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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助⼈者多元⽂化處遇知能研習（中區場次）】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社會⼯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醫務社會⼯作協會 
研習⽬的： 
1.探討及認識台灣多元⽂化議題對於社會⼯作者與相關助⼈者帶來的挑 
戰，並加強對於多元議題汙名與歧視的覺察。 
2.認識HIV多重弱勢個案及家庭全⾯需求評估的判斷與原則。 
3.帕斯堤(POSITIVE=HIV POSITIVE=愛滋感染者)的培⼒、維權與倡 
議。 
時間/地點： 
中區：9/15(五)台中慈濟醫院(台中市潭⼦區豐興路⼀段66、88號) 
報名⽅式：採網路報名，https://goo.gl/BcrU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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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社⼯師公會

主辦單位：臺北市社會⼯作師公會 
⽇期：106年09⽉02⽇ (星期六)上午09:00-12:10 
地點：臺北市社會⼯作師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4-2號4樓，近捷運善導寺站) 
參加對象：臺北市社會⼯作師公會會員、實務⼯作者、⾮營利 
組織代表或社⼯相關系所學⽣。(⾄少10名以上⽅開課） 
課程費⽤：臺北市社會⼯作師公會會員300元/⾮會員500元 
報名⽅式：https://www.tpcsw.org.tw/lesson/detail/75，請於 
106年08⽉30⽇(三)23:59前完成報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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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社⼯師公會

社會⼯作者⼈⾝安全與倫理研析專題研討會 
  
   指導單位：衛⽣福利部 
主辦單位：社團法⼈新北市社會⼯作師公會 
活動⽇期：106年09⽉01⽇(星期五)、106年09⽉02⽇(星期六) 
活動地點：新北市三重勞⼯中⼼10樓演藝廳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道1 
段9號10樓)
參與對象：新北市、臺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縣、新⽵市、連 
江縣、宜蘭縣、花蓮縣等實際從事社會⼯作者。

 課程費⽤：本次研討會各公會會員全程免費。⾮公會會員者將酌收活 
動費200 元，將報名費劃撥⾄郵政帳號：19871011、⼾名：社團法⼈ 
新北市社會⼯作師公會，並將收據傳真⾄2971-0075進⾏確認。

 報名、繳費⽅式：報名⽇期⾃即⽇起⾄106.08.25⽌ 
1.採⽤線上報名，請⾄https://goo.gl/forms/spw5Gt91hCHBhM3D2   
     進⾏報名，報名後務必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2.聯絡電話：2971-0075      傳真號碼：2971-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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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社⼯師公會

「家庭服務中⼼服務模式的檢視與前瞻」國際研討會 
  
  辦理單位 
補助單位：衛⽣福利部、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主辦單位：社團法⼈桃園市社會⼯作師公會 
協辦單位：⾧庚醫療財團法⼈附設桃園⾧庚養⽣⽂化村

參加對象與⼈數 
(⼀)參加對象：辦理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相關業務之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其委託或結合民間團體之社⼯   ⼈員。 
(⼆)各⼤專院校社會⼯作相關領域科系之研究學者與學⽣。 
(三)各單位報名⼈數無限制。 
(四)參加⼈數：預計170⼈。

辦理地點 
(⼀)主會場:桃園⾧庚養⽣⽂化村A棟⼤禮堂(桃園市⿔⼭區⾧青路2號) 
(⼆)參訪地點: 
   1.桃園市政府社會局中壢家庭服務中⼼(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59號) 
   2.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園家庭服務中⼼(桃園市⼤園區和平東路89號 
3樓) 
六、報名資訊： 
⼀律採網路報名，⾃即⽇起⾄106年9⽉4⽇17:00⽌ 
聯絡⼈：桃園市社會⼯作師公會柯⼩姐(03)468-9100 
taoyuansw@gmail.com
更多活動及議程資訊請參閱:https://goo.gl/8MA9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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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師公會

【106年社⼯專業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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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師公會

【106年社⼯專業訓練課程】 
初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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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師公會

【106年社⼯專業訓練課程】 
進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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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社⼯師公會

【社會⼯作實務量化論⽂寫作⼯作坊】 
>活動地點:財團法⼈勵馨基⾦會臺中分事務所研習教室(臺中市西區三 
民路⼀段174號12樓) 
>活動⽇期:8/3、8/10、8/17、8/31、9/14、9/28 
>報名費⽤:免費，但須繳交押⾦ 
>活動內容: 
   社會⼯作實務實證運動始於1960年代，其強調運⽤研究⽅法於實務 
⼯作上，以提供社會⼯作者在需求評估、擬定處預計畫及預估處遇結 
果時的基礎；並且透過研究來⽀持實施⼲預的有效性；進⽽使實務⼯ 
作經驗累積，並建⽴社會⼯作的專業知識。 
    故今年(106年度)，台中市社⼯師公會將透過社會⼯作專業品質訓練 
計畫，繼續辦理「論⽂寫作⼯作坊」，期待透過專家學者的經驗分享 
與論⽂寫作技巧的傳授，使社會⼯作專業經驗整合及組織成論⽂，讓 
社會福利的實務⼯作經驗可以被看⾒及傳承。 
>報名時間： 
會員優先報名：即⽇起~106/07/14(五) 
⼀般報名：105/07/15(六)起額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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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專業性與倫理之間的拉扯】 

參與對象：社團法⼈台中市社會⼯作師公會會員及中部地區社會⼯ 
作師/社⼯員，預計總參與⼈數80⼈。

課程時間：106年9⽉23⽇(星期六) 上午09：00-下午17：00 
課程地點：臺中市愛⼼家園3樓視聽室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段 
450號) 
 報名時間： 
早⿃報名：106年8⽉23⽇⾄106年9⽉13⽇⽌(限本會有效會員優先) 
 ⼀般報名：106年9⽉14⽇⾄106年9⽉15⽇⽌(公會會員及中部地區 
社會⼯作師/社⼯員)
注意事項： 
  1.會員需已繳清106年(含)以前之常年會費。 
  2.如有需要紙本公⽂，煩請⾄台中市社⼯師公會官網，點選「聯絡 
     我們」，並留⾔告知您的姓名、單位及寄送地址。 
  3.若額滿後有意願排候補，請來電洽詢(04-22352351)。 
  4.預計於課後統⼀申請「社會⼯作師繼續教育積分」(申請案號: 
      B106050076)，每⼩時積分2點，包含如下： 
        (1)上午課程為兒少婦家專科(或⼀般)專業倫理，積分為3.6點。 
        (2)下午課程為⾝⼼障礙(或⼀般)專業倫理，積分為3.6點。 
 
更多詳細資訊及報名網址:https://goo.gl/iS8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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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專業性與倫理之間的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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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社⼯師公會

社會⼯作⼈員教育訓練 「聽。說I：關於我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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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作⼈員教育訓練 「聽。說I：關於我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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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作⼈員教育訓練 「聽。說II：紙牌中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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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護倫理議題實務探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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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106年社⼯精英百萬⼤學堂訓練營 (第⼋期)】 

前⾔: 
  為滿⾜多元⽂化及不同族群的需求，⾼雄市政府社會局與⾼雄市社 
會⼯作師公會合作開辦社⼯專業課程，針對社會⼯作最新議題或是 
與社⼯有關之社會事件，進⾏專業課程講座及繼續教育訓練，以提 
升社⼯服務的專業品質與社⼯⼈員的專業地位。 
主辦單位：⾼雄市政府社會局、⾼雄市社會⼯作師公會 
活動時間：106年 9⽉9⽇，共計4⼩時。 
活動地點：⾼雄市政府社會局三民社會福利服務中⼼(⾼雄市⼤順⼆ 
路468號7樓) 
參加對象/⼈數：⾼雄市社⼯師公會會員、⾼雄市政府社會局員⼯(含 
所屬)、以及其他對社會服務⼯作有興趣者/滿20⼈開班。 
活動費⽤： 
⾼雄市社⼯師公會會員、⾼雄市政府社會局員⼯(含所屬)免費；

⾮會員每場次200元(以上均不含餐費)；
更多詳細資訊及報名網址請參閱:https://goo.gl/PA8z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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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宜蘭市社⼯師公會

【呂秋遠律師免費到府「演講、吃雞排喝珍奶」活動預告】 

時間：2017/11/11(六)14:00-16:00 
地點：凱旋國⼩視聽中⼼ 
報名開放時間：2017/9/15將開始開放⼀般民�線上報名，請 
持續關注宜蘭縣社⼯師公會粉絲專⾴:https://goo.gl/Fb11c9 

台中市社⼯師公會

活動時間：106年9⽉9⽇(六)上午09：40-12：10 
活動地點：⾃⼰做烘焙聚樂部(臺中市福科路606號) 
活動對象：台中市社⼯師公會會員及於臺中地區執業之社會⼯作 
師(員)，共35名。 
費⽤：200元 
報名網址：https://goo.gl/DcnVJ3 
 
 
活動時間：106年10⽉15⽇(⽇)下午13：45-16：10 
活動地點：星巴克(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活動對象：台中市社⼯師公會會員及於臺中地區執業之社會⼯作 
師(員)，共35名。 
>費⽤：250元 
>報名網址：https://goo.gl/6oKhWc 
                   

【暖⼼烘焙課程】 

【咖啡知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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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社⼯師公會

【106年度會員交流與紓壓活動補助計畫】 

                  ⽬的： 
為增進會員交流、聯誼，凝聚會員向⼼⼒，抒解平⽇沈重⼯作壓 
⼒、提升活⼒，創造⼯作與⽣活平衡的健康⼈⽣，特訂定本計畫。

實施期間：106年8⽉1⽇⾄106年12⽉31 ⽇。 
申請截⽌⽇：106年12⽉15⽇前。 
核銷截⽌⽇：107年01⽉10⽇前。 
補助活動類別：休閒、運動、旅遊、餐會等各類活動 
補助項⽬：餐費、⾨票費、場地費、交通費、油料費、住宿費… 
等。 
補助標準： 
(⼀)限已繳交當年度會費之會員。 
(⼆)⼗名（含以上）以上之會員參與的活動可提出申請。

補助額度： 
依發票實⽀實付，每位會員最多補助300元，實施期間每位會員以 
補助⼀次為 限。

經費申請與核銷： 
申請書需於活動七天前提出申請，送公會秘書處審核通過始予以補 
助，並於活動結束⼀週內， 送交核銷表及發票收據(統編： 
70996850)請款。

計畫書下載:https://goo.gl/1aiZ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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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資訊

 《社會⼯作實務與研究學刊》

本學刊全年收稿，投稿⽅式採全年徵稿，不限期限，投稿請寄： 
1.E-mail：jswpr2014@gmail.com 
2.地址：10041台北市中正區中⼭北路⼀段2號7樓705室 
3.《社會⼯作實務與研究學刊》編輯委員會收 
4.徵稿簡則下載：http://ppt.cc/bgGmt 
5.聯絡電話：(02)89786157 

在此敬邀社會⼯作實務⼯作者、社會福利界專家、學者等踴躍賜稿， 
徵稿相關訊息及表格詳如附件， 
歡迎進⾏下載參閱並踴躍投稿， 
若有任何問題， 
亦歡迎與本會秘書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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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資訊

 《⾦融社會⼯作與貧窮研究學刊》



中華民國社會⼯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7年8⽉份電⼦會訊

出版資訊／聯絡我們

中華民國社會⼯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連絡電話：02-89786157
聯絡信箱：nuswmembe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