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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主旨在理解「孤新社工（無社工督導協助之 3年以下新進社工）」於

實務上的主觀經驗，探究其所處組織樣態、面臨職場困境時所運用之因應方式及

前述經驗對其職涯的影響，期待能針對孤新社工提出更為妥適之協助機制及建議，

用以提升其專業能力、社工價值認同、降低職場壓力及職場疲匱之風險，創建正

向循環的福利服務環境。此研究使用質性研究，利用深度訪談及利益取樣的方式

訪問六位社工年資不滿 3年的孤新社工，再依訪談逐字稿做質性資料分析。 

研究發現包含：一、「孤」與「新」的特質造成孤新社工的雙重困境，孤新

社工同新進社工會遭遇自我效能低、角色壓力高、內外部工作不滿意及工作壓力

大等況，然其於職場內因無社工督導協助，又內部直屬主管及同事多非社工背景

的狀態下，獨自面對挑戰更顯孤獨與艱難，單位內部無正式化溝通管道及權力位

階之不平等，也間接影響孤新社工針對其不合理之勞動條件不敢詢問；二、孤新

社工求助管道慣於透過非正式與正式支持系統、自我學習、網際網路搜尋及靈性

追尋等四個方向求助；三、面對職涯選擇，壓倒孤新社工的最後一根稻草為勞動

條件，薪資過低及始終看不見改善的勞動狀況讓孤新社工最終選擇離開。 

最終，依據上述發現，研究者分別針對孤新社工、學校單位、社福機構及專

業團體提供建議，並針對未來相關研究提供建議。 

 

 

關鍵字：孤新社工、職場困境、求助管道與因應策略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vice social workers without regular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difficulties they encountered in the workplace and 

the ways they coped with the problem without professional help,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previous experiences on their future career decision. In the study,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for 

data collection.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s of 6 novice social workers without 

regular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the research finding are as followed.  

 

(1) Loneliness and less experience cause the double plights for novice social workers.  

As other novice social workers, they all faced low self-efficacy,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job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high working pressure. However, without social work 

supervisors’ help, it’s harder for novice social workers to conquer the challenges by 

themselves. Moreover, without official communication system or social work 

supervisors’ mediation, it’s difficult for novice social workers to ask for their labor 

rights due to power inequality between the novice social workers and their direct 

supervisors.   

(2) Novice social workers tend to seek for help and resources from their formal, 

informal support system as well as internet, also self-learning and religious belief are  

both they ways they use to reach support.  

(3) For future career decision, low-income and tough working conditions are the main 

two reasons why novice social workers quit their job.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novice 

social workers without regular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novice social workers without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Key words： Novice social workers without regular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working dilemma， seek help and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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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Supervision is an opportunity to bring someone back to their own mind， 

to show them how good they can be。 

- Nancy Kline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從學生轉換為職場新鮮人，無論在哪一領域，首份工作皆是充滿機會與挑戰

的關鍵身份轉換期（Bauer, Morrison, & Callister, 1998），其中對於初入職

場就得面對錯綜複雜社會議題的新進社工而言更是如此。此時的新進社工一方面

得統整過去所學，另一方面為因應職場所需，而必須發展出新的知識與技能來因

應職場難題（Croisdale-Appleby, 2014）。也因為是「新進」，在未熟悉職場

的狀態下，首幾年更容易遇見各式困難，進而影響新進社工對於專業自信與熱情

的增減，甚至使其離職（許臨高，1985）。 

 為能更理解新進社工的工作經驗，近年學界對於新進社工之工作處境及職場

適應狀態的重視程度逐漸增加，此部分從相關文獻在這幾年突然相繼問世便可略

知一二。其中針對研究者所感興趣之領域，發現眾多文獻皆提及督導制度對於新

進社工的重要性，完善的督導制度能協助無實務經驗的新進社工在關鍵處遇及決

策上有適切的決定，此外若督導與新進社工關係良好，則督導的情緒支持及陪伴

便能協助新進社工適應職場、降低職場壓力及崩潰離職的可能性（許富盛，2011；

呂季芳，2014；蔡蓮君，2014；黃瓊儀，2017）。同樣的結果亦呈現在王永慈、

劉一龍、邱湘婷和吳庭葦（2017）近期的研究，該研究進一步地指出督導頻率穩

定且密集者，便有更高機率協助新進社工在職場上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內外工作

滿意度、角色清晰度，及較低的角色衝突及壓力程度。換言之，健全且穩定的督

導制度對於新進社工而言是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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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根據研究指出目前台灣僅有 38%的新進社工在日常工作中有穩定的督

導機制輔佐，其中高達 26.1%的新進社工是沒有督導協助的，另外則有 35.8%的

新進社工其接受督導的頻率是前述兩者之外，其況可能是隨時有督導協助，但也

可能是得視情況再行督導（王永慈等人，2017），從此可知悉仍有部分的新進社

工其督導的資源是少的、不穩定的。此結果不得不讓研究者聯想到過去在社群網

路 PTT社工版（SW_Job）上看見的幾篇文章，在文章中，作者皆自述為工作崗位

中唯一的社工人員，礙於實務中無督導能夠商討、請教，所以只能透過社工版向

同是從事社工行業之網民商討實務上所遇見的困境，顯示出沒有督導指導、引領

的無奈。 

 如上述需要向外求助之窘境，特別容易發生在整個機構僅有一位社工人員工

作的狀態，而實務界稱這類社工為「一人社工」或是「孤星社工」，雖然此名稱

的確切來歷不明，然就如同法國巨著《孤星淚》（Les Misérables）的翻譯為「可

憐的人們」，研究者猜想此名稱之由來，應與這類社工在職場缺乏督導協助、得

獨自面對工作中各式困難有極大關係，有隱喻這類社工就猶如夜空中孤獨的星星

般孤苦無依之意。就實務現況而言，台灣當前仍有不少社福組織，是由孤星社工

獨自承擔董事之期待及實務上的重大決策（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16），

而研究者從社群網路 PTT 社工版網友們的留言得知此類組織多好發於中南部的

安置、養護機構，又或是地區性的小型醫院。在缺乏穩定的督導資源及網絡支持

下，孤星社工在面對外界、組織及服務對象的期待幾乎是孤立無援的，此況容易

使社工人員乘載過多壓力，情緒、精神和身體在歷經長期疲勞，最終產生職業疲

匱（job burnout），進而導致社工人員高流動率的狀態發生，對於社工人員的

職涯、專業成長、組織的發展及服務對象的福祉而言，實為不利之負向循環（臺

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16）。 

 而本研究則是借用此名稱之意涵及讀音，配合研究對象缺乏社工督導協助之

特性，將「孤星社工」改寫為「孤新社工」，拆解來看「孤」即是指實務工作場

域中毫無內部社工督導資源的社工人員，而「新」則是指職場上年資未滿三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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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社工。簡言之，「孤新社工」於此研究中，所泛指的即為社工實務界中缺乏

內部社工督導資源之新進社工，其可能隸屬於任何樣態的組織中，但無倫在何種

組織樣態中，其所屬單位皆未提供內部社工督導者。 

 帶著這樣的認知反觀研究者本身，研究者亦為初入社工職場未滿三年的新進

社工，回首這段時間的工作經驗，首年度確實是困難的，特別是從學生身份轉換

為職場新鮮人，有許多地方不熟悉，雖然機構的教育訓練尚算扎實，且督導制度

相當健全，但除了有限的實習經驗外，研究者並沒有真正的實務經驗，在工作中

總還是會碰到許多突發狀況，導致研究者時有自覺不足、疲憊之感，甚至有過自

我懷疑，認為自己可能不適合當社工的時候，所幸每月一次的個別督導，以及同

儕間的相互學習，協助研究者適應人生新階段並解決職場上所遇見的各式難題，

順利度過職場生涯中這段難熬的轉換期。這番經驗使研究者自覺幸運，在面對困

難甚至崩潰的時期，仍有強力督導及同儕的協助，但這也使研究者不僅好奇，那

些沒有社工督導協助的孤新社工們，是如何在沒有穩定的專業協助的狀態下，透

過其他相關資源及網絡協助，來面對工作所遭遇的困難呢？  

 初步整理現有文獻（詳見第二章討論），能知悉雖大眾已開始認知到理解新

進社工處境的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去探究孤新社工們的職場處境，也因此

讓研究者更加篤定此研究之價值及必要性，希冀透過此研究能瞭解孤新社工的職

場主觀經驗，以及面對不同職場困境，如何透過其他資源及學習方式來補足無專

業督導帶領的狀況。期待這篇研究除了能解釋研究者心中的好奇外，亦能給予臺

灣現有機構針對孤新社工職場適應的協助上，能有一些實質的建議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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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 研究目的 

綜觀上述研究背景，研究者希冀能透過此研究，理解孤新社工在實務上的主

觀經驗，探究其面臨職場困境時所運用之其他資源及因應方式，最終期待能針對

孤新社工提出更為妥適之協助機制及建議，用以提升其專業能力、社工價值認同、

降低職場壓力及職場疲匱之風險，創建正向循環的福利服務環境。是故，本研究

所欲達成之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 瞭解孤新社工所屬組織之組織架構及專業人力的配置與運用。 

 本研究欲瞭解孤新社工其所屬組織的組織架構，以及其專業人力配置和配置

中各項人力的運用，包含其工作場域之物理環境、權力結構、工作職責、權責劃

分和任務內容等。 

二、 瞭解孤新社工所屬組織所提供之內外部督導及專業訓練之況。 

 為理解孤新社工中「孤」的內涵與狀態，因此本研究欲瞭解孤新社工其所屬

組織之內部及外部督導制度及其專業訓練之況，此部分偏屬於機構本身所提供之

督導機制及在職訓練，而非孤新社工本身之其他專業求助資源。透過理解機構所

提供之內外部督導機制及專業訓練，來瞭解孤新社工其於機構可能面臨之狀態。 

三、 瞭解孤新社工在缺乏穩定督導制度下面對之職場困境，以及其尋求專業協助

的管道與影響。 

 探討孤新社工可能面臨之職場困境內容，理解孤新社工在沒有健全督導制度

及專業訓練的狀態下，透過哪些管道取代督導機制取得其他專業協助，以及孤新

社工透過其他管道尋求專業協助突破職場困境之主觀經驗、歷程及影響。 

四、 瞭解前述工作狀態對於孤新社工在未來職涯之影響。 

探討孤新社工在經歷前述之職場困境、自主求援的經驗後，此經驗對其在未

來的職涯所造成的影響，包含其對於其所屬之社會工作環境的認同感，及未來職

涯選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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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問題 

一、孤新社工所屬組織之組織結構和專業人力配置及運用狀態為何？ 

二、孤新社工所屬組織所提供之內外部督導機制及專業學習為何？ 

三、孤新社工在缺乏穩定督導機制下所面臨之職場困境為何，及其透過何種管道

尋求專業協助，又前述管道對孤新社工之影響為何？ 

四、前述工作狀態對於孤新社工於未來職涯之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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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為更加全面理解孤新社工可能之樣貌及其求助方式，研究者於文獻探討部分

以「新進社工的職場處境」、「社會工作督導」及「以科技作為尋求專業協助之

管道」三部分進行整理。 

第一節   新進社工的職場處境 

壹、 新進社工之定義 

 定義何謂新進社工，專家學者廣泛透過德賴佛斯模型（Dreyfus Model）技

能發展的五大階段來說明「新手」成為「專家」的五大必經路程，而 Ryan， Fook 

& Hawkins（1995）和翁茹婷（2010）亦相繼將此模型闡述於其研究中，指出社

工人員在邁向專業的歷程不但符合此模型，且每一階段各有其特色，研究者於此

將內容彙整如下： 

一、 初心者（Novice）：此階段之助人工作者幾乎無實務經驗，主要仰賴抽

象的學理（abstract principle）及客觀的守則來進行實務決策，此時

的決策較去脈絡化（context free），僅能根據手冊或規章來進行處遇

決策。對照至社工專業養成階段，為社工實習生時期。 

二、 進階初學者（Advanced Beginner）：跳脫前一階段，此階段之助人工作

者對實務稍有經驗，在實務決策中雖然仍會忽視過往脈絡，然開始能針

對實務情境產生覺察，進而能依據當下情境進行相關決策。此階段約為

社工系畢業，初入職場之社工實務工作者。 

三、 稱職者（Competence）：在此階段，助人工作者開始能辨別在情境因素

中，哪些因素需要被優先處理、哪些可以暫時被忽視，因此將據此來進

行實務決策，並且更聚焦於需要被優先關注之情境因素。雖然此階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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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工作者缺少靈活度，然而其確實能處理個案所衍生之預期之外的狀

況。同樣對照至社工專業養成階段，約為擁有實務經驗 3 年左右之社工

實務工作者。 

四、 專精者（Proficient）：於此階段之助人工作者對實務工作算是能全面

覺察及掌握，因此其實務決策不再只是仰賴抽象學理及客觀守則，而多

是遵從其過往經驗累積而成的直覺，也就是說於此階段之助人工作者執

行處遇時即便無特別計畫，亦能精確地完成工作。 

五、 專家（Expert）：最後一階段之助人工作者在做決定時，因其經驗雄厚，

因此不再需要仰賴大範圍的評估與診斷，而是能根據直接的理解去做出

適當的行動。 

 上述之德賴佛斯模型完整闡述助人工作者從初心者到專業的歷程，也正好符

合社會工作者的養成階段，於此映照至此研究，可知我們所稱之「新進社工」即

為已經通過初心者階段，初進到職場中未滿 3年之社工實務工作者，亦即上述之

「進階初學者」。 

貳、 新進社工之特徵 

 社會工作是個非常耗能、高壓的工作，面對瞬息萬變且複雜的社會，社會工

作人員需要有足夠的專業知能及經驗，才足以面對服務接受者所遇到的問題，也

因此對於甫從學校畢業、進入實務領域的新進社工，感到緊張、有壓力是一定的。

統整國外相關研究，新進社工人員的特質是雖然透過學校對於社工專業已有的基

礎的概念，然當必要需作出實務決策時卻常會受限於經驗不足，導致無法適當地

視當下各項條件進行最適處遇，如新進兒保社工在進行風險評估時，雖然表面上

認識風險的概念評估，但沒有能力針對當下各式因素作出最適判斷

（Drury-Hudson 1999），而新進醫務社工亦受限於其經驗有限，而不足以應付

醫院中複雜的問題，僅能透過有限的經驗去評估處遇的方向與介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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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ullivan 認為直覺的運用是實務中專業判斷上相當重要的部分，但是當

經驗匱乏時，運用直覺是危險的（梁秀青，2002）。也因此，新進社工此階段相

當容易遇到挑戰與挫折，也常會遇見許多恐懼與害怕，必須要透過觀察、模仿資

深社工人員，讓自己表顯得專業。但針對缺乏穩定模仿對象的孤新社工而言，職

場的困境便會顯得更多挑戰。 

參、 新進社工的職場挑戰 

國內外許多學者為理解新進社工在初踏入職場時的狀態，及可能遇見的挑戰，

紛紛針對新進社工的頭幾年實務經驗進行相關研究。研究者主要採用王永慈等人

（2017）的研究分類及結果，再整合各專家學者之見解，將新進社工初踏入職場

的挑戰分點陳述如下。 

一、 自我效能的實現 

 自我效能（self-efficiency）是指個體對於自己在不同情況下，能否有信

心可以順利完成特定任務的知覺評估（Bandura, 1986）。因此，所謂社會工作

自我效能，所指的是社會工作者對自己本身完成任務的信心程度，而非其實際工

作表現（沈慶盈，2007）。然對新進社工而言，初入職場會遇見許多困難，其中

首見之挑戰即為面對學校所學的理想狀態與真正實務間的差距（ Jack & 

Donnellan,  2010），其中能否學以致用，將過去所學運用於實務上，在不同情

境下使用所需之工作技能來完成工作，是新進社工於首幾年實務工作中，決定是

否能促進專業自信與能力重要的一環（Kinmn & Grant,  2016）。 

 又根據沈慶盈（2007）統整相關領域研究，指出社會工作自我效能原則上會

隨著年齡、人生經歷、年資、成功經驗、投入程度等個人因素增長而提升（杜金

錠等人，2002；楊惠玲，2004；李欣慧，2006），而社會工作者自覺之機構支持

度、專業自主程度及員工權能度越高，其自我效能亦越高（Guterman and Bargal, 

1996；Holden, Barker, Meenaghan & Rosenberg, 1999；林世娟，2004；戴文

珠等人，2005）。綜觀上述研究整理，可推測新進社工在年齡、經歷、年資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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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狀態下，其自我效能的實現確實是一挑戰。近期研究亦證實在台灣新進社工

的專業信心程度仍有改善空間（王永慈等人，2017）。顯示出新進社工在實務工

作中較易面臨自覺自我效能不足之況。 

 進一步討論新進社工在實務工作中較易知覺自我效能不足之工作項目，透過

文獻可發現根據不同國家、不同服務領域而會有所差異。如 Bates et al., （2010）

在英格蘭新進社工的研究中，評估需求、紀錄撰寫、個案管理、衝突處理、照顧

管理等直接服務之工作項目是該地區新進社工自覺較不易掌握的部分，然 Grant, 

et al.（2016）在蘇格蘭地區的研究，卻顯示該地區之新進社工較沒信心的部分

則為服務與資源管理、網絡的開發、決策討論的預備與參與等間接服務的部份。

至於國內文獻，則指出普遍新進社工對於倡議服務對象的福祉、方案計畫與評估

等間接服務較無信心，在直接服務部分，則在於訂定服務計畫、執行與檢討等部

分自覺無法勝任，此外業務較具有危險性及立即性之兒童保護社工，則是在緊急

安置的評估和評估結果皆自覺無法如同資深社工般精準（許富盛，2011；蔡蓮君，

2014；王永慈等人，2017）。 

二、 角色壓力 

 角色壓力 （Role stress）所指的是個人對於角色的要求覺得難以達成，而

產生的壓力。其中針對新進社工，文獻指出角色不明確（Role Ambiguity）和角

色衝突（Role Conflict）是新進社工較容易遇見的角色壓力源。前者意旨個人

無法清楚知悉其角色的責任及權責範圍，後者則多是源自於上層主管不一致的管

理導致個人對於角色感到衝突、矛盾（Kahn, 1964）。 

 而對於新進社工，不同於過往實習時無須背負責任的狀態，新進社工在進入

職場後便面臨著需擔負資源守門人的角色，必須去做那些可能不討服務接受者喜

歡的決定，更糟的是新進社工會發現其所下的決定未必會受主管所支持，如主管

認為如期完成任務比花時間提供高品質服務還重要的狀態（Jack & Donnellan,  

2010），此皆會造成新進社工的角色壓力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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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部及外部工作之不滿意 

 關於工作滿意度，人們最常使用 Dyer & Hoffenberg（1975）所提出的內在

工作滿意（ intrinsic job satisfaction）與外在工作滿意（ extrinsic 

job satisfaction ），前者和工作的本質、挑戰發揮機會、工作成就有關，後

者則與工資、升遷、工作保障等有關。而近期，學者亦提及第三種工作滿意度，

亦即社會對此工作之觀感及尊重程度（Dinham & Scott, 2000），如果該工作備

受大眾尊重，工作者的滿意度便會較高。 

 黃瓊儀（2017）在其針對高風險家庭新進社工的學術論文中，提及新進社工

特別容易因自我效能低，導致其與個案建立關係時亦因無法立即評估、處遇而被

個案質疑能力，最終導致工作壓力攀升，因自我懷疑而對於工作滿意度下降。而

Baginsky & Manthorpe （2016） 則曾針對英國兒童服務領域的新進社工做追蹤，

知悉個案量高、督導不足或不規律、團隊管理不佳、大眾媒體對於社工的負面報

導等皆影響其是否能發揮專業，甚或是離職開社工界。台灣亦面臨相同狀態，許

富盛（2011）則述新進兒保社工面對督導機制不足、案量不合理、勞動條件不佳、

社會大眾對於兒少保工的期待過高等問題都是影響其繼續留任的原因，這些也多

是屬於外在工作滿意的層面。 

四、 工作壓力 

 又稱職業壓力（occupational stress），為個體在工作場域中為因應環境

要求及達到自我期許，導致心理、生理及認知失衡，因而產生緊張、焦慮、挫折、

壓迫和苦惱等負面反應，最終致個體產生消極和無助的感覺（李錦鳳，2010）。

社工實務工作複雜度及情感需求度高，特殊工作性質致社工易面臨來自四面八方

的壓力，除了生理、心理上的耗損外，亦容易感到疲憊及二度創傷，又因工作可

能涉及個案的人生安全，因此社工更容易不自覺地下班後仍心繫個案，導致焦慮

蔓延至私生活中，連帶使整體壓力提升（Jack & Donnellan, 2010; Kinmn & Grant, 

2016）。而新進社工因其新手身份，更容易產生工作壓力，若工作壓力未能克服

或排解，則易成為其崩潰或離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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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新進社工的工作壓力，在王永慈等人（2017）的研究結果中顯示台灣有

近四成（38。5%）的新進社工認為其壓力程度高，在該研究之相關分析中，指出

若新進社工自我效能程度高、角色清晰度高時，工作壓力低；若其角色衝突程度

高者，工作壓力高、內部及外部滿意度皆較低。研究結果同 Blewett et al.（2012）

所述，指出當新進社工之角色清晰度低、衝突度高時，其工作壓力會較大。 

 由前述統整可知新進社工初入職場是會遇到許多困難，需要督導協助度過此

段艱困的時期，這對於無穩定督導協助的孤新社工而言，便缺乏可以模仿、詢問

及求助的對象。 

肆、 新進社工之現有文獻 

研究者廣泛閱讀相關文獻，然目前國內對於新進社工的相關研究數量仍不多，

若依「社工+新」或「社會工作+新」兩關鍵字於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中進行

搜尋，排除與此研究主題無關之論文，僅能查閱共 17篇相關博碩士學術論文（表

2-1）。 

表 2 -1 國家博碩士論文新進/新手社工相關研究 

研究題目 年度 作者 研究對象 

高風險家庭成案決策之研究-以

新進社工為例 
2017 黃瓊儀 

深度訪談 8 位新進高風險家庭

社工 

新進兒少社會工作人員工作情緒

經驗探究 
2017 彭琬昕 深度訪談 4 位新進兒少社工 

新進醫務社工經歷個案死亡之經

驗 
2016 余易儒 

深度訪談 7 位年資 3 年以下之

新進醫務社工 

新進醫務社會工作者工作壓力與

因應策略之研究 
2015 林宜靜 

深度訪談 8 位年資 1 年以上 3

年以下的新進醫務社工 

我們都是青蛙－一位社工新鮮人

的反身回觀 
2015 吳欣樺 研究者本身 

新手社工上路－帶著覺知，摸索

前進 
2015 林佳君 研究者本身 

兒少保督導對新進社工員實務養

成的影響 
2014 呂季芳 

深度訪談 2 位督導、4 位新進兒

保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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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兒少保護社工進行緊急安置

決策歷程之敘事研究 
2014 蔡蓮君 

以半結構深度訪談 5 位新進兒

保社工 

體制夾縫中的「變」－一個新手

社工從同流、看見、抵抗、返身

到轉化的歷程 

2013 歐陽軒 研究者本身 

新手社工與社工實習生共學互為

主體之歷程 
2013 郭勁洋 研究者本身 

擠壓、碰撞與出路-災變新手社會

工作者的工作經驗初探 
2012 蘇文仙 深度訪談 4 位災變新手社工 

新進兒保社工職業風險因子之研

究 
2011 許富盛 

深度訪談 5 位新進兒保社工、3

位已離職兒保社工、2 位兒保

督導 

新進醫務社工的離職歷程之研究 2009 翁茹婷 

深度訪談 6 位年資長達 4 個月

以上 1 年以下但已離職之新進

醫務社工 

新進社工員接受機構專業繼續教

育歷程研究—從傅柯規訓權力與

主體觀探討 

2008 張雄盛 
田野觀察 1 位新進社工進入職

場、被機構規訓的過程 

社工新人無法拋置的生命經驗－

我在康復之家從事精神社會工作

的反思 

2007 張玳菱 研究者本身 

新進醫務社工員適應醫療團隊工

作之研究 
2000 許玉如 

質性訪談 2 位新進醫務社工，

並維持四個月之長期觀察 

兒童與家庭的臨床社會工作之新

進人員壓力適應研究 
1999 鄭逸驊 

質性訪談 17位兒童與家庭新進

社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2018）  

 再進一步整理，能觀察現有之相關研究多以特定工作領域之新進社工作為研

究對象，其中兒少保護領域最大宗，醫療領域及不分領域之新進社工次之。研究

主題部分，在各工作領域中，皆以新進社工之職場壓力與調適最多人研究（彭婉

昕，2017；余易儒，2016；林宜靜，2015；蘇文仙，2012；許玉如，2000；鄭逸

驊，1999），另外以研究者本身作為新進社工之自身經驗去探索及反思的敘事及

轉化研究在近年亦相當興盛（吳欣樺，2015；林佳君，2015；歐陽軒，2013；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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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洋，2013），此外亦有新進醫務社工離職歷程（翁茹婷，2009）及新進社工被

機構規訓的過程（張雄盛，2008）等研究。另，研究者推測因兒少保護之工作特

殊性，故有少數學者探討兒保新進社工在處遇上的決策困難（黃瓊儀，2017；蔡

蓮君，2014）及職業風險（許富盛，2011），亦有探討兒保督導對於新進兒保社

工實務養成的影響（呂季芳，2014）等研究。 

 然即便已有上述研究，卻完全沒有關於孤新社工的相關研究，但不可抹滅的

是實務上真有這群缺乏督導協助的新進社工需要被了解、協助，也因此，這更加

提升此研究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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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工作之督導 

壹、 社會工作督導之定義 

 談及督導（Supervision）一詞，可簡單將「督」、「導」兩字拆開來看，

「督」字具有理解、評鑑和管理被督導者工作好壞的意思，而「導」字則指透過

良好的關係，督導者引導被督導者朝著有效率及有效能的方向努力（游美貴，

2018）。若從督導的英文來拆解此字，可將源自於拉丁文的「supervision」拆

解成 Super 與 Videre 兩字，前者意指「over」，後者則有「to watch」、「to see」

的意思，綜合起來則具有「看顧某人做好其工作」的意思（Kadushin， 1992）。

故簡言之，可知督導一詞蘊含了「監督」與「指導」之意（羅維安，1990）。 

 對於社會工作督導的定義，學者們各有說法，然其內容實際上相去不遠，研

究者在廣泛閱讀後統整各家學者之闡述，知悉社會工作督導為一種專業行為，是

社會工作間接服務的一種，也是具有社會工作專業訓練目標的行政程序。實行方

式主要是由資深社會工作者（督導者）對新進社會工作者或社工學生（被督導者），

透過定期和有意識、有脈絡的督導程序，傳授專業服務的知識與技術，以利增進

其專業知能，期間被督導者在接受督導後，發揮己身能力提供高品質之服務給服

務接受者，而督導者則運用組織所賦予之權，維繫組織政策及應有之行政程序，

間接地影響服務的品質與數量，並建立及維持服務品質的輸送（李增祿，1989；

Bernard & Goodyear, 1992；Kadushin, 1992；Skidmore, 1995）。另外，羅維

安（1990）認為社會工作督導一職被組織賦予特殊使命，使督導者得從第三人觀

點對於被督導者的服務行為進行觀察，而此觀察則蘊涵了評鑑之意涵，此意涵使

督導能確保被督導者所提供之服務及相關流程對社會帶有責信，能保證資源的善

用及公平分配。 

 綜合前述，可知社會工作督導行為是組織中督導者透過指導、協調、增進與

評估被督導者表現的一種方式（Kadushin, 2014）。督導者有意識且有脈絡地選

擇與被督導者的互動方式與活動，以增進被督導者的專業能力與技巧，協助被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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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完成任務，監督被督導者服務輸送品質，確保服務接受者能得到符合需求的

服務，使社會工作服務內容符合責信的專業行為。 

貳、 社會工作督導的重要性 

 督導制度自社會工作開宗以來便不斷在社工實務、社工教育及相關學術論文

中被實施、教導及提及，至今督導制度已被視為社會工作服務不可或缺的一環，

透過此教育方式，能協助社工有效執行其職責，並適當地運用理論與知識於社工

專業服務（廖榮利,1990）。綜觀閱覽文獻（李增祿，1989；Bernard & Goodyear, 

1992；Kadushin, 1992；Skidmore, 1995），研究者將社會工作督導之重要性統

整後列點陳述如下： 

一、就專業工作而言，面對動盪且充滿問題的社會，社會工作此專業存在有其必

要性，亦已獲得社會的肯定及認可。在實務中，社工督導協助被督導者提供

較為適切的服務，同時讓被督導者有機會被評價，亦可從中獲得自我探索及

學習的機會。 

二、就工作性質而言，社工督導所提供的協助與支持，能有效協助被督導者制定

明確工作目標、過程及干預。 

三、就機構而言，社會工作是透過機構提供服務，而機構要能有效運作，則需要

建立其內部政策和科層體制，在此之中，督導為維持穩定且有效的服務不可

或缺的一環，有督導的協助有利於機構能有穩定且有品質的服務輸出。 

四、就被督導者而言，僅有學校的教育及簡短的職前教育無法使社工人員完整具

備實務所需，而定期、穩定的督導制度能夠補足其不足，故定期穩定的督導

為社工人員必要的繼續教育。 

五、對服務接受者而言，有鑒於社會工作之服務品質時常難被量化評鑑，督導的

協助，能有效追蹤社工人員其所提供之服務品質，此對服務接受者而言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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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有督導的定期追蹤，方能保護服務接受者在接受服務過程中不被傷害、

得到需要的協助。 

參、 社會工作督導的功能 

 社會工作督導的功能隨著社工專業發展階段不同，其所著重的焦點亦有所差

異，此部分藉由陳錦堂（2012）統整過去半世紀學者對督導一詞的定義即可知曉，

能見學者對社工督導的定義從早期以教育、行政內容為主，後納入互動、情感支

持等元素。也因此早期學者談及社工督導的主要功能，皆以教育功能及行政功能

為主，直到 1980 年代左右學者才開始特別強調社工督導的支持性功能（曾華源，

1982）。現在若講到社工督導的功能性，目前最被廣為拿來使用的便是 Kadushin

（1992）所提出的社工督導三種功能，亦為行政、教育及支持性功能。研究者將

以此分類，將各方學者所述之督導功能統整如下： 

一、 行政性功能（Administrative function） 

 為有效地實現組織政策，並且運用有限的人力及資源替服務接受者服務，社

工督導的行政性功能為服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目的在於協助被督導者理解組

織政策，在遵守組織政策的規範下，有效率地完成工作，並解決被督導者在行政

實務上所遇見的難題，以利後續提供組織關於政策改進的意見（曾華源，1982）。 

 而社工督導在行政功能上應完成之任務包含（Kadushin, 2014）： 

(一) 員工召募及揀選 

(二) 員工的就職及工作安排 

(三) 解說督導程序 

(四) 工作規劃 

(五) 工作分配 

(六) 工作委派 

(七) 監督、檢閱與評估工作 

(八) 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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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發揮溝通管道的功能 

(十) 擔任倡議者 

(十一) 擔任行政緩衝者 

(十二) 擔任改變媒介及社區連結者 

二、 教育性功能（Educational function） 

 社工督導的教育性功能被視為督導最重要的工作，其重點不僅是知識的灌輸，

亦包含如何將知識轉化為行動實踐（曾華源，1982）。而社工督導教育性功能之

目的，主要為協助被督導者學習其工作所需之知能，以利協助其能有效完成工作

任務。談及社工督導在教育性功能上應完成的任務，Kadushin（2014）衍伸

Perlman於 1947年的研究所提及之 4P理論，並自行加上第五要點「Personnel」，

來說明社工督導在教育功能上應協助被督導者理解、學習之面向。研究者將此五

面向列點陳述於下： 

（一）People（人）：在此所指的人是指「服務接受者」，意指社工督導得教導

被督導者關於服務對象的相關知識。 

（二）Place（地方）：在此所指的是服務提供的地方，亦即「組織」，指社工

督導必須協助被督導者瞭解組織的宗旨、目標、組成來源及行政運作方法，

理解所屬組織與其他組織之關聯及合作方式，以及組織在社區網絡中所扮

演的角色等資訊。 

（三）Problem（問題）：社工督導必須教導被督導者關於社會問題的來源、社

區如何回應特定社會問題、從社會心理角度理解這些社會問題本質、這些

社會問題對於社區中特定群體及其他人們的影響，以及所屬組織之服務內

容與這些社會問題間的關係。 

（四）Process（過程）：社工督導必須教導社工專業的技術，包括工作者必須

做的事情為何、社工員應該做哪些事才能有效協助個人、團體、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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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督導也必須解釋何以機構會使用此種特殊的技術理論協助特定族

群。 

（五）Personnel（自身）：社工督導需教導被督導者發展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自我覺察是一種自我省思的活動，其中的自我（self）

是被關注和研究的主體。自我覺察可確保社工人員對專業問題的反應不會

影響到服務接受者與工作者的協助關係，能更有意識地進行覺察。透過社

工督導的教導，不但可協助社工人員覺察其於服務提供的狀態，更可有助

社工人員釐清其工作上之壓力從何而來，能更有意識地去處理案件及自

身。 

三、 支持性功能（Supportive function） 

 有別於督導的行政性功能屬於以任務為中心（task-centered）的功能，督

導的支持性功能是屬於情感性的（expressive）的功能，督導以被督導者為中心，

協助其調適工作壓力，適應組織環境，並且維持其信心完成工作（曾華源，1982）。

在 Kadushin（1992）的研究中，社工人員的壓力來源可分為直接及間接兩大層

面，在直接部份包括來自服務接受者的壓力、任務內容和本質的壓力等；在間接

部份包括督導關係的壓力、組織本身的氣氛以及社區環境對社會工作專業的態度

等。在眾多工作壓力中，社工督導的協助是當社工人員在職場上遇到嚴重的個案

工作瓶頸，或是內心遭受較大的挫折與衝擊時，最能幫助社工員走出工作困境的

一環（黃明玉，2008），其能幫助社工人員在工作上感到輕鬆舒適、緩和焦慮、

增加工作確定性與信念、肯定及增強工作者本身的資源、平衡與安撫工作情緒（李

保悅，1989）。而曾華源（1982）對於社工督導之支持性功能內涵有以下統整： 

（一）適時增強被督導者的自我功能並建立其信心，協助其適應及處理因工作所

帶來的挫折、失望、不滿、焦慮及罪惡感等各種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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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由社工督導適時的察覺，給予妥切的關懷和支持，使被督導者在執行工

作上有安全感，而願意嘗試新的工作。 

（三）協助被督導者覺察和欣賞工作成效，以激發被督導的工作情緒和士氣，進

而對機構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 

（四）給予社工督導從事專業工作的滿足感和價值感，以認同專業工作，進而願

意繼續投身專業工作的行列。 

 以上所分類的督導功能仍以 Kadushin 所劃分的行政、教育、支持功能為主，

而這三個功能各有其重要性，行政性督導可依循機構宗旨而完成行政程序；教育

性督導可以促使社工人員在服務上更為專業且精進；支持性督導者更是扮演著防

止社工專業耗竭的重要功能，三者之間會交互影響，以維護服務品質的輸出，最

終目標即是為保障案主的最佳利益。 

肆、 社會工作督導的型式 

 社會工作督導型式可分為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同儕督導、跨領域督導及外

聘督導等型式，以下研究者將依前述分類列點介紹。 

一、 個別督導（individual supervision） 

 個別督導是由一位督導者和一位被督導者以面對面的方式，針對服務及專業

進行互動及觀念想法的交流，通常討論的內容包含被督導者在職場之人際、工作、

人格傾向或被督導者所提出的問題，透過討論，共同找出被督導者還需學習或改

進的地方，且這個討論會議是定期持續舉行的（李增祿，2002；黃協源，1999）。 

 這種督導通常是足以擔任督導之資深社工對新進社工，以幫助被督導者能有

專業成長、解決問題，並提高服務品質。個別督導中社工督導與被督導者之間的

討論，必須是雙方面皆有互動的教與學，且會談時社工督導者應做到傾聽、補充

知識與重點、提出疑問及評價與建議等動作，以利被督導者能透過督導擬定更有

效的工作計畫（黃協源，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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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體督導（group supervision） 

 團體督導是由一位社工督導獨自面對數位被督導者所進行的督導。在團體督

導中，社工督導要能在團體督導中營造安全的氛圍，方能有效鼓勵被督導者願意

分享其經驗、困境、問題及焦慮給其他被督導者，社工督導也要能將成員們的問

題、分享加以統整後做回饋、總結（王文秀，2003）。 

 在團體督導中，社工督導在團體面前必須要表現出舒適、有興趣和有信心的

狀態，且社工督導亦得熟悉所有被督導者的姓名及個性，與之建立良好的關係，

才能有效促使成員能在團體中亦感到舒適、自在，方能夠自由自在地提出問題、

觀點和建議，而社工督導於團體中要能把各種不同的觀點串起來，做出比較分析

和綜合建議，在討論的每段落做出「段落結論」，並在結束時，提出清晰和具體

的歸納和結論，以便被督導者領悟和方便實行（黃源協，1999）。 

三、 同儕督導（peer-group supervision） 

 同儕督導是由一群志同道合、有相同需求或共同價值的被督導者所組成，每

次聚會時並無特定督導者，所以皆由被督導者間推選一位成員擔任主席。同儕督

導裡每位成員的收穫皆來自同儕間所提供的回饋及省思，具有個別互惠的優點，

而這往往也是同儕間的一種力量和支持來源（黃協源，1999；王文秀，2003）。 

 在此類督導過程中，有其優點和缺點，優點是不同於上對下的督導制度，能

將專家的權威減至最低，參與者對彼此的發展階段和需求，會有較高的了解與支

持，然缺點則是沒有人有最終的權利和義務進行整合、歸納，且參與者也許會缺

乏必要的經驗和知能，此外在同儕督導進行中，缺乏督導者提供情緒的抑制之結

構和技巧，亦將不利於同儕督導之成效（黃協源，1999）。 

四、 跨領域督導（interdisciplinary supervision） 

 跨領域督導不同於其他三種督導方式，其成員是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人，但

接服務相同服務接受者，在每次會議的討論事項上，都是由成員事先擬訂，各成

員皆可再針對討論內容提出問題及意見，然因透過不同專業視角的切入，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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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專業上的衝突，此時的團隊的領導者就要維繫團隊的互信基礎，促進支持的

行動 （黃協源，1999；王文秀，2003）。而跨領域督導之所以存在，其背後理

念則是認為跨領域團隊是服務輸送的主要工具，也因此團隊發展的重要性也漸受

到重視，此類型的督導方式也變得更為重要（Brown & Bourne, 1995；黃協源，

1999）。 

五、 外聘督導（external supervision） 

現今機構除了內部督導之外，隨著社會福利民營化及新管理主義的推動，聘

請外部督導來監督、協助提升機構的服務品質已越趨常見（林月英，2017）。外

聘督導是指透過機構外的人，來協助機構內部達成任務或是解決問題，帶有協助

與評鑑的意味，通常以個別督導或團體督導的形式執行。而外聘督導因其身份的

差異，而與機構內部督導的功能會有些許差異，故研究者依吳麗華（2012）的研

究，針對機構外聘督導做以下的介紹。 

（一）機構外聘督導的功能 

雖外聘督導亦帶有評鑑之行政功能，但主要仍以教育性及支持性功能為主，

前者包含工作處遇及工作指導，以此提升被督導者的工作知能，後者則因外聘督

導與被督導者不屬於同一機構，因此在兩者的督導關係中較不受機構所綑綁，因

而較能創造出安全且信任的環境，協助被督導者調適其於工作中所累積的壓力及

情緒，此外，外聘督導亦帶有溝通協調的功能，能促進委託單位與受委託單位間、

社工與機構間、社工與網絡系統間的溝通協調（吳麗華，2012；林月英，2017）。 

然外聘督導亦有其限制，如外聘督導的聘用長度及督導頻率皆受委託機構方

案期程及經費影響而不穩定，導致被督導者難以長期且穩定地接受外督資源，另

外，外督的聘請多由機構內部主管所選聘，故外聘督導的多元性恐會因此而被限

制，此外，外聘督導對於方案熟悉度有限、未能立即提供協助、難以針對個別化

問題協助也都是外聘督導的限制。 

（二）機構外聘督導與內部督導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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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根據 Kadushin（2014）針對督導所闡述的三大功能來比較，在教育性功

能上，相較於內部督導多針對個案處遇的經驗傳承，外部督導多以專業理論作為

督導內涵的切入，能帶給被督導者較學術性的知識，此外由於外部督導的專業未

必一定是社工專業，也可能是相關專業如諮商輔導、婚姻與家庭等專業，因此能

協助被督導者跳脫原先思考的框架，給其不同領域的刺激；就支持性功能而言，

就如同上方所述，外聘督導因為非機構內部人員，因此針對被督導者的壓力，能

夠給予較為客觀的回應及支持，然而，卻無法如內部督導般對於被督導者的背景、

狀態及個性能有逐一的認識，也因此較難提供個別化或太深入的情緒支持；在行

政功能上，畢竟外部督導並非機構內部人員，因此在行政上仍是內部督導比較能

夠因其中階主管身份而提供協助。 

伍、 社會工作督導所具備的能力 

 不論在維護服務輸送品質、實踐機構政策以及對社工人員情感支持上，社工

督導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黃俐婷，2002；李開敏、陳淑芬，2006；黃源協，

2008）。故可知悉擔任一名稱職的社工督導不只是在督導過程中適時地發揮其督

導功能，更需要在廣泛的情境中，兼顧案主的最佳利益，以及組織的使命和宗旨，

其所賦予的角色十分多元且複雜。而根據 Gilbert and Evans 的見解，身為一個

稱職的督導需要具備以下的才能及特質（王文秀，2003）： 

（一）富有彈性，能靈活遊走在理論概念和運用各種不同的介入及方法之間。 

（二）多元的觀點：能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 

（三）熟知並靈活運用他們所督導的領域。 

（四）具備泛文化工作的能力。 

（五）管理和包容焦慮的能力。 

（六）學習的開放度。 

（七）對廣泛的情境議題的敏感度。 

（八）需受過反壓迫的訓練。 

（九）幽默、謙遜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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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科技作為尋求專業協助之管道 

 無論是在社工領域或是其他助人領域，每當談及職場上的專業協助，一般而

言人們都會直接聯想到傳統式的面對面督導制度，其方式包含上對下之個別督導

及團體督導、平行制之同儕督導以及不同專業之跨領域督導模式（游美貴，2018），

詳細樣態已於本章第二節討論。有趣的是，研究者於相關文獻中，觀察近期隨著

時代轉移及科技的進步，實務界開始有了新型態的督導模式：透過科技作為媒介

之模式（Perera-Diltz & Mason, 2012；Conn, Roberts & Powell, 2009；Olson, 

Russell &White, 2001）。雖然目前社會工作對此相關文獻尚不多，然相近的領

域如學校諮商師，已越來越多人嘗試使用科技作為媒介來進行督導或遠端教學。

於此模式中，提供專業協助的人可以是機構內外部所指派之督導（Perera-Diltz 

& Mason, 2012）；也可能是從事相同行業之同儕來提供專業協助（Butler & 

Constantine, 2006；鄭涵栩，2016）。 

 又考量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年紀皆為八年級生（民國 80 年後出生），出

生於網路蓬勃發展的世代，對於網際網路及科技的運用想必不陌生，是故研究者

特此將科技作為尋求專業協助之媒介納入本研究作為討論，希冀透過研究理解科

技、網際網路對於研究參與者在求助過程中佔有何種角色，及研究參與者如何透

過網路資訊取得相關協助。 

壹、 以科技作為媒介尋求專業協助之優缺點 

 科技具有不受限於空間及時間的特性，以此提供督導或協助，能幫助偏遠地

區的實務工作者打破疆界的限制，得到專業協助。透過科技來尋求專業協助有其

優點及限制，研究者綜觀各學者見解，將優缺點列點統整如下： 

一、 以科技作為媒介尋求專業協助之優點： 

（一） 增加雙方回應及反思的機會：有別於傳統的面對面督導，透過科技作為

尋求專業協助之媒介，能使欲提供回應的同儕或督導者，有足夠時間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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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方式去針對尋求協助者的問題進行搜尋，其所回應的內容就不會只

是單一來源，此況有助於促進雙方回應，及增加彼此之反思（Connet et al., 

2009；Butler & Constantine, 2006）。 

（二） 提升尋求專業協助之可能性：以科技作為專業協助之尋求管道此方式較

多元，且跳脫需在同一空間、時間之疆界性，故使尋求協助者能透過不同

科技媒介來獲得專業協助，大幅增加尋求專業協助之可能性

（Perera-Diltz  & Mason, 2012）。 

（三） 留有永久紀錄：亦有學者提及透過科技作為尋求協助之管道，能夠使討

論及回應被永久紀錄，此部分有助於尋求協助者後續再透過此紀錄進行更

深的反思（Hara, Bonk & Angeli, 2000）。 

二、 以科技作為媒介尋求專業協助之缺點： 

（一） 受限於使用者對於科技的熟悉程度：同 Hayes & Robinson（2000）的

研究結果，Connet 等人（2009）的研究中亦指出若被督導者對於科技使

用較熟悉，其使用科技作為遠端督導或專業協助媒介的滿意度會高於不熟

悉科技使用者。也因此，要能流暢地使用科技來尋求專業協助，前提必須

是使用者對於科技的熟悉程度佳，反之則可能無法有順暢的使用過程及結

果。 

（二） 增加訊息誤判的可能性：透過科技作為尋求專業協助之管道，不同於面

對面的督導模式，多數是透過文字等方式來進行資訊傳遞，因此會談時重

要的面部及肢體語言就無法被立即觀察（CoWilczenski & Coomey, 2006；

Gainor & Constantine, 2002），此況容易致雙方在閱讀文字訊息時產生

誤解或是被冒犯的感覺，也可能會因此而無法完整釐清雙方所述之背景脈

絡（Wilczenski & Coome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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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忽略保密制度之倫理：有鑒於電子郵件相當容易被有心人士駭進、擷取，

電子郵件實際上並無法被歸類為保密之資訊傳遞方式，即便現在有保密之

資訊傳遞方式，然其使用起來較複雜、繁瑣，也因此在被督導者有緊急危

機時恐也較難使用（Wilczenski & Coomey, 2006）。也因此，在保密制

度上，確保僅有適當的人能夠取得保密資訊便顯得相當重要（Butler & 

Constantine, 2006）。 

貳、 以科技作為媒介尋求專業協助之類型 

 透過科技作為尋求專業協助之媒介的類型主要可以「同步性溝通」及「不同

步性溝通」兩大特性作為分類，前者如能即時回應之通訊軟體（如 Line、Skype、

We Chat 等）和社群網站（如 Facebook、PTT、Instagram 等），後者則包含電

子郵件等需要等待方能得到回覆之訊息傳遞媒介（Perera-Diltz & Mason, 

2012）。 

一、 同步溝通之科技媒介 

（一）即時通訊軟體 

 即時通訊軟體是一種即時通訊的系統，允許兩人或多人使用網路即時的傳遞

文字訊息、檔案、語音與視訊交流。目前台灣較常見之通訊軟體為 Line、臉書

訊息（Facebook Messenger）和 Skype。不同於過往電子郵件需要等待，即時通

訊軟體提供雙方能透過更多元的方式進行立即性的交流，為助人相關領域新型態

的溝通、聯繫方式（Perera-Diltz & Mason, 2012）。 

（二）社群網站 

 目前台灣較常見之社群網站為臺大批踢踢實業坊以及臉書，研究者分別講兩

者特性及功能介紹如下。 

1. 臺大批踢踢實業坊（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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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踢踢實業坊（簡稱批踢踢或 PTT）是一個於 1995 年創造，以電子佈告欄

系統（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架設的網路論壇，創始者為當時仍在就

讀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二年級的學生杜奕瑾，不同於其他平台，批踢踢承

諾永久學術中立，絕不營業化與商業化，並提供一個快速、即時、平等、免費、

開放且自由的言論空間，目前由台灣大學電子佈告欄系統研究社維護運作，並擁

有專屬律師作為該站之法律顧問（曾浩珉，2014；許弼凱，2012；劉彥廷，2012）。

目前 PTT、PTT2（批踢踢的分站，以個人看板為主）的總註冊人數達 100萬人（批

踢踢實業坊，2018），且依照批踢踢站方統計（2018）夜晚尖峰時間光 PTT之同

時上線人數最高即可達 11萬人次，顯見批踢踢於台灣之興盛。 

2. 臉書（Facebook） 

 臉書為哈佛大學生馬克祖克柏（Mark Zuckberg）於 2004 年所創辦，為全球

最盛行之社群網站，截至 2017 年 4 月，馬克祖克柏於其官方網站宣布臉書全球

之月活用戶已達 20億，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Nowak & Spiller, 2017）。又依

據社交媒體營銷公司 We are Social及品牌管理服務提供商 Hootsuite彙整 2017

年台灣網路使用者使用社群媒體的行為數據，知悉臉書為台灣人最常使用之社群

網站，其每月擁有 1900 萬的活用戶數，近乎已達台灣人口之 80%，其中最活躍

的年齡層為 25-34歲之上班族，使用人數高達 510萬人，而 18-24歲的年輕世代

亦有高達 360萬的使用人數（行銷人官方網站，2018年 4月 15日），由此可見

臉書的使用人數之多實不容小覷。 

 臉書之所以會引領風潮之原因在其成功複製使用者真實人際關係到網路平

台上，讓使用者可透過臉書平台建立長久的關係（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吳富傑，2009）。而臉書所具備之特性與功能，研究者將其參考各方學者

之文獻統整於下： 

(1)尋友功能：使用者可透過搜尋好友功能找到久未聯繫或是背景相同之其他使

用者。其方式為輸入欲搜尋對象的信箱或是相關關鍵字，或根據自身背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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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如畢業學校、任職公司、居住城市等條件進行搜尋，便可透過搜尋結

果寄出邀請通知書，取得對方同意，便可與其成為臉書朋友，並取得聯繫。 

(2)分享、串流訊息並互動：使用者可透過文字、照片及影片等多元方式於臉書

之個人塗鴉牆（Wall）、網誌（Notes）、社團（Group）等區塊來分享個人

訊息、評論或見解，此外亦可透臉書登入後之首頁的動態消息（News feed）

來知悉過往加入之朋友、社團或追蹤之粉絲專頁所發佈的動態訊息，並依其

內容決定是否留言回應、給予表情符號或是分享。 

(3)多元應用程式：臉書除自行開發應用程式外，亦與外部廠商進行合作推出其

他應用程式，其總量達一千八百種，囊括商業、教育、綜藝娛樂、親朋好友、

遊戲中心、純好玩、生活、體育及實用共九類。以此豐富臉書之娛樂性。 

(4)客製化社交網絡：為方便使用者交換特定活動及資訊，臉書加入「社團」（Group）

與「活動」（Event）兩大功能，其特色在於透過群組功能，讓使用者可根據

其需求建立或加入特定社團，社團中所有成員皆為平行階級，故皆能於社團

中針對成員共同關注之議題發佈言論、進行意見交流；另外亦可透過活動的

舉辦與參與，來號召同好共同參加喜歡的活動。 

(5)粉絲專頁行銷功能：粉絲專頁創建之初即被定位為「個人或企業採上對下訊

息發佈關係之宣傳管道」，故其首頁之文章發佈者主要為該粉絲專頁之管理

人員，除非管理者開放訪客發佈文章，則訪客所發佈之文章將會出現在粉絲

專頁首頁之右邊，臉書上所有使用者皆可針對管理者或訪客所發佈之文章進

行回應。粉絲專頁最常被作為企業廠商精準行銷之平台，廠商將產品或服務

透過粉絲專頁行銷給追蹤該粉絲專頁的使用者，而使用者亦可透過臉書的追

蹤功能，來定期追蹤有興趣之粉絲專頁的訊息。根據文獻，能知悉此應用程

式現今也常被運用在個人品牌行銷與議題、價值觀行銷等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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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涵栩（2016）在其學術論文中，便指出因學校社工師多由教育背景之管理

者所督導，礙於督導者未曾接受社工專業訓練，導致學校社工師多半在缺乏臨床

社工督導的協助下，僅能轉而透過社群網站如臉書來尋求專業協助。顯見臉書亦

為社工群體中尋求支持及專業協助之地。 

二、 不同步之科技媒介 

 Perera-Diltz & Mason（2012）的研究中指出在眾多科技媒介中，多數人仍

使用電子郵件（Email）作為遠端督導之媒介，其認為此結果源自於電子郵件為

最早出現之電子訊息傳遞媒介，此外也因為目前人們對於遠端督導的知識及行使

方式尚未建立完全所致。然畢竟電子郵件仍是目前大眾較為熟悉且廣用之電子資

訊傳遞媒介，因此不難理解其使用之廣泛度高。 

參、 常見之社群網站整理 

 由於本研究主要關注於未能接受穩定督導制度的新進社工其尋求專業協助

之管道，而社群網站能夠使兩陌生關係透過特定議題而產生連結為不爭的事實

（Boyd & Ellison, 2008；鄭涵栩，2016），故研究者於下方整理目前我國在社

工群體中較活躍之社群網站： 

一、臺大批踢踢實業坊之社工版（SW_Job） 

批踢踢擁有超過兩萬個不同主題的看板（批踢踢實業坊，2018），其中在「工

作」群組底下的「社工人的小天地」（SW_Job）看板於 2007 年連署成立，發起

連署之首任版長設立此版宗旨為「讓在社工界各領域工作的夥伴們，有個分享工

作心得或討論工作困境的地方。其他如社研所或社工師考試，各社福機構面試經

驗，社工系學生實習心得……等，只要有關社工，通通都在這討論分享（引自批

踢踢實業工作坊之社工版，2018）」。 

不同於批踢踢部分看板對於發文、推文（批批踢專用術語，與「回文」同意）

之條件有所限制，未達標準者無法發文，社工版並未限制發文條件，因此只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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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踢踢帳號者皆可發文，唯發文內容除必須符合社工議題外，亦得符合版規不得

引發筆戰、謾罵或發一行文、注音文，否則將遭版主刪除或懲處，此外若有人身

攻擊之言語，除透過版規懲處外，亦將行告訴乃論對人身攻擊者進行提告。又依

據版規，社工版目前發文類型共有自訂、自介、心得、請益、討論、徵才、情報、

問卷和售書九類。使用者可根據其所欲發佈之文章內容挑選發文類型並撰寫文章

名稱，以利批踢踢網友能根據分類、文章名稱決定是否進入閱讀，閱讀之後若有

意亦可選擇於該文章下方進行留言回覆，又或是針對此篇文章內容再發佈另一篇

文章進行回應，並透過此互動獲取個人所需之資訊。 

二、臉書粉絲專業- 社團台灣社工資訊交流團 

「台灣社工資訊交流團」為臉書上一興盛之粉絲專頁，目前有三萬兩千多人追

蹤，此粉絲專頁之管理人員將此專頁之宗旨設定為「共同建立一個互助互信的專

業網絡平台」，其粉絲專頁之介紹則為「一個社工專業處境與實務資訊分享平台，

屬於你和我和他」（引自台灣社工資訊交流團粉絲專頁，2018）。礙於粉絲專頁

原先訊息之發佈便是以上對下之訊息發佈，故於此粉絲專頁首頁之左邊僅能見粉

絲專頁管理者所發佈之文章，而右邊則可見訪客之貼文，研究者觀察此粉絲專頁

之管理者並無特定文章發佈的類別或排序，其內容主要以轉發該時期與社工議題

相關之時事、政策、新聞或相關文章為主，偶亦會穿插徵才訊息。 

三、臉書社團 - 班級性、系所性社團 

 若透過「社工」兩字作為關鍵字搜尋，能見不少社會學系及相關組織所創建

的臉書社團，其具有封閉性功能，因此能夠讓現實生活中僅屬於該組織的使用者

加入，以利保護使用者，然也因此而增加使用者願意在其中發言及互動之意願。

雖然各系所之社團的人數與其他社團相較起來不多，然其亦為相當重要之社群網

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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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法，進入孤新社工的工作處境與專業求助歷

程中。本章將會分節說明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選取、資料的處理與分析，以及

研究者角色與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質性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的典範主要都在關注於個體的主觀意義，試圖進入研究對象的世界，

以了解其如何建構和解釋日常生活的意義（高淑清，2008）。而本研究的題目為

「孤新社工初入職場尋求專業協助之經驗初探」，欲暸解孤新社工遭遇職場困境，

尋求專業協助的經驗本質，是故更需以當事人的角度，了解他們是如何對自己的

職場困境及求助經驗進行解釋。雖在第二章文獻中，新進社工在職場所遭遇之挑

戰看似大同小異，然做為一個體，其價值及感受會因生活經歷、內外在條件而有

所不同，因此，個體心目中存有其對事物的獨特看法，再者，人與人、人與環境

的互動是複雜的，是人依情境與環境交織而成的動態過程，因此若欲細膩地了解

孤新社工其職場困境及專業求助之歷程，質性研究能提供研究參與者詳細描述主

觀感受之機會，故研究者認為質性研究即為最適合此研究的方法。 

 質性研究之重點著重在事實的建構，包括「重視個體真實的感受與對事物的

看法」、「強調事實的整體性，以整體視角來了解個體對人、事、時、地、物所

賦予的意義」、「主張人與人、人與事之間的種種互動關係為交錯影響的」、「不

排斥個體存有其價值觀」等研究精神（簡春安、鄒平儀，2004）。而本研究即為

探究孤新社工對於職場困境、尋求專業協助的歷程中，所包含的人、事、時、地、

物對其的意義及其對此之看法，因此，質性研究較能有效協助研究者理解研究參

與者獨特的經歷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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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的選取 

 本研究乃孤新社工於職場困境中專業求助經驗的探究，故將針對無穩定督導

協助的新進社工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下研究將針對研究對象做明確的定義，並

說明本研究將如何進行取樣。 

壹、取樣方法及選樣條件 

 為了進行深度研究，本研究將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挑

選符合研究條件、能夠針對研究目的提供豐富資訊之研究參與者作為研究對象。

考量本研究欲探究的是孤新社工遭遇職場困境之求助歷程，在研究對象性質明確

且特定的狀態下，研究者認為透過立意取樣為選取研究參與者之最佳取樣方法。

而研究對象有其條件，以下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挑選符合本研究條件之研究參與

者，其研究對象條件列點陳述於下： 

一、 本研究將選樣之孤新社工須符合「孤」與「新」兩大特質，前者所指的是

其所屬組織場域未提供內部社工督導制度者，後者所指的是社工工作總年

資未滿三年之新進社工。因此研究對象得符合以下兩種條件： 

（一）其工作場域未提供內部社工督導協助者。 

（二）社工總年資未滿三年。 

二、 研究對象其工作內容應以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為主，包涵個案工作、團體工

作及社區工作。 

三、 研究者說明目的與受訪權益後，同意參與此研究的對象。 

貳、研究參與者來源 

 有關於研究參與者的來源，研究者透過社群網路 PPT社工版（SW_Job）經版

主同意，公開發佈研究參與者邀請文，於文章內闡述本研究之目的、問題及所欲

探究之主題，並敘明研究參與者的條件及參與方式、回饋金等內容，邀請符合條

件且有意參與此研究的潛在研究參與者點入文章中的問卷連結，於問卷中回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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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資、工作區域及聯絡方式等問題，後由研究者逐一聯繫、篩選；另外，研

究者也透過私人管道的推薦，找尋到符合研究條件之研究參與者，並且在先行確

認其推薦人選有意參與研究後，研究者才會留取其聯繫資訊，進一步進行聯繫。 

 研究者最終邀請到 6位研究參與者，其中 4位研究參與者是研究者親自到研

究參與者熟悉之環境，在敘明研究主題、研究問題及相關權利規範，請其簽署訪

談同意書後，再正式進行訪談，並於研究結束後提供訪談回饋金 300元，而另外

2 位則受限於空間、時間之限制，是由研究者事先透過電子檔提供訪談同意書、

訪談大綱，並且在敘明研究主題、研究問題及相關權利規範後，經研究參與者同

意，透過 Line 視訊完成訪談，同時研究者亦將訪談回饋金 300 元及一式兩份之

訪談同意書連同回郵信封寄給研究參與者，而研究參與者則在簽署過後再寄回給

研究者。6位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如下： 

表 3-1 研究參與者名單 

化名 A B C D E F 

性別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年齡 25 24 28 25 24 23 

社工年資 1年 8個月 4個月 2年 8個月 1年 8個月 4個月 1 年 

最高學歷 社工系畢 社工系畢 
非社工系畢，已修社

工相關 45 學分 
社工系畢 社工系畢 社工系畢 

就業狀態 社工界 社工界 社工界 社工界 社工界 社工界 

職別身份 正職社工 正職社工 正職社工 正職社工 正職社工 正職社工 

服務領域 兒少 兒少 兒少 身障 身障 心理衛生 

機構型態 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政府方案 委託 委託 X 公辦民營 委託 X 

單位內 
社工人數 

1 1 1 1 2* 1 

本人加入 
社工團體 

X X X X X V 

                                                
**
註：雖受訪者 E 所處單位有兩位社工，然兩人工作無交集且業務分開，亦無上下屬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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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 

壹、 資料蒐集之方法 

 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作為資料蒐集之方法。

深度訪談法重視研究參與者的內在世界、看法、感覺、認知及意見（潘淑滿，2003），

此特性與本研究重視研究對象針對研究主題的主觀感受不謀而合。其執行方式是

以主題大綱作為引導，研究參與者在輕鬆、自在的氣氛下針對提問分享其主觀感

受及經驗；於此過程中，研究者應作為一位積極的傾聽者，同時亦可即時針對研

究對象所陳述之內容進行理解與澄清，與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經驗產生互動，並透

過研究參與者口語及非口語訊息，理解研究參與者的主觀世界（潘淑滿，2003；

簡春安、鄒平儀，2004）。 

 又依據訪談問題設計的嚴謹度可分為：「結構式」、「半結構式」、「非結

構式」三種訪談法。其中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ing）是

以「訪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並以半開放式問題進行詢問，且不受限於訪談大

綱順序來進行訪問（潘淑滿，2003）。其關注研究參與者獨特的見解，以及探索

形成某一經驗背後可能的情境脈絡；此外，其認為在會話的過程中，即是一個不

斷建構意義的過程，研究者透過傾聽，鼓勵研究參與者以自然的態度毫無掩飾地

盡量傾訴其主觀價值與經歷（胡幼慧，2008；高淑清，2008）。是故，研究者為

獲得詳盡的訪談資料、避免訪談內容之偏差，將透過半結構式訪談來進行訪問，

研究者將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文獻擬定訪談大綱（詳見附件二），用以指

引訪談進行，並在實際訪談時，針對研究參與者所回應之其他與研究有關連且有

意義之內容，適時調整會談方向。 

 研究者在確認研究參與者願意接受訪問後，將事先透過電子郵件將訪談同意

書與訪談大綱寄給研究參與者，讓其能先了解訪談內容及基本架構，且訪問地點

及時間也將盡量以研究參與者的需求作為優先考量，會談過程將是先經得研究參

與者同意而全程錄音，以利完整記錄訪問內容，並輔以研究者筆記以防疏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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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其中 2 位受訪者之工作場域位於台中及桃園，因此研究者是透過

Line 與其視訊訪談。隨著科技的進步，研究指出除了傳統的面對面訪談外，透

過即時通訊軟體訪談也已成為研究者搜集資訊之法，可運用於個人訪談或小型焦

點團體之訪談，然而透過即時通訊軟體進行訪談，仍有幾點事項須注意以免影響

資料搜集之品質，包含網路速度必須快速，且研究者及研究參與者皆須熟悉網路

操作，此外就算是透過即時通訊軟體訪談，亦應遵守研究倫理，包含得告知、簽

署訪談同意書，讓研究參與者清楚明瞭其相關權益，知悉此影音將被錄製外，研

究參與者亦有權在訪談途中隨時終止訪談（Janghorban, Roudsari & Taghipour, 

2014）。 

貳、 資料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分析資料的方式即根據主題、概念，把零散的資訊，以有系統、條

理的方式化約並賦予其意義（朱柔若，2000；潘淑滿，2003）。故研究者在完成

訪談，將把錄音檔內容轉換成逐字稿文本，且以訪談筆記輔以分析，並根據研究

目的與研究問題將逐字稿文本透過編碼過程，找尋文本間之關聯，並透過統整將

其進行歸納。研究者將參考潘淑滿（2003）撰寫之編碼步驟進行資料分析： 

一、進行開放譯碼（open coding）：研究者於此步驟將反覆閱讀文本，並嘗試

在文本中找尋關鍵字、關鍵事件或主題，並將所獲得的概念註記在旁，以獲

得初步譯碼。 

二、進行主軸譯碼（axial coding）：研究者將比較前述初步譯碼之異同，嘗試

找出前一階段所獲得的概念之間的關聯性，進行歸納，從中建構出主軸譯

碼。 

三、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研究者將從主軸譯碼中找出和研究目的、

問題相關性較高、能彰顯研究主題的主軸概念，並依此作為詮釋研究問題之

依據，反覆取捨至資料飽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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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嚴謹度 

 針對質性研究資料的嚴謹度，本研究透過 Guba（1990）所提出的四個檢核

指標來進行檢測，以利此研究能真實將研究現象及行為有精準的捕捉，以下將說

明研究者將依循此四大評估指標所採取之行動（引自潘淑滿，2003）： 

一、可信性（Credibility）：意指資料之真實程度，換句話說即為研究者能真

實地觀察到所想觀察的，以及所蒐集到的資料亦能符合研究參與者的真實樣

貌及感受，概念同等於量化研究之「內在效度」。為確保研究參與者能完全

理解此研究主題，研究者將事先寄出訪談大綱，並詳盡告知此研究之目的及

參與方式，訪談當下創造舒適、不壓迫之環境，透過引導、傾聽與同理協助

研究參與者能在自然的狀態下抒發其感受及經驗，此外在研究者初步整理分

析資料後，將反覆與研究參與者核對研究者是否有過度詮釋或錯誤解讀之況，

並邀請研究參與者進行資料之補充，最後研究者亦將與指導教授討論訪談之

過程，以利資料蒐集之完整、真實性。 

二、遷移性（Transferability）：此指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感受、非口語行為

等資料能否有效地被轉換為文字紀錄，其概念類同於量化研究之「外在效度」。

為此研究者將於訪問途中輔以文字註記研究參與者之非口語行為，並在撰打

文本逐字稿時一併將其整合註記，亦將在資料分析、撰寫論文的過程中，不

斷重複檢視原始資料以確保資訊之遷移性。 

三、可靠性（Dependability）：此指資料的一致性，意指相同資料無論由同一

研究者或其他研究者重複進行分析，其結果都不會有太大差異，其概念同量

化研究中之「信度」。為能達到研究可信性，研究者在資料書寫過程中將盡

量完整呈現資料內容，並在書寫過程中盡量保持態度中立，以避免因研究者

主觀想法過度主導研究結果，此外研究者亦將書寫過程中，反覆與指導教授

討論資料分析內容，確保內容落入失真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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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意指資料的中立性，指分析過程對資料的解

釋是否符合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與脈絡，避免研究者涉入過多研究者的解讀與

詮釋，亦即此資料的整理是否「客觀」。為此研究者將反覆與指導教授討論，

以確認研究者無過度詮釋資料之況，並在討論過程中筆記、反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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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角色與倫理 

 質性研究多涉及個人主觀經驗，其中許多倫理議題必須被重視，故研究者於

研究過程中需隨時維持其敏感度，確認其與研究參與者之互動是否建立在平等的

基礎上，以避免傷害研究參與這或致其落入被動之地位（潘淑滿，2003）。以下

研究者將從研究者角色及研究倫理兩部份切入討論，以確保研究能在符合研究倫

理的狀態下進行。 

壹、 研究者角色 

 因研究者於質性研究中本身即為一個「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個人的背景

及相關因素對於質性研究而言是重要的（陳向明，2002）。在本研究中，研究者

欲研究的是孤新社工的職場困境及其專業求助經驗，有鑒於研究者本身亦為執業

年資未滿三年的新進社工人員，故研究者本身背景與研究參與者身份相仿，有利

於研究者更貼切地理解研究參與者之工作處境，但因研究者目前就職於素有穩定

督導制度之機構服務，且過往並無任何擔任孤新社工的經驗，此況與研究參與者

並不相同，故並非是以局內人身份進入此研究場域，也因為研究者之局外人角色

能讓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適度保持距離，以利看到事務的整體脈絡及其發展。 

 此外，因研究者任職於素有規模之機構，且研究者學歷恐亦比研究參與者高，

故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存在不對等關係，也因此研究參與者恐會擔心其所提

供之內容不知是否符合研究者所需，或自覺低於研究者，為此研究者將提高對此

之敏感度，並竭盡心力創造出能讓研究參與者感到舒適、自在且能場所欲言的研

究環境，並與指導教授討論訪談過程與研究參與者之互動，以確保研究者角色不

影響研究內容及資料蒐集之品質。再者，礙於研究者目前在職身份，故研究者將

謹守利益迴避原則，在邀請研究參與者時將會避開與研究者所屬機構有利益關係

者，並會於邀請前與指導教授討論和適性，以達利益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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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倫理 

 研究者將遵循以下方式維護研究倫理，避免在研究過程中，造成研究參與者

之傷害（潘淑滿，2003）： 

一、訪談前 

（一）告知後同意 

 研究者在訪談前將確實說明研究者身份、研究目的及問題，以及研究進行的

方式，尊重研究參與者之參與意願，且事先告知研究參與者其能在任何時刻決定

終止訪談或退出研究，而研究者皆將對研究參與者之決定給予尊重。 

（二）訪談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正式同意接受訪談後，研究者將於訪談前以一式兩份之訪談同意

書（詳見附件一）予以簽署，訪談同意書上將載明研究參與者之個人權益（如研

究參與者基本資訊之保密及匿名處理、隨時退出研究參與之權益），而其中一份

將留給研究參與者，讓其能夠確保其權益。 

（三）錄音語錄音檔的處理 

 在訪談開始前，研究者將會說明訪談過程錄音之用意，表示此目的是為能確

實記錄研究參與者的想法及感受，且僅作為研究使用，內容將予以保密、絕不外

流，並徵求研究參與者的同意下才進行錄音，若研究參與者不願接受，研究者亦

將予以尊重，此外研究參與者若不放心，研究者亦可在研究結束後，將錄音檔交

由研究參與者銷毀。 

二、訪談中 

 研究者於訪談中因避免傷害研究參與者，因此研究者應事先讓研究參與者知

悉其在訪談過程中，若有任何不適皆可中斷訪談及錄音；此外，當研究者結束錄

音後，應主動關心並詢問研究參與者的心理安全及舒適狀態，以維持研究關係之

和諧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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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後 

 基於互惠關係，研究者為回饋研究參與者之貢獻，將在訪談時準備小茶點，

事後亦將提供合理的訪談費，且將會再次針對保密研究參與者的個人資訊的部分

進行保證，並告知研究者擁有取回訪談原始資料及退出研究之權益，並在研究論

文完成後，將完整的研究論文寄送給研究參與者參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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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資料的分析與發現 

以下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列點統整為本研究之分析與發現，將分為四個章

節分別講述「孤新社工所屬組織、內外督導制度及就職訓練」、「孤新社工之職

場困境」、「孤新社工自身之專業協助管道及影響」及「前述經驗對孤新社工職

涯之影響」等孤新社工之職場處境、求助經驗及其影響。 

第一節 孤新社工所屬組織、內外督導制度及就職訓練 

在本研究中，所有的受訪者皆是社工年資不滿 3年的新進社工，且都表示在

其工作場域中所屬單位並未提供任何內部社工督導資源，如欲理解何以受訪者其

所屬單位人力如此單薄，則必須透過受訪者其所屬單位之組織型態、人力配置、

督導及就職訓練等制度進行瞭解，是故研究者依訪談內容分點陳述如下。 

壹、 與母機構從屬關係：緊密 vs 疏離 

談到受訪者其所屬單位之樣態，所有受訪者皆表示其所屬的單位隸屬於某一

母機構底下，又雖然受訪者在工作領域中沒有社工督導協助，但不代表其所屬單

位是完全沒有其他同事的，事實上就訪談內容，可以知道受訪者其工作場域內仍

有其他同事，彼此可能會有上下位階的關係，而工作單位內的最高主管，也可能

從屬於母機構某一單位底下，科層樣態明確。如受訪者 D、E、F所屬單位，除了

單位內部職級明確外，分工也相當明確，通常單位內的工作人員數也較多，其中

較為特別的是受訪者 E其所屬之中區辦事處內部雖然只有 2 位正職人員，彼此間

無從屬關係，看似單位內組織扁平，但實際上因該單位隸屬於總會社工組底下，

整體組織實際上階層分明，也屬於較科層化的組織樣態。 

我們有一個母協會，然後母協會底下會有理監事會，然後理監事會之下，

我們發展中心是其中一個組別…中心來講的話，就是我們最高的主管是

主任，然後再往下的話就是組長，組長再往下有分行政組，然後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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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在行政組底下，然後另外就是我們教學組有分兒童跟成人這樣子，

另外就是還有教保老師、治療師群這樣。（D） 

整體組織架構是理事長、秘書長，然後秘書長底下有企劃、社工和會計

三組，社工組依服務地區又分為北、中、南三區，北區就在總會，其中

南區有個社工組長，他也做個案，但同時也是全區的社工的組長，那我

所在的中區辦事處正職人員只有兩個員工，就是我跟另一個社工同事，

那他是在處理方案的活動，還有志工招募，然後我的話是專責個案工作…

（E） 

我們是在醫院裡面的精神科，那我們科就是兩位醫生，其中一個醫生是

主任，就是精神科主任，然後有三位護理師，再一位為護理長，所以這

樣子四個護理師，然後再一個職能師，然後臨床心理師，然後跟我這樣…

護理師就是成為這些日照中心的病患的個管師，然後職能師就是安排他

們一整天在日間的活動，然後臨床心理師比較是做精神科門診的東西，

他會幫忙帶一些團體…那醫生只有負責就是每月聽護理師報告就是病患

的狀況，然後安排藥跟門診看診這樣子…社工的部分就是幫忙帶團體，

然後每個月跟每一個人會談這樣子。（F） 

而這類組織型態較為科層化的單位，其與母機構之間的關係通常也會較為緊

密，其從屬關係明確，除了單位內部必須遵從母機構所訂定之規章外，通常母機

構也能夠對於單位之行政、人事、財政有所干預。 

那主任他受到協會的三個督導（理事、監事，特教背景）監督。（D） 

我們每 1 到 2 個月要開一次全區大會，所有人都要到總會開會…理事長

和秘書長總會那邊有人事、行政、財務的決定權…當然我們都遵守同一

個組織規章，畢竟是同一個組織，只是我們是中區的辦事處。（E） 

受訪者 A其所屬單位如同前述組織層級明確，只是不同於前述機構較有規模，

受訪者 A所屬組織規模較小，因此雖然單位內有上下位階關係，但實際上此位階

並不明顯，也因為機構整體規模小，所以有一個共同的即時通訊群組，故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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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時經單位主管同意也可能會直接越級與機構最高主管理事長請示、諮詢，原

則上母機構最高主管仍能決定子單位的大小事。 

我們協會最上面是理事長，然後下面我們就分三塊（寫下 oo、xx、食物

銀行），分屬三個不同地方，oo 基本上它是獨立經營的，所以就是它跟

我們這邊沒有太直接的關係…那我們有一個據點的主任，他就是管據點

所有大大小小的每件事情…但我們沒有那麼科層啦，我們其實也很小啊，

要怎麼科層，所以其實若有問題，基本上我們在工作群組裡面就會解決

所有的事情，而且主任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說「啊不然你問理事長」。（A） 

另外一種組織型態，是雖然隸屬於母機構底下，但因母機構與子機構間並無

嚴謹的從屬關係，所以母機構對於受訪者之工作單位的人事、財務運用沒有干預，

對於子單位的方案、服務方向也不加以干涉，因此彼此關係是較為疏離且無直接

約束力的，子單位內部主管的自主決定權高，無需聽從母機構的指示。如受訪者

B和受訪者 C便表示其所屬之地區辦事處與母機構間的關係就僅有行政上的業務

往來，母機構僅擔任一個轉介資源、協助保管及發放方案經費的角色。 

我的機構叫做 oo 辦事處，這個辦事處是透過 xx （宗教單位跟總會申

請成立的（地區性辦事處）…如果是總會的話，他們就會有會計啊、會

有社工啊、會有主任什麼的，但是跟我們比較沒有直接隸屬的關係…只

是我們申請的經費最後都是播到總會的戶頭，那總會會在我們請款的時

候，他會直接用我們有的那個經費給我們…我比較像是報帳的時候才會

跟他們有接觸…通常都是行政上，或者是他們那邊有獲得什麼一些可以

給我們個案申請的資源啊，他也會就有點像發給我們，那我們再看要不

要申請這樣子。（B） 

總會好像看起來是幫我們管帳，但是其實他們並沒有給我們很多的就是

要求，也太沒有給我們很多的支持，就是我們自己要各憑本事自己申請

方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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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者所訪談到的對象而言，無論受訪者 B或 C其所工作的單位中，隸屬

於母機構的正職人員只有受訪者本人，但因為單位就位於宗教據點中，因此工作

場域中仍會有其他神職人員與受訪者共同工作。 

在我們自己單位裡面就是我一個社工員…基本上在這辦事處裡面沒有

其他受聘員工…但因為這個協會是 oo（宗教）背景創立的，如果你要把

所有 oo（宗教據點）的人當成我的同事也可以，但是我覺得那也不全然

是對我而言在社工工作上的同事。（B） 

我們總共有六個全職的員工，但是只有我是隸屬於 xx（母機構名稱）底

下，他們五個都是在 oo 堂（宗教團體名稱）底下，就是這個工作場域

裡面有兩個單位，一個是 oo 堂，另外一個是 xx，然後我就是隸屬於 xx…

（C） 

綜觀來說，受訪者其所屬單位與母機構之關係可約略分為從屬關係緊密及

疏離兩種，前者發生在機構組織架構較為科層化或是組織規模較小之時，母機

構對於子單位的干涉程度較高，而後者之母機構與子單位間採較放任之管理方

式，彼此無嚴謹的從屬關係，自然不會對於子機構的管理及財政有所干涉，由

此可知，與母機構的關係間接影響單位內部主管是否握有行政、人事及財政上

的主要決定權，亦即決定是否聘任社工督導的重要關鍵人。 

貳、 繁雜的業務內容和界線不清的權責分配 

無論是在哪一領域工作，受訪者的工作內容多半龐雜，其中除了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F 無須負擔方案業務外，其他受訪者的工作內容都包含方案業務及個

案工作，而為了完成前述工作，就必須有許多繁雜的業務必須執行，如協助據

點經營、志工招募、經費核銷等。 

那我自己的話就會是實際執行整個據點、各種方案這樣…我們就是據點

一個禮拜要開三次，然後每次至少三小時，那我們目前就還是以陪讀為

主…那也還有志工的經營，因為我們據點有跟大學的服務課合作，那也

會有志工來這邊服務，所以會跟算是學校教授那邊聯繫，然後也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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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帶就是志工討論會啊之類的…因為社會局方案，需要例行會談，就

是一個月要會談一次…每個月一次會談記錄，然後三個月一次的處遇計

畫。（B） 

 特別的是，當單位內部人數越少、組織分工越模糊時，受訪者的工作範圍

也會越不明確，可能會需要與單位內部同事相互支應部分業務，其中以行政類

居多，例如在方案執行的部分，受訪者 B 就提到其與場域內的其他同事及直屬

主管間相互照應，在彼此負荷過大或請假的時間額外負擔對方業務工作之況，

顯示出業務分工上的彈性，但缺點是可能會造成受訪者工作量不確定性高，可

能為了協助他人，會有突然冒出來的額外業務需要承擔。 

前陣子都是我負責（整理核銷單據）…那現在的話就是可能我要把收據

啊、記帳都記好，那就是給我的同事（宗教據點的工作人員），那他會

負責幫我上總辦的系統key in，那可能就是貼貼黏黏啊，就是做家庭代工，

後來上個月就是變成他來做，拜託他做這件事。…那時候的分工就是他

（主任）是負責有點像是對外寫方案募款，他是對外溝通的…但他現在

這兩個月不在台灣…那可能要處理一些什麼捐款收據這些東西的話，那

就會變成是我會跑去找 oo（宗教組織）會計，然後這個會計就會幫我去

找總辦，然後總辦下來之後，我就會去跟對外的單位講好這樣子。（B） 

此外，也因為單位內部人員分工不明確，雖美言是相互照應，但也可能導

致受訪者需要分擔非社工業務範圍內的工作，如受訪者 A 所屬機構與里民辦事

處有相依關係，里長即為機構理事長，因此有時候受訪者 A 也必須負責非社工

業務之里民庶務；相同情況也發生在受訪者 C的單位中，提到在其工作場域中，

因宗教團體的正職人員會協助其，因此受訪者 C也需要負擔宗教團體的工作。 

前陣子我真的超級不知道我在幹嘛，就是…社區要用一個社區旅遊，然

後我就要負責那個社區旅遊…就都跑來找我登記啊…然後我就心裡很不

爽，想說我是一個社工，來弄這些…但就是沒有人…還有發什麼巡守隊

的背心，這個也是很傻眼。（A） 

 



 45 

然後 oo 堂（宗教組織名稱）那些，他們還是有在做 xx（母機構名稱）的

事，但是他們就是不領 xx 的薪水，但主要 xx 的規劃，就是我規劃，我需

要同伴去幫我們執行的話，就是可以去邀請他們一起做，那當然當然，

如果他們 oo 本身也需要的，我還是需要去 cover。（C） 

 由此可知一般來說，孤新社工其工作的內容大部分都相當細瑣繁雜，對於

新進社工而言，著實需要時間上手，要能熟稔其工作內容，可想而知確實需要

一段時間的適應。另外，透過整理文本，知道若孤新社工其所屬單位的人力較

不足，且整體組織樣態較為鬆散的話，則其工作範疇及業務量便可能變得相當

模糊不清，這無疑對於支持系統相對薄弱的孤新社工身上，是一大職場上的挑

戰。 

參、 孤新社工所屬單位之內部主管及外部督導 

一、 具有部分行政功能的內部直屬主管 

所有受訪者都提及其所屬的單位中有一位內部直屬主管，該主管可能是受

聘於母機構，也可能是因個人原因（如信仰因素）而投入於該單位協助單位運

行的，又直屬主管的背景相當多元，但大多非社工專業背景出生，。 

他（行政主任）其實算是就是我的直屬的主管，對，像是我們那個提計

畫的時候要蓋那個章，都是他蓋的，然後還有就是做一些核銷的時候就

是都會要蓋章，就是主任和督導的地方就是他能蓋，都壓他的章…他是

管理的，對他比較像是管理的，他不是社工背景出來的。（A） 

他不支薪，他就是一個退休的大學教授，非社工系。對我而言他就像，

他是這個辦事處的主任…我覺得雖然那個主任他或許就是看起來是辦

事處主任，合理他應該是我的督導，但…以在社工專業上我不會覺得他

是我的督導…我發現大部分困擾第一時間都不會找他…（B） 

我老闆就是主任啊，主任他是神學院背景，他也不是社工背景。（C） 

剛進去的時候，他（代理主任）還是行政職，然後是他負責帶我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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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受訪者 E，受訪者 E表示依機構的組織架構，北、中、南

區的所有社工皆隸屬於一位社工組長，該組長雖然具有社工專業背景，但因其主

要都在南區辦事處工作，對於中區辦事處的個案不甚熟悉，所以實際上難提供個

案工作上的協助，對其主要是在行政及文書業務上的引領居多；有趣的是，雖然

社工組長與受訪者 E不在同一場域中工作，但因為機構的理事長、理監事剛好常

出沒於中區辦事處，因此反而對於受訪者 E在個案服務上會有所干預及監督，儼

然成為其於中區辦事處的另外一位直屬主管。 

南區那個社工組長有點像是我主管…但他也只熟部分個案，所以也只

能口頭上告訴你行政文書上怎做啦…其實還有理事長，還有理監事，

因為住在中部所以常出現，那工作上他們會看得很細，就是你哪裡沒

有做好…他們也會關注我對於個案需求的掌握度，因為個案太多了，

所以你會怕說哪個生病，他們沒有主動告知你的話，他可能好幾天之

後才知道，主要這個壓力會來自於那個理監事吧，他們就會質疑說你

怎麼現在才知道。（E） 

由上可知該直屬主管與受訪者的關係主要為行政上的協助關係，如協助撰寫

方案計畫、請款時簽章查閱或是行政文書上的指導，然實際上方案及個案服務的

業務執行，皆為孤新社工單獨執行，且受訪者不認為該直屬主管能提供督導功能。

此外，因為直屬主管於權責上得對受訪者負責，故多能隨時讓受訪者找到，而這

也讓受訪者遇到行政上的問題時，較能隨時找到直屬主管請教，如受訪者 B便提

到其與直屬主管並沒有定時定期的會談時間，但如果受訪者 B遇到問題就會去找

直屬主管詢問。 

對我而言比較不會是那種一個月固定一次，例如我可能想好要跟主任

講一件事，我就會跟他約時間這樣，對，比較會是很彈性，比較像是

有問題了再去找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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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該直屬主管主要為行政上的協助，並未完全發揮社工督導的角色，然

在受訪者的行政考核上，該直屬主管仍舊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地位，如受訪者 F

便提到「我們沒有督導制度，但主任，他應該是打全部人的考核。（F）」，此外，

受訪者 E 也提到雖然其直屬主管並不在中區辦事處工作，但同樣會透過其個案

記錄、週誌等電子紀錄來打考核，「我每週要寄給他週誌告訴他我的工作進度，

定期也要寄個案記錄電子檔給他…考核主要的指標是組長透過我平常寫補助案啊

還有個案記錄、週誌啊這些來判斷，然後再提報給總會秘書長打考績這樣。（E）」，

顯見雖然直屬主管的職位無法提供任何社工督導，但卻是打整個單位考核分數

的重要人物，擔任了 Kadushin（2014）所述的督導職務中監督、考核的角色。 

二、 外部因素迫使機構聘請外部督導 

 所有受訪者皆自覺其於工作場域中，機構並未提供內部社工督導，但部分受

訪者提及其單位若有申請方案，則可能因為方案要求，而能順理成章地將外聘督

導的預算編入方案預算當中，如受訪者 A提及若撰寫方案的人經過主管同意，額

外將外聘社工督導的預算納入經費編列，則該社工便能接受外聘督導的協助。 

我們沒有督導制度，我們申請方案的時候都會寫說我們要請外聘督導，

但因為我也是去年九月才進到這裡，所以等於是今年我才會有經費去

申請那個…外聘督導。（A） 

 也因此，本研究的受訪者中，便有兩位受訪者在擔任孤新社工好一陣子後，

近期因著方案計畫的要求，而爭取到外聘督導的機會，甚至受訪者 C表示就是因

為方案的要求，才得以讓直屬主管為符合方案要求，開始重視社工對於社工督導

的需求。 

我必須要老實說，其實我第一年的時候很痛苦，那第一年就是沒有 oo

的案子，算是去年才開始的，那 oo 案子的要求，主任就一定會想要做

到，所以他們就說一定要給社工督導，因為對專案來講，都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一個人在這裡這麼的辛苦這樣，可是因為外行人不太能夠理

解吧，所以後來就是從去年開始，主任才這麼大的支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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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外聘督導的頻率根據方案要求及經費多寡而有差異，如受訪者 E稱其

單位是每月一次個別督導，而受訪者 C則是每 2、3個月會去找外聘督導一次。 

從上個月中正式第一次的個別督導，一個月一次…他是做青少年課業

輔導的社工，是我社工同事他朋友介紹的…那也是因為方案要求，所

以有編進方案預算。（E） 

我現在定期兩、三個月就會去找外聘督導一次這樣… （C） 

對於外聘督導的功能，兩位受訪者皆一致認同定期和外聘督導個督，有助於

其在社工專業工作及情緒上得以被支持。如受訪者 C便提及外聘督導的介入，幫

助他在個案工作與服務使者相處上更能夠評估其真實需求，此外，外聘督導偶爾

建議的閱讀書單亦有助於其在專業上有不同的觀點及進步。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需要外聘督導對於那些婦女的一些看法，像我現

在…剛不是說要訪案嗎？那就遇到家長，然後有些東西，就是我之

前就問過他一些我覺得我在訪案的時候，我就我就是遇到瓶頸的部

分，例如可能不知道該怎麼去幫助媽媽，媽媽講的話，讓我覺得我

好像需要給他什麼東西這樣，可是我若描述給外聘督導聽，他可能

就會覺得說，他其實只是心理的需求，然後他就會建議我去看一些

關於婦女的書啊或是什麼的這樣，這一塊，我就覺得他就還蠻可以

幫忙，可以提供給我一些我以前沒想過的看見…我每次跟他談我都

覺得豁然開朗，好像好一點。（C） 

此外，不久前才開始有外聘督導資源的受訪者 E亦有相同表示，認為外聘督

導除了情緒上的支持外，也能協助其聚焦在處遇上，幫助他聚焦個案工作的目

標。 

我覺得外督是有用的，就是至少他會支持你，他知道說我現在的狀

況有哪些困境，就譬如說沒有內部督導、直屬主管不在啊…也會讓

你知道說你要聚焦在哪些地方…就是工作有些方向，就是他對我們

方案的內容告訴我可以怎麼去這樣。（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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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雖然單位內部無法提供社工督導資源，但是如果能有穩定的外聘督導，

也能對於孤新社工在工作及排解壓力上能有一定的協助，而根據受訪者所言，目

前部分方案申請規範中，會要求機構必須提供定期的社工督導，也因此部份受訪

者才能因此而順理成章地透過方案預算編列，而爭取到外聘督導的資源，這對平

時沒有督導協助的孤新社工而言，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資源。 

肆、 單位提供之社工職場專業訓練 

一、 機構內部交接及在職訓練 

對於初入職場的新進社工而言，完整的交接與在職訓練都是幫助社工能夠更

快熟悉工作的重要過程，然對於單位內部社工人力單薄的孤新社工而言，要有完

整的交接並非這麼容易，至於是否有完善且多元的在職訓練，則必須視單位對於

在職訓練的重視程度及資源、人力的多寡來決定。以下研究者依據文本內容，統

整受訪者剛進職場時的交接狀況，及單位對於在職訓練的安排。 

（一）未能盡如人意之交接 

未必所有孤新社工在初入職場時都有機會與前一位社工人員進行交接，在本

研究的受訪者中，如受訪者 C便提及「在我之前沒有社工啊，我是開天闢地第一人。

（C）」，自然沒有前輩可請教，另外受訪者 E也表示其到職時，前一位社工人

員已經離職長達一個月，又因為前一位社工人員在個案記錄上撰寫過於簡單，導

致受訪者 E在初期與個案工作時，因不熟悉個案狀態而感到困擾，但又根本無法

找到前輩進行交接。 

你也可以像前社工寫一行、寫兩句，就是寫「一切狀況安好」，就沒社

麼內容，可以寫這樣，但是我會覺得…就我很困擾啊，我要交接的時候

我還是完全不認識他，等於對病友來說就沒有什麼服務品質，沒有辦法

讓服務延續，但他已經離職了。（E） 

此況並非只在受訪者 E身上發生，在受訪者 A 剛到職後，其曾經嘗試與前一

位社工聯繫、交接，但因為該社工已離職，因此也難以找到人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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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一個社工也是就不見了，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要問工作內容，完

全找不到…就是完全找不到這樣，對啊，所以就是自己摸索。（A） 

這樣的狀態致原本就已經沒有什麼經驗的新手社工在適應職務上無疑是一

大挑戰，因此孤新社工所屬單位如何提供其他交接方式，協助剛就職的孤新社工

認識、適應工作即變得極為重要，也因此，部分受訪者提及單位仍備有交接時間，

或是請資深同事或內部直屬主管協助交接。 

然而，無論是直屬主管或是前一位社工協助交接，受訪者表示交接內容受限

於時間，皆只能著重在行政業務上的解說，如受訪者F說到其就職的第一個禮拜，

有順利與前社工交接一週，然礙於交接時間不長，因此交接內容多偏向行政上的

流程及系統上的操作，關於個案工作的方法及注意事項則較少提及，而受訪者 E

亦提及在其剛就職時，南區社工組長曾特別到中區辦事處一天，協助其認識環境、

系統操作及業務上的介紹。 

我覺得精神科的行政業務不少，所以我覺得那一週比較是在講行政的

事情，譬如說督考啊，或是說你要負責什麼什麼紀錄那些，那真正的

假如說真的講比較專業的個案工作什麼的，就就真的是不多，他就只

大概跟你講說大概怎麼這麼操作這樣子。（F） 

南區組長有特別來中區一天，幫我交接，交接的話，就是跟我說哪些

資料在電腦的哪裡這樣，然後就介紹有哪些主責的業務。（E） 

（二）內部在職訓練之不足 

並非所有單位皆會重視在職訓練這件事，特別是在社區兒少據點這類比較偏

屬於社區工作的場域，與個案家庭、鄰里的關係及讓據點順利營運等因素反而較

被重視，也因此受訪者 A便自覺其所屬單位並不是真的很在乎社工的專業訓練，

反而期待社工能在社區中與服務對象「一起生活」即可。 

我們好像沒有很 care 訓練這件事情，主要就是與個案一起生活，我的

感受是這樣。（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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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進去的時候，其實沒有很完善的在職訓練，代理主任比較像是

就是你有問題然後去問，他們會很熱心的協助你，但是要有一個很完

整的例如說社工業務是做什麼，然後怎麼做，其實是不太有那個完善

的訓練。（D） 

當然，部分受訪者所屬單位之母機構會提供內部的教育訓練課程，然而就

此研究之受訪者所述，能知悉母機構所開設之在職訓練，未必能符合社工專業

所需，因此也實難協助受訪者在社工專業上能有所增進。 

會有在職訓練，譬如說…可是那在職訓練我覺得比較不像是社工專業

上，譬如說像三、四月份總會開了品格英文，就是有點像是師資訓練，

但是這個師資訓練比較有點像是你這個據點想開什麼課，那他可能可

以去連結這個基金會啊什麼的，然後來開課，然後你們自己協會就推

人去上課，然後你就可以在你的據點做這件事情這樣。（B） 

醫院的在職訓練，我覺得很多都是 for 醫生或護理師的，所以那個訓練

可能都是學怎麼 CPR，或是一些可能感染的話你要怎樣，就是我覺得

跟社工的連結比較沒有那麼多。（F） 

（三）做中學的局面 

礙於交接的不確實及內部在職訓練不足的窘困，「邊做邊學」或是「遇到

問題再問」似乎是孤新社工在初入職場時很重要的學習方法，也是單位內部主

管期待之帶領方法，如受訪者 A 表示其業務多半是在工作中「做中學」，單位

內的直屬主管在單位多年，因此若非個案工作等較為專業的業務，則直屬主管

便會提供指示，讓受訪者 A 在上手工作時比較沒那麼困難，而受訪者 D 便提到

其剛報到時，對於個案的身障狀態相當陌生，也不知道該如何與身障狀態的個

案相處，雖然單位並沒有提供系統化的教育訓練，但是透過其他領域的資深同

事帶領，加上自己的摸索，也逐漸讓其適應新工作，學習如何與個案相處。 

如果就指方案這件事情來講，主任他就會跟我說「你要寫那個什麼什

麼方案囉」，我就說「是唷，那要寫什麼？」，那他就會大概講一講，

就是他會給我一個大概的方向然後讓我去寫，然後我寫完以後就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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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然後他看完以後就會說「好，那哪邊稍微改一下」，然後我改完

就送出去，就這樣。（A） 

教學組長這邊也幫我滿多的，就像是因為像我剛開始進班的時候，肯

定很多東西都很陌生…你就會很害怕你做錯什麼了，會不會讓他受傷，

或者是我不知道我怎麼應對進退這樣，然後那個組長就告訴我說不用

怕，你可以怎麼怎麼做，所以組長他是讓我實際跟服務對象，還有跟

家長接觸的時候他比較會帶著我這樣子。（D） 

此況同樣發生在受訪者 E 身上，受訪者 E 表示「有問題就打過去給組長，他

會再告訴我怎麼做。（E）」，述其內部直屬主管雖非在同一工作場域，然其只要

有行政上流程或系統的困難，便會去電位於南區的社工組長詢問，以此協助其面

對行政業務上難解的問題，也透過社工組長亦步亦趨的指示，從做中學的方式來

掌握工作的內容。而受訪者 D則提到其入職的時候，內部直屬主管便要求其自行

檢閱個案資料，透過過往的紀錄來檢視自己專業上的不足，並且在有不懂的地方

時隨時提出，由資深同事協助解惑，直到受訪者 D反覆透過觀察、模擬、詢問的

方式掌握工作業務後，再逐漸放手讓其自行執行業務。 

主要就是說，我現在可以去看個資，所以我看了個資，然後我遇到不

懂的事情，例如說，我看到個別化服務計畫會議，我就會說 ISP 是什

麼，然後他就會再跟我解釋 ISP 是什麼…所以他不算是很有系統性的

教我要怎麼做，他比較像是我從日常中跟著他們的作息慢慢去了解這

樣…然後，後來他就會讓我就是逐漸自己去處理。（D） 

二、 機構提供外部訓練的機會 

（一）機構態度：主動提供 vs 方案要求 

內部在職訓練之缺乏，導致受訪者若對社工專業知能有所渴求，便僅能朝向

外部訓練作為知識、技能的來源，然在六位受訪者當中僅有三位受訪者曾透過單

位安排而參加外部訓練，因此研究者將機構對於外部訓練之態度，可分為機構積

極主動提供及方案被動要求兩種，前者較為積極，而後者則是因方案經費提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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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之。其中，在受訪者當中，受訪者 D和 E皆提到其單位主管常不吝嗇於推薦

其參與各式與服務領域相關之專業課程，甚至會主動安排公假讓他們能參與，以

協助補足其在專業知能上的不足。 

覺得中心還滿好的地方，就是如果說有什麼課程，他們覺得那個內容

是我所需要的，他們就會主動讓我去上，然後就用公假的方式外出上

課這樣子，所以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其實上了還滿多課程的，例如

說，入小轉銜的說明會啊，或者是，我記得我有去上長照 level1 的課

程，然後還有一些特教比較相關的課程也有去上…到了後面大概幾個

月之後，然後我可能自己也會似看例如社工專協的課程，或者是去找

其他例如說早資中心，可能有辦一些課程，然後我可能要問問看這個

課我可以去上嗎？那通常主任他們是都還蠻阿沙力的，都會說這課程

我覺得你去上還不錯這樣。（D） 

中區有辦像身心障礙相關的啊，長照相關的就會有公文來我們協會，

那有時間的話就是可以讓我自己去報名，有時候可能是在平日的話，

就會斟酌一下，平日就變公假外出這樣。（E） 

然而，不同於前述狀況，同樣參與過外部訓練的受訪者 C卻表示，直屬主管

之所以願意支持，讓其能順利參與外部訓練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單位所申請的方

案當中對此部分有所規範，因此直屬主管才會開始重視社工的專業訓練。 

其實是因為我們申請 oo 案子，oo 老師要求去上課的…對啦，我想想

應該是這樣，去年主任才這麼的大力支持我去上課，然後去找督導或

什麼的。（C） 

 除了，受訪者 C所屬單位對於外部訓練態度較為被動外，受訪者 A和受訪者

B也都沒有參與過外部訓練，雖然沒有參與過外部訓練，然而對此議題，受訪者

A和 B雖然對於單位內針對外部訓練的參與規範雖然不太清楚，然根據他們對單

位的瞭解，認為若其提起直屬主管應不會拒絕，但受訪者 A 不認為單位有相關規

章，而受訪者 B 則認為若有經費需求，必須透過方案預算來支出。 

 



 54 

這我沒有特別去問耶，但我覺得應該沒有（外部訓練的規章與經費）。。。

我覺得他們並沒有很 care 這件事。（A） 

如果我覺得我可能想去某個訓練課之類的，然後我跟主任提，基本上

是可以的…應該是可以准假，就是可以公假…如果方案裡面有寫的話，

才可能去上課，就是從我們自己的經費裡面去拿，總會基本上不太會

給。（B） 

顯示出部分受訪者對於外部訓練的資源及單位內的規定是相當陌生的，更

可以想見平時直屬主管並未主動提起相關規範，導致受放者根本就不清楚外部

訓練的相關規則，有此狀況產生，推測可能是礙於機構經費本來的不足，也可

能是因為受訪者 A、B、C所屬之單位偏屬於兒少社區據點，相較於受訪者 D、E

而言，受訪者 A、B、C 的工作內容比較沒有涉及其他專業領域的知識，多是以

服務使用者日常生活為中心，即便沒有上課，受訪者仍能於場域內工作，推測

因此為直屬主管比較不重視專業訓練的原因。但也因此，針對此類採被動態度

面對外部訓練的單位，申請的方案中有無相關規範，便變得相當重要。 

至於費用部分，無論單位態度主動與否，依研究者訪問，大部分受訪者目

前的外部訓練皆以免費課程為主，未曾有人嘗試申請課程經費到外面受訓，而

車馬費都由單位負擔，只是在無論車馬費或是課程經費的申請，都會有一定上

限，而非無限上綱。 

至少目前的（外部訓練）都不用付費，就是外聘督導那邊也會有一些

社工訓練，我就會搭便車，新竹那邊就是，車馬費 oo （據點）會付，

但有一定的額度吧，就是他們如果看到很貴，我就不知道，我還沒試

過，我不敢開口…（C） 

去上的課主要都是免費的課程為主，那之前上那個長照 level1 的課程

的時候，他是就是例如說車資什麼的那個協會那邊會補貼…那課程的

費用若比較貴，然後其實協會也是會幫忙出，就是你可能要交一些心

得啊，然後要在月會上面回饋這樣，然後協會那邊就可以去做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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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不一定會全額補，但通常例如說一、兩千塊以內的，他們通常會

補這樣子。（D） 

（二）不利於新進社工的外部訓練規範 

  雖然受訪者 F就職後也未曾參與過外部訓練，然他表示其所屬機構中對於員

工外部訓練有明確的規範，並非只要直屬主管同意就可以外出受訓。 

我們醫院有限定一年只能外出二十四小時，也就是說，一天八小時，

只有三天，所以就是在選那個訓練的時候要很慎選，因為你就是只有

這二十四小時，其他就是要自假這樣。（F） 

但也因為機構限制明確，因此受訪者 F 在選擇課程上就變得相當謹慎。至

於在經費的申請上，他表示在素有規模的機構中，機構對於外部訓練多會希望

投注資金在已有相當年資的工作人員中，然而此規則對於新手社工而言相當不

利，致其若有相關需求，僅能利用自己的時間、資源去尋求專業上的精進。 

我那時候看規章的時候，他是說他需要三年內的考核成績，所以我在

猜應該是要三年後才有辦法做這樣的教育訓練經費上的申請。（F） 

 顯示出若孤新社工其所屬組織若越科層，組織規範越縝密，則其規則便可能

反而成為一種限制，讓社工可能的選擇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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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孤新社工之職場困境 

壹、 直接服務之困境 

一、 在職訓練不足及交接不完全之窘境 

普遍而言受訪者皆認為新手社工在初入職場的時候，受限於經驗的不足，確

實需要完善的交接，或是有足夠的職前、職業訓練作為輔佐，因此當前一節所提

到的交接不完全、職業訓練不足的狀態下，多半會造就孤新社工在職場上感到無

助、不知所措之窘況。 

實際上做的時候我認為還是需要一點專業訓練，對啊，譬如說像是如

果今天一個…剛大學畢業，他還不太熟悉做個案，或是帶團體，那他

還是需要這樣一個專業的訓練去 support 他…我會覺得比較可惜，如果

我們有這樣專業訓練的課程的話，也許就會少一些摸索。（A） 

 受訪者 A便明確提及若新手社工在就職期間，能有足夠的專業訓練的話，便

能使其撞牆期較短，也能減少許多需要自己摸索的時間。而受訪者 E和受訪者 F

皆提到其因為前一位社工的交接與紀錄中，並未完善交接個案狀態，也沒有足夠

時間帶其逐一認識服務對象、建立關係，致其在必須要獨立作業的初期必須要靠

自己的能力去摸索、認識，但也因此在工作初期造成很大困擾。 

個案認識上，就自己找個案資料，問同事有時候會回答，有時候不會，

他就會叫你去看個案資料，可是我前一個社工，他的紀錄也多是「一

切安好」，就沒什麼內容的記錄這樣，就只能我自己硬著頭皮去問。

（E）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離職的第一天，就是我開始我一個人要坐鎮，

然後我就要開始去找那些個案會談，可是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名字上

這個人是誰，然後我就只能去先問護理師，可是問久也會很不好意思，

就是問個幾天開始，就只能很膽怯的走進他們的那個日照的教室，然

後就大喊名字，然後就是看他有沒有在這樣，因為那時候完全沒有時

間認識他們。（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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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印證交接對於孤新社工的重要性，面對新的環境，新手社工已有太多新

事物需要適應、面對，完善的交接能幫助新手社工快速適應，反之則可能讓孤新

社工對於工作感到更加有壓力。同理，未有完整、有系統的職前訓練，對於在特

定領域工作的孤新社工而言亦是致其難以快速適應工作的原因。 

例如說接案好了，就是有身障者要來我們中心，然後他可能講了一堆

輔助，但我都沒聽過，那我就是…因為就是要維持住那個專業度，就

是要假裝好像我自己會，然後私底下再去問組長…就是其實在剛開始

工作，這些還蠻困擾我的，我就會覺得很有壓力，就是因為我什麼都

不知道嘛，然後我又要讓家長快速的信任我，我覺得是還蠻難的一件

事情。（D） 

如在身障領域工作的受訪者 D便提及其剛從事社工職務時，便是因為其就學

時代就與身障之個案狀態不熟悉，再加上前述之「有問題再問」的狀態，致其難

在初期面對個案家屬帶有一系列專有名詞的問題下可以快速回應，未能在面對個

案家長前就先存有相關先備知識無疑致其初其工作時壓力驟升。而受訪者 E則是

因其對於相關補助的熟悉度不足，又在未有完整職前訓練的狀態下，導致其僅能

自己上網搜尋，而此時若同事亦不友善，工作場域又無督導可協調、協助的話，

便可能致社工的工作壓力及不滿意感快速攀升。 

那些補助標準啊、怎麼做啊，都是要自己網路上查，比較有壓力的是

因為有些東西不清楚，所以你在打電話的時候你同事也會聽得到，然

後他可能會覺得你哪邊很慢啊、很久，他就會開始去 murmur 啊，或者

是跟你講怎麼樣做錯了呀…就會有來自個案的壓力和同事的壓力，壓

力是蠻大的。（E） 

二、 無人協助訂定工作目標及處遇方向 

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訪者皆提及自己的工作業務內容中涵括個案工作的部分，

之所以有個案工作，大部分都是因為方案內容要求，然而個案工作對新手社工

而言並非容易的工作，為因應個案狀態的無常及各式突發狀況，缺乏經驗的新

手社工實際上相當需要社工督導定時協助，然研究者發現礙於其內部直屬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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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非社工背景，對於專業評估並無概念，因此在受訪者與個案工作時，多半

直屬主管皆採全然的信任與放任，無法協助受訪者訂定明確的處遇目標，又因

為受訪者自身也缺乏經驗，因此會不知道自己處遇方向或是個案記錄的撰寫是

否洽當，在處遇上呈現無頭蒼蠅之況。 

應該是一開始吧，不知道怎麼做啊、不知道怎麼寫啊…主任不管我的，

我寫什麼都沒差，哈哈哈，我不是很會做個案的人，我比較會寫方案，

團體其實也沒有很強，我比較會做社區工作…就是寫個案記錄就頭痛

這樣。（A） 

我拿家訪紀錄作例子好了，就是家訪紀錄他可能會要寫讓家庭現況嘛，

然後可能要寫評估啊，要寫處遇這樣子，可是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家

庭面向的服務目標，然後我就不知道那個服務目標，我到底要寫得多

具體，或者是那個服務目標，因為我看歷年來的紀錄好像都是一模一

樣的文字複製貼上，可是那我就會覺得…那我應該要寫得比較具體嗎？

還是我其實沿用去年的格式就好了？很多事情我就會覺得說，就是好

像…因為我是剛開始工作嘛，然後我就會不知道說…就是，我很明確

知道說，其實那些一樣的文字就是為了應付前年的評鑑然後複製貼上

的，但是因為我沒有一個明確知道到底我應該要怎麼寫那個目標。（D） 

有時候會像無頭蒼蠅，就是你要主動去尋找對方的需求，當然偶爾對

方也會提出來說他們可能有錢的需求，看有沒有什麼補助這樣。（E） 

會談的目標就是社工自己訂，然後，就是雖然我們的紀錄要呈核給醫

師就是主任，可是他完全都不會看，就是他都直接按核准…好像其實

我設定什麼目標他們也不知道，就是那只是一個自己…有沒有想要在

專業上做更強的部分，我自己覺得啦。（F） 

也因此，受訪者也逐漸發現定期督導的重要性，在沒有督導的協助下，個案

工作常對於處遇評估難有方向，亦不知自己處遇是否適當。其中受訪者 C便提及

其對於個案工作及覺察的不熟悉，常讓其無法聽出服務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兒常

 



 59 

被服務使用者的表層訊息牽著走，而未能提供適切的服務，導致其工作壓力逐漸

攀升，也越來越慌張。 

我覺得跟婦女聊或者跟爸爸聊，我可能就不太能夠理解他們到底背後

這句話背後的在想什麼？因為我覺得，有些東西他們講出來不一定是

真的，不一定是背後真的需要的東西，那我可能就會不知道我接下來

要去哪個方向…因為我很不會聽後面的訊息，所以我每次都跟著他表

面訊息走，然後我都不知道我走去哪，我就越聊越慌。（C） 

而受訪者 A 認為雖然過往社工教育的訓練中已有過相關訓練，理當已概略知

道該如何進行個案工作及處遇評估，也在實習時有過相關經驗，但真槍實彈地進

行訪談仍是有所差異，實需要督導定期協助解惑、提供意見，並適時地修正處遇

方向。 

我們是跟社會局申請友善兒少據點，所以他其實是規定社工每個月都

要有訪視紀錄，然後每三個月要評估一次，就是其實都會有這些東西

要做…就是算是陌生吧，那以前自己也有去家訪過啊，也有去寫過記

錄什麼的，但我覺得那個還是不太一樣。（A） 

 另外，個案工作是一個動態的歷程，在過程中也會隨著個案的狀態改變而需

要被調整，受訪者 F就個案記錄發現其與前一個社工的評估方向有所差異，此部

分導致其對於自己的評估、處遇方向感到質疑，整體而言更可能致其對於身為社

工的自我效能降低，而對於工作開始累積壓力。 

我發現我評估的方向跟前一個社工評估方向也不太一樣，所以我就會

更覺得我到底要承接他的，還是我應該要自己重整這樣，就是都還沒

有好好的釐清這件事情…我在猜以我自己的個性，或許到三、四個月

開始不知道方向，或是有個人，可能一開始我定的方向可能不對的時

候，我就會很需要一個人協助我。（F） 

三、 事務多元壓縮本職工作，導致業務量超過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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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其所屬單位規模皆不大，在人力不足的狀態下，可能致其業務繁雜，

必須要處理許多非社工專業上的業務，然而當這部分的業務量逐漸龐大，漸漸壓

縮社工業務時，便容易導致孤新社工對於其角色定位感到模糊、不清，因此開始

懷疑自己在單位當中的角色。 

我覺得比較是說我會一直在想，因為我必須要做很多有的沒的雜事，

然後其實這會壓縮到我跟兒少這邊…就是跟國中生國小生他們的互動

跟相處，對，那我就會在想，會不會就是那些佔據了我很多時間，沒

有辦法把心力放在跟這些個案做一些互動跟連結，所以我也一直在想

說這個要怎麼辦…我又是被定位在兒少社工，然後我就要去，有時候

我就會去想我的角色到底是什麼。（A） 

其實你白天有很多其他的瑣碎的事務要處理，例如說要發通知單、跟

家長回收啊、詢問家長的近況，所以你可能上課跟下課時間，你都會

固定去跟家長的互動，有時候人力不足的時候，你要進班支援，所以

其實你的白天的時間比較少有機會去做你本質是社工的事，所以就變

成我很多方案的東西就是要加班做才能處理得完。（D） 

上述受訪者 A和受訪者D皆提及因其業務繁雜，常被賦予其他行政雜事處理，

導致單位中的其他業務壓縮到原本社工專業的業務。而另外一個例子是受限於機

構定位與社工角色定位之模糊，導致受訪者 B其社工身份及業務難在機構中被彰

顯，最終變成角色定位不明之況，其提到雖然依社會局方案規定，必須每月與服

務對象訪談一次，然而礙於所就職的單位主定位在社區兒少之課輔班，服務對象

在據點中常會有其他事情要完成，在時間有限的狀態下，受訪者 B自身也有許多

其他行政業務要完成，因此也僅能壓縮到與服務對象會談的時間，個案工作反而

變成次之需要完成的業務，而非首要業務。 

現在覺得每個月要會談一次有點困難，因為本身在據點經營上可能孩

子來這邊，他們就要先完成作業，那可能還有一些零零總總的突發狀

況，然後…如果需要跟孩子有比較完整的時間，或是比較合適的機會

會談就會比較困難。（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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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前述狀況容易導致孤新社工因業務過度繁雜，無法專注在社工本身業務，

因此導致業務量過高無人協助的狀況。如受訪者 D 便提到其工作一陣子後，發

現其每天都在加班，甚至得把工作帶回家，終日對於自己的能力感到懷疑、對

於工作做不完的狀態感到焦慮。 

當你開始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你會發現奇怪，每天紀錄開始打不完，

然後都變成要加班才能打，後來下半年度就方案開始之後，每天都加

班加到很晚，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就是我到底是為什麼每天都加班

到這麼晚，明明好像也沒有很多事情，我為什麼就是會加班到這麼晚？

就是我自己其實是非常不喜歡帶工作回家的人，但一段時間我還把紀

錄帶回來寫，然後我就會覺得說我已經每天加班到這麼晚，然後回來

還要寫紀錄，我就會覺得說「這是正常的嗎？」，我會很焦慮，然後

一方面又覺得，就我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容易懷疑自己的人，我就覺得

是不是我自己還做不夠，是不是因為我剛畢業，所以可能就是代理主

任他在做這個職務的話他都可以做得完，但我就是做不完，所以其實

我那時候就是很焦慮。（D） 

四、 棘手特殊事件無人即時協助 

偶爾在實務工作中，總會遇見幾件較為棘手的特殊事件，通常這類事件都具

有需要即時被協助的特性，且需要足夠經驗的督導在旁針對處遇方向提供建議，

然而孤新社工在工作場域無人救援的狀態下，若又剛好巧遇此類事件，便會顯得

更加無助。 

我那天真的是逃走，然後一逃回去我辦公室，我就覺得太、太害怕了，

然後就大哭這樣，然後那個時候就是職能師跟心理師就來安慰啊這樣，

但是我當下就有點覺得，一方面好像如果下次他真的再來，我好像還

是不知道怎麼處理像這樣的。（F） 

那時候，就是因為他是滿緊急，個案就突然就被緊急安置出去，所以

那時候，就是我那時候還蠻無助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做的到底是對還

是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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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無社工專業督導的協助，導致受訪者 F擔心未來再發生類似事件時不知

道該如何因應，也因此對於自我效能逐漸降低，甚至自述有些創傷反應，會害怕

再次遇見相當事件時無法勝任社工工作。 

我就開始有一點緊張，那個電話響起的那一刻，因為你就會想說「又

來了」，因為他們只要來，他們就會說那個某某來了，就是 again 這樣，

所以就會對那個電話響起就會覺得有點緊張…有點創傷，但我就想說

可能剛開始吧…就是其他業務什麼，其實我都覺得還好，就唯獨那件

事情，我覺得比較無奈這樣。（F） 

 同樣的狀態也發生在受訪者 D 身上，在面對該棘手突發事件後，受訪者 D

除了擔心未來仍舊不知如何因應外，也開始有自我責咎的情緒出現，懷疑過往

處遇不夠完善，因此才導致此特殊服務對象今日有此結果，也因此認為如果事

發當下能有具有專業及富有經驗的社工督導即時協助的話，除了能大量減低社

工的焦慮及無助感，也可以讓服務使用者得到更適切的處遇。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如果在前面這段時間有督導可以告訴

我說，我這時候應該…例如說，我這時候，我應該更早就去通報高風

險，還是說我應該更早就是跟相關單位連絡，或者是我有哪些資源可

以去說利用，然後在孩子被緊急安置出去之後，可能有督導跟我講說，

這不是你的問題，其實你已經很 ok 了，那如果之後遇到類似的狀況，

或是有怎麼樣的徵兆，就可以判斷的出來這個孩子他其實是處在一個

比較高的風險裡面這樣，我就會覺得說如果有督導可以告訴我，不論

是實務上面的的經驗，我應該可以怎麼做，或者是情緒上面的支持，

我覺得那段時間我不會那麼的無助。（D） 

五、 自我效能低弱而自我貶抑 

因前述眾多實務上的困境，使得部分受訪者提及其在工作初期，對於自己

是否能夠如願完成社工業務是相當沒有信心的，甚至會有認為自己「什麼都不

會」、「不配被稱為社工」等自我貶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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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兩年我還滿不喜歡被叫社工，因為我覺得沒有到那個位置，我覺

得我聽這個很…聽到這個名稱，會讓我覺得聽的很刺耳，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到那個位置…我覺得我很弱，什麼都不會，那一陣子真的

很消極。（C） 

前面的話，就是因為我什麼都不懂，就是前面我是蠻沒有自信的，然

後再加上面對家長，其實我覺得家長他們也有感覺的出來，就是看年

紀就是一個小妹妹，然後問你什麼東西，可能也都不是很清楚，所以

他們久而久之就會…他們可能就不會主動跟我講，他們一定就是主動

跟他們比較信任的教保老師講這樣子，對，其實前面的時候，我就會

覺得說，喔，我好像沒有什麼作用這樣。（D） 

有前述可知，受訪者在初期因為沒有完整的訓練及交接，再加上自身過往

又沒有足夠的工作經驗或人生歷練，致其在沒有穩定督導協助的狀態下，常會

有自我責咎、覺得自己不夠專業之況，甚至會進一步認為自己在單位當中是無

用的，是不值得被聘請的。 

貳、 雙重困境：經驗不足、社工專業弱勢 

一、 須費力與不同領域之同事磨合 

面對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同事，社工的工作模式與重要性可能會不被理解，

因此在社工為工作場域的少數時，社工專業特別容易被壓迫，工作時間也可能因

不受重視而被擠壓。 

旁邊護理師他們也要處理這個病患，他可能要洗胃或怎樣這樣，其實

時間不多，護理師會覺得就是你趕快談完，然後他要趕快處理他的東

西這樣…當精神科只有你一個社工的時候，就是要很有力道，別人才

會信服你。（F） 

 如受訪者 F 便提到當其隻身在白色巨塔中工作時，展顯出社工專業的力道變

成一件重要的事情，社工必須對於自己的處遇相當肯定，才有機會讓其他專業信

服，但這無疑對於初入職場的新手社工而言是件不容易的事，再加上又因為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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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環境中長期以來都沒有其他社工專業人員，自然其他領域的同事對於社工專業

的認知薄弱，更不容易重視社工的處遇。同樣狀況也發生在受訪者 C身上，雖然

其身處於兒少據點中，但因其工作長期必須與志工媽媽合作，又志工媽媽早在其

就職前就已經存在於據點中，早已形成自己一套與個案工作的方法，導致受訪者

C初期在與志工媽媽討論時常因彼此著重的目標不同，而難以理解對方。 

因為不是我進來之後才開始課輔的，所以其實三邊的課輔，志工媽媽

都有既定的運作模式，我覺得我很像是對他們來講，好像是一個空降

部隊，好像來管他們，然後前一、兩年就是蠻多磨合期的吧，他們就

會覺得說，我的一些想法好像並沒有這麼可行，而且他們很注重秩序，

啊我們年輕人帶，就不會覺得說秩序很重要，我們就覺得跟他們玩在

一起啊，可是媽媽們就很受不了，所以光這一點，我就就是來來回回

就溝通很多次…我就過去兩年，我還蠻挫折的啦，就常常就是為了這

個，我就覺得很難過。（C） 

二、 推動創新遭到攔阻 

此外，也因為無論是內部的直屬主管又或是同事，都不是社工背景出生，因

此孤新社工特別難在工作場域內開發不同的服務。 

像護理師，他們也可能沒有家族系統概念，所以那時候我提出說，可

能哪些個案我覺得滿適合做家族治療，可是因為這些護理師都在這裡

待非常久，他們跟個案的熟悉度，是十幾年的老病友的那種概念，所

以護理師就會覺得不用，或是他覺得這個家庭已經沒有什麼好變的，

然後…雖然都還沒有執行，可是就是好像在第一步的時候，其他就是

非社工專業的人就會覺得你的想法或許不對，然後就會被打槍。（F） 

 如受訪者 F 提到其曾嘗試在醫院內推家族治療，希望透過家族治療可以幫助

服務使用者改善其與家庭成員的關係，然而，因其所屬單位中護理師身兼服務使

用者的個案管理師，有權決定服務使用者是否參與此療程，或是推動此方案，然

因其對於家族治療不熟悉，亦對家族系統觀念薄弱，所以在第一時間便拒絕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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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F的提議，因此其他專業普遍對於社工專業的不熟悉，使得受訪者 F難推動新

的業務。 

 約略的狀況，也發生在其他受訪者身上，如受訪者 A和受訪者 B都提到其對

於所屬單位業務發展上有更多的期許與想像，但都因為內部直屬主管非社工專業

背景，無法理解受訪者提出之用意，或是受限於其他物理環境及條件的限制，而

未能理解受訪者欲推動新的社工業務之背後良善意義。 

其實若我們跟家庭，可能可以有些串連，就不只是目前的現狀，可以

再多做些什麼。但看起來他們（指主任、理事長）沒有想要做什麼。

（A） 

那我會覺得如果有個據點會有多好，但是那時候就是被打回票，就是

目前 oo（宗教據點）還有協會就是不打算有…那我就會覺得社工不只

是做陪讀班啊…就是社工的業務不是只有陪讀班這樣，就會覺得社區

工作譬如說跟其他組織的串連，甚至是在開陪讀據點以外的…甚至是

外展這些，我都覺得是這個地區可以做的，也是需要的。（B） 

 而這樣的狀態如延續下去，則可能導致孤新社工對於自身在單位內的角色及

應有權利感到懷疑與疑惑，如受訪者 C 便提及其對於自身在單位中的權利義務感

到不解，也對於推動業務的困難上感到無奈。 

真的很麻煩，你什麼都不能推，就你的想像、你的期待你好像也不能

推呀…我就懷疑了很久，到底到底自己在什麼樣的位置上，主任給我

這樣的位置沒有錯，可是我覺得我實際執行起來，我覺得我並沒有，

就達到這個位置。（C） 

而這都源自於內部直屬主管及同事對於社工專業不熟悉所致，再加上沒有督

導的協助、引領，所以孤新社工便需要自己去面對、因應，甚至是妥協，自然對

於社工專業服務仍相當有熱忱的新進社工而言，無疑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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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獨自面對不合理之勞動條件 

一、 缺乏正式化管道提出疑問 

缺乏定時的督導制度或是正式化的溝通管道，致孤新社工在有勞動疑慮時缺

乏管道提出，前述狀況容易發生在孤新社工對於其勞動條件感到疑問時，其中包

含業務範圍之不合理、工作量超過負荷及對於薪資來源等勞動契約有疑惑時。 

如同前章節所說，孤新社工依其所處單位若專業分工越不明確，則其業務範

圍便可能越浮動，也因此可能會有需要去負責超出業務範圍的事情的時候，如受

訪者中就有人對於其業務範圍超過所認知的方案契約內容時感到疑惑，另外，包

含薪水的來源及相關規定感到困惑，但不知如何提出。 

我是先到這個機構，先成為正式員工後，我們才投了社會局的方案，

那但是當時我日一的工作去支援其他工作…就是有點是用我在這個據

點的時間，原本我在這個據點要上滿五天的班 40 個小時，那我就有兩

天這樣去…那後來反正是經過上面的人好像覺得這樣子不太好，不太

好是因為今天我領的是社會局的錢…雖然看起來不會出什麼事，因為

對方也不會找我麻煩，但是如果真的被告或什麼也真的很麻煩。…另

外，前陣子我遇到一個困難是，就是我覺得我的工作時間或是工作內

容…就是我的勞動條件，就是我覺得有些疑問，譬如說在社會局方案，

像我可能申請的經費是 3 萬多，但是我實領的薪水不是 3 萬，但是已

經扣掉…除了扣掉，就是那 3 萬包含勞健保雇主應付額，那這點確實

我會有點懷疑，當然我簽領據上面簽不是簽 3 萬，那但是對我而言我

就還是會覺得「咦，那我的薪資條件，我的工作時間？」（B） 

不知道如何提出，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缺乏正式化管道，因此受訪者若有

相關疑問要詢問，就得「特地」去約直屬主管討論，然而多數的受訪者礙於位

階及此議題的敏感度，多數是不敢直接去找直屬主管詢問此事的。 

也有想過是不是提出來，但是我們其實也沒有這種平台，就是我們沒

有…我們沒有工作會議這件事，我們沒有定期的工作會議或工作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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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是想到要辦什麼活動，就來討論那個活動這樣…我們沒有這樣

子討論的一個機制。（A） 

我都不會跟主任講這些在勞動上我覺得不合理的地方，因為我覺得…

就很怪，而且跟自己老闆講，有點就是他就像是我的老闆，然後要跟

自己老闆講這些東西，就會有種…當然勞工為自己權益抗爭沒有錯，

但我覺得這不是最好的方式…（B） 

顯見缺乏正式化管道提出勞動權益相關問題的話，使孤新社工在面對

與自身相關的勞動權益時，反而會不知道該如何向內部主管詢問，最終僅

能犧牲自身勞動權益。 

二、 上下權力之不平等 

又之所以不敢主動找直屬主管詢問，這之間亦隱含上下權力不平等的議題，

如面對薪資上的疑慮，受訪者因其所面對的內部直屬主管很可能便直接為該單位

的最高主管，或該主管即為當初撰寫方案、編列預算的人，若提出這類疑問就如

同在挑戰、衝撞主管，打破原來工作場域內和諧的氣氛一般，也因此面對勞動條

件的不合理時，部分受訪者會選擇隱忍暫不詢問。 

我就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就是明明這麼 care 這件事情，但我就是沒有

講出來…對啊，然後他們也會覺得很怪啊，會覺得「幹嘛，突然間？」，

就是「大家原本不都是這樣工作的嗎？」，所以就變成說真的需要花

點力氣去衝撞這件事情，然後也要有個很好的 timing 這樣。（A） 

這些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主任開口這件事情，

因為那方案是主任寫的這樣子…那時候就會不知道怎麼跟主任講。（B） 

三、 正式化管道及良好向上管理創建溝通模式 

然而，並非所有孤新社工其所屬單位皆無正式化管道反應勞資問題，有受

訪者訪談時便提及因其母機構承辦政府公辦民營之方案，因此在政府的規定下，

整個母機構協同底下子單位皆必須定時召開勞資會議，這也造就其所屬單位近

期首次有機會向資方反應勞動條件上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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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去年下半年才新增了一個全日型的機構嘛，然後因為是公辦民營

的關係，然後他們就會要求什麼勞資會議一定要符合這樣，所以就是

我們中心本來是都沒有開勞資會議，但是因為就是藉著那一個機構，

就整個協會的員工出來開勞資會議，後來開勞資會議的時候，全部都

被協會打回來了，例如說像加班、加班費好了，他們就會說希望共體

時艱啊，所以他們雖然就是單子上面，會讓你換加班費，但他們還是

希望你勾補休，然後或是像我說那因公晚下班，是不是可以補些時數，

他們就會覺得說那是你家訪要自己控制好時間。 （D） 

雖然依受訪者 D 的經驗，勞資會議的召開使其得以伸張勞方訴求，也不代

表社工之勞方權益便得以被伸張，但對孤新社工而言，至少這是能合理向上反

應勞動權益不合理之管道，但在所有的研究參與者當中，僅有受訪者 D 提及其

所屬之母機構因為承接政府公辦民營機構，而被要求進行勞資會議，其他受訪

者皆表示沒有相關正式化管道得以提出。 

受訪者 C身上也曾發生過業務量過高的狀態，繁雜且大量的社工方案核銷工

作致其被壓的喘不過氣，也使其無法將時間放在其重視的個案工作上，但所幸受

訪者 C自述其從小便是在其工作場域長大，直屬主管對其相當熟悉，而這份關係

也造就受訪者 C 與內部直屬主管的關係好，因此即便單位內沒有設立正式化管道

讓員工得以針對勞動不合理之處提出反應，他也敢透過平常的相處中反應其難處 

行政上我就一直在該啊，我就一直叫他拿走，有啦，他最近要請一個

人進來了…我是敢直接跟他說啊，畢竟主任從小看我長大啊，是蠻好

的啦，但就是要講很多次，因為他不在這個領域裡面，所以可能不太

能理解我們，我們真的外務繁忙。（C） 

 無論是勞動權益上的疑問又或是工作量超過負荷，由前述內文可知悉僅有

一位受訪者因其母機構承辦公辦民營方案而被要求召開勞資會議，多數孤新社

工是沒有正式化管道得以提出的，然而就算沒有正式的管道可以提出疑問，但

若是孤新社工所屬組織階層越不明顯，且其能善用向上管理的優勢的話，便有

機會能夠自行與內部主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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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社工專業督導需求難被滿足 

一、 直屬主管非社工背景，難提供有效督導 

面對實務工作上所遭遇的困難，內部直屬主管通常即為單位中最近的求助對

象，因此部份受訪者在遭遇困難時，會嘗試與直屬主管求助、諮詢，然而礙於直

屬主管沒有接受過社工專業教育，因此難提供具體、有用的建議。 

我每次去訪案的時候…就是我覺得我真的是經驗不足啦…就有些時候

他們提出來的東西有可能聽起來好像很需要幫助的時候，可是我會不

知道該怎麼幫助…其實我覺得我對資源連結，對我覺得我的背景，就

是我知道的、可以用的資源也很不足啦，那我覺得加上我自己的個性，

就是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敢去跟陌生人建立連結的人…我就很需要一

個督導告訴我說「你就幫申請這個」，對，這個主任師母就不能幫助

啊，他們就也不知道這個東西呀。（C） 

我那時候也有試著跟主任說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感覺啦，就是主

任好像也覺得…啊反正他就是常來啊，你就是應付應付他一下就好啦，

就是他沒有做一個很實質的說…那你應該怎麼做，或是說譬如說我跟

誰誰誰可能說一下說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就他都沒有做個處理，就是

他只有接收到我這個訊息。（F） 

 受訪者 C 和受訪者 F 皆分別有過類似經驗，表示當其在實務上遇見困難時

曾第一時間向內部直屬主管求助，但感受到內部直屬主管受限於專業領域不同，

而無法提供具體建議，甚至受訪者 F 更提到其直屬主管無法提會其難處何在，

自然無法針對其困難提供見解。另外，受訪者 D則表示當單位遇見棘手事件時，

內部直屬主管亦與其相同程度感到挫折，顯示出整個單位因爲無富有經驗的社

工督導協助，而變成集體焦慮、自責之狀態。 

然後其實我印象蠻深刻，就是我知道代理主任他自己也蠻無助的，因

為他那時候就是他自己情緒也有來，其實就是他自己也有哭說他覺得

他自己經驗太不足，就是我們中心都太年輕，然後沒有辦法處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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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所以其實就有感覺到，其實不是只有我這麼難過，就是大家都

處在那一種沒有人可以協助的狀態。（D） 

二、 社工督導之需求難被重視 

因為單位內部無人能承擔社工督導的職位，多半社工人員會希冀能透向外尋

找外聘督導的機會，但是依部分受訪者之敘述，內部直屬主管多半因未接受過社

工相關訓練，因此難以理解社工人員需要定期接受社工督導的重要性，特別是在

非社工組織中工作的受訪者 F，對此更是心有戚戚焉地表示社工人力在醫院多半

被視為行政缺，而非專業職務，導致其督導需求無法被理解。 

我覺得，因為在這種非以社工為主的這種場域，我覺得要要求他們聘

請一個督導，或是要求他們讓我讓我有一個外聘督導的機會，我都覺

得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因為他們可能覺得，他們覺得社工是一個行政

缺，所以他們覺得你的工作不就是行政嗎？為什麼要督導呢？（F） 

 而受訪者C則表示其所屬單位中，雖然內部直屬主管對於服務相當有憧憬，

也很願意與受訪者 C 督導，討論方案的規劃與安排，但是其因不清楚社工督導

的功能除了業務討論上，更多的是協助社工人員在工作上的自我覺察，因此也

無法理解受訪者 C 所需要的不僅是方案業務的討論，而是需要屬於社工專業、

認同之覺察。 

他很願意在社會工作服務，可是我覺得他畢竟不是社工專業，很多時

候，一開始就第一年的時候，我那時候就是超痛苦的，我完全就可以

記得那時候的樣子，我每天都在跟他叫說「拜託給我個督導啦，拜託

啦」，那他都會覺得說為什麼需要督導…他就會覺得說「你就跟我討

論就好啦，你不是要討論活動嗎？」，我後來知道為什麼我跟他的想

法不一樣，因為我覺得我不是想要討論活動，我是想要…就是你知道

那種，就是心靈上…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吧，所以他能沒有辦法理解。

（C） 

 除了因為內部直屬主管無法理解孤新社工何以需要社工督導外，受訪者 F

提及母機構或是所屬單位是否重視此需求亦為相當重要的因素，此況在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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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亦曾發生，受訪者 D 提到其曾反應此需求，但是礙於母機構能下決策之高

層主管對於一線人員的工作不清楚，也無法理解社工督導的重要性，因此礙於

經費便不願提供，而此亦導致話來受訪者 D 在其工作時遇見棘手事件時，無人

協助之窘況。 

前一個社工跟我說，他某一年有跟主任要求說他想要請外督協助，然

後那時主任是有有答應的，所以這部分，我之前社工說可以在今年就

是年底要編預算的時候提看看，可是他說不一定可以這樣。（F） 

其實以前我就有詢問過，就是我需要社工督導這件事情，但是，那時

候真的就是因為中心它的經費有限，然後協會那邊可能覺得社工督導

一次要 2000 元太貴了，所以他可能就會暗示說，不要請社工督導這

樣子…然後到發生那件事情後面，我就會覺得說，就是明明我們就很

需要社工督導啊，但是因為協會他們下決策的人，他們並不是第一線

工作人員，他們可能不了解，就是中間會面臨到什麼樣子的困境或是

難題，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知道督導的重要性，然後我也很難跟他們解

釋說，我覺得我需要一個督導，然後為什麼…就是我一方面，就是我

可以體諒協會，但是我一方面又覺得協會這樣子很不 ok。（D） 

綜觀而言，孤新社工其於職場上已處弱勢，如果其所遭遇之困境未能即時

地被處理或協助，則變可能快速累積孤新社工的工作壓力等負面情緒，最終造

成職業疲匱之況。 

工作上我可能會懷疑說我自己在這邊，可能在勞動條件不太友善啊，

工作上孤立無援或什麼，這些狀況下我可能會覺得…我覺得不是那種

耗竭，是那種無奈感，但這些無奈感我覺得今年開始的時候確實是大

無奈，超爆無奈。（B） 

後來我就有一陣子，我好像真的有點太痛苦，痛苦到我一直覺得我不

想做不下去。（C） 

如受訪者 B 和受訪者 C 在訪談中都曾提及其在工作上求助無門或是勞動條

件不友善又不知該如何改善的狀態下，都曾有過無奈、想要離職的感受，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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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證實重視孤新社工其困境及需求、即時提供協助為降低其職業疲匱的不二法

門。 

第三節 孤新社工自身之專業協助管道及影響 

壹、 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 

面對職場上的困境，孤新社工在職場上沒有直屬督導可以協助，因此只能透

過自身資源來求助，研究者透過訪談內容，細分為非正式與正式支持系統兩部

分。 

一、 非正式支持系統 

非正式支持系統的來源相當多元，可以是過往大學同學、過去的大學教授、

前一位社工，甚至是同樣從事社工行業的親人。如受訪者 A 便指出過往碩班指導

教授在其遭遇困難時，擔任舉局輕重的角色，負責給予其情緒上的支持，但受訪

者 A提到畢竟指導教授本身不在該工作場域，因此對於實質上的勞動條件、工作

內容難給實際上的協助，但是也就是因為指導教授不在同個場域工作，因此更能

跳脫框架地與其討論。 

另外，大概只有我指導教授能談了吧…我跟我指導教授超好的，我覺

得他算是我的支持系統裡面非常強的一個…一個月大概至少 1、2 次吧，

他的確是在就是我在做社工或是我在做社區這件事情上提供我很多的

支持跟建議…如果你說實質上工作有沒有用…有時候有用，有時候

就…因為他畢竟也不是在這個組織中工作，所以他可能…但是這可能

也是個好處，因為他可能就是跳脫出這個框架，所以多少有一些用，

最有用的是心裡支持，最多，這大概百分之九十吧。（A） 

而受訪者 F 的親屬中因恰巧有職業也是社工的親人，因此能透體會其於職場

中所遭遇的困境，能給予支持，然受訪者 F提到雖然該親人透過宗教能提供情緒

上的釋放，但也因為其工作的領域與受訪者 F不同，因此也無法提供具體建議，

頂多是能透過宗教的力量使得受訪者 F得到情緒上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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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親人也是一個社工，所以呢，有時候我就會回來跟她討論（在

案主資訊保密的狀態下），這是我目前就是覺得…就是一個假督導的

狀態這樣…我那時候有問過她，可是因為她以前也沒有處理過這樣急

性病患，所以她也沒有辦法給很具體的建議…因為我們家的宗教信仰，

所以她那時候，她也期待那個時候的我可以更平靜自己的心這樣，可

是像是比較具體，像是怎麼對話那種就比較沒有那麼深入的討論。（F） 

 同樣能提供情緒上的支持的，還有受訪者周圍同樣是擔任社工的大學同學，

其中受訪者 D 提到因其室友即為其大學同學，在兩人都同樣是社工界的新手社

工的狀態下，像室友傾訴總能得到許多共鳴，也較有被同理的感覺，此外，如

果受訪者的朋友也在擔任社工，則在部分行政業務上透過交流，也可以帶給受

訪者實質上的幫助。 

我覺得就是自己摸索，然後就是自己也問朋友啊，有在工作的朋友他

們是怎麼完成這些任務的，就是…那你之前怎麼弄的啊之類，啊有沒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情啊，啊怎麼做會比較好啊。（A） 

比較多是跟自己的朋友講吧，因為我跟我大學同學住在…一間家庭式

這樣，所以就是有時候下班就跑去敲房門，然後就開始就是督導，開

始團督這樣，哈哈，就互相抒發，因為我們都是菜鳥，就是剛開始的

時候，就什麼都不懂，所以那陣子，大家壓力都很大，就會開個啤酒，

在那邊喝東西、吃東西，就聊天啊這樣。（D） 

跟朋友出去吃飯，可以把一些抱怨的事情說出來的話就是有幫助，就

是會一起罵啊，會比較開心一點，就比較不會一直悶在心裡。（E） 

在眾多非正式支持系統中，研究者觀察若孤新社工與過往曾在相同工作場域

任職過的社工關係良好的話，則該前社工是最能夠真正具體協助孤新社工面對職

場困境的，如受訪者 B就是因為與前一位社工保持聯繫，因此在遇到無論是個案

工作的困境，又或是勞動條件的不合理時，都願意聯繫前一位社工討論、諮詢。 

我會去找之前在這個辦事處的前員工，對我而言他比較像督導，就是

我在工作上遇到的任何我覺得我無法處理的狀況，或是可能跟我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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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跟陪讀老師之間的一些狀況，就會去問他…大概一個月一次到兩

次我覺得，多的話有兩次。另外，我覺得這四個月最常找他就是為了

我的勞動條件…但這些事情我都沒有直接跟我的主任說，所以我都是

就是跑去找前員工、前同事、前督導，就是講這件事情，但是他認識

主任，但是他…就是據我所知他現在也不會跟主任有任何聯繫，大概

是這樣。我覺得他對我而言就是同理跟情緒支持，然後還會…就是，

譬如說就是這個環境太不友善，他可能就會開玩笑說說如果我還想做

社區兒少，那他就建議一些他認識的人啊之類的。（B） 

可以知道對於孤新社工而言，在職場上所遭遇的挑戰、不合理待遇可能引發

一系列緊張、高壓等情緒，是可以透過非正式支持系統來排解，且多半會有固定

討論的時間，然而有關於實務上所遭遇的困難又或是勞動條件的不合理，即便是

與親朋好友傾訴也難有實質上的改變，但是若此非正式支持系統過往曾在同個工

作領域工作，其所能提供的協助就可能不只是情緒上的支持，還包含問題的解決

與專業上的提升，並且間接地舒緩孤新社工的焦慮。 

他就有點像是讓我更瞭解這個孩子，他可能有的…算是身心狀況吧，

那我可以怎麼回應，就是很直接的讓我知道我可以怎麼做啦…我自己

心裡也比較不會這麼慌，或那麼不知所措，或心裡一把火之類的…可

能跟他聊完之後，可能實質上有一些幫助之後，就會讓我更知道怎麼

去面對，或者是我覺得我獲得支持了，所以我就會覺得我可以繼續往

前了這樣子。（B） 

 如受訪者 B 便提及透過諮詢前一位社工，其除了能提供實質的協助外，也間

接地能夠讓其對於服務對象的狀況能夠更加掌握，使其下次面對相同服務對象時，

能對其反應及狀態有相對應的因應方式，也因為知道可以怎麼因應，間接地舒緩

受訪者 B 因先前不知所措所衍伸的情緒 ，而減緩其因情緒崩潰而有離開的念

頭。 

 受訪者在提及其與這些非支持系統的對象求助或傾訴時，皆有提及這些求助

對象所能提供的實質幫助，原則上主要是以情感性的支持為主，協助受訪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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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在職場中所累積的壓力，可以說是替代了原先社工督導的「支持性功能」；

另外，若求助對象對於受訪者工作場域越瞭解、熟悉，則越有可能讓受訪者有機

會透過經驗分享、傳承的方式，提供實質個案工作或行政工作上的建議，替代了

原先社工督導的「教育性功能」，至於社工督導的行政性功能，受訪者 A1 提到

畢竟求助對象不在同個組織內工作，因此難實質介入。 

二、 正式支持系統 

在正式支持系統中，受訪者最常提及的便是單位內部的直屬主管或是資深同

事的協助，另外則是透過與其他平行單位的討論，來共同協助個案。 

沒有督導的日子，基本上我碰到問題會跟這個主任討論，然後有時候

也是會直接對理事長，因為他是對這個地方最熟悉的人，他平常就是

出現在社區各個地方…理事長非常罩，就是我每次找他就一定找得到，

如果我碰到一些困難的話。（A） 

前主任他的角色就是比較像是我跟行政職的前輩（後來成為代理主任）

有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然後前主任可以告訴我要怎麼做這樣，他比

較不像是行政職那個前輩他是直接帶著我，他是一個可以詢問的對象。

教學組長也會討論，其實因為組長他的經歷…其實比代理主任還要多

蠻多年的，所以其實代理主任他也蠻依賴組長，所以其實很多事情是

兩個…就是整間辦公室會一起討論這樣。（D） 

受訪者 A 提到因其所屬單位組織較為扁平，因此其在工作上遇見問題，便

會直接請示主任或是理事長，又因理事長因長年生活於該里，因此多半能夠提

供實質建議，而受訪者 D 則表示其與內部直屬主管如遇無法解決的問題，便會

向上再與前主任與較資深的教學組長請示，而前主任及教學組長亦多半能夠提

供回應、協助解決困難。 

在內部直屬主管的協助中，研究者根據文本分析，觀察受訪者所處的工作領

域中，直屬主管通常也會是其行政業務上的主管，因此舉凡像是方案撰寫、核銷

等行政業務，多半內部直屬主管都能提供良好的協助，如受訪者 A便曾提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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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主任超會做核銷的…雖然是我要做沒錯，但他會給我很多的指導。（A）」，顯

見內部直屬主管對於單位內行政業務的掌握度高，因此也較能夠協助孤新社工完

成相關行政業務。但也有少見的，如受訪者 E提及因母機構之理事長常出沒於其

工作場域中，因為協助接送、平時也會自己與個案、個案家屬聯繫，因此反而能

夠提供受訪者 E 在個案資訊上的幫助。 

可能就是理事長他們可能比較了解個案會跟我說一些他們的資訊這

樣，反而理事長、理事給的幫助比做方案的社工同事多。（E） 

另外，有趣的是對於受訪者 F而言，因其較難碰到內部直屬主管，因此對於

個案狀態的疑慮，其多半會找單位內不同職位但是較為資深的同事詢問，也因為

該同事夠資深，對於個案狀態已有相當掌握度，因此也多能提供實質建議。 

真的是要討論目標，我可能就會跟職能師討論，因為職能師他在這

裡待了兩年，那他可能有些…因為他比較清楚狀況，我可能就只

能…就是跟病患談完之後，然後跟職能師問問看說他這樣狀況是以

前就有嗎？還是是新蹦出來的什麼，然後就等於是跟別的專業談，

然後就是形塑自己的治療目標這樣子。（F） 

 另外，受訪者 D 表示就是因其所屬單位的氣氛和諧，同事很願意提供情緒

支持，在其上班遇到挫折時給予鼓勵，或是透過言語表達支持。 

其實我們辦公室的氣氛一直是很融洽的。他們都會聽我，就是因為

他們聽我講電話，他們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然後他們聽完就會說

「啊，那是哪個承辦很靠腰」，就是他們就是會跟我說你之後就習

慣了這樣子。（D） 

除了工作場域中直屬主管與同事的協助，受訪者 D則提到因其所屬單位常與

早資中心共同服務相同個案，因此若遇到個案狀態較為複雜，或是需求是其所無

法協助連結的，便會去電早資中心該個案的個管社工，與個管社工討論案主的需

求，並商討分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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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滿多時候，我是跟早資中心的社工聯繫，然後他們…因為早資

中心的社工他們經驗比較豐富，然後他可能就會告訴我說，那我們

再保持聯繫，或者是你可以怎麼做，就是他們有時候會在電話裡面

跟我說，那還是你要先通報這樣子，所以其實是跟其他橫向的單位

的社工夥伴其實有給我蠻多的協助這樣，幾乎是那家庭一有狀況就

打過去。（D） 

 依前述資訊進行分析，可知受訪者其所求助的正式支持系統中的對象，對於

受訪者的服務對象和機構的服務流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在受訪者在服務上

遇到問題時能提供協助，可以說是替代社工督導的「教育性功能」，其中特別是

在針對服務對象的相關背景知識及行政業務的流程上，能夠有一定程度的回應，

但較難取代社工督導協助受訪者有處遇方向、自我覺察與反思這類的協助，另外，

受訪者提到單位內的直屬督導，因為對於單位內的行政業務掌握度高，所以在此

部分也能協助受訪者完成；也有部分受訪者提到，若工作場域氣氛和諧，則同事

的向心力高，則較容易提供受訪者適當的情緒支持，提供社工督導中「支持性功

能」，讓受訪者的負面情緒可以被同理；至於社工督導的「行政性功能」此部分，

依前章節分析，因直屬主管在單位內掌握一定程度的決定權，能替代社工督導行

政性的部分功能，如工作規劃、分配、委派等，但倘若直屬主管即為單位內最高

主管，直屬主管與社工間沒有一個緩衝的職位，因此也難發揮溝通管道或行政緩

衝的功能。 

貳、 自我學習及經驗累積 

自我精進、學習亦為部分受訪者提及其面對服務上的困難時的因應方法，如

受訪者 C和 D稱不斷學習及工作經驗的累積，有助於其在某個時間點突然發現自

己的進步，因而增進信心，使得自我效能感提昇。 

可能真的也看過很多書，然後也有一點經驗吧，去年九月開始很奇

妙，就是突然眼光都不一樣…就那天又要寫方案…然後我寫完當下，

我就告訴自己一句話，我就說「如果明年，我就跟我同事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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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這東西都做出來，真的太厲害了，不然我覺得我應該會死掉吧，

這樣」，然後我同事就回答我說「你去年也是這麼說的」，然後我

就想對耶，好像是耶，好吧，那就不要這麼消極了，真的是我印象

最深刻的一個轉捩點。（C） 

前面是花了滿多時間，就是翻個案紀錄，然後看到不懂的，我就是

問坐在我旁邊的組長這樣，所以前面花了蠻多心思在這一塊，可能

前面真的需要一到三個月的時間，就是要快速上手，然後上手之後，

發現家長跟我講什麼，我會開始知道他說的意思是什麼？或者是，

有民眾打電話過來詢問，我可以很流暢地跟對方回應的時候，我就

會發現說原來我自己現在都懂了，然後我就會，其實那時候我是還

蠻開心的嗎？就是覺得自己好像有獨立工作能力，終於不用就是家

長問什麼，就按保留，然後再去問其他人這樣。（D） 

此外，也有的受訪者選擇運用自己的時間與金錢，額外地在外進修相關課程，

來增進自己的社工專業與實力。如受訪者 F便表示其目前正在自費參與家族治療

的課程，期待未來能在實務中有所運用，另外面對單位內無直屬督導的狀況，受

訪者也表示其有意自掏腰包自行聘請外督督導，若成效不錯再與內部直屬主管討

論透過機構經費聘請的可能。 

我目前有自費在外面上家族治療，那也有一點點打算想要先…我想

要先先找外督老師，然後我可能以自費的方式先督個幾次看看，如

果覺得真的不錯，可能就是明年就是再跟主任提經費的事情。（F） 

前述的自我學習，皆有助於協助受訪者在面對困境時，自我調適及應變能力

的提升，也是幫助其能因應困境找出解決方法的重要能力。如面對棘手個案的受

訪者 F便提到「我後來就是擬了一個方式，就是說如果他真的來，那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請先打給他爸爸，就是我其實自己後來有想到一個策略有讓我好一點點。（F）」，

同樣的，受訪者 F在面對其提出的新方案被不同領域的同事拒絕後，其亦透過自

我調適、妥協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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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要這些老鳥相信我的話，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所以我就只

能…我是覺得好，那我這些…我期待可以做，譬如說家族治療這種，

我就會把他排在我比較後面的計畫，就是我這一段時間，可能這一

年我可能就先做好，就是專業和專業間的信任這件事情，我可能會

再進階的，就是嘗試戳一下他們這樣，目前我的計畫是這樣。（F） 

顯示面對困境時，若孤新社工能夠透過自我學習、經驗累己、自我對話，自

己思考想出一個因應方式進而妥協，則能姑且降低其焦慮，然缺點在於孤新社工

由於無過往經驗，因此也無法知悉此新方式是否在下次遭遇類似狀態時，能夠成

功解決問題，就必須冒著可能失敗的風險不斷嘗試。 

受訪者透過自我學習，能夠增進其專業知識上的知能，亦透過新知識的涉入

而有新的反思機會，就如同社工督導中「教學性功能」，除了能夠幫助受訪者增

進對於服務對象的瞭解、社工專業工作方法的精進外，也能幫助受訪者自我覺察、

對話，找到實務中因應困難的方法。 

參、 網際網路使資源無遠弗屆 

在此研究中，研究者透過受訪者的回應，發現科技的進步使得孤新社工能夠

快速地透過網際網路得到其所需要的支持與協助。如無論受訪者 B、受訪者 C和

受訪者 F都提到面對個案所發生的突發狀況，其若需要與前一位社工或是外聘督

導討論，則便會透過訊息、電話或是 Line 的方式即時聯繫，這不僅加快求助的

速度，Line 毋須即時回覆的特性，也讓對方比較不這麼有壓力，而孤新社工也

不會擔心過度麻煩對方。 

就，傳訊息，科技很方便，哈哈，那如果有需要才會跟他特別約時

間…但是通常如果有事件，就是如果我需要跟他聊聊，就是我認為

他是我的督導，然後我需要問問看他的，幫助我在社工執行業務上

突破困難的話就會通電話，就不會單靠訊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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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 line 他，其實我，就是我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實習機構督導，我

跟他也很好啦，我有些時候會去 line 他，就是我有各個資源可以 line

啦，只是像我要選擇 line 誰而已，現在 line 很方便。（C） 

我們有留 line，所以就用 line 問他，可是因為他也在另一個工作，

所以其實我也…就是不太，除非我真的確定這件事我不知道，我可

能才會問他。（F） 

 另外，研究者也發現當孤新社工在工作場域求助無門時，透過網路搜尋問題

解決的方法也是受訪者求助的方式之一。如受訪者 A便稱「我都是譬如說有問題

的時候會去 search 一下有沒有人關於有這個問題。（A）」在網路上尋求有類似經

驗的同儕是受訪者 A會嘗試求助的方式，然對於受訪者 F而言，雖然碰到挑戰也

會上網搜尋，然而未必能夠獲得具體的解答，「然後我後來就是有點上網查，可

是我覺網路也沒有到很…確定的那種，告訴你怎麼應對什麼的。（F）」，顯示雖

然網路能夠提供普遍性的資訊傳遞，但針對工作場域遇見的個案個別化問題，多

半無法透過網路的搜尋得到具體解答，且孤新社工也難確認其於網路上所查到的

資訊是否正確或是是否適用於服務使用者，也因此受訪者 C 才表示「我可能上網

查一些資料，我甚至也不知道我查的這些資料，是不是真的能夠幫助到這個家庭的。

（C）」顯示孤新社工雖然能透過網際網路快速找到相近資訊，但礙於沒有社工

督導帶領、確認，因此反而不清楚網路資訊的適用程度，只能姑且用「試試看」

的態度使用網路查到的資訊。但網路資訊並非全無用處，如受訪者 F提到撇除在

工作中遇見困難的主動求助，其在自我精進、學習此部分，常會透過瀏覽社群網

路上的課程資訊，能讓其知道有哪些相關課程可以進修，如此間接精進其專業知

能。 

我很喜歡滑版，是我喜歡看一些課程，因為我覺得現在我沒有督導，

然後即使…而且又加上身邊沒有人是做精神業務，我就會比較傾向

是用課程，然後補充自己知識的部分。（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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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部分受訪者提及雖然實務上碰到問題並不會主動上網詢問或求助，

但是透過瀏覽社工社群網絡或相關助人工作社群網絡所發佈的文章，雖然無法

直接解決其實務上所遭遇的困境，但卻能夠有助於其開拓視野，能用不同視角

來看待現有的工作困境，也有助於受訪者透過文章來檢視自己目前的勞動困

境。 

台灣社工資訊交流網之類的…可能我滑手機就可以滑到，那我就可

以閱讀到…可能就是我們遇到困難才會主動去找那一類的資訊，但

是當我直接滑、直接看到的時候，就有點像是…有點像是在還沒遇

到問題前先有些訓練的感覺，就是透過看這些文章，我可能多了一

些觀點，或者是可能看完我就會可能跟我的個案工作上有出現類似

的狀況或什麼，我就會有點像是讓我被提醒嗎？或者是…有點不知

道怎麼說，但我覺得就是幫助，那甚至在一些勞動條件，或這些的

文章或資訊的話，我覺得也是讓我可以再三檢視自己的工作還有勞

動條件，那那個檢視可能是…就是多一個視角讓我可以檢視我的狀

態。（B） 

我比較常按那種可能是…可能比較多是諮商師，然後他可能分享一

些什麼親職教養，或他跟個案的狀況什麼的，我比較多按讚是這

種…我覺得比較多是可以讓自己有更多思考和突破，因為尤其是這

一個月可能…我在想，假如在想一件事，在我在想怎麼跟個案會談

這些東西，就是沒有人可以討論的時候，我的東西就會變得比較主

觀，所以我可能就會依靠著看他們的文章，然後就是把自己的框架

再拉大一點。（F） 

 被動地瀏覽社群網頁中社工的相關社團或是粉絲專頁，不只能夠協助受訪

者拉大其格局，受訪者 C 也提到其曾於工作的低潮中，因碰巧瀏覽到臉書中其

中一個社工粉絲專頁，因裡面的文章而備受鼓舞，反而有情緒支持的效果。 

我有一些社工的臉書的粉絲團，什麼每日學社工的那個，我覺得有

些東西有支持到，就像之前幾個月，我就在一個低潮裡，然後就是

他突然跑出來一個一個圖，上面是寫些什麼螺旋上升的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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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很喜歡螺旋上升這四個字，就是優勢觀點很重要的字，所以我

就突然想到之前在上課的時候，老師解釋螺旋上升的這個解釋，我

就突然覺得，好吧，因為那時候在低潮嘛，我就突然被提醒說，螺

旋上升是吧？好，那就好吧，就低潮一下吧，反正還是會上升。（C） 

 而網路的無遠弗屆，也可能讓原本不認識但有相同屬性或共同目標的群體

聚集起來，創造一個虛擬的社群團體，在訪談中就有其中一位受訪者提及其在

PTT的社工版一篇文章中意外加入一個以 line群組做為聯繫方式之社工情緒支

持群組，透過這個群組讓受訪者 D 除了瞭解其工作量已超過負荷外，也間接讓

其有情緒上的支持。 

社工版上，就忘記是多久之前一篇文章，然後就是要找就是一起抒

發負能量的 line 群組這樣，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我那時候就很多

負能量，就想說那我也加一下群組好了，然後加進去，發現裡面是

很多都是社工從事可能十幾年，或是可能有八、九年的前輩們這樣

子，所以，其實平常我雖然沒什麼講話，但是聽他們在討論，或是

討論各單位的八卦，然後我就會了解到「原來不是只有我這麼辛苦」，

也算是被支持到了…我也有把就是我的工作領域、薪水跟工作內容

發佈在群組裡面詢問，才知道我的工作量已經超過負荷了。（D） 

 生在科技發達的世代，網際網路及網路資訊協助受訪者在求助無援之時成

為另類浮木，得以透過網路資訊來找尋資源，雖然未能確定該資訊是有效的，

但也是讓受訪者有機會針對其問題找到解決方法，甚至受訪者也透過相關文章

的瀏覽，而有另類的覺察與反思，同社工督導的「教學性功能」。此外，網際

網路的快速也讓資訊能夠跨越空間、時間的阻隔快速傳遞，讓受訪者能夠聯繫

到身在遠方，但能夠協助解決問題的人，甚至讓受訪者透過網路的連結而建立

其虛擬的支持團體，得以讓其在工作壓力大、疲憊、困惑之時，得到適當的支

持，亦即為社工督導中的「支持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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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靈性追尋 

在研究參與者中，部分受訪者提及當其遭遇實務上的困難或是壓力極大卻

無法排解時，宗教信仰是讓其能夠得以獲得救贖，或是情緒釋放的方法之一。 

當我也無處可以講的時候我會禱告，那…就是我覺得是，我不知道

怎麼…就是可能我的主任就突然想到覺得不妥，他就跑去找主任談，

找主任談完也跑去找另外一個辦事處的傳道談完，然後才確定讓我

不用再去支援其他據點。（B） 

然後我要說，信仰的力量也是幫助我堅持下去的很大原因。（C） 

如受訪者 B和受訪者C皆提及信仰的力量讓其在面對工作的挑戰時更能夠堅

持下去，受訪者 B稱其若碰見暫時無法處理的困境，便會禱告，透過禱告平靜情

緒之餘，亦期待事件有改變的可能。也因此，可知道宗教力量無疑是取代社工督

導「支持性功能」，協助受訪者得以在壓力及負面情緒中得到釋放，亦對解決實

務困境這件事得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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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前述經驗對孤新社工職涯之影響 

壹、 前述職場及求助經驗對於未來生涯之影響 

在研究者所訪問的六位受訪者當中，其中有兩位在此篇論文撰寫的期間便已

經提出離職，剩下四位仍繼續堅守於崗位中，故研究者以此作為分點，探討受訪

者們決定去留的心境。 

一、 我決定離職了 

兩位已經離職的受訪者皆表示壓到其最後一根稻草，主要都還是因為勞動條

件低下的原因，覺得待在原單位不是一個長遠可發展的工作，或是自覺勞動條件

持續未被重視、改善所致。 

我覺得他的升幅很低，就是調薪的比例很低，就是剛出社會可以待

在這邊，也不期待他會提高很多，因為就是協會他本來就是募款，

就很窮，協會是沒有辦法自己賺錢的，所以會覺得他不是一個可以

長久待的地方，除非自己本來就住家裡，然後對未來沒有什麼需求

想要更多的話才可能長待。（E） 

在我發現自己工作量太多的時候，我有跟代理主任反應這件事，然

後，因為其實從前主任離開，然後行政職前輩變代理主任之後，中

心一直是屬於空缺人力、遇缺不補的狀態，然後我有說我這樣子的

工作量太大，我沒辦法負荷，我又要辦活動、我又要寫方案什麼的，

所以其實近期有爭取再多一個社工人力進來，那為什麼我還要離職？

就是因為發現社工人力進來之後，我的工作沒有比較少，就是可能

塞了一些業務可以讓新的社工去分擔，但其實有很多更多的業務是

壓在我身上，這個也是其中一點我決定要離職的原因之一。（D） 

 面對整體社工環境的勞動條件不佳，受訪者 E已決定要轉換跑道，表示其將

轉戰其他領域之工作，以利未來生涯發展。 

我沒有打算再當社工，未來的職涯打算是可能…因為自己就沒有

那麼喜歡業務的工作，但又沒那麼想當社工，所以可能就會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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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服務業，然後現在有在學程式相關，然後就自己加強語言

能力這樣。（E） 

 受訪者 D 則表示雖然其離職後也猶豫過是否要繼續留在社工領域耕耘，認

為其他領域的工作薪資漲幅程度比社工領域來得優渥，工作滿意度也相對較易

提升，所幸因其所屬單位之夥伴相處皆相當融洽，其表示在過程中雖然遇到許

多難題，但也間接讓其知道助人工作實質之樣貌，更從中有所學習，因此本著

初心，其仍打算繼續從事社工行業，但有意轉戰至較具有規模的機構工作。 

其實一開始，我本來很猶豫到底是要繼續當社工，還是我乾脆隨

便去找一個作業員，薪水還比社工還高，但我覺得這份工作很棒

的原因是因為遇到了一群很好的工作夥伴，就是跟他們學習，其

實我覺得我收穫還蠻多的，就是更能夠知道原來助人工作是怎麼

一回事，然後原來工作是…就是我想要找資源，我不是因為工作

要我幫他們找資源，或者是把幫他們辦活動，我是自己本身就想

要為服務對象，或是為家庭做一些事情，雖然其實我覺得這份工

作反而讓我就是更想當社工，只是之後可能會找有規模一點的機

構。（D） 

二、 我決定留下來 

 對於繼續留在社工崗位的其他受訪者，其中受訪者A樂觀地表示這段日子，

反而讓其有機會見到助人工作的真實樣貌，協助其看清楚自己工作場域的樣態，

反而更堅定欲留下的決心。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我會做社區，但是…應該怎麼講，應該說在這

裡的經驗會有助於未來我做社區工作，反而我就會知道社區工作

有什麼要注意的，譬如說還要做里民服務啊，哈哈哈…你就會更

理解社區工作實際的樣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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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大部分受訪者皆表示雖然暫不打算離職，但也沒有長期投入在此單

位的打算，多數是抱持著且戰且走的心態，打算再看看整體制度有否改善，再

來決定未來的去留。 

至於明年如果…有些勞動條件或是工作整體的制度沒有改善，我

可能就會考慮要不要繼續留下來，但我認為那不是基於耗竭而離

職之類的。（B） 

我沒有想過我可能五年後就要離開，這我沒有想過，因為我現在

主要是，因為我是覺得雖然的確我要一直去跟主任要求一些東西，

雖然要要求很久，可是我覺得他都有在應允，而且我覺得他是真

的有想要幫助這個機構壯大，我覺得我還可以再陪伴它一些時間，

因為我現在也有在想我們到底是人力不夠，所以沒辦法做這麼大，

還是其實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我不知道，我就是且戰且走吧。（C） 

 由前述可知，依舊勞動條件及工作制度是受訪者對於未來職涯選擇重要的

依據，而並非完全是因工作耗竭所致，又之所以尚且沒有打算離開此單位，受

訪者 C 表示雖然在目前的單位工作遭遇許多困難，但是其觀察內部直屬主管有

逐漸在應允其需求，並且改善，而對於此工作單位受訪者 C 也期待未來在他的

協助下，能發展出更多不同可能，因為看見未來仍有改變的可能，所以願意繼

續留任於原單位。 

願意繼續留任的原因，也可能來自於與前一份工作進行比較，如受訪者 F

便表示相較於前一份社工工作，雖然現在的工作得獨自孤軍奮戰，但是無論在

薪資或是勞動條件上，都已經比前份工作來得優渥、輕鬆，也因此暫時沒有離

職打算，但有趣的是即便如此，受訪者 F 仍表示其並沒有打算在此單位留任太

久，為追求更穩定、優渥的工作條件，考公職社工師進入公務體系工作，仍是

其未來的職涯打算。 

我覺得可能，可能因為前一份工作也很多都要自己自費訓練，然

後因為前份工作就是薪水很低，所以我就覺得來到這樣的薪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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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一點點…也沒有打算在這裡待太久，我想說就是，一方面累

積經驗，一方面想說這裡其實就發現蠻閒的，所以就有預備想要

考公職，還是比較穩定，因為沒有什麼事的時候好像可以來讀書。

（F） 

貳、 當初投入的原因及對於其他孤新社工之建議 

一、 當初投入單位工作之原因 

 進一步探究何以知道在此單位工作勞動條件低弱，且可能會面臨無人協助

的窘況，當初仍會願意投入在此行列，部分受訪者表示之所以投身於此單位，

主要原因是因為就學期間曾以不同身份進入該單位工作，有人是兼職社工，有

人是課輔老師，也有人表示其從小就在該領域長大，因為對於該場域已有熟悉

度，自然在單位主管邀約時便決定投入在此單位，期待透過加入能夠讓該單位

更有規模地發展。 

因為那時候理事長也一直在找人嘛，那他也大概跟我說要做什麼事，

然後後來有跟主任聊一下，那我們其實大概都知道要幹嘛，所以就

來了…（A） 

的確有想過要先去大組織工作，不過因為主任來邀請的時候，提到

「oo（據點）本身一直都有在做的課輔班，如果你進來當社工，一

切會更有組織性」，所以就想要試試看…畢竟是從小長大的地方，

期待它更好…也是因為全職工作之前，一直都在 oo 打工啦。（C） 

但其中也有受訪者雖然就學期間曾在該單位工作，但實際上會留下的原因，

是因為單位內部主管請求，礙於人情及對單位的感情，因此雖然曾就職其他工

作，最後又回到原單位。 

大四那一年想說快畢業了要找工作，那找了之後這個辦事處又說我

不能這麼快走，因為如果我走了就是…青黃不接，沒有是青黃不接，

就是因為那時候沒有社工，任何兼職正職都沒有，那有點像是我就

先頂著，就是事情讓他照常運行…那時候，對外會稱是方案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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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不會說社工，因為還沒畢業。對，所以我後來去找其他工作，

當然最後沒有去成，有去一段時間但是後來沒有最後留在那裡，然

後就又回來。（B） 

 也有受訪者表示其先前與該單位毫無瓜葛，單純是透過求職網媒合工作而

成，因此其對所屬單位並沒有先前的認識。 

當初在人力銀行上有公開履歷，前主任有直接來電給我約面試，在

面試當下對於主任的印象很好，環境也蠻喜歡，加上面試當天就直

接被錄取，沒想太多就進去了…我本來有意進具有規模的單位，但

我六月畢業後中間有休息兩個月，八月底才開始找工作，所以本來

屬意的大單位已經多數都沒有職缺了，加上中心的面試約在其他單

位之前，就自然而然進到現在的中心囉。（D） 

當時單純找台中地區的，時間也能配合，主要是時間穩定不太需要

加班，因為自己還想進修資訊相關的課程，所以透過求職網應徵…

當時有了解過升遷制度，知道升遷機會不多，結構不太擴展，但主

要訴求還是時間，自己也有需要馬上銜接工作，時間的緊迫，所以

也只有面試這一家機構。（E） 

 顯示出受訪者之所以進入此單位主要可分為兩大原因，其中一個是原本就

對於該單位的熟悉度高，且有情感因素，對於該單位原本就已有感情，其他能

夠出一份力讓單位服務更加完善，而另外一種則是在求職時並沒有太多考量，

亦沒有料想到進入職場成為孤新社工後可能會遇到的困境，單純因為求職時期

正逢單位開缺，在各方條件乍看皆能符合的狀態下，便投入工作。 

二、 對於其他孤新社工之建議 

有鑒於前述進入此單位、成為孤新社工之原因，普遍受訪者對於其他孤新社

工的建議，皆是認為最好在求職時應對機構有一定的認識，做好可能會有許多雜

事或求助無門的準備，如果要進入到較小規模的單位，也要有心理準備必須要有

主動學習及求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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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你沒有預備好，千萬不要輕易地進去。不然有時候我也是會幫

oo（據點）做一些事情，也不是社工的事情，就像可能我們會有聚

會嘛，那我可能需要一起策劃宗教的活動，就都不是社工的活動，

就是要能調適和準備心情。（C） 

我覺得就是自己要想辦法學習，就是因為你沒有人可以帶你，所以

你自己要去…自主性要高一點。（E） 

但也有受訪者建議剛畢業的社工新鮮人乾脆最好不要直接到沒有督導協助

的小單位工作，認為素有規模的組織在協助新手社工適應職場仍是有其優勢。 

我會覺得剛開始工作還是考慮進大一點的機構，有一個比較完善的

督導制度，之後再到小機構去會比較知道要做什麼，比較不會這麼

茫然。（D） 

 綜觀而言，受訪者對於孤新社工的建議皆著重在自我準備及調適上，認為透

過足夠的心理準備及自我調適，才能夠有足夠的經歷向外求助，幫助孤新社工披

荊斬棘，在此助人的道路上衝破重重關卡，在避免快速職業疲匱的狀態下，提供

服務使用者更有品質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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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 孤新社工所屬單位之組織樣態、督導及專業訓練制度 

欲瞭解沒有社工督導協助的新進社工其工作真實樣態，則必須透過其組織型

態、工作內容及組織針對督導、專業訓練等相關規範進行分析與探討。 

一、 任職單位與母機構的從屬關係 

依研究指出，孤新社工其所任職的單位，都隸屬於某一母機構底下，而子單

位與母機構間的從屬關係可分為緊密與疏離兩種型態。前者通常發生在組織型態

較為科層化或是整體組織規模較小時，母機構對於孤新社工所處之單位有較多的

干預及決策權；後者的母機構對約子單位的管理採放任、不干預的形式，彼此僅

有行政業務上的往來，但沒有實質上的從屬關係，因此單位通常有其自己一套管

理方法，是母機構不加以干涉的。 

二、業務內容的繁雜與不明確 

 有別於一般人對於「孤星社工」的想像，以為整個工作場域僅有社工一人在

工作，實際上在此研究中的孤新社工其工作場域是有其他同儕的，彼此各自有其

主要業務，然而研究者發現若組織內工作人數越少、組織分工越模糊時，孤新社

工的業務範疇也可能越不明確，特別是在行政工作的部分，因為無需專業背景才

能完成，因此可能隨著依照彼此當下的工作量進行調度，也因此孤新社工可能會

為了支應同事而突然新增業務，也可能因此而必須承擔非社工業務範圍內的工

作。 

三、內部直屬主管 vs聘任外部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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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訪者皆表示其於單位內會有一位內部直屬主管，多數受訪者表示該主

管並未接受過完整的社工專業訓練，僅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其直屬主管為社工背景，

但是礙於該主管不在同一縣市工作，因此難提供協助，亦無行社工督導行為。通

常直屬主管在單位工作資歷長，因此對於單位內的行政業務掌握度高，可以協助

受訪者在行政業務及文書上的學習；此外，這位直屬主管也會是受訪者工作業務

上的監察者，負責監督、考核受訪者之工作狀態。 

內部社工督導的缺乏，迫使孤新社工針對社工督導的需求，僅能向外探尋，

然畢竟聘請外部督導需要經費，因此單位主管是否支持，便成為孤新社工能否順

利取得此資源的重要條件，對此部分受訪者提到若單位所申請之方案中，有要求

檢附社工督導計畫的話，即可在預算中編列外聘督導的經費，而這也迫使直屬督

導對於社工督導的需求更加重視，執行方案之社工也因此有機會得到外聘督導的

資源；其中便有兩位受訪者，在經歷一陣子的孤新社工時期後，順利透過方案申

請到外聘督導的機會，而督導的頻率依計畫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受訪者 E為一

個月一次，受訪者 C 則是 2、3 個月一次，然兩位受訪者皆對於外聘督導的加入

有正向回饋，認為對其在教學及情緒支持上皆有所幫助。 

四、專業訓練的提供 

（一）內部交接及在職訓練的缺乏 

部分受訪者提及其在初入職場時未能與前一位社工交接，主要原因有二，其

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該受訪者即為其所屬單位開天闢地的第一位社工人員，自然無

人可進行交接，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因為受訪者在入職時，前一位社工便已經離職

良久，因此根本難以找到人進行交接，所以少數單位會請直屬主管協助代為交接，

然而無論是直屬主管或是前一位社工協助交接，交接內容受限於時間，皆只能著

重在行政系統上的解說及概略的業務說明，而無法針對個案的概況逐一介紹。 

 



 92 

針對內部職前及在職訓練，多數受訪者皆表示單位並沒有提供有系統的專業

訓練，特別是當受訪者之服務領域在兒少據點這類偏屬於社區工作的場域時，受

訪者被期待與家庭、鄰里間建立穩定、深厚的關係，希望受訪者能與服務對象一

起在社區生活即可，因此反而不這麼重視受訪者的專業訓練；然而，部分受訪者

之母機構因具有一定規模，如全國性之大型機構又或是醫療院所，所以確實會針

對員工開立相關職業課程，但礙於社工專業在母機構中未必遭受重視，因此受訪

者表示母機構所開之課程多無法提供其在社工專業上的精進。 

也因此，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做中學」及「有問題再問」成為其剛進入職場

時學習的主要方法，而直屬主管針對行政業務上也多半會透過亦步亦趨帶領的方

式教導，而受訪者則在反覆觀察、模擬及詢問的狀態下，逐漸掌握工作業務；此

外，因為部分受訪者其工作內容必須備有大量醫療專業知識，此非社工專業教育

中所教導，也因此工作場域中若有其他領域之資深同事可作為詢問對象的話，也

能幫助受訪者快速掌握服務對象狀況及業務內容。 

（二）機構對於外部訓練的積極度與限制 

當內部訓練不足時，向外尋求受訓機會亦為幫助適應新工作之法，所有受訪

者皆表示如欲參加外部專業課程，則必須向直屬主管請示，或是依照機構的組織

章程申請呈核，然針對機構對於外部訓練的態度可分為主動積極與被動消極之差

異，前者組織的服務內容多涉及其他專業，如身障及衛生醫療領域，因此除了社

工專業知能外，社工被期待也需要對於該領域的專業知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此外

也正逢近期政府一系列長照的課程，因此組織多會主動推薦受訪者上課；後者之

機構多為經費較不足之兒少社區據點，受訪者表示是因方案要求，因此直屬主管

才逐漸重視外部教育訓練。 

貳、 孤新社工所遭遇之職場困境 

一、 直接服務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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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訪者皆提到其在剛工作時，因為沒有督導的協助，而導致其在直接服

務上產生困擾及無法克服之狀態，如受訪者提到礙於沒有督導協助，其不知道如

何訂定工作目標及處遇方向，而直屬主管因為非社工專業，自然對此部分不會特

別留意掌握，最終導致受訪者僅能如無頭蒼蠅般自行埋頭工作，但也不詳其工作

方向是否適切；此外，受訪者也提到在實務工作中偶會碰到特殊狀況，難以依照

過往處遇流程工作，此時正需要有足夠經驗的社工督導在旁針對事件之特殊性進

行指導與引領，然而正因為事件發生時沒有社工督導的協助，使得受訪者當下感

到因不知如何因應而感到相當無助、焦慮及壓力皆因事件而驟升，其中更有受訪

者表示因該特殊事件的發生，導致其有自我責咎、創傷反應及認為自己無法勝認

之負面感受出現。 

因交接不完全導致受訪者對於業務及服務使用者的不熟悉、業務多元壓縮本

職工作等狀況，也是受訪者所提及之困境，也因為沒有社工督導的即時調解，引

領受訪者看見自身於工作中的價值，協助進行工作量的調配及時間分配上的調整，

導致部分受訪者提到其產生自我貶抑想法之況，因為在工作中的挫折及壓力的累

積，導致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沒有用、什麼都不會、不配被稱為社工，顯見沒有

社工督導的協助，致受訪者產生自我效能低弱之感。 

二、 在職場難被重視的孤新社工 

由於受訪者所處的工作場域中，多需要與不同專業背景或不同職務的同事工

作，因此彼此在工作上的合作與磨合便成為必經的過程，然而，並非所有同事都

能夠理解社工的工作模式及重要性，也因此導致社工專業特別容易不被重視，工

作時間也可能因此而被壓縮，導致受訪者必須為了捍衛社工專業，而強迫自己展

現出氣勢與說話力道，以此讓其他專業的同事能信服，進而尊重其處遇，然而此

事對於剛入職場的新進社工而言並非容易的事，特別是在該社工連自身處遇方向

是否正確都不確定時，更難有力道地說服其他同事，也因此有受訪者表示其長期

來回為此溝通，因而感到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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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分受訪者提到當其於單位中工作一陣子，對於業務稍有掌握時，會

期待能夠開發新的社工業務，以利服務使用者可以得到更適切、完善的服務，然

而此期待常因直屬主管或同事對於社工工作方法的不瞭解而被拒絕，便有受訪者

提到此況致其對於自身於單位中的角色與權利感到困惑，並且對於業務推動的困

難及社工專業不被重視感到無奈。 

三、 獨自面對勞動條件之不合理，無正式化管道提出 

初入職場工作，新手社工難免對於其自身勞動契約、條件有不明瞭之處需要

主管或是督導協助解惑，又或者是在遇到過量的工作內容時需要督導協助調整業

務量，然而當單位內部無正式化管道或是定期之督導制度時，社工與主管間隱含

的上下位階關係便會使社工因為害怕、畏懼而不敢向上提出。其中便有受訪者便

提及對於自身勞動條件及薪資契約感到不合理，但是面對此疑惑，受訪者因其直

屬主管就是單位最高層主管，因此該受訪者也不敢訴說。 

然而並非所有受訪者其所屬單位皆無正式化管道提出前述問題，其中一位受

訪者提到其所單位之母機構因為近期承接政府公辦民營方案的緣故，被要求得定

時召開勞資會議，因而讓其終於有機會針對其勞動權益低落之況發聲，雖然最終

其需求仍未被受重視，但至少是一個正式的管道，讓受訪者能夠提出其需求。 

四、 社工專業督導需求難被重視與滿足 

對受訪者而言，內部的直屬主管通常都是其在遇到問題求助時最近的資源，

然而部分受訪者表示由於直屬主管並未接受過社工專業訓練，所以也無法針對其

在個案工作上的困境提供實質上的建議及幫助，甚至有受訪者表示其直屬主管因

為專業背景之不同，因此根本無法理解其難處，因此無法給予具替建議，而受訪

者也認為直屬主管之回應毫無幫助。 

同理，也因內部直屬主管不具有社工專業背景，因此難以理解受訪者需要社

工專業督導的重要性，其中在醫院工作的受訪者更表示社工在醫院當中，多被視

 



 95 

為行政職，而非專業職缺，因此其認為主管更加無法接受其對於社工督導的需求，

而此狀態亦同樣發生在其他受訪者身上，皆因主管不理解社工督導的功能及重要

性，導致受訪者在表達其對社工督導的需求時，感到不解；然而，除了直屬主管

無法理解社工督導的重要性外，若母機構不重視此事，則亦不會願意投注經費在

此人力資源上，其中一位受訪者便是在提出相關需求後，遭母機構以經費不足的

原因而拒絕。 

參、 孤新社工專業求助之管道與影響 

一、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 

 在求助管道當中，研究者將求助對象分為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而無論正

式或非正式支持系統，其來源皆相當多元，在非正式支持系統當中，受訪者表示

其求助的對象可能是大學同學、過往指導教授、同樣從事社工行業的親屬，亦或

是早已離職但因為仍有私交的單位前社工，而受訪者亦多提到向非正式支持系統

求助，主要能夠獲得情緒上的支持，偶也能得到資訊、工作上的協助，如其中部

分受訪者便提及向前社工或是同樣從事社工職業的大學同學求助，便能知道如相

關補助、方案的申請流程，或是知道在與個案相處上可以如何因應，但關於勞動

條件低下或不合理之處，便非非正式支持系統能夠協助。 

 正式支持系統中，受訪者表示單位內部的直屬主管、資深同事及其他平行單

位最容易成為求助的對象，其中直屬主管的協助多偏向行政性質的幫助，而資深

同事則可能是在個案資訊上的提供以及情緒上的支持，至於其他與受訪者業務相

關之平行單位，同常因與受訪者共同服務相同對象，且皆以社福的角度處遇，因

此最能夠提供受訪者實質的建議與幫助；在部分的受訪者中，因其工作後期開始

有外聘督導的資源，因此外聘督導變成為其中要的支持系統，受訪者表示外聘督

導不但能夠直接服務上的建議，還能提供情緒上的支持，讓受訪者免於在困境中

快速累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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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學習 

自我學習是受訪者表示其因應職場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因為自覺不足，因

此受訪者會閱讀相關書籍、自掏腰包花時間去上相關課程，藉此提升專業知能，

以彌補沒有社工督導協助的狀態，而受訪者也表示透過學習確實能讓其有知識技

能上的增進，使其在社工業務工作中能夠提升自信及自我效能。 

三、網際網路取得相關資源 

 在大部分的受訪者回應中，皆提到網際網路在求助過程中佔有功不可沒的功

勞，其中網路能快速傳遞訊息的功能，讓受訪者能夠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阻撓，快

速向外求助，部分受訪者提及當其有緊急狀況需要向前社工或是外聘督導詢問時，

便會透過 Line 傳遞訊息，而對方亦可透過相同管道即時回應，讓受訪者的問題

得以在短時間內獲得解答。 

另外，當受訪者遇到問題時，偶爾也會傾向透過網路搜尋來找尋解答，雖然

部分受訪者認為透過網路搜尋也未必能夠得到具體的回應，甚至不詳網路上的資

訊之正確性，亦不詳是否適用於個案工作上，然而，顯然網路資訊取得之多元、

快速等特性，使得受訪者遇見困難時並不排除第一時間直接進行搜尋；另外，也

有受訪者表示透過網路搜尋，讓其找到許多社工專業的相關課程，讓其能夠透過

課程精進其專業能力。 

此外，拜科技進步所賜，群體的組成已不只有實質群體一種，社群網絡的開

發，使得人們得以透過網路與真實的人類建立網路上的虛擬群體，其中有一位受

訪者便提到其透過 PPT 的一篇文章，而加入一個社工情緒抒發的 Line 群組，群

組的成員皆可透過 Line 發佈訊息求助或抒發情緒，而此群體便協助該受訪者提

供情緒上的支持，也協助其審視工作量及勞動條件的部分。 

針對社群網絡，部分受訪者提到其有被動瀏覽臉書社工相關的社團、粉絲專

頁的習慣，雖然瀏覽相關文章無法直接解決其實務上的困境，但是卻有助於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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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的討論來審視其目前勞動條件，進而能有預先學習之感，此外不同議題、

角度的討論也有助其開拓視野、拉高格局，使其可有不同的視角來看社工議題。 

四、靈性追尋 

在助人領域，面對社會上的弱勢，助人工作者常須面對許多負面的情緒，在

服務的過程中也可能因各式原因而累積壓力，因此學會排解情緒即為重要技能，

又在受訪者中，部分受訪者提及宗教的信仰是支撐其堅持下去的力量，透過靈性

的追尋能夠有效使其達到內心的平靜。 

肆、 前述經驗對於未來生涯之影響：離職 vs留下 

在研究的過程，六位受訪者裡已有兩位提出離職，剩下四位仍堅守於崗位，

細問離職原因，主要皆是勞動條件低弱及自覺勞動條件未被重視所致，其中一位

受訪者更是堅決表示欲離開社工領域，打算轉戰其他職業，而另一位雖然因為其

於工作單位中，同事的相互扶持、資深同事的教導讓其對於社工的熱情尚未完全

被澆熄，因此其坦言雖然曾想過離開社工領域，但最終仍被當初當社工的良善信

念所慰留，但其表示經過過往經驗，接下來的求職，將會以具有規模、穩定督導

制度的大機構作為求職目標，暫不考慮小機構。 

 對於選擇繼續留任的剩下四位受訪者，大部分皆表示雖然目前沒有離職念頭，

但是也沒有長期投入在此單位的想法，多數皆打算採且戰且走之姿，來思考未來

生涯之規劃，至於對於未來的去留，有受訪者提到仍是得視未來勞動條件及整體

工作制度的改善程度而定，然目前為止之所以願意繼續留守，多是因為在這段工

作的歷程中，雖然遭遇到許多困難，但是也觀察到所屬單位一點一滴的改變所致，

此改變也讓受訪者願意再投注更多心力與時間在此單位，期待未來能夠在單位內

推動一些改變。 

伍、 懵懵懂懂地加入，因熟識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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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當初為何願意就職於此單位，投身孤新社工的行列，主要可分為兩個原

因，其一是因為在求職前就對單位的熟識度高，且對單位的情感因素，讓受訪者

願意在畢業後就留下與機構一起打拼，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其在進入單位前，

雖然透過面試對於相關勞動權益有出淺的了解，但並沒有深刻思考過孤新社工可

能會遭遇的困境及實際的工作樣態，最終在理解組織的樣態後，在沒有情感的羈

絆下，選擇離開，也因此部份受訪者對於孤新社工的建議皆著重在「變成姑新社

工前」的建議，如建議在就職前就應該要對於單位的組織型態及未來可能會遇見

的困難有一定的認識，且應該要具備主動學習及求助的能力，顯示部分受訪者對

於當初懵懵懂懂就進入機構的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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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與建議 

壹、 研究討論 

此章節研究者將從研究結果中針對幾點值得探討的孤新社工處境列點討論

之，期待透過討論能夠針對實務及政策提出適用的建議。 

一、 「孤」與「新」的雙重困境 

新進社工因經驗不足，勢必在初入職場時會遭遇到實務上的挑戰與挫折（許

臨高，1985），然而，孤新社工其所處之環境，不但得面臨其「新」的特質，同

時還得面對其「孤」的狀態，這兩者的結合無疑使其在工作處境上是更加艱難。 

在資料分析中，能看見與孤新社工其所面臨的職場挑戰大部分與過往文獻中

所描述的新進社工相同，包含自我效能低、角色壓力高、內外部工作不滿意及工

作壓力大等特質（王永慈等人，2017）。例如在處遇評估部分，新進社工多半因

缺乏實務工作經驗，因此在處遇決策上常會感知困難，擔心評估不周延或是處遇

方向錯誤（蔡蓮君，2014），又或是因自身經驗及相關專業知識的不足，而自覺

難與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建立專業的信任關係（黃瓊儀，2017），此外，「沒有

準備好就被迫上場」或「妥協與順從」亦是不少新進社工的最真實寫照，新進社

工的任職常被當成前一位離職社工的救火員，也因此會有交接短促或不完全的狀

況，另外也因為新進社工缺乏經驗，在工作場域也是位階最低的「菜鳥」，因此

在實務上即便遭遇不平等待遇亦不敢吭聲，在這樣的狀態下工作，新進社工若無

法透過有效社工督導來處理其於工作上的不足與壓力，則新進社工的情緒便容易

耗竭，最終在缺乏助人的動力上，便容易萌生離職的念頭（翁茹婷，2009）。 

此次研究受訪者的工作狀態大抵與文獻所述不謀而合，包含在個案工作上處

遇方向的困惑、因知識不足導致與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困難，的及面對棘手特殊

個案時的徬徨無助，皆為新進社工在剛進職場時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另外，被迫

在交接不完全或是訓練不足的狀態就上場獨當一面，也是受訪者剛進職場所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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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挑戰，然而，較可惜的是在文獻中雖有提到新進社工因其位階較低，因而

必須於工作分配中被迫妥協或服從，然而教少見到討論新進社工針對其勞動權益

上不平等時的溝通管道，於此研究結果中，能知道部分孤新社工對於期工作契約

及勞動條件感到困惑，但礙於位階的不平等及沒有正式化管道而不敢提出，故研

究者以此推論為部分孤新社工因其工作場域的特殊性而造成。 

文獻中大部分所述的新進社工，其所處場域多有社工督導在重要的時刻協助，

有別於前述身處於在職訓練完善、督導機制健全的新進社工，孤新社工必須獨自

因應工作場域內的各式挑戰及身處弱勢的狀態，依據研究結果，可約略推論此困

境主要源自於社工專業在其他專業領域中的弱勢狀態，及孤新社工本身就缺乏實

務經驗所致。此況就猶如在醫院工作的新進醫務社工一般，面對其他的專業，醫

務社工除了得因應自身的業務困境外，同時還得快速地跟上團隊的腳步，並在合

作當中快速地給予專業的回應，方不至於被其他專業輕忽（翁茹婷，2009），而

這樣的挑戰，對於在工作環境中沒有社工督導作為領頭羊的孤新社工而言，更是

難上加難，也導致孤新社工雖然乍看之下有許多同儕的協助，然而每當論及社工

專業或欲推動創新業務時，孤新社工的提議便容易因不被重視而第一時間被否決。

也因此，根據研究結果，孤新社工為了捍衛自身的專業判斷及價值，致其於場域

內可能得獨自費盡力氣地與其他專業磨合，當然，比起捍衛自身的專業判斷，孤

新社工因其經驗的缺乏，更多時候也可能因自我效能不足、自我懷疑而選擇退讓，

但這樣的狀態勢必造成孤新社工更多的角色壓力。 

 也因此，定期且有意識、有脈絡的督導，是為傳授被督導者專業服務的知識

與技術，增進其專業知能（李增祿，1989；Bernard & Goodyear, 1992；Kadushin, 

1992；Skidmore, 1995），此外，若新進社工能在工作中，有督導及資深同儕的

協助討論，能有效安撫新進社工在處遇評估上的不安與焦慮，透過督導及資深同

儕的反饋及肯定，也可增加新進社工的信心，使得新進社工的情緒「被接住」，

因而延緩離職念頭（蘇文仙，2012；蔡蓮君，2014）然而根據研究結果，能知道

孤新社工就是因為缺乏社工督導的協助，致其必須自己連結資源、向外求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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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因應方式雖然偶能得到協助，但是卻有求助對象不穩定、求助過程缺乏脈絡

之缺點，且也未必能夠提供孤新社工所需要的資源、替其解決問題，導致孤新社

工不但得因應其對於實務之不熟悉，還同時必須額外費力去尋求遇到困境的因應

管道，無疑是讓其工作處境之惡劣雪上加霜，另外，孤新社工於工作上所累積的

壓力及負面情緒，也僅能透過自己的支持系統抒發，雖偶能有效緩解壓力，然工

作時問題的癥結點在未被處理的狀態下，仍可能有日益累積壓力，最終疲匱的的

可能。 

二、 組織缺乏在職訓練制度的建立 

在職訓練和繼續教育制度能使社工人員應用社工專業知識，勝任所屬機構之

直接服務的情境需求，在機構任職的專精領域有其服務能力（王文瑛； 2005），

然而一直以來社會工作者的在職訓練，常因社工人員的高案量的情形下，明顯地

被壓縮及排擠，但社會工作的高壓工作性質及其助人的工作特質，無論是在專業

知能、工作技巧、自我成長或壓力紓解上都有迫切之需求，再者，足夠的在職訓

練及相關資源，能夠協助新進社工有效調節工作壓力（余易儒，2016），這樣的

需求對於甫進入職場、需要快速上手工作的孤進社工而言更是重要。 

然而根據研究結果，並非所有孤新社工所屬單位皆有提供完善的專業訓練，

除了職前訓練的缺乏，導致孤新社工必須透過邊做邊學的方式熟悉新工作之外，

對於外部訓練的制度，各機構的態度亦有所不同，而這也顯示出部分機構對於社

工在職訓練之不重視。雖然部分機構會主動提供外部訓練機換，但仍有部分機構

採被動態度應對，為因應組織對於在職訓練的不積極，孤新社工如有訓練需求，

則得自行向單位主管提出，雖然大部分受訪者皆表示如有需求，單位主管因方案

要求多半會核准，但這也顯示出對於部分機構而言，方案是否要求專業訓練則為

社工能否參與專業訓練的評判標準，在此未有明確制度的狀態下，對於孤新社工

而言是有害於其專業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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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孤新社工具有社工師身分，並且有加入社工師公會，則因為社工師法的

要求，反而比較有機會向主管反應受訓需求，然而就研究結果而言，推測因大部

分孤新社工所處組織皆未要求社工具有社工師證照，因此更難主動提出受訓要

求。 

三、 位階上的不平等－權力較為弱勢的新人 

根據研究結果，能知道部分孤新社工在遇到勞動條件的不合理時，不敢主動

開口向主管詢問，有此狀況產生，研究者將此原因歸咎於直屬主管與孤新社工中

間除了有權力位階的上下不平等，導致孤新社工即便見到主管，也不敢開口詢問。

會有這樣的狀態，一部分也源自於下屬通常較容易記得與主管間的負面互動經驗

（Burton & Hoobler, 2006），因此，為了避免與主管有衝突的可能，不願得罪

主管的孤新社工傾向於當一個「乖員工」，將自己對於不當勞動的質疑吞進肚內。 

然而，當員工因內心不平衡而產生負面情緒產生時，通常會期望能夠朝組織

主管宣洩，但礙於上下權力的差距及組織規範的限制，讓員工無法對主管宣洩其

負面情緒。在此種情境下，使得員工處於負面情緒中，進而驅使員工出現退卻行

為（Clark & Isen, 1982; Hanisch & Hulin, 1990）或開始產生離開現有工作

場域的傾向。Gupta & Jenkins （1991）將退卻行為定義為「員工察覺到組織有

使他們反 感的情況時，身體與心理上，對遠離組織的自主反應會開始增加」，

像是缺席、 早退、遲到甚至是離職等實際舉動，或工作時不認真、覺得精神渙

散等心理狀況。 

確實在本研究中，對於勞動條件感到疑惑的受訪者雖然目前仍選擇留職於原

單位中，但是在訪談中也提及若單位的勞動條件持續未改變，則未來不排除離開

原單位另謀他職。也因此，單位主管應能意識到單位內位階權力的不平等，因而

主動願意針對員工的疑惑進行澄清是重要的。 

四、 內部正式化溝通管道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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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aum（1982）認為「組織溝通是指組織內部成員為達成組織目標，因

而在其工作職位上透過組織的溝通網絡，所發生的訊息傳送與接收的歷程。」，

而許多研究皆顯示溝通滿足（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分別與工作滿足、

工作績效、離職傾向、生產力、組織承諾、領導效能及組織氣候等組織結果變數

有顯著的正相關，並對這些結果變數顯現出相當預測力（林琨堂，1997；Pincus, 

1984；Potvin, 1991；Clampitt & Downs, 1993；Federico, 1996）。 

而組織的溝通除了上對下的「下行溝通」外，亦包涵下對上的「上行溝通」，

一般而言下行溝通普遍透過主管向員工直接傳遞指令而成，然而當員工為與主管

討論較為敏感的勞資議題時，正式化的溝通管道之建立便顯得重要。然而，在本

研究中除了其中一位受訪者其所屬組織因承辦政府公辦民營的業務，所以被迫要

召開勞資會議，其餘皆無正式管道可供孤新社工主動向主管談論其疑問，也因此

建立正式化的溝通管道為組織應重視之議題。 

五、 以網際網路作為求助媒介/對象之優缺點 

隨著科技進步，孤新社工在求助無門時，也會透過網際網路作為其求助之媒

介及對象。然而依據研究結果，孤新社工透過網路求助是有其優缺點，優點包含

快速、方便、跨越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此外也讓專業協助之可能性增加

（Perera-Diltz & Mason, 2012）；然而缺點則包含資訊取得的正確程度不詳，

如部分受訪者便表示其雖然會透過網路搜尋相關資訊，但是實際上他也不知道究

竟網路上所取得的資料正確性，或是是否適用於個案身上，另外要使用網路作為

求助管道，還必須要雙方對於科技及網際網路的使用方式都相當熟悉，才有可能

使用（Hayes & Robinson, 2000），所幸孤新社工皆為出生於網際網路的世代，

因此對於網路的使用並不陌生，然而這對求助對象而言未必適用，也因此孤新社

工透過網路求助，很可能也是向一群同是年輕、中生代的同儕求救。 

 前述的狀況，與文獻所述之網路使用優缺點算是不謀而合，然於此次的研究

結果中，令研究者較為意外的收獲是，在研究參與者中，確實有人透過虛擬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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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識一群社工夥伴，進而組成一個線上的支持團體，彼此在情緒支持上及資訊

上互通有無，顯現透過網路找尋有相同背景的夥伴已非不可能。 

貳、 政策與實務上的建議 

一、 對孤新社工的建議 

（一） 透過方案申請增加外聘督導及在職訓練之資源 

依研究發現，孤新社工所任職的組織中，並非所有組織皆能提供完善的在職

訓練及督導資源，甚至在專業訓練及社工督導的提供上是相對貧瘠的，因此，當

組織對於在職訓練及提供社工督導的態度較為被動時，研究者建議孤新社工可與

單位內部主管討論，申請對於督導、專業訓練較有要求的方案，以此替自己爭取

定期督導及在職訓練的機會。 

（二） 促進向上管理的能力 

在人數較少、組織架構較為扁平的單位當中，孤新社工常會面臨直屬主管即

為單位最高主管之況，依研究知悉在這類組織當中，通常組織規章較不明確，單

位主管為主要決策者可進行相關決定，此時孤新社工向上管理的能力便顯得相當

重要，如社工能對於單位主管有實質的影響力，則可促進社工與單位主管間的溝

通，而孤新社工的需求也相較之下較容易被接受，故研究者建議，若孤新社工所

屬單位之組織規章不明確、單位主管即為主要決策者，那麼主動地讓主管掌握自

己的工作目標、進度以及需求即為重要的向上管理技巧。 

（三） 透過社工專業團體的參與獲得資源與支持 

加入社工專業團體的好處眾多，除了能夠定期接收到社工界的最新實務動態

外，也可獲得在職進修、社工交流等相關活動的資訊，此外，也有機會透過活動、

課程的參與而認識相同處境的其他社工，進而能夠彼此交流、經驗分享，是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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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建議孤新社工若在單位內缺乏支援與資源，則可透過加入社工專業團體向外

取得更多資源。 

二、 對學校教育的建議 

（一）依組織架構及組織型態介紹就職後可能的狀態 

依研究顯示，部分孤新社工大學剛畢業時，對於社福組織型態可能的樣貌並

不清楚，因此在求職面試時，並未料想到成為孤新社工後可能的工作樣態，因而

在未深思熟路的狀態下便栽進孤新社工的世界，研究者將此歸咎於在社工養成的

過程中，社工學系在教學的分類上多以「服務對象領域」作為分野進行說明，但

少有學校是以「組織架構及組織型態」來介紹各社福組織的差異，因此建議大專

院校社工學系在學生畢業前，能夠以此觀點介紹各個樣態的社福組織，以利協助

即將畢業的準新進社工們能有萬全的心理準備，去挑選其所嚮往的工作環境。 

（二）對於社工權益進行宣導 

 許多剛就職的社工對於其工作的相關權益及該注意事項皆不清楚，亦不詳可

透過何種管道進行詢問，此況若新進社工剛好如部分孤新社工進入組織規模較小、

規章較不完整的機構，則可能因為對於自身權益的不瞭解，而默默讓自身權益遭

受剝奪，即便發現困惑或是不合理的地方，亦不知該如何因應，也因此研究者建

議大專院校的社工系所應於職場新鮮人在畢業前，就先針對其相關權益進行宣導，

並教導新進社工在面對不合理的工作條件時，可有何種因應作為，以協助孤新社

工在遭遇不合理工作狀態或是勞動權益的困惑時，能夠知道如何因應。 

三、 對社福機構的建議 

（一） 建立內部正式管道供社工求助與提問 

為了促進單位內部的溝通，研究者建議組織內部應建有正式化管道供孤新社

工在遇到不合理勞動條件時，可依循此管道提出疑問及討論，此管道之建立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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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孤新社工礙於位階而不敢提出之況獲得改善的可能，而單位主管也能夠透過

此管道瞭解孤新社工的想法，進而有討論、解決之可能。 

（二） 意識到上下權力不平等而主動說明 

孤新社工與單位主管間本來就存有上下權力不平等之狀態，也因此研究者認

為除了孤新社工應果敢地表達需求、與上級主管討論外，也建議單位上級主管應

在單位新成員就職初期，便主動地說明有關於勞動契約之內部細節，包含業務範

圍、社工薪水資金來源、勞動契約等內容，並在覺察內部成員因勞動條件而有疑

惑時，能夠主動地去詢問、澄清與討論。 

（三）重視社工督導制度的建立 

 雖然依研究結果孤新社工其透過其他管道求助，仍能取代社工督導的部分功

能，讓其問題得以被解決，然而當實務中遇見較為專業的議題或是棘手的案件時，

便非其他求助管道得以輕易協助，再者，透過孤新社工自行向外求助是不穩定的，

此仰賴該社工自身資源的多寡，因此研究者建議社福團體皆應重視社工督導，並

將其納入組織制度的建立。 

四、 對專業團體的建議 

（一）專業社群的建立與團結 

群體的力量往往能夠推動專業的成長，因此專業社群的建立與團結能夠有效

讓社工專業之重要性能夠逐漸被彰顯、重視，社工專業弱勢之況仍在各工作領域

存在，也包含孤新社工所處的工作場域，此況導致社工專業的不被重視，也因此

研究者建議孤新社工應積極參與團體，藉由群體的力量將整個社工專業撐起，透

過倡議、改革的方式使社工專業逐漸被重視，進而間接讓孤新社工在其工作場域

內能有更優渥的勞動條件及待遇。 

（二）建立新進社工的專屬網路平台，提供知識、資源及交流機會 

 



 107 

 目前網路上已有針對社工人員的維基百科，然研究者瀏覽該網頁，多為針對

特定社工專有名詞的解釋，或是針對社工工作方法做概略性的解說，並無針對新

進社工實務困境而有較具體且仔細的指引，又根據研究結果，知悉部分社工會選

擇透過網路搜尋來解決其問題，但網路搜尋常會遇到資訊過時或是不正確的狀況，

若又如孤新社工一樣，沒有社工督導進行實務上的把關，則最終權益受損的也是

服務使用者。也因此，研究者建議可透過國內較知名、具有規模的社工專業組織，

在網路上針對新進社工建立一網路平台，透過平台彙整新進社工可能遇到的困境，

並且分門別類地針對可能的困境在食物的知識及技巧上給予具體的指引及協助，

並且定期根據法規的變動進行更新，讓沒有社工督導協助的孤新社工，能夠過平

台取得較為正確的資訊，進而提升其專業知能，此外亦可讓孤新社工有機會透過

此平台認識其他有相同困境的孤新社工，以此能有經驗交換與相互協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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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壹、 研究限制 

一、「孤」有其程度之劃分，然本研究僅探訪一種孤獨程度 

本研究僅針對「組織內部無社工督導」之新進社工來做探討，然而實際上孤

新社工其孤立無援的程度可依其督導頻率及同儕之有無有不同程度的劃分，如最

極端孤獨的孤新社工，其所處狀態是毫無同儕及督導協助的，而不同孤獨程度的

新進社工其所處困境及資源亦可能有所不同，也因此本研究之限制是僅針對一種

孤獨程度的新進社工之樣態研究，而缺乏探究其他孤獨程度的新進社工其工作樣

貌及求助經驗。 

二、部分研究者參與者年資太「新」，致其對困境及求助經驗不深刻 

 本研究對於研究參與者的社工年資僅限定為未滿 3年之新進社工，但未規定

要工作多久的時間，導致部分研究參與者年資過輕，在半年以下，然個體進入一

領域工作，半年的工作經驗幾乎是剛過試用期的狀態，因為工作時間過短，對於

孤身在職場奮鬥之困境恐難有深刻體悟，也少有求助經驗，對於組織的規則也未

必熟悉，因此在資料的貢獻上便較難充分提供。 

三、研究參與者的邀請 

 受限於各方條件之不足，本研究最終只有邀請六位受訪者，且多座落在中部

以北的地區，雖然透過深度訪談，研究者得以獲得受訪者的寶貴經驗，及深入瞭

解研究參與者個別在職場中的真實處境與求助樣貌，然而仍受限於少數人的主觀

經驗，實難直接反映全體孤新社工的真實樣貌。 

貳、 未來研究建議：建議可針對不同孤獨程度的新進社工進行比較研究 

 本研究中，研究者僅單純以「年資三年以下，無內部社工督導制度」之社工

人員作為研究參與者的條件，然而如前段落所述，孤新社工的「孤」可透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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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的督導及同儕間的有無來做孤獨程度的劃分，如同樣是督導頻率的不足，但

完全沒有社工督導協助和每 2、3 個月就有一次外督之狀況是完全不同，而不同

孤獨程度的新進社工其所面臨的困境及可使用的資源想必是有差異，而這也可能

影響到其求助管道的不同，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孤獨程度的新

進社工來進行比較研究，了解不同孤獨程度的新進社工其困境及求助樣貌之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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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italon.org.tw/upload/10.01.105%E5%85%AC%E5%BD%A9%E7%94%B3%E8%AB%8B%20%E7%A4%BE%E6%9C%83%E5%B7%A5%E4%BD%9C%E5%B0%88%E6%A5%AD%E5%88%B6%E5%BA%A6%E4%B9%8B%E5%BB%BA%E6%A7%8B%E8%88%87%E6%B7%B1%E5%8C%96%20%20%E7%AC%AC%E4%B8%80%E6%AC%A1%E8%A8%88%E7%95%AB%E4%BF%AE%E6%AD%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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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同意書 

 您好，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就讀學生吳婷雅，感謝您的

鼎力相助，讓此研究能夠順利進行，在進行訪談前，在此先向您說明以下事項： 

 本研究主題是「孤『新』社工初入職場尋求專業協助之經驗初探」，此研究

是為理解缺乏穩定督導制度的新進社工其遭遇之職場困境，及其如何在督導制度

的缺乏下，透過其他管道尋得專業協助之歷程，因此希望透過面對面訪問的方式，

來理解孤新社工真實職場處境及專業求助之經驗，相信您的參與將促使本研究更

具有豐富性與價值性。考量研究倫理及確保您受訪權益，請您先閱讀下列內容： 

1. 本研究預計為一次性訪談，需花費您約60-90分鐘，且為確保資料之完整性，

研究者可能在訪談後去電與您釐清訪談中未能完整提問之議題。 

2. 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然您有權隨時終止錄音。 

3. 此訪談無任何風險，所有個資皆會被保密，並透過代碼方式註記，非經同意

絕不外露，此外論文中亦會以匿名方式呈現，以保密您的身份。 

4. 研究期間您有權拒絕回答任何您不願回答之問題，此外您若不想參與此研究，

只要告知研究者即可隨時退出。 

5. 研究者在整理訪談資料圖中，將會請您幫忙核對資料詮釋是否有誤，若感到

任何不妥可立即透過電話（0970-xxxooo）與研究者反應。 

 若您閱讀完畢，同意接受本研究訪談，請於下方欄位簽名，此訪談同意書是

一式兩份，一份將由您留存以確保您權益。再次感謝您熱情參與!  

                                       參與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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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大綱 

 您好，這是一份有關孤新社工（缺乏穩定督導協助之新進社工）職場困境及

尋求專業協助經驗的研究訪談大綱。本研究之蒐集僅用於研究用途，所蒐集到的

資料也將確實做到絕對保密，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壹、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一、請問您的年齡？＿＿歲；以及擔任社工之總年資？＿＿年＿＿月 

二、 請問您最高學歷的社工專業背景為何（單選）？ 

 1。 社會工作系所組畢業          2。 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畢業 

    3。 非社會工作系所畢業，已修習社工相關學分 45學分以上 

 4。 非社會工作系所畢業，正曾修習社工相關學分 45 學分以上 

    5。 非社會工作系所畢業，未修習社工相關學分 45學分以上 

6。 其他 

三、 請問您目前就業狀態如何？ 

 1。 受雇於社工界    2。 社工師獨立職業 

 3。 在非社工界受雇 

四、 該機構之組織型態？ 

 1。 政府單位                    2。 公立機構 

 3。 公辦民營機構                4。 財團法人基金會 

 5。 財團法人（附設）機構        6。 社團法人協會、團體 

 7。 社團法人（附設）機構        8。 私人設立機構 

五、 請您目前工作的單位是否接受政府方案委託？ 

1。 是                2。 否 

六、 請問您於現職單位的僱用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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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式社工員        2。 約聘社工          3。 其他＿＿＿＿

＿ 

七、 請問您目前有否參與哪些社會工作專業團體？ ＿＿＿＿＿＿＿＿＿＿ 

貳、 訪談大綱內容 

一、請問您任職機構之組織架構為何？機構正職人員及社工人員數？工作人員

之工作內容及權責劃分為何？工作場域之物理環境為何？ 

二、 請問您任職之機構所提供之督導頻率、方式為何？督導之學經歷背景為何？ 

三、 請問您任職之機構所提供之專業訓練有哪些？或機構提供您哪些相關協助

（如經費補助、公假）以利您在外接受專業訓練？ 

四、 您曾於職場上遭遇哪些困境讓您印象深刻，且是需要督導協助卻無人立即協

助的？是什麼原因造成此困境？您當時遭遇困境卻無人協助之主觀感受及

工作表現影響為何？ 

五、 接續上題，您當時如何處理這些困境？又透過哪些正式、非正式管道尋求幫

助？除了前述管道，是否曾透過網路科技尋求幫助？尋求管道為何？您覺得

哪些管道對您而言幫助很大，哪些管道幫助不大？ 

六、 再接續上題，您認為透過前述有幫助的管道尋求專業協助，對您於專業能力

（如社工知識、技能及價值觀）、情緒支持（如信心、認同感、歸屬感之建

立）及行政業務（如核銷、填寫報表、考核獎勵制度、社工工作權益）上有

何影響？ 

七、 經歷前述專業求助經驗，對於您未來之職涯規劃有何影響？ 

八、 最後，您對於孤新社工還有什麼建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