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年會暨「世代傳承與人才培育：臺灣社會工作實務的本土化」研討會 

流程表 

時間 2023年 3月 11日（六） 

08:30-09:00 報  到 

09:00-10:00 

專題演講 

主講人：大谷京子 日本福祉大学社会福祉学部社会福祉学科 教授 

主持人：游美貴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理事長 

10:00-10:20 茶  敘 

10:20-12:00 

【國際會議廳】 

論文研討（一）：社會工作督導制度 

主持人：呂寶靜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名譽教授 

【201會議室】 

論文研討（二）：兒童少年社會工作（一） 

主持人：林月琴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監事主席 

【202會議室】 

論文研討（三）：原住民社會工作 

主持人：賴兩陽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教授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理事 

1. 反思式督導模式應用之初探 

【發表人】 

劉昭萍兒童服務處研發專員 / 財團法人心

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回應人】 

莊文芳助理教授 /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文化督導經驗初

探 

【發表人】 

陳翠臻 Sawmah Lasong 宜花區諮詢委員 /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莊登閔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回應人】 

張秀玉教授 /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

1. 社工評估親權歸屬的轉變：以雲林縣法

院聲請離婚資料分析 

【發表人】 

王招萍社工督導、高麗玲社工師、梁笑玉

社工員、蔡炎真社工員 / 財團法人雲林縣雲

萱基金會 

【回應人】 

曾孆瑾秘書長、兼任助理教授 / 中華民國耶

底底亞家庭關懷協會、國立中正大學社會

福利學系、南華大學生死學系 

2. 台灣離異父母共親職－本土化離婚支持

性服務之成效與社工培力研究 

【發表人】 

呂佳育副主任、邱靖惠督導 / 財團法人中華

1. 「原」來我們這麼近－社區資源整合與跨

領域合作經驗談－以樂活家庭~Truku社區服

務方案為例 

【發表人】 

高金蘭社工師 / 花蓮縣七卡樹岸發展協會、

馬志政區域督導 /國立東華大學原家中心專

業督導扎根計畫 

【回應人】 

Ciwang Teyra 副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 

2. 文化照顧也照顧文化？部落兒少工作文化

照顧之初探研究－以那瑪夏達卡努瓦部落女

窩課後扶植班為例 

【發表人】 



年福利學系 

3. 督導培力工作坊之設計與執行－以脆弱

家庭服務為主體 

【發表人】 

趙善如教授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

系、胡中宜教授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陳姿妏助理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永

續健康照顧中心 

【回應人】 

翁慧真負責社工師 / 野百合社會工作師事

務所 

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回應人】 

許坋妃兼任助理教授 / 樹德科技大學社會工

作學士學位學程 

3. 未婚未成年生子案例樣貌分析－門諾醫

院為例 

【發表人】 

李冬梅社工師 /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

法人門諾醫院 

【回應人】 

吳書昀教授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

社會工作學系 

洪宏德碩士班研究生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

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阿布娪督導 / 社團法

人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永續發展協會、謝文中

助理教授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

工作學系、林津如副教授 / 高雄醫學大學性

別研究所 

【回應人】 

張美美副署長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3. 一位原住民社會工作者的解殖與反思歷程 

【發表人】 

高蘇珊社工員 /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回應人】 

童伊廸副教授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2:00-13:30 午休 / 會員代表大會 

13:30-15:10 

【國際會議廳】 

論文研討（四）： 社會工作專業 

主持人：吳玉琴 

立法院 立法委員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常務理事 

【201會議室】 

論文研討：（五）心理衛生社會工作 

主持人：林萬億 

行政院 政務委員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常務理事 

【202會議室】 

論文研討（六）：醫務社會工作 

主持人：陳武宗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兼任副教授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副理事長 

1. 國境之南底層男性支持團體－一群社工

反思行動研究 

【發表人】 

孫蔓娟社工員、張雅惠社工員、張雅惠社

工督導 /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恆春中心、戴

如玎科長 /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社工科 

【回應人】 

鄭怡世教授 /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 同儕督導經驗初探：以家扶基金會青年

1. 「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之協

力服務初探－以敲敲話行動入家團隊為例  

【發表人】 

葉雅欣個案管理員 /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台北市私立活泉之家 

【回應人】 

張如杏社工師 /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  

2. 初探毒防個管師工作歷程與心理健康 

1. 專業塑化與重塑－醫務社會工作者處遇複

雜性出院困難個案之歷程反思 

【發表人】 

李苹慈社工師 /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回應人】 

溫信學主任、理事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社會

工作室、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2. 男同志愛滋感染者心理健康、同儕接納與

生活品質之研究 



自立釣竿Mentor計畫為例 

【發表人】 

廖鮫諳資深專員、周宗凡新北分事務所社

工師、陳民哲宜蘭分事務所社工員、林婉

如台南北區分事務所社工員、簡卉仙基隆

分事務所社工員、李建志屏東分事務所社

工員 /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

會  

【回應人】 

吳敏欣副教授兼系主任 / 嘉南藥理大學社

會工作系 

3. 聘僱移工家庭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知能培

力與反思 

【發表人】 

吳盈瑩社工師暨研究專員 / 中華民國家庭

照顧者關懷總會 

【回應人】 

潘淑滿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

學研究所 

【發表人】 

郭文正助理教授 /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

士學位學程 

【回應人】 

陳玟如助理教授 /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  

3. 社會支持與因應策略對燒燙傷者創傷後

成長的影響 

【發表人】 

吳荔蘋高級研究專員 /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

利基金會、姜忠信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

學系暨心理學研究所 

【回應人】 

王翊涵教授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

學系 

【發表人】 

陳政隆研究專員 /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

莊登閔助理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

作學研究所 

【回應人】 

鍾道詮副教授兼系主任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  

3. COVID-19 疫情下安寧緩和療護之持續性

照護－以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發表人】 

黃明慈社工師、楊博欽主治醫師/ 臺北榮民

總醫院 

【回應人】 

龍紀萱副教授 /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

服務事業科 

15:10-15:30 茶敘 

15:30-17:10 

【國際會議廳】 

論文研討（七）： 

綜融性及其他領域社會工作 

主持人：卓春英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 理事長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理事 

【201會議室】 

論文研討（八）：兒童少年社會工作（二） 

主持人：鄭麗珍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常務理事 

【202會議室】 

自組論壇 

主持人：潘淑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教授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理事 

1. 數據背後的意義－再思數位性暴力之防

治 

【發表人】 

1. 經濟弱勢原住民兒童於疫情風險下的安

全感受及其影響因素 

【發表人】 

臺灣新進社會工作者調查計畫 

成果發表及交流 

【研究團隊】 



曾峻偉社工專員、陳子玲社工專員、杜瑛

秋執行長 /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 

【回應人】 

廖美蓮教授 /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 新冠肺炎疫情下經濟弱勢照顧者的生活

及工作影響－以台灣世界展望會服務家庭

為例 

【發表人】 

陳怡潔資深專員 /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

會、鍾瑋芸專案助理研究員 / 國立臺灣大

學社會科學院亞洲社會研究比較中心 

【回應人】 

黃綵宸社工師 / 煦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3. 打造獨居且安穩的生活－以桃園市高齡

獨居者整合性服務為例 

【發表人】 

范智婷桃園服務中心社工督導、陳建州執

行長 /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王潔媛副教授/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 

【回應人】 

陳正芬教授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

照護系 

杜秀珍社工督導、江梅雪社工督導、吳惠

華社工督導、卓豫萍社工督導、劉嘉雯高

級專員 / 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 

【回應人】 

曾梅玲花蓮區主任 /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

會福利基金會  

2. 以樂家園－走出一條以人為本的社區支

持性服務之路 

【發表人】 

周幼梅處長、潘柔安資深專員、王凱妮副

處長 /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安置服務

處、楊佳蓉社工員 /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

會以樂家園、劉曉春兼任研究員/講師 / 香

港詮釋學與社會工作研究中心 

【回應人】 

陳彥竹博士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3. 寄養家庭因應寄養兒童適應安置生活之

策略 

【發表人】 

朱玉欣社工師 

【回應人】 

劉美淑處長 /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報告人：陳盈吟社工員 /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

人員協會 

劉一龍副教授兼系主任 /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 

陳玟如祕書長 /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歐思佑副祕書長  /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

會 

【與談人】 

陳鴻濬社工 / 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 

鄧佳旻督導 / 社團法人中華樂沐社會福利協

會 

溫信學理事長、主任 /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

作協會、臺北榮民總醫院社會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