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辦理 107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專業人員訓練 

【專業人員在職訓練】報名簡章 

一、 緣起： 

本研習旨在透過訓練中以有邏輯架構的原則提升服務人員專業知能，強調

理論知識與實務並重，加強專業能力養成並能實際運用於工作中，實質幫助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與團體照顧服務品質之提升。此外，藉了解服務使用者需求多

元性改變，重新思考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的政策與方針，幫助了解社會福利工作

者的價值意義，並盼透過研習了解法令政策改變與因應策略，進而提供更為貼

近服務使用者之需求服務，提升身心障礙者之福祉。 

二、 目的： 

(一) 為充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提升服務提供者具備發展潛力

及創新思維，創造專業服務效能與品質，進而增進社會福祉。 

(二) 藉由研習課程，促進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間、服務人員之交流互動，分享

彼此的工作經驗與處遇，以全面提升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 

(三) 提升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具備理論基礎與實務整合，以強化其服

務內容深度與專業度。 

三、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四、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 

五、 參加對象：臺中市政府身心障礙業務相關行政人員 

          臺中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社福團體及基金會現職工作人員 

六、 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報名，2018年 06月 20日(三) 截止報名(*不接受現場報名) 

1. 線上報名：https://goo.gl/forms/27ihndJ8ym3lwQmN2 

2. QRcode掃描報名： 

 

 

 

 

https://goo.gl/forms/27ihndJ8ym3lwQmN2


七、 參加人數：每場次 20-60名 

八、 上課日期：06/27(三)、07/11(三)、07/18(三)、07/20(五)、07/24(二) 

          總計五場次，可選擇場次參加。 

九、 上課地點：臺中市希望家園四樓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號) 

十、 研習訓練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講師 
預收 

人數 

06/27 

(三) 

09:00 

│ 

16:00 

6H 

【身心障礙者性別教育

之探討與預防(上)、(下)】 

 心智障礙者性別議題

與交友 

 疑似性侵害與性騷擾

事件之預防與處理 

 性侵害犯罪防制法與

通報處理 

1. 心智障礙者性別議題內涵與

處理模式。 

2. PLISSIT模式之性別教育簡

介(對心智障礙者性別議題的

觀點、態度、感覺、因應方式、

適性模式)。 

3. 心智障礙者有關親密感、愛、

性的相關需求與輔導策略。 

4. 指導心智障礙者人身安全維

護方式守則與交友輔導。 

周玫君主任 

【臺中特殊教育

學校】 

20-60 

7/24 

(二) 

09:00 

│ 

16:00 

6H 

1. 認識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 

2. 處理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流

程及演練。 

3. 預防機構中發生性騷擾及性

侵害事件之方法。 

4. 預防服務對象在社區中發生

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之方法。 

5. 性侵犯罪之認識及相關法規

規範。 

6. 性侵事件通報流程與處理方

式。 

7. 性侵受害者之心理輔導與相

關資源。 

8. 機構與社區中性侵害偵測與

防範技巧。 

9. 機構性侵害危機管理機制。 

7/11 

(三) 

09:00 

│ 

12:00 

3H 

【身障機構之       

避難系統建構】 

 機構設施設備暨空間

之規劃管理 

1. 如何妥善規劃機構之設施與設

備。 

2. 了解如何建構安全且人性化照

顧環境(包含無障礙設計、安全

逃生、等待救援空間等)。 

黃耀榮教授 

【國立台北護理

健康大學-長期照

護研究所】 

20-60  



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講師 
預收 

人數 

7/11 

(三) 

13:30 

│ 

16:30 

3H 

【身心障礙者雙老家庭

服務模式】 

 雙老家庭支持服務 

1. 雙老家庭服務的流程與模式。 

2. 身心障礙者之雙老家庭特質與

需求。 

3. 雙老家庭需求評估。 

4. 身心障礙者之雙老家庭服務之

經驗。 

黃宜苑 

社工督導 

【中華民國智障

者家長總會】 

20-60  

07/18 

(三) 

09:00 

│ 

16:00 

6H 

【身心障礙之馬匹輔助

教育及馬術治療】 

 相關治療應用與帶領

技巧 

1. 臺灣另類治療模式的專業資

源簡介。 

2. 馬術治療對身障者的復健。 

3. 馬術治療如何應用於身障者

情緒與發展。 

4. 身心障礙者接受馬匹輔助教

育之發展。 

Uta 

Rindfleisch-Wu 

林嫵恬 

【馬術協會C級教

練暨台灣馬術

治療中心顧問】 

20-60  

7/20 

(五) 

09:00 

| 

16:00 

6H 

【職場員工壓力紓解暨

心理健康促進規劃】 

 助人工作者的自我照

顧與自我激勵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員工的情緒與衝突管

理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1. 員工壓力與負面情緒覺察重要

性與方法。 

2. 覺察自我情緒狀況技巧。 

3. 學習自我情緒管理及壓力調

適。 

4. 有效人際溝通的要素。 

5. 職場中溝通的技巧。 

6. 人際衝突應對策略。 

鍾燕宜教授 

【中臺科技大學】 
20-60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提供茶點，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杯具及個人餐具。 

(二) 為尊重講師與其他學員，課程中請勿自行拍照、錄影及錄音。 

(可現場自行向講師和其他學員口頭確認)  

(三) 本課程依實際受訓場次及時數核發研習證書、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時數、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數登錄。 

(四) 如報名後無法出席，請主動聯繫取消。 

 

 

專案管理組：林佩蓉 

網站：http://www.child-home.org.tw/ 

電話：04-24922601#103  

傳真：04-24930455 

電子信箱：pei813355@hscw.org.tw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 51號 

請加入我們～ 

您將會收到我們的課程訊息分享， 

也可以利用一對一訊息做個別化諮詢； 

我們將在收到您的訊息後由專人為您服務， 

更希望您能提供我們寶貴的建議。 

您的支持是我們進步的助力！ 

向上基金會 專案管理組 感謝您 

http://www.child-home.org.tw/


十二、 地理資訊：臺中市希望家園位置圖 

 

 

※ 交通資訊 ※ 

【臺中市希望家園】 

 

※大門(前門) 

臺中市大里區向上街51號 

 

※地下停車場(後門)  

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2段

51巷46號(51巷底右轉)  

 
  

★ 開車者： 

於【74快速道路】至【大里一(德芳南路)】下交流道，左轉【立

元一橋】，右轉【甲堤南路】經【仁慈街】，接【至善路】，右轉

【上興街二段】，右轉【51巷盡頭】。汽車可直接停於地下停車場。 

★ 搭火車或客運至台中車站下車者： 

1、搭乘【台中客運 131路】，於【成功社區站】下車，步行至【上

興街二段 51巷】約 5分鐘。 

2、搭乘【台中客運 107路】、【108路】、【132路】、【201路】，

於【大里圖書館(中興路)】下車，步行於【萬壽街】至【上興街

二段 51巷 46號】約 10分鐘。 

★★請勿自上興街 2段 65巷進入。 

★★使用 Google Map 導航時，建議搜尋「臺中市大里區上興街 2

段 51巷 4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