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 

收出養服務專業人員教育訓練簡章 

「認識創傷知情~營造友善收出養兒少的法庭」 

一、前言 

    實務上發現，不論是哪種型態的收出養關係，被收養人大多曾歷經不同的創

傷議題(例如遺棄、受虐、多次轉換照顧者、生父母離婚、尋親等)，並在尋求修

復與自我照顧中成長。 

    另依據民法規定，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審酌子女之意願，然

而，對曾歷經創傷且身心思慮未臻成熟的兒少而言，出庭表達意願的過程可能因

知悉身世或家庭背景，而使得他/她感到疑惑、面臨壓力及恐懼，進而影響後續

的身心或學習、關係等。 

    創傷知情是近年備受關注的議題，是一種透過「理解創傷」、「辨認創傷」、

「利用創傷知識做回應」、「防止再度受創」等 4 個要素，讓實務工作者瞭解個案

過去曾遭受的壓迫和創傷脈絡，進而協助個案及服務提供者得到照顧和療癒，避

免二度創傷或替代性創傷的發生。 

    為降低被收養兒少在司法程序中受創的經驗，減少養父母協助孩子適應新家

庭關係的挑戰度，以利雙方能夠建立安全感及依附關係，故期針對在收出養程序

中會接觸被收養兒少的司法與社工人員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協助其認識創傷知情、

凝聚合作共識。 

    此外，課程將透過出庭模擬演練，讓司法人員體驗被收養兒少面對出庭可能

衍發的創傷感受，以同理角度理解被收養人，並透過分組討論，創造司法人員與

社工人員的跨專業對話機會，討論如何合作建構出友善的司法程序機制，營造孩

子身心都感受到安全的情境，幫助孩子呈現真實的意願，俾司法人員做出符合兒

少最佳利益的決定。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 承辦單位：兒童及少年收養資訊中心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三) 協辦單位：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新竹地方法院  

 

 

 



三、 課程日期與地點 

(一) 第一場次 

110 年 7 月 30 日（五）10：00-17：30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 182 號) 

(二) 第二場次 

110 年 8 月 13 日（五）上午 10：00-17：30 

新竹地方法院（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 265號） 

 

四、參加對象 

(一) 各地方法院之法官與司法事務官。 

(二) 收出養媒合機構主管、督導或資深社工等有實際陪同收出養個案出庭

經驗者。 

(三) 每場課程人數：40 人 

 

五、進行方式 

(一) 邀請創傷知情專家學者專題演講。 

(二) 由司法人員及社工人員實際演練收出養兒少出席法庭程序之情境，之

後進行分組討論。 

(三) 以綜合座談彙整一日收獲，由創傷知情專家代表、法院代表、媒合機構

代表擔任與談人，就各小組討論之成果進行問答交流與建議。 

 

 

 

 

 

 

 

 

 

 

 

 

 

 



六、 活動議程 

 高雄場議程  110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五   

主持人：兒福聯盟 白麗芳 執行長 

日期 時間 議程 

7/30 

（五） 

09：30-10：00 
報到 

地點：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4 樓會議室 

10：00-12：30 
創傷知情主題講座 

講師：金融 臨床心理學博士 

12：30-13：30 餐敘交流 

13：30-14：30 
               出庭演練 

地點：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法庭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6：10 
分組討論及各組報告 

地點：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4 樓會議室 

16：10-16：20 中場休息 

16：20-17：30 

綜合座談 

法院代表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楊佩蓉 庭長 

 

收出養媒合機構代表 

勵馨基金會        黃靜怡 督導 

 

創傷知情代表 

兒盟創傷中心    高小帆 營運長 

17：30 
賦歸 

(學員搭接駁專車至高鐵左營站) 

 

 

 

 

 

 

 

 

 

 



 

 新竹場議程  110 年 8 月 13 日 星期五   

主持人：兒福聯盟 白麗芳 執行長 

日期 時間 議程 

8/13 

（五） 

09：30-10：00 
報到 

地點：新竹地方法院 2 樓法治教室 

10：00-12：30 
創傷知情主題講座 

講師：金融 臨床心理學博士 

12：30-13：30 餐敘交流 

13：30-14：30 
               出庭演練 

地點：新竹地方法院 第 22 法庭 

14：30-14：40 中場休息 

14：40-16：10 
分組討論 

地點：新竹地方法院 2 樓法治教室 

16：10-16：20 中場休息 

16：20-17：30 

綜合座談 

法院代表 

新竹地方法院 高敏俐 庭長 

 

收出養媒合機構代表 

天主教福利會 丁雁琪 執行長 

 

創傷知情代表 

兒盟創傷中心 簡雅惠 副主任 

17：30 
賦歸 

(學員搭接駁專車至高鐵新竹站) 

 

 

 

 

 

 



七、 報名資格 

     限線上報名，請至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表單，或掃描 QR code，如無法使

用，請來電（02）8979-5437 洽詢。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YfQEPGZ1rEzZRoRv6 

 

 

    

(一) 開放報名期間：110 年 4 月 19 日(一)至 110 年 5 月 31 日（一），或額滿

為止謝謝！ 

(二) 報名資格： 

1. 各地方法院之法官與司法事務官，有審理收出養案件之經驗者。 

2. 收出養媒合機構主管、督導或資深社工等有實際陪同收出養個案出

庭經驗者。 

(三) 報名場次分配： 

1. 高雄場以彰化、南投、嘉義、雲林、臺南、高雄、屏東、臺東、澎

湖、連江、金門等地區之地方法院、媒合機構優先錄取，各地方法

院保障名額 2 名，媒合機構則 1 名；非上列地區法院及媒合機構，

則列為候補。 

2. 新竹場以台北、新北、士林、桃園、新竹、苗栗、基隆、宜蘭、花

蓮、台中地區之地方法院、媒合機構優先錄取，各地方法院保障名

額 2 名，媒合機構則 1 名；非上列地區法院及媒合機構，則列為候

補。 

(四) 報名確認：已完成報名者，本中心將於 6/4 (週五)以 email 通知是否報

名成功。列為備取者，本中心將統一於 6/9(週三)以 email 通知是否錄

取。為確保備取者之權益，報名後因故無法出席者，務必於課程前兩週

來電取消報名。 

(五) 高雄場行前通知將於 7/23 以 email 通知，新竹場則於 8/9 通知。 

     

 

 

https://forms.gle/YfQEPGZ1rEzZRoRv6


 

八、 交通方式 

(一) 活動當天將安排交通接駁，請詳見(二)活動地點交通方式的第 3點，若需要

搭乘接駁專車者，請於報名表單中填寫，並務必準時至活動地點集合。 

(二)活動地點交通方式： 

 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 

活動地點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 182 號) 

新竹地方法院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 265 號） 

1.高鐵 

抵達『高鐵左營站』後，可搭乘本活

動接駁專車，欲搭乘者，請詳見下列

3.接駁專車；亦可自行搭乘計程車約

20 分鐘內抵達。 

抵達『高鐵新竹站』，可搭乘本活動接

駁專車，欲搭乘者，請詳見下列 3.接

駁專車；亦可自行搭乘計程車約 10-

15 分鐘內抵達。  

2.台鐵 

乘坐火車至楠梓火車站步行 20 分鐘

或可轉乘高雄市公車6號至高雄少年

法院站，即可抵達。 

抵達『六家火車站』後，可搭乘本活

動接駁專車，欲搭乘者，請詳見 3.接

駁專車；亦可自行搭乘計程車約 10-

15 分鐘內抵達。 

3.接駁專車 

欲搭乘接駁專車者，請在報名表單中

勾選，集合地點於行前通知公告，專

車將於 8:5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回程將於 17:40 發車，車程約 15-20

分鐘左右，購買回程車票時請留意。 

欲搭乘接駁專車者，請在報名表單中

勾選，集合地點於行前通知公告，專

車將於 9:1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回程將於 17:40 發車，車程約 30-40

分鐘左右，購買回程車票時請留意。 

4.自行開車 

導航請搜尋高雄少家院地址。 

(車輛可停放高雄少家院西側停車場) 

由 68 東西向快速公路(68 快速道路)

之出口，循經國大橋沿自強南路至福

興東路一段 左轉遇到自強五路再左

轉看右側為新竹地院院址暨所屬停

車場。 

 

九、 注意事項 

(一) 參與本課程者，將依實際參與時數發給研習證明。 

(二) 本課程將申請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如有

需求請於報名表勾選。 

(三) 本活動有提供午餐，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杯與環保餐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