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學年度社工系專題演講&座談會 

時間 名稱 主持人 主講人 

106.09.02 
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實務研究專題

座談會 

萬心蕊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羅美麟 

／演慈康復之家負責人 

孫德利 

／台中同心圓 

社區復健中心主任 

陳宗仁、戴雅君 

／鹿野耕食宿負責人 

106.10.17 
「社會設計-P to P 創新思考系統 

影像記錄與問題意識的方法論」 

余亭儀 

／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 

吳俊毅 

／不完美原創工作室    

創辦人 

106.10.24 
社工論壇(一) 

另一種社工體驗暨前瞻人力 

馬宗潔 

／東吳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李明政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106.10.27 
我是如何創業展開自己的生涯發

展 

吳秀禎 

／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 

陳美含 

／就是晴天公司創辦人 

106.10.31 
社工實務對談講座－社工職涯發

展與長照趨勢 

莊秀美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劉家勇 

／長庚科技大學老人照顧  

管理系助理教授 

106.11.07 生命中的禮物－交易時刻 
李婉萍 

／東吳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精神康復者戲劇團體 

／社團法人台北市 

康復之友協會 

106.11.28 
社工論壇(二) 

從反壓迫專書構思談起 

馬宗潔 

／東吳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李明政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106.11.29 
走進社區，看見多樣社群共同合

作的風景 

李婉萍 

／東吳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施佩吟 

／原典創思規劃顧問 

有限公司副執行長 

106.12.01 
戀愛有如社會運動-障礙、照顧與

婚姻 

李婉萍 

／東吳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劉于濟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副秘書長 

手天使面談組義工 

106.12.12 

申請實習機構錄取的成功祕訣系

列(一)：從如何撰寫實習申請書

面資料開始 

莊秀美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王淇 

／東吳大學社工系 

104級碩士班畢業系友 

 



106學年度社工系專題演講&座談會 

時間 名稱 主持人 主講人 

106.12.19 
公部門老人社會工作-職務範圍與

經驗分享 

莊秀美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鄭佳玲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工員 

106.12.19 

「從本系創新教學課程回顧與前

瞻社區工作的教學與實踐」專題

演講序列活動(一) 

趙碧華 

／東吳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蔡明哲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黃素玉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系友 

吳蕙英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系友 

梁珊華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系友 

106.12.26 
申請實習機構錄取的成功祕訣系

列(二)：實習機構面談準備 Part1 

莊秀美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王美恩 

／東吳大學社工系      

兼任講師 

106.12.26 

「從本系創新教學課程回顧與前

瞻社區工作的教學與實踐」專題

演講序列活動(二)暨社工論壇(三) 

馬宗潔 

／東吳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闕漢中 

／東吳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郭琬琤 

／洲美地區土也工作室 

負責人 

107.01.16 

專題演講序列活動(三) 

「從本系創新教學課程回顧與前

瞻社區工作的教學與實踐」 

萬心蕊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莫藜藜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羅國英 

／東吳大學社工系教授 

陳懷恩 

／東吳大學社工研究生 

107.01.18 
產學合作—心理衛生與社會工作

發展月會 

萬心蕊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李介中主任 

／介中事務所負責人 

107.03.13 

「申請實習機構錄取的成功秘訣

系列(二)：有關實習面試的準

備，關於實習，我想和你說說

的…」 

莊秀美 

／東吳大學社工系 

教授 

朱怡萱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大安老人服務中心社工組

長、 

93級畢業系友 



106學年度社工系專題演講&座談會 

時間 名稱 主持人 主講人 

107.03.13 
慈善的考察-幾點關於行動研究的

雜記 

萬心蕊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王醒之 

／東吳大學社工系 

兼任講師 

107.03.20 研究生數位學習運用分享 

陳懷恩 

／東吳大學社工 

研究生 

陳懷恩 

／東吳大學社工研究生 

蔡仲環 

／東吳大學社工研究生 

107.03.27 
社區發展、社區營造，還要創新

～社區真的很忙 

李婉萍 

／東吳大學社工系 

專案助理教授 

王怡文 

／新北市新店區公所課員 

107.04.10 

社工論壇(一) 

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專

業與本系教師交流座談會 

馬宗潔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 

童宗斌 

／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 

社會工作與管理系系主任 

107.04.13 
產學合作—心理衛生與社會工作

發展月會 

萬心蕊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李介中主任 

／介中事務所負責人 

107.05.08 
自身為在都市的原住民『一拳入

社』一拳社工。回憶 

闕漢中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 

陳哲宇 

／社團法人台灣兒童少年 

希望協會-A級拳擊社工 

107.05.15 
認識自己才能認識世界：走入質

性研究的世界 

李憶微 

／東吳大學社工系 

助理教授 

王增勇 

／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 

107.05.22 
社工論壇(二) 

我在東吳方案實作課群的經驗 

馬宗潔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 

虞立莉 

／東吳大學社工系 

兼任助理教授 

107.06.05 如何經營社區? 

李婉萍 

／東吳大學社工系 

專案助理教授 

孔憲娟 

／台北市大安區 

古風里里長 

107.06.12 

社工論壇(三) 

New Directions of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in United States 

馬宗潔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 

江玉龍  

／Walter Kiang, Ph.D., MSW, 

MS ,Research Director Los 

Angeles County 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106學年度社工系學術動態 

時間 名稱 主持人 主講人 

    

107.06.12 
2018年社會工作學系師生研究成

果發表會 

萬心蕊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范文千 

／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 

余亭儀 

／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 

陳今竣、陳懷恩 

／東吳大學社工系研究生 

蔡承宏、黃莉惠 

／東吳大學社工系學士班同學 

107.06.19 社工優勢觀點解析 

闕漢中 

／東吳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 

曾仁杰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台灣復元優勢觀點社會  

  工作學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