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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相待」 

嗨~~親愛的東吳社工人: 

社工真情聯絡簿終於在眾所引盼中創刊發行了， 

雖然我們以最簡樸的 PDF 檔呈現， 

卻豐富且精心地設計出師生共同的聯絡平台， 

非常真情地扮演著報馬仔， 

期望串連系上的大小事集結成精華版報導出來。 

更期盼伙伴們能常常上社工九樓，來系辦走走坐坐， 

共覽樓外一窗的故宮勝景及遠眺秀麗的觀音山， 

共抒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情，同享東吳的好山好水。 

 

何其有幸你我曾共同在人生最重要的生涯--大學教育階段，成為東吳人，同時也選擇「社會工

作，social work」為專業發展的志業。 

在這學習之旅或多或少也曾許諾要以助人知能的基礎與人文關懷的涵養， 

來協助弱勢族群關懷社會，進而提昇人群的生活照護與福利品質。 

不論理想已然實現幾分，我們都曾在東吳社工真情相見， 

加入社工大家庭一起來接受挑戰、分享與奉獻。 

相信我們都認同在東吳這樣一個人文薈萃的文化殿堂裡， 

有太多令人驚喜的事物等待你我來發掘， 

精采的人生學習，也都能在東吳獲得充份的發展， 

更值得一提的是為因應知識的爆炸與社會快速地發展， 

提出新世紀的大學生，應追求個人在觀念、態度、學習方面的五識， 

即「知識、常識、見識、膽識、賞識」，更足堪為學習生涯發展之資糧。 

 

我們東吳社工系是一個多元的大家庭， 

系上的專業教育主要引領我們進入行動、多元與合作之特色發展方向， 

竭力培育成為專業社工的優秀人才， 

大學部一、二年級著重於社會科學的通才教育； 

三、四年級著重於社會工作的專業訓練及實習教育； 

碩士班則重視研究社會工作的理論與實務， 

一直以培養高階臨床社會工作、社會福利政策與行政管理人才及社會工作研究人員為目標，業

已建構出完善的教學體系。 

學系發展特色是秉持行動、多元與合作為原則， 

以研究家庭為中心之政策與服務為導向， 



著重社區福利服務工作推廣， 

致力於貫徹實施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育之教學目標。 

 

最後，遙想學系正式成立於民國七十九年，已然將屆二十年，一路走來，培育了許多學術社工

教育師資，作育了無數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造就了台灣的社工發展的豐碩成果，對社會服務

及福利發展有著傲人的貢獻。現今全國的的社會工作學術界及實務界中，我們的系友佔有相當

高的比例，大家共同孜孜矻矻地提供質量兼具的高品質專業人群服務。身為社工系的大家長，

我和系上所有師長都深刻感覺到與有榮焉，進而對各位同樣有著深深的期許，期盼你我能豐收

與享受這段學習旅程。讓我們一起共勉之。 

敬祝    平安!喜樂! 

趙碧華 寫於仲秋 社工九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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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事項】（滑鼠游標移至文章標題項下，可直接超連結至該文章） 

一、社工系研究生迎新及新生導生會議 

二、僵直性脊椎炎病友現身說法 

三、社工系陳小紅客座講座教授參訪錢穆故居  上海復旦大學學生修課交流 

四、位於底層邊緣的社會工作～街友服務之實務分享 

五、「從CEDAW檢視性別人權現況」專題演講 

六、「你，囧男孩了嗎？」楊雅喆導演與李烈監製  影片剖析 

七、宜蘭「新移民家庭議題學術研討會」順利圓滿成功 

八、東吳大學與雲南大學兩岸社會工作學術交流活動報導 

一、社工系教師所主持之研究計畫 

【生活札記】 

一、「踢球明星之〝社〞門成〝工〞」教師節活動  另類慶祝教師節 

二、海外服務大搜＂秘＂－社工系學生的經驗、觀點與視野 

三、97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心得發表會 

四、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第十九屆迎新宿營＊舒伯瑞奇任意門＊ 

五、嶄新面貌～社工系督導室（D0902 室）介紹 

六、【系友報導】網路名人～正港愛台灣的蔡阿嘎 

一、賀！金榜題名 

二、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成績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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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工系研究生迎新及新生導生會議  提升師生情誼 

                               

【文/圖社會工作學系吳秀禎祕書】本系碩士班於 97 年 09 月 01 日(週一)下午 3:30-5:30 在第二

教研大樓九樓社工系研究生共同使用研討室 D0905 辦理每年定期舉行之本系碩士班之「新生迎

新座談會」，會中由本系趙碧華主任擔任主持人，受邀與會還有本系教師及碩二學長姐。目的

幫助碩一新生瞭解學系發展特色及教育目標，教學特色與輔導選課，提供本系製訂之東吳大學

社工系研究生須知手冊，以促進本系研究生新生適應研究生涯與學習需求。 
基於輔導本系研究生新生生活適應和學習生涯，本系每年為研一新生安排導師，由本系專任老

師擔任每位老師分配一至二位研究生新生，以幫助新生研究生生涯的適應，特安排於 97 年 09
月 30 日辦理「研究生新生導生會議」，會中邀請本系研究生導師出席參加，也藉此提昇師生

情誼及日後師生學習上交流觸媒。 

二、僵直性脊椎炎病友現身說法  期許以「敞開心胸，傾聽弱勢族群的心聲」為努力目標 

                               

【文/圖社會工作學系林玉翠助教】社工系於 97 年 9 月 22 日（週一）13：30～15：30 假本校

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敞開心胸，傾聽弱勢族群的心聲」專題演講，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僵直性脊椎炎關懷協會陳時彥監事蒞臨主講。主講人陳時彥先生現擔任協會第七屆監事，本

身亦為病友，陳先生除以其自身的經驗分享其患病的心路歷程外，也談到僵直性脊椎炎病患個

人及家庭所面臨到的問題，包括疾病問題、婚姻問題、子女身心問題、社會人際關係問題、就

業問題等等。此外，亦介紹協會目前定期為病友及其家屬舉辦的各項活動，例如邀請風濕免疫

科醫師、復健醫師、心理師等舉辦醫學講座，為病友提供面對面的即時諮詢；舉辦病友談心會、

成長團體，藉此協助病友相互支持、肯定自我；舉辦親子團體，藉由團體動力增進親子間的關

係，互相體諒與包容。最後提及對社工的期待，要瞭解服務對象之需要、瞭解不同族群之困境、

建立弱勢族群之尊嚴、協助團體之未來發展，期許本系學生未來投入社工行列，能以此為目標。

三、社工系陳小紅客座講座教授參訪錢穆故居  上海復旦大學學生修課交流 

                                     

左起人文社會學院莫藜藜院長→ 
上海復旦大學孫森聖同學交談情形 

←左起本系碩二研究生王珮

玲同學、陳小紅教授、碩二研

究生李佳諭同學、碩三研究生

陳佳妤同學合照 

主講人-陳時彥先生→ 

←演講情形 

本系碩班迎新新生與會情形→ 

←本系趙碧華主任作簡介情形 



【社會工作學系訊】本系 97 學年聘任之兼任客座講座教授政治大學社會學系陳小紅教授，經

系安排與本系三位研究生於 97 年 09 月 16 日中午 12：00-13:30 在錢穆故居聚會，除了重點參

訪錢穆故居外，陳教授還提供本系研究生其大師的寶貴學習經驗交流分享。 
除此之外，97 學年上學期上海復旦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學生 孫森聖同學 至本系修讀大學

部進行四個月課程修習交流，由馬宗潔副教授擔任該生導師，工四 A 李采潔同學及工四 B 鄧

若瑜同學負責輔助該生之課業學習及其他需求。 

四、位於底層邊緣的社會工作～街友服務之實務分享 

                       

【文/圖社工系林玉翠助教】社工系於 97 年 10 月 6 日（週一）13：30～15：30 假本校哲生樓

H304 教室舉辦專題演講，由本系馬宗潔老師擔任主持，本次演講以認識遊民為主題，邀請人

安基金會桃園平安站站長陳宗仁先生，以「位於底層邊緣的社會工作～街友服務之實務分享」

為題，說明其從事街友相關服務工作的實務經驗、釐清一般人對街友的負面印象及介紹平安站

為街友們所提供的服務，強調平安站的任何服務都需經由街友自身努力才能產出，對街友們來

說，平安站是社福資源的援助站、長途流浪的休息站、患難情感的聯誼站、求職訊息的連絡站、

等待好運的轉運站。此外，陳站長另外邀請在桃園流浪的三位街友，以其親身經驗分享他們的

生命故事。希望藉此培養學生多元文化的態度和觀點，以增進學生實際接觸不同族群的經驗。

五、「從 CEDAW 檢視性別人權現況」專題演講 

                            

【文/圖：社工系廖美蓮助理教授】社工系於 97 年 10 月 7 日（週二）13：30～15：30 假本校雙

溪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從 CEDAW 檢視性別人權現況」專題演講，由社工系趙碧華主任擔任

主持人，邀請伍維婷小姐主講，講者現任聯合國非政府組織婦女地位委員會(UN NGO-CSW)年

度大會籌備委員。有鑑於 CEDAW 為全球實踐婦女人權的重要指標與行動方針，為增進台灣各

界人士對 CEDAW 的認識與了解，俾掌握婦女人權議題的國際發展，適逢伍回台搜集其博士研

究資料，特別邀請她來本校分享關於 CEDAW 推展與落實公約的經驗，希望能從性別人權之現

場來檢視婦女的人權，並能喚起大學社工系學生普遍認識與洞察父權制度對女性的一種宰制與

壓迫。會中伍委員也介紹目前已有一些核心婦女 NGO 正積極投入 CEDAW 相關工作，包括台

灣政府也於 2007 年 2 月簽署了這個被譽為[世界婦女人權憲章]的國際公約。勵馨基金會與財團

法人婦女權益促進發展基會等婦女團體正積極的開始替代報告(Alternative Report)的撰寫並已針

對此撰寫團隊規劃一系列培訓計畫，將在 10 月 16 日邀請具有撰寫 CEDAW Shadow Report 或

←會後合影（左至右：趙碧華

主任、伍維婷小姐、社工系

廖美蓮老師） 
 

主講人伍維婷演講情形→ 

←陳宗仁先生演講情形 
街友經驗分享→ 



Alternative Report 經驗之國際非政府組織代表來台召開工作坊。在培訓工作坊後，將開始一系列

相關課程，包括讀書會、由講師帶團之 CEDAW 委員會考察團、初稿審查工作坊等。民間婦女

團體將中程目標設定為 2010 年 1 月完成報告，並至聯合國 CEDAW 委員會提出 Alternative Report

的口頭報告，及進行周邊遊說行動。會中邀請我們年輕的同學們一起為台灣婦女工作投入與相

挺，共同將台灣防治性暴力/性別暴力的經驗與做法，帶到國際婦女人權的討論中。 

六、「你，囧男孩了嗎？」楊雅喆導演與李烈監製  影片剖析 

                        

【文/圖社工系余亭儀助教】最近很夯的國片「囧男孩」對於兒童與夢想之間有很深刻的琢磨，

透過社工系馬宗潔老師的邀約，「囧男孩」電影的楊雅喆導演與李烈監製於 97 年 10 月 21 日 12：

00-14：00 蒞臨本校演講「你，囧男孩了嗎？」。本場演講主要針對社工系學生，也開放本校其

他學系學生、教職員聽講，演講當日現場座無虛席。二小時的演講中，先是播放「囧男孩」的

電影片段集錦，接著是兩位講者分享整部電影的概念，及選擇、訓練兒童演員的過程，聽眾時

而認真聆聽，時而笑聲不斷。後來開放聽眾發問，有社工系學生以其實習經驗出發，也有本系

教職員就其觀察，詢問講者在劇情、角色安排背後的想法，主持人馬宗潔老師更以兒童福利的

角度切入討論。整場演講從電影人、社工人. . .等角度來討論片中兒童的角色刻畫，精彩且豐富，

讓人意猶未盡。 

七、宜蘭「新移民家庭議題學術研討會」順利圓滿成功 

                          
【文/圖：社工系吳秀禎秘書】為拓展實務工作者之知能，對新移民家庭之處境有更多的瞭解與

探討，由宜蘭縣政府及東吳大學社工系合辦之「新移民家庭議題學術研討會」於 97 年 10 月 22

日（星期三）08:30-17:00 假宜蘭縣議會一樓簡報室舉行。這是宜蘭縣政府首次與東吳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會，會議十分順利圓滿成功。會中除社會處王綉蘭處長及趙碧華主

任共同主持研討外，更邀請到國內研究移民政策、家庭政策等領域之學者，如本系莫藜藜教授、

李明政教授等，針對全球化下的移民趨勢及專業人力的跨文化勝任能力等發表論文，並由與談

人進行回應，透過相互的意見交流，帶給專業人員以更宏觀的視野與多元觀點面對新移民議

題。此次研討會，本系碩工三陳佳妤同學、陳淑君同學、江明璇同學、碩工二曾怡萍同學、碩

工一賴儀婷同學等五位研究生共同參與協助活動工作人員，透過參與的過程培養、磨練辦理學

術活動的能力。 

 

←研討會會場情形 
 

會後合影→ 

←楊雅喆導演、李烈監製 
 

演講會場座無虛席→



八、東吳大學與雲南大學兩岸社會工作學術交流活動報導 

                       

                       

【文/圖：社工系林玉翠助教】社工系邀請雲南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於 97 年 10 月 27～31

日蒞校參訪並進行兩岸學術交流。雲南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此行由系主任錢寧教授領隊共

計五位學者前來。本系訂於 10 月 28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3：30 進行「兩岸社會工作學術交流

座談」及「社會工作專題論壇」，主題包含「社區服務與服務學習」、「社區服務與社區教學」

及「少數民族社區工作」，由兩校老師針對上述主題分別進行引言及綜合討論。另於 10 月 29

日上午安排社區考察交流活動，由本系趙碧華主任及賴兩陽老師帶領參訪本系實作課群社子實

驗社區，請本系卜文輝、蔡菁樺及葉衛廷等三位同學先在福安國中社區教室進行「跨文化社區

多元服務方案-以社子地區為例」簡報，之後安排社子地區導覽；當天下午由本系葛書倫老師

帶領參訪台北市士林老人服務中心，藉由參訪過程瞭解台灣老人社會工作實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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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社工系教師所主持之研究計畫 

學年 姓名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97 馬宗潔 社會工作者對壓迫概念瞭解之研究 國科會 2008/8/1 2009/7/31

97 洪惠芬 

女人作為「照顧者」的勞動市場參

與經驗與策略：對「男性養家模式」

在台灣的檢視與批判 

國科會 2008/8/1 2009/7/31

97 廖美蓮 
大學社會工作系學生性別意識與建

構歷程 
國科會 2008/8/1 2009/7/31

97 
趙碧華 

張菁芬 
臺北縣婦女福利需求調查 

臺北縣政府

社會局 
2008/6/24 2008/12/31

97 王行 
男性單親家長生命敘說與社會實踐

之行動研究計劃案第一階段第二年

中華單親家

庭互助協會 
2008/10/9 2009/10/8

 

←校徽前合影 
 

參訪台北市士林老人

服務中心→ 

←本系實作課群學生於福

安國中社區教室簡報情

形 
 

實作課群學生及助理→ 
與雲南大學老師合影 



生

活

札

記 

真

情

報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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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踢球明星之〝社〞門成〝工〞」教師節活動  另類慶祝教

師節 

【文圖/社工系學生會學資部副部長二年 A 班學生李佳芬】社工系

系學生會為響應校內舉辦之「尊師種稻」教師節活動，以及提升

社工系師生之情感與連繫，今年度首次舉辦「踢球明星之〝社〞

門成〝工〞」教師節活動，讓系上學生藉此表達對老師感恩之意。

此活動由系學生會幹部為系上專任老師、助教及秘書，製作精美

教師節卡片，並於 9 月 15 日至 9 月 26 日上課期間，在第二教研大

樓九樓擺台，讓學生自行寫下對老師的感謝話語，希望透過此交

流管道讓全體師生關係更加融洽，也敬祝本系全體教師教師節快

樂！ 

二、海外服務大搜＂秘＂－社工系學生的經驗、觀點與視野 

                            

【文/圖：社工系余亭儀助教】出國，除了玩、shopping，還可以做什麼？97 年 9 月 30 日(二)13：

30-15：20，社工系於本校國際會議廳，由趙碧華主任主持，針對大一新生舉辦「海外服務大搜＂

秘＂－社工系學生的經驗、觀點與視野」座談，邀請社工系 2008 年暑假參與海外服務的碩士

班盧俊文同學及大學部李明璇、蔡佩吟、林雪非、林依青、郭世昌同學共六人，與大一的學弟

妹們分享他們分別去柬埔寨、阿富汗、印尼三地的海外服務經驗、秘訣，並進一步的認識「海

外服務」。此次活動的特點，除了在座談開始前，預先請大一同學提供針對「海外服務」想問

的問題，還邀請 2007 年至印尼服務的陳柔諭、潘彥銘同學擔任對談主持人，就是希望讓同學

在聽、講、主持等角色都有足夠的參與。會中，發表同學分享他們各自獨特的服務學習經驗，

譬如與同行夥伴合作關係的磨合、面對異文化的態度與因應. . . 等；聽講的大一新生也提出一

些問題讓學長姐們腦力激盪，譬如：到烽火連天的阿富汗要如何克服安全上的威脅感、如何籌

措到至海外服務所需的經費. . . 等，相互都有所學習。 

三、97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心得發表會 

                          
【文/圖：社工系林玉翠助教】社工系舉辦「97 學年社會工作實習心得發表會」，今年暑期共計

←薪傳與專題研討會 
 

博覽會擺台與參觀情形→ 

趙碧華主任致詞→ 

←主持同學與發表同學的對談 



有 114 位學生分別申請至全台灣地區 83 個社福機構進行社會工作實習，所有實習生分成十組

進行發表。97 年 10 月 18 日(週六)10：00-14：30 假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四樓教室以「薪

傳及專題研討會」的方式進行發表，由各組自行邀請實習機構督導及他校實習伙伴參與，藉由

實習生實習經驗的傳承及針對實習內容所引發的議題作更深入的專題研討。另外於 97 年 10 月

20～23 日假第二教研大樓九樓迴廊舉行「實習心得博覽會」，各組透過書面、影音資料的實習

成果展示及實習生當場的解說及經驗分享，除增加彼此相互觀摩的機會外，亦使本系尚未實習

的大一至大三學生對實習機構有更多的認識及瞭解。 

 

四、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第十九屆迎新宿營＊舒伯瑞奇任意門＊ 

                          
【文/圖：社工系三年級Ｂ班學生莊婷婷】“真正高興的見到你，歡迎歡迎歡迎你，歡迎，歡迎，

我們歡迎你!＂在這樣如此熱鬧的歡迎聲中，社工系第十九屆的迎新宿營正式開始。今年我們

選在距離台北不遠的萬里芥菜種營地當作我們兩天一夜的美好回憶，在十月四、五日，我們寫

下了一個快樂的故事，我們完成了傳承熱情的迎新宿營。 

在這兩天一夜當中，我們設計多種不同類型的遊戲讓學弟妹一同參與，第一天有讓學弟妹

增加彼此合作默契的團隊遊戲，還有可以讓他們互相幫助的大地遊戲。晚上舉辦了炒熱氣氛的

營火晚會，讓學弟妹在跳著土風舞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到學長姐的熱情，也可以增進彼此的感

情，也讓整個晚會達到最高潮。晚會結束後讓學弟妹驚叫連連的夜遊，更是讓整個小隊達到團

結保護彼此的目的。 

第二天的活動當然也不容小覷，早上帶著學弟妹跳了象徵營隊精神的營舞，讓學弟妹加深

對於十九營宿的印象，今年有一個特別不一樣的活動，就是增加了一個推理劇，讓學弟妹們紛

紛變身為柯南，去分析每一段劇情，猜出真正的兇手，學弟妹的好眼力，讓案情很圓滿的落幕。

最後，在兩天一夜的結束前最後一個大活動，RPG，角色扮演遊戲，學長姐們化身為各個

不同的角色，角色與角色之間的連結就是破解遊戲的關鍵，學弟妹們必須仔細的聽每個角色的

介紹，這也增加了學弟妹敏銳的觀察力。終於，兩天一夜的活動到了尾聲，社工系第十九屆迎

新宿營就在大家熱鬧的拍全體照時，圓滿的落幕了。 

五、嶄新面貌～社工系督導室（D0902 室）介紹 

                          

←晨操-頂著大太陽的學弟妹

們在跳營舞 

 
結業式-結束兩天一夜的旅

程，一起拍照留念!  →

←彩繪中的團體督導室 
 

即將完工的團體督導室→ 



                           

 

【文/圖：社工系吳嘉婷助教】社工系終於擁有自己的社會工作督導室了！從 97 學年度開始，

學生及教師陸陸續續積極善用社工督導室（D0902）進行各類的活動，包含讀書會、實習督導

會、個人會談…等，社工督導室綜合了兩種功能：包含團體督導及個人會談，且彼此空間隔離

互不干涉，充分展現社工督導室絕佳的功能。社工督導室能有這樣的全新面貌，背後還有兩位

辛苦的大功臣：工四 A 周暐傑同學、工四 B 鄧若瑜同學，他們花了整整兩天的時間，完成牆

上巨幅的彩繪作品，使社工督導室增添了社工系獨有的活潑氣息與創意風格，使每位空間使用

者都能愉悅的使用這樣的空間。 

六、【系友報導】網路名人～正港愛台灣的蔡阿嘎 

【文/圖：社工系吳嘉婷助教】近日來網路人氣指數飆高，各家媒體爭相

引用該部落格影片的網路名人—蔡阿嘎，其實是東吳大學社工系 96 級畢

業的系友蔡緯嘉同學，大家只知道他很愛台灣，其實他更愛東吳社工系，

他將東吳社工系的教育目標轉換成大家都朗朗上口的口訣--「專、尊、關、

重、行」，畢業後仍忘不了東吳社工系的教育目標，將自己源源不絕的創

意思考拍攝成影片放在部落格中，讓社工系的學生都能跟他一樣愛東吳社

工系，更清楚社工系的教育目標。欣賞東吳大學社工系教育目標影片請連

結至（請點選以下網址超連結）：

http://www.wretch.cc/video/yga0721 

家

中

有

喜

事 

【賀！金榜題名】*名單若有遺漏，歡迎不吝指正。 

97 年度系友考取其他專技證照高考榜單（含在校研究生） 

畢業年度 姓名 類科 

89 黃敏茲 諮商心理師

94 劉珍桂 諮商心理師

97 年本系系友考取國家考試榜單(含應屆畢業生) 

畢業年度 姓名 考取類科 備註 

96 級 邱瓊芳 97 年初等考試一般行政類科 台北市政府主計處 

←多采多姿的團體督導室 
 

辛苦的兩位彩繪大師→ 

←設備齊全的個人會談室

http://www.wretch.cc/video/yga0721


96 級 張可欣 97 年普通考試社會行政類科   

94 級 石曜禎 97 年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類科   

94 級 賴如琳 97 年普通考試社會行政類科   

93 級 張簡怡芬 97 年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類科 
台北市家庭暴力暨性侵害防治中

心兒少保護組社工員 

91 級 何凱雁 
97 年普通考試社會行政類科 

97 年高等考試社會行政類科 
 

91 級 邱施仁 97 年苗栗縣國中教師甄試 苗栗縣立苑裡高級中學輔導老師

85 級 蔡佳芬 97 年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類科  

碩 張翊群 97 年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類科  

碩 劉雅文 97 年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類科  

碩 林淑萍 97 年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類科  

碩 郭春欒 97 年高等考試公職社工師類科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指定捐款項目 捐款人 捐款金額 捐款日期 

社工系學生優秀清

寒獎學金 

鄭瑪玲 

（本校日文系兼任講師） 
100,000 97.10.17 

趙碧華 10,000 97.09.15 社工系發展專款—

獎助學金 莫藜藜 5,000 97.09.25 

莊秀美 1,500 97.06.27 

闕漢中 1,500 97.06.27 

馬宗潔 1,500 97.06.27 

社工系發展專款—

學術活動 

萬心蕊 1,500 97.06.27 

莊秀美 12,000 97.07.21 

善心人士 1,500 97.07.31 

王  行 10,000 97.08.12 

萬心蕊 12,000 97.09.01 

社工系發展專款 

羅國英 5,000 97.09.04 

趙碧華 3,000 97.09.16 

莫藜藜 5,000 97.09.15 

闕漢中 2,000 97.09.18 

萬心蕊 2,000 97.09.19 

馬宗潔 500 97.09.19 

王偉建（系教官） 1,000 97.09.19 

社工系系學生會迎

新宿營專用款 

李明政 1,000 97.10.02 



廖美蓮 1,000 97.10.02 

賴兩陽 1,000 97.10.02 

余亭儀 2,000 97.07.23 社工系發展專款—

社會工作系學報 王  行 21,000 97.07.31 

 

萬分感謝以上善心人士的支持社工系發展募款計畫，因為有您，讓社工系更加蓬勃發展，期待

更多人的加入。請支持我們的募款計畫，謝謝您～ 

一、社工系「學習生活補助專款」募款計畫 

本系為培育助人專業人才，課程設計多朝鼓勵同學從事志願服務方向發展，並且從大二至

大四皆有實習課程的安排，希望同學能有助人專業實務經驗的闊展。然而近年來社會經濟的變

化，系上同學為籌措學費與生活費用，工讀的情形日漸增多。在生活結構的擠壓下，從忙錄的

作息中，年輕學子要能夠既顧及生存經濟，而又能投入耗時、費心的實務學習，實為難事。 

有鑑於此，本系為因應社會經濟變化，照顧學生的學習條件，因而積極研議「東吳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學生學習生活經濟補助」的募款計劃，以減低學生在從事志願服務與實習課程期間的打

工活動。期望各界能本於栽培弱勢學生的信念，惠予響應支持。本計劃擬以每學年十萬元為募

款金額目標，每學期有十位名額可供申請。 

二、社工系研究生論文獎助金募款需求計畫 

為獎勵本系研究生論文寫作優異同學，以及提升其研究風氣與品質，本系自 91 學年度起

開始辦理與設置「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論文獎學金實施辦法」，迄今已嘉惠許多研究

生，對於獲獎同學不論在論文寫作上的努力給予肯定，也在經濟上獲得相當的幫助與鼓勵。本

項補助經費來源最早發起人為詹火生教授，基於期待能持續支持本系研究生論文寫作學習，促

使本獎學金能永續經營，希望研擬擴展經費來源，使本補助獎學金不因經費短缺而受影響，進

而能持續支持本系研究生致力於論文寫作且益增論文品質，以及減緩學生因經濟壓力帶來論文

撰寫時間的擠壓而延宕。有鑑於此，本系為因應社會經濟的變化，擴展學生的論文獎學金補助

需求，因而積極研議「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生論文獎學金」募款計劃，一面減低學生在

從事學位論文撰寫期間，受經濟壓力而影響論文寫作進度；另一面積極的提昇研究生論文撰寫

品質，期望各界能本於培植國家精業學子與社會專業人才的信念，給予支持與熱烈的回應。「社

工系研究生論文獎學金」計劃擬以每學年十萬元金額為募款目標，每學年獲獎補助同學名額最

高四位。 

 

三、東吳社會工作學報出版募款計畫 

目前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期刊量不足，論文發表管道有限，對於社會工作的學術發展實為不利；

基本上論文作者有足夠的選擇權，能夠在諸多學刊中，選擇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具有良好

審查、編輯制度的學刊投稿，如此才能真正帶動台灣社會工作的學術發展，「東吳社會工作學

報」實有持續經營的必要性。自 96 年起學校取消學報補助經費，本學報在經費困窘的情況下，

雖仍持續經營，堅持至已於 97 年 3 月正式提出申請進入「TSSCI 資料庫」，目前結果雖尚不得

而知，持續的努力仍須進行，而已沒有出版經費實為本學報現今面臨的最大問題。東吳社會工

作學報為半年刊，擬募款每期所需出版經費 75,000 元，一年二期約為 150,000 元，本募款目

標訂於一年募到款項 150,000 元。 

 



導師

核閱 
趙碧華 11/01 

成

績

考

查 

對於本期的內容是否滿意呢？請給我們本期社工真情聯絡簿打一

個分數吧！（滿分 100 分），若有任何建議也請寫下，e-mail 寄至

sw@scu.edu.tw，感謝您不吝賜教。  小老師--吳嘉婷助教 敬上 

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