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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第一年做全國的電訪，以瞭解探究人們如何看待社會權利以及所要負

擔的責任。第二年則針對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進行焦點團體，由於西方文獻中特

別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政策是資產調查政策，因此焦點團體討論之內容尤其注重對

於低收入家庭的討論。共進行五個團體。

主要的發現可分為應有的權利、未盡到的義務、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政府的

角色、民間的角色、服務的提供等六方面。

關鍵字: 社會權、社會責任、低收入家庭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project and focuses on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social workers’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low-income
families. Five focus groups have been conducted. Main findings include six sections,
i.e. social right at the ideal leve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ideal level, the balance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the role of NPOs, and the
provision of personal services.

Key words: social righ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low-income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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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社會福利領域中，對於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討論常會引用 T.H.
Marshall（1949/92）的理論觀點，其主張公民身份代表一系列的權利，包括公民

權（civil rights）也就是對於個人自由的保障，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也就是

參政的自由，社會權（social rights）也就是享有基本的社會福利以及參與社會的

生活；若能具備三種權利則稱之為完整的公民身份（full citizenship）。這三種權

利以公民權最早發展（十八世紀開始），其次為政治權（十九世紀），而社會權則

是二十世紀中期後衍生的概念（林萬億，1994a：117）。社會權對於當代公民身

份的重要性可以歸納出三個理由，首先是其提供了人們基本生活所需，使人們得

以在社會上發揮功能。再者此類社會福利的提供，不僅個人受惠，也擴及社會整

體的利益。此外，這類權利也不同於傳統的慈善救濟，較不會產生社會烙印（social
stigma）的影響（Dwyer, 2004：9）。

對於公民身份的討論其實包含了權利（rights）與責任（responsibilities）兩

部分，然而，Marshall 其比較關切權利部分的分析（Dwyer, 2004：42）。事實上，

二十世紀末期以來，西方社會福利思潮也已轉變，開始重視公民的責任；再加上

歐美國家為了控制政府支出，減少社會福利的提供，也開始強調人民自己要負起

一些社會福利的責任（Wong & Wong, 2005）。反觀台灣社會隨著經濟發展的衰

退、政府財政的困難、新移民人口的增加、失業與所得不均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

人民如何看待自身所需要的福利以及所需要負擔的責任將會影響到未來社會福

利制度的運作。事實上，國內學者也開始在理念上強調福利權利與責任的討論（古

允文，2001；張世雄，2000）。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也在 2001 年也曾針對「福利

與責任」議題進行研討，希冀從各項福利服務中來思索政府角色、人民的權利與

責任。此外近年來地方政府或民間非營利組織所推動的脫貧方案也在傳遞權利責

任對等的觀念，例如要求福利接受者必須做志願服務，以回饋社會。

因此本研究第一年做全國的電訪，以瞭解探究人們如何看待社會權利以及所

要負擔的責任。第二年則針對第一線社會工作人員進行焦點團體，由於西方文獻

中特別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政策是資產調查政策，因此焦點團體討論之內容尤其注

重對於低收入家庭的討論。

貳、文獻探討

對於社會權的學說眾多，支持者主張基本需要之滿足必須視為公民之基本權

利；而反對者則認為社會權是一種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不應予以保障，

因其違背古典自由主義對於權利與正義的消極理解、以及對於國家角色的認定

（陳宜中，2003）。以下分別針對社會民主觀點、馬克斯主義、新右派、新社區



3

主義以及第三條路等觀點來分析（Dwyer, 2004：52-76；王卓祺，2006）。社會民

主觀點主張由政府保障的社會權，透過所得與財富重分配，政府提供一種普及式

的福利。人們得到社會福利主要是無條件性的（unconditional），不強調人們需要

負擔責任以得到福利。

馬克斯主義則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中，社會權的保障並未能真正處理

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反而是幫助資本主義體系的維繫。換言之，社會福利的提供

可視為一種社會控制，人們取得福利的條件是由國家界定，例如需要接受職業訓

練或找尋工作，以促進經濟的活動。

新右派則重視將政府的責任轉移至民間、慈善與志願部門；同時，個人對自

己及家庭要負起最主要的責任，政府則是最後的介入者；也就是強調個人的表

現，否定無條件的社會權利。新社區主義認為人們需要對於所生活的社區盡義

務，政府過度的介入提供福利反而會破壞了社區中的互助網絡。因此，其強調權

利是有條件的，與義務是一種對等的關係。至於第三條路，雖然其仍重視政府提

供社會福利的角色，但是其也強調努力工作、負責任的行為、個人貢獻等觀念。

若觀察英國新工黨的政策，其強調社會權利與責任的連結，例如若是無法遵守就

業或職訓的規定，則會受到相關福利的懲罰。其主張盡責任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道

德、一種不可或缺的基礎價值(Dwyer, 2000 & 2002：52-76；賴偉良，2002)。

Handler (2003) 討論近年來美國與歐洲國家的社會權與工作福利狀況，其指

出這些政策的主要目標都是想要將社會排除者再度融入社會，以取得完整的公民

權。然而，由於福利給付是有條件的，權利的取得需要先負起責任與義務，也就

是社會權的基礎已由一種身份(status )轉為一種契約(contract)，這樣政策執行的結

果使得最弱勢者仍然被社會排除在外。

綜合上述的討論，只有社會民主觀點是主張沒有條件的社會權，馬克斯主義

否定社會權的實質意義，而其他三個觀點的共同處則是都重視責任的負擔，雖然

第三條路仍重視政府的福利提供角色。

參、研究方法

於 94 年 10 月至 95 年 5 月共舉行了五場焦點團體，北部有兩場，中部一場，

南部一場、東部一場。各場次人數及公私部門分佈狀況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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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焦點團體成員背景

政府

部門

民間

部門

總計

北部 4 2 6
北部 4 2 6
中部 5 5 10
南部 5 4 9
東部 3 4 7
總計 21 17 39

肆、研究發現

茲將五場焦點團體的主要發現整理如下：

（一）應有權利

就業、居住、基本生活、子女照顧（學齡前托育、學齡教育）、老年父母照

顧（醫療）、高齡者二度就業。

（二）未盡到責任的部份

（1）拿到兒童的經濟補助卻未用到孩子身上，政府亦無監督機制

（2）老年父親的補助款讓成年兒子拿去，兒子刻意不照顧父親

（3）低收入家庭成員花錢大方

（4）不願工作或認為自己找不到好工作而不願找

（5）擔心喪失資格，不願工作，或不願太努力工作，或從事地下經濟以避免繳

稅

（6）用補助款還卡債

（7）探討不願負責之原因

（三）權利與責任

（1）低收入補助是一種權利，但也須盡義務

（2）政府給太多了反而削弱原住民家庭及個人的潛在能力

（3）基本生活、就業、兒童照顧、老年父母照顧四方面嚴重失衡，後三者不被

重視

（4）應先重權利，再慢慢加重責任，如有責任參加脫貧方案、配合家庭輔導、

善用資源

（5）老人棄養通報要視老人意願

（6）提供現金人人接受，提供服務則不一定

（7）責任包括一些承諾、回饋、約束，例如上課、當志工、未來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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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配合不同的家庭發展階段，設計不同的配套義務

（四）政府角色

（1）現金補助應再配合服務、監督，這也涉及人力不足的問題

（2）社會服務還需要社政、民政等系統的合作

（3）設計分期給付的法規，以避免案主不當運用補助

（4）給付不應全有或全無，應視其需要考量

（5）減輕托育負擔以協助就業

（6）脫貧緩衝期仍需要提供儲蓄的機會，並有遞減的概念

（7）脫貧緩衝期需有支持性服務

（8）就業的協助

（9）家庭照顧是否也算一份工作

（10）建立低收入資訊平台，結合公私資源

（11）地方政府執行脫貧方案經費不足

（12）不是只有現金補助，還應有 in-kind benefits
（13）未成年子女醫療照顧應與父母脫鉤

（五）民間機構角色

（1）與政府相比，較可以對案家有較多的責任規定，以監督補助金額的運用

（2）設計現金補助與親職教育課程配合

（六）服務提供

（1）充權

（2）教育第二代的觀念

（3）督導協助較新進的工作者

（4）多元文化觀點

（5）提供現金補助前就建立專業關係

（6）參與其生活、分享生命經歷

（7）建立好的關係則權利與義務比較容易架構出來

伍、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為第二年計畫，以質性研究為主，所得到的發現可再與第一年的量化

研究相互配合，做更完整的討論，未來將投稿學術性期刊。（第一年的研究已有

兩篇論文產生，一為中文、一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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