/取消報名/課程等問題，請洽中心黃小姐。聯絡電話：02-

77345437；E-mail：cissswfs@gmail.com 

柒、 交通資訊  

 

北區：臺北市西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 號 7 樓 (永樂市場大樓自大稻埕

戲苑搭乘電梯) 

◎捷運轉乘公車: 

1.捷運北門站：2 號或 3 號出口，沿塔城街步行約 10 分鐘。 

2.捷運西門站:轉乘 250、304 重慶線、660 到「南京西路口」；或搭 12、302

至「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塔城街上)；搭乘 223、601 至「延平長安路口」(延

平北路上)，步行 5 分鐘。 

3.捷運中山站:轉乘 52、12 至「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或 539 至「延平長安路

口」(延平北路上)，步行約 5 分鐘。 

4.捷運雙連站:轉乘 518 至「南京西路口」，步行 5 分鐘可達；亦可轉乘 811 至

「迪化街」，步行 5 分鐘。 

5.捷運大橋頭站:轉乘 9、274 至「南京西路口」，步行約 5 分鐘可達。 

◎公車:搭乘 46、63、282、288、306、622、636 等車至「圓環」步行 10-15

分鐘；搭乘 206、518、704 等車至「南京西路口」，步行 5-10 分鐘。 

◎若您有停車需求，附近停車場資訊如下（僅作參考）： 

1.永昌街側（靠近城隍廟）進入永樂大樓地下停車場（迪化街一段 21 號 B1，

每小時停車費新臺幣 30 元；停車場僅開放至每日晚上 11 點，限高 2 公尺；大

型貨車建議停至附近大稻埕碼頭 3 號或 4 號水門停車場。） 

2.大稻埕公園停車場(歸綏街 243 號 B1，204 個車位）。 

3.塔城公園停車場(塔城街 11 號 B1，159 個車位）。 

4.市民大道停車場（塔城段；西寧北路-塔城街，252 個車位）。 

5.朝陽公園停車場（重慶北路 2 段 68 號地下，241 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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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3 段 200 號 15 樓 

【大眾運輸工具】 

1. 捷運：捷運新店線至大坪林站站下車。 

2. 鐵路：搭火車到臺北火車站內，再轉捷運新店線至大坪林站站下車，或搭

公車到新店大坪林站下車。 

3. 公車：252、209、505、642、644、10、綠 5、綠 6、綠 7、綠 8→ 到

新店大坪林公車站下車。或是台北車站→搭乘新店客運或台汽客運→新店

大坪林站。 

【開車】 

台北→公館→新店北新路三段 

北二高→新店中興路交流道→新店北新路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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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3樓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20號 

 
1. 搭乘【火車】前來：請搭乘至【鳳山火車站】下車，沿光復路二段步行約

20分鐘，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正門口廣場進入。 

2. 搭乘【捷運】前來：請搭乘至【橘線O11鳳山西站】2號出口，沿裕昌街步

行約10分鐘到光復路二段，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正門口廣場進入。 

3. 搭乘【公車】前來：可搭乘248、5、8048、8504、橘12、橘7C等公車至

【婦幼館站】下車，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正門口廣場。 

4. 【自駕】前來：往鳳山區光復路二段行駛，停車後可自光復路二段120號

正門口廣場或文建街側門進入。 

(1)小客車：請沿光復路二段路邊收費停車格、鳳山高中文建街路邊收費停

車格及停車場、青年路路邊收費停車格等停車格停放。 

(2)機車：請沿鳳山高中旁文建街路邊停車格、文建街圍牆停車格、光復路

二段路邊停車格及青年路路邊停車格等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