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發展性社會工作國際研討會：與社會創新的對話
研討會簡章
壹、 緣起
伊甸基金會延續過去與臺灣大學社工系的合作，再次舉辦發展性社會工作國際研討會。今年，將探討發
展性社會工作與社會創新的對話。此次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發展性社會工作的大師，澳洲查爾斯特大學
教授暨國際社會發展聯合會的主席 Prof. Manohar Pawar 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周鎮忠教授 (Prof.
Julian Chow)一同與會。會議中將邀請國內外專業人士，就社區參與及自立生活、社區產業、就業與扶貧，
以及社會企業等四個子題探討發展性社會工作如何與社會創新對話，一同探討臺灣與國際社會工作發展
的現況，並分享發展性社會工作全球應用的成果。預期海內外各國的專家學者們將能以不同的思考進行
一場有廣度與深度的對話，揉合多方的意見為全球社會工作發展開拓出新視野與創新思維。

貳、 研討會內容
1.

會議時間：2019 年 11 月 28-29 日 (週四、五)

2.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霖澤館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入口靠近復興南路與辛亥路路口

3.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4.

合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5.

參與對象：敬邀國內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學生、社會大眾等，一同與會

6.

會議議程：請參閱 陸、「大會議程」
*本大會備有口譯、聽打服務，大會場地設有無障礙洗手間。

參、 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 月 8 日(五)，或額滿為止，敬請提早報名。

2.

報名費用：
*一般報名：新臺幣 1,000 元整。
*學生及身心障礙者：新臺幣 500 元整 (具有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政府所認定許可之大專院校學生
身分；或是領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者與其陪同者一名，可享半價優惠，請於報名時以 email 提
供證明文件掃描檔)

3.

報名方式： https://forms.gle/nYQw7tunY8tg1Mo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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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付款方式：請將報名費以匯款方式繳交以下帳號:
戶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銀行名稱：中國信託銀行 (銀行代號 822)
分行別：承德分行
匯款帳號：624-54-0194399 (請於線上報名後三天內完成繳費，將繳費證明、繳費日期及帳號末五
碼 (連同優惠身份證明文件) E-mail 至 eden8691@eden.org.tw，方完成以上報名程序，我們將以
電郵通知報名成功。)

肆、 注意事項
1.

研習證明：兩天全勤者本會將頒發研習證書；本研討會並將申請公務人員研習時數及社會工作
師繼續教育課程積分認定。

2.

災害停辦：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颱風、水災等天然災害，研討會舉辦與否依政府宣布是否
停止上班而定，若因假日政府未公告，則請依本會網站於「活動前一日下午 10 時」之公告為
主。

3.

大會場地 (國際會議廳)，禁止飲食，若有需要，請至指定地點。

4.

為響應環保，本次研討會不提供紙杯，請自行攜帶環保杯、筷。

5.

收據抬頭，請務必於網路報名時確認填寫正確，若經開立，恕不接受更換。

6.

退費說明：大會行政程序限制，報名者繳費後將無法退費，報名者可於 11 月 15 日(含)前來電
申請名額轉讓；若未依時申請者將不予轉讓。

伍、 聯絡方式
1.

聯絡單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2.

聯絡人：國際發展處 黃小姐

3.

聯絡電話：(02) 2230-7715 分機 (#6216)

4.

電子郵件：eden8691@ed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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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大會議程
2019發 展 性 社 會 工 作 國 際 研 討 會 ： 與 社 會 創 新 的 對 話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 Dialogue with Social Innovation
第一天

2019/11/28 星期四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主題演講I
09:3010:40

發展性社會工作與社會創新
主持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福利學院 周鎮忠教授
主講人：國際社會發展聯合會主席/澳洲查爾斯史都華大學 Prof. Manohar Pawar

10:4010:50

休息

主題演講II
10:5012:00

經濟發展與社會改善併行的社會經濟/社會創業
主持人：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成亮董事長
主講人：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胡哲生理事長

12:0013:00

午餐
專題研討A
社區参與及自立生活
主持人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古允文教授

13:0014:50

14:5015:10

專題研討講者：
A1.(題目待訂)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周月清教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陳伯偉副教授
鄭佩淳女士、周志文先生、何一中先生
A2. 閃亮星星的孩子
新生精神復康會 賽馬會心志牽社交能力發展及就業支援中心 陳進松中心經理
A3. (新北社區家園專案)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茶歇
專題研討B
社區產業
主持人 -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陳俊良董事(擬)

15:1017:00

專題研討講者：
B1.(題目待訂)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永興顧問
B2.梨山長照專案發表
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 侯勝宗所長
B3.高齡共生社區照顧模式的社會設計：厚熊笑狗長照生活創新產業的行動歷程
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梁鎧麟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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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2019/11/29 星期五

09:0009:30

報到

主題演講III
09:3010:40

亞洲社會企業發展: 為發展性社會工作帶來的洞見與學習
主持人：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楊培珊系主任
主講人： 亞洲社會企業家研究所創辦人 Dr. Marie Lisa M. Dacanay

10:4010:50

休息
專題研討 C
就業與扶貧
主持人 :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郭登聰副教授

10:5012:00

12:0013:00

專題研討講者：
C1.「錢盡」與「前進」？！談經濟弱勢戶就業困境與培力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C2. 發展型社會工作在扶貧與培力的實務挑戰：流動婦女社會企業和貧困農村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香港中文大學 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 陸德泉專案統籌主任
午餐
專題研討 D
社會企業
主持人 -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永興顧問

13:0014:50

14:5015:10

專題研討講者：
D1. 小驢行專案
B型企業王道中心/服務創新與行動設計中心 侯勝宗主任
D2. 社會企業餐廳 – 一個既能為身障人士締造就業機會的業務，而又無須刻意營造的共融匣子 : 以扶康會社企餐廳為例。
香港扶康會 麥潤芸副總幹事、蕭慶華服務總監
D3. 促進精神障礙者心理健康的WISE模式
新生精神復康會 社會企業 黃素娟總經理
茶歇
綜合座談
主持人 -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福利學院 周鎮忠教授

15:1017:00

與談人 國際社會發展聯合會主席 Prof. Manohar Pawar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 胡哲生理事長
亞洲社會企業家研究所創辦人 Dr. Dacanay
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 侯勝宗所長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黃秉德常務董事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楊培珊系主任

17:0017:10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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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交通資訊

捷運科技
大樓站

霖澤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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