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進國際研討會 

一、研討會主旨 

社團法人臺灣司法社工學會成立於 2021年，為發展社會工作與司法領

域學術交流與跨域合作，特舉辦「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進國際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聚焦於受刑人、藥癮者、精神障礙者之復歸轉銜服務及兒童少

年輔導與多元族群保護工作，並關注司法與社會工作部門如何建構跨域合

作模式以整合服務輸送等議題論文，並擬邀請國外司法社工學者發表復歸

轉銜與心理衛生相關專題演講，誠摯邀請各界蒞臨參與。 

二、主辦單位：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團法人臺灣司法社工學會、法務部

矯正署、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協辦單位: 臺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社團法人台

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 

三、會議日期：2022年 11月 25日（五）09:00-17:00 

四、會議地點：臺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臺灣大學社會社工系館 

時間 內容 
08:45-09:15 開放報到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會議廳） 
09:15-09:30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邀請中） 

致詞貴賓：蔡清祥部長（法務部） 
                             李麗芬政務次長（衛福部） 

09:30-10:20 專題演講：Aging Behind Prison Walls: Studies of Trauma and Resilience  
主持人：吳慧菁教授兼主任，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主講人：Dr. Tina Maschi / Fordham University/pre-President of NOFSW 

10:20-10:30 茶敘休息 
10:30-11:00 專題演講：Weaponizing clinical mental health in family justice courts: Ethical and legal 

minefields（線上演講） 
主持人：賴擁連教授兼主任，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主講人：Dr. Dana E. Prescott / Boston College/the President of NOFSW 

11:00-11:10 茶敘休息 
11:10-12:00 專題演講：The Justice Reinvestment Initi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Deep Historical Roots,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or Successful Diversion and Reentry, and Much Learning taking 
Place in Washington and Other US States 
主持人：黃俊棠署長，法務部矯正署 
主講人：Dr. Nicholas P. Lovrich, Jr /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2:00-12:30 午餐 
12:30-13:30 2022年臺灣司法社工學會會員大會 



（臺灣大學社會社工系館） 
13:30-15:00 
（90分鐘） 

藥癮者復歸轉銜 兒童少年輔導與保護 執法部門與 
社會工作合作模式 

主持人 李思賢特聘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

教育學系） 

馮燕名譽教授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陳玉書副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

系） 
與談人 林予安助理教授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張如杏社工師	

（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	
鄭添成專門委員	
（法務部）	

發表主題/ 
發表人 

1. 藥物成癮者復原之社會

支持	
1.楊士隆特聘教授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2.蕭同仁助理教授	

（育達科技大學社會工作

系）	

2. 誰會待得久？戒癮者於

志願型安置機構留置期

間的影響因素	
1.韓意慈副教授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巫麗雪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3.張容菱社工員	

（台北市大直婦女暨家庭服

務中心）	

3. 發展性社會工作理念運

用於藥癮者社會復歸-以

晨曦會為例	
蔡明蒼行政主任	

（基督教晨曦會）	

1. 少年施用毒品行政輔導與

轉向制度研究	
陳義峰組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預防組）	

2. 當愛情遇見創傷--性剝削少

女如何談情說愛	
李易蓁助理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	

3. 法務社工線上理論與實務

課程：淺談課程規劃、執

行及整體成效	
傅筑君專案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 見與不見的為難：剛

柔並濟的夥伴關係	
洪春蓮組長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駐基隆地方法院家

暴服務處暨家事事件服務

中心）	

2. 不存在的被害者：談

男性性侵害與家暴被

害者於司法體系與社

政體系之困境	
葉怡伶助理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	

3. 對社會工作的新遠

景：建構一個柔性司

法安全網	
吳瓊華主任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高雄分會）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6:45 
（90分鐘） 

精神障礙者社會復歸	 多元保護：	

說不出口的傷害	

矯正機關復歸轉銜經驗分

享工作坊	

主持人 楊添圍院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沈瓊桃特聘教授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邱煥棠副典獄長	
（新竹監獄）	

與談人 					林政佑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姚淑文兼任助理教授/主任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	

主持人兼任	

發表主題/ 
發表人 

1. 從英國與荷蘭經驗談精

神疾病犯罪人處遇與復

歸	
鍾志宏專門委員	

（法務部矯正署）	

2. 從監護處分案例探討精

神疾患者社會復歸相關

因素	
1.吳淑玲主任	

1.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類型之

研究	
1.陳怡青助理教授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方念萱副教授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3.王珮玲特聘教授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	

1. 陳許勝南科長	
（澎湖監獄調查科）	

2. 吳文怡臨床心理師
（基隆監獄教化科）	

3. 林曉卿科長	
（臺中戒治所社工科）	

4. 康瑋君個案管理師
（彰化看守所輔導科）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2.施睿誼助理教授	

（育達科技大學社會工作

系）	

3. 合併司法議題的社區精

神個案處遇服務之探討	
林正鄆心理衛生社工師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

心個案管理組）	

2. 我見猶憐！受虐童年創傷

在成長歷程中的社會心理

徵候與介入關鍵	
1.戴世玫副教授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2.許瑛玿副教授	

（銘傳大學工商與諮商心理學

系）	

3.陳至心博士生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3. 無法「Say	No」：親密關

係中的性脅迫	
王珮玲特聘教授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	
16:45-16:50 休息時間	

16:50-17:00 閉幕式		

主持人：吳慧菁/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主任	

戴世玫/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