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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工作在臺灣社會已有數十年的歷史，然而，社會大眾通常對於社會工作

人員不甚瞭解。因此本研究選擇探討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即社會大

眾（包括社會工作出身）如何看待社會工作人員。本研究將意象區分為「角色知

覺」與「公眾態度」，分別探討社會大眾認為社會工作人員的應有特質，以及對

社會工作人員此一職業的態度。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作為研究工具，透過便利抽

樣及滾雪球的抽樣方式，總計回收了 330份有效樣本。 

樣本透過獨立樣本 t檢定、ANOVA、及迴歸分析之後發現： 

(1) 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大致為正向，但有不少社會大眾會把

「社會工作人員」（社工）與「志願服務者」（志工）相混淆； 

(2) 與角色知覺最相關的自變項為「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婚姻狀況」、

「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的社會關係」，以及「與最常接觸的社會

工作人員相處時，是否會聊到對方的工作狀況」。與公眾態度最相關的

自變項為「教育程度」與「年齡」； 

(3) 比較「社會工作背景」與「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社會工作背景

的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信賴程度較高，但卻比較悲觀，認為社會

工作人員在社會上的聲望較低。 

期待研究結果能讓社會工作領域的同仁們能釐清自己在社會大眾心目中的

看法，並從中找出能有效提升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意象的方法，例如結合產官學

界，一同舉辦聯合宣導活動，透過媒體提升社會大眾接觸到社會工作人員的資訊。

除了增強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的意象外，提升社會工作人員的權能，使社會工

作人員能更有效提供服務也是值得思考的部分。 

關鍵字：社會工作人員、意象、角色知覺、公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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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ocial work in Taiwan has spanned several decades. However, 

people in Taiwan often barely understand social work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image of social workers in Taiwan and how people in Taiwan perceive 

social workers. In this study, the concept of “image” is divided into “role perception” 

and “public attitude”. “Role perception” means “what people feel from encountering 

with social workers and think about what social workers should do”. “Public attitude” 

means “what do people feel from social workers, and what do people look upon social 

workers”. The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are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The total number of available data is 330. 

The data are analyzing data by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and 

regression, the results are: 

(1) The image of social workers is roughly positive, but many people in Taiwan 

are confused about “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s”.  

(2) Values that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role perception are ”social 

work background ”, “marriage”, “the social status between respondent and 

social worker that respondent most frequent meets”, and “along with the 

social worker that respondent most frequent meets, whether talk about work 

or not”. Values that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to public attitude are 

“education” and “age”. 

(3) Compared with “social work background” and “non-social work 

background” respondents, the respondents that are social work background 

have higher trust in social workers. But they ar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social workers because they think social workers got lower reputation in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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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could make social work field in Taiwan get more clear 

view about the image of social work in Taiwan and find out how to promote the image. 

For example, the practice,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can brainstorm some 

propaganda programs, such as united propaganda activities, or on media, make people 

have more chance to acquire the information of social work. Besides promoting the 

image of social work, empowering social workers, how to serve more efficiently is 

worthy of reflection. 

Keywords: social workers, image, role perception, public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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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臺灣，社會工作人員（通常簡稱社工）相較於其他的專業人員，如醫院的

護理人員、教師，警察等…似乎比較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有時會因為一些

大家既定的印象而被利用。例如曾經發生過警察假冒社會工作人員的名義，鬆懈

嫌犯的心防，並進入住處將嫌犯逮捕。此舉動遭到社會工作界的強力批判，也讓

社會工作人員同仁們紛紛議論及質疑，是否真的有受到社會大眾及其他專業所尊

重。無獨有偶，社會工作也常常遭到部分民意代表批判執行效率不佳，且認為是

拿政府的錢卻沒在做事，甚至以粗鄙的言詞攻擊並以其權威脅迫。媒體也常常以

事後諸葛的口吻，在一些憾事發生時，批判社會工作人員做的不夠多、不夠好，

不夠積極。可以得知社會工作人員在新聞媒體中的報導，似乎在民眾心目中有著

正面的形象，卻也有不少負面新聞。此外，新聞媒體有時還會將社會工作人員，

和志願服務者（志工或義工）搞混，社會大眾也有相似的情形。似乎對社會工作

人員的認知感到混亂，這樣的狀況到底多久了呢？又從何開始呢？社會工作，或

是所謂的社會工作人員，在民眾的心中，到底是什麼呢？ 

    以研究者自己的親身經歷發現，社會工作人員在面對一般大眾時，最常被問

到的問題如下︰ 

「社工不就是志工嗎？」 

「社工有錢賺嗎？一個月賺多少？什麼?兩萬多快三萬?做愛心的這樣很多

了啦。」 

「社會工作到底在做什麼?你會念社工，一定很有愛心！」 

另外，研究者當兵快退伍的時候，周遭親友在得知研究者的主修為社會工作

時，也經常給出下列的建議，或提出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批判： 

「你與其在外面當志工那麼辛苦，不如簽（志願役）下去，馬上就有三四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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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薪水啦！而且福利也不錯！那種工作一定是那些很有愛心，或是生活無虞

的人在作慈善的啦…。」 

「你當社工一定會餓死！才兩三萬你一個男孩子要怎麼在現在的社會成家

立業？更別說要生小孩買房子了！」 

和一些不熟稔社會工作的朋友閒談時，特別是介紹自己的所學或工作時；或

是和親友看電視報導社會新聞時，經常會有的對話： 

「是在照顧窮人、流浪漢、殘障人士、老人、兒童、受暴婦女，或是外籍新

娘的嗎？窮人和流浪漢一定是要吃不討賺（好吃懶做）或吃喝嫖賭引起的，

管他們做什麼？而且這些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 

「年輕的社工都還沒有生過小孩，卻還老是跟什麼家暴父母搶小孩，啥米家

暴，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道理都不懂！」 

「是搞社會運動的嗎？現在社會這麼亂，都是你們這些學法律、政治、社會

還有社工害的。」 

 身為主修社會工作的學生，日常生活中常常會碰到上述言詞，就連研究者的

家人也未必能夠完全了解社會工作到底是什麼，只知道是個辛苦工作的行業，即

便是研究者不斷的解釋和說明，仍是難以扭轉週遭的人對於社會工作與社會工作

人員的想像與看法。 

為了要讓社會大眾了解社會工作，國內的社會工作相關組織，如社會福利團

體（機構），或各縣市的社會工作師職業工會，乃至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

（簡稱社工專協），還有第一線的社會工作人員們，及大學的教師們總是會透過

系所博覽會、研討會，一有機會無不卯足全力宣揚社會工作的精神與價值，甚至

還會拍攝廣告，並且運用傳播媒體、網際網路，及平面媒體播送，無一不希望扭

轉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的印象與認知。 

雖然社會工作不管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總是急於去樹立自己的專業意象。

但社會工作是否就那麼無法被非社會工作領域的人們所理解呢？頗值得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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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這部分。因此，必須先從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開始說起。 

  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與保護司的統計資料（2017），臺灣於 2016 年底，

總共有約 13,589 名社會工作專職人員。所謂的社會工作專職人員，包含公部門

和私部門所有從事社會工作相關業務與服務的人員。而社會工作的服務和業務範

疇，可以依照服務對象的不同再細分為好幾個領域，例如︰ 

(一) 兒童及少年服務﹔ 

(二) 老人服務﹔ 

(三) 婦女服務﹔ 

(四) 身心障礙服務﹔ 

(五) 社會救助及其他服務﹔ 

(六) 社區服務﹔ 

(七) 志願服務﹔ 

(八) 自殺防治及轉介服務。 

    無論屬於何種領域，社會工作人員經常要提供諮詢服務和輔導，協助民眾取

得需要的資源，同時讓民眾理解他們所申請的服務是什麼及相關規定。有時還必

須進行社會倡議，社會工作人員必須讓某議題能夠被社會大眾所知曉，吸引關注，

進而制定對該議題的政策或法規。除了需要執行各自領域的業務之外，社會工作

人員，為了增進自己的專業，並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還常常需要參加研習活動。

雖然社會工作有各種不同領域，且服務的場域從個人、家庭、團體、學校、社區，

乃至於整個社會。明顯具有專業分工的成分在。卻不能如同其他的專業，如醫師、

教師般容易被其他人所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此部分

就必須從我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提起。 

    根據近年來的文獻，許祖維（2007）探討社會工作師法通過十年後我國社會

工作界的情況，發現到社會工作本身制度的不健全之外，不論是從法規、教育、

證照化、機構評鑑之外，也質疑了社會工作專業到底為何？事隔十年（目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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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許祖維提及的問題已經隨著時代改善，但部分問題似乎仍不斷地在發

生。許祖維在網路留言板發現社會工作夥伴們的抱怨如下︰ 

(一) 低薪、過長的工時和過多的工作量，機構的社會工作人力少，或是一些

不屬於社會工作相關的業務（如報帳），被歸屬於社會工作人員的責任，

長期下來換來低落的生活品質。 

(二) 機構的資源不足、督導主管的支持不足，領導風格和方式不佳（如外行

領導內行，基層社會工作人員被視為可替代品），甚至是機構科層體制

的壓榨（包括一些不良行為，如強迫回捐，帳目申報資料造假等等）。 

(三) 社會工作曝光率提升了，但民眾的對於社會工作認知依然不甚明瞭。       

還是帶著強烈的刻板印象來看待社會工作人員，對男性社會工作人員還

多了傳統文化中對性別和男性社會角色的刻板印象（如男性應該多分擔

工作業務，但往往造成男性社會工作人員的壓力）。 

(四) 社會工作師證照部分，實務經驗豐富的資深社會工作人員不一定考得上，

剛畢業的新人卻是榜上有名；考上了也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因為

未必代表專業，但沒考上卻很容易被人認為不專業。在某些場域，如醫

院，就算有證照，也未必能讓人認同。 

    反觀近期，社會工作人員在網路留言版「一句話惹毛社會工作人員大賽」

（2015）留言抱怨的內容，主要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項︰ 

(一) 來自民意代表、媒體，和其他任何權威人士的壓力。 

(二) 民眾或服務對象對社會工作人員的不熟悉、誤解和刻板印象，或是不合理的

要求。 

(三) 來自科層體制或其他專業的輕視或利用，例如將不屬於社會工作的業務，如

出納或報帳的工作，或其他行政上的瑣事，丟給社會工作人員處理。抑或是

冒充社會工作人員的身分，方便執行自己的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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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於臉書（Facebook）社群舉辦的一句話惹毛社會工作人員大賽，

近期社會工作人員們的留言，與十多年前的前輩們的留言相比，是大同小異的。

這也代表了臺灣的社會工作人員在這過去十年來，一直重複遭遇到相同的問題。

除了證照化略有改善，參照考試院考選部網站和相關的考試規定，發現近幾年考

試的次數較多，考試次數增加與錄取率提升，大幅增加了取得社會工作師證照的

人數，也引起部分研究者提出反思。 

林萬億（2011）認為，為了落實專業化，調高證照的錄取率並無不可，但需

要有因應的社會工作教育品質。並且，最終目標是希望能將證照化和專業化進行

連結，讓教育體系能培養出高水準的社會工作人員，並且透過制度來保障。關於

證照化的議題，一直有學者和研究者提出反思，並持有正反兩面的意見，但近期

證照議題引起的反彈較低。除了與錄取率上升有關，但不管怎麼說，也是因為對

社會工作人力的大量需求，社會工作的能見度越來越高，而且政府相關單位越來

越重視社會安全和社會福利這些部分，所以公部門社會工作人力需求量增加有所

關聯。 

 過了這麼久時間，難道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意象或是所謂的專業被認可，

就一直沒有任何改變或改善嗎？若以臺灣社會工作最早發源的領域－醫務（醫院）

社會工作為例。陳奎林（2005）指出，社會工作人員在精神醫療領域的定位較為

清楚，也受到相當的重視。精神社會工作人員和醫療專業人員的關係較為良好，

源自臺灣社會工作和醫療體系長期的合作關係所形成的默契。即便如此，社會工

作人員還是容易對自己的專業沒自信，會認為自己的工作有很高的被取代性，專

業程度不足等，容易減少社會工作人員對自己專業程度的自信。院方則是希望，

如果社會福利是社會工作人員的專長，在健保點數的申請的部分就應該多加把勁，

一方面能夠提升病患的福祉，也能替醫院增進財源。陳奎林提到，即使社會工作

和醫療體系的關係較為良好，仍存在著認知差異，也就是說，社會工作著眼處，

和醫療人員，及醫院高層關注的焦點，並不盡相同。 

 



6 
 

陳武宗等人（2009）指出，在醫院裡面社會工作人員也經常擔任排解醫療糾

紛的角色，因為社會工作人員通常比較擅於跟人溝通，所以能勝任此工作，擔任

院方和病患及其家屬之間的橋梁。但身為這種橋樑的角色，卻又往往成為院方與

家屬之間的夾心餅乾，裡外不是人。偶爾從社會工作的專業角度出發會和醫院利

益有所衝突，讓社會工作人員作承受較大壓力，但是醫院通常有處理醫療糾紛的

制度化原則，使得社會工作人員至少有基本的責任劃分。換句話說，在醫務或精

神醫療社會工作領域，就社會工作專業方面，醫療或精神社會工作者有相當程度

的被理解和認可。但畢竟領域和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因此偶爾會產生摩擦。賴靜

宜（2010）則以服務使用者角度進行，部分服務使用者接觸社會工作人員前，大

都不清楚醫務社會工作在做什麼，只理解能夠提供經濟上協助，甚至一無所知。

實際接觸後，雖仍然不甚了解醫務社會工作內涵，但至少有些事情可以透過醫務

社會工作人員幫忙，如：經濟扶助、家庭訪視、協助申請身心障礙手冊，以及提

供情感支持。賴靜宜也提出了，這會導致醫院社會工作人員過度焦點放在這些服

務上，起因於服務使用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不熟悉。從上述情況，或許可以已

得知，至少在醫療或精神領域上，得到其他專業相當的尊重，並且發揮相當程度

的所學（如會談技巧）。但對服務使用者與社會大眾來說，理解依然有限，只知

道醫療以外的事情可以找社會工作人員來處理。 

社會工作人員的領域繁多，隨著服務的對象和承辦的業務不同，就冠上不同

的名字。如︰兒童保護、精神科、婚姻暴力、醫務社會工作人員等等。但對於民

眾－不管是服務使用的民眾，還是一般民眾，通常不會去詳細了解社會工作人員

們的業務，當然民眾們就會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只有片面。即便是前述賴靜宜（2010）

年所作的研究，在醫院這種高度專業分工的場域也是如此，通常民眾只知道有醫

療相關以外的問題要去找社會工作人員，或是被醫務人員轉介去找社會工作人員。

在其他的服務場域裡，社會工作人員也經常跟其他的人員有業務上的合作，或在

服務提供上有重疊。如長期照顧機構當中，社會工作人員跟照顧服務員、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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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溝通合作的關係；在團體工作中，諮商和社會工作之間仍有模糊不明的地帶，

這些都很容易讓社會大眾和服務使用者有片面且刻板的印象存在。因為和其他專

業人員，甚至是志工人力有所混淆，以社會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評論和言語，

其實是一種打擊。對於社會工作專業角色上認同的問題，亦即常常被人誤解，或

是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是讓社會工作人員人力流失的一個主要原因，並且牽涉到

職業尊嚴和成就感。（陳昱名，2008）社會工作專業形象的推廣，對於社會工作

相關科系學子，或是已經在職的社會工作人員來說，是影響到他們未來是否繼續

留在社會工作領域耕耘的重要因素。沈慶鴻（2008）提到，社會工作人員有著人

力流失嚴重、教育資源浪費的情況，並透過整理先前的研究得知了歷年來社會工

作人力在學校階段就有缺乏的可能性，理由是學生們雖然喜歡社會工作，但是對

社會工作的熱情，與現實的相權衡之下，仍然讓人望之卻步，甚至有人入學後不

久就想轉系。社會工作人員還有低薪的問題，並且大多缺乏保障，升遷困難。除

了學用落差之外，沈慶鴻在研究討論中提到了社會工作人員的起薪，實際上並不

會差當時的平均薪資太多，然而，僅止於單純討論剛從學校畢業時的起薪，並且

是透過人力銀行的全國各行業的平均資料進行比較，而且是舉社會工作人員起薪

較高的台北市為例。社會工作師的證書，相較於其他專業，例如醫師、護理師、

律師，顯得廉價許多，幾乎沒有單位的盈餘分紅可以領，也不怎麼隨年資增加薪

資，有證照的社會工作師，也不一定因為證照而受惠，且不像其他職業那樣會隨

年資提高薪資。因為社會工作的專業，並沒有得到相對應的認同的關係。臺灣的

社會工作還是有著濃厚的慈善色彩存在，難以引起社會大眾的重視。 

在實務工作者方面，根據黨一馨（2017）曾為安置、婚姻暴力，以及精神社

會工作人員的獨白和經歷，台灣的社會工作人員有著以下情形：女性居多、薪資

低廉，以及沒有受到相對應的尊重。簡單來說，工時常常拉長，雖然人們會覺得

這份工作相當崇高且神聖，但是哪裡重要，卻又說不上來，而且是勞動也未必有

成果。黨一馨回顧自己在轉換跑道之後，在私人協會擔任秘書的離職經驗：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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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自己在組織當中什麼都能做，而社會工作的經驗，又能夠讓她理解人的需求，

並且長期的磨練變得能夠以市場的需求來為組織爭取最大利益和曝光率。能夠勝

任對外的門面...等等。只不過，在組織縮編的時候，卻也是被裁員的首要考慮對

象，因為社會工作對於雇主來說，是沒價值的。如果一直覺得自己從事的事情沒

價值，長期這樣下去，容易把基層社會工作人員的熱情給燃盡，久而久之，對於

社會工作的熱情也麻痺了，甚至犧牲了對於家人的親密關係以及內在自省的感覺，

只能憑藉著意志力機械式的去做這份工作。黨一馨在文中，就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情：社會工作專業到底值多少？ 

關於這種狀況，我們就需要探討為什麼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為什麼如此

不熟悉，以及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認知，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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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臺灣的社會工作還在專業化的過程當中，但已逐漸被認同為一門專業。不過，

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認知，還有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是怎麼樣呢？這是

頗值得討論的。 

不乏有研究者提出社會工作到底是不是專業、對於專業的反思、如何增進專

業、專業關係、角色定位，或是專業建構的過程的研究。針對社會工作人員意象

的研究較為稀少，社會工作人員意象是社會大眾，給予社會工作及社會工作人員

的評價與態度。身為一門專業，除了本身的要不斷精進之外，還需要的是，他人

廣泛地承認並基本上理解這個領域，給予這個專業以及從業人員肯定。因此，對

於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研究，將有助於了解到目前社會普遍對於社會工作及社會

工作人員的看法，作為精進之參考。 

劉庭歡（2013）曾探討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如何看待社會工作人員，研究對象

為「已經參與實習和修習專業課程的高年級社會工作學系學生」，研究結果將社

會工作人員意象歸納為「多元發展型」、「溫柔婉約型」、「社會倡議型」三種類型，

其他零星如「積功德型」、「廉價勞工型」、「沮喪疲憊型」，透過這六種意象觀看

社工。無論何種意象，包含社工的適應/成功、耗竭（Burn out）、或行動取向、

影響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對於未來就業抉擇意願，劉庭歡的研究雖非以社會大眾為

研究主體，但提供社會工作意象的初步架構，讓本研究能更進一步探討社會大眾

對於社會工作意象的探討。 

通常社會大眾最常接收關於社會工作與社會工作人員資訊的管道是透過媒

體，不論是電子或平面媒體。李沐蓁（2010）以平面媒體（聯合報系）作為研究

對象，探討報紙對於社會工作的報導。雖然媒體對於社會大眾的認知與態度有一

定影響力，但畢竟透過媒體報導認識社會工作，是一種間接的方式。李沐蓁分析

2000-2009 年十年間的報導發現，報紙對於社會工作報導，偏向於和弱勢族群連

結，且對於社會工作服務內容的描述五花八門，刊登於不同版面。換句話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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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傳遞社會工作人員是處理社會邊緣人事物的工作者；讓社會工作人員擔任專家

角色，解釋某些社會問題的成因；如︰網路成癮，家庭暴力等；或讓社會工作人

員描述案主的狀況。近年來，社會工作人員透過讀者投書或社論專欄，讓社會大

眾看到不同觀點與意見。以社會工作為例，投書者可能是社會工作的相關人士（如

社會工作人員、學者、社會工作系所學生），專家名嘴，或是一般民眾。儘管報

社可能會進行修飾或選擇不登載。這些社論的篇幅可以讓讀者以不同的角度來抒

發對於某件事的觀感，可以讓某些群體有發聲的管道。社會工作人員本身的投書，

不外乎是要傳達觀念的讀者，讓廣大閱聽人更理解社會工作的內涵及問題所在。

例如︰汪家慶（2014）的社論，對之前別的讀者在社論中抨擊社福機構和社會局

未盡職責一事做出回應，作者除了陳述社會工作這行業的甘苦談之外，也表達了

對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以及體制認識不足的無奈。許少平（2015）則提到了社

會工作雖然是盡力維持社會上的公平正義，但是自身也遭遇到很多不公不義，還

對為臺灣的社會工作奉獻的所有人鼓勵打氣。也有些專欄作家，如律師呂秋遠

（2016），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將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以及可能遭遇到的

情況，傳達給社會大眾。雖然從社論篇幅上可以看到部分社會大眾關於社會工作

及社會工作人員的看法與指教，但是會主動投書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是在新聞

報導中，有社會工作相關議題後，才會有多一些的投書，本質仍是依附在新聞媒

體。因此需要直接調查的方式，來釐清社會大眾的社會工作意象。讀者投書的部

分難免眾說紛紜，也可能經過修飾，卻也能夠看到某些人對於社會工作的想法或

觀感，儘管取得發聲權的人可能是少數，但也是人們對社會工作意象的表達。 

臺灣社會工作的發展約有六十年歷史，如果從社會工作師法開始施行（1997

年）的年度算起，正式專業化的歷史約二十年。雖然體制、證照化，及專業認同

問題逐漸解決，但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仍然是有待調查的部分。回

顧過去相關文獻，雖然有探討社會工作系所學生心目中，及媒體報導中呈現出的

社會工作人員意象，卻鮮少在國內發現探討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理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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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的相關文獻。因此，本研究選擇以社會大眾為研究對象，透過網路問卷的方

式收集資料，希望瞭解在臺灣社會大眾的認知中，社會工作人員所呈現的意象究

竟是什麼。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下列幾項︰ 

(一) 瞭解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大眾心中的意象，包括：社會大眾認為社會工

作人員的應有特質（角色知覺）及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態度。 

(二) 瞭解那些社會人口變項或接觸經驗能影響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的

意象。 

針對上述進行分析及提出建議，希冀可以對提升社會工作人員能見度、專業

度做出貢獻，以及討論臺灣社會工作人員未來的方向，並做出建議。 

    本研究要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受訪的社會大眾的社會人口變項，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社會

工作人員意象的相關性為何？ 

(二) 受訪的社會大眾與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例如有沒有親友或本身為

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的經驗的有無，與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相關性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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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社會工作的起源與在臺灣的發展 

一、社會工作的起源 

探討社會工作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代的救濟制度，也就是救濟貧苦病

弱的情形，由於社會工作的概念和理論的發源地在歐美，故先從歐美探索社會工

作的起源。西方的濟貧工作，是由各地的基督教會負責。但經歷了黑死病和經濟

結構改變，政府逐漸介入了社會救助的部分。最著名的就是 1601 年英國的伊莉

莎白濟貧法（The Elizabeth Poor Law）。以現在的社會工作角度來說，伊莉莎白

濟貧法把人分成應該救濟和不該救濟的人（身體健壯有工作能力的人，必須要去

工作，不進行勞動要被處罰），這些作法惹人非議，但至少，是政府開始正式介

入社會救助的開始。（簡春安、趙善如，2008；何金蘭、詹宜璋（譯），2009；林

萬億，2013；Colby & Dziegielewski, 2016）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人們發現在那個時代，就算是有工作，卻也擺脫

不了貧窮的命運。1834 年英國實施了新濟貧法（New Poor Law）改善了伊莉莎

白濟貧法的架構，卻無助紓解當時的貧富差距的情形，因此當時社會上開始了一

連串的抗爭。有人意識到這些問題，逐漸地，英國當地開始出現了慈善組織會社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 COS）。COS 雖然是由民間發起，卻還是有濃厚的，

接近伊莉莎白濟貧法的觀念，並且充滿了濃厚的上流或中產階級對下位者的施捨

意味。為了改進此種作法，最著名的就是牧師 S. Barnett，創立了湯恩比館（Toynbee 

Hall）。Barnett 關心的是關於貧窮的起因，並鼓勵他人去理解與重視，並試圖積

極影響立法，這已經有著現代社會工作的原型了，當時的慈善組織會社也衍伸出

所謂的友好訪問員或是個案工作者的工作。然而，到最後並沒有演變為正式的社

會工作，因為英國採取了比較社會主義的路線，並且成立了勞工政黨，藉由福利

的相關立法，減少了社會救助的相關需求。讓社會救助，由政府的角度來主導和

解決社會問題。美國從殖民地時期，一直到十九世紀，在社會救助方面採取跟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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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莎白濟貧法相似的模式，將人民區分為值得救濟和不值得救濟，且社會氛圍普

遍認為接受救濟是非常令人難堪的，除了老兵接受救濟是一種榮譽。美國也建立

了許多收容所來收容弱勢族群，譬如身心障礙者。美國的社會福利發展大致上跟

隨英國的腳步，直到二十世紀美國變成世界經濟的龍頭，國內又有相當複雜的種

族議題（原住民、非裔，還有來自歐陸各國與亞洲的移民）。不像英國改採取較

重視社會福利的路線，美國在社會福利和救濟的部分，依然停留在民間慈善為主

要來源的情況。這反而讓社會工作，正式的從美國萌芽，特別是經歷過經濟大恐

慌（Great Depression）之後，失業或貧窮對於美國人來說不再遙不可及，更顯現

社會工作對社會運作的重要性，讓美國開始注重社會福利，之後社會工作逐漸演

進出不同的流派，逐漸豐富其內容（謝秀芬，2005；簡春安、趙善如，2008；何

金蘭、詹宜璋（譯），2009；林萬億 2013；Colby & Dziegielewski, 2016）。 

二、臺灣社會工作的起源與發展 

    臺灣社會工作的起源共分為三個時期。根據陳燕禎（2005）、林萬億（2013），

臺灣社會工作的興起來自三個不同的政權︰滿清政府、日本政府、國民政府。滿

清統治時期，官方對於社會救助的態度較為消極，大多仰賴民間的單位或機構來

進行社會救助的服務。直到日本統治時期，因為日本已經受到西方社會相當程度

的影響，對社會救助也較為積極，但大多數還是仰賴民間成立的「社會事業」。

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因為戰爭破壞和政治因素的關係，臺灣的社會救助不光呈現

倒退的狀態，甚至還與政治作戰工作混為一談。同時因為資源不足，社會工作教

育往往依附在社會學之下。歷史上的因素，讓社會工作在臺灣，有濃厚的慈善意

味和政治意味。也導致了專業的社會工作起步較慢，且容易被誤解了。林萬億

（2011，2013）也提到，在國民政府來臺後當時的氛圍，社會工作甚至被政府誤

認為所謂的「革命工作」，而用來達成某些政治目的、宣揚三民主義，社會工作

因此成了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顯然和原本社會工作的精神與定義相去甚遠。 

    臺灣社會工作的教育，在戰後初期僅有短期的講習班，真正最早的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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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始於 1951 年的臺灣省立行政專校的社會行政科（在 1955 年與大直行政專修

班改制為省立法商學院社會學系，即後來的中興大學社會學系，現臺北大學社會

學系，以及社會工作學系前身）。為兩年的專科學程，雖然師資大多不是社會工

作本科的學者，往往是社會學者。1955 年東海大學也設立了社會學系，之後，

像是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社會教育學系設立了社會事業

組。臺灣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也相繼設立社會學系。雖然在這段時間大專

院校設立了不少社會系，但因為師資數量關係，社會工作課程和教育是受到限制

的 （簡春安、趙善如，2008；林萬億，2011；林萬億，2013）。林萬億（2011，

2013）認為社會工作在 1970 年代以前寄宿在社會系底下有其時代背景，受限於

師資以及政治的影響，導致社會學與社會工作這兩個其實互不隸屬的學門存在著

模糊地帶。甚至讓社會工作被誤解為「應用社會學」。1970 年代後，各院校開始

將社會系分組（社會學組和社會工作組），並且隨著 1979 年，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的成立，各校的社會工作學系也逐漸設立，並逐漸脫離社會學系的依附。 

  在實務工作方面，社會工作由慈善起家，臺灣戰後早期的社會工作，根據簡

春安與趙善如（2008）以及林萬億（2011，2013），由於政府是處在一個百廢待

舉的狀態，政府在戰後初期無法有太多心力在社會工作的實務工作上，此時主要

是採取社會工作的人才培訓工作。實務工作主要由宗教團體執行社會救助的相關

業務。社會工作的實務領域中，臺灣最早的實務是醫院社會工作，1949 年的時

候於省立臺北醫院（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成立。1950 年成立的臺灣

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CCF）和基督教青年會（YMCA）也加入了臺灣社會工

作的實務領域，但很顯然帶有濃厚的宗教和慈善色彩。直到 1978 年，臺北市政

府設立社會工作室，於隔年開始實施社會工作人員制度，才開始正式有「社會工

作人員」的稱呼。臺灣的社會工作，開始朝專業化和精進化邁進，並隨著社會福

利相關法規陸續的制定、公布、施行，並依實際的需求修正社會工作的項目（簡

春安、趙善如，2008；林萬億，2011；林萬億，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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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社會工作專業才正式被確立與保障。根據林萬億（2011）、王增勇

（2014），1997 年 4 月 2 日社會工作人員師法的推行，開始明確定義社會工作專

業，並於同年底開始第一次的專門技術職業及技術人員社會工作師考試（簡稱社

會工作人員師考試）。1990 年代前後，各校的社會工作學系也開始由社會學系開

始正式獨立出來分設科系，高等教育體系的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也不斷設立。代表

了社會工作師的取得資格開始被侷限和專業化，也代表社會工作教育日漸受到重

視。社會工作也朝向專精化，2009 年公佈的「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

繼續教育辦法」，其中第三條將專科社會工作人員師分成了︰ 

1. 醫務； 

2. 心理衛生； 

3. 兒童、少年、婦女及家庭； 

4. 老人； 

5. 身心障礙。 

雖然有部分研究者如林萬億（2011，2013）批評此制度是錯誤的，認為社會

工作各領域是獨立發展的，使用「專科分科」這種名詞，是把社會工作侷限在一

個架構當中。王增勇（2014）曾批評基礎的社會工作人員師考試制度。林萬億認

為若要提升社會工作的專業水準，就需要提升社會工作教育的水平，並且提升考

試的門檻；但王增勇卻有著不同的見解，認為臺灣的社會工作在追求專業化的過

程當中有畫地自限的現象，在追求專業化的同時，也以專業化的名義干涉了學校

的教育和考試。雖說因為臺灣的社會工作長期附屬於別的專業，如社會學底下，

而導致起步甚晚，因此學界和實務界也就不斷在強調專業化。社會工作人員師法

於 1997 年通過之後，社會工作的能見度進一步提高。臺灣未來要面對的多樣狀

況，如出生率低、人口老化、貧富差距等議題，社會工作在未來所擔綱的角色會

越來越重要。負責執行相關工作的社會工作人員，在接受所謂的專業化過程當中，

也須對自身情境進行反思，包括角色的定位，還有帶給社會大眾的意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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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針對未來社會工作的展望提出建議。呂寶靜（2010）認為未來社

會工作的需求人力勢必會大幅提升，特別是我國的社會工作人員人數仍太少，社

會工作人員和國民的人數比例遠小於英美和香港。出生率雖然下降了，但兒童與

少年的福利議題也更複雜了，因此兒童與少年領域的社會工作人員未必會減少。

另一方面，我國的人口老化相當明顯，因此服務對象為老人或身心障礙者的社會

工作人員人數則會增加。呂寶靜也呼籲教育、實務和研究應加強整合。秦燕（2012）

提到我國目前及未來可能面臨到的社會問題，像是引述 Hsueh & Ku (2009)年提

出的，邁向 M 型化社會，貧富差距逐漸加大，並且中產階級開始減少，產生貧

窮問題。貧窮將會連帶導致其他問題的產生，如失業、離婚、家庭暴力、兒童虐

待等相關議題。讓社會工作人員的需求人數逐漸上升，也使得社會工作進一步得

到官方的重視。 

    透過上述關於臺灣社會工作歷史的部分，並且跟社會工作的發源地－美國做

對照，我們能夠了解到臺灣社會工作日漸成熟，但相比之下，臺灣的社會工作還

是在強調專業化發展，較少涉略公眾的議題。臺灣社會逐漸有以下的情況︰ 

  1. 人口高齡化 

    2. 多元族群的多元社會，除了原本的四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

外省人），新移民也是近年來需要被重視的族群。。 

    3. 貧富差距加大 

    上述情況隨時間變得越來越被重視。要讓社會工作能夠發揮良好的作用，需

要民眾及服務使用者對社會工作（包含產業與人員）有正向的看法和足夠的理解。

Zugazaga 等人（2006）提到，如果需要接受社會工作服務的人，對社會工作有

負面看法的話，就可能會對處遇過程帶來困難。臺灣的社會工作一路上走來，因

為種種的因素，產生了容易混淆的情形。社會工作從慈善起家，因此社會工作人

員就會和愛心畫上等號，然後「社工」又連結到「志工」；對於政府來說，社會

工作也被用來當作政治服務的工具，雖不能否認社會工作在實務上的確有社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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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用意；或是跟應用社會學混為一談。有些容易引人混淆的部分，已經隨著社

會工作相關人士長久的努力之下而逐漸消弭。前面有提到和社會工作人員們共事

的專業人員們，逐漸認同社會工作人員們的專業及重要，但根據從網路上得到的

資料，社會工作人員最不滿意的部分就是錯誤觀念或偏見（如︰社會工作人員等

於志工，或社會工作人員一定非常有愛心）。若要針對目前臺灣社會工作的意象

進行探討，我們則需要先了解，到底意象如何定義？產業的概念或許過於籠統，

故本研究把重心放在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大眾心目中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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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意象的定義與相關研究探討 

一、意象（image）的相關研究探討 

    「意象」（image），是相當抽象的一個詞語，探索近年來對於意象的研究，

羅明璇（2008）、林士傑（2009）、陳佳豪（2012）、黃子洋（2012）等人的研究，

都有提到「意象」這個詞語。羅明璇（2008）、林士傑（2009）都提到意象本身

是模糊且較難以定義的詞彙。根據羅明璇（2008），心理學、觀光、地理等研究

中都有提到「意象」。然而，不同的領域，代表的意義就略有不同。研究者在找

尋文獻的過程當中發現到，「意象」和「形象」的英語都是 image，在心理學領

域，image 又有「心象」這個翻譯。這些名詞有時會被混用。研究者發現「意象」

或是 image 的研究大致有三個方向︰ 

1. 觀光、地理，或目的地的意象（destination image）； 

2. 身體意象（body image）； 

3. 社會意象（social image）。 

    以上三種意象，是近期研究比較常被提出來討論的，各自的定義當然略有不

同。以下，研究者將會針對這三種不同種類的「意象」文獻進行對照，以期能夠

較精確定義出何為「意象」（image）。 

  關於目的地意象。羅明璇（2008）統整過去研究者的研究，指出意象的概念

包含認知（cognitive）與情感（affective）兩面向，分別指的是個人對於目標物

的認識，和個人主觀的感受與態度。羅明璇並且在評價所謂的意象上，提到個人

的情感也相當重要。並從韋氏辭典當中找到了關於意象的定義︰對某件事物、概

念所產生的心理圖像，是人們對於其他人事物所產生的概念，也是一個動態的過

程。意象的概念如果套用在觀光領域的部分，就稱之為「觀光意象」（也就是目

的地意象，但羅明璇在其研究中用觀光意象一詞）。簡單來說，每個人對於每一

個地點（目的地），都會有自己的看法和評判，不論是不是真的對該地方熟悉或

是曾經造訪過，每個人都會透過自我的認知，資訊的吸收，或是與周遭互動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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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當中，在無形之中獲得隊該地點的一個印象。林士傑（2009）對於意象一詞則

歸納了不同研究者對「意象」定義的共通之處︰意象是代表一套人們對於事物的

看法，並且是採取主觀角度，以貼近人們自身的認知。而延伸到觀光意象的部分，

林士傑也提到了個人主觀的感受和內心情感的部分，代表了個人在意象形成扮演

著重要角色。而羅明璇和林士傑，在研究中都有引用 Gunn（1988）的著作，探

討目的地意象形成的過程。 

    Gunn（1988）在其著作中，提到了目的地意象形成的過程。Gunn 如此解釋︰

「無論有沒有去過某個地方，人們都會有意象形成，無論意象鮮明與否，人們會

對於該地點有各自的好惡。而隨著時間的經過，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包括媒體

（如廣播、電視、雜誌、書籍）或來自他人（如親朋好友）的評論，都將會使意

象改變。即使得到同樣的資訊，每個人還是會形塑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意象。」（羅

明璇，2008；林士傑，2009；Gunn, 1988）Gunn 接著提到意象分為兩個層次︰

基本意象（organic image），也就是個人自然而然產生的意象，對標的物或目的

地還沒有受到其他因素（有意識地）影響而產生的意象，是無意間形成。之後當

事人再透過其他的媒介，如書本、報章媒體、電視等方式，吸收裡面的資訊，影

響基本意象。這些資訊被有意地、長期的，或大量的吸收，統整，歸納，這種修

正後意象被稱之為誘導意象（induced image）。Gunn（1988）在著作中，依照心

理學家 Jerome S. Bruner 提出的理論，說明了人類思維中的意象，透過三個過程

形成並增長︰ 

1. 假設（hypothesis）︰假設這個階段，人們透過一些方式形成最為原始

的，對於某些事情的看法。這部分，也是需要一些最初步的外在刺激，

例如間接的資訊，如廣告、媒體，或別人的口耳相傳等方式。當然，即

使相同的刺激，產生的影響也因人而異。一旦形成，就會有其固著性，

不太容易去變動。此部分，剛好與稍後會提到的社會知覺（Social 

perception）做一個對應。 

 



21 
 

2. 輸入（input）︰指一個人開始接觸外在資訊的過程。一個人的最初意象

雖然不太容易被改變，但外在資訊的接觸，例如個人去親身經歷之後體

驗到的感覺，將會對這個人腦中的既有意象造成增強或是修正的作用。  

3. 檢查（check）︰新的資訊進入腦中之後，新的資訊會和原有的內容進

行比較，新的經驗可能會取代舊的經驗（例如覺得一個地方名不虛傳、

不過爾爾，又或者言過其實，就會對舊意象進行修正）。個人因素和舊

有的意象在新的意象建構上是舉足輕重的角色。 

     身體意象的相關研究，國內的研究者黃囇莉與張錦華（2005）提到身體意

象的定義為：「身體意象是一組包含認知、感受以及行為意向的，一種對於身體

的態度（attitude）。而且，身體既可以作為感受的主體，也可以是態度所指向的

客體。」。影響身體意象的形成，是受到個人的一些基本條件，如性別、年齡，

以及一些外在因素，如人際互動、媒體等事物的影響。陳炫婷（2008）也說身體

意象為一個人類社會的產物，是把人類天生的身體，和政治、經濟，或是文化一

起結合出後所產生的概念，甚至還受到現代商業行為的影響。人對於自己的身體，

擁有相當程度的支配能力，如何去運用這種支配力，則受到周遭的影響，特別是

來自外界灌輸的概念。簡而言之，人們可能會藉由外在灌輸的概念，嘗試去改變

自己的外在以及審美觀，並採取行動。蔡清華（2010），提到了身體意象一詞有

許多同義詞。如︰身體形象、身體意象、身體心象、身體意識、體型意識…等等。

除了代表意象方面有許多接近或同意的詞語之外，也包含了心理或外在的部分。

影響身體意象的形成因素，包括個人主觀感受、身心的狀況，還有週遭環境的影

響，例如他人的互動與評價，進而評判自己的身體，然後採取對應行動。陳禹岑

（2014）對身體意象的統整所作出的解釋為︰個人因應所處文化環境，以及自身

狀況（如年齡）所展現的外表形象，並且會根據外界的評價或期待作為標準，對

自己的身體進行評價。陳禹岑認為這種評價除了是受到外在因素影響之外，也會

再由內在（個人的情感與認知），進一步影響個人與他人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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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身體意象研究當中，Slade（1994）在探討，則提到身體意象有兩個

成分：知覺成分（perceptual component）與態度成分（attitudinal component）， 

Slade 解釋知覺成分相當於是「對個人體型估計的準確性（the accuracy of an 

individual’s body size estimation）」，態度成分則是「個人對他們身體的態度與感

受（the attitudes/feelings an individual has towards their own body）」。並提到身體意

象並不是簡單的感知過程，而是許多因素介入影響，如情感、態度…等。並且在

最後提出會影響身體意象的七個部分： 

1. 以往對身體的經驗； 

2. 對身體的改變； 

3. 文化及社會的標準； 

4. 個人對於身型及體重的態度； 

5. 個人的認知與情感因素； 

6. 個人的精神病理狀況； 

7. 生理上的因素。 

對於身體意象形成、塑造，或改變的過程，Slade（1994）用以下的示意圖

進行說明，這些因素除了會在最後影響到身體意象之外，也可能會有相互影響的

情形在︰ 

 

 

 

 

 

 

圖 2-2-1 影響身體意象的形成與發展的模式圖 

（ 修改自 Slade, 1994, p.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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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身體意象的部分受到了文化上或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外，而外在的

影響也很可能會對自己的態度、認知、情緒造成影響，甚至於影響到身心理狀況。

另外，根據上圖所示，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到身體意象的形成，過去的經驗，對

於身體意象的形成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身體意象的研究，最常被拿來與女性、

年輕族群、或是病患（如厭食症、癌症）進行探討。身體意象經常用來探討這些

對象在身體上所呈現出來樣貌及採取的行動。 

    陳佳豪（2012）和黃子洋（2012）兩位研究者，針對「社會意象」做了探討。

陳佳豪（2012）提到社會意象的研究並不多見，而先就意象一詞進行探討。陳佳

豪對意象的解讀是︰「意象」是人類自身價值觀或知識對於事物的想法，而且每

個人想的未必相同，因此對同一件事物就會產生出不同的意象。外在的刺激和個

人意象之間的是存在著連續的、不間斷的關係，每個人心中的意象有可能產生改

變。「意象」即為個人對某事的認知、價值、想像…等的綜合評價。並且個人的

行為也是意象的產物；黃子洋（2012）提到，意象是混合了個人的思想、感情與

態度的一種表現形式，或稱心理圖像。用以詮釋現實世界的人事物。黃子洋認為，

因為意象是用來幫助人類理解周遭環境的媒介，因此也是一種認知的過程。社會

意象，目前針對此一名詞的研究並不多，因此陳佳豪和黃子洋對於社會意象的解

讀，還是十分的接近 1956 年，K. E. Boulding 提出的意象定義。而關於 Boulding

對於意象的定義，將於稍後進行探討。張君培（2009），研究「貧窮意象」的過

程當中，對於意象的概念，是源自於認知心理學，並且意象（也稱心象），包含

著人的記憶、感覺，以及情緒。 

    前面提到的目的地意象、身體意象，或是社會意象雖然在意義上不盡相同，

但都有共通之處︰ 

1. 意象形成：無論是目的地意象、身體意象，還是社會意象的形成，都提

到了個人的獨特性。也就是說每個人形成的意象都不太相同。即使受到

的刺激是一樣的。形成的意象，能幫助人了解特定事物，或是週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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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另外，意象形成的來源，有可能來自個人經歷，也有可能是受到社

會或文化的影響，或是透過媒體作為媒介。意象的形成過程，也是一個

認知的過程。 

2. 外在刺激的影響：外在的刺激會對舊有的意象產生影響。最初的意象，

也是透過外在刺激而形成，非憑空產生。 

3. 會對當事人的行為產生影響：例如目的地意象將會影響個人去某地的意

願；身體意象則會使人嘗試將自己的外貌變成自己認為是好看的樣子，

或是影響對某個人事物的觀感。 

回顧目的地意象，以及身體意象的研究，在「意象」這一個概念的研究上，

相較於社會意象來說，是之前研究者們比較常去探討的兩個方向，因為有一個較

為清晰的脈絡和方向，有明確指出意象形成過程，以及對人實際行為的影響（例

如︰會不會造訪某地，或是打算怎麼為自己身體樣貌作努力）。Slade（1994）更

指出，意象可以被區分為知覺與態度。下列將探討關於「意象」一詞在心理學或

社會學的定義和研究。 

二、意象與社會知覺（social perception） 

    回顧過去曾經探討意象的文獻，如：林士傑（2009）、陳佳豪（2012）、黃子

洋（2012）、劉庭歡（2013），這些研究者在探討「意象」一詞時，都能夠追溯回

Boulding（1956）的著作，林士傑也提到 Boulding 為最早提出「意象（image）」

一詞的人，並為意象一詞提出了自己的定義。Boulding 在其著作中對於公共意象

（public image）的部份，先開宗明義的說了︰「意象不只塑造社會，而社會也

會持續的重塑意象（The image not only makes society, society continually remakes 

the image.）」公共意象存在於社會、文化、次文化，或是組織之中，而且是由成

員所共享的。其傳遞的方式，可以透過文本之類的媒介傳遞下去。另外，也能透

過經驗或是指導等方式來傳遞。傳遞的媒介或文本，對於公共意象（public image）

的創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會因為傳遞者本身的狀態和解讀而有所不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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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對於意象的影響頗巨。價值的確立，也受到教育或文本的影響，並且

與個人的經歷，特別是家庭關係、同儕關係所影響，尤其是同儕關係更為重要。

這代表了（公共）意象是動態的，容易受到影響的。也是人們對周遭事物的一套

自己的看法與見解，這樣的想法與見解除了容易受到影響之外，每個人也會因此

影響他人。當然，每個人對於意象的見解，純屬個人觀點，並非是全面、客觀、

絕對正確的。（Boulding，1956；林士傑，2009；陳佳豪，2012；黃子洋，2012） 

  Bouldling 為後面進行意象研究的人，提供了論述基礎。除了意象之外，同

樣是心理學的名詞︰社會知覺（social perception）也提到了個人如何對於周遭人

事物的看法有所關聯。根據葉重新（2006），對社會知覺的定義是︰個人對外在

人事物的了解或判斷，所產生的印象即為社會知覺。如果是針對人的認知，則稱

之為人際知覺（personal perception），人際知覺，是社會知覺當中最常被討論的

部分。葉重新（2006）指出在社會知覺形成過程當中，可能造成影響的因素，主

要有︰ 

1. 外在條件，會影響第一印象的形成。 

2. 刻板印象，可再細分為性別、種族，和職業三類刻板印象。 

3. 情境因素，個人對他人的印象，受到當時所處的環境或情境的影響。 

4. 個人因素，比如情緒、價值、信仰…等。 

5. 初始效應（Primacy effect），指的是個人對於早先得到的，關於被知覺

者的資訊，所造成的影響比後續得知的資訊效果還要來的強。 

6. 月暈效應（halo effect），將對他人的第一印象，用以偏概全的方式妄加

解釋。 

    從 Slade（1994）、羅明璇（2008）、林士傑（2009），與黃子洋（2012）都提

到了意象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因此，意象和社會知覺，因為都是認知的過程，因

此定義上有不少重疊之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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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意象與社會知覺對照表 

 意象（image） 

社會知覺 

（social perception） 

相同之處 

皆是指個人對於外在人事物的解讀，個人因素對意象和社會知

覺的形成相當重要。 

相異之處 

定義較為模糊，但最初為心理

學名詞。強調文本或媒介對於

個人的影響以及其傳播性，意

象的改變是可能的。 

較歸因於個人本身的因素，且

十分強調所謂的第一印象，認

為第一印象的影響相當深

遠，雖然沒有否認改變的可能

性。 

（Boulding，1956; Slade, 1994；葉重新，2006）研究者整理 

    無論是意象，或是社會知覺，所指的都是個人對於其他人、事、物的觀感和

理解。只是意象還特別強調個人情感的部分，並且著重在文本、媒介、個人經驗…

等外在刺激對個人的影響，社會知覺則強調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實質上意象和社

會知覺探討的內容是極為相似的：受到外在刺激影響產生某物的意象，或是知覺。

再以已經產生的意象或知覺為基礎，接受其他刺激而修正或改變。 

    研究者從過往的研究發現用來塑造意象或社會知覺的媒介，最主要的部分，

依據 Boulding（1956）所講的就是文本。文本扮演著將觀念或價值觀傳遞下去的

一種工具或是媒介。在 Boulding 的時代，雖然已經有書籍或報刊之類的媒介，

也有電影作為傳播工具，還有廣播和簡易的通訊，但還沒有像在有著發達的傳播

媒體，例如網際網路等傳播速度更快速更便捷的發明。結合 Boulding 的著作、

以及後世關於目的地意象，身體意象之研究所提到的內容，會影響到意象或是社

會知覺的要素如下︰ 

1. 個人本身的特質、經驗，或價值觀。 

2. 社會及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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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訊傳播媒體，包含書報、廣播、電視電影，以及網際網路等管道。 

可以影響意象的因素甚多，從上述的部分可以看到，有相當多會影響到人們

對於某件事情的看法或意象的因素，是透過媒體來進行傳播的。特別是傳播迅速

的媒體，像是報紙、電視、廣播等等。左宗宏（2005）探討了報紙報導關於候選

人消息對於民眾的影響，結論是新聞媒體對於某件議題的長期的報導會影響人們

對於某人或某事的觀感。而且某些事情被媒體報導的事情越久，也比較會被民眾

所關注。以社會工作來說，也是如此。雖然社會工作不似政治事件或人物那樣容

易佔據版面，但長期下來，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也是一種對於意象，

或社會知覺的塑造或是改變。  

若綜合本節內容，意象雖然和社會知覺十分相似，但 Slade（1994）認為，

意象又可以被細分為知覺與態度兩個成分。因為知覺是人們接受刺激之後，對於

某人事物產生的看法或標準（例如自己的身體應該如何要有什麼外型才美觀、對

某個景點在親訪之前的想像），並且依實際經驗而逐漸修正改變。態度則是對於

某人事物的態度（例如對於自己現在的身體外型滿不滿意，到了某個景點之後喜

不喜歡）。由此可見，意象包含的範圍事實上更為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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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社會工作意象研究探討 

一、國內的相關研究 

    雖然國內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並不長，但已經衍伸出許多服務領域。儘管人

們不一定會使用到這些服務或與社會工作人員接觸，也可能知道有這樣的一群助

人工作者。不管有沒有實際接觸，只要當人們知道有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的

存在時，心理就會依照自己得到的資訊，給予這個專業，以及這群人，依照自己

的社會知覺，產生出對於社會工作及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關於社會工作意象的

研究，國內的研究者，如李沐蓁（2010）、劉庭歡（2013）的研究，研究的內容

包括了社會工作人員們在媒體上，或是在社會工作人員系學生眼中的形象。李沐

蓁（2010）進行的研究是以報紙上針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作為標的進行整理，

以聯合報系（包含聯合報和聯合晚報）於 2000 年 1 月 1 日開始，到 2009 年 12

月 31 日為止，所有帶有「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共 8255

篇）作為母群體，並從中抽取了 691 篇作為樣本。 

大致上，李沐蓁的研究發現報紙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正面的。結果如下︰ 

1. 社會工作的領域。特別是兒童與少年的領域，以及貧窮與公共福利這兩

個領域的服務，被報導的頻率最高。 

2. 社會工作的工作內容，如個案工作、方案設計…等。其中因為個案工作

被報導的次數為最多，於是又深入針對社會工作人員們如何針對個案們

進行處遇以及使用了什麼服務。如訪視、電訪…等。 

3. 社會工作人員扮演的角色。 

4. 社會工作人員的特質。例如關懷人群的、友善的…等特質。 

從李沐蓁（2010）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報紙對於社會工作的意象形成可能

有正面影響。依據報紙的報導，只要有人有困難，社會工作人員就會出面介入處

遇，也會主動地去慰問和關心。那些有困難的人們，如受虐兒童、獨居老人，社

會工作人員也會去照顧他們，保護他們。即便報紙並不會詳細的寫社會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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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在做什麼，但對於讀者來說，接收到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正面訊息，就形成了

可能改變意象的刺激。因為報導當中的隻字片語，都可能會影響到讀者的思考。 

    劉庭歡（2013）也曾經針對社會工作專業協會曾經舉辦過的活動，「社會工

作人員的模樣」，網友們所提到的社會工作人員形象進行整理。提到了社會工作

人員除了要溫暖和富同理心之外，還必須無所不能，能解決案主的所有問題。而

劉庭歡針對新北市大專院校（輔仁大學與臺北大學）的社會工作人員系學生（大

一到大四全員）進行問卷調查，回收了 373 份的有效問卷。在問卷裡面，受訪者

除了填答對社會工作人員形象感受的問題之外，還特別針對社會工作人員系學生

實習經驗的有無進行探討，比較實習經驗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系學生對社會工作人

員的形象認知的影響，以及日後投身社會工作的意願。根據劉庭歡的研究結果，

社會工作人員系學生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印象大多認為他們是多元發展、溫柔和

善，以及致力於社會正義的。不過也有學生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很容易讓

人感到沮喪無奈的工作，或是消極的在做善事、積功德的行業。 

    劉庭歡的研究，人口對象為社會工作人員系的學生，社會工作人員系的學生

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和感受，本來就會與其他人不同。年級的不同，或是實

習經驗的有無，對於學生來說，也有著外在刺激程度的差距。例如年級越高，經

由專業課程的選修，通常越了解社會工作人員到底是什麼，以及社會工作的精神；

實習能讓學生實地去了解社福機構的業務，社會工作人員的日常等等。前述有提

到每個人的意象並不盡相同，當然，每位社會工作人員系學生對於社會工作人員

和社會工作也都會有屬於自己的觀點。即使接受了相同的專業課程，也還是會有

個人的差異存在。實習的內容，各學校的規定又大多要求學生到不同機構進行實

習，如此又會產生不同的刺激。社會工作人員系學生儘管較大多數人了解社會工

作人員的性質和工作內容，卻也是會對社會工作人員產生自己的意象，並作出行

動（如畢業後考不考慮投入社會工作的行列）。 

關於社會工作意象的第一手研究因為目前數量還很稀少，故必須要借鏡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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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張德聰（1996）、羅美芳等人（2006），以及郭丁熒（2016）的研究。張

德聰（1996）提到了諮商心理學的發展也不過是百年時間，與社會工作同樣是一

門年輕的學門，因此兩者有著相似的問題存在。張德聰嘗試去探討諮商輔導人員

和社會大眾對於諮商輔導人員看法，以期未來能夠提升諮商輔導人員的形象。張

德聰有提到研究中對於「社會大眾」的定義，但該研究指的「社會大眾」是救國

團學員、空中大學學生，或是高中及大學學生，教師，以及參加退役職業輔導的

軍官。為了比較差異，諮商輔導人員本身也在研究受試對象之一。也就是說，張

德聰的研究對象，是比較可能跟諮商輔導人員有所接觸的人群。張德聰使用了量

化研究量表來調查研究對象對於諮商輔導人員，該量表的內容，在於要了解受試

者對於諮商輔導人員以下部分的感受與理解，這些變項包括了服務態度、外在的

表象，溝通對話技巧等會談能力的感受、給予心理支持的能力，專業倫理的看法，

還有就是希望可以從諮商輔導人員處得到的幫助等等。研究問卷最後回收有效問

卷的數量為 2277，而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在 0.8 以上，這表示使用

的量表相當具有可信度。 

羅美芳等人（2006），研究標的則是以護理人員為標的，研究對象則是某大

學的護理學系新生，要探討這些護理學系新生對於「好護士」的意義。羅美芳等

人對 46 位護理學系新生在期末進行了意見調查，並從回收的內容當中進行文本

分析。從中歸納出學生們對於好護士的特質分為兩個部分：個人特質以及專業特

質，包括了與人相處的能力，個性，以及護理相關的知識技能，而這些回答受到

外在媒體，或是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或是他們接受護理學系課程的影響。 

郭丁熒（2016）的研究，研究的對象是針對不同年代的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生的

角色知覺的探討，郭丁熒對角色要探討的內容定義為：理想角色、實際角色，以

及這兩者之間的差距，也就是所謂的角色差距。而郭丁熒在研究中，對大學生角

色的具體定義是：自我形塑、探索學習、素養陶冶、社會參與、品格養成，以及

專業準備。以上述的幾個定義為方向，調查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生應該有的角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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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定義，並且從中分析出不同年代的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生應有角色之間的差異。

郭丁熒的研究當中的受試者一共為 2903 位，而在各個定義的分量表裡面，得到

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有在 0.79 以上，並且整體量表的值在 0.94，這說明了該

量表的具有相當程度的可信度。 

二、國外的相關研究 

  國內目前針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形象，或是社會知覺的相關研究並

不多。國外的研究方式大致上可分為兩種：對特定對象（如學生）進行問卷施測

或訪談，看這些人對於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的認識或印象；或是從報章媒體

上對社會工作（人員）出現的部分進行分析，以得知社會工作人員怎麼被描述。

目前國外常見探討社會工作意象研究上的用詞，通常是使用 perception，也就是

知覺。也就是探討社會大眾或特定對象如何理解並感受社會工作人員為主。 

LeCroy & Stinson（2004）透過電話調查的方式，訪問了 386 位社會大眾。

訪問社會大眾有關他們對於社會工作的理解，知識與態度，並且針對社會工作和

其他助人專業（如心理師、護理師…等）進行比較。該研究透過隨機的方式進行

電話（僅選擇有效，而且是家用電話的號碼。當然，這些號碼本身隸屬於其他研

究單位的資料庫，研究者有得到授權）訪談，訪談的內容除了基本變項（如：年

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種族…等）之外，還有詢問受訪者關於社會工作人

員角色、得知社會工作人員訊息的來源、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整體評價、對社會工

作人員的刻板印象、對社會工作人員抱持的態度，以及與其他的助人專業（如護

理師、諮商師）作比較。 

  結果發現，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專業在民眾心目中的認知和意象，大多

數（約 59.4%的有效樣本）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評價是正面的，社會工作人員在

兒童保護的角色地位上最為明確。民眾也認為社會工作人員善於處理家庭關係，

是一個容易尋求資源的管道，肯定社會工作人員的積極作用，有不下於諮商師或

心理師的助人能力，還有國家需要更多的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工作人員訊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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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管道方面，則是以個人自身經驗，還有從認識的社會工作人員那邊取得訊息為

大宗，電視和報紙雖然不及前兩者，但仍有各約有 10%以上的受訪者是從這兩個

管道得到社會工作人員相關的資訊。儘管在此研究中，LeCroy & Stinson 得到了

相當正面的結果，但仍認為社會工作人員的除了要持續精進，也要積極的去增進

民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認識。LeCroy & Stinson 的研究，為後續的相關研究，

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依據。 

  Dennison, Poole, & Qaqish（2007）提到美國全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大約在 2005 年的時候，開始致力於讓社

會大眾更了解社會工作人員角色，並且有一定的成果。該研究受到 NASW 的啟

發，於是以大學生為樣本群進行研究，調查大學生對於社會工作的認知程度與態

度為何，有效樣本為 678 位大學生（來自北卡羅萊納州一所中型規模的州立大學

的二年級人文藝術課程的選修學生，Dennison 等人發現到人文藝術課程通常會吸

引不同主修的學生，也包含那些沒有人文學科基礎的學生在內，這些學生被認為

對社會工作會持比較中立的看法）。使用問卷進行施測，問卷題目除基本變項之

外，也包括了關於社會工作的知識、對社會工作人員工作場域的興趣、對社會工

作人員角色的興趣、是否認識社會工作人員，以及是否對主修社會工作人員課程

有興趣等內容。 

    研究結果發現，在社會工作知識方面，年齡較長的學生顯示有較高的社會工

作知識，在性別上則沒有顯著差異。Dennison 等人有發現到非裔學生可能會覺得

自己比白人學生更了解社會工作人員。學生如果在自己家庭或家族裡有一個擔任

社會工作人員的家人，或是有認識社會工作人員，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知識也會

有比較多的了解。其他的部份，像是對社會工作人員工作場域的興趣，以及對社

會工作人員角色的興趣的部分，也呈現類似情形。年齡較大的學生相較於年齡較

小的學生，非裔學生相較於白人學生，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場域和角色會更感

興趣。家人有擔任社會工作人員的學生，或是認識社會工作人員的學生，對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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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場域和角色，也會比較感興趣。在主修社會工作人員的興趣上，

除了年齡和種族還是有所關聯之外，是否認識社會工作人員在這邊就沒有顯著差

異。 

  在 Dennison 等人的研究裡，可以發現到年齡、種族，以及是否認識社會工

作人員這三個部分對於知識，以及是否對社會工作人員有興趣，都有比較顯著的

影響。社會工作人員是低薪職業，似乎是受試者們的共識。本研究在問卷的問題

上，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本身的評價是採取比較中立的形式，除了在知識部分是在

詢問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這個行業的看法和知識之外，其他的題目大多是詢

問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的興趣。  

    Cramer（2015）的研究是直接對一般民眾進行調查，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

以市民為樣本進行問卷調查。透過在哥倫布市的三個地點，兩座圖書館和一座社

區活動中心做為問卷的發送地點。Cramer 認為這些地方是不同社經地位的人都

會造訪，因此選擇了這些地方發送問卷來調查民眾對於社會工作的公眾知覺

（public’s perception），包含了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正向知覺」與「知識」。該研

究的樣本篩選 18 歲以上，會說英語的成年人作為目標人口群，最終得到了 103

份的有效樣本。問卷的內容包含了幾個項目︰基本資料、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感受

量表、知識量表（含李克特量表、複選題，以及是非題）。 

    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大眾已經對社會工作有一定的知識和理解，因為在知識量

表的九個題目當中，大多數的受訪者答對了一半以上的題目（即五題以上）。而

根據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感受量表的結果，整體來說，受訪者對社會工作人員抱持

較正向的知覺。在正向知覺方面，與這個依變項有顯著相關的為「知識」，還有

「受訪者是否認識社會工作人員」。透過迴歸分析發現：知識越高，對於社會工

作人員的態度也會越正向．認識社會工作人員，則有更顯著的效果。社會大眾如

何取得社會工作知識的部分，則是以高等教育（副學士或更高學歷）或是藉由認

識社會工作人員，更容易取得社會工作的相關知識。不過，教育程度卻與正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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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沒有相當明顯的差異。 

根據 Cramer 的研究，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正向知覺，與教育程度，還有是

否認識社會工作人員有關。Cramer 把得到的，民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正向知

覺和 LeCroy & Stinson（2004）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得到了相近的數字（LeCroy 

& Stinson 得到的數據為 59.4%的正向知覺，Cramer 為 57.3%）。雖然儘管 Cramer

的抽樣不似 LeCroy & Stinson 完善，但根據 Cramer 引用了自身收集的數據與美

國的人口普查局提供的哥倫布市的人口數據進行對比，Cramer 認為收集到的樣

本有反映出哥倫布市的人口特性，所以研究的結果具有代表性。 

    態度方面，以色列的 Kagan（2016）在以色列的大城市以及各個行政區做過

公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調查，是少數直接針對社會大眾進行社會工作

意象調查的研究。Kagan 根據以色列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1996 年的資料，提到以

色列的法規是極力保障社會工作人員專業的，也就是說一定要具有社會工作人員

資格（如社會工作學位），才可以從事社會工作。Kagan 再根據以色列社會工作

人員協會 2014 年的資料發現，以色列的社會工作人員們覺得自己得到的待遇並

不好，角色定位似乎還有模糊之處。有鑑於此，Kagan 針對社會大眾進行研究，

藉此得知社會工作在以色列的民眾心目中角色為何。Kagan 採用的方式為問卷調

查研究，採用便利抽樣的方式，在以色列的七個行政區進行抽樣研究，在抽樣過

程當中盡量讓樣本符合以色列的人口狀況，並且以猶太民族，21 歲以上，沒有

接受過社會工作人員服務的人口群為主要的調查對象，一共回收了 1,417份問卷。

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對社會工作人員角色的敘述、民眾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態

度，社會工作人員與其他助人專業（如心理師、護理師…等）的比較。 

  結果發現，以色列民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的部分，有 43.9%的受

訪者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並不是一個被社會大眾高度尊重的職業；而 67.1%的受訪

者則認為社會工作是高聲望的工作；62.3%的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是有趣的工作，

態度大致正面。另有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的社會工作人員數量不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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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增加。和其他助人專業相比的部分，和其他的專業相比，社會工作人員在效率、

專業性、評價，及可信賴度上，事實上與諮商師、心理師，護理師等專業相差不

大。除了效率、專業性、和評價較低（特別是評價部分）之外，在可信賴度上，

是僅次於護理師的。該研究顯示了社會工作人員在以色列大致上被認為是具有專

業的工作，儘管有時候可能不被尊重，但卻是值得信賴的一群人。 

  Kagan 在文末提到，來自於媒體的影響相當的大，並且不容易改變。對應到

前面提到的意象與社會知覺的部分，媒體的確影響到意象的形成，而且也如同社

會知覺當中所提到的初始效應現象，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變。Kagan 也說，由

於目前針對民眾對社會工作的知覺或態度的文獻不多，還亟需更多實證性的研

究。 

  前面的章節曾經提到，文本或媒體的傳遞對於意象形成有相當的影響，國內

有李沐蓁（2010）針對報紙上的社會工作人員形象進行研究，國外的方面，也有

Freeman & Valentine（2004）、Zugazaga 等人（2006）、Wong（2009）、Edmondson 

& King（2016）進行研究。Zugazaga 等人（2006），探討社會工作人員在新聞或

是影視媒體當中所被描述的意象。社會工作人員是有效率嗎？社會工作人員在媒

體中的形象是正常的嗎？正向的嗎？睿智的嗎？強壯的嗎？細心的嗎？有趣的

嗎？有受過專業訓練嗎？是不是一門專業？結果卻發現，雖然在大多數的問題當

中，社會工作人員被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是正面的，聰明的、正向的，卻被認為

是粗心的。雖然該研究是在探索媒體對於社會工作意象的影響，這也指出了社會

工作的公眾知覺或意象容易受影響。 

    電影算是最具代表性的娛樂媒體之一。Freeman & Valentine（2004）探討了

從 1938年到 1998年，有提到社會工作人員（social workers）的好萊塢（Hollywood）

電影做探討，探討電影如何為社會工作人員建構意象。社會工作人員在電影當中

的角色被塑造為是做好事的人、倡議者、救援者之類的角色，也有比較負面的官

僚角色。社會工作人員有被塑造為敢於挑戰社會的不正義、勤奮、細心、熱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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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的意象，也有像官僚、無能等負面意象。當中扮演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通

常有以下特性︰白人、女性、中產階級，還有異性戀者。並且，在劇情當中處理

的問題包括了愛滋、毒癮、家庭暴力、虐待、自殺、精神疾患等問題。社會工作

人員被認為應該有的樣子，個性，以及處理的個案類型，就會在電影放映過程當

中被建構，然後在觀眾的腦中潛移默化，形成一套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

Freeman 與 Valentine 提到電影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建構，最為突出的部分為

性別、種族，以及社經地位。性別的部份。女性社會工作人員多於男性社會工作

人員之外，這些女性社會工作人員還傾向出現無能、人際方面的挑戰，以藉此塑

造性別形象之外，甚至還出現會跟案主有性關係的情節存在。雖然男性社會工作

人員在電影中出現的頻率較女性社會工作人員低，但往往是以帶有英雄特質的角

色，負責解決難題，或是能夠把事情做好，讓人愉悅的好人形象出現在螢光幕前。

種族方面，白人社會工作人員在這些電影中佔有優勢地位，而較後期的作品，非

裔的社會工作人員人數稍微增加。在這些電影當中，社會工作人員很多情況是，

他們服務少數族群，例如原住民，或是非裔案主。最後是社經地位的部份，社經

地位在電影當中，是最常描述的部分，例如幫貧窮的案主，或是遭遇十分不幸的

案主，無意中會灌輸閱聽人關於社會工作人員的訊息。 

英國的 Henderson & Franklin（2007），還有 Edmondson & King（2016）針對

英國影視進行分析，從中解讀社會工作人員被描述的方式。結果發現在這些影視

作品中，社會工作人員經常被描述為一個兒童的保護者，但是一方面工作內容在

劇情中被過度簡化，且表現出官僚的一面，因此產生容易被誤會的情形（雖然是

以保護兒童為出發點，卻被認為過度理性，因此粗暴且沒人情味地帶走小孩）。

這部分曾經引起英國社會工作界的不滿。因為影視媒體給社會工作人員塑造出上

述的意象，很容易塑造出一些刻板印象。例如社會工作人員是適合女性的工作，

就像護理師適合女性一樣。並且將社會工作人員扮演的角色定型為社會控制或是

照顧者的角色。但電影通常不會完整演繹出社會工作處遇的每個流程，或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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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規劃。而英明神武的形象，基本上現實生活當中不太可能會出現，但電影

的編劇可以在劇本當中寫社會工作人員做了什麼豐功偉業，也可以把一位社會工

作人員寫為一位過度理性，卻沒人情味的官僚，甚至違反社會工作人員倫理，跟

案主有不當關係存在。在媒體傳播的過程當中，帶著相當多的訊息，任何一個畫

面或要素都可以由觀眾或閱聽者做出詮釋，並對意象或社會知覺進行修正。Spear

（2016）的研究持有不同看法。Spear 對 119 名非社會工作背景，且年滿 18 歲的

美國國民作為受訪者，進行網路問卷施測。並準備三部有對社會工作人員進行描

述的簡短影片（一部正向、一部負向，一部沒有特別描述），並以隨機方式讓這

些受訪者隨機收看一部，但結果卻發現到不管收看哪一部影片的受訪者，在對社

會工作人員的態度都不會有太大差異，並且有偏向負面的態度，但負向的態度並

非因影片而來。Spear 說明因為簡短的影片其實並不會對閱聽人有顯著的作用，

除非能造成轟動才有可能影響到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大眾心中的意象。綜上所述，

媒體可以對社會大眾的意象造成影響，但依賴的是轟動性，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或長期的潛移默化，特別只能從媒體接觸社會工作人員的社會大眾。 

    Wong（2009）的研究也是以選擇報紙為素材，進行媒體對社會工作人員意

象影響的探討。認為媒體如果對社會工作有負面的報導，將會損害社會工作的形

象。Wong 選擇了香港的主要報紙，如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和民報進行資料收

集的管道，收集有關於 2007 年香港社會工作人員與醫護人員和教師上街抗爭，

訴求更高薪和更好福利的訴求的相關報導。用訪談的方式，以收集到受訪者對於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們的形象，利害關係人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想法，以及媒體如何

建構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比較不一樣的是，該研究的樣本對象，是社會工作人

員本身。Wong 透過滾雪球的方法收集樣本，共訪談了 8 名社會工作人員。收集

的基本資料包括了他們的性別、年齡、學歷、工作經驗、位階，以及他們的服務

領域。針對這 8 名社會工作人員進行訪談，以了解他們在抗爭之後，認為社會工

作人員的形象在社會大眾心目中有什麼改變，8 位受訪者以自己身為社會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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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對這些陳抗事件及香港社會工作人員整體進行描述、並嘗試讓受訪者以民眾的

觀點描述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形象（意象，英語原文為 image，但 Wong 在問卷有

標註中文，即形象）。針對 Wong 訪談得到的結果，大致如下︰ 

1. 受訪者認為社會行動（抗爭）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形象，不太有影響，

也有人認為會降的社會工作人員與案主的互信。 

2. 受訪者自己身為社會工作人員的觀點，還有同理大眾的觀點來看，都認

為自己的大眾形象都是正面的。其中共通的部分，都是認為社會工作人

員是支持的、合作的、熱心的、有幫助的。大致上是正向的。但仍有相

左之處，例如以社會大眾的角度，社會工作人員地位高；但社會工作人

員持相反看法。 

3. 以社會工作人員主觀判斷來說，社會工作人員本身的努力以及所作所為

才是最可能影響社會工作人員形象的因素。其他像是媒體、政府官方，

或是機構也是有影響，但程度可能不如社會工作人員本身行為來的顯著。

媒體是大多數不了解社會工作的人獲取相關知識的管道，對於不清楚社

會工作的民眾來說，影響就會在這一類民眾比較顯著。 

4. 因為對社會工作的了解不足，在香港，民眾誤解的情況也是相當嚴重，

例如把社會工作人員和社會保障部（相當於臺灣縣市的社會局處）的職

員搞混。 

5. 儘管某些機構有設立公關部門，但對於在公眾場合上為社會工作人員與

社會工作形象的建構並無直接幫助，而是在幫機構打知名度，建立機構

的形象。 

 

 

 

 



39 
 

三、小結： 

  針對以上對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的意象進行探討的文獻，從文獻中可以

大致整理出以下的部分︰ 

1. 社會工作的意象的相關文獻，多使用量化問卷的形式進行施測。因為這

是屬於比較普遍性的研究，需要從比較多樣本來獲取比較準確且普及的

看法。不過也有例外，Wong（2009）採用的即為質性研究。關於社會工

作人員意象或公眾知覺的文獻，大多是外國的文獻居多，臺灣相關的第

一手研究十分地有限。 

2. 量化資料收集的部分，除常見的社會人口變項，如：性別、年齡、學歷、

收入…等變項之外，還可以依照研究者的需求，收集其他相關的資訊。

如劉庭歡（2013）收集學生實習資料。或是像 LeCroy 與 Stinson（2004）

收集社會工作人員資訊獲取管道的資料。常見的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相

關題目，就是對社會工作人員們的角色、敘述、印象或刻板印象的內容。

收集到資料，分析不同條件下的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傾向的看法。 

3. 文獻大多提到，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大多抱持著正向的態度（亦有

負向態度，如 Spear 的研究），卻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認識不足，研究建議

通常提出需要強化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也就是需要積極宣傳

並掌握文本和傳播工具，強化對社會工作的宣導及社會工作人員形象的

塑造，特別是沒接觸社會工作（人員）的大眾，影視或新聞媒體是他們

接受相關刺激的管道。（Lecroy & Stinson, 2004; Knežević, M. et al; 

Zugazaga et al, 2006; Wong, 2009; Olin, 2013; Cramer, 2015; Spear, 2016） 

4. 在過往的研究中，調查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想法及感受所使用

的詞語並沒有相當一致，例如 public’s perception（或只有 perception）、

image。儘管用語不一，但題目內的詢問內容相似，大致詢問對於社會工

作人員的感受、看法，或是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知識。前面提到 Slade（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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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身體意象區分為知覺成分與態度成分，這代表了意象可以被區分為兩

個層面。延伸至本研究，知覺成分指社會大眾所接收到關於社會工作人

員相關資訊的刺激，並且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標準或想法，認為社會工作

人員應該要如何，如郭丁熒（2016）的角色知覺（role perception）；態度

部分則偏向感受的部分，即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感受，也就是

公眾態度（public attitude）。故本研究選擇「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

作為測量意象的標的。 

5. 在文獻中，關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研究，研究者將內容大致整理為表

2-3-1︰ 

表 2-3-1 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研究變項整理表 

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研究相關文獻統整表格 

社會人口變項 性別、年齡、收入、學歷、社經地位、家庭狀態、宗教信仰、種族 

形容社會工作人員

的詞語 

溫暖、真誠、耐心、正義、多元發展、女性化、正面的、善於解決

問題的、使人改變的、聰明的、高高在上的、對工作熱忱的、重視

倫理（如案主隱私）的、值得信賴的、過勞的、決定他人命運的、

有權的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

議題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數量需求、社會工作人員的薪資、社會工作的從

業門檻、受媒體評價及影響、社會工作人員的性別組成、社會大眾

的尊重、社會地位、社會工作人員專業的價值、社會工作人員自身

狀況、價值與意識形態對於處遇的影響、社會工作人員對於某些議

題的關注（如離婚配偶的子女們的權益）、對於政策的影響力、社會

工作倫理、對於個案的態度。 

（LeCroy & Stinson, 2004; Dennison et al , 2007; Cramer, 2015; Kagan, 2016），研究者整理 

 



4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依據國內外的研究，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細分為知覺與態度，知覺的部份

是指個人如何感受社會工作人員，並且其中會有一套自己的標準；態度的部分則

是個人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怎樣的一群人，對他們抱持的看法。影響的因素頗多，

除了社會人口因素之外，還包括了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程度，或是否為社會工

作背景出身，本研究的架構如下圖︰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根據文獻探討所提到的內容，如下所示： 

(一) 每個人都會因為自己的自身條件（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等），

而產生出自己對於某個事物的意象。當然，需要有初步的刺激，經過認

知的過程才會形成。 

(二) 意象的產生也與個人的經驗有關，例如自己實際的經歷，或是來自他人

的口耳相傳。以本研究為例，指的就是有沒有認識的社會工作人員，以

及與他們相處的經驗，或是從他們身上有沒有得到關於社會工作或社會

工作人員的資訊。個人的經驗，和前項提到的個人自身的條件，合起來

稱為社會人口變項，為本研究的自變項。人們因為自身條件的不同，本

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知覺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學歷 

 婚姻狀況 

 是否為社會工作

背景出身 

 與社會工作人員

的接觸經驗 

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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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會產生刺激而產生初步的意象。 

(三) 社會工作的意象，依照文獻所示，意象包含的內容通常有︰對社會工作

人員的知覺，即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感受，認為哪些特質對他們來說是重

要的，還有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態度，為本研究中的依變項。 

二、操作型定義 

自變項包括：社會人口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以及與

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 

(一) 性別：生理性別，分為男性及女性。 

(二) 年齡：根據過往以社會大眾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如 Cramer（2015）、

Spear（2016），及 Kagan（2016）的文獻，都是以當地成年人作為研究

對象。故在此將收集的樣本設定為年滿 20 歲的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

居民。從未滿 20 歲開始，再從 20-29 歲開始逐次以 10 歲為區間作區分，

直到 60 歲為止。選項總共有六個，未滿 20 歲、20-29 歲、30-39 歲、

40-49 歲、50-59 歲，以及 60 歲以上。其中，設置第一個選項為再次確

認，確認樣本是否有達到年滿 20 歲的要件。 

(三) 教育程度:：基於目前的國民基本教育是國中，所以第一個選項由「國

中或以下」開始設計，然後依序由「高中（職）」、「大學／專科」、「研

究所以上」逐級設計。 

(四) 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離婚、喪偶（配偶去世）等情形。如果有

再婚的情形，仍算已婚。 

(五) 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社會工作的背景定義為是否受訪者為社會工

作系所的學生、畢業生，或從事社會工作人員。 

(六) 與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的經驗：可以區分為下列 5 個細項。  

1. 接觸經驗的有無：受訪者是否曾經接觸過社會工作人員。 

2. 與接觸對象的關係：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是以什麼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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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和社會工作人員之間為家人、親戚、朋友…等等。 

3. 接觸頻率：受訪者大約多久的時間會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以

任何形式接觸一次。 

4. 社會關係：受訪者和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是什麼關係？是以上

對下的形式、對等的形式，還是以下對上的形式？ 

5. 是否提到工作狀況：此部分為研究者新增，問題的內容是詢問受訪

者是否會在接觸社會工作人員的時候，談論其工作狀況。雖然，該

題（變項）並沒有在過往的文獻中被討論到，但是與社會工作人員

接觸，是否瞭解其工作內容與性質，工作狀況的談論是必須的。 

依變項的部分，該部分主要會有兩個類型的題組︰ 

(一) 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知覺，知覺牽涉到社會大眾如何感知社會工作人員，

以及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標準或期待。有鑑於對於臺灣的社會工作，受到

美國全國社會工作者協會（NASW）的影響頗深遠，NASW 曾經提出

過社會工作的六個核心價值：服務、社會正義、尊嚴、人際關係、廉正

/信任，以及能力。因此本研究在此部分，選擇這六個核心價值，作為

探討知覺的分類，即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 

(二)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態度，依據 Kagan(2016)，該部分主要是針對社會工

作人員，給社會大眾的印象進行調查。內容主要是針對社會大眾容易有

的刻板印象進行調查，即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 

儘管，依照研究架構，知覺與態度之間可能會有關聯性存在，但由於本研究

為初探性的研究，因此仍將重點放在探討社會人口變項及與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

經驗，對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知覺與態度，本研究稱為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的

關聯性。根據自變項和依變項，提出了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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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設 

(一) 角色知覺部分： 

H1：性別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2：教育程度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3：年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4：婚姻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5：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6：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6-1：接觸的有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6-2：接觸的形式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6-3：接觸頻率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6-4：社會關係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H6-5：是否提到工作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二) 公眾態度部分： 

H7：性別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8：教育程度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9：年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0：婚姻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1：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2：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會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2-1：接觸的有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2-2：接觸的形式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2-3：接觸頻率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2-4：社會關係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H12-5：是否提到工作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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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的內容尚無法從文獻中得知各項之間的相關趨勢，故在統計部分採

用雙尾檢定，採用的信心水準為 95%。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研究工具與抽樣方式選擇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考量研究議題的特性、時間，以及經費的限制，採用

網路問卷的形式進行。游森期與余民寧（2006）的研究提到，網路問卷和紙本問

卷的比較，在信效度與因素分析都有相近的結果，是傳統紙本問卷的一個替代方

案。林承賢（2004）也提到網路問卷有著節省成本、便利，和匿名性的優點存在，

所以成為近年來新興的問卷施測方式。同時，也可以使研究抽樣減少因地理因素

所產生的限制，也能減少紙本問卷發送過程當中所產生的人為抽樣誤差。雖然林

承賢亦指出，網路問卷的缺點為適用的對象比較傾向於常上網的人口群，例如網

路上的討論區，像是 BBS 站（最著名的是臺灣大學的批踢踢實業坊，簡稱 PTT）

貼文徵求受訪者，或透過 email 之類的形式發送，對不擅於使用電腦的人來說會

產生問題，而影響到抽樣。另外，個人填答的意願也會影響到網路問卷的品質。 

    實際面向上來說也是如此，網路問卷可以省去紙本印刷、散發、回收等等相

關的時間和費用。也可以提供相當的匿名性，畢竟，我們通常不會知道電腦的彼

端是什麼人。使用網路問卷可能是免費的，容易建立的。一些業者，例如谷歌

（Google），即提供了免費且容易使用的問卷服務。在目前的時代，也不像十多

年前林承賢的研究那樣，一定要有電腦（桌上型或筆記型電腦）才能使用網路問

卷。行動裝置，如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也能提供相當迅速的上網瀏覽功能，也

容易使用社群網站，某方面來說不擅於使用電腦或網路的人數已大幅下降。有鑑

於此，本研究在樣本選擇的部分，由於工具將採用網路問卷的形式，因此也就難

以再特別指定研究樣本的抽樣區域，如此一來，決定要如何收集資料，如何使樣

本達到能夠代表母體的程度，以及所需的樣本數量，就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在資料收集的方法上，因為是要透過網路問卷的形式收集資料，所以目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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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訂為臺灣的社會大眾。不過，按照前述提到的，網路問卷仍然需要其傳播管

道才能為人所使用。因此，很顯然地無法適用於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

現階段，如果要以網路問卷作為工具，在研究樣本的取得上，適用於本研究的抽

樣方式有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或是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

但此種抽樣的方式，卻有著相當大的問題存在，那就是如何說明收集到的樣本，

具有母體的代表性。回顧過去關於社會工作意象或公眾認知的研究，除了 LeCroy 

& Stinsson（2004）因為是透過人口資料庫抽樣而比較具有母體代表性，以及劉

庭歡（2013）直接以母體為測量樣本進行施測之外。Dennison 等人（2007）、Cramer

（2015），以及 Kagan（2016），進行抽樣都採用便利抽樣，除去以學生作為樣本

的 Dennison 等人不談，Cramer 和 Kagan 都是直接以社會大眾為對象。Cramer

和 Kagan 的作法是，在抽樣時，盡量把樣本控制得與當地人口分布狀況，例如

性別比例的部分，樣本和母群體達到接近的結果，讓收集到的樣本越接近母群體

的情形越好。另外，都有限定受訪者的年齡，Cramer 的樣本皆為成年人（美國

俄亥俄州 18 歲為成人年齡），Kagan 的受訪者年齡都在 21 歲以上。 

從上述文獻可以得知，這些研究都是以成年人作為資料收集的對象，並且盡

可能透過控制樣本性別比例的方式，盡可能讓樣本與母群體同質性越相近。然而，

與之前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採用的工具是網路問卷，須另外考量到資料收集方

法，以及如何確保樣本的有效性。 

二、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採取網路問卷調查法，需要透過社群網站，例如透過臺灣大學的 BBS

站，批踢踢實業坊（PTT）為媒介進行發送。此種方法，必須要有使用該 BBS

站的人才能夠得到問卷的填答網址（儘管目前 PTT 仍是台灣最大的線上論壇，

用戶數量有幾十萬人，且年齡層從十幾歲的少年到三四十歲的人為大眾，因為該

論壇於 1995 年的時候開站）。基於網站的管理政策，以及人氣版面的規章，研究

者必須在不觸犯社群網路使用規範下進行，而只能張貼問卷連結在少數版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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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版 Q_ary。預試階段收集資料的時間為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0 日。

為提高填答意願，於正式施測的情況會提供超商禮券，以及論壇的虛擬貨幣作為

回饋（PTT 網站的虛擬貨幣-P 幣，該虛擬貨幣一般不具備實體金錢的作用，而

僅供在論壇中娛樂之用，但送 P 幣答謝網友協助為 PTT 論壇上為一種不成文的

網路禮節），預試階段不提供回饋。考量樣本數量可能會不足，本研究視樣本收

集的情形，另行採取滾雪球的抽樣方式，透過研究者個人社群網路，進行問卷連

結的發送。 

前述提到，由於需進行因素分析，預試的樣本數為 100，藉由使用便利抽樣

與滾雪球的方式進行問卷施測。除了在 PTT 上徵求志願者填答外，研究者另挑

選一些社群網路上的朋友，研究者本身雖為社會工作相關人員，但仍有朋友對於

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理解不深（也藉此減少月暈效應），由這些朋友們為出

發點進行填答，並協助轉貼轉發。藉上述方式收集預試的資料，並且從預試得來

的資料進行分析作業，再尋求專家意見進行修正。正式問卷採用相同方式進行樣

本收集。基於網路世界無遠弗屆，這意味著不光是國內的民眾，世界各地的民眾

只要能夠找到連結，就能夠進行填答動作，也因此問卷需要篩選題目，把不合適

的樣本刪除。 

網路問卷雖然便利，但較令人擔憂的是，是否有不肖網友進行惡意的舉動（如

重複且大量的填答），特別是將問卷連結貼到公開的論壇上。因此需要進行一些

篩選及保護的行動，以確保資料的有效性。研究者使用的網路問卷工具為 Google

表單，基於 Google 的隱私權政策，填答者的電腦 IP 位置不會公開。就算留下填

答者的電腦 IP，查詢 IP 進行比對也是相當費時的工作，並且有倫理上的議題。

不過，Google 有提供每個 Google 帳號只能填答一次的選項，因此研究者會在問

卷施測時，使用這個服務，能盡可能確保資料的有效性。因此本研究的抽樣目標

也變成了「20 歲以上，並且是現在設籍於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國民，且必須擁

有 Google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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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樣與樣本特性 

（一）抽樣 

根據吳明隆（2011），預試的樣本數量應為量表當中，題數最多的分量表題

數的 3 至 5 倍左右為佳。研究者使用的研究工具中，有翻譯自 Kagan（2016）的

量表，在原研究中並無提及該量表內部的因素，故將該量表整體題數（18 題），

進行加成之後，預試需要至少約 54 至 90 個樣本。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尚有研究者自行編製的部分，需要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確定該量表及各分量表的效度。MacCallum 等人（1999）提到過去的研究者對

於因素分析所需要的樣本眾說紛紜。100 名樣本數是可以進行因素分析的樣本數

量。吳明隆（2011）也在著作中，引述 Hair 等人（2010）的看法，認為要進行

因素分析，樣本數至少也要 50 個，比較恰當的數量則需要至少 100 個樣本。理

論上，更為恰當的數量為 200 個以上的樣本，基於資源的考量，就以 100 個樣本

為預試的收案數量。 

本研究抽樣方法以便利抽樣為之，透過網路問卷作為收集資料的方法。正式

樣本所需要的數量，吳明隆（2011）提及，關於量化研究的抽樣數，依研究的尺

度而定。以樣本的母群體大小來計算，可能需要 500 個以上的樣本。網路問卷服

務提供者，如 Survey Monkey 也有提供問卷服務，並提到建議的抽樣數量， 根

據網站上整理的內容，若母體大小超過 10 萬，若要以 95%的信心水準進行抽樣

與統計，則建議至少需要 400 個以上的樣本。本研究所使用的抽樣並非使用隨機

或系統抽樣的方式進行，並且無法確切知道實際的母群體概況，只能盡可能將樣

本數提高。這時，就需要藉助到 G*Power 這個軟體，來協助計算需要正式施測

所需要的樣本數量。 

G*Power 為德國杜賽道夫大學（德：Universität Düsseldorf；英 University of 

Düsseldorf）所研發的工具。G*Power 可以用來計算樣本的所需數量，本研究在

分析數據用到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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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軟體的計算，若要達到至少 95%的信心水準，在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至少於要

56 個樣本；進行 one-way ANOVA，在社會人口變項當中，組數最多的為年齡，

共有 5 組，將 5 組代入 G*Power 進行計算，至少需要 305 個樣本。 

（二）樣本特性 

本研究從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使用網路問卷，回收 442

個樣本，有效問卷 330 個。（有效率 74.66%）。有效樣本數達到使用 G*Power

軟體計算所顯示的樣本需求數，也代表透過網路問卷的方式發放有著相當的

折損率。排除的標準為： 

1. 未滿 20 歲者（未成年）。 

2. 未設籍在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者。 

3. 已填寫過預試問卷者。 

4. 其他未符合標準者（例如在角色知覺或公眾態度部份的問題填寫沒意見，

達任一題組的半數以上者，經專家學者建議，該選項設定為遺漏值）。 

研究樣本的社會人口特性，性別的部分，有效樣本 330 名裡面，男性 137

名（41.5%），女性 193 名（58.5%），以女性占多數；年齡的部分， 20-29 歲有

200 名（60.6%），其次為 30-39 歲的 94 名（28.5%）。40-49 歲的 20 名（6.1%），

50-59 歲 15 名（4.5%），及 60 歲以上 1 名。由於樣本的分布情形過度集中在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故 40 歲以上的樣本合併為「40 歲以上」，40 歲以上共 36 名

（10.9%）；教育程度為國中或以下 2 名（0.6%）、高中（職）24 名（7.3%）、大

學/專科 209 名（63.3%）。研究所以上 95 名（28.8%）。樣本的分布情形過度集中

在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故「國中或以下」及「高中（職）」的樣本合併為

「高中職以下」，高中職以下共26名（7.9%）；在婚姻狀況方面，未婚246名（74.5%），

已婚 76 名（23%），離婚 6 名（1.8%），以及喪偶 2 名（0.6%）。此處將有過婚姻

經驗的樣本整併為「有婚姻經驗」，有婚姻經驗的受訪者 84 名（25.5%）；受訪者

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 63 名（19.1%），不是社會工作背景出身 267 名（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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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所示，受訪者中與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方面，曾有接觸經驗 181

名（54.8%），沒有接觸經驗 149 名（45.2%）。和社會工作人員接觸過的人數

略多於沒有和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的人數。有接觸經驗的 181 名受訪者中，和社會

工作人員的關係為家人 9 名（5%）、未同住親人 8 名（4.4%）、朋友 38 名（21%）、

同事或同學比例最高，一共有 50 名（27.6%）。1 名是鄰居關係（0.6%），44

名（24.3%）非上述關係但有接觸經驗者。25 名（13.8%）為接受過社會工作人

員服務的案主，6 名（3.3%）其他。說明研究對象們和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

或關係較為多元。由於組數眾多，且部分組數的樣本數過少，因此將組數整併為

四組，「家人或親人」17 名（9.4%）、「常接觸的人（朋友/同事/鄰居）」89

名（49.2%）、「接受過服務者」25 名（13.8%）、「非上述但有接觸」（包含

「其他」選項）50 名（27.6%）。 

接觸頻率方面，與社會工作人員每天接觸 36 名(19.9%)、一週至少接觸一次

28 名（15.5%）、一個月至少接觸一次 29 名(16.0%)、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46 名

（25.4%）、一年以上接觸一次的 42 名(23.2%)；社會關係方面，以平等、對等

關係為最多， 136 名（75.1%），其次以下對上 37 名(20.4%)，上對下關係者最

少，僅 8 名(4.4%)；與社會工作人員談論工作方面，有 113 名研究對象(62.4%)

會和社會工作人員談論其工作狀況狀，68 名（37.6%）不會。 

表 3-2-1 受訪者的社會人口特性與接觸經驗 （N=330）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接觸形式 （N=181）   

 男性 137 41.5   家人或親人 17 9.4 

 女性 193 58.5   常接觸的人(朋友/同 

  事/鄰居) 
89 49.2 

年齡     接受過服務者 25 13.8 

  20-29 歲 200 60.6   非上述但有接觸經驗 50 27.6 

  30-39 歲 94 28.5 接觸頻率（N=181）   

  40 歲以上 36 10.9  每天接觸 36 19.9 

教育程度      一週接觸至少一次 28 15.5 

  高中職以下 26 7.9  一個月至少接觸一次 2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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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續） 

 大學／專科 209 63.3  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46 25.4 

 研究所以上 95 28.8  一年以上接觸一次 42 23.2 

婚姻狀況   社會關係（N=181）   

 未婚 246 74.5   上對下 8 4.4 

  有婚姻經驗 84 25.5   平等、對等 136 75.1 

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  下對上 37 20.4 

 是 63 19.1 是否談論工作（N=181）   

 否 267 80.9  會 113 62.4 

有無接觸經驗    不會 68 37.6 

 有 181 54.8    

 無 149 45.2    

 

問卷的前置題目雖然沒有被列入本研究的假設內，但探討的內容，仍相當值

得探討。根據表 3-2-2，是否聽過「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325 名（98.5%）。

5 名（1.5%）受訪者未曾聽過，顯示受訪者絕大多數聽過「社會工作」或「社會

工作人員」。受訪者是否真的了解社會工作人員呢？因為在臺灣，社會工作人員

（社工），經常被誤認為志願服務者（志工，或稱義工），因此「在對社會工作人

員的直接印象」，前三個選項朝向常見的志工形象進行擬定： 

1. 在醫院或公家機關裡面穿著顯眼的背心，熱心的指引到訪者的人。 

2. 有著特定的服裝（類似宗教團體），並且有組織性的一群人。 

3. 是利用自己閒暇時間，想多為社會盡一份心力的人。 

112 名（約 33.9%）受訪者，選擇了此類選項，代表仍然有相當一部分的社

會大眾，在社會工作人員和志願服務人員之間有所混淆。195 名受訪者（59.1%），

知道社會工作人員依服務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工作內容。8 名（2.4%）沒有特

別的看法，15 名（4.5%）有其他的見解。表 3-2-3 顯示，這 15 名受訪者對於社

會工作人員的直覺印象，提到了弱勢（1 名）、低薪（2 名）、過勞（3 名），

且工作時間不穩定的情況（2 名）。也有認為社會工作是助人工作的專業人員（5

名），還有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給人的專業印象不夠強烈，需要更多尊重（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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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屬於發放社會福利的角色（1 名）。也有概念不

夠清楚的受訪者，認為以上都是（1 名），也是處在混淆社會工作人員及志願服

務者的狀況。 

表3-2-2 前置題目的分布情形（N=330） 

 人數 百分比 

是否聽說過社會工作/社會工作人員   

  有 325 98.5 

  無 5 1.5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直覺印象   

  在醫院或公家機關裡面穿著顯眼的背心，熱心的指引到訪者的人 52 15.8 

 有著特定的服裝（類似宗教團體），並且有組織性的一群人 16 4.8 

 是利用自己閒暇時間，想多為社會盡一份心力的人 44 13.3 

 通常有規律的上下班時間，但會依服務內容和服務對象而有所不同 195 59.1 

 沒有特別想法 8 2.4 

 其他 15 4.5 

表3-2-3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直覺印象_選擇其他的詳細內容 

內容 次數 

 

一群另類的弱勢族群 1 

去弱勢家庭訪視的人 1 

可能要家訪個案，事多錢少又累 1 

正能量指引者，引導他人走出困境 1 

助人的專業 1 

沒有規律的上下班時間，但會依服務內容和服

務對象而有所不同。 
1 

受過專業之助人工作者 1 

社工是幫助案主解決其與環境問題之專業人員 1 

是社會中發放社會福利的角色 1 

專業人員 1 

專業印象不強烈，社工人員需要更多尊重 1 

接近赤貧之人幫助赤貧之人 1 

  

未必能正常上下班，聽到很多似乎都要用到私

人時間去訪視個案 
1 

過勞死高危險族群 1 

覺得以上都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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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直覺印象與其他項目做一個綜合檢視，表 3-2-4 所示，

此處特別將「非社會工作背景出身」，以及「有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經驗」進行比

較。非社會工作背景（N=267），把社會工作人員與志願服務人員混淆 99 名

（37.1%），沒有特別想法有 5 名（1.9%），選擇其他的人數有 9 名（3.4%）。

選擇規律時間上下班，並且依服務對象而異 154 名（57.7%）。若以接觸過社會

工作人員的樣本（N=181）來看，54 名（29.8%）將社會工作人員與志願服務人

員混淆。4 名（2.2%）沒有特別想法，其他 9 名（5.0%）。選擇規律時間上下班，

並且依服務對象而異有 114 名（63.0%）。 

表 3-2-4，非社會工作背景出身的樣本，將社會工作人員與志願服務人員混

淆的比率最高（37.1%），高於總樣本的（33.9%），以及有接觸經驗的（29.8%）。

相對地，有較為正確認知的比率也會最低。即使是接觸過社會工作人員的受訪者，

仍有約 29.8%，將社會工作人員與志願服務人員混淆。顯示與社會工作人員有接

觸經驗會有改善，但仍有近三成比率「社工」與「志工」分不清楚。 

表3-2-4 對社會工作人員直覺印象的綜合比較 

 總樣本 

(N=330) 

非社會工作背景出身 

（N=267） 

接觸過社會工作人員 

(N=181) 

題項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在醫院或公家機關裡面穿著顯

眼的背心，熱心的指引到訪者

的人 

52 15.8 45 16.9 23 12.7 

有著特定的服裝（類似宗教團

體），並且有組織性的一群人 
16 4.8 15 5.6 7 3.9 

是利用自己閒暇時間，想多為

社會盡一份心力的人 
44 13.3 39 14.6 24 13.3 

通常有規律的上下班時間，但

會依服務內容和服務對象而有

所不同 

195 59.1 154 57.7 114 63.0 

沒有特別想法 8 2.4 5 1.9 4 2.2 

其他 15 4.5 9 3.4 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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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分為四部分：個人基本資料（社會人口變項）、與社會工作人

員的接觸經驗、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及對社會供作人員的公眾態度。為

確保樣本的有效性，在問卷的最前面設置了篩選題組。 

(一) 專家效度部分： 

由於本研究是採用網路的方式發放問卷，為了確保問卷的信效度，採專家效

度，下列為本研究的原始問卷： 

1. 前置問題部分：此部分主要目標在篩選掉不符合抽樣目標的樣本，例如

未滿 20 歲、外籍人士…等，題目共五題： 

(1) 本問卷僅能填答一次，請必須登入您的 Google 帳號，請問您願意

參與嗎？  

□我同意協助進行本研究 

(2) 請問您是目前居住在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國民嗎？  

（1）是；（2）否。 

(3) 請問您是社會工作的相關從業人員（曾任也算），或是社會工作相

關科系的學生或畢業生嗎？  

（1）是；（2）否。 

(4) 請問您年滿 20 歲了嗎？  

（1）是；（2）否。 

(5) 由於本問卷為預試問卷，需要嚴謹地確認信效度，需要您留下姓名，

以利研究進行。（專家效度的預試問卷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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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基本資料（社會人口變項）：前置問題之後，是關於個人基本資料

的部分，為本問卷的正式內容。前述的操作型定義已經大致定義每一個

題項代表的意義。在這裡將會把問題具體化，在此題組裡，除了年齡和

收入的部分為次序尺度之外，其他的都是使用類別尺度： 

(1) 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性；（2）女性。 

(2) 請問您的年齡大約是？ 

（1）未滿 20 歲；（2）20-29 歲；（3）30-39 歲；（4）40-49 歲；  

（5）50-59 歲；（6）60 歲以上。 

(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為？ 

（1）國中或以下；（2）高中（職）；（3）大學／專科； 

（4）研究所以上。 

(4) 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 

（1）未婚；（2）已婚；（3）離婚；（4）喪偶。 

 

3. 與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本題項內容除了第3及第 4題為次序尺度，

其他均為類別尺度。另外，第 5 題為研究者自行加入： 

(1)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曾任也算）有無接觸經驗？ 

（1）有； 

（2）無。（系統將直接跳至第三部分） 

(2)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是？（以最常接觸者為主） 

（1）住在一起的家人； 

    （2）未同住的親人； 

   （3）朋友； 

    （4）同事（上司/同事/屬下）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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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鄰居； 

    （6）非上述關係但有接觸經驗； 

   （7）接受過社會工作人員服務；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頻率是？（以最常接觸者為主） 

（1）每天接觸； 

   （2）一週接觸至少一次； 

   （3）一個月至少接觸一次； 

    （4）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5）一年以上接觸一次。 

(4)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互動時，您與對方的相處模式大都是？ 

（以最常接觸者為主） 

（1）上對下（您的角色為上司、長官、師長、長輩、顧客）； 

    （2）平等、對等關係； 

（3）下對上（您的角色為下屬、雇員、學生、後輩、服務人員）。 

(5)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互動時，會聊到對方的工作狀況嗎？ 

（以最常接觸者為主） 

（1）會； 

（2）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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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知覺：指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感受。不幸的是，

在過往的文獻中並沒有針對這部分有完整的量表。在知覺方面，其實也

隱含著個人會建立一套看待社會工作人員的標準。這方面反而是其他領

域，有較詳盡的研究，如探求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生的角色知覺研究。研

究者參考了郭丁熒（2016）的「大學生角色知覺量表」。由於大學生角

色知覺量表並不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因為探討目的在於要了解不同年代

出生者對於大學生理想角色（自我形塑、探索學習、社會參與、素養陶

冶、品格養成、專業準備，該量表的依變項）的看法。因此研究者將量

表之依變項改成美國NASW於 1996年所發表的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

服務、社會正義、人的尊嚴與價值、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廉正（值得信

賴）、能力（鄭如雅與李易駿，2011；Assembly, 2008; NASW, 2017），

作為本研究的依變項。社會工作的六種核心價值，研究者分別以此建構

分量表，各自有 5 個題項，採用李克特（Likert）的四點量表的形式，

將選項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這四項，希望藉

此得知社會大眾對於這些題項的看法。在專家效度版本共 30 詳細內容

如下： 

(1) 服務：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關注社會問題，盡力提供服務。 

(1) 社會工作人員要主動且積極協助任何需要幫助的弱勢人群？ 

(2) 社會工作人員要對自己的工作需展現出熱忱？ 

(3)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在服務過程當中展現出一些特質，如溫暖，

愛心？ 

(4)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具備隨時因應任何緊急或特殊狀況（如：自

我傷害、兒童虐待）的能力？ 

(5) 社會工作人員要有犧牲自己個人利益（如休假、薪資）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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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正義：當不公義的事情發生時，能夠秉持理念對抗。 

(6) 對於一個社會工作人員來說，心中要有強烈的正義感與使命

感？ 

(7) 社會工作人員要是悲天憫人的？ 

(8) 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問題出現時，即使要上街陳情抗議，也應

積極參與？ 

(9) 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影響政府決策？ 

(10) 為了服務對象，即使有可能影響到自己權益（如得罪上司，或

其他有權勢的人物），也應該去盡自己所能去協助服務對象？ 

(3) 尊嚴：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性，對人採取接納的態度。 

(11)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展現大愛，接納所有人事物，不管接觸的對

象給人的第一印象為何？ 

(12) 社會工作人員在與人相處時，不能表露出自己的情緒，必須全

然接受服務對象？ 

(13) 社會工作人員，須主動為弱勢族群發聲？ 

(14) 社會工作人員可以展現出自己的主體性和獨特性？ 

(15) 社會工作人員特別適合去接觸並協助一些容易被汙名化或一

般人較少接近的人群（如街友、愛滋病患者）？ 

(4) 人際關係：具備足夠的交際手腕，能夠將事情做圓滿適當的處置。 

(16)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能夠舌燦蓮花，讓接觸到每個人都能滿意？ 

(17)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表現出自己的真誠，來對待接觸到的服務對

象？ 

(18)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負起有效協調人事物的責任？ 

(19) 社會工作人員常常淪為社會問題或悲劇（如攜子自殺）發生時

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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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社會工作人員不容易在和其他專業人士（如醫護人員、教師，

警察之類）合作時找到自己定位？ 

(5) 廉正︰此部分較難以解釋，依照 Assembly（2008），社會工作人員

有一套可信賴的行事風格。社會工作人員會忠於自己的職責，具有

道德操守。從這些解釋，加以衍伸為，社會工作人員是足以讓人信

賴的。 

(21) 社會工作人員所做的處遇（置），儘管看起來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相信他們做的事情是為了服務對象好而做的判斷？ 

(22) 社會工作人員和其他專業（如醫護人員）一起共事的時候，我

能夠也相信社會工作人員，即使他們的見解不一定跟其他專業

人員相同？ 

(23) 假如後續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時，我仍願意相信社工的處置當時

是為服務對象著想？ 

(24) 若社會工作在社會問題發生時，成為了眾矢之的，我能冷靜思

考，探討背後成因，不一味將責任歸咎於社會工作人員？ 

(25) 社會工作人員當中偶爾也會出現害群之馬，我能夠區辨清楚，

不會因此影響到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整體看法？ 

(6) 能力︰社會工作者應該要救自己的專業領域內發揮所長，並且不斷

地提升自己。 

(26) 社會工作人員參加繼續教育（如進修課程，研討會議）很重要？ 

(27) 我覺得社會工作師的證照，在將來一定會變成強制資格？ 

(28) 目前台灣大專院校的社會工作教育對於台灣的社會工作有所

幫助？ 

(29) 研究所以上的學位，對於社會工作實務人員來說是重要的？ 

(30) 以我的想法，社會工作人員的薪資符合他們的能力與作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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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看法）部分：採用 Kagan（2016）的以色

列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量表，該量表的目的在於了解民眾對於社

會工作人員這個職業的程度及觀感，量表詳細的內容如下表，英文一倂

附在下方，Kagan 的研究採用的是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選項內

容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部分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原始問卷題目

如下（已經過翻譯，在下面附上原文）： 

(1) 社會工作是一個比較適合女性的工作？ 

(Social work is a profession more suited to women?) 

(2) 媒體通常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負面的？ 

(The media usually portrays social workers (SWs) negatively?) 

(3) 社會工作人員並不是一群受到社會大眾尊敬的一群人？ 

(SWs work with groups that are not held in high esteem by the general 

public?) 

(4) 社會工作是一個聲望很高的職業？ 

(SWs work with groups that are not held in high esteem by the general 

public?) 

(5) 社會工作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職業？ 

(Social work is an interesting profession?) 

(6) 社會工作人員也會在工作中表現出他們的偏見？ 

(SWs show prejudice in their work?) 

(7) 社會工作人員在作可以決定別人命運的決策時，往往很草率？ 

(SWs decide people’s fate hastily?) 

(8) 社會工作人員常常會在某些處境陷入困難？例如：協助排解離婚的

夫妻，在孩子的教養問題上所引發的爭吵。 

(SWs often become tools in the hands of interested parties? (e.g., 

divorced spouses conflicted ove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upbringing)) 

(9) 社會工作人員們有能力在他們關注的議題上去影響社會政策？ 

(SWs are capable of influencing social policy on the issues under their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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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會工作人員只對影響與他們的工作或處境相關的社會政策感興

趣？ 

(SWs have an interest in influencing social policy only when it 

involves their own employment terms and conditions?) 

(11) 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與社會整體的價值觀有關？ 

(SWs’ work is based on values and social ideology?) 

(12) 社會工作人員能夠決定要不要把小孩帶離他們的家庭？ 

(SWs can decide to remove children from their homes?) 

(13) 社會工作人員的權限被給得太多了？ 

(SWs are given too much authority?) 

(14) 社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讓狀況變得更糟？ 

(SWs often only aggravate the situation under their care?) 

(15) 社會工作人員是基於專業倫理在做事的？ 

(SWs’ work is based on professional ethics?) 

(16) 社會工作人員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案主，他們不過是在工作？ 

(SWs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ir clients. They are only doing their 

job.) 

(17) 在以色列的社會裡，社會工作人員給人的形象不太好？ 

(SWs in Israeli society have a problematic image?) 

(18) 在以色列，增加社會工作人員數量是必要的？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SWs in Israel?) 

原始量表為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1 表示非常不同意，而 5 表示同意，

3 表示部分同意），共有 18 題。該量表原始的信度，Cronbach’s alpha=0.89。在內

部一致性的信度得到良好的水準，代表此量表在以色列施測的時候相當的準確。

研究者在徵得 Kagan 博士的同意之後，將量表進行中文化翻譯，並且將量表內

以色列的字詞都改成臺灣，基本上將量表的內容完整保留。然而，在翻譯的過程

當中有可能產生失真的情形，需要經過專家學者提供意見進行修正，並經過預試，

來確定翻譯對問卷的信效度影響為何，再決定適用部分。 

原始問卷經過五名專家提供意見之後，選擇先不更動翻譯自 Kaga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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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眾態度量表，將角色知覺分量表的題目刪去 5 題（角色知覺量表題目刪去了

第 1、13、19、21、28），形成預試版本的問卷。專家效度過程中，雖然沒依照

正規的方式，讓專家們評判原始量表問題的去留，以及是否應修正的內容，但專

家們仍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專家效度的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二。 

經過幾名專家學者的指導和建議，原始量表有著題目過多、填答具有強制性、

字句不夠通順、翻譯有問題、可能引發受訪者社會期待（認為自己應該選擇某些

「正確」答案）等情況，甚至有網路問卷選項設計錯誤的部分。有專家學者建議，

應該在篩選題項的部分加入新的題目。除了按照專家學者建議修正某些字句不通

順，翻譯有問題的題目之外，尚須得到其他民眾的意見，以作為正式的試測量表

的題目。將問卷給民眾閱讀，果然發現民眾們各自有各自的意見。有人不喜歡用

字遣詞的方式，有人覺得問卷設計得很好，又有人覺得語句不通順，甚至也有因

為研究者在旁邊看著，而真的產生社會期待的效果（例如在角色知覺量表，社會

正義部分的題目，就容易產生內心的糾結）。研究者最後，綜合專家學者和民眾

的意見，刪減了部分問題，並修改部分字句內容，試圖讓正式的預試問卷內容能

較為通順。另加入兩題篩選題，還有在「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直覺印象」這部分，

保留了讓受訪者可以開放式填答的選項。篩選部分新增題目如下： 

1. 請問您聽過「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通常簡稱為社工）」

這些名詞嗎？ 

（1）是；（2）否。 

2. 您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直覺印象為何？（請選出最接近您想法的選項，

或是在「（6）其他」這個選項中，填入您的想法。） 

（1）在醫院或公家機關裡面穿著顯眼的背心，熱心的指引到訪者

的人； 

（2）有著特定的服裝（類似宗教團體），並且有組織性的一群人； 

（3）是利用自己閒暇時間，想多為社會盡一份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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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常有規律的上下班時間，但會依服務內容和服務對象而有

所不同； 

（5）沒有特別想法； 

（6）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預試問卷的信度與效度 

經過專家學者們的建議，修正後的預試問卷透過網路社群（臉書為主）和

BBS 站（PTT 實業坊）的方式進行發送。從 2017 年 10 月 19 日開始發放問卷，

並於 10 月 31 日回收了 107 份的預試問卷。由於工具為網路問卷，因此並不存在

著遺漏值。然而，因為專家的建議，認為因為是網路問卷，雖然將問題設計為不

會漏答，但可能容易引起受訪者拒填，因此在角色知覺和公眾態度的量表，依照

專家學者的建議，新增了「沒意見」此一選項，然後填答沒意見的樣本，在該部

分將之算為遺漏值。去除了遺漏值過多的樣本（若角色知覺或公眾態度的部份，

任一題組有半數題目填答沒意見即排除，視為無效問卷），得到了 100 份有效樣

本，有效問卷比率約 93%。而資料中的遺漏值（選擇「沒意見」的選項），則採

取平均數的方式進行置換。 

預試問卷樣本，角色知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的值為.742，

擁有不錯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若分別就前述所提到的，社會工作核心價值的六個

題項來進行細分，參閱表 3-3-1，可以發現到除了服務和尊嚴的部分之外，其他

的分量表，特別是人際關係的部分的內部一致性並不理想。因此必須進行題目的

刪減，使量表能夠更有鑑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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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角色知覺量表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概況 

分量表（括號內為題號） Cronbach’s α 值 項目數 

服務（1-4） .637 4 

社會正義（5-9） .428 5 

尊嚴（10-13） .655 4 

人際關係（14-17） .257 4 

廉正（18-21） .586 4 

能力（22-24） .478 4 

整體 .742 25 

雖然透過美國社會工作協會所提出的社會工作的六個核心價值來擬定角色

知覺量表的內容，然而，並沒有理論或文獻上的足夠佐證，必須進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explorative factor analysis, EFA），將角色知覺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由於整

體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有還不錯的水平，代表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對角

色知覺量表的整體進行因素分析，採用斜交轉軸法，得到下列結果：KMO 值

為.663，不是相當高的數字，但在可以接受的範圍。總共得到 8 個主成分，雖然

並沒有完全貼合預設的 6 個向度，仍然有 6 個向度囊括了較多的題目。因此在正

式量表當中，因此，仍按照原本的規劃，保留原先擬定的六個向度。再針對六個

向度各自進行因素分析，最後的結果，將六個向度各自減少一題，如表 3-3-2，

為角色知覺量表各分量表因素分析的整理，在刪除因素負荷量最低的題目後，最

後各分量表所包含的題數分別為：服務 3 題、社會正義 4 題、尊嚴 3 題、人際關

係 3 題、廉正 3 題，以及能力 3 題，共 1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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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社會工作人員角色知覺量表-分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角色知覺向度：服務 (KMO值：.593) 因素負荷量1 因素負荷量 2 

1. 社會工作人員要對自己的工作展現出熱忱？ .863  

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在服務過程當中展現出一些特質，如溫暖，

愛心？ 
.885  

3.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具備隨時因應任何緊急或特殊狀況（如：自

我傷害、兒童虐待）的能力？ 
.363  

4. 社會工作人員要有犧牲自己個人權益（如休假、薪資）的覺悟？ .611  

角色知覺向度：社會正義 (KMO 值：.530)   

5. 對於一個社會工作人員來說，心中要有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

感？ 
.545 -.637 

6. 社會工作人員必須要能同情及憐憫弱勢族群？ .739 -.203 

7. 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問題或不公義的事情出現時，上街陳情抗

議也是他們被期待要做的工作？ 
.606 .480 

8. 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影響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或法案（如年金

制度、弱勢族群保障、兒童及青少年的福利等等…）的制訂？ 
.434 -.150 

9. 為了服務對象，即使有可能影響到自己權益（如得罪上司，或

其他有權勢的人物），也應該盡自己能力去協助服務對象？ 
.401 .677 

角色知覺向度：尊嚴 (KMO值：.596)   

10.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展現開放與接納的態度，不論他們接觸的服

務對象給別人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886  

11. 社會工作人員在與人相處時，不能表現出自己的情緒？ .782  

1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去尊重服務對象的主體性和獨特性？ .505  

13. 社會工作人員特別適合去接觸並協助一些容易被汙名化或一

般人較少接近的人群（如街友、愛滋病患者）？ 
.623  

角色知覺向度：人際關係 (KMO值：.552)   

14.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能言善道、身段柔軟，讓接觸到每個人都能

滿意？ 
.645 .271 

15.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表現出自己的真誠，來對待接觸到的服務對

象？ 
.791 -.176 

16.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負起機構、組織，或各單位之間，有效協調

人事物的責任？ 
.659 .305 

17. 社會工作人員不容易在和其他專業人士（如醫護人員、教師，

警察…等）合作時找到自己的定位？ 
-.257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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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續） 

角色知覺向度：廉正 (KMO值：.636) 因素負荷量1 因素負荷量2 

18. 社會工作人員和其他專業（如醫護人員）一起共事的時候，我

能夠也信賴社會工作人員的判斷，即使他們的見解不一定跟其

他專業人員相同？ 

.705  

19. 假如社會工作人員的服務對象，在接受協助之後出現更嚴重的

問題，我仍願意相信社會工作人員的處置當時是為服務對象著

想？ 

.539  

20. 若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事件（如：虐童致死）發生時成為被批

評的對象時，我能冷靜思考，探討背後成因，不會將責任完全

歸咎於社會工作人員？ 

.625  

21. 社會工作人員當中，偶爾也會有品行不良的人存在，我仍願意

相信社會工作人員，不會因為少數人做壞事而影響到對社會工

作人員整體的印象？ 

.805  

角色知覺向度：能力 (KMO值：.539)   

22. 社會工作人員參加繼續教育（如進修課程，研討會議）很重要？ .662  

23. 我覺得社會工作師的證照，可以作為社會工作人員專業程度的

證明？ 
.834  

24. 研究所以上的學位，對於社會工作人員來說是重要的？ .536  

25. 以我的想法，社會工作人員的薪資（平均月薪約30,000元）符

合他們的能力與業務所應得的報酬？ 
.441  

 

表 3-3-3 角色知覺量表決定刪除的題目 

3.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具備隨時因應任何緊急或特殊狀況（如：自我傷害、兒童虐待）的能力？ 

9.  為了服務對象，即使有可能影響到自己權益（如得罪上司，或其他有權勢的人物），也應該

盡自己能力去協助服務對象？ 

1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去尊重服務對象的主體性和獨特性？ 

17. 社會工作人員不容易在和其他專業人士（如醫護人員、教師，警察…等）合作時找到自己的

定位？ 

19. 假如社會工作人員的服務對象，在接受協助之後出現更嚴重的問題，我仍願意相信社會工作

人員的處置當時是為服務對象著想？ 

25. 以我的想法，社會工作人員的薪資（平均月薪約30,000元）符合他們的能力與業務所應得的

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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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公眾態度量表的部分，採用了 Kagan(2016)的量表翻譯版本，因為已

經過實際的研究使用，但基於原文並沒有提到該量表的因素分析情形，只探討其

內部一致性信度，故在預試結束後，研究者嘗試對此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也同樣採取斜交轉軸的方式進行，得到的結果如表 3-3-4。KMO 值得到.602，在

還可接受的範圍，至於 Cronbach’s α 值部分，和 Kagan 的研究相比之下，內部一

致性的信度得分低了不少，因為原始研究當中，得到的 Cronbach’s α 值為.89，但

在本研究的預試階段得到的 α 值只有.581。因素分析的結果一共有 7 個因素，並且

有著 Cross-loading 的情形產生，例如第 1、9、11、12、15、17、18 題。由於因

素過於複雜，且在不清楚原作者題目設計的情況下，本量表因此只選擇萃取一個

因素做為依變項：公眾態度。在因素分析時將因素萃取數限定為 1（只有一個因

素），如表 3-3-4 的因素 1 部分。從因素 1 來看，將因素負荷量低於 0.3 的題目不

選擇納入公眾態度的項目，最後剩餘的題目有第 2、6、7、10、12、13、14、16、

17。剩下 9 題可以納入公眾態度的變項內。分析這些題目的題意，大多是詢問受

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是否有負面意見，故這些題目在進行分析時，需要進行反

轉處理。 

基於對原作者 Kagan 博士的尊重，也因為專家學者的建議，也為了檢驗量

表內容在台灣是否適用，公眾態度量表仍會全部進行施測，並在研究發現部分將

所有的 18 個題目進行統計分析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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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社會工作人員公眾態度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公眾態度(KMO值：.602) 因素 1 

1.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比較適合女性的工作？ .288 

2. 媒體通常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負面的？ .335 

3. 社會工作人員並不是受到社會大眾尊敬的一群人？ .251 

4.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聲望很高的職業？ .294 

5.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很有趣的職業？ -.193 

6. 社會工作人員也會在工作中表現出他們的偏見？ .382 

7. 社會工作人員在作可以決定別人命運的決策時，往往很草率？ .773 

8. 社會工作人員常常會成為當事人的工具？例如：協助處理離婚夫妻在孩

子教養議題上的爭執？ 
.267 

9. 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在他們關注的議題上去影響社會政策？ .071 

10. 社會工作人員只對與他們的工作或處境相關的社會政策感興趣？ .553 

11. 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基於社會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 .189 

12. 社會工作人員能夠決定要不要把小孩帶離他們的家庭？ .318 

13. 社會工作人員的權力被給得太多了？ .629 

14. 社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讓狀況變得更糟？ .669 

15. 社會工作人員是基於專業倫理在做事的？ -.546 

16. 社會工作人員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案主，他們不過是在工作？ .530 

17. 在臺灣社會裡，社會工作人員給社會大眾的形象不太好？ .539 

18. 在臺灣，增加社會工作人員數量是必要的？ -.204 

 

表 3-3-5 公眾態度萃取時保留的題目 

2.  媒體通常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負面的？ 

6.  社會工作人員也會在工作中表現出他們的偏見？ 

7.  社會工作人員在作可以決定別人命運的決策時，往往很草率？ 

10. 社會工作人員只對與他們的工作或處境相關的社會政策感興趣？ 

12. 社會工作人員能夠決定要不要把小孩帶離他們的家庭？ 

13. 社會工作人員的權力被給得太多了？ 

14. 社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讓狀況變得更糟？ 

16. 社會工作人員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案主，他們不過是在工作？ 

17. 在臺灣社會裡，社會工作人員給社會大眾的形象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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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採用的工具為網路問卷，減少了許多將資料輸入會產生的額外問題

以及時間。也方便直接將資料轉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和 IBM SPSS 23 版統計

軟體的適用格式，並使用 SPSS 23 作為資料分析的軟體。會進行分析的統計方式

如下，儘管難以得知正式樣本收集是否完全符合母體分布情形，但由本章第二節

所提到的，最後本研究在正式施測收集到的有效樣本為 330 個，仍然具有相當的

數量，因此在變異數分析上，仍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一、描述性統計︰主要用於社會人口變項和與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的經驗，會

進行描述性統計，包括算術平均數，百分比等。也可以用在李克特量表

的題型上，可以大致看出民眾在某題目所抱持的傾向。 

二、獨立樣本 t 檢定：用於分析自變項為兩組的項目，如：性別、與社會工

作人員接觸經驗有無、是否談論工作狀況。比較各組之間的平均數的差

異程度，檢視是否有顯著差距。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主要用於分析自變項之中，各

組平均數的差異情形，檢驗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會進行事後比較，

採取的事後比較方法為雪費法(Scheffe)。分析自變項的組間差距，以釐

清有顯著差異的組別。 

四、迴歸分析：一個依變項可能會跟許多自變項之間都有因果關係存在，透

過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有助於去理解何種自變項對於依變

項的解釋力為最佳，進而得知哪種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最顯著。某些

自變項為類別變項的情況下，若要執行迴歸分析，需要轉變為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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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議題 

本研究主要涉及下列的倫理議題︰ 

一、告知後同意：本研究的問卷透過網路的形式進行傳播，問卷的第一題指出： 

「本問卷僅能填答一次，請必須登入您的 Google帳號，請問您願意參與嗎？」 

該選項為一個確認的過程，僅有一個選項： 

「我同意協助進行本研究（如不同意，請直接關閉本頁面，請勿作答）」 

該問題為必填題目，為一個填答者必須確認的過程。同時，附上研究者的姓

名及聯絡方式，方便受訪者進行聯繫的動作，尊重受訪者的意願為第一優

先。 

二、確保匿名與隱私：透過網路問卷的形式收集資料，可以確保個人的匿名及隱

私，首先減少了跟問卷填答者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接觸，更能確保個人的隱私。

即使如此，研究者依然會在問卷上做出下列承諾︰ 

「收集的資料也僅供本研究使用，不會洩漏任何關於您的訊息及作答內容，

請安心作答。收集的資料會在論文完成之後，進行銷毀，敬請放心。」 

正式樣本中，因為有設定贈獎機制，會取得較為敏感的資訊，研究者也會遵

守保密原則，不對外流出贈獎對象的任何資訊。 

三、正確且客觀分析及報告，即誠信原則。研究過程當中，研究者必定遵守相關

學術倫理，不得有任何的虛偽作假之情事，必定將研究過程所得之數據與結

果如實呈現。 

四、尊重智慧財產：本研究會恪遵研究倫理，註明所有引用資料的來源，會於研

究結束之後，遵守智慧財產相關倫理議題，不擅自於電子版本公布期限到期

之前，擅自流出文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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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之分布 

一、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 

再次計算量表整體的Cronbach’s α，得到的α值為.770。預試量表的α值為.742，

相較之下，正式量表有著更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量表的填答情形如表 4-1-1 所

示。角色知覺的六個面向：服務、社會正義、尊嚴、人際關係、廉正，以及能力。

以平均值作為標準來看，除去沒意見這選項，本量表有四個選項，非常不同意為

1、不同意為 2、同意為 3，非常同意為 4。結合各個題項和各分量表的數據，可

以發現到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在六個核心價值的相關題目，所傾向抱持的看

法，說明如下： 

（一） 服務： 

1. 「社會工作人員要對自己工作展現熱忱」，「非常不同意」1 名

（0.3%），「不同意」13 名（3.9%），「同意」204 名（61.8%），「非

常同意」82 名（24.8%），「沒意見」30 名（9.1%）。平均值為 3.22。

顯見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應抱持著熱忱進行工作。 

2. 「社會工作人員要在服務過程當中展現出一些特質，如溫暖、愛心」，

「非常不同意」2 名（0.6%），「不同意」20 名（6.1%），「同意」

204 名（61.8%），「非常同意」91 名（27.6%），「沒意見」13 名（3.9%），

平均值 3.21。顯見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應該要有溫暖和愛心的

特質。 

3. 「社會工作人員要有犧牲自己權益的覺悟」方面，「非常不同意」

103 名（31.2%），「不同意」132 名（40.0%），「同意」63 名（19.1%），

「非常同意」17 名（5.2%），「沒意見」15 名（4.5%），平均值 1.98。

在犧牲權益方面，受訪者傾向不同意。仍有逾 20%的受訪者，認為

社會工作人員要有犧牲自己權益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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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正義： 

1. 「社會工作人員心中要有強烈正義感和使命感」方面，「非常不同

意」3 名（0.9%），「不同意」41 名（12.4%），「同意」204 名（61.8%），

「非常同意」28 名（8.5%），「沒意見」54 名（16.4%），平均值 3.02。

顯見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應該要有強烈正義感和使命感，此部

分選擇「沒意見」的比率較高。 

2. 「社會工作人員必須要能夠同情及憐憫弱勢族群」方面，「非常不

同意」6 名（1.8%），「不同意」61 名（18.5%），「同意」174 名（52.7%），

「非常同意」58 名（17.6%），「沒意見」31 名（9.4%），平均值 2.95。

受訪者傾向認為社會工作人員要能夠同情和憐憫弱勢族群，只是，

有逾 20%民眾對此抱持不同意態度。 

3. 「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問題或不公義出現時，上街陳情抗議是被期

待要做的工作」方面，「非常不同意」88 名（26.7%），「不同意」

139 名（42.1%），「同意」53 名（16.1%），「非常同意」9 名（2.7%），

「沒意見」41 名（12.4%），平均值 1.94。受訪者傾向認為，陳情

抗議並非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項目。 

4. 「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影響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或法案」方面，「非

常不同意」27 名（8.2%），「不同意」96 名（29.1%），「同意」139

名（42.1%），「非常同意」34 名（10.3%），「沒意見」34 名（10.3%），

平均值 2.61。受訪者略傾向同意社會工作人員有影響社會福利政策

或法案的能力，但不同意的人數也佔了將近 40%。 

（三） 尊嚴： 

1.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展現開放與接納態度」方面，「非常不同意」8

名（2.4%），「不同意」42 名（12.7%），「同意」208 名（63.0%），

「非常同意」52 名（15.8），「沒意見」20 名（6.1%），平均值 2.98。

 



73 
 

受訪者傾向同意社會工作人員展現開放與接納態度。 

2. 「社會工作人員與人相處時，不能表現出自己情緒」方面，「非常

不同意」37 名（11.2%），「不同意」147 名（44.5%），「同意」97

名（29.4%），「非常同意」19 名（5.8%），「沒意見」30 名（9.1%），

平均值 2.33。受訪者傾向不同意此題內容，換言之，社會工作人員

還是能表現出自己的情緒。有逾 35%的還是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不能

在與人相處時把自己情緒表現出來。 

3. 「社會工作人員特別適合去接觸並協助容易被汙名化或一般人較

少接觸的人群」方面，「非常不同意」38 名（11.5%），「不同意」

114 名（34.5%），「同意」109 名（33.0%），「非常同意」13 名（3.9%），

「沒意見」56 名（17.0%），平均值 2.35。受訪者傾向不同意此題

內容，傾向不認為社會工作人員特別適合接觸一些容易被汙名化或

一般人較少接觸的人群。只是，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適合接觸這些

人群的比例，也超過了 35%。 

（四） 人際關係： 

1. 「社會工作人員要能言善道、身段柔軟，讓接觸到的每個人滿意」

方面，「非常不同意」35 名（10.6%），「不同意」154 名（46.7%），

「同意」104 名（31.5%），「非常同意」12 名（3.6%），「沒意見」

25 名（7.6%），平均值 2.31。受訪者略傾向不同意社會工作人員要

能言善道、身段柔軟，但仍有逾 35%的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人員要

具備這些特質。 

2. 「社會工作人員要表現出真誠來對待服務對象」方面，「非常不同

意」1 名（0.3%），「不同意」13 名（3.9%），「同意」241 名（73.0%），

「非常同意」72 名（21.8%），「沒意見」3 名（0.9%），平均值 3.17。

受訪者傾向同意社會工作人員要表現出真誠來對待服務對象。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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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能言善道、身段柔軟，真誠是更重要的指標。 

3. 「社會工作人員要負起協調機構、組織，或各單位之間人事物的責

任」方面，「非常不同意」13 名（3.9%），「不同意」80 名（24.2%），

「同意」175 名（53.0%），「非常同意」34 名（10.3%），「沒意見」

28 名（8.5%），平均值 2.76。受訪者略傾向認為社會工作人員要負

責協調工作，但有超過 25%的受訪者認為協調工作並不是社會工作

人員應該負責的內容。 

（五） 廉正： 

1. 「社會工作人員和其他專業共事的時候，也能夠信賴社會工作人員

的判斷，即使不一定和其他專業人員相同」方面，「非常不同意」4

名（1.2%），「不同意」51 名（15.5%），「同意」202 名（61.2%），

「非常同意」46 名（13.9%），「沒意見」27 名（8.2%），平均值 2.96。

受訪者略傾向同意，在和其他專業人員意見不同時，社會工作人員

的判斷是可以信賴的。 

2. 「在社會事件發生時，若社會工作人員成為被批評的對象，能夠冷

靜思考，不將責任完全歸咎社會工作人員」方面，「非常不同意」0

名（0%），「不同意」17 名（5.2%），「同意」171 名（51.8%），「非

常同意」133 名（40.3%），「沒意見」9 名（2.7%），平均值 3.36。

從數據上來看，受訪者傾向同意在一些不幸事件發生，並且在社會

工作人員遭到批判的狀況下，不會將責任完全歸咎在社會工作人員

身上，在選擇同意的部分樣本是壓倒性的（超過 90%），並且選擇

非常不同意的人數為 0%，這種現象有可能是「社會期待」（social 

desirability）的情況造成的。 

3. 「社會工作人員當中，偶爾有品行不良的人存在，但不會因為少數

人做壞事而影響到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整體印象」方面，「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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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0 名（0%），「不同意」8 名（2.4%），「同意」198 名（60.0%），

「非常同意」116 名（35.2%），「沒意見」8 名（2.4%），平均值 3.34。

受訪者傾向同意不會因少數的不良社會工作人員，破壞了對社會工

作人員的整體印象。與上一題情形相同，選擇同意的部分樣本是壓

倒性的（超過 90%），並且選擇非常不同意的人數為 0%，可能也

是因為「社會期待」（social desirability）下做出的選擇。 

（六） 能力： 

1. 「社會工作人員參加繼續教育很重要」方面，「非常不同意」0 名

（0%），「不同意」8 名（2.4%），「同意」179 名（54.2%），「非常

同意」128 名（38.8%），「沒意見」15 名（4.5%），平均值 3.38。

受訪者傾向同意繼續教育對社會工作人員的重要性，並且是壓倒性

的(超過 90%)，此題也可能有「社會期待」的因素在影響。 

2. 「社會工作師證照可以作為社會工作人員專業程度的證明」方面，

「非常不同意」19 名（5.8%），「不同意」57 名（17.3%），選擇「同

意」的受訪者占 157 名（47.6%），「非常同意」67 名（20.3%），「沒

意見」30 名（9.1%），平均值 2.91。受訪者傾向同意社會工作師證

照可作為社會工作人員專業程度的證明。但有逾 20%的受訪者對此

持不同意的看法。 

3. 「研究所以上的學位，對社會工作人員來說是重要的」方面，「非

常不同意」39 名（11.8%），「不同意」145 名（43.9%），「同意」

53 名（16.1%），「非常同意」10 名（3.0%），「沒意見」83 名（25.2%），

平均值 2.14。受訪者傾向不同意研究所以上的學位對於社會工作人

員來說是重要的。值得一提的是，本題次高的比率為「沒意見」，

超過 25%，代表有相當數量的人對此抱持不可置否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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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社會工作人員角色知覺量表描述性統計數據（N＝330） 

題號 

百分比與人數 

平均 

分數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沒意見 

1. 社會工作人員要對自己的工作展現出熱

忱？ 

1 

(0.3%) 

13 

(3.9%) 

204 

(61.8%) 

82 

(24.8%) 

30 

(9.1%) 
3.22 

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在服務過程當中展現

出一些特質，如溫暖，愛心？ 

2 

(0.6%) 

20 

(6.1%) 

204 

(61.8%) 

91 

(27.6%) 

13 

(3.9%) 
3.21 

3. 社會工作人員要有犧牲自己個人權益

（如休假、薪資)的覺悟？ 

103 

(31.2%) 

132 

(40%) 

63 

(19.1%) 

17 

(5.2%) 

15 

(4.5%) 
1.98 

4. 對於一個社會工作人員來說，心中要有

強烈的正義感與使命感？ 

3 

(0.9%) 

41 

(12.4%) 

204 

(61.8%) 

28 

(8.5%) 

54 

(16.4%) 
3.02 

5. 社會工作人員必須要能同情及憐憫弱勢

族群？ 

6 

(1.8%) 

61 

(18.5%) 

174 

(52.7%) 

58 

(17.6%) 

31 

(9.4%) 
2.95 

6. 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問題或不公義的事

情出現時，上街陳情抗議也 是他們被期

待要做的工作？ 

88 

(26.7%) 

139 

(42.1%) 

53 

(16.1%) 

9 

(2.7%) 

41 

(12.4%) 
1.94 

7. 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影響政府的社會福

利政策或法案（如年金制 度、弱勢族群

保障、兒童及青少年的福利等等…）的

制訂？ 

27 

(8.2%) 

96 

(29.1%) 

139 

(42.1%) 

34 

(10.3%) 

34 

(10.3%) 
2.61 

8.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展現開放與接納的態

度，不論他們接觸的服務對 象給別人的

第一印象是什麼？ 

8 

(2.4%) 

42 

(12.7%) 

208 

(63.0%) 

52 

(15.8%) 

20 

(6.1%) 
2.98 

9. 社會工作人員在與人相處時，不能表現

出自己的情緒？ 

37 

(11.2%) 

147 

(44.5%) 

97 

(29.4%) 

19 

(5.8%) 

30 

(9.1%) 
2.33 

10. 社會工作人員特別適合去接觸並協助一

些容易被汙名化或一般人較少接近的人

群（如街友、愛滋病患者）？ 

38 

(11.5%) 

114 

(34.5%) 

109 

(33.0%) 

13 

(3.9%) 

56 

(17.0%) 
2.35 

11.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能言善道、身段柔

軟，讓接觸到的每個人都能滿意？ 

35 

(10.6%) 

154 

(46.7%) 

104 

(31.5%) 

12 

(3.6%) 

25 

(7.6%) 
2.31 

1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表現出自己的真誠，

來對待接觸到的服務對象？ 

1 

(0.3%) 

13 

(3.9%) 

241 

(73.0%) 

72 

(21.8%) 

3 

(0.9%) 
3.17 

13.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負起機構、組織，或

各單位之間，有效協調人事物的責任？ 

13 

(3.9%) 

80 

(24.2%) 

175 

(53.0%) 

34 

(10.3%) 

28 

(8.5%)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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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續） 

14. 社會工作人員和其他專業（如醫護人員）

一起共事的時候，我能夠也信賴社會工

作人員的判斷，即使他們的見解不一定

跟其他專業人員相同？ 

4 

(1.2%) 

51 

(15.5%) 

202 

(61.2%) 

46 

(13.9%) 

27 

(8.2%) 
2.96 

15. 若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事件（如：虐童致

死）發生時成為被批評的對象時，我能冷

靜思考，探討背後成因，不會將責任完全

歸咎到社會工作人員？ 

0 

(0%) 

17 

(5.2%) 

171 

(51.8%) 

133 

(40.3%) 

9 

(2.7%) 
3.36 

16. 社會工作人員當中，偶爾也會有品行不良

的人存在，我仍願意相信   社會工作人

員，不會因為少數人做壞事而影響到對社

會工作人員整體的印象？ 

0 

(0%) 

8 

(2.4%) 

198 

(60.0%) 

116 

(35.2%) 

8 

(2.4%) 
3.34 

17. 社會工作人員參加繼續教育（如進修課

程，研討會議）很重要？ 

0 

(0%) 

8 

(2.4%) 

179 

(54.2%) 

128 

(38.8%) 

15 

(4.5%) 
3.38 

18. 我覺得社會工作師的證照，可以作為社會

工作人員專業程度的證明？ 

19 

(5.8%) 

57 

(17.3%) 

157 

(47.6%) 

67 

(20.3%) 

30 

(9.1%) 
2.91 

19. 研究所以上的學位，對於社會工作人員來

說是重要的？ 

39 

(11.8%) 

145 

(43.9%) 

53 

(16.1%) 

10 

(3.0%) 

83 

(25.2%)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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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 

在正式施測的樣本再次進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α，得到的 α 為.655，相較

於試測時的數據高（試測階段的 α 為.581）。不過，仍低於 Kagan（2016）所得

的 α 值.89。研究者翻譯量表之後，選擇採用原量表的格式。原量表為五點量表，

計算方式為非常不同意為 1、不同意為 2、部分同意（中間選項）為 3、同意為 4，

非常同意為 5，中間值為 3。根據表 4-1-2 所呈現出來的數據，進行下列的解讀：  

1.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比較適合女性的工作」方面，「非常不同意」81

名（24.5%），「不同意」142 名（43.0%），「部分同意」77 名（23.3%），

「同意」6 名（1.8%），「非常同意」1 名（0.3%），「沒意見」23 名（7.0%），

平均值 2.04。受訪者傾向不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比較適合女性的工作。 

2. 認為「媒體通常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負面的」方面，「非常不同意」

26 名（7.9%），「不同意」134 名（40.6%），「部分同意」93 名（28.2%），

「同意」38 名（11.5%），「非常同意」13 名（3.9%），「沒意見」26 名

（7.9%），平均值 2.60。受訪者傾向不認為媒體針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

導是負面的。然而，若將部分同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三個項目結合

在一起，仍有逾 40%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從媒體當中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

報導是負面的。 

3.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並不是受到社會大眾尊敬的一群人」方面，「非常

不同意」41 名（12.4%），「不同意」99 名（30.0%）「部分同意」108 名

（32.7%），，「同意」50 名（15.2%），「非常同意」22 名（6.7%），「沒

意見」10 名（3.0%），平均值 2.73。由於題目為反向問題，因此可解讀

為受訪者較傾向同意認為社會工作人員受到尊敬。若將部分同意、同意，

以及非常同意三個項目結合在一起，仍有逾 50%的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

人員並沒有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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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聲望很高的職業」方面，「非常不同意」33

名（10.0%），「不同意」141 名（42.7%），「部分同意」84 名（25.5%），

「同意」31 名（9.4%），「非常同意」4 名（1.2%），「沒意見」37 名（11.2%），

平均值 2.43。代表了受訪者傾向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不是一個聲望很高的

職業。 

5.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有趣的職業」方面，「非常不同意」23 名

（7.0%），「不同意」73 名（22.1%），「部分同意」129 名（39.1%），「同

意」56 名（17.0%），「非常同意」9 名（2.7%），「沒意見」40 名（12.1%），

平均值 2.85。顯示了受訪者傾向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不是一個有趣的職

業。 

6.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也會在工作中表現出他們的偏見」方面，「非常不

同意」5 名（1.5%），「不同意」31 名（9.4%），「部分同意」159 名（48.2%），

「同意」98 名（29.7%），「非常同意」15 名（4.5%），「沒意見」22 名

（6.7%），平均值 3.28。從結果來看，受訪者偏向同意社會工作人員會

在工作中表現出偏見。 

7.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在作決定別人命運的決策，往往很草率」方面，「非

常不同意」80 名（24.2%），「不同意」169 名（51.2%），「部分同意」

47 名（14.2%），「同意」4 名（1.2%），「非常同意」3 名（0.9%），「沒

意見」27 名（8.2%），平均值 1.95。受訪者傾向不同意社會工作人員會

草率的進行決策。 

8.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常常變成當事人的工具」方面，「非常不同意」11

名（3.3%），「不同意」60 名（18.2%），「部分同意」164 名（49.7%），

「同意」55 名（16.7%），「非常同意」12 名（3.6%），「沒意見」28 名

（8.5%），平均值 2.99。選擇部分同意的人數為最多，同意與不同意的

分布也相當接近，代表受訪者對於此題目並沒有太多的特別想法。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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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來看，略微偏向不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會常常變成當事人的工具。 

9.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在關注的議題上去影響社會政策」方面，「非

常不同意」18 名（5.5%），「不同意」53 名（16.1%），「部分同意」150

名（45.5%），「同意」85 名（25.8%），「非常同意」8 名（2.4%），「沒

意見」16 名（4.8%），平均值 3.04。從數據上來看，略偏向同意社會工

作人員有能力在自己關注的議題上去影響社會政策。 

10. 認為「社會工作人只對與自己相關的社會政策感興趣」方面，「非常不

同意」46 名（13.9%），「不同意」131 名（39.7%），「部分同意」81 名

（24.5%），「同意」28 名（8.5%），「非常同意」2 名（0.6%），「沒意見」

42 名（12.7%），平均值 2.34。從數據上來看，受訪者傾向不同意社會

工作人員只會對與自己相關的社會政策感興趣，也就是說，認為社會工

作人員會對許多社會政策感興趣。 

11.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基於社會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方面，

「非常不同意」11 名（3.3%），「不同意」75 名（22.7%），「「部分同意」

133 名（40.3%），「同意」84 名（25.5%），非常同意」8 名（2.4%），「沒

意見」19 名（5.8%），平均值 3.01。此題受訪者略傾向認為社會工作人

員會遵行社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工作，但逾 40%的受訪者，只部分同

意這點。 

12.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能夠決定要不要把小孩帶離他們的家庭」方面，「非

常不同意」44 名（13.3%），「不同意」111 名（33.6%），「部分同意」113

名（34.2%），「同意」42 名（12.7%），「非常同意」3 名（0.9%），「沒

意見」17 名（5.2%），平均值 2.52。受訪者傾向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並不

能決定要不要把小孩帶離他們家庭。 

13.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的權力被給得太多了」方面，「非常不同意」73 名

（22.1%），「不同意」154 名（46.7%），「部分同意」50 名（15.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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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3 名（0.9%），「非常同意」2 名（0.6%），「沒意見」48 名（14.5%），

平均值 1.96。顯示了受訪者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並沒有被給太多權力。 

14.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讓狀況變得更糟」方面，「非常不同意」94

名（28.5%），「不同意」163 名（49.4%），「部分同意」45 名（13.6%），

「同意」2 名（0.6%），「非常同意」1 名（0.3%），「沒意見」25 名（7.6%），

平均值 1.86。受訪者傾向不同意「社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讓狀況變得更糟」，

換句話說，認為社會工作人員能讓情況好轉。 

15.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基於專業道德在做事」方面，「非常不同意」4

名（1.2%），「不同意」17 名（5.2%），「部分同意」127 名（38.5%），「同

意」150 名（45.5%），「非常同意」26 名（7.9%），「沒意見」6 名（1.8%），

平均值 3.55。受訪者傾向認為社會工作基於專業道德在做事，但有相高

比例的樣本，選擇了部分同意，代表社會大眾可能對此有些疑義。 

16.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案主，他們不過是在工作」方

面，「非常不同意」52 名（15.8%），「不同意」157 名（47.6%），「部分

同意」92 名（27.9%），「同意」12 名（3.6%），「非常同意」2 名（0.6%），

「沒意見」15 名（4.5%），平均值 2.22。受訪者在此題呈現傾向不同意

情形，代表受訪者傾向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會真心關心案主。 

17. 認為「社會工作人員給社會大眾的印象不太好」方面，「非常不同意」

40 名（12.1%），「不同意」156 名（47.3%），「部分同意」86 名（26.1%），

「同意」24 名（7.3%），「「非常同意」2 名（0.6%），沒意見」22 名（6.7%），

平均值 2.33。此題亦為反向的題型，大致上社會大眾認為社會工作人員

的印象是不錯的，只是，仍有 26.1％的人選擇了部分同意，認為此處仍

有疑義。 

18. 認為「增加社會工作人員的數量是必要的」方面，「非常不同意」5 名

（1.5%），「不同意」9 名（2.7%），「部分同意」54 名（16.4%），「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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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名（36.7%），「非常同意」120 名（36.4%），「沒意見」21 名（6.4%），

平均值 4.11。顯見受訪者傾向同意增加社會工作人員的數量。 

表 4-1-2 社會工作人員公眾態度量表描述性統計數據（N＝330） 

題號 

百分比與人數 

平均 

分數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部分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沒意見 

1.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比較適合女

性的工作？ 

81 

(24.5% 

142 

(43.0%) 

77 

(23.3%) 

6 

(1.8%) 

1 

(0.3%) 

23 

(7.0%) 
2.04 

2. 媒體通常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

是負面的？ 

26 

(7.9%) 

134 

(40.6%) 

93 

(28.2%) 

38 

(11.5%) 

13 

(3.9%) 

26 

(7.9%) 
2.60 

3. 社會工作人員並不是受到社會大

眾尊敬的一群人？ 

41 

(12.4%) 

99 

(30.0%) 

108 

(32.7%) 

50 

(15.2%) 

22 

(6.7%) 

10 

(3.0%) 
2.73 

4.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聲望很高的

職業？ 

33 

(10.0%) 

141 

(42.7%) 

84 

(25.5%) 

31 

(9.4%) 

4 

(1.2%) 

37 

(11.2%) 
2.43 

5.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有趣的職

業？ 

23 

(7.0%) 

73 

(22.1%) 

129 

(39.1%) 

56 

(17.0%) 

9 

(2.7%) 

40 

(12.1%) 
2.85 

6. 社會工作人員也會在工作中表現

出他們的偏見？ 

5 

(1.5%) 

31 

(9.4%) 

159 

(48.2%) 

98 

(29.7%) 

15 

(4.5%) 

22 

(6.7%) 
3.28 

7. 社會工作人員在作可以決定別人

命運的決策時，往往很草率？ 

80 

(24.2%) 

169 

(51.2%) 

47 

(14.2%) 

4 

(1.2%) 

3 

(0.9%) 

27 

(8.2%) 
1.95 

8. 社會工作人員常常會成為當事人

的工具？例如：協助處理離婚夫妻

在孩子教養議題上的的爭執。 

11 

(3.3%) 

60 

(18.2%) 

164 

(49.7%) 

55 

(16.7%) 

12 

(3.6%) 

28 

(8.5%) 
2.99 

9. 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在他們關注

的議題上去影響社會政策？ 

18 

(5.5%) 

53 

(16.1%) 

150 

(45.5%) 

85 

(25.8%) 

8 

(2.4%) 

16 

(4.8%) 
3.04 

10. 社會工作人員只對與他們的工作

或處境相關的社會政策感興趣？ 

46 

(13.9%) 

131 

(39.7%) 

81 

(24.5%) 

28 

(8.5%) 

2 

(0.6%) 

42 

(12.7%) 
2.34 

11. 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基於

社會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 

11 

(3.3%) 

75 

(22.7%) 

133 

(40.3%) 

84 

(25.5%) 

8 

(2.4%) 

19 

(5.8%) 
3.01 

12. 社會工作人員能夠決定要不要把

小孩帶離他們的家庭？ 

44 

(13.3%) 

111 

(33.6%) 

113 

(34.2%) 

42 

(12.7%) 

3 

(0.9%) 

17 

(5.2%) 
2.52 

13. 社會工作人員的權力被給得太多

了？ 

73 

(22.1%) 

154 

(46.7%) 

50 

(15.2%) 

3 

(0.9%) 

2 

(0.6%) 

48 

(14.5%) 
1.96 

14. 社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讓狀況變得

更糟？ 

94 

(28.5%) 

163 

(49.4%) 

45 

(13.6%) 

2 

(0.6%) 

1 

(0.3%) 

25 

(7.6%)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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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續） 

15. 社會工作人員是基於專業道德在

做事的？ 

4 

(1.2%) 

17 

(5.2%) 

127 

(38.5%) 

150 

(45.5%) 

26 

(7.9%) 

6 

(1.8%) 
3.55 

16. 社會工作人員不是真正關心他們

的案主，他們不過是在工作？ 

52 

(15.8%) 

157 

(47.6%) 

92 

(27.9%) 

12 

(3.6%) 

2 

(0.6%) 

15 

(4.5%) 
2.22 

17. 在臺灣社會裡，社會工作人員給社

會大眾的形象不太好？ 

40 

(12.1%) 

156 

(47.3%) 

86 

(26.1%) 

24 

(7.3%) 

2 

(0.6%) 

22 

(6.7%) 
2.33 

18. 在臺灣，增加社會工作人員的數量

是必要的？ 

5 

(1.5%) 

9 

(2.7%) 

54 

(16.4%) 

121 

(36.7%) 

120 

(36.4%) 

21 

(6.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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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加總數據 

六個分量表分別為：服務、社會正義、尊嚴、人際關係、廉正，以及能力。

對應這六個分量表的題目加總計算，即可得到這些分量表的數據，如表 4-1-1 所

示。首先，關於服務的部分（第 1 至第 3 題），第 3 題因為有著偏負向的詢問方

式（犧牲自己個人權益），因此進行反轉處理，平均值為 3.15，代表受訪者對於

社會工作人員在「服務」相當重視。社會正義部分（第 4 至第 7 題，第 6 題反轉

處理）平均值 2.91，受訪者對於社會正義傾向同意，大致同意「社會正義」是社

會工作人員的核心價值。尊嚴（第 8 至第 10 題，第 9 與第 10 題反轉處理）平均

值 2.77，得到的平均值略低，但受訪者仍傾向同意「尊嚴」這個價值。人際關係

（第 11至第 13題）平均值 2.75，得分相較於其他社會工作人員的核心價值略低，

但有較高的標準差，代表受訪者之間的分歧度較大。整體而言，受訪者仍同意人

際關係是社會工作人員重要的核心價值。廉正（第 14 至第 16 題）平均值 3.22，

代表社會大眾大致願意相信社會工作人員，也代表社會工作人員是值得信賴的。

最後，能力（第 17 至第 19 題）平均值 2.81，受訪者也同意社會工作人員要有能

力，但標準差為角色知覺當中最高，代表受訪者對於能力這個分量表的回答，有

較大的歧異。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方面，在因素分析的過程當中有提到，因為尚不

清楚原作者 Kagan（2016）沒有因素分析的原因，且如何去設計題目。若將本量

表限縮為 1 個因素（即公眾態度整體），會發現到僅有第 2、6、7、10、12、13、

14、16、17 題，共 9 題，比較適合公眾態度的因素。然而，這些題目大多以負

向的方式進行詢問，除了第 6 題與第 12 題詢問方式較為中立之外可以直接加總

之外，其他的題目必須進行反轉計算，這樣才能夠計算出整體的公眾態度，公眾

態度整體計算出來的平均值為 3.62，受訪者大致上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態度是偏

好的。 

透過整合角色知覺的六個核心價值（服務、社會正義、尊嚴、人際關係、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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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力），以及公眾態度的相關題目，將之整合為新的七個連續變項，在後面

的篇幅中，將會以這七個連續變項為依變項，社會人口變項與接觸經驗為自變項

進行推論統計與迴歸分析。 

表 4-1-3 社會工作人員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分量表描述統計結果（N=330） 

題組（因素）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服務 3.15 0.37 

社會正義 2.91 0.33 

尊嚴 2.77 0.34 

人際關係 2.75 0.42 

廉正 3.22 0.40 

能力 2.81 0.45 

公眾態度 3.62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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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人口變項、接觸經驗，與角色知覺、公眾態度的關聯 

在本節，將探討的是受訪者在社會人口變項與接觸經驗各組之間的差異，對

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所造成的影響。使用的統計方法，若自變項

為兩組，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自變項為三組以上，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信賴區間皆為 95%，採雙尾檢定。如果 ANOVA 有達到顯

著，會進行事後比較的部分，採用雪費法（Scheffe）。在本節，也會一併討論討

論是否接受或拒絕假設。 

一、社會人口變項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 

（一）性別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 

表 4-2-1 針對不同性別在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之間的關聯性進行探討，可以

發現，性別在七個依變項之間，都沒有統計上的顯著。這代表了性別在角色知覺

與公眾態度之間沒有顯著的影響性。因此拒絕了假設 H1：性別與對社會工作人

員的角色知覺有關；也拒絕假設 H7：性別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表4-2-1 性別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t檢定（N=330） 

題組 組別 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顯著性 

1. 服務 
男性 137 3.17 0.38 

-0.59 .555 
女性 193 3.16 0.37 

2. 社會正義 
男性 137 2.93 0.35 

0.73 .463 
女性 193 2.90 0.32 

3. 尊嚴 
男性 137 2.75 0.35 

-0.56 .578 
女性 193 2.78 0.34 

4. 人際關係 
男性 137 2.75 0.45 

-0.06 .954 
女性 193 2.75 0.39 

5. 廉正 
男性 137 3.20 0.38 

-0.80 .427 
女性 193 3.23 0.41 

6. 能力 
男性 137 2.86 0.42 

1.75 .082 
女性 193 2.77 0.46 

7. 公眾態度 
男性 137 3.62 0.37 

0.27 .787 
女性 193 3.61 0.31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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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年齡，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 

教育程度與年齡的自變項都有三組以上，因此使用 one-way ANOVA 進行檢

定。前面提到在詢問受訪者教育程度，預設選項「國中或以下」及「高中（職）」

因為樣本數量過少，所以將之合併為新的選項：「高中（職）以下」。根據表 4-2-2

顯示，教育程度在公眾態度上的部分達到非常顯著的程度（F=11.91，p<0.001），

顯示了教育程度對公眾態度有著相當的影響，因此透過雪費法來進行事後比較。

表 4-2-3 顯示了高中（職）以下和大學／專科有非常顯著的差距（p<0.001），高

中（職）以下也和研究所以上有非常顯著的差距（p<0.001）。從平均差異來看，

高中（職）以下的受訪者，在公眾態度的得分上，小於大學／專科，以及研究所

以上的受訪者，而大學／專科的得分，又略小於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儘管未達

統計上的顯著），因此可以推測，教育程度越高，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

也就越好。根據上述部分，假設 H8：教育程度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

關，是被接受的；但假設 H2：教育程度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則

是被拒絕。 

年齡的部分，研究者刪除了未滿 20 歲的選項（非本研究的樣本），因為 40

歲以上的樣本數過少，因此研究者將 40-49 歲、50-59 歲，還有 60 歲以上的樣本

進行合併，合併為新的組別：40 歲以上，再進行 one-way ANOVA，得到表 4-2-2

的結果。年齡的部分，在尊嚴（F=3.22，p<0.05）、能力（F=3.55，p<0.05），及

公眾態度（F=6.25，p<0.01）的題組達到顯著。對這三個題組進行事後比較，如

表 4-2-4，尊嚴的部分，雖然在 ANOVA 中有達到顯著，但事後比較卻沒有任何

一組組內達到顯著，僅有 20-29 歲與 30-39 歲這兩組受訪者之間有接近顯著的程

度。能力部分，20-29 歲與 40 歲以上這兩組受訪者之間有達到顯著（p<0.05），

20-29 歲的受訪者得分相較於 40 歲以上的受訪者，在能力的得分上分數較低，代

表能力的部分，40 歲以上的受訪者相較於 20-29 歲的受訪者，更認為能力是社會

工作人員重要的核心價值。儘管未達顯著，但 30-39 歲的受訪者在得分上也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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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歲的受訪者，卻低於 40 歲以上的受訪者，因此可以推測，年齡越大，也就

越同意能力這個核心價值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重要性。 

關於受訪者年齡各組在公眾態度之間的差異性，根據表 4-2-4，可以發現到

20-29 歲的受訪者和 30-39 歲的受訪者之間有達到顯著（p<0.05），20-29 歲和 40

歲以上的受訪者之間的差距則接近顯著。從平均差異的部分可以發現，20-29 歲

的受訪者得分高於 30-39 歲的受訪者，代表相較於 30-39 歲的受訪者，20-29 歲

的受訪者有較高的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20-29 歲的受訪者得分也高於 40

歲以上的受訪者，且 30-39 歲的受訪者得分亦高於 40 歲以上的受訪者，因此可

以推測，年齡越小，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就越好。根據上述部分，H3：

年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是被接受的；H9：年齡與對社會工作

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也是被接受的。 

表 4-2-2 教育程度、年齡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ANOVA（N=330） 

題組 

教育程度 年齡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1. 服務 0.72 .490 0.92 .400 

2. 社會正義 0.40 .668 0.30 .740 

3. 尊嚴 2.83 .060 3.22 .041* 

4. 人際關係 1.96 .143 0.02 .985 

5. 廉正 1.14 .321 1.85 .159 

6. 能力 0.77 .464 3.55 .030* 

7. 公眾態度 11.91 .000*** 6.25 .002**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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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教育程度－ANOVA 顯著部分的事後比較（雪費法） 

達到顯著的題組 
教育程度 

平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選擇組 對照組 

7. 公眾態度 
高中（職）以下 

大學／專科 -0.32 0.07 .000* 

研究所以上 -0.33 0.07 .000* 

大學／專科 研究所以上 -0.01 0.04 .989 

註：*p<0.5 **p<0.1 ***p<0.001 

 

表 4-2-4 年齡－ANOVA 顯著部分的事後比較（雪費法） 

達到顯著的題組 
年齡 

平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選擇組 對照組 

3. 尊嚴 
20-29歲 

30-39歲 0.10 0.04 .056 

40歲以上 0.08 0.06 .428 

30-39歲 40歲以上 -0.02 0.07 .946 

6. 能力 
20-29歲 

30-39歲 -0.05 0.06 .668 

40歲以上 -0.21 0.08 .032* 

30-39歲 40歲以上 -0.16 0.09 .176 

7. 公眾態度 
20-29歲 

30-39歲 0.13 0.04 .011* 

40歲以上 0.15 0.06 .051 

30-39歲 40歲以上 0.02 0.06 .946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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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姻狀況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 

婚姻狀況原本分為：未婚、已婚、離婚、喪偶這四個選項，然而，因為離婚

和喪偶的樣本數過少，而且已婚的人數也遠少於未婚的受訪者，因此將已婚、離

婚，及喪偶的樣本合併為「有婚姻經驗」。在只有兩組自變項的情況下，採用獨

立樣本 t 檢定，得到表 4-2-5 的內容。根據表 4-2-5，婚姻狀況在服務及能力這兩

個題組有達到顯著。服務部分（t=-2.09，p<0.05），可以發現到無論未婚還是有

婚姻經驗的受訪者，都十分重視服務這個核心價值，平均值均達到 3 以上，而有

婚姻經驗的受訪者，比未婚的受訪者更重視社會工作人員在服務。能力部分

（t=-2.75，p<0.01），未婚及有婚姻經驗的受訪者大致上也認同能力對於社會工

作人員的重要性，有婚姻經驗的受訪者在平均得分上高於未婚的受訪者，代表有

婚姻經驗的受訪者，更認同能力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重要性。根據上述，假設

H4：婚姻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是被接受的；H10：婚姻狀況

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則是因不顯著而被拒絕。 

表4-2-5 婚姻狀況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t檢定（N=330） 

題組 組別 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顯著性 

1. 服務 
未婚 246 3.13 0.36 

-2.09 .037* 
有婚姻經驗 84 3.22 0.41 

2. 社會正義 
未婚 246 2.90 0.33 

-0.90 .367 
有婚姻經驗 84 2.94 0.33 

3. 尊嚴 
未婚 246 2.78 0.35 

1.46 .147 
有婚姻經驗 84 2.72 0.33 

4. 人際關係 
未婚 246 2.73 0.39 

-1.58 .115 
有婚姻經驗 84 2.81 0.47 

5. 廉正 
未婚 246 3.23 0.40 

1.19 .236 
有婚姻經驗 84 3.17 0.39 

6. 能力 
未婚 246 2.77 0.46 

-2.75 .006** 
有婚姻經驗 84 2.92 0.37 

7. 公眾態度 
未婚 246 3.63 0.33 

1.40 .162 
有婚姻經驗 84 3.57 0.35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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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工作背景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 

社會工作背景與角色知覺，及公眾態度是否有相關，根據表 4-2-6，發現到

在社會正義、廉正，以及能力上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社會正義（t=-3.55，p<0.001）

達到了非常顯著的程度，從平均數來看，兩組都同意社會正義對社會工作人員是

重要的核心價值。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得分比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來的

高，代表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相較於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較認為社會

正義是社會工作人員重要的核心價值。廉正部分（t=4.03，p<0.001），兩組皆認

為社會工作人員可以信賴，並願意信賴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平

均得分比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高，表示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更願意去信賴

社會工作人員。能力部分（t=-2.42，p<0.05），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得分較

高，表示非社會工作的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能力較為重視。基於上述部

分，接受假設 H5：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拒絕了假設 H11：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表 4-2-6 社會工作背景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t 檢定（N=330） 

題組 組別 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顯著性 

1. 服務 
社會工作背景 63 3.12 0.41 

-0.79 .428 
非社會工作背景 267 3.16 0.37 

2. 社會正義 
社會工作背景 63 2.78 0.30 

-3.55 .000*** 
非社會工作背景 267 2.94 0.33 

3. 尊嚴 
社會工作背景 63 2.81 0.36 

1.08 .280 
非社會工作背景 267 2.76 0.34 

4. 人際關係 
社會工作背景 63 2.77 0.45 

0.42 .677 
非社會工作背景 267 2.74 0.41 

5. 廉正 
社會工作背景 63 3.39 0.37 

4.03 .000*** 
非社會工作背景 267 3.18 0.39 

6. 能力 
社會工作背景 63 2.66 0.57 

-2.42 .018* 
非社會工作背景 267 2.84 0.40 

7. 公眾態度 
社會工作背景 63 3.64 0.33 

0.60 .547 
非社會工作背景 267 3.61 0.34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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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因為收集到不少社會工作背景的樣本，此處特別將角色知覺和公眾態

度量表呈現顯著的細項內容進行呈現，並更深入探討。如表 4-2-7 所示，在角色

知覺部分，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較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工作展現

熱忱（t=-2.15，p<0.05）、並且要有溫暖愛心的特質（t=-2.55，p<0.05）、要有正

義感和使命感（t=-2.33，p<0.05）、並且要能同情及憐憫弱勢（t=-4.26，p<0.001）。

雖然大致上仍認為社會工作人員可以表現自己情緒（t=-2.09，p<0.05），但相較

於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仍較認為社會工作人員在與

人相處時表現情緒。在信賴社會工作人員（t=2.32，p<0.05），以及不將責任歸咎

於社會工作人員（t=4.42，p<0.001），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有較高的分數。證

照部分（-t=4.43，p<0.001），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偏向不認為這是專業能力的

證明，但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認為證照可以作為專業能力的證明。 

表 4-2-7 社會工作背景對角色知覺－t 檢定顯著題目（N=330） 

角色知覺題目  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顯著性 

1. 社會工作人員要對自己的工作展現出熱忱？ 
是 63 3.10 0.49 

-2.15 .035* 
否 267 3.25 0.51 

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在服務過程當中展現出一些

特質，如溫暖，愛心？ 

是 63 3.04 0.60 
-2.55 .013* 

否 267 3.25 0.55 

4. 對於一個社會工作人員來說，心中要有強烈的

正義感和使命感？ 

是 63 2.87 0.58 
-2.33 .020* 

否 267 3.06 0.56 

5. 社會工作人員必須要能同情及憐憫弱勢族群？ 
是 63 2.65 0.62 

-4.26 .000*** 
否 267 3.02 0.65 

9. 社會工作人員在與人相處時，不能表現出自己

的情緒？ 

是 63 2.15 0.82 
-2.09 .037* 

否 267 2.37 0.71 

14. 社會工作人員和其他專業（如醫護人員）一起

共事的時候，我能夠也信賴社會工作人員的判斷，

即使他們的見解不一定跟其他專業人員相同？ 

是 63 3.11 0.60 
2.32 .021* 

否 267 2.92 0.58 

15. 若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事件（如：虐童致死）

發生時成為被批評的對象時，我能冷靜思考，探討

背後成因，不會將責任完全歸咎於社會工作人員？ 

是 63 3.64 0.51 

4.42 .000*** 

否 267 3.30 0.57 

18. 我覺得社會工作師的證照，可以作為社會工作

人員專業程度的證明？ 

是 63 2.44 0.99 
-4.43 .000*** 

否 267 3.02 0.67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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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態度部分，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相較於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

通常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有較低的態度。如表 4-2-7 所示，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

傾向認為媒體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負面的（t=5.20，p<0.001），且不受社

會大眾尊敬（t=3.13，p<0.01）。大致上，無論是不是社會工作背景出身，都不

認為社會工作是一個聲望很高的職業（t=-2.08，p<0.05），也不認為權力被給太

多（t=-2.08，p<0.05），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在這兩題的得分卻顯著低於非社

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增加社會工作人力的部分（t=2.80，p<0.01），無論受訪

者是不是社會工作背景出身都持同意的態度，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尤其贊同。

另外，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較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有趣的職業（t=2.37，

p<0.05），但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傾向不同意。 

表 4-2-8 社會工作背景對公眾態度－t 檢定顯著題目（N=330） 

公眾態度題目  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顯著性 

2.媒體通常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負面的？ 
是 63 3.12 0.89 

5.20 .000*** 
否 267 2.48 0.89 

3.社會工作人員並不是受到社會大眾尊敬的一群

人？ 

是 63 3.10 1.11 
3.13 .002** 

否 267 2.64 1.04 

4.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聲望很高的職業？ 
是 63 2.23 0.83 

-2.08 .039* 
否 267 2.47 0.82 

5.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有趣的職業？ 
是 63 3.08 0.96 

2.37 .019* 
否 267 2.79 0.84 

13.社會工作人員的權力被給得太多了？ 
是 63 1.78 0.81 

-2.08 .041* 
否 267 2.01 0.64 

18.在臺灣，增加社會工作人員的數量是必要的？ 
是 63 4.38 1.02 

2.80 .005** 
否 267 4.04 0.82 

註：*p<0.5 **p<0.1 ***p<0.001 

儘管單一題目的逐題分析不像整合的題目那樣具有代表性，也不適合直接用

來迴歸分析，卻也能夠看到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與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

的相異之處，進而釐清社會工作人員與社會大眾觀念或認知上的落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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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觸經驗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 

本部份除了第一項，與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經驗有無的樣本數為 330 之外，之

後變項（接觸形式、接觸頻率、社會關係、是否提到工作）的樣本皆為有接觸經

驗的社會大眾（N=181）。 

（一）接觸經驗有無與角色知覺（N=330） 

根據表 4-2-7， 接觸經驗的有無在廉正達到了非常顯著（t=5.13，p<0.001），

在公眾態度也達到顯著（t=2.01，p<0.05）。廉正部分，不論受訪者有無接觸社會

工作人員的經驗，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得分都相當高，也就是說，都願意信賴社

會工作人員。有接觸經驗的受訪者，相較於沒有接觸經驗的受訪者，有更高的得

分，代表更信賴社會工作人員。公眾態度部分，有接觸經驗的受訪者，得分比沒

有接觸經驗的受訪者有更高的得分，即更好的公眾態度。根據上述，假設 H6-1：

接觸的有無與對社會工作的角色知覺有關，及 H12-1：接觸的有無與對社會工作

的公眾態度有關，都得到了接受。 

表 4-2-9 接觸經驗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t 檢定（N=330） 

題組 組別 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顯著性 

1. 服務 
有 181 3.16 0.41 

0.52 .600 
無 149 3.14 0.33 

2. 社會正義 
有 181 2.90 0.36 

-0.50 .616 
無 149 2.92 0.30 

3. 尊嚴 
有 181 2.80 0.35 

1.75 .081 
無 149 2.73 0.33 

4. 人際關係 
有 181 2.73 0.43 

-0.64 .524 
無 149 2.76 0.40 

5. 廉正 
有 181 3.32 0.38 

5.13 .000*** 
無 149 3.10 0.38 

6. 能力 
有 181 2.79 0.47 

-1.04 .300 
無 149 2.84 0.41 

7. 公眾態度 
有 181 3.65 0.34 

2.01 .045* 
無 149 3.58 0.32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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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觸形式、接觸頻率、社會關係與角色知覺（N=181） 

接觸形式原本分為 8 個項目，由於各組的樣本數量分布不均，且某些組別過

少而可能導致統計的不精確，因此在接觸形式的選項，最後整併為四項：家人或

親人、常接觸的人（朋友／同事／鄰居）、接受過服務者，非上述但有接觸經驗。

合併為四個組別之後進行 one-way ANOVA，如表 4-2-8 所示。然而，接觸形式不

論在角色知覺的各個題組，還是在公眾態度的題組，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故

假設 H6-2：接觸的形式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還有 H12-2：接觸

的形式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這兩個假設皆被拒絕。 

接觸頻率部分，如表4-2-8所示，在公眾態度的部分達到顯著（F=2.59，p<0.05）。

針對公眾態度的部分進行事後比較，如表 4-2-9 的內容，沒有任何組別間的比較

達到顯著，因此認定為不顯著。根據上述，假設 H6-3：接觸頻率與對社會工作

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還有H12-3：接觸頻率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

這兩個假設皆被拒絕。 

社會關係部分，如表 4-2-8，在人際關係的題組達到顯著（F=3.08，p<0.05）。

進行事後比較，如表 4-2-10 所示，平等、對等關係與下對上之間的關係有達到

顯著（p<0.05）。檢視平均值差異的部分，發現平等、對等關係得分較下對上（受

訪者地位較社會工作人員低）來的低，代表地位較社會工作人員低的受訪者，相

較於地位與社會工作人員平等的受訪者，更注重人際關係這個核心價值對於社會

工作人員的重要性。就假設上來說，H6-4：社會關係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

覺有關，似乎是可以被接受的。因為在公眾態度的題目上未達顯著，因此 H12-4：

接觸頻率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是被拒絕的。然而，因為樣本分布

不均，且為難以合併的情況（上對下 8 名、平等／對等 136 名、下對上 37 名），

故此部分有待後續研究驗證。 

 

 

 



96 
 

表 4-2-10 接觸形式、接觸頻率、社會關係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ANOVA（N=181） 

題組 
接觸形式 接觸頻率 社會關係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1. 服務 0.73 .538 0.93 .447 0.69 .504 

2. 社會正義 0.82 .483 2.29 .062 0.33 .717 

3. 尊嚴 1.24 .297 0.59 .670 0.75 .473 

4. 人際關係 0.65 .584 0.19 .943 3.08 .048* 

5. 廉正 2.01 .114 0.62 .653 0.19 .827 

6. 能力 1.51 .215 1.17 .324 2.94 .055 

7. 公眾態度 0.62 .600 2.59 .038* 1.77 .173 

註：*p<0.5 **p<0.1 ***p<0.001 

 

表 4-2-11 接觸頻率－ANOVA 顯著部份的事後比較（雪費法） 

題組 
接觸頻率 

平均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選擇組 對照組 

7. 公眾態度 

每天接觸 

一週至少接觸一次 -0.05 0.08 .985 

一個月至少接觸一次 0.19 0.08 .274 

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0.04 0.07 .992 

一年以上接觸一次 0.03 0.08 .996 

一週至少接觸一次 

一個月至少接觸一次 0.24 0.09 .121 

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0.01 0.08 1.000 

一年以上接觸一次 0.08 0.08 .899 

一個月至少接觸一

次 

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0.23 0.08 .086 

一年以上接觸一次 -0.16 0.08 .439 

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一年以上接觸一次 0.07 0.07 .908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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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社會關係－ANOVA 顯著部份的事後比較（雪費法） 

題組 
婚姻狀況 

平均值差異 標準誤 顯著性 
選擇組 對照組 

4. 人際關係 
上對下 

平等、對等關係 0.07 0.16 .897 

下對上 -0.12 0.17 .760 

平等、對等關係 下對上 -0.20 0.08 .049* 

註：*p<0.5 **p<0.1 ***p<0.001 

（三）是否提到工作狀況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N=181） 

是否提到工作狀況，根據表 4-2-11，在廉正的部分有達到顯著（t=2.55，

p<0.05）。從平均值來看，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相處時，不論受訪者是否

會提到對方的工作狀況，大致上均非常信賴社會工作人員。會提到工作狀況的受

訪者，相較於不會提到工作狀況的受訪者，更願意信賴社會工作人員。假設H6-5：

是否提到工作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是被接受的。假設H12-5：

是否提到工作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關，則因不顯著而被拒絕。 

表 4-2-13 是否提到工作狀況對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t 檢定（N=181） 

題組 組別 總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test 顯著性 

1. 服務 
會 113 3.15 0.40 

-0.59 .553 
不會 68 3.18 0.42 

2. 社會正義 
會 113 2.89 0.38 

-0.59 .554 
不會 68 2.92 0.32 

3. 尊嚴 
會 113 2.80 0.35 

0.36 .722 
不會 68 2.78 0.36 

4. 人際關係 
會 113 2.73 0.44 

0.02 .987 
不會 68 2.73 0.42 

5. 廉正 
會 113 3.37 0.39 

2.55 .012* 
不會 68 3.22 0.35 

6. 能力 
會 113 2.79 0.50 

0.25 .804 
不會 68 2.77 0.42 

7. 公眾態度 
會 113 3.67 0.33 

0.85 .398 
不會 68 3.62 0.36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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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 

一、自變項與依變項 

根據 t 檢定和 ANOVA 分析的結果，角色知覺的題組（包含 6 個子題組／分

量表，服務、社會正義、尊嚴、人際關係、廉正、能力）和公眾態度的題組（經

因素分析後，排除 Kagan 的公眾態度量表的半數題目），各自有顯著影響的自變

項，且大致得知方向性，如表 4-3-1 所示。除了尊嚴沒有任何有顯著影響的自變

項外，其他依變項均有顯著影響的自變項。此時，需要進行迴歸分析來檢驗自變

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高低，藉此得知何種自變項最具影響力。 

表 4-3-1 角色知覺與公眾態度顯著變項一覽表 

題組／分量表（依變項） 
達成顯著的社會人口變項及 

接觸經驗相關變項（自變項） 

服務 婚姻狀況（有婚姻經驗者更重視服務） 

社會正義 社會工作背景（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者得分較低） 

尊嚴 原有年齡，但因事後比較不顯著排除 

人際關係 社會關係（達顯著，但未能看出方向性） 

廉正 

1. 社會工作背景（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者得分較高） 

2. 接觸經驗有無（有接觸經驗者分數較高） 

3. 是否談論工作（有談論工作者分數較高） 

能力 

1. 年齡（年齡越高越重視能力） 

2. 婚姻狀況（有婚姻經驗者更重視能力） 

3. 社會工作背景（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者得分較低） 

公眾態度 

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公眾態度越高） 

2. 年齡（年齡越高，公眾態度越低） 

3. 接觸經驗有無（有接觸經驗者公眾態度較高） 

原有接觸頻率，但因事後比較不顯著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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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虛擬迴歸與逐步迴歸 

（一）服務 

對服務造成顯著影響的自變項僅有婚姻，故此處自變項只帶入婚姻狀況（分

為未婚及有婚姻經驗兩組，重新編碼得到一組虛擬變項），以未婚的受訪者作為

參照組，結果如表 4-3-2 所示，F=4.38，p<0.05，表示迴歸有達到顯著，解釋力

1.3%。t 檢定達到顯著（t=-2.09，p<0.05），代表未婚的受訪者與有婚姻經驗的受

訪者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根據標準化係數，未婚的受訪者相較於有婚姻經驗的

受訪者，在對社會工作人員於服務這個核心價值上，有較低的得分。 

表 4-3-2  單因子虛擬迴歸-服務（N=330） 

R R2 調整後R2 F 標準化係數β t 

.115 .013 .010 4.38* -0.12 -2.09* 

註：*p<0.5 **p<0.1 ***p<0.001 

（二）社會正義 

與社會正義顯著相關的自變項為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分為社會工作背景與

非社會工作背景兩組，重新編碼得到一組虛擬變項），以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

為參照組，結果如表 4-3-3 所示，F=12.63，p<0.001，達到非常顯著的程度，解

釋力 3.7%。t 檢定達到顯著（t=-2.09，p<0.05），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和非社會

工作背景的受訪者之間有顯著差異存在。根據標準化係數，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

者，相較於非社工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在社會正義這個核心價值上，有較低的

認同度。 

表 4-3-3  單因子虛擬迴歸-社會正義（N=330） 

R R2 調整後R2 F 標準化係數β t 

.193 .037 .034 12.63*** -0.19 -2.09*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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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際關係 

對人際關係有顯著相關的自變項為社會關係，由於社會關係的部分，僅有與

社會工作與社會工作人員有接觸經驗的受訪者才會填答，因此此部分樣本數為

181。社會關係部分共分為三組：上對下、平等、對等關係、下對上。以樣本數

最高的平等、對等關係為對照組，將上對下與下對上兩組編碼進行虛擬迴歸。如

表 4-3-4，F=3.08，p<0.05，達到了顯著，兩組虛擬變項對於依變項解釋力 3.3%。

t檢定部分，上對下的受訪者，與平等、對等關係的受訪者之間未達顯著，代表

兩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下對上的受訪者與平等、對等的受訪者兩組之間有顯著

差異（t=2.47，p<0.05）。根據標準化係數，下對上的受訪者相較於平等、對等

關係的受訪者，較同意人際關係作為社會工作人員的核心價值。上對下與下對上

這兩組虛擬變項之間，沒有共線性關係存在。 

表 4-3-4  單因子虛擬迴歸-人際關係（N=181） 

R R2 調整後R2 F 

.183 .033 .023 3.08* 

註：*p<0.5 **p<0.1 ***p<0.001 

表 4-3-5  標準化係數-社會關係與人際關係 

組別 標準化係數β t 
共線性計算 

允差 VIF 

(常數)  73.61***   

上對下 

(虛擬變項) 
0.04 0.47 .988 1.012 

下對上 

(虛擬變項) 
0.18 2.47* .988 1.012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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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廉正 

對廉正有顯著關聯的自變項有，社會工作背景、接觸經驗有無、是否談論工

作，談論工作這個變項，填答的樣本數僅有 181，此處使用 181 作為統計的樣本，

然而，這樣一來，接觸經驗有無就難以得知其解釋力（因為全部的樣本均為有接

觸經驗）。如表 4-3-6 所示，進行社會工作背景與是否談論工作，兩個自變項的

逐步回歸。兩個自變項加入後均達顯著：加入是否談論工作後 F=6.48，p<0.05；

加入社會工作背景後 F=5.45，p<0.01。影響最為顯著的為是否談論工作，有 3.5%

的解釋力，所有的自變項加入後有 5.8%的解釋力。t 檢定的部分也達到顯著，是

否談論社會工作 t=2.13，p<0.05；社會工作背景 t=2.07，p<0.05。標準化係數都

呈現正數，表示會跟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談論工作的受訪者，較不會談論工

作的受訪者更願意信賴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較非社會工作背

景的受訪者更願意信賴社會工作人員。根據共線性計算判斷，兩組自變項無共線

性存在。 

表 4-3-6  逐步迴歸分析-廉正（N=181） 

投入變項 R R2 R2增加量 F 標準化係數β t 
共線性計算 

允差 VIF 

是否談論工作 .187 .035 .035 6.48* 0.16 2.13* .964 1.038 

社會工作背景 .240 .058 .023 5.45** 0.15 2.07* .964 1.038 

*註：*p<0.5 **p<0.1 ***p<0.001 

如果將所有樣本都納入考量，嘗試將三個變項都進入逐步迴歸，SPSS 系統

會自動篩除未達顯著的自變項，如表 4-3-7 所示，接觸經驗有無的部份被系統篩

除，代表在迴歸的部分，接觸經驗無法對依變項廉正提供足夠的解釋力。是否談

論工作與社會工作背景依然達到顯著，是否談論工作 F=27.67，p<0.001；社會工

作背景 F=16.80，p<0.001。是否談論工作依舊有最大的解釋力，對依變項有 7.8%

的解釋力，加上社會工作背景有 9.3%解釋力。t 檢定部分，是否談論工作 t=4.07，

p<0.001；社會工作背景 t=2.36，p<0.05。標準化係數都呈現正數，代表會與社會

工作人員談論工作的受訪者，更信賴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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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更願意信賴社會工作人員。在共線性計算的部分，

顯示自變項之間並無出現共線性的情形。因為在此處只有 181 個樣本有進行填答，

因此總共有 149 個遺漏值，可能影響了解釋力，但廉正部分，不論樣本數採計

330 個還是 181 個，都可以發現是否談論工作有最強的解釋力。 

表 4-3-7  逐步迴歸分析-廉正（N=330） 

投入變項 R R2 R2增加量 F 標準化係數β t 
共線性計算 

允差 VIF 

是否談論工作 .279 .078 .078 27.67*** 0.23 4.07*** .867 1.153 

社會工作背景 .305 .093 .015 16.80*** 0.13 2.36* .867 1.153 

*註：*p<0.5 **p<0.1 ***p<0.001 

（五）能力 

對能力有顯著關聯的自變項有，年齡、婚姻狀況、社會工作背景。帶入逐步

迴歸之後，因為年齡被系統排除，因此只有婚姻狀況與社會工作背景被帶入，年

齡在能力的部分沒有足夠的解釋力。如表 4-3-8 所示，社會工作背景與婚姻狀況

均達顯著，社會工作背景 F=9.01，p<0.01；婚姻狀況 F=7.62，p<0.01。社會工作

背景的解釋力比較強，有 2.7%，加入婚姻狀況後，解釋力為 4.5%。t 檢定部分，

社會工作背景 t=-2.84，p<0.01，達到顯著；婚姻狀況 t=-2.47，p<0.05，也達到顯

著。標準化係數部分，因為在設定虛擬變項的時候，研究者選擇參照社會工作背

景及未婚。兩個自變項的標準化係數均為負數，換句話說，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

訪者，相較於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更重視社會工作人員的能力；已婚的受訪

者，也較未婚的受訪者更重視社會工作人員的能力。在共線性計算的部分，並無

出現共線性的情形。 

表 4-3-8  逐步迴歸分析-能力（N=330） 

投入變項 R R2 R2增加量 F 標準化係數β t 
共線性計算 

允差 VIF 

社會工作背景 .164 .027 .027 9.01** -0.15 -2.74** .989 1.012 

婚姻狀況 .211 .045 .018 7.62** -0.13 -2.47* .989 1.012 

*註：*p<0.5 **p<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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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眾態度 

對公眾態度有顯著關聯的自變項有：教育程度、年齡、接觸經驗有無，進行

逐步迴歸後，接觸經驗有無因為不顯著，被系統排除，表示接觸經驗有無沒辦法

解釋公眾態度。如表 4-3-9 所示，年齡與教育程度均達到顯著，年齡 F=11.19，

p<0.01；教育程度 F=9.18，p<0.001。對公眾態度解釋力最強的為年齡，有 3.3%。

顯著的自變項加總起來的解釋力為 5.3%。t 檢定部分，年齡有達到顯著（t=-2.93，

p<0.01），教育程度有達到顯著（t=2.64，p<0.01）。標準化係數部分，年齡呈現

負數，代表年齡越大，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越不好；教育程度的標準化

係數為正數，代表教育程度越高，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越好。共線性計

算的部分，並無出現共線性的情形。 

表 4-3-9  逐步迴歸分析-公眾態度（N=330） 

投入變項 R R2 R2增加量 F 標準化係數β t 
共線性計算 

允差 VIF 

年齡 .182 .033 .033 11.19** -0.16 -2.93** .976 1.024 

教育程度 .231 .053 .020 9.18*** 0.14 2.64** .976 1.024 

*註：*p<0.5 **p<0.1 ***p<0.001 

（七）小結 

綜合上述針對六個依變項的迴歸分析，可以發現到各個自變項的解釋力（R2）

數值都不大。雖然自變項對依變項有顯著的影響，但似乎還有其他的因素在干涉。

另外，樣本數不足且抽樣的誤差也可能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綜觀本章第二節

與第三節得到的結論，對於社會工作人員角色知覺最相關的自變項為社會工作背

景。社會工作背景與角色知覺量表當中的社會正義、廉正，及能力三個依變項均

達顯著。在公眾態度部分，以年齡與教育程度為主要影響變項。接觸經驗有無雖

然在獨立樣本t檢定的結果，與廉正及公眾態度有達成顯著，但在逐步迴歸裡，

發現在其他的變項（如：社會工作背景、是否談論工作、教育程度、年齡）介入

的情況下，對於依變項的解釋力不足而遭到SPSS系統排除。這表示接觸經驗有

無和廉正或公眾態度可能存在虛假關係。因此，假設H6-1：接觸的有無與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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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以及H12-1：接觸的有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

度有關，這兩個假設從接受改為被拒絕。年齡的部分，進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

在尊嚴、能力，及公眾態度上有達到顯著，但因為在事後比較的部分因為不顯著

排除了受訪者年齡對尊嚴這個社會工作人員核心價值的影響力，又在逐步迴歸當

中，年齡在能力的部分因為解釋力不足遭到系統排除，僅有在公眾態度上保持顯

著，故假設H3：年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也遭到拒絕。所有的

自變項、有顯著關係的依變項，及最後接受的假設，如表4-3-10所示。 

表4-3-10 自變項、顯著的依變項，與最後接受的假設一覽表 

自變項 有顯著關係的依變項 最後接受的假設 

性別 無 無 

教育程度 公眾態度 
H8：教育程度與對社會工作人員

的公眾態度有關。 

年齡 

尊嚴（事後比較不顯著） 

能力（迴歸解釋力不足） 

公眾態度 

H9：年齡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

眾態度有關。 

婚姻狀況 
服務 

能力 

H4：婚姻狀況與對社會工作人員

的角色知覺有關。 

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 

社會正義 

廉正 

能力 

H5：是否為社會工作背景出身與

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

有關。 

與社會工作人員 

接觸經驗有無 

廉正（迴歸解釋力不足） 

公眾態度（迴歸解釋力不足） 
無 

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

接觸形式 
無 無 

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

接觸頻率 
公眾態度（事後比較不顯著） 無 

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

社會關係 
人際關係 

H6-4：社會關係與對社會工作人員

的角色知覺有關。 

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

相處時，是否提到工作狀況 
廉正 

H6-5：是否提到工作狀況與對社會

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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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意象是一種認知的過程，

會不斷接受刺激而改變，進一步影響到人們對於某人、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或態

度，甚至影響到行動。國內外針對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相關研究，通常以媒體所

形塑的社會工作人員，或「公眾態度」為主。例如新聞媒體如何報導社會工作人

員，或娛樂媒體當中，社會工作人員是如何被呈現在觀眾面前（李沐蓁，2010；

Freeman & Valentine, 2004; Henderson & Franklin, 2007; Edmondson & King, 

2016）。或探討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的知識、與其他專業比較，

還有態度（LeCroy & Stinson, 2004; Dennison et al, 2007; Cramer, 2015; Kagan, 

2016; Spear, 2016）。過去的研究較少探討「社會工作人員應有的特質」（角色知

覺），因此本研究特別把社會工作核心價值（服務、社會正義、尊嚴、人際關係、

廉正、能力），與社會大眾對社會工作人員常有的刻板印象相結合，嘗試探討社

會大眾的心目中，社會工作人員應具備的性格、能力，與行動。經過資料收集以

及統計分析之後，得到本研究的結論，並與過去的研究進行呼應及對照。本研究

的結論，如下列幾項： 

一、 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呈現較為正面的觀感，但仍容易與「志工」混淆 

本研究從角色知覺量表、公眾態度量表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得知，受訪者對於

社會工作人員，在角色知覺上，認為社會工作人員要對工作有熱忱，要溫暖有愛

心、有正義感與使命感、樂於接納他人，真誠待人，並發揮協調性。基本上是可

以信賴的一群人，繼續保持進修和持有證照是重要的。希望社會工作人員有正義

感，但不傾向於採取較為激烈或有爭議性的行為，如參與社會運動。比較希望社

會工作人員用比較和緩的方法去影響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和法案。社會工作人員

雖然也要是接納的、真誠的，以及溫暖的，但應該要有所底線，不能因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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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隱藏自己情緒，或是要接納別人所不願接納的人事物。人際關係對於社會工作

人員來說相當重要，只是展現出來的真誠比能言善道的本事重要。認同社會工作

人員不斷精進，但對社會工作人員是否應持有研究所以上的學歷，持較保留態度。

大致上，社會大眾認為六個核心價值都很重要，但特別重視服務，也認為社會工

作人員值得信賴。 

在公眾態度部份，並不會覺得社會工作人員特別適合女性從事，雖然受到大

家尊敬，而且媒體報導的名聲也沒有說很差，甚至正面居多，但會覺得社會工作

人員不是什麼有地位且有趣的工作。受試者也認為社會工作人員，能夠關心社會

政策，並且在決策時會思考和評估，不草率，但會不會按照社會上的價值觀或意

識形態行事則持有保留態度。真心待人。依照專業道德做事，覺得形象不錯，但

沒有什麼太大的權力，還有目前還需要更多的社會工作人員，整體上顯示社會大

眾對社會工作人員有還不錯的公眾態度得分。 

從上述部分，乍看之下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似乎有著開放和相

當正向的理解，並採取認同的態度，希望他們個性溫和、對工作有熱忱，真心待

人。回到前置題目問到的，對社會工作人員的直覺印象，330 位受訪者當中，依

然有 112 位(約 33.9%)會把社會工作人員與「志工」相混淆；即使是有接觸過社

會工作人員的 181 位受訪者，也還是有 54 位受訪者（約 29.8%），與「志工」

相混淆。社會工作人員的形象和專業度雖然逐漸得到認同，但是仍未完全與志工

脫鉤。而且，在本研究的有效樣本中，有 63 位是社會工作背景。若為非社會工

作背景的 267 人，則有 99 位(約 37.1%)會把社會工作人員，與志工相混淆，顯示

仍有近四成的社會大眾不是很清楚「社工」與「志工」的差別。如同文獻探討章

節中，提到的社會工作起源，這應該是工作性質、歷史背景和語言因素所導致的。

但能有現在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的有較為正向的看法，學術界和實務界的努力，

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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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人口變項與接觸經驗對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的關聯 

研究者探討了社會人口變項和接觸經驗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也就是角

色知覺和公眾態度的關聯性，角色知覺又可再區分為六個核心價值，公眾態度則

是根據 Kagan(2016)的量表進行探討。與角色知覺最為相關的自變項為「是否為

社會工作背景出身」、「婚姻狀況」，還有與社會工作人員的「社會關係」及「是

否提到工作狀況」。上述四個自變項對應到角色知覺的部分，「是否為社會工作背

景出身」與社會正義、廉正，及能力達到顯著，與廉正呈現正相關，即社會工作

背景的受訪者對於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對社會工作人員有較高的信賴；但

與社會正義及能力呈現負相關，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相較於非社會工作背景

的受訪者，有較低的得分。表示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較信賴社會工作人員，

但是對於社會正義及能力這兩項核心價值上的要求，沒有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

者來的高。 

「婚姻狀況」與服務及能力有顯著相關，都呈現正相關，有婚姻經驗的受訪

者會更重視社會工作人員服務與能力的部分。「社會關係」與人際關係有顯著關

係，但沒辦法看出趨勢，只能得知地位較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低的受訪者，

相較於與社會工作人員呈現平等、對等關係的受訪者，更重視人際關係。「是否

提到工作狀況」與廉正相關，會與最常接觸的社會工作人員，提到工作狀況的受

訪者，相較於不會提到工作狀況的受訪者，更願意信賴社會工作人員。角色知覺

量表中，僅有尊嚴這個依變項（核心價值）沒有和任何自變項（社會人口變項或

接觸經驗）有顯著關係。 

公眾態度部分，採用 Kagan（2016）的公眾態度量表，因為因素分析萃取出

來的因素過多，最後研究者決定將因素限制為一個，即量表的整體情況，並且排

除了其中一半沒有相關性的題目構成了依變項公眾態度。與公眾態度有顯著相關

的自變項有教育程度及年齡，教育程度呈現正相關，年齡呈現負相關。表示教育

程度越高，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越好；年齡越大，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

 



108 
 

公眾態度印象則越不好。 

社會人口變項與接觸經驗的部分，因為樣本收集上有所偏誤，導致樣本必須

重新合併，例如「婚姻狀況」，沒有足夠數量的「離婚」或「喪偶」的樣本，且

過度集中於「未婚」和「已婚」，因此需要合併。「教育程度」與「年齡」也有類

似的情形，但此非研究者的本意，抽樣及樣本收集的問題，以及將自變項的組別

進行合併，都會影響到統計的數據，因此期待後續研究能進一步探討。 

三、社會工作背景與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差異 

研究者在第四章當中，曾特地針對「社會工作背景」和「非社會工作背景」

的受訪者，進行了量表的逐題比較，並把顯著的題目列出。雖然在角色知覺僅有

社會正義、廉正，與能力達到顯著，並且公眾態度呈現不顯著的情形。但比較兩

組之間的逐題的差異，還是可以發現到以下的差異，角色知覺部分有：社會工作

人員的工作熱忱、溫暖愛心的特質、正義感與使命感、憐憫與同情心、是否應該

工作時表露情感、是否信賴社會工作人員，以及證照的議題。這些部份，如溫暖

愛心、正義感與使命感、或憐憫心同情心，通常是社會工作人員被社會大眾認為

應該有的特質，數據顯現的結果也與此吻合，非社會工作背景出身的受訪者有較

高得分。雖然在廉正部分的題型可能因為社會期待而影響受訪者答題，社會工作

背景的受訪者，還是較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有更顯著且更高的得分，代表

更強烈表示願意相信社會工作人員。 

公眾態度部份，雖然經過因素分析萃取出來的變項，兩組之間並沒有達到顯

著，但如果針對全部的題目進行逐題比較，並針對顯著的部分進行探討，可以得

到以下的發現：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會認為媒體上有關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偏

向負面，並且沒受到社會大眾尊敬，但非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並不這麼認為。

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偏向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是有趣的工作，但非社會工作背景

的受訪者有不同看法。兩組都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不是聲望很高的職業，並且沒有

被給太多權力，但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得分更低；兩組都認為我國需要更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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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有更強烈的同意意見。透過角色知覺與公眾

態度量表逐題探討，結果顯示了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對於社會工作人員，一

方面在刻板印象上沒有非社會工作背景的人強烈，可是對於自己的職業，也較為

悲觀。 

四、討論 

臺灣的社會工作發展雖然有數十年，但專業化不過二十年左右的光景，跟美

國相比可說落後不少。在國情方面，美國也有種族的問題存在，例如 Dennison

等人（2007）就把種族納入人口變項之一，臺灣雖然也有不少非漢人的種族，但

種族議題不如美國來的廣泛被討論，差異性也沒有像美國那麼大，因此本研究並

未把種族納入社會人口變項之內。美國雖然社會工作起源較早，但社會工作人員

在美國也沒有被好好的了解，因此 Dennison 等人也提到，在 2005 年的時候，美

國全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開始

致力於讓社會大眾更能了解社會工作的內容，與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也取得了

不差的成效，有更多人想要了解社會工作。因此激發了 Dennison 等人進行研究

的想法，研究結果有提到與社會工作人員有接觸的學生，會對社會工作領域較感

興趣。研究者因此將接觸經驗納入研究的自變項之一。根據樣本分析結果發現，

接觸經驗的影響力卻不及社會人口變項，甚至接觸經驗有無這個自變項，沒有跟

任何依變項呈現顯著的相關性。反而是社會工作背景這個變項有較顯著的相關性。

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可能起因於樣本及抽樣的因素所導致。 

劉庭歡（2013）的研究發現，社會工作學系的學生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看法

雖然正向居多，卻也有部分學生是以悲觀的角度看待社會工作人員這個職業，這

部分與本研究相符合，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對於自身職業較為理解，但卻有著

悲觀角度。Cramer（2016）的研究結果提到了，知識越高，或是認識社會工作人

員，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態度會越正向，教育程度與知識有相關性存在，教育程度

越高，知識即越高，但教育程度與對社會工作人員的並沒有相當顯著的差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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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研究，教育程度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公眾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這部分是本研

究與 Cramer 的研究不同之處。 

公眾態度採用 Kagan(2016)的量表，前面章節有提到過，本研究得到的

Cronbach’s α 值，比在以色列低了許多（以色列得到的 α 值為.89，本研究的 α 值

為.655）。差異的原因，可能有翻譯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臺灣和以色列在環境上

的差異，包括語言，社會狀況，以及社會工作歷史…等。整體而言，本研究的樣

本，在數據的呈現上，相較於以色列，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有比較正面的結果。臺

灣的社會工作人員，雖然還有許多待遇上和認同上的問題，跟亞洲彼端的以色列

相比，仍有較高的被認同度和較佳的形象。不過，臺灣的社會工作人員，就沒有

像以色列那樣，嚴格立法保障具有社會工作人員資格（如社會工作學位），才可

以從事社會工作，這或許也是我國的社會工作日後可以考慮的方向。 

許多文獻提到媒體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重要性，因為對社會大眾來說，如果

他們沒有跟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的機會，他們就會從媒體當中吸收社會工作的相關

知識，以這些資訊來形塑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從 Zugazaga 等人（2006）針

對社會工作人員在媒體中的角色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社會工作是正向的，但

是卻是粗心的。根據本研究的公眾態度量表內容可以得知，其實臺灣社會大眾，

並不會認為社會工作人員粗心或會讓狀況變更壞，這一點跟文獻所提到不同。臺

灣的李沐蓁（2010）收集了十年份的報紙資料，在其中發現了報紙最常登載有關

社會工作人員的特質，像是友善的、關懷人群的。這部分也與本研究角色知覺量

表的結果吻合，社會大眾會希望社會工作人員有這些特質。這也符合了公眾態度

量表當中的第 11 題：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基於社會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

（此題在本研究中測得的數據偏向同意）。 

與過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嘗試結合了網路，並且對符合條件的（設籍於

中華民國臺澎金馬的成年國民）進行調查，要探討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

看法，本身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角度進行。此類調查研究的難度，因為樣本母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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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龐大，與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或公眾態度過往的研究不多，使得研究接近一個

探索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有許多需要精進的部份，仍待後續的研究繼續探討

本研究的未竟之處。但可以確定的是，臺灣的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意

象，已有相當的基模和印象，儘管，「社工」、「志工」傻傻分不清楚的人，還是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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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從由於題目及研究設計的方式，在研究過程及撰寫上有著相當的限制，

因此仍待後續研究持續支持，本研究的限制如下： 

(一) 過去相關文獻不多，針對此研究的支持略為不足： 

現代的社會工作雖然已有百年歷史，但仍為新興專業，國內的專業化也僅約

二十年的時光。關於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相關的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並且擴及各種領域，並且以臺灣的狀況來說，社會上對於社會工作以及社會工作

的需求度越來越高，但是文獻大多數針對的是特定族群，如兒童與親少年、身心

障礙者、婦女、或是少數族群…等，或針對某些社會現象進行探討，如親密暴力、

長期照護…等。較少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或是社會工作的意象或形象進行探討，不

光是國內的文獻，國際的文獻也付之闕如，因此在過去相關研究的文獻探討上，

有著不小的困難度，也較少可用的實證研究、理論，或研究工具可供參考。 

(二) 研究工具的編纂不易： 

研究工具的部分，國內外的研究在針對社會工作意象或公眾態度的相關研究

也並不多，大部分也僅是在調查小群民眾，如學生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看法，調

查學生對於社會工作的知識，或是在實習經驗之後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看法（劉

庭歡，2013；Dennison et al, 2007）。或針對近幾年針對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

的新聞報導進行分析的研究（李沐蓁，2010）。上述研究雖然能夠為本研究提供

些許文獻上的支持，但其實對於研究工具的產出並沒有非常直接的幫助。大多數

的研究僅能協助研究者釐清國內外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些許特徵，並將

之整理出來，如表格 2-3-1 所示。少數的文獻，例如 Cramer（2015）、Kagan（2016），

才對社會工作的意象與公眾態度切合主題。其中，對於本研究幫助相當大的為

Kagan（2016）研究中的公眾態度量表，經研究者與原作者聯繫之後，得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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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修改程式和臺灣使用的內容。 

除公眾態度量表之外，尚缺其他種類的研究量表。本研究探討的假設，與社

會大眾與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有關，因此需要接觸經驗的相關研究，潘淑滿

（2016）的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裡面包含了接觸經驗的題型，徵求使用同意之

後，將之修正為適用於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量表。最後，為社會工

作人員角色知覺相關的量表，前段提到研究者經過整理文獻所得的表 2-3-1，這

代表在文獻當中所得到的，社會大眾或特定族群，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看法，或

是認為社會工作人員應該做什麼。這部分與郭丁熒（2016）的角色知覺的概念相

吻合。然而該研究使用的量表，是用來調查大學生的角色知覺，與社會工作人員

基本上無關，因此本研究要使用的量表，變成研究者需重新設計量表內的題目。

最後參考了美國全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SW）（2017）於 1996 年所公布的社

會工作六個核心價值。雖然，依照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 2006

年大會通過（2008 內政部同意核備）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倫理原則總共有七

項：尊重、關懷、正義、堅毅、廉潔、守法、專業，但其實不脫 NASW 在 1996

年的六個核心價值，核心價值似乎比較能夠切合角色知覺的概念，即社會工作人

員應該有什麼樣的行為，藉此重新設計題目。最後，角色知覺量表雖然經過專家

效度，以及預試的過程，最後擬定出正式量表的內容。但其一，考量到問卷長度

以及受試者的答題意願，以及答題者心目中可能會有的「正確答案」（社會期待）。

例如廉正（integrity）這個核心價值，按照 NASW 的解釋，為社會工作人員要以

值得信賴的方式行事（social workers behave in a trustworthy manner）。此部分就

相當難以設計題目，最後不免略微改變原意，讓這部分的題目，轉變為「社會大

眾是否覺得社會工作人員是值得信賴的」。 

一般來說，量表題目不宜過多，避免受試者因覺得麻煩而放棄填答。依照吳

明隆（2011）所提到的原則：設計問卷題目進行預試時，分量表需要約 4-6 題作

為預試題目，以備刪減之用，經過專家效度和預試之後，最終宜剩下 3-5 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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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的題目。其實 3-5 題，嚴格說起來，並不足代表一個核心價值的內容，

因此，量表的題目雖然有經過專家效度和預試的流程，但對於但一個核心價值的

確定，還需要再進行後續研究。 

(三) 透過網路的方式發送問卷，迅速但有其侷限性： 

不可否認地，現在是網路和 3C 產品的時代，在幾乎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

的年代，以智慧型手機的功能來說，可以代替電腦使用。只要是智慧型手機的用

戶，特別是使用 Google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手機，幾乎都有 Google 帳號，因此

這也是當初透過 Google 表單的方式發送問卷的原因。特別是在樣本母體數很大

的情況下。以本研究為例，以統計施測時的時間點來計算，2017 年十月的臺灣

成年人（年滿 20 歲）的人口數為 19,091,360。母群體人口數極大的情況下，透

過統計軟體得到的需求樣本數也會相對較大，在需要的樣本較多的情況下，發送

問卷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就是一個較佳的方法，至少方便、快速、而且可近性高

（願意填答者，只要手機拿起來就可以進行了）。文獻提到，網路問卷的可靠性

與紙本問卷相差無幾。（游森期、余民寧，2006）問題在於發送問卷的管道，儘

管研究者希望盡可能擴展樣本數，一方面使用自己的人際網絡（透過滾雪球的方

式發送問卷給朋友填答，再請他們協助轉發出去）﹔另一方面，研究者透過台灣

最大的社群網站－批踢踢實業坊（PTT）來進行問卷發送的工作。 

上述兩種方式為網路問卷主要發送的途徑，卻又出現下列問題： 

1. 透過人際網絡發送問卷，較可以掌握問卷的填答者，也可以讓友人再透

過自己的人際網絡發送問卷（滾雪球抽樣），理論上較容易擴及到比較

大的範圍，讓樣本較接近人口的分布情形。由於研究者為社會工作系所

的學生，加上工作場所的關係，周遭的人即使不是社會工作的從業者，

對於社會工作通常也有基本理解。只能委由這些友人，盡可能多散發給

多一點的友人（特別是非社會工作背景的人）。雖然回收的樣本填答率

較高，且可靠度較高。缺點是，這種方式可能會造成人情壓力，可能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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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對方的填答及轉發意願降低，也可能造成問卷作答上有社會期待的效

果。 

2. 使用社群網站發送問卷，需要遵守網路禮儀。大家常用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不過這些涉及較多個人機敏資訊的媒介，若沒有透過粉絲團

的話不容易跟自己現實生活以外的人群互動，網路論壇則不同。臺灣人

常用的網路論壇其實並不僅止於 PTT，還有很多的論壇，如 Dcard、巴

哈姆特、Mobile01 等大大小小的網路論壇。然而大多數的網路論壇，

並不歡迎張貼這類問卷連結的行為，甚至使用規章也嚴禁此類行為。不

然就是使用的人口群過於特定集中，例如巴哈姆特和 Dcard，目標對象

集中於年輕族群（大多為大專院校以下的人口群，甚至是國中國小的學

生）。因此 PTT 成為最佳選擇。PTT 有各種主題的看板，其中有些看版

有很高的人氣，但這些看版通常性質都不適合（例如討論電玩遊戲、運

動競賽、甚至是成人話題的看板），就是看版的版規限制（如果違反看

版的版規，除了容易招致網友反感，更可能因為違規而被管理者處分）。

只能公然的張貼在 Q_ary，也就是問卷看版中，在此處張貼連結，網友

的填答意願較高，前提是須提供充足的誘因。例如正式問卷的最後，有

額外設計了詢問個人資料：PTT ID 和 E-mail 信箱的題目，以供想要的

得到小禮物的受試者填答。研究者在預試階段並沒有提供禮物，在沒有

提供禮物的情況下，網友回答意願顯然下降許多。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

不知道連結頁面的人無法找到，還是有其侷限性。 

3. 得到的樣本都會傾向有接近的樣態，經由張貼問卷連結在 PTT 得到的

樣本，年齡的部分相似性較高，以 20-30 歲居多，因為 Q_ary 主要的使

用人群以年輕族群或研究生居多。即使是從研究者的人際網絡當中進行

滾雪球抽樣，也是物以類聚，例如委託給 40 歲以上的朋友幫忙，也大

多回收 40 歲以上的樣本，或是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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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母體相當龐大，抽樣方法不易符合常態分配： 

前段提到了母體的數據相當的大，以及施測當時的臺灣人口，然而基於

Google 的隱私權政策，其實並無從得知有多少的臺灣成年人有 Google 帳號（姑

且不論重複註冊這類情況），研究者使用了統計軟體 G*Power 進行需要樣本數的

計算，還有盡可提發送問卷連結，最後回收的資料數量還是不符合實際的人口分

布狀況，（社會人口變項的四個項目：性別、教育程度、年齡，及婚姻狀態。研

究者原先參照的標準為性別比例）。但樣本的收集方式（便利抽樣及滾雪球），本

身就不是以符合常態分配的原則去收集，由於有效樣本當中，男女都有相當的數

量（男性 137 位，女性 193 位），因此還是嘗試進行了 t 檢定與 ANOVA。但樣本

數和抽樣偏誤，仍不免在統計分析上造成偏誤，例如在本研究迴歸分析的部分，

自變項對依變項解釋力不佳，接觸經驗有無可能和依變項有虛假關係存在，這部

分有待後續的研究改進與克服。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然並非是研究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意象（知覺與態度）的首

次研究，但以下仍有幾點值得後續的研究進行參考： 

（一）後續研究建議： 

1. 透過 3C 產品、網際網路，以及社群軟體進行研究已成為新趨勢，儘管

基於網路的匿名性，包括可以重複註冊等方式，讓透過網路進行研究有

一大難處。但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或是電腦隨處可用的情況下，這

必然成為未來的新趨勢。希望日後有其他的學術單位或主管單位，能夠

更重視此部分，建立符合我國人口常態分配比例的樣本群體，以茲日後

其他研究使用。 

2. 社會工作人員的意象，包含角色知覺，還有公眾態度，這些概念的測量，

並非像這樣子的一個初探性研究能詳盡探討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看法，絕非幾道問卷的題目所能詳細測量出來，此部分仍有待日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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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探討，以期修訂出更具有信效度的量表，以提升後續研究的可靠性。

由於抽樣的方法，以及樣本的可得性，少部份的樣本，例如婚姻狀況中，

較為缺乏「離婚」與「喪偶」的樣本，年齡當中也缺乏「40-49 歲」、「50-59

歲」，及「60 歲以上」年齡的樣本，這些也導致了樣本偏頗，此部分待

後續研究探討。 

（二）實務建議： 

1. 許多文獻都有提到媒體的重要性，對沒有接觸過社會工作及相關人員的

社會大眾來說，媒體（含網路）可說是唯一汲取相關訊息的管道。我國

的社會工作機構，雖然幾乎都有建置網站，但基本上點閱率並不高。大

型機構通常有公關部門，但依照 Wong（2009）的研究，公關部門提升

的是機構的知名度，而非社會工作本身。因此建議主管單位（衛生福利

部，或各縣市的社會局處），可以與轄區內的社會福利機構和學校，合

辦聯合宣導，並經由政府的預算拍攝影片，透過電視或網路的方式傳播，

以此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工作的理解程度。 

2. 另外，社會工作背景的受訪者對於自身的評價較低，針對成因進行探討，

找出是否能透過教育或實務上的措施，提升社會工作人員對自己的自信

與權能。近期，研究者得知民間也有人在進行社會工作人員的待遇調查

（飽螺的社工甘苦便條紙，2018），結合薪資待遇的議題一同探討，也

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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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A： 

    (1) 問卷題目稍嫌多。 

    (2) 本問卷為強迫作答，對於有些題目不想表達意見的人未能給予尊重，建議若要強

迫作答，也許要放一個"不確定"或"沒意見"的選項(放在最旁邊)，只是之後在處

理資料時，這些題目要處理成遺漏值，不能記分。 

    (3) 對於沒有聽過社工人員的人，這樣的問題是否適合填答？是否要在沒有接觸的那

一項在分"有聽過"與"沒聽過"，對於沒聽過的人，這份問卷就不需要填答了。又

社工人員本身也可能會填這份問卷，所以是否要在問關係上加上一項"自己是社

工人員"呢？ 

    (4) 還是要具名嗎？因為個資很詳細(年齡、學歷、性別和教育程度等)，覺得具名不

太適合。因為已經登入 google 帳號了，就可以確認只填一次，無須具名。 

    (5) 請問這份網路問卷要如何發送出去？讓接觸與沒接觸過社工的人數不會太懸殊？

宜注意一下喔！因為接觸和沒有接觸過的人，應該在一些觀點上會有不同。以上

建議供參酌。 

    專家 B： 

    (1) 角色知覺分量表 30 題的答題方向(滿意不滿意)顛倒了，不確定是錯誤或是故意設

計？ 

    (2) 公眾態度分量表的第八與第十一題語意不很清楚。 

    專家 C： 

    (1) 題目面向很廣，但個人覺得題數有點多，除非是很有興趣的人，不然很容易中途

就放棄。 

    專家 D： 

    (1) 有些問項會有「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落差，也就是社工「應該」如此、但「實

然」未必如此，需要更清楚說明你想要受訪者回答的立足點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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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述這個落差可能是因為未清楚區隔「社會工作」與「社工人員」所致，例如我

認為「醫學是濟世救人」、但「不是所有醫師都濟世救人」，同樣的道理。因此你

要問的是對「社會工作」或「社工人員」的態度，受訪者的回應可能會有差異。 

    專家 E： 

    (1) 其實社會上對於社會工作還不一定孰悉，或是講白了，人們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想

像可能是慈濟、志工。因此你需要先過濾大家到底在想的是哪一種人。建議可以

放一些這類題目，看他們可否區分的出來。 

    (2) 因為你是要給社會大眾填寫，最好找不同社經地位的人幫忙做預試，例如勞工、

白領、家庭主婦等，這是表面效度，最好不要用線上，最好將題目，特別是自己

設計的題目，去請問他們，問他們是否看得懂，這叫做認知訪談，統計課有教過

喔。特別是有些題目有些太深，擔心一般民眾不懂。 

    (3) 對於社工價值的題目，我擔心有社會期待(social desirability)效果，恐怕變異性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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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眾對社會工作人員意象調查問卷 

 

前置題目  

1. 本問卷僅能填答一次，請必須登入您的 Google 帳號，請問您願意參與嗎？  

□我同意協助進行本研究（如不同意，請直接關閉本頁面，請勿作答） 

  

2. 請問您年滿 20 歲了嗎？ 

（1） 是；（2）否。 

 

3. 請問您是目前設籍在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國民嗎？ 

（1） 是；（2）否。 

 

4. 請問您曾經做過本問卷的預試問卷嗎？（請在下方輸入「是」或「否」） 

                                 

您好： 

  感謝您願意撥冗來填寫這份問卷。這份問卷的內容是關於臺灣民眾對於社會工作人員意象調查的問

卷，目的是希望能夠了解您對於目前臺灣社會工作人員的理解程度及看法，收集的資料也僅供本研究使

用，不會洩漏任何關於您的訊息及作答內容，請安心作答。收集的資料會在論文完成之後，進行銷毀，

敬請放心。本問卷當中的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請依照您自身的狀況回答即可。完成問卷之後，請確定

您確實地填寫了每一題，沒有漏答。非常感謝您的配合，如果您有疑問或指教，也歡迎您隨時來信至

paratwilight@gmail.com。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潘淑滿 博士 

研究生： 蘇福明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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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您聽過「社會工作」或「社會工作人員（通常簡稱為社工）」這些名詞嗎？ 

（1） 是；（2）否。 

 

6. 您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直覺印象為何？（請選出最接近您想法的選項，或是在「（6）其

他」這個選項中，填入您的想法。） 

   （1）在醫院或公家機關裡面穿著顯眼的背心，熱心的指引到訪者的人； 

  （2）有著特定的服裝（類似宗教團體），並且有組織性的一群人； 

   （3）是利用自己閒暇時間，想多為社會盡一份心力的人； 

   （4）通常有規律的上下班時間，但會依服務內容和服務對象而有所不同； 

   （5）沒有特別想法；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請問您是社會工作的相關從業人員（曾任也算），或是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的學生或畢業

生嗎？ 

（1） 是；（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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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單選） 

1. 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性；（2）女性。 

 

2. 請問您的年齡是位於？ 

   （1）未滿 20 歲；（2）20-29 歲；（3）30-39 歲；（4）40-49 歲；  

    （5）50-59 歲；（6）60 歲以上。 

 

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為？ 

   （1）國中或以下；（2）高中（職）；（3）大學／專科； 

    （4）研究所以上。 

 

4. 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 

 （1）未婚；（2）已婚；（3）離婚；（4）喪偶。 

    

第二部分：和社會工作人員接觸經驗（單選題） 

1.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曾任也算）有無接觸經驗？ 

    （1）有； 

   （2）無。（系統將直接跳至第三部分） 

 

2.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經驗是？（以最常接觸者為主） 

    （1）住在一起的家人； 

   （2）未同住的親人； 

  （3）朋友； 

   （4）同事（上司/同事/屬下）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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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鄰居； 

   （6）非上述關係但有接觸經驗； 

  （7）接受過社會工作人員服務； 

   （8）其他；                                  

 

3.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的接觸頻率是？（以最常接觸者為主） 

    （1）每天接觸； 

   （2）一週接觸至少一次； 

  （3）一個月至少接觸一次； 

   （4）每年至少接觸一次； 

  （5）一年以上接觸一次。 

 

4.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互動時，您與對方的相處模式大都是？（以最常接觸  

  者為主） 

 （1）上對下（您的角色為上司、長官、師長、長輩、顧客）； 

   （2）平等、對等關係； 

  （3）下對上（您的角色為下屬、雇員、學生、後輩、服務人員）。 

 

5. 請問您和社會工作人員互動時，會聊到對方的工作狀況嗎？（以最常接觸者 

   為主） 

 （1）會； 

  （2）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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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對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單選） 

此部分主要是要了解您對於社會工作人員的角色知覺，即您感覺社會工作人員是什麼樣的一群人，要有

什麼樣的特質。請仔細閱讀每一題，然後選出最符合自己感覺的選項。 

 沒

意

見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社會工作人員要對自己的工作展現出熱忱？      

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在服務過程當中展現出一些特質，如溫暖，愛心？      

3. 社會工作人員要有犧牲自己個人權益（如休假、薪資）的覺悟？      

4. 對於一個社會工作人員來說，心中要有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      

5. 社會工作人員必須要能同情及憐憫弱勢族群？      

6. 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問題或不公義的事情出現時，上街陳情抗議也是他

們被期待要做的工作？ 
     

7. 社會工作人員有能力影響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或法案（如年金制度、弱

勢族群保障、兒童及青少年的福利等等…）的制訂？ 
     

8.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展現開放與接納的態度，不論他們接觸的服務對象給

別人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9. 社會工作人員在與人相處時，不能表現出自己的情緒？      

10. 社會工作人員特別適合去接觸並協助一些容易被汙名化或一般人較少

接近的人群（如街友、愛滋病患者）？ 
     

11.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能言善道、身段柔軟，讓接觸到每個人都能滿意？      

12.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表現出自己的真誠，來對待接觸到的服務對象？      

13. 社會工作人員需要負起機構、組織，或各單位之間，有效協調人事物的

責任？ 
     

14. 社會工作人員和其他專業（如醫護人員）一起共事的時候，我能夠也信

賴社會工作人員的判斷，即使他們的見解不一定跟其他專業人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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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若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事件（如：虐童致死）發生時成為被批評的對象

時，我能冷靜思考，探討背後成因，不會將責任完全歸咎於社會工作人

員？ 

     

16. 社會工作人員當中，偶爾也會有品行不良的人存在，我仍願意相信社會

工作人員，不會因為少數人做壞事而影響到對社會工作人員整體的印

象？ 

     

17. 社會工作人員參加繼續教育（如進修課程，研討會議）很重要？      

18. 我覺得社會工作師的證照，可以作為社會工作人員專業程度的證明？      

19. 研究所以上的學位，對於社會工作人員來說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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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態度 

此部分主要是要了解您對於社會工作人員這個職業有甚麼樣的想法。請仔細閱讀每一題，然後選出最符

合自己感覺的選項。 

 沒

意

見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比較適合女性的工作？       

2. 媒體通常對社會工作人員的報導是負面的？       

3. 社會工作人員並不是受到社會大眾尊敬的一群人？       

4.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聲望很高的職業？       

5. 社會工作人員是一個有趣的職業？       

6. 社會工作人員也會在工作中表現出他們的偏見？       

7. 社會工作人員在作可以決定別人命運的決策時，往往很草率？       

8. 社會工作人員常常會成為當事人的工具？例如：協助處理離婚夫

妻在孩子教養議題上的爭執。 

 
     

9. 社會工作人員們有能力在他們關注的議題上去影響社會政策？       

10. 社會工作人員只對與他們的工作或處境相關的社會政策感興趣？       

11. 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基於社會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       

12. 社會工作人員能夠決定要不要把小孩帶離他們的家庭？       

13. 社會工作人員的權力被給得太多了？       

14. 社會工作人員往往會讓狀況變得更糟？       

15. 社會工作人員是基於專業道德在做事的？       

16. 社會工作人員不是真正關心他們的案主，他們不過是在工作？       

17. 在臺灣社會裡，社會工作人員給社會大眾的形象不太好？       

18. 在臺灣，增加社會工作人員的數量是必要的？       

 



附錄三：正式量表(紙本範例) 
 

139 
 

 

贈獎及抽獎活動（非必答） 

以下部分為非必答的題目，為了感謝您完成這份問卷，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

留下您的 PTT ID，或是 E-mail。若不想參加抽獎及贈獎，請直接提交即可。不

過請注意，因為本問卷只能填答一次，所以一旦送出即不得變更，因此如果您

想參加贈獎及抽獎活動，請務必在送出問卷前，檢查您的聯絡資訊。本部分收

集的個人資訊，僅供贈獎及抽獎活動使用，不會流出，敬請放心。再次感謝您

的作答！ 

 

1. 請問您的 PTT ID 是？（將直接贈送稅前 100P，約於 12/1 統整名單後統一送出） 

                                                    

 

2. 請問您的 E-mail？（將從受試者 Email 地址中，以抽籤方式抽出 10 位幸運的受試

者，抽獎獎品內容為超商商品卡，面額 200 元 1 位、100 元 3 位，以及 50 元 6 位。若

想要參加抽獎，請務必留下您常使用的 Email，約於 12/1 進行抽選，並進行聯繫。若

逾七天無法聯繫，將由其他受試者遞補。）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耐心與配合，也謝謝您的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