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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事」系列培力活動培力活動計畫書 

壹、計畫背景 

透過高品質、高影響力的教育訓練計畫，持續且有系統性的凝聚學校教職員工向心力、提高各

項職場必備知能，從師生關係和法律層面兩方面剖析校園霸凌成因和如何補救與預防，強化教職員

工對於校院霸凌與情緒管理之認識，共同努力營造優質校園與職場文化，並將所學落實於日常教學、

研究及校務工作推動中。期望藉由本次的教育訓練活動，促進本校教職員工對於「霸凌」議題能有

進一步之認識，並在實際工作及生活中練習來強化培訓學到之新技能，同時將其內化為日常生活之

行為習慣，發揮個人職場潛能。 

貳、依據 

1.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要點。 

2. 本校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09年度計畫書。 

参、計畫目的 

   為提昇教職員工對於「霸凌」議題能有進一步之認識，以及該用何種方式來應對、解決校園霸
凌案發生時的調查與輔導以及推動防治活動時所產生之問題，教導學生如何學習面對挫折與衝突、

改善溝通能力與人際關係，進而提昇提升校園整體平權意識和教學、研究與校務工作推動之執行效

率，並將正向、積極、樂觀、進取的態度落實在工作及生活中，同時將其內化為日常生活之行為習

慣，在工作中不斷成長，常保工作熱忱與活力，並將所學融入教學嘉惠學生，本計畫擬透過辦理教

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事」系列培力活動，輔導教職員工參與培力

課程，增強學校整體之競爭力。 

肆、主辦單位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人事室。 

伍、參加對象及報名方式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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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參加對象包括本校教師和職員工，預計每場參加人數 20名以上。 

陸、辦理日期 

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時間為 09：20至 12：00。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02日(星期三)，時間為 09：20至 12：00。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04日(星期五)，時間為 09：20至 12：00。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1日(星期五)，時間為 09：20至 12：00。 

柒、辦理地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大樓 2樓 J208會議室。 

校址：717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號。學校位置圖、交通指南如附件 2所示。 

捌、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為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事」系列培力活動，活動內

容詳見流程表。 

玖、預期效益 

1. 改善本校教職員溝通、協調、合作、領導以及抗壓能力。 

2. 提昇本校教職員工工作熱忱與人際關係。 

3. 強化本校教學、研究和校務工作推動之執行效率。 

拾、經費需求 

由本校 109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經費支應。 

拾壹、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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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活動未全程參加者，將不予核發證書。報名後如無法出席，請在活動前三天通知承辦助理。 

2. 活動當天請告知門口警衛到校參加研習活動，換取臨時停車證，並依規定區域停車。 

3.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4. 如有疑問請洽活動聯絡人：吳俊彥助理，連絡電話：06-2674567 轉 207，E-mail：

d3214568@gmai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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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醫事領航•學用相長 

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事」 

系列培力活動流程表 

日期：109年 11月 27日(星期五)、12月 02日(星期三)、12月 04日(星期五)、12月 11日(星期

五)，時間為上午 09：20至 12:00 

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大樓 2樓 J208會議室 

日期 時間 活動流程/課程大綱 講師 主持人 

11/27 

(五) 

09:05-09:15 報到、領取資料 服務臺人員 

09:15-09:20 
活動開始- 

學校長官致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09:20-10:2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4)：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法律面)」系列培力活動 

主題：校園暴力、霸凌與防治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楊士隆 主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0:20-10:30 茶敘 

10:30-11:3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4)：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法律面)」系列培力活動 

主題：校園暴力、霸凌與防治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楊士隆 主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1:30-12:00 綜合座談 Q&A時間 

12:00- 賦歸 

日期 時間 活動流程/課程大綱 講師 主持人 

12/02 

(三) 

09:05-09:15 報到、領取資料 服務臺人員 

09:15-09:20 
活動開始- 

學校長官致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09:20-10:2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5)：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師生面)」系列培力活動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鄭瑞隆 學務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0:20-10:30 茶敘 

10:30-11:3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5)：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師生面)」系列培力活動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 

鄭瑞隆 學務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1:30-12:00 綜合座談 Q&A時間 

12:00- 賦歸 

日期 時間 活動流程/課程大綱 講師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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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 

(五) 

09:05-09:15 報到、領取資料 服務臺人員 

09:15-09:20 
活動開始- 

學校長官致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09:20-10:2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6)：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補救與預防面)」系列培力

活動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大維 主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0:20-10:30 茶敘 

10:30-11:3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6)：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補救與預防面)」系列培力

活動 

國立屏東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王大維 主任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1:30-12:00 綜合座談 Q&A時間 

12:00- 賦歸 

日期 時間 活動流程/課程大綱 講師 主持人 

12/11 

(五) 

09:05-09:15 報到、領取資料 服務臺人員 

09:15-09:20 
活動開始- 

學校長官致詞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09:20-10:2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7)：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職場面)」系列培力活動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羅世聖 訓練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0:20-10:30 茶敘 

10:30-11:30 
109教職員工多元學習講座(7)：

「關於校園霸凌，你應該知道的

事(從職場面)」系列培力活動 

臺北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 

羅世聖 訓練師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殷立德 副校長 

11:30-12:00 綜合座談 Q&A時間 

12:00- 賦歸 

＊以上流程及講師視情況主辦單位保有調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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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校區位置圖  

 

交通資訊 

由仁德交流道：下仁德交流道，走中山路往臺南市區方向，中山路與文華路口左轉後，於文華

路與文華一街左轉，即可抵達。 

由臺南市區：由臺南市東區崇善路經民安路，民安路與文華路口左轉後，於文華路與文華一街

左轉，即可抵達。 

高鐵：於高鐵台南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若搭乘高鐵所提供之免費接駁車，請搭乘奇

美醫院路線至仁德交流道站下車，再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高鐵免費快捷專車路線圖] 

台鐵： 

台南車站：於台南車站下車，轉搭公車抵達華醫。 

保安車站：於保安車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 

仁德車站：於仁德車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 

http://www.thsrc.com.tw/tc/images/transfer/q_bus/tainan_02.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