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 學年度國際/兩岸交流活動
(一)本校教師赴外國學術機構參訪及交流活動(含參加學術會議)
教師
李淑容 副教授

時間
95.07.29–
95.08.08

地點
德國
慕尼黑

發表論文

活動名稱或內容
2006 年 IFSW Social Work
Conference

「Assessing the needs of Taiwan＇s Disabled」

赴 Dumaguete City, Philippines
羅國英 教 授
張菁芬 副教授

95.08.23–

闕漢中 副教授

95.08.26

賴兩陽 副教授

菲律賓
Silliman
University

瞭解 2006 年度「Inter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Model
Program」的辦理情形暨評估
2008 年由本校主辦之可能性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1.葛書倫助理教授
(1)會中發表-「北投社區的家庭暴力防治工作：社區整合
工作模式之建構」
(2)會前工作坊發表—

葛書倫 助理教授
萬心蕊 講 師

95.12.10–
95.12.14

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

第五屆衛生與精神健康社會

「台灣家庭暴力防治工作之現況與反思」

工作國際會議

2.萬心蕊老師
(1)會中發表—
「破牆：台灣精神醫療社工另纇認同開拓之
行動研究」
(2)會前工作坊發表
「台灣精神醫療社會工作發展現況與反思」

莫藜藜 教授兼學
系主任
莊秀美 副教授

馬宗潔副教授

隨黃兆強院長赴兩校進行訪
96.05.22 96.05.26

日本中央
大學、東洋
大學

問並舉行座談，進而評估後
續進行學術交流活動的可能
性

96.06.04 96.06.07

夏威夷

Indigenous Vioces in Social
Work: Not Lost in Translation

「Establish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aiwan」

(二) 外國學術機構人員來校參訪及交流活動(含參加學術會議)

教師

時間

林愛冰 副教授

地點
香港大學

曾潔雯 副教授

95.12.19 -

香港大學

西尾隆 教 授

95.12.21

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

Mark Garcia 專 員

菲律賓 Silliman University

活動內容
參與由本系舉辦之「尋解導向與服務學習（PBL）工
作坊」、
「青年服務學習與國際服務研討會」、「社區機
構交流座談會」等系列活動，主要就 PBL 之實務運作
與國內外學生從事服務學習與國際服務之現況與未來
發展進行研討（教學卓越計畫）。
以「日本的高齡者福利與企業」為題，於本系與台北

江尻行男 教授

95.12.22

日本東北福祉大學

富邦銀行慈善公益基金會主辦之「高齡者福利與企業」
國際研討會中進行專題演講。

野口定久 教授等
一行 8 人

96.01.07

高橋征仁 助教授

96.03.06

林木筆 副教授

96.03.13

日本福祉大學社會福祉學部
等校

日本山口大學

舉辦『地域福祉計画・介護システム開発を通じた東
アジア型福祉社会モデルの構築に関する研究』共同
研究座談會
以「日本青少年的性行為與媒體運用」為題進行專題
演講

美國 Western Kentucky

以「美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養成與課程規劃」為題與

University

本系教師進行座談。
三系聯邀聯邀王衛平院長蒞校講學，總計舉辦三場。

王衛平 院長

96.05.03 96.05.12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

結合本系相關課程之講學課程訂於 5 月 10 日舉行，講
題為「清代江南地區的慈善組織：發展與措施」
。（9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為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能量及擴展其國際視
野，邀請目前在美國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任教，

Susan Wesley

96.05.10 -

美國 Western Kentucky

副教授

96.05.19

University

並且曾經在 2005 年間獲得 Kentucky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所頒發的傑出教育成就獎的 Dr. Susan
Wesley 於 5 月 10 日至 19 日期間訪校並進行短期講
學。參訪期間總計舉辦三場講學，並與本系教師進行
座談。
（95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
以「社區」為主題與本系專任教師進行圓桌論壇，Mary

Dr. Mary Ellen
Rogge

Ellen Rogge 博士至今已經出版非常多篇有關環境正
96.07.23

美國田納西大學

義、災害管理與社區發展的期刊論文及專書章節，她
在會中對於目前歐美先進國家如何以社區行動來倡導
及實踐環境正義的社會福利發展有充分的討論。

(三)本校學生赴外國學術機構參訪及研修活動

學生姓名

李宛臻

日 期
95.08.0195.08.31

赴訪之
外國學術機構名稱

活動內容
參與由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主辦，菲律賓 Silliman

菲律賓 Silliman University

University 承辦之「2006 ICU-SU Service-Learning Model
Program of SLAN」。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隨本系張菁芬副教授等 4 位教師一同赴 Dumaguete

王紹樺

95.08.23 -

莊敦傑

95.08.26

City, Philippines 瞭解 2006 年度「International
菲律賓 Silliman University

Service-Learning Model Program」的辦理情形暨評估
2008 年由本校主辦之可能性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陳雅暉

95.12.10 -

曾婷瑜

95.12.14

沈芳名

95.12.19 -

陳瑋丹

95.12.27

隨本系葛書倫助理教授、萬心蕊講師出席第五屆衛生
香港

與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國際會議並參觀相關機構。
（教學
卓越計畫）

吉林大學

參與本校所舉辦之吉林大學「第 5 屆臺灣學生北國風
情冬令營」
參與印尼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所主辦的 Community

潘彥銘
高靜文
陳柔諭

Outreach Program（COP），參與國家包括印尼、韓國、
96.07.06 96.08.03

印尼 Petra Christian University

荷蘭、日本、香港以及台灣，而台灣部分則是今年首
次參與這場盛會。此行所需經費，除學生自行藉由製
作書籤、餅乾義賣籌募經費外，本系亦為鼓勵學生體
現服務的行動力，提供部分經費補助。

(四) 外國學生來校參訪及研修活動
學生姓名

日 期

赴訪之
外國學術機構名稱

活動內容
參與由本系舉辦之「尋解導向與服務學習（PBL）工

Chihiro Nishida

95.12.1995.12.21

日本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

作坊」
、「青年服務學習與國際服務研討會」、「社區機
構交流座談會」等系列活動，並就其服務學習經驗進
行分享（教學卓越計畫）。

(五)其他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台灣社會福利學習團」於 95 年 8 月 22-28 日來台進行為期一週之參訪。該團
除來台參觀兒童、青少年、身心障礙、新移民等相關社會福利機構外，並與本系於 8 月 26 日下午 2 時
假台北東區一咖啡坊以茶敘座談方式進行學術交流。當天與會人員有本系王行老師、本系學生會代表、
香港各大學社工系學生代表和高雄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于宗永常務理事等約 15 人。透過此次交
流，本系學生會學生分享其與社會福利機構及社區合作經驗，藉此開拓兩地學生的視野。
本系陳國慶（學號：92116102）、鄭人文（學號：92116201），以及郭仲珈（學號：93116143）等三位學
生經由本系推薦，代表本系學生參與「兩岸社會工作教育與在地文化研習營」。
該活動由中華發展基金管理會主辦，台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承辦，活動期間自 95 年 9 月 4 日至 13 日。

主要目的為協助兩岸未來的社工菁英，建立起在地文化的關懷，同時突破地域限制，培養多元兼容的專
業能力，其主要內容包括「社會工作教育與在地文化的相遇-在地觀點，多元思維」研討會、社會福利
機構參觀、成果發表會等，活動期間，本系並協助安排 9 月 6 日社子導覽及參訪本校等相關事宜。此外，
本系學生代表並接受莫藜藜主任及張菁芬副教授的指導，於 9 月 7 日研討會中作「風險管理的教學與服
務經驗」專題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