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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Social Fair with Justice and Equitable 

本會於 2012 年 7 月份率團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 ICSW 全球年會 

壹、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介紹 

 

   一、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為一獨立性、非政府、非政治、非宗教、非營利之

永久性國際團體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ICSW)於 1928 年成立，八十年來該組織已成為提高各國社會福利水準，

社會工作人員經驗交換之所在，現為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教科文組織、兒童基金會、國際勞工

局、歐洲理事會、泛美聯盟及地區性政府組織間之諮詢單位。目前 ICSW 有 80 個會員組織，

遍及 70 個國家，其在國際非政府組織 (NGO) 事務及國際社會福利政策之協調合作事務上，頗

具影響力。台灣於 1968 年於芬蘭赫爾辛基召開之第十四屆全球會議時申請加入國際社會福利

協會，於 1969 年 8 月經正式批准為會員國，定名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二、每兩年選擇一會員國家舉行全球社會福利會議，探討社會福利之新觀念、新目標與新 

的執行方法 

    此全球社會福利會議與會者平均達一千人左右；並於隔年（亦為每兩年）由各區域會員分別

舉行區域社會福利會議，包括歐洲、北美洲、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南美洲、北非暨中東、中西

非、東南非、東北亞、中南亞、及東南亞暨太平洋區等十個區域。中華民國總會隸屬東北亞區

域會員國之一。 

中華民國總會自加入 ICSW 會員以來，對該組織之活動相當積極的參與，每年皆組織國內社會

福利政府官員、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等約二十至三十人之代表團出席全球及區域會議，於會

議中發表台灣社會福利論文、積極與各國代表經驗交流，並於會後出版出國報告書，以倡導社

會福利新知，因此台灣在該組織的形象相當良好。 

• 第七屆理事長 詹火生簡歷： 

英國威爾斯大學社會福利博士 

• 現任:  

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  

二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第七屆理事長 



三、台灣在區域之國際事務更扮演重要角色 

    本會趙守博名譽理事長於 2000 年南非第廿九屆全球會議中榮膺國際社會福利協會

東北亞區區域主席、本會俞馮彤芳女士則擔任東北亞區域財務長，對於促進區域內的

國際交流的積極作為，備受日本、韓國、香港等東北亞區會員國之肯定，並因此獲推

舉主辦 2003 年「第三十屆國際社會福利

協會亞太區域會議（The 30th ICSW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nference）」，該會

議於 2003 年 12 月 8-12 日假台北圓山大

飯店召開。會議主題為「全球化、就業及

社會福利」，會議內容包含 3 場全體大會

演講、6 場分組議題演講、10 場研討工作

坊、8 個社會福利機構參觀、社會福利宣傳

品展示以及亞太文化交流之夜等。計有來

自亞太地區 16 個國家，共 272 人參與，

會議演講及文章計有 45 篇，深獲各國人士

肯定。 

 

    2004 年本會召開第五屆會員大會，於會議中順利選出白秀雄先生擔任本會理事

長，為延續與國際良好交流之宗旨，白理事長積極召集各相關社會福利機構實務工作

者及官、學界相關專家，參與相關之國際性交流會議，於 2004 年 11 月參加於韓國濟

州島舉辦之「第九屆台日韓

民間社會組織會議」、2004 

年 12 月參加於香港舉辦之

「全球華人孝親敬老研討

會」、2005 年 8 月參加於

日本東京舉辦之「第十屆韓

台日民間社會組織會議」；

為了服務國內社會福利決策

者及實務工作者，激發政

策、學術及實務工作上之創

新與意見交流，本會於 

2005 年開始辦理國內分區

論壇，除將國外之經驗與

福利服務相關發展資訊，

與台灣社福界之夥伴分享外，更希望藉由社會福利論壇之舉辦，激盪且創造出更完善

之台灣社會福利服務網絡，充分反映國內社會福利服務之需求，俾政策更公平、公

正、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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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代表團成員多年來在國際會議場合不遺餘力地推廣台灣社福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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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本會白秀雄理事長再度獲得連任，並於第三十三屆法國杜爾全球會議中，獲選國際社

會福利協會東北亞區區域主席，其個人涵養及對促進國際交流之作為，備受日本、韓國、香

港等東北亞區會員國之肯定，白理事長當選後除積極參與國際暨區域事物交流，亦針對國內

外籍配偶之處境深表關切，故於 2008.7-2009.4 針對國內外籍配偶服務輸送體系進行全國性

之調查研究。 

       2011年2月10日本會召開第七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並於會議中順利選出詹火生先生擔

任本會理事長，並聘任翁毓秀女士擔任本會秘書長、張菁芬女士與蕭文高先生擔任本會副秘

書長，為本會注入新血活力展現全新風貌，並持續致力於國際間社會福利事務之合作交流。 

 

 

貳、工作項目 

一、 組團出席國際會議，編纂出國報告書。包括： 

1.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全球會議（隔年召開） 

2.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亞太區域會議（隔年召開） 

3. 台日韓非政府社會福利組織會議（每年召開） 

 

二、 不定期提供會員國際新資訊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之會員組織分佈 70 多個國家。位於荷蘭之總會，不定期彙整國際社會福利

資訊、刊物，寄送各會員組織。本會則轉寄國內之會員，提供其實務工作參考。 

 

三、 不定期舉辦分區學術研討會或論壇 

    本會將不定期辦理分區學術研討會或論壇，與民間社福機構直接服務人員、社會福利案主群、

學者專家等交流分享，除針對參觀國外之福利機構屬性探討機構之經營管理外；亦會針對當下重

大福利政策議題，探討我國社會福利行政組織架構及相關實務運作範疇，藉以進行意見交流、或

形成行動方案。並將彙編研討會或論壇實錄，發送公私部門供政策或實務工作者參考。 

本會代表團成員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

2012 年 ICSW 年會的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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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2012 年 9 月率團前往新加坡考

察老人福利及社區照顧網絡之建構。 

About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ICSW was founded in Paris in 1928. It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which represents national and 
local organizations in more than 70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Membership also includes major 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ouncil is the advisory unit of ECOSOC, UNESCO, UNICEF, ILO, Council of Europe, 
the Pan American Union, and reg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tc. 
        Taiwan applied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1968, and formally approved in 1969 for Member 
States, known as the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Since joining the ICSW members Taiwan was fairly active participation. Every year about 20-30 person 
delegation to attend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onference and published papers on social welfare in Taiwan, 
and the active exchange of experiences with the delegates, and publication of the report after the confer-
ence in order to share 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 new knowledge, so the image of Taiwan in the ICSW rea-
sonably well. 
 

Our Mission 
    Our basic mission is to promote form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aim to reduce poverty, 
hardship and vulnerability throughout the world, especially amongst disadvantaged people. It strives for rec-
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to food, shelter,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security. It be-
lieves that these rights are an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It seeks also to advanc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reedom of self-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human services. 
 

Cor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Chairman of the Board - Dr. Gordon Chan. (詹火生)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R.O.C.) -National Policy Advisor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he Cross Straits Common Market Foundatio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he Council of Social Welfare, Taiwan. 
 

Vice Chairman of the Board - Mrs. HUANG,PI-HSIA. (黃碧霞) 

Department of Gender Equality of the Executive Yuan-Director.  
 

Secretary-General- Mrs. Betty Y Weng. (翁毓秀)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hild Welfa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 Mrs. CHANG,CHING-FEN. (張菁芬)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s-
sociate Professor.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 Mr. HSIAO,WEN-KAO. (蕭文高)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
nology- Assistance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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