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未成年懷孕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報名簡章】 

壹、課程目的： 

一、 使參與專業人員了解目前國內未成年懷孕現況、成因及各個影響層面。 

二、 透過網絡人員參訓，強化網絡間資源連結及整合，提供完善的未成年懷

孕支持網絡服務。 

三、 透過健康、性別平等教育觀點探討於未成年懷孕議題上的實務應用。 

四、 從醫療觀點協助未成年懷孕當事人建立自我照顧及建立身體界限。 

五、 透過教育單位實務經驗分享，促使網絡專業人員理解於校內通報機制及

處理因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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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北部場） 

參、與會對象及人數： 

    ㄧ、參與對象：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社政、衛政、教育、勞動及戶政等未成年懷孕

業務相關承辦人員。 

2. 民間團體承辦未成年懷孕服務之工作人員。 

    二、參與人數： 

預計參與者為每場次 60人，二場共計 120人。 

肆、辦理地點及時間： 

一、中部場次： 

1. 地點：維他露基金會(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23號) 

2. 時間：108年 09月 10日 09：10-16：50 

      108年 09月 11日 09：10-15：30 

二、北部場次： 

1.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G101教室 

2. 時間：108年 09月 25日 09：30-17：10 

      108年 09月 26日 09：00-17：00 

 

 

 

 



伍、課程內容： 

（一） 未成年懷孕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中部場： 

9月 10日（二） 

時間 主題 內容 

09:10-09:30 報到 

09:30-12:00 

（2.5小時） 

專題一： 

未成年懷孕議題概論 

主講人： 

林容 社工督導 

未成年懷孕求助站及專線服務

執行現況分析，6 歲以下及脆弱

家庭服務概況討論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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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校、職場及家庭場域的看

見及觀察，協助工作者提升性別

意識及敏感度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7:10 

（2小時） 

專題三： 

未成年懷孕家庭社會工作、家

庭動力及處遇應用 

主講人： 

卓翊安 助理教授 

藉著社會工作理論討論未成年

懷孕家庭角色互動關係及動力

影響因素，並就實務案例討論處

遇應用模式 

17:10 賦歸 

9月 11日（三）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09:10-09:30 報到 

09:30-12:30 

（3小時） 

專題四： 

未成年懷孕議題中的性教育與

性別權力 

主講人： 

許玉玲 諮商心理師  

透過實務經驗分享探究未成

年懷孕議題當中隱含之性

別、關係議題及心理衛生輔導 

12:30-13:30 午餐 

13:30-15:30 

（2小時） 

專題五： 

從公共衛生及醫療觀點協助未

成年懷孕當事人 

主講人： 

鄭其嘉 副教授 

自醫療及公共衛生觀點了解

如何協助當事人面對非預期

懷孕事件於醫療端介入協助

面向及服務現況分析 

15:30 賦歸 

 

  



（二） 未成年懷孕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北部場： 

 

9月 25日（三）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9:30-10:00 報到 

10:00-12:00 

（2小時） 

專題一： 

未成年懷孕家庭社會工作、

家庭動力及處遇應用 

主講人： 

卓翊安 助理教授  

藉著社會工作理論討論未成年懷孕

家庭角色互動關係及動力影響因

素，並就實務案例討論處遇應用模

式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2小時） 

專題二： 

從公共衛生及醫療觀點協助

未成年懷孕當事人 

主講人： 

鄭其嘉 副教授 

自醫療及公共衛生觀點了解如何協

助當事人面對非預期懷孕事件於醫

療端介入協助面向及服務現況分析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7:10 

（2小時） 

專題三：未成年懷孕議題中

的性教育與性別權力 

主講人： 

張雅鈴 諮商心理師 

透過實務經驗分享探究未成年懷孕

議題當中隱含之性別、關係議題及

心理衛生輔導 

17:10 賦歸 

9月 26日（四） 

時間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9:30-10:00 報到 

10:00-12:30 

（2.5小時） 

專題四： 

未成年懷孕議題概論 

主講人： 

林容 社工督導 

未成年懷孕求助站及專線服務執

行現況分析，6歲以下及脆弱家庭

服務概況討論 

12:30-14:00 午餐 

14:00-17:00 

（3小時） 

專題五： 

青少男女討論情感關係與避

孕之工作方法 

主講人： 

郭雅真 勵馨基金會特約講師 

藉著實際於校園團體及演講經驗

中，分享與青少年族群討論兩性交

往情感關係與正確避孕知識之工

作方法及架構 

17:00 賦歸 

 

 

 

 

 

 



陸、講師簡介： 

（一）林容社工督導 

學歷：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進修中） 

現職：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收出養方案督導 

經歷：勵馨基金會台中縣兒少關懷中心社工、春菊馨家園社工；青少女懷孕方

案督導、家庭暴力目睹兒少方案督導、收出養方案督導 

 

（二） 何家雯諮商心理師 

學歷：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 

現職：臺中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

會婦女中心、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中分事務所身障資源中心等

社福團體 特約心理師 

經歷：社團法人台灣基地協會-社工督導 

      新竹市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中心（EAPC）-個管心理師 

      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臺中市綠川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師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臺中市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綜合區）-社工員 

      台中市基督教青年會（YMCA）（臺中市第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員 

 

（三） 郭雅真老師 

學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現職：勵馨基金會/教育宣導特約講師 

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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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卓翊安助理教授 

學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博士 

現職：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任教 

經歷：台中市社會局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外聘督導、台中市兒少性剝削方案結

案評估（勵馨承辦）外聘督導、勵馨基金會特約社工師 

專長：非自願少年（高風險、高關懷、安置機構少年）、家庭工作 

 

（五） 張雅鈴諮商心理師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諮商臨床組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雙修心理學系學士 

經歷：伊甸基金會桃園區視覺障礙服務方案外聘諮商心理師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外聘諮商心理師 

      新北市樂慧身心障礙者家庭資源中心外聘心理師 

      中原大學職涯諮詢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師 

專長：性別、環境心理、生涯、人際歷程取向心理治療 

 

（六）許玉玲諮商心理師 

學歷：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系碩士 

經歷：台灣性諮商學會理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諮詢

（商）服務計畫】合作心理師 

專長：性創傷議題、家暴議題、職涯輔導、性別議題、關係議題、學習輔導、

青少年性諮商、時間管理、悲傷輔導、校園危機與創傷處理等，及其他心

理衛生知識之推廣 

 

（七） 鄭其嘉副教授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教育心理博士 

現職：私立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任教 

經歷：台灣性教育學會常務理事暨前秘書長 

      健康促進學校中央輔導委員 

      授證性教育師 

 



柒、報名須知： 

一、報名一律採取網路報名，兩場次之報名截止日期統一為 108年 8月 23日下

午 6點，每場次以 60人為上限並預留 10名候補名額，倘若額滿，則報名

表單也將提前關閉。 

報名成功後將於 3個工作天內收到電子信件通知，始算報名成功，如報名

後皆未收到信件或有其他疑問，請主動聯繫課程聯絡人：04-22275995轉分

機 246(商社工)、252(蕭社工)。 

網路報名表單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lWKsrRaS8WAIpXZahG1SQUE9WYUdb5_b3XP-H94e

U5I/edit    

    二、參加成員，務必準時報到。 

三、因現場座位有限，考量課程之品質，不接受現場報名。 

四、此次課程不提供轉讓，若報名者因故無法參加時，請最遲於課程之 10天前

電話告知，本會也將於課程 7天前發信聯繫候補人員確認是否遞補成功。 

五、全程參與(兩天)研習之人員可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社會工作師繼

續教育積分認證並提供研習證書。 

捌、交通資訊： 

一、中區場 - 維他露基金會(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 123號) 

1、搭乘火車及大眾運輸： 

   歩出火車站後可以搭乘 1路、8路、14路、15路、16路、21路、31路、35

路、55 路、61路、70 路、73 路、73路、82 路、100路、105路、108 路、

200路、203路、280路、285 路、286路、288路、289路、700路、6268

路公車，撘至三民路的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沿著育才街步行至雙十路的

維他露基金會館。 

2、自行開車： 

   (1)由中港交流道下來者，可走臺灣大道直行至臺中火車站前站，順著行車指

標轉至建國路直行，過精武路後接雙十路一段約 400公尺左右，文英館對

面即為維他露基金會館。 

(2)由中清交流道下來者，可走中清路直行大雅路，過了五權路之後接公園

路，於臺中公園前左轉走精武路，於國立台灣體育大學中興堂前紅綠燈口

左轉雙十路，車行 400公尺即可到達維他露基金會館。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lWKsrRaS8WAIpXZahG1SQUE9WYUdb5_b3XP-H94eU5I/edit&sa=D&source=hangouts&ust=1562825121344000&usg=AFQjCNHs73Z3MHKBs2Hgzv0dFnKgzBNSRw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lWKsrRaS8WAIpXZahG1SQUE9WYUdb5_b3XP-H94eU5I/edit&sa=D&source=hangouts&ust=1562825121344000&usg=AFQjCNHs73Z3MHKBs2Hgzv0dFnKgzBNSRw


    (3)由南屯交流道下來者，可直行走五權西路，至臺中文化中心前左轉五權

路，過了公園路和五權路路口約 100公尺，右轉太平路直行到底即為雙十

路文英館，左轉約 250公尺對面即為維他露基金會館。 

 

*維他露基金會地圖 

 

 

二、北區場：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G101教室 

1、搭乘火車及大眾運輸： 

至台北車站下車，轉乘捷運至士林站，往中正路出口，再轉搭公車 255、 

300、304、620、683、957、小 18、小 19、市民小巴 1、紅 30至東吳大學_錢 

穆故居站下車；或 557至東吳大學站下車。 

 

2、自行開車： 

   (1) 中山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往士林方向）-->重慶北路四段-->百

齡橋-->中正路-->至善路-->外雙溪校區 

   (2)北二高-->堤頂交流道-->往左至內湖路（內湖大直方向）-->自強隧道-->

至善路-->外雙溪校區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