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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競賽) 【實習成果發表會】應用社會學系 106 年寒假社工方案
名稱
本活動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歷年來之傳統，系上致力於栽培學生不僅只從課堂習
得知識，獲得社會工作專業的助人方法，還需透過進入實務場域，學習不同社會福利服務
機構的工作方法、服務取徑，以及感受不同的服務倫理價值；而在經過寒假的實習後，每
執行
重點
及具
體作
法

個同學都能夠有自己的收穫及感想，系上期待學生將自己的所學透過吸收、消化、整理與
反芻，淬鍊成有內涵、有思考的報告，同時，讓學生自主辦理一場成果發表會，將同學的
學習成效透過發表，一方面成為未來學弟妹學習、檢視的典範；另一方面也讓還在摸索社
工道路的同學，可以開始思考自己未來適不適合走社工這條路。
因著上述的對於社會工作的實習期待與活動規劃，本會乃將參與 106 年寒假社工方案
實習之實習生，以組別為單位進行團體報告，共計 7 個組別。同時本會設有上、下半場各
一次之回饋時間，讓現場參與之師長、機構督導、學長姐、學弟妹等參與來賓可與報告者

交流。
另方面會場布置於進入會場時分別於兩側牆上張貼方案實習之活動照片，以種時光隧道
的概念、帶領參與來賓一同進入成果發表會現場、一起聆聽方案實習的故事。
106年寒假社工方案實習成果發表會仿照過去歷屆的寒假社工成果發表會，以實習組
別為一個單位、上台介紹所實習的機構組織、實習內容與過程、服務反思和給學弟妹的建
議等；我們有43位實習生分別在全台各地公、私立社會福利單位實習，本會將各位同學所
服務的六間社會福利機構：包含台南市私立長泰教養院、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馨
梅園日間照顧中心、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長青園、嘉義市西區福民社區發
展協會、嘉義縣大林鎮上林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承辦屏東縣飛
夢林家園，此乃成發團體報告的方式上台分享。
本會活動進行的內容精彩、豐富，首先，由吳副校長為本會進行精闢的開場，表達學校
對於系上成果發表的寄盼與鼓勵；緊接著由林校長、社科院郭院長致詞；最後邀請本系蘇
主任講述對於成果發表，以及社工實習的整體展望，同時也對本屆實習生的實習成果充滿
期待。接著由主持人朗誦同學所構想的發表會主題與詩詞作為本發表會的開場引言，詩詞
如下：
活動
內容

【旅人】
如果說方案實習是一趟輕旅行、
與個案的互動好比是沿途的風景，
督導宛如導遊一般、
仔細的為實習生導覽著。
卻不忘讓我們在旅行時嘗試著分工，
嘗試著合作、嘗試著犯錯，
在這趟實習裡，所走過的每一腳每一步，
都將成為你我的珍貴養分，
讓我們學會更懂自己、更認識自己，
找尋適合的領域繼續堅持下去。
最後由實習組別依序上台分享。透過PPT簡報的方式，精闢地講述實習過程的成長：每
個組別在台上分享於實習時所帶領的方案活動，從一開始的撰寫計畫書、與機構接洽等，
同時講述方案需求評估、方案目標與目的、方案內容以及最後的成效評估，還有所遇到的

困難之處與如何克服及解決之過程，與對於社會工作的想法及活動反思，讓本會整場下來
充滿理性與感性。台下的師長與聽者於回饋時間時熱烈的與台上講者互動，一方面讓分享
者更有激盪與回饋，更能讓全場的參與者一同沉浸在社會工作的思考脈絡中，讓本系對於
社會工作的傳統精神與創新元素以最恰當的方式詮釋的淋漓盡致。
最後本會以各組之方案活動照片串聯成為影片作為成果回憶與結束，讓本屆發表會畫
下完美的句點。
本會乃將參與 106 年寒假社工方案實習之實習生，以組別為單位進行團體報告，共計
7 個組別。實習生分別在全台各地公、私立社會福利單位實習，本會將各位同學所服務的
六間社會福利機構：包含台南市私立長泰教養院、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馨梅園日
進行
方式

間照顧中心、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長青園、嘉義市西區福民社區發展協
會、嘉義縣大林鎮上林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承辦屏東縣飛夢林
家園，此乃成發團體報告的方式上台分享。同時本會設有上、下半場各一次之回饋時間，
以便台下聽者與台上分享者進行交流。
一、成發前的相關作業檢討：
1.各組的工作內容應於提早提醒並確認組內分配工作的狀況，以利於發表會當天尋找負責
此工作之負責人。
2.彩排當天可以更清楚的講述成果發表當天之流程(尤其於發表會閉幕時該如何收取回饋
單等) 。

改善
措施

二、成發當天相關配置作業檢討：
1.可以在簽到處做立牌，方便前來貴賓迅速完成簽到動作。
2.和學校上級長官通知到達會場的人員與時間須於活動前事先協調、溝通好。
3.些許組別尚未了解自己組內所負責的工作內容，導致總召組需大部分時間支援。
4.未考量到大一、大二、大三之學弟妹之人數與現場的座位是否足夠，導致現場一度因座
位不足而有些混亂。

二

對於演講活動內容的滿意度

題號

題目

非常認
同

有認同

普通

不認同

非常不
認同

1

您對本次講座整體而言是否感
到滿意

25%

67%

8%

0%

0%

2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是否感到滿
意

30%

60%

10%

0%

0%

3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對您的幫助
程度是否感到滿意

36%

53%

11%

0%

0%

4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講述表達
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30%

58%

12%

0%

0%

5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滿足您積極
討論之動機是否感到滿意

24%

54%

22%

0%

0%

6

您對本次講座解決困惑之程度
是否感到滿意

28%

54%

17%

1%

0%

活動
滿意
度
問 卷
結 果

7

其他建議

1.每位學長、姊都很盡力在報告，有些報告內容
也很有趣，也很仔細回答發言者提出的問題。
2.無！學長姐很棒！不過你們要 hi 起來，氣氛
才不會很乾！
3.如果能夠把投影片提供給學弟妹會更棒，辛苦
學長姊了，你們超優秀
4.學長姐表現得超棒，口條清晰明瞭我比較想了
解關於與老人互動及溝通的部分
5.最後一組很棒！辛苦了
6.非常滿意
7.謝謝你們
8.學長姐們辛苦了，感謝
9.報告的時間似乎太急了，還是辛苦學長姊了=)
10.位置安排不佳，工作人員妨礙視線，冷氣似
乎不太涼。
11.加油，辛苦了！
12.辛苦了，加油。
13.活動安排良好，內容清楚明白。
14.下午場可以活潑一點。
15.對於方案成效評估部分可再詳加說明。
16.對於進入方案之後，該注意的事情較想了
解，以及經過實習後所學到的能力，非常清
楚地知道進入場域所面臨的事情和困境，謝
謝學長學姊和老師分享。
17.受益良多。
18.不錯的活動，讓三年級更有了解。
19.辛苦了！
20.非常良好

21.位置太少，只能坐在後面，太遠了看不到投
影片
22.位子空間不夠，未因人數問題安排路線
23.學長姊的分享很棒！
24.主持人李佳儒學姊思緒清楚，覺得主持得很
棒，大家辛苦了。
25.對於參加人數有大約人數，近而事先安排好
椅子，演講結束後，師生的回饋令我收益很
多。
26.報告的時間可多延長。從活動照片看到案主
的投入與笑容，辛苦學長姐的努力，今日受
益良多!
27.活動過程中所得到的反思，希望可以將此能
在未來的工作中有所警惕，並找到解決方
法，促進工作能力的增強。
28.坐位安排。
29.整體活動非常豐富，但報告時間稍為少。
30.辛苦學長姊了，謝謝你們
31.覺得如果分享組別少，分享時間可以增加，
這樣內容會更完美
32.很精彩
33.沒有桌子可用，不太方便，悶熱。
34.很熱。
35.每年的成果發表學生們好像總是不停的抓準
不同老師的口味跟標準，但老師們不變。
學生每年又要從(重)新評估、抓準老師們的口
味，或許在之後的成發前可以先行跟學生們
溝通或是討論所要呈現的面向或分享的部份
喔！依目前經驗得知，有著重經驗成長的、
每一個小組在機構實習的成效、方案
Logic(邏輯!?)的呈現、學生個人成長的累積
等等的…
36.學長、姐辛苦了，包子不要哭~
37.大家辛苦了
38.辛苦了!
39.演講人了解內容，可以解決一些自己感到困
惑的地方，辛苦大家了!
40.學長、學姐們都辛苦了，給了我們寶貴的意
見!最後一組超讚的啦，很喜歡!
41.台上、台下的互動較低，但整體是不錯的。
藉此機會了解學長姐的實習過程及心得、很
棒!! Thank you all !
42.聽完學長姐分享實習的過程，對實習方向也

有初步了解，那未來實習時也會更加努力去
準備。
43.能夠提早認識到實習的過程、方法等等，我
認為這場成果發表會很有價值!也幫助我理
解活動的辦法實施，最重要的是積極交流與
互動。
44.各位學長姐，你們很棒辛苦了!!』
45.學姊學長辛苦了!
46.讚喔!辛苦了，佳儒帥喔!
47.可能可以有一些具體的例子做輔助，能夠幫
助大家更加了解，並更確實傳達，謝謝
48.很棒
49.整體都非常不錯
50.主持人李佳儒學姐主持的很好，聲音很好
聽!!!各位學長姐實習辛苦了!你們很棒!!!
51.有影音的部分，音量可能需先調整
52.超棒
53.看的出來學長姐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的，但
可能因為如此所以表達內容的語速稍嫌太快
54.很棒
55.A.台風 B.以為會有一些獨自去一個機構，大
都團隊，略有失望
56.主持人李佳儒學姐的主持很讚!吸引了我同
學的目光，讓他目不轉睛地一直看。最後，
各位學長姐辛苦了~畢業後加油!
總體來說，這一場成果發表會確實也再次增進分享者及聽者對於社工的瞭解，不僅透
過本次活動中理解社工界的日常工作生活，也讓大家從中體驗有關社工專業的許多內涵，
像是在不同機構、領域時所帶來的不同專業知識之經驗，了解在社會工作的實務領域當中
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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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必須了解溝通、靈機應變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同時，也讓大家從這次活動中，體現了關
於做社工這個職業的必要及充分條件，在活動的內容裡，我們帶給大家的不僅是豐富的內
容，更多時候是我們的言行舉止，透露出從事社工所需要的必要條件，像是口條清晰順暢、
對報告內容的掌握、不照本宣科的在台上演說等等，而充份條件則體現於我們活動的整個
內容設計，都一再環繞著社工專業過程這件事進行討論，透過看見樹與看見林的雙向反
思，帶給大家對社工界全面性的瞭解與反思，也凸顯出我們的成長。
1. 檢附活動議程表
2. 檢附活動海報

佐證
資料

3. 檢附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4. 檢附活動簽到表
5. 檢附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邀請校長為本成果發表會致詞

系上學弟妹們一同參與本次成果發表會

台下聽者給予熱烈的回饋與回應

入本會場前須於報到處簽名、報到

系上老師一同參與並給予指導

成果發表會順利舉行，最後一起合照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