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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積極維護懷

孕學生之受教權，特訂定本要點。 

二、適用本要點之學生（以下簡稱適用學生），包括： 

（一）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之學生。 

（二）育有子女之學生。 

（三）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三、適用學生之受教權益如下： 

（一）彈性辦理請假。 

（二）彈性處理成績考核。 

（三）保留入學資格。 

（四）延長修業期限。 

（五）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六）其他受教權益。 

適用學生得向本校提出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如附件一），未成年懷孕及

未成年育有子女之學生得提出個案服務轉介（轉介單如附件二）之申請，或運

用其他相關社會福利資源。 

四、本校依據教育部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之附件「學生懷孕受教權

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原則」擬定分工表（附件三），維護適用學生之受教權並提

供必要協助。 

五、本校知悉適用學生時，依據「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

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附件四）告知校內外保障其受教權之輔導協助資源，

並主動提供「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附

件一）予其填寫。適用學生為未成年者，本校應即啟動工作小組；有相關需求

之成年學生，向本校提出申請者，亦同。 

六、前點工作小組之組成、任務如下： 

（一）組成：由校長或校長指派校內主管擔任召集人；與適用學生課業、出缺

勤、學習環境及學生輔導相關之處室主管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為



當然成員，並得邀請相關專業之校內外人士參與。 

（二）任務： 

1. 依適用學生需求，整合教育、社政、戶政、勞工、衛生醫療、警政

單位之資源，提供適用學生輔導、轉介、安置、保健、就業、家庭

支持、經濟安全、法律協助及多元適性教育。 

2. 其他關於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相關事務。 

（三）本校以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為單一窗口，設置專人管理之專用信箱

（970302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二段880號 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專

線 （ 03-8572158 分 機 2387 ）、 傳 真 （ 03-8578543 ） 及 電 子 信 箱

（dadsc12@tcust.edu.tw）。 

七、本校採取下列具體作為積極維護適用學生之受教權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一）提升教職員工生及家長對適用學生同理、接納與關懷之正向態度，積極

營造無歧視、多元平等之友善校園環境。 

（二）於相關課程、教育活動、集會或研習，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受教權及情感

教育相關議題之宣導、訓練，每學年辦理至少一場宣導或訓練。 

（三）不得以學生懷孕、曾懷孕或育有子女為由，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

適用學生請假、休學、轉學或退學。 

（四）修正學則、各種章則、成績考核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入彈性辦理請假、

彈性處理成績考核、保留入學資格、延長修業期限、申請休學期間不計

入休學年限之輔導協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但法規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五）改善校園相關設施，提供適用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境。 

（六）不得歧視或違法懲處適用學生，亦不得做出其他不當之措施或決議。 

（七）知悉學生有懷孕之情事時，其內容如屬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

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應辦理通報者，應依規定確實辦理。 

（八）運用相關經費，或向教育部申請補助，辦理適用學生之輔導及多元適性

教育。 

（九）於輔導、協助適用學生時，建立完整紀錄，並謹守專業倫理，尊重其隱

私權。 

（十）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

議工作報告事項，並於每學年末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概況

彙報教育部。 

（十一）適用學生遭受學校歧視、違法懲處，或學校做出其他影響受教權之措



施或決議，得依相關法規提出救濟。 

八、本要點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訂時亦同。 



附件一、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生理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年齡   歲 

班級 

學號 
 班別 

□ 1.日間部     □ 2.進修部 

□ 3.在職專班    □ 4.其他：_______ 

是否需學校協助？ 

□ 1.是 □ 2.否（限20歲以上成年學生選填） □ 3.其他：_________ 

聯絡

電話 

（住宅）： 

（手機）： 
E-mail  

學生

狀態 

□ 1.懷孕（懷孕週期：   週） 

□ 2.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 

□ 3.育有子女（請說明：                  ） 

□ 4.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 

出生

子女

安排 

□ 1.女方獨立扶養       □ 2.男方獨立扶養 

□ 3.結婚雙方共同扶養     □ 4.單方與家人一起扶養 

□ 5.出養           □ 6.未婚雙方共同扶養 

□ 7.其他安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學

概況 

□ 1.繼續就學 

□ 2.請假 

□ 3.休學（休學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學生需求（可複選）： 

□ 1.彈性辦理請假 

□ 2.彈性處理成績考核 

□ 3.保留入學資格 



□ 4.延長修業期限 

□ 5.申請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 6.校內各項設施使用彈性調整（請勾選下列選項） 

□哺（集）乳室 □停車位 □上課教室／座椅調整 □其他：_________ 

□ 7.相關輔導協助（請勾選下列選項） 

□心理諮商輔導 □家庭輔導 □學業輔導 □就業輔導 □其他：______ 

□ 8.轉介校外資源（請說明：                   ） 

□ 9.其他需求（請勾選下列選項） 

□醫療協助 □法律諮詢 □經濟協助 □安置 □家庭協商 

□托育   □其他：________________ 

※ 填報人資料（若填寫本表者非當事人，本項目資料必填） 

姓名  
單位／ 

與學生關係 
 

知悉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聯繫紀錄  

學生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請核章）  單位主管（請核章）  

會辦單位  



 

 



 

附件三、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表 

一、依據教育部110年7月23日臺教學（三）字第1000072134B 號令修正發布之學生

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之附件「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

原則」擬定分工表，維護適用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協助。 

二、分工表 

相關行政單位 

單位 負責項目 

教務處／進修部 

1. 修正學則、各種章則、成績考查或評量之相關規定，

納入入學資格保留、延長修業期限、請假規定、申請

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缺課及成績考核彈性處理

之輔導協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 

2.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內容包含

學業輔導（即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程，含安排課程時

間、課桌椅調整、場地、遴選合適教師等）及技職訓

練課程等。 

生活輔導組／ 

進修部 

1. 修正各種章則、操行成績考查或評量之相關規定，納

入請假規定、缺課及操行成績考核彈性處理之輔導協

助措施，協助適用學生完成學業。 

學生諮商暨生涯

輔導中心 

1. 每學年於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中，納入維護學生懷孕受

教權及情感教育相關議題之宣導。 

2. 設置專人管理之網站、專用信箱、電話或電子郵件帳

號，並運用集會、教學或教師進修加強宣導，使適用

學生能有隱私及安全地主動求助。 

3.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內容包含

家庭教育、生涯規劃輔導等。 

衛生保健組 

1. 視適用學生之需要，提供其多元適性教育，內容包含

孕程保健諮詢、嬰幼兒保育諮詢、孕程及產後照護、

預防非預期性懷孕知能等。 

2. 視適用學生需求，增購健康中心設備器材及提供母乳

哺（集）之相關設施。 

 



總務處 

1. 視適用學生需求，規劃提供合乎其需要之教室安排、

停車設施、如廁地點等無障礙學習環境。 

2. 改善校園相關設施，提供適用學生友善安全之學習環

境。 

會計室 
1. 每年參考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所擬辦理適用學生

之輔導及多元適性教育之實施方案編列經費預算。 

輔導單位 

職稱 負責項目 

學生諮商暨生涯

輔導中心主任 

1. 依據適用學生需求，成立輔導團隊，召開個案會議，

擬定輔導計畫，並適時修正。 

系輔導老師 

1. 提供適用學生個別輔導、諮詢及相關決定之資訊。 

2. 依適用學生之需要協助安置、托育及相關社會福利資

源轉介。 

3. 提供適用學生家庭諮詢及支持，並視需要提供其家長

諮詢及協助。 

4. 視需要提供班級團體輔導。 

5. 建立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紀錄，並依專業

倫理妥適保存及管理其資料。 

適用學生就讀科

系所之行政主管 

1. 出席個案會議共同研擬輔導計畫。 

適用學生班級導

師 

1. 關懷懷孕事件學生在學及休養期間之狀況，含提供相

關資訊、留意出缺勤狀況、提醒孕程保健相關事宜等，

並凝聚班級同儕共同適時給予其關懷，以及提供其所

需要之協助。 

2. 提供學業輔導和生涯規劃輔導，協助完成學制內之課

程。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委員 

1. 出席個案會議共同研擬輔導計畫。 

 



附件四、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流程圖 

 

學校知悉適用學生 

告知校內外保障適用學生受教權之輔導協助資源，並提供「慈濟學校財團

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現況與需求調查表」予學生、導師或教師填寫

後，送交權責單位續處 

權責單位（學生諮商暨生涯輔導中心） 

適用學生 

協助需求 

是否有跨單位協

調協助需求 

啟動工作小組，由校長或校

長指派校內主管擔任召集人 

權責單位 

相關單位依工作小組決議及

「分工表」提供適用學生協

助事項，並視情況轉介至地

方政府社會局（處）或相關

機關（構） 

權責單位、學校各單位 

將資料建檔 

權責單位 

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辦理情形列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工作報

告事項，並於每學年末將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概況彙報教育部 

註 1：適用本要點之學生（簡稱適用學生），係指懷孕、曾懷孕（人工流產、自然流產或出養）、育有子

女，以及因配偶或伴侶懷孕、曾懷孕，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之學生。 

註 2：流程圖所指分工表，係指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分工表。 

未成年 成年 

是 

是 

否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