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社政及教育場次 

未滿 20 歲懷孕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報名簡章】 

壹、 訓練目的： 

一、使參與專業人員了解目前國內未滿 20歲懷孕現況、成因及各個影響層面。 

二、使網絡的工作者獲得社政及社工實務、教育、醫療、法律議題、性別議題等專業知能訓

練，藉此強化網絡間橫向連結及資源整合，提供完善的未滿 20歲懷孕支持網絡服務。 

貳、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及社會家庭署 

二、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三、承辦窗口：蕭社工 04-22275995轉 245 

參、 與會對象及人數： 

一、參與對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及教育未滿 20歲懷孕業務相關承辦人員。 

     民間團體承辦未滿 20歲懷孕服務第一線工作人員。 

二、參與人數：共計兩場次，每場次 2天，預計提供 120位名額參訓（每場次 60位名額）。 

肆、 預定辦理地點及時間： 

一、地點： 

第一場次（初階課程）：高雄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第二場次（進階課程）：台中富信大飯店(台中市中區市府路 14 號) 

二、時間： 

第一場次（初階課程－高雄）： 

111年 8月 8日(一)，09：30 – 16：00（09:00 – 09:30報到） 

111年 8月 9日(二)，10：00 – 16：30（09:30 – 10:00 報到） 

第二場次（進階課程－台中）： 

111年 9月 22日(四)，09：30 – 16：30（09:00 – 09:30報到） 

111年 9月 23日(五)，09：30 – 16：30（09:00 – 09:30報到） 

 

  

▲ 每場次皆須完整參與兩整天的課程，恕不接受僅參訓其中一天，敬請見諒！ 

▲ 進階課程需曾參訓過 108-110年度研習課程使得報名，工作人員將會進行審核錄取。 



伍、 訓練內容： 

一、第一場次：初階課程（高雄）— 高雄蓮潭會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111年 8月 8日（一）初階課程－高雄 

時間 主題 內容 

9:00-9:30 報到時間 

9:30-12:00 

（150 分鐘） 

專題一： 

非預期懷孕之家庭處遇工作 

主講人： 

李婉菁 資深社工師 

剛發現懷孕、懷孕中及產後等階段皆是當事

人進入系統中的樣貌之一，藉由實務案例討

論，協助助人者理解家庭處遇工作重要性。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5:30 

（150 分鐘） 

專題二： 

未成年懷孕所處生態環境（校園、職場

及家庭）認識及性別關聯性 

主講人： 

何家雯 諮商心理師 

一、助人者的性別敏感度培力。 

二、透過生態系統觀認識未成年非預期懷

孕所處的生態環境。 

三、未成年非預期懷孕個案身處的環境，其

與性別意識的關聯。 

四、校園、職場、家庭等如何看待與因應未

婚懷孕，性別如何影響人在情境中。 

15:30-15:40 中場休息 

15:40-16:00 
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及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服務介紹 

（含跨網絡單位合作及轉介） 

16:00 賦歸 

  



111年 8月 9日（二）初階課程－高雄 

時間 主題 內容 

9:30-10:00 報到時間 

10:00-11:40 

（100分鐘） 

專題三： 

如何與青少年談正確避孕知識 

主講人： 

陳菁徽 醫師 

藉由婦產科醫師分享，從醫療觀點探討如何與青少年

談論避孕議題，進而提供友善就醫資源，協助當事人尋

求正規就醫管道。 

11:40-13:00 中午休息 

13:00-14:40 

（100分鐘） 

專題四： 

懷孕學生受教權維護及輔導 

主講人： 

周雅淳 老師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

導協助要點》相關法規及其內容。 

二、未成年/非預期懷孕、生育學生之個案狀態及需求。 

三、成年/計畫性懷孕、生育學生之個案狀態及需求。 

四、學校應採取之應對措施，包含： 

1. 硬體設施之增建或改善 

2. 校內單行法規之全面盤點 

3. 大學系所、國中小高中班級導師或任課教師可

提供之相關協助 

4. 同儕或班級同學之議題認識及友善環境建立 

14:40-14:50 中場休息 

14:50-16:30 

（100分鐘） 

專題五： 

未成年懷孕議題中的法律規範 

及實務案例討論 

主講人： 

韓忞璁 律師 

一、法律基本篇：為助人者解析日常生活中，常見卻容

易混淆誤認的法律用語。 

二、未成年人法律篇：解析與未成年人相關的法律問

題，如：從未滿 16歲少女懷孕事件，瞭解通報後

之當事人及相對人在調查程序中的現況及調查中

要件。在兩小無猜條款中，如何評估合意情況，生

產後續若遇有監護及扶養問題之因應方式。 

16:30 賦歸 

  



二、第二場次：進階課程（台中）— 富信大飯店(台中市中區市府路 14號) 

111年 9月 22日（四）進階課程－台中  

時間 主題 內容 

9:00-9:30 報到時間 

9:30-12:00 

（150 分鐘） 

專題一： 

男孩有淚慢慢談— 

自男大生經驗談情感教育 

主講人： 

郭雅真 老師 

期待藉由課程帶領突破性別框架，進而探

索男性在成長歷程對於性別經驗的獨特

性，提升助人者性別意識及性別敏感度。 

12:00-13:00 中午休息 

13:00-14:40 

（100 分鐘） 

專題二： 

自醫療衛生觀點談青少年的避孕議題 

主講人： 

烏恩慈 醫師 

性教育議題容易受價值框架所影響，也進

而延伸出了避而不談的態度，期待透過婦

產科醫師實務經驗分享，培養助人者擁有

正確的性教育觀點，陪伴服務對象面對性

議題的好奇。 

14:40-14:50 中場休息 

14:50-16:30 

（100 分鐘） 

專題三： 

身心障礙者性/性別教育及處遇策略 

主講人： 

黃如玉 主任 

心智障礙者的婚姻與生育是個較少被觸

及的議題，然而實務工作現場，疑似智能

障礙者或是輕度智能障礙者的未成年/未

婚懷孕比例仍占有一定比例，如何透過助

人者之間跨專業的處遇和服務，兼顧心智

障礙者的自主權與生育權。 

16:30 賦歸 

  



111年 9月 23日（五）進階課程－台中 

時間 主題 內容 

9:00-9:30 報到時間 

9:30-12:00 

（150 分鐘） 

專題四： 

自家庭系統觀點探討未成年懷孕議題 

主講人： 

魏明毅 老師 

一、未成年懷孕的相關議題：家庭系統、

社會性、政經特性。 

二、專業介入的可能挑戰： 

1. 助人者的位置（個別的與社會的） 

2. 未被識見的文化價值 

3. 受限的思考與行動 

三、介入與協助： 

1. 助人者與個案的個人議題分化 

2. 對家庭系統的清晰評估與彈性介

入 

3. 在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寧靜影響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30 

（60分鐘） 

小腳丫生命馨歷程的祝福 

主講人： 

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收出養服務團隊 

有些小腳丫無法在原生家庭中長大，走上

出養的歷程，一位等家小腳丫平均需要等

待 397天才能擁有愛的家，透過活動討論

了解「出養－愛的接力賽」。  

14:30-14:50 中場休息 

14:50-16:30 

(100分鐘) 

專題五： 

未成年懷孕當事人及家屬進行 

家庭協談實務工作 

主講人： 

李玉嬋 教授 

透過實務分享與討論，協助當事人及其家

庭能夠在面對生命中的非預期事件、期待

透過系統之間合作的眼光，讓當事人獲得

更適切的協助。 

16:30 賦歸 

 

  



陸、 講師簡介： 

一、第一場次：初階課程（高雄） 

 李婉菁 資深社工師 

【學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博士班（進修中） 

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研究所碩士 

【經歷】 華人伴侶與家族治療協會理事 

臺中市政府家暴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特約（臨床）社工師 

家庭會談工作者 

 

 何家雯 諮商心理師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 

【經歷】 社團法人台灣基地協會督導、臺中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委員會第三屆外聘委員、社團法人台中市基督教青

年會(YMCA)社工員 

【現職】 話嶼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嶺東科技大學諮商與潛能發

展中心兼任心理師 

 

 陳菁徽 醫師 

【學歷】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經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生殖醫學科 副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科 主任 

【現職】 禾馨宜蘊生殖醫學中心院長 

臺北醫學大學婦產學科部定專任助理教授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監事 

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 副秘書長 

 

  



 周雅淳 老師 

【學歷】 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研究所臨床組（進修中）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 Facebook 粉絲專頁「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作者 

教育部部定性別平等教育講師 

勵馨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性別與倡議專員 

國立東華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文化部第三、四屆性平委員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數位典藏組專員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現為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兼任講師 

【現職】 台灣不會教小孩行動聯盟秘書長 

 

 韓忞璁 律師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財經法律系 

【經歷】 臺中市政府法律扶助顧問律師 

臺中地方法院勞動調解委員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查委員 

【現職】 聯晟法律事務所律師 

 

  



二、第二場次：進階課程（台中） 

 郭雅真 老師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經歷】 性別議題之倡導、性騷擾/性侵害防治工作之倡導 

兒少親職性教育、男性情感教育與性別教育之推動 

三級預防概念推動性侵害防治工作 

青少年個別/團體輔導工作 

助人領域工作者教育宣導能力訓練 

【現職】 勵馨基金會/教育宣導特約講師 

 

 烏恩慈 醫師 

【學歷】 台灣大學醫學系 

【經歷】 台大醫院婦產部 產科研修醫師 

台大醫院婦產部 住院醫師/總醫師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現職】 禾馨婦產科診所主治醫師 

 

 黃如玉 主任 

【學歷】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士 

【經歷】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社工/組長/主任/體系督導 

心路基金會北區成人服務社工團督社工督導 

心路基金會性別研究發展團隊種子講師及專案召集人 

【現職】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台北市社區生活支持中心主任 

 

 魏明毅 老師 

【學歷】 人類學所、諮商所雙碩士 

【現職】 非營利機構（心理諮商與社工領域） 

家暴性侵防治中心專業課程講師/外聘督導 

 

  



 李玉嬋 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 

【經歷】 社團法人台灣圓緣慈善推廣協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臺灣醫療健康諮商心理學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理事長 

【現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 

 

 

  



柒、 每場次報名須知： 

 

一、報名一律採取網路報名，每場次以 60人為上限並預留 5名候補名額，倘若額滿，則報名

表單也將提前關閉（報名表單預計 7/1開放）。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Yo883FvUia5X8RjT6 

 

 

二、為使課程有完整且豐富學習，本次課程將會實行前、後測驗，並將依前後測填答及當日實

際簽到狀況核發時數證明，再請參訓人員多加留意！ 

★ 前測問卷 

將於行前通知信件中提供，請務必於課程前填答完成，當日工作人員會再進行確認，

並提供課程講義供上課使用，未經主辦單位同意請勿任意轉載、分享。 

★ 後測及滿意度問卷 

將於課程結束後提供，確認填答後研習證明將寄至您的電子郵件。 

三、為珍惜寶貴課程資源，每場次皆須完整參與兩整天的課程，恕不接受僅參訓其中一天。 

報名後缺席且未事先通知本會者，將自動列為本會日後相關免費課程之報名候補人員，敬

請見諒！ 

四、每個單位最多限 2名專業人員參訓，以保障各網絡單位參訓機會。 

五、此次課程不提供轉讓、不受理現場報名，若因故無法參加請最遲於 5 天前電話告知，本會

也將於課程 5天前發信或透過電話聯繫候補人員確認是否遞補成功。 

六、主辦單位保留場次、地點異動與學員錄取權利。 

七、全程參與（兩天）研習之人員本會將協助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社會工作師繼續教

育積分認證，其他相關專業時數認證將提供研習證明以利自行申請。 

  

 本梯次教育訓練是針對「社政及教育專業人員」辦理。 

 因應 COVID-19 疫情因素，本會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範進行調整與因應，

屆時如有相關課程改以線上辦理、延期或取消資訊，將以信件通知。 

 

https://forms.gle/Yo883FvUia5X8RjT6


捌、 住宿相關事項： 

一、第一場次：初階課程（高雄）— 高雄蓮潭會館 

 

本會將協助安排隨機入住「精緻客房（２小床）」之房型，無須額外自費（會盡量協

助同單位同房）。如有單獨入住「精緻客房（１大床）」之需求，需額外自費 900元 

此房價為本會與高雄蓮潭會館接洽之優惠房價，須參加研習者方能享有優惠。 

 

       

 

二、第二場次：進階課程（台中）— 富信大飯店 

 

本會將協助安排「精緻客房（１大床）」之房型提供入住，需額外自費 200元入住。 

此房價為本會與台中富信大飯店接洽之優惠房價，須參加研習者方能享有優惠。 

  



玖、 交通資訊： 

一、第一場次：初階課程（高雄） 

 

  



二、第二場次：進階課程（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