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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社工日系列活動籌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9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部 201會議室 

主持人：楊司長錦青(蘇副司長昭如代)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記錄：李亭穎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為藉由頒獎典禮表揚優秀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提升社會

工作專業服務形象，讓受獎者感受到尊崇及溫馨，本部

前於 109 年 8 月 11 日(星期二)假大直典華花田盛事廳

辦理「109 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頒獎典禮」，並於

頒獎典禮後以部長名義宴請獲獎者及其觀禮家屬，以表

達對其最高敬佩與感謝之意。與會貴賓包括蔡英文總

統、林萬億政務委員、李麗芬次長、吳玉琴委員、王婉

諭委員、民間團體及縣市政府代表，合計約 500人參與。 

二、 109年頒獎典禮除循例製作特殊貢獻獎影片，亦邀請部

長與網紅合拍影片，並將頒獎典禮全程於本部 FB 粉絲

專頁直播，獲致 3,808 個按讚數、188 次分享，9.2 萬

次觀看，宣導社工人員工作領域及其貢獻效果良好。未

來將持續透過影像、臉書新興媒體等多元管道正面宣導

社會工作人員形象與專業、增進社會大眾的認可度。本

次邀集各地方政府及社工團體與會，擬就 110年度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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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活動之表揚計畫及頒獎典禮規劃方式，與大家交流討

論。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為制度化績優社工人員表揚，擬具「全國社會工作專

業人員選拔及表揚要點」(草案)，及 110年表揚規劃

作業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109 年度表揚審查複審委員對於旨揭計畫之表揚獎

項、選拔標準、推薦單位/推薦人、推薦方式、及表

揚名額等內容有諸多建議，本部據以參採，並研議修

正；又本案為經常性辦理之業務，爰改以行政規則訂

之。 

二、每年度社工專業人員表揚為年度大事，為使遴選方式

更臻周延，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要

點(草案)(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表揚名額之服務績

優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及特殊貢獻獎仍以不超過

120名為原則，擬修正事項如下: 

(一) 本要點草案第三點：原服務績優獎，分列為「績優社

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等 2獎項。 

(二) 本要點草案第四點：原服務績優獎同步修正為「績優

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2獎項，並因應醫院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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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新增「社會工作室主任、醫療社工師、社工管理

師」等職稱於「績優社工督導獎」項目；另參與特殊

貢獻獎選拔之社工服務年資由 10年提高至 25年，以

符其資歷。 

(三) 本要點草案第五點：原服務績優獎同步修正為「績優

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2獎項；另特殊貢獻獎項

新增「由社工實務界及學術界」等推薦單位，並修正

為新增「於複審會議召開前函請複審委員推薦」及說

明文字。 

(四) 本要點草案第六點：原服務績優獎同步修正為「績優

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2獎項。 

(五) 本要點草案第七點：原服務績優獎同步修正為「績優

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2獎項。另相關推薦原則

新增獎項薦送說明。 

(六) 本要點草案第八點：原服務績優獎同步修正為「績優

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2 獎項。另(一）新增基

金會薦送名額上限。 

三、各推薦單位逕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並按績優社工獎、

績優社工督導獎、資深敬業獎及特殊貢獻獎分別造

冊。 

四、本計畫係全國性、跨領域活動，擬委託全國性社會工

作相關專業團體辦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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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本要點草案經討論修正如下，俟本部核定後函頒實

施，並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配合辦

理： 

(一) 有關本草案要點第 4點選拔標準： 

1.為彰顯社工督導於社工服務品質提升之重要性，自

110年起社工專業人員表揚之原服務績優獎，分列為

「績優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2獎項。為利社會

工作專業制度健全發展，社會工作師應依社會工作師

法第十二條執行業務，不宜鼓勵以社會工作師職稱承

擔社會工作督導之職責，爰績優社工督導獎受薦職稱

刪除「社會工作師」；倘縣市政府有社會工作督導人

員之職務需求，請依程序於機關組織調整增加督導員

額，並提供合理薪資條件，俾權責相符。 

2.另為周延受薦人員職稱，績優社工督導獎一節增列

「醫療社會工作師」職稱，並酌修文字，非以提出著

作、學術發展者為限。 

3.有關社會工作專業年資之採計，為利推薦單位年資計

算起迄日標準一致，第 2新增「計算至當年度公告受

理截止日前一個月」文字。  

(二) 本草案要點第 5點（一）績優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

獎及資深敬業獎等獎項之得推薦單位，考量社會工作

領域日益多元，為利各領域社會工作人員都有機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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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項選拔，增列一款「其他聘有社工專業人員之機

關（構）。」另（二）特殊貢獻獎項推薦方式，為利

實際運作，文字酌作修正。 

(三) 有關本草案要點第 7點推薦原則： 

1.(一)「每人每年僅能被推薦一種獎項」一節，為符合

公平原則，同時避免其他獎項名額受限，爰原草案例

外規定「獲推薦特殊貢獻獎者，經複審會議評審未達

特殊貢獻獎標準，惟其服務事蹟達服務績優獎標準

者，經本人同意得轉為參加服務績優獎」刪除。 

2.(五)「曾獲服務績優獎項者，請勿重複薦送績優社工

獎或績優社工督導獎」一節，考量 108年以前表揚計

畫服務績優獎項未分列績優社工及績優社工督導獎

項，無法區別當時獲獎資格，自 109年起已分列，爰

修正為「108年(含)前曾獲服務績優獎項者，請勿重

複薦送績優社工獎或績優社工督導獎」。 

(四) 本草案要點第 8點： 

1.除受理推薦日期由本部公告外，增列「表揚名額」亦

公告。 

2.酌做文字修正，請業務科確認設定「同一機構(團體)

分事務所與母機構(團體)推薦名額應合併計算」一節

對推薦單位之衝擊，以利慎重評估。 

(五) 本草案要點第 11 點，刪除表揚時間文字，保留「由

本部公開表揚」，表揚時間依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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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關本案表揚獎項名稱與選拔標準相關文字，授權業

務單位酌修，並評估是否增列單獨之特殊貢獻獎申請

表（本要點草案文字修正如附件 1）。 

二、110 年全國性表揚大會活動暫訂於 3 月 31 日(星期

三)，請各相關單位配合辦理。 

三、為俾 110年社工頒獎典禮前置作業更臻周延，受理推

薦收件時間訂於109年11月2日(一)至12月10日(四)

止。 

四、受理推薦收件前，另案邀請公部門及大型社福機構召

開說明會，建立共識，以利推薦適當人選。 

提案二 

案由：有關辦理 110年度社工日系列活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 

一、109年頒獎典禮以宣傳影片及典禮於本部 FB粉絲專頁

直播方式，達到正面宣傳效益；且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頒獎典禮延期至 8月辦理，活動進行時與會人員

全程配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以防疫規格辦理。110

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頒獎典禮暫訂於 3 月 31 日

(星期三)舉行，祈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社會工

作專業團體共襄盛舉，為持續向大眾宣導社會工作專

業化之需要與意義，並提升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形象，

同時俾典禮益加盛大、圓滿，建請各單位提供建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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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二、宣導方式: 透過本部 FB 粉絲團、官網、網路、新媒

體等通路，加強社會工作專業宣導。 

 

決議： 

一、各單位辦理社工日活動包括表揚、餐敘、感恩茶會、

運動會、親子活動、市集、抒壓課程、按摩、拍攝影

片等多元類型，可相互交流學習。 

二、請各單位規劃 110年社工日相關活動時，與本部辦理

「110 年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頒獎典禮」日期（暫

定 110 年 3 月 31 日）錯開，本部於 110 年 1 月另案

調查各辦理情形，彙整為社工日系列活動。 

三、為籌劃上開活動，經費如有不足，可依本部推展社福

補助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至遲於活動辦理前一個月申

請補助。 

 

參、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有關辦理 110年度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表揚績優社

工及績優社工督導獎（含特殊貢獻獎）名額分配，提

請討論。 

說明 : 

一、110 年表揚之績優社工獎、績優社工督導獎及特殊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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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獎，循往例以不超過 120名為原則，其中績優社工

督導獎與績優社工獎獲獎比例依 109 年度複審委員

建議，宜依督導 1:7比例估算為原則、特殊貢獻獎以

不超過 2名為原則。 

二、依據本部統計報表，108 年社會工作專職人員數總計

為 1 萬 4,979 人，含公部門計 6,238 人，私部門計

8,741人；另 107年醫務社工計 1,922人。 

辦法：本部規劃依上開社工人員分佈情情形調整績優社工及

績優工督導獎（含特殊貢獻獎）表揚名額，分配如下，

各獎別推薦名額若有不足額時，可在總名額內配至其

他薦送人數較多之獎別：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勞工局（處）、

教育局（處）及衛生局等相關單位）及所屬之社會福

利機構、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共 45名(109年為 60

名)。 

二、各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團體共 60名(109年為 40名)。 

三、公私立醫事機構共 15名(109年為 20名)。 

四、各獎別推薦名額若有不足額時，可在總名額內配至其

他薦送人數較多之獎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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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人數 占比 表揚名額推估 

公部門 6,238 36.91% 44.29 

私部門 8,741 51.72% 62.06 

醫務社工 1,922 11.37% 13.65 

 

決議：請業務單位除本部公務統計報表外，並蒐集各領域社

工人力數據（如：學校社工、司法矯正社工、康復機

構、護理之家、長照機構等），以周延統計範圍後，

再依人數比例決定獎項名額分配。 

伍、散會時間：1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