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社會工作師及專科社會工作師
繼續教育課程認定及積分採認原則
依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歷年審定小組共識決議 初訂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106.02.07 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 修訂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106.02.24 第一次委員共識會議 修訂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108.02.14 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 修訂
衛生福利部 108.04.19 修正後公告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109.02.14 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 修訂
衛生福利部 109.03.17 修正後公告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110.01.29 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 修訂
衛生福利部 110.03.22 修正後公告
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111.01.11 第一次核心小組會議 修訂
衛生福利部 111.03.09 修正後公告

一、積分點數計算方式及核給原則
1. 積分以每堂 50 分鐘（含）為 1 點，並各以單一堂數計算，積分點數計算至小數後第一
位，原則上將由系統自動計算，並由委員依實施方式、課程類型、課程內容進行專業
審查是否核予積分。
2. 單一堂次課程僅能申請一種課程類別（專業知能、專業法規、專業倫理、專業品質）
。
3. 考量學員學習效能，單一堂課程實施連續 3 小時（含）以上，應安排適當休息時間；
若申請時未列，審查暫不扣時數積分，但若於課程品質查核時（實地或課後訪查）發
現時數嚴重短差，則應提出書面糾正。
4. 每半日授課時數不得超過 4 小時，全日授課時數不得超過 8 小時（9.6 點）
，且中午應
有 1 小時（含）以上之休息時間，若申請時未列，審查時將酌扣 1.2 點。
5. 教育積分申請案件中，若教育訓練課程為 1 至 3 天之工作坊性質，而簡章或計畫僅敘
及大綱且無詳細之課程內容者，每日核給之時數以 6 小時為原則，半天以 3 小時為原
則。若夜間也有安排課程者，則夜間上課時數也以 3 小時為原則。
6. 若課程內容為影片賞析（含影片之討論分析）
，可以核給點數但至多核予 2.5 點。【開
課單位須於簡章中具體說明電影名稱，並具專業之主持人/引言人做專業議題討論】
7. 課程內容為實（操）作練習者，若有導引之理論課程或課前指導(說明)課程得核給點
數，但以折半核給為原則。
8. 若學員個人於原住民山地鄉/離島執業，請開課單位於簽到表備註欄中註記其原住民山
地鄉/離島執業之身份，並同時提供學員繳交之原住民山地鄉/離島在職證明，以利本
會積分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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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務學習」課程認定與採認：因與審查共識不核可積分之「實習、見習及參訪」課
程性質相同，故均不予核可。
10. 課程內容為「論文發表」性質者，原則上，同一時段只能申請一種類別，若欲依各篇
論文性質進行不同類別之積分審認申請者，則需課程時間表有明確切割時段，方得依
各篇論文發表之時間提出申請。
11. 凡通過專科審認之課程，即表示同時認可該課程通過一般積分之審認，故課程只要通
過任一「專科」積分之課程核可者，若參與課程之社工師無專科身份者，其亦可得「一
般科」之積分。
12. 若申請專科積分之課程審認，若未核予該項「專科」積分者，則審查委員將再針對「一
般科」之積分進行審查認定。
13. 單位聘有外聘督導，所辦理之個案討論會，其提報者與督導者皆為社工師之積分計算，
督導者以講師計算點數，提報者以學員計算點數。
14. 當同時段內有多位講師時，若簡章流程中無明確時間區分者，則將該時段均分予所有
報告人及回應人做為講師點數。若以此方式計算之講師積分低於學員積分時，其積分
點數原則上給予與學員相同之點數。
15. 若團體課程，有主要及次要帶領者，次要帶領者的點數是主要帶領者的二分之一；若
有二位主要帶領者，該課程講師的點數除以二，分別計算講師點數。
16. 學校的學分課程若為多位講師共同講授課程者，建議可參考如學分明細表，或詳述該
課程之共同授課人數，依比例原則核給積分。
17. 專科社工師若擔任合格訓練組織所實施專科社工師訓練課程之講師，開課單位得協助
申請項目第六類「專科社會工作師在合格訓練組織提供督導訓練者」
，並於申請時檢附
訓練課程規畫表及簽到表；督導者亦可提出個人申請。
18. 合格訓練組織所實施之專科社工師訓練課程，個別督導及無主題性研討之團體督導不
得提出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若申請類別屬「專業倫理」及「專業品質」
，則需符合本採
認原則第四部分（課程類型認定與歸類範圍）之規定，提供有助審查之資料（課程講
義或討論紀錄…等）。
19. 「自我照顧及身心舒壓類」課程若其目的為培養社會工作人員於實務工作應用者，應
於申請資料中敘述其授課所包含之理論依據及如何運用於社會工作實務而可協助案主
的問題改善，並應提供講義資料以供委員審查。
「自我照顧及身心舒壓類」係包含但不
僅限於下列項目：(1)精油芳療、園藝植栽（非園藝治療）等體驗活動；(2)經絡按摩、
身體骨骼或穴位、瑜珈或伸展操、肢體或聲音開發、團康遊戲（非遊戲、冒險治療）)
等動態活動；(3)捏陶、纏繞畫、粉彩畫等靜態活動/課程。

二、不予核可積分之課程項目及原則
1. 開幕、閉幕、休息茶敘及用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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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僅有影片欣賞。
3. 實習、見習及參訪課程。
4. 「自我照顧及身心舒壓類」課程非屬「專業品質」且活動與課程為提供社工個人體驗
或舒壓者。
5. 社工師所著論文若非發表在國內外專業期刊雜誌，而是匯集成冊以書本或彙編形式發
表者。
6. 社工師若受邀請至某大專院校教師所開設之學分性課程講授單一次性課堂。
7. 開課單位所辦理單位內之業務介紹、成果報告或工作聯繫會報、重大決策會議、單位
內部業務（簡介、採購、核銷…等）或政策說明、單位方案或宣導說明會…等非教育
性質會議。
8. 簡章之目標授課對象非以專業人員為主，如：ㄧ般民眾/志工/病患/家屬。
9. 單位內無外聘講師之讀書會、無主題性討論之團體督導、個案報告、期刊閱讀報告、
行政說明及業務討論。
10.「焦點團體」是一種蒐集資料的研究方法時，無法認列為繼續教育課程積分。
11.醫療單位開設全院共同之必修課程，如:消防安全、感染控制…等非與社會工作相關之
課程，若為長照機構或學協公會所辦理之課程則不在此限。
12.若由工作人員帶領病人團體，課前課後皆有外聘督導，則積分認定以督導時間為主，
學員帶領之團體課程時間不列入採計。
13.開設因應相關證照與公職考試之試前準備班。
14.個人才藝、職業培訓、技能訓練、電腦及資訊應用軟體或相關系統使用之訓練或分享
等。此類課程係包含但不僅限於下列項目：樂器、咖啡、插花、編織、彩妝、霧眉、新
娘秘書、汽車修理、OFFICE 應用軟體、APP 操作…等。

三、得核可積分之課程項目及原則
1. 凡是具「外聘」之專業講師、主持人進行之個案討論會、網路視訊之課程，即可採認
其積分。
2. 開課單位申請雖以內聘講師授課之相關員工訓練，惟其訓練對象開放為跨單位/跨專業、
不同辦公地點員工參與者，可採認其積分申請。
【例一】開課單位若為同一體系之醫療院所，但屬不同分院，聘任之講師得認定符合
外聘資格，如台大醫院新竹分院聘用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講師，應可符合外聘
資格。
【例二】開課單位若為民間社福機構，申請時宜於課程表或講師資料表中敘明，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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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之講師是否為同一體系機構，但屬不同分事務所之人員，如家扶基金會新
北市分事務所聘用家扶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講師，亦應可符合外聘講師資格。
3. 社工師於大專院校之非社工系授課，不論開課系所為何（如幼教系、特教系等）
，惟授
課內容須與社工專業相關，即可採認積分。
4. 社工師於國內外大學校院進修社會工作專業相關課程並具有學士學位(含)以上學分者，
每學期至多採認 3 學分(每學分 5 點，超過 15 點者，以 15 點計算。)
5. 社工師若應非社工單位（如學校）之邀，為教師、教保員、心理師等對象講授社工相
關課程，若其授課內容與社工專業相關，即可申請積分認證。
6. 個案研討（報告）需有報告人與回應人，回應人為外聘專家學者且符合作業規定之授
課資格；開課單位提出繼續教育申請時必須檢附個案研討書面資料與及問題研討紀錄。
7. 於非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之研討會所辦理之訓練課程，同一時段會有主持人（引言人）
、
多位報告人及回應人，因其主持人或引言人非講師，故申請送件之講師人員以報告人
及回應人為主。
8. 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社會工作學術研討會之審查原則：
(1)國際研討會之認定：主講者、論文發表人等之國籍須三國以上，如：台、港、星。
（若僅兩岸三地，如台、港澳、大陸不算國際）
(2)取得國外研討會之研習證明書，依課程活動表及內容計算合宜之點數。
(3)關於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需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審查會議期程、公開徵求
之論文檢則…等。
(4)課程類別之認定依據：
A. 開課單位申請之研討會中的「論文發表」若為單一單篇發表，以發表主題為認
定類別；而若為分組發表中之一篇，則依據開課單位所分類之主題認定類別。
B. 個人申請則依據發表題目及內容認定積分類別。
9. 有關「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社會工作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壁報者」的「發表
壁報」部分（指以海報或展示看板呈現學術研究報告）
，該作者之繼續教育積分宜由「作
者」提出個人申請，不宜由開課單位統一提出申請；若開課單位有公開徵求論文之積
分申請，需請其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如：審查委員名單、審查會議期程、公開徵求之
論文簡章… 等。
10.「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社會工作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壁報者」學術研討會中
所發表之論文若有多位作者並列，則開課單位申請時須以「報告人」之講師資料表為
必須檢附文件，其他非報告人則為非必要檢附之文件。
11.「公文撰寫」課程考量社工師在不同領域執業之需求，若開課單位、講師資格、參與
課程者皆符合規定者，可核予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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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若工作坊課程對象除專業人員外，亦開放部分非專業人員參加，檢視該課程內容規劃
以及開課單位性質，如對象多以「助人專業者」 為主，而非以一般民眾為主體，授課
講師亦符合資格規定，則建議亦可核予積分。

四、課程類型認定與歸類範圍
1. 專業知能：指提供社會工作師於直接或間接服務所需知識及技巧之研習訓練課程。
2. 專業法規：指提供社會工作師於各項服務所需參考或應用法規之研習訓練。
3. 專業倫理：指提供社會工作師於專業服務倫理考量及權益維護之研習訓練課程。申請
本類課程者，請提供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課程講義）
，以利積分之審核；本類課
程類型判斷之歸類依據：
(1) 社工專業價值與倫理：社工專業服務倫理、社工專業信念、社工服務價值、社工專
業關係、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社工倫理守則的實踐與修訂、社會工作哲理、國際社
工倫理準則與倫理守則…等。
(2) 社會工作服務的倫理議題：倫理服務準則設立、案主權利義務、資訊揭露與網路安
全、跨文化敏感度、多元文化實務能力、族群文化特性與影響、反思本土社會文化
情境。
(3) 雙重關係風險管理的倫理考量。
(4) 倫理兩難與決策判斷的可行策略：倫理衝突、倫理難題的認識與抉擇、倫理審議機
制、其他專業倫理的認識與跨專業合作倫理抉擇…等。
(5) 倫理的案例討論與分析。
4. 專業品質：指有助於確保或可提升社會工作師服務品質之研習訓練課程；申請本類課
程者，請提供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例如：課程講義)，以利積分之審核，本類課程類型
判斷之歸類依據如下：
(1) 品質管理類：服務品質管理制度建立與實務、品質管理工具（驗證）手法、流程管
理與改善、服務稽核與追蹤查核方法、服務禮儀管理、顧客滿意度調查、顧客關係
管理、品質指標建立與監測、品質政策、工作評鑑、品質研究…等。
(2) 品質提升類：全球社會工作發展、社工最佳實務（標竿、典範、試辦、新興服務）
、
以證據為基礎的社工實務、專業方法檢核、教育訓練課程設計與評估、個案研究與
討論…等。
(3) 社會工作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運用與管理、社會工作資訊系統（文書系統介
紹與實作不列入）
、公益行銷募款與捐贈管理、志願服務管理、執業工作（環境）風
險評估、社工人身安全（僅防身術不列入）
、社工專業倡議、服務申訴與處置、跨專
業團隊合作…等。
(4) 社會工作督導：社會工作督導關係與功能、督導制度、督導理論與實務、督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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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理論與實務…等；若僅為支持性之團體督導及個別督導，則不列入。
(5) 社會工作評估與研究：社工實務研究方法、以證據為基礎的社工實務、專業評量與
量表（工具）發展（僅量表（工具）介紹不列入）
、社會工作方案（服務）計畫與評
估…等。

五、爭議及複雜案件處理方式
1. 爭議案件：審定委員對於所申請的積分課程性質與積分點數之核定與申請者不一致或
有疑慮之時，視為爭議案件。
2. 複雜案件：申請者之總積分點數超過 60 點以上或講師（含報告人、回應人、主持人等）
人數超過 20 人以上之時，視為複雜案件。
3. 當審查委員在進行案件審認有疑慮時，將由核心小組委員進行第二次審認，或由主任
委員指派另位委員協助進行案件之審查。

六、原住民山地鄉及離島地區身分
1. 個人申請部份符合原住民山地鄉及離島地區身份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執業證書影本
／在職證明影本），始得予以加權計分。
2. 原住民山地鄉及離島地區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教育部規定判定。
3. 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布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1 年 1 月 23 日臺(91)原民企
第 9101402 號函，30 個山地鄉包括：
(1) 新北市：烏來區。
(2) 桃園縣：復興鄉。
(3) 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
(4) 苗栗縣：泰安鄉。
(5) 臺中市：和平區。
(6) 南投縣：仁愛鄉、信義鄉。
(7) 嘉義縣：阿里山鄉。
(8) 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區、茂林區。
(9) 屏東縣：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丹鄉。
(10) 台東縣：達仁鄉、金峰鄉、蘭嶼鄉、延平鄉、海瑞鄉。
(11) 花蓮縣：卓溪鄉、萬榮鄉、秀林鄉。
(12) 宜蘭縣：南澳鄉、大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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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業於原住民山地鄉及離島地區身份之社工師，若原申請單位係以一般點數計入積分，
只要能提供上課時間之資格證明文件（執業證書影本／在職證明影本）， 即可向本會
提出申請回溯補登應加乘之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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