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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社工如何運用充權觀點於就業/創業服務中，促使服務對象達

成其人生藍圖，與其生活有良好的適配度，採取深度訪談法向八位運用充權觀

點並於台灣北部地區服務之社工進行資料蒐集，研究結果如下： 

  運用充權觀點讓社工以不同視角看待事件或狀況背後的成因，能避免以病

理觀點看待服務對象，減少再次消權或加深自我究責的可能，社工透過生態觀

點的角度進行個人、人際/社群、環境結構之脈絡性盤點，能重新釐清服務對象

所面臨之處境，並透過連結資源及排除障礙等行動來協助服務對象獲取資源。 

就業/創業並非個人議題而是涉及環境與結構議題，亦非僅止於工作、收入

等經濟面向，更與生活息息相關。社工使用充權觀點能以「全人」的角度關懷

服務對象，對於不同需求與狀態之個殊性，給予不同程度之協助與處遇。 

充權於個人層次上之展現包含重新看待過往經驗並賦予新的意義、人力資

本增加，如透過進修管道增加自己在教育程度（學歷）與專業能力或技能上的

提升、人際互動技能提升、自信心提升；人際及社群層次則藉由連結與創造機

會使非正式及正式資源提升；經濟面向上，單親女性能實際進入經濟市場而不

被排除，除增加收入維持家計外亦能帶來自信與自我實現之價值，進而對生活

產生幸福感，透過充權導向之就業/創業服務也能保障服務對象的勞動權益，企

業也增加對服務對象之瞭解，促進社會理解與包容；制度層面係透過倡議修改

法規，使服務對象之權益及相關資源更有明文保障。 

充權是過程也是結果，從服務對象身上看見的優點，再加上環境與社工的

助力，促成服務對象之復元，社工也在助人過程中回觀自我經驗與狀態，從覺

察中成長，雙向復元油然而生，進而擴散形成善的循環。最後則說明本研究之

限制，並依據結論對於實務工作及政策給予建議。 

 

關鍵字：社工、充權觀點、就業、創業、經濟不利、單親女性、雙向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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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amine how social workers utilize the empowerment approach 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s that help clients achieve their life’s 

blueprint and good compatibility. For collect data purpose,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ight social workers from northern Taiwan that use the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enables social worker to review projects or 

circumstances on different angle which prevents them from pat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lowers the possibility of continued disempowerment or unnecessary self-blaming. 

Social workers can clarify the problems that clients face by using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o conduct personal,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analysis. They can also 

help clients to secure resources by connecting resources and trouble shooting.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re not personal issues; instead, they are 

environmental and structural issues that not only relates to work and salary, but also 

relates daily life. Social workers use the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to care clients 

from a holistic approach which providing clients assistances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needs and situation.   

From personal level,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could let clients redefine their 

past experiences and increase human capital like going for an advanced degree, learn 

professional skills, social skills or increase confidence. From social and community 

level,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could help clients to increase formal and informal 

recourses by linking and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rom financial level, when single 

moms can take part in the work field without being left out, not only does their 

income increase, they also find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and the worth of self-

actualization which leads to happiness in life. An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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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or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s protects the labor rights of the services users 

and companie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m as well that improve more 

understanding and tolerance of society. From structural level, by promoting current 

regulation revision, there would be more rights and resources guarantee for clients.  

Empowerment is a process, but also a result. Clients can recover by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advantages and social workers and environment’s help. Social 

workers also can improve from each project by reviewing self-experiences and 

situation. This creates mutual recovery and forms a positive cycle. Lastly, the 

researcher points out the limits of this research and offers advice on practical work 

and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Keywords: social worker,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employment, entrepreneurship, 

financial disadvantage, single moms, mutual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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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國情變遷，單親家庭比例逐年上升，其所面臨家庭成員變動或經濟收入

減少皆讓家庭遭逢挑戰，甚至可能導致家庭遭逢困境進而有福利需求(馬淑蓉、

吳惠如、郭俊巖、賴秦瑩、巫承宗，2013)，據我國統計，單親家庭中女性較男

性比例為高（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惟我國過往社會風氣多趨於保守，傳

統家庭價值根深柢固，對婦女有許多標籤與框架，如男主外、女主內以及女性

需養兒育女、負擔家庭照顧責任等（謝玉玲、王舒芸、鄭清霞，2014），婦女在

面對婚育及須兼顧子女及長輩之照顧責任等考量下多數被迫離開或多次進出職

場，傳統觀念影響婦女於職場之發展甚深，而在資本主義與父權主義的潮流

下，更深化婦女於職場勞動的不利影響（許坋妃；2014，陳宜珍，2014）。單親

女性在經濟收入來源多以就業為主，惟因社會結構面之限制，造成單親女性在

職場上面臨多重困境，故單親女性的經濟議題，並非僅止於個人及家庭狀態之

影響，更囿於社會結構與體制之限制，造成婦女缺乏其能動性，無法展現其能

力與自我實現。 

過往，就業服務多劃由勞政部門主責辦理，惟勞政體系與社政體系對於服

務對象之就業意願認定以及就業率導向服務不同，造成婦女使用勞政相關就業

服務時經常無法契合其需求，而導致服務無法有效供給。近年來，社政部門開

始將該服務整合於婦女福利服務之提供，不論係政府自辦或委託民間非營利組

織皆開始投入相關婦女就業服務，許多民間非營利組織亦自行發展相關婦女就

業服務，而充權理論強調解決環境或制度之限制與壓迫，其運用相當符合單親

女性之生活脈絡，在社工以充權導向的服務陪伴單親女性的過程中，許多婦女

開始嘗試並創造成功就業/創業經驗，讓婦女重新找回其自信心並獲得生命的主

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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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單親女性就業議題上尚有文獻進行研究討論，包含就業阻礙與困境

（何華欽，2009；彭欣婷，2012）、就業壓力及因應(林育陞，2015)與就業歷程

（許坋妃， 2014；陳宜珍，2014）等，單親女性創業以微型創業為主，研究包

含對於創業經驗（張祐綾，2006；岑淑筱、陳川正、楊承浩 2017）、創業困境

與突破（謝淑琪、吳秀照，2013）及創業之社會網絡發展（吳秀照，2010；謝

淑琪，2015）等，惟針對社工提供之充權導向服務研究尚屬缺乏，有鑑於此，

瞭解實務工作上社工是如何運用充權的概念來進行就業/創業服務，以協助婦女

展現其能力為本研究之主軸。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筆者本身已於社福領域工作五年，於地方政府所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進行

直接服近三年，所面對的案家多為貧窮或是經濟不利的服務對象，許多面臨親

職與就業兩難的女性，她們多有龐大的經濟壓力，然而不論生活如何艱辛，在

服務過程中，筆者看見她們仍勇於面對這樣的困難，想方設法處理及尋求協

助，促使筆者更想了解單親女性就業/創業相關動機原因與社工服務脈絡，進一

步檢索文獻發現社工在就業/創業的充權服務研究仍付之闕如，亦加深筆者欲探

究在有社會工作者介入並提供就業服務的單親女性家庭中，社工是如何運用充

權的概念，來為服務對象提供服務，協助女性展現其能力，並實現其就業/創業

目標、財務自主等。 

又筆者於公部門從事社會工作，服務對象多以其急迫性議題進行危機處

理，當主要議題結束後多進行結案，針對服務對象有長期性或支持性需求，多

轉介其他單位進行服務，研究者受限於單位服務性質，期待更了解其他專門服

務單親女性之單位是如何提供深入的充權服務，以使自身專業能力得以提升，

亦期待透過本研究整理出充權服務的模式供實務工作者參考與應用於工作中，

在社會工作領域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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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綜前述脈絡，故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四： 

一、瞭解社會工作者主責之婦女就業/創業服務或方案之起源與發展。 

二、瞭解社會工作者於婦女就業/創業之各服務階段如何運用充權觀點進行

處遇。 

三、瞭解社會工作者在婦女就業/創業之服務過程中對於個人、人際/社

群、社會結構面向是如何運用充權觀點。 

四、瞭解社會工作者在執行充權取向之婦女就業/創業服務上之優點、限制

與建議。 

貳、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將聚焦於討論社會工作者服務單親女性於就

業/創業服務之充權運用： 

一、社工服務在就業/創業領域如何發展出來？ 

二、在開始建立專業關係的過程中如何堅持並發掘婦女及家庭之優勢及能

力？ 

三、如何去評估婦女的議題及需求，設定服務目標、認定優勢，並找出可

運用的資源？ 

四、除就業/創業服務外，其他經濟、社會、心理、生理層面的議題如何考

量以擬定處遇計畫？ 

五、(1) 如何開發及動員資源、創造或強化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網絡的連

結？ 

(2) 如何與組織、企業、政府進行工作？ 

六、如何穩定婦女就業1？ 

                                                 
1
 本文之穩定就業參酌王俐甯(2019)之定義，從事可獲得薪資或其他經濟性報酬的工作，並無

間斷持續就業達三個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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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實務工作者角度出發，充權觀點的幫助？限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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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的探討共分為四個部分。首先第一節將以我國單親女性面臨之困境

及需求作探討。第二節說明社會工作者服務單親女性之策略與現況。第三部分

闡述單親女性就業/創業之相關議題。第四部分則整理社會工作之充權概念及探

討國內外相關之研究。 

第一節 單親女性之生活處境 

壹、遭逢困境 

我國人口結構及型態轉變，單親家庭數量屢屢增加，比例亦有所提升，故

始有相關研究關注女性單親家庭議題，包含家庭生活狀況（彭淑華，2006）、子

女托育（彭淑華，2006）、就業情形(林茹茵，2007、彭欣婷，2012)、創業狀況

（張祐綾，2006；陳宜珍，2014）、貧窮議題等（王永慈、2005；李淑容，

2006）。而不同的單親成因影響狀況不同，如單親男性則較無法適應家務打理，

喪偶單親除身心狀況外則為生活適應，單親女性多於經濟層面之議題（謝玉玲

等人，2014）。以下將單親女性面臨之困境歸類為四面向說明（李玉齡，2001；

郭靜晃、吳幸玲，2003；林茹茵，2007）： 

一、子女教養照顧 

民國 99年單親家庭狀況調查摘要分析顯示2我國單親家庭人口組成現況，

單親家庭以女性高於男性，女性比例為 56.68%，又其單親成因以離婚

（82.45%）最多、喪偶(14.58%)次之（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根據我國

104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當中指出離婚女性之中 54.3%有扶養子女需要；

108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表示離婚女性有 67.1%為家計負擔者，較 104年提

升 0.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指出家庭主要照顧者因需

                                                 
2
 因政府網站針對單親家庭調查公布最新數據為民國 99 年之分析報告，故引用此年份之數據，

並參酌其他資料進行說明，經洽政府業務單位，我國將於 109年 11 月進行人口普查，最新報告

數據預計於 111 年公告並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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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家庭狀態故需選擇非穩定工時之非典型就業（atypical employment）
3
，

約有 23.4%離婚女性需擔負家中未滿 12歲兒童照顧責任，其中 7.9%屬主要照顧

且無替代照顧狀態，更致使單親女性家庭易落入貧窮狀況（衛生福利部，

2017）。 

劉珠利（2019）指出台灣女性在婚前參與勞動市場之比例與男性相當，惟

婚後女性勞動力參與大幅下降，尤以女性育有 3歲以下子女退出勞動市場比例

為最高，顯示女性婚後以照顧家庭為主之狀況仍相當普遍。而單親女性受限家

計負擔，花費更多時間兼差工作較可能缺乏時間與子女互動或教養，導致親子

關係建立之困擾（何華欽，2009)，另一派說法則表示成為單親亦可能為親子關

係更緊密之原因之一（彭淑華，2006）。 

單親女性多以正式或非正式資源安排子女照顧，如尋求親屬資源協助照

料，而有較高收入單親女性可自行運用政府或民間托育資源，惟托育費用大多

較為昂貴，多數單親女性無法負擔費用，故以未就業方式於家中擔任子女主要

照顧者，並以領取社會福利補助勉強維繫生活（謝玉玲等人，2014）。綜此，子

女照顧之安排狀況將影響單親女性於就業之權衡與選擇，以平衡家庭整體之穩

定性。 

二、就業職場困境 

就業為女性經濟充權相當重要的一環，惟因社會風氣如「男主外、女主

內」之觀念及家庭照顧之考量，單親女性多以非典型就業或家庭無償勞動為

主，而非典型就業這類低薪無保障的工作方式，派遣勞動權益相關法規及保障

措施並未完備(馬淑蓉等人，2013)，都將影響單親女性就業的穩定性及所得與

工作年資的累計，且因後資本主義市場及就業年齡需求等限制，多使單親女性

面臨結構性就業之多重困境（許坋妃，2014；陳宜珍，2014）。女性在勞動市場

                                                 
3指專職或全職薪資之外的低薪就業方式，包括：部分工時工作型態（part-time 

employment）、臨時性工作型態（ temporary employment ）、派遣工作型態（dispatched 

employment）、外包工作型態（service contract）等（引自馬淑蓉等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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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重視、面對排拒與歧視，都是單親女性在就業職場亦遭受之難題(陳怡曲，

2002；林育陞，2015；Chopra，2015)。而當個人就業收入低、勞動權益保障不

穩時，單親女性將面臨經濟上的風險，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單親婦女首要面對的

考驗。 

三、經濟安全困境 

在美國，經濟不穩定在低收入家庭中越來越普遍，他們比高收入家庭更容

易遭受失業和收入波動，收入波動使家庭相對頻繁的陷入貧困狀態。Schenck-

fontaine & Gassman-pines & Hill(2018)指出經濟不穩定是指隨著時間的推

移，讓就業、收入或財務狀況產生不可預測的變化。王永慈（2017）亦以新社

會風險觀點看待我國貧窮發生原因，其認為已開發之社會面對社會經濟層面之

轉變，如家庭結構轉變、產生後工業的勞動市場等，皆有別於傳統社會風險，

易使人們落入貧窮狀況。在我國單親女性多以離異為其單親主因(彭淑華，

2006；謝玉玲等人，2014)，單親女性家戶本身多因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經

驗、就業生涯中斷、工作技術低落、在職訓練太少導致較缺乏向上流動的資源

與條件(林茹茵，2007；何華欽，2009)。而女性單親在就業與親屬同住上比例

少於男性，又考量就業機會及傳統女性薪資偏低之情況，女性較有風險落入貧

窮(彭淑華，2006；李淑容，2006)。在許多女性貧窮研究中指出，單親女性較

單親男性易陷入貧窮狀況，在英國與美國之研究亦發現相同現象

（Davies&Joshi，1998；Gabe，2014；Brady&Burroway，2014；Fins，2019），

單親女性較單親男性在低收入家戶中比例較高（李淑容，2006)，而王永慈

(2005)研究指出貧窮之女性戶長以老人、喪偶、教育程度低者較多，尤以單親

女性戶長較可能於中年晚期即進入貧窮狀態，女性之老年貧窮亦須關注。 

在經濟戶長性別分析上，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指

出，我國女性經濟戶長比重持續增加，民國 97 年至 107年間共計增加 62 萬戶

女性經濟戶長，共計增加 4個百分點，統計至 107年女性經濟戶長已有 25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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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多，占全體比例達 29.3%；相較男性經濟戶長增加 47萬戶，男性經濟戶長

現共計 611萬戶，雖增加戶數並無女性之多，然男性經濟戶長仍占多數。 

在勞動參與部分，王永慈（2017）於民國 105至 106年間之調查報告指

出，女性之勞動參與率以及就業率較男性低，又女性經濟戶長貧窮率仍高於男

性經濟戶長，貧窮率皆介於 1.6-1.8倍之間，單親女性較單親男性更容易處於

貧窮狀況。而貧窮亦使單親女性面臨居住狀況不穩定以及國民健保費用欠繳等

負債情形(馬淑蓉等人，2013)，可知經濟狀況之限制易導致台灣單親女性其他

生活面向遭致困境。 

四、社會心理壓力 

單親女性多因受傳統價值而導致資源薄弱，過往多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潑

出去的水」，男性成為單親後多與原生家庭父母同住，女性單親則僅與子女同住

較多（彭淑華，2006），男性單親家庭較女性家庭有更多原生家庭之支持，而女

性的性別認同使女性在社會寄予的公共角色以及家庭中無能為力，只能被動接

受(Mosedale，2005)。另外貧窮單親女性負擔家計與主要照顧者之角色衝突、

難以拋下家庭照顧責任與托育子女及教養壓力，種種困境造成了單親女性的負

荷，甚導致身心症，另如社會網絡及政策網絡支持不足、女性在勞動市場不受

重視、女性少數族群易遭網絡排除等（林育陞，2015），都讓單親女性遭受身心

靈的壓力。 

綜上可知，單親女性困境係從個人至結構環境層面，係多面向且相互影響

所致，故研究者綜整各論述後以下述兩層次進行歸類（彭淑華，2006；馬淑蓉

等人，2013；謝玉玲等人，2014；林育陞，2015；杜瑛秋，2017；劉珠利，

2019）：（一）個人條件因素：如教育程度不足、子女托育照顧需求等；（二）環

境結構因素：親屬支持網絡不足，包含原生家庭對出嫁女兒即視為離開家庭，

對於離婚視為家庭破碎不圓滿或有失家族顏面故仍抱持不贊成而往來較少等皆

形成單親女性支持不足狀況。勞動環境限制部分則為工作多以全日制，無法符

合婦女工作型態，而非典型就業保障較不穩定，多數取代性高，亦形成對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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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之限制。社會政策支持不足係就托費用較高，單親女性難以負擔，亦如租

屋及其他開銷缺乏補助支應，故單親女性於生活環境中實面臨多重之困境，易

因此產生高度生活壓力，故其多元需求尚待協助並解決。 

貳、福利需求 

依據馬斯洛於 1943 年提出之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將人之需求分為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尊及自我實現等（引自蕭

文高，2016），其對於個體是否能生存之重要性依序疊加，如對生理與安全是最

重要且基本的核心，其他層次較不影響生存但會影響個人生活的驅力與動力。

而單親女性之福利需求多為保障其基本生活生活安穩性，大致可分為經濟補

助、住所安排、子女照顧、就業服務、諮商與諮詢、醫療保健、法律服務等(郭

靜晃、吳幸玲，2003)，亦有就不同多元文化對象進行討論（許坋妃，2014），

研究者將單親女性福利需求整理羅列為以下七點（郭靜晃、吳幸玲，2003；彭

淑華，2006；詹火生，2007；黃源協，2016）： 

一、經濟需求 

在家庭僅有一主要經濟來源，經濟收入減少狀況下，易使經濟狀況處於不

利地位（詹火生，2007），黃源協(2016)認為保障女性經濟安全需以福利及脫貧

兩者並重的措施進行，亦須具制度化之老年經濟保障。 

二、就業需求 

單親女性需獨自負擔家計，且在我國女性薪資僅為男性之八成（王永慈，

2017），女性在就業面多因生命發展歷程影響（馬淑蓉等人，2013；許坋妃，

2014），亦有二次就業或高齡就業等情形，多需專業資源協助職業訓練或媒合工

作。 

三、照顧需求 

女性在傳統價值下多需負擔照顧責任，有照顧責任女性化現象，其單親女

性多需兼顧工作及子女照顧（彭淑華，2006），此處亦有年長長輩需照顧之議題

（黃源協，2016），單親女性對於托育及照顧等服務實有高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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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諮詢需求 

單親婦女多數對於法律資訊較缺乏（彭淑華，2006），單親女性易面臨與前

配偶進行法律爭訟部分，包含財產及子女監護權行使等（杜瑛秋，2017），故對

於法律層面需有專業協助。 

五、醫療保健需求 

單親女性因身心壓力多需自我調適，狀況較劇者有就醫之醫療需求（彭淑

華，2006），惟就醫多為長期性，其經濟負擔較為龐大，亦可能讓單親女性因經

濟壓力不敢就醫，然若無處理身心議題反而影響生活及就業狀況。 

六、住所需求 

單親女性離異後多有搬離原婚姻居所之需求，原生家庭未必能有足夠空間

及包容態度接納單親女性攜年幼子女返回居住（彭淑華，2006；馬淑蓉等人，

2013），且單親女性於經濟狀況考量居於環境較複雜而能使租金較便宜處所或因

子女就學需求歷經多次搬遷等（郭靜晃、吳幸玲，2003），相關衍伸之花費及安

全議題皆為單親女性所困擾，尚需專業協助。 

七、其他需求 

如新移民女性對於語言及文化仍有認識及學習的需求（許坋妃，2014）。 

綜此，單親女性之限制除了個人條件外亦受環境及結構面影響，因此社工

如何因應女性需求提供相對應的服務，讓其能提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4

及生活、社會參與之能力，是社工處遇之核心。 

第二節 單親女性之福利服務 

壹、福利提供 

我國依據憲法 156 條與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規定發展女性福利服務，又

民國 100 年立法院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及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等，使台灣婦女服務發展更臻成熟。而我國單親家庭福利並無獨自立

                                                 
4
 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之釋義，自我效能係由 Albert Bandura(1986)所提出，指個人有能力完

成一件事或任務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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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關政策法規則分散多處，家庭經濟補助部分如社會救助法、特殊境遇家

庭扶助條例、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等；托育相關補助則於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下；人身安全部分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

擾防治法進行規範；就業部分如性別工作平等法、就業服務法、就業保險法與

勞動基準法等皆為與單親女性有關之保障法源。 

在單親女性群體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皆設立相關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並提供服務，包含家庭服務（包含會談、諮商、諮詢及輔導等）、法律與社會福

利諮詢、親職教育訓練、講座、工作坊、心理諮商與輔導服務、單親家庭課後

輔導與照顧等，如臺北市有自設及委外辦理婦女暨單親家庭服務中心，可提供

個案、團體輔導及成長團體、單親親子活動等、亦設置婦女中途之家可提供單

親女性家庭居住及社工相關服務；新北市多以區域社福中心為主要服務單位，

另委託民間單位設立單親家庭關懷諮詢服務站計 13處，提供民眾諮詢及支持性

服務，該市於 109年 3月設立婦女及中高齡者職場續航中心，以強化就業相關

服務；基隆市由單親家庭服務中心提供個案管理、社會福利諮詢、法律諮詢、

心理諮商、團體活動、育樂活動、講座活動等；新竹市、新竹縣、花蓮縣、嘉

義市、嘉義縣、臺東縣、臺南市、金門縣及澎湖縣以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

供單親家庭個案管理與福利服務；宜蘭縣則有築親庭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單親相

關福利服務；桃園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屏東縣、連江縣則以區域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單親家庭個案管理服務；高雄市則設置五個單親服務據

點、雲林縣設置六個單親家庭服務站（其中一個為男性單親家庭服務站），每個

服務站內容略有不同，多離不開個案管理、諮詢服務等。 

綜上，單親女性服務皆設有專責單位或劃為各區域服務中心提供所需服

務，對照前述探討包含經濟需求、就業需求、照顧需求、住所需求、法律諮詢

需求、醫療保健需求、其他需求部分皆有提供，惟分類方式各單位略有不同，

多數單位將經濟、就業、照顧及住所等需求皆包含於個案管理服務，醫療保健

涉及陪同就醫需求或就醫費用部分等不同面向，多數即含括於個案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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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醫療需求則協助轉介醫療院所等，而如法律諮詢則視單位是否有結合相關

資源以駐點模式提供，或以轉介或協助連結等方式進行資源媒合。  

貳、服務策略 

在婦女服務上亦常以個案管理服務模式作為基礎，而婦女服務工作策略包

含以下六種：情緒支持、動機與力量的激發、社會資源的提供、社會工作者的

生命經驗與自我揭露、陪伴與不放棄、家人關係的處理等(劉珠利，2019）。單

親女性於社會中遭逢多重限制，成為相對弱勢的一群，Mosedale(2005)指出當

人們被壓迫時，不可避免地對處境的看法會受到支持他們所面對壓迫的意識形

態影響，致使他們認為遭逢的處境不僅是不變的，而且是公平的。機會可能被

認為是“不適合我們這樣的人”，惟事實並非如此。過往社工處遇常聚焦於病

理及問題導向，因此對於受服務者之觀點偏於負面，而忽視了受服務對象自身

的優點與能力，因此「充權」此概念在社工於實務工作中經常運用，其係打破

壓迫與權力的框架，讓受服務對象能自行選擇生活的樣態並能夠讓其權能得以

顯現 (曾仁杰，2013)。 

當代社會工作者所提供婦女服務之理論立基多以優勢觀點、充權觀點與女

性主義為主。單親女性經濟議題的處理，並非僅止於個人，如就業上多受到結

構制度之影響，而充權除關注個人層面，對於制度結構層面之變革更為強調。

在充權理論脈絡下，其關注服務對象之自主決定權及目標實踐，實務上宋麗

玉、施教裕(2011)研究指出高風險家庭服務亦以服務對象之優勢作為策略，協

助其達成生活目標，此亦可增加服務對象之充權效能，進而達成復元之目標。

以優勢觀點作為策略，該觀點對人有兩項基本假設，第一，有能力能夠生活的

人必然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潛能的能力，亦能夠獲得相關資源；第二，自身所

擁有的資源會影響人類的行為，這也包含了對人類的肯定以及相信（宋麗玉、

施教裕，2009）。依據優勢觀點的意涵，它著重於人的主體性，肯定每個人獨一

無二的生命故事，並相信服務對象本身即擁有的能量，服務對象可以自行創造

不同的可能，實務工作者的存在是與服務對象一同合作努力，去激發出屬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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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身的優勢與價值。在充權與優勢取向之服務皆強調重視及持續發展服務對

象之能力及其資源，且皆重視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合作，由服務對象掌控

自己的生活與做出決定（王篤強、2007；曾仁杰，2013）。 

而復原力係優勢觀點的一環，是在風險或具挑戰的條件下伴隨著正向的因

應所產生的結果。對復原力形成的概念，陳怡芳、林怡君、胡中宜(2014)將復

原力取向分成三類：其一，心理脈絡取向，認為復原力是因應重大或衝擊事件

時所展現的某種能力或特質，此部分主要源自於先天性的氣質特性以及生物因

素。其二，社會環境的支持取向，因個體其所處之環境其支持性或資源不同，

進而有不同復元歷程。其三，強調復原力是交流互動的適應過程，個人能主動

向不同層級的生態環境系統作出協商以取得彼此互惠關係的能力。綜上，復原

力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種良好的適應，是一種個人力量的恢復，具有復原

力的個體，以其環境與內在所有的相關資源進行因應，反能夠突破逆境而繼續

往前（白倩如，2014）。由此可知，優勢觀點、復原力及充權理論三者間關係相

當緊密，於實務工作上多整併使用。 

第三節 單親女性之就業自立 

由前述文獻知悉經濟面向對於單親女性之重要性，經濟層面多為單親女性

對於家庭整體之首要考量目標，以下將就單親女性之就業與創業理論及其脈絡

進行探究。 

壹、就業現況與服務 

許多面臨經濟困境之單親女性將就業視為脫貧與經濟自主之直接方式，依

單親女性家庭經濟來源多以工作收入為主，顯見就業之重要性（彭欣婷，

2012；陳宜珍，2014；杜瑛秋，2017）。女性就業議題以人力資本論及雙元市場

理論進行探究，由微觀人力資本論檢視認為係個人條件及不夠努力造成就業困

境，女性因人力資本較少(何華欽，2009)，且為顧及照顧責任僅能從事非典型

之就業；而雙元市場理論則透過結構因素檢視女性為父權體制之犧牲者（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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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2012），職業性別區隔（sex segregation）及性別歧視(gender 

discrimination)亦為造成女性就業阻礙原因之一。 

彭欣婷（2012）指出單親女性缺乏專長及學歷較低、單親女性對自身缺乏

自信，認為無法適應職場等原因點出個人教育程度對就業的影響。Kelso(1994)

指出教育程度為影響貧困者就業的重要條件之一(引自黃明玉，2016)。綜上，

教育程度係人力資本之一環，會影響女性就業之選擇性，因此提升教育程度亦

可為增加女性人力資本之途徑。 

又以性別角度觀之，在我國傳統父權下，如「男主外、女主內」之觀念根

深柢固，多易影響女性就業狀況，當家庭結構發生變化後，將導致家庭功能瓦

解，長期的無償工作多降低女性的經濟能力（謝玉玲等人）。然而就業議題亦包

含政策及制度規劃等結構面向，除女性本身之個人狀況亦須關注社會結構層次

之議題，除了單親婦女本身能力提升外，友善職場及合理工時等勞動條件亦是

影響單親女性就業等因素。在我國，部分工時雖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卻可能

忽略女性之勞動條件及權益，女性易面臨二度就業之困難且多處於次級勞動市

場，在就業市場多處於附屬角色、且相對地位較低之收入工作(彭欣婷，

2012)。而經濟不利女性參加職業訓練經常遇到教育程度偏低、職業訓練地點太

遠、進行職業訓練時子女之托育問題及職訓費用給付議題（張景旭，2005；何

華欽，2009；許坋妃，2014）；彭欣婷（2012）指出就業輔導部分則因勞政與社

政轉介體系建置不一，導致工作媒合程度不高，包含媒合時間過久，不符單親

女性經濟需求急迫性皆是影響單親女性就業之因素。 

隨著社會發展及國情變遷，我國政府更加重視女性權益，進而訂定相關法

規以保障女性就業權益，如於 2002年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於 2008年更名

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並於 2011至 2016年間陸續修訂法規內容，使法規範更加

落實女性就業權益之保障。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統計指出婦女之勞動

參與率亦於 2012年首度過半，至 2019年為 51.39%，顯見我國女性參與率正逐

年上升。在我國就業政策劃屬勞動部，揆諸我國政府提供就業之措施，如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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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供之就業服務站，並以就業服務一案到底作業模式讓服務為單一窗

口，提供連續性服務及未就業或職場在適應之就業促進工具，例如培力就業計

畫、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皆為其實施計畫，另外如失業

者，亦提供失業給付得以申請（杜瑛秋，2017）。 

在女性就業服務上，社會工作者提供之就業服務分為兩大面向：分別為準

備性就業服務及支持性就業服務，準備性就業服務包含四部份，即進入準工作

職場、準職場適應準備、協助進入一般職場及就業支持與追蹤，此服務讓未具

就業能力或因過往經歷較難立即適應職場之婦女能先行體驗或適應正式職場之

環境、規範等，提供準職場的安全場所及工作氛圍與社工等專業人員的協助，

讓婦女除了有薪資收入外亦可提早適應職場及人際互動等，提升其工作能力與

信心，以利後續進入一般性職場；支持性就業服務包含就業後職場、人際及家

庭平衡等，當結束準備性職場工作進入一般職場後，即提供支持性之就業服

務，社工定期或不定期提供婦女職場關懷及適應輔導，直至穩定就業三至六個

月後結案（杜瑛秋、吳昭儀、張巧儒，2015；引自杜瑛秋，2017）。 

社工服務過程中以信任關係及就業評估為核心，而就業評估內容又包含服

務對象本身狀態及其家庭與社會支持狀況，個人狀態包含其就業意願與期待，

過往的身心狀況以及服務對象本身的身心狀況與過往就業情形與就業能力皆是

評估內涵，為社會工作者進行服務時先須建立與確認之核心部分（杜瑛秋，

2017）。 

貳、創業現況與服務 

創業有許多緣由，每個創業者的背後都有其想法與信念，研究指出單親女

性創業多為下述原因：能更彈性照顧其子女(謝淑琪、吳秀照，2013)、在就業

遭遇困難（杜瑛秋，2017）、因應財務規劃（謝淑琪，2015）、免於受雇限制其

自主性（張祐綾，2006)、為達到自我肯定等(林慧芬，2010)。單親女性在創業

時也遭逢阻力，如資金不足、專業知識或能力不足、人際網絡薄弱(林慧芬，

2010)、環境限制，如經濟不景氣、法令限制（謝淑琪、吳秀照，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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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創業中，Mayoux(2001)提出三種支持典範，包含新自由市場典範

（The neoliberal market paradigm）：試圖將關懷女性的概念整合入現有市

場，較關注女性事業所帶來之經濟效益及女性就業等市場貢獻，重視性別平等

權利，惟未質疑男性主流是社會體制；女性主義5充權典範(feminist 

empowerment paradigm）：其聚焦於邊緣勞動者，重視無酬再生產工作等議題，

關注改善結構及制度層面之議題，如勞動政策變更及立法等，亦遭詬病目標處

理優先性議題；介入主義貧窮減緩典範（interventionist poverty 

alleviation paradigm）：主張調和經濟與人力發展，認為女性較男性弱勢，重

視性別及權力、資源結構等問題，惟貧窮者及婦女等人在利益及結構中代表不

足，使得決策影響上較屬少數及邊緣，性別關注並未整合在主流政策與預算中

(引自張祐綾，2006)。 

對於創業研究多為勞工管理或商業經營等取向，由社會工作角度出發如探

討單親女性創業經驗（張祐綾，2006；岑淑筱、陳川正、楊承浩，2017)、單親

女創業的社會資本、社會網絡發展（吳秀照，2010；謝淑琪，2015）、微型創業

的成效評估(吳玟萱，2016)及民間單位社工執行微型創業的狀況(游力竹，

2020)。在創業形式上，女性及弱勢群體多考量創業成本而以微型創業作為未來

出路（張祐綾，2006），社會資本為單親女性重要創業的底蘊（岑淑筱、陳川

正、楊承浩，2017)，國外著名實例如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開辦

之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即以微型貸款讓女性能夠小額借貸進行創

業；我國如內政部推行之平民銀行(張英陣，2015)，後由中華民國儲蓄互助協

會承接辦理至民國 107 年底結束。另過往縣市政府之脫貧措施亦加入輔導創業

概念，如臺北市家庭發展帳戶、臺北市及臺北縣搶救貧窮大作戰-樂透創業圓夢

計畫即將儲蓄用於創業（張祐綾，2006）；民間單位如臺中市基督教青年會亦以

創業脫貧方案運用社會資本協助單親婦女創業(謝淑琪、吳秀照；2013)。而在

                                                 
5 女性主義流派眾多，此處 Mayoux (2001)討論範圍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及馬克思女性主為主

(引自張祐綾，2006)。 



17 

 

我國女性創業貸款資源上，有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辦理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就

業保險失業者創業協助；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亦有青年創業貸款及女性創業飛雁

計畫；地方政府如新北市政府幸福創業微利貸款（惟條件限制為該轄中低收入

戶）；民間單位如中國信託銀行信扶專案等，為女性創業開展更多可能性。惟在

方案成效上，游力竹（2020）指出監察院對於微型創業鳳凰貸款之使用人數及

執行率上仍低，應逐步檢視並調整申請標準。 

社會工作者在服務單親女性之創業服務上有六步驟，包含了解服務對象之

創業意願、收集服務對象財務資訊並進行評估、連結創業資源、陪伴服務對象

進行創業前準備、創業初期之支持與協助，最終創業成功並結案（杜瑛秋，

2017）。而不論就業與創業服務，提升家庭之財務素養/知能及擴大家庭支持系

統皆為社會工作服務中所強調主軸之一，許多研究皆指出社工所提供之服務方

法及理念將影響單親女性脫貧自立之可能性（何華欽，2009；許坋妃，2014；

張英陣，2015）。 

第四節 社會工作之充權觀點 

壹、理論概念與發展 

談及充權理論(empowerment)6於社會工作之運用，多以 1976年 Barbara 

Solomon所出版之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作為充權發展的立基 (鄭麗珍，2012；曾仁杰，2013)。在美國社

會中，黑人少數民族長期遭受同儕或是優勢團體以及環境結構面的負向對待及

標籤，導致其產生無力感，Solomon將 empowerment 此項名詞運用社會工作干

預方法，建議以充權(empowerment)協助服務對象增進自我效能與社會改革的能

力（鄭麗珍，2012）。 

                                                 
6 Empowerment 一詞在社會工作中有眾多中文翻譯，如充權、增強權能、賦權、培力等等，皆

有學者提出，本文參酌林萬億(2014)及許雅惠、張英陣、潘中道、陳玲萍(2012)之翻譯，係研

究者認為權力為每個人與生即擁有，非由他人所給予而成，故引用「充權」之翻譯，作為貫穿

本文之統一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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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充權傳統發展概略分為早期階段、二次大戰期間、近年發展三個

時期（鄭麗珍，2012）： 

一、早期階段 

此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之發展時期，使用充權之作法如提供具體性與社會

性之支持，並發展出不同的專業技巧；技巧之傳授上係社工員提供服務對象所

需技巧，如親職及家管或社區參與等；服務中重視服務對象之參與，避免上對

下或權力關係；邀請其至機構參與相關活動公開，分享機構資訊予大眾，讓更

多人了解相關研究及機構服務等。 

二、二次大戰期間 

三面向主軸在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注意親子之健康照顧議題、建構美裔黑

人社工學校以及社會服務之正常化運動等，此時期充權服務融入佛洛伊德個人

潛意識衝突之釋放、意識覺醒及個人自由權及社會改革行動等思潮進行。 

三、近年發展 

社工處遇必須回應服務對象認定之需求、鼓勵服務對象參與同儕之網絡建

立、強調核心服務在增進與維繫改變，Lee(2001)認為充權是協助發展自我效

能、覺察處理社會不公正的議題、係從服務對象到集體行動的發展。在台灣，

充權概念的引進討論及發展約自 1999年開始，且多著墨於理論介紹及相關學術

研究議題探究（宋麗玉，2008），後我國學者陸續對於充權實務經驗進行整理及

討論，宋麗玉（2009）及鄭麗珍（2012）指出個體所感知到壓迫與無力等感受

其主因源於環境所形成之限制。而充權能協助服務對象，在服務對象使用其現

存權力時能減少社會和個人阻礙的影響，讓他們可以獲得更多自我決定與行動

的權力，以及增加他們在使用權力時的能力及自信，促使主體性之展現，並實

現服務對象他們想在人生達成的事情（宋麗玉 2009；Payne，2014)。 

貳、服務策略 

宋麗玉(2008)指出充權之策略與方法包含八點，皆為社工實務上時常運用

之方式：(一)協助服務對象認知到自身的能力，如在服務過程中能夠以優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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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看待服務對象及陪同服務對象共同覺察其能力，增進對自我之肯定；(二)提

升服務對象啟動其內在能力，如陪同受服務對象共同討論欲完成的事物、並透

過相關體驗讓服務對象感受成功經驗、透過社工及身邊重要他人之支持與鼓勵

來提升其內在力量；(三)為讓服務對象明白其具有選擇權，透過不同角度的思

維協助服務對象思考換位思考並提供相關具體選項讓其能夠自主選擇，甚至由

服務對象發展出不同的選項；(四)為促使服務對象採取行動爭取，如提供相關

資源管道讓服務對象能自行尋求，社工於旁提供支持；(五)促進服務對象與其

他相關者連結，如鼓勵服務對象參加團體或活動，或邀請其他重要他人共同參

與，讓服務對象能建立自身之支持網絡；(六)係促進集體意識產生，透過讓具

有相似背景及需求的人們接觸與對話來達成團體之意識之產生；(七)為促進服

務對象願意採取集體倡導或其他面向之行動，當中社會工作者可協助訂立目標

與結盟，協助催化其動能，惟以家庭面向服務之社工因工作負荷量較難實際執

行相關行動；(八)以華人文化為基底的方式與對策，如善用家庭支持、以柔克

剛、激將法及社會權威人士等來激發服務對象之改變，實為因應國情及文化而

發產出之實務策略。 

而在充權的過程中 Kabber(1999)認為可分為三個步驟：第一項為資源，也

稱為前提條件。資源有利的條件能讓他人充權；再者為能動者，即有確定目標

的能力且能對他們的目標採取行動；最後為成就，即以實現目標與否作為衡量

標準，如圖 2-1所示（引自 Richardson，2018）。 



20 

 

 

圖 2-1 充權過程概念模型 

資料來源：Kabber(1999)，引自 Richardson(2018，p.541)； 

研究者自行翻譯。 

 

在執行充權實務時，是透過協同與夥伴關係來執行，我們並非為服務對象

完成，而是與其合作，共同找尋服務對象所需之資源（宋麗玉，2008）。充權實

務反映出對於服務對象自決的承諾，服務對象參與以及從業人員與服務內容、

過程亦是開放的、能被服務對象影響。充權以個人或社區為施行對象，其個體

主體性均可展現，社會工作者除以專業助人關係與對象建立關係外，更需要在

服務與受服務者之間達成平權的夥伴關係(林育陞，2015)。王增勇、陳淑芳

(2006)對於專業工作者在充權的策略上以對制度性問題之批判及專業知識反思

為主，強調四個面向，包含意識覺醒、以服務對象為中心的工作方法、建立對

話的空間、形成遠景並能促成集體行動之組織。 

在充權之面向上，宋麗玉(2008)以生態系統之三層次看待服務對象之充

權，包含個人內在層次、人際層次、社會政治層次，透過系統性的面向來檢

視，在個人內在層次係擁有自尊、自我效能及肯定自我，對於環境感受到良好

的適配度；人際部分，則是具備與他人互動之技巧及溝通能力並產生夥伴關

係，互動中能自我肯定，並能夠尊重自我與他人；社會政治部分，則明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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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之權利並行使，面對不公能夠集結發生進而改變周遭環境，以達成充權面

向的實踐。Lee(2001)亦從此三層次指出具體技巧，個人內在層次部分係找出無

力感來源，以優勢觀點看待並除去負向標籤，將阻礙個人直接及間接之因素排

除，透過自我重新定位來找到自身能量；人際層次上則由社工以專業知識協助

服務對象發掘無力感之來源並組織有共同經驗的人群相互支持；社會政治層次

則讓服務對象明白應透過什麼樣的行動來倡議並排除結構或體制之不公，如建

立社區組織等。 

故綜整 Lee(2001)、宋麗玉(2008)及 Richardson（2018）對於充權應用於

單親女性發展出本研究之充權架構，如圖 2-2 所示，於個人層次、人際/社群層

次、社會結構層次皆須關注，Richardson（2018）之經濟充權多聚焦於就業層

面，而就業面向亦可由個人至人際/社群大至社會結構層次進行資源之盤點，首

先需確認服務對象之就業資源條件及限制，需服務對象本身之所見自身之優

勢，亦有社工發現服務對象之優勢，並將限制部分重新框架（reframing），讓

單親女性能夠重新定義經驗及自我。後共同盤點服務對象有所之正式與非正式

資源及服務對象與資源之互動與關係，並陪伴其找出優勢增加其信心及發展溝

通技巧、形成夥伴關係以達到正向互動及回饋，針對其面對之無力感的部分能

夠透過社群及人際的力量相互支持。最後則由社會結構等脈絡下看服務對象在

就業面上是否可合理行使並實際行使其應有權力，如保險及請假制度等，且是

否有管道可表述意見及不足處，確認服務對象在各面向皆能有良好的適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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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充權架構圖 

資料來源：Lee(2001)、宋麗玉(2008)、Richardson（2018）； 

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女性充權與經濟充權 

充權的相關研究繁多，研究者以我國近十年之學術研究論文進行整理，以

充權、增強權能、賦權、培力關鍵字進行搜尋，並以對象進行分類，因賦權尚

有賦權領導及心理賦權議題，運用對象多以管理及體育、教育體系為主，與本

研究主題較無直接關聯性，故不深入探討，而培力一詞則多用於社區面向。充

權理論運用群體相當多元，舉凡兒少、女性、新住民多為充權實務運用上之主

要範圍，亦有以家庭、專業人員、街友、原住民、愛滋感染者等對象進行探

究，在社工專業人員部分多以督導者及受督導者之充權歷程為探究，僅一篇為

探究青少年機構之工作人員對於充權概念的認知，研究者整理如附錄一。 

一、女性充權(Women’s Empowerment) 

女性充權是讓女性能夠在生活中更有自主掌握權，包含提升自我意識及價

值感、具有選擇權能對資源進行利用，並改變歧視或不平等的結構問題，女性

的福祉亦會影響家庭和社會，是一個具高度重要性的人權問題（黃源協，

2016；Richardson，2018）。如何定義女性充權可能因情況而異，根據女性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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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或種姓、種族、相對財富、年齡、家庭地位等其他標準，女性充權的水平有

時會相差甚遠，對女性能力的任何分析都必須重視所處位置進行（Mosedale，

2005），其為脈絡性的，在不同的家庭政策或文化面向下過於單一的測量指標都

會忽略了生活中可能影響的面向，充權女性會因為女性特有的問題而產生多重

面向的充權需求，且並非所有人生選擇都是平等的，女性在能動性上經常受到

婚育的生命軌跡所影響，而男性的態度和行為在充權過程中經常是相當重要的

障礙和促進者，但很少有人會以男性作為對象進行研究(Richardson，2018）。 

Mosedale(2005)提出四個女性充權的核心概念：(1)被剝奪權力是充權之前

提。如，充權女性是很重要的，因為作為一個整體，她們相對於男性而言缺乏

權力。(2)充權不能由第三方給予，而是那些被充權的人必須主張它。因此，工

作者無法賦予女性權力，但工作者可協助創造充權的條件環境，促進女性獲得

權力。(3)充權的定義通常包括人們對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做出決定並能夠執行的

感覺，反思、分析和行動都可能在個人或集體層面上發生。(4)充權是一個持續

的過程，而不是結果。 

女性充權具相當多面向，如教育、經濟、發展及政治面向，教育面向以協

助獲取知識及資訊來改變女性思維，並挑戰及改變壓迫狀況；經濟面向則透過

訓練來習得相關工作技能、佐以補助、儲蓄及貸款等，並需關注結構性問題；

發展面向則以提供服務來滿足女性需求，包含活動等；政治面向則為鼓勵及促

進平等的政治參與（鄔亞軒，2016）。 

二、經濟充權(Economic Empowerment) 

英國國際發展部的報告指出女性在大部分的家庭相關工作仍未得到報酬，

包括家政工作，投入家庭農場或企業、獲取家庭使用之燃料或飲用水等。世界

各地的家庭工作者在不受監督和不穩定的環境中工作的女性佔了 83%，家庭生

產是保持家庭維繫所需的無薪工作，例如烹飪、清潔、購物及需照料子女及其

他家屬等。而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在非正規部門工作，包括城市非正式經濟

活動、農業經濟及家庭照顧等。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仍落後，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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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整體產業結構尚未提升，女性就業仍為困境，故女性多仍侷限於傳統家庭

價值（Peters & Astone & Malik & Maret & Heller，2016）。 

經濟充權係獲得和控制經濟資源的過程，包含機會和市場，這使服務對象

能成為能動者並行使決策權，並使生活各層面皆更好。因此更廣泛的經濟充

權，如在勞動市場上女性若能夠參與勞動，也將連帶提升與維持托育的經濟市

場。英國國際發展部的報告表示女性經濟充權上包含了幾個面向，如(1)減少無

薪工作的發生率；(2)從不穩定的工作轉向有保障的工作；(3)提升參與高生產

率行業，而該架構係以就業為其經濟充權之主軸，除女性就業外亦搭配環境及

政策的變革與保障來達到女性的經濟充權，然針對其他經濟充權之資源獲取方

式如創業、教育投資等方式缺乏相關討論。 

不論是何種執行的形式，經濟充權的概念能夠協助女性往更好的生活藍圖

邁進，Peters et al.(2016)研究指出，女性經濟充權改善了家庭狀況，包含在

兒童教育方面降低了兒童死亡率；在家庭內部更能產生具包容性的決策。而女

性經濟充權的大多數目標不只是增加女性勞動力的參與，係由多面向來評估

的，如就業時若女性需要長時間的工作來換取薪資，實質上仍削弱女性就業權

益，如此就不能完全滿足女性經濟充權的目標。另外，若多數女性仍在低薪和

不良的環境工作，工作內容沒有轉化為讓女性具有能動性或自主權的樣態，則

女性經濟充權也無法充分實現經濟參與，特別是影響他們參與其家庭重要決策

的能力。Peters et al.(2016)表示女性經濟充權包含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公共

服務及基礎建設、促進傳播技術之科技提升、性別政策上如提供兒童照顧、法

律變革等面向將會協助促進女性經濟充權；而障礙則是非正規部門的規模以及

該部門中女性的任職人數過多、遭受暴力侵害女性和孩童，都會導致女性經濟

充權的削弱。陳羿谷(2017)檢視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第 8項目標，認為尊嚴

勞動及經濟發展為其主軸，須從更多元角度觀察環境及人力資源之狀況，女性

充權非僅止於數據資料之呈現，亦涉及勞動市場相關政策變革、科學技術及管

理制度之創新、領導決策才能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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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亦陸續發展相關經濟充權相關方案，在美國，美國退休人員協會

(America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針對女性所需之理財技巧辦

理女性財務教育資訊方案、亦有以低收入戶為服務對象之財務素養/知能之方案

（王珮玲、陳姿樺，2017）；香港則有婦女基金會透過創業來實現經濟充權；我

國則有現代婦女基金會辦理女人＄進自由經濟賦權方案等，惟相關經濟充權方

案較偏向個人的財務能力的養成，對於結構脈絡之成因與限制則較少討論。 

綜上，經濟充權應用須從女性所處之社會環境與經濟狀況著手，並非僅從

單一面向執行，了解其經濟層面之需求及生活之不足，俾利發展合宜之就業服

務策略，以達到女性之經濟充權（鄔亞軒，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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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質性研究是一種多元典範的研究取向(潘淑滿，2003)。而質性研究之特性

整理分為下述六項:重視社會脈絡、個別研究的價值、研究者的誠實、以建構理

論為目標、過程及時間順序、意義的詮釋（潘淑滿，2003）。簡春安、鄒平儀

（2016）對於執行質性研究亦列出六點原則：包含聚焦在事實上，重視當事人

的真實感受及看法；強調整體性，以當事人周遭脈絡賦予事物意義；細緻探討

人事物間之關係，對互動高度關注；不著重於概化及因果關係；認為價值觀是

必然且寶貴的，看中每個人的個殊性；研究結果並非絕對、必然的，是暫時性

且可能因其他相關而有所變動。 

有別於心理諮商領域傾向採用心理認知取向、教育領域著重於發展取向，

社會工作中則更強調服務對象在對抗生存困難以及受環境結構壓迫的充權取向

(白倩如，2014)。因此本文並非以問題導向來看服務對象，而是藉由充權觀點

來檢視服務對象所處的環境。而社工所提供或與服務對象共同擬定之目標須以

女性在其經歷的事件與生活脈絡下看充權能如何執行與應用，亦透過本研究以

瞭解社工在提供就業/創業服務的緣起與脈絡，亦是整理社工自身服務經驗的爬

梳，因此與質性研究特質如重視社會脈絡及個別研究價值與意義的詮釋相符，

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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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瞭解社工提供經濟不利單親女性家庭之就業/創業充權服務經

驗，故鎖定本身即有提供就業/創業服務之機構為邀請單位，參酌(1)社會救助

法施行細則第 4條7、(2)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條8、(3)各單位自行評估經

濟不利單親女性為社工服務之對象，且聚焦於單親女性獨自撫養子女之情況，

將服務對象設為育有 12歲以下兒少之單親女性，因此以政府及民間社福單位社

工於服務中或結案之服務對象符合上述條件即為本研究訪談對象，並以提供就

業自立、社區產業、社會參與等服務經驗兩年以上之社工為佳，考量北部地區

相關方案較多、資源較豐富，故以服務北部地區之社工及社工督導作為本研究

之訪談對象，共計訪談 8名，訪談男性 1名、女性 7名，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

3-1。 

                                                 
7 社會救助法施行細則第 4條：本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特定境遇單親家庭，指申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未滿十八歲未婚仍在學子女之家庭： 

一、配偶死亡。二、配偶失蹤，經警察機關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三、經法院判決離婚確

定、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四、因受家庭暴力已完成兩願離婚登記。五、已依民法

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向法院請求離婚。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七、離婚後未再婚，其前配偶有第一款、第二款、前

款之情形，或受其前配偶家庭暴力而取得通常保護令。 

申請人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十八歲至二十五歲在國內就讀屬於本法第五條之三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學校子女，或獨自照顧無生活自理能力身心障礙子女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及財政能力，認定其為特定境遇單親家庭。 
8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 4 條：本條例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申請人其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

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二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二、因配

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離婚登記。三、家庭暴力

受害。四、未婚懷孕婦女，懷胎三個月以上至分娩二個月內。五、因離婚、喪偶、未婚生子獨

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或祖父母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子女，其無工作能力，或雖

有工作能力，因遭遇重大傷病或照顧六歲以下子女或孫子女致不能工作。六、配偶處一年以上

之徒刑或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中。七、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

估因三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者，且其重大變故非因個人責任、債務、

非因自願性失業等事由。 

申請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及兒童托育津貼者，前項特殊境遇家庭，應每年申請認定

之。 

申請人之孫子女領取本條例所定扶助，以符合第一項第五款扶養十八歲以下父母無力扶養之孫

子女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父母無力扶養，係指父母均因死亡、非自願失業且未領失業給付、重大傷

病、服刑或失蹤等，致無力扶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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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化名)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社工年資 

就業服務

年資 
服務內容 

小向 女 45 碩士 22.5 21.5 就業/創業 

小蒲 女 33 碩士 9 7 就業/創業 

百合 女 44 碩士 20 14 就業/創業 

小玫 女 37 碩士 12 8 就業/創業 

小草 女 37 大學 13 6 創業 

阿川 男 35 碩士 13 4 就業/創業 

小蘭 女 45 大學 9 3 就業 

小鈴 女 28 大學 4.5 4.5 就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機構類型上分為區域中心（家庭、婦女、單親、社會服務）、社會團體（社

工自組協會）、社會福利機構三種。因各單位條件與所處位置不同，將使服務出

現不同差異，如經費來源對服務的績效訂定、網絡間之互動與多寡會產生不同

的樣貌，而同類型單位也因為所處的區域發展及地理環境不同而在服務對象的

背景或需求程度上會場生差異性，分述如後。 

區域中心經常因主管機關要求特色發展，故考量中心能夠進行發展的方向

或與理念搭配，進而開始提供相關就業創業之方案服務，也因區域性發展結構

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服務需求，有服務轄區婦女多數是有工作的，而有區域多

數較為貧窮或偏中高齡，有更多的婦女需要相關資源的支持。 

社會團體（社工自組協會）其係以社區發展為工作方法的單位，致力於地

方發展，有受訪者表示其服務信念就是把社區的人集合在一起，並讓生活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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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而在服務過程中，也因為發現服務對象對於就業/創業服務有需求，但在

勞政服務上無法獲取符合其需求的服務，單位進而開始發展相關服務長期深

耕，如透過地方市集，協會與各個單位一起將社區串聯起來，更加深在地經濟

的密集度與在地人的凝聚力。 

政府部門因應法規範或政策需求而委託社會福利機構（民間單位）辦理相

關服務，承攬單位尚須配合政府所訂立之服務標準，在方案執行上，有單位是

看見了服務對象有社會支持的需求，服務過程中依需求轉變成就業/創業長期服

務、有的服務單位亦是看見勞政的就業/創業服務不符需求，進而自行開展就業

/創業服務。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壹、資料蒐集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工對於經濟不利單親女性經濟充權處遇之歷程，此涉及

對於目標及問題界定之看法及認知等，注重其經驗，故以深度訪談法做為資料

蒐集，又受訪者所述之內容與實際經驗分享非固定，過程係依據受訪者之狀態

進行彈性調整，故以半結構式訪談方法作為基礎，詳如附錄三。 

受訪對象選取方式以立意抽樣篩選出不同單位及性質並適合本研究之受訪

對象進行聯絡，並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內容及可獲得之訪談之禮品(禮卷)，經

同意後進行訪談，後續並以滾雪球抽樣方式招募其他受訪對象。 

貳、主題分析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e analysis）進行分析，Van Manen（1997）

指出主題分析法是不預設資料分類或抽象概念的資料分析方法，旨在找出現象

的意義，以及詮釋現象是如何被經驗的（引自高淑清，2008）。參酌高淑清

(2008)對於主題分析法之說明，其依循「整體─部分─整體」來回探索文本並

進行詮釋，依據其提出主題分析之步驟進行，分述如下： 

一、文本之逐字稿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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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經歷每一次訪談即開始逐字稿之繕打，據實描寫，忠誠完成原貌，

以貼近訪談實際情形。 

二、整體閱讀 

研究者須暫時架空過往認知反覆瀏覽整篇逐字稿，以進入受訪者世界並詳

實了解受訪者之思維及陳述內容與意義，寫下對文本最初的理解及初步省思。 

三、發現事件與視框之脈絡 

對於重要訊息加註編碼及註解，後逐步確認為事件或視框9並進行意義編

碼，此步驟感性直觀能力及理性辨析能力需並重，以確認訊息未遺漏。 

四、再次整體閱讀 

此步驟可幫助研究者回到經驗意義的整體性並來回省視，重新確認意義之

整合，並避免意義之矛盾與衝突。 

五、分析經驗結構及意義再建構 

來回整體與部分的重新解構，並從研究問題的角度去檢視調整或新增意義

單元，並再次重新回到受訪者的內心，重新建構經驗結構的意義。此階段須注

意保持開放態度、具專業敏感度、批判的心智活動，將隱藏未見的意義單元搜

尋而出。 

六、確認共同主題及反思 

共同主題發現為主題分析法之主軸，著重經驗描述的意義及本質，主要以

主題、次主題及子題三階層所組成，另佐以反思，不斷在過程中將主題之組合

放回情境脈絡重新檢視及確認關聯，包含是否呼應研究問題、是否如實回歸受

訪者經驗、是否真實呈現現象本質、與受訪者是否是互為主體性及詮釋理解、

主題包含之經驗意義是否質量平衡兼具，須避免太過龐雜未具焦、確認有無偏

頗正或負向之經驗詮釋等。 

七、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 

                                                 
9 視框為受訪者在不同情境下其語句中隱含的主張、概念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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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驟則於資料分析之整段過程中，將持續與指導教授與受訪者及口試委

員來回確認詮釋的真實性與否以達其有效性。 

第四節 研究者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亦為研究工具，研究者本身之經歷及個人覺察與敏

銳度將會影響一個研究的品質與信效度（陳向明，2009）。而研究者與受訪者之

訪談及互動將共同建構受訪者所經驗事件之文本，故設身處地並能處於受訪者

立場了解其所述，係為研究中重要的一環。研究者應具備良好的自省能力（丁

雪茵、鄭伯壎、任金剛，1996）及反身性（reflexivity），反身性又稱反思性

及自反性，係要求研究者於研究中進行反思，研究過程中必須仔細覺察問題並

進行處理(施盈廷、劉忠博、張時健，2011)。故筆者於研究中以反身性持續檢

視自身的想法與觀點，以在研究中保持覺察與敏銳度，維持研究之品質。 

而筆者本身於社會工作直接經驗服務經驗近三年，在個案服務的各階段流

程尚屬熟悉，又工作領域之服務對象多元，亦接觸並服務過單親女性，於實務

場域並非陌生，訪談前佐以深入閱讀相關文獻了解單親女性相關之專門服務方

法與需求作為輔助，對於受訪者所陳述之狀況及內容更為具象，並秉持中立客

觀之角度，不對受訪者帶有任何價值批判。研究過程中亦持續與訪談對象確認

意義之詮釋是否正確，避免研究者個人觀點及價值涉入，以貼近受訪者實際之

表達與感受。 

在研究進行前筆者對於勞政之就服體系以及就業社工之工作內容不甚清

楚，抱持著對於個案到就服站多無法媒合適當工作或無下文時之疑惑，期許能

透過研究中爬梳以釐清不同領域之社工經驗以及與勞政部門之合作經驗，從過

程中我看見了每位受訪者對於提供服務的價值與信念，也更清楚在就業/創業服

務上，社工所具體提供的服務與協助有哪些，以及他們與受服務對象的關係建

立及共同合作更是我印象深刻的，這對於在公部門社福中心工作的我宛如是另

一個世外桃源，許多個案甚至是我自己工作時所遭遇的疑問或困境，在充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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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脈絡的爬梳下慢慢清晰並找到方向，也讓我重新檢視自己的工作方式，受限

於公部門的工作性質以及法律明文規範的通報制度下，在社會福利的供給上處

於最後一道防線，案件多如雪片般飛來，我們如同一個醫院的急診室，篩選著

輕重症的患者，也因急迫性不同，無案量上限的狀態下，我們只能盡速處理面

對最棘手狀態的案家，而也傾向了問題解決的模式去處理並進行個案服務。然

而社工工作的面向如此之廣，舉凡個案、團體、社區甚至政策與倡議等，都能

看到社工的身影，在以充權為導向的就業社工服務下，我看到了尊重人與工作

信念價值的主體性，並在各系統與環境間充分發揮居間協調的角色，每個位置

上都有「行動」的可能。重新回到自己身上，除了社工本身的專業價值外，保

持彈性並跟隨社會脈動，我想才是在變遷如此快速的社會洪流下，能夠與服務

對象一起開創出更好生活狀態的不二法門！ 

第五節 研究嚴謹度 

研究是否有效取決於是否運用了精確的測量工具來蒐集資料，而研究過程

對於研究結果之重要面向分為：真實性、應用性、一致性、中立性等四面向，

而在質性研究上分別可對應為可信性(credibility)、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等（潘淑滿，2003），亦有學者將其以內在效度、外在效

度、信度與客觀性進行分類（王文科、王智弘，2010)，整理如下： 

壹、可信性（credibility） 

對應於真實性、內在效度之概念，係指研究者所蒐集資料時的真實程度。

本研究以此領域相關文獻及學術研究進行事前瞭解，在深入實務工作場域訪談

前社工時清楚說明研究立意，讓受訪者理解，並於訪談時清楚說明研究用途及

使用性，並與受訪者建立關係，讓受訪者得以信任研究者並自在的分享自身經

驗，透過研究過程中對照文獻持續進行對話並與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確認詮釋

之內容是否符合，以達到確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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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對應於應用性、外在效度之概念，係指受訪者在其表述之個人經驗以及情

緒感受皆能以確實精準的文字轉達。研究執行過程與受訪者確認研究者之理解

是否貼近受訪者之分享，並透過確認當下情境及使用情形於研究分析過程清楚

詳述，以讓他人充分理解，亦作為他人判斷可參考運用時機之依據。 

參、可靠性（dependability） 

對應於一致性，係信度，係指其如何運用良好有效的資料蒐集方法以確實

取得重要資料。透過清楚敘明研究設計、資料分析方法以及受訪者選取等方式

以其確保研究進程之品質，亦透過與指導教授、口試委員確認分析方式及內容

是否準確合宜，以避免解釋偏誤而影響研究品質。 

肆、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對應於中立性、客觀性，係指對於研究倫理的重視及遵守，讓研究過程確

保值得信賴。研究者須恪守研究倫理等規範，並保持開放及中立之態度面對受

訪者分享之經驗。並透過將訪談結果與資料予受訪者確認後以保障詮釋內容符

合受訪者之實際想法及感受。 

第六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研究過程中對研究者的規範和要求，可以讓研究者瞭解到研究

社群的共同信念，研究者也能透過研究倫理判斷其行為合法性（潘淑滿，

2003）。 

簡春安、鄒平儀（2016）亦指出須注意研究主題是否損害受訪者權益、受

訪者是否同意、這有利於研究者在作為對受訪者的身心保護、隱密性及成果貢

獻的分享等，皆是需注意的部分。筆者進行研究時，亦運用研究倫理提醒和覺

察自身，重點如下： 

壹、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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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邀請受訪者時，先是主動公開地進行自我介紹，讓受訪者瞭解到

研究者的身份與目的，充分告知其研究內容及相關訊息，在確認受訪者的受訪

意願後再寄送訪談大綱，郵件與訪談大綱中詳細列舉研究細節，確保受訪者在

研究進行前知悉其需要被問到的問題、訪談時間、研究中收集到的資料如何處

理等等，同時保留並尊重其在選擇退出研究的權利。在研究進行時，研究者均

在獲得受訪者同意下進行錄音記錄及訪談筆記，保證研究過程中不存在權力不

對等或是不公平的現象。 

貳、隱私與保密 

因為本研究涉及社會工作者對於及機構本身提供之服務及對制度之價值判

斷，為避免受訪者對於機構之倫理議題及兩難，需注重隱私與保密。研究全文

均以自然景物，如花草、河川等化名代表受訪者，剔除可能辨析的人名，盡可

能減少受訪者個人訊息的披露，以免洩露其身份；當受訪者在過程中涉及到某

些案例或經驗分享時，研究者會向受訪者確認其內容，詢問是否可以繼續錄音

或是呈現在文本當中，最後選擇受訪者同意之受訪內容進行文本呈現。 

參、互惠關係 

因為受訪者都是抽取個人工作或私人休憩時間接受訪談，因此對於受訪者

的參與和用心，研究者均向其表達誠摯的感謝，同時以小額超商禮卷作為贈

禮，並於研究結束後提供研究成果予受訪者。 

肆、潛在傷害與風險 

因訪談過程會邀請受訪者分享極端或印象深刻之個案服務經驗，包含成功

與失敗之案例，可能造成其回憶到負向之服務經驗進而造成負向情緒或感受，

因此於訪談前皆會詳細說明訪談內容，若受訪者不願陳述或討論研究者皆予以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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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依受訪者分享內容依序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社工主責之單親婦女就

業/創業服務或方案之起源與發展；第二節則說明貫穿服務之共通性原則運用；

第三節則說明社工於各服務階段含括個人、人際/社群、社會結構面向如何運用

充權觀點進行處遇；第四節則以就業/創業服務內涵及執行充權行動狀況包含動

員、創造資源，並與網絡工作等做說明；第五節則為社工在執行充權取向之婦

女就業/創業服務上之優點、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社政就業/創業服務起源 

本節以受訪者經驗說明北部地區之社政單位進行就業/創業服務的由來與現

況，以勞政就業/創業服務不符需求、進入競爭的勞動市場前需要長時間預備、

積極勞動市場概念蓬勃興起等三點為服務開啟的由來，現社政就業/創業服務尚

未普及，仍於發展階段。 

壹、勞政就業/創業服務不符需求 

  在社工服務過程中，面對服務對象的就業需求多轉介給勞政部門（就業服

務站）進行協處，惟服務對象求助或受服務經驗大多不佳，依經驗分為制度導

向、績效導向、雇主/商業導向。 

一、制度導向 

  國家依法行政，政府制度限縮了就業類型及職種的面向，讓工作的提供上

多不符合非典型就業之婦女，經濟不利婦女可從事工時多較短或零碎，而背負

債務導致銀行欠款信用不佳，若有薪資匯入個人銀行帳戶將被逕行扣款，故婦

女只能從事領取現金之工作，也因此產生了有資源卻不能用的困境，訪談時小

蘭提到因為就服站多數都是提供朝九晚五或是規定投勞健保的工作，導致服務

對象被排除，而小草也提到這樣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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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轉介的都是一直 push 他去做工作，但是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工作或是像

是就服站個工作，因為就是合法嘛，不然就是朝九晚五嘛，然後又一般很行

政的工作，那對於他們，第一個要帶小孩沒時間，或是就是身體不好沒辦法

長時間工作，或是沒有辦法領正常薪水的工作，都是這些條件那就是怎樣媒

合都媒合不上，我們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小蘭，68-73) 

 

對於國家來講他不可找一些不合法，沒有勞健保的這絕對是不可能的，那我

們就慢慢發覺原來是這樣。(小蘭，75-76)  

 

他沒辦法去做有勞健保工作，可是就服站通常提供都是合法性工作，畢竟也

是政府提供的，所以又更不符合婦女需求。(小草，1016-1018) 

 

二、績效導向 

  社工小向緩緩說出在她服務多年所看見服務對象的樣態，對她而言，每個

服務對象對於就業與創業上的服務需求是多元、複雜的，不同於一般大眾的需

求，因此，她深刻理解到服務對象的特殊性需要更深入且專業的就業/創業服

務。 

 

因為他們強調的是績效，他們要的是比較大範圍的就業率的部分，那是可以

的但那是針對一般的民眾，就是沒有很複雜的那些民眾。你也知道個案或是

民眾他的問題需求有不同的層次，那我覺得他如果需要就業諮詢，需要就業

機會，我覺得就是到政府這邊提供服務就好了，因為他們不會花太多時間。

(小向，529-533) 

 

  社工服務上重視「全人」的關懷，以多面向去了解服務對象之需求及狀

態，而勞政服務著重於個人就業意願及績效呈現，兩者於價值取向上有極大的



39 

 

差異，如社工阿川對於勞政端所給的評估與說明與他的工作經驗大相逕庭，他

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在他眼中願意工作並付諸實際行動的人，到了勞政服務端

卻被貼上了沒有工作動機的標籤。 

 

就服體系會把他們貼標籤說他們不努力就業、福利依賴，但是我在這裡看到

這麼多，我沒有看到一個，但是我就覺得他們很容易貼一個標籤，只要沒有

辦法穩就穩定就業三個月，他們都會說就是他還沒有準備好進入到職場。(阿

川，296-299) 

 

今年我們有 O(方案名稱)，讓他們去整理物資，就是有點是我每次發通告，

雖然是發通告，只是跟他講說什麼要來你可以來這樣，他們都會來喔，而且

都會做，而且還搶著說我的時數不夠，希望可以多一點時數，但是那一群人

在社工的眼裡，或者是在就服員的眼裡，就是他還沒有準備好就業。(阿川，

306-309) 

 

  社工小草從與勞政端的溝通與互動理解了對方考量在有限的服務時間內需

達成服務目標，因為單位的績效規定而限制了勞政的服務。 

 

她們很常就是如果這個個案推不動，就是用那種就業動力不足那種東西來去

評斷的部分，所以我覺得就業服務站，他不好用的原因是因為他有勞動局的

KPI 的東西在。(小草，839-841) 

 

  在績效導向下造成勞政在提供服務時的侷限性，以主流價值去定義服務對

象的狀態，而產生出服務的縫隙與斷裂，讓服務對象無法獲得服務的實質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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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商業導向 

  社工小蒲不疾不徐地說出服務過程中她看見勞政體制的限制，同時具有商

科背景的她，能夠以社工及商業的角度穿梭於服務中反思，在她所見，勞政部

門對於就業意願的認定在於服務對象是否配合工作需求。 

 

就業服務中心就會跟你說誒你的個案沒有就業意願誒，然後我就說蛤他明明

就很缺錢啊，我們也跟個案釐清了她真的很想要工作，那你為什麼說他沒有

就業意願，······，但我後來發現原因是因為他們都是站在雇主方的角度去提供

這個服務資訊給個案，所以當這個個案不太積極、不太努力，或是不願意取

捨、捨棄掉他們原本的生活作息，符合企業的需求的時候，他們就會認定這

個個案沒有就業意願。(小蒲，102-108) 

 

  以雇主為導向的觀點忽視了服務對象所處的環境與自身狀態，社工百合也

談到服務對象的受挫經驗，這也讓服務對象需求無法滿足或生活狀況無法改

善。 

 

對勞政部門來說，他很清楚就是我希望能夠幫助個案就業，困難的排除是你

自己要去排除的。(百合，227-228) 

 

貳、進入競爭的勞動市場前需要長時間預備 

  在我國政策的劃分中，就業多屬勞政部門執行，惟服務對象之特殊與多元

性需求，讓社政部門著手發展一套就業/創業服務體系，然而相關的體制尚於發

展中，各網絡與單位包含就業社工本身可能都還在熟悉中，資源也未完整開發

及建立，使得社工在執行時困難重重。 

一、需要時間陪伴的深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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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小鈴理解到就業/創業服務不單單僅是在於工作，而是在於生活及整體

狀態的調整與安排後才可能進行的，相當費時。 

 

我們也有看到很多身障同步也有低收或是中低收的身分，很多其實都是在就

業前準備這塊是要花很多的時間，…，我們接社會局的案子，是不是就可以

有比較充裕的時間讓我們在做就業前準備的這塊，讓他們進入到就業市場之

後不會這麼快又回來，或者是有太多的失敗經驗，讓他們不想要出去工作。

(小鈴，35-41) 

 

  小玫分享中提到服務對象需要的是深入的討論與陪伴，這些都是需要花費

心思與服務對象共同建立與開展的；小蘭也表示在花費更多時間貼近服務對象

以後，才更了解他們實際所需要與面臨的困境。 

 

就服站是一個 KPI 很高，又很快速的地方，但當我們的婦女有沒有辦法精準

表達的時候，他所獲得的協助，相對她的感受性她就會覺得很糟，可是因為

我們的服務是可以比較深化的，我們也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一個人身上，

所以相對應他可能就會我們的感受，哦覺得說我們可以陪她做很多事情。(小

玫，358-362) 

 

當我們進入社區在做個案比較緩的時候比較有時間跟他們慢慢好好談的時候

才發現，其實我轉介的都是一直 push 他去做工作，但是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工

作或是像是就服站的工作，因為就是合法嘛，不然就是朝九晚五嘛，然後又

一般很行政的工作，那對於他們，第一個要帶小孩沒時間，或是就是身體不

好沒辦法長時間工作，或是沒有辦法領正常薪水的工作，都是這些條件那就

是怎樣媒合都媒合不上，我們就看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小蘭，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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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過程中印象深刻是百合與我分享的服務經驗，她告訴我因為服務對象

不同的特殊性就業服務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是超過已經足夠一個孩子讀

完小學的時間；小玫也提到了因為婦女就業狀況的特殊性，需要花費更多的時

間進行工作。 

 

這整個過程下來，大概陪了他七八年左右，從他來到可以穩定工作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裡面，對有些特別是有憂鬱症患者的家庭，有時候你需

要不只是跟這個婦女工作，你需要是跟這個家庭一起工作，跟家庭重要他人

工作。(百合，570-573) 

 

婦女其實這過程會反反覆覆，這也是為什麼個案要做很久的原因，因為他可

能兩個禮拜離職，下一次進步一個月離職，再下一次兩個月，我們都可以接

受，就是再繼續。(小玫，399-401) 

 

  小向提到與勞政服務不同，社政的就業服務強調對於就業包含履歷撰寫、

面試、人際互動等技巧的實際操作與陪伴，過程需相當耗費心力與時間。 

 

我們開始運用社工作就業服務，而且是很深度的就業服務。所謂深度的就業

服務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做很多事情，只要跟就業有關都會服務到，這跟勞

政做的就業服務是完全不一樣的。(小向，526-528) 

 

二、就業/創業資源不足，社工媒合有限 

(一)無符合資源需自行開發 

  不似勞政體系有建立起相關企業及徵才資訊，就業/創業社工多無相關資

源，都需要自己進行開發或想方設法洽談。 

1. 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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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業/創業資源不足，缺乏就業機會，受訪者阿川與小玫都提到它們需要自己

開發相關機會。 

 

我們會去開發職場，這樣子的職場的開發工作機會，那這樣我們工作機會其

實也會是我們上網去找，就是我們會陌生開發，可是我會對應我有個案有這

樣的需要，我才去找相對應的廠商，不會一直做陌生開發。(小玫，141-144) 

 

其實這麼多，婦女的就業其實幾乎沒有資源。(阿川，293) 

 

  百合也表示因為沒有相關企業資料建置，因此皆是企業單位有意願找婦女

就業時雙方再洽談。 

 

大部分都是他們找我們比較多，因為我會比較不知道該去找誰，因為外面職

種很多，我們會不知道該去找誰，我們過往的經驗都是人家來找我們。(百

合，482-482) 

 

2. 職前訓練 

  陪伴婦女做就業前的練習，包含履歷撰寫以及面試技巧等等，都是社工需

協助示範引導婦女學習的部分，如百合與小蘭的分享所示。 

 

幫助或陪伴他們說怎麼去處理面試、處理一些履歷撰寫、怎麼做好行前預

備、然後甚至人際職場上的一些準備。(百合，87-89) 

 

就是每次他去面試前，我就先把他叫來，然後我們先來演練一番。(小蘭，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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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職種介紹 

  讓婦女了解現行職場趨勢，工作與行業，也透過探索更加了解自己想做的

職業，讓婦女能夠更有具象感。 

 

我們是希望讓他去認識這件事，讓他認識工作這件事，有助於他未來在挑工

作時的現實感。(小蘭，132-133) 

 

因為這個社會就是一直在進步當中，所以我們也是為什麼在我們每年至少都

會開到每一季都會有，一年至少都會有八次的這種課程，然後會有個工作

坊，就是介紹不同的職種阿等等的，其實就會希望他們多來接觸這個不同的

類型的工作。(小蘭，142-145)  

 

辦一個就業宣導會，你們可以來聽看看這公司在做些什麼，他們有哪些職

種、職缺，那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自行跟公司投履歷，然後去面試，所以

透過這個管道，我們也有幫一些婦女進去工作。(小草，279-282) 

 

4. 專業課程 

  依婦女或現行職場需求媒合相關課程讓婦女參加，以增加自身能力，如同

電腦能力及理財能力之培養等。 

 

我們後來有跟那個巨匠就合作所謂 WORD 初階班。(小蘭，310-311) 

 

比如說會找一些像有···本來就在辦理財課程的單位，比如說 O(單位 1)、W(單

位 2)，我們就會跟他們合作說那你們來幫婦女上營運計畫，就是記帳這件事

情，所以個體戶的部分我們就跟 O(單位 1)合作，請他們來教這些婦女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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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了公司營運的部分我們就請 W(單位 2)這邊協助他們去做財務帳的部

分，讓他們知道說他們的盤點、成本、計算。(小蒲，269-273) 

 

5. 創業資源 

  透過媒合專業師資或資金來源協助婦女能夠創業，如小草分享創業課程以

創業單位原有之顧問為師資，若要創業當準備好即可有資源可進行申請。 

 

我們的那個老師，其實也是我們的諮詢師，所以他是從一路從他的開始到結

束，那個老師本身也是 O(單位)的顧問，如果他覺得他有需要，可以幫他直

接做連結，所以一個部分是，我覺得可以找到很全面性的老師，反正就各產

業她都很熟。(小草，391-394) 

 

有人說我想開麵包店，好好好我們就去找麵包店的老師，請他們還上課，然

後還有人說我想開花店，我就找花店老師來上乾燥花瓣。(小蒲，407-409) 

 

開設創業有關方面的課程，就是跟他們討論創業是什麼？怎麼樣來創業、怎

麼樣來做整個經營規劃。(百合，85-86) 

 

  多數社工也表示會協助單親婦女排除參加課程與訓練的困難，小蘭與小草

都分享在服務過程中會配搭托育的資源，讓婦女不用擔心子女無人照顧，能無

後顧之憂的參與及學習。 

 

我們所有的課程，我們都會有那個臨托保母。(小蘭，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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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的排除他們的困難，我們找了保母，你今天只要敢帶幾個小孩來，我

就敢給你幾個保母，比如說我們甚至有對象帶四個小孩來，就是兩個保母給

你，我們就是依那個，而且我們保母都是有執照的。(小草，314-316) 

 

(二)已知資源的可近性低 

  部分運行良好或已開發的資源不一定唾手可得，就像百合分享媒合工作時

也提到，有些工作地點因為距離服務對象住家甚遠，因此沒有再做使用。 

 

一部分也是距離啦，所以那邊對我們來說有點遠，後續就沒有合作。(百合，

275) 

 

參、積極勞動市場概念蓬勃興起 

  在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下，積極福利的概念興起，Kennedy(2013)指出此

概念強調有薪的就業，對於接受服務者形成有條件式的福利，希望他們能夠藉

此重回勞動市場（引自王永慈，2017）。  

 

那你經濟裡面如果一直領補助也不是辦法，因為會不夠嘛，那時候會希望會

是說有些他只要願意的話會引導他去看看他有沒有一個收入的來源，就是就

業的部分。(小向，147-149) 

 

一、面對問題處理方式的轉型 

  服務的提供開始有更多的面向，期待除了經濟補助外能夠開拓出不同的方

式，讓這群人能夠有脫離貧窮的可能性，如同小向則希望透過不同於補助的方

式，讓服務對象找到新出路，小蘭表示在補助領取的過程中有能力者可能變得

依賴，如何協助他們就業/創業是需要處理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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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像社福體系也是慢慢在發展，就是像低收入戶開始去關心，有能力就業

但未就業人口，以前比較不會嘛，可是為什麼？就是因為你補助一定會有限

阿，然後一直要錢的結果，你只是讓這個福利依賴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依

賴。(小蘭，815-818) 

 

政府的補助有限，你的資格就是申請一次，不然就是只能拿那麼一點，那總

不能一直都是跟人家一直需求阿，這個需求久了人家就會開始會 push 你去工

作，比如說像說低收入戶人家有代賑工會要求妳去工作阿，政府的補助不會

那麼傻，那大家每個人都耍賴就不要工作就好。(小蘭，588-591) 

 

二、引發想望，投資人生 

如何從服務對象自己的想法裡去找出他有興趣的工作類型，期待從累積服

務對象自身的資本開始前行，如同小蘭與小草所分享的，她們都希望藉由服務

對象的想望來一起發展出新的夢想藍圖。 

   

經濟補助這件事情它總是有到頭的，那怎麼樣的讓他們除了經濟補助這件事

情之外是不是還機會可以自立更生或是由自己來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機

會。(小蘭，60-62) 

 

其實他們比較會需要這種，他們比較有回歸到社會的一些機會，或者是動

能，或者是說畢竟人生很長，你不可能補助補到六十五歲，然後等等接著老

人這個部分，然後孩子還這麼小。(小蘭，355-357)  

 

因爲那是他的選擇，所以我不會用浪費來形容，但是你會轉過頭去的時候，

你會感到很惆悵，那時候的我為什麼會做出那樣的選擇，如果未來有沒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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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選擇，那我們不用等到未來，我們有沒有可能現在有一點點不一樣。(小

草，1128-1130) 

 

肆、小結 

  從各項原因都可得知就業/創業服務之發展立基在服務對象之需求上，惟從

行動位置、資源配置的面向來看，在就業市場服務對象多因其多重困境而在選

擇工作內容上受到限制，進而造成在就業市場容易受到排除。由社政服務所開

展的就業創業服務亦因其經費來源多為政府，對於政策執行亦有期待，故產生

服務與內容的差異性，依照經費來源分類說明如後。 

  依機構服務之財源分類如政府提供、部分自籌、機構自籌為主，受訪者服

務的單位其經費由政府提供有五個單位、自籌為二個單位、部分自籌為一個單

位。 

一、政府提供 

  政府部門因應法規範或政策需求而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相關服務，承攬單位尚

須配合政府所訂立之服務標準，單位承接政府方案的小蒲及小鈴都表示在服務

上皆會綁定績效。 

 

因為我們其實跟政···培力課程其實是我們跟政府申請來的一些經費，但是政

府在服務方案的設定的時候一定有他的期待，那像我們現在這個方案他被設

定的比較像是女性經濟力。(小蒲，206-208) 

 

我們會綁求職人數，成功就業跟穩定就業 3 個月跟 6 個月。(小鈴，19-21) 

 

二、部分自籌 

  對不足需求部分透過自籌來創造，如同小鈴單位以自有經費增加人力的方

式來因應服務人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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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會內自籌一名人力，所以總共會，含督導的話，有五個人在做。(小

鈴，29-30) 

 

三、機構自籌 

  由機構自行開拓方案所需資金並自行營運，未接受政府相關補助。小玫與

小向都是以機構自籌來進行服務，印象深刻是在機構服務的小向告訴我，機構

也曾經接政府委託方案執行服務，但面對政府在績效上的要求，考量服務性質

的差異，小向與機構討論後轉向募款由民間企業提供資金來源。 

 

因為現在有一個趨勢是如果就業上的募款、經濟上的募款其實是 ok 的，因

為有很多企業他們希望看到的是就業能力的提升，就業的部分。(小向，582-

584) 

 

  社工就業/創業服務面臨結構上的困境，但社工仍在尋找各個突破口，即便

路途艱辛，社工仍試圖與服務對象一同開創更好的生活樣貌，而在服務的過程

中，應該具備何種態度與服務原則，將於下節一一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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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夥伴關係與優勢觀點原則之運用 

  充權是藉由資源提升服務對象能力進而實現服務對象於生活自主權的服

務，它是過程也是結果的呈現，而優勢觀點著重聚焦在服務對象之優勢進而推

展服務，兩者皆著重持續發展服務對象之能力及資源且重視以服務對象為主體

之概念，兩者為夥伴關係，服務中皆不帶有指導性，上述價值在服務過程中皆

會持續運用，惟依照服務階段兩者使用時機與程度有所不同，本節將以優勢觀

點做為策略，透過受訪者分享如何看見服務對象的優勢與價值，從服務關係、

優勢六原則運用、評估工具等三部分進行說明。 

壹、服務關係 

一、平等關係 

  若以專業權威的態度看待服務對象，將會產生權力不平等而有高低之分的

情形，也較易聚焦在改善不足的負向觀點上，在充權導向的服務中社工會作者

與服務對象兩者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多數受訪者也都提出這樣的關係能夠讓彼

此自在對話而不因專業關係而有高低之分。 

(一)提升服務對象能量 

  小向分享自己的工作的經驗時，總是相當堅定，強調與婦女之間的關係必

須是平等的，充權才有可能開始發生。 

 

是平等的，沒有誰是高於誰的部分，因為唯有跟婦女平等，唯有跟服務的對

象平等他才可以提升。那如果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情況之下他能力不可能提

升，而且他充權不太可能會充權到哪裡，因為你跟他就是權力不對等。(小

向，639-642) 

 

  百合也表示彼此關係平等，才能讓婦女更有自信說自己的想法，進而看見

並發展自己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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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在當一個糾察隊，只是去評估他到底符不符合補助標準，而是想更

多去認識他，瞭解他的優勢是什麼？了解他的特質是什麼？(百合，154-156) 

 

回過頭我們就是站在一個可以平等討論事情，然後可以跟他分享，當他有這

個想望，多一點去了解他怎麼想的，我們去了解這個工作對你來說這麼熟

悉，為什麼會那麼想要從事這份工作，過往在這個經驗裡頭你看到什麼？你

在工作裡頭你怎麼發揮你自己。(百合，785-788) 

 

(二)拉近關係與距離 

  社工百合在工作過程中會適時讓服務對象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互相

的，就如同她分享她與憂鬱症單親婦女工作的經驗，更能拉近彼此的距離與關

係。 

 

..就是那時候有特別鼓勵他，他還是有出席，只是他看到這麼多人，他是有

點小崩潰，但是我就說，你就來幫幫我啊，對對對。(百合，370-371) 

 

  就如同小蒲提到：我們彼此是很平等的，然後大家都是彼此的支持系統。(小

蒲，664-665)只有雙方關係平等，夥伴關係才有可能往前展開。 

 

二、開放彈性 

  在服務的工作過程中對人事物保持開放，能夠適時做調整，不執意勉強服

務對象，也不侷限自己的任何嘗試，才能一起創造更多可能性。 

(一)對服務對象 

  百合在服務時保持彈性，面對服務對象有自己不同的方法時，他們都能讓

服務對象自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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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他自己的方式，我就說好沒關係，你還不習慣沒關係，你就先用自己的

方式試試看。(百合，366-367) 

 

  小向沒有控制會談內容方向一定要偏向什麼目標，若服務對象願意分享，

她都有更多的空間準備要好好聆聽。 

 

如果他願意講我都願意聽，我覺得這就是我自己的知識。(小向，827) 

 

  面對服務對象的選擇，小草不會因為沒有達成當初期待的目標前進，而是

則選擇用正向心態看待服務對象的選擇與成長。 

 

課程整個結束之後，他也沒有要創業，沒有要就業，那我們就尊重他，把他

當成是來學習。(小草，425-426) 

 

(二)對工作內容 

  在就業/創業的工作內容經常五花八門包羅萬象，也考驗工作者是否願意敞

開心學習不同的事物，小向也提到在提供就業或創業服務時，社工是否具有開

放的態度都會影響對於服務的提供與品質，因此認為保持彈性與開放，願意去

學習，才有可能帶來更好的服務。 

 

是阿是阿都要學，可是請老師來上課的時候我都要求社工你要學。今天你就

看不懂婦女的寫的履歷好壞，做什麼就業社工？沒辦法啊就要訓練阿。我覺

得會跟同事講是說後來學到的都是你的，不是機構的，最後受惠的是你不是

機構，這也是你在協助個案一個專業的基礎跟專業能力，就看你自己願不願

意。(小向，651-654) 



53 

 

 

三、保持耐心 

  在服務時，許多社工往往急著處理問題，但卻沒有確認服務對象的狀態與

情況是否合宜、是否具有動力，而導致許多處遇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在過程中

需具備耐心，才能與服務對象調整到同一個頻率上，在過程中也才可能挖掘出

更多優勢與能力。 

(一)發展共同步調 

  社工小向堅信，社工工作始終是面對「人」的服務，因此對人給予空間，

給彼此空間，在同一個能溝通的狀態上再進行對話。 

 

但我們做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物品，很多時候會鼓勵社工多一點時間給自己也

給服務對象，那不代表多一點時間是你不好或怎樣，因為你所有處遇都要按

照個案的步調，你的步調是急的但他是慢的，你只會逼得他離你越來越遠。

(小向，734-736) 

 

所以在服務裡面，社工跟個案是一起的，而不以社工為主體。而且這個就業

計畫是一起的，所以當個案不動的時後社工是不可以動的，你就等。(小向，

501-503)  

 

  社工小蘭也分享她在服務過程時面對服務對象沒有進展時，她不會勉強服

務對象，而是依循服務對象的步調往前，不急不躁的等待服務對象，給予她多

一些時間。 

 

但有些真的就不動啦，就等啊...(小蘭，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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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決定共同面對是小玫在擬定服務目標的核心，她認為只有服務對象願

意，這個處遇計畫才能夠繼續。 

 

我們就業服務目標應該是，個案跟社工一起擬定出來，就是他想要找什麼類

型工作，那個類型工作必須是個案他自己願意、而且是同意的。(小玫，124-

125) 

 

(二)發掘不同可能 

  用正向角度看待，不失去希望與信心，才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在過程

裡看到更多可能性，小向認為過程中持續對話，可以看到更多工作的空間；小

蒲也不因為服務對象的停滯而認為是失敗，而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等待服務

的契機。 

 

你可多一點時間去看去對話去觀察，你就會看到婦女有很多可能性拉。(小

向，727-728) 

 

你就只能等待啊（笑），你要等待個案願意開門，然後你要在不同的角度裡

面都嘗試去敲門，你還在嗎？（笑）對但是我覺得他算是···我不會用失敗的

角度去看待他，只是時間還沒有到。(小蒲，860-862) 

 

四、具有同理心 

  站在服務對象的角度思考，並嘗試去理解她的感受，讓她知道還有人能夠

懂她。阿川分享著他的工作經驗，他說在他眼中的服務對象，常常都不是外人

所想的那樣，曾經他也以為服務對象是不願意處理，但深入與對方會談過後，

他才發現原來根本不是這樣子。 

(一)了解脈絡與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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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川認為一定要了解事情發生的成因，也才能讓服務對象被理解進而信任

你，當你瞭解對方，並知道對方為何會有現在的樣態，才有可能繼續開展工作

的可能。 

 

他們發生了一些讓人無法理解的事情，他背後一定都有他的原因。(阿川，

889-890) 

 

但是他在這個看起來沒有能力的背後，他其實是有他的形成的原因的脈絡，

所以其實是真的要好好陪他去聊這件事。(阿川，894-895) 

 

  小向則表示與服務對象的工作素材都隱含在她的生活中，明白來龍去脈並

學會用對方的語言，才有可能與服務對象建立更好的服務關係。 

 

我們跟婦女工作的時候其實很多的素材是來自於他的脈絡，那如果他跟你講

什麼東西你沒有記住，沒有去用他的素材來去跟他工作，他會覺得是你不懂

他。(小向，827-832) 

 

(二)了解服務對象感受 

  阿川認為在服務過程中，必須站在服務對象的角度去感受與理解，並試著

讓她明白你能夠了解她所經歷的感受與為難，更有助於彼此服務關係的進展。 

 

他那個委屈就是也不會說出來了，但是你要去發掘，你要去回饋他這個，回

饋他這個他以後就什麼都聽你的，叫他去幹嘛就去幹嘛。(阿川，931-932) 

 

但是我這個過程就是要這個就要鼓勵他，我其實懂學校在針對你，然後我們

陪他去開學校的會。(阿川，67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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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原則 

  運用優勢觀點的六大原則來與服務對象工作，才有可能看見優勢（Rapp 

&Goscha，2006；引自施教裕，2018）： 

一、服務對象有能力去學習改變與成長 

  必須相信服務對象有能力，可從中稱讚服務對象具備從事某一些事情的意

願及能力。看見服務對象之能力與優勢在充權工作中極為重要，讓服務對象相

信自己是有能力、有動能去達成她想完成的目標與想望。優勢只是尚未被看見

或發掘出來，就如同服務過程中社工小草陪伴服務對象去找尋並看見。 

 

資訊蒐集，他們覺得現在短期之內一定是不夠用，他們才來找你，但是他代

表過往是夠用，我覺得要把過往那些東西談進來。(小草，1230-1231) 

 

我為什麼會尊重他們的原因，是因為我相信他們可以從以前生活到現在，一

定有他們的能力存在，那我們不會是那個可以，可能或許可以的話，可以成

為開寶箱的人，如果不行的話，那我們可不可以陪著他在這邊一陣子，甚至

幫他藉由別的單位開啟他的寶箱的這個功能，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個案就

像小魚兒的爸爸狀況，我們要嘛就是陪著他經歷他的孩子長大，要嘛就是我

們如果更積極一點，我們可以找到那個鎖去開了他，然後讓他資源可以出

來，甚至恢復意識也有可能。(小草，784-790) 

   

  啟發及引導服務對象想要改變的想望及動力，共同討論未來適應需求或開

拓資源等策略，如同小蒲與婦女共同討論可能有的調整方式，讓服務對象能夠

瞭解並非只有一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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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就建議她說那你可以多看一些相關的書籍，或者是你可以篩案做，不

見得要放棄這個產業，可是你可以換一個服務的模式。(小蒲，754-756) 

 

  增強服務對象權能，視時機進行轉介，服務過程中必須看著她實行，並非

幫她做。可隨機示範與教導，過程中持續改變及維持成長，除改變並協助排除

過程中之障礙，小蒲也分享她持續創造一個讓婦女能夠學習的環境，並請有相

關能力的志工來教導服務對象相關技巧，當上手以後，即可適時推介至政府單

位。 

 

通常我們都會鼓勵已經會使用電腦的婦女，我們其實會有給一個臨時酬勞的

費用，就是我們會先讓在服務據點裡面練習，讓婦女去練習接觸電腦…你就

幫我們打打資料，比如說收發文、比如說什麼，然後我們練習接觸電腦，或

者是婦女他們在做商品的時候要貼營養標示，他們需要做那個內容，我們就

會找大學的志工來教他們怎麼打電腦、做成標籤，當他們真的都有電腦能力

之後才可以推進政府臨工。(小蒲，677-686) 

 

  要肯定服務對象改變的努力，並期待其持續改變，進而產生更強的漣漪效

應與結果，如小蒲所分享發傳單的過程，讓服務對象知道有人來據點買東西是

因為前一天有拿到她所發的傳單，以增強服務對象的持續行為。 

 

去增強前一天有發傳單的人，誒你發了傳單然後今天有人來買東西欸，其實

他們在意的不是買不買他們的商品，他們在意的事我發的這件事情有沒有

效，我覺得那不是只有企業吧，那其實人都是這麼想，對，然後婦女就說喔

原來我發是有效果的，那我再繼續發。(小蒲，470-474) 

 

二、焦點在於優點而非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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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及肯定，此處包含靜態與動態，靜態事物為家中重要

人物合照或蒐集品與陳列物品等，動態活動則如生活照顧、人際互動等實際活

動觀察，以過去正向經驗的喚回與重溫原有優點經驗，並將負向語言或行動解

構與重建，引導正面的關注與互動(施教裕，2009)。社工小玫就將婦女對於孩

子的照顧、打理家務種種辛勞與不簡單向婦女表達，讓她們可以重新框架自己

的瞭解。 

 

就是女性，他們常常都會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可是我光覺得他們一個人要一

打二、一打一，然後又要賺錢生活這件事就很了不起了，可是他們看不見自

己這麼棒，他回家還要煮飯洗衣，還要弄他的孩子，但這些他們都覺得是理

所當然，應該要的啊，可是我覺得這些都會是我們可以幫他整理下來，然後

讓他看見，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小玫，614-618) 

 

  服務中再加上關鍵人物的媒介與催化，如家庭中的主要關鍵人物，並把服

務網絡重新疏通與重建，歷此後並將優點持續具象強化並且維持，並將正向經

驗時時增強，即可引導出良性循環(施教裕，2009)。如同小蒲分享了一位婦女

歷經了喪夫與喪子的負向事件，但她透過創作將心情轉化抒發，並與外界建立

連結，引領她走出新的路途。 

 

他用他自己小孩的生肖創作了一系列的筆筒跟商品去送給每一個願意來送他

孩子一程的人，讓他記得這個小孩，對，他會用創作這件事情去表達對孩子

的愛跟他自己的遺憾，他是一個用創作去記得自己的人，記得他生命歷程的

人。(小蒲，844-847) 

 

三、服務對象是助人關係中的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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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決策過程中不同階段的需要，與服務對象共同討論，如探索想望、討

論目標、促進抉擇、完成決策並付出行動，過程中皆須以服務對象語言以及服

務對象在意的事項為優先去考慮的前提。社工小向相信人是有潛能的，不否定

服務對象的想法與想望，陪伴她並嘗試各種可能。 

 

有些她覺得她就是適合作高端的工作，那為什麼社工找都是比較低端工作，

我覺得沒關係那你就去找。那找出來就陪他去找，找出來就是碰壁嘛！那碰

幾次壁之後她才可以認清到是說他需要做一些調整，所以條件要怎麼去做調

整，而不是他不行，而是他要去做一些調整，他要作高端的工作不是不行只

是說他現在能力需要再增加很多之後再去做，而不是說「阿就是沒有資格

做」，這太打槍他了，搞不好人家很有潛力，只是現在沒有東西可以填。(小

向，491-497)  

   

(一)服務對象是專家 

  社工小草堅信，服務就是要跟著服務對象走，她僅是陪伴服務對象一起面

對的一個夥伴，而服務對象才是解決自己議題的專家。 

 

你才是專家，你決定你要去哪裡，我只是跟著你一起走而已，所以你決定不

走了，那我就是跟著你旁邊停下來。(小草，756-757)  

 

你有困難，我們一起面對，那你如果不打算往前了，我們就停在這裡，所以

對我來講，我沒有就一直要 push 他，或者是你一定要創業、你一定要穩定家

裡面的開銷。(小草，760-762) 

 

(二)解鈴還須繫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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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百合認為，面對事物的解方許多都維繫在服務對象自己身上，社工能

做的就是陪伴她去面對所經歷的生活大小事，當服務對象明白也找到了自己面

對或處理的方式，才是對服務對象的生活具有正面意義的。 

 

很多答案是在他身上，有可能我們看到問題不是真的問題，有時候是他自己

也能夠看見，我真心覺得做社工這段時間以來，其實我們就是陪伴他們去面

對生活困境、問題，然後就是解決問題的過程，解決問題本身就還是在他自

己身上。(百合，790-793) 

 

四、助人關係被視為基本且必要的 

  強調正向的人際互動經驗，並隨機應變、示範生活及機會教育，因不同年

齡對象採取不同親近方式及彈性運用聯繫方式，過程中善用自我揭露可達到雙

向復元，陪伴服務對象一起經歷困境，如增強鞏固我們是共同陣線的夥伴的概

念，以強化彼此間的正向關係(施教裕，2009)。如同社工小向會用心去了解服

務對象的狀態想法，讓對方有共鳴進而產生共同感，並透過適時自我揭露增進

雙方關係。 

 

其實婦女作什麼工作我會去了解，那些心態或是怎樣的處境我都會去了解，

我覺得這同時包含他的宗教觀阿他怎麼因應的部分都會去了解，因為這之後

都會成為我跟其他婦女工作的一些基礎。他怎麼去看這件事情？他整個過程

是怎樣的？包含他做什麼行業裡的什麼我都會去了解。然後他們就會跟我

說，所以以後類似遇到類似的婦女的時候他講的時候我就會跟他說「是不是

怎樣怎樣」，對方就會說你怎麼會知道，就是會這樣。我自己也會做一些自

我揭露，分享的部分，所以很多婦女以為我好幾個孩子，各種年齡層都不一

樣的孩子。(小向，81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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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蘭也在服務過程中適時自我揭露，讓服務對象明白不論是社工或服務對

象都會遭遇相同的議題，其實我們都一樣，進而產生共同感，讓服務對象能夠

重新思考。 

 

比如說常常會跟他們討論就是說，其實你們遇到的問題我們也會遇到，但我

為什麼不會馬上決定說不幹就不幹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要多想些什麼事情？

(小蘭，294-296) 

 

五、外展是較佳的處遇方式 

  在地點部分主要是以服務對象經常活動或感到輕鬆自在的地方，時間則以

徵求服務對象本人同意且方便的時間為主。外展對象也包含服務對象社會支持

網絡中的成員，單位如網絡部門、機構單位學校或就職場所等皆可，話題多從

服務對象生活中相關的事物著手，觀察事項則包含成員間的互動及生活照顧與

情緒支持等為主，定期外展也較能爭取服務對象大部分成員的認同與善意對

待。 

  如同社工小鈴在服務中展現真誠，試著貼近服務對象的生活，非以工作的

目標導向為主，而是讓服務對象感受到是真心想要關心他們的生活，並跟他們

站在一起。 

 

其實就是貼近他們的生活，偶爾關係比較好的服務對象，我偶而會約中午吃

飯的時間，可能吃飯的時候，我不會只聊工作，我也不會讓他知道說，我今

天來晤談就是要做到什麼事情，就是很單純問他最近過得還好嗎？有時候就

會分享我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我家裡一些事情，其實有時候他們不是防備，

只是你有時候帶著太多，我今天就是要做到什麼事情去的時候，他們其實也

都感覺得出來，你在晤談就是要引導他們說出哪些事情，所以有時候我是用

花比較多時間，有時候變漫談，我覺得那些時間不會是浪費，有時候可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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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享一個最近在追的韓劇好了，你就可以知道他很多價值觀，他怎麼去看

待這個在演什麼，那他平常花多少時間在追劇，有沒有可能影響到他的睡

眠，有沒有可能因為這樣忽略了照顧小孩，或是照顧他自己，她有沒有跟其

他的朋友或是同事分享他做的這些事情，其實就可以用這種很日常的例子去

了解他平常都在做什麼。(小鈴，394-405) 

 

  社工小鈴從持續關心當中建立更好的關係，亦能在過程當中更了解服務對

象實際的生活樣態與狀況。 

 

我有時候去找他一聊就是三個小時，但其實我沒有聊工作的事情，我只是問

他最近跟小朋友去哪裡玩，然後他有沒有做了什麼不同事情，或是有沒有接

觸其他的單位，或是有沒有接觸其他的資源。(小鈴，465-467) 

 

六、社區是一個資源的綠洲 

  確認資源的來源為正式或非正式，正式資源包含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等；非

正式資源即家人朋友、親戚鄰居等，資源的運用也包含開發、連結、建構、維

持等等，如同小草在服務時確認到服務對象有鄰居能夠協助、百合也試著開發

服務對象潛在有的資源、阿川則是透過連結在地資源讓服務對象有獲取並開創

更多機會的可能。 

 

附近那個什麼水果行啊，眼鏡行啊，一些商家的老闆，蠻喜歡他女兒的，所

以常常就會把他女兒帶到那個他們自己的店裡面餵她吃飯，幫個案分擔一些

他的照顧情形。(小草，767-769) 

 

有沒有人可以喝咖啡啊、說說話的人，或是說將你需要放空，確實照顧幼

兒，他的替代照顧的需要確實很高的，那我們問他如果你想自己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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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人可以幫忙照顧孩子，或是你的小孩可以丟給誰，盤點他生活當中有

沒有資源的其他來源。(百合，510-513) 

 

需要跟老師有聯繫，會鼓勵他們也可以跟其他的同學父母親、媽媽、家長，

他們也可以有些連結，搞不好彼此是一個很好資源。(百合，524-526) 

 

要把社區的資源也拉進來，就是我們常常就是他已經在他還沒有創業之前，

我們就會去讓他們擺 oo 市集（在地市集），然後跟大家講說其實他要創業

了，當時候 oo(單位)有就是說點讚的那個計畫，就是點讚這樣，就是我們透

過擺的時候，是希望他們去跟人家說他為什麼要去創這間。(阿川，165-168) 

 

參、評估工具 

一、優勢評量（希望花田） 

  小蒲會運用希望花田的表格去盤點服務對象的個人狀態，進而與對方討論

經驗與想望。 

 

那他就會開始跟你講說我去發過傳單，發傳單發的不好，然後什麼什麼不

好，那我們就會開始跟婦女做示範跟討論。（小蒲，56-58） 

 

二、自評與轉介 

  小蒲透過服務對象自己填寫或相關服務人員如社工，其所看見的優勢去做

盤點，確認後續可以發展的面向。 

 

線上填寫的，就代表他看到他自己的優勢、他看到他自己的能力有哪些，如

果是社工轉介，有可能是社工的觀察跟評估。(小蒲，43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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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表格 

  記憶深刻的是小玫分享單位有自製的就業服務相關表格，舉凡從個人背

景、就業史等詳細與工作相關資訊的內容來進行盤點，讓工作者對於服務對象

的優勢與狀態都能夠更加掌握。 

 

評估的過程裡面就一定會有，我們了解他的背景，比較重要的是了解他的就

業動機，他的就業史，再深一點的話，就會了解他的能力啦、學經歷這些經

驗，那因為我們自己有一套表格，那透過那個表格，從他寫表格的那一刻開

始，我就開始針對這個人做評估，因為他能不能把那份表格完成，那個也是

個評估。（小玫，63-67） 

   

  社工小向提到，在進入服務的前後，都會進行就業能力的評估，在當中可

以知道婦女的狀態及能力。 

 

有社工評跟婦女評的。如果準備性職場還有主管評的。所以是比較三個交叉

的部分。你去評估一次性，做信效度的部分會評得出來。（小向，570-571） 

 

四、課程問卷 

  小草透過方案所事前設計的問卷來瞭解婦女們的長處與資源，讓她更有行

動的方向，她也提及方案前後都會有問卷，以便她們瞭解整體改變情形。 

 

一個部分用問卷，我們會用課程問卷來先問他們，然後再來就是有些都是我

們社工的個案，所以對於那時候盤點，我覺得非正式支持系統，他們還蠻，

有的時候還蠻願意講的，但是有關非正式支持系統加錢的話，可能會有點隱

瞞，但其實那個在於帳務的部分其實是看得出來的。（小草，43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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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觀察 

  社工阿川從平日與婦女的生活互動中找出她的優勢，透過烹飪做為兩者間

的媒介，進而了解服務對象的工作型態與想望。 

 

因為他的小孩吃膩了，就會把食物分給據點小孩吃，據點小孩就會覺得說很

好吃，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偷吃，然後就覺得還不錯，或者是他媽媽也會額

外煮東西來吃，我們就跟他講你做的東西滿好吃的，他就會說就跟他聊他的

就業狀況，他就會說其實他打三份工，然後錢賺不夠，然後又沒有辦法照顧

到他的小孩，其實他自己最想的就是能在家裡面開間店，附近開間店，然後

就可以好好照顧他的小孩這樣，我們聽了就說這個很好，這個想法很好。(阿

川，96-101) 

 

肆、小結 

  社工透過以服務對象做為主體，建立了平等的服務關係，過往服務對象處

於相對資源不足與被剝奪的狀況，社工看見她們在環境中的限制，試著創造資

源並運用優勢去突破，讓服務對象有使用與行動的可能，嘗試讓女性發展出自

身的主體性，促使充權的發生，透過服務對象的實際需求開展服務，才能回到

服務對象的生活脈絡中，確認想達成的目標應該如何完成，關於如何運用充權

觀點來進行服務，將於下節開啟行動的圖像。 

 

第三節 充權服務的工作流程 

充權服務階段需循序漸進，從本文研究架構圖 2-2出發，於個人層次、人

際/社群層次、社會結構層次之整體脈絡進行逐步盤點。社工在提供服務時分為

五階段，分別為初期、前期、中期、後期、終期，在每個服務階段皆須以此架

構進行檢視，起初為接案評估確認是否符合服務資格，並以建立信任關係開

始；前期則是確認及了解單親女性的真實狀況與需求，非問題導向的處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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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檢視所處環境與標籤等，看見她具有的優勢並共同擬定目標，決策上回歸自

主權讓服務對象自行決定；中期則為行動期，協助服務對象連結資源排除障

礙，服務對象此時即執行行動，在服務過程中秉持夥伴關係，不帶有指導性及

持續陪伴並時刻自我檢視；在後期則確認服務對象的能動性並作反思調整，讓

服務對象能持續從正向經驗累積自信與能力；終期則是確認目標達成情形進行

結案，參考宋麗玉(2009)之架構圖整理如圖 4-1。 

 

圖 4-1 充權服務工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宋麗玉(2009，p.65)；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壹、初期-接觸：接案評估 

一、建立信任關係 

服務中雙方的互動及合作狀態相當重要，相互信任彼此才能建立良好的關係，

讓後續行動才能順暢地進行，對服務提供有深遠的影響。 

(一)提升與社工討論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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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玫在訪談中提到，找工作是一回事，但實際找到工作以後，是不是能夠

有良好適應，是不是願意繼續做下去，這些心態的分享都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

的程度有關。 

 

就是建立關係這件事情，在前期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今天跟這婦女關係

沒有建立好，後面其實真的那個服務很難很深，我覺得就是會比較，我關係

沒有到建立很好，那一樣還是可以協助他找工作，那絕對沒問題，他還是可

以去工作，可是他有些工作上的困難還是什麼，他未必會很第一時間的，我

們可以了解到這樣子，所以前期的建立關係到後面持續陪伴，讓他知道說我

們一直都在，然後他如果有什麼困難，他不需要擔心，都可以找我們討論。

（小玫，383-389） 

 

前端的建立關係很重要，你如果跟他建立關係好，你就會比較願意說。(小

玫，403-404) 

 

(二)即時提供協助 

王篤強（2015）指出服務對象求助初期在心態上最需要協助，行為上也最

容易在誘因機制的處遇安排下發生改變。社工阿川也分享他即時提供工作機會

給需要的服務對象，雙方關係則提升。 

 

但是我在最急難幫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其實那個關係是很容易建立起來

的，就是很多人是我們一開始都沒有關係，但是因為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幫他

找到工作的話，那個關係就很快就建立起來。（阿川，792-794） 

 

小蘭也分享在服務時，因為協助服務對象媒合到適合的工作，因此婦女更

加感到珍惜，並願意主動與她討論工作上的事情。 



68 

 

 

以前，我們個案都是默默給你不見，或是他不去工作他也不會來跟你講。那

現在進步了就是如果他們要離職會來跟社工稍微討論一下，就是社工我有想

要離職，那是因為你幫我介紹工作那我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我想說跟你講一

下。(小蘭，261-264) 

 

就是我們幫他轉介工作。那這個工作假設就是可能條件非常的豐厚，這個豐

厚可能不是錢，可能比如說你可以選擇去接小孩，你可以幹嘛這樣子，對他

來講條件很好。那個案通常都會滿珍惜的，說實在話他們可能也真的會去

做，只是做的過程當中又遇到困難阿，或者是又遇到什麼樣的家庭事情，或

者有一些同事之間的問題阿等等。(小蘭，277-281) 

 

(三)從不情願到我願意 

非自願性服務對象須要花長時間建立關係才能有好的服務品質，小鈴告訴

我，他們的服務對象多為非自願性案主，因此建立良好關係才有工作的可能

性。 

 

建立關係是我們的服務佔建立關係的比重非常多，因為我們的案子是，主要

是非自願性的服務對象，所以他可能從一開始沒有想要工作，到願意工作，

或者是願意考慮出去工作，在這段中間我們可能，我自己盤算下來至少都要

花一年左右的時間去建立關係，然後可能偷偷灌輸工作的好處這種觀念，平

均一個案子我們服務大約也都會到兩年到三年左右，所以其實花的時間是很

多的。(小鈴，74-78) 

 

二、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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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對於篩選服務對象資格以評估服務對象條件是否符合為主，對此

各單位做法不同，若是法規規範下規定則須進行家訪，若方案部分則未強制規

定，其它單位則看各自單位規定。 

(一)家訪 

  小草表示在她們的服務中，針對補助案皆需進行家訪；小蒲則表示他們服

務皆需家訪，如此才能確認服務對象所處整體環境。 

 

我們的案我們一定要家訪，對家訪的時候就會盤點。(小草，448) 

 

我們一定會先去家訪，因為他的生活環境周遭才會知道他現在···造就現在的

他的原因是什麼。(小蒲，46-47) 

 

(二)面談 

無硬性家訪規定，社工自行決定形式，不一定進到家的場域，但皆會與本

人面對面交流。小玫也分享她們會運用不同的方式來與婦女進行面談。 

 

會用聯合會談、面訪的方式，即便他是自行求助案，我們也是會把她約到眼

前，再評估說適不適合是我們的服務對象。(小玫，61-63) 

 

小鈴說單位並沒有硬性規定，但她自己都會選擇家訪，工作主軸還是在服

務對象，工作對象不一定有親屬，但仍保有服務彈性。 

 

不太一定，但我個人本身偏向家訪，因為外面服務對象來，一定是包裝過自

己的，有可能是打扮過了，或者有可能是以他平常外出的狀態，但是如果不

進到家裡面的話，你其實沒辦法看到他的生活模式是怎樣。(小鈴，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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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家人或是其他資源網路有意願要一起參與的話，我們也很樂意，但

是因為畢竟我們在處理的是服務對象個人，我們不一定會有機會去接觸到他

其他家人。(小鈴，247-249) 

 

三、個人層次：觀察個人狀態 

個人的狀態影響是否能就業/創業．多數受訪者分享皆會從個人部分開始觀

察並開始進行評估，如同小玫與我分享時細節性的描述。 

 

建立關係，先問候他，觀察他的反應，他回應的方式，他的精神狀況，然後

他能不能聽懂我問他的問題。(小玫，78-79) 

 

多數受訪者皆會優先處理身心議題及照顧安排，如同百合與小蘭的分享，

在評估就業時身心狀態優先關注的，小鈴也說若照顧議題沒有辦法作好確認與

安排，通常婦女很難進行就業。 

 

先透過心輔安排，先去處理他內在過往的生命經驗的處理，就不會勉強他趕

快去就業，因為他現在也出不來，對於想出去的，當然會比有動能，就會比

較能夠去動，特別是已經有想就業，只是說孩子不知道該怎麼做安排，那我

們就會先跟他討論孩子的安排。(百合，430-433) 

  

有憂鬱症，也就是說工作不是最絕對現在很必要的，可能你現在治療是最重

要的事情，那反而你就好好治療。(小蘭，701-702) 

 

他有兩個年紀很小的小孩，之前認識他的時候一個才小班、一個才大班，兩

個都會有早療需求，雖然他那時候開案的時候，基本上他是沒辦法工作的。

(小鈴，41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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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玫告訴我，在處理身心狀態或照顧資源時若家庭的經濟資源不足，她也

會同步也找資源協助經濟議題。 

 

這個時間，他可能會是比較長期的，可是在這個過程，他如果還是有經濟需

求的話，我們會同步進行，但也會讓他知道說，他的精神狀況這件事沒有改

善的話，對他來說他自己會很辛苦。(小玫，167-169) 

 

我可能就會跟他談，那你要不要去找找看，你想要把孩子放到哪個托兒所，

公托或私託，然後或者安親班等等之類的，那錢我幫你找，我不會 promise

（承諾）他說很長期，我可能說前三個月我幫你找看看有沒有錢來補這個部

分。(小玫，179-182) 

 

四、財務盤點 

  理財是生活一環，理財不僅影響家庭開支，更影響就業或創業後的資金與

成本控管，在在都是影響生活及就業/創業穩定性的一部分。多數受訪者也與我

分享討論財務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協助找工作財務是很重要的。還要找出來說，他一個月的薪水要多少才可以

支應他？就是在做就業的時候，其實跟個案討論財務是還蠻容易的。(小向，

359-360) 

 

他的收入、有沒有收入、收入內容是什麼？可能是過往存款，有沒有可能是

留職停薪、可能這收入前配偶有提供的撫養費用、或是家人幫忙、或是真的

沒錢，他的收入來源我們也會了解；有一部分也會了解他支出的項目，因為

支出面向也會關係他的家庭的狀態，所以他主要家庭支出在哪些面向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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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談這些支出，我們比較容易了解到、觀察到這個婦女他對於收支的狀態

有沒有概念……婦女就會很清楚告訴你他一個月要花多少錢、包含餐費多

少、然後奶粉錢多少，然後有些婦女就是啊大概就這樣啊，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們對於財務處理方式很不一樣，後續我們跟他們工作的方式也會影響。(百

合，139-146) 

 

所以我們其實在工作裡面，財務這個觀點，也都會放進來，我會去盤點他所

有財務狀況，然後了解他的支持，基本的支持，所以相對應的我的補助，他

的收入跟補助，我就是要怎麼拿捏，基本上還是都會期待婦女都會，透過我

們一開始的支持，慢慢自立之後，其實這過程就是我先幫助你先去工作，那

工作其實是需要適應的，那適應過程裡面，他慢慢看見工作的好處。(小玫，

195-200) 

 

  小鈴則會透過服務對象日常生活的習慣來盤點需要的花費，確認金錢使用

的面向可能有哪些。 

 

透過日常生活的觀察，比如說有些服務對象有抽菸，那他一天可能會買到幾

包菸，然後去推測說他們的花費習慣是怎麼樣，跟他們怎麼去運用他們身上

的錢。(小鈴，286-288) 

 

  百合進而提出在服務過程中示範與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環，如何建立理財觀

念，影響金錢使用，對生活具有相當重要性。 

 

所以在社工陪伴裡面，就是有一個教育功能也很重要，就是說對於有些婦女

他們可能沒有金錢概念，我們就需要引導他，讓他更明白你其實養家很辛

苦，自己賺的錢也很辛苦，那如果沒有好好把錢管好，你會更辛苦，也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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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過程去稍微提醒他，有一些工具和方法可以去幫助你了解財務狀態。(百

合，160-164) 

 

五、人際/社群層次 

  多數受訪者表示瞭解整個家庭、家人現況以及相關支持系統，這是來來回

回的盤點，並非僅止於單一狀況，而是多面向的確認。 

 

跟孩子接觸，我們會去了解說孩子的發展能力是否合乎他年齡的一個狀態裡

面，我們也去了解他的一些婚姻狀態，雖然他可能是離婚，我們也會了解說

他跟前配偶、或是跟孩子生父目前的關係樣態是什麼？(百合，132-134) 

 

也許在家庭系統裡面只要有一個人動了，其他人就動了嘛。那我們也許要動

的那一個人他都不動那我們就動別人類似像這樣。(小蘭，619-620)  

 

單親女性若有子女照顧需求，周遭社會支持系統資源不足，亦影響就業可

能性，小玫與百合都提到，需先協助婦女處理照顧議題，如搭配媒合補助資源

等，婦女才有就業可能。 

 

如果他有提到子女照顧安排，或是我們觀察他的身心狀況不是太穩定的話，

這兩件事情要先處理，因為這兩件事情不先處理的話，他根本不可能去工

作，他就去工作的...就是失敗也會比較高這樣子。(小玫，156-158) 

 

補助的配搭，可以讓他減少一些經濟、托育費用，我們就會綜合起來評估，

然後等孩子都穩定之後，他才會開始去找工作，通常剛開始就托的婦女，他

們通常都是先安排托育之後再工作，通常啦，有一部分婦女會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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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時候孩子剛入托，常因為適應、身體關係，三不五時就被放假這樣。

(百合，434-437) 

 

六、社會結構層次 

Solomon(1976)將充權障礙分為直接與間接障礙，直接如直接獲取資源的限

制與不足，間接如缺少機會均等的結構與社會價值（引自鄭麗珍，2012)。如阿

川分享的例子，單親女性如無租屋補助即為直接障礙；將貧窮標籤為福利依賴

等即為間接障礙，故協助排除就業環境不友善、維護單親女性相關權益等，才

能讓單親女性生活具發展性。 

 

很多婦女要出來他要獨立，第一個租屋津貼就沒有了。(阿川，545)  

 

把他們貼標籤說他們不努力就業、福利依賴。(阿川，296) 

 

貳、前期-發展:計畫擬定 

  計畫擬定須以服務對象想望為主，以優勢觀點作為基本主軸，非以問題導

向看待服務對象，而是以其需求及狀態來擬訂服務計畫，並透過陪伴討論來共

同確定。 

一、了解真正需求 

去理解服務對象到底想要的是什麼，她在意的是什麼，才能協助她創造想

要的生活藍圖，如同小向在擬訂計畫時一定要確認處理的優先順序，確認是服

務對象想要處理的才繼續進行。 

 

依據個案的需求而不是依據社工的需求來去協助，我覺得這就是差異會在這

邊。(小向，464-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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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設定目標裡面，通常會請不管是我或是來訓練的同事裡面，我一定會

要求說，要把婦女的需要跟目標要先稍微排順序，一一帶她們去看，他們最

先需求是什麼？然後他們同意之後再去作，而不是社工認為說「對就是要做

這個」我說你不要這麼做，你這樣害了他，而且你會一直覺得自己是沒有能

力或是，因為你的成就感建築在個案的身上，可是那是那是你的目標不是他

的目標。(小向，496-501) 

 

你是要進入個案的生活脈絡去了解去對話，你是要跟個案成為一個夥伴關

係，你的步調是要跟個案是一致的。(小向，745-746) 

 

  許多受訪者也分享，必須從服務對象的角度出發，如同小蒲提到讓我印象

深刻的理念「許願的力量，從想望裡找尋」。 

 

我們就會鼓勵婦女寫下你的夢想，許願寫下他們想學什麼，然後我們就努力

的用方案的錢、用企業的錢，調整那些比例讓他們可以達到。(小蒲，382-

384) 

 

是因為他們去許願的時候他們過去沒有能、沒有錢、沒有人力，因為沒有經

濟，所以我的需求不會被別人看見，所以我們現在讓他們自己許願去看見這

件事情，決定我們專業培力課程要從哪一個方向。(小蒲，392-395) 

 

其實他打三份工，然後錢賺不夠，然後又沒有辦法照顧到他的小孩，其實他

自己最想的就是能在家裡面開間店，附近開間店，然後就可以好好照顧他的

小孩這樣。(阿川，99-101) 

 

二、適時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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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服務對象會天馬行空、天外飛來一筆告訴你她的想法，此時並非依服

務對象的期待即進行媒合，而是確認實際內涵及想望後再進行，如同小草會去

向服務對象澄清想法需要有什麼具體化的作法才能成就。 

 

他可能自己內在的動力可能還不夠，因為我覺得創業這件事，他真的需要你

對這個東西非常有興趣跟熱情，才有辦法持續下去。(小草，430-432) 

 

  阿川與小蒲都認為應該去澄清服務對象要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避免因認知

落差造成服務的落差。 

 

比較看見他實際的需求，或是他可能的動機，然後你去可以去提供相關資源

去滿足他，但是有一些可能其他社工的服務，其實是他覺得什麼就應該配什

麼，然後不是這樣子。(阿川，1002-1004) 

 

這兩個當中去拉到一個平衡值，對，這才叫協調，不是媒婆。(小蒲，991-

992) 

 

三、陪伴討論 

陪伴服務對象盤點資源、討論利弊得失，並讓服務對象自行決定與選擇，

因為這是她的人生。與服務對象一起，不是指令式的支配要她做什麼，而是陪

著她去嘗試。許多受訪者認為，從陪伴討論能夠去鼓勵服務對象去了解她到底

適合作什麼，或可能不太適合創業，可能找工作的方式才比較合適。討論過程

中讓服務對象瞭解整體利弊得失，並從當中看見自己的好與能力，並非侷限目

標與結果，而是服務對象有想要參與，就陪伴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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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是缺乏一個機會他願意做的，那他想要做這個方向的我們就會陪她去

嘗試，只是在嘗試的過程當中，我們就要很明白的告訴他，他做這個嘗試他

可能遇到 A、B、C、D、E，他可能遇到什麼問題，那他自己要能夠承擔那

個風險。(小蒲，330-333)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我們在陪伴過程中需要去面對，不是說賺錢不重要，所得

維持不重要，是說可能這就不會是我們訂的目標，你今天要賺到 1 萬塊才叫

做目標，只要他能夠去看見他自己的優勢、想望，對於生活期待、盼望，我

覺得這比較重要，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們在服務人的過程中，我們最怕遇到他

對生命沒有盼望，當他對生活感到無望，自己對未來沒有什麼期待，有時候

我們自己在施力上面也很難施力，只要他自己覺得這件事他想做的，他願意

做、他能做的，他願意給自己機會嘗試，我們就是陪他準備、預備。(百合，

696-700)  

 

其實我都很 open（笑），就是他們想做什麼，假如今天決定了我要做 7-11 的

店員好了，那我可能就會花一點時間去跟他討論他覺得店員要做的事情有什

麼，那他能不能勝任，或他覺得需要再練習的地方是什麼，有一些可能會是

制度上面的問題，比如說更生人可能沒有辦法做保全，沒辦法做計程車司

機，這些就是很明確法規有規定的事情，就需要跟他討論說，為什麼對於這

個工作這麼執著，為什麼非得做這個工作不可…，如果服務對象堅持的話，

其實也不能非得要讓他們改變才行，就他們選擇就是這樣啊，我們能做的就

是把現實層面的考量跟我看到他們接下來會遇到的問題跟他們說，那他們如

果還是期待能夠找到這樣子的工作的話，說實在我也不能保證說絕對沒有，

他們有些很厲害可以自己去跟雇主談到說我要什麼樣的條件，我也不能夠堅

持說就是沒有這樣的工作，或是你絕對找不到，但可能就要讓他有心理準備

說，我可能沒辦法幫你找這樣的工作，那如果你要自己找也 ok，可能會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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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的時間，甚至你有可能兩三年找不到，或是找到了，但是你不喜歡，家

裡面的經濟狀況你要怎麼去因應，小朋友、或是你自己的健康狀況，你要怎

麼去調整，就會是我可以跟他工作的地方。(小鈴，496-513) 

 

反正這些東西我會全部都端給他，然後告訴他選擇這個 A 方案可能面臨優缺

點什麼？B 方案優缺點是什麼？然後請婦女去做選擇。(百合，447-449) 

 

百合也指出不同角度的資訊提供及想法能夠讓服務對象可以思考並嘗試自

己想要的方法；小鈴也透過讓服務對象條列式列出困難的方式陪她們共同討

論。 

 

提供她面對問題的處理方式的思考，當他們有原來有這種方式可以想的話，

那他們就會去試其他更適合他們的方法。(百合，458-459) 

 

生命很多重大方向，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討論吧，大家可以一起討論，可以

有不同觀點，陪伴他去找到他適合的方向。(百合，755-756) 

 

條列式寫出來，他覺得遇到的困境是什麼，那他自己有沒有想過這個困境可

能有解套的方法，同時也會透過跟他們的互動狀態去觀察，他有沒有其他資

源是可以使用的。(小鈴，163-165) 

 

當服務對象提出不同聲音或想法時，不是社會工作者主觀認定應該如何去

做，而是了解服務對象的想法並一起討論，回歸到服務對象的想法，服務對象

才是自己人生的主宰。 

 

四、優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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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社工看見或由服務對象自身認為的優點部分，Rapp與 Goscha(2006)將優

點歸類為人格特質、技巧/才能、環境、興趣/抱負四種類型(引自宋麗玉，

2009)，本文參酌該架構將優點類型歸類為人格特質、技巧/才能、環境三種類

型，興趣/抱負部分則納入人格特質做討論，於此可藉由服務對象擁有之不同優

點延伸進行相關處遇搭配。 

(一)人格特質 

  由個人自身因個性所發展出來的風格特色，可讓她們因此而產生更多可能

的特質，列舉如下： 

1. 積極 

  願意自己去主動開發、促進事情的發展，這樣的高度動力是百合在服務時

看到服務對象當中具有的優點。 

 

他為他自己、為他家庭很努力去學習，他自己也會去考試，然後想辦法去證

明他自己的能力，是有能力的。(百合，597-598) 

 

2. 自信 

  小蘭也分享當服務對象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的，認為自己是能處理狀況的，

服務對象的自信也就此展現出來。 

 

其實當他講出這番話的時候，我覺得我相信他的心裡也覺得他自己是有能

力，所以他會不需要這些東西，別人會更需要，所以某方面他對自己有自

信，他不會覺得資源這件事情一定要一直來一直來才有辦法填補他的一些空

洞。他已經知道他的底在哪裡，所以我需要到哪裡，然後我其實已經不太需

要了。(小蘭，727-731) 

 

3. 樂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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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蒲發現有些服務對象也喜歡帶給別人正向力量，協助其他人，讓好的事

情持續在生活中發生。 

 

我們有婦女啊他自己代購賺了一點錢之後，他把那些賺下來的錢就去買其他

婦女的商品，跟其他公益單位的商品去分送給醫療人員，他帶著孩子去分送

這些然後跟他說謝謝，謝謝你們幫我們照顧生病的人。(小蒲，1115-1117) 

 

4. 好奇心 

小蘭分享服務時一位婦女的媽媽因為看到女兒都在參加活動，也讓她產生

興趣，決定要做嘗試。 

 

他突然就覺得有興趣阿然後他就去啊，我們也覺得 ok 啦，反正中高齡嘛還

是有機會工作。(小蘭，622) 

 

(二)技巧/才能 

  個人所擁有的長才或特殊能力，能夠讓婦女擁有或開創不同可能的媒介，

列舉如下： 

1. 募集資源的能力 

  小蒲告訴我她們單位有許多外單位捐助的物品，都是婦女協助促成的，因

為她們的動員或是人脈連結，才有這樣的資源產生。 

 

婦女他們是有資源跟能力的，對對對，其實我們很多物資其實除了募資平台

之外，其實很多物資是他們幫忙募資的，對。(小蒲，633-634) 

 

2. 公開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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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分享了在工作坊的團體課程中，婦女能夠好好地說出她對事物的看法

與想法，讓人更瞭解進而折服。 

 

他就會很驕傲地講說，我這個東西我自己好的地方在哪裡，為什麼我想要賣

這道菜啊，那個你可以感覺出他的自信心，他自己覺得說為什麼我覺得好的

地方，那個說菜的那個能力，那個自信心，跟那個表達力，我覺得就突然展

現出來。(小草，321-324) 

 

3. 拼貼畫作能力 

  小蒲發現服務的婦女很喜歡做蝶古巴特，也因此促成將這個興趣當作是工

作的一個契機。 

 

他其實只是很喜歡做，他是做蝶古巴特的，然後他說他只是單純很喜歡做，

他從來沒有想過可以變成工作。(小蒲，835-836) 

 

4. 烹飪 

  阿川提到了在據點服務時，孩子的媽媽煮了一手好菜，讓大家都能夠享受

到美食的滋味。 

 

因為他的小孩吃膩了，就會把食物分給據點小孩吃，據點小孩就會覺得說很

好吃，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偷吃，然後就覺得還不錯，或者是他媽媽也會額

外煮東西來吃，我們就跟他講你做的東西滿好吃的。(阿川，96-98) 

 

5. 開車 

  小鈴與我分享在服務高齡單親婦女時，發現服務對象具有開車的能力，並

且這項能力也不會隨時間消逝而失去，協助她在高齡時還能創造工作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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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他去我們總會的工讀生，他有一個優勢是他會開車，所以雖然年紀很

大，但是開車這件事情不太會受年紀影響，只要她的視力跟反應都 ok 的

話，其實就能夠勝任。(小鈴，369-371) 

 

(三)環境 

  從環境面的支持即可擴大至人際及社會制度進行盤點，當中也包含了由政

府或民間及親友支持網絡等正式或非正式的資源等。 

1. 正式支持 

(1) 經濟補助 

  小玫與百合皆分享在進行評估以及盤點時也會確認是否有其他單位進行補

助，以確認服務對象的經濟狀態。 

 

有沒有什麼兒少補助啊，家扶世展啦，因為這幾個是比較常見的孩子會用到

的。（小玫，264-265） 

 

他們就有說有申請家扶補助，每個月會有多少錢，我們也順口問到他，你會

去參加家扶的活動嗎？頻率高不高，還是都只是拿錢而已，沒有啦哈哈，就

是透過這過程去了解，他跟這個單位的關係狀態，可能會說有事情也會去找

他們啊。(百合，532-535) 

 

(2) 心理諮商 

  小蒲表示在服務中也會確認服務對象狀態是否有對應的資源可進行使用，

如在面對身心議題時是否有其他諮商資源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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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會協助婦女去處理他過去就業過程當中被霸凌，或是創傷的議題，他

處理完了之後再協助婦女繼續重新出發。（小蒲，359-361） 

 

2. 非正式支持 

(1) 親子關係緊密 

小蒲說她服務的單親婦女多數對子女皆表現高度的在意，這也構成服務對

象對於生活的動力與想望。 

 

對於婦女來說你要她把孩子跟他人做切割婦女就會選擇那我寧願帶著孩子，

因為孩子才有希望。(小蒲，112-113) 

 

(2) 親屬支持 

百合從服務對象個人的家庭網絡進行盤點，確認是否有相關資源能夠提供

協助，如同她服務的一位單親婦女就有母親能夠提供她經濟上的支持，以致經

濟狀況不致貧乏。 

 

其實他剛好因為有媽媽，因為在這個案例身上，這個家裡經濟有媽媽支持，

雖然他有小孩啦，但也都是阿嬤在照顧，相對來說經濟對他來說沒有那麼大

的重擔。(百合，561-563) 

 

(3) 鄰里支持 

小草會從服務對象所居住的地理環境進行盤點，確認是否有相關資源能夠

提供協助，如同她服務的一位單親婦女周遭的鄰居皆能子女的提供照顧協助。 

 

孩子大部分就是在樓下跟媽媽一起工作，因為他媽媽就是附近的，他媽人很

親切，附近那個什麼水果行啊，眼鏡行啊，一些商家的老闆，蠻喜歡他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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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常常就會把他女兒帶到那個他們自己的店裡面餵她吃飯，幫個案分

擔一些他的照顧情形。(小草，766-769) 

 

五、具資源選擇性 

  陪她盤點討論時，過程中要有資源給服務對象選擇，讓服務對象能夠自在

的選擇，有動力為自己的選擇行動，如同小蒲在面對要不要進行媒體宣傳的部

分在清楚說明可能狀況後，交由服務對象自行決定。 

 

你要回過頭來這是不是你可以承擔的，然後如果是你可以承擔的，你也覺得

這個管道對你來說對你事業是有幫忙的，那你就用，可是如果今天這個管道

跟資源你覺得不他會讓我吃不著、睡不好，讓我想死，那你就不要做吧，我

覺得這個自由度是可以開放給個案去選擇，但是我不能回頭個案跟我要這些

資源的時候我沒有。(小蒲，986-990) 

 

  適時提醒與討論，但不為服務對象做決定，具有意願與動能，才有可能往

前，交給她們自己來，當她們發現我也可以選擇我也能夠做到時，力量由此而

生。 

 

我覺得這個就是就業培力嘛，就是你在過程你每一個點你都陪他，你也不要

幫她做決定。(小蘭，301-302) 

 

我們也不會給你很多的建議，我們也不會說都不給你建議，就是我們會把這

些利害關係，或者是說你需要想的點在哪去提醒你。(小蘭，598-600) 

 

參、中期-行動: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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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階段為充權觀點運用之極大期，著重於彼此之共同行動持續創造資源並

排除困難，讓服務對象產生自信心，也提升自我能力。 

一、情緒支持 

  不論是準備性職場或是一般性職場皆有職場適應期，前三個月需要密切關

心提供情緒支持、陪伴討論等服務。如同小玫分享她在婦女就業後初期陪伴與

關心的面向。 

 

他進去工作都會面對適應期，然後他可能會遇到什麼樣情況，例如他剛進去

工作，他就會面對到就是人際、工作學得起來學不起來，這會是我們關心他

的重點，那另外一個是，他跟孩子生活的部分有沒有受到影響，那通常可能

都會有，一但他去工作，那個壓力，還是會有工作適應的壓力，還有他勞

累，體力上壓力的，這些其實都會回應到他跟孩子的相處，假設今天孩子在

過程中一旦有些不配合的時候，他可能就會有些衝突，那這些就是在我們關

心他、然後會談，然後討論他可以再怎麼做，再怎麼樣找相關資源等等之

類。(小玫，285-291) 

 

二、外部化 

  確認外部化原因避免服務對象不必要的自我指責，阿川跟我分享，在資源

缺乏的情形下，服務對象被外界指責沒有做到妥善處理的時候，他理解服務對

象其實已經努力做到超出她能力能夠承擔的部分，並告訴她，讓服務對象減少

自我懷疑與指責。 

 

我就說沒有關係，你已經承擔出就是早就超過你該負責的境界了，是因為一

直沒有資源，就是團體也好或社區也好，或者是這個國家也好，就是沒有資

源給你，你就是承擔這種責任可能都已經十幾年了這樣子，然後還被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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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說西的，所以你不要覺得就是這件事情是你做得不好，因為你早就超過

了，當然你會做得不好，但是我們都期待他再超過好幾倍。(阿川，919-924) 

 

就是我以前學的敘事，讓他外部化。(阿川，949) 

 

三、適時的推一把 

  由信任關係作基底，在需要行動的時候能夠將責任由服務對象自行承擔，

讓她學習、面對需要處理的事務，如同小蘭在與婦女工作中會要求婦女也能負

擔起自己的責任。 

 

十件事情裡面五件你要做，五件我來做，那這件事情我們就充權讓他去面對

那五件。不是以前十件都賴給社工作。(小蘭，698-699) 

 

的確是會比較有點半強迫他要做這些事情。那當然這些要強迫他做的事情是

評估過他有能力做的。(小蘭，701-702) 

 

四、等待也能工作 

  如同小向以正向態度鼓勵服務對象，透過言語或外展關心等方式來讓服務

對象提升自我能量以及自信心，以面對挑戰。 

 

等待期間其實你也可以跟他建立更多的關係，或是提升一些自信的部分，就

多跟她聊啦。(小向，517-518) 

 

五、創造優勢 

(一)從正向經驗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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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受訪者皆表示，透過正向經驗的建立能夠協助服務對象發展出自己的

能力，如小向分享婦女容易焦慮緊張，但透過練習與社工正向語言的鼓勵，讓

婦女更相信自己具有能力完成目標；小玫也表示透過實際執行時產生的正向經

驗，更能促進婦女繼續投入。 

 

因為他本身就比較緊張，壓力比較大，所以他整個會非常焦慮，連做什麼東

西都會抖阿之類的，那這時候就會跟同事討論要不要給他多點時間練習。然

後在會談當中也不斷跟他說你看你上次是怎樣這次怎樣，就幫他做比較他自

己是做得到的，那到最後他反而是裡面績效最好的。(小向，688-691) 

 

從小事，你要不斷累積他的很小很小成功經驗，並且放大那個成功經驗，讓

充權在這個人個體上慢慢的發生，充權不會我跟你說就發生，不會我跟你說

好棒哦，就好棒，不會，他必須要真的他心裡真的慢慢，他的那個累積上

來。(小玫，608-611) 

 

(二)從不可能到可能 

  從負向經驗轉換到擁有正向的良好經驗，將會翻轉服務對象思維，不會再

對自己感到無力、無能，如同小玫的分享，她認為必須清楚的讓服務對象知道

這樣的轉變，信心才會由內真實產生。 

 

這個成功經驗一定要把他抓出來，讓他看見，然後這個很重要的是，當他下

一次他覺得不可能的時候，我常常會說，他有一個過去成功經驗，那我們怎

麼樣去複製這個成功經驗到現在的這個狀況，因為他有了，那這樣複製就很

容易，不能說很容易，相對她會比較有信心一點。(小玫，626-629) 

 

(三)增加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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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顧客、婦女同儕認同 

透過不同角度與觀點讓服務對象能夠充權並提升自信心，如小蒲表示婦女

透過他人的認同進而發現自己的改變，也透過相互學習增加了自己的能力。 

 

我發現其實在找優勢的這個歷程裡面社工一個角度是不夠的，他其實需要的

是顧客的角度，需要的是工坊跟群體之間的角度，所以我們每個月都會開一

次交流會，不管來的人多少，過半的、全數到齊的、甚至只有十個人我都

開，原因是因為你定期的聚會，在這個過程裡面他需要的不是你社工傳遞什

麼資訊，他需要的是同儕之間去看到說誒你最近變瘦了欸、你變漂亮了欸、

然後你最近很厲害喔蛋糕賣得很好喔什麼之類的，就他需要別人看見他的努

力，而且這個說法不是社工說了些什麼，社工去買蛋糕他們一點都不開心，

他們只要看到喔民眾願意過來買蛋糕他們就很開心，不管那個人是誰

（笑），對，或者是同儕之間說誒你做的東西好好吃喔我都做不出來，那他

們在彼此比較的過程當中其實他們也是有彼此的信任度，然後我覺得那個過

程當中很有趣喔，他們 A 賣不好就去跟 B 分享、B 賣不好就去跟 A 分享，他

們彼此就是互相換彼此的商品，然後在這個歷程裡面大家就會互相學習，我

覺得也沒不好，那他其實在當助人···他受助者的過程當中他也同時擔任助人

者的角色。(小蒲，4459-471) 

 

2.服務對象成為工作人員 

(1) 受助者成為助人者 

小向分享當服務對象能力提升至一定程度，她會邀請對方成為工作夥伴，

更達到服務對象在途徑上獲得實質充權，也讓服務對象在服務單位可以把她的

經驗跟其他婦女作一個分享，讓她們對未來更有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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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自己主責裡面，我會...不錯的婦女我會鼓勵機構把他變成工作人員，所

以有幾個是後來很不錯變成工作人員。(小向，691-693)  

 

對他們變成企專、行專，或是準備性職場的工作人員，就是正式聘用的人

員…如果你可以先聘用他其實是更認同這份的工作。然後在我過去，因為我

之前本身有帶一組那個就業，我作督導以外還要帶一些實務的就業的部分，

就有好幾個是變成工作人員。(小向，695-701) 

 

(2) 受助者成為行政人員 

  百合也分享了邀請工作能力不錯的婦女當單位的行政人員，並提供婦女工

作上的彈性，讓婦女能在友善的工作環境持續適應。 

 

行政能力還不錯，邀請他進到我們協會裡面工作，雖然當他壓力有點大，也

會覺得身體受不了，會跟我們說需要請假去看醫生，我們也都讓他在合理狀

態裡頭讓他去看醫生。(568-570) 

 

肆、後期-確認:實行狀況 

一、能力的提升 

(一)開始有更多選擇 

  小蒲分享當婦女能力提升以後，她更有選擇權決定要做哪一份工作，不再

被限制與綑綁在同一個位置上。 

 

他自己現在可以換課室了，他已經不用再靠以工代賑，他就自己去應徵臨

工，然後他可以選擇換工作，然後他也想要畢業之後再去考公職，我覺得那

也都是一個很好的給婦女的一個希望經驗啦。(小蒲，82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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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所長 

  小蒲表示因為低收入戶就學免學雜費，許多婦女開始創造並累積自己的資

本，以提升自己的能力。 

 

空大這個資源讓婦女可以持續的去就學這件事情，其實是這些婦女可能剛好

都是高職畢業，所以對他來講會知道再努力一點點就可以改變(小蒲，822-

823) 

 

二、階段性調整 

在服務中依服務對象的需求持續調整，可能視情況每一季、每一年進行變

動，如同小草分享在服務方案上的調整，都是促使服務能更貼近服務對象的需

求；小鈴也會依據不同對象的特質來調整服務內容。 

 

第一年的時候我們辦，我們辦的時候，用課程、用團體的方式來辦，那需要

什麼這樣子，第二年的時候我們就連結把財務諮詢納進來，還有計畫書納進

來，既然你要創業，我們就讓他的夢想更具體呈現，起碼有一天你覺得你真

的覺得說你要創業，計畫書可以來出說，那時候規劃是什麼什麼，然後循序

漸進這樣，所以第二年的部份就把財務諮詢，剛剛那個計畫書納進來，財務

諮詢的原因也是因著第一年我們發現，有一些個別的議題其實是需要處理

的，所以我們才把這東西納進來，第三年的部分就是延續第一、第二年有的

東西，然後再多了一個叫做試賣。(小草，471-478) 

 

每年其實辦的形式都差不多，但可能主題上會有些不同，比如說我們有觀察

到目前服務對象比多要處理親子上面議題，或者是自我照顧的議題，那我可

能辦的課程就會有些不同，但是像是基本的，勞安知識比較確定基本上他們

每個人都不太完全，有可能有部分知識，但不太完全，像這樣子課程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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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年都會持續辦，只是他可能會結合在不同活動裡面，比如說我們去年

的話財務加勞安知能綁親子旅遊。(小鈴，332-337) 

 

伍、終期-實現:達成目標與充權成果 

一、 服務目標達成 

社工達服務目標後會進行結案，經與受訪者了解結案分積極性及消極性結

案，積極性結案係達成服務目標而結案，消極性則為無法進行工作而提前終止

服務，但多數就業/創業社工認為只是時機未到，對於服務皆抱持開放，若服務

對象表示有需求皆會重新開案服務，結案部分原因多為穩定就業三或六個月，

家庭整體穩定、無服務需求、搬離轄區、失聯等。 

(一)積極性結案 

1. 穩定就業三個月 

少數以此作為結案標準，若有則因考量案量或綜合評估穩定才會與以結

案。 

 

對對都會希望他們至少是三個月以上拉，之前會希望是說到六個月拉。那六

個月的情況下有時候案量會比較多一點，有些如果他離職的話我們就三個月

就 OK 了。(小向，673-675) 

 

他是換工作，越換越好，他工作雖然沒有滿六個月，可是他工作是越換越

好，而且都是自己找的，他的能力有出來，然後狀態不一樣了。(小玫，463-

465) 

 

2. 穩定就業六個月 

多數社工以穩定就業六個月做為結案標準，認為較長的時間才能夠確認整

體情形穩定，此亦為政府結案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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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就業六個月以上。(小玫，438) 

 

結案標準是至少工作要六個月。(小鈴，92) 

 

3. 家庭整體穩定 

許多社工並非以工作穩定作為結案指標，而是提出以家庭整體都穩定了才

會以此作為結案依據。 

 

他家開支已經是為正了，好為正了之後我就會開始跟他問說就是你為正了之

後你可以···你還有沒有什麼是你擔心的，或是你覺得可以了，那就有婦女說

他覺得可以了那他就結案了。(小蒲，790-793) 

 

我們不會只有評估他一個工作的穩不穩定，他是比較生活全面性，孩子的關

係穩定、生活穩定。(小蘭，490-491) 

 

盤點他的財務狀況，加他有存款，他也暫時沒有想要做什麼的。(小草，722-

723) 

 

遇過一些雖然家開支不符合，但是他很明確說他有別的管道可以補足這個缺

口，然後我覺得這樣就夠的。(小蒲，796-797) 

 

還有是他自己說，他可能不需要我們再那麼關心他的這種，也會跟他討論就

結案，因為他就穩定了。(小玫，468-469) 

 

(二)消極性結案 



93 

 

1. 無服務需求 

多數是經歷過長時間服務後確認無工作意願，生活面向也無其他需協處事

向，才會進行結案，如小玫與小草所分享的工作經驗所示。 

 

我們跟他談過，然後就是他不需要偽裝，他不想要工作就不要工作，不用

演，不用我們還要陪他演一齣戲這樣子。(小玫，440-442) 

 

可以談到這麼深的議題，可以抓到這個點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因為要有足夠

的信賴程度。(小玫，447-448) 

 

某個心理動力他其實對於工作這件事情，他自己的意識裡，或潛意識裡並沒

有那麼認同，如果從 OO(服務單位)的性別的概念來看的話，確實他可能比較

期待可以找到另外一個，可以支應他的另一半之類的，所以我們就會跟他做

這部分的討論。(小玫，453-456) 

 

他沒有打算要工作，也沒有打算要創業，他就是全心照顧小孩啦，比如說他

支持系統好、生活也穩定、也沒有就業計畫，或是社工服務需求的，那我們

就會結案。(小草，710-712) 

 

2. 搬離服務轄區 

因服務多有地域性條件限制，若服務對象搬離轄區，社工也會溝通先行結

案。 

 

他搬離 XXX(地點 1)，個案很喜歡偷偷搬來 OOO(地點 2)又不跟妳說，等你要

去家訪的時候，他在 OOO(地點 2)！(笑)。(小草，72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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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失聯 

受訪者亦表示若真的無法找到服務對象，則案件部分將以結案先進行處

理。 

 

這種就要消極性結案，他就是他失聯找不到。(小玫，440) 

 

(三)其他 

  此以仍有服務需求為主，多數社工都抱持開放心態，若服務對象有需求皆

會再開案進行服務，如同小向之分享。 

 

是他只要有需要都可以來找你，你不可以拒絕，你重新開案都 OK。那當然

第二次比第一次開案就簡單多了，因為很多能力都有了，第二次就只要加碼

一下其實大概都 OK。(小向，676-678) 

 

二、 充權成果 

(一)來來回回的堅持過程 

受訪者分享服務需要長時間陪伴，從起初狀態及不穩定到慢慢的服務對象

能力基礎扎穩建構後，那並非短時間及一次性服務即可完成的成果，社工一路

上陪同服務對象前行，是堅持造就了這樣的過程，如同百合的分享，從一開始

無法聯絡到主要服務對象，到慢慢開始建立關係，至婦女嘗試工作進而開始穩

定就業，過程中的來回也花費七、八年的時間。 

 

他是一個憂鬱症婦女，早期她進案的時候，我們根本也沒辦法跟他連絡上，

都是媽媽來處理，其實剛開始都是跟這個婦女的媽媽在工作，所以我根本跟

這位婦女沒辦法搭上話。（百合，54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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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法與服務對象工作到持續建立關係的過程中，社工需要不斷的堅持才

有可能與服務對象產生連結與互動，這是百合在面對無法與服務對象有工作進

程時仍持續嘗試，沒有放棄而產生的可能。 

 

後來我們也會去家訪，也會去了解，也會想辦法去跟這位婦女想辦法取得聯

繫，所謂取得聯繫是說，我工作對象是你，我們想要了解你的現實的狀態，

你真實的需要，其實那時候我們做了些努力，想辦法跟這個婦女建立關係。

（百合，543-546） 

 

也因為持續接觸，更清楚家庭整體動力與樣貌時，發現了狀態的核心議

題，並非在於疾病身上，而是親屬關係間的羈絆，致使服務對象無法發展出自

己的能力所產生的限制，進而開啟溝通對話，從處遇中嘗試開展新的可能。 

 

在這個家庭裡面我們看見媽媽有很大的掌控，就是這個婦女的媽媽，有比較

多權控，其實也會影響到說孩子沒辦法自立，也沒有自立經驗，那時候我們

做了些努力，也跟媽媽一起工作，然後跟媽媽說其實...你一定也很希望說你

的孩子能夠為自己生命負責任、能夠長大成熟、能夠獨立生活，那...我們要

不要一起來努力，所以其實在那次工作經驗取得阿嬤、就是媽媽、這個婦女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後來他們兩個就先暫時分開生活，因為同住在家裡

面，那個情緒渲染，整個相處模式都會影響這個婦女的穩定度，所以那時候

就鼓勵他們分開生活。（百合，546-553） 

 

從與羈絆者分開生活，到服務對象開始嘗試開展自己的工作經驗，過程當

中需要多方練習與嘗試，並在服務進程中找出當下的主要處遇目標，再佐以其

他資源協助與安排，才能讓服務對象慢慢找到屬於她的生存方式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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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安排他短期就業的機會，可能剛開始做不久，做半年就已經很好了，剛

開始只有幾個月，但是他時間也不能太長。（百合，553-555） 

 

他也換過不同類型的工作，其實他想試，我們就讓他去試，我們也先不管他

賺多少錢，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你去工作就對了，我所謂去工作是說，主要

說工作讓他有生活的目標，讓他知道說，我早上今天醒來，我有個事情要

做，我覺得那是個生存目標，剛開始我們不要求要賺多少錢，其實他剛好因

為有媽媽，因為在這個案例身上，這個家裡經濟有媽媽支持，雖然他有小孩

啦，但也都是阿嬤在照顧，相對來說經濟對他來說沒有那麼大的重擔，所以

這過程中就可以比較隨性，他不一定要賺多少錢才是重點。（百合，557-

564） 

 

在工作中的不斷嘗試，服務對象漸漸找到自己的喜好以及培養就業的習

慣，個人狀態逐漸穩定，社工亦看見服務對象所擁有的個人能力，服務對象除

了更熟悉就業的狀態，亦透過自身的行政能力開始能有更穩定的工作。 

 

他中間換過不同工作，有醫院的傳送、有什麼布料的行政助理之類，後來他

又到了一個餐飲業工作，然後他就對於做沙拉、濃湯很有興趣，所以他就開

始慢慢穩定，就做比較長時間，幾乎也快到全職狀態，後來加上行政能力還

不錯，邀請他進到我們協會裡面工作，雖然當他壓力有點大，也會覺得身體

受不了，會跟我們說需要請假去看醫生，我們也都讓他在合理狀態裡頭讓他

去看醫生。（百合，565-570） 

 

百合表示，由這樣七、八年長時間的陪伴下，從一開始服務對象多長

期臥床的狀態，到她能夠外出就業甚至現在也能穩定的工作，這都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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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與各種嘗試不放棄而逐步開展出來的，來來回回的嘗試，都是社工陪

伴著服務對象一起調整、前行。 

 

這個經驗裡面，我們跟媽媽也跟婦女工作，透過不同方式 try(嘗試)不同生活

型態，然後到現在可以穩定工作，這是一種的狀態。（百合，574-576） 

 

(二)灌溉以後的發芽茁壯 

  在訪談的過程中，看見優勢、充權、復原力在婦女身上的真實展現，受訪

者表示服務對象長出自己的能量，在困境中開展了許多新的可能。從服務前的

狀態到服務結束後的對照，在在都看見了能力增長，如小向與小鈴都分享了服

務對象的進步。 

 

就業率是很高的，人數少可是就業率是高的，然後就業能力是提升很高。尤

其就業自信，你看每個出去都是有自信，在接受過社工服務後因為他對於自

我的認同跟自信，工作自信是提升的，這是一般的就業服務中心很難做到的

部分。(小向，546-549) 

 

不一定都很好，會有來來去去，但大部分都是好的。(小向，657) 

 

看他慢慢適應，主管也都跟我回饋說他工作狀況有越來越好。(小鈴，413) 

 

  從小事件開始，積沙成塔，有正向成長即為充權，服務過程中需要來回對

照服務對象的能力發展，才是落實由充權導向提供的服務。 

 

我不會覺得他說他做完這個工作，他覺得他做不下去，他離開，然後就覺得

是失敗，至少看見他願意去做嘗試，但是這嘗試過程中，他好像遇到挫折，



98 

 

這個小小挫折是他需要去突破的，我們在看成功、在看所謂的...正向結果的

那個角度，我覺得是不同的啦，只要他們願意去嘗試，都是好的。(百合，

707-711) 

 

可是我覺得要怎麼定義失敗這件事情要思考的是個案的每一個改變跟進步都

是一個小幅度的，只是他的幅度沒有大到讓你覺得哇～的感覺而已。(小蒲，

903-905) 

 

社工從服務對象的狀態去檢視與盤點，而非以自身對事件的標準來去看

待，從一個正向經驗逐漸增加其自信心的過程，才能建構服務對象對於自身能

力的肯定，由服務對象長出自身的真實能量。 

 

如果他確實在過去他是真的中斷職場很久，他過去的生活範圍很小這樣子的

一個狀況的話，他可能連交通工具都不擅長，其實從光她學會坐交通工具這

件事情，那不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這個我會跟社工說，你們要跟他一起去

坐，你要陪他、你要教他，教會他用 google 搜尋、教會他用 104、教會他寫

一份履歷、自傳。(小玫，621-625) 

 

從怯弱不敢發言到有自信地侃侃而談，這都是由一再的練習與經驗累積而

來，由社工阿川下述的分享我們能看見一位婦女與他人溝通對談的大幅進步，

然而這些都是在一次次的練習積累而成，並非一蹴可幾。 

 

他其實是很少跟人家互動溝通的這個過程這樣，最後下午他們就是跟著社工

這樣一搭一唱，然後就把他講的還滿好的，因為我們算演練還滿多遍的，然

後就有得到這個計畫這樣子。(阿川，14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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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來不會講話到現在就是講話滿可以侃侃而談的，就問他就說為什麼，他

說我已經講了上百次，所以我都知道怎麼講了。(阿川，196-198) 

 

小蘭也提到，在執行充權導向的服務中，她陪著服務對象一同前行，服務

對象透過漸進式的練習提升執行與實踐的能力，這是她堅持的工作方法，希望

服務對象都能由己發展，增加自身的可能性。 

 

他也應該要付出一些有去實踐的經驗，然後慢慢從十件當中他可以做到八

件，我們幫他做兩件，然後慢慢的他十件都可以作，然後最後來跟我們確

定。(小蘭，702-704) 

 

陸、小結 

關於選擇權，單親女性處於相對被剝奪的位置。 

 

婦女有沒有選擇權這件事情，我是不是因為我單親連選擇全職父母的權利都

沒有，每個人都要有權利可以選擇啊，我可以選擇我是要職業婦女還是要全

職媽媽，我們應該是還可以選擇我們應該要什麼樣的生活模式，這個婦女可

不可以選擇，還是我被孩子綁架之後每個社工都說我不能把孩子獨留，對我

不能把孩子獨留，可是我需要工作那怎麼辦，那我出去工作的時候你不是叫

我要托育，我沒有錢怎麼辦。(小蒲，1047-1052) 

 

  充權不是口號，須落實在服務當中。透過以優勢作為策略的服務中，翻轉

了以問題導向看待服務對象的模式，社工需與服務對象站在一起，才能看見服

務對象所面臨的狀況，從個人層次的觀點逐步跳脫，了解成因可能為制度性與

結構影響所產生，減少社工對於服務對象再次邊緣化或消權的可能，並透過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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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逐步發展自我能力，讓服務對象增加信心與能力，下節將以社政就業/創業服

務運用充權觀點來陪伴婦女的實施狀況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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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政就業/創業服務內涵與實施 

壹、服務內涵：時間財與事業財的探索 

  服務並非只有一個路徑，甚至是同時發展，陪伴討論是就業/創業服務所需

要的一個來來回回評估的歷程，並隨著一次次嘗試與調整能力逐漸上升，詳如

圖 4-2所示。 

 

比較是循環的部分，陪著他去討論，發現了他不適合做創業的時候，他就協

助他往就業這塊去走，有點像是一個歷程。(小草，943-944) 

 

圖 4-2 服務進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一、就業/創業動機高低影響工作進程 

參酌杜瑛秋(2017)對就業動機分類，社工實際服務場域中有四類不同樣貌

的服務對象，多數受訪者皆提到此樣態，如百合、小玫、小向都表示動機高的

婦女服務過程相對快速。 

 

這位服務對象本身動力高，有動力往前走，我們就很快，很快適合他想要去

走的方向，過程相對很順利。(百合，593-594) 



102 

 

 

他本身蠻有動能，然後我跟他的會談的密度其實沒有很高，但前面的兩次會

談很密集，然後釐清他一些想法、確認一些方向，然後我覺得有人陪他討

論，深度討論這件事給他有一個安全感，他知道有人可以找，然後我覺得那

個好像就可以安定一個人的感覺，然後他就可以就是好像就覺得比較放心，

這是相對很快就成功的。(小玫，526-530)) 

 

那個意願很強的情況之下，只要找到他可以做的工作，他可以做工作，不是

她想要的工作，那可以做的工作他都可以作得很好，然後就慢慢慢慢上來。 

(小向，478-481) 

 

  王篤強（2015）指出服務對象依照其行為可分為親職照顧者、生計工作

者、與策略性求助者。若成為職業求助者時間較長則已熟悉相對應知生存位

置，心態容易固化，改變的可能性會降低，如同小蘭所分享的現象。 

 

經濟需求重的話他的求職意願就會比較高，那如果說一般社區通常沒有工作

的問題就是一直在累積的，已經是很長期的問題了，通常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做一些調整他的心態或是跟他討論等等。那如果遇到低收入戶比較長期有

福利資源的要他工作這件事情又更困難。所以我們通常就是有那種緊急需

求，馬上他現在就需要工作或是說他的單親家庭裡面比較積極的，通常這種

媒合的或是 PUSH 他去工作的機率的成功率都會比較大。(小蘭，397-402) 

 

二、依照個案能力及處遇計畫而有不同 

  是否具有求職能力與專長也是社工考量與評估的重點，多數社工皆表示依

照服務對象的不同狀態進行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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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部分是如果他本身自己很有能力，可以透過 104 之類的那個網站，主要

也是看這個婦女有沒有工作的專長或是知能，有些婦女可以透過網路、求職

網、透過人脈的介紹，他就可以自行找到工作。(百合，176-179) 

 

協助他比較具體的有關他就業前準備，自傳、履歷、面試通通就會跟他討

論，然後教他怎麼找工作，如果他不會的話，怎麼 104，那我們媒合工作的

工作方式。(小玫，132-134) 

 

三、服務流程 

  杜瑛秋（2017）對就業/創業服務內容及步驟進行分類，實際訪談後發現服

務過程中多需依服務對象實際狀況進行處遇調整，並非僅以就業或創業單一方

向進行安排。 

(一)就業服務 

1. 準備性服務 

  進入準工作職場、準職場適應準備、協助進入一般職場及就業支持與追

蹤、因應狀況做調整，後穩定就業三至六個月後結案。 

(1) 進入準工作職場 

  看見難以就業婦女的狀態，而讓她們進入準職場做練習，才有可能找出破

口並做調校，此處以小向及小玫之服務經驗做說明。 

 

就有這樣很難推就業的婦女，這就是做社區很困難就是做這一塊，因為他的

工作的樣子你是看不到，可是就是在這些工作的過程跟對人的樣貌裡面你就

可以看得出為什麼他很難適應原因是什麼。(小向，439-441)  

 

我們會進入職場跟他一起工作，所以從裡面就可以很實際地去看見他不同於

在會談室展現的那一面。(小玫，48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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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準職場適應準備 

透過準職場的環境是可以讓婦女跟社工一起去做討論，在這過程當中，婦

女除了她原本有的能力之外，可以再看到職場互動需要再做調整的部分，讓婦

女在後續進入正式職場能有較好的適應。 

 

到準備性職場是可以調整這一塊的，因為他跟同事、主管的互動的一些心理

小劇場或 sop 的時候，其實是要事件發生的時候就要介入處理，如果沒有發

生在之後去的時候有時候很辛苦…很多婦女都有這樣的狀況，所以他們在調

整過程當中，其實是慢慢調整過來，因為他們需要漸進式，他們沒有辦法一

下子就很快。(小向，290-296) 

 

對這些就是不斷變換工作或一些人際適應，或是很多的婦女她是比較負面認

知其實是很好的一個 model 一個職場。(小向，297-298) 

 

在服務對象經歷練習後，社工能夠看見婦女的轉變，形成正向的能量與能

力增長，如小向下述之分享。 

 

大概這樣的過程可能半年後，最快是 3 個月，大概半年後就會有改變，因為

他們開始做些自我的調整。那你只要有好的部分通常會鼓勵他們去增強他，

去讓他去看到他們的改變。如果以前他遇到覺得工作的時候會一直抱怨怎

樣，那後來教他怎麼去處理之後他慢慢抱怨就減少，他開始看一些正面的思

考，我覺這部分就有差。(小向，309-313) 

 

(3) 協助進入一般職場及就業支持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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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玫也分享大多準備性職場的服務時間為三個月至一年確認服務對象的適

應狀況，小向則分享當婦女開始轉銜至一般職場時她會提供支持與持續追蹤，

在處遇計畫裡來回對照之前就業史的評估跟婦女財務狀況的盤點。 

 

要看婦女適不適應我們的準備性職場，那我期待最短三個月，那長可能六個

月到一年就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小玫，487-489) 

 

他剛進入職場的時候會不斷的跟他溝通了解然後支持，甚至有時候會去職場

看他。(小向，660-661) 

 

因為在協助婦女適應裡面有對人的適應，對事的適應跟對環境的適應。所以

會跟他們針對這幾個部分去了解他適應的狀況，那有哪些改善。如果他就業

史裡面是他可能大概工作多久後就會離職，這時候就會提早再跟他做討論，

相對攔截就他離職的想法的一些持續然後做一些改變。那如果更穩定之後也

會跟他討論他賺來的錢怎麼分配，那看是不是有一些存款。(小向，666-670) 

 

(4) 穩定就業三至六個月後結案 

  當婦女工作狀況上軌道後，小向與小玫皆介於婦女持續工作三至六個月整

體穩定後再進行結案。 

 

都會希望他們至少是三個月以上拉，之前會希望是說到六個月拉。那六個月

的情況下有時候案量會比較多一點。(小向，673-674) 

 

穩定就業六個月以上。(小玫，438) 

 

2. 支持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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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後職場、人際及家庭平衡、社工定期或不定期提供婦女職場關懷及適

應輔導、因應狀況調整，直至穩定就業三至六個月後結案。 

(1) 就業後職場、人際及家庭平衡 

  受訪者表示婦女就業後對生活產生極大影響，過程中的適應與平衡是相當

重要的，社工多扮演支持與陪伴的角色，與服務對象一同討論與分享生活的大

小事並討論如何因應。 

 

像有些婦女，單親媽媽有工作之後，生活就很不一樣啦，他跟孩子的互動就

差很多啦。(小蘭，341-342) 

 

(2) 社工定期或不定期提供婦女職場關懷及適應輔導 

  多位社工提到討論需要注意即時性，發生時就要及早處理，立即討論才能

產生具象感，包含職場互動應對技巧及個人看法與狀態調整，相對可提早緩解

服務對象職場不適應情形或對於離職之想法，如同小向、小蘭的分享；而小鈴

也提到，事過境遷後，狀態都會不一樣，討論就會如小向所說變得較為困難，

影響有限，因此及時介入討論並處理是此階段重要之核心。 

 

其實是要事件發生的時候就要介入處理，如果沒有發生在之後去的時候有時

候很辛苦。(小向，292-293) 

 

當她遇到的都是我現在要想要離職這件事情，已經是現在的問題了嘛，我們

這時候來跟他討論就很符合。(小蘭，299-300) 

 

下班的時候，帶他去晤談，聊個十分鐘、十五分鐘再讓他回家，我覺得一整

天經歷事情下來之後的那個當下，他的狀態是最明確，如果等他回家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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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酵或是想像，或者是做了很多的詮釋之後，再去處理其實有時候會來不

及。(小鈴，232-236) 

 

我們開發的職場，那他可能在職場過程之跟主管有摩擦或是同事有摩擦，我

們是會跟他討論過之後，介入處理的，也會跟職場那邊溝通說，主管在他工

作時的狀態是怎麼樣，我們能不能夠做一些工作上面的切割，或者是工作職

務的交換，讓他們避免再產生相似的問題。(小鈴，223-227) 

 

(3) 因應狀況調整 

  當單親婦女工作收入不足因應生活時，會以多種方式進行調整以增加收入

來源，如小蒲、阿川與百合的分享。 

A.收入不足，兼多份工作 

 

有些婦女就做兩份工喔，我們確實有個婦女他就是早上做一份工，作業員的

工，晚上再做一個清潔工。(小蒲，789-790)  

 

他當時回到社區的時候，其實他就是從事三份工，三份工的薪水是不到基本

工資這種狀態。(阿川，91-93) 

 

那時候是做電子工廠就是組裝零件，然後去補習班就是幫忙洗碗，然後還可

能是幫忙去做一些水電的工，三份工這樣。(阿川，163-164) 

 

B.兼職加上創業 

為了增加收入來源有的婦女會在服務單位從事時薪工作外加上創業工坊以

貼補家用，亦有從兼職工作再持續自行開展創業的單親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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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一的概念就是指說我們會給他一個有時薪的工作，他是穩定的，另外一

個一就是他自己做的商品他可以自己販售、他自己當老闆，他可以自己有一

個增加收入來源的能力。(小蒲，179-182) 

 

他自己也就去接兼職工作，同時也在想說他要不要開始賣一些小東西，比如

說自己做一些香腸，去擺攤、去賣，或是有熟悉的客人來跟他買，他找到一

個兼職的機會，同時他也自發展他其他工作...其他可以發展的面向這樣，後

來他又到萬華也開自己小店，一個小攤子。(百合，663-666) 

 

(4) 直至穩定後結案 

  社工進行結案係多面向，並會與婦女共同討論進行準備，當工作穩定或是

家庭整體狀況穩定再進行結案。 

 

結案標準是至少工作要六個月。(小鈴，92) 

 

你還有沒有什麼是你擔心的，或是你覺得可以了，那就有婦女說他覺得可以

了那他就結案了，我們還有婦女這樣子到別的協會裡面去做總幹事，然後我

們就結案了。(小蒲，792-794) 

 

有個婦女就去做葬儀社，他選擇去做大夜班的工作，那也因為他覺得做大夜

班會有些加給嘛，所以他覺得這些加給可以負擔他生活風險，那我們當然尊

重他結案。(小蒲，798-800) 

 

(二)創業服務 

  在創業服務上需了解服務對象創業意願、收集服務對象財務資訊並進行評

估、連結創業資源、陪伴服務對象進行創業前準備、創業初期之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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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調整，而創業較就業更著重財務管理能力及商業模式（如產品包裝、受

眾需求、產品行銷）之具體理解，以穩固創業根基，且並非創業後即結案，創

業成功後多持續輔導，狀況穩定良好才予以結案。 

1. 了解服務對象創業意願 

(1) 兼顧子女照顧 

  謝淑琪、吳秀照（2013）指出婦女創業係為兼顧子女的照顧，如同百合與

小草向我分享，單親婦女想創業是因為想要能時間彈性，將子女照顧好，才對

創業有想望。 

 

對有些婦女來說，他們就會想要用自己經營小生意做一個開始這樣子，對我

們來說有些婦女，確實他不得不面臨的很重要的一個...他們生命中還扮演一

個很重要的，就是孩子照顧者的角色，所以對他們來說，他們也在想說如果

我了小生意，然後是我可以把孩子帶在身邊的話，那其實是方便照顧孩子。

(百合，54-58) 

 

斜槓創業這件事情，因為其實我們服務過程裡面，很多的婦女單親的婦女，

他們為了想要可以兼顧照顧小孩這件事情。(小草，102-105) 

 

(2) 探索 

  小草分享方案參與的單親女多數已有工作，在小草與百合的言談中了解婦

女想透過不同管道，嘗試開創不同的路，在各種想法與興趣中發展不一樣的面

向，小草也分享在服務過程中不會侷限創業面向，只要服務對象有想望，提出

就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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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成員是抱持著我來聽聽看的那個狀態，所以我覺得那個內在動力的部

分沒有很強，或者是他們本身就已經有工作，只是在面臨轉型的過程。(小

草，71-73) 

 

其實我們看見有一些婦女他們可能對於創業方面有興趣的。(百合，82-83)  

 

只要他告訴我要當老闆，他說他會什麼、可以做什麼，我就會覺得說很好，

那你來，對，所以我不太會再去多一點的評估，因為我覺得那個就留到團體

裡面去處理就好，那有時候不需要去說什麼。(小草，297-300) 

 

2. 收集服務對象財務資訊並進行評估 

  創業基本要件，即創業的相關概念與知識皆須具備，理財能力也是在自行

創業上是否能夠維持良好經營的重要指標，多位社工都表示須具備相關條件才

能使創業穩定，小草指出，理財能力能透過練習而增進，才能紮實在創業的基

底。 

 

創業可能需要準備很多東西，包含準備金啊，然後你的成本管控，你的物

流，就是如果你要送，你如果有店面的話，你店面的裝潢、維修、管銷，其

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開支。(百合，322-324) 

 

他往創業發展，當他有這個商業模式邏輯的時候，我們再轉給所謂的信扶專

案，或是轉給所謂的創業貸款。(小蒲，188-189) 

 

家庭帳，因為你要記一個月你才能產生月現金流這件事情出來，你有月現金

流出來的時候，你才可以去跟他談說你的毛利率要怎麼訂。(小草，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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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連結創業資源 

  資金來源與師資及人脈皆是社工會協助服務對象開拓並連結的資源，讓服

務對象能夠實際執行且有較好的銜接與發展，如小鈴與小草的分享。 

 

會連結一些做創業資源，比如說 O(協助創業單位 1)，或者是Ｗ(協助創業單

位 2)，我們比較常用這兩個資源，這兩個資源就會有專業的顧問去協助產品

定位的部分，後續我們可能就會做陪同或者是中間溝通橋樑，因為有些服務

對象不太能接受別人直接對她產品有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議，可能就要中間潤

滑劑。(小鈴，618-620) 

 

那個老師本身也是 O(協助創業單位)的顧問，如果他覺得他有需要，可以幫

他直接做連結，所以一個部分是，我覺得可以找到很全面性的老師，反正就

各產業她都很熟。(小草，417-419) 

 

4. 陪伴服務對象進行創業前準備 

  在創業前嘗試的過程中因為婦女皆有其個殊性以及創業需注意的事項，社

工皆會依狀況與服務對象進行討論，如小鈴及小草的分享。 

 

我們可能就會做陪同或者是中間溝通橋樑，因為有些服務對象不太能接受別

人直接對她產品有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議，可能就要中間潤滑劑。(小鈴，620-

622) 

 

我們就開始討論要試做，妳針對妳要試做的產品，開始要去購買、採購。(小

草，351-352) 

 

5. 創業初期之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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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前期會協助服務對象開發場地及材料支出，以穩固服務對象創業的基

底，並讓婦女有時間能在嘗試中調整自己的狀況。 

 

我們也有發現他們在賣東西發的試吃品可能比賣掉的東西多，所以我們也會

貼補一些某部分的試吃的費用。(小蒲，280-281) 

 

這一些，採購出來，採購的錢呢，是我們經費出。(小草，352) 

 

因為大家反應說沒有好的地點，你知道 OO 市場，…，然後就在裡面租攤

位，我就讓你們賣，你不要再跟我講說沒有地方(笑)，一天 2000 塊我也租

了，我就租給你，你去賣。(小草，383-385) 

 

某層面來講是鼓勵，另外一個狀況是，讓他去計算說他要怎麼樣去抓那個變

動成本。(小草，358-359) 

 

6. 因應狀況調整 

  當創業收入不足，從事兼職是多數婦女能夠開展的方向，調整過程中如社

工進行建議及服務對象自行發展皆有，如小蒲與百合的分享。 

 

他就是住在一個很偏遠的工業區的社區裡面，我們那時候就想說完蛋他東西

一定賣不出去，結果他自己就跑到他們家社區樓下一樓的火鍋店去打工了，

然後就跟老闆講說我打工我會很認真喔，那我做出來的商品可不可以順便在

這裡賣，他就自己找到了一個通路啦。(小蒲，242-246) 

 

他本身也有低收的資格，那我們就問他你要不要嘗試先登記以工代賑，至少

說在生活當中有小筆穩定收入，因為美睫這個工作是排班、是可以排時間



113 

 

的，所以你可以安排在下午到晚上的時段，再來接這些生意。(百合，322-

324) 

 

他們其實也看到自己的...地瓜其實有產季，也有時節性，特別像夏天，對他

們就是災難，夏天很少人會買地瓜，他們也在發展有沒有其他工作，販賣其

他的，…跟一個公司合作包水餃，所以也在訓練這些婦女包水餃，或是販賣

不同商品。(百合，671-674) 

 

7. 創業成功後持續輔導或結案 

  並非創業成功後即結案，仍看服務對象實際狀況安排，如小蒲則分享若婦

女願意仍可再持續在原單位與其他婦女一起發展，阿川則表示創業婦女至今收

入狀況仍需由募款支撐部分開銷，因此仍持續服務中。 

 

基本上我們只要他願意一加一我們都還是會持續，所以他們不會因為他今天

有一個工作，所以他在 O(單位)這邊就要結案，我們沒有限定。(小蒲，737-

739)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賺回來，還在賠，所以我們都還要額外在募款在撐，很難

啦，創業很難。(阿川，1077-1078) 

 

依受訪者之分享，筆者以單親婦女於生活中實際的就業形式及收入來源分

類整理為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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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單親婦女工作類型 

          收入來源 

工作型態 
一種 多種 

自雇 V  

受雇 V V 

自雇+受雇  V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4-1中能夠知悉單親婦女選擇的工作方式可能外出就業也可能是自行

創業，亦可能視狀況兩者皆同步進行，而就業部分則有婦女同時從事多種工

作，以增加自身收入，創業則以單一事業為主，惟銷售管道可能為自尋或社工

協助連結與開發。 

 

貳、服務實施：不同的工作方法 

一、由服務對象開展的行動工作 

(一)服務對象個人勞動權益維護 

  此部分說明不論是就業/創業服務須建立服務對象勞權知能，就業時需篩選

友善店家，社工協助創造機會，並能居中協調協助就業婦女爭取彈性工時及確

保創業婦女能有完整配套措施。 

1. 建立勞權知能 

  小鈴與我分享，在服務時許多婦女不知道就業或創業的一些規定，為了保

障服務對象避免求職陷阱及違法、並瞭解自身權益，因此都會開立相關課程讓

服務對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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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安知識比較確定基本上他們每個人都不太完全，有可能有部分知識，但不

太完全，像這樣子課程基本上我們每年都會持續辦。(小鈴，334-336) 

 

  過程中也讓服務對象建立基本常識，如小蘭與小鈴都分享投保條件及概念

說明的重要性，並實際與服務對象溝通說明，保障她們「知」的權益。 

 

六十五歲以上不能保勞保，那我們有些職業保險也要注意等等的，這些這些

權益也許服務對象可能不知道，就覺得六十五歲有人給我工作就好了，什麼

保險都沒有沒關係，可是有時候自己的保障也是蠻需要爭取的。(小蘭，194-

196) 

 

那類型工作職務不能說沒有，但是以現在勞動市場來說，是相對少的，而且

對服務對象來說他們的權益跟福利有可能是會受損的，比如說他的時薪不符

合現在的基本工資，有可能不會幫他投保，發生意外的時候誰要負責，他們

受傷的時候，家人怎麼辦，小朋友怎麼辦。(小鈴，268-271) 

 

他們可能沒有投保的概念，他們可能不覺得那很重要，那我們的服務勢必要

投保的，那要怎麼樣去跟他們溝通到說，你公司不投保沒關係，那至少要投

保工會。(小鈴，95-97) 

 

  小蒲也分享許多婦女不知道賣肥皂是需要營業登記的，透過課程的參與，

讓她們瞭解也創造機會讓她們能夠投入。 

 

宣導的目的是要告訴你說如果你學完了你很有興趣，你想要賣這個商品，歡

迎你來找我們，請你不要自己做，因為你自己做你不知道原來賣是會違法

的，我們會負責開一些專業培力的課程，找 FDA 的單位來教你他們怎麼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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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你做一個保養品他需要怎麼樣的法規、液體的不能賣、固體的可以賣，

你需要賣之前怎麼檢驗，我們在開課程的時候會教你，所以我們的專業培力

課程不做體驗，我們專業培力課程就是教你你喜歡這個東西、你怎麼賣這個

東西，而且賣這個東西合法合情。(小蒲，419-425) 

 

2. 篩選友善店家（就業服務為主） 

  社工會基於服務對象立場考量單位提供的勞動條件是否合理並具有保障，

避免服務對象落入較差的職場環境，小蘭認為合法立案是優先考量合作的，阿

川及小蘭也都提及是否能友善對待服務對象也是重要依據。 

 

找清潔班，那我們可能第一個找他合法立案的。(小蘭，168-169) 

 

主要他到職場的時候，他就是慢慢的適應，但是我覺得就是 OOO(單位)的人

是好的，所以我們很放心。(阿川，792-793) 

 

有些婦女講不出來，他就比較會引導他們講啦，他不會像我們就是一般人去

面試的時候，你不會講，那是你的事，反正是你錄取不到不是我錄取不到。

所以就比較冷漠，那通常比較冷漠或者是比較硬的，我們婦女都會有點害

怕。(小蘭，239-242) 

 

  是否能核實為服務對象投保，給予合理的待遇，是多數社工篩選的標準，

百合強調前端就需要了解單位理念與動機為何，投保部分也是多數社工與企業

單位合作前會先為服務對象再三確認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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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要很清楚知道，這個企業來找我們，他的用途是什麼、他的動機是什

麼，那他所提供的服務方案真的對我們婦女有利，是不是一個能夠善待及站

在保障婦女權益的一個部分，就是我們需要去做了解的。(百合，610-613)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保險，那當我們進一步再做這樣子的篩選之後，談過之

後，那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些合作。(小蘭，173-174) 

 

一樣有保障當然有勞健保是最好，不然就是要也職業的保險，對他比較有保

障。(小蘭，78-79) 

 

先幫他做確認跟詢問，比如說像剛剛那些投保或者是一些彈性工時等等。(小

鈴，157-158) 

 

3. 社工創造機會 

  社工運用自身動員與開創資源能力，透過與當地企業或單位洽談工作機

會，藉由社工穿針引線開拓工作來源，額外的機會因此開展，如同小蘭分享原

本洽談的企業沒有符合婦女的工作，但因為共同討論而創造出新的工作職缺。

亦可透過機構資源協助創業婦女拓展客源，如百合及小蘭分享的例子。 

 

那甚至有些店經理原本沒有的工作，譬如說我的婦女他就只會打掃，可是

OO（店）裡面可能沒有打掃，那剛好有個經理他可能就會說，我們缺一個幫

我們擦那個層櫃，你可以來，一個月你只要做滿四十個小時隨便你排，ㄟ這

個工作非常彈性阿！對我們就有婦女真的就去做。(小蘭，20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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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請他來我們的聖誕餐會，我們有購買他的產品作為我們抽獎獎品，希望

讓我們其他婦女也能認識他，知道說我們有購買他的產品作為我們抽獎獎

品，人家也可以來找你。(百合，358-360) 

 

在我們的中心去創造一些機會，然後甚至就是有人來跟我們推薦說你們有沒

有什麼老師是專門教什麼的？我們就把我們的，因為妳在我們這邊訓練，我

們就把他推出去，所以你可以找他這樣。(小蘭，156-158) 

 

  社工阿川則是透過機構行銷增加曝光度讓機會及資源更有可能進入單位，

進而協助婦女做連結： 

 

宣傳我們在做就業，我們就是要找這個，人家如果有看到有需要的就會來找

我們，就是這樣子，對對對。(阿川，368-369) 

 

4. 社工能協助婦女居間協調溝通（就業服務為主） 

  小蘭表示他多數會陪同婦女面試，一方面可以知道婦女的面試狀況，一部

分還能夠協助婦女溝通說明需求，協助婦女爭取福利。 

 

我們也在他面試的時候，我們就是坐在旁邊聽他們怎麼面試。等於是說老闆

問的問題可能個案不會回答，可能幫他釐清問題，讓我們的婦女回答。婦女

不會跟老闆爭取權益的我們來幫他爭取權利，所以像這種面試我們幾乎都是

在現場的。(小蘭，175-178) 

 

有時候我們也會跟老闆爭取，他可能說那我派你去哪裡，因為我們比較了解

我的婦女，所以也會幫他評估一下，這個工作適不適合他，會不會太累，就

是也會在這個當中去做一些協調。(小蘭，19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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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也會主動向雇主或企業單位澄清與說明服務對象實際樣態與限制，過

程中小向也提醒必須注意服務對象私密資訊的保密，而小蘭表示希望透過這樣

的方式讓雇主方能夠理解婦女的狀況而不在實際工作以後發生落差造成雙方不

快或衝突。 

 

社工會知道但是社工還是要做保密，那社工可以說明是說為什麼他會形成這

樣的就業認知或個性，是因為可能從小或怎樣怎樣，所以會希望主管是不是

可以給一些時間或是一些訓練上或是工作上做些漸進式的調整。(小向，342-

344) 

 

有一些廠商是會主動打電話來的，他可能就會限制說我需要身障者，那我們

能夠推薦服務對象就有限，有些廠商是我們主動打電話過去，能夠多願意了

解基金會在做什麼的廠商，我們就會說一些我們的服務樣態是什麼，他們可

能會遇到困境是什麼，他需要的是什麼。(小鈴，109-112) 

 

也會跟職場那邊溝通說，主管在他工作時的狀態是怎麼樣，我們能不能夠做

一些工作上面的切割，或者是工作職務的交換，讓他們避免再產生相似的問

題。(小鈴，225-227) 

 

5. 爭取彈性工時（就業服務為主） 

  透過與雇主或企業方的溝通來達到彈性工時的可能，雙方需求的核對以及

如何協調出因應措施，小蘭就會先確認是否有足夠的彈性夠婦女做安排；小鈴

也透過協調創造出機會讓婦女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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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闆先說我們服務的是這群婦女，那你們的工時、工作條件是什麼？譬如

說他們說他們的工作是可以三個小時、兩個小時、五個小時可以自由分配喔

的。然後他們的工作量很大，比如說有百貨公司的、有家庭的、有什麼的，

他們接了很多的 case，所以他們有很多不同的門路可以提供這些工作。(小

蘭，169-173) 

 

他沒辦法做滿 8 小時的工作，我們也有談過有些廠商願意說，他可能不能做

滿 8 小時，我願意讓他拆，可是你必須幫我找到另一個跟他搭配的人，比如

讓他上早上四個小時，那下午四個小時的這個人，我們也要幫他找。(小鈴，

113-116) 

 

其實他們也知道服務對象要在一般的勞動市場就業上可能會有一些困難或者

是阻力，讓他們可能也願意釋出一些善意，比如說可能找工時不要那麼長的

時段讓服務對象去嘗試，甚至可能會有試做，讓他們去早餐店裡面可能工作

幾天。(小鈴，124-127) 

 

6. 完整配套措施（創業服務為主） 

  服務提供是否完整，也在在影響服務品質，如同百合提出的例子，在教會

了釣魚技巧後，是否能在安全合宜的環境讓服務對象開始釣魚呢？ 

 

因為它屬於擺攤性質，這個單位在做規劃的時候，他們場地沒有做規劃，所

以我們的婦女常常面對一個東西就是他需要跑警察，他就被開單，對我們有

些婦女不過賺幾仟塊，搞不好幾百塊，可是他就需要負擔那個罰單。(百合，

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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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提供完善的銜接，不讓服務呈現片斷化或產生斷層現象是相當重要

的，小草也提到除了本身的服務，對後續的服務也提供完善的銜接，不讓服務

呈現片斷化或產生斷層現象。 

 

這案子從一條龍服務，如果他真的有心，他的商品是成熟的，他到最後還是

可以創業，他也不用擔心資金的問題。(小草，242-243) 

 

會有一對一的財務諮詢的人員，會跟他討論計畫書的內容，所以我們這個案

子成效不會是他到底有沒有創業，而是他整個的創業呈現成果，他的計畫

書，我們諮詢師就會跟他討論，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如果他是需要資金的，

即使是他是可能有信用方面的問題，我們都還是可以幫他連結民間單位的創

業資金，他的東西這個 Project 他其實是成熟的，他的商品也是成熟的部分，

他只是真的差臨門一腳的時候，我們就會轉給比如說 O(創業單位)那邊，就

是由 O(創業單位)那邊去做後續的輔導跟協助的部分。(小草，229-235) 

 

而從上述單親婦女就業/創業的樣態，亦可發展出婦女的就業圖像，由筆者

彙整主要途徑有四種，包含婦女自行尋找創造、社工陪同面試並居間協調、社

工篩選企業結合、社工創造模式建立。 

在婦女自行尋找創造部分，若其能力許可，則能自行就業，社工提供相關

資源之諮詢即可，無須社工陪同或另外介入。若服務對象有較多元議題須與雇

主協調安排之情況或較不擅言詞與應對者，社工則陪同面試並居間與雇主協調

工作條件等。社工篩選企業結合部分則是社工透過友善商家的篩選，確認其就

業保障，進而推介服務對象前往應徵或就業。社工創造模式建立部分則依據服

務對象之需求，透過社工與在地商家或企業協調出工作機會，讓服務對象能夠

兼顧生活安排而進行就業，如圖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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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婦女就業圖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繪製。 

 

依受訪者前述分享，創業部分則依婦女過往經驗及興趣開展，有個人創業

與集體創業之區分，個人創業多為過往即具備相關經驗或專業，如百合分享服

務對象經營美睫工作室，小蒲則提及服務對象自己開業從事按摩業係過往在養

生館任職十餘年、阿川協助婦女餐飲創業係因服務對象其烹飪技巧良好，並對

烹飪有信心及興趣。集體創業部分則為社工提供販賣場地並協助服務對象進行

食品或商品製造登記，讓服務對象有管道進行商品販售。 

(二)去除障礙與標籤 

  了解服務對象依循需求去協助引導及排除困境，需透過本文研究架構來回

確認為制度性排除或是個人原因產生等，再透過行動予以重構與排除，以下藉

由受訪者工作經驗分為個人、制度層面，並以心理、經濟、社會、文化面向進

行分類討論。 

1. 個人層面 

(1) 提升社會適應能力（社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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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職場規則了解起，讓服務對象瞭解現實與規範（遊戲規則），並陪伴他在

處理關係界線，注意即時性，發生時就要及早處理，如此才能避免挫折感影響

就業/創業意願。 

  如同百合具體的教導詢問的技巧，而小鈴與小蘭則是透過情境的模擬，讓

服務對象更有具象感。 

 

需要教我們婦女如何做詢問，才不會讓人家覺得說你沒有預備好要進入職

場。(百合，223-224)  

 

用類似模擬的情境，讓他知道說，在職場上是有一定職場倫理和規則，他們

要去遵守的。(小鈴，262-263) 

 

那我是不是要跟她做所謂的面試前準備？就是每次他去面試前，我就先把他

叫來，然後我們先來演練一番。(小蘭，188-189) 

 

  在工作質量要求上也會讓服務對象明白職場的條件與要求，如百合分享的

做法。 

 

如果他學的是美甲、美睫，這種東西就是需要技術的，不是說我有做好就好

了，就會影響到說，我今天創業了，我能不能把小生意經營的好，跟他技術

有關係、跟她產品品質有關係，跟他服務的態度，甚至開設的區位，都會有

影響。(百合，312-315) 

 

  百合與小蘭也與服務對象分享在職場的人際關係應對，陪伴他在處理關係

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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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關係跟同事關係要分開來看。(百合，746) 

 

如果你要離職你也不能給人家不見，你要好好去給人家老闆溝通，說我真的

發生什麼事情所以我沒有辦法，那他們也真的去做。(小蘭，265-266) 

 

(2) 陪同身心科就醫（心理面向） 

  即便是就業服務仍不離生活層面之安排，小鈴提到身心狀況的不穩定社工

也會協助排除，以下則以小蒲的兩個實例分享。 

 

憂鬱症狀，還是什麼的話，那我們就會跟他討論要不要看醫生，或者是他如

果有看醫生，那她服藥狀況穩不穩定，那他服藥之後，有沒有不舒服的地

方，甚至我們就陪同他看醫生，陪他一起跟醫生討論他的用藥劑量等等之

類。(小蒲，162-165) 

 

(3) 探索討論（心理面向） 

  面對身心議題時小向也會與服務對象深入了解並共同討論，此亦為服務一

環，她認為社工也應具備深度處理服務對象內在狀態的能力。 

 

會固定跟他做一些討論的部分。基本上我不太主張動不動就轉心理諮商，為

什麼？因為婦女很多問題是環環相扣，而且跟生活是影響很大的。那在就業

上有可能是跟雇主的一些問題或人際關係的部分，如果社工比較了解她平常

的狀況，所以那個素材上就可以從生活當中就可以跟他...你也可以跟後續他

實際在做的時候做一些連結。(小向，375-379) 

 

(4) 協助租屋（經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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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親因經濟壓力較大，多有租屋上的壓力與需求，小鈴表示會連結相關租

屋資訊給服務對象；阿川則在分享時提到要協助婦女自立時，卻苦無政府資源

接軌的困境。 

 

有一個婦女是很想要去自立了，脫離他的原生家庭這樣，不是原生家庭脫離

他前夫家庭。(阿川，529-530) 

 

你看一個人要出來，很多婦女要出來他要獨立，第一個租屋津貼就沒有了。

(阿川，545) 

 

(5) 協助理債（經濟面向） 

  想要擺脫債務限制就必須進行處理，小草與小蘭都有分享陪伴服務對象理

債的過程，小草也提到服務對象她們不是不願意處理，而是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能夠讓她去處理後續，那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後為小蘭陪伴服務對象處理後

的想法。 

 

可是那六年裡面他可不可以穩定的還款，他不確定，所以我覺得在某個層

面，不是他們沒有那個意願，而是穩定性跟未來的變化性，他們無法掌握。

(小草，123-125) 

 

最後法院有一個結果判下來之後，你就等於跟這件事情或跟這些債務有個了

結了嘛，那以後分期每個月三千五千，你就是固定去繳，繳到六年這件事情

就結束了。但是如果你都不去面對，這件事情就會十年、二十年一直跟著

你。所以我們後來也是有就這樣解決了他的一個真的是心頭大患她雖然還是

要，但是他不用再去長年背著這種陰影，我只能去做什麼工作，然後擔心人

家扣我薪水。(小蘭，69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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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度層面 

(1) 照顧資源安排(經濟面向) 

  單親婦女為家中經濟來源，多數面臨經濟狀況不佳狀況，不足以因應生

活，此時社工也需提供補助資源才能協助排除阻力協助就業/創業，如同百合與

小玫的分享。 

 

補助的配搭，可以讓他減少一些經濟、托育費用，我們就會綜合起來評估，

然後等孩子都穩定之後，他才會開始去找工作，通常剛開始就托的婦女，他

們通常都是先安排托育之後再工作，通常啦，有一部分婦女會是這個樣子。

(百合，434-436) 

 

現在也有在推一些非營利幼兒園，或是準公幼、準公共化，因為這個類型幼

兒園他們時間相對友善，因為現在大力政策在推的過程當中，相對他們也會

希望能夠調降整個支出收費，收費的調降，其實有時候我們也會鼓勵我們婦

女去參考這個部分，因為相對來說時間比較能夠跟你工作來做配搭。(百合，

443-447) 

 

有關於托育的部分，我們會跟他討論，如果他有意願，我們通常會跟他談，

就是我們可以給補助，補孩子。(小玫，176-177) 

 

他第一個月的工作薪水可能沒有那麼快拿到，這時候就會去募款連結一些就

業資源來協助他，還有包含孩子一些補助的部分會作支撐，還有包含交通的

部分還有有些沒有衣服也會提供協助。(小向，34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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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制度下，單親婦女若無親屬資源多需自行負擔照顧責任，多數受訪

者亦提及此狀況，百合則指出台灣現行公幼制度仍未符合單親女性需求，單親

女性撫養年幼子女或長者的責任，照顧議題仍有私領域化的狀況，為不得不的

面對的議題。 

 

在台灣的就業型態，以全職型態來說，跟幼兒園的時間配搭，特別是公立幼

兒園，確實不是很友善，工作安排到五、六點才下班，你即便沒有加班，你

還是遇到人家三點放學就要趕人。(百合，440-443) 

 

確實他不得不面臨的很重要的一個...他們生命中還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孩子照顧者的角色。(百合，56-57) 

 

希望婦女在家裡的時候可以帶著孩子、帶著長輩的時候他不用丟棄他的家庭

責任，他都還有經濟來源。(小蒲，114-116) 

 

他也不確定要他做什麼，他們找的就是兼職的工作，然後為了要彈性程度，

他們只會找那種非典型就業。(小草，986-987) 

 

(2) 缺乏通譯(文化面向) 

因文化與語言不同造成溝通上的困難，小蒲分享服務對象因語言而不理解

對方說明，缺乏通譯，需要他陪同就醫協助轉譯： 

 

他們需要就醫的時候，我們會陪同就醫，比如說像我們裡面有一些新住民媽

媽，他就是看不懂中文，醫生的病例又是英文，那醫生在解釋時候他也不管

這婦女聽不聽得懂，然後就說吃藥、觀察、檢查，然後婦女久而久之就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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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一次要四百多塊不去了，所以我們就會開始跟婦女去做討論跟解釋。(小

蒲，579-583) 

 

(3) 出嫁女兒的偏見(社會面向) 

  在我國社會的發展仍有傳統及父權思想的痕跡，如同百合與小玫所述「嫁

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傳統價值的價標籤確實存在。 

 

在這世代還是會有人說，結婚的女人就是潑出去水，就不要再回這樣子，他

就必須自己想辦法，不管未來他是要找到自己維生的能力，這就是一個他需

要面對的事情。(百合，420-422) 

 

台灣還是我覺得還是有，嫁出去的女兒跟潑出去的水，我覺得還是有這樣子

的刻板印象。(小玫，249-250) 

 

(4) 離婚及未婚媽媽的社會偏見(社會面向) 

  社會主流價值對單親婦女帶有偏見，讓她們更加擔心他人眼光與耳語，可

能因此築起防衛的牆，更降低了與社會之間的連結，如同百合與小蒲所見。 

 

他會擔心自己生命經驗會成為別人耳語的一個話題之一。(百合，743) 

 

整個社會眼光，對於離婚、對於未婚媽媽其實有兩套標準，都會影響他跟人

際互動，也會影響到他怎麼看待自己跟人的關係、跟自己關係，所以連他自

己有時候都過不去的時候，他就更難跟群體有個很好友善連結。(百合，752-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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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個案他比較困難的點是因為他其實沒有辦法解除自己的防衛，就是他沒

有辦法接受別人看待他是弱勢，我覺得我自己我不想別人用單親的眼光看待

我，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我是沒有錢的人，他在行為上的一不一致跟在···他很

在意別人怎麼看他的眼光的時候，這個個案很難工作。(小蒲，893-897) 

 

(5) 貸款機制的排除(社會面向) 

  貸款條件限定在中產階級或有資源的人士上，單親婦女面對無法符合條件

而苦無資源可用，如同小蒲提及婦女被排拒在銀行合作之外，小草也提到婦女

的狀態完全與貸款條件南轅北轍。 

 

讓婦女去申請創業貸款，信用不良、我有債務、我賣的東西不確定可不可以

回本，所以我不確定我可不可以還得了錢，所以你要找創業放款基本上很

難。(小蒲，194-196) 

 

雖然說他可以貸到一、兩百萬，但前提是你要有營業登記，所以鳳凰貸款他

並不是用來創業，他是用在穩定周轉那個狀態裡面，所以你想想看我一個小

老闆，他連剛開始初期她要開始設立攤子，買這些生財器具，甚至找個小攤

販，或者是我有些小老闆，有些婦女他們就是沒有辦法負擔，我也評估說他

負擔起那個店面的部分對他來講成本太高。(小草，254-258) 

 

鳳凰他們還是跟銀行合作，所以銀行只要知道他們有信用瑕疵，其實原則上

不會貸給他們。(小草，262-263) 

 

二、互助-從服務對象創造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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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個案處遇進行團體工作，從團體工作中開展關係的人際鏈，讓服務對

象們可以相互支持、理解，學習互動來增加自己與他人或社會連結的可能，並

透過團體產生共感、互助網絡因而自主形成。 

(一)人際互動裡開創希望 

  團體中練習處理人際關係，相互給予情緒支持、抒發壓力，情緒出口的分

流好的成功經驗分享，讓服務對象有希望感。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彼此互惠，但是他們之間的···有沒有衝突過，有，但那我

覺得那個衝突就是剩人際間的練習嘛。(小蒲，497-499) 

 

我們成立給的群體裡面，你今天要抱怨、你今天要做什麼，你要跟別人練習

結善緣，而這個善緣是你身旁周遭的每一個人，你接觸到的每一個人都有可

能是，那在這個群體的過程當中，社工其實也站在一個示範的角度裡去跟他

們做示範。(小蒲，659-662) 

 

要不要一起去，就是大家也都是認識，過這幾堂課，大家也都熟了，再一起

參加下一場活動，有些時候會有產生不一樣火花。(小鈴，297-299) 

 

(二)形成互助團體 

  受助也助人，自己也有能力回饋他人，讓服務對象發現自己是有能力的，

藉由共感相互支持形成團體，結盟的資源擴展互助網絡的誕生，增加服務對象

的支持系統。 

 

有一些婦女是她已經達到符合結案指標了，但他願意留下來，他留下來的角

度是說他希望他的工坊如果有工缺的時候他願意跟其他的婦女合作。(小蒲，

8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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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參加活動希望他們可以更去認識其他的夥伴，可以認識其他不同婦

女、搞不好就住在附近，如果可以他們提供彼此的幫忙，如果又找可以契合

的朋友，又可以說說話、聊聊天。(百合，515-517) 

 

對阿他們就自己加他們的 line，然後這個人就有工作，ㄟ那裏有個工作你要

不要去啊。就他自己的，就是說支持系統...(小蘭，476-477) 

 

當他們在擺攤的時候，一個婦女去擺攤，他可能遇到的問題是我的小孩沒人

顧，那我們就會搭配另外一個婦女一起，他們兩個孩子一起顧，然後兩個婦

女可以一起看，那這樣一個 A 有事的時候呢 B 可以 cover…用互助的方式讓

他們彼此去負擔，然後縱使我們有開些培力課程，一定會有人學得快、有的

人學得慢，那我們就會讓他們互相彼此去學習，成為一個學習團體。(小蒲，

294-300) 

 

在這個歷程裡面大家就會互相學習，我覺得也沒不好，那他其實在當助人···

他受助者的過程當中他也同時擔任助人者的角色。(小蒲，491-492) 

 

你沒有，那我們跟你分享，我們互相換資源的也有。(小蒲，641) 

 

互相一直去擺攤的另外一個好處是他們會互相的了解彼此的商品，然後所以

他賣的這個商品跟集貨的那個能力就不會是他只賣他自己的東西，所以他的

顧客等於我的顧客，我們可以互相結盟。(小蒲，64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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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一個群組，那個群組裡面的人，他們比如說他們彼此是供應商，他們有

些人需要什麼，因為我們有人賣農產品，然後有人賣辣椒罐，有開店的人他

就會跟他們買。(小草，641-644) 

 

三、凝聚-從地區創造：社區工作的集結 

  在地深耕，以地緣關係創造的資源，可及性高，在距離等物理條件上可產

生較即時性的互動與協助，而服務對象處於相對熟悉與友善的環境，可以提供

服務對象支持，增加其與環境的適配度(宋麗玉，2008)，讓服務對象有勇氣及

意願使用周遭資源。 

(一)在地資源創造 

  如同阿川分享的創業經驗，即是運用當地的資源開創服務對象口碑及潛在

客戶，並透過提前試賣來調整商品內容。 

 

要把社區的資源也拉進來，就是我們常常就是他已經在他還沒有創業之前，

我們就會去讓他們擺 oo 市集（在地市集），然後跟大家講說其實他要創業

了，當時候 oo(單位)有就是說點讚的那個計畫，就是點讚這樣，就是我們透

過擺的時候，是希望他們去跟人家說他為什麼要去創這間。(阿川，165-168)  

 

跟社區的人溝通說，就是他們為什麼要創這個，算是我們辦了好幾次叫試賣

會，就是我們把這個地方然後看起來要據點，我們就是說那天中午有個試賣

會，然後大家就來吃，然後我們就是實習生點餐，然後他們試賣聽大家的一

些 comment(評論)一些意見這樣子。(阿川，170-173) 

 

  百合與小蘭也利用單位的資源交流優勢，透過友善的互動讓服務對象創造

更多接觸資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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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請他來我們的聖誕餐會，我們有購買他的產品作為我們抽獎獎品，希望

讓我們其他婦女也能認識他，知道說我們有購買他的產品作為我們抽獎獎

品，人家也可以來找你。(百合，358-360) 

 

在我們的中心去創造一些機會，然後甚至就是有人來跟我們推薦說你們有沒

有什麼老師是專門教什麼的？我們就把我們的，因為妳在我們這邊訓練，我

們就把他推出去，所以你可以找他這樣。(小蘭，156-158) 

 

因為在我們自己的場子，可能社工會 hold 的住嘛或者是都是民眾，那也常常

會來我們中心，大家都很認識了，那我們一開始也會講他是我們服務的婦

女，那我們給他機會讓大家可以盡量跟他互動。(小蘭，151-153) 

 

對對對她從剛剛搬來 OO(地區)，沒有什麼朋友，OO(地區)也搞不清楚東西南

北，只知道中心跟他們家這樣。可是他現在有 line，然後他們會一起出去

啊，或者是介紹彼此的工作，會分享說我最近在做什麼工作，然後那你做的

工作是做什麼。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彼此的一些正向的支持就會跳出來。(小

蘭，479-482) 

 

(二)社區合作經濟 

  透過當地工作機會的媒合與自行創業後，在地化就業能幫助婦女更彈性的

兼顧照顧責任，如同阿川的分享，工作地點離住家相當近，減少通勤時間上的

耗費與子女接送安排的問題，讓婦女身心壓力趨緩，阿川與小蘭也透過在地服

務的深耕，串聯在地企業及居民展開合作的可能。 

 

他現在開的店，就是他家樓下走下來的一條街而已，很近。(阿川，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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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 PO 出去，就很多社區的工作就有跟我們聯繫，然後我會覺得社區

裡面的工作也是滿保障，還滿多的，然後就恰好有接上。(阿川，813-815) 

 

變成聯合在地的所以比如說這一家店有缺人，然後經理會跟我們連絡我們就

會 pass 這個個案去他們店裡面做面試。(小蘭，223-225) 

 

我們現在要做一些新住民的經濟的串聯，就是跟新住民的團體一起合作做一

些事這樣。(阿川，615-616) 

 

就是我們想要串連南萬華的新住民的店家。(阿川，641) 

 

(三)婦女自主團體 

  集結具有共同文化或感受的一群人，讓他們自己發聲並達到倡議的目的，

如同阿川著手開展的外展及資源串聯的服務，就以新住民女性為主體，讓她們

能夠分享、說自己的故事。 

 

要幫新住民創立一個他們自己的協會，讓他們可以互助自助。(阿川，644) 

 

這群婦女他們之後可能以自己講他們自己的故事，講他們自己的議題，他們

在社區遇到什麼事情，希望政策有一些改變。(阿川，652-654) 

 

參、對話：網絡工作的經營 

一、社工的能動性 

  本身即是人脈與資源的匯集地，在各網絡資源的經營上以互惠為主軸，合

作上採互相認同彼此工作方式，如阿川與媒體朋友的相處，當涉及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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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相互尊重彼此的專業性；當面對需求，雙方的互惠合作成為資源往來的基

底。 

 

就一起辦個活動聯合活動，我們都要蒐集記者的名片，然後跟記者經營關

係，去認識他怎麼樣，像記者有時候需要一些社福的題材，像今年就是他們

很需要紓困的題材，我就會幫他們就是去找居民來讓他們訪問，就是有互

惠。(阿川，384-386) 

 

(一)促進溝通的社工角色：協調者  

社工是協調者，確認目標是一致的，在當中去協調不同的角度，嘗試讓彼

此理解並促成連結，不停的協調取得共識，再往前繼續。 

1. 子女服務的網絡 

如同阿川服務的單親婦女，其因子女與學校單位的關係緊張，阿川也試著

協助雙方達成共識，減少壓力與衝突 

 

你就是要花，我為了這個跟他們開了三次個研，最後他們才說好。(阿川，

560) 

 

看狀況，對啊對啊，看狀況，就是也要講是說學校會同意的事情，你至少會

希望他是準時到校或要到校，他會認為你有效。(阿川，684-685) 

 

他不太理解，他不能這麼武斷的評論說他不配合吧，他就會說他不配合，他

怎樣怎樣怎樣之類的，就是很多負面的標籤都貼上去，我就說不是這樣。(阿

川，700-702)  

 

2. 婦女就業直接相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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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對不同立場的網絡單位，社工也會居間協調，如同小草與小蒲會讓大

家都能盡量處在一個相互理解與自在的位置建立合作關係。 

 

我會找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範圍，然後怎麼樣你工作、我工作、他工作，我

們可以工作起來舒服的，我可以配合什麼，我盡量配合，但是某個層面我也

告訴你說，我的理念跟想法是什麼，然後你跟我覺得我哪裡不足，我會去加

強我自己的部分，加強我們中心的部分。(小草，628-631) 

 

不管是企業也好，婦女也好，還是社會局的角度也好，大家的目的、目標都

是一致的，我們都希望這個服務的對象可以能夠賺錢嘛…是我們需要跟政府

端，跟企業端去說明為什麼婦女現在的狀態不行、做不到，可能原因是什

麼。(小蒲，282-285) 

 

(二)促進理解：轉譯的角色 

從阿川、百合及小草的經驗裡看到一般職場職場的狀況與服務對象的特殊

性產生溝通落差，此時社工就要從中搭橋，建立雙方溝通的渠道。 

 

他們自己的智慧，但是他們的智慧沒有辦法，就是他們的智慧要經過包裝，

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所以我們社工的角色，就是幫他們把這些東西包裝起

來。(阿川，116-118)  

 

很多創業、經營的課程，或是我們找來的這些講師，某種程度來說他們是真

的...就是一個很中產階級以上的位置，所以他們很難去理解說我們的婦女他

們的狀態是什麼？所以我們有時候覺得找他們來上課的時候，我們在這過程

中需要做很多的轉譯。(百合，3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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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如果你要加入鳳凰，你要參加他們創業的培訓，而且創業培訓的顧

問，坦白講都是業界的達人，我覺得跟我們可能弱勢家庭，我自己都很開玩

笑覺得，以前那種日本的搶救貧窮大作戰，比如說你會烏龍麵，他就讓你去

給烏龍麵那邊，他就會告訴你就是不努力、不認真，他沒有辦法去理解說他

為什麼是這個狀態，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於不同，他們就是在兩個不同層次裡

面的狀態。(小草，263-268) 

 

二、認同：企業協助與合作 

  阿川與小蒲皆提到，以對方能夠理解的方式說明，當對方認同服務理念，

企業贊助也會成為資源之一，亦如同本文起初小向所表示，企業認同時，他不

會限制達成形式，只要是確實能協助服務對象的服務，都有開展的契機。 

 

就跟他講說服他，然後他三不五時來跟你問一問，知道你的執行進度是怎麼

樣，其實他們不是管很多。(阿川，622-623) 

 

我們就要去跟企業談說他們可不可以供應、支持這件事情，他們就會減少一

些他們在試做、試賣的過程當中的一些耗損，那其實我們也有發現他們在賣

東西發的試吃品可能比賣掉的東西多，所以我們也會貼補一些某部分的試吃

的費用。(小蒲，278-281) 

 

因為本來這個業務就是一個很創新性的服務，因為他很需要個別化的提供，

那我覺得在這個歷程裡面，其實當政府的資源沒辦法給這樣的時候，我們就

會找民間的資源一起進來，然後讓民間的單位可以一起融入。(小蒲，26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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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是好募款的，所以就是停止跟勞動部那邊的合作直接做募款。因為現在

有一個趨勢是如果就業上的募款、經濟上的募款其實是 ok 的，因為有很多

企業他們希望看到的是就業能力的提升，就業的部分。(小向，581-584) 

 

肆、倡議：回應現況的集結 

倡議是一種發聲，在社工與服務對象共同面對環境結構與制度時，共同行

動是最重要的抵抗，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無論是文

字、影音或是任何傳遞想法理念的管道，都是可以行動的方向，然而透過受訪

者的分享，對於體制的發聲，礙於社政就業服務的初始發展目標、單位能量及

經費來源各項限制，充權運動多存於個人及人際/社群面的發展。 

一、中央部會倡議 

  此部分以於民間單位服務的小向經驗為主，透由其服務單位進行倡議以期

待形成制度之變革。 

 

中央的部分你想怎麼做都是可以的，而且他案量是可以允許少的。那我就每

年做每年發表，然後他也看到成效了，所以我們也把他修到家庭暴力防治

法。是邊做邊...那個成效...邊進去才有..而且還去立法院去勞動部那邊。(小

向，589-592) 

 

我會去對一些團體去做倡議，然後對社會文化去做倡議，包含國際公約

CEDAW 阿然後法令的部分的倡議都會去做。(小向，845-847) 

 

二、網絡單位倡議 

  透過網絡單位間交流進行發聲，如同小玲表示會經由研討會或聯繫會議向

其他單位說明服務的困境，期待一起討論或尋求改變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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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開的研討會，或是要發表我們服務經歷的時候，我們會透過那樣的場合

去跟政府部門或其他服務單位提說，我們目前遇到的困境，跟服務對象的狀

態。(小鈴，683-685) 

 

三、企業單位倡議 

  透過持續與企業單位溝通，讓企業逐漸改變聘雇方式，增加婦女就業的機

會與創造友善的環境，如小蘭表示，透過不斷溝通，讓就業條件得以改變或鬆

動，創造更多可能。 

 

我們的企業我們合作的店家都要不斷的去溝通，那你要改善成為友善店家你

必須跟他溝通，那他也要認識到這群婦女到底是長什麼樣？一次一次的經驗

他才有辦法。(小蘭，428-430) 

 

伍、小結 

  價值取向決定服務方向，充權著重社會的公平正義，此即充權工作之依

歸，而服務對象若苦無資源，何來充權？透過充權觀點對於制度面的標籤與結

構性的障礙一一排除，也讓服務對象不再只是被動接受、承擔主流價值所給予

的標籤，而是提升她們對於自我的正向肯認，減少無力感，並與社會產生更好

的互動與連結，透過社工協助服務對象爭取勞動權益的過程中，讓服務對象能

真正有機會對她們的人生做出選擇。要改變必定要有行動，行動才有改變的可

能，行動又必須要有動機與想望促成，當需要看見「可能性」，才可能激發相關

的效應，不僅從服務對象出發，社工為服務對象充權的最佳媒介，在結構中一

同行動，充權服務需要看到脈絡趨勢並期許走出發展性，由服務對象產生的互

助網絡能夠增加其資源的支持，加上社工的角色創造各網絡及單位間不同位置

對話及同理的可能，透過論述結合行動，創造更友善的環境，服務對象也透過



140 

 

自己的行動及資源的可及讓自己與環境能夠調和形成更好的適配度，達到充權

的實踐。下節將透過運用充權觀點的反思來檢視服務提供的優勢與限制。 

 

第五節 充權實務的影響與省思 

壹、看見女性的美好與堅毅力 

一、回饋的心意-善的循環 

  小蒲也分享，服務對象不因資源缺乏而失去了付出的能力，服務對象以她

的方式嘗試回饋給社會，也讓下一代有機會感受，不僅讓服務對象擁有有更多

自信心，也產生了正向的循環。 

 

他開始用他自己能力所及的方式去回饋社會…他們就算窮，他們都想要回饋

社會欸。(小蒲，1092-1095)  

 

他們在給的過程當中，我們在帶他們去做服務，我們是機構對機構的合作，

可是對他們來說是我告訴孩子我們生活不好，我們接受別人幫忙，當我們能

力好的時候我可以接受別人的幫忙，我不是永遠的路拾。(小蒲，1112-1114) 

 

只要有能力他們都想要做服務。(小蒲，1096) 

 

二、堅韌的女性力量 

  以下整理透過受訪者分享他們所看見服務對象所擁有的堅韌特質，成為她

們的優勢，並能夠帶他們突破生命的桎梏與枷鎖，繼續往前。 

(一)勇敢 

  多數受訪者皆提及此特質，即便是完全沒有做過的事情，婦女們都能夠去

面對，此處以小蒲與百合的分享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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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他們做很多的決定很勇敢，我覺得在很勇敢這件事情上我覺得他們是

很勇敢的，因為他們其實有的時候面臨很多的決策是沒有人可以商量的，沒

有人可以討論的，但他們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他們因為相信我們，會跟我

們分享、跟我們討論，他們做了很多其實我們沒有做過的事。(小蒲，1024-

1027) 

 

有些婦女他們很厲害，很敢的去做，即便完全沒任何經驗，他就覺得我試著

去賣看看…回到我自己身上我都不太敢去做這種事情，你會看到他的勇敢，

反正把便當做一做就自己去賣了，他們真的很願意去做不同嘗試，願意做努

力，或是像有些婦女很可愛就是，我跟你講我有包水餃，我拿來給你們試

吃，你們幫我看看。(百合，759-765) 

 

他們為自己的積極、勇敢，這也是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我覺得很厲害的地

方。(百合，729)  

 

(二)堅韌 

  對於生活的艱難選擇不放棄，再困難都會堅持下去，小鈴思索著，她認為

這就是婦女所傭有的獨特韌性，阿川分享了數位單親婦女的服務經驗，他說，

他看見婦女們努力的生活著。 

 

怎麼樣去在這樣的困境裡面去生活下去的韌性嗎，就是堅韌的那個韌性。(小

鈴，527-528) 

 

努力過生活。(阿川，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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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了孩子堅持 

  小玫與小鈴都看見了單親婦女為了孩子能夠不顧一切的努力，即便自己很

辛苦也要給孩子好的生活，這樣的力量讓兩位都由衷地對婦女們感到非常的敬

佩。 

 

我覺得他們都很堅忍捏，那個堅忍就是，我覺得媽媽為了孩子，怎麼樣都會

往前。(小玫，581-582) 

 

我覺得他每個人都很厲害，很不容易，即便就是他一個人，然後沒什麼資

源，帶著孩子，他們真的還是很辛苦，而且有一些婦女真的是為了希望可以

給孩子好的生活，所以他們會很努力想要賺多一點錢。(小玫，585-587) 

 

本身資源已經算是匱乏了，竟然還可以把這樣子好的資源留給小孩，或是讓

小孩使用。(小鈴，536-537) 

 

(四)彈性 

  百合告訴我，她非常佩服婦女願意放下過往的社會地位較高身段去嘗試以

前未曾從事的工作，這樣的彈性讓婦女即便面臨困境都能創造出更多的可能。 

 

在他身上看到很大的彈性度，原來他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轉折，透過這過程轉

了一圈，他還是回到自己熟悉開店模式，這也是好的，在我們跟他工作過程

中，先找到一個方式，先做個生活彈性處理，到他可以自己再重新開始。(百

合，667-670) 

 

(五)找資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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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認為婦女們具備了強大的資訊蒐集能力，擁有無限的潛能，能夠讓她

們在面對困境時想方設法尋求資源。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有源源不絕的支持系統，怎麼那麼厲害，而且他搜尋資訊

的訊息比社工還快，而且還可以跟我講說他們有申請什麼補助，什麼之類

的，都很強。(小草，811-813) 

 

貳、雙向復元 

  當理論落實於實務工作，服務過程中帶來的回饋，不論是自我揭露或是回

觀自身的經驗及狀態時，也能讓社工獲得收穫與力量，讓社工能與服務對象一

起往前，實踐雙向復元的可能，如同小向與小鈴的分享，在她們說到看見服務

對象越來越好或有進步時，她們臉上都帶著滿足的笑容。 

 

那 empowerment 或是女性主義會不斷告訴我們，尤其是倡議，社工員有沒有

自我反思？自我覺察？因為在服務個案裡面每個步驟怎樣我都會去思考我這

樣是不是 ok？那我覺得怪怪的我就會去做核對，所以相對的花了些心力會比

較多，可是你會覺得個案是非常非常的開心或是他會一直往前面進步，所以

像好幾次跟我接觸的一些個案她就跟我說「OO(社工)你是會帶來這種未來感

的部分，有能量的部分」。(小向，755-760) 

 

看他慢慢適應，主管也都跟我回饋說他工作狀況有越來越好。(小鈴，413) 

 

不論是服務對象的從每一次正向經驗的建構或社工在助人經驗的正向建構

都讓彼此能夠成長並相互影響，重新框構事件的意義並看待自我，進而達成雙

向復元，甚至影響其他系統，間接產生了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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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工對權力的運用思考 

一、實務經驗造成對婦女個殊性的忽略 

  小向表示社工若缺乏反思易造成服務僵化，而導致服務品質造成影響，甚

至可能二度邊緣化服務對象，或讓服務對象更加消權。 

 

越資深他還是會有經驗法則，我覺得有一個部分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資深

的有經驗是很棒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固執僵化到你認為所有的個案都是長

這樣的時候，我覺得這就要去自我反省跟省思的部分。(小向，753-755) 

 

二、重新去看：「為服務對象做 Work for」和「與服務對象同行 work with」 

  平權的服務能讓服務對象在充權的過程開始能一步一步為自己做決定而有

所成長並增加自身的信心，而小草認為透過充權導向的工作方法進行反思，能

夠減少社會工作者專業耗竭的可能。 

 

自己壓力也不會這麼大，就覺得我一定要阻止他走錯路，社工當他抱持著這

心情跟態度的時候，你就會很緊張。(百合，782-784) 

 

他是可以自己去決定，當我把那些責任好像都放在我們這邊的時候，我們壓

力就會很大。(小草，905-906) 

 

肆、小結 

  透過充權的運用反思服務的本質與取向，與服務對象產生合作的真實性，

透過結構面的盤點來重新檢視服務對象所處的脈絡意義，雖服務多聚焦在個人

及人際/社群層次，但卻具有翻轉、尊重、創造更好生活的改變意義，對服務對

象具有正面的影響。而透過服務的提供，與價值信念的堅持，不僅服務對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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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社工自身也能增加覺察及自省能力，形成雙向復元，亦間接影響周遭

他人及系統，進而讓個體與社會更加美善。 

第五章 研究結論、討論與建議 

  本文研究主題為社工運用充權觀點在就業創業/服務上，期望透過系統性的

整理將實務工作者豐富的經驗完整呈現，本章將延續第四章研究發現的脈絡下

進行綜合性的結論與討論並給予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服務對象需要充權導向的就業/創業服務 

  在就業/創業服務於社政部門尚屬開拓階段，充權觀點讓工作者能以理論架

構的視角去盤點，其核心價值能避免問題導向看待而著重於服務對象面對之處

境，充權強調資源與能動性，不論是在個人、社區、制度結構面等都強調行

動、爭取甚至碰撞，因此在不同的層次包含微觀、中介、鉅視等皆得以進行工

作。 

  充權服務著重平等關係、保持開放彈性、耐心、並具有同理心，以利與服

務對象建立夥伴關係，而以優勢觀點作為服務策略，其六原則亦為貫穿服務所

需使用之概念，包含服務對象有能力去學習改變與成長、焦點在於優點而非病

理、服務對象是助人關係中的指導者、助人關係被視為基本且必要的、外展是

較佳的處遇方式、社區是一個資源的綠洲，當落實於服務中能以服務對象為主

體，使服務對象與社工都能有好的合作與互動關係。評估工具亦為擬定及檢視

處遇時重要盤點工具，分為優勢評量（希望花田）、自評與轉介、就業表格、課

程問卷、生活觀察五項，皆可視狀況於服務中靈活運用。 

  充權服務之初期、前期、中期、後期、終期等五階段各有其核心工作重

點，初期接案評估確認是否符合服務資格，並以建立信任關係開始；前期則是

確認及了解單親女性的真實狀況與需求，同時檢視所處環境與制度標籤，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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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問題導向的處遇，能看見服務對象具有的優勢並共同擬定目標，決策上回歸

自主權讓服務對象自行決定；中期則為行動期，與服務對象共同執行行動，社

工協助服務對象連結資源與排除障礙，服務對象依共同討論之處遇計畫進行嘗

試並與社工持續溝通討論；在後期則確認服務對象的能動性並作反思調整，讓

服務對象能持續從正向經驗累積自信與能力；終期則是充權結果的展現，在確

認目標達成情形後進行結案。訪談過程中，多數受訪者表示充權觀點在運用上

並無限制，探究原因係充權運用皆有個人層次、人際/社群層次、社會結構層次

層次之分，因此在不同層次上皆有彈性運用的空間，僅有一位受訪者表示若服

務對象想法相當發散，則充權的服務較難以施力。 

  訪談八位受訪者單位建構之社工培訓方式不一，部分已建立一套專業培訓

方式，包含面試技巧、履歷撰寫、就業創業內涵與知能了解等，讓服務圖像更

清晰，有些單位服務則是建立在基本服務原則或優勢理論下進行，整體服務脈

絡仍在發展、建構中，整體而言仍依照服務對象想望及優勢著手服務。而就業/

創業服務依服務對象動機與能力而有不同進程，不論何種模式皆可能彈性調整

變換，且非僅以單線進行，惟創業更著重理財能力與商業模式之理解，其穩定

從業之門檻較高，而服務流程上分準備性與一般性職場，就業包含準備與一般

性職場，創業則涵括於一般性職場內。服務之實際策略係維護服務對象權益，

建立服務對象勞權知能、篩選友善店家、創造工作機會且居間協調爭取彈性工

時並確認完整配套措施等，皆為服務核心。另透過除去障礙與標籤協助服務對

象充權，在個人層面以提升服務對象社會適應力、陪同身心科就診、探索討

論、協助租屋及理債等部分進行，制度層面則為照顧資源需求、缺乏通譯、出

嫁女兒標籤、離婚與單親媽媽標籤及貸款排除等限制，社工皆需協助連結資源

排除及陪同服務對象重新建構經驗，將標籤撕除，在工作方法上則以個案工作

搭配團體及社區工作進行，團體工作著重於互助，從互動裡開創希望並形成互

助團體，社區工作著重於在地資源創造輔以社區合作經濟及建立婦女自主團

體，集結同一群人進行倡議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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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組織、企業、政府工作時則重視「對話」，發揮社工的能動性，促進溝

通，扮演協調者角色，並以子女服務的網絡及婦女就業直接相關網絡為核心；

社工亦擔任轉譯的角色，當職場的狀況與服務對象的特殊性產生溝通落差，此

時社工就要從中搭橋，建立雙方溝通的渠道。企業部分則尋求認同，以建立雙

方合作。再者則是倡議，本文以受訪者經驗分為中央部會倡議、網絡單位倡議

及企業單位倡議，以達到為服務對象發聲的信念。 

貳、促成充權的核心法寶 

  持續社工服務態度與信念，以平等關係、保持開放彈性、耐心、並具有同

理心服務能讓服務對象願意一同行動合作，以服務對象為主體，秉持優勢六原

則讓自身與服務對象皆能看見正向力量，排除障礙與標籤，讓服務對象重新架

構自我認知與對事件的解讀，並透過資源的運用與能力的養成來達到與環境良

好的適配度，進而形成充權。 

參、充權行動帶來的改變 

  社工確實看見服務對象的優勢並且增長能力與展現其復原力，在充權的使

用下亦將產生雙向復元，服務對象與社工一同成長，也讓社工重新檢視服務關

係與內容，省思自身專業權威可能帶來的壓迫，避免服務對象再次消權。 

第二節 研究討論與建議 

壹、研究討論 

一、穩定就業的解讀 

穩定就業一詞對於受訪者有不同的解讀，半年換一次工作的持續就業算是

一種穩定嗎？創業若非以月結算而是以季或以特定節日作為收入，算不算穩定

就業？有在就業但收入不足，也無法達成生活穩定等聲音出現，雖本文起初即

以從事可獲得薪資或其他經濟性報酬的工作，並無間斷持續就業達三個月以上

作為穩定就業定義，然可發現對於穩定就業的概念在實務工作中工作者所形成

的多元性，會依據自身經驗及觀點仍有不同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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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穩定就業與充權的關係 

受訪者透過陪伴服務對象與其建立良好關係下，能共同討論工作適應情形

或對特殊事件的因應或引導思考，讓婦女能夠透過不同視角來看待事情或是檢

視自身狀況與行為，相對攔截並減緩婦女離職的情形與意願，透過在個人人際/

社群、社會結構的充權服務，婦女的支持系統、個人專業能力或人際應對技巧

提升，讓服務對象增加對環境的適配度，都能相對增加穩定就業的可能性。 

三、非以穩定工作為主軸的就業/創業服務 

以經濟充權的角度來說，較著重於經濟資源的掌握，讓服務對象對於生活

有更多的自主及決策權。然而實際訪談中發現就業/創業是服務對象生活樣態的

部分呈現，就業/創業是為了使生活更好的一環，單親女性多以經濟困境為其主

要訴求，在就業/創業前，婦女的困境及需求需有良好的調整，服務對象多元議

題，包含子女照顧、身心狀況等皆需先協助連結資源進行安排及排除，依照馬

斯洛的需求階層理論，若基本生理上如身心議題未處理，其它較高層次的需求

亦無法達成及滿足，因此以服務對象狀態循序漸進的處理為服務核心，透過社

工陪伴與正向經驗的累積，才能在過程中讓服務對象得以提升及擴張因應未來

挑戰或困境需具備的能力。 

四、充權觀點適用對象 

  鄭麗珍(2012)指出充權能降低個人在負向團體的負向與無力感，適合運用

的對象係在社會上處於較不利地位之對象，如街友、單親女性、身心障礙者及

低收入戶等，雖充權觀點以制度結構層面的反動為主，然而此觀點注重以服務

對象為主體、強調雙方為合作的夥伴關係，不論服務群體為何，運用此觀點將

有助於服務的推動並從脈絡裡檢視服務對象的實際狀況，以釐清服務對象真正

的核心需求。 

五、培力是陪伴發展能力 

經由訪談及資料分析整理，對照宋麗玉(2008)所提出充權之策略與方法，

受訪者皆良好運用並落實充權導向之服務，相信人是有改變、發展的潛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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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優勢觀點作為策略看待服務對象與事件，尊重服務對象而並非以社工作為服

務或處遇主導者，受訪者個人工作價值明確，並非結果導向而是經由長期陪伴

並透過各種工作方法之搭配來增加或強化服務對象之能力，以增加服務對象對

生活之掌握與自信心。 

六、友善與理解促進社會包容 

在服務對象有所之正式與非正式資源中與各網絡建立溝通跟對話的可能，

社工陪伴服務對象找出自身優勢增加其信心及發展溝通技巧，透過服務對象自

行發聲、社工居間協調轉譯等，讓社會大眾及企業都能了解服務對象之狀態與

處境，使企業願意聆聽服務對象之聲音，也透過提供更彈性及具保障的勞動條

件如保險及請假制度，讓服務對象能行使其應有權力；社會大眾透過實際了解

能減少刻板印象或撕除負向標籤，亦能與服務對象開啟良好的交流。 

七、缺少從體制執行改變的充權行動 

  充權觀點著重在制度的改變，而本文實際執行充權時多著重於個人及人際/

社群層次，對於制度的鬆動較少，對於服務對象來說，在資源配置上仍被分屬

在同一個地方，對於講求根本的擁有權利與權力，在社會層面上仍偏不足。對

照台灣國情，因我國民族性較溫和，較不傾向選擇具強烈訴求或激進之抗爭方

式作為表達管道，然而回歸充權與服務本質，充權本無著重於權力的競合，而

是在服務對象個人無力感的消除，若服務對象能夠透過充權服務而有更高的自

我認同與生活品質，並與周遭環境能有好的「連結」與「對話」，何嘗不是一種

行動後的改變呢？ 

貳、研究建議 

一、服務對象及社工倡議 

  尊重執行單位對於服務的方式，翻轉由上而下去制定考核與績效的取向，

由團體自行擬定成效指標項目並透過雙方協商或溝通達到服務共識；重視服務

品質質量，增加就業社工補助及進用人數及準備性職場之設立，使服務對象增

加相關資源以增加充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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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親福利資源之完善 

  針對單親家庭相關津貼設計應更完整，如租屋津貼；另對於友善企業應建

置相關資源名單及獎勵機制讓單親女性得以兼顧家庭與工作之間的平衡，亦讓

民間企業更有意願提供較佳工作條件予單親女性，讓社會及就業職場更加包容

與友善。政府單位可比照社會住宅，區域保留一定公設比例做為社福用途，如

公營市場、捷運，提供一定比例場地及平台，如網絡平台及宣傳管道讓社福團

體可以輔導二度就業婦女販售商品。 

三、著重人的未來發展性 

  急難救助多救急不救窮，針對翻轉貧窮循環，需有根本性的議題理解而有

相對合宜之配套，針對服務對象人口群之需求而客製化開發相對應服務，需協

助點燃服務對象對於生活之價值與想望，強化獎勵機制，如開設相關補助供服

務對象能撰寫計畫書申請經費執行，過程中佐以社工進行輔導，讓服務對象相

信自己有能力並增加自信心，增加自身動能，才能創建屬於自己的生命藍圖，

並非僅就社會問題表象定義服務對象之問題，甚至無法真正協助到缺乏權能之

服務對象，實應著重對個人有發展性之規劃。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人力及時間因素，故訪談人數較少，另地區設定於北部，其

他縣市可能因環境及資源狀況而在服務上有所差異，為本研究之限制。 

貳、未來研究建議 

  對於服務不同年齡及類型之單親女性如喪偶、新住民、未婚生子等之就業

創業狀況需求作深入了解；另脫貧自立面相甚多，如教育投資、社區產業等，

可聚焦於其他類型之服務之探索；本文主要以臺灣北部區域之服務經驗作為了

解，未來可以針對其他區域或各區服務經驗進行整理及對照；另本文主要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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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為訪談對象，惟充權實應以服務對象感受及行動來衡量，未來建議可以單

親女性角度理解其參與充權服務之感受，以利未來服務提供之精進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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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後記 

起初：對自己的懷疑 

  學海無涯，對於學術，我總是將它視為極高的殿堂，一開始對自己是否能

夠完成論文抱有懷疑，中間經歷了自我否定，沒有自信與害怕犯錯反而讓自己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敢踏出步伐，但在閱讀他人論文以及學長姐或同學們對於書

寫論文經驗的分享後，讓我轉換了視角，大家都在盡己所能的學習與努力，一

篇精彩絕倫的論文背後也是經過多少的淬鍊而成，在學習的這條路上其實我們

都一樣，好好調整自己的心態後，幸運的我持續帶著他人的鼓勵與堅持到底的

信念繼續往前。 

看見：受訪者的特質 

  在訪談過程中我發現了另一個世外桃源，不同的就業/創業服務是我沒有踏

入過的世界，緩緩向前，我看見每個受訪者身上都帶有一份自信，那份自信源

自於他們都有清楚的工作價值與目標，也讓我再次看見一位社工在服務時所需

要具備的特質： 

一、價值信念 

  受訪者都能夠看見服務對象好的一面，有正向看待人事物的心態，且相信

服務對象是有能力的，並將這樣的想法實踐在他們與服務對象的互動、處遇

中，我看見受訪者的信念與熱誠的維持，他們不會因為外界質疑而動搖自身的

信念，我想是這樣的態度讓人更具信賴感，服務對象也因此更加相信社工、也

相信自己能做到，雙方的信任與夥伴關係就此而生，也開啟了更多可能。 

二、不停學習 

  訪談的八位受訪者皆有進修，不論是學分班或研究所，都是在工作中持續

完成學習，並能夠將所學在工作中運用與反思，幫助自己解決或突破在面對服

務對象或工作上所遇到的困境，進而闖出一條新的路。 

三、開放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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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願意擁抱每一種不同的可能，也願意面對挑戰、跨域學習，我想是

這樣的心態幫助他們能夠在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服務狀態時還能彈性調整，並在

不同的狀況下都能處之泰然。 

滋養：我的進步成長 

  書寫論文彷彿也是自我充權的過程，我漸漸不再過度批判自己，而是發現

自己好的一面，重新回到學習的本質與初衷，即便能力尚有不足，也願意找更

多方法增進自己的能力並排除困難，也更誠實面對自己的狀態並作調整，挫折

的地方才有學習，我相信在我的堅持下，自己會一天比一天更加成長，積累更

多知識與經驗，而我想收穫最多的是這一個過程，因為我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反思：從框架中跳脫 

  而在訪談的過程、資料脈絡性的整理後重新檢視自己過往的服務經驗與工

作狀態，才發現自己在忙碌的工作中與服務對象會談有時也會帶有專家觀點而

不自覺，在收到一些通報案件時也會以問題的觀點出發尋求解決之道。而在自

己修習研究所的過程中，自我覺察與意識都逐漸覺醒，透過在湧泉實習時優勢

觀點的學習以及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讓自己從問題的觀點中解放出來，也解放

了我的服務對象們！我們時常說，社工很不好當、很辛苦，可沒有接受到具有

服務品質的服務對象，才是權益最受損的，希望我也能夠時時警惕自己，永遠

要站在服務對象的角度去思考，我想這才是社工服務的價值所在！ 

  充權本來即有層次之分，對我來說即便不能像就業/創業服務的夥伴做得如

此深入，也可以將充權觀點的價值與理念運用在服務對象及其所處的環境上，

相信在服務上都能讓雙方有所收穫，並讓生命有更好的可能。 

  僅以本文獻給和我一樣在公部門工作或想讓服務內容更貼近服務對象需

求，並讓自己與服務對象雙方一起成長的社工夥伴！祝福大家都能在服務的過

程中感受到收穫與美好，並持續看見「雙向復元」與成就「善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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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近十年學術論文充權研究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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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弱勢家庭、脫

貧方案、充權、女

性家長、 

女性單親家庭、社

會服務方案、充權

歷程 

女性 毛湘茹(2012)霸凌與充權：大學女性敘

說少女時期遭遇言語或關係霸凌、霸凌

他人及其充權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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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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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庭服務、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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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充權、充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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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嘉惠(2013)從受助者到助人者的可能 

－探討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之精障家屬

的充權歷程。 

專業人員 陳建瑋(2009)花蓮地區青少年社會福利

機構工作人員充權認知之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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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函(2009) 新移民草根組織之發展

模式與充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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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彤穎(2014)青少年充權歷程之研究─

以北市南區少年服務中心「築夢」計劃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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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tds.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KLj3_/search?q=kwc=%22%E5%85%85%E6%AC%8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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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策略-以「拾穗」少年體驗教育方案

為例。 

蘇秀月(2016)戶外冒險方案於安置兒少

充權歷程之探討。 

重要關係人 王映婷(2014)以充權為基礎的早期療育

專業人員與家長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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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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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 陳兆民(2012)遊民的社會問題及充權倡

導可行性之研究。 

充權、倡導 

原住民 林舫如(2010)文化保存、社會網絡與社

區充權—以佳興部落自主數位典藏為

例。 

社區充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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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知情同意書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陳家崋，目前在王永慈

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社工運用充權觀點於就業與創業服務之經驗分析－ 

以經濟不利單親女性為例」之碩士論文研究，充權觀點在社會工作服務上行之

有年，其核心概念是由服務對象對其定義之生活藍圖進行的一系列活動，並非

是依賴專家觀點所進行。因此欲了解實務工作上社工是如何運用充權的概念來

進行就業/創業服務，以協助婦女展現其能力，另除就業/創業服務外，其他經

濟、社會、心理、生理層面的議題如何考量並進行服務、以及在以充權為導向

之服務執行上是否又遭遇了其他困難，期待透過您的分享能讓此研究更臻完

整。 

 為保障受訪者之隱私基相關權益，相關說明如下： 

在訪談前研究者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性質與目的及相關權益，確保受訪者對研

究之理解及進行受訪之意願。 

研究約需進行 1-2小時，所需次數為 1-2次，受訪者對於有疑問或不願回答之

問題，可向研究者討論及反映，本研究亦尊重受訪者之個人意願，保障受訪者

可隨時退出研究之權利。 

訪談內容僅供學術研究之使用，未經受訪者同意不會逕自公開受訪者之訪談資

料，研究者將恪守保密責任，研究內容亦不會呈現受訪者真實姓名或任何能辨

識受訪者之資料。 

為避免遺漏訪談之重要資訊及確保內容之一致，訪談過程中將以全程錄音進

行，研究者會將妥善保存錄音檔及逐字稿等研究資料。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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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2. 年齡 

3. 學歷 

4. 服務單位 

5. 工作年資（現職及入行從業年資） 

二、訪談內容 

1. 您從事的社工服務在就業/創業領域是如何發展出來？ 

現職工作內容？（就業/創業服務之內容，所占整體工作比重） 

2. 在開始建立專業關係的過程中如何堅持並發掘婦女及家庭之優勢及能

力？ 

3. 如何去評估婦女的議題及需求，設定服務目標、認定優勢? 

4. 除就業/創業服務外，其他經濟、社會、心理、生理層面的議題您如何

考量並整合於處遇計畫？    

5. 如何開發及動員資源、創造或強化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網絡的連結？ 

6. 如何與組織、企業、政府進行工作？ 

7. 如何穩定婦女就業（從事可獲得薪資或其他經濟性報酬的工作，並無

間斷持續達三個月以上）？  

8. (1)上述的內容，若是針對最成功/最穩定就業案例來說，是否有其他

需要補充的部分？  

(2)若是針對成功與失敗案例的比較來談，是否有其他需要補充的部

分？    

9. 您從經濟不利單親女性身上學到的事物？  

10. 運用充權觀點的幫助？限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