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拮 先:   110.3, 17
保存年限 :

國立成功人學讐學院附設讐院 函

A開 地址 :704302皇 占市勝利略138先

聯終人 :黄雅苔

聯絡電話 :(06)2353535介機4030

得真電話 :062379703

電子信釉 i n1218220mail hosp ncku e
104612

du tw
iヨし市中山匡民生東路 1段54充 5接え

3

受文者 :社国法人ヤ羊民國諮商む理
自T公 含全國聯合含

杢文 日期 :ヤ 羊民国HO年3月 10日

会文字充 :成 rt讐 社字第H00004418充

業  逹万1:普 逍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ll件 :「 110年兒少保護専題研計含J簡 章

主 旨 :為提升兒少保護網絡成
,本院典皇占市政府衛

=    題研計含」 '請鼓励所

子公イ段出席 '請査照 。

説明 :

一 報ヽ姥相 閉資
=R攻

口下 :

(一 河 計 含時間 :110年 3月 29日 (週一 )上午 8日寺起三 十■12時

上(同 日上午8日キ開始報二1)。
千   (ニメ轟事ξ覇驚

|」

某尻;:参叉後4棲400人含議室( 豊南市ヨし匡  
「

~

勝オ1路 138琥 )。

(二 )辮理単位 :國 立成功大學警學院附設馨院 豊ヽ占市政府衛  ■―こ

生局 衛ヽ生福オ1部 llJ匡 兒少保護E成馨療整合 ヤ`む
。    :こ .こ

(四 )参カロ対象 :兒少保護相閉署療専業人員 社ヽ簾 警政 ヽ司  :
法 教ヽ育典衛政等相閉貴務工作者及学生 '限額80洛 。

(工)報名方式 :ヌF日 起接受綱路報洛二110年 3月 22日 (週―)下

午5日寺,額満為上 。(報姥鋼址 :https://reurl.cc/E2jW

pR)

二 其ヽ化注意事項 :

(一 )因 應新冠病募肺炎疫情 '請有タト國旅遊史及接綱史的學員

ク1,配合政府相 38規定 '投口:迪豊居家検疫及隔離 '請勿

員専業知育ヒ並提供受虐兒少後績協助

生局共同辮理 :「 110年兒少保護専

渇単位及鵜閉人員躊曜教名参カロ並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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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姥参カロ。若悠已報老参典活動 '活動前出現査燒 咳ヽ嗽

等十吸道不適症状 '謗務必居家休息 ,教謗来電或hall
告知報姥取消 。進入本院上課 '請全程侃載口阜 '並勤洗

手 '咸謝悠的酉ι合 。

(二 )須 事先収姥以使提供午答及日キ敦證明 '並請一同珍惜社含

資
"R'ぶ

奎定参カロt紅甲手幸風姥 。

(二 )有任何異動請浴南匡兒保整合ヤむ個管白T責小姐 '聯 絡電

話 :062353535介機4030或 皇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健康科

洪小姐062679751分機 167。

二 松ヽ階級名簡章1分 。

■本 :豊 商市政府衛生局 豊ヽ高市政府家庭呆力璧性侵害防治ヤ′む 昼ヽ清畳占地方栓案署

iヽ清 昼南地方法院 豊ヽ南市政府普寒局 皇ヽ占市政府教育局 基ヽ隆市政府在含え

新ヽJし 市政府7■ 含局 皇ヽJし 市政府社合局 わヽヒ園市政府在含局 新ヽ竹縣政府在含え

新ヽ竹市政府社會え 首ヽ来縣政府社合え 豊ヽ十市政府7■ 含局 彰ヽイし縣lTt府 江含え

占ヽ投絲政府社合及券動え 高ヽ雄市31t府 社合局 屏ヽ東絲政府社含え 宜ヽ蘭絲政 rT

社含え 花ヽミ縣 l■k府 7■ 含え 豊ヽ東絲政府社合え 膨ヽ湖絲政府社含え 金ヽ門承政府

社合え 基ヽ隆市衛生局 豊ヽメし市政 lT衛 生局 新ヽ」し市政府衛上局 おヽし回市政府tiT生

局 新ヽ竹縣政府衛生局 新ヽ竹市衛生局 苗ヽ果絲政府衛生局 昼ヽヤ市政府衛生局 ヽ

彰イし縣衛生局 高ヽ雄市政府衛生局 商ヽ投絲政府衛生局 宜ヽ蘭絲政府衛生局 花ヽ迫

絲衛生局 昼ヽ東絲衛生局 膨ヽ湖縣lrt府 衛生局 金ヽ F月 絲衛生局 二ヽ江系衛生福オ」局

基ヽ隆市警察局 畳ヽ」し市攻府薔客局 新ヽ」ヒ市政府普案局 桃ヽ国市政府普察局 新ヽ

竹系政府普案局 新ヽ竹市普察局 苦ヽ来縣警案局 豊ヽ十市政府普客局 彰ヽイし縣警察

局 高ヽ雄市政府警察局 屏ヽ東縣llt府 普案局 高ヽ投系政府普案局 宜ヽ蘭縣政府普案

局 花ヽミ縣薔案局 豊ヽ東縣普案局 膨ヽ湖絲llt府 普案局 金ヽ門絲警察局 逹ヽ江承警

察局 基ヽ陰市政府教育え 新ヽ」し市政府教育局 皇ヽ」し市政府教育局 桃ヽ園市政府教

育局 新ヽ竹絲政府教育え 新ヽ竹市政府教育え 首ヽ来絲成府教育え 皇ヽ十市政府教

育局 彰ヽ化縣政府教育え 高ヽ投縣政府教育え 高ヽ雄市政府教育局 屏ヽ東絲政府教

育え 宜ヽ蘭縣政府教育え 花ヽil縣政府教育え 畳ヽ東縣政府教育え 膨ヽ湖絲政府教

育え 金ヽ門縣政府教育え 逍ヽ江縣政府教育え 皇ヽ清基隆地方校案署 豊ヽ清畳」し地

方検察孝 皇ヽ湾士林地方検察署 iヽ湾新」ヒ地方栓零署 畳ヽ清桃園地方校案署 豊ヽ

清新竹地方校案署 畳ヽ湾首来地方校案者 昼ヽ滑三十地方検察キ 皇ヽ青彰イし地方栓

案署 豊ヽ清占投地方検察署 豊ヽ考高雄地方オ金寒孝 昼ヽ清 PT東地方オ金察署 昼ヽ滑宜

Fii地 方検察署 豊ヽ清花ミlt方校察署 昼ヽ清豊東地方栓案署 皇ヽ清膨湖地方検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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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ク ■
ユ

福ヽえ逹江地方松案暑 福ヽ建仝Fl地 方検察署 財ヽ園法人台清兒昔螢家庭状助基金

合 貝ヽオ回法人十■民国兒童福オ1聯 盟丈教基金含 財ヽ国法人励誉社合福オ1事 業基金

合 ヽ中羊民国署師公含全国聯合合 ヽ十■民国れ含工作師公合仝國聯合合 社ヽ園法

人ヤ羊民国讐務社會工作協含 ヽ中華民国霞理師護士公含全國聯谷合 ヽヤ羊民國臨

木むJI師 公含仝國聯合合 社ヽ回法人十■民國諮商心理白F公含仝國聯谷合 国ヽ立成

功人亭暑学糸 國ヽ立成功大学行為書学研究所 國ヽ立成功夫學護理學糸 衛ヽ生福オ1

=「
保護服務司 署ヽ療財園法人徐え智先生磐柔基金合亜束紀念讐院 ヽヤ國讐黎人學

rt設 警院 貝ヽオ国法人私立高雄讐■人學附設ヤオギι念書院 佛ヽ教恙済署療財国法人

オこミ恣済署院 國ヽ立豊清大学讐學院lll設 讐院 長ヽ庚讐療貝オ園法人林口長庚紀念害

院 図ヽ立皇清人學箸學院Ft設 書院雲林分院 長ヽ羨暑療財回法人高雄長庚′ι念馨院

東ヽ基讐療貝オ回法人台東基誉教讐院

副本 :本院社工部 兒ヽ少保護E式讐療整合ヤ′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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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兒少保護専題研計含簡章
兒少虐待不ス造成受虐兒的身′む傷害 '未来可育し専致蔵重れ含 F・3題 '警事人員足早期接網典

委現兒少虐的専業人員え― '芳 讐事人員具佑高敏威度 ,能 RF時介入 '就有可能儘早丞救受虐兒

遠離傷害 。此外 ,為 強イし警護及兒保銅絡相開専業郷誡 '使其熟悉兒少保護通報準貝1及流程 ,■

提升兒少保護網絡人員封夕1傷Ⅲ情貴務(Trauma lnforlned PracticeX認 Ⅲ '探封Ⅲ 4・T月イを1傷知

情貧務運用於兒少保護綱絡貴務工作上 '譲飼絡委拝ヌF時合作 '有戒提供受虐兒少迪切的協 g/t。

一 ヽ辮理単位 :皇 高市政府衛生局 衛ヽ福部占E兒少保護匡成警療釜合中心 國ヽ立成功大學讐學院

Flt設 馨院

二 ヽ研討含時間 :HO年 03月 29日 (星期一 )上午 8路 00介至 12鷺 00分

二 ヽ研計含地誌 :茂大警院門診大模 4模 400人 含議室 (台 高市 Jし E勝オJ路 138琥 )

四 ヽ多加対象 :兒少保護責任重報蟹相閉業務人員 (報名人藪上限 80名 )

五 ヽ研計會議杵

研討含主題及内容

08:00～ 08:30

長官致詞 :曇 綺市政府衛生局      十以票局長

國立成功人學警學院附設讐院 れ文謙副院長
08:30～ 08:40

08:40～ 09:30
【主題一】

兒少保護近報的準則

皇蒟市家庭暴力聾

・l■侵害防治ヤ`む

郭書婦督早

占E兒保整谷 ヤむ璧

成人讐院小兒
=「

二せ致 主任

成人讐院社工部

晉科書室

陳鵬升主任

09:30-10:20
【主題二】

捻1傷 チロ情的概念

成功人學行為害學研究所璧

成人警院精神
=F

陳粕喜所長/主仁

Coffee Break10:20-10:40

成功人學行為警學研究rFT璧

茂人警院精ネヤ部

陳オ白喜所長/主任
成功人學護理學糸

2号瑞鶯教授

10:40-11:30

【主題二】

探計創傷III情 貧務

(Trauma― Informed Practice)

運用於兒少保護網終的助人服

務歴程 。

11:30-12:00

捐人合照/賦節

六 ヽ認證積分 :西 讐師 護ヽII師 早ヽ科護理由Tヽ 社工師 ヽ豊清兒料讐學含 ヽ昼清兒童急診害學合 ヽ

昼湾兒少保専科讐師等相開積分申請 ヤ '依 申請′ど果為準 。

七 ヽ注意事項 :

(― )為準持研計含品質並尊重講師及其化参典対 象准益 '請 勿録影 録ヽ音 '並閉閉子機或設

為震動模式 。

(二 )研封 含時間 jヽL路 ま口有史及 ,艦 男行近夕0。 請務必填篤完整的報名責ネ+'と以オJ鶏理積

今え認證 。

(二 )為 響應蕪くイしlTt策 '木研計 含恕不提供ヽ本資料 '議 義含於行前邊矢口(預 計 3月 25日 )提

供銅址 '請 自行下載 。

日寺Fan ョみ自千 主持人

¬随ζJ

誅合計論

12:00～



110年度兒少保護専題研計含4F4絡 表

単位名稿

ζ六蟻 1 2 3 4 5

姓 老

我 構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挽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學分需ネ

(請備註類別 )

□足 □ 否

類万1:___
□え □否

類 別 :__
□足 □否

類 別 :____
□え □否

類 別 :__
□足 □否

類 別 :__

容 諮
□章 □素

□不用容

□章 □素

□不用答

□章 ロオ

□不用答

□章 □素

□不用餐

□章 □素

□不用答

借 註

1 報名時間 :ヨF日 た二 HO年 3月 22日 (― )17:00以 前 '額満為上 。

2 報名方式 :

(1) 判ヨユζ幸風′3 :https://reurl.cc/E2jWpR

(2)聯業省口 :

台高市衛生局心理健康科洪小姐 062679751分 機 167(b000350tncghb gov tw)

占匡兒保整合 中′む個彗師責小姐 062353535分 A4030(n1218220mail hosp ncku edu tw)

3作i=主 :

(1)木単位 Jt,1恣 的資料後含寄出確認信 ,1口 在活動前一週内未 1丈 到確認信請於上 Jll時 間未電確

=3 
。

(2)因 應新冠痛姜肺 炎疫情 '請有クト国旅逹 史及接郷 史的學 員↑],酉ι合政府相開規定 'ま口:迫逢

居家校疫及隔離 ,請 勿報名参カロ。芳恣 已報名参典活動 ,活動前出現公燒 咳ヽ嗽 等・I吸道不

適症よ '請務必居家休息 ,懇 請未電或 Emailを失口報名取消 。追人咸人讐院上課 '請全在侃

載 口阜 ,並勤洗手 '咸謝恣的西ι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