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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111 年 1-12 月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 

愛  無關血緣，只要有愛我們就是一家人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從民國 101 年起，每年持續辦理收養準備教

育課程，不僅是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提到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之收養前，得

命收養人接受親職準備教育課程，也是因為在服務中，看到許多收養家庭一路走來需要

協助或支持的地方。因此 111 年我們持續開設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繼/近親家庭的親職

教育與身世告知，讓我們一起談一談身為養父母在教養子女上，有哪些要特別留意的地

方，也一起想一想告知孩子身世與否，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另外我們提供跨國境收養的

新住民家庭或收養同性伴侶子女之家庭開設身世告知與資源運用課程，希望陪伴您在一

起走過收養的路~ 

 主辦單位：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承辦)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報名資格：1.設籍或實際居住臺北市之收養家庭 2.經法院轉介之收養家庭 

          3.自願報名 

 課程費用：免費 

 上課地點：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207號 

5樓，近小南門捷運站 2號出口)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02)2311-2518，或 E-MAIL至

taipeiadopt@cwlf.org.tw，並於報名後三天內做電話確認，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聯繫窗口：(02)2311-2528#15 吳社工 

 注意事項： 

1.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水杯，課程進行中也請將手機關機或調為震動。為維護上課品質，

若於課程中遲到或擅自離席超過 30分鐘，中心將不會開立上課證明。 

2. 為維護上課品質，本課程僅供家長參加。考量中心場地及人力限制，為免影響兒少安

全，請家長勿帶孩子前來，如無法遵守此規定，中心將為其安排下期課程，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3. 本課程進行將錄音攝影，報名後如未事先告知，本中心一律視同接受錄音攝影。 

4. 考量授課方式及場地限制，每場次名額有限，將依報名順序及設籍或居住臺北市地區

收養家庭為優先。 

5. 更多活動、課程訊息，請上中心網站 http://www.tcadopt.org.tw 

mailto:taipeiadopt@cwlf.org.tw
http://www.tcadopt.org.tw/


 

2 

臺北市兒童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111年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資訊-1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1/15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3/5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3/26 

(六) 
9:30-12:30 

新移民家庭的親職教養與

關係經營 

認識組織新移民家庭面臨的挑戰 

學習如何經營家庭與教養外籍子女 

提供新移民服務相關資源 

4/9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4/23 

(六) 
13:30-16:30 

同志家庭身世告知分享 

暨資源運用 

認識同志家庭面臨的挑戰 

學習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提供相關服務資源 

更多課程資訊請見下頁 

 

 

 

  



 

3 

臺北市兒童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111年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資訊-2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5/7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6/11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7/2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7/23 

(六) 
9:30-12:30 

新移民家庭的親職教養與

關係經營 

認識組織新移民家庭面臨的挑戰 

學習如何經營家庭與教養外籍子女 

提供新移民服務相關資源 

8/13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更多課程資訊請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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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兒童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111年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資訊-3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8/27 

(六) 
13:30-16:30 

同志家庭身世告知分享 

暨資源運用 

認識同志家庭面臨的挑戰 

學習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提供相關服務資源 

9/3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10/1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11/5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11/19 

(六) 
9:30-12:30 

新移民家庭的親職教養與

關係經營 

認識組織新移民家庭面臨的挑戰 

學習如何經營家庭與教養外籍子女 

提供新移民服務相關資源 

12/3 

(六) 

9:30-12:30 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認識孩子的發展、情緒與行為 

學習親子溝通與教養技巧 

13:30-16:30 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瞭解收養家庭組成所面臨的議題 

認識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學習身世告知後該如何陪伴孩子 

12/17 

(六) 
13:30-16:30 

同志家庭身世告知分享 

暨資源運用 

認識同志家庭面臨的挑戰 

學習身世告知的技巧與方式 

提供相關服務資源 

報名請填寫下一頁的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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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兒少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111年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 報名表 

本報名表共 2頁，欄位皆為必填，請詳細填寫以維護報名權益 

報名資格 

1. 您設籍或實際居住在哪一縣市? (1) □臺北市(2)□新北市(3) □其他縣市： 

             (請敘明) 

2. 您是經由哪一個法院轉介來上課? (1) □臺北地院 (2) □士林地院 (3)□新

北地院(4)□其他：              

3. 若您非設籍/實際居住於臺北市，且未經法院轉介，請敘明參加原因以利工作

人員確認中心課程是否合適您，報名原因：                                                                     

 

家長姓名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您□願意 □不願意持續收到中心的課程、活動訊息，以□電子郵件□紙本方式 

收養類型 □1.無血緣  □2.繼親(收養配偶/伴侶之親生子女)  □3.親戚：(關係)             

□4.其他：                   

孩子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報名場次 

(請勾選) 

日  期 課程名稱 

1/15(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3/5(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3/26(六) □ 09:30-12:30新移民家庭的親職教養與關係經營 

4/9(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4/23(六) □ 13:30-16:30同志家庭身世告知分享暨資源運用 

5/7(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6/11(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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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7/23(六) □ 09:30-12:30新移民家庭的親職教養與關係經營 

8/13(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8/27(六) □ 13:30-16:30同志家庭身世告知分享暨資源運用 

9/3(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10/1(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11/5(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11/19(六) □ 09:30-12:30新移民家庭的親職教養與關係經營 

12/3(六) 
□ 09:30-12:30繼近親家庭的親職教育 
□ 13:30-16:30繼近親家庭的身世告知 

12/17(六) □ 13:30-16:30同志家庭身世告知分享暨資源運用 

提問/期待 

 

 

 

 

備註 

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為執行「收養前準備教育課程」，必須蒐

集相關個人資料，並按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與利用。 

1. 蒐集之個人資料項目包含上述填寫內容等，並運用資料作為課程相關訊息或統

計分析，如不同意提供上述各欄位內的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全者，將可能導

致無法成功報名課程。 

2. 本中心得因政府之規定或內部作業之需要，銷毀全部或部分個人資料，而無須

主動通知提供個人資料之個人。 

3. 有關個人資料相關之查詢，僅限於本人或依法授權的第三人向本中心提出查

詢。查詢方式為書面查詢，地址為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207號 5樓臺北市兒

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資源中心。 

本人            同意不同意將上述資料提供給臺北市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

務資源中心，並願意遵守報名等相關規定，擔保以上所填列資料皆為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