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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大會主題：看見社會照護的力量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 

議  程 

   日期：民國 108年 3月 9日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樓 0112教室 

時間 活動主題 

8:30~8:50 報到 

8:50~9:00 開幕致詞 

主持人：陳心怡 副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致詞人：蔡明哲 教  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 

9:00~10:30 主題演講 

看見照護的差異：以台灣糖尿病照護網為例 

主持人：陳心怡 副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主講人：林文源 教  授（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0:30~10:50 茶敘 

第一場次

10:50~12:30 

主題：醫療社會學 

主持人：蔡友月 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 

場次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陳懷萱、蔡友月 烏來鄉泰雅族飲酒敘事與國家健康政策的文化挑戰 

2 呂育慈、劉邦立 社區老人與經濟活動 

3 蘇盈安、黃敏原 論餐飲業中新社會事實的成形：從客製化的反省談起 

4 林大森 醫護學生角色期望對職業選擇之影響：探索醫病關係

與護理技能的中介效果 

12:30~13:30 午餐 

第二場次 

13:30~15:10 

主題： 健康照護社會工作與社會照顧 

主持人：郭慈安 助理教授（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場次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 李晏佐 「老年」的他者化：老年照顧在公共論述中的建構 

2 侯建州、郭慈安、

賴德仁 

失智照護服務網絡的夥伴關係之研究 

3 張榮哲 從「社會照顧」到「社會互助」：非商品式交換關係

下的基隆暖暖防跌工班 

4 昝大偉 臺中市長照推動與照顧生活館選址分析 

5 林子新、郭政宏 老人獨居的前因後果：關於臺北醫學大學大安展齡中

心獨居老人的生命歷程分析 

15:10~15:2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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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發表 

  日期：民國 108年 3月 9日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樓 0112 教室 

第三場次 

15:20~17:30 主持人：陳心怡 副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1 

15:20~15:40 
社區工作方案實作成果發表 

1-1 

15:20~15:30 
題目：彩繪記憶 憶當年 

社區：台中市弘馨社會福利關懷協會福順據點 

組員：許晏菁、郭佳芳、鄭詩溫  

發表人：許晏菁 

1-2 

15:30~15:40 
題目：憶童趣，溫舊夢—大誠靑銀懷舊闖關樂 

社區：臺中市中區大誠社區發展協會 

組員：黃星茹、黃馨霈、邱妍菲、李宛蓉、胡君瑀、洪嘉苓、黃品毓、 

      何冠廷、黃俞瑄、許子秀、郭靜雯 

發表人：郭靜雯、洪嘉苓 

2 

15:40~16:00 
團體工作方案成果發表 

2-1 

15:40~15:50 
題目：腦中小聚場—腦中風照護小學堂 

組員：陳芷婷、陳暐茹、鄧惟紓、林思汝、劉尚炫 

發表人：鄧惟紓、林思汝 

2-2 

15:50~16:00 
題目：癌症病友支持團體 

組員：莊家方、林子萱、曾湘云、林亭宇、周怡如、邱薇儒 

發表人：林亭宇 

3 

16:00~16:30 
講 評 

 主持人：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陳心怡 主任 

講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社會工作部 柯智慧主任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會本部社會工作處 藍元彬主任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中分事務所 馬梅芬 主任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台中分會 林武雄主任 

台灣世界展望會 中區辦事處中濱中心 陳照鳳督導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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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論文發表 

發表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9 日 上午 10:30~11:0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 樓 0112 教室走廊 

*請發表人依編號張貼海報，並請於「發表時間」至海報旁，進行研究成果說明。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1 前山到不了後山–消失在長照政策裡的原住民 郭政宏;蘇姵瑜 

2 醫務社工處遇 HIV感染者懷孕個案的經驗 張雅音 

3 裘馨氏肌肉萎縮症患者及主要照顧者之衝擊、調適

與社會支持 
林芳宇;劉邦立 

4 醫務社會工作者從事醫院行銷活動之經驗初探 閻羿斐;侯建州 

5 從部落文化健康站來看布農族觀 杜永銘;侯建州 

6 大學生對失智症的認識及其影響因素：以中部某大

學為例 

李珮儀;張家慈;陳奕廷;

郭慈安 

7 大專院校學生對失智症的認知與態度研究－以青年

倡議工作坊失智症社會行動為例 
邱瑀庭;王柔捷;郭慈安 

8 人際困擾個案於諮商歷程中有效共同治療因素之探

究－以實習諮商心理師為例 
朱先韻;許瑛玿 

9 Exploration of Undergraduates'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Mainstreaming-An example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Central Taiwan 

Tsai Ya-Chu; 

Hsin-Yi Chen; 

I-Chen Tang 

10 彰顯銀髮力量成就長者為師 石佳蓉 

11 思覺失調新住民家庭關係和社會支持之探討 賴怡瑄;劉邦立 

12 非法藥物施用者家庭研究 – 以家庭壓力因應為例 岳瑞霞;陳心怡 

13 探討決策者選擇「生命回顧活動方案」的決策因素 余金英;郭慈安 

14 擁抱刺蝟少年-某地院矯治少年培力方案之初探 王珮旎;李錦松;陳怡如 

15 探討生命回顧活動方案對老人之家住民之影響 余金英;郭慈安 

16 網路交友與生態因素對青少年未防護性行為影響之

探討 
王雅倩 

17 探討北歐與台灣社工在健康照護角色的差異-以家庭

為中心 

陳亭蓁;張毓庭; 

張雅惠;熊家佳 

18 醫務社工處遇不同家庭暴力事件之特性與作為分析-

以中區某醫院為例 
周佳霓 

19 團體活動對失智據點長者活動與認知功能影響初探 周佳霓;洪維琳 

20 精神機構的病房體系與污名效應- 以中部某精神收

容養護機構保護性安置個案為例  
黃敏原;陳昀柔 

21 某中部護理中心工作人員作業流程改善及資訊系統

之規劃 
林祐賢;張哲豪;蔡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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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人名單（依姓氏筆畫） 

作者 服務單位 職稱 

王柔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王珮旎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王雅倩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石佳蓉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發展協會 專員 

朱先韻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研究生 

余金英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呂育慈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 

李晏佐 台北醫學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李珮儀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李錦松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主任調查保護官 

杜永銘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周佳霓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社會服務室 組長 

岳瑞霞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林大森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林文源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林子新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林芳宇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林祐賢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大學部學生 

邱瑀庭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侯建州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昝大偉 嶺東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 助理教授 

洪維琳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社工師 

唐宜楨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張哲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大學部學生 

張家慈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張雅音 
彰化基督教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

工作學系 
社工師，研究生 

張雅惠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張毓庭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張榮哲 台北醫學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 

許瑛玿 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 副教授 

郭政宏 台北醫學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郭慈安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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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心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陳怡如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陳昀柔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陳亭蓁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陳奕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陳懷萱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員 

黃敏原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熊家佳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劉邦立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蔡善行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大學部學生 

蔡雅竹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大學部學生 

賴怡瑄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賴德仁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教授 

閻羿斐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

社會工作學系 
社工師，研究生 

蘇姵瑜 台北醫學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蘇盈安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