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兒少非營利組織的價值-社會影響與永續發展」家扶 70國際研討會 

Global Impact on Children: TFCF Trajectory towards its Sustainable Future 

報名簡章 

一、 活動緣起：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在台成立 70年了！自 1950年起，

本會以「為兒童謀求最大福利」為服務宗旨，在台推動弱勢關懷服務幫助兒童與家庭，是一個

歷史悠久的兒童福利機構。從一開始單純的貧童補助方案，發展至今已有多元面向服務，同時

開創各種新興的兒少福利方案，不斷發掘更深入的兒童及家庭問題，並進行相關貧窮、兒童保

護、兒少福利議題等倡議與研究，並對我國的兒童福利制度、社會工作專業體制、對社會救助

的貢獻、本土化社會工作模式之建立等具有社會影響。 

本會創立至今長期關注與推動貧窮、兒童保護、兒少福利等相關工作，為使社會大眾瞭解

本會在兒少工作上的執行與推展、組織之使命與價值，本會將持續維持在實務現場之經驗與學

術探討等雙軌並進的方式，讓政府、專業社群與社會大眾對兒少相關議題的廣為關注，透過辦

理本次國際研討會，邀集國際與我國相關領域之實務及專家學者，共同討論交流與經驗分享，

希冀透過國際研討會為組織整體性發展帶來前瞻性的思維，進而引導改善與革新的契機，帶動

本會邁向另一全新發展，共同編築一個更適切兒少健全發展的成長、友善與幸福環境。 

為能向與會者分享與交流本會之國際服務，本研討會同步舉辦《前線 The Front Lines》展

覽，透過每位於前線的社會工作者參與國際服務工作的行動，來分享與扶助兒童及家庭互動的

真實日常。 

 

二、 舉辦日期：2021年 6月 9日（三）至 6月 10日（四） 

三、 舉辦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1樓（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號 11樓） 

 

四、 參與對象： 

(一) 各大專院校兒少福利、人力資源暨訓練、組織管理、社會企業等相關專業領域之學者

專家； 

(二) 各縣市兒少福利、人力資源暨訓練、組織管理、社會企業等公私部門之實務工作者； 

(三) 投入兒少福利服務工作之民間團體； 

(四) 關注兒少福利服務工作之法律界、教育界及醫療界等各領域夥伴。 

 

五、 報名方式： 

(一) 本研討會免費參加，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HypGSbn4ngm8brsd7。 

(二) 報名時間及日期：即日起至額滿為止，不開放現場報名。 

(三) 本研討會將申請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 

(四) 本研討會將提供研習證明。 

https://forms.gle/HypGSbn4ngm8brsd7


 

六、 議程 

時間 2021/6/9（三）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開幕式 

家扶基金會趙犁民董事長暨貴賓致詞 

09:30-10:30 

(60分鐘) 
主題演講(一) 

引言人：吳靜吉（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家扶基金會前董事長） 

主講人：林慶台（烏來福山教會牧師） 

主講人：古又文（Johan Ku品牌藝術總監） 

題  目：遇見希望的燈塔－我與家扶的故事 

10:30-10:50 休息+茶敘時間 

10:50-11:50 

(60分鐘) 
主題演講(二) 

引言人：簡春安（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rtd） 

主講人：彭桓基（前香港中文大學兼職講師） 

題  目：社會工作創新－帶動世界潮流的概念與實踐 

11:50-12:50 午餐時間 

12:50-14:20 

(90分鐘) 

專題探討(一)

脫貧觀點 

The Lens On 

Poverty After 

2021 

主持人：林瓊嘉（林瓊嘉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與談人：周大堯（家扶基金會社會工作處處長） 

        賴紅汝（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題  目：家扶自立青年追蹤－看見專業服務的社會影響力 

與談人：吳嘉沅（台灣社會影響力研究院理事長） 

題  目：從社會創新的視角回應兒少貧窮議題 

與談人：陳怡伃（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題  目：兒少社區據點的服務模式及比較 

14:20-14:40 休息+茶敘時間 

14:40-16:10 

(90分鐘) 

專題探討(二) 

認養制度觀點 

The Child 

Sponsorship 

As a Bridge 

To 

Stakeholder 

主持人：鄭麗珍（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與談人：王道一（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陳依依（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何思賢（逢甲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楊庭維（家扶基金會認養處處長） 

題  目：從認養人觀點探究認養人與組織的互動 

與談人：천성규(Sam Cheon)（韓國綠傘兒童基金會資助經理） 

題  目：韓國家扶認養制度的變革 

與談人：Ilina Neshikj（Accountable Now執行長） 

題  目：動態責信的實踐與國際社會影響 

16:10-16:30 休息+茶敘時間 

16:30-17:40 青年高峰論壇 

主持人：唐鳳（中華民國行政院政務委員） 

與談人 1：陳小玲（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副司長） 

與談人 2：恩和瑪（家扶基金會蒙古分事務所兒少代表） 

與談人 3：吳文炎（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副執行長） 

與談人 4：努貝克（家扶基金會吉爾吉斯分事務所兒少代表） 

與談人 5：晉康恩（拉法教育培訓工作室企業培訓講師） 

備註：國外主講者、與談人皆用 ZOOM視訊參與；青年高峰論壇與談人皆為本會自立青年。 



 

 

時間 2021/6/10（四） 

09:30-10:00 報到 

10:00-11:30 

(90分鐘) 

專題探討(三) 

人才培育觀點 

Developing The 

Human Capital 

For Social 

Impact 

主持人：官有垣（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與談人：王聖基（家扶基金會行政處處長） 

題  目：社工師(員)教育訓練移轉影響因素之探究－以家扶基金會為例 

與談人：黃淑芬（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職副教授） 

題  目：非營利組織人力資源管理新時代角色與挑戰 

與談人：黃玲絲（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高級講師） 

題  目：堅固社會契約的領導方式 

11:30-12:30 午餐時間 

12:30-14:00 

(90分鐘) 

專題探討(四) 

國際發展觀點 

A Prism From 

Issues To Social 

Impact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主持人：劉邦富（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rtd） 

與談人：林秉賢（家扶基金會國際發展室主任） 

題  目：根紮台灣至國際發展－生態變遷模型觀點下的台灣第三部門 

        國際發展預視 

與談人：簡旭伸（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題  目：台灣第三部門從事國際事務的未來與願景 

與談人：施世駿（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題  目：南韓社會投資改革對於台灣社會福利的啟示 

14:00-14:20 休息+茶敘時間 

14:20-15:20 

(60分鐘) 
主題演講(三) 

主持人：陳毓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主講人：Ferran Casas（西班牙赫羅納大學生活質量研究所教授） 

主講人：陳毓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題  目：從兒少跨國福祉研究－預見兒少福利服務趨勢 

15:20-15:30 休息+茶敘時間 

15:30-16:40 

國際交流論壇

—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 

主持人：官有垣（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與談人 1：何素秋（家扶基金會執行長） 

與談人 2：簡旭伸（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與談人 3：陳昱齊（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技術合作處組長） 

本場次開放現場提問暨交流：30分鐘 

16:40-16:50 閉幕式 

備註：國外主講者、與談人皆用 ZOOM視訊參與。 

 

 

七、 注意事項： 

(一) 本研討會將以無紙化進行，不提供來賓議程、手冊、Handout及發言條等紙本。 

(二) 本研討會刻正詢問國內外主講人、與談人著作權相關事宜，屆時將於大會資料中清楚

敘明。 

(三) 為響應環保政策，敬請自備環保杯、環保餐具。 

(四) 為維護會場器材，場內不得飲食，違規致毀損者需照價賠償。 



 

 

(五) 本研討會全程備有中英文同步口譯，請於報到時攜帶具照片之證件借用口譯設備，敬

請妥善保管，若有毀損者需照價賠償。 

(六) 本研討會之研習證明將於會後至遲一個月內以電子檔案形式寄出。 

 

八、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九、 連絡資訊： 

家扶基金會 04-22061234分機 1720邱仕杰高級專員 vsda@ccf.org.tw 

 

十、 交通資訊： 

(一) 捷運： 

1. 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至「台大醫院」站 2號出口下車（距離會場步行時間約 5分

鐘）。 

2. 搭乘捷運淡水信義線或松山新店線至「中正紀念堂」站 5號或 6號出口下車（距

離會場步行時間約 15分鐘）。 

(二) 公車： 

1. 搭乘 37、245、249、263、270、621、630、651公車，於「仁愛中山路口」下

車。 

2. 搭乘 3、0東、20、22、22區間、38、204、1503、信義幹線、信義新幹線，於

「信義林森路口」下車。 

3. 搭乘 15、208公車，於「景福門」下車。 

mailto:vsda@cc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