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醫務社會工作實習生職前聯合研習營 

實習生職前聯合研習營是結合在校學習的專業理論與臨床實務經驗的研習課程，希望可以

讓進入醫務社會工作的實習生，在實習前儲備知能及備好信心進入實務場域，也透過本次研習

讓醫務社工夥伴與實習生交流，除了傳承專業經驗外及帶領實習生做好實習前的準備。 

壹、 活動目的 

一、 促進醫療福利領域機構在人才培育之共同合作。 

二、 提供參與學員在進入醫療機構實習或工作前的基礎實務訓練。 

貳、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中山醫學大學、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參、 研習日期與地點 

一、 北區：111/6/27(一)-28(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大樓 E102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二、 中區：111/6/27(一)-28(二)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二樓 0212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三、 南區：111/6/29(三)-30(四)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大禮堂(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 號三樓)  

肆、 課程對象*為配合國內防疫政策須控管集會人數，本次研習課程以應屆實習生為優先 

一、 參加 2022 年醫務或健康照護機構社工實習之實習生 

二、 對健康照護社會工作有興趣之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學生 

三、 剛進入醫務領域之社工人員或對醫務領域有興趣之實務工作者 

伍、 研習報名※首次報名請先註冊成為「網站會員」※ 

一、報名方式：僅受理網路報名【本會官網 http://www.mswa.org.tw】，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南區課程為因應場地規範，請於報名時上傳已完成施打 3 劑 COVID-19 疫苗接種證明

（小黃卡、數位疫苗證明（「健保快易通 | 健康存摺 APP」）/國外接種疫苗證明)。 

二、 早鳥優惠：111/5/11(三)前完成報名及繳費程序可獲(新編)醫務社會工作專業雙語詞彙

暨實務參考手冊一本（於報到時發放）。 

三、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1/5/27(五)。 

陸、 研習費用及退費規定 

一、 研習費用：新台幣 1,000 元（含講義及證書） 

二、 減免優惠（請於報名時上傳相關文件）：具中低收身分或低收身分者，報名費減免為每 

     人 600 元（中低收）及 400 元（低收）。 

三、 取消報名與退費：活動舉辦 14 天前告知取消報名退費 9 成，活動舉辦 7 天前告知退費 

     5 成，活動前一周不再接受退費申請，敬請見諒；退費相關事宜請來電申請，退費款項 

     將統一於課程辦理結束後匯入至指定帳戶。 

柒、 備註 

一、「結業證書」須全程參加課程並交回課程評值問卷者方能開立；若未能全程參加者僅

能領取「時數證明」。 

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變化，本訓練課程將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若

因疫情需變更訓練方式將另行公告，請務必隨時關注協會官網消息。 

三、課程聯絡人：崔沛芯 社工師 / 02-27657068 / E-mail：mswasindytsui06@gmail.com 

 



 

捌、 課程內容【總課程時數：13 小時】 

 

一、北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理學大樓 E102) 

DAY1  6/27(一) DAY2  6/28(二) 

08:30-08:50 報到 

08:50-10:5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一） 

醫務社會工作理論運用與整合性評估 

高雄醫學大學 謝文中 助理教授 

08:50-10:2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三） 

醫療情境下接案、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黃佳琦 社工師 

10:50-11:00  休息一下 10:20-10:30 休息一下 

11:00-12:0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二） 

醫療團隊合作與社會資源運用 

實踐大學 陳君儀 助理教授 

10:30-12:00 

臨床專業服務（三） 

婦兒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臺北慈濟醫院 楊惠儀 社工師 

12:00-13:00 午休 12:00-13:00 午休 

13:00-15:00 

臨床專業服務（一） 

急診常見個案類型與介入模式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黃郁雯 社工師 

13:00-14:30 

臨床專業服務（四） 

內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沈筱真 社工師 

15:00-15:10 休息一下 14:30-14:40 休息一下 

15:10-17:10 

臨床專業服務（二） 

癌症與安寧緩和照護社會工作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蔡宗達 課長 

14:40-16:10 

臨床專業服務（五） 

外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國泰綜合醫院 郭玫怡 社工師 

17:10-17:30 綜合討論暨交流時間 16:10-16:30 綜合討論暨交流時間 

17:30- 賦歸 16:30- 賦歸 

 

 

二、中區(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 0212) 

DAY1  6/27(一) DAY2  6/28(二) 

08:30-08:50 報到 

08:50-10:2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一） 

醫療情境下接案、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 

台中榮民總醫院 尤幸玲 社工師 

08:50-10:5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二） 

醫務社會工作理論運用與整合性評估 

高雄醫學大學 謝文中 助理教授 

10:20-10:30  休息一下 10:50-11:00 休息一下 

10:30-12:00 

臨床專業服務（一） 

婦兒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彰化基督教醫院 黃柔婷 社工師 

11:00-12:0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三） 

醫療團隊合作與社會資源運用 

實踐大學 陳君儀 助理教授 

12:00-13:00 午休 12:00-13:00 午休 

13:00-15:00 

臨床專業服務（二） 

急診常見個案類型與介入模式 

童綜合醫院 林意娗 社工師 

13:00-14:30 

臨床專業服務（四） 

內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賴盈如 社工師 

15:00-15:10 休息一下 14:30-14:40 休息一下 

15:10-17:10 

臨床專業服務（三） 

癌症與安寧緩和照護社會工作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臺中慈濟醫院 吳宛育 社工師 

14:40-16:10 

臨床專業服務（五） 

外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彰濱秀傳醫院 林珊伊 課長 

17:10-17:30 綜合討論暨交流時間 16:10-16:30 綜合討論暨交流時間 

17:30- 賦歸 16:30- 賦歸 

 

 

 



 

三、南區(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大禮堂) 

DAY1  6/29(三) DAY2  6/30(四) 

08:30-08:50 報到 

08:50-10:5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一） 

醫務社會工作理論運用與整合性評估 

高雄醫學大學 謝文中 助理教授 

08:50-10:2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三） 

醫療情境下接案、關係建立與會談技巧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謝文蒨 主任 

10:50-11:00  休息一下 10:20-10:30 休息一下 

11:00-12:00 

醫務社會工作核心知能（二） 

醫療團隊合作與社會資源運用 

實踐大學 陳君儀 助理教授 

10:30-12:00 

臨床專業服務（三） 

婦兒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奇美醫院 陳宜婷 社工師 

12:00-13:00 午休 12:00-13:00 午休 

13:00-15:00 

臨床專業服務（一） 

急診常見個案類型與介入模式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 麥漢倫 社工師 

13:00-14:30 

臨床專業服務（四） 

內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陳薇竹 社工師 

15:00-15:10 休息一下 14:30-14:40 休息一下 

15:10-17:10 

臨床專業服務（二） 

癌症與安寧緩和照護社會工作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義大癌治療醫院 吳婉甄 社工師 

14:40-16:10 

臨床專業服務（五） 

外科常見個案類型與個案介入模式 

奇美醫院 陳惠雯 社工師 

17:10-17:30 綜合討論暨交流時間 16:10-16:30 綜合討論暨交流時間 

17:30- 賦歸 16: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