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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別暴力防治新趨勢國際研討會暨實務工作坊
~跟蹤騷擾之衝擊、對策與立法~
報名簡章

壹、 緣起
近期從國內外相關研究調查發現，跟蹤騷擾已列為全球婦女人身安全最大威脅之一，其
中被害人以年輕族群所佔比例最高，且多數是被男(女)朋友跟騷；國內民間團體亦在近期發布
有關跟蹤騷擾調查顯示，12.4%的年輕女學生表示曾遭遇跟蹤騷擾，其型態以「通訊騷擾」
(77.3%)最多，凸顯跟蹤騷擾係國內兒少性別暴力的新興型態，須加以發展相關防治策略。
鑑於跟蹤騷擾是發生在兒少身上的新型態暴力行為，其特色是受害經驗重覆且持續地發
生，且無法預期危及安全的新事件何時出現，對於身心未臻成熟的兒少，其人身安全及身心
狀態都面臨高度危險性與破壞性，又國內已有一定比例之跟蹤騷擾事件出現，衛生福利部為
提升相關專業人員對跟騷被害人之保護處遇，由本會承辦本國際研討會與實務工作坊，邀請
國外相關專家學者來台與國內進行對話與經驗交流，學習其他國家之實務與經驗，促進國內
發展協助被害人之因應策略。

貳、 目標
一、 介紹跟蹤騷擾的類型與防治理念，以及在國外政策與實務上目前的發展狀況，以促
使保護性業務防治網絡專業人員認知理解跟蹤騷擾議題，並提供工作方向參考。
二、 與會專業人員學習到跟蹤騷擾行為的態樣、跟蹤騷擾對被害人的影響、評估跟蹤騷
擾行為危險性，進而發展協助被害人的因應策略及對加害人矯治協助策略。
三、 學習其他國家之實務與經驗，促進台灣未來在跟蹤騷擾預防宣導、犯罪防治、倡議
立法策略。
四、 透過與會人員經驗的交流與對話，精進彼此的工作知能與實務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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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肆、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伍、 協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家庭暴力研究中心、台灣兒少權益
暨身心健康促進協會
陸、 活動內容
一、 兒少性別暴力防治新趨勢國際研討會
(一) 參與對象與招生人數：
國內從事保護性業務及犯罪防治工作之防治網絡專業人員，包括：社政單位、民間社
會福利團體、心理輔導、警政、司法、教育及醫療單位等專業人員及各大專院校相關
學者與研究人員。預計招生 200 人。
(二) 辦理日期地點：
105 年 11 月 15 日(二)，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01 會議廳（臺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 10 樓）

二、 實務工作坊
(一) 場次與人數：台北與高雄各辦理一場次，預計每場次招生 50 人，共計 100 人。
(二) 參與對象：
國內從事保護性業務及犯罪防治工作之防治網絡專業人員，包括：社政單位、民間社
會福利團體、心理輔導、警政、司法、教育及醫療單位等專業人員及各大專院校相關
學者與研究人員。
(三) 辦理日期地點：
場 次

時 間

台北場

105 年 11 月 16 日（三）

高雄場

105 年 11 月 18 日（五）

地 點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02 會議室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 10 樓
蓮潭國際會館 401 會議室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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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討會暨工作坊邀請講師簡介
Dr. T.K. Logan,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ehavioral Science/Center on Drug and Alcoho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Kentucky
Logan 教授為美國與國際公認之婦女暴力研究專家，為肯塔基大學的行為
科學、醫學院和藥物酒精研究中心教授。
專長領域為：親密伴侶跟蹤、保護令效力與違反保護令之預測因子、人口
販運、遭親密伴侶暴力農村女性之健康議題，以及親密伴侶暴力中的性虐
待。
發表逾 135 篇論文與多本著作，並擔任 2 個國際期刊編委。重要著作包括：
婦女與創傷：影響因素、干預措施與實務、伴侶跟蹤行為：女性如何回應、
應對和生存等。
目前擔任八個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更參與數個社區型和國家級委員會和組
織，致力於婦女暴力行為的防治工作，並開發安全管理評估工具『SHARP』
(Stalking and Harassment and Risk Profile)
Mr. Jeb Messer, IT Director for Kentucky Behavioral Health Outcome Studies, Center on Drug
and Alcoho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Kentucky
Mr. Messer 為肯塔基大學藥物酒精研究中心行為健康研究部 IT 總監。他於
中心任職逾 16 年，期間與 Logan 教授開發建制肯塔基大藥物酒精研究中
心學(UK CDAR)記錄平台© ，以整合跨州合作計畫的管理記錄。
近年更與 Logan 教授共同開發『SHARP』(Stalking and Harassment and Risk
Profile)，以協助跟蹤騷擾受害者做危險評估，該系統於美國和台灣啟用。

みのり(MINORI)法律事務所長谷川京子律師
長谷川律師長期參與日本家暴法立法與修法工作，並具有多年協助親密伴
侶暴力及跟蹤騷擾受害者之實務經驗。著作包括：
跟騷受害者之風險管理及其法律防範 (合著，2014 年)
律師因應家暴防治方案手冊（合著， 2014 年）
性別與法律課程 第 3 卷 消除暴力（合著，2012 年）
通識閱讀－家暴防治法應用手冊（監修，2002 年）
家暴防治支援手冊-法律篇（合著， 1998 年）
Ms. Jennifer Perry, CEO, Digital Trust
Ms. Perry 擁有逾 20 年高科技產業經驗，自 2005 年起參與網路霸凌問題之
研究與防治工作，於 2009 年創辦英國非營利組織 Digital-Trust，結合科技
與專業人士協助被害者提升問題意識，其著作《跟蹤騷擾行為的國家級指
南：科技跟蹤 - 被害者科技危機指南》被英國 ACPO 犯罪紀錄辦公室、警
界、跟蹤和家暴服務單位列為黃金準則。
Ms. Perry 除了積極發展最新的預防策略與建立有效的應用工具，以減少科
技帶來的風險和傷害之外，同時致力於警政、社工、家暴服務人員、觀護
人對跟蹤與網路霸凌的專業訓練，並擔任數個慈善機構、警界和學術界組
織的顧問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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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議程
一、國際研討會
105 年 11 月 15 日（二）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回應人
報

08:40~09:00
09:00~09:30

開幕記者會

到

衛生福利部林奏延部長(邀請中)
內政部葉俊榮部長(邀請中)
現代婦女基金會潘維剛董事長
主持人：
現代婦女基金會潘維剛董事長

09:30~10:30

【專題演講】
美國跟蹤騷擾防治策
略之政策與展望

主講人：
Dr. T.K. Logan,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ehavioral
Science/Center on Drug and Alcoho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Kentucky
休息時間

10:30~10:40

主持人：
常青律師事務所王如玄律師

10:40~12:10

【專題研討】
日本跟蹤騷擾政策與
立法歷程

主講人：
みのり(MINORI)法律事務所長谷川京子(Kyoko
Hasegawa)律師
回應人：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郭怡青律師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司法科張永呈科長
午餐時間

12:10~13:30

主持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王珮玲教授
13:30~15:00

【專題研討】
你的執著，我的夢魘
─英國被害者資源系
統與挑戰

主講人：
Ms. Jennifer Perry, CEO, Digital Trust
回應人：
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陳淑娟主任
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暨法律系法思齊副教授
休息時間

15:0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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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1 月 15 日（二）
時間

主題

主持人/主講人/回應人
主持人：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劉淑瓊教授

15:20~16:50

【專題研討】
科技跟蹤騷擾對兒少
的影響及保護對策

主講人：
台灣展翅協會陳逸玲秘書長
婦女救援基金會研發部公共政策事務組張凱強組長
回應人：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資訊室蘇清偉主任
律州法律事務所賴芳玉律師
主持人：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張秀鴛司長
與談人：
Dr. T.K. Logan,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ehavioral

16:50~17:30

【綜合座談】
跟蹤騷擾防治的未來
展望與 Q＆A

Science/Center on Drug and Alcoho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Kentucky
Ms. Jennifer Perry, CEO, Digital Trust
みのり(MINORI)法律事務所長谷川京子(Kyoko,
Hasegawa) 律師
司法院代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司法科張永呈科長
現代婦女基金會林美薰副執行長
賦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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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二、實務工作坊
105 年 11 月 16 日（三）、105 年 11 月 18 日（五）
時間

主持人/主講人/回應人

主題
報

08:30~09:00

09:00~12:00

實務工作坊（一）：
跟蹤騷擾倖存者危險
評估與實務工作策略

主持人：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王珮玲教授
主講人：
Dr. T.K. Logan,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ehavioral
Science/Center on Drug and Alcoho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Kentucky
Jeb Messer, IT Director for Kentucky Behavioral Health
Outcome Studies, Center on Drug and Alcoho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Kentucky
午餐時間

12:00~13:30
實務工作坊（二）：
13:30~16:30

到

3C 算命師─兒少面
對科技跟蹤騷擾之威
脅與因應

主持人：
現代婦女基金會林美薰副執行長
主講人：
Ms. Jennifer Perry, CEO, Digital Trust
賦

16:30～

7

歸

捌、交通資訊
一、國際研討會及台北場工作坊
（一）會議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 樓
105 年 11 月 15 日－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 樓 1001 會議廳
105 年 11 月 16 日－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 樓 1002 會議室
（二）地址及聯絡電話：臺北市中山南路 11 號，TEL:02-2351-6999 分機 6199
（三）交通方式
1.捷運
（1）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至「台大醫院」站，於 2 號出口出站步行約 5 分即達。
（2）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或松山新店線至「中正紀念堂」站，於 5 號或 6 號出口出站約步行約 15
分即達。
2.公車
（1）搭乘 214、245、261、263、270、37、621、630、651 公車，於「仁愛中山站」下車
（2）搭乘 214、214 直達車、245、249、261、263、270、37、621、630、651 公車，於「仁愛林
森路口站」下車
（3）搭乘 0 東、20、204、22、237、38、670 信義試辦公車，於「信義林森路口站」下車
（4）搭乘 15 區間車、15 萬美線、208 高架線、208 基河二期國宅線公車，於「景福門站」下車
3.開車：備有地下停車場，可供中小型汽車停放
（1）中山高速公路→建國北路→下高架橋→仁愛路→景福門前
（2）中正橋→重慶南路→總統府→凱達格蘭大道→信義路
（3）忠孝路→忠效西路右轉→中山南路
（4）台北橋→民權西路→中山北路二段→中山南路

（四）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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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場工作坊
（一）地點：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 401 會議室
（二）地址及聯絡電話：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4 樓 TEL:07-341-3333
（三）交通資訊
1.高鐵、台鐵及高雄捷運
（1）高鐵左營站/台鐵新左營站/高捷 R16 高鐵左營站：由 4 號出口出站
A.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 分鐘即達。
B.轉搭高雄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後步行或搭接駁車，接駁請參考第（3）項說明。
（2）台鐵高雄車站/台鐵左營車站/台鐵新左營車站：出站後轉乘 301 公車至蓮潭會館。時刻表及
路線圖：https://goo.gl/CCvC2D
（3）捷運：搭高雄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由 1 號出口出站
A.步行 15 分鐘即達
B.轉乘紅 51B 線接駁車至蓮潭會館。約 10 至 20 分一班。時刻表及路線圖：https://goo.gl/anL86i
2.開車：
（1）高速公路：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路交流道下接
翠華路，左轉崇德路約距 250 公尺後，會館在您右邊。
（2）高雄市區：
北上：博愛三路→左轉崇德路，距約 650 公尺後，會館在您左邊。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德路。
停車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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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圖

玖、報名須知
一、報名截止日期：2016.11.09（三）或額滿為止
二、請依規定完成報名，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三、因名額有限，承辦單位保留優先錄取審查資格。
四、本活動可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依參訓人員簽到表核備。
五、為響應環保，敬請攜帶環保餐具與環保杯。

拾、報名流程
一、本系列活動以網路報名為主，請掃描報名 QR Code
，或至 https://goo.gl/mKBYm1 提交報名資料。
二、無法線上報名者，請填寫附件之報名表，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報名，並自行來電確認。
業務聯絡人：林小姐 電話：(02)2391-7133 分機 212 傳真：(02)2391-7129
e-mail：carittalin@38.org.tw。
三、本會將以 email 方式通知學員是否報名成功。報名者亦可自行來信或來電確認。
四、報名後若要取消報名，請來電取消，以便遞補候補名單。候補順序以報名先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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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性別暴力防治新趨勢國際研討會暨實務工作坊
~跟蹤騷擾之衝擊、對策與立法~

報名表
姓

名

聯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

稱

email
□ 是
□ 否
同步翻譯耳機需求
我要報名
國際研討會

餐食

11/15 中午

□ 是，我需要
□ 葷

□ 素

公務人員終生學習時數認證
社工師繼續教育續分時數
研習時數證明

□ 否，我不需要

□ 不用餐

□ 是，我需要
□ 是，我需要

□ 是，我需要

□ 否，我不需要
□ 否，我不需要

□ 否，我不需要

報名場次
□ 實務工作坊-台北場：2016/11/16
□ 實務工作坊-高雄場：2016/11/18
我要報名
實務工作坊

餐食

11/16 中午 □ 葷
11/18 中午 □ 葷

公務人員終生學習時數認證
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時數
研習時數證明

□ 素
□ 素

□ 不用餐
□ 不用餐

□ 是，我需要
□ 是，我需要

□ 是，我需要

□ 否，我不需要
□ 否，我不需要

□ 否，我不需要

＊報名注意事項：
1.報名截止日期：2016.11.09（三）或額滿為止。
2.本系列活動以網路報名為主，請掃描報名 QR Code
，或至 https://goo.gl/mKBYm1 提交報名資料。
3.若無法線上報名者，請填寫附件之報名表，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報名，並自行來電確認。
4.業務聯絡人：林小姐 電話：(02)2391-7133 分機 212 傳真：(02)2391-7129
e-mail：carittalin@38.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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