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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的歷史沿革 

1955 年，東海大學創校；1956 年，東海大學文學院設立社會系，是台灣第二個成立的社

會系；1957 年，聘請張鏡予教授來校專任，講授「社會事業與社會行政」等課程，張教授日

後擔任系主任。 

1974 年在練馬可(Dr. Mark L.Thelin)老師規劃之下，奉教育部核准成立「社會工作組」，

聯考開始進行分組招生。1975 年，社會工作組與社會學組開始分班上課，在課程規劃、實習

安置等都與社會學組有明顯的區隔。當時社會系的全體專任教師有江玉龍老師(兼代系主

任)、練馬可老師、張鏡予老師、席汝楫老師、李長貴老師、李文郎老師、傅雲老師、孫清山

老師、謝秀芬老師、吳水麗老師、林松齡老師、邱汝娜助教、莫藜藜助教、方邁夫助教、李

宗薇助教、黃淑卿助教。1977 年教育部修訂「社會工作系（組）課程標準」，確定必修科目。

同年 11 月，社會工作組教師舉行「社工會議」，討論教學問題。1978 年 3 月，召開為期 3 天

的「社會工作教育研討會」。1978 年 8 月，梅可望校長任命「社會工作系籌備委員會」，成員

有江玉龍老師（主任委員）、謝秀芬老師、魏文雄老師、簡春安老師、武自珍老師、李長貴老

師等。同年，教育部正式核准東海大學另外成立社會工作學系。 

1979 年 8 月，社會工作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正式成立，當時聘請的專任教師有李增祿

老師（兼系主任）、江玉龍老師、Dr.E.Phillip Crunk老師、謝秀芬老師、莊文生老師、簡春安

老師、魏文雄老師、莫藜藜老師、楊蓓老師、王秀絨助教、潘才學助教。辦公室由文學院遷

至法學院，是法學院第四個設立的學系。1979 年 10 月創刊「社會工作月刊」，同年 12 月成

立「台中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由本校社會工作系及社會研究所發起，與台中市政府、市議

會、市民眾服務社、救國團支團部聯合創設，梅校長應聘擔任該中心的顧問。本系師生負責

籌畫並執行的工作有：蒐集並統計分析全台中公私立福利服務團體的工作項目及未來將從事

的工作資料等。本系設立之初，獲得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亞洲協會、學術交流

基金會，學術交流基金會連續 4 年安排 4 位教授到系上任教。亞洲協會則提供 5 年基金給本

系從事學術與研究。1979 年 10 月，省政府社會處招考縣市社工人員，有 18 位東海校友錄取。

1982 年 9 月，「東海社會工作學刊」創刊。 

1980 年 2 月，教育部核定社會學研究所分設社會學組與社會工作組；同年 8 月，分組招

生。1984 年，社會工作研究所成立，招收碩士班學生，社會工作所與社會工作系合一，同年，

學士班增加為雙班。1990 年，首次舉辦「師生論文發表會」以及「當代社會工作學刊」創刊。 

1988 年 12 月 21 日，在當時系主任簡春安老師的召集及多位老師的群策群力下，本系於

校內召開「東海社工系友會暨十週年系慶慶祝會第一次籌備會」，系友會於 1989 年正式成立，

「東海社工系友簡訊」創刊號於 1989 年 1 月寄發給畢業系友。 

1994 年，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班設立。1997 年，立法院通過「社會工作師法」，本系系

友陸續考上社工師，並在各地成立各種公會。1999 年 921 大地震，本系立即成立「九二一社

工諮詢專線」，積極投入救災。1998 年，開始與中國大陸大學的社會工作相關學系接觸；1999

年本系老師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參訪；2000 年，邀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與管理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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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師來台訪問 9 天，他們是第一批來台交流的大陸社工學者。從此，與大陸社工系之學術

訪問，相當頻繁。2008 年中國大陸四川 512 大地震，本系多位老師專程赴大陸訓練災區社會

工作人員。 

2001 年起在亞洲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的支持下，本系在南京辦理「社會工作高等教育

師資培訓班」，為期 3 年，本系多位教師先後赴大陸訓練大陸地區，30 幾所高校的 40 幾位老

師。在國內，透過「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本系則與許多社工系合作包括：辦理研究生跨校選

課、與各相關系所聯誼會、赴各相關系所拜訪、邀請其他系所教師來訪、共同辦研討會，迎

接社工界新老師、為退休老師舉辦茶會等。各系間分享教學經驗、討論學術上合作事宜、瞭

解各系動態、交換心得。在學生表現方面，本系的學生總是積極而廣受好評的。例如 2001

年，本系學生獲得全校運動會的精神總錦標，日後多年連續衛冕。更難能可貴的，2008 年 9

月，本系獲選為「東海大學重點系所」第三名。 

本系歷任的系主任是：李增祿（1979-1986）、李欽湧（1986-1988）、簡春安（1988-1993）、

李增祿（1993-1996）、曾華源（1996-1999）、彭懷真（1999-2002）、武自珍（2002-2005）、高

廸理（2005-2008）、彭懷真（2008-2010）、王篤強（2010-2013）、劉珠利（2013-）。目前專任

教師有 13 位，依照到校專任日期依序是：曾華源（1983 年）、高迪理（1988 年）、蔡啟源（1990

年）、彭懷真（1991 年）、劉麗雯（1998 年）、王篤強（2001 年）、吳秀照（2001 年）、劉珠利

（2002 年）、黃聖桂（2006 年）、鄭怡世（2007 年）、陳琇惠（2008 年）、呂朝賢（2013 年）、

鄭期緯（2015 年）。歷年來曾經在本系或研究所擔任專任職務，目前已退休或離職者計有：

李增祿、謝秀芬、莊文生、魏文雄、莫藜藜、楊蓓、劉皓玲、周鎮忠(助教)、呂民璿、金蔚

如、呂素卿(助教)、曠慧君(助教)、郭青青、方鈺璇、謝季燕(助教)、車嘉鄰、陶蕃瀛、滿書

芳(助教)、李欽湧、李宗派、趙雍生、蘇碧珠(助教)、鄧明賢(助教)、高文涓(助教)、洪秋月(助

教)、嚴幸文(助教)、胡慧嫈(助教)、龐世芬(助教)、黃堅厚、林仁和、陳宇嘉、鄭佩芬(組員)、

蘇文彬(助教)、曾騰光、林昭宏(助教)、曾竹寧(助教)、黃陸巽(助教)、徐楓雁(助教)、林婉如

(助教)、陳心儀(助教)、賈廷詩、黃永明(助教)、吳佩瑩(助教)、武自珍、簡春安、王秀絨等。 

作為台灣最早正式成立的社會工作學系以及具有碩、博士完整學程的系所，我們培育了

3 千位服務於產、官、學各界的社會工作人才與菁英。 

二、本次評鑑準備過程說明 

本系對於此週期之系所自我評鑑之準備工作皆由本系全體專任教職員共同分工完成。各

項工作之準備過程與進展如以下說明。 

（一）、103 年 11 月：本系於系務會議中依照學校所擬訂之評鑑效標挑選出符合本系狀

況與發展之效標交付學校評鑑辦公室審議，並依照評鑑項目進行分工。 

詳細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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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撰寫負責人員 協助助教 

項目一、教育目標 劉珠利、高迪理、彭懷真 蔡培元 

項目二、課程設計 曾華源、彭懷真、黃聖桂 林雅俐、陳宜椿 

項目三、師資教學 王篤強、鄭怡世 林雅俐、陳宜椿 

項目四、學習資源 吳秀照、黃聖桂 蔡培元、賴淑霞（負責項目 4-4） 

項目五、學習成效 王篤強、吳秀照、鄭怡世 林雅俐、賴淑霞 

項目六、生涯追蹤 呂朝賢、劉麗雯 林雅俐、賴淑霞 

項目七、整體改善 劉珠利、蔡啟源 林雅俐、蔡培元 

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
所分系比較
(SWOT 分析) 

鄭期緯 陳宜椿 

 

（二）、103 年 12 月：行政同仁參與評鑑講習。 

（三）、104 年 2 月：接獲本校評鑑辦公室通知，除增加「博士班學生之品質與數量之情

況為何？」之效標外，其餘均獲通過。本系並隨即加入此項效標。 

（四）、104 年 3 月：由本系行政同仁先行於 dropbox 中建立評鑑檔案，先將各類佐證資

料、撰寫格式等存檔於雲端檔案中，並由系主任於該月之系務會議中向全體教師

說明使用與撰寫方法，隨即由各項目負責之教師展開撰寫工作。 

（五）、104 年 4 月：1.各項目負責教師完成草稿。 

2.系主任與行政同仁參與評鑑講習。 

3.開始展開修正、潤飾工作。 

（六）、104 年 5 月：1.開始第二次修正，並展開佐證資料排版工作。 

2.繳交本系評鑑報告書及佐證資料一式 5 份至校評鑑辦公室。 

（七）、104 年 6 月：由系主任向校長進行口頭報告。 

（八）、104 年 7 月：根據校長、校內一級單位主管、校內書面審查委員意見，修正報告

內容。 

（九）、104 年 8 月：評鑑報告書送校外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十）、104 年 9 月：根據校外委員書面審查意見修正報告內容。 

（十一）、104 年 10 月：校評鑑辦公室核定通過本系之評鑑報告書，並寄送評鑑報告書

至本系評鑑實地訪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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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項目一、教育目標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訂定可說是一個學校教育機構對學生最重要的承諾，透過教育目

標以及核心能力的定錨，學校、教師與學生都能有明確的教育與學習方向。 

一般而言，因為教育目標以及核心能力的體現通常都是通過系所的課程安排來完成，因

此在本系有關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擬訂是由本系教師與學生所組成的課程委員會先行討論

並做成相關建議提案，之後送交系務會議由全體專任教職員與學生代表（含學、碩、博等班

制代表與系學會代表）再次討論與確認，最後再送院務會議確認。以這樣的機制而言，透過

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的過程，得以讓這樣的目標與能力的設定具有可行與可達成的特色。 

透過這樣的過程以及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與修訂，本系學士班所擬定的教育目標

為：1.培育關懷人群福祉、實踐社會正義的人才 2.培養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的人才

3.培養社會服務輸送的社會工作人才。學士班核心能力為：1.瞭解人的能力 2.瞭解社會環境

與現象的能力 3.具備社會行動之能力 4.具備社會工作策略思考的能力 5.瞭解社會福利制度及

政策的能力 6.具備社會工作專業精神的能力。 

碩士班教育目標為：1.培育反映社會需求、實踐社會正義的社會工作實務專精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規劃、執行、管理、評估、研究人才。碩士班核心能力為：1.具備剖析社會

問題及進行服務規劃的能力 2.具備執行社會工作專業處置的能力 3.具備督導、管理、評估的

能力 4.具備政策研究與分析的能力 5.具備社會工作研究與論文寫作的能力。 

博士班的教育目標為：1.培育社會工作專精領域的學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與研究並重

的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政策規劃與評鑑的領導人才。博士班核心能力為：1.具備社會工

作理論及服務輸送的專業能力 2.具備分析、制定政策，判析服務效益的能力 3.具備社會關懷

與主持助人專業研究的能力 4.具備講授大學課程的教學能力。 

 

學士班 

 

有關學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間的對應圖，本系很早即已規劃並以此作為學

士班開課之依據。在既訂的目標與能力培養目標下，我們仍為因應社會變遷而調整開課課程，

以及必修課程之學分數。在第一週期評鑑結束後，本系針對評鑑委員的建議以及學士班學生

的實際狀況，修正教育目標，於 102 年 11 月 26 日課程委員會中討論，決議將原學士班教育

目標之第 3 點「培養社會服務輸送的社會工作人才」修正為「培養願意從事社會工作服務輸

送的人才」並依照行政程序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以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同意（「佐證資料

1-1-1」，頁 1）。 

學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間的對應圖如「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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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學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對應圖 

1.培育關懷人群福

祉、實踐社會正

義的人才。 

 

2.培養運用社會工

作專業知識與技

巧的人才。 

 

3.培養願意從事社

會工作服務輸送

的人才。 

瞭解社會環境
及現象的能力 

瞭解社會福利制
度及政策的能力 

瞭解人的能力 

學 

士 

班 

教

育

目

標 

自我探索成長 2-0(大一)、關懷服務學習 3-0（大一） 

人體生物學 0-2（大一）、精神醫學 2-0（大二）、 

心理學 3-0（大一）、社會工作概論 3-3（大一）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0-3、0-3（大一下、大二上）  

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0-3（大一） 

組織行為 3-0（大二）、家庭動力 3-0（大二） 

社會福利機構組織 0-2（大二） 

社會學 3-0（大一）、社會心理學 0-3（大一） 

社會統計 2-2（大二）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3-3（大三） 

社會福利導論 2-0（大二）、法律與社會工作 2-0（大二） 

社會救助與社會工作 0-3（大四） 

 社會福利行政 0-3（三）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0（四） 

具備社會行動
之能力 

1.基本技巧與理論： 

志願服務 0-2（大一） 

社會工作實習一專題 1-1（大二上、大三下） 

諮商理論與實務 0-3（大三、大四）、社會工作理論 0-3（大四） 

社會工作實習二專題 1-1(大四)、社會工作實習三專題 1-1(大四) 

 

2.人口群： 

兒童青少年與社會工作 0-2（大二） 

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 3-0（大三） 

老人與社會工作 0-3（大三）、婦女社會工作 0-3（大三） 

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工作 0-3（大三） 

 

3.領域類課程： 

家庭社會工作 0-3（大二）、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0-2（大二） 

醫療社會工作 3-0（大三）、司法與社會工作 2-0（大三） 

學校社會工作 0-3（大三）、人力資源管理 0-3（大四） 

保護性社會工作 3-0（大四） 

社會個案工作 3-3（大二）、社會團體工作 3-3（大二）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0-3（大二） 

社會工作實習一 1-1（大二下大三上） 

社會工作管理 3-0（大三）、方案設計與評估 0-3（大三） 

社區工作 3-0（大三） 

社會工作實習二 1-1（四）、社會工作實習三 1-1（四） 

社會工作倫理（四） 具備社會工作專

業精神的能力 

具備社會工作策
略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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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為回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新興議題，有關碩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間的對應

圖，本系於 103 學年度第 1 學期進行了多次的討論與修正，修正的原因一方面是調整為能夠

確實反應三者之間關係的對應圖，另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因為本系專任師資調整，部分老師

退休而聘用新任專任教師，新任專任教師根據其專長領域開設符合社會變遷需要之新課程，

因此需要修正三者之間的對應圖（「佐證資料 1-1-2、1-1-3、1-1-4」，頁 7）。 

碩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間的對應圖如「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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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價值與倫理專題 
新興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專題） 
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專題 
家庭暴力專題 
災變社會工作（專題） 
方案設計與評量專題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專題 

社會工作實習一【必修】 
社會工作實習二【必修】 
社會工作實務理論【必修】 
個案工作研究 
團體工作研究 
社區工作專題 
社會工作專業文化專題 

社會工作督導專題 
方案設計與評量專題 
非營利組織專題 
社會工作管理專題 

社會福利政策研究 
家庭政策與福利服務 
身心障礙就業與福利政策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專題 

社會工作研究法【必修】 
計量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 
敘事研究方法 

碩士班教育目標 
 
1.培育反映社會需

求、實踐社會正
義的社會工作實
務專精領域人
才。 

2.培育社會工作規
劃、執行、管理、
評估、研究人
才。 

 

具備剖析社會
問題及進行服
務規劃的能力 

具備督導、管
理、評估的能
力 

具備執行社會
工作專業處置
的能力 

具備政策研究
與分析的能力 

具備社會工作
研究與論文寫
作的能力 

圖 1.1.2  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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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博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間的對應圖，本系同樣在 103 學年度第 1 學期修正，

修正的原因一方面是調整成為能夠確實反應三者之間關的對應圖，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因為

本系專任師資調整，部分老師退休而聘用新任專任教師，新任專任教師根據其專長領域開設

符合社會變遷需要之新課程，因此需要修正三者之間的對應圖（「佐證資料 1-1-4」，頁 19）。 

博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間的對應圖如「圖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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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教育目標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鑑
的領導人才 

具備社會工作

理論及服務輸

送的專業能力 

具備分析、制定

政策，判析服務

效益的能力 

具備社會關懷

與主持助人專

業研究的能力 

具備講授大學

課程的教學能

力 

社會工作理論【必修】 

社會工作英文文獻選讀 

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理專題 

團體工作研究 

個案工作研究 

多元人力管理專題 

社會工作專業文化專題 

組織規劃與組織運作專題 

災變社會工作 

新興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社會政策分析【必修】 

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專題 

家庭社會工作專題 

社會工作督導專題 

社會福利政策研究 

社會工作管理專題 

社區工作專題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專題 

人群服務與實務管理 

績效與品質管理專題 

方法論【必修】 

高等統計 

社會工作與弱勢團體 

質性研究 

行動研究 

社會工作專題討論 

（策略：擔任研究協同主持人、研究助理） 

 

（策略：博士班學生教授學士班課程） 

圖 1.1.3  博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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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之校教育目標於 103 年修正，並將修正之教育目標轉知各學院及各學系，以便

確認各學院與學系之教育目標與校教育目標之關連性。本系據此在系務會議中討論確認（「佐

證資料 1-1-5」，頁 27）。在本系各學制之教育目標與東海大學以及社會科學院教育目標之

對應可知本系各學制之教育目標與校、院所欲強調培養之教育目標皆具有相當高程度的契

合。相關對應表請見「表 1.1.1」、「表 1.1.2」、「表 1.1.3」。 

 

表 1.1.1  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教育目標與校、院教育目標對應表 

 

校/院教育目標 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教育目標 

校教育目標 

1.培育關懷人群福

祉、實踐社會正義

的人才。 

2.培養運用社會工作

專業知識與技巧的

人才。 

3.培養願意從事社會

工作服務輸送的人

才。 

一、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二、人文素養    

三、服務關懷熱忱    

四、國際視野    

五、創新能力    

院教育目標  

1.理論與實務並重、國

際化與本土化兼顧 
   

2.培養具有獨立思考、

分析事理、解決問題能

力的社會科學人才 

   

3.培養關懷社會與公共

服務的精神 
   

 

表 1.1.2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教育目標與校、院教育目標對應表 

 

校/院教育目標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教育目標 

校教育目標 

1.培育反映社會需求、實踐社會

正義的社會工作實務專精領

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規劃、執行、管

理、評估、研究人才。 

一、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二、人文素養   

三、服務關懷熱忱   

四、國際視野   

五、創新能力   

院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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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理論與實務並重、國

際化與本土化兼顧 
  

2.培養具有獨立思考、

分析事理、解決問題能

力的社會科學人才 

  

3.培養關懷社會與公共

服務的精神 
  

 

表 1.1.3  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與校、院教育目標對應表 

 

校/院教育目標 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教育目標 

校教育目標 
1.培育社會工作專精

領域的學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與研

究並重的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政策

規劃與評鑑的領導

人才。 

一、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二、人文素養    

三、服務關懷熱忱    

四、國際視野    

五、創新能力    

院教育目標  

1.理論與實務並重、國

際化與本土化兼顧 
   

2.培養具有獨立思考、

分析事理、解決問題能

力的社會科學人才 

   

3.培養關懷社會與公共

服務的精神 
   

 

而在本系各學制之核心能力與東海大學以及社會科學院核心能力之對應，也同樣在本系

系務會議中討論確認，相關對應表請見「表 1.1.4」、「表 1.1.5」、「表 1.1.6」。可知本系

各學制之核心能力與校、院所欲強調培養之核心能力同樣皆具有相當高程度的契合（「佐證

資料 1-1-5」，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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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  社會工作學系學士班核心能力與校、院核心能力對應表 

 

校/院核心能力 社工系學士班核心能力 

校核心能力 
1.了解人

的能力 

2.了解社

會環境

及現象

的能力 

3.具備社

會行動

之能力 

4.具備社

會工作

策略思

考的能

力 

5.了解社

會福利

制度及

政策的

能力 

6.具備社

會工作

專業精

神的能

力 

一、主動學習       

二、溝通、思辯與解決問題       

三、人文與美感       

四、尊重及關懷生命       

五、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       

六、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       

七、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       

院核心能力  

1.學術研究與終身學習能力       

2.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3.溝通表達與公共服務能力       

 

表 1.1.5  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核心能力與校、院核心能力對應表 

 

校/院核心能力 社工系碩士班核心能力 

校核心能力 

1.具備剖

析社會問

題及進行

服務規劃

的能力。 

2.具備執

行社會工

作專業處

置的能

力。 

3.具備督

導、管理、

評估的能

力。 

4.具備政

策研究與

分析的能

力。 

5.具備社

會工作研

究與論文

寫作的能

力。 

一、主動學習      

二、溝通、思辯與解決問題      

三、人文與美感      

四、尊重及關懷生命      

五、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      

六、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      

七、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      

院核心能力  

1.學術研究與終身學習能力      

2.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3.溝通表達與公共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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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核心能力與校、院核心能力對應表 

 

 社工系博士班核心能力 

校核心能力 

1.具備社會工

作理論及服務

輸送的專業能

力。 

2.具備分析、

制定政策，判

析服務效益的

能力。 

3.具備社會關

懷與主持助人

專業研究的能

力。 

4.具備講授大

學課程的教學

能力。 

一、主動學習     

二、溝通、思辯與解決問題     

三、人文與美感     

四、尊重及關懷生命     

五、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     

六、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     

七、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     

院核心能力  

1.學術研究與終身學習能力     

2.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3.溝通表達與公共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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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所之發展方向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本系自 1974 年成立以來，一向強調「社會工作實務取向」為本系之發展方向。這個發

展方向展現在本系徵聘師資、課程安排規劃、社工實務實習安排、各種學習資源的提供以及

鼓勵學生進行志願社會服務等。而這樣的實務工作取向也並不只是單純的「做」而已，我們

也鼓勵碩博士班研究生針對實務工作內容中的提問來發展成為研究論文主題，讓實務工作不

只是經驗，而得以與學術研究相互為用，進一步發展為實務工作所需之知識架構。因此，強

調實務取向是本系一直以來持續堅持及維繫不變的發展方向。 

在這樣的大方向下，我們強調學士班是以訓練第一線基礎實務工作者為目標，讓學士班

畢業生能獲得從事實務工作的能力。而在碩士班則是以訓練實務界進階實務工作者與實務督

導為主，除了能夠具備更具實務與學術知識綜融的實務技術外，也要能夠具備實務現場教育

者的能力。而博士班則是以訓練實務界領導者與教育者為主要目標，讓社會工作學術不致流

為與實務脫節的結果。凡此種種努力，都在為了讓本系所培養的學生能夠在實務與學術間找

到更好的結合方式，並朝向本系所強調的「實務取向」的能力建構（「佐證資料 1-2-1」，頁

35）。 

據此，本系的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的教育目標即是以此發展方向所擬定。請參考前

述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之教育目標，便可以佐證本系的發展方向與教育目標之間的

關連性。 

1-3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瞭解程度為何？ 

在本系教師部分，因為有關教育目標以及核心能力的訂定與修正都必須在課程委員會以

及系務會議上討論並達成共識，因此專任教職員對於教育目標以及核心能力可說是都有相當

程度的瞭解與掌握。而在兼任教師的部分，雖然並未參與前述會議，但本系每學期固定召開

「專兼任教師課程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中除了關於教學方法的討論之外，也重新檢討每

個學期的課程安排與每一門課程是否能契合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讓兼任老師也能理

解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佐證資料 1-3-1」，頁 43）。 

除此之外，專兼任教師們也能由本系建置於學校網頁的課程地圖，以及每學期老師們必

須上網填寫的課程大綱中所必須勾選的課程與核心能力的對應表，更深一層的瞭解個別教師

所開課的課程與本系所欲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之間的關係。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有多重

的機制都必須一再確認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請參見「授課大綱」資料冊）。 

針對學生部分，則藉由數個不同的管道來協助學生掌握與理解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首先在每學年開學之初，我們會針對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的新生召開「新生說明會」，

在這個說明會中除了幫助學生定向之外，也幫助新生瞭解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在學

生入學之後，每個學期至少召開兩次「系主任導師時間」，透過這個機制瞭解學生在學習以

及生活上的問題之外，也重新讓學生瞭解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除此之外在本系網頁、

東海大學課程地圖網站等，也都列舉呈現相關資料讓本系同學瞭解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

力。（「佐證資料 1-3-2」，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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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修正教育目標為何？ 

本系於第一週期評鑑結束後於民國 99 年 11 月 19 日針對第一週期評鑑的結果與建議，召開本系全體專任教職員討論會，會中討論評鑑

委員提出有關教育目標的修正等問題的改善因應方式（「佐證資料 1-4-1」，頁 53）。相關內容請見「表 1.4.1」。 

 

表 1.4.1  第一週期評鑑委員建議與自我改善會議決議對照表 

評鑑委員改善建議 評鑑後續自我改善會議決議 改善作法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凝聚全體師生共識，重新討論辦學特

色之形塑及教育目標調整之方向，並據此

規劃設計課程，俾利該系賡續發展。 

確認學士班目標為培育綜融性的社會工作人才 持續執行培育綜融性社會工作人才之決議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學士班部分】 

1.該系宜釐清學士班的教育目標後（係在

培育綜融性社工人員，抑或專精的社工人

員），進而重新考量設置「兒童婚姻家庭」

學程的必要性。 

兒婚家學程可檢討與調整，在學士班取消「兒婚

家學程」，碩士班課程可考慮此方向發展 
於 99 學年度正式取消學士班兒婚家學程。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碩士班部分】 

1.宜提高碩士班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之關連性，可從調整必修課程或

規劃課群的構思去考量。 

 

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重

新設計分類 

已於 103 學年度第 1 學期重新討論與調整碩士

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鼓勵博士班學生擔任教師研究案之研究助理 由於本系博士班學生多數有全職工作，根據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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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改善建議 評鑑後續自我改善會議決議 改善作法 

【博士班部分】 

1.宜增加博士班學生擔任研究助理的機

會，藉由參與教師的研究，一者可磨練

從事研究的能力；再者可共同發表研究

成果，以提升師生的研究能量，進而達

成教育目標。 

相關研究案之帳務辦法規定，已有全職工作的學

生無法擔任教師所獲科技部或是政府部門補助

的研究案之研究助理，因此無法達成第一週期評

鑑委員的本項建議。惟考量此一困難，本系為達

成磨練博士班學生之研究能力的目標，改為鼓勵

博士班研究生與老師共同合作相關的期刊論文

發表，以期在共同合作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增進學

術研究能力。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1.該系歷年來招生、錄取率與報到率整體

表現良好，但考量教師教學負荷量（近

三年每位教師教學每學期均高於 10.5

學分），宜積極向學校爭取專任教師員

額。 

繼續爭取增加教師員額 

本系已於各可能之場合（包括招生會議、系所主

管會議等）爭取增加教師人數，並正式與校長會

面爭取員額。此外，亦利用各種非正式管道釋放

師資不足之訊息。惟效果有限，但仍積極努力爭

取中。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2.基於考量兼任教師的穩定性與教學品質

之維護，宜建立兼任教師之評鑑機制，並提

供帶領實習課之兼任教師相關教學的機會。 

一、有關兼任教師之評鑑機制之建立如下說明 

在實習課程部分-- 

1.學生實習前針對機構督導辦理說明會、及辦

理相關討論會。 

2.實習前辦理學校督導研習 

3.自行辦理學校督導評鑑，內容包括：學生填

寫實習評鑑意見、機構回饋意見、學校督導意

見評估 

在一般課程部分— 

1.一般課程已由學校統一辦理教學評鑑 

二、本系續聘兼任教師皆考量教學評鑑之分數以

持續推動學校與本系之課程評鑑機制以及維持

兼任師資穩定之相關作法，並持續促進強化兼任

師資之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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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改善建議 評鑑後續自我改善會議決議 改善作法 

及學生反映，逐年篩檢留任表現優良之督導。 

目前每年皆留任 80％以上的兼任教師，如此

可維持教師之穩定性與教學品質。 

三、實習課程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教學課程，本

系每年皆會辦理實習督導研習，強化實習兼

任教師之教學能力。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為彰顯該系碩、博士班辦學特色，宜積極

凝聚共識，考量該系師資專長，審慎規劃

教學目標，訂定較明確的專精範圍以及開

課的架構與原則。 

1.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

重新設計分類 

2.博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

重新設計分類 

已於 103 學年度第 1 學期重新討論與調整碩士

班與博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

意圖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士班部分】 

1.學士班課程設計宜強化綜融性課程內涵

與架構，並宜考量多開設「社會福利制

度及政策的暸解」學群之相關課程及單

獨開授「會談技巧」，俾利教育目標之

達成。 

1.學士班為培育綜融性的社會工作人才 

2.本系目前有關「會談技巧」已在一學年上下學

期各 3 學分的「社會個案工作」及「社會工作

實習一」課程中講授 

持續於「社會個案工作」及「社會工作實習一」

課程中講授會談技巧（「佐證資料 1-4-2」，頁

57）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士班部分】 

2.宜考量以四個類學群為課程規劃架構的

可行性及適切性，並據此適度調整課程，以

彰顯學士班課程設計之特色 

1.課程規劃為學生應具備的四個能力。 

2.給予授課老師有關課程與學生能力培養項目

對照表參考 

1.持續要求授課教師設計教學大綱時應考量與

教育目標以及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 

2.持續於課程委員會中討論課程安排的妥適性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士班部分】 

1.於開課前調查學生需求，運用現有機制或相關

管道如導生座談會 

每學期皆於課程委員會、系主任導師時間、導生

聚等機會與場合蒐集學生對課程開課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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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改善建議 評鑑後續自我改善會議決議 改善作法 

3.宜於課程開授前，初步調查學生選課需

求，並據此安排適當之選修課程，俾利學生

學習需求之滿足。 

2.持續收集系友、業界對課程建議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碩士班部分】 

1.宜加重碩士班社工實習指導教師的責

任，以強化實習督導的功能。 

未向評鑑委員明確說明： 

1.碩班實習前有實習計畫面談 

2.碩班實習中有個督、團督及機構訪視 

3.碩班實習結束有實習總報告、分享（海報） 

持續依照本系碩士班實習規章對碩士班實習督

導教師之要求，於實習前、中、後皆有個督與團

督，以確保實習品質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博士班部分】 

1.宜增加單獨為博士生開授選修課程，以

強化該系博士班課程設計的特色。 

開設博班選修課程 

已陸續開設「家庭社會工作」、「專題討論」、

「社工英文文獻」等博士班選修課程（「佐證資

料 1-4-3」，頁 69） 

根據此次自我改善會議之決議，本系將學士班的教育目標確認為培育綜融性的社會工作人才，並取消學士班之「兒婚家學程」。碩士班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對應圖重新設計分類（請見前述碩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的說明），並修改博士班學生畢業前發表期刊論

文的辦法，從發表兩篇調整為視所發表期刊的等級以及作者順序給予不同積分，達到某個積分門檻即可之規定，作為達成博士班教育目標之

一的作法。另由於本系博士班學生多數有全職工作，根據目前相關研究案之帳務辦法規定，已有全職工作的學生無法擔任教師所獲科技部或

是政府部門補助的研究案之研究助理，因此無法達成第一週期評鑑委員的本項建議。惟考量此一困難，本系為達成磨練博士班學生之研究能

力的目標，改為鼓勵博士班研究生與老師共同合作相關的期刊論文發表，以期在共同合作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增進學術研究能力（「佐證資料

1-4-4」，頁 83）。此外，並單獨為博士班學生開設選修課程。 

 

特色 

本系所規劃的教育目標，綜合而言，學士班是以培養社會工作綜融性人才為主，碩士班是以培養社會工作中階社工員為主，博士班是以

培養社會工作機構研究，領導，政策制定人才為主。整體而言，此一教育目標皆朝向發展實務能力、實務研究取向以及實務與學術綜融的特

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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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設計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執行與結果為何？ 

(1)整體性作法為：每學期在規劃下學年課程時，均於課程委員會上根據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課程地圖(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間的對應圖/示意圖)，安排本系的必修與選修課程，

請見 101學年度至 103學年度之課程委員會議紀錄以及課程安排表。（請參見 101-103學年

度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資料冊） 

 

(2)學士班部分，考量針對大一學生專業科目較少且大一時應該讓學生開始思考對於助人工作

的興趣，因此將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課程調整至大一下學期與大二上學期開設，並且在大一

增開志願服務課程（101年 4 月 10課程委員會）；此外，考量大四學生可以研修課程較少以

及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決議將諮商理論與實務，保護性社會工作，社會救助三門課，輪流

於大四開設；又，為因應兒童福利法與青少年福利法合併為青少年兒童福利權益保障法，因

此將兒童社會工作及青少年社會工作二門課程，合併為兒童及青少年社會工作，回應社會福

利制度的變遷（103年 3月 11日課程委員會）；又，103學年度考慮社會工作理論才是社會

工作學系的重點課程，因此停開諮商理論與實務課程，改變為開設社會工作理論課程（104

年 4月 14日課程委員會）。 

 

(3)碩士班部分，103學年度第 2學期（104年 3月 24 日）課程委員會議決議，碩士班選修課

程規劃時，應根據本系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間的對應圖，在兼顧每一核心能

力下，選修課程應平均開設。 

 

(4)博士班部分，在第一週期評鑑結束之後，針對加強訓練博士班學生的研究/論文寫作能力，

調整了博士班學生所需修習社會工作專題討論的學分數以及課程內容，將課程內容調整為培

養學生撰寫研究論文的基本能力的訓練培養。此外，也開設博士班學生的選修課，例如：家

庭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英文文獻選讀，培養博士班學生的能力。（「佐證資料 2-1-1」，頁

87） 

此外，102學年度本系獲得東海大學教學亮點計畫經費補助，得以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

社會工作新知工作坊，讓本系師生同步吸收新知、擴展國際視野，詳見下表「2.1.1」。 

 

表 2.1.1  教學亮點計畫成果 

時間 講題 講者 

102.10.23  
嘉義縣頂菜園社區營造成果經驗分

享 
陳明惠/頂菜園社區理事長 

102.10.28  勞動者的健康與職業災害探討 羅群穆/台中市勞工檢查處處長 

102.10.28  社會福利介紹—以精神障礙者為例 游淑真/康新康復之家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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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講題 講者 

102.10.16 桃米社區參訪 
 

102.11.5  日本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政策 

中川純/日本北海道北星學園大

學社會福利學院社會政策學系

主任 

102.11.18  角色扮演的魔力 
歐吉桐/桐心理治療所諮商心理

師 

102.11.20  安置相關辦法與安置機構介紹 
蔡佳螢/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

工作師 

102.11.28  
起風的時候--影像作為行動與關懷

的媒介 
陳穎彥/自由影像工作者 

102.12.12  

臺灣校園暴力理論 處遇 與政策該

何去何從？從本土實證研究結果探

討 

陳季康助理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2.12.12 
校園暴力事件處遇模式～移動的系

統 

劉貞芳督導 

楊智淳學校社工 

102.12.12 校園暴力事件中所展現的權力議題 
蔡心媛學校社工 

董國光講師 

102.12.12 
行政規範下校園暴力處遇的優勢與

挑戰 

王宜芬學校社工 

張昆新學校社工 

102.12.12 校園暴力之評量與處遇？ 
Professor Mark Singer/Case 

Western Reserve 

103.01.04  
「從實務到理論的探討：社工人性化

的反思歷程」工作坊 

徐明心香港理工大學應用社會

科學系教授  

103.01.05  
「靈性、理性與藝術的結合—本體、

本土和人本的社會工作追尋」工作坊 

徐明心香港理工大學應用社會

科學系教授 

103.01.16  原住民部落服務的態度 楊平/東海大學社工系畢業生 

103.01.17  進入社區的態度準備 
陶蕃瀛/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

少福利學系副教授 

103.01.19  遊戲魔法城方法的理論與實施 
王芯婷/花蓮家扶中心資深社工

員 

103.02.21  「潛在的力量，從社區出發」工作坊 

蕭秀慧/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副教

授 

鍾  喬/差事劇團負責人 

方  昱/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兼任助理教授 

103.03.08~03.22  數字科技工作坊  
巫麗雪/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

士 

103.3.19  
家庭暴力防治實務經驗分享與社工

實習及工作中的督導關係  

張志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工

師  

103.3.20  方案規劃與評估經驗分享：以「陪 賴儀婷/自由社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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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講題 講者 

『牠』走到生命盡頭」方案為例  

103.3.24  
病人、犯人，還是一個「人」？男性

家暴「加害人」的再認識  
王美懿/高雄榮民總醫院社工師  

103.4.7  
全球化下台灣經驗的困境與服貿爭

議  
劉錦添/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103.04.21  
「加賀鼓」方法在不同團體工作人口

全的運用 

廖瑞琳/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

系講師 

103.03.13-03.27  
愛無限滋長＿大專院校生之愛滋認

識宣導方案  

103.01.15-01.26  回家×從心啟程 
 

103.01.11-01.20  讓愛走動─鳥嶼藝術成長營 
 

103.03.29  
「從科學到生命實踐：詮釋學與社會

工作」工作坊 

李潔文/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103.04.09  
「酒藥癮之成因、預防與治療」工作

坊 

方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工

作學院副教授 

103.5.17  「性/別與身心障礙」工作坊 

Darja Zaviršek/斯洛維尼亞

（Slovenia）盧比安納大學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社會工作學院教授 

103.5.18  
「人權、家庭暴力與社會工作」工作

坊 

Darja Zaviršek/斯洛維尼亞

（Slovenia）盧比安納大學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社會工作學院教授 

103.6.16  「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生論壇」 
 

103.5.6  
身心障礙福利行政之政策規劃與執

行-了解 ICF之需求評估  

王麗馨/臺中市社會局身心障礙

科科長 

103.05.07  
方案評鑑實例—以雙福社會福利基

金會之「長青活力站」方案評鑑為例 
張麗珍/嘉基醫研部副研究員 

103.05.08  
質性研究分析電腦軟體（Altas. Ti）

操作與運用 

陳柯玫/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博士生 

103.05.28  社區工作者的角色與社區經驗分享 
林建治/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執行秘書 

103.06.13  銀髮族之造型、穿著與彩妝 
黃啟方/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主

任 

103.06.15  行政法與社會工作 

黃瑞杉/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社公職會工作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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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程規劃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1)整體性的作法為：A. 本系除配合學校教務處，提出整體課程結構審查之外，同時每學年

也會根據個別課程提出課程外審，當外審委員意見回覆本系時，有關整體課程結構審查部分，

會由本系全體專任老師提出外審意見之回應，請見「表 2.2.1」。有關個別課程審查部分，

則由教授該課程之教師，提出對外審意見之回應，回應意見均會送交本校教務處備查，本系

於 102年 11月完成學士班課程結構外審，於 104年 8 月完成碩士班課程結構外審。B. 每學

期末本系均會辦理課程研討會，針對必修課程、領域課程等提出討論，作為教師授課參考。

實習課程則是在學生實習前、後均與機構督導、學校督導開會討論實習的要求、訓練學生的

原則、並根據學生特殊情況提出討論。本系是以前述方法作為課程規劃之品質保證的機制。

C.另外，本系於 102學年度及 103學年度外聘他校社工系教師一名，畢業系友一名，實務工

作者一名，參與一次課程委員會，針對本系課程結構提出建議。（「佐證資料 2-2-1」，頁

95、「佐證資料 2-2-2」，頁 159、「佐證資料 2-2-3」，頁 171、「佐證資料 2-2-4」，頁

175）。 

 
表 2.2.1  東海大學課程整體架構外審委員審查意見追蹤表 
系所單位：社會工作學系 填報時間：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 

班別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學期：101 學年度 

一、基 本 檢 核 要 素 

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 本系學士班課程教育目標為(1).培育關懷人群福祉、實踐社會正義的人才(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的人才(3).培養社會服務輸送的社會工作人才。未加入教育目標說

明，造成委員誤解。 

2. 未來將持續強化學士班的課程目標及輔助系統，並於民 102 年 11 月 26 日招開之課程委員

會中，將前述目標(3).修正為: 培養願意從事社會工作服務輸送的人才。 

3. 未來將透過外審意見與各項相關委員會(課程、實習、實習督導、專兼任教師課程研討會)

會議進行討論並持續調整。 

4. 將依據社會趨勢分析、內部困境分析、產業意見回饋，作為微調既定發展目標下的策略內

容。配合系內外各項委員會既定時程逐步完成。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回應意見如前段回應 A 委員之意見。 

 

2、 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定學生核心能力 

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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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 表 2-2(p.4)(系所教育目標與系所核心能力關連表)之教育目標項目三應為「培養社會工作

輸送的人才」，資料誤植(誤植教育目標項目二，導致項目二與項目三重覆)，導致委員不

解，將會修正。 

2. 於民 102 年 11 月 26 日招開之課程委員會中，將前述目標(3).修正為: 培養願意從事社會

工作服務輸送的人才。 

3. 接納委員建議，日後將研究生納入課程委員會委員名單，邀請參加相關會議。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3、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度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4、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社會工作管理」課程從 103 學年度將移至三年級開課。 

2. 考量「保護性社會工作專題」為專題綜合性課程，並且為與就業銜接，因此將課程開設於

大四。 

3. 關於「會談技巧」課程，會談技巧實際內容已包含在「社會個案工作」、「實習(一)」課

程當中，個案工作共計教學 10 週(30 小時)之會談技巧，實習一共計教學 27 小時之會談技

巧，二門課程共計教授會談技巧 57 小時，時數已經等同於一門 3 學分(54 小時)之課程，委

員於意見中也表示了解，因此在考量學分總量限制之下，實無再開此類課程之必要。 

4. 「個案管理」課程設計是針對具有實習經驗的學生，整合一到三年級所學，且授課目標以

整合多重資源為主，學生在具有實習經驗下，較能理解多重資源整合的概念，因此安排於

高年級是經過整體課程與學生學習順序的思考。 

5. 本系課程均依照教育目標安排實施。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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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表 2-2(系所教育目標與系所核心能力關連表)與表 5(選修課程之課程地圖)是相同的概念下

的設計，只是呈現的方式不一樣，導致委員產生誤會(依照學校要求，在課程地圖部分只呈

現選修課程，缺少了必修科目，讓委員誤會)。未來該表格將必選修課程都加以呈現，以完

整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圖)方式呈現。 

2.大一、大二的通識共同必修課程較多，排擠了專業課程時間，本系專業課程依照由個人到

環境的設計，循序漸進教授。 

3.多元文化與社會工作的課程在學校刪減學分數與老師教學負荷過重的雙重因素影響下，無

法開課。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大一大二的通識課程較多，排擠了專業課程時間，專業課程依照由個人到環境的設計，循

序漸進教授。表 5(選修課程地圖)中只呈現選修課，致使委員誤解，將會修正。 

2.本系學士班教學目標著重培養實務專業人才，因此課程偏重技術性的訓練課程。 

 

6、專、兼任教師之數量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學位學程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

習需求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7、專任教師之結構與流動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8、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學方法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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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9、教師自編講義、編製數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0、教師依據課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量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1、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量方法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 委員所要求提供的院、校教師教學評量的分數，在本題的題目中並未詳細要求需有系、院、

校的分數，因此本系之報告書僅呈現本系之教師教學評量分數參考資料。 

2. 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的部分，已經依照學校規定進行相關輔導，具體作

法為：系主任與教師面談改善方法、輔導教師參與學校提供之教學工作坊等。 

3. 表 11-1(教師教學評量未達 60 分之教師輔導成效統計表)(p.32)，資料有誤(「需輔導教師 1

人，需輔導課程 1 門」資料填寫位置錯誤)，會再修改。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2、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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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3、學生專題研究能力之表現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本系大學部教學目標為培養專題操作之能力，而非基礎研究能力。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4、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利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

成效意見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5、根據內部利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分析結果，進 

 行檢討修訂核心能力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以及學 

 生輔導與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感謝 B 委員建議，本系將會依據委員建議持續改善，蒐集業界意見，進一步做為本系之參

考。 

 

16、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有關課程、教學、學習輔導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 

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為何？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A 委員之意見轉請學校全力協助。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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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B 委員之意見轉請學校全力協助。 

 

二、根據系所提供資料，對受評單位整體性綜合意見 

A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重新經由會議檢視發展目標，持續討論並加以改善。 

 

B 委員審查意見（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見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見擬回應如下： 

 

1. 委員建議有關師資與資源缺乏部分，持續向學校溝通爭取必要的人力資源，期待學校能夠

協助解決。 

2. 就業力統計雷達圖是由老師自行勾選，反映的是授課教師勾選時當下之解讀與判斷，課程

是否具有國際觀需再輔以其他方式評量，但是委員建議將提供授課教師參考。  

 

附註:依本校課程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課程整體架構之外審意見及系所因應措施須提報課程委

員會審議。 

 

(2)由於本系碩士班課程結構外審之委員意見與本系回應意見逾 104年 10月間完成，無法納

入本評鑑報告書中，將於 104 年 11月之實地訪評時，再送交委員參考。於 102學年度成立學

士班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針對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效，提出評估意見與改善作法，請參見「表

2.2.2」。 
 
表 2.2.2  東海大學 102學年度社會工作系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檢討及改善建議書 
班別：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1、學生學習有無改善？ 

現況簡述及主要特色： 

1.實習是本系學生學習重要的分水嶺：本系大一、大二學生對專業

學習狀況有較大努力的空間，但是大三、大四學生一方面因為專業

成熟度較高，一方面因為經歷不同階段實習，因此學習狀況較佳，

吸收程度較為提高。 

2.小組討論是本系主要學習與教學方法的特色之一：本系課程涵蓋

許多弱勢人口與社會公平正義議題，需要腦力激盪尋求答案，因此

小組討論是各課程均會採用的教學方式，課後的小組討論是本系學

生的作業特色。 

3.英文能力需要加強：本系學生在英文能力方面普遍有加強的空

間，因此當學校設定英文檢定考試為畢業門檻時，許多學生將會面

臨困難。 

 

 

建議： 

1.需增加可供學生借用

的小型討論空間。 

2.需構思將強本系學生

英文能力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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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妥適性。 

現況簡述及主要特色： 

本系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以及二者之間的關連性請見附表一。 

 

建議： 

無 

3、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是否具關聯性。 

現況簡述及主要特色： 

本系針對學士班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的關連

性如附表二。 

因本系課程均以此表格作為每學期課程委員會對課程結構的檢

討，以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因此關連性一向很高。 

 

建議： 

1.本系已經在 103 年 7

月舉辦必修課程研討

會，針對本系必修課程

的目標內容進行討

論，以增進關連性。 

2.本系 103 年 10 月之課

程委員會，通過將陸續

針對不同領域的課群

的課程目標內容進行

討論，避免重複或是過

時之內容，並加強連慣

性， 

4、學生學習輔導措施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現況簡述及主要特色： 

1.本系每學期必修課程均安排本系碩士班學生擔任教學助理，輔導

學士班學生學習該課程。 

2.各任課教師均對期中考成績不佳同學給予預警與輔導。 

3.本系每學期的圖書儀器設備費均會固定添購最新社工領域之圖

書、教材以及筆記型電腦，提升學生的學習環境。 

4.本系每學年提供書卷獎獎學金鼓勵學習。 

 

建議： 

無 

 

5、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檢討及自我改善之建議。 

現況簡述及主要特色： 

1.本系系主任每學期均會依照教務處通知，檢視學生對每一課程的

期末教學評量，並與成績不及格教師討論改善方法。 

2.本系學生的學習的整體表現，表現於學生的實習，於學生期末結

束均會舉辦實習成果發表，並邀請相關領域的實務工作者給予回

饋，作為學生學習成效的總結。這也是本系驗收學生學習成果的

機制之一。 

3.本系學生畢業後都會面臨社工師證照考試的考驗，因此本系教師

也都持續瞭解社工師證照考試的狀況，以及本系學生考取社工師

證照之狀況，並思考其中的意義並作為本系的課程與發展的參

考，這也是本系驗收學生學習成果的機制之一。 

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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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配合校內跨領域學習之課程執行為何？ 

東海大學於 101學年度開始，增設跨領域學習的高齡化學程，本系數位專任教師依據個

別專長，分別加入高齡化學程之課程，與他系教師共同授課。需特別說明的是，本系教師是

以支援方式配合學校之跨領域學習，均不因此減少在本系之授課時數，請參見「表 2.3.1」、

「表 2.3.2」。 

 

表 2.3.1配合學校跨領域課程的開設狀況 

               項目  

學年度  
支援課程數 支援老師人數 

101學年度 6 5 

102學年度 9 5 

103學年度 7 6 

 

 

表 2.3.2  高齡化學程開課資料 

學期

別 
課程名稱 

開課系

所 
授課教師 學分數 

本系學

生修課

人數 

101 學

年 度

上 學

期 

1820高齡社會問題分析 社會系 
蔡瑞明 1、許書銘 0.5、 

王篤強 0.5 
2 0 

1821人口、健康與社會安

全：趨勢與制度 
社會系 王維邦 2、陳琇惠 1 3 0 

1897 老人心理健康與調

適 
社工系 劉珠利 1、王維邦 1 2 7 

1118 銀髮產業分析與政

策 
企管系 

許書銘 1、項  靖 1、 

王篤強 1 
3 1 

1119老人照護事業管理 企管系 黃開義 2、曾華源 1 3 1 

101 學

年 度

下 學

期 

5409 高齡者居家生活環

境營造（研究所） 

建 築 系

研究所 
關華山 1.5、高迪理 0.5 2 0 

102 學

年 度

上 學

2182人口、健康與社會安

全：趨勢與制度 
社會系 王維邦 2、陳琇惠 1 3 0 

2180高齡社會問題分析 社會系 蔡瑞明 1、許書銘 0.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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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篤強 0.5 

7017 高齡者友善設施規

劃 
建築系 關華山 1.5、高迪理 0.5 2 2 

1351老人照護事業管理 企管系 黃開義 2、曾華源 1 3 0 

2286高齡社會問題實務 社工系 
王篤強 1、呂芳懌 0.5、 

江文德 0.5 
2 1 

2287關懷服務學習 社工系 劉珠利 1.5、趙星光 1.5 3 1 

2288 王篤強高齡社區組

織與社區營造 
社工系 陳琇惠 2、黃章展 1 3 12 

102 學

年 度

下 學

期 

2289 老人心理健康與調

適 
社工系 

陳貽照 1、劉珠利 0.5、 

巫麗雪 0.5 
2 1 

1363 銀髮產業分析與政

策 
企管系 

許書銘 1、項  靖 1、 

王篤強 1 
3 1 

103 學

年 度

上 學

期 

  

2162人口、健康與社會安

全：趨勢與制度 
社會系 王維邦 2、陳琇惠 1 3 1 

2168高齡社會問題分析 社會系 
蔡瑞明 1、許書銘 0.5、 

王篤強 0.5 
2 4 

2287關懷服務學習 社工系 
劉珠利 0.7、趙星光 0.7、

巫麗雪 0.6 
2 0 

2288 高齡社區組織與社

區營造 
社工系 陳琇惠 1.5、黃章展 1.5 3 6 

7014 高齡者友善設施與

居家環境規劃（研究所） 
建築系 關華山 1.5、高迪理 0.5 2 1 

1363老人照顧事業管理 企管系 黃開義 2、曾華源 1 3 2 

103 學

年 度

下 學

期 

 

2288 老人心理健康與調

適 
社工系 陳貽照 1.5、方  昱 1.5 3 5 

 

特色 

在第一週期評鑑結束之後，本系課程設計的特色在於完全依照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安排的對應圖(示意圖) 安排課程，而且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同時必須考慮該課程所屬的

核心能力，以設計出可以培養該能力的課程內容為主要考量。此外，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議題/

社會工作職場中所需要的能力，也是本系在安排課程注重的因素，因此在每一學期的課程委

員會中，也會同時關注社會變遷的新興議題，作為是否需要調整課程，發展新課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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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困難 

本系在課程方面最大的困難，在於教師人力不足，學生人數眾多所產生的問題。在

100-103 學年度本系師生比與其他學系相較實屬偏高，請見「表 2.4.1」。由於本系專任教師

僅有 13 名，在考量每一位教師仍需兼顧研究的狀況下，本系堅守學校規定，每位專任教師每

學期均教授至少 9 學分，請見「表 2.4.2」，然而本系每學期所需開設的課程繁多，因此需要

聘用兼任老師才能將所需課程完整開設，因此難免產生一些必修課程需要兼任教師教授，無

法完全由專任老師教授的問題，此外，許多實務取向的課程也都以大班上課的方式進行，也

會因此減少由師生互動/討論所帶來的學習。 

 

表 2.4.1  100-102學年度生師比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100學年度 101學年度 102 學年度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22.74  21.97  21.30  

外國語文學系 16.26  17.12  16.43  

歷史學系 19.05  20.33  22.78  

哲學系  24.24  21.8  20.59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24.64  23.09  21.45  

理學院 

應用物理學系 25.27  22.42  22.51  

化學系 23.84  25.11  24.36  

生命科學系 21.37  20.84  20.05  

應用數學系 13.97  13.49  14.06  

管理學院 統計學系 39.76  34.57  34.92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33.33  35.25  37.25  

政治學系 28.66  27.75  24.75  

社會學系 32.94  33.18  32.4  

社會工作學系 35.78  34.62  38  

行政管理暨政策學系 32.09  29.02  26.86  

教育研究所 15.47  15.94  13.68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35.97  40.65  42.10  

農學院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26.48  27.78  28.77  

食品科學系 34.62  35.24  33.90  

餐旅管理學系 25.14  25.95  26.86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建築學系 11.06  9.62  9.56  

音樂學系 9.2  10.38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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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學系 21.43  20.89  19  

美術學系 25.49  22.11  25.39  

工業設計學系 16.96  17.06  15.82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36.62  33.39  32.98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38.27  37.54  36.59  

資訊工程學系 29.39  29.82  32.47  

備註：惟尚未提報 105學年度東海大學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

展提報資料。  

 

 

表 2.4.2  101-103學年度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 

 上學期 下學期 

101 學年度 10.73 11.47 

102 學年度 10.64 11.35 

103 學年度 11.25 10.72 

 

 

改善策略 

因應專任人力不足之狀況，短、中期策略上，本系採取運用多元人力之策略，除增聘兼

任師資外，同時也鼓勵並邀請實務界系友回校與學生分享並增進學生之課程與課程外學習。

此外，也鼓勵並運用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之人力，帶領學士班學生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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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師資教學 

 

3-1教師之數量、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

形為何？ 

一、整體性作法：本系專、兼任教師均具備社會工作相關領域之博、碩士學位，聘用新進專

任教師時，均會考慮本系教師專長是否能夠完整的回應本系教育目標，對系所發展有所幫助；

聘用兼任教師時，均以該領域的優秀實務工作者為主，以前述方法達成教育目標並符合學生

學習需求。 

(1)本系專任老師的結構方面，計有 13 位專任教師，性別比例為男性 8 名，女性 5 名，專任

教師的最高學歷以社會工作學位、諮商輔導學位、社會政策學位、社會學學位為主，計有美

國博士 4 名，加拿大博士 1 名，台灣博士 6 名，澳洲博士 1 名，台灣碩士 1 名，教師學歷背

景兼具東西方學位，提供學生不同視野。教師職級計有教授 4 名，副教授 8 名，助理教授 1

名，以副教授職級的教師為主。專任教師專長領域計有老人、婦女、兒童、青少年、諮商、

社會政策/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社會福利機構管理、高風險家庭、創傷、性別角色、身心

障礙議題、災難議題等，教師專長領域涵蓋社會工作的主要領域，授課領域完整不致偏向集

中某些方面，同時本系專任教師的專長領域也和本系學生前往實習的機構領域一致，因此符

合學生的學習需求。相關專任教師學經歷資料請見「表 3.1.1」。 

本系學士班教育目標為： 1. 培育關懷人群福祉、實踐社會正義的人才，2. 培養運用社

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的人才，3. 培養社會服務輸送的社會工作人才，本系碩士班教育目標

為：1.培育反映社會需求、實踐社會正義的社會工作實務專精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規劃、

執行、管理、評估、研究人才  本系博士班教育目標為：1.培育社會工作專精領域的學術人

才 2.培育社工理論與研究並重的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政策規劃與評鑑的領導人才，如同

前述，本系專任教師的專長能夠涵蓋本系的課程與學生實習的需要，能夠教育學生有關社會

正義、關懷，並能夠給予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巧的磨練成為社會服務輸送的人才，符合本

系的教育目標。相關專任教師之專長與教育目標符合程度，請見「表 3.1.2」。 

為符合本系的教育目標，本系在聘用新進專任教師時，均先於系務會議中討論所需教師

專長，與徵人公告條件，之後再根據該次會議的決議，就前來應徵之應徵者中挑選符合條件

之應徵者進入面談與試教，最後再經過全體專任教師無記名投票，同意票數達到 2/3 以上的

應徵者，才能進入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之審查程序。本系即以上述程序，確保所聘專任教師

專長，能符合教育目標、系所發展，並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佐證資料 3-1-1」，頁 181、「佐

證資料 3-1-2」，頁 183） 

 

(2)本系兼任教師計有 41 名，除了教授本系某些實務方面的選修課程之外，多數擔任本系學

生實習之學校督導老師，因此多數為各社會福利機構資深社工師。兼任教師之聘用均需經過

全體專任教師同意。本系兼任教師性別比例：男性 10 名，女性 31 名，最高學歷為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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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社會學學位、醫學學位、行政管理學位、哲學學位，具博士學位者計有 10 名，博士生

10 名，碩士學位 21 名，兼任教師職級計有副教授 3 名，助理教授 7 名，講師 31 名，兼任教

師職級以講師為主，專長領域：多數為青少年/兒童領域、醫療領域、實習、保護性工作、司

法領域，所擔任課程也已前述領域課程為主。兼任教師所教授科目均為他們所任職的社工領

域之相關課程，借重兼任教師在實務工作中的經驗，教授學生最新之實務原則與發展，且以

選修課程為主，符合學生的學習需要。（「佐證資料 3-1-3」，頁 185） 

 

表3.1.1  103學年度專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教師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101-103 學年度開課名稱 

劉珠利 
教授 

兼系主任 

加拿大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社
會工作博士 

直接服務、女性
主義、婦女議
題、學校社會工
作、質性研究 

學士班： 

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工作實習一專題、社會
工作實習二專題、社會工作實習三專題、老
人心理健康與調適、關懷服務學習 

碩士班： 

   個案工作研究、團體工作研究、女性主義
與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實習一 

博士班： 

社會工作專題討論、個案工作研究、團體
工作研究、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 

曾華源 教授 

臺灣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
應用社會學
組碩士 

青少年與社會
工作、直接服務
方法、社會工作
專業價值與倫
理、社工管理與
服務輸送、社會
工作理論、文化
與社會工作 

學士班： 

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社會工
作倫理、社會工作實習三、老人照顧事業管
理 

碩士班： 

個案工作研究、專業倫理專題、社會工作督
導專題、社會工作實務理論、人情社會與社
會工作專業專題、社會工作價值與倫理、社
會工作實習一 

博士班： 

個案工作研究、社會工作督導專題、社會工
作理論、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專題、社
會工作價值與倫理 

蔡啟源 教授 

美國伊利諾
大學香檳校
區社會工作
博士 

社 會 福 利 政
策、社工行政管
理、社工實務評
鑑、老人福利服
務、方案設計與
評鑑、長期照顧 

學士班： 

老人與社會工作、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方
案設計與評估、社會福利行政、社會工作實
習二、社會工作實習三 

碩士班： 

社會工作實習二 

博士班： 

社會工作專題討論、老人問題與實務、方法
論、人群服務與管理實務、社會政策分析 

呂朝賢 教授 
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博士 

弱勢與社會不
均、兒童與家庭
福利、社會福利
政策、非營利事
業管理 

學士班：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社會福利導論、社會福
利法規專題、志願服務 

碩士班： 

非營利組織專題、計量研究方法、第三部門
與政府專題二 

博士班： 

高等統計、社會工作弱勢團體、方法論、社
會工作專題討論、社會工作英文文獻選讀 

高廸理 副教授 

美國伊利諾
大學香檳校
區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研究
法、老人住宅服
務、個案管理服

學士班： 

社會工作概論、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
統計、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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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務、社會工作方
案 設 計 與 評
估、社會工作行
政管理 

二、社會工作實習三、大學引導、高齡者居
家生活環境營造、高齡者友善與居家設施規
劃 

碩士班： 

計量研究方法、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彭懷真 副教授 

東海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
博士 

非營利組織與
管理、人力資
源、婚姻與家
庭、志願服務 

學士班： 

社會學、志願服務、組織行為、大學引導、
人力資源管理、社會心理學、社會福利機構
組織、社會工作管理、社會問題與社會工作 

碩士班： 

社會工作管理專題、多元人力管理專題、績
效與品質管理專題、新興社會問題與社會工
作、生活美學專題、組織規劃與組織運作專
題、社會工作實習一 

博士班： 

社會工作管理專題、多元人力管理專題、績
效與品質管理專題、新興社會問題與社會工
作、組織規劃與組織運作專題 

王篤強 副教授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博士 

社會福利政策
分析、社會福利
與社會工作理
論、社會福利與
社會工作思想
與哲學、社會救
助與脫貧實務 

學士班： 

社會學、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會工作研
究方法、社會福利行政、社會工作實習二、
社會工作實習三、社會工作倫理、銀髮產業
分析與政策、高齡化社會問題分析、高齡社
會問題實務 

碩士班： 

社會福利政策研究、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
業專題 

博士班： 

社會福利政策研究、社會工作理論、社會政
策分析、人情社會與社會工作專業專題 

黃聖桂 副教授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學系博士 

青少年諮商與
輔導、婚姻家庭
諮商、高風險家
庭、團體工作 

學士班： 

大學引導、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工作實習
一、社會工作實習一專題、社會工作實習
二專題、社會工作實習三專題、 

碩士班： 

社會工作實習一 

劉麗雯 副教授 

美國華盛頓
大學社會工
作博士 

老人福利服務
議題、非營利組
織議題、方案評
估議題、社區防
救災資源管理
議題、社會網絡
與社會支持議
題 

學士班： 

社會統計、社會工作管理、社會工作實習
三、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方案設計與評
估、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社區工作 

碩士班： 

社會工作管理專題、社會工作實習一、社會
工作研究法 

博士班： 

社會政策分析、社會工作管理專題 

吳秀照 副教授 

美 國 布 蘭 岱
斯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
博士 

勞工政策與勞
資關係、就業安
全 政 策 與 規
劃、婦女與家庭
政策、社會福利
方案評估、身心
障礙福利、社會
福利行政與政
策立法 

學士班： 

社會學、勞資關係與勞工問題、方案設計與
評估、社會福利行政、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工
作、社會工作實習二、社會工作實習三 

碩士班： 

社會工作實習二、身心障礙就業與福利政
策、家庭政策與福利服務 

博士班： 

身心障礙就業與福利政策 

鄭怡世 副教授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社 會 政 策
與 社 會 工 作
學系博士 

社會工作專業
發展、方案規劃
與評估、社會工
作研究方法、社

學士班： 

社會工作實習一、方案設計與評估、社會工
作研究方法、關懷服務學習、社會工作概
論、社會工作實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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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管理 碩士班： 

質性研究方法、社會工作實習一、社會工作
專業文化專題、方案設計與評量專題 

博士班： 

社會工作專題討論、社會工作專業文化專題 

陳琇惠 副教授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博士 

社區工作、社會
福利政策、社會
保險制度、社會
福 利 機 構 組
織、社會救助制
度 

學士班： 

社會福利導論、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社區
工作、社會福利行政、社會政策與社會立
法、社會工作實習三、社會工作實習二、人
口、健康與社會安全：趨勢與制度、高齡社
區組織與社區營造 

碩士班：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實務專題、社會工
作實習二 

博士班： 

台灣人口趨勢與社會安全實務專題 

鄭期緯 助理教授 

澳 洲 La 

Trobe 

University 

社會資本、弱勢
家庭、健康照
護、量化研究 

學士班：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表3.1.2  103學年度專任教師專長與教育目標符合程度 

教師 

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學士班教育目標 碩士班教育目標 博士班教育目標 

劉珠利 
教授兼
系主任 

加拿大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社
會工作博士 

直 接 服
務、女性主
義、婦女議
題、學校社
會工作、質
性研究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曾華源 教授 

臺灣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
應用社會學
組碩士 

青少年與
社 會 工
作、直接服
務方法、社
會工作專
業價值與
倫理、社工
管理與服
務輸送、社
會工作理
論、文化與
社會工作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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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學士班教育目標 碩士班教育目標 博士班教育目標 

蔡啟源 教授 

美國伊利諾
大學香檳校
區社會工作
博士 

社會福利
政策、社工
行 政 管
理、社工實
務評鑑、老
人福利服
務、方案設
計 與 評
鑑、長期照
顧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呂朝賢 教授 

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研究
所博士 

弱勢與社
會不均、兒
童與家庭
福利、社會
福 利 政
策、非營利
事業管理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高廸理 副教授 

美國伊利諾
大學香檳校
區社會工作
博士 

社會工作
研究法、老
人住宅服
務、個案管
理服務、社
會工作方
案設計與
評估、社會
工作行政
管理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彭懷真 副教授 

東海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
博士 

非營利組
織 與 管
理、人力資
源、婚姻與
家庭、志願
服務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黃聖桂 副教授 

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博士 

青少年諮
商 與 輔
導、婚姻家
庭諮商、高
風 險 家
庭、團體工
作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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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學士班教育目標 碩士班教育目標 博士班教育目標 

劉麗雯 副教授 

美國華盛
頓大學社
會工作博
士 

老人福利服
務議題、非
營利組織議
題、方案評
估議題、社
區防救災資
源 管 理 議
題、社會網
絡與社會支
持議題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王篤強 副教授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 博
士 

社會福利政
策分析、社
會福利與社
會 工 作 理
論、社會福
利與社會工
作思想與哲
學、社會救
助與脫貧實
務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吳秀照 副教授 

美 國 布 蘭
岱 斯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 博
士 

勞工政策與
勞資關係、
就業安全政
策與規劃、
婦女與家庭
政策、社會
福利方案評
估、身心障
礙福利、社
會福利行政
與政策立法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鄭怡世 副教授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社 會
政 策 與 社
會 工 作 學
系博士 

社會工作專
業發展、方
案規劃與評
估、社會工
作 研 究 方
法、社會工
作管理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陳琇惠 副教授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 博
士 

社區工作、
社會福利政
策、社會保
險制度、社
會福利機構
組織、社會
救助制度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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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姓名 
職 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學士班教育目標 碩士班教育目標 博士班教育目標 

鄭期緯 
助理教

授 

澳 洲 La 

Trobe 

University 

社會資本、
弱勢家庭、
健康照護、
量化研究 

1.培育關懷人群
福祉、實踐社
會 正 義 的 人
才。 

2.培養運用社會
工作專業知識
與 技 巧 的 人
才。 

3.培養願意從事
社會工作服務
輸送的人才。 

1.培育反映社會
需求、實踐社
會正義的社會
工作實務專精
領域人才。 

2.培育社會工作
規劃、執行、
管理、評估、
研究人才。 

1.培育社會工作
專精領域的學
術人才 

2.培育社工理論
與研究並重的
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
政策規劃與評
鑑 的 領 導 人
才。 

 

3-2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本系專任教師除了負責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及碩士學分班教學工作，也在儘可能的

範圍內，重視研究發展與知識的實踐。各級學生也在學習實務之時，強化研究能力，累積研

究成果。 

本系教師 101 至 103 學年度在「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上之表現分別述明於下： 

一、「研究」方面： 

（一）共有 37 篇學術期刊論文，其中有 2 篇發表於 SSCI 期刊，有 5 篇發表於 TSSCI

期刊，佔本系教師發表期刊論文的 13%；14 本專書著作；37 篇論文發表於國

內外學術研討會或工作坊（其中有 20 篇係發表於國外（含中港澳）學術研討

會）。本系教師所發表的期刊論文，主要發表於社會工作領域內的專業期刊，

所發表的期刊均是社會工作界主要的期刊，且本系教師每年都持續有期刊論文

發表，如呂朝賢老師於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發表「國小孩童的福祉衡量指

標初探：一群 10 歲兒童的主觀經驗分析」；陳琇惠老師於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刊發表「建構國民年金保險監理指標之研究」。劉珠利老師於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Journal 發表「Resil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Taiwanese Female 

Earthquake Survivors.」；呂朝賢老師於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發

表 Reducing child poverty and assessing targeting performance: Governmental cash 

transfers in Taiwan」等。請見「表 3.2.1」及（「佐證資料 3-2-1」，頁 193、「佐

證資料 3-2-2」，頁 197、「佐證資料 3-2-3」，頁 203）。 

（二）研究計劃參與件數，以橫跨 3 個學年度來計算，包括跨 101-103 學年度的研究

案，共計 21 案件次，其中科技部研究計劃有 9 案，如鄭怡世老師「台灣脫貧

方案中的窮人與社工：以論述分析為方法的探究」、陳琇惠老師「國民年金保

險監理指標之研究」；政府部門委託之研究計劃有 10 案，如吳秀照老師「103

年度臺中市婦女勞動參與概況暨家庭托兒托老需求研究調查」；民間機構委託

之研究計劃有 2 案，請見「表 3.2.2」及（「佐證資料 3-2-4」，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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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101-103 學年度專任教師學術著作概況表 

                            學年度 

項目 
101 102 103 合計 

具審查制度期刊論文篇數 19 8 15 42 

發表國外研討會論文篇數（含中、港、澳地區） 9 12 8 29 

發表國內研討會/工作坊論文篇數 3 16 18 37 

發表 SCI、SSCI、AHCI、EI 期刊論文篇數 0 1 1 2 

發表於 TSSCI 期刊論文篇數 1 1 7 9 

出版專書數 5 5 10 20 

譯文篇數 0 1 0 1 

其他（研究報告案等） 9 6 9 24 

 

表 3.2.2  101-103 學年度專任教師研究概況表 

學年度 

項目 
101 102 103 合計 

科技部研究案 
件數 5 3 2 10 

金額 2,841,976 1,142,000 1,085,000 5,068,976 

政府單位研究案 
件數 4 3 5 12 

金額 2,151,700 2,311,855 3,160,000 7,623,555 

民間單位研究案 
件數 0 1 2 3 

金額 0 2,300,000 60,000 2,360,000 

合          計 
件數 9 6 9 25 

金額 4,993,676 5,753,855 4,305,000 15,052,531 

 

二、「專業服務」方面： 

教師除積極參與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參與校內、本系之相關發展

工作及各項行政事務委員會之各類職務外，同時參與校外專業服務： 

（一）擔任國內、外各類型研討會之主持人、評論人、回應人及專題演講等，次數頻

繁。 

（二）擔任國內、外社會福利組織之理監事、董事、常務理事、理事長、秘書長、監

事、顧問等職務，如呂朝賢老師擔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嘉義縣支會（103 

扶助就學）推動委員」；擔任各級政府單位之福利考核評鑑委員、福利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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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諮詢委員、審查委員、命題委員等職務，如曾華源老師擔任「衛福部兒

少權益促進會委員」、彭懷真老師擔任「總統府性別平等小組委員」；接受國

內、外專業學術專刊之邀請，擔任審稿委員及編輯職務，如呂朝賢老師擔任「社

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審查人、劉珠利老師擔任「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

審查人。請見（「佐證資料 3-2-5」，頁 207）。 

【說明】： 

本系教師於 101-103 學年度間所發表之期刊文章，歸類於 TSSCI、SSCI 期刊論文比率

低，乃因： 

（1）目前社會工作領域中列為 TSSCI 的期刊，在台灣僅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台大社工學刊」兩本半年期刊。 

（2）論文要發表於 SSCI 期刊上，仍存在著地區文化與語言限制。 

不過這亦顯示本系教師在研究與專業表現上，也須要朝向國際社會工作領域邁進，並有

再累積學術成果與持續努力的空間與目標。 

 

3-3教師評量之執行情形為何？ 

學習評量的機制，計有學校統一規定之期中學生意見與期末教學評量，以及系上老師自

行訂定的學習評量單兩類，學校統一的教學評量題目在 103年以後，已有大幅度的調整，評

量的項目包括教學準備、教學方法與內容、教學態度及教學評鑑等四大項，並增列學生學習

自評，以更精確反應學習評量結果。本系係以學校與系雙軌學習評量的機制，蒐集學生的教

學意見反應，提高學習效能，相關的意見，並請任課老師納入下學期教學課綱或教學方法參

考。本系也針對學生機構實習自行設計評量問卷。（「佐證資料 3-3-1」，頁 211、佐證資料

「3-3-2」，頁 213、「佐證資料 3-3-3」，頁 215） 

 

3-4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量成效之情形為何？ 

(1)本系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除了有明確的授課大綱，於學校規定時間內上網公告，同時課

程內容著重理論與實務並重，並採取多元之教學方法，例如，劉珠利老師「社會個案工作」

課程設計加入會談演練、角色扮演；吳秀照老師「社會福利行政」課程設計加入政策辯論、

機構參訪等。 

(2)本系教師為提升學生上課之學習品質，多數課程均由任課教師自行編著視聽輔助教材做為

輔助教學之工具，同時也運用角色扮演、會談演練、機構參訪、帶領團體、方案設計、成果

發表等方法強化學習內容，此舉深獲學生們的肯定。（「佐證資料 3-4-1」，頁 219） 

(3)本系教師教學評量之平均分數分別是：101 學年度上學期 86.9 分；101 學年度下學期 85.3

分；102 學年度上學期 84.1 分；102 學年度下學期 84.2 分；103 學年度上學期 86.8 分；和社

科院的平均分數及學校平均分數相差不大。本系每學期均會請助教至各班級鼓勵學生上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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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反映意見。本系也會依據學校有關教師教學評量有待改進之教師，進行相關協助。針對教

學評量低於 75 分之兼任教師，則不予續聘。教師教學評量分數請見「表 3.4.1」。相關教學評

量實施辦法及兼任教師聘任參考準則，請見（「佐證資料 3-4-2」，頁 233、「佐證資料 3-4-3」，

頁 235）。 

 

表 3.4.1 教師教學評量分數（校、院、系） 

 全校平均 全院平均 全系平均 

101 學年度上學期 86.3 87.1 86.9 

101 學年度下學期 86.3 84.5 85.3 

102 學年度上學期 86.7 85.9 84.1 

102 學年度下學期 87.2 86.7 84.2 

103 學年度上學期 86.5 86.7 86.8 

 

特色 

本系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除了有明確的授課大綱，於學校規定時間內上網公告，同時

課程內容著重理論與實務並重，並採取多元之教學方法。 

 

問題與困難 

1.某些因應社會變遷所開設之課程，例如：司法社會工作，較難找到適合或符合教師聘

任資格之教師。 

2.本系在師資教學方面最大的困難與前述有關課程部分的困難相同，在於教師人力不

足，學生人數眾多所產生的問題。在 100-103 學年度本系師生比與其他學系相較實屬偏高，

請見「表 2.4.1」。由於本系專任教師僅有 13 名，在考量每一位教師仍需兼顧研究的狀況下，

本系堅守學校規定，每位專任教師每學期均教授至少 9 學分，請見「表 2.4.2」，然而本系每

學期所需開設的課程繁多，因此需要聘用兼任老師才能將所需課程完整開設，因此難免有一

些必修課程需要兼任教師教授，無法完全由專任老師教授的問題，此外，許多實務取向的課

程也都以大班上課的方式進行，也會因此減少由師生互動/討論所帶來的學習。 

 

表 2.4.1  100-102學年度生師比 

學院名稱 系所名稱 100學年度 101學年度 102 學年度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22.74  21.97  21.30  

外國語文學系 16.26  17.12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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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系 19.05  20.33  22.78  

哲學系  24.24  21.8  20.59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24.64  23.09  21.45  

理學院 

應用物理學系 25.27  22.42  22.51  

化學系 23.84  25.11  24.36  

生命科學系 21.37  20.84  20.05  

應用數學系 13.97  13.49  14.06  

管理學院 統計學系 39.76  34.57  34.92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33.33  35.25  37.25  

政治學系 28.66  27.75  24.75  

社會學系 32.94  33.18  32.4  

社會工作學系 35.78  34.62  38  

行政管理暨政策學系 32.09  29.02  26.86  

教育研究所 15.47  15.94  13.68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35.97  40.65  42.10  

農學院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 26.48  27.78  28.77  

食品科學系 34.62  35.24  33.90  

餐旅管理學系 25.14  25.95  26.86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 

建築學系 11.06  9.62  9.56  

音樂學系 9.2  10.38  8.62  

景觀學系 21.43  20.89  19  

美術學系 25.49  22.11  25.39  

工業設計學系 16.96  17.06  15.82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 36.62  33.39  32.98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38.27  37.54  36.59  

資訊工程學系 29.39  29.82  32.47  

備註：惟尚未提報 105學年度東海大學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發

展提報資料。  

表 2.4.2  101-103學年度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 

 上學期 下學期 

101 學年度 10.73 11.47 

102 學年度 10.64 11.35 

103 學年度 11.25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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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策略 

1.有關師資教學部分的改善策略與課程部分相同，亦即運用系友人力，建立實務界教師

人力資料庫。同時並以邀請相關課程專業人員演講，作為補充教師教學人力不足之因應。 

2.因應專任人力不足之狀況，短、中期策略上，本系採取運用多元人力之策略，除增聘

兼任師資外，同時也鼓勵並邀請實務界系友回校與學生分享並增進學生之課程與課程外學

習。此外，也鼓勵並運用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之人力，帶領學士班學生之學習。 

 



47 
 

項目四、學習資源 

社會工作教育的核心是建構學生實踐與行動的知識。在社會工作專業的養成教育中，除

了課堂中有結構、有系統的引導學生建構與深化知識學習，透過實習教學與演練轉化為實踐

的專業技能外，本系教師與同仁更注重學生同儕共學以及課外的服務實踐。班傑明·富蘭克林

曾說：”Tell me and I forget, teach me and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learn.”在大班

制的教學安排中，能夠讓所有學生有參與式的學習機會著實不易，因此，如何開拓課餘互動

式的學習機會與網絡資源就相對重要。我們希望創造一個以學生為主體的專業知能學習與經

驗學習的互動環境，強調學習融於生活的整體觀念，培養有想法、負責任、重實踐的學生；

並希望這些可以帶著走的能力，成為學生未來職業生涯的重要基礎與力量。 

基於以上的理念，我們積極爭取經費，從學生（課內與課外）的學習、生活與生涯等三

個面向規劃與提供軟體與硬體的學習資源，並鼓勵學生參與校內與校際的各項跨領域的知識

型、領導力、服務型課程與活動，以拓展知識領域、強化團隊合作、培養誠懇助人情懷、促

進身心健康與健全人格發展。 

 

4-1.輔導學生學習之作法為何？ 

有關學生課業學習之輔導，除各任課老師根據課程規劃以促進課堂之互動、引導與討論

之外，課堂外的同儕學習與活動也相當多元，其主要目標在探討問題、加深理解、深化學習

軌跡。以下分為新生選課、學士班學生課內學習與課外活動支持、碩士班研究生課業學習以

及博士班學生之課業學習等方面加以說明。 

在學士班新生選課輔導上，於新生入學前，為了讓新生能夠瞭解社會工作學系學習內容

及相關規定，於暑假期間即寄發大一新生手冊，並舉行「新生及家長歡迎會」。同時也在新生

入學前舉辦「大學入門」（「佐證資料 4-1-1」，頁 237），輔導學生修課、選課的相關事宜，

並向新生說明相關的學習行政事務。除了有關學業的學習之外，我們特別強調社工系學生對

於利用資源的學習，因此在「大學入門」時除了介紹各項學習資源外，也希望學生能透過認

識學長姐作為重要的資源，因此認識系學會以及學長姐也是一項重要的安排。 

此外，本系鼓勵學生至外系修習輔系及雙主修甚至是選課或旁聽，以增加第二專長。對

於修習雙主修的學生由導師以及系上助教給予適當的修課建議，協助順利完成學業。至於僑

生及國際學生，除了由國際教育處安排入學定向外，系上也會特別給予輔導及選修課程建議，

讓他們的學習根據個別狀況獲得適當支持。 

在學士班學生學習資源提供上，課程之學習資源包括授課老師在課程設計上連結校內及

校外學習資源，增加學生與社會福利機構及其服務對象實際接觸的學習與反思機會、授課教

師每星期 office hour 之個別輔導、研究生助教之課餘輔導時間及大學部高年級教學助理對於

低年級學生基礎課程之協助（參見表 4.1.1）。這些從課內到課外所形成之網絡學習資源，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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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理解教授課程、延伸學習深度與廣度、討論報告撰寫以及小組作業解惑等，幫助學生

在互動式的場域中能有更多的學習成長。 

除了碩博班的研究生助教以及學士班高年級教學助理外，學校亦提供每班超過 70 名學生

以上之課程可申請「大班教學助理」，可襄助教師因為人數較多而衍生的學習輔導需求。每

學年度之大班教學助理人數亦請參見「表 4.1.1」。 

 

表 4.1.1 研究生、學士班高年級教學助理及大班教學助理人數、課程數與時數一覽表 

學年度 
研究生助教 學士班高年級教學助理 大班教學

助理人數 人數 課程數 總輔導時數 人數 課程數 總輔導時數 

101（一） 15 24 1,188 7 7 175 0 

101（二） 13 26 1,350 8 8 176 0 

102（一） 13 28 1,350 6 6 174 7 

102（二） 10 26 1,314 6 6 162 4 

103（一） 17 28 1,332 10 10 161 1 

103（二） 16 27 1,368 5 5 161 3 

對於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在每年碩博士班新生入學後會辦理新生說明會（「佐證資

料 4-1-2」，頁 245）。在新生說明會中除了介紹本系的教職員外，也充分介紹本系與學校的

各項學習資源（包括各類設備與圖書館利用等軟硬體資源）以及各種行政事項規定，俾便碩

博班研究生能夠安心在校學習。 

就全職學生而言，除多安排研究生助教之機會，提供獎助學金及磨練教學、輔導技巧外，

本系並於社會科學院 319 室設有研究生閱讀與討論空間。對於在職之研究生，授課教師之

office hour 多配合學生來校上課之時程加以安排。另外，系上助教也多利用臉書社團、學校

教學平台及 e-mail 及時發送訊息，使學生獲得暢通之學習管道。 

除此之外，透過導師時間、系學會時間、系主任導師時間等會議，與學生進行充分的意

見交流，尤其每學期二次之系主任導師時間（「佐證資料 4-1-3」，頁 257），由各班及系學

會派代表二人出席，可以充分反應學生們的意見，對於學生之建議，系主任會提交系務會議

討論處理，並適時回饋學生。導師在每學期和學生分組聚餐及討論學生之學習和生活，以瞭

解學生生活與學習的收穫與困難。透過這樣的方式，使得本系師生感情融洽，老師也多能充

分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及生活適應情形。而期中預警系統的建立亦是協助學生發覺學習問題

的一項重要機制。當導師在期中之後發現學生在學習上有狀況時得以邀請學生當面商討學習

問題與處理方式，幫助學生順利學習。 

另外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狀況，於每學期固定召開「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會議，

與身心障礙學生討論有關學習所需之支持服務以及資源，並與資源教室共同追蹤身心障礙學

生之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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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理維護機制為何？ 

學習環境的創造，要有物理、心理及社會條件。在物理條件部分，為落實學生的學習，

本系每年均積極爭取及改善小型討論空間與設備，提供良好的師生互動與學習環境。在心理、

社會條件部分，本系教師除了透過課堂經營小組共學的網絡外，也充分運用在校學長姐指導

學弟妹課程學習的關係建構、畢業學長姐工作與專業經驗的分享，幫助學生規劃實習等。也

就是，學習資源應包含軟、硬體的不同內容，缺一不可。如果沒有軟體的部分，就算硬體設

備再高級仍無法達成學習效果。 

首先，在硬體空間的部分，本系提供 10 間不同功能的小型教室供學生借用，其中包括一

般小型討論室 6 間（可分別容納約 20 人左右，配備有電腦及單槍投影機）、系電腦/圖書室

1 間（由社工系學會負責管理維護。內有供學生上網查詢及印表之電腦 7 部及可供借閱之圖

書/期刊資料等）、研究生專用研究室 1 間（可容納 15 名研究生之讀書小間，配置書櫃、檯

燈與網路線）、博士班研究生研究室 1 間（可容納 5 人，由系主任辦公室改裝）以及系圖書

室空間 1 間（由退休教師研究室改裝，可容納約 5 人之討論空間）。相關小教室空間之使用

管理方式請參見佐證資料（「佐證資料 4-2-1」，頁 271）。 

本系課程之特性為有許多團體共同討論之作業，因此學生對於討論空間的需求相當龐

大。就以空間借用以及小教室鑰匙借用次數來看便可得知。相關次數統計如「表 4.2.1」。另

外社會科學院亦提供大型與中型會議空間共 4 間作為討論與活動辦理之用，本系學生借用之

頻率亦多，惟非本系管理因此未加入本統計中。 

 

表 4.2.1  社工系小教室空間與鑰匙借用次數統計表 

學年度 101 102 103 

小教室借用次數 1,888 2,296 2,136 

鑰匙借用人次 1,264 1,336 1,415 

備註：次數統計資料來源為各學年度教室與鑰匙借用登記表 

 

在儀器設備方面，系辦公室提供之共用設備包括影印機、彩色雷射印表機、傳真機、碎

紙機、電腦、冰箱、飲水設備、護貝機、微波爐及咖啡壺等，學生需要的時候可以至系辦借

用。而可供學生討論或活動借用之設備包括筆記型電腦 10 部、活動式單槍投影機 2 部（本

系小教室皆已安裝固定式單槍投影機）、照相機 4 部、數位攝影機 5 部、錄音筆 5 隻、行動

擴音機、腳架、音箱、麥克風及延長線等儀器設備，當學生需要時皆可向系辦公室登記借用。

本系學生借用儀器設備亦是相當頻繁，相關次數統計如「表 4.2.2」。儀器設備使用管理辦法

請參閱佐證資料（「佐證資料 4-2-2」，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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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社工系儀器設備借用次數統計表 

學年度 101 102 103 

儀器設備借用次數 1,201 916 1,179 

備註：次數統計資料來源為器材借用登記表。不含系辦公室共用設備之使用次數 

 

在圖書期刊方面，本系所購置之中西文圖書、中西文期刊及教學影片等相當多元，均在

校圖書館中建立目錄，以方便學生檢索及借閱。大部分之圖書與期刊資料放置於總圖書館，

其中一部份較常用之圖書資料放置於系圖書館。影片部分則放置於系辦公室，以方便師生借

閱。相關購置圖書、期刊與影片之數量統計如「表 4.2.3」。圖書與影片之借用辦法則是依照

東海大學圖書館之借閱規則辦理。 

 

表 4.2.3  社工系購置圖書、期刊與影片統計表 

學年度 101 102 103 

期刊種類 56 56 56 

西文圖書冊數 251 256 274 

中文圖書冊數 57 18 0 

影片數 67 75 0 

 

在經費方面，除了各學年度之常務業務經費外，為了增加學生在課程之外的學習資源，

本系亦積極爭取各項專案活動經費，透過經費支持得以辦理各項學習活動，增進學生之學習

資源。各項經費之統計如「表 4.2.4」。 

 

表 4.2.4  社工系各項經費一覽表 

學年度 101 102 103 

業務費 610,000 686,800 798,840 

系圖儀設備費 843,000 799,000 630,000 

社科院分配圖儀設備費 256,710 281,809 200,000 

圖書館期刊訂閱費 714,929 927,500 975,024 

身心障礙學生補助費 1 60,000 60,000 60,000 

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44,000 0 180,000 

重點系所設置獎助費 2 500,000 300,000  

教學亮點計畫獎助費 3  1,250,000 110,960 

各項研討會補助 350,792 0 337,820 

年度業務及活動總經費 3,379,431 4,305,109 3,292,644 

備註：1.身心障礙學生補助費為教育部針對每名身心障礙新生補助 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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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點系所計畫於 103 學年度併入教學亮點計畫 

3.教學亮點計畫自 102 學年度開始執行 

 

由以上相關硬體設施資源提供狀況，雖然東海大學是私立學校，在經費與空間皆有限的

情況下，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資源，本系仍是努力爭取相關的資源以供學生使用。 

在學習資源的軟體部分，本系一方面透過課程設計連結計畫性資源與人力，增進學生課

堂上的各項學習，另一方面則透過辦理各項工作坊、研討會、參訪等活動，增進學生的學習

機會（「佐證資料 4-2-3」，頁 275）。此外，本系碩、博士班學生亦成為本系學士班學生之

學習資源，另一方面，透過協助學士班學生之學習也在讓碩、博士班學生重新統整自己的學

習。 

此外，本系辦公室亦發揮協助學生學習之資源。例如，在學生選擇實習制度以及實習機

構前若有問題，可以至系辦公室與負責實習之助教商談，尋找最適合的學習方式。或是在學

習出現困難時由系辦公室助教協助尋找高年級學生來教導讀書方式等，讓辦公室不單只扮演

行政功能，亦是學生的學習資源之一。 

 

4-3.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教育哲學家杜威曾說：「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換言之，學習行為的發生可能來

自制度化的設計安排，亦可能是營造一種支持性的學習氛圍催化學生自主學習；也可能是提

供學生沉澱反思的整理。以下先說明本系為學生設計安排之課外學習活動內容，再說明本系

如何支持學生自主學習與成果。 

一、本系所提供之課外活動內容與管道 

（一）各類研討會/工作坊 

本系除提供學生各項國內外社會工作相關之各類研習資源與活動訊息外，每年亦

主辦各類學術論文發表、專題研討或社會工作技術等研習，開放並鼓勵同學參與

或發表論文（「佐證資料 4-3-1」，頁 283）。本系學生參與熱烈，除了擔任工作

人員外，亦參與各項活動內容，增進課外之學習。除此之外，本系亦積極爭取傑

出校友講座，邀請在社工領域表現優秀之校友回校與學生分享實務工作心得，提

供學生除了課程以外的學習。 

（二）東海社工花蓮部落工作隊 

本系已連續五年利用寒假期間帶領學生組織志工團，遠赴花蓮秀林鄉和平部落從

事原住民部落之相關兒童、青少年服務。參與服務之學生共同承擔服務設計、分

工與執行等任務。基於學習經驗成果豐碩，每一年報名參加志願服務的學生逐年

成長，服務內容除了帶領青少年與兒童課輔成長營隊之外，也開始進行部落的基

本調查以及社區工作學習等。為了因應每年成長的報名人數，花蓮部落工作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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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數亦逐年增加。2015 年的工作隊參與人數共 60 人，總計服務當地至少 100

名兒童與青少年，同時也逐漸與當地的學校以及部落發展組織建立關係與默契。

這樣的服務學習一方面統整社工理論，讓學生得以在真實的場域重新思考自己在

社會工作的學習，亦發揮不同年級學生間共學的機會（「佐證資料 4-3-2」，頁

285）。 

（三）搭配課程延伸性的學習內容 

社會工作是一門實踐與行動的學門，因此，教師在課程設計時，往往搭配更多社

會參與式的作業，例如大一的志願服務課、關懷服務學習課程之設計與實作、大

二社工實習一課程安排之實習機構參訪、大四的方案實習等，學生於課外時間需

要組織各類研究或執行團隊，探索服務對象需要，並完成自主學習之任務，藉由

親身參與的過程，累積對服務場域與對象的認識。 

這種延伸性的安排不單是學生應付課程學習的需要，而是已經開始學習在課程之

外如何進行各種整合性的學習。 

（四）參訪活動 

除了課程安排的機構參訪（「佐證資料 4-3-3」，頁 293）外，系上亦常安排各

種增進學生學習的參訪活動，不論是針對當時之社會議題內容參訪或是參與社會

運動之遊行，都豐富學生的學習。另外，針對碩、博士班學生的學習，本系與中

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以及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已經連續三年合作

舉辦「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生論壇」，除了在過程中安排各類機構參訪外，也

讓兩岸三地的社工研究生們有機會針對社工學術做深入的討論以及對不同地方的

學生學校生活有機會深入認識。 

相關的參訪活動請參見「表 4.3.1」。 

 

表 4.3.1  各類課外參訪活動一覽表 

學年度 活動名稱 

101 

1.東海社工 2013 北京參訪團（2013 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生論壇） 

2.參與「全國關廠工人連線」遊行 

3.參與反核大遊行台中場 

4.參與中臺灣同志大遊行 

102 

1.參與 2013 移工大遊行 

2.「社會企業」參訪 

3.「八八風災災後重建工作」參訪 

4.2014 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生論壇（台灣） 

103 1.「社會住宅與閒置空間再利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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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為增進學生課外活動學習資源，特申請東海大學系所重點計畫，除了爭取更多資源

以提供學生之外，也設定不同主題的學習方向，讓不同的學生可以在這些提供的活動中獲得

更多學習內容。 

相關系所重點計畫之成果，請參見「表 4.3.2」、「表 4.3.3」。 

表 4.3.2  102 學年度系所重點計畫 

 

表 4.3.3  101 學年度系所重點計畫 

計畫目標 計畫項目 執行狀況與成果 

鞏固學生來源 

確保學生能力 

網路影音及各式文宣創作展演徵

選計畫 

由系上與系學會分別辦理比賽，徵求不同

主題之作品。 

成果：9 部微電影、1 幀攝影作品 

「愛思想」系列共學演講與座談 

「我的」社會工作系列講座：5 場 

「身體與助人工作實踐」講座：4 場 

「身體經驗與助人工作實踐工作坊」1 場 

預定目標 活動名稱 辦理時間 連結之課程 

補充課程

輔助活動 

參與2013移工遊行 2013.12.15 社區、方案 

參與部落共同農場勞動與學習 102.11.24 社區、團體、原住民 

「聖誕火車蹦蹦蹦」活動 
102.12.25、

102.12.27 
團體、方案 

「蘆洲少年中心少年環島」活

動 
2014.7.4 個案、團體、人行 

強化新知 

「遊戲魔法城--遊戲治療運用

於營隊活動」工作坊 

2014.6.21～

6.22 

團體、方案、兒童、

家庭 

創新課程內容 

「社區精神康復模式」工作坊 
2014.6.28、

6.29 
精神醫療社工、社區 

「Levinas他者倫理學與助人

工作」工作坊 

2014.7.5 、

7.12 
社工倫理、社工概論 

「社會工作戲劇工作坊」 
2014.7.10、

7.11 

社區、方案 

創新課程內容 

開拓視野/

實務見習 

「社會企業」參訪學習 
2014.5.30～

6.1 

社會工作管理、社會

政策與立法、方案、

社工實習 

「八八風災重建工作」參訪學

習 

2014.6.23～

6.24 

社區、方案、社工實

習 

「2014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

生論壇」 

2014.7.21、

7.22 

研究法、方法論、社

工理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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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師生異地教學、學術交流計

畫 
師生 15 人至北京參訪、教學、交流，並

與中國中青院、香港浸會大學共同辦理

「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生論壇」 
辦理研究生論壇（含兩岸三地共

同辦理） 

優化教育品質 

提高教研能量 

辦理師生、機構督導專業教學工

作坊 

1.「社會工作督導的本質、型態與文化：

實務與研究之路」工作坊 

2.「學術寫作與發表：從撫今追昔到展望

未來」工作坊 

3.「社會工作督導關係與功能—案例討論」

工作坊 

4.「社區工作的可能性」工作坊 

5.「社會工作與受壓迫者劇場」工作坊 

6.「社會工作與詮釋學」工作坊 

現有暨創新課程調整計畫 共辦理 6 場課程討論會，共有 61 人參與 

學生社會實踐獎勵計畫 

1.共 47 位社工系學生參與「2013 東海社

工花蓮部落，服務 30 名偏鄉青少年，

90 名偏鄉兒童。 

2.帶領學生參與反核遊行、關廠工人輪椅

恨行、中部同志大遊行等 

當代社會工作學刊出版暨品質提

升計畫 

1.辦理一場學刊品質提升座談，擬定學刊

出版新方向 

強調實務結合 

加強產學合作 
小型產學合作論壇 

1.辦理一場社工實務界產學合作論壇，擬

定後續產學合作方向 

 

二、支持學生自主學習之作為 

（一）系學會的組織與運作 

本系系學會在本系督導下，是相當有活力的學生自治社團組織。101 學年度榮獲

校內自治性社團優等獎，102、103 學年度連續獲得東海大學學生社團評鑑特優

獎。系學會是以大二、大三學生為主體的學生組織，由系學會會長為首，透過系

學會幹部的集體運作，由學生的角度設計規劃社會工作學識推廣活動、自主讀書

會、舉辦系內外聯誼性的活動等。學生於自主團隊中，得以學習企劃、執行、考

核等實作能力。 

本系除了提供系電腦/圖書室作為系學會的辦公室外，也支持系學會自主經營電腦

/圖書室，提供各種電腦設備外，讓系學會自行管理該場所之使用。也在這樣的自

主管理過程中學習「自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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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能力培訓 

本校提供多類領導能力培訓之課外學習機會，例如勞作小組長、協助大一新生之

alpha leader、宿舍棟長、社團社長等，本系學生相當熱衷參與上述服務性活動以

及社團活動，參與學生人數往往占整個團隊相當大的比重。學生經由領導實務的

操演，不但能發現個人的領導特徵，亦能揣摩精進領導實務。本系學生擔任社團

社長、勞作小組長、alpha leader 之人數請見「表 4.3.2」。 

 

表 4.3.2  社工系學生擔任社團社長、勞作小組長、alpha leader 人數一覽表 

類別＼學年度 101 102 103 

社團社長 8 11 15 

勞作小組長 14 11 15 

alpha leader 22 19 28 

 

（三）導生制度 

本系師生關係緊密，尤其系助教扮演相當重要的窗口，多名學生喜歡穿梭系辦，

說理想、講埋怨，這樣的緊密關係也架構出隱形的 mentor 關係。以 103 年太陽

花學運為例，多名學生北上參與學運，返校後學生仍對服貿一知半解，因此學生

進一步邀請老師參與討論，系上亦主動邀請相關領域專家與學生對話；又如，多

元成家方案，亦由系上學生主導推動校園內相關倡議活動。….本系便在這種開放

的關係中，與學生循環互動，成為學生在課外學習上即時介入輔導的角色。 

 

4-4.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之情形為何？ 

本系 101～103 學年度共有碩士班研究生 80 多位在學，博士班研究生 30 多位在學（每

學年人數不一，請參見「表 4.4.1」、「表 4.4.2」）。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約指導 7～8 位學生。

由於本系之碩士班研究生超過一半以上為在職生，博士班研究生則多為在職生，故學生在課

程修業結束後即面臨返回職場全職工作之負擔，較少時間能專注於論文研究及撰寫，拉長修

業年數，故教師平均之研究生指導負荷比重相對較高。 

為了讓在職學生可以順利完成學位論文，本系鼓勵學生針對實務工作上的提問進行研究

作為論文題目。一方面讓學生在熟悉的場域中發展，也對工作場域中有所貢獻。另一方面則

是符合本系「實務取向」的系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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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101-103 學年度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狀況 

學年度 指導教授人數 
碩班全體研

究生人數 

該學年度接

受論文指導

人數 

該學年度畢

業生人數 

畢業生比率

（碩二以

上） 

畢業生平均

年數 

101 14/專 13 81 56 12 21% 3.375 年 

102 14/專 12 86 59 19 32% 3.447 年 

103 14/專 11 83 54 21 39% 3.048 年 

 

表 4.4.2  101-103 學年度博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狀況 

學年度 指導教授人數 
博班全體研

究生人數 

該學年度接

受論文指導

人數 

該學年度畢

業生人數 

畢業生比率

（博二以

上） 

畢業生平均

年數 

101 
14/專 13 

/校外 1 
32 13 5 38.46% 6.8 年 

102 
14/專 12 

/退休 1/校外 1 
31 10 0 0  

103 
14/專 11 

/退休 1/校外 1 
32 11 1 9% 7 年 

 

對於碩士班學生之學習資源除了上述 4-1 及 4-2 所談及之各種機會與資源外，還包括本

系教師從事研究計畫提供給碩士班學生之研究助理之學習機會及本系運用各項計畫所提供的

演講、工作坊、交流活動等。特別的是本系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以及香港浸會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共同合辦的「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生論壇」，每年輪流在不同地方舉辦，

本系每次均組織碩博士班學生參與，除了在論壇上針對特定議題做發表與討論外，也藉機至

不同地方參訪相關機構，瞭解各地的社會工作相關情況，以增進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視野，

並有機會認識不同地方的社會工作學生，擴展社會關係網絡。 

在博士班之學習與能力建構部分，本系對於兼任教師之聘請，均以博士生為優先。除了

透過提供教學機會以增進其教學能力，同時也讓博班學生豐富之實務經驗，得以透過教學的

過程引導學弟妹學習實務思考與操作，教學者也藉此機會促進實務與理論之融合（參見「表

4.4.3」）。此外，例如實習三方案發表之場合，本系亦經常邀請博士班學生擔任評論人，提

供博士班學生相關整合學習之機會。 

 

表 4.4.3  101-103 學年度博士班學生擔任本系兼任教師人數一覽表 

學年度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擔任本系兼任教師人數 2 5 4 6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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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東海大學自立校以來，即專注以專業教育及博雅教育並重之理念，致力於創造一個學生

學習、生活、服務各面向均衡發展的環境，並重視師生關係、同儕關係乃至於社區關係的建

構融合。校訓求真、篤信、力行即清楚樹立本校教育的目標與價值，校歌歌詞中提到「勞心

與勞力，專業復宏通」也清楚呈現本校對於大學學生所具備的態度與能力之期待。因此，即

使東海從早期的小校目標，因為時勢與社會變遷而必須擴大招生，但我們至今仍秉持大一學

生必須全員住校之傳統，而學校專任教師也有半數以上住於校園之內，以增加師生互動交流。

除此之外，本校大一學生必須從事勞作教育，並由資深之學長姐帶領勞作。透過校園之服務，

促進不同科系、不同系級之互動與學習；本系也在大一開設關懷服務學習課程，實踐「生活

即教育、教育即生活」的理念。 

本系也建立各班級導師制度，在課堂外的師生互動，更能掌握到學生的學習態度、學習

困難、生活作息、打工負荷、人際關係等，導師除可適時輔導、分享經驗、提供諮詢建議外，

遇有需要特別協助之學生，也與教官、系助教通力合作，運用資源協助學生解決困難。至於

在生涯輔導上，大學部學生在大三、大四開始面臨未來就業或繼續升學之抉擇，本系除設置

職涯導師外，也開設就業實務相關課程，結合業界有紮實經驗之前輩，協助學生進行職涯準

備，整合相關能力。同時，職涯導師也會結合學校就業輔導室相關資源，引導學生多元學習，

深度紮根。 

現今私立學校相較於公立學校，有較高比例的學生就讀期間必須透過就學貸款繳交學

費，並透過打工維持生活所需。對於經濟生活有困難以及學業、服務表現傑出的學生，本校

及本系亦設有不同目的的工讀獎助金或獎學金，以幫助學生安心就學及擴大學習機會，務期

落實教育機會平等之基本權利。 

 

一、生活輔導服務 

（一）大一新生均須住校：透過學務處輔導新生進入學校環境，透過教師與資深學長之

宿舍經營及棟長制度，落實生活輔導。大一班級設有雙導師，導師除了一般的學

生生活輔導外，也確保在學生需要時能積極介入。 

（二）校外住宿學生輔導：積極推動與週邊學校組成租屋聯盟，協助學生解決校外租屋

問題，提昇服務品質。學務處亦會提供校外優良房東資訊，舉辦房東座談，並進

行校外住宿生之訪視關懷，進行環境觀察與安全提醒。 

（三）安全教育：建立學生安全教育與危機防範機制，預防意外事故發生，適時適切提

供必要的支援與協助。學務處除了定期舉辦相關消防、交通安全研習外，也透過

學生諮商中心舉辦各項性別、感情等議題之團體，確保學生在情緒、感情交往上

的自我保護。 

（四）導師系統及網絡：本系透過導師系統、行政同仁、輔導教官、學生諮商中心等結

合成支持網絡，適時提供學生生活上之各項協助及諮詢。老師時常關心同學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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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適應，助教們也即時掌握學生情況，並與學校生活輔導教官密切合作，

協助解決學生突發事件或生活難題。學生諮商中心提供各項學生事務輔導服務，

每學期透過生活及學習適應量表，希望及時發現學生的問題並針對緊急個案做適

當的介入輔導。學校並安排有輔導教官給予同學在住宿、交通及校園安全等關心

及協助（「佐證資料 4-5-1」，頁 297）。 

（五）經濟安全：本校一向關懷學生就學經濟負擔，並依據教育部規定辦理就學補助相

關事宜，每學年均編列超過 2,000 萬元的獎助學金預算，提供菁英入學、研究生、

成績優異或清寒等學生申請。若學生家庭有突發之特殊遭遇，學校亦提供急難救

助協助。為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配合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協助家境清寒學

生奮發向上順利完成學業，特制定「東海大學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案」設置。本

系亦有數個畢業系友或熱心人士提供之獎助學金專案。學務處、勞教處及本系辦

理之各項獎助學金，學生皆可透過學校「學生獎助學金」系統瀏覽校內外獎學金

申請事宜之外，系辦公室亦會將獎學金申請資訊公布在本系網站、系學會部落

格、BBS 及 E-MAIL 至學生個人專屬帳戶，主動提供學生獎學金相關資訊（「佐

證資料 4-5-2」，頁 299）。 

二、生涯輔導服務 

本校所提供之生涯輔導分為新生入學前、在校期間及畢業之後三階段提供職涯規劃、準

備與發展。本系除了在學校所提供的輔導資源基礎外，亦要求各導師在導師時間針對學生生

涯發展之相關問題加強輔導。在學生出現學習困難問題時，亦會與學生討論是否轉系或是修

習其他專業科目課程，以發展更多的職涯空間。 

以一般的學生進入學校後的發展歷程來看，大一新生入學後會安排相關課程及活動，協

助其瞭解職涯的重要性，進而依個人性向及學習興趣，彈性輔導有需求學生選修第二專長，

開拓職涯發展的空間。在二、三年級時同樣會以學生未來是以繼續升學或是進入職場就業來

協助做準備。 

針對高年級生之就業準備部份，本系除設置職涯導師外，亦會安排多次系友就業座談會，

讓應屆畢業生能聽取畢業校友寶貴的就業經驗，並開設與就業相關之選修課程「就業實務」，

輔導學生做就業前之準備。另備有就業資料專用檔案以及網頁就業訊息的即時更新提供學生

查詢。此外，每年皆有數間機構會於學生畢業前至本系舉辦招募說明，亦提供學生未來就業

之選擇機會。 

對於已畢業之校友，本系相關工作坊、演講、交流座談之規劃與舉辦，也開放校友及合

作之實習機構一同參與進修，透過學習交流，共同提升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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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本系在學習資源上努力地申請各項經費來提供學生各種課外的學習活動，並透過系辦公

室作為協助學生學習的轉接站，協助學生進行更好的學習。而強調社會工作學系的社會行動

實踐的特色，本系亦積極促進學生參與各種社會行動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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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習成效 

社會工作是一種整合性的社會實踐，學生在養成教育階段最重要的是將各種領域之學

習形成整合性的產出。因此，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也必得以整合性的觀點來理解。學生

在修課過程中所呈現的書面、口頭以及壁報方式的報告，以及碩、博士班學生將研究成果

投稿至研討會、學位論文競賽，以及期刊發表，都是本系學生學習成果的具體表現。此外，

學士班與碩士班之社會工作實習成果也最能代表學生在整合性學習上的表現。 

 

5-1 學士班學生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學士班學生除了修課外，另有實務機構實習之學習。實務實習分成兩種選擇：一

種是在大三暑假到機構實習，然後大四學期中組成小組進行方案實習；另一種選擇是大三

暑假及大四上學期在同一機構實習。在經歷實習二（即大二升大三暑假至社會工作組織實

地實習）後，需針對實習過程中的所有內容進行統整，並完成一份「實習總報告」，並進

行公開的發表，讓同學統整及反思社會工作的學習與實踐；本系 101至 103學年度共計有

「實習總報告」384份；140 人於「實習二暑期機構實習發會」發表實習心得。此外，本

系實習三是由同學自行組成小組，在實習三教師的指導下從事「方案實習」，並於方案實

習結束後進行「方案實習成果發表」；101 至 103 學年度共計有 22 組，共計 187 位學生修

習實習三；完成 22 份方案實習報告；共舉辦 6 場「方案實習成果發表會」(請參見「表 5.1.1」)。

此外，本系也鼓勵學士班學生將自己的課堂報告作為本校社會科學院的「學生學術研究成

果」參賽，爭取榮譽（獎學金）。101 學年度至 103 學年度共有 12 位大學部學生獲獎(請參

見「表 5.1.2」)。 

在各階段實習的要求上，方案實習基本上是由學生自行組成小組，針對選定之人口群

或所欲解決之問題進行瞭解、評估、計畫、尋找資源、執行，並就執行成果再進行評估，

也就是由學生自行完成一項完整地規劃與執行，是一個不同於課程講演式的學習。這樣的

課程設計與執行方式，可說是 capstone 概念的最佳演示。 

 

 

表 5.1.1  101-103學年度學士班實習成果 

【學士班機構實習】--共有 384 位學生在 324 個機構實習 

101 學年度 

實習時間 學生數 機構數 

101.07~101.08(暑假) 54 49 

101.07~102.01(暑假+期中) 67 49 

102 學年度 

102.07~102.08(暑假) 60(含 4 位碩士生補修學

士班實習) 

59 



62 
 

102.07~103.01(暑假+期中) 70 49 

103 學年度 

103.07~103.08(暑假) 79 77 

103.07~104.01(暑假+期中) 54 41 

 

 

 

    【機構實習發表】--共有 140 人機構實習發表 

102 學年度 

日期 地點 人數 

102.10.19（六） 人文大樓 H103 教室 8 

103 學年度 

10/15（三） 社科院 SS102 40 

10/22（三） 社科院 SS102 15 

10/29（三） 社科院 SS102 17 

11/12（三） 社科院 SS102 20 

11/26（三） 社科院 SS102 21 

12/03（三） 社科院 SS102 19 

 

 

 

    【實習三方案發表】--共有 22 組方案發表 

101 學年度 

名稱 日期 地點 組數/人數 

第一階段 101.12.22（六） 基礎科學大樓求真廳 7/54 

第二階段 102.05.11（六） 基礎科學大樓求真廳 7/54 

102 學年度 

第一階段 102.12.14（六） 基礎科學大樓求真廳 7/56 

第二階段 103.05.03（六） 社會科學院 SS108 7/56 

103 學年度 

第一階段 104.01.10（六） 基礎科學大樓求真廳 8/79 

第二階段 104.05.16（六） 人文大樓茂榜廳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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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101-103學年度學士班學生學術研究成果 

學年度 系   級 姓   名 研究報告名稱 

101 

社工 4A 許榮庭 
大學教授壓力因應方式與工作滿意度之相關研

究—以東海大學為例 

社工 4A 王昱翔 
持續參與社團動機與組織承諾之相關性—以東海

大學為例 

社工 4A 游蕙任 個案研究—失落的一角 

社工 4B 林立庭 
老人主觀幸福感之探究：以新北市樂齡學習中心及

安養機構長者為例 

102 

社工四 A 劉永勝 
大手拉小手，共同編織蕃薯田的故事—瑞井國小學

童陪伴成長計畫 

社工四 B 張鈞甯 大學同樂匯—同異，不同意？ 

社工四 A 連珮榕 癌症病童的健康手足之生活適應問題 

社工二 B 郭虹麟 臺灣當前外籍配偶適應不良問題之探討 

103 

社工三 A 賴怡君 台灣當前之兒童少年安置問題探討 

社工三 B 林佩儒 臺灣當前之身心障礙長期照顧服務問題探討 

社工 3B 郭虹麟 新移民之東南亞籍配偶工作問題 

社工 3B 呂承憲 引導反思理論與實務學期報告 

 

5-2 碩士班學生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 101－103 學年碩士班研究生共計 129 人，碩士班研究生除了修課外，另有實習

課程之學習，以及碩士論文之訓練。在 101－103 學年中共有 3 位研究生獲頒本校社會科

學院學術成果獎（請參見「表 5.2.1」），碩士班研究生共生產 52 篇碩士論文（請參見「佐

證 5-2-1」，頁 301）；有 11 位研究生於國內研討會發表 6 篇論文（「佐證 5-2-2」，頁 305）；

實習成果壁報 53 份（「佐證 5-2-3」，頁 307）。有 15 人參與國際活動（「佐證 5-2-4」，頁

309）。此外，有 9 人擔任專任教師研究案的研究助理（「佐證 5-2-5」，頁 311）；通過「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社會工作師高等考試」者有 78 人，佔 60%；通過「公職社工師考試」

者有 9 人；通過「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者有 2 人。（「佐證 5-2-6」，頁 313） 

 

表 5.2.1  101-103 學年度碩士班學生獲社會科學院學術成果獎一覽表 

學年度 系   級 姓   名 研究報告名稱 

101 碩二 林碧如 實習專題--弱勢兒童親職分擔服務方案初探 

102 碩一 游毓君 兒少家內性侵害案件之初探/初嘆 

103 碩三 黃雅音 
實習一實習總報告-台中榮民總醫院精神部之「103

年精神疾病及自殺通報個案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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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博士班學生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博士班在招生過程中，注重考生的研究與專業表現，因此在這兩方面表現出色

的申請者有較好的機會獲選。另外，本系博士班招生規定，（台灣）考生應有至少 2 年以

上實務工作經驗才能報考，所以博士班學生幾乎都具有資深社會工作實務經驗，多人擔

任政府單位及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重要職務。目前在學的博士班研究生中，有半數在實

務領域擔任督導以上的工作，也有多位任職於大學校院，擔任講師。 

本系對在博士生的訓練，除了強調對知識的理解與學習外，也強調將知識與個人過

往的實務工作經驗相結合，來生產具本性的社會工作知識。也因此，本系博士班研究生

在修習各課程時，任課教師都會鼓助博士班研究生將各科的學習成果轉化為論文，並投

稿至有審查制的學術期刊接受審查，或是投稿至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上進行發表。這樣

的訓練，一方面讓博士班研究生在接受博士班訓練時，便可以培養思考、論辯及書寫的

能力，二方面也讓博士班研究生開始參與在社會工作知識生產的行列中。 

    本系 101－103 學年博士班研究生共計 39 人(含台生 35 人、陸生 4 人)，在 101 至 103

學年度，有 3 位研究生獲頒本校社會科學院學術成果獎（請參見「表 5.3.1」）；有 10 人參

與國際活動（請參見「表 5.3.2」）；共計產出 6 篇博士論文（「佐證 5-3-1」，頁 315）；

學術研究成果請參見「表 5.3.3」：國內外（含大陸）具審查制度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39

篇（其中 2 篇發表於 THCI 期刊）（「佐證 5-3-2」，頁 317）；國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9

篇（「佐證 5-3-3」，頁 321）；國內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9 篇（「佐證 5-3-4」，頁 323）；

國內參與專書寫作 16 篇（「佐證 5-3-5」，頁 325）；參與政府各部門補助之研究研究報告

11 篇（「佐證 5-3-6」，頁 327）。此外，39 位博士班研究生中（其中 4 位是陸生），有 33

人（85%）有專業證照，其中通過「台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社會工作師高等考試」者有

28 人；通過「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者有 3 人；通過大陸社會工作師者有 3 人；通

過大陸心理諮詢師考試者有 5 人（「佐證 5-3-7」，頁 329）。 

 

 

表 5.3.1  社會科學院學術成果獎 

學年度 系   級 姓   名 研究報告名稱 

101 博五 徐森杰 台灣帕斯堤增權行動策略 

102 博二 沈  黎 
本土社會工作督導運作狀況研究—基于上海

社會工作實務界的探索性分析 

103 
博三 

沈  黎 

呂靜淑 
華人社會工作倫理守則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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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101-103 學年度博士班學生國際活動表現一覽表 

學年度 人數 姓名 活動名稱 

101 7 

林珊伊/游淑真/劉雅文/

蘇俊丞/施睿誼/劉慧冠/

沈黎 

2013年 4月北京學術參訪團 

102 1 梁美榮 
2013 年 12月 12-15日--與廈門大學學術交

流 

102 
 2 梁美榮/馮浩 

2014年 4月 12-19日—與南京理工大學及無

錫福利院學術交流 

102 1 
 
鍾佩怡 

 
2014 年 7月兩岸三地社會工作研究生論壇 

 

 

表 5.3.3  101-103 學年度博士班研究生學術研究成果概況表 

學年度 

項 目 
101 102 103 合 計 

具審查制度期刊論文篇數 6 5 28 39 

發表國外研討會論文篇數 5 7 7 19 

發表國內研討會論文篇數 8 8 3 19 

發表於 CSSCI 期刊論文篇數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0 1 0 1 

發表於 THCI 期刊論文篇數 1 0 1 2 

專書（篇數） 2 4 10 16 

研究報告案 6 2 3 11 

 

 

5-4 碩、博士班學生之數量與品質如何？ 

本系 101-103 學年度，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正取生）錄取率為 38%、一般入學考試（正

取生）錄取率為 24%（請參見「表 5.4.1」）；博士班入學之錄取率為 33%（請參見「表 5.4.2」），

由此比率可看出研究生進入本系有相當難度。近三年碩士班研究生平均修業年數約為 3.27 年

（「佐證 5-2-1」，頁 301），近三年博士班研究生平均修業年數約為 6.83 年（「佐證 5-3-1」，

頁 315））。進入本系碩博士班後，研究生須接受嚴謹又有系統的訓練，在修課、實習（碩）、

論文寫作等方面都有一定標準。博士生還需要通過三科的學科資格考，每科由 3 位教師（2

位校內、1 位校外）出題，近 3 個學年通過率為 75%，通過率雖然比以前提高了，但對研究

生還是個大考驗，另從本系博碩士班畢業生就業狀況來看，可見本系在博碩士教育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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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用心與堅持。 

【說明】： 

1. 由本系博班研究生之平均畢業年限，可見本系在專業品質上之要求。近一年畢業生平

均畢業年數為 6.83 年，不包括休學年數。 

2. 近 3 年來，本系博班研究生學科資格考通過率為 75%，通過率雖然提高了，但研究生

為了準備學科考花費諸多時間與精力，可見本系在教學標準上之要求。 

3. 畢業之碩博班研究生，大多數係擔任大學院校教職、福利機構主管及督導等重要職

務，可知本系所培育出研究生廣受實務界重用，本系之教育訓練使研究生具備更強的

專業知識、能力與擔當。 

 

表 5.4.1  101-103 學年度碩士班招生分析表 

班別 101 學年度 102 學年度 103 學年度 合計 備註 

碩士班甄試入

學 

招生10人 

考生34人 

錄取10人 

錄取率：29% 

報到人數：10人 

報到率：100% 

招生10人 

考生19人 

錄取10人 

錄取率：53% 

報到人數：10人 

報到率：100% 

招生10人 

考生26人 

錄取10人 

錄取率：38% 

報到人數：9人 

報到率：905% 

3 年招生人數29

人 

每年招生10人 

錄取率：38% 

3 年報到人數29

人 

報到率：97% 

甄試與一般入學考名額可流通 

碩士班一般入

學 

招生12人 

考生49人 

錄取率：24% 

報到人數：12人 

報到率：100% 

招生12人 

考生58人 

錄取率：21% 

報到人數：12人 

報到率：100% 

招生13人 

考生48人 

錄取率：27% 

報到人數：13人 

報到率：100% 

(1名自甄試流入) 

3年招生人數37

人 

每年招生12人 

錄取率：24 % 

3年報到人數37

人 

報到率：100％ 

 

甄試與一般入學考名額可流通 

合計 

招生名額22人 

總 報 到 率 ：

100% 

招生名額22人 

總 報 到 率 ：

100% 

招生名額22人 

總 報 到 率 ：

100% 

招生名額66人 

總 報 到 率 ：

100% 

 

 

 

表 5.4.2：101-103 學年度博士班招生分析表 

班別 101 學年度 102 學年度 103 學年度 合計 備註 

博士

班一

般入

學 

招生5人 

考生18人 

錄取6人 

錄取率：33% 

報到人數：6人 

報到率：100% 

招生5人 

考生9人 

錄取3人 

錄取率：33% 

報到人數：3人 

報到率：100% 

招生5人 

考生9人 

錄取3人 

錄取率：33% 

報到人數：3人 

報到率：100% 

3年招生人數15人

/錄取人數12人 

錄取率：33% 

3年報到人數12人 

報到率：100% 

 

博士

班陸

生招

生 

 

 

招生1人 

考生1人 

錄取1人 

錄取率：100% 

報到人數：1人 

報到率：100%

招生1人 

招生1人 

考生4人 

錄取1人 

錄取率：25% 

報到人數：1人 

報到率：100%招

生1人 

 

招生2人 

考生6人 

錄取2人 

錄取率：33% 

報到人數：2人 

報到率：100%招

生2人 

 

3年招生人數4人/

錄取人數4人 

3年報到人數3人 

報到率：100% 

博士班陸生招生名額由學校分配，本系博士班

陸生招生是全校第一所招生的學系，也是全台

社工博士班最早招生陸生的學系，至今已有 3

屆4位博士班陸生就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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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整體而言，本系學士班學生在系上教師的鼓勵及引導下，透過實習整合及內化社會工作

知識，同時學生們也透過實習總報告及實習成果發表來展現學習成果。另有多位同學獲得社

會科學院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由這些表現都可看到同學們豐碩的學習成果。博、碩士班研

究生大多數具有豐富的實務工作經驗，在本系教師的鼓勵與指導下，可以充份地將工作經驗

與學術學習相結合，從上述的相關資料的整理中，也可以看出本系博、碩士班研究生在研究

方面的表現成果頗為豐碩。另外，在專業表現方面，本系在職的博、碩士班研究生也多能將

在本系的學術學習成果應用至自己的實務工作中，並積極將實務工作經驗與學術學習成果分

享給學生及社會工作社群，對於社會工作社群及社會做出重要的貢獻。 

 

問題與困難、改善策略 

本系學士班學生的師生比的偏高，教師教學壓力頗為沉重；碩、博班學生以在職者居多，

學期中在校時間不長。所以，營造一個博、碩士班研究生以及學士班學生與本系教師之間更

具合作、討論、思辯的學術環境與氛圍，形成一個更具特色的學術討論圈，以擴散及深化本

系的學術特色，將是本系師生下個階段所要努力的重點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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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生涯追蹤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落實之情形為何？ 

針對社會工作系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支持與協助，大致由如下四個機制來落實之： 

一、透過東海大學常設的行政單位「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來協助系友：該室除針對

在學生辦理各式「就業輔導與媒合」的業務外，對於畢業生亦提供一定的資訊服務，

近年來更廣泛的辦理傑出校友返校分享，建立了一互助合作的網絡。 

二、透過社工系及系學會主導的各式資訊交流的分享媒介／平台，包括系上網頁、「賴

淑霞社工」臉書、Email、系學會社團臉書、系友會等等。三、藉由各班級在校時

所建立的社團，來分享就業訊息、職場新知、聚會與生活分享。例如：「東海社工

男籃」、「東海社工排排讚」、各屆 FB社團等等。 

四、系辦行政系統：依各項臨時或固定需求，協助完成與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 

 

由於學、碩、博各班制的生涯發展走向不同，因此如上四個機制的採用權重並不一

致。「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對近期的大學畢業生，有相當直接的助益，但

一旦畢業久了，因為職業及工作的多樣化，學校所建置的正式行政機制就漸漸無法因應

各式職場議題與問題。此時，系辦、系學會、各屆學生及在校師長所建置的 FB社團，就

成為更直接的資訊分享平台，甚至可以當做生涯發展過程中的 social buffer/social 

support network。以博碩士班為例，東海社工系迄今（103 學年度第 2 學期）已有 45

位博士畢業生、457 位碩士班畢業生，就職單位包括一般企業／非營利組織／政府／大

專院校，或者擔任自營作業者。歷年來東海社工系皆是透過系友會、演講、研討會、授

課與參訪等活動，讓與會的畢業生可以資訊交流、生涯知識分享，讓生涯得以在被支持

的氛圍中發展。 

 

依據上述四項機制，本系順利完成 101-103學年度畢業生近況調查，學士班請見「圖

6.1.1」、「圖 6.1.2」、「圖 6.1.3」、(「佐證 6-3-4」，頁 377）；碩士班請見「圖

6.1.4」、(「佐證 6-3-5」，頁 387)；博士班請見「圖 6.1.5」、(「佐證 6-3-6」，頁

389)。不過從近年系友使用高科技產品的多元性及快速變化性，已可發現再也無法以單

一方式（例如電子郵件、臉書）聯繫畢業生，日後要隨時掌握聯繫畢業生是會越加困難，

需要更加鎖定班級特定系友來作為協助追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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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101學年度畢業生近況調查圖 

 

 

圖 6.1.2  102學年度畢業生近況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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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103學年度畢業生近況調查圖 

 

 

圖 6.1.4  101-103學年度碩士班畢業生近況調查圖 

說明：1.3學年畢業生共 52 人（101學年度 12人、102 學年度 19人、103學年度 21人）。 

2.目前從事社工專業工作有 45人（86.5%），其中 12人（23.1%）服務於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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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人（63.5%）服務於民間社福機構、醫院、學校。 

3.其他：1人（1.9%）博士班就讀兼學校代課；1人（1.9%）剛由社工專業轉任其他非

社工專業；4人（7.7%）待業準備公職社工師考試；1人（1.9%）待業等待苗栗縣社

工專業工作。 

 

 

圖 6.1.5  101-103學年度博士班畢業生近況調查圖 

大學教書 5人（83%）(4 人專任、1人兼任)、公務員 1人（17%）   

 

 

6-2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

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情形為何？ 

雖然「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已建立校友資料庫，但該資料庫所搜集的訊息

並不完全符合社工系畢業生職場所需，再者填答的人數及訊息的更新亦有些延遲現象，因此

本系已開始構思未來欲建立「東海社工系友資料庫」、並在系網中加入「社會工作職涯發展

資訊、產業組織資訊等等與就業有關資訊」、定期舉辦「系友就業與升學狀況調查」、舉辦

升學與就業座談會、免費非營利組織經營管理諮詢服務、發行社會工作事業電子刊物等等活

動之可能性。本系期藉由前揭各項作為，讓畢業生有個溫暖的娘家，緊密聯結系所與畢業生

間的關係，並且能互相協助與合作。 

在目前無法獲得畢業生雇主/主管提供對本系畢業生確切職能及表現回應前，本系隨時掌

握實習機構（畢業生未來的可能就業單位）對本系實習同學的建議，作為實務教學上的參佐

（「佐證 6-2-1」，頁 331）。再以 103年暑假實習機構對東海學生的評價數值顯示，機構督

導對於實習生在「實習投入程度」、「實習學習態度」、「實習專業知能」，評價「滿意+

非常滿意」者分別是 86%、80%、70%。顯見東海大學學生在入職場前已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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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質，事實上在社會工作相關的職缺內，組織對員工的自我篩選（self-sorting）機制是很

強烈的，也因此，我們並無法使學生一畢業，就符合既有僱用組織的要求，相反的，我們儘

量使有意願投入社會工作這一行的學生，能有可被組織訓練的能力，如此方能學習對組織有

用的工作認知與能力。另，根據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所做的 103 年企業雇主滿意度調

查統計分析，有關本系資料如下：1.社會工作學系工作能力情況企業對於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校友的表現，滿意度最高的為「主動積極的態度」(98.4%)與「配合度與穩定性、團隊合作、

職場倫理與道德操守」(97.4%)；最低者為「國際觀與外語能力」(68.4%)。2.社會工作學系

畢業校友之八大職能滿意度社會工作學系畢業校友的表現，以「人際互動」（98.4%）為最佳；

以「團隊合作」（97.4%）為次佳。從這份調查資料中可解讀社會工作學系畢業校友於職場表

現多能發揮社交應變能力，能夠適當與他人相處，且能維持良好互動，製造機會，建立並擴

充自我人脈關係。然而，建議應致力於溝通表達能力的訓練，藉由系所課程或活動設計，使

得學生能觀察他人表達的訊息，並樂於接納傾聽，依據不同情況，使用適當方法技巧，進行

對話並表述欲表達之訊息。 

 

未來本系將針對近期畢業生之雇主，進行畢業生的職能及表現的問卷調查，問卷試擬如

下： 

 

項目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不知道 

是否具備良好的基本學識       

是否具備良好的創造及思考能力       

是否具備良好蒐集工作相關資料的能力       

是否具備良好的工作協調能力       

是否具備良好的溝通表達能力       

遭遇困難時是否具有排除困難的能力       

是否具備主動積極、持續學習之態度       

是否具備責任感       

在團隊合作任務中的整體表現如何       

對挫折的耐受度如何       

在工作上的配合度如何       

在職場中的人際關係如何       

在工作上的信任程度為何       

該畢業生的工作表現或績效您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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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運用系友協助畢業生的情形為何？ 

依近 3年的統計顯示，東海社工系計邀請 22位系友回校演講（「佐證 6-3-1」，頁 365），

邀請 137位系友（以人次計）回校開課（包括實習課）（「佐證 6-3-2」，頁 369）、2位傑

出校友（社會系學姐）校友講座（「佐證 6-3-3」，頁 375）、公佈每週大約五條就業訊息。

由於隨著畢業時間愈久，系友所從事的職業之分歧性會愈來愈大，因此各屆班聚（網站）／

系友會（網站）／FB網站社團，即成為訊息分享的重要機制。舉例來說，在東海大學的系網

上，即有「系友工作分享」的訊息，可供系友及在校生取得就業的相關資訊，及彼此討論生

涯／工作的相關議題。但誠如上所言，系友職業隨著畢業時間，而日漸多元，也因此「工作

經驗分享」對於就業的實質功能，漸漸會被「生活支持與分享」所取代。然不論如何，本系

自許是系友彼此間的搭橋者，是為搭起友誼及善意分享的溝通平台，此平台或許仍免不了較

偏重於功利式「工作機會轉介與通知」的功能，但其最終的願景是訂在於「瞭解、接受、生

命影響生命」。東海社會工作系期待所有的畢業生都可以試著自評自己的貢獻，而不是用標

準化作業格式及判準來論斷每個人的生命／生活。 

本系剛踏出校門之近 3 年畢業生，其就業範圍大多是與社會工作專業相關，日後經過工

作經驗及人脈的累積，發展朝向多元。相關資料請見（「佐證 6-3-4」，頁 377、「佐證 6-3-5」

頁 387、「佐證 6-3-6」，頁 389） 

 

特色、問題與困難、改善策略 

與校友聯絡，長期而言應該是要靠就業輔導與校友聯絡室的全球東海人資訊網（長期的

網路系統），校友在剛畢業時有填寫資料，但日後若更改狀況，校友很少主動到全球東海人

資訊網更改資料，最後會變無法確實追蹤校友。平日系上與校友聯絡方式為以系網及臉書讓

系友可以獲知各項系上訊息，但未隨時明確掌握系友行蹤。當有特殊需求，例如評鑑前，本

系會透過各種管道追蹤系友最新最正確的近況，其中博碩士班畢業生追蹤以電子郵件、臉書

為主，另可掌握各班主要聯絡人，必要時請系友代為尋找系友。有關學士班畢業生追蹤方面，

以電子郵件、臉書為主，掌握各班主要聯絡人，必要時請系友代為尋找系友。依實際追蹤系

友經驗而言，學士班畢業生應用高科技網絡方式很多元，較博碩士班系友難追蹤，但如果利

用多元管道，還是可以掌握訊息。 

如何讓畢業生與本系繼續保持高密度聯絡，在必要時協助畢業生就業或轉業，仍是本系

日後要繼續努力方向。 

東海社會工作學系創系/組已屆 41 年，班制（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完整，畢業生

也是全國最多者（學士班 3,551 人、碩士班 457 人、博士班 45 人），在社會工作領域上從

業的系友遍及全國。也因此，東海社會工作系的畢業生，若直接進入社會工作相關就業市場，

是相當容易遇到系友，或者可以透過人際網絡找到適當協助者，如何掌握這些學系的特色/資

產，也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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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整體改善 

 

7-1 行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之行政管理機制，首先是以定期召開各委員會（包含課程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試務委員會（學、碩、博）、學生試務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實習委員會

等），由各委員會討論處理本系各項行政工作，以共識決的方式做成本系各項事務之處理原

則，並送交系務會議決議。委員會中除課程委員會的成員較為固定之外，其餘委員會，如：

實習委員會，學士班委員會，碩士班委員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等，成員均由本系專任教師輪

流擔任，博士班委員會則由本系正教授與資深副教授擔任。各班制的各項事務，則由各班制

試務委員會處理。輪流擔任的優點在於，可由新成員對於各項系務工作，注入新的思維與作

法。 

另外，根據本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每學期需召開四次系務會議。實際運作上，每學期

都召開四次以上的系務會議，討論本系各項工作，並議決各委員會所提出之各項決議。同時，

每次開系務會議前一週，都會召開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相關事宜。每學期固定召開至少一

次實習委員會，討論學生實習相關議題。此外，若是遇到有時間限制的議題，也會以書面投

票方式來共同決定處理方式。 

此外，針對各項委員會與系務會議所議決之事項則由系主任與相關教師及行政人員後續

執行，並於其後之系務會議中針對執行狀況作報告與討論，俾便確認讓本系所討論與議決事

項能確實執行。若遇窒礙難行之處則有機會提出重新討論。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為

何？ 

本系於民國 99 年召開針對第一週期評鑑之改善回應檢討會，會中針對評鑑委員的意見討

論相關回應與改善作法，並持續至今執行中。相關改善作法與落實情形，請見「表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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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第一週期評鑑委員改善建議與落實改善作法對照表 

 

評鑑委員改善建議 評鑑後續自我改善會議決議 改善作法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凝聚全體師生共識，重新討論辦學特

色之形塑及教育目標調整之方向，並據此

規劃設計課程，俾利該系賡續發展。 

確認學士班目標為培育綜融性的社會工作人才 
有關於教育目標以及課程改善的自我改善決議

執行部分，請見項目一之說明。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學士班部分】 

1.該系宜釐清學士班的教育目標後（係在

培育綜融性社工人員，抑或專精的社工人

員），進而重新考量設置「兒童婚姻家庭」

學程的必要性。 

兒婚家學程可檢討與調整，在學士班取消「兒婚

家學程」，碩士班課程可考慮此方向發展 
於 99 學年度正式取消學士班兒婚家學程。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碩士班部分】 

1.宜提高碩士班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設計之關連性，可從調整必修課程

或規劃課群的構思去考量。 

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重

新設計分類 

已於 103 學年度第 1 學期重新討論與調整碩士

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博士班部分】 

1.宜增加博士班學生擔任研究助理的機

會，藉由參與教師的研究，一者可磨練

從事研究的能力；再者可共同發表研究

成果，以提升師生的研究能量，進而達

鼓勵博士班學生擔任教師研究案之研究助理 

由於本系博士班學生多數有全職工作，根據目前

相關研究案之帳務辦法規定，已有全職工作的學

生無法擔任教師所獲科技部或是政府部門補助

的研究案之研究助理，因此無法達成第一週期評

鑑委員的本項建議。惟考量此一困難，本系為達

成磨練博士班學生之研究能力的目標，改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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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育目標。 博士班研究生與老師共同合作相關的期刊論文

發表，以期在共同合作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增進學

術研究能力。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1.該系歷年來招生、錄取率與報到率整體

表現良好，但考量教師教學負荷量（近

三年每位教師教學每學期均高於 10.5

學分），宜積極向學校爭取專任教師員

額。 

繼續爭取增加教師員額 

本系已於各可能之場合（包括招生會議、系所主

管會議等）爭取增加教師人數，並正式與校長會

面爭取員額。此外，亦利用各種非正式管道釋放

師資不足之訊息。惟效果有限，但仍積極努力爭

取中。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系所共同部分】 

2.基於考量兼任教師的穩定性與教學品質

之維護，宜建立兼任教師之評鑑機制，並提

供帶領實習課之兼任教師相關教學的機會。 

一、有關兼任教師之評鑑機制之建立如下說明 

在實習課程部分-- 

1.學生實習前針對機構督導辦理說明會、及辦

理相關討論會。 

2.實習前辦理學校督導研習 

3.自行辦理學校督導評鑑，內容包括：學生填

寫實習評鑑意見、機構回饋意見、學校督導意

見評估 

在一般課程部分— 

1.一般課程已由學校統一辦理教學評鑑 

二、本系續聘兼任教師皆考量教學評鑑之分數以

及學生反映，逐年篩檢留任表現優良之督導。 

目前每年皆留任 80％以上的兼任教師，如此

可維持教師之穩定性與教學品質。 

三、實習課程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教學課程，本

持續推動學校與本系之課程評鑑機制以及維持

兼任師資穩定之相關作法，並持續促進強化兼任

師資之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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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每年皆會辦理實習督導研習，強化實習兼

任教師之教學能力。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為彰顯該系碩、博士班辦學特色，宜積極

凝聚共識，考量該系師資專長，審慎規劃

教學目標，訂定較明確的專精範圍以及開

課的架構與原則。 

1.碩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

重新設計分類 

2.博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意圖

重新設計分類 

已於 103 學年度第 1 學期重新討論與調整碩士

班與博士班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示

意圖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士班部分】 

1.學士班課程設計宜強化綜融性課程內涵

與架構，並宜考量多開設「社會福利制

度及政策的暸解」學群之相關課程及單

獨開授「會談技巧」，俾利教育目標之

達成。 

1.學士班為培育綜融性的社會工作人才 

2.評鑑委員有所誤解，本系目前有關「會談技巧」

已在一學年上下學期各 3 學分的「社會個案工

作」及「社會工作實習一」課程中講授 

持續於「社會個案工作」及「社會工作實習一」

課程中講授會談技巧（「佐證資料 7-2-1」，頁

391）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士班部分】 

2.宜考量以四個類學群為課程規劃架構的

可行性及適切性，並據此適度調整課程，以

彰顯學士班課程設計之特色 

1.課程規劃為學生應具備的四個能力。 

2.給予授課老師有關課程與學生能力培養項目

對照表參考 

1.持續要求授課教師設計教學大綱時應考量與

教育目標以及核心能力之對應關係 

2.持續於課程委員會中討論，課程安排的妥適性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士班部分】 

3.宜於課程開授前，初步調查學生選課需

求，並據此安排適當之選修課程，俾利學生

學習需求之滿足。 

1.於開課前調查學生需求，運用現有機制或相關

管道如導生座談會 

2.持續收集系友、業界對課程建議 

每學期皆於課程委員會、系主任導師時間、導生

聚等機會與場合蒐集學生對課程開課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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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碩士班部分】 

1.宜加重碩士班社工實習指導教師的責

任，以強化實習督導的功能。 

未向評鑑委員明確說明： 

1.碩班實習前有實習計畫面談 

2.碩班實習中有個督、團督及機構訪視 

3.碩班實習結束有實習總報告、分享（海報） 

持續依照本系碩士班實習規章對碩士班實習督

導教師之要求，於實習前、中、後皆有個督與團

督，以確保實習品質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博士班部分】 

1.宜增加單獨為博士生開授選修課程，以

強化該系博士班課程設計的特色。 

開設博班選修課程 

已陸續開設「家庭社會工作」、「專題討論」、

「社工英文文獻」等博士班選修課程（「佐證資

料 7-2-2」，頁 403）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1.宜繼續爭取空間及更新改善教室設施及

相關的硬體設備（如：桌椅、投影機

等），期能為學生提供更佳的討論學習

之空間與設備。 

 

向學校爭取空間及更新改善教室設施及相關硬

體設備。 

近三年陸續更新本系小教室電腦設備、投影機；

更新系電腦室電腦設備；更新系辦影印機並增設

電腦，提供學生列印報告；更新碩博搬研究生研

究室桌椅及系電腦室桌椅；於小教室裝設冷氣機

供學生使用。 

學校也陸續更新大型教室之電子講桌設備，並裝

設冷氣機。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2.宜針對通過外語檢定之學生設置獎勵機

制，例如：工讀機會、獎助學金等，俾利學

生外語能力之提升。 

一、可由系所逕行改善部份 

1.學士班部份，各考試加考專有名詞、文章翻

譯，並分級給予獎狀，激勵學生 

2.碩博班部份，未來考慮英文能力門檻的設定、

或於入學考試時增加英文能力篩選項目 

二、運用學校獎勵或現有機制部份 

1.向學生宣導學校整體語文獎勵機制 

2.鼓勵學生參加英語中心線上測驗 

三、建議系學會辦理相關活動 

1.各學科專有名詞翻譯比賽 

有關於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自我改善決議執行

狀況中，有關於提升學生外語能力部分，除配合

學校所制訂的英文畢業門檻，積極鼓勵學士班學

生及早完成英語能力鑑定並登陸學生已完成的

英語能力鑑定證明檔案，並輔導無法通過英語能

力鑑定門檻之學士班學生選修英語課程。此外，

本系也積極邀請國外專家學者前來本系演講或

是帶領最新社會工作主題之工作坊，目的除了藉

此機會增加學生接觸英語之機會、增加學習英語

之動機，同時也增進學生吸收全球社會工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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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語語文競賽 

3.其他語文說寫比賽 

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佐證資料 7-2-3」，

頁 417。並請參見（「佐證資料 4-2-3」，頁 275）。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3.宜收集近五年專任教師接受地方與中央

政府委託研究報告、實習期末報告及碩博士

論文，存放於系學生圖書資源中心或系活動

教室，提供全系學生閱讀參考。 

1.請老師提供研究成果留存系圖。 

2.請學校提供空間及設備費用以存放相關資料。 

提供相關研究成果與圖書於系圖書室中供學生

參考。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4.宜更積極鼓勵學生出國參訪或境外研

修，俾利學生國際視野之拓展。 

鼓勵及宣傳相關國際參訪或境外研修訊息 
持續鼓勵學生參與國外交換學生，並提供學生有

關國外志願服務之獎學金。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系所共同部分】 

5.宜針對目前尚無國際生前來就讀之現

象，思考原因及因應對策，以利國際交流互

動成效之提升。 

99 學年度已有一位馬來西亞籍研究生就讀 

102 學年度有另一位馬來西亞籍研究生就讀 

目前有一位馬來西亞籍研究生就讀，並有數位中

國交換生及博士生。另每年辦理「兩岸三地社會

工作研究生論壇」以提升學生之國際交流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學士班部分】 

1.宜考量大二至大四採雙導師制，以減輕

導師輔導工作的負荷量，並提升學生輔

導之品質。 

1.目前本系學生對導師輔導品質反應甚佳 

2.爭取教師員額才能達成 

目前仍維持僅有大一雙導師，但各班導師與學生

間之溝通並無障礙，同時由系辦公室助教擔任助

理導師，協助處理學生輔導事宜。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學士班部分】 

2.宜考量將各年級之某一時段不排課，列為

目前本系學生未抱怨制度，個別會談、小組分享

或是全班聚會聯誼導師與學生可以自行約定時

間 

目前導師與學生間皆可自行約定時間，因此暫不

考量每一時段不排課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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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時間，以方便安排個別會談、小組分享

或是全班聚會聯誼。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碩士班部分】 

1.宜繼續向校方爭取空間，增加碩士生研究

室的設置。 

繼續向學校爭取研究生研究室空間 

有關於向學校爭取碩士班研究室空間部分，因為

本系已經有一間給碩士班研究生使用之研究

室，為有效利用空間，因此積極鼓勵碩士班學生

自我管理，不以個人物品長期佔用某個空間，以

增加公平性，此外，也汰換老舊座椅。附帶說明

的是，於民國 102 年將位於社會科學院四樓無

法真正提升系主任處理公務效能之社會工作學

系系主任辦公室，向學校爭取改為本系博士班學

生研究室，並爭取經費增設可供學生讀書討論之

設備，並且安裝獨立空調，使本系博士班學生擁

有研究室。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博士班部分】 

1. 宜增加博士班單獨開設的課程，以滿足

博士班學生修課的需求。 

 

開設博班選修課程 
已陸續開設以博士班學生為主之選修課程，例

如：家庭社會工作、專題討論、社工英文文獻等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宜積極鼓勵教師將論文投稿至具外審制

度之期刊；助教及研究助理，宜彙整國內外

相關領域之具審查制度期刊的投稿要求與

格式，提供教師投稿參考，以增加該系學術

論著的質量。 

蒐集國內外相關領域具審查制度期刊的投稿要

求與格式，供老師參考 

有關由本系收集投稿期刊訊息，徵稿訊息轉發本

系教師，以及請學校研發處提供有關申請研究經

費說明會執行之部分，本系行政同仁一收到相關

徵稿訊息，立即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本系教師，

同時本校研發處也已經開始辦理有關科技部各

類研究案補助申請說明會，也都將相關訊息轉寄

本系教師，鼓勵教師投稿與參與說明會。 



82 
 

評鑑委員改善建議 評鑑後續自我改善會議決議 改善作法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2.宜鼓勵每位教師每年都主動提出國科會

研究計畫申請，尤其是新進教師最好能善用

新進人員申請條件的優勢。 

鼓勵教師發表論文及研究申請，降低專任教師授

課時數。 

持續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研究，並承接各相關部

門之研究案。新進教師有 6 學分之授課鐘點優

惠，以鼓勵提出相關研究案申請（「佐證資料

7-2-4」，頁 419）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3.宜邀請相關領域之資深研究人員分享研

究經驗、計畫書撰寫與申請經驗，提供教師

申請國科會或其他政府單位研究補助案申

請之參考。 

1.提請研發處辦理全校性國科會計畫申請經驗

分享會。 

2.辦理相關領域之資深研究人員分享研究經

驗、計畫書撰寫與申請經驗活動 

已由研發處辦理相關申請經驗分享。本系教師間

亦針對相關申請經驗作交流（「佐證資料

7-2-5」，頁 421）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4.宜落實該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中

減免授課時數之規定，並考量調降新聘任教

師教學負擔的可能，以增加其從事研究的時

間。 

1.積極降低教師授課時數 

2.鼓勵老師研究、產學合作、辦理工作坊等 

新聘任教師已調降教學負擔。由於考量全系教師

教學負荷，因此符合減授鐘點之教師，均改採領

取鐘點費之方式，積極向學校爭取增加教師員

額，才得以落實教師減免授課鐘點之規定（「佐

證資料 7-2-6」，頁 423）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宜重新檢討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論文

指導規定，增加擔任指導教授人選，以降

低專任教師指導學生負荷量。 

1.安排論文寫作課程來降低老師指導負擔 

2.建議開設「seminar」或「英文文獻導讀」課

程，來增強學生論文讀寫的能力，藉此增加老

師與老師、老師與學生的交流機會 

博士班 seminar 課程內容，已於 102 學年度調

整學分數以及課程內容，以培養博士班學生論文

撰寫基本能力為主要內容。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2.宜搜集國內各大學相關學術期刊與電子

以系發展目標與特性為主軸搜集國內各大學相

關學術期刊與電子資料庫類型，研擬逐年推薦學

校圖書館採購相關圖書與期刊之計畫 

有關於加強購買圖書電子資料庫設備執行方

面，本系所分配到的圖儀設備費，都用於購買社

會工作領域的中西文書籍，也積極跟本校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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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類型，並以系發展目標與特性為主

軸，研擬逐年推薦學校圖書館採購相關圖書

與期刊之計畫。 

爭取，確保收錄社會工作相關期刊的電子資料庫

每年均購買。（「佐證資料 7-2-7」，頁 427）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3.宜建立教師與研究生的討論風氣，並鼓勵

研究生將論文改寫投稿至國際學術研討會

及具審查制度之期刊；針對具審查制度期刊

部分，宜以刊登在 TSSCI 期刊為目標。 

1.鼓勵教師與研究生建立討論風氣，並鼓勵研究

生將論文改寫投稿至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具審

查制度之期刊 

2.整理具體事蹟如產學合作相關資料 

 

積極鼓勵學生改寫論文發表於相關專業學會所

舉辦之研討會。同時也自行辦理相關研討會，提

供教師與研究生發表之機會，增進討論風氣。 

目前成效可參見表 5.3.3 第 65 頁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4.宜建立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寫作督導機

制，鼓勵博士班研究生將期末報告或學位論

文改寫，投稿於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具審查制

度之國內外學術期刊。 

博士班尚未討論 
辦理相關論文寫作之工作坊，鼓勵博士班學生書

寫與投稿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5.宜鼓勵資深實務工作背景之博士班研究

生，結合實務工作經驗，發展並從事行動研

究或實務服務成效評估之研究，做為建構本

土社會工作實務工作模式或理論之基礎。 

鼓勵資深實務工作背景之博士班研究生，結合實

務工作經驗，發展並從事行動研究或實務服務成

效評估之研究 

持續鼓勵資深實務工作背景之博士班研究生，結

合實務工作經驗，發展並從事行動研究或實務服

務成效評估之研究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加強與其他國家之學術交流 

有關於加強與其他國家學術交流部分，本系近年

來除固定舉辦或是參與兩岸三地研究生論壇，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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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於國際交流方面，除至國外機構參觀或大

陸學術交流外，亦宜加強與其他國家之學術

交流，俾利確實提升學生國際觀。 

本系研究生有機會和其他國家研究生交流之

外，同時 102 學年度本系同時獲得學校重點計

畫以及教學亮點計畫經費補助，讓本系得以邀請

知名社會工作學者，如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社工學

院教授 Prof.Mark Singer、斯洛維尼亞（Slovenia）

盧比安納大學社會工作學院 Darja Zaviršek 教

授、英國 Durham 大學應用社會科學院 Lena 

Dominelli 教授、加拿大 Wilfrid Laurier 大學

Deena Mandell 教授、英國 York 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 Ian Shaw 教授、加拿大滑鐵盧大學蕭秀慧

副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工作學院方翎副

教授、香港理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徐明心教

授、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李潔文副教授等等」

前來本系演講交流，提供本系師生與其他國家學

術交流。 

五、畢業生表現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參考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對專任師

資名額的反應，增加專任師資名額。 

 

 

向學校爭取提高教師員額 

有關向學校爭取專任教師名額一事，由於董事會

已經核定本系專任教師名額為 13 名，從第一週

期評鑑結束之後至今，未有任何機會能夠向學校

爭取。 

五、畢業生表現 

【學士班部分】 

1.宜提早進行學生生涯規劃輔導，利用實習

（一）課程讓學生瞭解各領域社會工作情

1.加強課程配合，如ICF、保護性社工、學校社

工等 

有關於協助學生擬定生涯發展方向方面，本系積

極於各課程中，藉由各種機會讓學生瞭解社會工

作不同實務領域的特色及所需要的能力，例如：

實習一的老師在課程中協助同學準備實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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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輔導學生依照興趣領域規劃選修課

程；而於實習（二）課程選擇進入該領域

實習，並協助運用實習（三）的機會，深

化對該領域之瞭解與能力，逐步確定志

向，以儲備從事該領域社會工作之知能，

進而提升就業競爭力。 

書撰寫時，即會針對不同領域的要求與學生的特

質間的適合程度，加以分析，讓學生瞭解；實習

一專題時間邀請在不同領域實習或是工作的學

長姊分享經驗，做為學生的參考；此外，本系除

了在課程中經常安排同學至不同的社會工作機

構參訪，同時每學期也向學校就友室申請補助，

設計不同的參訪行程，讓同學自由報名參加。

（「佐證資料 4-3-3」，頁 293） 

五、畢業生表現 

【學士班部分】 

2.宜進一步探討雇主對畢業生表現反應兩

極化之原因，並謀求因應策略。 

繼續蒐集畢業生就業狀況及雇主意見 

有關就業訊息方面，本系一收到各機構傳來的就

業徵才訊息，都立即在本系網頁上公告，讓學生

立即獲得相關訊息。（「佐證資料 7-2-8」，頁

429） 

五、畢業生表現 

【碩、博士班共同部分】 

1.宜繼續蒐集畢業生就業狀況，徵詢對該系

師資與課程設計的意見，以掌握學校教育回

應就業需求的情況。 

1.繼續蒐集畢業生就業狀況 

2.辦理就業講座 

3.就業訊息公告 

有關關收集畢業生就業狀況及雇主意見方面，本

系除積極建立畢業生就業狀況檔案外，各老師也

利用訪視本系學生機構實習的機會，瞭解雇主對

本系畢業生的意見，並將雇主意見帶回本系各項

委員會中討論，作為本系教育學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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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在行政管理與改善方面，本系均以各委員會先擬出相關處理原則或是建議處置方法，並

提交系務會議共同討論與決議，因此本系各項事務均由系上專任教職員共同參與解決。 

問題與困難 

本系目前所遭遇最大的困境，在於專任教師員額不夠。本校董事會核定本系專任教師員

額為 13 名，然而近年來學校對於僑生，境外生，交換生等外加學生名額不斷增加，致使本系

學士班學生人數增加，每一班級都面臨學生人數過多，無法以小班進行較為深入的實務教學

的窘境。 

另也因教師教學負擔過重，在研究表現以及與博士班學生共同進行研究的狀況上就相對

無法負擔太多。 

改善策略 

增進運用廣大系友之人力，協助學生學習，增加本系提供相關學習資源之豐富程度。另，

因本系碩、博士班有超過一半是在職進修，在實務工作界有一定之影響力，除善用本系碩、

博士班學生帶動學士班學生之學習，以減輕專任教師負擔外，也計畫善用碩、博士班學生在

職之優勢，帶動更多社會工作實務人力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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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一)近三年專任教師教研發成果 

學校系所 
學年

度 

教師 

人數 

專書 

著作 

論文 

著作 

研討會 

著作 

科技部

(國科會) 

計畫數 

1.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1 13 3 16 10 5 

102 13 3 9 17 2 

103 13 1 9 5 2 

2.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01 -------- 4 18 24 6 

102 -------- 3 16 16 5 

103 15 2 5 2 7 

3.國立暨南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101 -------- 3 16 17 4 

102 -------- 2 10 15 3 

103 15 1 1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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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SWOT 分析(101 學年度至 103 學年度) 

 機會（O） 威脅（T） 

擴
展
學
系
資
源 

學
生
的
學
習
與
就
業
機
會 

國
際
化
的
需
求 

跨
區
域
的
學
術
交
流
合
作 

社
會
對
社
會
工
作
的
重
視

與
需
求
大
增 

同
性
質
科
系
數
量
增
加 

學
生
素
質
降
低 

教
育
部
補
助
逐
年
遞
減 

系
上
師
資
支
援
學
校
行
政 

被
科
層
化
的
社
會
工
作 

強
點
（S

） 

發展目標明確 ◎ ◎ ◎ ◎ ◎     
 

教學與研究並重 ◎ ◎ ◎ ◎ ◎     
 

委員會制度健全 ◎ ◎         

與國外各校連結交
流 

◎ ◎ ◎ ◎ ◎      

師資結構分工優良 ◎ ◎ ◎ ◎ ◎    ◎  

教師擔任學術社群
中重要的服務工作 

◎ ◎ ◎ ◎ ◎      

積極熱誠有效率的
行政團隊 

  ◎ ◎ ◎      

循序紮實的通才及
實務取向課程設計 

◎ ◎ ◎ ◎ ◎      

培育碩博士生的計
畫 

◎ ◎ ◎ ◎ ◎ ◎  ◎ ◎  

培育大學生的計畫 ◎ ◎ ◎ ◎ ◎ ◎ ◎ ◎ ◎  

歷史悠久系友龐大 ◎ ◎  ◎ ◎     
 

弱
點
（W

） 

教師教學負擔過重  ◎ ◎   ◎ ◎  ◎ 
 

學生共同使用空間
過少 

◎  ◎  ◎ ◎ ◎ ◎ ◎  

地理位置的侷限      ◎ ◎ ◎   

與其他同性質學校
的競爭 

◎  ◎   ◎  ◎ ◎  

註 1：SWOT 分析之意涵 S：Strength，W：Weakness，O：Opportunity，T：Threat。 

註 2：◎表示要因 

註 3：系所應自訂強點、弱點、機會、威脅之各項觀察指標 

 

觀 

察 

指 

標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觀 
察 

指 
標 



89 
 

SWOT 結果說明 

1. Strength 

 本系在學系發展規畫、師資與行政人力、課程規劃與學生養成、系友資源等多方面均有

突出的優勢，其中： 

(1) 學系發展規畫：本系具有清楚的發展目標，並著重教學與研究的平衡。而學系發展所需之

各式委員會不僅齊全、工作指標明確且均穩定運作。近年更強化與國外社會工作系所的交

流與合作計畫，增進本系在國際的參與能力。 

(2) 師資與行政人力：本系專任教師組成完成，且多位教師領有相關專業證照，並積極參與國

內外之各式社會工作專業組織及非營利組織，而兼任老師均為傑出實務工作者。另一方

面，本系具有積極且有效率的行政團體，有效協助本系的運作。 

(3) 課程規劃與學生養成：對於學士、碩士到博士班的課程規劃，本系都分別有清楚的開設與

核心能力指標，不僅課程類型多元、課程內容札實且都能大量融入實務工作現況。社會工

作實務的規定亦清楚明確，並透過實習委員會定期掌握學生實習狀況，即時調整實習課程

內容。 

(4) 系友資源：本系歷史悠久，已經培養出數量可觀的系友，其已經能對本系的發展與教學提

供重要的協助。 

 

2. Weakness 

(1) 授課時數：專任教師之授課時數負擔較重(尚須要他校同質系所資料協助比對)。 

(2) 修課人數過多：因本系同一年級有雙班，再加上校內他系學生、大陸與港澳籍學生及他

校交換學生，諸多選修課程會出現超過 60 人修課，不僅影響較學效果(尤其需演練工作

技巧之課程)，也增加教師授課負擔。 

(3) 實務演練空間與設備不足：因專業特性之故，含有社會工作技巧演練之相關課程，多需

要足夠之演練空間，與相關輔助演練之教學器材，惜，本系在此與其他學校相比甚為懸

殊。 

 

3. Opportunity  

檢視本系已具有的優勢及臺灣社會環境的變遷下需要聘用許多社工員，可發現本系在未

來發展上的很多機會，其中因本系具有清楚與完備的發展規劃、課程規劃與師資組成，有助

於學生接受結構完整且品質良好的社會工作教育訓練，有助於增進未來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而本系與國外社會工作系所的良好互動，亦有助於提升本系在社會工作專業中的能見度，再

結合當前我國社會對社會工作的重視與需求的增加，本系應可藉由此契機，協助本系拓展未

來學系發展所需資源。 

 

4. Threat 

同樣的社會環境變遷，亦對本系帶來可預期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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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其他社會工作系所的競爭：社會工作系所數量猶在成長中，加上大學入學人數的逐

年減少，對於本系學士班的招生狀況勢必有所衝擊。 

(2) 碩士與博士學位光環的減退：因社會工作職場中對碩士學位及社工師證照的加給二選一

現況，與近年台灣社會年輕學子對就讀碩士與博士學位期待的降低，亦可能對本系在碩

士與博士班招生產生影響。 

(3) 大量進入科層化的社會工作者：近年社會出現以進入穩定公家單位或能提供工作穩定之

公司行號工作之社會氛圍，因此，會有以考取國家考試或專業證照為首要目標之學生，

然，這樣的氛圍，是否可能對大學社會工作教育目標及課程規劃帶來影響，猶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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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他校同質系所之系 SWOT 分析(101 學年度至 103 學年度) 

學校系所 Strength Weakness 

1.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 系所發展目標清楚 

2. 課程設計完整，並對課程結構逐

年進行檢討與聘請他校專家檢

驗 

3. 具有資深實務經驗之臨床教師

人力豐富 

4. 博士班學生有豐沛機會參予教

學，有助其累積備課與教學經驗 

5. 系友資源豐沛 

1. 教師教學時數負荷較重 

2. 因大學部學生人數較多，常見大

班教學情況，對部分課程之學生

學習有所影響 

3. 實務演練空間與設備較為不足 

4. 受限教師研究領域較為多元，共

同組成研究群較為不易 

2.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 師資之專長領域較為集中，較具

有系所內研究群組成可能性 

2. 多元的跨校選課設計 

3. 研究表現亮眼，且具有穩定發

刊、評價良好之刊物 

4. 教師人力豐沛 

5. 地緣優勢，教師參與政策擬定之

機會較多，學生亦有較多學習機

會 

1. 實務性課程較為缺乏 

2. 與系友的連結性尚待強化 

3.國立暨南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 

1. 與在地社區連結強、互動密切，

多堂課程均有融入在地議題或

與社區組織合作 

2. 具有課程學群規劃，有助學生系

統性學習 

3. 具有穩定發刊且評價良好之刊

物 

4. 具有穩定運作之研究學群 

1. 教師教學時數負荷較重 

2. 實務性課程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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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系所 Opportunity Threat 

1.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 學生訓練養成計畫完整，與多所

國內外學校進行交換學生或跨

校選課 

2. 近年強化與國外學校教師之交

流、互訪活動，提升國際能見度

與專業交流機會 

3. 社會需要大量社工員，本系強調

實務之訓練，培養學生具有就業

之優勢 

1. 除本校外，我國其他間同時授有

社會工作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

之學校均為國立大學，對招收學

生會帶來影響 

2. 我國整體研究經費的未成長，有

礙研究計畫獎勵與各校獲取研

究補助的機會 

2.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 該校為我國學術表現領先之學

術性大學，再招募學生上具有較

多優勢 

2. 國際化高，與國外大學間的聯繫

密切 

3. 獲得國家補助多年期的額外預

算，有利整體發展 

1. 博士班開設較晚，課程內容與畢

業生發展狀況都尚待觀察 

2. 畢業生之專業表現獲肯定，然，

在實務工作的任職周期較短 

3.國立暨南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 

1. 建立與主導中部新設相關系所

之策略聯盟，強化專業社群能量 

2. 與多所國外大學簽訂校際學術

交流合約 

1. 地理區域位置因素，對招生與兼

任老師聘任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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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結 

總結本次評鑑的項目的簡要結語如下： 

在「項目一、教育目標」方面 

本系所規劃的教育目標，綜合而言，學士班是以培養社會工作綜融性人才為主，碩士班

是以培養社會工作中階社工員為主，博士班是以培養社會工作機構研究，領導，政策制定人

才為主。整體而言，此一教育目標皆朝向發展實務能力、實務研究取向以及實務與學術綜融

的特色目標。 

在「項目二、課程設計」方面 

在第一週期評鑑結束之後，本系課程設計的特色在於完全依照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安排的對應圖安排課程，而且教師在設計課程時，同時必須考慮該課程所屬的核心能力，

以設計出可以培養該能力的課程內容為主要考量。此外，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議題/社會工作職

場中所需要的能力，也是本系在安排課程注重的因素，因此在每一學期的課程委員會中，也

會同時關注社會變遷的新興議題，作為是否需要調整課程，發展新課程的依據。 

在「項目三、師資教學」方面 

本系教師專長均符合且能達成本系各學制之教育目標，除教學之外，也在研究與社會服

務方面多所盡力。本系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除了有明確的授課大綱，於學校規定時間內上

網公告，同時課程內容著重理論與實務並重，並採取多元之教學方法。 

在「項目四、學習資源」方面 

本系在學習資源上努力地申請各項經費來提供學生各種課外的學習活動，並透過系辦公

室作為協助學生學習的轉接站，協助學生進行更好的學習。而強調社會工作學系的社會行動

實踐的特色，本系亦積極促進學生參與各種社會行動與學習。 

在「項目五、學習成效」方面 

整體而言，本系學士班學生在系上教師的鼓勵及引導下，透過實習整合及內化社會工作

知識，同時學生們也透過實習總報告及實習成果發表來展現學習成果。博、碩士班研究生大

多數具有豐富的實務工作經驗，在本系教師的鼓勵與指導下，可以充份地將工作經驗與學術

學習相結合。另外，在專業表現方面，本系在職的博、碩士班研究生也多能將在本系的學術

學習成果應用至自己的實務工作中，並積極將實務工作經驗與學術學習成果分享給學生及社

會工作社群，對於社會工作社群及社會做出重要的貢獻。 

在「項目六、生涯追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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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利用各種管道追蹤系友最新最正確的近況，其中博碩士班畢業生追蹤以電子郵件、

臉書為主，另可掌握各班主要聯絡人，必要時請系友代為尋找系友。有關學士班畢業生追蹤

方面，以電子郵件、臉書為主，掌握各班主要聯絡人，必要時請系友代為尋找系友。 

在「項目七、整體改善」方面 

在行政管理與改善方面，本系均以各委員會先擬出相關處理原則或是建議處置方法，並

提交系務會議共同討論與決議，因此本系各項事務均由系上專任教職員共同參與解決。 

 

整體而言，本系在有限的金錢、人力與資源的狀況下，持續堅持為社會工作教育盡力培

養新的社會工作者。具體而言，在過去三個學年度中，不僅爭取校內「系所重點發展計畫」、

「特色教學亮點計畫」、「卓越教學計畫」等各項經費補助，也主動向各個民間基金會、社

工組織申請經費或是合辦各項活動，以提供學生充實在課程之外的學習機會，同時也為本系

教師帶入更多的學術領域資源與新觀點。 

在國際化程度的努力上，本系積極邀請不同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斯洛維尼亞、中

國、香港）的社會工作領域學者與實務工作者至臺灣進行演講/工作坊，除了提供本系教師與

學生接觸不同區域社會工作觀點之機會外，也實質地提供本地社會工作實務界更多的學習機

會，讓本系與實務工作界有更多的互惠機會，也創造更多未來可協助學生學習之人力與社會

資源。 

在促進學生學習上，本系除了在正規課程具有定期改進之機制以改善學生學習外，也積

極創造學生進行各項課程外之學習機會。具體作為包括安排各項參訪行程，也帶領學生進行

深度的社會實踐。以社會工作的科系特色而言，整合式的學習是培育一位有能力、有熱情的

社會工作者的重要方法，而「實作」的歷程正是反饋學生整合式學習的最佳場所。在這三個

學年度中，除了持續帶領學生實地至原住民部落帶領營隊外，也帶領學生參與各項社會運動，

深度參與各項社會實踐，得以培育學生作為未來願意投入社會改革的社會工作者。 

總結來說，本系在正式資源有限的狀況下，不斷找尋新的資源、創造新的學習機會、提

供學生豐富的學習管道、促發學術與實務間更多合作互惠的可能。正如同社工要在有限的資

源下創造出最大的可能性一般，相信我們的努力也會是學生學習的一項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