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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第八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27日 (星期日) 上午 10 時 

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大學社工系館 401 會議室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號) 

出席人員：應出席理事 27人：實際出席 14 人；應出席監事 9人，實際出席 5人。 

列席人員：本會秘書處行政人員 

指導單位：內政部 

主席：馮燕理事長 

 

一、 主席致詞 

二、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及工作報告 

 (一) 首爾國際會議 

1. 2016年全球會議將在 2016 年 6月 27 日至 30 日於首爾舉行，主題為「促進

人性尊嚴與價值」，3 月 27 日將舉辦第一次組團籌備會議。 

2. 本會舉辦的兩場工作坊 Long Term Care Policy in Changing Asia、Disaster 

Management in Changing Asia，分別各邀請到三位講者進行報告。 

 

     (二) 台日韓三國會議 

          1. 2016 年台日韓三國會議將於 6月 26 日在首爾舉行，今年會議主題為

「Community Welfare Service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Fund-raising, 

Volunteer, CSR of business group, etc」，每國代表約 20 名 (詳附件一)。 

 

     (三) 國際會務報告： 

          1. 瑞典籍的 Eva Holmberg-Herrström 當選總會會長。 

          2. 蒙古已正式加入東北亞區會員。 

 

三、 討論提案 

   【案一】本會 104 年度工作報告與決算，提請  討論。 

說明：104年度工作報告與收支決算表，詳附件二與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二】有關章程修改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擬修改章程，提請討論。經會員大會議決後，將依法送主管機關核備 (章

程及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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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三】有關首爾國際會議及三國會議補助審查之審查委員，提請  討論。 

        說明：本會獲衛福部補助出席首爾國際會議及三國會議，首爾國際會議補助申請

預計至 4月 8日(五)截止，並於 4月 22日(五)前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 (詳

附件五)。 

        決議：授權理事長邀集 3至 5 位審查委員進行審查。 

 

【案四】有關 ICSW 總會會務選舉提名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國際總會及東北亞分會開放職缺如下，可於 4 月 2 日前向總會提名。 

1. 總會職務 

A. Treasurer 

  B. Member of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coming from members listed below 

who pay six or more shares (包括澳洲、德國、日本、韓國、瑞典、荷

蘭) 

2. 區域(東北亞)分會職務： 

     A. Regional President 

B. Regional Treasurer 

C. Regional Vice President 

D.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r Board 

決議：本次不主動提名候選人，待未來當選會長者主動邀請，再行決定本會欲擔

任之分會職務。 

 

【案五】有關新會員申請入會事宜，提請  討論。(詳附件六) 

說明：105年收到鄭期緯助理教授、賴月蜜助理教授、陸宛蘋教授申請加入個人

會員、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申請加入團體會員之申請書，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四、 臨時動議 

【案一】聘請陸宛蘋教授擔任本會顧問，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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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e 21st Tri-Lateral 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al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1. Purpose  

- To search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strategy through discussing 

current social issues in Korea, Japan, and Taiwan. 

- To strengthen and maintain relationship of social welfare among Korea, Japan, and Taiwan 

through shar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elfare. 

 

2. General Information 

- Date : June 26(Sun), 2016 

- Venue : Coex Convention Center  

- Host : Korea 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 Expected Participants : Approximately 80 people 

(About 20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country)  

- Contents : 

1)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2) Welcome Reception 

 3) Gala Dinner  

 

     * Field visit program for Tri-lateral conference shall be replaced by programs of the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rganized by 

Korea 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KNCSW), Kore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KASW), Korean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Education(KCSWE), and Seoul 

Welfare Foundation(SWF) (June 27~28, 2016). There are limited seats available,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register online as soon as possible. 

http://www.swsd2016.org/eng/sub04_4.php.  

 

3. Seminar 

-  Themes : Community Welfare Service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Fund-raising, Volunteer, CSR of business group, etc.,  

-  Speaker :  Two speakers from each county (30min or less) 

- Language : All presentations will be addressed in the speakers’ native language.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will be provided during whole 

seminar session. 

 

http://www.swsd2016.org/eng/sub04_4.php


 
II. Other information 

 

1. Program & Schedule 

 

 6.26(Sunday) 

11:30-12:00 Registration for Tri-lateral Conference 

12:00-12:30 
Welcome Lunch 

12:30-13:00 

13:00-13:30 Keynote speech 

13:30-14;00 Presentation 

(Korea) 14:00-14:30 

14:30-15:00 Coffee Break 

15:00-15:30 Presentation 

(Japan) 15:30-16:00 

16:00-16:30 Presentation 

(Taiwan) 16:30-17:00 

17:00-17:30 Q&A / Discussion 

17:30-18:00 Coffee Break 

18:00-21:00 Dinner 

 

2.  Important Deadline 

- Please submit the speaker’s name and the title of presentation by April 15, 2016. 

- Please submit the entire papers(written in native language) by May 15, 2016. 

(about 10 Pages in A4 Size) 

 

3.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form is on the last page of announcement. Please submit the registration forms 

by April 15, 2016. 

 

4. Expense 

The participants are expected to pay for their own roundtrip tickets and accommodations. 

The transportation and meals will be provided by KNCSW. 

 

 



 
5. Accommodation 

- Intercontinental Seoul COEX (5 stars)  :  

1)  Room rate (including service charge & tax) : KRW 272,250 (about US $230 per night)  

2)  Room Type : Twin or Double 

3)  Transportation :  Directly Connected to Coex Conventional Center 

 

- Ramada seoul (4 stars)  :  

1)  Room rate (including service charge & tax) : KRW 133,100 (about US $115 per night)  

2)  Room Type : Twin or Double 

3)  Transportation :  Two subway stops away from the Venue (Total 11 min) 

 

6.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SWSD 

2016)  will be held during June 27-30, 2016 in the Coex, Seoul, Korea. It is hosted 

internationally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IASSW),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ICSW), and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IFSW); and hosted locally by Korea 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KNCSW), 

Kore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KASW), Korean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Education(KCSWE), and Seoul Welfare Foundation(SWF).  Prof. Heung Bong Cha, 

President of the KNCSW is the Standing Chair of SWSD 2016. 

The official conference program will include Plenary sessions, Symposia, and Workshops; 

with Opening/Closing Ceremonies, Welcome Reception, Cultural Night, and Conference 

Dinner among the Social Events. The official conference languages will be English, Korean, 

partially Japanese and Chinese. This conference will be a successful global academic festivity 

of exchanging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lease refer to below website (http://www.swsd2016.org/) for details.  

 

 

 

Conference Organizer 
 

   Korea 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5Fl,  Renaissance Bldg., 456 Gongdeok Dong, Mapo-gu, Seoul, 121-020, Korea   

  Tel :＋82-2-2077-3979  Fax :＋82-2-2077-3948  E-mail : ikncsw @gmail.com 

 

http://www.swsd2016.org/


 
The 21st Japan-Korea-Taiwan 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al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Registration Form 

 
Please complete this form and return it to KNCSW by April 15, 2016.(Email:ikncsw@gmail.com)   

 

▣ Events 

Please check(v) in the boxes.  Yes    No 

(1) Welcoming Lunch (June26)            □         /           □ 

(2) Seminar (June 26)                       □         /           □ 

(3) Gala Dinner  (June 26)                    □         /           □ 

(4) Joint World Conference              □         /           □  (Need separate registration) 

 

▣ Hotel Reservation  

 Intercontinental Seoul COEX   (    )     Ramada Seoul   (    ) 
 

Please check(v) in the boxes.             Double            Twin    None 

(1) June 26, 2016 (Sun)     □  /          □  /        □   

(2) Other days if you want to make a reservation  (                  ) 

(3) Other preference           

□ Smoking     □ Non-smoking 

□ Bathtub       □ Shower-booth 

If you choose “Twin,” please write down the name of your roommate. 

 

Title： □Dr. □Prof. □Ms. □Mr. (Please check in the box.)  Gender：       Age：_______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Chinese Character) 

Organization：  

（English)   :       

(Chinese Character）:   

Position in organizatio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nese Charac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al Address of your Organ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 ___________________ Fax：  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 

Name：            Organization：          Position：    



附件 2 

104年度工作報告 

 

 

2015-2016

年台灣社

會工作與

國際接軌

交流計畫 

 

 

 

 

 

 

 

 

 

 

 

 

 

 

 

 

 

 

 

 

 

 

 

 

 

 

 

 

一、2015-2016年台灣社會工作與國際接軌交流計畫 

本次會議主題為「促進人性尊嚴與價值」，會議之子議

題依據 2016年首爾全球聯合會議，104 年 9 月 11日舉辦於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共 135人參與。 

 

 活動照片 

 

 

 

 

 

 

 

 

 

 

 

 

 

 

 

 

 

 

 

 

 

 

 

 

 



 

 

2015-2016

年台灣社

會工作與

國際接軌

交流計畫 

二、英文摘要寫作工作坊 

為協助有意願參與在韓國首爾舉行的 2016 年社會工

作、教育及社會發展聯合全球研討會的社會工作、社會福利

實務機構人員及研究生能夠向首爾研討會籌備會投遞英文摘

要，特別分別在北、中及南部規劃三次的小型英文摘要撰寫

工作坊。藉由參與國際研討會經驗豐富的學者或專家來擔任

講員，當場個別協助完成參與者的摘要撰寫，工作坊場次與

時間地點分別如下，共計 40人參與。 

 

1. 北區：9月 19日於台北大學建國校區自強大樓 205室 

2. 中區：9月 19日於台中市愛心家園 B1視聽教室 

3. 南區：9月 25日於高雄醫學大學濟世大樓 9F915會議室 

 

 活動照片 

 

 

 

 

 

 

 

 

 

 

 

 

 

 

 

 

 

 

 

 

 

 

 



2015-2016

年台灣社會

工作與國際

接軌交流計

畫 

 

 

 

 

 

 

三、英文報告 PPT 製作、口頭報告訓練、Poster及 

E-Poster製作工作坊 

近年國際研討會的報告形式正在改變，除了最典型的

口頭報告之外，還有 Poster 或 E-Poster 的型態。為協助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實務機構人員及研究生能夠準備英文

報告 PPT、口頭報告、Poster或 E-Poster製作，藉由參與

國際研討會經驗豐富的學者或專家及專業英文講師來擔任

講員及訓練講師，並儘可能有機會當場做一對一的給予指

導，工作坊場次與時間地點分別如下，共計 31人參與。 

 

1. 北區：11月 13 日於淡江大學城區部電腦教室 D305 

2. 中區：9月 19 日於台中教育大學求真樓 4F第二會議室 

3. 南區：9月 25 日於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

心 314教室 

共計 31人參與。 

 活動照片 

 

 

 

 

 

 

 

 

 

 

 

 

 

 

 

 

 

 

 



 

2015-2016

年台灣社

會工作與

國際接軌

交流計畫 

 

四、出席 2015 年 ICSW東北亞區域會議計畫 

本次東北亞區域會議主題為長期照顧，並參訪香港房屋

協會之彩頤居以及東華三院之賽馬會復康中心，會議時間

為 104年 11月 5日至 104年 11月 6日於香港，共 15 人參

與。 

 

 

 

 

 

 

 

 

 

 

 

 

 

2015第二

十屆台日

韓三國國

際社會福

利研討會 

2015第二十屆台日韓三國國際社會福利研討會 

     本次會議主題為「臺日韓當前社會福利議題：社會工作

者人身安全、社會照顧與民間社會福利組織之角色」，104年

12月 2日舉辦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01會議廳，本國專

家學者 15位，日本專家學者 13位，韓國專家學者 14位，共

計 184人參與。 

 

 

 

 

 

 

 

 

 

 

 

 

 



＄ 6,696 ＄

223,319

92,962

80,571 ＄

146,959

2,000 ＄

9,646

＄ 562,153

＄

＄

＄

＄ 562,153 ＄

餘絀總額 (219,766)

流動資產總額 餘絀

負債總額 781,919

基金及餘絀總額 (219,766)

  累積餘絀 52,563

  本期餘絀 (272,329)

  銀行存款-郵局#5787

  應收輔助款

流動負債總額 781,919

  應收帳款

  預付費用

  銀行存款-台銀   應付費用 219,842

  銀行存款-郵局   其他流動負債 162,077

金額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零用金   其他短期借款 400,000

資產總額 負債基金及餘絀總額 562,153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平衡表

民國104年12月31日
資產項目 金額 負債基金及餘絀項目



金額

100,000

375,000

829,923

146,959

96,875

840

248,831

189,271

112,889

778,597

160,077

829,923

本期餘絀 (272,329)

支出總額 2,070,757

費用率  115.14 %

支出

  行管費用

  國際會費

  業務推廣費-三國

  業務推廣費-國際交流

  業務推廣費-國際交流-衛福部

  利息收入

收入淨額 1,798,428

收入

  捐款收入-個人

  捐款收入-團體

  政府輔助收入-衛福部-公彩

  會費收入

  其他收入-1040430

  政府輔助收入-衛福部-公彩-三國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損益表

期間:104年1月1日 至 104年12月31日 1
項目名稱 小計 總計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章程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草案 原章程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本會會員分團體會員與個

人會員兩種，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經本會會員

二人推薦，得申請加入本

會： 

1. 全國性或省（市）、縣

（市）及社會福利機

構、團體、單位暨社會

學和社會工作等有關教

育機構及單位，均可申

請加入本會為團體會

員。 

2. 社會福利行政人員、社

會工作者、及從事社會

福利事業者、社會福利

學者均可申請加入本

會，為個人會員。 

3. 凡熱心社會福利之機

構、團體或個人，可申

請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

或個人會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分團體會員與個人

會員兩種： 

1. 全國性或省（市）、縣（市）

及社會福利機構、團體、

單位暨社會學和社會工

作等有關教育機構及單

位，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

團體會員。 

2. 社會福利行政人員、社會

工作者、及從事社會福利

事業者、社會福利學者均

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個人

會員。 

3. 凡熱心社會福利之機

構、團體或個人，經本會

會員二人介紹可申請加

入本會為團體會員或個

人會員。 

 

 

 

 

1. 依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八屆第三次理

監事會議之決議，

增列所有會員申請

入會，須經本會會

員二人推薦。 



第十二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組成

理事會；監事五人，組織

監事會；另置候補理事五

人，侯補監事一人，由會

員大會採無記名連記法選

舉之。 

第十二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組成

理事會；監事九人，組織監

事會；另置候補理事九人，

侯補監事三人，由會員大會

採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1. 依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八屆第三次理

監事會議之決議，

考量理監事人數眾

多，不易召開理監

事會，將理事由二

十七人調整至十五

人，監事由九人調

整至五人。 

2. 配合理監事人數調

整，將候補理事由

九人調整至五人，

候補監事由三人調

整至一人。 

第十三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

均由當選理監事中分別互

選之。 

第十三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九人，監

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均由

當選理監事中分別互選之。 

1.依 104 年 12 月 18

日第八屆第三次理

監事會議之決議，將

常務理事人數由九

人調整為五人，常務

監事人數由三人調

整為一人。 



第二十一條： 

本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

人，副秘書長一至二人，

財務長一人，襄助理事長

推行會務，其人選由理事

長提名送請理監事會通過

後聘任之，並送主管機關

備查，解聘時亦同。 

第二十一條： 

本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

人，財務長一人，副秘書長

一人，襄助理事長推行會

務，其人選由理事長提名送

請理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並送主管機關備查，解聘時

亦同。 

 

1. 增列得設副秘書長

一至二人，以符合

會務執行之需求。 

第二十二條： 

秘書處下得設行政、會

務、國際關係、研究出版

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幹事若干人，由秘書長提

請理事長聘任之。 

第二十二條： 

秘書處下設行政、會務、國

際關係、研究出版四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幹事若干

人，由秘書長提請理事長聘

任之。 

1. 增列「得」字，以

因應會務需求設

組，維持會務推動

之彈性。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理事會與監事會每六

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

得召集臨時會議。以上各

種會議均由理事長及常務

監事召集人分別召集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理事會與監事會每六個

月舉行一次，常務理事會與

常務監事會每三個月舉行一

次，必要時均得召集臨時會

議。以上各種會議均由理事

長及常務監事召集人分別召

集之。 

1. 刪除每三個月舉行

一次常務理事會與

常務監事會之規

定，得依需求召

開，以增加彈性。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組織章程 

 

77.3.3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78.4.8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正第 12,14條 

97.10.30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第 12,13條 

103.03.08第 7屆第 3次會員大會修正第 28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英文名稱為「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Taiwan，ROC.」(以下簡稱本會)，係非政

治性非營利性之民間組織。 

 

第二條：本會以增進全國性和地方性社會福利機構團體之合作與協調，並加強國

際間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組織聯繫與合作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會員國之一。 

 

第四條：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並得在各省（市）縣（市）設

置支分會，其組織簡則另定之。 

 

第二章 任務 

 

第五條：本會之任務如下： 

1. 闡揚本會宗旨。 

2. 促進社會工作人員、社會福利機構與團體相互訪問，交換經驗。 

3. 組團代表國家出席各種社會福利會議。 

4. 研究社會福利，介紹國際社會福利新知。 

5. 策劃並推展社會福利服務。 

6. 動員並運用社會資源、聯合工商企業、基金會及社會人士，倡辦社

會福利事業。 

7. 其他有關社會福利研究及執行事項。 

8. 接受政府及有關機關團體委辦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本會會員分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兩種： 

1. 全國性或省（市）、縣（市）及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單位暨社會

學和社會工作等有關教育機構及單位，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團體會

員。 

2. 社會福利行政人員、社會工作者、及從事社會福利事業者、社會

福利學者均可申請加入本會，為個人會員。 

3. 凡熱心社會福利之機構、團體或個人，經本會會員二人介紹可申

請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 

 

第七條：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申請入會，須經本會理監事審查通過報經主管機關

核備後，方得成為本會會員。團體會員得派代表一人，其權利義務同個

人會員。 

 

第八條：本會會員所享之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三、創製權及複決權。 

四、出席各種國際性、全國性社會福利之權。 

五、其他依章程應享之權。 

 

第九條：本會會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事項。 

二、擔任本會指定之各種職務與工作。 

三、繳納會費。 

四、出席會員大會。 

 

第十條：凡違反本會章程或破壞本會會譽，或未盡會員應盡之義務之會員，經監

事會之決議予以警告、或註銷會籍。 

 

第十一條：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在會員大會閉幕期間由理監事會代

行職權。  

 

第四章 理監事會 

 



第十二條：本會置理事二十七人，組成理事會；監事九人，組織監事會；另置候

補理事九人，侯補監事三人，由會員大會採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第十三條：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九人，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三人，均由當選理監事中

分別互選之。 

 

第十四條：本會置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推選之，理

事長對內綜理一切會務，對外代表本會。 

 

第十五條：本會置常務監事召集人一人，由監事就常務監事中推選之。監察日常

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第十六條：本會理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

一次理監會之日算起。 

 

第十七條：本會得至顧問一至九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監事會通過後聘請之。 

 

第十八條：本會理監事、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十九條：本會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決議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之資格。 

三、選舉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依法令、章程或會員大會之決議應執行事項。 

 

第二十條：本會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常務監事。 

四、其他依法令、章程或會員大會之決議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一條：本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財務長一人，副秘書長一人，襄助理

事長推行會務，其人選由理事長提名送請理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並送主管機關備查，解聘亦同時。 

 

第二十二條：秘書處下設行政、會務、國際關係、研究出版四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由秘書長提請理事長聘任之。 

 

第二十三條：本會視業務需要，得設置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另訂之，

送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四條：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理事會與監事會每六個月舉行一次，

常務理事會與常務監事會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召集臨時

會議。以上各種會議均由理事長及常務監事召集人分別召集之。 

 

第二十五條：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其他依法令或與會員權利權力有關重大事項之應議決事項。 

 

第二十六條：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

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財產之處分。 

四、團體之解散。 

五、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八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 



(一）團體會員長年會費二仟元，入會費二仟元。 

(二）個人會員長年會費伍佰元，入會費三佰元。 

二、基金利息。 

三、自由捐款。 

四、政府補助費用。 

五、其他。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本會解散時，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個人或私人企業。 

 

第三十條：本章程未盡事宜依政府有關法令及國際社會福利協會規章辦理。 

 

第三十一條：本會辦事細則，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三十二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送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05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審查結果 

計畫編號 1051B1006 

申請單位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申請補助計

畫名稱 

2016台灣社會工作與國際接軌交流計畫書 

申請需求 3,452,700 

核定經常門 1,160,000 

核定資本門 0 

核定總金額 1,160,000 

核定內容 （一）專業服務費 44萬 5,000元 

社工員 3 萬 3,000元*13.5月*1人，所聘社工人員應具社

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 

 

（二）「2016年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國際會議」

出國補助計畫： 

審查費 3,000元（中文每件 690元，外文每件 1,040 元，

核銷時應檢附書面意見審查表）、 

實務工作者出國補助費用 10 萬（2萬元×5 人，含機票費、

住宿費、交通費） 

學者專家出國補助費 6萬（2萬元×3 人，含機票費、住宿

費、交通費），共計 16萬 3,000元。 

 

（三）出席第 21屆台日韓國會議（在韓國）： 

實務工作者出國補助費 10萬元（2萬元×5 人，含機票費、

住宿費、交通費） 

學者專家出國補助費 4萬元（2 萬元×2人，含機票費、住

宿費、交通費） 

宣傳印刷費 2萬元，共 16萬元。 

 

（四） 老人實務社會工作者國際交流與增能計畫： 

實務工作者補助 25 萬（1萬元×25人，含機票費、住宿費、

交通費）、翻譯費 6 萬 4,000 元（每千字 690元計算，核

銷時應檢附稿件影本並註明字數）、講師費 4萬 8,000

元（1,600元×30小時），共計 36 萬 2,000元。 

（五）專案計畫管理費 3萬元。 

 



2016年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國際會議組團意願表 

編

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是否

發表 

組團意願 

1 溫易珊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

事業基金會 

社工督導 是 有 

2 施宜君 勵馨基金會 社工師 是 有 

3 唐櫟雅 勵馨基金會 社工師 是 有 

4 張亦瑾 勵馨基金會 諮商師 是 有 

5 侯建州 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

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否 尚在考慮 

6 施欣錦 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

慈善基金會 

執行長 否 有 

7 尹春瑜 財團法人漢慈公益基金

會 

副執行長 否 有 

8 巫懿真 

（承辦人）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社會工作師 否 有 

9 翁毓秀 靜宜大學社工系 副教授 是 有 

10 戴世玫 銘傳大學社會與安全管

理學系 

助理教授 是 有 

11 陳芳珮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副教授 是 有 

12 王永慈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

學研究所 

教授 是 有 

13 袁琳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

學研究所 

碩士生 否 有 

14 鄭期緯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是 尚在考慮 

15 謝東儒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兼任講師 否 有 

16 秦燕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是 有 

17 陳琇惠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是 有 

18 卓春英 長榮大學社會工作系 副教授 是 有 

19 黃盈豪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

展學系 

助理教授 是 有 



20 彭淑華 實踐大學社工系 教授兼民生

學院院長 

否 尚在考慮 

21 趙碧華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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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2016年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國際社會工作學院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IASSW）、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ocial Welfare, ICSW）

與國際社會工作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將在

2016年 6月 27日至 30日於韓國首爾聯合舉行「2016年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

發展國際會議」，會議主題為「促進人性尊嚴與價值」。為鼓勵臺灣相關領域

之學者及實務工作者等前往參與，擴展國際交流，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

總會於衛生福利部指導下，提供補助予首爾國際會議之報告人，補助辦法如下： 

一、補助條件： 

1. 申請人需代表我國學術機構或私立社會福利單位出席首爾「2016 年社會

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國際會議」。 

2. 申請人需經 2016 首爾國際會議通過接受口頭論文發表或 E-Poster，並優

先補助口頭論文發表。 

3.申請人已向其他單位申請相同補助者，不得同時向本會重複申請。 

4. 論文或 E-Poster為合著者，每一論文或 E-Poster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 

二、申請方式：申請人應提出下列文件，於 2016年 4月 8日（五）前 Email 至

icswtaiwan@gmail.com 申請，經審查後，將於 2016年 4月 22日 (五)前通

知申請人審查結果： 

         1. 申請表。 

         2. 在職證明影本。 

         3. 論文或 E-Poster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4. 擬發表之論文或 E-Poster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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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如論文全文、E-Poster)。 

         6. 未重複向其他單位申請相同補助之切結書。  

三、補助項目： 

1. 往返機票費用（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 

2. 住宿費用。 

3. 交通費。 

四、補助金額：每位最高補助二萬元。 

五、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 30日內，繳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觀察心得報告及論文

或 E-Poster 全文，始得辦理經費報銷。受補助者應同意於完成發表後，將

中、英文全文於本會網頁上公布。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姓    名 

 

 (中文) 賴月蜜 

  

 (英文)  Lai, Yueh-Mi 

 

性    別 

 

女 

身分證字號 個資 出生日期 個資 

現職/ 

服務單位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學    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專長或興趣

之社會福利

領域 

社會工作與法律 

家事調解 

兒童福利,兒童保護 

戶籍地址 個資 

通訊地址 個資 

 

聯絡資訊 

  電話(公)： 03-8572677-3018                                                                          電話(宅)：個資 

  手機：個資   傳真：個資 

  E-mail： emily328@mail.tcu.edu.tw 

推薦人姓名 

(會員兩名) 

  推薦人 1：馮燕 

  推薦人 2：蔡培元 

 

申請人：____賴月蜜___________ (簽章)      填表日期：_2015_年 __3_月_19__日 
 

備註：1. 請於填寫入會申請表後，以E-mail或郵寄方式回傳，經本會理監事會議

通過後，將盡速通知您繳交會費事宜，謝謝！ 

2. 個人會員入會費新台幣3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500元。 

3. 本會電話：0905-286-524、E-mail：icswtaiwan@gmail.com   

地址：10351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43號4F  

    郵政劃撥帳號：01039832     戶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mailto:icswtaiwan@gmail.com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姓    名 

 

 (中文) 鄭期緯 

 (英文)  Chi-Wei Cheng 

 

性    別 男 

身分證字號 個資 出生年月日 個資 

現職/ 

服務單位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學    歷 PhD, La Trobe University 

專長或興趣

之社會福利

領域 

社區照顧、社會資本 

 

戶籍地址 個資 

通訊地址 個資 

 

聯絡資訊 

 電話(公)：04-23590121*36514                                                                   電話(宅)：個資 

  手機：個資   傳真：04-2359226 

  E-mail： kiwicheng@thu.edu.tw 

推薦人姓名 

(會員兩名) 

  推薦人 1： 

  推薦人 2：  

 

申請人：鄭期緯______ (簽章)      填表日期：_105_年 __3__月_18___日 
 

備註：1. 請於填寫入會申請表後，以E-mail或郵寄方式回傳，經本會理監事會議

通過後，將盡速通知您繳交會費事宜，謝謝！ 

2. 個人會員入會費新台幣3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500元。 

3. 本會電話：0905-286-524、E-mail：icswtaiwan@gmail.com   

地址：10351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43號4F  

    郵政劃撥帳號：01039832     戶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mailto:icswtaiwan@gmail.com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表 
 

 

姓    名 

 

 (中文) 陸宛蘋 

  

 (英文)  lu wan-pin 

 

性    別 女 

身分證字號 個資 出生日期    個資 

現職/ 

服務單位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系兼任副教授 

學    歷 博士 

專長或興趣

之社會福利

領域 

非營利組織管理、災害社會工作、 

戶籍地址 個資 

通訊地址 同上 

 

聯絡資訊 

  電話(公)：                                                                           電話(宅)： 

  手機：個資   傳真： 

  E-mail： lucia255@gmail.com 

推薦人姓名 

(會員兩名) 

  推薦人 1：馮燕 

  推薦人 2：蔡培元 

 

申請人：__ ____ (簽章)      填表日期：_2016_年 _3___月__21__日 
 

備註：1. 請於填寫入會申請表後，以E-mail或郵寄方式回傳，經本會理監事會議

通過後，將盡速通知您繳交會費事宜，謝謝！ 

2. 個人會員入會費新台幣3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500元。 

3. 本會電話：0905-286-524、E-mail：icswtaiwan@gmail.com   

地址：10351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43號4F  

    郵政劃撥帳號：01039832     戶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mailto:icswtaiwan@gmail.com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團體會員基本資料表 

團體名稱 

(中英文) 
台北海洋技術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 

立案証字號 

法人登記證書102證他字第

17號 

登記簿第北2冊第37頁第

000306號 

設立日期 55年10月1日 

負責人姓名 唐彥博 聯絡人姓名 蘇健華 

團體服務內容 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術單位 

會址所在地 

（地址）25172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150號 

（網址）http://www.tcmt.edu.tw/bin/home.php 

聯絡方式 

（電話）(02)2805-2088 轉5160 

（傳真）(02)2805-2796 

（E-MAIL）Dhcsw@mail.tcmt.edu.tw 

推薦人姓名 

(會員兩名) 

推薦人 1：郭振昌 

推薦人 1： 

備註： 

1. 請於填寫入會申請表後，以 E-mail或郵寄方式回傳，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將盡速通

知您繳交會費事宜，謝謝！ 

2. 團體會員入會費新台幣 20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 2000元。 

3. 本會電話：0905-286-524、E-mail：icswtaiwan@gmail.com   

地址：10351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43號 4F  

郵政劃撥帳號：01039832     戶名：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