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傑出論文發表會 

議  程  

一、 主 辦 單 位：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二、 贊 助 單 位：  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三、 研討會地點： 開幕會場—東海大學良鑑廳 

    博士論文發表會場—東海大學良鑑廳 

碩士論文發表會場—社會科學院 SS524、社會科學院 SS102 

四、 研討會日期： 2017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  

 

時 間 內 容 

08:50-09:10 
報到 

(獲獎者請於 9:00 前報到) 

09:10-:09:30 

會場：良鑑廳 
開幕式 

貴賓致詞： 東海大學校長/院長 

   感恩基金會 

主辦單位： 吳秀照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曾華源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古允文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理事長  

09:30-09:50 頒發傑出論文獎 

09:50-10:30 

會場：良鑑廳 
專題演講 

主持人：古允文（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主講人：曾華源（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10:30-10:40 茶敘(含壁報論文展) 

10:40-12:10 

第一場次 

（80 分鐘） 

 

報告：20 分鐘 

討論：5 分鐘 

會場：良鑑廳 

主持人：蔡啟源（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與談人：陳琇惠（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論文一(博士)：從病人到人：台灣精障會所在地轉化的另類實踐 

發表人：呂又慧（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王增勇、周月清教授指導） 

論文二(博士)：學校和督導沒教的事—臺灣社會團體工作專業養成與發展 

發表人：林佩瑾（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古允文教授指導） 

論文三(博士)：建構服務品質管理系統之研究—以老人長期照顧機構為例 

發表人：黃秀雲（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彭懷真教授指導） 



 

 

12:20-13:20 

會員大會場地：SS524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第九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主持人：古允文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理事長 

12:10-13:20 午餐：SS102 

13：20-14：40 

第二場次 

（80 分鐘） 
 

報告：20 分鐘 

討論：5 分鐘 

第一會場：SS524 
 

主持人：胡慧嫈（靜宜大學社會工作
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
授） 

與談人：黃聖桂（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副教授） 

第二會場：SS102 
 

主持人：陳宇嘉(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 

        校老人服務事業科副教授) 

與談人：侯建州（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 

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一：安置機構照顧者與兒少發展
依附關係之經驗探討 

發表人：林蕙平（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工作學研究所碩士）（沈慶
盈教授指導） 

論文一：社區精神疾患者社會功能評估
量表(Mini-ICF-APP)之實務驗
證 

發表人：柯錦雀（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 

作系碩士）（張麗玉教授指導） 

論文二：建構兒少保護醫療服務網絡
與合作機制-以高雄市為例 

發表人：莊美慧（屏東科技大學社會
工作系碩士）（趙善如教授
指導） 

論文二：論思覺失調症患者於我國監護
宣告中自我決定的研究--以分
析地方法院近一年裁定書為例 

發表人：張絲零（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碩士）（馬宗潔教授指導） 

論文三：牽起你我超越血緣的緣分-

安置機構離院者「手足關
係」初探 

發表人：王穎柔（慈濟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碩士）（賴月蜜教授指

導） 

論文三：談台灣 1990 年代障礙主體的
漂泊與逆流 

發表人：鄭慈瑩（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 

究所碩士）（王增勇教授指導） 

14：40-15：00 茶敘(含壁報論文展) 茶敘(含壁報論文展) 

15：00-16：20 

第三場次 

（80 分鐘） 

 

報告：20 分鐘 

討論：5 分鐘 

第一會場：SS524 
 

主持人：劉珠利（東海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教授） 

與談人：鄭期緯（東海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  

第二會場：SS102 
 

主持人：郭俊巖（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
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 

與談人：林勝偉（玄奘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一：獨居老人成功老化經驗之探
討—以女性高齡志工為例 

發表人：徐瑋勵（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工作學研究所碩士）（王永
慈教授指導） 

論文一：莫拉克風災災後生活重建在地
化模式之探討-以甲仙、那瑪
夏地區為例 

發表人：蔡家瑜（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

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
（林東龍教授指導） 

論文二：家庭接納對成年期同性戀及
雙性戀者的健康之影響 

發表人：楊喬羽（臺灣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碩士）（沈瓊桃教授指
導） 

論文二：看見生命韌力～一位太魯閣族
助人工作者的自我追尋與反
思 

發表人：Iwan Tadaw 冉秀惠(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 

(Kui Kasirisir 許俊才教授指導) 



 

 

論文三：東南亞新住民女性使用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資源之探究
─以中部以北地區為例 

發表人：趙含章（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吳秀照教授指導） 

論文三：從國外經驗看社會住宅對弱勢
者的必要性 

發表人：沈德寧（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碩士）（羅秀華教授指導） 

16:20-16:40 閉 幕 式 

 

 

 

 

 

 

 

 

 

 

 

 

 

 

 

 

 

 

 

 

 

 

 

 

 

 

 

 

 

 

 

 

 

 

 

 



 

 

2017 年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傑出論文發表會 

壁報論文陳列 

序號 作者 
指導 

教授 
畢業學校 論文題目 

1 
王潔媛 

(博士) 
楊培珊 

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外籍看護工在台灣私立小型長期照顧機構之勞

動經驗及社會融合 

2 
吳家慧 

(博士) 
彭懷真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我居故我在~獨居老年母親居住方式的轉換歷程 

3 劉彥伶 沈慶盈 
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正向交響曲：兒少保社工正向實務經驗之研究 

4 王悅 劉淑瓊 
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臺灣兒保社工遭遇服務使用者暴力、因應行為與

對服務輸送之干擾 

5 李雅琦 賴月蜜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居家式托育服務爭議與制度之研究 

6 徐筱茜 宋麗玉 
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運用優勢觀點為基礎之團體於青少年家暴相對

人之適用性與成效：親子關係之探討 

7 鄭紓彤 陳杏容 
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學校環境、自我概念與學校生活適應之關係探討

-以慈輝班學生為例 

8 陳姿妦 王珮玲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從兒童權利保護的視角─傾聽安置兒童的心聲 

9 蕭郁娟 王珮玲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親密關係暴力被害人危險判斷之初探 

10 邱湘婷 王永慈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

作學研究所 

婚姻暴力防治工作者對經濟暴力的觀點與處遇

模式 

11 王暐淳 汪淑媛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思覺失調症患者的親密關係研究 

12 陳怡樺 陳武宗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

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老人集合式住宅住民衝突經驗與生活適應之研

究-以高雄市老人公寓為例 

13 陳偉齡 陳武宗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

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友善或不友善？醫院志工服務高齡患者就醫經

驗之探討 

14 蔡孟均 陳馨馨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企業志工運用管理之研究:以大臺中企業為例 

15 李育誠 吳書昀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國中生對陰柔特質男性的態度、性別刻板印象與

霸凌行為之相關性研究 

16 楊詩婷 吳惠如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

兒童少年福利學系 
三位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面對壓迫的經驗 

17 陳俊穎 陳政智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

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繼續教育的相對剝奪－社工師專業繼續教育可

及性經驗之探討 

18 徐啟維 汪淑媛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以學生為主體之社會工作教育，如何可行？ 

19 余佳謙 萬心蕊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基層社工的回觀與前進:我與組織、經濟弱勢家庭

的交織圖像 

20 董麗梅 賴兩陽 
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多元就業開發經濟型方案轉型社會企業的可行

性分析：以東部地區五個單位為例 

21 黃閔琪 羅秀華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社會工作者服務貧窮處境者的經驗探究 

 



 

 

●校園地圖（http://www.thu.edu.tw/web/guide/detail.php?scid=22&sid=34） 

 

 

 

 

 

 

SS102 (1F) 

SS524 (5F) 

良鑑廳 

(圖書館 B1) 



 

 

●如何來東海（http://www.thu.edu.tw/web/guide/detail.php?scid=22&sid=34） 

自行開車-- 

1.行經國道一號（中山高），請於 178km 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行駛，直行約 4 公里可

到達本校。欲至第二教學區可於捐血中心路口迴轉至慢車道，由第二教學區側門入校。 

2.行經國道三號（中二高），請於 183km 下龍井交流道，於前方中興路、東海街兩入口進入

慢車道，往台中市區方向行駛，直行約 4 公里即可到達本校。 

 

搭乘大眾運輸-- 

1.公車 

台中火車站距離本校約 12 公里，可搭乘行經本校之公車至榮總站下車（請逕上臺中市公

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查詢）。 

欲至本校第二教學區請於澄清醫院站下車，步行約 10 分鐘可抵達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及

美術系、音樂系館。 

354 號公車（東海路思義教堂－僑光科技大學）可直達本校路思義教堂。 

2.客運 

搭乘國光號或統聯等巴至台中者，可選經台中港路朝馬站或中港轉運站下車，再轉搭市

區公車或計程車到達本校。 

3.高鐵 

於烏日高鐵站下車後，轉搭 161 號公車至榮總站下車。 

 

 

●校內接駁車班次時刻表 

 



 

 

●報名網址：http://bit.ly/2n8Y9xu 

本次活動僅受理線上報名申請(2017 年 4 月 21 日報名截止。) 

 

●聯絡方式：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TEL:04-23590121#36501  陳宜椿助教 

EMAIL：yichunchen@thu.edu.tw 

 

http://bit.ly/2n8Y9xu
TEL:04-26328001#17024
mailto:ywyao2@p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