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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震 教授 

─────────────────────────────────── 

 

美國聖路易大學社會工作碩士 

曾任：  

台灣省青年服務團秘書 

台灣省社會服務處主任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東吳大學文學院(今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兼任教授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 

文化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教授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教授 

台灣神學院教社系兼任教授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首任理事長 

民國 81 年台灣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獲頒「木鐸」獎 

民國 100 年獲台灣社會政策學會頒予「學術貢獻」獎 

民國 104 年 4 月衛生福利部頒予「終身特殊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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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琴一劍走天涯，處處湖山處處家。 

庾信江南思故里，杜陵北斗望京華。 

十年夢醒西洋霧，萬里情牽東海霞。 

收拾詩書歸去也，蓬萊桃李正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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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建構徐震教授電子檔案室的理念與研討會議目的 

學術傳統的建構與傳承，攸關著一學術領域的發展及可能產生的影

響與貢獻。朝向建構社會工作傳統的努力，應該從對社會工作有過重大貢

獻的人物的事蹟、作為、作品的整理、保存、和應用著手。 

台灣的社會工作，主要係戰後由大陸來台的社會工作教育者世代所

展開。這個世代的社會工作教育者，歷經戰爭的威脅、物質匱乏的考驗，

涵養走過大江南北的恢弘氣度，感染深刻關懷人情物事的時代淬鍊，奠定

了台灣社會工作非常獨特的歷史根基。而徐震教授的往生，則象徵著這個

社會工作教育者世代的告一段落。 

在戰後大陸來台的社會工作教育者世代中，徐震教授的社會工作生

涯，應是最為多采多姿，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參與過戰爭末期的救濟工

作，在台灣省青年服務團和台灣省社會服務處從事救濟工作、小本貸款、

團體輔導和平抑物價以安定人心，在台灣省就業輔導中心從事職業介紹、

職業訓練和就業服務，接著參與了台灣初期建設的社區發展工作。利用在

職訓練進修的期間，他前往美國南加大（U.S.C.）進修一年，到菲律賓天

主教光啟大學（Xavier U.）進修一年，到美國天主教聖福蘭西斯學院（St. 

Francis C.）進修一年，再到美國聖路易大學（St. Louis U.）社工研究所進

修兩年。其後，進入社會工作教育行政體系。從社會學系到社工學系，從

社工教學到社工教育行政，從社工教育行政到社工倡議運動，從社工專業

人員協會成立、社會工作人員納編到社會工作專業證照制度的建立，都有

徐震教授深度投入留下的蹤跡。 

徐震教授不僅在社會工作專業領域發揮傑出的貢獻，他的書法、古

典詩、養生拳藝都有傲人的造詣，而他情理兼容待人處事的獨特風範，也

廣泛深深印在同事和學生們的腦海中。 

在變遷急遽、動態多元、資訊科技發達的當前，整理保存徐震教授

社會工作生涯遺留下來的寶貴資產，建構成可廣泛分享和應用的徐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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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室，不僅僅是表達對徐震教授個人推崇與感佩，更是攸關建構台

灣社會工作傳統的行動，是促使台灣社會工作進一步發展有所著力的根

基。 

一方面為了廣邀社會工作夥伴，共同參與建構徐震教授電子檔案

室，另一方面也為了感念追思徐震教授對社會工作的貢獻，邀請相關學者

專家對徐震教授一生的學術著作加以敘介、分析和評論，並研判值得推廣

和深化的社會工作發展的課題。 

二、徐震教授電子檔案室 

蒐集文物的分類架構(粗略構想) 

徐震教授生平、傳記、影音 

社會行政工作的相關文件、紀錄 

社會工作著作、演講、評論 

專書(獨著、合著) 

期刊(獨著、合著) 

譯著(獨著、合著) 

社會工作教學筆記、講義、其他教材 

社會工作社團、社會倡議、社會運動參與 

古典詩作 

書法作品 

書信 

友人與學生對徐震教授的回憶 

專家學者對徐震教授的評論 

李明政/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於 201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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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議目的 

藉由研討會議活動，整理徐震教授一生學術論文專書完整目錄。再者，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針對徐震教授一生學術著作加以敘介、分析和評論，研判

徐震教授值得肯定的學術貢獻，及其導引啟發值得進一步開展的研究議

題。 

參、辦理方式 

邀請專家學者就下列主題加以講述和評論 

1. 徐震教授一生學術生活風範-教學同事關係與師生關係之回顧 

2. 徐震教授學術研究專題評述 

3. 徐震教授學術啟發之探勘 

肆、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民國 2018 年 12 月 28 日（五）10：00 - 17：00 

二、 地點：東吳大學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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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徐震教授學術追思述評研討會會議議程 

場

次 

2018 年 12 月 28 日（星期五）雙溪校區 G101 會議室 

時間 議             程 

開

幕 
09:30-10:00 報             到 

10:00-10:30 開 幕 式 及 合 影 留 念 

 主持人 發表人 論  文  題  目 

 

10:30-11:00 
萬心蕊系主任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回顧徐震教授多媒體導覽與檔案室簡介 
李明政/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許凱翔/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理教授 

A1 

11:00-11:30 
黃秀端院長 
東吳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專題演講：徐震教授的詩學論述對我的啟發和指導 

蔡明哲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名譽教授 

A2 

11:30-12:30 
李明政教授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討論子題：徐震教授一生學術生活風範-教學同事關係與師生關係

回顧 

林萬億 行政院 政務委員 

李美珍 衛生福利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司長 

莫藜藜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端木愷講座教授 

曾華源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謝政諭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江季璇 禾善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負責人 

 12:30-13:30 午    餐 

A3 

13:30-14:30 
潘淑滿教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兼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

院院長 

討論子題：徐震教授學術研究專題評述 

鄭怡世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A4 

14:30-15:30 
趙碧華副教授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討論子題：徐震教授學術啟發之探勘(一) 

張菁芬 國立台北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主任 

賴兩陽 國立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教授

 15:30-15:50 茶    敘 

A5 

15:50-16:50 
楊培珊系主任 
國立臺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討論子題：徐震教授學術啟發之探勘(二) 

莊秀美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張世雄 國立中正大學社會福利學系 教授 

16:50~17:00 
主持人 

李明政教授 
萬心蕊系主任 

~閉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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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邀請主持人、專家學者簡介 

林萬億，李美珍，黃秀端，蔡明哲，莫藜藜，曾華源，謝政諭，

張世雄，趙碧華，莊秀美，賴兩陽，張菁芬，鄭怡世，江季璇等

長官與學者,昔日曾與徐震教授教學之同事和師生關係。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潘淑滿院長和國立台灣大學楊培珊系主任等等社會工

作學界先進代表共同參與本次活動。 

柒、籌備團隊、籌備作業時程 

一、籌備團隊 

1. 總召集人：萬心蕊系主任 

2. 主持人：(1) 學術研討會 李明政教授 

 (2) 人文數位典藏 許凱翔助理教授 

 (3) 徐震教授電子檔案室導覽：本系製作團隊 

3.工作人員：  

議事組：吳嘉婷 

接待組：吳秀禎 

總務組：:歐孟芬 

電器組：王  淇 

二、籌備作業時程 

 

 

 

 

 

 

 

內 容 時程進展 

活動內容討論與確認 7-8 月 

場地租借 9 月 

專家群邀請 8-10 月 

寄發開會通知單(主持人/專家學者等) 10 月 

會場資料及佈置確認 10-12 月 

會場佈置 12 月 

活動辦理 12 月 

活動紀錄成冊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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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徐震教授學術追思述評研討會議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 數量 金額 申請補助 說明 

人事

費 
主題演講費 6,000 1 6,000 主題演講:人社院 50 周年慶序列活

動補助 5000 元整 

主持費 1,500 6 9,000 研討會各場次主持人各一及專題演

講場一位；本次共計有五(6)場次 

評(述)出席費 2,000 7 14,000 作評述回顧之講師出席費 

論文主講及撰稿費 3,000 6 1,8000 主講人與撰稿費(含許凱翔老師人文

數位影片製作介紹) 

交通費 2,000 10 20,000 本校專任教師外與會之校外主持人,
主講人及評論(述)人等交通費 

工讀費(未含部分負

擔勞保費) 
1200 20 24,000 150 x 8hr x 1日*20人次,含會議當天

工讀生及學術靜態展文件收集整理

等籌備工作 

臨時工資 150 120 時 18,000 多媒體等電子資訊與資料收集彙整

建立專案 

會議

印刷

費 

宣傳海報 100 200 20,000 銅板紙全開海報(含設計費、印刷費)

會議桌牌與名牌 50 60 3000 貴賓,主持人及發表人及與會人員等

會議手冊精裝本 200 40 8,000 主持人,主講人,專題演講,評論人及

存檔 

當天會議資料 150 80 12,000 資料袋、文宣、名牌、論文資料等，

隨邀請函寄送,包括議程、校圖、報

名表等 

邀請函(含信封) 25 100 2,500 全台各校社工相關系所邀請函 

會議 
餐飲 

茶點費 60 70x2 84,00 60 元/人上午開幕點心及下午茶敘 

午餐 90 80 7,200 90 元/人 

活動

資料

展示

佈置 

靜態展示設備 15000 式 15,000 1.文物展覽 
2.眉目板、文字看板、珍珠板、璧報、

等,以及大會活動紅布條 

研討會活動資料夾 12000 式 12000 說明:配合研討會活動資料需求提供

其它 雜費 6000 式 6,000 含郵電費、文具紙張、電腦耗材、

碳粉夾、影印紙、海報紙、,DV 帶、

光碟片、活動文具、電池、籌備會

議餐費等 

 合計   193,100 總經費估計 20 萬元整 
學系自籌 5 萬元整 
財團法人朝榮文教基金會 9 萬元整 
永大社會福利基金會 5 萬元整 
人文社會學院 50 週年慶 5000 元整 

*籌辦總經費概算: 

(1)人文數位典藏電子資料計畫預算經費 17 萬元+(2)學術研討會活動約 20 萬元= 總經費估約 40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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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會議場地平面圖 

正門

口後門

口 

雙溪校區 
戴蓀堂 G 棟

G101 會議室 

B 哨警衛先生可

詢問場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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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實景 

 

 

 

 

戴蓀堂 
G101 會議室 

場內投影設備 會議室前門入口處 

場地場景 空間及設備說明： 

投影機/音響/麥克風/冷氣空調/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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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雙溪校區圖 

校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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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公車 

255、267、304、620、645、小 18、小 19（東吳大學站） 

213（外雙溪站） 

捷運 

捷運淡水線至士林站，往中正路出口，再轉搭公車 255、304、620、小 18、小 19 至東吳大學站下車 

鐵路 

至台北車站下車，轉乘捷運至士林站，往中正路出口，再轉搭公車 255、304、620、小 18、小 19 至東吳

大學站下車 

自行駕車 

中山高速公路-->重慶北路交流道（往士林方向） 
-->重慶北路四段-->百齡橋-->中正路-->至善路-->外雙溪校區 

北二高-->堤頂交流道-->往左至內湖路（內湖大直方向）-->自強隧道-->至善路-->外

雙溪校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