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暨世界公益學論壇議程 

時間：2018 年 01 月 13 日(週六)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09:00-09:30 

(30 分鐘) 
報到(綜合院館 1 樓報到處)、管弦樂表演(五樓國際會議廳) 

09:30-09:40 

(10 分鐘) 

開幕式(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江明修（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貴賓致詞：周行一(政治大學校長)                

09:40-10:10 

(30 分鐘) 

專題演講：釋惠敏（法鼓文理學院校長） 

題目：心靈環保與社會價值：「變革理論(ToC)」與「以社區為基礎之社會營銷(CBSM)」 

10:10-10:30 

(20 分鐘) 
全體貴賓合影 & 茶敘 

10:30-12:10 

(100 分鐘) 

學術 I 

第一場  社會價值與社  

會影響力(A)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3 室 

主持： 

楊蓓（法鼓文理學院人文

社會學群學群長） 

發表： 

1.鄧偉仁（法鼓文理學院

佛教學系副教授） 

2.陳定銘（法鼓文理學院

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

程教授兼主任） 

3.池祥麟(台北大學金融

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 

評論： 

1.主持人(評論第 1 篇) 

2.吳成豐（靜宜大學企管

系特聘教授兼通識中心

主任） 

3.羅德城(法鼓文理學院

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

位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討論（Q & A）（20 分) 

第一場 公益慈善與第三部

門 (B)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1

室 

主持： 

王名（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兼

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 

發表： 

1.孫煒(中央大學法律與政

府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客家

學院院長) 

2.王名（北京清華大學教授

兼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 

3.林學賢(台灣好夥伴志業

(股)公司執行長) 

評論： 

1.主持人(評論第 1 篇) 

2.劉阿榮（元智大學社會暨

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3.王秉鈞(元智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副教授) 

討論（Q & A）（20 分) 

第一場 社會企業與社會創

新 (C)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4

室 

主持： 

馮燕（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 

發表： 

1.黃建忠（美國羅格斯大學

社會工作學院華民研究中

心教授兼主任）、盧霜（香港

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

學系助理教授） 

2.涂萍蘭(臺北市政府秘書

處企劃師)  

3.謝邦俊（愛盲基金會董事

長） 

評論：  

1.主持人(評論第 1 篇) 

2.張其恆(國立政治大學勞

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3.李世暉（政治大學日本研

究學位學程教授兼主任） 

討論（Q & A）（20 分) 

12:15-13:30 

(75 分鐘) 
午    餐 



13:30-15:10 

(100 分鐘) 

學術 II 

第二場 社會價值與社會

影響力(A)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3 室 

主持： 

陳伯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學系兼任教授） 

發表： 

1.康曉光（人民大學公共

管理學院教授兼公益慈

善研究院院長） 

2.賈西津(北京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3.劉凱琳(台灣公益團體

自律聯盟研究員) 

評論： 

1.主持人(評論第 1 篇) 

2.謝登旺（元智大學社會

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3.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

學系副教授) 

討論（Q & A）（20 分) 

第二場 公益慈善與第三部

門 (B)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1 室 

主持： 

丘昌泰(元智大學人文社會

學院院長) 

發表： 

1.金錦萍(北京大學法律學

院副教授) 

2.張潮(北京清華大學公益

慈善研究院) 

3.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

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兼主

任) 

評論： 

1.主持人(評論第 1 篇) 

2.許世雨（文化大學都市計

劃與開發管理學系副教授）  

3.周錦宏(中央大學客家語

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教授) 

討論（Q & A）（20 分) 

第二場 社會企業與社會創

新 (C)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4 室 

主持： 

袁瑞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

學院副教授） 

發表： 

1.鄭勝分(台灣師範大學社

教系副教授) 

2.吳正中(法鼓文理學院社

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程助理

教授）  

3.劉宜君(元智大學社會暨

政策科學學系教授兼主任) 

評論： 

1.主持人(評論第 1 篇) 

2.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3.沈建文(中央大學企管系

副教授兼尤努斯社會企業

中心主任) 

討論（Q & A）（20 分) 

15:10-15:30 

(20 分鐘) 
茶     敘  

15:30-17:30 

(120 分鐘) 

實務 

第三場 社會價值與社會

影響力(A)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3 室 

主持： 

陳超明(實踐大學應用外

語學系講座教授) 

發表： 

1.阮耀啟（香港社會效益

分析師學會創辦人） 

2.李宜樺(資誠永續發展

服務公司執行董事) 

3.郎亞玲(遠傳電信發言

人) 

第三場 公益慈善與第三部

門 (B) 

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1 室 

 

主持： 

湯京平(政治大學政治系特

聘教授兼中國大陸研究中

心主任) 

發表： 

1.Albert Chu-Ying(新加坡

大學組織與管理學系副教

授) 

2. 林家強(香港大同企業基

第三場 社會企業與社會創

新 (C) 

地點：地點：綜合院館一樓

270114 室 

 

主持： 

林維峯(香港大學教授兼社

科院副院長、睿智計畫主任)

發表： 

1.陸德泉(香港中文大學尤

努斯社會事業中心項目統籌

主任) 

2.鄭衛寧（中國深圳殘友創

辦人） 



4.陳琬惠(台灣公益團體

自律聯盟秘書長) 

5.廖誌汶(幸福果食股份

有限公司創意長) 

討論（Q & A）（15 分) 

金會主席) 

3.陳綺文（香港大學公民社

會暨治理研究中心） 

4.洪智杰(財團法人至善社

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5.孟繁佳(良友書院創院院

長) 

討論(Q & A)(15 分) 

3.徐啟智（北京美好童年科

技有限公司） 

4.林崇偉（众社會企業創辦

人） 

5.林筱玫（瑞德感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討論（Q & A）（15 分) 

17:30-17：4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