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 年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培力計劃
家暴多元議題理論與實務訓練課程簡章
壹、緣起
旭立文教基金會辦理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培訓計畫多年，傾聽家暴防治
網絡一線工作者回饋的聲音，逐步調整培訓計畫之執行項目與內容，一路走
來不忘初衷，努力不懈至今終建立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人員教育訓練之初步
架構並持續辦理專業人員培訓課程。
今年上半年度本會根據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與親職教育執行人員訓練課
程基準，開辦核心課程、相關主題課程，提供有興趣投入家庭暴力防治網絡
成員完整教育訓練，並讓目前正在執行家暴加害人處遇與預防性方案之工作
夥伴獲得在職進修的機會，藉此累積更多專業能力與能量。
本次訓練重點包含：
一、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人員基本知能，如：暴力與權控、加害人樣態、成
癮認識與戒治。
二、家庭暴力專業法規知識，如：家庭暴力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
三、家庭暴力加害人之家庭工作，如：家庭壓力管理與目睹兒處遇。
四、特殊個案研討：同性伴侶親密關係暴力。
五、專業人員倫理議題探討。
此外，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之夥伴亦可透過課程的學習交流，了解網絡各
單位對家暴加害人處遇的想法，找出家庭暴力加害人在不同處遇階段所表現
出的樣態以及對應姿態，並從中發掘致使其發生轉變的關鍵與處遇療效因
子，更有助於處遇計畫之執行。
綜上所述，本會從多年辦理家暴課程的經驗出發，設計與規劃完整之家
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培訓課程，以分層分級方式進行訓練，希望透過
此培訓課程訓練，有效提升處遇人員之專業能力，以達到遏止暴力源頭，阻
斷家庭暴力再發生，保護被害人安全之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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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目標
一、以遏止暴力源頭，阻斷家庭暴力再發生，保護被害人安全為核心目標。
二、健全家暴專業人員分級訓練模式，訂定處遇人員專業能力訓練制度，提
升家暴工作者專業知能及各類保護案件處理效能。
三、招募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生力軍，培植家暴加害人處遇服務之新進工作者，
透過 24 小時的加害人處遇人員核心課程培訓，以理解加害人處遇計畫的
核心信念為首要目標，建立家庭暴力網絡的共識。
四、因應家暴形態變化之趨勢，提供多元的處遇策略如成癮問題、同志議題、
暴力行為中止、以及婚姻與家庭關係之處理等，以滿足加害人處遇人員
處理特殊個案的專業能力。
參、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肆、課程地點：請參照旭立基金會官方網站訊息，本會將正式以電子郵件通知學
員上課地點。
伍、課程費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課程費用，學員免費參加。
陸、課程資訊：
一、家庭暴力核心課程
(一)培訓對象：有興趣投入家庭暴力防治網絡成員或家暴加害人處遇之專業人員，包
含：保護服務端社工、醫療社工、相對人服務方案社工、社會工作師、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醫務人員、家防官、司法人員。

(二)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授課要點

申請認證
積分時數

1.指認家庭暴力行為
核心課程:
家 庭 暴 力 本 質 及 2.從多元觀點看家庭暴力本質
辨識暴力本質、影響與危險評
估 3 小時、同理心訓練與非暴
定義
3.常見的權控型態與剝削行為
力溝通 3 小時
4.施暴者與受暴者的暴力循環模式
1.家暴加害人之困境覺察
核心課程:
家 庭 暴 力 加 害 人 2.家暴加害人之情緒壓力
情緒與壓力管理 3 小時;家庭壓
之情緒控制
3.家暴加害人情緒之處理與穩定
力管理 3 小時
4.壓力與情緒管理之策略
1.家庭暴力對目睹兒身心發展之影響：自我概
核心課程：認識兒童及少年身
家 庭 暴 力 目 睹 兒 念、對暴力之詮釋、代間傳遞的看法
心發展 3 小時；認識與運用社
之處遇模式
2.目睹兒少之處遇模式
會資源 3 小時
3.目睹兒少網絡資源之使用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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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睹兒個案研討
核心課程:

1.家庭暴力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規 2 小
法規之介紹
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家暴相關政策與
2.如何與家暴加害人談家庭暴力防治法及保護令 障及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規 3
法令
小時
3.違反保護令與家庭暴力罪案例討論
相關主題選修課程:其他與家
4.未成年子女交付會面案例討論
庭暴力防治相關議題 1 小時

(三)課程日期：時間為 09:30-16:30，中午休息 1 小時，每堂課研習時數共 6 小時。
地區 日期 星期
課程名稱
講師
4/27 四 家庭暴力本質及定義
長庚醫院社工科劉育骐社工師
4/28 五 家庭暴力加害人之情緒控制
旭立諮商中心黃柏嘉諮商心理師
北區
5/11 四 家庭暴力目睹兒之處遇模式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台中中心楊雅華主任
5/12 五 家暴相關政策與法令
林信宏律師事務所 林信宏律師
4/20 四 家庭暴力本質及定義
高雄榮民總醫院 王美懿社工師
4/21 五 家庭暴力加害人之情緒控制
高雄凱旋醫院 鍾易廷 老師
南區
6/8 四 家庭暴力目睹兒之處遇模式 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鍾惠慈督導
6/9 五 家暴相關政策與法令
林信宏律師事務所 林信宏律師

二、家庭暴力相關主題課程
(一)培訓對象：完整參與家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核心訓練課程 21 小時以上之學員、1
年以上直接執行家暴加害人處遇人員、1 年以上直接服務家暴防治網絡專業人員。
(二)、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授課要點

1.相對人物質濫用的樣態。
家暴加害人物質濫用之 2.藥酒癮治療模式介紹。
樣態與策略
3.提升物質濫用者自我察覺之技巧。
4.減害模式之應用
1.親密關係暴力之定義
2.同性伴侶暴力之樣態
同志親密關係暴力議題
3.同性伴侶暴力個案之心理歷程
4.如何與同志伴侶暴力之個案工作及注意事項
1.家庭暴力之權力來源與模式
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中止 2.親密關係暴力中止之影響因素
之策略
3.親密關係暴力樣態評估與處置目標
4.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策略之發展
1.合理行使相對人處遇人員之工作權力
家暴加害人處遇人員之 2.提升專業工作者倫理議題之敏感度
倫理議題
3.如何面對加害人處遇工作之兩難
4.處理工作關係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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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認證
積分時數
相關主題課程：家庭暴力
加害人合併飲酒問題 3 小
時、加害人的控制策略 3
小時
相關主題課程：多元性別
親密關係暴力之處遇 3 小
時；特殊案例研討 3 小時
相關主題課程：加害人的
再犯預防策略 3 小時；加
害人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3
小時
相關主題課程：加害人處
遇帶領者之倫理議題 3 小
時、督導養成專題 3 小時

地區
中區
中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南區

(三)、課程日期：時間為 09:30-16:30，中午休息 1 小時，每堂課研習時數共 6 小時。
日期 星期
課程名稱/出差事由
講師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邱獻
6/14 三 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中止之策略
輝副教授
國立暨南大學社會工作系 汪淑媛
6/15 四 家暴加害人處遇人員之倫理議題
教授
6/29 四 家暴加害人物質濫用之樣態與策略
部立八里療養院 何玉娟社工師
國立暨南大學社會工作系 汪淑媛
6/30 五 家暴加害人處遇人員之倫理議題
教授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健康照顧社會
7/20 四 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中止之策略
工作系 陳怡青助理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徐森杰秘
7/21 五 同志親密關係暴力議題
書長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健康照顧社會
7/6 四 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中止之策略
工作系 陳怡青助理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徐森杰秘
7/7 五 同志親密關係暴力議題
書長
高雄旭立諮商中心 朱悅瑜諮商心
8/3 四 家暴加害人物質濫用之樣態與策略
理師
屏安醫院社工室廖靜薇主任
8/4 五 家暴加害人處遇人員之倫理議題
高雄榮民總醫院 王美懿社工師

柒、報名注意事項：
一、106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4:00 統一開放官方網站報名系統。請依規定完成
報名，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二、因名額有限，單一課程同一單位至多限 2 人報名。
三、課程將全程錄影，其用途僅供補助單位查核使用。
四、課程將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中華民國社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之諮商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台灣臨床心理學會之
臨床心理師繼續教育積分。
（畫底線表申請中）
五、為響應環保，敬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及環保餐具。
六、為維持課程品質與尊重講師著作權，敬請學員勿遲到且私下錄音、攝影、
拍照。
七、主辦單位保留場次、地點異動，與學員錄取權利。
捌、報名方式
程序

流程

1

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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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課程統一採網路報名，請上旭立文教基金會網站

www.shiuhli.org.tw 報名（須先加入會員，始能開始線上報名）。


報名程序：從首頁右上處進入「政府補助專區」→於右側「近期活
動」中選取「106 年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培訓課程」，進入
育報名之課程網頁下方點選「我要報名」
，填寫報名表資料，並確認
將報名表送出。

報名後需經本會審核資格(以直接服務相對人之家暴網絡成員之資格優
2

報名審核

先錄取)後方可參與課程。故在報名表送出一周內本會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審核資格。若未收到報名回覆通知信請來電確認。

3

行前通知

4

課程後補

開課前一週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課程行前通知。若您未收到通知，請
來電確認。
若因該課程額滿關閉報名系統，請來信 ann@shiuhli.org.tw 申請報名候
補，若有正取學員取消，將依候補順序與學員資格通知上課。

【備註】
1. 報名後，若要取消報名，請務必來電/來信取消，若無故缺席將影響之後課程權益。

2. 洽詢窗口：02-2363-9425#13 彭淳英專員或 e-mail 至 ann@shiuhli.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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