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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場次／時間 201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09:00-09:20 報  到 (人文講堂) 

開

幕

式 

09:20-09:30 
(10 分鐘) 

2 樓：人文講堂 
王仕圖主  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09:30-09:40 
(10 分鐘) 換場時間 

場

次

一 

09:40-10:50 
(70 分鐘) 

A：示範中心(5 樓) B：人文講堂(2 樓) 
主持人：王仕圖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主持人：陳桂英主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1. 建制？困境？後婦運時代的性別組織

工作 
 

發表人： 
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

授 
 
 
 
 
 
 
 
 
與談人：趙善如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1. 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是什麼？又怎麼

了？個案樣態、困境 
 
發表人： 
趙善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許坋妃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張麗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

授 
高秀春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研究

助理 
柯旻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研究

助理 
 
與談人：張麗玉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2. 屏東縣居家照顧機構之營運與困境 
 
發表人： 
林宏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 
林秀芳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主任 
 
與談人：趙善如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2. 社會工作者在成人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服

務中之角色探討~以高雄市為例 
發表人： 
杜宜家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社會

工作師 
王仕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與談人：張麗玉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10:50-11:00 
(10 分鐘) 中場休息時間 

場

次

二 

11:00-12:10 
(70 分鐘) 

主持人：張麗珠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主持人：張麗玉副教授 
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3. 屏東縣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之需求分

析 
發表人： 
林宏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 
蔡博方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

3. 從社區資源盤點來探討社區老人日托中

心的優勢與困境 
發表人： 
黃珮玲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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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時間 201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教授 

 
與談人： 
林秀芳主  任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蘇若蘭護理師 屏東縣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與談人：徐紫雲科長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長青

科 

4.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之因素探討:
以高雄市為例 

 
發表人： 
鄧瑛珠 高雄市勞工局博愛職業訓練中心督

導 
林宏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教授 
 
 
與談人：陳桂英主任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

障礙之家 

4. 『高雄市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專家協助

評估診斷與鑑定實施計畫』之方案成效

評估 
發表人： 
莊美慧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社工師 
趙善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劉姵均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社

會服務室主任 
 
與談人：曾儀芬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 
12:10-13:30 
(80 分鐘) 午餐時間 

場

次

三 

13:30-14:45 
(75 分鐘) 

A：示範中心(5 樓) B：人文講堂(2 樓) 
主持人：何華欽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主持人：王仕圖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 志工參與服務之動機與服務成效之調

查-以高雄市社區發展協會為例 
發表人：沈夢美、王怡晶 
指導老師：李聲吼副教授 
組員： 
林妙荷、陳君如、洪美加、黃善敏、黃家佑、
沈夢美、洪伊臻、王怡晶 
與談人：何華欽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1. 社工系學生對藥癮防治的認知之研究-
以屏東為例 

發表人：謝宜蓁、李雅婷、楊蕎蔆 
指導老師：張麗玉副教授 
組員：  
謝宜蓁、郭佩欣、李雅婷、余彥緯、陳廷璋、

鄭皓元、郭玲甄、楊蕎蔆 
與談人：張麗珠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2. 社工系畢業生職涯發展調查-以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為例 
發表人：張英慈、張毓庭 
指導老師：何華欽教授 
組員： 
黃資雅、邱思瑜、張英慈、蔣玟玲、張毓庭、

李宛玲、葉柏翔、劉憶璇 
與談人：林宏陽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社會工作系 

2. 潛在社工與現行社工對單親家庭和服務
單親家庭的觀點 

 
發表人：馮柏凱、洪薏婷 
指導老師：曾儀芬助理教授 
組員： 
葉虹、高莉婷、馮柏凱、林羿含、楊琇惠、

陳詠銓、洪薏婷、許晏寧 
與談人：王仕圖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

工作系 
3. 社會福利服務組織對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教育期待之研究 
發表人：張翊琦、陳姿妏 
指導老師：趙善如教授 
組員： 
陳薏如、陳亭穎、張翊琦、蔡國樑、陳姿妏、
楊澄瑀、卓筠翎、宋羚玉、吳珮彤  
與談人：何華欽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3. 大學生對同性戀的友善程度之研究-以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為例 

發表人：陳譽方、賴歆婷 
指導老師：林宏陽助理教授 
組員： 
宋慈敏、張啟三、陳妍彣、陳譽方、李欣容、

賴歆婷、李映萱、黃詩雅 
與談人：張麗珠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 
14:45-14:55 
(10 分鐘) 中場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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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時間 2016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場

次

四 

14:55-16:30 
(95 分鐘) 
【學生發

表】 
 

A：示範中心(5 樓) B：人文講堂(2 樓) 
主持人：李聲吼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主持人：蔡博方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1. 關懷據點的發展對老年人口身心之影

響 
發表人：林嬌子、謝佩伶、陳柔萱 
指導老師：林宏陽助理教授 
組員： 
陳怡靜、謝佩伶、唐嘉怡、洪伊辰、陳柔萱、
林嬌子  
與談人：黃珮玲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社會福

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1. 青少年參與陣頭之看法與動機─以「大
寮神將會」參與其青少年為例 

發表人：鄞渝霖、陳思妤 
指導老師：李聲吼副教授 
組員： 
鄞渝霖、陳莉心、陳思妤、郭沛辰、蕭育靖、
黃詠欣、龔靜雯、邱江悠 
與談人：蔡博方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人文研究所 
2. 社區老人照顧關懷據點老人生活品質

之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 

發表人：吳小莉、王琬臻 
指導老師：張麗玉副教授 
組員： 
鄧雯璘、吳小莉、邱詩涵、王琬臻、陳珮庭、

林立瑜、沈郁嵐、林家寶 
與談人：黃珮玲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社會福

利與社會工作學系 

2. 參與陣頭對青少年發展行為之影響：以
屏東縣萬巒鄉赤山社區為例 

發表人：王慧儒、張瀞雲、黃宗健 
指導老師：曾儀芬助理教授 
組員： 
張瀞雲、何梓瑄、楊茜茹、黃宗健、王慧儒、

曹生榮、梁馨怡、陳齊海 

與談人：蔡博方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
人文研究所 

3. 高齡者社區參與對心理福祉的影響 
發表人：王鈺樺、劉芳妤 
指導老師：何華欽教授 
組員： 
王鈺樺、劉芳妤、謝芳璇、郭易達、洪琤惠、

郭怡伶 紀安憶、張莉婕 
與談人：李聲吼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3. 探討影響中南部大學港澳生在臺生活適
應之因素 

發表人：陳駿仁、游婕安、黃文康 
指導老師：張麗珠副教授 
組員： 
陳駿仁、溫偉智、劉文智、游婕安、林潔盈、
黃婉琦、湯鳳甄、黃文康 
與談人：曾儀芬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4. 敘事研究-活躍老化的生命故事 
 
 
發表人：林彥成、郭智睿 
指導老師：張麗珠副教授 
組員： 
林彥成、陳婉瑀、劉晏良、陳珮如、李怡慧、

郭智睿、鄭  擎、方靖涵 
與談人：李聲吼副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4. 屏東縣青少年對於休閒活動與空間使用
之效益及需求評估－以屏東縣青少年中
心為例 

發表人：蕭逸姿、方品心 
指導老師：王仕圖教授 
組員： 
方品心、蕭逸姿、顏雅雯、董育君、施文祥、

林欣誼、陳怡螢、陳慧君、李嘉輝、黃姿蓉 
與談人：曾儀芬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16:30 賦  歸 

備註 

1.主持人每場次 5 分鐘。 
2.上午場發表人每場次發表 20 分鐘，18 分鐘響鈴一聲，20 分鐘響鈴二聲。 
下午場發表人每場次發表 15 分鐘，13 分鐘響鈴一聲，15 分鐘響鈴二聲。 

3.與談人每篇回應 5~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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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一) 活動名稱：2016 參與、實踐與培力：社會工作學術暨實務研討會 
(二) 活動日期：105 年 6 月 3 日(星期五) 
(三) 活動時間：09:00－16:30 (共 7.5 小時) 
(四) 活動地點： 

1. 場次 A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綜合大樓示範中心。 
2. 場次 B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綜合大樓人文講堂 

(五) 參與對象： 
1. 社會工作相關領域之實務工作者。 
2. 各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之學者 
3. 各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之學生。 

(六) 參加人數： 
1. 社會工作相關領域之實務工作者 8 名與會。 
2. 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之學者 12 名與會。 
3. 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之大學生及研究生 209 人。 
4. 總參與人數 229 人，男性 33 人，女性 176 人。 

(七) 執行狀況： 
1. 上午場次由社會工作相關學者以及實務工作者發表研究，下午場次由社

會工作系學生進行研究發表。 
2. 每組發表後，皆邀請社會工作相關學者或實務工作者進行與談，針對研

究給予回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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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建制？困境？後婦運時代的性別組織工

作，發表人:廖珮如助理教授。 
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是什麼？又怎麼
了？個案樣態、困境，發表人：柯旻伶研
究助理。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建制？困境？後婦運時代的性別組織工

作，回應人:趙善如教授。 
身心障礙者保護服務是什麼？又怎麼
了？個案樣態、困境，回應人：張麗玉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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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屏東縣居家照顧機構之營運與困境，發表

人:林宏陽助理教授。 
社會工作者在成人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服
務中之角色探討~以高雄市為例，發表人: 
杜宜家社會工作師。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屏東縣居家照顧機構之營運與困境，回應

人:趙善如教授。 
社會工作者在成人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服
務中之角色探討~以高雄市為例，回應
人：張麗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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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屏東縣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之需求分

析，發表人:林宏陽助理教授。 
從社區資源盤點來探討社區老人日托中
心的優勢與困境，發表人：黃珮玲助理教
授。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屏東縣長期照顧服務使用者之需求分

析，與談人:蘇若蘭護理師。 
從社區資源盤點來探討社區老人日托中
心的優勢與困境，與談人: 徐紫雲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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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之因素探討:以

高雄市為例，發表人:鄧瑛珠督導。 
『高雄市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專家協助
評估診斷與鑑定實施計畫』之方案成效評
估，發表人: 莊美慧社工師。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之因素探討:以

高雄市為例，與談人: 陳桂英主任。 
『高雄市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專家協助
評估診斷與鑑定實施計畫』之方案成效評
估，與談人:曾儀芬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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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志工參與服務之動機與服務成效之調查-

以高雄市社區發展協會為例，發表人：沈
夢美、王怡晶。 

社工系學生對藥癮防治的認知之研究-以
屏東為例，發表人：謝宜蓁、李雅婷、楊
蕎蔆。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志工參與服務之動機與服務成效之調查-

以高雄市社區發展協會為例，與談人:何
華欽教授。 

社工系學生對藥癮防治的認知之研究-以
屏東為例，與談人: 張麗珠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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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社工系畢業生職涯發展調查-以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為例，發表人：張英慈、張毓庭。 
潛在社工與現行社工對單親家庭和服務
單親家庭的觀點，發表人：馮柏凱、洪薏
婷。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社工系學生對藥癮防治的認知之研究-以屏東為例，與談人:王仕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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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社會福利服務組織對屏東科技大學社會

工作系教育期待之研究，發表人：張翊
琦、陳姿妏。 

大學生對同性戀的友善程度之研究-以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為例，發表人：陳譽方、
賴歆婷。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社會福利服務組織對屏東科技大學社會

工作系教育期待之研究，與談人:何華欽
教授。 

大學生對同性戀的友善程度之研究-以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為例，與談人: 張麗珠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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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關懷據點的發展對老年人口身心之影

響，發表人：林嬌子、謝佩伶、陳柔萱。 
青少年參與陣頭之看法與動機─以「大寮
神將會」參與其青少年為例，發表人：鄞
渝霖、陳思妤。 

 
 Ａ場次 

照片 

 
說明 關懷據點的發展對老年人口身心之影響，與談人:黃珮玲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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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社區老人照顧關懷據點老人生活品質之

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發表人：吳小
莉、王琬臻。 

參與陣頭對青少年發展行為之影響：以屏
東縣萬巒鄉赤山社區為例，發表人：王慧
儒、張瀞雲、黃宗健。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社區老人照顧關懷據點老人生活品質之

研究—以屏東地區為例，與談人: 黃珮玲
助理教授。 

參與陣頭對青少年發展行為之影響：以屏
東縣萬巒鄉赤山社區為例，與談人:蔡博
方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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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高齡者社區參與對心理福祉的影響，發表

人：王鈺樺、劉芳妤。 
探討影響中南部大學港澳生在臺生活適
應之因素，發表人：陳駿仁、游婕安、黃
文康。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高齡者社區參與對心理福祉的影響，與談

人:李聲吼副教授。 
探討影響中南部大學港澳生在臺生活適
應之因素，與談人: 曾儀芬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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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場次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敘事研究-活躍老化的生命故事，發表

人：林彥成、郭智睿。 
屏東縣青少年對於休閒活動與空間使用
之效益及需求評估－以屏東縣青少年中
心為例，發表人：蕭逸姿、方品心。 

 
 Ｂ場次 

照片 

 
說明 屏東縣青少年對於休閒活動與空間使用之效益及需求評估－以屏東縣青少年中心為

例，與談人:曾儀芬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