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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請詳列五年內（此段期間曾懷孕及生產者，得延長至七年內（2003.8～2010.7））
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
報告及其他等，並請依各類著作之重要性自行排列先後順序。
（二） 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務必依作者姓名（按原出
版之次序，通訊作者請加註*。）、出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
版社）、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
（三） 若期刊屬於 SCI、EI、SSCI 或 A&HCI 等時，請註明。

一、期刊論文：
A、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
賴兩陽（2015）以社區為基礎推動原住民族部落觀光產業的過程與成效：
部落推動者的觀點。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19 卷第 1 期，頁 45-90。
（TSSCI）
賴兩陽（2015）陪伴與培力：與花蓮市聯合社區共學的過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
區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1 期，頁 85-128。
賴兩陽（2013）初生之犢不怕虎？一個花蓮新成立社區的培力與輔導歷程。台灣
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 3 卷第 3 期，頁 159-196。
賴兩陽（2013）最後一哩路迢迢：我國國民年金制度的實施問題與對策。社區發
展季刊，第 144 期，頁 152-144。
賴兩陽（2012）聯合社區的推動歷程與功能分析：以桃園縣觀音鄉為例。台灣社
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 2 卷第 2 期，頁 1-40。
賴兩陽、吳明儒（2012）
《社區發展法》草案研訂重點與建議內容。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8 期，頁 124-137。
賴兩陽（2010）
。地方政治人物對推動社區工作的影響性分析：桃園縣觀音鄉社區
工作者的觀點。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14 卷第 1 期，頁 39-79。
（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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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兩陽(2009) 。
（與莊秀美、趙碧華、余亭儀合著）台湾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ティ・
ケアの実践と課題---コミュニティ・ケア・サービス・ステーションの実施状
況及び持続的推進の展望を中心に---。日本山口地域社會研究，第 7 號，頁
65-77。
賴兩陽(2008) 。
（與闕漢中、羅國英、張菁芬合著）一個社區實作課群的實施經驗。
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19 期，頁 117-148。
賴兩陽（2006）
。台灣社區工作法制化過程探析：兼評社區營造條例草案。收錄於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主編「華人社會社區工作的知識與實務理論」。台北：松
慧文化公司。
賴兩陽(2005) 。台灣社會役制度的政策發展與運作困境。東吳社會工作學報，第
12 期，頁 115-163。
賴兩陽(2004) 。社會行政體系的「一國兩制」：社會行政人員專業化探討。台灣
社會工作學刊，第 1 期，頁 217-236。
賴兩陽(2001) 。福利社區化服務方案設計與管理之評析。社會工作學刊，第 7 期，
頁 155-206。
賴兩陽（2000）。英國社區照顧之政策發展與實施之優缺分析-兼對台灣福利社
區化之啟示。台大社會工作學刊（3），153-212。
＊期刊論文（具審查機制）
賴兩陽（2016）
。社區發展這些人與那些事。社區發展季刊，第 154 期，頁 18-31。
賴兩陽（2013）
。最後一哩路迢迢：我國國民年金制度的實施問題與對策。社區發
展季刊，第 144 期，頁 152-144。
賴兩陽、吳明儒。（2012）《社區發展法》草案研訂重點與建議內容。社區發展季
刊，第 138 期，頁 124-137。
賴兩陽（2011）。衛生與社福整合：ICF 制度中社工專業的功能。社區發展季刊，
第 136 期，頁 296-307。
賴兩陽（2011）。五都的社區工作與志願服務發展探析。社區發展季刊，第 134
期，頁 94-109。
賴 兩 陽 ( 2011) 。志 願 服 務 、 時 間 銀 行 與 服 務 學 習 之 比 較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34 期 ， 頁 428-440。
賴兩陽（2011）
。以社區圖像編織美麗國家：台灣社區工作的回顧與前瞻。社區發
展季刊，第 133 期，頁 445-461。
賴兩陽、簡佳立。
（2009）搜尋社會資源新工具－地理資訊系統在社會工作的運用。
社區發展季刊，第 126 期，頁 162-172。
賴兩陽、卓雅苹。（2007）從「陪伴社區」到「伙伴社區」：以桃園縣旗艦社區
領航計畫為例。收錄於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出版「全國社區營造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 73-93。
賴兩陽（2007）。社工師法對專業制度的影響與爭議：1997-2007。社區發展季刊，
第 120 期，頁 67-84。
賴兩陽(2007) 。當社工遇到勞工-建構就業服務社會工作專業體系芻議。社區發展
季刊，第 119 期，頁 282-297。
賴兩陽(2007) 。人群服務商業化發展趨勢初探---福利混合經濟的觀點。社區發展
季刊，第 117 期，頁 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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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兩陽、李淑容(2006)。全球化台灣的新貧現象及其因應對策。香港中文大學社會
工作系論文集，頁 1-42。
賴兩陽、趙碧華(2006) 。台灣社會役制度人力運用及成效評估。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5 期，頁 238-260。
賴兩陽(2005) 。社會工作行政與管理專業化過程探析。社區發展季刊，第 112 期，
頁 197-205。
賴兩陽(2004) 。全球化、在地化與社區工作。社區發展季刊，第 107 期，頁 120-132。
賴兩陽(2004) 。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福利社區化的策略分析。社區發展季刊，第 106
期，頁 68-78。
賴兩陽(2003) 。經濟優先，社福更不能緩— 全球化下社會政策的影響與出路。社
區發展季刊，第 102 期，頁 45-62。
賴兩陽(2002) 。台灣社區工作的歷史發展與功能轉型。社區發展季刊，第 100 期，
頁 69-80。

B、不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
賴兩陽(2015)。從《志願服務法》修法淺談志願服務發展趨勢。溫馨台中志願服務
半年刊第 10 期，頁 8-11。
賴兩陽、劉弘煌。(2015)。地方政府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運作模式與績效。嘉邑志工
第 19 期，頁 2-13。
賴兩陽(2014)。從民間團隊角度看《志願服務法》修法。新北市志工季刊第 16 期，
頁 2-6。
賴兩陽(2014)。創意與活力：讓地方政府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發揮更多功能。新北市
志工季刊第 14 期，頁 2-5。
賴兩陽(2014)。社會企業：我們的小型幸福經濟。花蓮縣志願服務專刊，頁 4-8。
賴兩陽(2013)。一個生態女性主義實踐的典範：奇岩社區。收錄於台北市北投區奇
岩社區發展協會主編主婦的力量—奇岩社協 20 年「社區學習」計畫成果報告書，
頁 6-7。
賴兩陽(2012)。志願服務訓練的問題與對策。桃園縣政府衛生保健志工 22 期年刊，
頁 17-21。
賴兩陽(2010) 。志願服務新作法與人群服務制度。志工桃園第 43 期，頁 9-15。
賴兩陽(2010) 。以志願服務回應社會需求。台北志工 2010 年 9 月號，頁 1-7。
賴兩陽(2009) 。都會地區的社會福利社區化。收錄於內政部主辦、台北市政府社
會局承辦「全國社區發展福利社區化觀摩會」大會手冊，頁 26-33。
賴兩陽(2009) 。愛心跨越國界的「志工旅行」。空大學訊第 414 期，頁 50-54。
賴兩陽(200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研讀指引。空大學訊第 411 期，頁 72-74。
賴兩陽(2009) 。建立我國「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介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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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訊第 411 期，頁 30-37。
賴兩陽(2009) 。「社會福利服務」研讀指引。空大學訊第 410 期，頁 5-7。
賴兩陽(2008) 。台灣清領至日治時期的社會福利發展：1683-1945。空大學訊第 394
期，頁 80-86。
賴兩陽(2008) 。社會政策的典範移轉及分析內涵。空大學訊第 393 期，頁 72-79。
賴兩陽(2008)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研讀指引。空大學訊第 393 期，頁 30-32。
賴兩陽(2007) 。企業公民責任的具體實踐。高雄市志願服務專刊，幸福高雄志工
城市，冬季號第 2 期，頁 29-30。
賴兩陽(2007) 。從志願服務評鑑看台北市志願服務的優點與努力方向。志工台北，
第 1 期，頁 8-12。
賴兩陽(2007) 。從志願服務評鑑看桃園縣志願服務的展望。志工桃園志願服務季
刊，第 28 期，頁 8-13。
賴兩陽（2006）。推動福利社區化的策略與限制。收錄於彰化縣政府主辦「2006
全國社區發展福利社區化觀摩會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績優單位頒獎典禮大會手
冊」，頁 64-79。
賴兩陽(2006) 。志願服務新型態。台南市志願服務會訊，第 5 期，頁 3-6。
賴兩陽(2003) 。志願服務績效評估的重要性。志工北縣（創刊號），頁 8-12。
賴兩陽（2000）
。台灣社會福利社區化的政策發展與相關法規。空大學訊第 254
期，頁 85-89。
賴兩陽（2000）
。我國社會役的政策發展與實施困境。空大學訊第 249，頁 53-60。
賴兩陽（2000）。福利社區化的理念與實踐。厚生月刊，第 9 期，頁 39-41。

二、專書及專書論文：
賴兩陽（2016）。《聯合社區的理念、實踐與反思：以「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
為例」》。台北：洪葉出版公司。（業經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TSSCI）審
查通過）
賴兩陽（本書召集人，與曾中明、葉至誠、洪惠芬合著）（2016）。《社會政策
與社會立法》（第二版）（撰寫第 1、2、3、9 章）。新北市：空中大學出版社。
賴兩陽（與孫健忠、陳俊全合譯）(2016)。 《人群服務組織管理》（第二版）（翻
譯第 4、5、6、7、9 章）。台北：雙葉書廊。
賴兩陽等著，謝秀芬主編（2014）。《社會工作概論》（撰寫第 7、8 章）。台北：
雙葉書廊。
賴兩陽、劉培玲（2013）。「原住民大專學生返鄉服務與學習」計畫之評估研究。
收錄於吳天泰主編《向部落學習》
。花蓮：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出版。pp.15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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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雙盲匿名審查）
賴兩陽（與羅國英、闕漢中、張菁芬合著）(2010)。《社區實作教學設計概要－以
東吳大學社工系「社區實作課群」為例》。台北：松慧有限公司。
賴兩陽(2009) 。《社區工作與社會福利社區化（第 3 版）》。台北：洪葉出版公
司。
賴兩陽（本書召集人，與吳來信、彭淑華、曾中明、劉麗雯合著）（2008）。《社
會福利服務》（撰寫第 1、8、9、10 章）。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賴兩陽（本書召集人，與曾中明、葉至誠合著）(2007)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撰寫第 1、2、3 章）。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賴兩陽(2006)社區工作與社會福利社區化（修訂版）。台北：洪葉出版公司。
賴兩陽 （與孫健忠、陳俊全合譯）(2005) 。人群服務組織管理（翻譯第 9、10、
11、12、13 章）。台北：雙葉書廊。
賴兩陽(2005) 。志願服務與社會需求。收錄於內政部、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共
同編印「志願服務特殊訓練教材」。
賴兩陽(2005) 。志願服務法的立法過程。張貼於救國團「張老師」規劃建制內政
部「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網站。
賴兩陽(2004) 。志願服務的資源結合與運用。張貼於救國團「張老師」規劃建制
內政部「全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網站。
賴兩陽(2004) 。活動及方案設計。社會福利類志工成長訓練教材。內政部、中華
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共同編印。頁 142-169。
賴兩陽(2003) 。服務學習方案形成（第 1、2、3、9 節）。收錄於行政院青年輔導
委員會「中等學校服務學習實用手冊」。
賴兩陽(2003) 。學校參與社會福利服務學習方案。收錄於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編印中等學校服務學習方案彙編。
賴兩陽(2003) 。服務學習基本概論。收錄於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編印 2003 年
GYSD 全球青年服務日培力輔導教材彙編。
賴兩陽(2003) 。社會福利基本概述。社會福利類志工特殊訓練教材。內政部、中
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共同編印。頁 26-48。
賴兩陽(2002) 。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服務基礎訓練教材。內政部、中華民國志
願服務協會共同編印。頁 7-26。
賴兩陽(2002) 。社區工作與社會福利社區化。台北：洪葉出版公司。
賴兩陽(2001) 。台灣社會福利社區化之研究：政策、推動模式與實施成效。台灣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賴兩陽（與吳明儒合譯）（1997）資本主義福利體系：日本、英國與瑞典之比較
（翻譯第 4、5、6、7、8、9、14 章）。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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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論文：
(B) 研討會論文
賴兩陽（2016）。以旗艦社區發展福利社區化－ 以桃園經驗為例。發表於桃園市
政府主辦「社區發展回顧與展望」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2 日）
賴兩陽（2016）。原住民族長期照顧何去何從？以文化基礎與專業品質觀點分析。
發表於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社會正義與社會創新：多元發展的社會工
作實務」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1 月 25 日）
Leang-yang, Lai (2016) . From Intersection to Integration: Incorporate Bunun culture
into comprehensive welfare system National Indigenous Social Work Conferences
2016,Social Work Activism, Advocacy, and Agency: A Conference of Indigenous
Knowledges and Action.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23-25, Oct. 2016.
賴兩陽（2016）。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化的省思。發表於輔仁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主辦發展性社會工作與金融社會工作推動的檢視與再思考:延續與創新
學術研討會。（2016 年 5 月 5 日）
賴兩陽（2016）。志願服務法制化之歷程與努力方向。發表於中華民國志願服務
協會主辦「志願服務法立法 15 周年回顧與前瞻」專題研討會。（2016 年 4 月
29 日）
賴兩陽（2015）。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回顧與前瞻。發表於中華救助總會主辦
「旗艦社區‧領航未來」研討會暨成果展。（2015 年 10 月 16 日）
Leang-yang, Lai (2015) .Indigenous Tribes Tourism Industry as Social Enterprise in
eastern Taiwan: Process, Performance and Problems. Third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Social Work Conferences(3IISWC) .Double Tree by Hilton Hotel
Esplanade,Darwin,Australia.14-17 September 2015.
賴兩陽、曾鄒輔培、李怡玲（2014）。花蓮市聯合社區輔導與培力歷程分析。發
表於衛生福利部、台灣社會福利學會主辦「全國社區工作暨社區創意」研討會。
（2014 年 11 月 21 日）
賴兩陽（2014）。世代差異下的社會福利轉型：反服貿運動的省思。發表於台灣
社會福利政策學會及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主辦「全球化下的
台灣福利服務─服務發展與挑戰」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0 月 24 日）
賴兩陽（2014）。推動原住民部落觀光產業的可行性探析：部落族人的觀點。發
表於台灣發展研究學會及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主辦「第六屆發展
研究年會─區域、族群與發展」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0 月 18 日）
Leang-yang, Lai (2014) .Building indigenous tribes tourism industry to promote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 Indigenous Peoples Conferences on
Education. Kapi’olani Community College, Honolulu, Hawaii .May 19-25, 2014.
賴兩陽（2013）。聯合社區中專案經理人的角色與功能－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
發表於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2013 年全國社區發展理論與實務工作」國
際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 29 日）
賴兩陽（2013）。原住民部落觀光產業論我國社區產業的條件與問題。發表於國
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與台灣社會福利學會主辦「和平紅利、特色發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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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充權─從離島的經驗前瞻台灣社會福利的發展」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
年 5 月 10 日）
賴兩陽（2013）。初生之犢不怕虎？一個花蓮新成立社區的培力與輔導歷程。發
表於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主
辦「變遷中的社區工作與兒少福利」學術研討會。（2013 年 5 月 3 日）
賴兩陽（2013）。地方政府在社區工作的角色與功能分析：以內政部旗艦型計畫
社區為例。發表於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全球
化下的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研討會。（2013 年 3 月 22 日）
吳明儒、賴兩陽（2012）。台灣社區組織與社區能力關係的實證分析：以 2001- 2010
年的內政部績優社區為例。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與台灣社會福利
學會主辦「二○一二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嬰兒退潮、經濟
波動、財政短絀-民主治理困境下社會福利新模式」。（2012 年 5 月 19 日）
賴兩陽、吳明儒（2012）。研擬《社區發展法》草案之過程、重點與建議內容。
發表於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與朝陽科技大學共同主辦「社區工作與高
齡服務：傳承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4月26日）
賴兩陽（2011）
。以社區工作方法興建社會住宅之探討。發表於國際社會福利協會
中華民國總會與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社會工作與社會發展：行動與展
望」研討會。（2011年11月17-18日）
賴兩陽（2011）
。最後一哩路迢迢：台灣國民年金制度的問題與對策。發表於中國
珠海勞動和社會保障學會、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吉林大學珠海學院主辦「第
十屆海峽兩岸社會保障研討會」。地點：中國廣東珠海。（2011年10月26-29日）
賴兩陽（2011）。都市原住民社會住宅問題探析：以新北市三峽區隆恩埔國宅為
例。。發表於中華文化社會福利基金會主辦「2011年兩岸社區發展學術研討會」
。
地點：中國廣州。（2011年8月17-18日）
賴兩陽（2011）
。居住正義與住宅人權的挑戰：台灣社會住宅的問題與對策。發表
於財團法人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基金會主辦「第十六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
討會」。地點：中國北京。（2010年8月14-16日）
賴兩陽（2011）
。台灣社區工作的百年進程：兼論英美日社區案例對我國的啟示。
發表於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主辦「社區照顧與社區工作」學術研討會。
（2011年4月22日）
賴兩陽、蔡宗翰（2011）
。社會工作核心知能建構－社區工作。發表於台灣社會工
作教育學會主辦「社會工作核心知能建構」研討會。（2011年3月18日）
賴兩陽（2010）。從醫療模式到社會模式：以ICF作為身心障礙福利及服務需求評
估的可行性分析。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南開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辦
「華人社會福利政策比較研討會」。（2010年12月10日至11日）
賴兩陽（2010）
。以社區為基礎推動社會福利服務。發表於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主辦「深根六十、創新未來－兒童福利發展的歷史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
（2010年10月7日）
賴兩陽、吳明儒（2010）
。內政部「福利化社區旗艦競爭型計畫」工作模式之比較。
發表於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主辦「全國『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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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與策進未來研討會」。（2010年10月2日）
賴兩陽、張瀞文、簡佳立（2010）
。桃園縣聯合社區工作模式培力計畫－內政部旗
艦社區及桃園縣旗艦社區工作模式之比較。發表於2010年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會。（2010年6月15日）
賴兩陽（與趙碧華合作）
（2010）
。Analysis the State of the Community Care Service
Stations: the Topics and Essences of Community Care。發表於2010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genda. ,10-14 June,
2010,Hong Kong.
賴兩陽（2010）
。聯合社區運作模式與成效分析：以桃園為例。發表於實踐大學社
會工作學系、中華民國社區發展協會主辦「遽變時代中多元與活力的社區工作」
研討會。（2010年3月12日）
賴兩陽（2009）。我國身心障礙認定採取ICF制度的條件分析。發表於台灣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及中國雲南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共
同主辦「風險社會中家庭與社區」兩岸社會工作學術研討會。地點：中國雲南昆
明。（2009年12月15日）
賴兩陽（2009）
。旗艦社區領航計畫第一階段績效分析。發表於桃園縣政府主辦「桃
園縣旗艦社區領航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暨98年社區發展工作觀摩會」
。
（2009年12
月6日）
賴兩陽（2009）
。我國身心障礙認定採取 ICF 制度產生的社會排除疑慮分析— 以台
北縣為例。發表於台灣社會政策學會與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主辦「邁向融合的
社會：新時代下的社會排除與社會政策回應」國際研討會。
（2009 年 12 月 4 日）
賴兩陽（2009）
。從單一社區到聯合社區：桃園縣旗艦社區領航計畫社區培力成效
分析。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及台灣社會工作管理
學會主辦「金融海嘯、家庭與社區實務與學術研討會」。（2009 年 10 月 14 日）
賴兩陽（與張菁芬合作）（2009）。The Community-Based Service Empowers the
Disadvantaged Territory to Tackle Spatial Exclusion。發表於 The Sixth Annual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network (EAS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Welfare Restructuring in East and West',3-4 July
2009,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賴兩陽（與江柏毅、簡佳立合作）（2009）。我國實施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
類系統（ICF）之條件與限制。發表於 2009 年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師生研究
成果發表會（2009 年 6 月 2 日）。
賴兩陽（2009）。地方政治生態對推動社區工作的影響性分析：以桃園縣觀音鄉
為例。發表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第 26 屆系際學術研討會」。（2009 年 3
月 12 日）
賴兩陽（與趙碧華、莊秀美合作）。（2008）台灣地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現況
分析。發表於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與日本福祉大學、日本社會事業大學、日本
地域福祉學會主辦「以家庭、社區為基礎的福利社會建構與社區福利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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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台灣、日本的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2008 年 12 月 8 日）
賴兩陽（2008）。社區協力結盟的歷程與功能分析：以桃園縣觀音鄉聯合社區為
例。發表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及台灣社會工作管理學會主辦「優勢與創新：家
庭與社區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0 月 23 日）
賴兩陽（2008）。「社區實作課群」規劃理念與實施現況。發表於中國雲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主辦「兩岸社區工作與社會工作教育」學術
研討會。地點：中國雲南昆明。（2008 年 3 月 30 日）
賴兩陽（2007）。台灣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模式初探。發表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服
務品質策進協會與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舉辦「新管理主義對社會工作的挑戰與
回應研討會」。（2007 年 11 月 23 日）
賴兩陽、卓雅苹（2007）。從「陪伴社區」到「伙伴社區」：以桃園縣旗艦社區
領航計畫為例。發表於桃園縣政府主辦「全國社區營造學術研討會」。（2007
年 11 月 17 日）
賴兩陽（2007）。以「體驗教學」為主軸思考的社區工作課程。發表於台灣社會
工作教育學會與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系共同舉辦「社會工作教育基礎課程建構研
討會」。（2007 年 11 月 9 日）
賴兩陽（2007）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實施成效分析。發表於東吳大學社工系日本
地域福祉學會共同舉辦「少子高齡社會的福祉政策之實踐與發展－台灣‧日本
的比較與研究國際研討會」。 （2007 年 10 月 26 日）
賴兩陽（2007）
。台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實施現況與成效分析。發表於澳門街坊
會聯合總會舉辦「兩岸四地社區工作與構建和諧社會研討會」
。地點：澳門。
（2007
年 8 月 30 日）
賴兩陽（2007）。台灣社工師法對專業制度的影響與爭議：1997-2007。發表於中
華文化社會福利基金會主辦「2007 年兩岸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
。地點：中國上
海復旦大學。（2007 年 8 月 22 日）
賴兩陽（2007）
。國家、社區與行動研究：桃園縣旗艦社區領航計畫的省思。發表
於東吳大學社工系舉辦「台灣社區工作的溯返與薪傳---徐震教授社區工作論述
學術研討會」。（2007 年 6 月 14 日）
賴兩陽(2006) 。台北市老人社區照顧的現況與檢討。發表於「老者安之-海峽兩岸
老人安養制度之比較研討會」。東吳大學社工系主辦。（2006 年 6 月 13 日）。
賴兩陽（與趙碧華合作）(2006) 。社會役制度人力運用及成效評估研究。發表於
「2006 年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會」。東吳大學社工系主辦。（2006 年 5 月 26 日）
賴兩陽(2006) 。非營利組織推動社區工作的反思。發表於「交流與互動：民間力
量的思考-兩岸非營利組織發展研討會」。慈濟大學社工系主辦。（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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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
賴兩陽(2006) 。社區工作與社區照顧：策略與限制。發表於「東吳大學文學院第
二十三屆系際學術研討會-兩岸社會政策與就業促進研討會」。東吳大學文學院
主辦。（2006 年 4 月 20 日）。
賴兩陽(2005) 。台灣社會工作管理教學現況與檢討。發表於「公益組織培訓課程
設計討論會」。喜馬拉雅基金會與中國清華大學共同舉辦。地點：中國北京。
（2005 年 12 月 10 日-14 日）。
賴兩陽(2005) 。台灣的家庭變遷。發表於「兩岸社會保障制度學術研討會」。東
吳大學與中國蘇州大學共同舉辦。地點：中國蘇州。（2005 年 11 月 10 日）。
賴兩陽(2005) 。台北市老人社區照顧體系之建構。發表於「學術交流專題座談講
座」。東吳大學與中國上海大學共同舉辦。地點：中國上海。（2005 年 11 月 8
日）。
賴兩陽(2005) 。台灣社區工作法制化過程探析：兼評社區營造條例草案。發表於
「兩岸四地社會工作研討會：華人社會社區工作的知識、實務與理論」。輔仁
大學社會工作系主辦。（2005 年 6 月 29 日）。
賴兩陽(2005) 。走進社區多采多姿的世界：社區工作課程教學心得分享。發表於
「2005 年社區工作教學研討會：『前進社區：論方法與教學』研討會」。東吳
大學社會工作系主辦。（2005 年 5 月 31 日）。
賴兩陽(2004) 。志願服務法規：理念與規範。發表於「志願服務與民主社會-感念
東吳大學之友雷德博士」研討會。東吳大學主辦。（2004 年 11 月 26 日）。
賴兩陽(2003) 。專業的社工，不專業的行政？「社會行政」在社工專業教育中的
發展與困境。發表於「2003 年社會工作理論與研究」教學研討會。東吳大學文
學院主辦。（2003 年 12 月 12 日）。
賴兩陽(2002) 。華人社區照顧模式初探：以台灣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經驗為例。
發表於「2002 年兩岸四地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中華文化社會福利基金會主
辦。地點：香港。（2002 年 10 月 28 日）。
賴兩陽(2001) 。區總體營造與社會福利社區化推動模式之比較分析。發表於「前
進 e 世紀: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研討會」。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與台灣大學
社會系主辦。（2001 年 1 月 7 日）。

四、技術報告：
賴兩陽主持人（2017-2018）。長期照顧中原住民長者在地安老服務光譜之研究與實務建置：
以東台灣偏鄉部落為例－文化基礎與部落參與：原住民長者日間照顧與機構照顧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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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探討。科技部補助：MOST 106-2420-H-259-013-MY2。
賴兩陽主持人（2016）
。落實社會政策對偏鄉原住民權利的保障 ─ 需求與權利並重的社會工
作為導向─布農文化與社區照顧體系的交會：以海端鄉社區照顧試辦計畫為例。科技部補
助：MOST 105-2420-H-259-009。
賴兩陽共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李易駿）（2016）
。我國社區發展組織推動社區產業概況之研
究。衛生福利部補助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2015）。志願服務效益評估計畫－志願服務法制化之探討。衛生福利部補助
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2014-2015）
。以部落為本的原住民人才培育-打造原住民部落觀光產業促進社
區永續發展的可行性探析：治理、整合與培力。國科會補助：NSC103-2420-H-259-004-MY2
賴兩陽主持人（2014）。地方政府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運作模式與績效之研究。衛生福利部補
助研究。
賴兩陽共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李易駿）（2014）
。社區組織參與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後續發
展之研究。衛生福利部補助研究。
賴兩陽共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吳明儒、共同主持人呂建德、傅從喜）（2013）
。從社會保險
整合效益觀點-探討國民年金組織未來定位及功能。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2013）。永遠的部落-打造原住民部落觀光產業促進社區永續發展的可行性
探析。國科會補助：NSC102-2410-H-031-042
賴兩陽主持人（2012）
。服務學習或短期工讀?「原住民大專學生返鄉服務與學習」計畫之評
估研究。校內研究補助。
賴兩陽共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李淑貞、協同主持人蔡美文、羅鴻基）（2012）
。建構我國身
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訪談表之操作手冊及信效度分析。內政部委託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吳明儒副教授、李易駿副教授）（2012）
。對「消極型」與「潛力
型」社區培力與輔導機制之研究。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辦理。
賴兩陽主持人(2011)。聯合社區的理念、作法與成效：以桃園縣旗艦社區領航計畫為例。國
科會補助：NSC100-2410-H-031-042（專書寫作）
賴兩陽共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吳明儒副教授，共同主持人呂朝賢副教授、陳昭榮講師）
（2011）。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制度評估及未來方向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吳明儒副教授）（2011）
。研擬我國社區工作法草案之研究。公益
彩券回饋金補助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辦理。
賴兩陽共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吳明儒副教授，共同主持人吳曉君副教授）（2009）
。98 年度
嘉義市志願服務概況調查研究。嘉義市政府委託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吳明儒副教授）（2009）。桃園縣聯合社區工作模式培力計畫-內
政部旗艦社區及桃園縣旗艦社區工作模式之比較。桃園縣政府委託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2009- 2010）。我國在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CF）之福利需求
評估作業試辦縣市實驗計畫。內政部委託研究（2 年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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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兩陽主持人（2008）。桃園縣旗艦社區領航計畫評估研究。桃園縣政府社會處補助「桃園
縣石觀音愛心會」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2008）。社區服務團隊行動研究評估計畫。東吳大學補助研究。
賴兩陽協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莊秀美教授、協同主持人趙碧華副教授) ( 2006-2009)。台灣社
區照顧據點服務現況與營運前瞻之研究。日本文部科學省 2006 年度基盤研究（A）科學研
究費補助金。
賴兩陽共同主持人（共同主持人羅國英、闕漢中、張菁芬）(2005- 2008)。公民社會的觸發:
台北社子地區教學與服務經驗-改善本土化社會工作教學服務(第一年期計畫) （東吳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4 年期）。
賴兩陽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趙碧華）(2005)。社會役制度人力運用及成效評估研究。內政部
委託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2004)。通才乎？專才乎？地方政府社政人員專業背景與層級高低對社會行政
才能之比較分析。國科會補助：NSC93-2412-H-031-004
賴兩陽主持人(2004)。動物保護志工制度規劃報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研究。
賴兩陽協同主持人（研究主持人李淑容） (2004) 。家庭面臨貧窮困境調查分析與對策研究。
內政部委託研究。
賴兩陽主持人(2002)。社工與志工之間：社會役制度之運作困境與政策建議。國科會補助：
NSC91-2412-H-031-006。
賴兩陽研究員（研究主持人李淑容）(2001)。地方政府身心障礙業務績效評估之研究。內政
部委託研究。

五、其他著作或專利：
無。

六、三年內之研究計畫（2012.2～2017.2）：
起迄年月

研究計畫名稱

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計畫經費

補助單位

2017/1-2018/12

長期照顧中原住民長者
在地安老服務光譜之研
究與實務建置：以東台灣
偏鄉部落為例－文化基
礎與部落參與：原住民長
者日間照顧與機構照顧
服務模式之探討。

主持人

112.6 萬元

科技部

12

2016/1-2016/12

2016/1-2016/12
2015/2-2015/12
2014/1-2015/12

2014/2-2014/12
2014/2-2014/12
2014/2-2014/12

2013/1-2013/12

2012/6-2012/12

2012/6-2012/12

2012/3-2012/12

落實社會政策對偏鄉原
住民權利的保障 ─ 需
求與權利並重的社會工
作為導向─布農文化與
社區照顧體系的交會：以
海端鄉社區照顧試辦計
畫為例。
我國社區組織推動社區產
業概況之研究
志願服務效益評估計畫─志願
服務法制化之探討
以部落為本的原住民人才培育打造原住民部落觀光產
業促進社區永續發展的
可行性探析：治理、整合
與培力。
地方政府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運
作模式與績效之研究。
社區組織參與福利化社區旗艦
計畫後續發展之研究。
從社會保險整合效益觀點-探討
國民年金組織未來定位
及功能。
永遠的部落-打造原住民部落觀
光產業促進社區永續發
展的可行性探析。
服務學習或短期工讀?「原住民
大專學生返鄉服務與學
習」計畫之評估研究。
建構我國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
務需求評估訪談表之操
作手冊及信效度分析。
對「消極型」與「潛力型」社區
培力與輔導機制之研究。

主持人

130 萬元

科技部

共同主持人

76.5 萬

衛福部

80 萬

衛福部

130 萬

科技部

75 萬

衛福部

70 萬

衛福部

80 萬

衛福部

47 萬

國科會

10 萬

東華大學
原民院

80 萬

內政部

80 萬

內政部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主持人

■ 教學（2012.2～2016.2）

七、三年內開授課程：
學年度

104

課程名稱(必/選)
社會個案工作(必)
社區工作（必）
社會福利行政(必)
社會工作實習二(必)
進階社區工作(選)

學分數
3
3
3
3
3
13

選修人數
61
55
42
12
16

103

102

101

專題研究(二)(選)

3

專題研究（一）（選）
進階社區工作（選）
社會個案工作（必）
社區組織與發展專題（選）
社會工作研究法（必）
社會工作實習（二）
專題研究（二）（選）
社區營造與社區參與（選）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專題（選）
老人福利服務（選）
社區工作（必）
專題研究（一）（選）
社區組織與發展專題（選）
社會工作研究法（必）
社會工作實習（二）（必）
專題研究（二）（選）
社區營造與社區參與（選）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專題（選）
社區工作（必）
專題研究（一）（選）
社區組織與發展專題（選）
服務學習（二）
社會工作研究法（必）
社會工作管理（必）
專題研究（二）（選）
社會個案工作（必）
社區組織與發展（必）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專題（選）
社會工作實習（一）（必）

3

2
3
15
48
7
46
12
1
25
7
45
52
3
9
33
13
2
52
4
61
2
6
47
19
41
3
75
62
6
1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八、三年內指導研究生狀況：
學年度

碩士班(人)

105
104
103
102
101

7
6
4
4
3

博士班(人)

畢業人數
碩士

2

■ 服務（2012.8～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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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九、校內校、院、系(所、科及中心)各級公共事務參與：
年月

校/院/系級

項目

101 學年度

校級
系級
系級
系級
系級

節能減碳委員
教評會委員
圖書委員
講座及活動委員
班導師（大二）

102 學年度

校級
校級
院級
院級
系級
系級
系級
系級

節能減碳委員
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
教評會委員
優良教師選委員會委員
教評會委員
課程委員
推廣及招生文宣委員
班導師（大三）

103 學年度

校級
校級
校級
院級
院級
院級
院級
系級
系級
系級

原住民族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課程委員
學生事務委員會委員
招生委員
教評會委員
優良教師選拔委員會委員
課程委員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副主任
推廣及招生文宣委員
班導師（大四）

104 學年度

校級
院級
系級
系級
系級
系級

校交通安全暨車輛管理委員會委員
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委員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副主任
課程委員
推廣及招生文宣委員
班導師（大三、碩專班）

十、專業學術服務工作項目：
年月

校內/校外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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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至 106 學年
(一) 政府部門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考試院 100 年至 10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
會工作師考試命題、閱卷委員、典試委員。
考試院 102 年及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命
題兼閱卷委員。
行政院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2014-2016，2016-2018）
。
衛生福利部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2014-2016）
。
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審查委員會委員
（2016-2017）
。
衛生福利部國民年金監理會爭議審議委員（2014-2016）
。
原住民族委員會「東區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及
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專業諮詢輔導計畫」專業諮詢輔導
委員（2012-2013）
。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2007-2014）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新制外聘督導（2014）
。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區發展業務外聘督導（2014）。
全國社區育成中心花東據點負責人。（2013 迄今）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社區育成中心委員（2015）。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政顧問（2016）。

（二）民間團體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2015-2018）
。
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理事（2015-2018）
。
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理事（2008-2017）
。
台灣社會政策學會理事（2009-2018）
。
台灣社會福利學會理事（2015-2017）
。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常務理事（2010-2016）
。
中華社會保險學會理事（2009-2016）
。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理事（2002-迄今）
。
台北市志願服務協會常務理事（2008 迄今）

（三）學術單位

校內
校內
校內
校內
校內

「名師出馬」赴內壢高中招生宣導。（102 學年）
「名師出馬」赴海星高中招生宣導。（103 學年）
社工師考試讀書會指導老師。（103 學年）
「名師出馬」赴新竹高中招生宣導。（104 學年）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飛計畫」就業實務學習成長團
體導師。（104 學年）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委員。
師大、暨南、慈濟、輔仁、台北、東吳等大學碩士學位
考試委員。
台大社會工作學刊、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思與
言、台灣社會工作學刊、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等學刊審查委員。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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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與研究獎勵（2013.8～2017.1）

十一、教學與研究獎勵事蹟：
學年度

102
103
105
105

校內/校外

項目

校內研究計畫補助
原民院教學優良教師
原民院教學優良教師

校內
校內
校內
校內

以上資料屬實。填表人簽名：

全校教學優良教師

（電子檔免填），填表日期：2017/2/22。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