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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A【2022 兒少安置&自立發展論壇暨工作坊】 

簡章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自 2002 年 10 月創設，長期關懷家外安置兒少，

提供多元服務方案，諸如育幼院及少年之家的補救教學、品格教育、心理諮商、成長營會，

及離院自立準備、自立追蹤輔導、轉銜住宿服務、特殊兒少關懷追輔、家庭支持與處遇等。

也對家外安置體系的工作人員辦理各式理論與實作課程，冀盼提升從業者的專業知能，支持

其展現效能，裨益服務對象健全成長與正向發展。 
 

    為拓展兒少安置與自立服務從業者視野與心志，本會邀請適自美返國之台灣阿德勒心理

學會創會理事長、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之創所所長及教育系教授楊瑞珠、Mark Blagen

博士賢伉儷與會專講。鑒於有勇氣從事助人的工作者，提供許多活著辛苦的人們寶貴機會，

而付出的結果是「AWE」-謙卑，美好和生命本身的驚艷；也都彷如領導者需(1)有勇氣自我

覺知人我的創傷經驗和影響；(2)有勇氣不作傳統責備論斷，代以民主、平等、尊重的精神

和策略相互合作、隸屬、貢獻和(3)藉由賦權和改變的勇氣，營造職場為有療癒力的社群。 
 

此外，本次論壇安排三篇論文發表，盼能深化安置與自立服務實務與學術之對話，提供

符合兒少最佳利益之服務。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的社工督導李偉禎將探討「安置機構離院

政策與離院生自立生活的脈絡性」；CCSA方案組組長趙婉婷將論述「自立青少年以『已適應

自立生活』結案之因素探討－以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北區工作站為例」；CCSA洪冠聰

社工師分享「翻轉自立少年服務：以焦點解決取向之行動研究為例」，三篇研究皆與青少年

安置與自立服務有關，也是實務工作者多年經驗的累積與思辨，深具意義。 
 

兒少安置服務與離開體系後的自立生活，向是本會(CCSA)關注的議題。今年正值創立

20週年，規劃【兒少安置&自立發展工作坊】除推動失家兒自立服務經驗分享，還設計多項

值得深入探討的兒少安置與自立轉銜相關議題，邀請服務逆勢處境青少年的民間單位，一起

切磋請益。而二年來新冠疫情對於服務提供者、安置體系師生與自立青少年的影響；公私立

兒少安置機構、NPO針對多重衝擊有哪些因應對策？思考服務、自立轉銜未來的發展方向？

對網絡合作、資源建置或障礙排除等見地或改善意見，深盼都在公共論壇中交流對話。藉此

論壇暨工作坊，促進全國相關體系從業人員增益使命與實務知能，優化整體兒少安置與自立

服務品質，深耕延展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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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青少年自立發展社會福利基金會（TeenIDF） 

三、辦理時間：11/21（一）～ 11/22（二） 

四、辦理地點：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9 號 8 樓；捷運板南線(藍)善導寺站 3 出口； 
              台北車站下一站；近成功高中] 

五、參與對象、人數：中央及地方社政、教育、勞政、司法單位； 
                    大學社工、社福、社會、心理、教育、犯防及法律系所； 
                    兒少安置體系、少年輔導委員會、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等專家、 
          學者、社工、生輔員、保育員及對此議題有興趣者。 
                    11/21「論壇」預計 200 人；11/22「工作坊」預計 200 人。 

六、報名方式／日期：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11 日（五）18:00 之前，額滿截止。 
    (二)報名方式：以網路報名為主，或利用附件報名表，以 E-Mail 或傳真方式寄送。 

1. 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8pxzVg 
2. E-mail 報名：CCSA 研發部  黃兆志 專員 

           (georgeh@childrenhome.org.tw) 
3. 傳真報名：填具「報名表」傳真至(02)2378-7575。 

    (三)報名聯繫：(02)2378-8585 分機 505  CCSA 研發部 黃兆志專員 

七、專題講師 

    【Mark Blagen, Ph.D.】 

       Graduate School of Addiction Studies and Behavioral Health 

       Governors State University 

       Illinois, U.S.A. （已退休） 

• Ph.D.-2002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Norfolk, VA 

Served 21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Navy  

• Awarded PhD in 2002 from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 Taught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last 26 years  

• Certified addictions counselor from 1990 until 2009 

• Published eight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https://reurl.cc/8pxzVg
file://10.1.1.253/%E7%A0%94%E7%99%BC%E9%83%A8/02%20%E6%AD%B7%E5%B9%B4%E7%A0%94%E8%A8%8E%E6%9C%83%E8%AD%B0/2022%20%E9%9D%92%E5%B0%91%E5%B9%B4%E8%87%AA%E7%AB%8B%E7%99%BC%E5%B1%95%E8%AB%96%E5%A3%87%E6%9A%A8%E5%B7%A5%E4%BD%9C%E5%9D%8A/4.%20%E7%B0%A1%E7%AB%A0%E5%8F%8A%E5%A0%B1%E5%90%8D%E8%A1%A8/georgeh@childrenhom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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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ly under contract to write an addictions textbook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esented addiction and Adlerian related topics 58 times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in the last decade 

• Extensive service to various audiences in Taiwan 

• Taiwan is a “second” home  

 

  2. 【楊瑞珠，Ph.D.】 

     台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創會會長 

     北美阿德勒心理學會 代言人 

•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諮商員教育哲學博士 

• 美國伊利諾州、加州、賓州州立大學諮商研究所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創所所長及教育系教授 

• 伊利諾州生涯發展學會理事長 

伊利諾州諮商學會理事長 

台灣阿德勒心理學會創會理事長 

• 美國國家諮商師 

美國整合營養健康教練 

• Yang, J. The Psychology of Courage: Striving and Overcoming “In-Spite-

Of”. Wong, L. C. J. (Ed.). (In press) Undefeatable: The Saga of Paul T. 

P. Wong's Quest for Meaning and the New Science of Suffering.  INPM 

Press.) 

Yang, J. (2020). 阿德勒心理取向華人生涯諮商。金數人、黃素菲主編：華人生涯

理論與實踐：本土化與多元視野。pp.47-86. 心理出版社。 

Yang, J. (2017a). Holism and stress: Brain, mind, and society. In S. 

Wadhwa. (eds.). Stress in the modern World: Understanding science and 

society. 67-78. Santa Barbara, CA: ABC-C 

Yang, J. (2017b). Work and Stress. In S. Wadhwa. (eds.). Stress in the 

modern World: Understanding science and society. 175-186.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The Psychology of Courage: An Adlerian Handbook For Healthy Social Living 

(Routledge,2010)，中文翻譯《勇氣心理學：阿德勒觀點的健康社會生活》(張老師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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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內容： 

CCSA【2022 兒少安置&自立發展論壇】 

2022 年 11 月 21 日（週一） 

時間 內容 

08:40~09:00 報到 

09:00~09:10 CCSA 雷倩 理事長、衛生福利部長官、貴賓 致詞 

09:10~10:30 

專  題：工作的勇氣 ~ 意義、目的＆看見生命的驚嘆 

主持人：馮 燕 董事／青少年自立發展基金會 

主講人：Mark Blagen 博士／Denver Institute of Adlerian Living 

10:30~10:40 茶敘休息 

10:40~12:00 

專  題：領導的勇氣 ~ 從創傷到療癒 

主持人：馮 燕 董事／青少年自立發展基金會 

主講人：楊瑞珠 創會理事長／台灣阿德勒心理學會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論文發表 1：探討安置機構離院政策與離院生自立生活的脈絡性 

發表人：李偉禎 資深督導／台灣大心社會福利協會 

回應人：白倩如 副 教 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4:00~14:10 茶敘休息 

14:10~15:10 

論文發表 2：自立青少年以「已適應自立生活」結案之因素探討－ 

   以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北區工作站為例 

發表人：趙婉婷 組 長／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方案組 

回應人：楊佩榮 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15:10~15:20 茶敘休息 

15:20~16:20 

論文發表 3：翻轉自立少年服務：以焦點解決取向之行動研究為例 

發表人：洪冠聰 社工師／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北區 

回應人：李玉嬋 教 授／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16:20~16:30 

Q & A 綜合討論 

主持人：洪錦芳 創辦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青立會 

與談人：李偉禎、白倩如、趙婉婷、楊佩榮、洪冠聰、李玉嬋 

16:30~ ～豐收&愉悅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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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A【2022 兒少安置&自立發展工作坊】 
2022 年 11 月 22 日（週二） 

時間 內容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貴賓&CCSA 洪錦芳秘書長 致詞 

09:00~10:00 

經驗座談 1：兒少安置機構落實院生自立服務現況與困境因應 
主持人：張貴傑 副教授／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與談人 1：黃伶蕙 主任／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 
與談人 2：李雪櫻 院長／藍迪兒童之家 

10:00~10:10 休息 

10:10~11:10 

經驗座談 2：NGO 實踐自立服務與經營自立宿舍現況與困境因應 
主持人：陳昭帆 科長／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家庭支持組家庭維繫科 
與談人 1：游雅婷 主 任／臺北市得力住宅 
與談人 2：方慧敏 社工組長／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桃園  

11:10~12:10 

經驗座談 3：困境青少年心理創傷陪伴與復原的歷程 
主持人：黃信得 院長／天母康健身心診所 
與談人 1：才煒民 所 長／利伯他茲心理諮商所 
與談人 2：賴雷娜 創辦人／I-LIFE 國際行動協會 

12:10~13:00 午餐 

13:00~14:00 

經驗座談 4：困境青少年中介與繼續教育支持 
主持人：吳文炎 副執行長／博幼基金會 
與談人 1：宋文心 社工組長／以琳少年學園中介教育組 
與談人 2：高珮熏 主 任／新北市蘆洲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14:00~15:00 

經驗座談 5：困境青少年職涯探索與就業培力 
主持人：呂亮震 創辦人、執行長／擺渡人生學校 
與談人 1：杜書緯 社工督導／乘風少年學園職涯發展組 
與談人 2：林于聖 副秘書長／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15:00~15:10 休息 

15:10~16:10 

經驗座談 6：從生存到生活—培力青少年自立與自我實現 
主持人：丁子芸 社工督導／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 
與談人 1：林哲寧 顧問／乘風少年學園 
與談人 2：成瑋盛 團長／逆風劇團  

16:10~16:30 

Q & A 綜合討論 
主持人：洪錦芳 秘書長／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 
與談人：吳文炎、宋文心、高珮熏、林于聖、杜書緯、丁子芸、 

  林哲寧、成瑋盛 

16:30~ ～豐收&愉悅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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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A【2022 兒少安置&自立發展論壇暨工作坊】 

報名表 
------- (※請以正楷書寫，歡迎增印使用，感謝您的協助&配合！) -------- 

單位名稱： 

電話/分機： 

◎姓名：                            ◎性別：□男   □女  □其他 

◎職稱：            服務年資：       

◎參加場次：□11/21 論壇  □11/22 工作坊 

◎當日聯繫手機（必填）：                

◎Email（行前通知）：                                                               

◎用餐與否：□葷  □素  □不用餐，謝謝 

◎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認證：□需要  □不需要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  □需要  □不需要 

◎期待或建議： 

                                                                             

◎姓名：                            ◎性別：□男   □女  □其他 

◎職稱：            服務年資：       

◎參加場次：□11/21 論壇  □11/22 工作坊 

◎當日聯繫手機（必填）：                

◎Email（行前通知）：                                                               

◎用餐與否：□葷  □素  □不用餐，謝謝 

◎社工師繼續教育積分認證：□需要  □不需要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  □需要  □不需要 

◎期待或建議： 

                                                                        

---(※請以網路報名為主，若為傳真至(02)2378-7575，請註明「報名 2022 CCSA 論壇」)--- 

  
 

臉書粉絲團    CCSA 官網    線上報名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