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桃園市遠樂心理健康關懷協會 

逆境兒少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一、 計畫緣起： 

本會為楊梅區在地人團協會，為協助在地民眾可近性之服務，並於

本(111)年度接受社會局委託辦理「逆境兒少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第三

區)」，以期協助逆境兒少提供支持性、成長性之服務，並就近性的提供

在地及鄰近轄區兒少個案輔導、活動方案、休閒育樂以及外展工作等服

務，以滿足少年正向陪伴、支持和鼓勵的需求，並協助家長了解兒少進

入青少年後的特性和正向親職教養觀念。為協助專業服務人員針對逆境

兒少及家庭支持服務的認識，安排 5場次在職教育訓練以提升專業服務

人員服務知能。 

 

二、 計畫目標： 

透過本計畫訓練課程，提昇工作人員專業知能，且能落實在個案與

家庭服務中。 

 

三、 課程時間及地點： 

 

四、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五、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桃園市遠樂心理健康關懷協會 

  

場次 辦理日期 時間 參加對象/人數 講師 辦理方式 

1 111 年 3 月 4 日 
10:00-12:00 

(2 小時) 

專業服務人員

(預計 25-30 人) 
劉柏傳 線上課程 

2 111 年 3 月 11 日 
14:00-17:00 

(3 小時) 

專業服務人員

(預計 15-20 位) 
陳彥君 實體課程(視疫情狀況調整) 

3 111 年 4 月 8 日 
9:00-12:00 

(3 小時) 

專業服務人員

(預計 25-30 人) 
劉柏傳 線上課程 

4 111 年 4 月 29 日 

9:30-12:00 

13:30-16:00 

(5 小時) 

專業服務人員

(預計 25-30 人) 
劉柏傳 線上課程 

5 111 年 5 月 17 日 
9:00-12:0 

0(3 小時) 

專業服務人員

(預計 15-20 位) 
侯雯琪 實體課程(視疫情狀況調整) 



六、 課程內容及流程 

 

 

 

 

七、 報名方式： 

1. 報名表請於 111年 2月 25日前以傳真(03-4855729)或

email(longlove.youth@gmail.com)至本會逆境兒少及家庭支持服務

場次 日期 時間流程 內容 備註 

1 3/4 

13:30-14:00 報到 

以線上課程進行 14:00-17:00 
外展工作-與走跳少年同行的路

上 

17:00- 賦歸 

場次 日期 時間流程 內容 備註 

2 3/11 

9:30-10:00 報到 以實體課程進

行，但視疫情狀

況調整 

10:00-12:00 少年就業培力 

12:00- 賦歸 

場次 日期 時間流程 內容 備註 

3 4/8 

8:30-9:00 報到 

以線上課程進行 9:00-12:00 
毒品-青少年物質濫用觀思與行

動及其家庭服務工作 

12:00- 賦歸 

場次 日期 時間流程 內容 備註 

4 4/29 

9:00-9:30 報到 

以線上課程進行 

9:30-12:00 

司法後追、偏差少年輔導及其家

庭服務工作-狂飆生命的背後-

(上)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6:00 

司法後追、偏差少年輔導及其家

庭服務工作-狂飆生命的背後-

(下) 

16:00- 賦歸 

場次 日期 時間流程 內容 備註 

5 5/17 

8:30-9:00 報到 以實體課程進

行，但視疫情狀

況調整 

9:00-12:00 逆境兒少及家庭服務工作技巧 

12:00- 賦歸 



方案組，報名成功後將再以電子郵件通知報名人員。 

2. 若對本計畫有相關問題，請電洽薛仲婕社工師 

連絡電話：03-4855657分機 14 

八、 講師資料： 

講師姓名 學歷 經歷 其他專長/證照 

劉伯傳 長榮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畢業 

現職：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

金會光復中心 社工員 

 

經歷：  

1. 芥菜種會少年之家社工督導 

2. 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社工員 

3. 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副主任 

4. 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主任 

 

陳彥君 輔仁大學非營

利組織管理所

畢業 

現職：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懷

協會 輔導資源中心主任 

 

經歷： 

1.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第

7、9屆委員 

2. 臺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12屆委員 

3. 教育部生命教育推動諮詢小組第 3屆

委員 

4. 法務部矯正署外部視察專家學者 

5. 桃園市校外會春暉專案訓練講師 

6. 臺北多元藝術空間青少年發展促進會 

(藝青會)第一屆理監事 

7. 中華文創藝術公益協會第一屆理監事 

1. 高考社工師 

2. 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專業人員主

管培訓 

3. 修復式正義核心

訓練證照 

4. 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社會創新專

業人員訓練 

侯雯琪 東海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畢業 

 

東吳大學社會

工作所畢業 

現職：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新北市區主任 

 

經歷： 

1. 北藝大學生諮商輔導中心助教 

2. 善牧台北市萬華少年中心社工員 

3. 善牧心北市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主任 

95年社工師專技高

考合格 

 



社團法人桃園市遠樂心理健康關懷協會 

逆境兒少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報名表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報名場

次(請填

寫數字) 

是否需要社工

師教育積分 

(若是，請填寫

身分證字號)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以上表格若有不足請自行增加，並請以正楷填寫。 

※因應 Covid-19疫情，實體課程將視疫情狀況調整。 

※填寫完畢後請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報名，倘對本計畫課程有相關疑義，請

電洽聯絡人：薛社工，連絡電話：03-4855657*14 

※本會傳真電話：03-4855729；電子郵件：longlove.yout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