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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各國中小暨幼兒園初任教師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研習計畫 

一、計畫緣起: 

     校園是追求知識、了解真理，學習專業技術的場所，隨著社會的急速變遷，電腦網

路 e化，使得校園變得複雜和危險。然而，受到社會型態急速轉變，多元文化教育制度

刺激的影響，近幾年來，校園性別事件層出不窮，也漸趨複雜！ 

「校園性別事件」成了校園暴力事件之外，也是另一個最為教育界關心的校園偏差行為。

根據教育部的校園安全統計報告數字，校園性騷擾的情形相當的嚴重。校園性侵害及性

騷擾事件發生的類型也相當的多，其中包括學生對學生、教師對學生、職員對學生、校

外人士對學生、教職員對教職員等。不論何種類型，不可諱言的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的發生，不僅對當事人身心會造成極大的傷害，對學校亦會造成相當的衝

擊。 

縱使相關法令已陸續完備，但校園與社會期待之防治觀念仍有落差，許多原本以為無妨

的言行亦漸受質疑，尚需持續努力宣導與教育。為讓學校教職員工都能深入瞭解校園預

防防治觀念，清楚社會觀念的轉變，落實立法之精神，並使其能知法用法，勿在無意中

觸冒不諱，或縱枉他人，特以專業團體與同儕的角度辦理本研習，以降低相關人員認為

社會變遷後對其不友善之防衛，並強化相關法令及新觀念之認知。 

二、依據： 111年度公益彩券基金「家暴及性侵害防治整合性服務計畫」辦理。 

三、研習目的： 

（一） 提升初任教師性別事件防治知能，增進其自我保護能力。 

（二） 了解校園事件相關法規與運用，提升初任教師知能。 

（三） 強化初任教師相關事件之認識與專業倫理。 

（四） 提升學校相關事件面對媒體之處理技巧，及危機解決能力。 

三、辦理單位： 

     指導機關：衛生福利部  

主辦機關：臺東縣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承辦機關：臺東縣政府教育處(教育輔導組) 

四、辦理日期：111年 12月 10日(星期六)。 

五、參加對象：各國中小暨幼兒園初任教師(名單如附件二)，預計 126人。 

六、活動地點：臺東縣教師研習中心(臺東市四維路二段 23號—寶桑國小特教大樓 4F)。 

七、研習課程內容：如附件一課程表 

八、報名方式：參加人員請各校核予公（差）假參加；並請於研習活動前上公務人員研習網

站報名，於研習活動結束後核予每場次參加研習人員 7小時之研習時數。 

十、預期效益： 

（一）學校能積極塑造安全的教育環境，落實友善校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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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昇人員對性別事件的認知，以建立友善安全的學習環境。 

（三）預計受益人數 126人。 

十一、本計畫呈縣長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課程內容 

時    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08:40~09:00 報到 教育處 

09:00~10:40 認識校園性別事件相關法規 

(含數位性別暴力介紹) 

晏向田老師 

11:00~12:00 晏向田老師 

12:00~13:00 午餐 教育處 

13:00~14:40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原則與流程 晏向田老師 

15:00-16:00 校園性別事件危機處理與媒體公關 晏向田老師 

16:00~16:30 經驗交流＆綜合座談 教育處 

 

附件二：臺東縣 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初任教師(教練)名單 

序號 學校 出席人員 序號 學校 出席人員 

1 

大武國中 

廖奕緯 65 
尚武國小 

杜宗祐 

2 賴怡瑄 66 林恩慈 

3 陳致嘉 67 忠孝國小(含博愛分校) 李練婷 

4 
初鹿國中 

曾婉玲 68 東海國小 鄧佩宜 

5 鄭俊明 69 

東清國小 

丁柏凱 

6 

東海國中 

周靈秀 70 徐筱薇 

7 洪睿瀠 71 徐嘉陽 

8 曾恩瑜 72 鄭佩佳 

9 長濱國中 王俊崇 73 

長濱國小 

尤音善 

10 
桃源國中 

范雅婷 74 郭至芳 

11 羅智明 75 陳立驊 

12 泰源國中 曾奕涵 76 曾儀婷 

13 都蘭國中 陸映瑄 77 黃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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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鹿野國中 張哲祐 78 信義國小 林俊佑 

15 新港國中 曾詩雅 79 紅葉國小 黃云伶 

16 瑞源國中 梁友睿 80 崁頂國小 呂昀潔 

17 

綠島國中 

黃雅涵 81 朗島國小 李昆原 

18 陳馨頻 82 
泰源國小 

彭馨瑩 

19 黃雅萍 83 曾育萱 

20 

豐田國中 

林嵩勛 84 馬蘭國小 沈韋廷 

21 黃建超 85 新生國小 高曼育 

22 黃渟淯 86 
椰油國小 

張晉煒 

23 林柔孜 87 陳郁夫 

24 陳麒安 88 溫泉國小 曾毓玲 

25 關山國中 毛鳳敏 89 瑞源國小 武怡君 

26 

蘭嶼高中 

邱靖軒 90 
萬安國小(含振興分校) 

呂定儒 

27 胡馨文 91 謝運萱 

28 潘金龍 92 寧埔國小 鄭美杏 

29 賓茂國中 游朝偉 93 

福原國小 

唐心甯 

30 

三仙國小 

宋明勲 94 許婉瑜 

31 黃文政 95 葉澄銘 

32 黃恩德 96 蔡文皓 

33 三民國小(含和平分校) 張予宣 97 陳亭君 

34 

大武國小 

張菀真 98 廣原國小 陳美恩 

35 郭靜雯 99 德高國小 陳亨諺 

36 洪盈禎 100 

錦屏國小 

邱奕文 

37 
大鳥國小(含愛國埔分校) 

吳毓琪 101 黃馨慧 

38 陳柏元 102 盧奕宏 

39 

大溪國小 

陳偉祥 103 謝依真 

40 黃郁錞 104 豐田國小 

 

吳思儀 

41 楊顓瑜 105 林姿妤 

42 
仁愛國小 

林淑貞 106 豐榮國小 蔡宜軒 

43 洪子雯 107 
關山國小 

陳柏儒 

44 公館國小 張立民 108 林妙珊 

45 月眉國小 林念祖 109 

霧鹿國小(含利稻分校) 

吳鎮男 

46 永安國小 孫于婷 110 杜吳羿達 

47 
安朔國小(含新化分校) 

高逸懷 111 陳慧娟 

48 葉佩綺 112 廖斌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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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葉家昌 113 

新生幼兒園 

李怡萱 

50 

成功國小 

李庭儀 114 詹薏芬 

51 林文宏 115 歐韶于 

52 林若涵 116 馬蘭國小附幼 黃暐淇 

53 金尚臣 117 福原國小附幼 呂婉瑄 

54 張育瑄 118 武陵國小附幼 蔡宛蓁 

55 張庭瑜 119 大王國小附幼 鄧郁冬 

56 趙建豐 120 尚武國小附幼 徐英容 

57 

竹湖國小 

李萌珊 121 樟原國小附幼 吳南威 

58 連翊薰 122 東清國小附幼 陳則羲 

59 賴誼芬 123 椰油國小附幼 顏吟竹 

60 初來國小(含新武分校) 孫德恩 124 東河國小附幼 黃瑀謙 

61 初鹿國小 蘇紋毓 125 嘉蘭國小附幼 楊佳馨 

62 

卑南國小 

王珮潔 126 朗島國小附幼 蔡美琳 

63 余廷 
 

64 張鈺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