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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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障礙作為一種社會壓迫：障礙政治與社會工作」研討會 

一、研討會時間：108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9：10~17：00 

二、研討會地點：東海大學語文館 LAN007、LAN004 教室（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三、主辦單位：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東海大學、台灣障礙研究學會、東海大學健

康暨諮商中心資源教室 

四、會議議程 

08：30～09：10 報到 

09：10～09：15 

開幕 

主持人：東海大學社工系陳琇惠系主任 

致詞人：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陳文典院長 

地點：Lan007 

09：15～10：10 

(55mins) 

專題演講(一) 

主題：障礙的壓迫與抵抗：臺灣在地經驗的幾點考察 

講者：張恒豪（台北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障礙研究學會理事長） 

主持人/回應人：王國羽（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

工作學系兼任教授） 

地點：Lan007 

10：15～11：10 

(55mins) 

專題演講(二) 

主題：台灣落實 CRPD 的經驗：歷史、挑戰與前瞻 

講者：黃怡碧（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 

主持人/回應人：周月清(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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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Lan007 

11：10～11:20 茶敘 

11：20～12：40 

(80 mins) 

主題論壇 

主題：當制度介入成為一種可能：障礙權利倡議與社會工作 

主持人/回應人：謝東儒(台灣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協會秘書長/輔仁大學社工系兼

任講師) 

與談人/發表人： 

1. 陪同障礙者的倡導路-從專業到賦權的過程

林惠芳(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

2. 和障礙者一起散散步

游鯉綺(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社工師) 

3. 我有 1000 個性伴侶，該分幾個給障礙者？同志社會工作為何要有障礙意識

鄭智偉(手天使共同創辦人/同志熱線社工主任)

地點：Lan007 

12：40～13：40 午餐 

13：40～15：10 

(90mins) 

Panel A:人權取向的身心障礙服務 

地點：Lan004 

Panel B:社工在身心障礙服務中的反身性 

地點：Lan007 

主持人/回應人：林惠芳(中華民國智

障者家長總會秘書長/身心障礙專科

社工師) 

發表人： 

A1.在亞洲建立一個障礙者主導的融

合社會：日本、台灣、泰國暨越南跨

國比較 

周月清(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

所教授) 

主持人/回應人：吳秀照 (東海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 

發表人： 

B1.大學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的跨專業合作

與實踐初探 

游以安(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

授) 

B2.你的障礙不是你的障礙：身心障礙社工

助人歷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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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就業經驗與工作經驗對身心障礙

者健康生活品質的影響 

許素彬(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

少福利學系教授) 

A3.竹苗地區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與

融入社區之研究 

吳聲偉(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專案經理/方曙商工高級中等學

校輔導組長/國立政治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學分班碩士生) 

A4.從 CRPD 觀點論身心障礙者社區

式照顧服務-以中部四縣市為例 

王翰一(台中市社會局科員/東海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 

黃雅雯(實踐大學資源教室兼任教師/

台北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B3.應然與實然：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內

涵之探究 

鄭期緯(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

授) 

B4.失靈的自立生活：走味的個別化服務計

畫 

黃寶賢(財團法人高雄市關愛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社工員) 

15:10～15：30 茶敘 

15:30～17:00 

(90mins) 

Panel C:身心障礙者的性議題 

地點：Lan004 

Panel D:身心障礙服務新興議題與挑戰 

地點：Lan007 

主持人/回應人：郭惠瑜(東海大學社

工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C1.走過性侵害防治二十年：臺灣智

能障礙者性侵害防治工作的省思 

林佩瑾：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C2.通報之後：社工對聽覺障礙學生

性平事件之省思  

江以文(台中市山海屯聲暉協進

主持人/回應人：潘佩君 (大仁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D1.以共生社區概念探討臺中市身心障礙

者就業發展  

彭懷真(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

授) 

D2.從起心動念到走上街頭：三位身心障礙

者參與障權運動經驗的敘事研究 

王培根(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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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社工組長) 

C3.社工面對心智障礙者性議題之兩

難 

陳毓珊(南投縣特教科社工師/東

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生) 

C4.住宿型機構中「被消失」的心智

障礙者性自主權 

張薰芝(高雄市脊髓損傷者成功

之家社工員) 

碩士生) 

D3.停在紅線上的復康巴士司機：民族誌的

紀錄、探索及追問 

郭志南(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博

士生) 

D4.以批判途徑分析精神衛生法的社區照

顧政策 

邱方昱(臺中市山海屯國際生命線協

會社工督導/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博士生) 

17：00～ 閉幕/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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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發表論文 21 篇，議程手冊 277 頁，總計有 210 人參加，包括

貴賓、專題演講、主題論壇、論文發表各相關人士 35 人；本系工作人員及志

工 22 人；協助聽障人士的手語翻譯、同步聽打人員 9 人；大學院校及教育單

位師生 58 人；公家及實務機構人員 80 人；其他人士 6 人。與會人員來自各與

障礙服務相關單位，及對「障礙作為一種社會壓迫：障礙政治與社會工作」主

題關切之人士，如監察委員等。本次因探討主題特殊，加上與會者包括有視

障、聽障、肢障人士，為了讓上述與會者順利參與研討會，承辦過程比一般研

討會費心，所幸在各界協助之下，最後克服總總困難，順利完成任務。 

    本次研討會會後，主辦單位設計回饋單，請與會者針對研討會議程安排、

研討會內容豐富性、場地安排、現場工作人員協助、無障礙服務、整體滿意度

進行回饋，最後統計結果，有近乎七成的參與者滿意/非常滿意這場研討會的

議程安排，特別是議題的多樣性。另外對於本系這次在無障礙服務的安排上感

受到本單位的用心，包括無障礙空間的規劃，手語與聽打服務的安排。其中有

參與者針對議程安排提出建議，認為這次因為文章篇數多，議題雖然多元，但

分享內容因為時間只有 15 分鐘，建議讓發表人時間可以延長，以利發表可以

更加深入與討論的機會，時間與議程的安排建議可作為日後辦理研討會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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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報到 1 02-報到 2 

03-上午會場—Lan007 04-主辦單位陳琇惠主任開場 

三、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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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陳文典院長致詞     06-專題演講一 主持/回應人：王國羽 

   07-專題演講一  講者：張恒豪 08-專題演講一  會場照片 1 

   09-專題演講一  會場照片 2    10-專題演講二  主持/回應人：周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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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專題演講二  講者：黃怡碧 
   12-主題論壇  主持/回應人：謝東儒 

   與談人：林惠芳、游鯉綺、鄭智偉 

  13-主題論壇  與談人：林惠芳     14-主題論壇  與談人：游鯉綺 

15-主題論壇  與談人：鄭智偉 16-主題論壇  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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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場論文—Lan004 A 場論文 主持/回應人：林惠芳 

A 場論文  發表人：A1 周月清     A 場論文  發表人：A2 許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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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場論文  發表人：A3 吳聲偉     A 場論文 發表人：A4 王翰一 

A 場論文 主持/回應人：林惠芳 

發表人：A1 周月清、A2 許素彬、A3 吳聲偉、

A4 王翰一 

B 場論文—Lan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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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場論文 主持/回應人：吳秀照 B 場論文 發表人：B1 游以安 

B 場論文  發表人：B2 黃雅雯 B 場論文  發表人：B3 鄭期緯 

B 場論文 發表人：B4 黃寶賢 B 場論文  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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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場論文—Lan004    C 場論文 主持/回應人：郭惠瑜  

C 場論文 主持/回應人：郭惠瑜 

發表人：C1 林佩瑾、C2 江以文、C3 陳毓

珊、C4 張薰芝 

C 場論文 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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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場論文—Lan007 D 場論文 主持/回應人：潘佩君  

D 場論文  發表人：D1 彭懷真 D 場論文  發表人：D2 王培根 

D 場論文 發表人：D3 郭志南 D 場論文 發表人：D4 邱方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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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場論文 手語翻譯、聽打 D 場論文 討論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