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NPO 與 LTC 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計畫書】
非營利組織、市場與社區何去何從？！
長期照顧的培力、競爭與倫理
壹、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
一、 主辦單位：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二、 協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管理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政策學會
三、 贊助單位：
京德銀髮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臺中市秀老郎公益服務協會
貳、研討會議程（暫訂）

時間

議程

8：45
～
9：00

【報到】
地點：國際會議廳

9：00
～
9：10

【開幕式】
地點：國際會議廳
黃源協主任／理事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長期照顧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執行長
社團法人台灣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學會理事長
莊俐昕主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吳書昀理事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校發中心主任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政策學會理事長
社團法人社會工作管理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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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9：10
～
10：10

【專題演講】
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題】市場化下的長期照顧：NPO、市場與社區的分工與倫理
主講人：黃源協特聘教授兼執行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長期照顧經營管
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10：10
～
10：20

【頒獎】台灣社會政策學會˙傑出學術貢獻獎

10：20
～
10：40

【休息】

10：40
～
12：00

【主題論壇＆論文發表】
1A【主題論壇／邁向卓越級領航社區】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兼引言人：黃源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執行長）
引言人：
賴兩陽（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民族
社會工作學位學程主任）
蕭文高（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1B【主題論壇／學思歷程中的傳承與培力】地點：人 112
主持人：吳書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引言人：台灣社會政策學會傑出學術貢獻獎獲獎人
1C【社會企業／創新與照顧】地點：人 116（暫訂）
主持人：朱德華（社團法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
發表人：
(1) 社會企業經營模式之研究：以長期照顧領域為例／朱德華（社團法
南投縣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
(2) 從老人營養餐食送餐服務到社會企業化：以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弗傳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為例／楊月婷（台中市私立弗
傳慈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
(3) 社區型長照據點的「使用者參與」服務模式之研究：厚熊咖啡館的
個案研究／梁鎧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
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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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4) 大學參與原鄉部落社區照顧的行動經驗：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
例／張玉龍（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蔡惠雅（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
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兼任助理教授）
1D【NPO 與社會照顧】地點：
主持人：譚崇珍（台中市沐風關懷協會執行長）
發表人：
(1) 非營利組織使命、願景與激勵對員工留任意願影響之研究：以台灣
沐風關懷協會為例／譚崇珍（台中市沐風關懷協會執行長）
(2) 因為愛讓我們勇敢：身心障礙者家庭參與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
經驗之研究／趙振國（新竹市智障福利協進會理事長）
(3) 廣告工程安全作業之研究：以廣告工程職業安全促進相關組織為
例／陳奇錄（臺灣廣告工程職業安全促進會理事、三棲海報負責
人）

12：00
～
13：00
13：00
～
13：40

【午餐時間】
NPO & LTC 招生說明會（地點：人文咖啡）
＊政策學會會員大會（地點：人 118-2）
【Talking Circle】對話與交流
（主題及主持人暫訂）
2A【長期照顧與非營利組織】地點：
主持人：黃瑞臻（財團法人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行政部主任）
2B【長期照顧與市場】地點：
主持人：蔡文傑（京德銀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C【長期照顧與社區】地點：
主持人：洪志宏（社團法人臺中市長幼關懷協會總幹事、臺中市東區
東信里里長秘書）
2D【NPO 與培力】地點：
主持人：譚崇珍（台中市沐風關懷協會執行長）
2E【NPO、長期照顧與創新】地點：
主持人：梁鎧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
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助理教授）
2F【NPO、長期照顧與倫理】地點：
主持人：陳筠騏（財團法人台中市真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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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2G【身心障礙者與長期照顧】地點：
主持人：李之琳（財團法人天主教臺南市私立蘆葦啟智中心）

13：40
～
15：00

【論文發表】
3A【偏鄉與社區照顧】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王雅靜（雲林縣虎尾身心障礙協會社工督導）
發表人：
(1) 偏鄉身心障礙者接受服務之經驗研究／王雅靜（雲林縣虎尾身心
障礙協會社工督導）
(2) 南投縣偏遠地區社區組織之培力與行動研究／陳正益（南開科技
大學長期照顧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3) 原鄉部落營造與發展策略之研究：能力建構觀點的分析／張玉龍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4) 離島地區社區社會資本與個人幸福感關聯性之研究／莊俐昕（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
民族專班特聘教授）
、黃源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
、翁肇澤（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碩士生）
3B【網絡治理與社會工作】地點：
主持人：張雅惠（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家防中心社工師）
發表人：
(1) 社會安全網下的脆弱家庭服務之檢視：網絡治理的觀點／張雅惠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家防中心社工師）
(2) 日間照顧中心專業團隊運作經驗探討：以南投縣為例／石靜霓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埔里中心社工師）
(3) 原鄉部落充權對部落治理影響之研究：對部落發展的意涵／黃源
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莊俐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原住民族專班特聘教授）
(4) 社會資本對於社區治理的意涵：社區領導者的觀點／張玉龍（靜
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黃源協（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莊俐昕（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
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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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3C【長期照顧與服務】地點：人 116
主持人：李慧筠（康禎護理之家護理部督導）
發表人：
(1) 某護理之家實施口腔照護與訓練之歷程探究／李慧筠（康禎護理
之家護理部督導）
(2) COVID-19 對於長照機構居家服務督導員影響之研究：以雙北市
為例／魏筱芸（大心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附設居家長照機構董
事長）
(3) 檢視 C 級醫事巷弄長照站以長者健康整合式功能評估（ICOPE）
之觀點：以埔里基督教醫院為例／詹弘廷醫師（埔里基督教醫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碩士在
職學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趙美玲老師（埔里基督教醫院）

3D【長期照顧與科技整合】地點：
主持人：謝鄒傳（埔里基督教醫院資訊室組長）
發表人：
(1) 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長照機構住民衰弱因子之研究／謝鄒傳（埔
里基督教醫院資訊室組長）
(2) 應用協作平台於社區營養送餐服務以苗栗某社區為例／吳正棨
（正得資訊有限公司總經理）
(3) 居家式長照機構營運分析之決策支援系統開發／劉育慧（社團法
人中華敬老照顧服務協進會秘書長）
15：00
～
15：20
15：20
～
16：30

【休息】
4A【人才培育與社會照顧】地點：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施淑莉（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彰化處處長）
發表人
(1) 社區老人預防照顧服務人才培育策略之研究／施淑莉（弘道老人
福利基金會彰化處處長）
(2) 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照顧人員專業角色之職涯經驗探討／廖慧雯
（台中市私立慈馨兒少之家主任）
(3) Working together：原漢社會工作者跨文化團隊之研究／莊俐昕老
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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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原住民族專班特聘教授）
4B【心理衛生與健康照顧】地點：
主持人：董侑淳（台中榮總埔里分院藥劑科主任）
發表人：
(1) 失智症病人使用精神用藥影響因子之研究／董侑淳（台中榮總埔
里分院藥劑科主任）
(2) 精神障礙者家庭使用長照 2.0 服務之經驗及困境／張凱宜（社團
法人南投縣康復之友協會社工）
(3) 社會資本與心理健康的相關性研究：以埔里基督教醫院員工為例
／林淑鈴（埔里基督教醫院心理師）
4C【長期照顧管理與創新】地點：人 116
主持人：趙道君（社團法人中華高齡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發表人：
(1) 居家式長期照顧機構困境與因應策略：以雙北市為例／趙道君（社
團法人中華高齡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2) 大學在長期照顧議題上的實踐與創新：以 USR 計畫（2018-2022）
為例／劉明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3) 社區關懷據點督導工作之研究／蕭文高（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教授）

16：30
～
17：30

【NPO 學程十週年慶祝茶會】
地點：人文學院／人 116

17：30

【閉幕式】

18：00
～
20：00

＊社團法人台灣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學會會員大會
NPO＆LTC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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