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北市婦女救援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 

跨越「愛的黑海」-目睹家庭暴力預防教育推廣訓練 

專業人員場-報名簡章 

一、 目的 

本次訓練採影片放映暨映後專題座談會將邀請國內跨心理、社會、警政

領域之實務工作者、專家學者，針對家庭暴力與目睹家暴等相關議題進行影

片觀賞與映後討論，以期提升助人工作者對家庭暴力存在的認知與暴力預防

的重視，瞭解目睹家暴兒少的身心發展與社會適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在暴力

存在的環境下發揮保護機制，協助高風險兒少復原，認識暴力的學習效應與

間代循環等影響，以及如何處理情緒以達到暴力終止的目的，讓暴力預防的

工作向下紮根，作為無暴力社區推廣的基石。 

二、 主辦單位: 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三、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北市婦女救援社會福利事業基金會 

四、 日期：  

臺中場-101年11月13日(二)、臺北場-101年11月22日(四)、 

    臺南場-101年11月28日(三) 、桃園場-101年12月7日(五)、 

臺東場-101 年 12 月 21 日(五)。 

五、 地點：  

(1). 臺中市救國團 團委會 407 教室（臺中市力行路 262-1 號） 

(2).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圖書館校區 綜合大樓 509 國際會議廳（臺北市大安

區和平東路 1段 129 號 ） 

(3). 臺南市成功大學 光復校區第三演講室（臺南市大學路 1 號） 

(4). 桃園縣婦女館 101 會議室（桃園市延平路 147 號） 

(5).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 藝文中心會議室（臺東市南京路 25 號） 

六、 報名對象：針對第一線參與家庭暴力防治工作之警政、社政、教育、心理



 

 

衛生及司法人員等辦理家庭暴力目睹兒童紀錄片專業人員研習。 

七、 課程規劃 

時間 主題 講師名單 

08:00-08:30 報到 

08:30-08:35 開幕式- 李美珍 內政部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執行秘書 

08:35-10:20 

＊ 影片(一)：「愛的黑海」-1

＊ 映後專題： 

暴力的社會學習、代間轉移與

終止 

＊ Q＆A 時間 

臺中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學者專家： 

   姜琴音 臺北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兒童少年保護組組長 

   楊雅華 善牧基金會兒童專業督導兼德幼之家

          主任 

臺北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學者專家： 

  洪素珍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心理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張美美 臺北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

臺南場 

主持人： 

  曾瀞儀 婦女救援基金會婦幼部副主任         

學者專家： 

  羅秋怡 上善心理治療所院長 

  吳淑美 現代婦女基金會臺南工作站主任 

桃園場 

主持人： 

  曾瀞儀 婦女救援基金會婦幼部副主任        

學者專家： 

  賴月蜜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理教授 

  范美珍 桃園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臺東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專家學者： 

  賴月蜜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理教授 

  林素芬 臺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10:20-10:30 茶敘 

10:30-12:15 

＊ 影片(二)：「愛的黑海」-2

＊ 映後專題： 

暴力家庭中的親子動力關係 

＊ Q＆A 時間 

           

臺中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專家學者： 

  姜琴音 臺北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兒童少年保護組組長 

  楊雅華 善牧基金會兒童專業督導兼德幼之家 

         主任 

臺北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專家學者： 

  洪素珍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心理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張美美 臺北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

臺南場 

主持人： 

  曾瀞儀 婦女救援基金會婦幼部副主任         

專家學者： 

  張碧琴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諮商心理學 

         系專任助理教授 

  吳淑美 現代婦女基金會臺南工作站主任 

桃園場 

主持人： 

  曾瀞儀 婦女救援基金會婦幼部副主任        

專家學者： 

  陳立容 資深兒童輔導工作者 

  范美珍 桃園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臺東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專家學者： 

  陳立容 資深兒童輔導工作者 

  林素芬 臺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12:15-13:20 午餐時間 



 

 

13:20-15:05 

＊ 影片(三)：「愛的黑海」-3

＊ 映後專題：  

生命中的保護與復原力 

＊ Q＆A 時間 

臺中場 

主持人： 

  王鴻英 婦女救援基金會副執行長            

專家學者： 

  楊素雲 社工師 

  張琳 社團法人台灣防暴聯盟秘書 

臺北場 

主持人： 

  曾瀞儀 婦女救援基金會婦幼部副主任         

專家學者： 

  鍾惠慈 婦女救援基金會社工督導 

  劉姿君 臺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臺南場 

主持人： 

  王鴻英 婦女救援基金會副執行長             

專家學者： 

  楊素雲 社工師 

  吳敏欣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桃園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專家學者： 

  王佩琳＆陳春妃 婦女救援基金會目睹兒少組 

                 資深社工 

  湯文琦  桃園縣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主任 

臺東場 

主持人： 

  王鴻英 婦女救援基金會副執行長 

專家學者： 

  簡秀佳 藝術治療師 

  張琳 社團法人台灣防暴聯盟秘書 

 15:05-15:15 茶敘 

15:15-17:00 

＊ 影片(四)：「愛的黑海」-4

＊ 映後專題： 

創傷的面對與詮釋 

＊ Q＆A 時間 

臺中場 

主持人： 

  王鴻英 婦女救援基金會副執行長             

專家學者： 

  金融 臺北市及新北市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

       心特約臨床心理師 



 

 

張琳 社團法人台灣防暴聯盟秘書 

臺北場 

主持人： 

  曾瀞儀 婦女救援基金會婦幼部副主任        

專家學者： 

  林嘉郁 諮商心理師 

  劉姿君 臺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臺南場 

主持人： 

  王鴻英 婦女救援基金會副執行長             

專家學者： 

  胡玉娟 社工師/現任台南市女性權益促進會 

         外聘督導 

  吳敏欣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 

桃園場 

主持人： 

  康淑華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              

專家學者： 

  林嘉郁  諮商心理師 

  湯文琦  桃園縣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主任 

臺東場 

主持人： 

王鴻英 婦女救援基金會副執行長     

專家學者： 

林嘉郁 諮商心理師 

張琳 社團法人台灣防暴聯盟秘書 

 

八、 報名方式：請依循下列報名方式，敬請注意報名截止日期。 

臺中場-101年11月13日(二)，11月09日（五）報名截止。 

臺北場-101年11月22日(四)，11月16日（五）報名截止。 

臺南場-101年11月28日(三) ，11月23日（五）報名截止。 

桃園場-101年12月07日(五)，11月30日（五）報名截止。 

臺東場-101年12月21日(五)，12月14日（五）報名截止。 

 



 

 

(1). 網路報名：至 http://goo.gl/CxFdD 填寫報名表。 

(2). 傳真報名：至本會網站 www.twrf.org.tw 下載報名表 

          請填寫報名表後，傳真至 (02)2555-5995 

(3). 電話報名：活動訊息諮詢，歡迎電洽 (02)2555-8595# 36 

聯絡人：林怡君 組長 

九、 本課程擬申請公務人員研習時數。 

十、 名額有限，請把握機會儘早報名！本會保留彈性調整課程內容的權利。 

 

報名表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聯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E-mail： 

報名場次： □ 臺中場 11/13（二）□ 臺北場 11/22（四）□ 臺南場 11/28（三） 

           □ 桃園場 12/7（五）□ 臺東場 12/21（五） 

中午訂餐: □ 葷食  □ 素食   

備註： 

1. 為保障您的權益，請於網路(或傳真)填寫報名表後，務必來電確認！始完成報名手續。 

2. 報名時請務必填寫能聯絡到您本人的資訊，以利報名及日後課程聯絡事宜。報名表請傳真至

(02)2555-5995，謝謝。 

3. 本會會場供應茶水，但為響應環保，請參與人員自備環保杯。 

4. 若有任何疑問，敬請電洽台北市婦女救援基金會(02)2555-8595#36  林怡君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