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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的祝福 

聯繫你和我，恭喜社工真情聯絡簿的出刊。 

看到趙主任努力經營社工學系，頗覺欣慰，大概

只有擔任過主任的人，才會有此感懷吧！也為東吳

社工系深慶得人而高興。 

一個學系真的是一個大家庭呢！有時老師們不

論是話家常或論壇中的辯論，有話直說，卻不傷和

氣。學生們有事也願意和老師溝通，許多事都可以

商量和相互瞭解。然後，我見證了整個學系在需要

面對外力時，都願意一起努力。會這麼說，主要來

自於此次學系評鑑的過程中，我走過各學系，一直

看到的是社工系展現最好的團結合作景象。牛年伊

始，祝福社工學系秉持此優良傳統，繼續努力。 

最近，我參加了一項「推動地方政府充實社工人

力配置及進用」之專案小組，這是內政部自 92 年就

開始研擬的計畫，主要是為健全社工服務體系，提

升社會福利服務品質，解決地方社工人力不足之困

境，目前已將專案報行政院核定實施。這對社工系

學生和系友是值得關注的好消息。因為自民國

99-104 年之間，各縣市政府將逐年增聘共計 828 名

編制內社工人力。目前在各縣市的約聘社工，宜留

意相關公職考試，讓自己符合資格得以進用。另外，

地方政府可預計以職員方式再進用 599 人，總計 1427 人。也就是說，各位同學可以準

備趕上這一波進用人力的機會。除了希望這項計畫能繼續順利推動，也祝願東吳同學

能有很好的生涯規劃。 

 

莫藜藜 
200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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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圓滿結束 

二、台日雙方社會工作學術交流之國際研討會圓滿落幕 

三、專題演講「非行少年處遇」，從多元觀點檢視法律意識型態 

四、芬蘭 Jyväskylä 大學 Teppo Kröger 博士蒞校演講，擴展福利制度的視野與思考 

五、寒假海外研習去，本系協助四位學生分別赴日本、美國交流研習 

 

李淑容老師、莊秀美老師獲 97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論著獎勵」 

【生活札記】 

一、熱情社工週，青春活力一整週 

二、社工系與社工系系學生會幹部期末餐敘，感溫啊！ 

一、98 學年度系友（含應屆畢業生）甄試研究所榜單 

二、賀！恭喜本系吳嘉婷助教喜獲麟兒－是元旦寶寶喔！ 

三、賀！本系四年級林依青同學榮獲教育部 97 年度大專校院辦理服務學習課程績優學生。 

四、感恩的心，感謝有您 

【成績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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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為有您，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圓滿結束 

【文/圖：社工系秘書歐孟芬】由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所辦理之系所評鑑實地訪

評在 97 年 12 月 18 日（週四）、19 日（週五）

終於登場。 

18 日上午 8：00，露臉的陽光稍稍驅走寒

意，本系趙碧華主任與賴兩陽老師、馬宗潔老

師、歐孟芬及吳秀禎秘書在寵惠堂階梯前共同

恭後評鑑委員蒞臨，而李明政老師則在委員會

議室協助接待陸續抵達的委員。9：00 左右，5

位訪評委員全數抵達，並在本系規劃為委員會

議室的 D0902 召開預備會議，為兩天的實地訪

評行程揭開序幕。 

接續的簡報時間，在規劃為簡報室的

D0910 進行。本系全數專任老師除有課老師及

休假老師外，全員到齊，在這樣充分展現合作

精神的氣氛中，主任順利將校、院協助多次預

演的系所簡報一氣呵成。同時間，早已到達的

服務同學與系友正在系辦積極以簡訊、手機聯

繫被勾選的問卷調查與晤談學生代表。 

18 日當天的主要活動，包括前述的系所簡

報、尚依序包括系所主管晤談、教學現場訪

評、教學問卷調查、學生代表晤談、教學設施

參訪、教師與行政人員代表晤談、教學現場訪

評、資料檢閱、畢業系友座談，以及評鑑委員

訪評意見彙整等。 

所有委員在訪評委員召集人於晚間六時

許將「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表」交給主任後，

一起離開。此時，自中午起，除了上課以外，

一方面就著等候進行晤談、座談的時間進行

「社工論壇」的專任老師們，至此仍振奮精神

地開始討論如何回應待釐清問題。由於本校所

有其他處、室的行政同仁也在此時加班，等待

協助提供各項資料，因此，主任帶領著所有老師及同仁們首先討論是否有需要校方協助提

供資料之處，接下來，依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之分工方式進行分組討論，最後再由主任與

各項目召集人進行最終之討論與確認。十一時許，這個耳聞已久的熬夜加班時段在主任離

開辦公室以後劃下句點，雖然沒有留影，但大家一起比手劃腳熱烈且專注讀討論情景仍然

成為難以忘懷的回憶。 

有了 18 日的經驗，19 日的活動運作起來更加流暢。當天的活動包括資料檢閱、學生代

表晤談、系所主管對「待釐清問題」之說明、教學現場訪評與委員撰寫正式訪評結論報告。

兩天下來，委員們除了透過書面資料以外，也透過教學現場訪評、與本系師、在校學生（含

評鑑前預演，苦中做樂，來個大合照吧！ 

熱情洋溢的評鑑服務團同學，讚喔！ 

系友撥冗來校接受評鑑晤談，感溫啊～ 



 

 

 

 

 

二、台日雙方社會工作學術交流之國際研討會圓滿落幕 

   

 

【文/圖：社工系助教吳嘉婷】為了因應少子高齡社會的相關課題，本校社工系於 97 年

12 月 07 日至 12 月 10 日邀請 7 名日本學者至本校進行學術交流，並於 97 年 12 月 8 日

所舉辦之國際研討會進行論文發表，其中包含日本福祉大學後藤澄江教授（社會福祉學

院院長）、野口定久教授（社會福祉學科）、原田正樹副教授（社會福祉學科）、中京大

學野口典子教授（社會學部）、大橋謙策教授（日本社會事業大學校長），分享社區福利

之研究成果與實務工作經驗，藉此瞭解：(1)兩國的社區福祉政策方向、實踐現況及前

瞻發展，(2)兩國的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培育相關課題。以為檢視國內未來的社區福利之

政策方向與實踐方法。 

97 年 12 月 08 日（週一）上午於人文社會學院會議室所舉行研究座談會，由野口典

子教授擔任主持人，徐震教授擔任評論人，由日本學者原田正樹及本系趙碧華、莊秀美、

賴兩陽老師發表論文，討論 20 世紀末以來蓬勃發展的社區福利與社區工作對於建構福

利社會的重要性持續展開，成為思考當今社會福利的重要關鍵。隨著家庭照顧功能的式

微，增強社區的照顧功能被認為是難以避免的趨勢。在社區內需要被關心的對象更趨多

元化與複雜化之際，以家庭、社區為基礎的福利社會建構之探討具有策略性意義，與會

人員於會後表示獲益良多。另一方面，社區福利的落實立基於專業人才的問題解決能力

與工作倫理實踐，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之培育遂受到重視。在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如雨後春

筍般林立的今日，社區福利專業人才培育相關課題之探討則具有指標性意義。 

下午則於國際會議廳進行兩場專題演講，由日本學者後藤澄江專題演講：「全球化

下的家庭變遷與照顧觀念的再建構，莫藜藜院長主持；日本社會事業大學大橋校長壓軸

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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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場次主持人李明政教授表示閱讀後則更感佩其內容的深度與廣度，令他想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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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行政人員，以及系友晤談、教學問卷調查等多種管道瞭解本系辦學情形，也因

此，在主任提出對「待釐清問題之說明」時，委員們也提供了諸多寶貴的意見作為學系持

續發展與規劃的參考，我們會繼續努力！ 

看似只有兩天的實地訪評，其實蘊含全體專任老師、系友的參與、評鑑服務同學與系

辦行政團隊的分工合作，因為大家的細心投入，所以才能在 18 日及 19 日照表進行。特別

感謝所有在前置作業以及實地訪評行程中的服務同學與系友，謝謝您們的情意相挺，讓實

地訪評行程圓滿結束。 

上午研究座談會大合照 下午專題演講與校長合照 



隔閡的打招呼方式，仍令李老師記憶猶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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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老師表示個人收穫良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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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橋校長對本系參與演講的同學能主動提出問題討論，這種

求知認真的態度，更是表達了欣慰與肯定的讚賞。 

三、專題演講「非行少年處遇」，從多元觀點檢視法律意識型態 

    

 

【文/圖：社工系助理教授廖美蓮】社工系於 97 年 12 月 18 日（週四）13：30～15：30
假本校雙溪校區第二教研大樓 D0414 教室舉辦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非行少年處遇」。

由本系廖美蓮老師擔任主持，邀請彰化地方法院家事法庭洪志賢庭長主講。 
在青少年的議題中，中輟、性、未婚墮胎、藥物濫用以及自殺都是常見卻不見得廣

泛被討論。曾經在社會學的課堂上我問學生，當聽到「偏差」一詞，他們會想到什麼。

學生告訴我說想到--青少年，因為「偏差少年」，想想好像也對，從來很少聽到人家說「偏

差中年」，頂多說「 怪叔叔」。我在上「兒童及青少年福利服務」課程時，也跟學生談到

未成年從事「性交易」服務的歷史脈絡，從過去的「非自願」型態到當前的「自願型態」，

少年因涉世未深一時失慮致觸刑章，少年事件處理法是以「保障少年健全之自我成長，

調整其成長環境，矯治其性格。」為立法宗旨。對於違法的少年「以教育代替處罰」，

係少年事件處遇的特色，輔導少年不再違法犯紀，是政府與少年家長共同的目標。輔導

虞犯少年的方法很多，但各法院針對少年多樣化的問題與需求絞盡腦汁，彰化地方法院

家事法庭的洪志賢庭長就是其中一個奇特法官，過去他在宜蘭地院少庭擔任法官時，就

開始跟這一群邊緣少年人搏鬥，他的熱誠投入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服務態度，跟

社工「法官」沒兩樣，有時候他甚至還掏錢來幫助這些少年人，因為他認為輔導少年本

非易事，不給其機會，其改變的可能性將更渺茫。由於這一塊也是一線社工人員在社政

系統中最常碰到也最感無力的。因此，結合兒童少年福利服務課程，邀請洪庭長來為我

們社工人談談—「非行少年處遇」。兩小時精采活潑、笑聲不斷又有深度的演講過程，

洪庭長利用一個個「囝仔」的故事，很實務地從少年該如何責付帶出司法處遇的切入點，

透過 Q & A 來幫助社工學生從多元觀點檢視法律意識型態與其不足地方，以及社工專業

在司法體系中如何提昇其專業形象，也鼓勵社工學生們未來進入觀護系統打拼。 
 

講者洪志賢庭長演講情形 廖美蓮老師代表本系致贈系錦旗於洪志賢庭長 



四、芬蘭 Jyväskylä 大學 Teppo Kröger 博士蒞校演講，擴展福利制度的視野與思考 

 

 

【文/圖：社工系秘書歐孟芬】本系於 12 月 23 日（週二）邀請芬蘭 Jyväskylä 大學 Dr. 

Teppo Kröger 以「Long-term Care for Older People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Recent 

Trends」為題，假本校國際會議廳進行專題講演，其主要專長領域在社會照顧之相關議

題，包括老人、兒童與身心障礙者等。會中，由本系莫藜藜教授擔任主持人，李淑容副

教授擔任翻譯，與會同學約有 60 位。 

講者首先略為說明芬蘭與台灣在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學制上的不同，由於強調專業能

力與研究能力的兼顧，因此芬蘭的社會工作教育同時整合了學士與碩士，修業時間為 5

年，並歡迎本系學生至芬蘭修讀博士學位。接著，淺談北歐五國包括丹麥、芬蘭、冰島、

挪威以及瑞典等國的人口區位、地理環境、歷史發展及其共有的特色，然後進入照顧服

務趨勢與未來展望等議題。此次的演講有助於擴展我們在英、美、日本等國的福利制度

以外的視野與思考，本系學生也在演講最後提出精闢的問題，相當獲得講者與在場老師

的肯定。 

五、 寒假海外研習去，本系協助四位學生分別赴日本、美國交流研習 

 

 

 

 

 

 

 

【文/圖：社工系秘書歐孟芬】感謝闕漢中老師及葛書倫老師分別居間接洽日本東京國

際基督教大學(簡稱 ICU)、田納西大學大學接受本系學生前往研習之可能與相關事宜，

工三 B 喬可君、童聖桓、張雅涵等三位學生已於元月 18 日順利抵達日本東京國際基督

教大學進行為期三週的實地研習，並持續由闕漢中老師督導；碩士班郭姵妤同學也預計

於二月初出發前往美國田納西大學。在此祝福他們學習愉快，滿載收穫而歸！ 

本系師生與芬蘭學者合照 

本系赴日本研習的童聖桓、張雅涵、喬可君同學
(自左二起))與 ICU 的 Dr.Sato(左一)、Mr.Taro(右
一)、Mrs.Atsuko(右二)相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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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棒就是棒 

李淑容老師、莊秀美老師獲 97 學年度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研究論著獎勵」 

教師 著作名稱 期刊出版情形 
期刊 

出版時間 
類別 

李淑容 緣木求魚: 特殊境遇婦女

創業貸款補助之過程評估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第 11 卷第 1 期 頁 101-151 
96 年 6 月 第二類 

莊秀美 
日本的企業與照顧服務產

業---企業的發展動向與經

營策略分析 

管理學報、第 24 卷第 6 期、

頁 637-655 
96 年 12 月 第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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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熱情社工週，青春活力一整週 

 

   

 

   

 

【文/圖：社工系系學生會學資部幹部陳怡樺、李佳芬、邱鈴媛】社工系系學生會於十

社工週於綜合大樓二樓擺台情形社工系系運比賽選手合照 

大二主持群 社工系系友-網路名人：蔡阿嘎 & 藏鏡人 



一、十二月份舉辦社工週系列活動，首先登場的是 11 月 24～28 日為期一週的社工週擺

台。這次的擺台賣了香腸、餅乾、圍巾手套、鑰匙圈四項來作為擺台的新人氣樣品；還

有提供系上同學領取系服及紀念杯的服務，讓系上有更多更好的福利！系學生會也利用

了許多時間來規劃這次的擺台活動，希望能讓全校的師生們感染到我們社工系的熱情與

活力！學會的幹部和成員們都很熱忠於這次的活動：對於美工製作海報宣傳、物品的準

備、人員的配置都分配的很詳盡，使我們除了能在擺台當中香腸與鑰匙圈物銷售一空

外，其他東西也非常暢銷。能賣得很好，這都歸功於系上所有人的努力與合作，才能順

利完成。在此我們學會的每個成員都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也很高興在當中能與彼此有很

良好的互動，一起分工做好每件工作；最珍貴的是擺台愉悅的氛圍充滿了一整週！ 

接著是社工系運動會，由體育部幹部黃郁雯、周敬軒、陳連弘等共同籌畫，主要是

藉由排球、籃球、桌球、趣味競賽的球技切磋，促進學長姊和學弟妹的情感聯繫，而今

年系運的主題是「愛神射向妳，公雞也瘋狂之神射手真功夫」，系學會為了讓大家能夠

打的更盡興，首次將系運分成三天賽程來進行，活動期間為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第

一天為排球和趣味競賽，第二天為籃球競賽，第三天為桌球競賽。此外，還特定邀請余

亭儀助教和廖美蓮老師一同參與桌球競賽，也希望以後能邀請更多系上老師一同參與系

運，以提升本系師生情感之聯繫。 
最後，隆重登場的是今年 12 月 2 日舉辦的社工卡啦 OK 之夜！這次的主題是「愛神”

社”向你，”工”雞也瘋狂｣。如同往年一樣，每逢社工系的表演，不單單只有 high 爆全場，

一樓二樓三樓四樓都圍滿著人潮觀看，再加上這次的卡啦之夜重金禮聘到網路名人也是

本系的系友「蔡阿嘎&藏鏡人｣，不僅社工系的學生想一虧藏鏡人真面目，全東吳學生也

是期待已久啊！這次的卡啦之夜，參賽者高達 50 名，個個能歌善舞。全場最大的爆點

就是最後的「離開地球表面｣，大家全部起身下場跳舞，為整場卡啦之夜劃下一個最完

美的 ENDING。 
 

二、社工系與社工系系學生會幹部期末餐敘，感溫啊！ 

 

【文/圖：社工系助教林玉翠】社工系訂於 97 年 12 月 15 日(週一)中午 12：00～1：30，
於第二教研大樓 D0911 教室舉辦 97 學年第 1 學期社工系與社工系系學生會幹部期末餐

敘。由本系趙碧華主任主持，邀請本系系學生會輔導老師賴兩陽老師及第十九屆系學生

會幹部共同參與。除了對系學生這一學期籌辦的各項活動，例如大一新生的迎新宿營、

教師節感恩活動、社工週擺台、系運、社工卡拉 OK 之夜…等，給予肯定外，對於系學

生會在系上舉辦的活動給予各項支援協助，亦表示感謝。 
 



新年好熱鬧，我要
趕緊從媽媽肚肚出
來跟各位叔叔阿姨
哥哥姊姊說聲 

「新年快樂」！！ 

本電子報全文可至本系網頁之「系友園地」下載瀏覽：http://www.scu.edu.tw/s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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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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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金榜題名】*名單若有遺漏，歡迎不吝指正。 

98 學年度系友（含應屆畢業生）甄試研究所榜單 

畢業年度 姓名 錄取學校科系 備註 

98 林育陞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正取 4 

98 林依青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備取 1 

98 林雪非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備取 11 

98 徐衍毓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備取 9 

98 莊敦傑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正取 5 

備取 2 

98 黃建智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正取 4 

98 龔千逢 
政治大學社會行政與社會工作研究所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正取 3 

正取 6 

91 余亭儀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正取 1 

 

【賀！喜孜孜】 

賀！恭喜本系吳嘉婷助教喜獲麟兒－是元旦寶寶喔！ 

 

  

   

 

 

賀！本系四年級林依青同學榮獲教育部 97 年度大專校院辦理服務學習課程績優學生。 

 

 

 

 

 

 

請掌聲 
鼓勵鼓勵！ 

 
啪啪啪 
！！！ 啊… 

讚啦！ 



【感恩的心，感謝有您】 

指定捐款用途 捐款人/單位 捐款金額 捐款日期 

社工系研究生論文獎助金專款 詹火生  95,000 元  97.12.26 

王行  2,000 元  97.12.08 
社工系發展專款 

趙碧華  10,000 元  97.12.31 

社工系「讓世界看見我-社子亮起來」

社子青少年服務方案 
台北士林扶輪社 50,000 元  98.01.14 

幸福早餐扶輪情-士林區新住民職業

訓練方案 
台北士林扶輪社 60,000 元  97.12.26 

士林青少年社區環境藝術工作坊 台北士林扶輪社 100,000 元  97.12.31 

李明政 10,000 元 97.11.17 

古允文 1,000 元 97.11.17 

周月清 1,000 元 97.11.17 

彭淑華 1,000 元 97.11.17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洪惠芬 1,000 元 97.11.17 

※另有長期定期捐款，為免遺漏，配合本校作業將統一於每年 7、12 月徵信。 

導師

核閱 
趙碧華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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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亭儀助教 

敬上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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