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從 2013 年始，便開始將發展

性社會工作的概念引入會內，並透過 2014、2016、2019 年辦理三場國際研討

會，將國內外關於發展性社會工作的理念與經驗分享予所有實務工作者。而今

年本會將從過往較傾向學術理論的研討會形式，轉為著重實務案例分享的論壇

形式，因此邀集跨域的專家學者、本土實務工作者，㇐起來分享發展性社會工

作的實踐策略與未來願景。 

 

 

本次論壇採用 Gather Town 2D 線上視訊模式辦理，同步開放網路直播，除了

安排傳統聽講式的主題演講與專題研討，提供參與者「聆聽」兒少、成人、⾧

者三種服務類型的實踐經驗；也設計互動式的遊戲化討論工作坊與議題沙龍，

讓「聚集」在論壇的跨域參與者，透過討論、交流「匯聚」各界的聲音與回饋，

以更「聚焦」、「釐清」發展性社會工作的概念與實務應用，共創跨領域、「零距

離」的共好對話場域。論壇活動結束後，也歡迎所有參與者以行動支持線上共

好市集，讓彼此㇐起在發展性社會工作的領域，攜手，「共好│同行」。 

本土實踐與未來展望之旅 

聆 · 聚 · 釐 X 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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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2 場次主題演講 
有關「發展性社會工作」與「建立共好夥伴關係」

的概念式主題演講。 

3 場次專題研討 

邀請兒少、成人、⾧者之服務單位，以發展性社

會工作的三個核心策略—「充權」、「經濟參與」、

「以社區為基礎」—為主軸，分享本土實務案例。 

6 大類遊戲化討論工作坊 

設置線上虛擬工作坊，讓參與者透過遊戲互動、

議題討論，針對實務案例進行深入的對話與交流，

激盪出發展性社會工作的新思維或可能性。 

1 場次議題沙龍 
透過線上數位互動，與參與者㇐起共創發展性社

會工作的未來實踐願景藍圖。 

1 系列共好市集活動 

設置線上市集，展出本會與共好單位具有發展性

社會工作理念之服務與產品；另有限定的嘉年華

活動，安排攤位導覽與驚喜活動。 

 

二、活動時間 

1. 主要活動：2022 年 06 月 23 日（四）至 2022 年 06 月 24 日（五），08：

40 開放入場，16：30 活動結束，共兩天。 

2. 線上展示：2022 年 06 月 25 日（六）至 2022 年 06 月 29 日（三），24 小

時全天候開放免費自由參觀，共五日。 

 

◆ 論壇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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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對象 
1. 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等相關專業領域之專家

學者、學生。 

2. 縣市社會福利、社會企業、地方創生等公私部門之實務工作者。 

3. 關心社會議題之各領域社會人士。 

四、入場方式與權益 

入場方式 Gather Town 線上視訊 線上直播 

名額 80 名 不限名額 

報名費用 
收費 

（詳請參閱 P.6 ◆報名須知◆） 
免費 

通行證 

活動虛擬場地連結 

論壇手冊 

Gather Town 操作手冊 

活動直播連結 

論壇手冊 

參與內容 

 

主題演講 

專題研討 

遊戲化討論工作坊 

議題沙龍 

 

主題演講 

專題研討 

禮品 
隨機贈送相關出版品㇐冊 

精緻茶點禮包 
- 

※ 如欲以 Gather Town 線上視訊方式參與，請務必先行參閱〔P.7-8◆Gather Town 線上視

訊參與者注意及提醒事項◆〕，確認符合相關條件方可報名。 

※ 如以線上直播方式參與，亦會提供論壇虛擬會場之觀賞連結，除主要活動兩日無法線上
進入需付費之論壇場域外，其餘時間與空間皆為線上展示，可免費自由參觀。 

◆ 論壇資訊 ◆ 

 觀看 
 觀看&提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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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安排 

08:40-09:20 報到 

09:20-09:40 

開幕式 

致詞人 

羅紀琼董事⾧/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簡慧娟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James Midgley 榮譽退休院⾧/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福利學院 

09:40-10:40 

主題演講 I 發展性社會工作的實踐經驗 

主持人 鍾彥彬執行⾧/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主講人 
Julian Chun-Chung Chow（周鎮忠）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

會福利學院 

10:40-11:00 中場休息 

11:00-12:30 

專題研討 A 兒少服務實務案例 

主持人 吳慧菁教授兼系主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回應人 林秉賢助理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主講人 

許廷安主任/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高雄市旗山區兒童早期療育

發展中心 

陳宥達創辦人/社團法人台灣展臂閱讀協會 

蕭羣諭秘書⾧/台灣兒少玩心教育協會 

12:30-13:30 午餐/休息 

13:30-16:30 

遊戲化討論工作坊 

A 遊戲間 B 遊戲間 C 遊戲間 D 遊戲間 E 遊戲間 F 遊戲間 

早期療育 

社區工作 

兒少 

陪伴基地 
社會住宅 

成人身心 

障礙就業 

原住民 

社區深耕 

社區串聯 

協力平台 
 

◆ 論壇議程 ◆ 

第㇐日 2022 年 06 月 23 日（星期四） 



 

 

 

時間 議程安排 

09:00-09:30 報到 

09:30-10:30 

主題演講 II 以發展性社會工作建立共好夥伴關係 

主持人 劉㇐龍副教授兼系主任/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講人 呂秉怡執行⾧/崔媽媽基金會 

10:30-10:45 中場休息 

10:45-12:15 

專題研討 B 成人服務實務案例 

主持人 高永興兼任助理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回應人 邱淑芸執行⾧/馴錢師財商研究中心 

主講人 

張明晃主任/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中家庭服務中心 

賴志銘創辦人暨執行⾧/無礙玩家商行 

林建治執行秘書/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12:15-13:15 午餐/休息 

13:15-14:45 

專題研討 C ⾧者服務實務案例 

主持人 何天元副執行⾧/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回應人 楊培珊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講人 

夏靜漪區⾧/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宜花東區 

許水鳳顧問/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 

陳昭宏總幹事/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 

14:45-15:00 中場休息 

15:00-16:15 
議題沙龍 未來願景 

主持人 
連穎主任/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發展研究室 
黃雯意研究員/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發展研究室 

16:15-16:30 

閉幕式 

主持人 連穎主任/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發展研究室 

分享人 林文賓副執行⾧/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 論壇議程 ◆ 

第二日 2022 年 06 月 24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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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1. 請於 2022 年 05 月 16 日前，填寫線上報名資料，詳

參報名網址：tiny.one/edenDSW2022 或掃描右方

QRcode。 

2. Gather Town 線上視訊僅限量 80 個名額，並備取 20

名，額滿為止；但仍可報名線上直播參與。 

二、報名費用 
1. 線上直播參與者，免收取報名費用。 

2. 為確保活動品質與參與者權益，Gather Town 線上視訊參與者將酌收新台

幣 500 元整；如具有「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或「身心障礙」身分者，則為

優惠價新台幣 300 元整。 

※ 優惠身分者，須於報名系統上傳學生證正反面或身心障礙手冊之檔案。 

三、報名成功通知說明 
1. 線上直播參與者填寫完成報名表單，最晚將於三個工作日內收到「報名成

功通知」信件，請務必確認收到該信件方才算報名完成。 

2. Gather Town 線上視訊參與者填寫完成報名表單，將於三個工作日內收到

繳費通知信件（含超商繳款條碼）或備取通知信件。前者請務必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繳費，待主辦單位確認收到報名費用後，最晚將於㇐週內寄發「報名

成功」通知信件，請務必確認收到該信件方才算報名完成。 

※ 如正取名單未於期限內完成所有報名程序，將依序通知備取者進行繳費。 

四、主辦單位保有議程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 報名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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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 Town 參與條件與限制說明 
1. 請使用桌上型電腦或筆電，以獲取最佳體驗（手機與平板的平台支援系統

仍在開發階段，部分體驗沒有使用電腦來的完善）。 

2. 建議的電腦硬體設備：2.4 GHz 雙核、8 GB 記憶體，支援 Windows、Mac 

OS 與 Linux 作業系統。 

3. 請確認您的電腦具視訊裝置功能，並能允許使用麥克風及相機權限。 

4. 請確認您的電腦可於穩定使用網路及電源之環境下操作及參與：Gather 

Town 官方建議網路環境為 10 Mbps 的下載速度，以及 3 Mbps 的上傳速

度，若低於此規格，活動參與者的系統使用將會有延遲狀況產生。 

5.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參與。 

二、參加證明書與研習時數申請說明 
全程參加者，主辦單位將核發本次論壇之參加證明書，並將申請公務人員研習

時數及社會工作師教育課程積分認定；惟離線時數不得逾議程總時數 10%（不

含用餐及報到時間）。最後認定積分數，以主辦單位申請後核定之時數為準。 

三、個資、肖像權授權同意說明 
1. 本活動將全程錄音錄影，如您報名即表示您同意活動期間所進行之㇐切錄

影、錄影、拍攝行為，並且願意授權伊甸基金會於各種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

體所進行之拍攝、使用、修飾、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姓名、聲音，並可在

日後基於公益目的為相關展示、宣傳、出版等使用。 

2. 本活動所填之個人資料，僅為主辦單位活動辦理使用（如聯繫、寄送物品

等），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及相關法令保護，請確實填寫，俾

利寄發活動隨行包及收據、核發參加證明書。為避免資源浪費，若經發現所

填資料有誤，將不予重新補發參加證明書。 

 

◆ Gather Town 線上視訊參與者注意及提醒事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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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後無法參與者轉讓說明 
1. 因活動採全線上參與模式，報名繳費後，恕不退費。 

2. 如臨時無法參與者，主辦單位僅提供名額轉讓服務，請以 EMAIL 聯絡承辦

單位提出申請，並於 2022 年 05 月 31 日前完成申請。 

3. 申請名額轉讓事宜，若三個工作日內未收答覆，請來電洽詢。 

4. 若未依時辦理名額轉讓者，恕不予以轉讓。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二、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三、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專業發展研究室 

四、聯繫方式： 
1. 信箱：dep408@eden.org.tw。 

2. 電話：02-2230-6670，分機 7005（黃小姐）或分機 7007（林小姐）。 

◆ Gather Town 線上視訊參與者注意及提醒事項 ◆ 

◆ 聯絡洽詢與辦理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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