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106-107 學年度募款計畫 

計畫名稱 一、發展性社會工作特色發展計畫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執行單位 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說明 

緣起 
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中，本系透過教學、課程、研究及各項學術活動落實以福

利社區化為特色已獲得肯定，近年因社會環境變遷、實務發展所需，本系關注

發展性社會工作概念中，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投資的方式協助案主脫離貧窮、獲

得經濟安全的新思維，於 103 年研討會中初探此概念在學術界與實務界的應

用，並自 103 學年起於碩士班開設「發展性社會工作」課程，透過系內 6位老

師共同開課、師生研討開展新視野，104 年持續透過研討會的舉辦與他校師生

及實務機構交流，分享在不同領域服務族群中應用發展性社會工作理念的在地

經驗，並結合金融與國際企業系老師的專業，引入金融社會工作的創新展望，

該次研討會也獲得實務界的正面回響，於此同時，本系全面以推動「發展性社

會工作」為系所特色，持續開設「發展性社會工作」課程外，透過跨系合作開

設「金融社會工作」課程，同步安排於 105年舉辦「發展性社會工作與金融社

會工作推動的檢視與再思考：延續與創新」學術研討會，透過政府部門、實務

機構及中國人民大學師生共同研討，看到在不同族群、不同場域中，發展性社

會工作與金融社會工作的觀點與策略的多樣性。 
 
以「發展性社會工作」為系所特色，本系老師於課程、研究中探究理論知識的

建構與實務的應用多有收穫，而持續結合實務界資源、豐富實作經驗仍應持續

進行與開展，因此系方將以舉辦研討會、工作坊、論壇及教學成果展等課室外

活動建構多元互動與交流的平台，期許能為發展性社會工作的理念落實於專業

服務中盡一份努力，以提高個人、群體經濟福址，回應社會所需，也為本系學

生就業力的累積提供豐厚的基礎，提升學用合一能力，同時彰顯本系辦學精神

與特色。 

 
計畫內容 
本系計畫透過舉辦實務講座、教學成果發表、研討會、工作坊、論壇推動本系

特色，總金額預估 500,000 元： 

一-1、實務講座(2 萬) 
項目 金額 說明 
實務講座 20,000 元 1. 專題演講費 10場*2,000元 



 

計畫名稱 一、發展性社會工作特色發展計畫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一-2、教學成果發表(3 萬) 

項目 金額 說明 
教學成果發

表會 
30,000 元 1. 專家學者出席費 8,000元 

2. 印刷費 5,000元 

3. 餐點費 70元*200人=14,000元 

4. 雜費 3,000元 

 
一-3、研討會(25 萬) 

項目 金額 說明 
研討會 250,000 元 1. 專題演講者機票費、演講費等

60,000元 

2. 論文主持、發表、回應等 2000元*20

人次=40,000元 

3. 印刷費 50,000元 

4. 餐點費 200元*250人=50,000元 

5. 工讀人力 150元*12時*15人+勞保

勞退=30,000元 

6. 雜費 20,000元 

 
一-4、工作坊(10 萬) 

項目 金額 說明 
工作坊 100,000 元 1. 專題演講者機票費、生活費、演講

費等 50,000元 

2. 印刷費 20,000元 

3. 餐點費 80元*2天*50人=8,000元 

4. 工讀人力 150元*12時*5人+勞保勞

退=10,000元 

5. 雜費 12,000元 

 
一-5、論壇(10 萬) 

項目 金額 說明 
論壇 100,000 元 1. 論壇主持、出席費 2000元*20人次

=40,000元 



 

計畫名稱 一、發展性社會工作特色發展計畫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2. 印刷費 20,000元 

3. 餐點費 80元*250人=20,000元 

4. 工讀人力 150元*12時*5人+勞保勞

退=10,000元 

5. 雜費 10,000元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500,000 元 

計畫預期效益 
1. 建立並推展本系辦學特色 
2. 培養學生發展性社會工作的知能 
3.建立實務工作者問題處理經濟面向的思考與作法 

105 學年度執行成果說明 

執行成效 

一、發展性社會工作特色計畫 
106.05.25舉行「發展性社會工作推動歷程與成果的檢視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會議中邀請學術界進行專題演講與議題論述共 4篇，及邀請實務機構進行專題

演講與工作報告共 6篇。共約有 213位校內外師生及實務工作者參與。 

 
二、金融社會工作發展計畫 
105.11.10舉辦「金融社會工作高峰論壇《金融社會工作發展的探索與應用》」，

共約有 204位的校內外師生及政府與實務單位工作者一同參與及交流。 

 

105 學年度 
募款金額 

158,456 元 

備註  

 

計畫名稱 二、金融社會工作發展計畫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執行單位 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說明 

緣起 
本系自 104 年 10 月通過成立「金融社會工作教育推廣中心」，積極透過座談會、

工作坊與研討會幫助專業人員、機構或個案充實金融財務相關知能，期能因應

貧窮與經濟相關議題，提出多元對策；成立至今，中心辦理十一場座談會、場

工作坊，並舉辦一場研討會，服務人次達千餘位，回顧各項活動成果及參與成

員的回饋，本系發現財務識讀能力已受專業人員重視，本土實務工作經驗的交

流與累積仍應延續，因此中心將持續舉辦研討會，創造實務與教學互動之平台。 

此外，金融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中新興的知能。美國馬里蘭大學為金融社會工

作知能發展的先驅，並自 2008 年開始推展，至今已有相當的規模及穩定的運

作基礎，本系擬邀請該中心學者來台舉辦講座與工作坊，透過直接對話，建立

交流的基礎，俾利日後教育與研究合作的發展，期能加入國際視野於本土化金

融社會工作中。 
 
計畫內容 
本計畫包含研討會舉辦及邀請國際學者來台講座計畫，總金額預估 500,000 元： 

二-1、國際研討會，預估 300,000 元 
項目 金額 說明 
國際研討會 300,000 元 1. 專題演講者機票費、生活費、演

講費等 100,000元 

2. 論文主持、發表、回應等 2000

元*20人次=40,000元 

3. 印刷費 60,000元 

4. 餐點費 200元*250人=50,000元 

5. 工讀人力 150元*12時*15人+勞

保勞退=30,000元 

6. 雜費 20,000元 

 
二-2、國際學者來台講座，預估 200,000 元 

項目 金額 說明 
國際學者講

座 
200,000 元 1. 機票費、生活費、演講費 120,000

元 

2. 印刷費 20,000元 

3. 餐點費 10,000元 



 

計畫名稱 二、金融社會工作發展計畫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_______ 
4. 工讀人力 10,000元 

5. 雜費 10,000元 

6. 住宿費 30,000元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500,000 元 

計畫預期效益 
1. 落實金融社會工作專業知能倡導，創造教學與實務互動交流平台 
2. 持續培育金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 
3. 參考國外經驗、發展本土專業，開展金融社工知能國際對話機會 

 

計畫名稱 三、心園新風貌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空間翻新 

執行單位 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說明 

緣起 
心園於 1996年設立，樹德樓頂樓近 28坪的空間內有教室三間，一間為團體工

作室，一間為家庭會談室 ，一間個別會談室，每間均有單面鏡及攝影、錄音、

錄影設備，另外還有一間觀察室，內有主控設備，可以同時觀看 3間教室及攝

影，啟用至今提供本系師生優質教學與學習環境，例如「會談技巧」課程運用

個別室進行會談演練、「藝術治療」課程運用團體室進行團體工作課程；然隨

著歲月累積、風吹日曬雨淋，位居頂樓的心園內部裝潢日顯剝落破舊，為提供

師生更舒適與健康的學習空間，特提出整修計畫，擬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

改善建物空間為優先，第二階段持續進行儀器設備更新計畫。 

 

計畫內容 
本階段計畫心園更新項目如下，總金額預估 500,000 元： 

 



 

計畫名稱 三、心園新風貌 

計畫類型 □單位發展 □學術研究 □獎助學金 □社會服務 □校友活動 

□教學大樓 □學生活動/成果發表   □儀器設備 ■其他-空間翻新 
更新項目 預估金額 說明 
塑膠地板 100,000 汰換地毯為耐磨木地板 

建物泥作補強 200,000 整平地板突起與牆面裂縫 
窗簾 20,000 汰換防光窗簾及百葉窗 
窗戶 80,000 修繕或汰換 

牆壁粉刷 40,000 油漆 
除濕機 60,000 添購 6 台防潮設備 

 
 

募款期程  □永續型        ■專案型 勸募目標 新台幣  500,000    元 

計畫預期效益 
1. 提供師生專業、多元、健康與舒適的學習空間 
2. 提供本系師生實務工作演練場域，以利於技巧之提升 
3.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活動之場域，以利於課後活動安排或小組討論機會 

 

 

聯絡人：                分機：2988 

                                       單位主管：   

註：表格數可依實際需求增減、行距大小自行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