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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主任的話 

各位系內外師長、朋友、與同學，大家好： 

東海社工自 1974 年設組至今，馬上邁入第 50 個年頭。回顧過去、檢視當下、

放眼未來，正是時候。這份年報，是暫行試刊本。它的類目和內容還待補充，

它的形式還需完善。我們希望透過它能瞭解檢視自己，向外說明發展現況、

並且逐步累積蒐集整理相關資料，為我們系 50生日暖壽。因此請大家不吝

提供意見。謝謝大家！ 

 

 

系主任王篤強 



2 

 

貳、 本系介紹 

一、 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在臺灣的助人專業培訓教育中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

位，民國六十三年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成立社會工作組，復於民國六十八年首

創臺灣第一所日間部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更在民國七十三年成立全國第一所

社會工作研究所 ( 碩士班 ) ，民國八十三年成立全國第一所社會工作研究

所博士班。目前（110 學年度）東海社工系全系共計約 620位學生。至民國

110年 8月止，本系學士班畢業系友已有 44屆 4286人，碩士班畢業系友 40

屆 522人、博士班畢業系友 21屆 80人。 

 

這些年來，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培育出許多從事社會工作的菁英。本系不

論是學士班或碩博班的畢業生就業情形極為良好。第一線的社工人員及擔任

社政或非營利機構的領導人中，東海社工系所的畢業生所占比例非常高。社

會工作專業組織，如公會及專業協會的領導者中，本系老師及畢業生也佔有

極大比例。最近本系畢業生到各學校社工系擔任教職，甚至系主任的人數也

逐年增加。因此，就臺灣社工專業發展及社會工作教育上，東海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的影響是明顯的。 

 

社會工作學系屬於『社會與心理學群』，此學群的強調的是對社會及弱勢的

關懷。希冀用專業的助人藝術來提升人們的生活福祉。如果對人及自己有興

趣、對改善社會環境提升臺灣人的福祉有強烈的使命感，並樂於助人的學

生，歡迎來就讀本系。我們一定能提供最接近實際並且扎實的完整訓練。 

 

二、 系所特色 

(一) 系所優勢 

作為一個在台灣擁有最悠久歷史及最完整學制（學士、碩士、博士）的

社會工作學系，我們不但擁有資歷完整的堅強師資，也有遍布海內外各

領域的熱情系友，以作為在校學生的學習資源與後盾。 

(二) 深化社工實務的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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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整的實習課程規劃下與督導制度下，學生未入社會前即有數百小時

實務實習經驗。 另外在課程上規劃不同重點學程，使同學在有興趣的

領域中能更學有專精。協助學生成為一個出色的專業社工人，在未來的

就業市場上提升表現及競爭能力。 

 

(三) 就業機會多元 

政府及民間對社會工作人力需求殷切，社工系畢業學生出路廣泛。學生

畢業後可報考社會工作師證照或政府考試、投身政府社會福利、健康照

顧與勞動等相關領域、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或企業人力資源相關部門

等。 

 

(四) 全校提供獎助學金最多的系所之一 

考慮同學經濟狀況，除全校性獎助學金外，本系亦設立獎助學金協助學

生安心向學。另外系友及各相關民間團體亦每年支助經費支持本系學生

到花蓮偏鄉服務。 

 

(五) 師生優良表現 

本系學生專業服務學習場域多元，並積極建立跨領域合作，提供社區服

務。教師在社會福利領域研究與社會服務深度參與，與政府及民間有良

好合作關係。 

 

(六) 國際化 

提升社會工作視野及國際關懷，本系積極邀請傑出海外系友返校演講、

舉辦國際研討會、校系合作交流、海外學生交換、海外志工實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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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師資介紹 

 王篤強教授（系主任） 

學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 

專長領域： 

 貧窮、高齡弱勢人口與社會工作 

 志願服務與非營利組織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倫理、思想與理論 

 社會福利方案評估與政策分析 

 劉珠利教授 

學歷：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社會工作博士 

專長領域： 

 直接服務 

 女性主義、婦女議題 

 性別角色、創傷經驗 

 反壓迫、跨文化實務工作 

 質性研究 

 

 呂朝賢教授 

學歷：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博士 

專長領域： 

 弱勢與社會不均 

 兒童與家庭福利 

 社會福利政策 

 貧窮研究 

 非營利與社會企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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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琇惠教授 

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博士 

專長領域： 

 社區工作、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國民年金保險制度、農民保險制度 

 老農福利津貼制度 

 國民年金保險監理制度 

 社會福利政策 

 貧窮議題 

 

 鄭怡世教授 

學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博士 

專長領域：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詮釋取向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教學方法 

 方案規劃與評估 

 

 高廸理副教授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社會工作博士 1988/10 

專長領域： 

 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間接服務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社會統計 

 老人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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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懷真副教授 

學歷：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專長領域： 

 非營利組織與管理 

 人力資源 

 婚姻與家庭 

 志願服務 

 

 

 吳秀照副教授 

學歷： 

美國布蘭岱斯大學社會政策博士 

專長領域： 

 障礙福利與勞動政策 

 婦女及家庭福利與政策 

 婦女勞動與就業 

 外籍勞動者與移民相關議題研究 

 

 

 黃聖桂副教授 

學歷： 

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 

專長經歷： 

 心理諮商 

 家族治療 

 家庭評估與診斷 

 社會團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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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文高副教授 

學歷：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專長領域： 

 老人照顧服務與社會工作 

 社區工作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社會研究法與統計 

 

 鄭期緯助理教授 

學歷： 

澳洲 La Trobe University 

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博士 

專長領域： 

 社會資本 

 弱勢家庭 

 健康照護 

 量化研究 

 

 鄧湘漪助理教授 

學歷：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 

專長領域： 

 社區工作、集體暴力與創傷療癒 

 移民/難民研究 

 文化與族群社會工作 

 原住民族文化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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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琬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專長領域： 

 兒童少年福利 

 家暴與性侵害防治 

 收出養與家外安置 

 早療家庭 

 醫務社會工作 

 莊家怡助理教授 

學歷： 

日本國立佐賀大學學術博士（地域社會系統學） 

專長領域： 

 地域社會與地域福祉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高齡者社區福祉 

 社會參與及生命意義 

 台日社會/社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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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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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介紹 

一、 學士班教育目標 

1. 培育關懷人群福祉、實踐社會正義的人才。 

2. 培養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的人才。 

3. 培養願意從事社會服務輸送的人才。 

二、 學士班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關係示意圖 

核心能力 對應課程 

瞭解人的能力 

 必修 

心理學 3-0（大一） 

社會工作概論 3-3（大一）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0-3、0-3（大一下、大二上） 

 選修 

自我探索成長 2-0(大一) 

關懷服務學習 3-0（大一） 

人體生物學 0-2（大一） 

精神醫學 2-0（大二） 

瞭解社會環境及現象的能力 

 必修 

社會學 3-0（大一） 

社會心理學 0-3（大一） 

社會統計 2-2（大二）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3-3（大三） 

 選修 

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0-3（大一） 

組織行為 3-0（大二） 

家庭動力 3-0（大二） 

社會福利機構組織 0-2（大二） 

 

瞭解社會福利制度及政策的能力 

 必修 

社會福利行政 0-3（三）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0（四） 

 選修 

社會福利導論 2-0（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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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社會工作 2-0（大二） 

社會救助與社會工作 0-3（大四） 

具備社會工作專業精神的能力 

具備社會工作策略思考的能力 

具備社會行動之能力 

 必修 

社會個案工作 3-3（大二） 

社會團體工作 3-3（大二）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0-3（大二） 

社會工作實習一 1-1（大二下大三上） 

社會工作實習二 1-1（四） 

社會工作實習三 1-1（四） 

社會工作倫理（四） 

社會工作管理 3-0（大三） 

方案設計與評估 0-3（大三） 

社區工作 3-0（大三） 

 選修 

壹、 基本技巧與理論： 

志願服務 0-2（大一） 

社會工作實習一專題 1-1（大二上、大三下） 

社會工作理論 0-3（大四） 

社會工作實習二專題 1-1(大四) 

社會工作實習三專題 1-1(大四) 

貳、 人口群： 

兒童與社會工作 0-2（大二） 

青少年與社會工作 0-2（大二） 

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 3-0（大三） 

老人與社會工作 0-3（大三） 

婦女社會工作 0-3（大三） 

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工作 0-3（大三） 

參、 領域類課程： 

家庭社會工作 0-3（大二） 

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2-0（大三） 

醫療社會工作 3-0（大三） 

司法與社會工作 2-0（大三） 

學校社會工作 0-3（大三） 

人力資源管理 0-3（大四） 

保護性社會工作 3-0（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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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碩士班教育目標 

1.培育反映社會需求、實踐社會正義的社會工作實務專精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規劃、執行、管理、評估、研究人才。 

四、 碩士班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關係示意圖 

核心能力 對應課程 

具備剖析社會問題及進行服務

規劃的能力 

 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專題 

 新興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專題） 

 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專題 

 家庭暴力專題 

 災變社會工作（專題） 

 方案設計與評量專題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專題 

具備執行社會工作專業處置的

能力 

 社會工作實習一【必修】 

 社會工作實務理論【必修】 

 個案工作研究 

 團體工作研究 

 社區工作專題 

 社會工作專業文化專題 

具備督導、管理、評估的能力 

 社會工作督導專題 

 方案設計與評量專題 

 非營利組織專題 

 社會工作管理專題 

具備政策研究與分析的能力 

 社會福利政策研究 

 家庭政策與福利服務 

 身心障礙就業與福利政策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專題 

具備社會工作研究與論文寫作

的能力 

 社會工作研究法【必修】 

 計量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 

 敘事研究方法 



13 

 

五、 博士班教育目標 

1.培育社會工作專精領域的學術人才。 

2.培育社工理論與研究並重的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政策規劃與評鑑的領導人才 

六、 博士班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關係示意圖 

核心能力 對應課程 

具備社會工作理論及服務輸送的

專業能力 

 社會工作理論【必修】 

 社會工作英文文獻選讀 

 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專題 

 團體工作研究 

 個案工作研究 

 多元人力管理專題 

 社會工作專業文化專題 

 組織規劃與組織運作專題 

 災變社會工作 

 新興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具備分析、制定政策，判析服務

效益的能力 

 社會政策分析【必修】 

 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專題 

 庭社會工作專題 

 社會工作督導專題 

 社會福利政策研究 

 社會工作管理專題 

 社區工作專題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專題 

 人群服務與實務管理 

 績效與品質管理專題 

具備社會關懷與主持助人專業研

究的能力 

 方法論【必修】 

 高等統計 

 社會工作與弱勢團體 

 質性研究 

 行動研究 

 社會工作專題討論 

（策略：擔任研究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 

具備講授大學課程的教學能力 策略：博士班學生教授學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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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教師研究及學術發表 

一、 研究案 

主持人 計畫單位 研究計畫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陳琇惠 社工系 科技部計畫 

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 

(108)轉化或重構：國保、農保與老農津貼

因應年金改革後制度調整之研究(2/2) 

鄭怡世 社工系 教育部計畫 

教育部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 

處境學習」評量指標及評量工具之探究：

以社會工作研究方法課群為例 

蕭文高 社工系 

其他政府部

會計畫 

其他政府部會

研究計畫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辦理「社會

福利採購操作指引及教育訓練」 

鄧湘漪 社工系 科技部計畫 

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 

(108)在台西藏族裔之生存處境、族群機會

與福利嫁接(2/2) 

劉珠利 招生策略 教育部計畫 

教育部研究計

畫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09高教深耕：1-2-1語言能力與通識素養

(通識中心)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09高教深耕：1-2-2語言能力與通識素養

(文學院) 

王篤強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09高教深耕：2-2-2跨域創新學院規劃與

啟航(樂齡學院)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09高教深耕：2-3系所專業課程轉型與接

軌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09高教深耕：2-4-1跨域學習與國際連結

(教務處)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09高教深耕：3-3-2產業鏈結與職涯發展

(教務處-實習) 

鄧湘漪 社工系 科技部計畫 

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 

文化照顧在臺灣原住民族的在地實踐－文

化統合的生態體系：原住民族照顧之論述

與實踐 

劉珠利 招生策略 教育部計畫 

教育部研究計

畫 第二期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劉珠利 招生策略 教育部計畫 

教育部研究計

畫 第二期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呂朝賢 社工系 

其他政府部

會計畫 

其他政府部會

研究計畫 

109年度臺中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需

求評估研究計畫 

陳琇惠 社工系 

其他政府部

會計畫 

其他政府部會

研究計畫 

109年度「國民年金保險財務監理策進模

式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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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琇惠 社工系 

非營利組織

計畫 

非營利組織產

學合作計畫 2021東海社工花蓮部落工作隊 

陳琇惠 社工系 教育部計畫 

教育部計畫

(研討會、講學

等) 2021東海社工花蓮部落工作隊 

陳琇惠 社工系 教育部計畫 

教育部計畫

(研討會、講學

等) 2021東海社工花蓮部落工作隊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10高教深耕：1-2-1語言能力與通識素養

(通識中心)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10高教深耕：1-2-2語言能力與通識素養

(文學院)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10高教深耕：1-3AI思維與程式語言 

王篤強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10高教深耕：2-2-2跨域創新學院規劃與

啟航(樂齡學院)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10高教深耕：2-3系所專業課程轉型與接

軌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10高教深耕：2-4-1跨域學習與國際連結

(教務處) 

劉珠利 高教深耕 教育部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110高教深耕：3-3-2產業鏈結與職涯發展

(教務處-實習) 

陳琇惠 社工系 

非營利組織

計畫 

非營利組織產

學合作計畫

(研討會、講學

等) 

110年社會工作翻轉教育與在地培力深耕

計劃--街頭上的日子 

二、學術發表 

教師 學術類別 學術成果名稱 

吳秀照 期刊論文 
卓春英、陳宜珍、吳秀照（2020.09）。新移民女性求職歷

程與就業障礙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71），230-243。 

王篤強 期刊論文 

吴填, 王笃强（2020.12）。自闭症谱系障碍群体纳入社区

康复生态系统评估的研究进展。Chinese Journa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35（12），

1522-1526。 

鄭怡世 期刊論文 鄭怡世*（2020.12）。「處境學習」在社會工作教育中的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150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150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150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150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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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學術類別 學術成果名稱 

運用：以大學部「社會工作研究方法」課程為例。臺大社

會工作學刊，（42），57-94。 

鄭怡世 期刊論文 

(鄭怡世)* (2020.09). The Concept of “the Poor” in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Taiwan: A Historical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quiry. Journal of Asia 

Public Policy, 14(1), 000-000. 

陳琇惠 期刊論文 

Hsiu-Hui Chen(陳琇惠), Shih-Jiunn Shi(施世

駿)* (2021.01). Changing dynamics of social policy in 

democracy: comparing pension and health reforms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4(1), 30-44. 

陳琇惠 期刊論文 

陳琇惠*（2020.12）。臺灣年金制度與 OECD國家之比較初

探：以 OECD年金指標為基準。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24（2），43-93。 

陳琇惠 期刊論文 

陳文華*、陳琇惠（2020.08）。需求與資源的拔河：台灣

長照 2.0計畫資格規則評析與啟示。中國公共政策評論，

17，54--73。 

鄭期緯 期刊論文 

黃祉瑜、石承旻、湯于萱、王韻婷、鄭期緯、王震光

（2020.09）。家長培力方案之研究 - 以彰化家扶家長生

涯發展方案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71），385-396。 

鄭期緯 期刊論文 

吳秀照、陶蕃瀛、鄭期緯（2021.06）。開創多元文化的高

齡者社區參與-社區劇場作為青銀共學共創的生活舞台。多

元文化交流，（13），84-100。 

郭惠瑜 期刊論文 
(郭惠瑜)*（2020.08）。障礙與性別的交織：探討小兒麻

痺女性母職經驗。女學學誌，（46），46-77。 

蕭文高 期刊論文 
蕭文高*（2021.06）。政策變遷下之社區社會工作專業職

能與教育省思。東吳社會工作學報，（40），63-88。 

蕭文高 期刊論文 

蕭文高*（2021.06）。健全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治理工具之

多層次網絡治理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5（1），

49-92。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1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1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41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41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41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41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6&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5&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4&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4&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4&emp_no=43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3&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3&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3&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4&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4&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14&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emp_no=661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emp_no=6613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4&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4&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3&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3&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3&emp_no=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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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學術類別 學術成果名稱 

吳秀照 專書部份章節 

吳秀照*（2020.10）。第三篇 Let's Think!專家學者觀察

--排除「工作」與「就業」障礙，創造生命連結及社會參

與。載於葉秀珊（主編），Let's Chat. 我們的事，我們

要參與：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紀實（54-57 頁）。臺北市：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ISBN：978-986-5429-26-0） 

黃聖桂 專書部份章節 

黃聖桂*（2020.08）。第一章社會工作會談的基本概念。

載於吳來信（主編），社會工作會談與技巧：社會工作會

談的基本概念（3-26頁）。台北：國立空中大學。（ISBN：

978-986-99281-0-6） 

黃聖桂 專書部份章節 

吳來信、(黃聖桂)*李貞宜，張歆祐（2020.08）。危機處

遇與會談技巧。載於吳來信（主編），社會工作會談與技

巧：危機處遇與會談技巧（271-295頁）。台北：國立空中

大學。（ISBN：978-986-99281-0-6） 

黃聖桂 專書部份章節 

吳來信、黃聖桂*李貞宜、張歆祐（2020.08）。非口語訊

息與環境觀察。載於吳來信（主編），社會工作會談與技

巧：非口語訊息與環境觀察（71-96頁）。台北：國立空中

大學。（ISBN：978-986-99281-0-6） 

黃聖桂 專書部份章節 

黃聖桂*（2020.08）。社會工作會談中內容反映的技術。

載於吳來信（主編），社會工作會談與技巧：社會工作會

談中內容反映的技術（123-146頁）。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ISBN：978-986-99281-0-6） 

吳秀照 研討會論文 

吳秀照*（2020.11）。身心障礙就業轉銜過程資源合作與

服務策略實務分享(一)回應人。論文發表於推動身心障礙

者就業轉銜之資源合作與服務整合實務研討會，台中市東

海大學茂榜廳：台中市政府社會局、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 

鄭期緯 研討會論文 

洪婕瑜、鄭夙芬、鄭期緯（2021.03）。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之長者防疫行為、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探究--以南部某兩

縣市為例。論文發表於疫情時代的社會工作時間，台北：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蕭文高 研討會論文 

蕭文高*（2020.11）。健全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服務體系之

多層次網絡治理分析。論文發表於網絡治理下的跨域對

話：長期照顧與社會安全網的挑戰與精進，國立暨南國際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6&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6&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6&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6&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9&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9&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9&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9&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7&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7&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7&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7&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8&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8&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8&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3_p01.php?no=8&emp_no=3590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5&emp_no=1487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2&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2&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2&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22&emp_no=6031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1&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1&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1&emp_no=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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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學術類別 學術成果名稱 

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非營利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鄧湘漪 技術報告 
鄧湘漪*（2021.04）。原住民族政治暴力受難者與家屬需

求調查與分析。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蕭文高 技術報告 
蕭文高*、施麗紅（2020.09）。社會福利採購問答集。社

會福利採購問答集。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1&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2_p01.php?no=1&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8_p01.php?no=1&emp_no=67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8_p01.php?no=1&emp_no=6703
https://arms.thu.edu.tw/v1_b08_p01.php?no=3&emp_no=6948
https://arms.thu.edu.tw/v1_b08_p01.php?no=3&emp_no=6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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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學生優良表現 

一、 109學年書卷獎得獎名單 

班級 姓名 

1A 鄔〇芸 林〇慈   

1B 呂〇蓁 鄭〇歆 謝〇蓉 吳〇瑄 

2A 張〇秀 廖〇婷   

2B 杜〇柔 丁〇霖   

3A 陳〇均 孟〇鈺   

3B 吳〇萱 王〇琳   

二、 109榮譽生得獎名單 

班級 姓名 

1A 鄔〇芸 林〇慈 王〇榛  

1B 呂〇蓁 鄭〇歆 謝〇蓉 吳〇瑄 

2A 張〇秀 廖〇婷   

2B 杜〇柔 丁〇霖 葉  〇  

3A 陳〇均 孟〇鈺 陳〇雯  

3B 吳〇萱 王〇琳 黃〇茵  

4A 許〇笙 賴〇羽 黃〇媗  

4B 李〇瑩 張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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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學金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獎學金獲獎學生名單 

獎助學金名稱 姓名 學制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張〇秀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吳〇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陳〇辰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蘇〇晨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葉〇柔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洪〇珮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杜〇柔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吳〇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張〇翔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陳〇均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林〇錞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楊  〇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洪〇菁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王〇琳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黃〇辰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王〇昕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謝〇燕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吳〇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許〇笙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黃〇媗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張〇嘉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周〇芸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蔡〇蓁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陳〇瑾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李〇瑩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徐〇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劉〇恩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柏  〇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陳〇宇 碩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謝〇娟 碩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業優良獎 劉〇祐 碩士班 

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李〇瑩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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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林〇錞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許〇真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林〇玟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王〇琳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邱〇淩 日間學士班 

林慎紀念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杜萬全慈善 王〇妤 日間學士班 

婦女會教育獎助學金 王〇玲 日間學士班 

婦女會教育獎助學金 林〇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原住民學生優秀獎學金 潘〇宣 碩士班 

東海大學原住民學生優秀獎學金 阿〇〇瓦旦 碩士班 

東海大學基本勞作全勤績優助學金 黃〇婷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基本勞作全勤績優助學金 廖〇溢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黎〇騏 碩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馬〇翔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黃  〇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莊〇芯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歐〇雯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吳〇樟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王〇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僑生助學金 黎〇穎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 梁〇文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 吳〇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歐  〇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盧〇心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柯〇函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梁〇嘉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翁〇忞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林〇善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葉〇緹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黃〇岳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阿〇〇瓦旦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李〇蓁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馮〇亨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邱〇群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胡〇雯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柯〇妏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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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黃〇喬 日間學士班 

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 吳〇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楊〇浩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張〇嘉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黃〇喬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李〇瑩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劉〇恩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林〇錞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王〇琳 日間學士班 

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東海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 馮〇亨 碩士班 

傳伴獎助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傳伴獎助學金 王〇琳 日間學士班 

傳伴獎助學金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傳伴獎助學金 林〇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蕭〇真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張  〇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王  〇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李〇慶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陸〇榮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陳〇穎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蔡〇仁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邱〇閔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阿〇〇瓦旦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李〇蓁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馮〇亨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邱〇群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施〇誠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巫〇芳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胡〇雯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爐〇祐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王〇雯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林〇婷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吳〇芝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柯〇妏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吳〇儀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吳〇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鄔〇芸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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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宋〇榆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卓〇榆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鄭〇歆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紀〇君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呂〇蓁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林〇辰 日間學士班 

財團法人綠產業發展教育基金會 林〇萱 日間學士班 

CCUAA服務學習獎學金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鑫淼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 張〇嘉 日間學士班 

鑫淼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鑫淼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 林〇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大陸學生獎學金 武〇亞 博士班 

東海大學大陸學生獎學金 馬  〇 博士班 

東海大學大陸學生獎學金 王  〇 博士班 

練馬可教授清寒獎學金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練馬可教授清寒獎學金 林〇錞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會服務方案績優

獎學金 
謝〇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李欽湧老師紀念獎

學金 
崔  〇 博士班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獎學金獲獎學生名單 

獎助學金名稱 姓名 學制 

桃園市小康計畫仁愛獎助學金 吳〇倖 日間學士班 

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曾〇擎 日間學士班 

彰化縣自強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李〇瑩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林〇玟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王〇琳 日間學士班 

高雄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邱〇淩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武〇亞 博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吳  〇 博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林〇錞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 吳〇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原住民學生優秀獎學金 阿〇〇瓦旦 碩士班 

東海大學原住民學生優秀獎學金 江〇靜 日間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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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黎〇騏 碩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馬〇翔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黃  〇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孟〇鈺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莊〇芯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歐〇雯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吳〇樟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金 王〇凱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張〇樺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盧〇心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黃〇樺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梁〇嘉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翁〇忞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林〇善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葉〇緹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黃〇岳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阿〇〇瓦旦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李〇蓁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馮〇亨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邱〇群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柯〇妏 碩士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 葉〇澔 碩士班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黃〇喬 日間學士班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楊〇浩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趙〇如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吳〇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蕭〇真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張  〇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王  〇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李〇慶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陸〇榮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陳〇穎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蔡〇仁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邱〇閔 博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阿〇〇瓦旦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李〇蓁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馮〇亨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邱〇群 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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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施〇誠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巫〇芳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胡〇雯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爐〇祐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王〇雯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林〇婷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吳〇芝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柯〇妏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吳〇儀 碩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吳〇庭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鄔〇芸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宋〇榆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卓〇榆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鄭〇歆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紀〇君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呂〇蓁 日間學士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林〇辰 日間學士班 

聯董會學生全職事奉獎助學金 楊  〇 日間學士班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曾〇豪 日間學士班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梁〇文 日間學士班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張〇鳴 日間學士班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 吳〇諭 日間學士班 

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 丁〇霖 日間學士班 

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 林〇錞 日間學士班 

陳滿女士紀念獎學金 李〇瑩 日間學士班 

玉蘭紀念獎學金 陳〇均 日間學士班 

玉蘭紀念獎學金 謝〇燕 日間學士班 

玉蘭紀念獎學金 黃〇喬 日間學士班 

玉蘭紀念獎學金 盧〇筑 日間學士班 

玉蘭紀念獎學金 李〇蓁 碩士班 

親儒紀念獎學金 林〇錞 日間學士班 

 

四、 110年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計畫 

    台中一場 社區產業組 第一名 陳宛辰同學 

    彰化縣二水鄉源泉社區發展協會 產業研創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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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灣經貿網跨境電商實戰營榮獲亞軍（東海團隊） 

    獲獎同學：沈芳如同學 

六、 彰化縣 109年度家庭暴力防治大專生迴游社區紮根成果

競賽第三名 

獲獎同學：李維睿、林佳慧、張卉彣、黃唯、賴思岑 

七、 2021年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優良論文獲獎 

施睿誼 

指導教授：曾華源教授 

論文題目：台灣醫務社會工作專業實踐之研究 

八、 2021年社會工作相關學門博碩士佳作論文獎 

彭于徵 

指導教授：陳琇惠教授 

論文題目：身心障礙需求評估與福利服務提供措施之回應性評估研究 

以宜蘭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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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109學年畢業生考取研究所榜單 

 4A 

姓名 學校 

張〇嘉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推甄正取 1 

劉〇和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考試正取 3 

陳〇廷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推甄正取 4 

 

 4B 

姓名 學校 

李〇瑩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推甄備取 5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推甄正取 2  

張〇宣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推甄備取 14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推甄正取 1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推甄正取 1 

吳〇伊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推甄正取 3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推甄正取 7 

翁〇翔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考試備取 2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考試正取 3 

何〇蓁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玖、 109學年度社會工作師榜單 

姓名 證照名稱 學制 

廖〇婷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碩士班在學生 

張〇源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碩士班在學生 

陳〇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碩士班在學生 

葉〇澔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碩士班在學生 

林〇善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碩士班在學生 

張〇源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碩士班在學生 

陳〇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碩士班在學生 

張〇嘉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魏〇佳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李〇瑩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張〇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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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〇筑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莊〇婷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劉〇和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李〇蓉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張〇宣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周〇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游〇鈞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林〇玟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陳〇君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王〇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廖〇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謝〇庭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邱〇瑜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陳〇瑾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徐〇庭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馮〇華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蔡〇蓁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趙〇如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陳〇涵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陳〇廷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許〇笙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戴〇雯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郭〇云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社會工作師(高考)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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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109學年演講活動 

時間 講題 講者 

109.10.27 社會安全制度國際趨勢與本土經驗 
台灣大學國發所所長 

施世駿教授 

109.11.23 貧窮與跨國勞力遷移 
東海大學社會實踐暨都市創

生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炯志 

109.11.24 危機辨識與自殺防治 
淡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藍挹丰心理師 

109.12.08 
用生命去玩、用淚水去笑- 

團體工作實務分享 
彰化家扶張宏源社工 

109.12.09 
社會福利 VS.多元社會 

-只要你懂社福，社福就會幫你-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英語特別班劉佳林講師 

社區重聽福利協會聽障 

就業輔導專員 

109.12.10 
台灣婚姻平權政策推動 

對於同志服務之影響 
台中基地紀馨棋社工 

109.12.16 
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工作實務的 

影響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潘睿芹社會工作師 

109.12.31 團體中生涯牌卡的運用 賴怡霖行動心理師 

110.01.05 社區需求的探索—由陌生到熟悉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林依瑩執行長 

110.03.29 我的學術發展與寫作經驗分享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古允文教授 

110.04.12 運用審議式民主進行方案設計與評估 
臺灣熱吵民主協會社工組李

佳晏組長 

110.04.13 運用審議式民主進行方案設計與評估 
臺灣熱吵民主協會社工組李

佳晏組長 

110.04.28 我在社區中的工作經驗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 

德瑪汶協會蘇文仙產業經理 

110.05.10 我的社工之路 社工師事務所林靜羭所長 

110.05.12 居家服務實務工作分享 
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王偉蘋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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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學生成果發表 

一、 碩士班實習發表 

 

二、 學士班暑期實習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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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士班方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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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系上特色活動 

一、 花蓮部落工作隊 

 時間：110年 1月 27日至 2月 2日 

花蓮部落工作隊活動執行已第十一年

了，工作隊讓同學進入部落家庭，深入

了解部落家庭狀況，與部落孩子建立關

係。工作隊分年齡層規劃一系列活動，

在兒童的部分，例如：課輔、運動會、

台灣大富翁、淨灘、我是小演員、小小

科學家等，透過遊戲及較活潑的方式將

教育融入其中；而青少年的部分則是看到當地工作資源偏向單一化，希望藉

由我們的進入能為這群孩子帶來更多刺激與對未來生活的想像，透過小旅行

跟他們一起探索可能。這七天的時間，我們成員不是帶著觀光的心態遊走部

落，而是真誠投入各自的位置和孩子、居民相處，成為外來的刺激給予當地

碰撞，用心認識感知和平、和中、和仁三個各有獨特性的部落。透過陪伴，

看見不同的生命經驗，也讓夥伴重新省思自己的生命，感受著七天相處碰撞

出的火花，並在關係裡慢慢成長，因為看見這樣的可能，讓我們願意持續行

動。 

 

 

 

 

2021  花蓮部落工作隊心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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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去年的自己不同，出隊前我並不會感到特別緊張，只有一點擔心籌備許久

的活動會不順，其餘都是抱持著要好好享受與學習的心情回部落的，因為我不想

再因為過度緊張而沒有把全部的心力放在部落及青少年身上了。果然一回去就看

到了熟悉的趙家三人，打招呼後依然是正常的被他們嘴砲，他們邊打我邊開玩笑

地問我這次怎麼會回來，其實聽到這些我還蠻開心的，因為這表示我沒有被他們

忘記或討厭，所以我除了覺得有點好笑之外，也在內心決定之後的幾天一定要更

加用心對待所有青少年。 

    而開心沒多久意外就來了，我們遇到了青少年太少的問題，好在組長很快就

想好策略，將我們拆散去與各自不同地方的青少年活動，最終我選擇去年跟我還

不錯的和仁組，想繼續跟他們變更熟。到了隔天我跟學長一起與小孩們還有青少

年玩得很開心，打牌、吃午餐、在雨中打球、還跟兒童組一起做糖葫蘆、開心聊

天等等，看到他們成長很多的樣子，覺得有點感動，明明去年還小小一隻，今年

一起打球卻都跟不上他們的速度了呢。 

    之後就是為期兩天的小旅行，印象深刻的就是與趙家她們的互動了吧，跟去

年一模一樣我今年又成為他們的保母了，但在酒廠時他們一下子就不知道跑去哪

瘋了，當下我心裡是有點不想管的，因為他們有點難控制加上他們表示不希望我

像蒼蠅一樣移植在旁邊煩他們，但最後我還是默默跟上去了，因為剛好沒人有

空，差別只是我今年站在遠處看他們(自己都覺得好像變態)，但至少確定他們沒

有走丟，等到時間快到才去帶他們回去，意料之外的是我走過去時他們沒有像早

上那樣跑給我追，而是邀請我陪他們在那邊又玩了一下才回去，還有一起合照，

我這才發現他們也有可愛的一面，像是晚上的烤肉狀況百出，她們也都有主動來

幫忙，不會自己只顧著吃，還問我們會不會太累，真的是讓我徹底改觀，也檢討

了自己不該總是用不討喜的角色去與他們互動，應該要用關心他們心態而非管教

的角度看待他們。 

    而第四天的上山本來是我最不期待的環節，因為我那時覺得應該跟去年差不

多吧，但因改小組活動的形式對我來說反而讓這次多了蠻多的趣味，首先就是某

位青少年族名叫餔呀，我去年跟他超不熟的，我對他的印象只有長相而已，名字

我完全忘了，但這次他跟一郎都很認真的帶我們做各種活動，也很貼心幫我們帶

路，給我的感覺跟去年差蠻多的，便可靠很多超級讚；再來就是一郎，形象有點

崩，我一直以為他是不苟一笑的嚴肅男人，但當他在一直開我們玩笑的時候我真

的是有嚇到，我今年才算真正認識到他的幽默，但其實他很成熟，對自己未來規

劃蠻清楚的。最後是一位青少女叫敏貞，她真的很好聊，好聊到我們一度領先餔

壓他們太多我還要回頭去找他們，另外我發現她是有點敏感的人，別人給他甚麼

情緒她都會有感覺，但我也覺得她解決問題的方式蠻大氣跟直接的，如果有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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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受不好，她就直接去找那個人把心中的不爽全都說出來，跟那個人把話說

開，真的很勇敢。總之這次上山除了行程便很多元之外，我也算更加認識了他們。 

    稍晚我開始焦慮隔天要帶活動的事情，擔心過程不順利，但我後來轉念一

想，想到去年我擔心的要死結果走向完全跟預料的不一樣，所以覺得擔心都是多

餘的，果不其然隔天還真的因為青少年人數太少而取消了，雖然有些可惜，但我

當下並沒有多去思考自己的情緒，因為既然事實已發生了，把他們顧好比較重

要。而之後也是按照慣例在和中的海邊與他們拍照作紀念，並在晚上大家一起吃

火鍋作為最後的道別，期待明年的再次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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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花蓮部落工作隊心得（二） 

    「部落的青少年到底會是什麼模樣？」這是我在開會期間思考過最多次到問

題。相較於我們常討論的菸酒議題、兩性議題，我更常思考的是，青少年真的如

去過的人所說的那麼瘋狂嗎？真的會喝酒喝到打架？會在我們晚上開會拿石頭

雜我們的窗戶？而這些問題到我進部落之後一一得到了解答。 

    第一天進部落我就有些不知所措了，我們安排了許多活動，但沒想到能夠到

的青少年寥寥無幾，活動根本都帶不起來，於是有些人索性和青少年一起打球，

但我卻在一旁坐著，內心其實是失望和徬徨，我沒想過來的人太少時，我該做什

麼？直到第二天的小旅行我才發現，來到這個部落我不是該做什麼，而是能做什

麼。一開始見到參加小旅行的青少年時，我感到十分的緊張，害怕自己無法融入

大家，但青少年們比我想像的更熱情！即使我們沒和他們講過話，他們也會想記

住我們的名字，這表示我們是被肯定的。小旅行那兩天我以為會是我們照顧青少

年，沒想到我們是互相照顧的，就像我們安排了烤肉，卻遇到了一些意外，而青

少年也不會覺得無聊或不想參與，反倒是和我們一起解決問題，這瞬間我感受到

我們是一體的，而不是花蓮工作隊對青少年的關係。就像第四天的爬山活動，這

一次換青少年們帶領我們認識他們的環境，上山的過程中我跌倒兩次，卻被帶領

我們的青少年——一郎鼓勵，他說「跌倒有什麼好丟臉的，再站起來就好了。」，

這句話讓我至今仍然謹記著。 

    想到要分開的時候，實在很捨不得，因為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來，我們才

剛來一個禮拜，卻好像漸漸融入了這裡，適應了沒有便利商店和超市的生活，適

應了每天吃同一間早餐店得生活，但卻一下子就要離開了。如庭瑋所說，我也被

問了青少年一定會問的問題，他們問我「妳明年還會不會來？」我告訴他們「如

果有機會，我會回來的。」因為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不確定是否還能成為青少

年組的一員，但我很肯定的是，我會想回到這裡，就像已經把部落當成家一樣，

我會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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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社區工作隊 

 時間：110年 1月 18日至 24日 

本次活動我們與大肚山上的瑞井國小、瑞峰國小、龍峰國小聯繫，及與

在地資源的連結，不受限的活動設計與安排，使我們的行動更加彈性，

讓我們能夠做工作隊真正想做/能做的事情。110 年寒假系上學生共有

22人投入工作隊，並且於 109年的 10月開始進行籌備，將工作隊分為

兒童組、老年組，分別進行活動。兒童組與一同與孩子創造可能、看見

的是他們想要被關注、被愛的需求。透過彼此的互動去激發更多的可

能。老人組透過手做活動、歡唱 KTV、乾洗手製作、跳蚤市場、青銀共

餐等活動與老人家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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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東海社工 寒假台中社區工作隊  兒童組心得 

 

為什麼加入工作隊？想要做什麼？ 

一開始只是想要充實自己的大學生活，在經歷了每一次開會討論要進行怎麼樣的

活動，慢慢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發現觀察孩子們的互動以及他們的行為很有

趣，想要更深入瞭解為何孩子會有這樣的想法或行為，而我們可以為他們帶來什

麼樣的價值，甚至想要與他們建立穩定、長遠的良好關係，讓他們記得我們是誰。

想推動自我認識以及同理關懷他人的活動，讓孩子能夠了解自己也能善待他人。 

 

籌備、出隊期間發生了什麼？看到什麼？有什麼感受？ 

想到什麼？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 

籌備期間因為經驗不足，活動內容更動非常頻

繁也有很多能夠改進的地方，開會一開始效率

很高，但遇到瓶頸時總是卡頓很久，耗費了很

多時間，我覺得挺可惜的，但是團隊中的每個

人都很積極提出想法、主動拋出問題與互相幫

助，讓我有一種大家都很投入的感覺，是我以

前沒有遇過的。 

出隊期間透過與孩子玩鬧慢慢建立感情，讓他

們願意主動與我們互動、閒聊，從怕生的不願

意說話到後面主動向著我們奔跑、擁抱，讓我

很感動，有種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感覺，收到

孩子的回饋也讓我感受到孩子的熱情，想帶給

他們更多活動及關懷。 

而我最喜歡的是開檢討會，雖然需要改進的地方很多，但是也因為我們實際去辦

理活動，才曉得甚麼是適合孩子的，用哪種方式才能更讓他們學到東西。開檢討

會時，每個人都會拋出問題也會興致勃勃地敘述當天與孩子的互動以及觀察到甚

麼樣的行為，再由組員一起討論，讓我學到很多，即使開會到很晚，我也不覺得

累，因為真的很有趣，甚至不想離開。 

出隊結束後，帶孩子在社區中走走，也是我很喜歡的行程，原本是想透過家訪更

認識孩子，但是發現有點突兀，可能會讓家長有不好的感受，而臨時更改成這個

計畫。但是我覺得效果很好，孩子們玩得很開心，當天也有一位孩子帶著沒有參

與營隊的哥哥一同前來，孩子們都玩得很開心，一路上蹦蹦跳跳的，在路上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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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也會停下來逗弄，往後的營隊也許可以增加一些流浪動物的小知識，還有

衛生跟交通安全的活動。 

出隊結束後，讓我覺得很充實，也跟家人朋友分享很多關於工作隊的趣事，最最

最喜歡的還是跟孩子互動跟開檢討會，真的很有趣，也能從中看到很多平常不會

注意到的小細節，幸好我有參與這次出隊，很快樂也收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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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東海社工 寒假台中社區工作隊  老人組心得 

 

為什麼加入工作隊？ 想要做什麼？ 

去年(2020)暑假前，因為陷在一個充滿懷疑遲疑的狀態，所以學姊建議我可以到

工作對去看看。所以一開始就是順著大家的腳步做事情；此外，對於「為甚麼要

進社區」或「憑甚麼進入社區」等位置和身分的問題保持質疑，同時卻也對身為

一個工作隊是否有應當負的責任或樣子有所疑問，進而對去年我們做的事情（進

社區晃晃、畫地圖）不以為意，但好像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更精確地說，也沒

有太多的動力去在意應該怎麼改變（至於為甚麼會沒有動力，除了對暑假我會去

想很多夠不夠格的問題，以至於不太認同暑假的狀態外，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的

狀況也不是很好），因此這學期的參與，就有點為參加而參加的狀態。  

去年暑假覺得，在社區裡不能不做些甚麼，因為我們是以工作隊的身分進去的，

為甚麼要有人花錢讓我們進社區只是聊天呢？而今年寒假，我卻覺得認識社區，

認識這裡的居民有很多種方式，沒有一定要做些甚麼成績或主題才是「有在認

識」。所以，有一定要做些甚麼嗎？我覺得最希望的就是我們可以持續不間斷的

持續上社區，而這些接觸可以是經過討論的。  

每個人在進社區，與居民互動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困惑，我希望的工作隊是可以

討論這些事情的。 

 

籌備、出隊期間發生了什麼？看到什麼？有什麼感受？ 

想到什麼？做了什麼？為什麼這麼做？ 

● 組織 

○ 我是活在想像裡嗎？ 

在仙貝回來跟老人組討論的那一天，我問了一個問題：進社區會不會是

一種打擾呢？那時候他的回覆是：甚麼是打擾？打擾又如何？後來方魚

說這個問題可能是我自己的議題，會考慮很多很多，想像很多可能的狀

況，且會因為這些疑慮而不去行動。也許看到了我很多不只是工作隊的

決定，都會因為思考的過程覺得如何如何而影響到最後的行動，甚至因

此不做。 

○ 工作隊的意義（不考慮其他現實因素下）對我而言是甚麼？ 

這次出隊是用聊天的方式與居民們互動，這種方式是我去年暑假很排斥

的，覺得好像身為工作隊就應該有所行動。但出自於關心的認識我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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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能接受，也很喜歡覺得更自在。我不是為了幫助他們、為了有實際行

動才去看，而是因為我想要關心，想要了解，所以我認認真真的去看。

這個過程是需要練習的，因而才需要工作隊的存在。 

○  無人發言（包括我） 

要我回想學期中我在工作隊作了甚麼，還真的想不到。上學期等於陷在

一個一直批評、憤怒、困惑的狀態裡，想理出一個答案和目標方法卻是

用尖盾刺激，無法放下，也因此無法關注也不在乎身邊的人事物，對於

工作隊也就不會有任何想要幫助的動力。的確，我們沒有好好地一起談

論過我們各自想在工作隊做甚麼？希望看到甚麼？我們的目標是甚麼＆

理由，似乎需要一個點出現況的人，卻始終你看我我看你，沒有有這個

能量做到這件事情。所以當寒假時學姊回來讓大家說出自己真實的想

法、期待和困難時，才讓大家知道彼此的狀況。我覺得這樣的分享和坦

承很棒。 

● 社區 

○ 選擇帶我們設計的活動而非那位阿嬤想要的唱歌 

在最後一天的活動內容預計是在跳完舞之後進行大家一起的球類遊戲，

基本上是一個大活動，會放音樂並聚集所有參與的居民。那時候看到一

個阿嬤帶著卡拉 OK機來（昨天有說想要唱歌），從跳早操開始就準備好

要唱歌，後來因為跳早操、我們的遊戲開始以至於圍繞在其身旁的長輩

都離開後，阿嬤好像就沒有唱了。 

當下我們持續進行我們預計的活動，但後來想想覺得這樣的決定好嗎？

長輩們其實對我們的活動都很捧場，所以當兩者在選擇的時候不會不

來，但也因此讓那位阿嬤好像被迫要參加活動，這種感覺不太好，但在

當下要如何解決呢？ 

○ 語言障礙 

這是持續一整周所面臨的狀況。雖然在活動當中有些長輩會幫忙擔任翻

譯的角色，但一對一的互動或是在社區裡的對話，當長輩換成用國語回

應時就會有點氣餒，也會覺得沒那麼自然。 

○ 第一天闖關之猜詞 

在行前討論會時有成員提到這個遊戲門檻有點高，如果長輩說不會時要

怎麼辦？事實證明，確實是個困難的遊戲，在不同的長輩來玩時都需要

更改我們原先的設定，例如只要說出來就可以了、或是跟旁邊的長輩一

起猜。不過我覺得，這依然是我們可以嘗試的變數，因為換種方式或許

可以聽到更多關於這位長輩的故事，例如有位長輩因為看不懂字所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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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棄，當下我們就直接拋開遊戲，從前面有提到的關鍵字「地瓜」延

伸跟他聊天，問他的農事阿之前種過的東西，意外的讓這個遊戲擴增他

原本的意義。 

○ 我碰到的長輩們 

■ 土地公廟阿伯 

是在我們第一次分組進社區時碰到的，往有著梔子花的土地公廟走去，

阿公就坐在樹下的椅子上。因為是在確定以訪問為主題的行動後，且是

在瑞安宮以外的第一位長輩，我們在旁邊觀望了很久才主動向前搭話。 

這位阿公平常不太出門，今天是被他老婆逼出門，去走走才會在這裡的，

會走動的範圍也不會到瑞安宮（這個我們觀察是這個社區的據點）。他

跟我們說了很多過去他的工作事蹟，以及被老闆欺負了的過程。 

在訪問的當下，原本希望可以照著我們列的問題問，但阿公會自然地回

到他的故事，我覺得很厲害，另一方面大概也看出我們的問題離阿公的

生活有點距離吧！ 

■ 太極拳阿姨 

是一位認出我逃跑的阿姨，身形矮小卻挺拔，帶著細框窄型眼鏡的樣子

很有氣勢，對話裡也確確實實的可以感受到他的犀利和敏銳。他不希望

我們錄影，對於我們的問題一一回答，感覺拘謹的很有秩序地回答。 

他是在地人，從南寮一路搬過來，有孫子在家裡。 

Ps.在太極拳班、這幾次活動中，好像都是一個人來來去去 

■  認出我們的阿姨 

禮拜五早上我們從自強早市走到瑞安宮，途中在順經慶順宮探班時的巷子

裡看到一個區塊的田，種滿了各種作物。一開始我們是看到一位在田裡工

作的阿嬤才進去打招呼的，尬聊了一陣子（阿嬤是說國語）一位阿姨過來，

給了那位阿嬤一些花椰菜說當肥料，沒想到那位阿姨竟然有認出我們，在

他提到他女兒也是社工系的時候我才回想起來去年暑假好像有遇到過。他

帶我們繞了這幾塊田，因為都是不同人家種的所以內容和風格都不太一

樣，各種常見不常見的蔬菜水果植物都在這放眼可及的區域裡，很新奇，

順便也知道了一些蔬菜的台語。 

「你們是來做作業的吧！來來你來拍這個......」阿姨覺得我們是來做作業

的，這個印象或許是來自過去很多很多的東海學生（不論是不是社工系）所

累積出來的吧！我們不希望這只個作業，但要如何做到就是我們要努力的事

情！ 

「我不要入鏡，還是不要讓別人知道我拉」當初選擇影像，用採訪的方式去



42 

 

與長輩們接觸其實是為了找個角色讓我們在與他們聊天時不要顯得無助，但

好像在這幾次的過程裡面，無意的聊天和問問題，有更多的新奇的對話耶！ 

■  滴雞精阿嬤 

在囍字磚窗的旁邊碰到一位阿嬤，偷偷的跟著他發現在房子旁有一間小廚

房，裡面是一個幾乎佔掉這個空間一半的大鍋爐，阿嬤說他在滴雞精，是要

給坐月子的親戚喝的。 

■  廟公 

廟宮大概是我們這幾天接觸頻率最高的長輩吧！但因為比較多是事務性的

接觸，反而沒有太深的理解。是剛好有一次在瑞安宮的階梯上聊天，才有

更多點點的認識。 

■ 步道路途的兩位阿公 

在走步道時遇到的，一開始我們默默地跟在後面，然後齊肩，阿公大概也覺

得有點奇怪吧所以一開始沒什麼裡我們，到後面才開始對話。我們也只是閒

聊，問這條路是甚麼時候開始施工的阿、平常都會走嗎之類的，可惜的是後

來的上坡讓阿公們有點喘，所以在走回土地公廟後就沒有再繼續聊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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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109學年度捐款芳名錄 

捐款者姓名 捐款金額 

106 入學社工系 A班 $5,719 

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沈宥安 $5,000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5,000 

社團法人花蓮縣大比大家庭關懷協會 $14,090 

呂朝賢 $600 

我們的友善手作洛神果醬 $20,600 

呂朝賢 $1,500 

林雅俐 $1,000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5,000 

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5,000 

魏雅雯 $10,000 

財團法人康堤教育基金會 $40,000 

陳詩怡 $1,000 

陳詩怡 $1,400 

曾旭稜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