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函 
通訊地址：10617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號臺大社工系 

承辦人：曾靜渝  

電話：0985-052-979 

電子信箱：taswe@taswe.org.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05月 10日 

發文字號：（111）社工教字第 0000024號 

密等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速    別：普通 

附    件：簡章 

 

主旨：檢送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辦理 111年 06月 13日(一)「第一屆台灣

社會工作教育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社工教育跨域創新與永續發

展』」活動簡章，謹請 協助函轉全國相關網絡單位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成立於 1992年，今年適逢成立 30週年。為擴

大社工學界的學術交流與研究成果分享，特舉辦「第一屆台灣社會工

作教育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社工教育跨域創新與永續發展』」。

本年度聚焦於有關社會工作教育與研究之跨域創新、專業發展、翻轉

教育、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政府委託計畫及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相關論文；以及與社會工作教育相關之專題演講及圓桌論壇。 

二、 會議資訊： 

（一） 辦理日期：111年 06月 13日(一) 09:00-17:00。 

（二） 辦理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三、 報名資訊： 

（一） 開放報名人數及對象：預計招收 120名。凡各政府機關、民

間團體、大專院校教師及各界關心社會工作教育發展之人士皆歡

迎報名參加。 

（二） 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如報名

提早額滿將提早截止，逾時不受理報名。 



（三） 開放報名時間：自 5月 16日 10時起至 5月 30日 17時止

（四） 線上報名網站：請至學會官網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亦可掃描簡章 QR Code報

名，或網頁搜尋「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五） 有關本會議簡章、議程及交通指引請參考附件。

四、 如有任何問題請來信 taswe@taswe.org.tw洽詢。 

正本：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醫務社會工作協會、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臺灣司法社工學會、社團

法人臺灣學校社會工作協會、台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台

灣社會福利總盟、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台北市社會工作師

公會、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

會、台灣社會政策學會、台灣社會工作管理學會、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國立臺灣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國

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輔仁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組、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

利學系、玄奘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

利學系、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高雄醫

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慈濟學校財

團法人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國立金門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育達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社會工作組、台北海洋科

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副本：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台 灣 社 會 工 作 教 育學會
第一屆年會�學術研討會2022

▶時間：2022年6月13日（一）9時起至17時止。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

▶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不接受現場報名；
　　　　　　如提早額�將提前截止，�時不受理報名。
▶開放報名：自5月16日10時起至5月30日17時止。
▶線上報名：請至學會官網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
　亦可掃描QR CODE報名，或網頁�尋「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主辦單位：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家庭研究中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協辦單位：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台灣司法社工學會

會議資訊

我要報名

辦理單位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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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2022年第一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社工教育跨域創新與永續發展」簡章 

壹、 說明：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成立於 1992 年，今年適逢成立 30 週年。為擴大社工學界的學術

交流與研究成果分享，特舉辦「第一屆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社

工教育跨域創新與永續發展』」。本年度聚焦於有關社會工作教育與研究之跨域創新、

專業發展、翻轉教育、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政府委託計畫及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相關論文；以及與社會工作教育相關之專題演講及圓桌論壇。誠摯邀請各界踴

躍報名參加！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協辦單位：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台灣司法社工學會 

參、 辦理資訊： 

辦理時間：2022年 6 月 13日（一）09:00-17:00，詳細議程請參閱附件一。 

辦理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詳細交通方式請參閱附件

二。 

肆、 活動報名： 

開放報名人數及對象：預計招收 120 名。凡各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大專院校教師及各

界關心社會工作教育發展之人士皆歡迎報名參加。 

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恕不接受現場報名；如提早額滿將提前截止，逾時不受

理報名。 

開放報名時間：自 5 月 16日 10時起至 5月 30日 17時止。 

線上報名網站：請至學會官網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亦可掃描右

下方 QR CODE報名，或網頁搜尋「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官方網站。 

 
伍、 注意事項： 

1. 本研討會擬申請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 

2. 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本活動將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做滾動式修正，如有任

何異動，請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謝謝。 

陸、 聯絡窗口：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公務信箱：taswe@taswe.org.tw。 

官方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taswe.or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
mailto:taswe@taswe.org.tw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
https://www.facebook.com/taswe.org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a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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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議程表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2022年第一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社工教育跨域創新與永續發展」議程表 
會議日期：2022 年 6 月 13日 9 時至 17 時 
會議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會場地點 主會場：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08:30-09:00 開放報到入席 

09:00-09:15 

（15 分鐘）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 

致詞貴賓：楊俊毓｜高雄醫學大學 校長 

     呂佩穎｜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院長 

     吳志毅｜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執行長 

主辦單位：馮 燕｜國立台灣大學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主任 

     陳建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主任 

     沈瓊桃｜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理事長 

09:15-10:15 

（60 分鐘） 

專題演講：圍城：臺灣社會工作發展的困境與突圍 

主持人：郭俊巖｜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院長  

主講人：古允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副院長 

10:15-10:30 

（15 分鐘） 

優秀青年學者獎、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傑出論文獎頒獎典禮暨大合照 

主持人：沈瓊桃｜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理事長 

10:30-10:45 

（15 分鐘） 
茶敘 

會場地點 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濟世大樓 9F CS915 
綜合實驗大樓 1F 臨床技能專業教

室(階梯教室) 

場次 

【SDG11-永續城鄉】 

風險社會與災後重建：災難社會工

作的發展與對話（圓桌論壇） 

【SDG4-社工優質教育】 【社工實務跨域創新】 

主持人 
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

士學位學程 副教授 

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李易駿｜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副校長 

與談人 

陳武宗｜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全國成｜基督教芥菜種會社會救助處 

處長 

莊俐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

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教

授兼主任 

吳鄭善明｜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主任 

王篤強｜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任 

趙善如｜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教授 

10:45-12:15 

（90 分鐘） 

發表主題/發表人 發表主題/發表人 發表主題/發表人 

社區災害應變的經驗與模式：以屏

東縣為例 

張麗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

作系 副教授 

葉一隆｜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

程系 教授 

董柔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

作系 研究生 

陳怡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

作系 研究生 

從「原心」出發—原住民族社會工

作高等教育 之發展與省思 

許俊才｜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Ciwang Teyra｜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 助理教授 

研訂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員工到社

政、醫療服務的轉銜輔導工作手冊 

陳政智｜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以“災害與社會工作”做為學生拓

展國際社會工作服務橋樑的可能 

謝祿宜｜長榮大學社會工作系    

助理教授 

讓夏蟲語冰：運用處境學習培育社

會工作專業基礎核心能力之研究  

白倩如｜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 副教授 

社區物聯網遠距健康照護科技管理

應用分析：從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

跨域創新服務模式為例 

黃崇能｜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研

究所 碩士生 

黃瀚諄｜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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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和復原力：從災難社工到部落

發展與災後重建 

黃盈豪｜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

士學位學程 副教授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建構學用合一的

社會工作專精課程之研究 

林哲瑩｜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認知負荷觀點在社區工作教學之應

用與成效探究 

鄭夙芬｜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災難下的公私協力：災變社會工作

的挑戰 

林珍珍｜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合作學習融入照顧服務課程之行動

研究 

王明鳳｜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助理教授 

花蓮富里羅山村社區營造的歷程、

困難與因應策略之探討 

林順一｜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

究所 研究生 

洪明皇｜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

究所 教授 

12:15-13:30 

（75 分鐘） 

午休 地點：勵學大樓 A1 教室 

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議 地點：濟世大樓 CS302 

主席：沈瓊桃 理事長 與會人員：學會全體會員及理監事 

會場地點 勵學大樓 3F 視聽中心 濟世大樓 9F CS915 
綜合實驗大樓 1F 臨床技能專業教

室(階梯教室) 

場次 

【SDG3-健康與福祉】 

兒童受暴與身心健康長期追蹤跨域

研究（台大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自組論壇） 

社會工作翻轉教育與在地培力深耕

計劃成果發表 

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傑出論文

獎論文發表  

主持人 

馮 燕｜國立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

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

中心 主任 

王仕圖｜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吳慧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任  

與談人 

顏正芳｜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教授

暨精神科主治醫師 

楊佩榮｜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

究所 所長 

童伊廸｜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張菁芬｜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謝文中｜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13:30-15:00 

（90 分鐘） 

發表主題/發表人 發表主題/發表人 發表主題/發表人 

台灣兒童受暴與染色體端粒長度及

心理問題的關聯性 

華筱玲｜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

研究所 教授 

馮瑞鶯｜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

學系 教授 

街頭上的日子 

陳琇惠｜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東南亞女性婚姻移民之回流想望 

楊慧滿｜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

人服務事業科 講師（詹宜

璋教授指導） 

台灣青少年網路成癮與自殺意念關

係的危險與保護因子 

沈瓊桃｜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 特聘教授 

謝意苹｜美國北達科達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 教授 

社區巷弄長照站的課程活動規劃與

設計 

梁鎧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見證成長、肯定付出：推動優勢模

式之督導歷程與督導因應策略之探

究 

鄧啟明｜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自

費安養中心社工股 股長

（宋麗玉教授指導） 

霸凌被害經驗對社會智力之歷時影

響：潛在成長曲線分析 

魏希聖｜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 教授  

運用專題導向學習法於方案設計與

評估專題課程之教學實踐研究 

陳秀靜｜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台灣醫務社會工作專業實踐之研究 

施睿誼｜育達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助理教授（曾華源講座教

授指導） 

負面童年經驗、心理健康與父母嚴

厲管教關係之探討 

吳佳芸｜台大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都會型巷弄長照站跨專業服務模式

建構 

張江清｜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 講師 

醫務社工推動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OSCE)之經驗探討 

曾文玲｜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莫藜藜教授指

導） 

15:00-15:15 

（15 分鐘）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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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高醫大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

育計畫（UFO）-「人口與科技變遷

下的人文社會教育-前瞻．跨域．融

合」 

【SDG16-和平正義與健全制度】 

『刑罰』或『治療』？精神障礙觸

法者監護處分制度借鏡與跨域合作

模型建構（台灣司法社工學會圓桌

論壇） 

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傑出論文

獎論文發表 

主持人 
呂佩穎｜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院 院長 

吳慧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任 

鄭怡世｜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與談人 

 周煌智｜凱旋醫院 院長 

王珮玲｜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特聘教授 

吳淑玲｜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社

工室 主任 

侯建州｜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

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顏玉如｜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15:15-16:45 

（90 分鐘） 

發表主題/與談人 發表主題/發表人 發表主題/發表人 

「人口與科技變遷下的人文社會教

育-前瞻．跨域．融合」 

王俐容｜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

社會科學學系教授兼通識

教育中心主任 

蘇郁惠｜國立清華大學音樂系教授

暨電機資訊學院音樂、科

技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陳令儀｜國立清華大學醫學科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陳建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管理學

院經濟學系教授兼院長 

胡中凡｜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副

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葉婉如｜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

教授 

尤素芬｜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

人社院教學組組長 

謝文中｜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余貞誼｜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簡淑媛｜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

事 長期照護工作推動主

委、高雄市家庭照顧者關

懷協會 常務理事 

（與談人順序按學校地區排序） 

美國精神障礙觸法者司法審判與處

遇之介紹：以紐約州為借鏡 

賴擁連｜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教授 

駱姿螢｜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John Jay

刑事司法學院 博士候選人 

早期療育服務機構社會工作者之倫

理兩難探究 

王昱晶｜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胡中宜教授指導） 

英國監護處分實務-精神病犯之處置 

許華孚｜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教授 

黃光甫｜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

究所 博士候選人 

家庭社會資本對於高中職身心障礙

離校生 自立生活之影響 

李沛強｜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吳慧菁教授指導） 

日本醫療觀察法入院處遇探討 

林政佑｜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 

寄養社工執行寄養家庭退場輔導經

驗之探討 

葉素晴｜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鄭怡世教授指導） 

台、德刑法監護法制之比較研究 

潘怡宏｜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助理教授 

新住民女性的生命經驗─以照顧精

神障礙者的觀點為例 

張雅晴｜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張菁芬教授指導） 

會場地點 主會場：勵學大樓 3F 視聽中心 

16:45-17:00 

（15 分鐘） 

閉幕式 

主持人：陳建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主任 

沈瓊桃｜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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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通指引 

 

高雄醫學大學（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因應疫情管制，敬請與會人員統一於本校自由路或同盟路校門進出。 

 

➢ 大眾運輸及自行開車資訊： 

1. 高鐵車站轉搭計程車約 17分鐘，沿大中路於自由路右轉，再於同盟路左轉即達本

校。 

2. 高捷車站轉搭捷運接駁公車，由後驛站出入口 2搭乘紅 29接駁車，即達本校。 

3. 火車高雄站後站出口距本校約兩公里，車程約 5分鐘。 

4. 小港機場轉搭計程車約 30分鐘。 

5. 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下「鼎金交流道」於民族路左轉，再於同盟路右轉，即

達本校。 

6. 開車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下「九如交流道」沿九如路往火車站方向，於自由路右

轉，遇同盟路右轉，即達本校。 

 

➢ 停車資訊： 

請於同盟路上路邊收費停車格停車。 

※校內停車場（運動場地下停車場、和川停車場）僅限本校教職員工生停放汽、機車。 

 

➢ 高醫大平面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