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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邀請日本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學者，即將於 12 月 8日舉行的研討會中，由我擔任

「日本社會事業大學」校長大橋謙策教授專題演講場次的主持人，他的演講題目是：「日

本的社會福利專業教育與亞洲型社會工作教育的全球標準：作為社會發展觸媒」，莊老

師將大橋校長的論文交給我預先閱讀時，我就感覺到這個題目的長度，而閱讀後則更

感佩其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大橋校長等的即將到訪，令我想到上學期系上邀請的「日

本東北福祉大學」的萩野校長，他的演講很生動，其穿透文化語言隔閡的打招呼方式，

仍令我記憶猶新；而對東西文化的差異分析和對日本老人生命尊嚴落實於照顧服務的

倡導行動，都是以前我未曾見識的。此次，大橋校長論文中提到，東亞的季風型氣候、

稻作生產、儒家文化和多神宗教等共同的人文生態環境，非常不同於西方世界，建構

亞洲型社會工作標準實有其需要，也有其條件。近幾年來，系上持續與日本學界交流，

我個人收穫良多，尤其能邀請到校長級的教授參與，其帶來的思想啟迪真不容忽視。 

李明政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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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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12 月 18-19 日社工系即將接受教育部高教評鑑中心評鑑 

二、一個屬於孩子的地方：“格鬥天堂＂經驗分享 

三、社工論壇的定位與發展 

四、「我愛東吳社工-種子服務隊」座談會 

五、『最遙遠的愛』紀錄片校園巡迴宣導座談 

六、活動快遞：97 年 12 月 8 日即將舉辦台日雙方社會工作學術交流之國際研討會 

七、【大師講座】97 學年度第二學期碩士班課程 

一、狂賀！97 年度社工師專技高考社工系馬宗潔副教授金榜題名 

【生活札記】 

一、97 學年度「研究生實習說明會」 

二、社工真情聯絡簿《創刊號》 熱情迴響 

一、狂賀！97 年度社工師專技高考社工系馬宗潔副教授及系友共計 59 人金榜題名 

二、賀！本系黃仁祈、黃梓原、管珮君三位同學獲選為本校 2009 國際志工尼泊爾隊、菲律賓隊服務

員 

【成績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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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7 年 12 月 18-19 日社工系即將接受教育部高教評鑑中心評鑑 

                  

 

【文/圖：社工系助教吳嘉婷】97 年 12 月 18-19 日本系將接受教育部高教評鑑中心評鑑，內容

包含學系簡介、資料檢閱、教學設施參訪、教學現場訪評。委員也將與本系教師、行政人員、

在學學生、畢業系友代表進行晤談等等。感謝全系師生共同參與，期待一切圓滿順利。 

二、一個屬於孩子的地方：“格鬥天堂＂經驗分享 

 

 

 

【文/圖：社工系助教林玉翠】社工系於 97 年 10 月 21 日（週二）13：30～15：30 假本校雙溪

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633 教室舉辦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一個屬於孩子的地方：“格鬥天堂”
經驗分享」。由本系葛書倫老師擔任主持，邀請基隆市失業勞工保護協會劉子茵總幹事主講。

主講人先請在場同學分享個人與兒童工作或接觸的經驗，接著放映由莊妙慈導演所拍攝的「格

鬥天堂的音樂日記」紀錄片，內容描述位於基隆的一個原住民聚居的長安社區，另類的教育課

程，企圖讓該社區的原住民孩子不至於從以漢人為中心的教育體制中被邊緣化，並從音樂舞蹈

中拾回原住民孩子的族群自信。「格鬥天堂」是這群原住民小孩自己取的名字，是基隆市失業

勞工保護協會在長安社區所設立的一個屬於孩子休閒、讀書、玩樂的公共空間。藉由觀看紀錄

片及主講者提出以下的問題「你覺得兒童需要什麼？」、「想到兒童，對你童年經驗有何引發、

參照？」、「你童年有意識和他者的差異嗎？這些差異分別帶給你什麼樣的感受？」、「聽到家

暴、原住民的聯想？」等等，引發在場同學的討論和對話，由於大部份同學都有在「北投社區

安全家庭整合方案」服務兒童的經驗，分享相當熱烈，也藉由彼此經驗的分享，增加互相學習

的機會。 

資料展覽室（D0901） 歡迎參觀社工系靜態資料展 

講者與在場同學討論情形 



三、社工論壇的定位與發展 

 

【文/圖：社工系秘書歐孟芬】為促進本系教師彼此在研究與教學等相關議題方面的討論，並

且結合 97 至 99 學年校務發展計畫之執行，社工系於 97 年 11 月 4 日中午 12：10 至 14：00 以

「社工論壇的定位與發展」為主題辦理本（97）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社工論壇」，主持人為

本系趙碧華主任。 
會中凝聚的幾項初步共識包括：1.可將討論的主題定位在與「社會工作發展方向」之相關議題：

長期來看，如此將可兼顧教師興趣並隨時扣連社會動態，有關討論議題之擬定，建議可以透過

資料蒐集的方式。2.在教學方面，可與小班教學結合，在研究方面，透過論壇對於研究議題的

討論使整合型研究自然產出，也可探討整合型研究與實作課群結合的可能性；此外，我們也可

憑藉本系優勢藉此加深凝聚社工集體認同。3.在社工論壇年度行事曆規劃方面，可用主軸規劃

的方式，由專任教師輪流擔任，並邀請系內教師共同處理有關紀錄等相關行政事宜。本次與會

教師總計有 10 位，出席情形踴躍且討論熱烈。 

四、「我愛東吳社工-種子服務隊」座談會 

    

 

【文/圖：社工系助教余亭儀】社工系訂於 97 年 11 月 4 日、11 日及 25 日(週二)中午 12：00
～2：30，分別於第二教研大樓 D0910 及 D0905 教室，分三梯次籌辦本系「我愛東吳社工-種子

服務隊」座談會。邀請本系大學部及研究生，計共有 45 位同學出席參與。會中主要向同學說

明教育部系所評鑑對系的意義、重要性及與同學的關係，除了讓學生更瞭解系發展目標外，亦

提供學生與系彼此雙向溝通的機會，從而交流討論如何正向面對「評鑑」，並整合本系發展之

原動力-教師與學生，發揮凝聚系團隊力量，提昇系的正向發展能量。 

本系學士班學生與會情形 本系趙碧華主任與與會研究生合影 

社工論壇進行情形 



五、『最遙遠的愛』紀錄片校園巡迴宣導座談 

        

【文/圖：社工系助教林玉翠】社工系與財團法人法律扶助基金會台北分會聯合舉辦「『最遙遠

的愛』紀錄片校園巡迴宣導座談」，活動於 97 年 11 月 18 日（週二）13：30～15：30 假本校雙

溪校區哲生樓 H304 教室舉行。 
一開始先由法律扶助基金會宣傳公關組謝金蓮主任進行法律扶助基金會簡介及紀錄片拍攝緣

由。法律扶助基金會係依據法律扶助法由司法院捐助成立，針對需要專業性法律幫助而又無力

負擔訴訟費用及律師報酬之人民，予以制度性援助，以維護其憲法所保障之訴訟平等權。「最

遙遠的愛」由法律扶助基金會花蓮分會於 2008 年以紀錄片型式拍攝完成，這是台灣第一部婚

暴婦女的生命故事紀錄片，也是第一部由法律扶助基金會扶助律師共同捐款拍攝而成的紀錄

片。在觀賞完紀錄片後，由與談人法律扶助基金會台北分會謝幸伶律師進行座談引言及問題交

流，希望藉此宣導活動，喚起大眾對家內人權正義的重視，以預防性解決家事紛爭，有效降低

家事案件之發生率。期待法律扶助可以在整個法律運作的過程中，全面性地在各個層次面向提

供所需的幫助，例如轉介弱勢者使用相關福利資源，或規劃辦理人權教育課程，主動發覺法律

扶助背後的社會成因等。最後，歡迎在場同學至法律扶助基金會擔任志工，希藉由擔任志工的

過程，一方面增進青年學子對法律扶助之認識，培育其「社會服務」及「弱勢關懷」之熱誠與

正確價值觀，另一方面亦希望加強其對法律扶助制度的正確認識與瞭解。 

想更進一步瞭解與認識相關訊息者，可連結至以下網址： 

1.紀錄片「最遙遠的愛」部落格（http://theunreachablelove.blogspot.com/） 

2.法律扶助基金會台北分會志工部落格（http://www.wretch.cc/blog/laftp） 

3.法律扶助基金會網址（http://www.laf.org.tw/tw） 

六、活動快遞：97 年 12 月 8 日即將舉辦台日雙方社會工作學術交流之國際研討會 

【文：社工系助教吳嘉婷】社工系將於 97 年 12 月 8 日（週一）08：30～17：00 舉辦「以家庭、

社區為基礎的福利社會建構與社區福利專業人才培育—台灣、日本的比較研究—」國際研討

會。上午場次於第二教研大樓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D1005）舉行開幕式及研究座談會，下午

場次則移師到綜合大樓國際會議廳舉行日本學者之專題演講。本次研討會邀請多位日本學者發

表社會工作相關議題，並結合台灣現況進行研討座談以及專題演講，會議全程將有日語口譯成

中文的服務，這樣難得的機會，對於這類議題有興趣的師長或學生們是不容錯過交流與學習契

機，敬請大家踴躍參與盛會。詳細活動議程請洽社工系辦公室或請至本系網站查詢

http://www.scu.edu.tw/sw/。 

座談會情形 圖左至右：主持人葛書倫老師、 

主講人法律扶助基金會謝幸伶律師 

http://theunreachablelove.blogspot.com/
http://www.wretch.cc/blog/laftp
http://www.laf.org.tw/tw
http://www.scu.edu.tw/sw/


 
 

七、【大師講座】97 學年度第二學期碩士班課程 

         

 

 

趙碧華主任拜訪吳就君教授並致贈禮品 



          
 

 

【文/圖：社工系秘書吳秀禎】延續學校教學卓越計畫延聘大師講座，本系於 97 學年度第二學

期特聘請家族治療大師資深教授吳就君老師擔任本校兼任客座講座教授至本系碩士班任教，課

程名稱：「進階婚姻與家族治療」。其目的乃是期待促進本系研究生實務專業能力養成與提昇本

系專業教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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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金榜題名】 

狂賀！97 年度社工師專技高考社工系馬宗潔副教授金榜題名 
【文/社工系助教吳嘉婷】97 年度社會工作師專門技術證照考試已於 11 月 10 日放榜，經過社

工系系友及碩士班學生、系友之回報確認後，今年度有 58 位系友及碩士班學生考取社工師專

技高考，而本系專任教師馬宗潔副教授也在榜示名單之列，快來與系上一起分享喜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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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7 學年度「研究生實習說明會」 

   

 

趙碧華主任與吳就君教授合影 

參與師生合影 



【文/圖：社工系秘書吳秀禎】社工系於 97 年 11 月 18 日(週二)中午 12：00～1：30 在教研大

樓九樓 D0905 辦理第一次 97 學年度「研究生實習說明會」。由社工系系主任趙碧華副教授及實

習總督導馬宗潔副教授共同主持，與會研一學生共 15 位，出席參與的新任研究生實習督導老

師有葛書倫助理教授、洪惠芬助理教授及廖美蓮助理教授等。 

本次活動目的在協助研究生順利完成實習課程修習，亦使新擔任研究生實習之學校督導老師瞭

解研究生的實習目的及相關規定，以協助研究生順利完成實習申請作業。說明會之進行包括實

習相關行政作業流程的介紹，以及研究生實習相關問題的提問與解答，另外亦印製社工系碩士

班研究生社會工作實習須知手冊書面資料提供學生參考，並將實習相關資料放置本系網站，以

多元管道方式便於學生參考。會後並針對研究生之建議，提供本學年本系專任教師授課學分

表，作為研究生找尋實習學校督導老師之參考。 

二、社工真情聯絡簿《創刊號》 熱情迴響 

【文/社工系助教吳嘉婷】本系已於 97 年 11 月 1 日發行社工真情聯絡簿《創刊號》，發行的對

象為本系全體師生及系友，本電子報刊載的內容項目包含導師的話、家內大小事、教師風雲錄、

真情報馬仔以及家中有喜事。「家內大小事」主要是介紹系內各項學術活動及交流訊息；「教師

風雲錄」報導了教師學術研究的相關議題、動態和教師正在進行的各項社會服務活動；「真情

報馬仔」則是學生學習輔導、與學生相關的活動及系友的報導；「家中有喜事」主要是描述當

月份系上可喜可賀的事項。這次創刊號的發行，感謝本系師生及系友給予很多迴響，包含口頭

及文字回饋，文字回饋意見整理如下： 
饋

哈~蔡偉嘉拍的實在是太好笑啦~我笑到流眼淚耶~ XD真是辛苦你們啦 ~感恩ㄋ

ㄟ~                                                 96 級系友 黃惠靖

哇~~好另類的團都室，能邀請囧男孩蒞校座談，學生真是幸福~~~。感謝寄來

的電子情報，我會發給 82 級的!!              82 級系友 國北教大 高以緯

這是一個很棒的突破，讓我們這些在外開枝散葉的系友能瞭解社工系的動態，

雖然很少回學校，但是ㄧ直很懷念，也一直以東吳社工人為榮，大家辛苦囉！

91 級系友 施政延

dear 嘉婷：辛苦你囉! 好有創意喔!我發現我們社工系的同學也很有創意!! 

83 級系友 梁慧雯

Hey!嘉婷:Thanks so much for putting this together. This is great!!! A 

score for the newsletter? 100 of course. It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feel connected again with the school of social work. Thanks for the great 

work!                                                      MeiLing 

了不起喔～出了電子聯絡簿耶...好專業喔，裡面講了好多事情喔，可見系上

的老師真得很認真在教學與做事耶...如果要評分的話，當然是打 200 分，真

是太優秀了，而且我看你們每人都要負責寫一篇，圖文並貌耶....強強，拍拍

手，拍拍手...嘻嘻，當然我最喜歡看照片，趙老師剪了個楊丞琳的瀏海喔...

然後我有看到一張，是在東吳的紀念原章下，最左邊那位，是闕老師嗎？他變

很帥耶.....好久沒有看到他喔，呵呵  好啦，祝你們工作順利，下課嘍... 

謝謝系友會熱心規劃發行電子報，讓我們畢業多年的系友仍能適時了解系所活

動及消息，真的非常感謝喔...                         91 級系友 陳奕莉



恭喜社工系有自己的電子報囉，真是非常的簡單又明瞭呢～～在此提供兩點小

小意見，僅供參考～ 

1.建議各文章後面或是各業面也能有一個「回點選捷徑」的捷徑。不然，會跳

到後面之後，要再重新回到前頭～ 

2.除了工作報告之外，如果有一些未來要辦理的活動是有開放系友可參加的話

是否也可把相關訊息一併放進電子報呢～（懶惰沒有常上系版的系友～） 

謝謝，兩點意見僅供參考，仍多尊重發行單位及編製人員方便，謝謝！ 

92 級系友 陳貞吟

我給 100 分!做的很棒耶,社工系感覺就是生活繽紛多采多姿的系,處處充滿溫

暖處處充滿熱情!                                       工延 A  廖高鴈

收到電子報了，不錯哦～希望以後能多些圖片及影像。那更能勾起回憶及印象

～加油了                                            91 級系友 葉東豐

 
藉由這些回饋意見，期待未來社工系電子報可以發展的更健全。 
關於本電子報全文可至本系網頁首頁下載瀏覽：http://www.scu.edu.tw/sw/。下一期出刊時間預

計是 97 年 12 月 5 日，本系師生或系友若有相關消息想分享，歡迎踴躍投稿並e-mail至本系信

箱sw@scu.edu.tw。 

家

中

有

喜

事 

【賀！金榜題名】 

一、狂賀！97 年度社工師專技高考社工系馬宗潔副教授及系友共計 59 人金榜題名 
【文/社工系助教吳嘉婷】97 年度社會工作師專門技術證照考試已於 11 月 10 日放榜，經過社

工系系友及碩士班學生、系友之回報確認後，今年度有 58 位系友及碩士班學生考取社工師專

技高考，而本系專任教師馬宗潔副教授也在榜示名單之列，這樣的錄取人數是歷年來最高的，

經過三天漫長的考試歷程，總算辛苦是有代價的，有了專技高考證照的國家認證，相信系友在

未來社會工作領域職涯上的發展，也更有一份保障，社工師專業證照也會是未來社會工作福利

單位認可社工員專業的取向，這將成為一種趨勢，社工師專技高考錄取榜單詳見如下，您也可

至社工系網站首頁：http://www.scu.edu.tw/sw/或直接進入「系友園地」點選「系友考取榜單」

即可。快來與系上一起分享喜悅喔！*名單若有遺漏，歡迎不吝指正。 

97 年度系友考取社工師榜單（含碩士班） 

畢業年度 姓名 畢業年度 姓名 

79 張玉潔 95 劉仁傑 

80 林詠霈 95 呂敏華 

83 陳菁菁 95 張又心 

84 曾文玲 96 黃靖雅 

84 葉家嶽 96 林育如 

85 羅曉瑩 96 曾怡萍 

85 張素玲 96 黃佩怡 

86 莊東憲 96 林芳伃 

87 王志玄 96 林奕綺 

88 蔡淑女 96 張芸瑜 

88 黃文玲 97 吳姿瑩 

http://www.scu.edu.tw/sw/
mailto:sw@scu.edu.tw
http://www.scu.edu.tw/sw/


88 蔡淑華 97 郭仲珈 

89 楊智凱 97 王瑩婷 

91 洪子茹 碩 葉湘佩 

91 蔡明珊 碩 陳佳妤 

92 郭婉盈 碩 蔡文菁 

92 余佩兼 碩 涂  郁 

92 賴屏妃 碩 林幸君 

93 黃彥蓉 碩 陳淑君 

93 李靜怡 碩 李佳諭 

93 鍾佳陵 碩 翁于雯 

93 陳貞伶 碩 楊智喬 

93 蕭逸維 碩 林淳怡 

93 曾惟靈 碩 張吟嘉 

94 王紹樺 碩 張益英 

94 陳珮萱 碩 陳思雯 

94 黃筱薇 碩 95 張妙如 

94 李雅玲 碩 林紫綾 

95 詹瓊雯 碩 簡佳立 

 
二、賀！本系黃仁祈、黃梓原、管珮君三位同學獲選為本校 2009 國際志工尼泊爾隊、菲律賓

隊服務員 

【文/社工系助教余亭儀】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於 97 年 11 月 14 日起公開徵選「2009
年國際志工」尼泊爾隊與菲律賓隊服務員。想去認識一個新環境，你會選擇哪些方式？透過國

際志工，你不僅可以服務在地、與國際青年交流對話、深度認識當地文化！參與尼泊爾國際志

工，是你最佳選擇。2009 年寒假，實現你擔任國際志工的夢想吧！協助復育紅樹林濕地、參與

山區植樹計畫、與當地小朋友一起進行生態環境教育活動及與 San Carlos 大學志工對話。第

一次參與國際志工的最佳選擇，菲律賓生態國際工作營邀你一同參與改變世界的行動！有著社

工系滿滿服務熱忱的學生怎能放過這樣的機會，97 年 11 月 25 日公告錄取國際志工名單，本系

黃仁祈、黃梓原及管珮君三位同學從上百名的報名者中脫穎而出，獲得錄取資格！ 

導師

核閱 
趙碧華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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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