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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社會工作者受僱為政府部門員工的機會也跟著上升。

在政府科層組織中，透過制度化程序的運作，確實較可保證服務的充裕性與有效

性，但同時科層化的反功能也不可避免地發生，甚而影響到服務的功效。政府科

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結合乃是勢在必行，因此社會工作者面對政府科層組織

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時，所產生的因應與調適便成為一個值得重視之議題！ 

    目前台灣雖許多論述皆提及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與衝突，但實際

為文討論或進行研究可謂少之又少。據此，本研究之目的為：(1)瞭解區域社福

中心社會工作實務之施行。(2)探索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影響之面貌。

(3)探討社會工作者面臨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衝突之調適與因應策略。

(4)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作為未來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之參考。 

    在研究方法與設計上，採取質性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

心之社會工作者。抽樣方式選擇立意選樣策略，以提供深度與多元社會實狀廣度

之資料，最後獲得 8位訪談對象。資料收集方法以深度訪談法為主，採取半結構

化的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時間為 2010年 6月至 10月。 

    本研究主要發現為：(1)雖然區域社福中心確具科層體制特質，但由於其屬

外派單位，而較似鬆散之科層(loosely coupled-system)，基層實務工作人員的

自主性高，所受外在或上級的管制較少，亦不受其他部門的牽制與影響，有利於

專業自主之提升。(2)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之影響展現在三大方

面：a.有法源作為依據，雖可使社會工作者在工作時有所參照，更可保障案主權

益，但卻潛藏著經常面臨福利無法到位之危機。b.身處民眾、民意代表、局裡長

官等政治氛圍中之社會工作者，可能遭遇原屬於社會工作專業的評估與裁量權，

似乎蕩然無存之困境 c.不論個案工作或方案執行，皆須通過層層關卡同意才得

以施行，雖更確保個案評估與處遇以及方案設計之服務品質，但反而造成實務工

作上之困擾。(3)面對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的因應與調適有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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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a.合作，試圖與政府科層組織一起合作，找出對彼此雙方最為有利的解決

問題方式。b.妥協，經由溝通彼此不同的意見以滿足自己和對方的部分利益，藉

此取得共同接受的共識。c.逃避，產生鴕鳥心態或是形成官僚性格，認為身處政

府科層組織有許多的逼不得已，只好隨波逐流，避免自己傷痕累累。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針對政府科層提出四點建議，包括：(1) 以「諮詢式科

層」(advisory bureaucracy)取代傳統科層；(2)調整科層最佳效能作為專業實

施之後盾；(3)運用裁量權以彌補福利法規之不足；(4) 建立溝通協調機制。此

外，亦針對社會工作者提出四點建議，包括：(1)事先瞭解政府科層組織之生態；

(2)堅守自己的信念；(3)提升溝通與協調之技巧；(4)持續充實自己的能量。以

此作為未來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之參考。 

 

關鍵字：政府科層組織、社會工作專業、區域社福中心、因應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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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chances of social workers employed as 

government employees are escalating. Within th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institutionalized working process does ensure the adequ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services; however,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coming with hierarchy 

inevitably which may even bring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ervice.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is an imperative, as the result, the issue of how social workers react and 

adjust when they face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on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at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referring to the influ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dissertations which really 

get involved into this issue are few. Accordingly,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understand the executive situation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regional social welfare 

center; (2)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governmen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on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3) to analyze social workers’ reactions and adjustments 

strategies when they faced the conflict between governmen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8 social workers in regional social welfare 

centers in Taipei city and county. Data was collected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The 

data collection period was from June to October in 2010.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urvey are as below:  

1. Although the regional social welfare centers contain the feature of hierarchy, they 

belong to dispatched units which are more similar to loosely coupled-systems. Basic 

level staffs of regional social welfare centers own more independence so that 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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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d higher authorities won’t put much restriction and constraint on them.  

2. There are three impa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 Social workers provide ser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at not only give 

social workers a reference but also protect client’s rights. However, abiding by law 

lurks a potential crisis which may hurt the completeness of welfare. 

B. Social workers surrounding by public, delegates and senior officers may lose 

their evaluating and measuring power original belonging to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C. Social workers have to acquire layers and layers permission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to execute programs. This may ensure the accuracy of workers’ case 

assessment and program design; it also brings besetment to social work practice. 

3. There are three strategies used by social workers to react and adjust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on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 corporations, b. 

compromise, and c. avoid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1) replacing advisory 

bureaucracy with traditional hierarchy; (2) adjusting hierarchy efficiency to its best in 

order to support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execution; (3) promoting social worker’s 

power in decision-making for service to supplement the shortage of welfare 

regulations, and (4) building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system.  

 

Keywords: government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regional 

social welfare center, reaction and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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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代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的興起，導源於工業化、都市化，致使傳統社會結構

與功能的式微。社會的快速變遷，舊有的價值標準被揚棄，而新的價值標準尚待

建立，由於缺乏一致的認同標準，使人們在享受物質文明之餘，在心理上卻產生

了許多矛盾、衝突與困擾。這些問題的複雜性，非有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運用專

門的知識與專業的技巧，無法加以妥善解決，更突顯社會工作專業的必要性(張

煜輝，1992)。 

    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照顧弱勢族群成為政府的法定職責，助人工作開始納

入福利科層體系(施教裕，1996a)，為有效地將福利服務透過輸送體系提供於福

利人口群，社會工作者受僱為政府部門員工的機會也跟著上升，社會工作遂與國

家功能息息相關(余漢儀，1999)。民國五十四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

會政策」中，遂訂定「設立社區服務中心」，並「僱用曾受專業訓練之社會工作

人員，負責推動各項工作」，而後逐步在各縣市推行，直至今日全國各縣市皆已

設置社會工作者。在縣市政府社會工作制度建制裡，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以

下簡稱為區域社福中心)作為政府福利服務輸送體系之一環以及回應民眾福利需

求之第一道窗口，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福利措施施行效能與

人力素質高低息息相關，社會工作者不但是推展社會福利的尖兵，更是落實福利

政策的執行者，社會福利制度與福利服務目標之達成，亦有賴於社會工作者之配

合，因此社會工作者攸關民眾福祉甚鉅(詹玉容等，2005)。 

    然而，工業社會中兩種最常見的組織形式便是專業團體與科層組織，而公部

門直接服務則是兼具此兩種組織形式。在科層組織中，透過制度化程序的運作，

確實較可保證服務的充裕性與有效性，但同時科層化的反功能也不可避免地發

生，尤其是在所謂「專業次文化」的從中影響下，使得問題複雜化，甚而影響到

服務的功效(蘇信如，1983)。Hugman(1991)認為專業一旦被納入國家機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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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運轉，其工作目標即受國家政策決定，專業所能作主的只剩如何達成目標

之方式，亦即只有技術上之自主，而無意識形態之獨立。施教裕(1996a)亦提及

政府對專業工作的內涵及方法固然不見得會加以干預，但科層的例行行政作業程

序和經費資源使用規範的限制及拘束，即可能足夠使社會工作者疲於奔命或應

付，而無暇專心於專業工作內涵及方法的改善和提升。 

    社會工作者在長期受訓過程中，已由社會化吸收各種專業規範與價值，並建

立起專業功能，自不願於執行業務時受限於科層體制的律則，理想之專業工作者

被期待高度功能自主，此種自主性在科層體制中常見削減(陳武雄，1996)。許多

國內外學者皆指出科層組織將入侵社會工作者之自主性，限制其創造性，降低工

作效率。因社會工作實務是一個個別化之過程，但科層的限制迫使其例行公事，

將不同的情境視為相同，拋棄社會工作者既有的使命與技巧。社會工作者發現其

個人及專業價值，往往與組織價值相衝突，而當工作者擁有的自主性愈少，愈無

法將價值轉化為行動，除非增加能力去察覺並移除組織中對於服務輸送時的障礙

(Wilbur & Finch, 1976；Hartman, 1991)。 

     蘇英足(2004)在都會住宅拆遷與社會工作—科層分工與專業自主之省思一

文中亦提及，在住宅拆遷案中，社會工作者除了本身認可的協助弱勢者之角色

外，更被期待擔任勸離的角色，這種由上而下的目標取向，與社工專業中強調根

據專業評估而擬定處遇計畫是相互衝突的，特別是當社會工作者的判斷與長官的

認知有落差時，必須妥協的經常是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自主在科層體

制中無法有效地發揮與施展，相對地造成社會工作者的挫敗與對專業的懷疑。從

王怡人(2007)的一段自白中，更可看見一個社會工作者處於專業與科層之間的拉

扯：「處於公部門身分曖昧的環境與工作實踐中，曾經不加思索地隨國家思維而

行，卻也在專業自主的思維中省思社會工作的定位、任務、服務提供、責信，感

受外在制約與內心理性的競合與撕裂。」 

    過去自己兩次在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實習的經驗中，亦經常感受到專業與

科層組織間的游移、矛盾與衝突。作為一個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既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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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者、調查者、資源管控者，同時亦是個助人者，對於服務對象既協助又控

制，擺盪於專業與組織之間，究竟應堅持對專業的承諾，以案主最大利益為考量，

或是應認同組織所賦予之使命，一切依法行政，以法令程序為依歸？最近看完「不

能沒有你」後，亦在思考當一個助人者遇到無能為力的情形時，似乎習慣選擇躲

在「依法行政」的保護傘翼下，然而做出那樣的選擇時，心裡難道沒有一絲的猶

豫與掙扎？當我只是一個實習生時，實習結束後遂回到學校，這個只需對社會工

作專業承諾的場域，曾經有的游移、矛盾、衝突與掙扎便不復在，但做為一個實

務工作者，每天處在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的拔河裡，又該何去何從？ 

    由前所述，或許我們是該開始思考社會工作專業進入政府科層組織之合適

性，但相較於律師與醫師等社會大眾認可之專業，社會工作者由於傳統被社會賦

予的慈善角色，愛心與對社會的關懷，便成為維繫社會工作者從事助人專業的力

量，在這樣治癒與照顧角色之間的選擇，亦影響到社會工作專業形象與地位的塑

造與爭取(林祥堡，1991)。社會工作在缺乏可用的籌碼下，仰賴對社會問題處遇

的專業知能，逐步取得國家的認可，便是取得合法性，以保障其專業地位與獲得

專業權力。再加上社會工作達成「社會正義」之終極目標，具體的作為便是改善

社會之不平等，為達成此目的必須對社會與政府具有一定之影響力，因此在經由

專業發展以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地位時，也是同時爭取達到社會正義目的之正當

專業權力(林祥堡，1991)，社會工作專業進入政府科層組織，似乎便是一條勢在

必行之路。 

    鄭怡世(2010)檢視英國國家社會工作發展之過程，亦發現最核心影響來自於

國家權力而非專業自主性，國家的理念與意識型態將引導、模塑、控制社會工作。

同時，國家也是社會工作建立專業地位與權威的來源；若是如此，我們必須思考

社會工作者將如何和國家權力相處？專業的自主性能否、如何擺脫國家權力對社

會工作的模塑與控制？周月清(2002)也提醒社會工作者進入公部門受到僵化科

層體制的限制，是否已經成為公務人員的社會行政者？我們必須思考究竟公部門

之社會工作者是上級長官政令執行的公務員呢？還是社會工作專業為案主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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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社會工作者呢？既然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之結合，乃是勢在必行，為

避免社會工作者受到科層體制之限制而拋棄原有之使命，淪為執行政令之公務

員，社會工作者面對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與衝突時，所產生的因

應與調適便成為一個值得重視之議題！ 

    目前台灣雖許多論述皆提及社會工作專業與科層組織之差異與衝突，但實際

為文討論或進行研究可謂少之又少。僅有劉淑瓊(1983)開啟社會工作者於科層組

織中之衝突的討論，蘇信如(1983)則從社會工作行政、科層體制與個案工作三者

之間關係進行探討，而後始有方雅麗(1999)從廢除公娼事件中看到社會工作者在

政府中的工作困境以及蘇英足(2004)從住宅搬遷案中看科層與專業自主之衝突

等四篇文獻。從劉淑瓊(1983)開始，歷經約二十年後，亦有方雅麗(1999)與蘇英

足(2004)繼之，可見專業與科層之衝突，幾經時日仍是存在且須受到重視之議

題，但論述與研究卻稀稀落落，是否社會工作專業與科層組織之衝突，已有共識

成為「不能說的秘密」？當我們越是隱晦不談，對於這些困境越是無法解決。 

    除了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外，目前台灣對於區域社福中心社

會工作者相關研究，亦點出其他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場域所面臨的困境，包括流動

率高(謝秀芬，1999；黃碧霞，1999)、個案負荷量重、工作壓力大、業務過於繁

雜(謝秀芬，1999)、兼辦行政業務、福利預算萎縮、消極角色之界定、身處公部

門的限制(蘇麗瓊，1992)、專業地位不足、工作績效難以衡量(黃碧霞，1999)等。

Dominelli(1997)便認為對於困境感到無力解決，將形成冷漠的心態，或是形成官

僚性格，變成缺乏安全感，盡全力保住工作，對人失去興趣，服務缺乏彈性；其

影響所及不僅傷害服務專業關係，更近一步造成公部門社工人員不斷流失，危及

專業傳承。社會工作者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基石，基石不斷流失可能形成專業的發

展危機與造成專業經驗無法有效延續傳遞之困境(方雅麗，1999)。 

    為解決這些困境，開始許多針對公部門社會工作者個人之研究，例如：督導

行為對社會工作者之影響(翁淑卿，1995；呂學榮，2007)、離職行為與離職傾向

(滕青芬，1987)、工作壓力與激勵策略(戴芝苓，1998)、職業倦怠(楊蓓，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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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專業認同、工作滿足與留職意願(王绣蘭，1998)等。但當我們暸解社會工作

者這些個人特質或傾向時，並無法減去其工作疲乏或減緩人力流失之困境，亦會

落入苛責社會工作者之窠臼。然而，亦有研究方向著重於結構面與專業制度的探

討，像是機構工作環境對曠職與工作滿意之影響(蔡啟源，1992)，期待能夠從結

構與制度面著手，以改變現有之困境，但面對環境劇變與重重阻礙，實務上的因

應卻仍侷限在制度結構的微調，如提升員額與薪資、爭取納編、推行證照制度等

等，而事後證實這些改變僅能緩減公部門社工的不滿足，並不能真正促進社會工

作者的工作滿足，公部門社工的流動率依然未有改善(蔡啟源，1992；呂勻琦，

1995)。 

     欲改革政府科層組織，並非短期內能夠立竿見影、一蹴可幾。因此，研究

者期待將焦點再度回到社會工作者身上，想問難道社會工作者面臨政府科層組織

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時，只能順應現實？或是形成所謂的官僚性格？亦或選擇

離職轉換崗位？甚至是離開社會工作專業？並且試圖以社會工作者主觀的角

度，除了視其在實務場域所面臨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外，並暸解

當社會工作者遭遇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之衝突如何發展出因應及調適

之策略，或許當我們更能詳細地描繪，便更能從中抽絲剝繭而找到出路。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台灣獨特的社會工作發展脈絡下，社會工作者進入政府科層組織有其背景

與原因，政府需要社會工作者來推行與落實社會福利政策、解決多元且複雜之社

會現象與問題，而社會工作亦需仰賴政府以保障自身之專業地位與權力。然而，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工作者進入科層組織亦是不可避免之趨勢，因此探討政府科

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關係有其必要性。 

    再之，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確實存在著本質上之差異，而這些差

異將造成社會工作者從事專業服務時的矛盾與衝突，進而影響服務品質與案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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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甚至使社會工作者產生不如歸去之想法，導致社會工作專業人力嚴重流失。 

    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結合乃本研究關注之焦點，不論是政府或民

間機構等較大型之組織，皆可能是科層組織，本文欲將研究焦點置於政府部門之

科層組織，乃是由於一般而言政府被視為最典型且最複雜之科層組織，且在台灣

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背景下，政府部門之社會工作對整體社會工作界有其重要的

指標作用，社會工作在政府部門的發展將反應出社會工作專業在整體社會中的實

際地位(陶蕃瀛、簡春安，1997)。然而，擬以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

者為研究對象，乃是由於區域社福中心在政府福利輸送體系中，扮演相當重要之

直接服務角色，界於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間，其所面臨之衝突便可想

而知。 

    既然政府龐大的科層組織並非一朝一夕可改變，社會工作者進入科層組織亦

是無法避免之趨勢，因此本研究試圖從社會工作者主觀之詮釋，描繪出在區域社

服中心之實務場域所面臨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探索當社會工作

者面臨衝突時係如何發展出調適與因應之策略，並從中找尋出路，視是否政府科

層組織與社會工作有彼此相得益彰、相互助益之方法。 

    據此，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 瞭解區域社福中心社會工作實務之施行。 

二、 探索區域社福中心社會工作者所面臨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影響之

面貌。 

三、 探討區域社福中心社會工作者在面臨專業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衝

突時之調適與因應。 

四、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作為未來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結合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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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若欲深入探究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面對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

業之影響，首先我們必須對於區域社福中心實務場域進行初步瞭解。因此，第一

節將實際進入區域社福中心實務場域，視其在整個社會福利輸送體系之角色與定

位，本身之目標與功能。再之，針對科層體制與政府科層組織本質進行認識，故

第二節將對科層體制意義與特徵、相關學者對於科層體制之評論以及政府組織科

層化進行闡述；第三節則將針對社會工作專業以及區域社福中心社會工作專業本

質進行探討；最後，第四節遂根據科層體制與社會工作專業本質上異同進行討

論，視其中可能存在的影響與衝突以及社會工作者係如何發展因應與調適之策

略。 

 

第一節 社會工作者在區域社福中心 

    既然本文焦點置於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為了能夠更貼近實務工作者

之經驗，我們必須先對區域社福中心實務場域進行初步瞭解，因此將從區域社福

中心歷史發展中，檢視其在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中的角色與定位；從區域社福中心

工作內涵中，看到其目標與功能；最後，從文獻中整理出目前區域社福中心推動

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時，所面臨之困境，期待能夠呈現區域社福中心之全貌，作為

探討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其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影響與衝突時

之根基。  

 

壹、 台灣政府社會工作與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之歷史發展 

    民國五十四年行政院頒布「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宣示加強社會福利

措施，增進人民生活福祉。其中社區發展第一章三十一項指出「設立社區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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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雇用受專業訓練之社會工作人員，負責推進各項工作」，並特別明示「所需

人才，應儘量任用各大學有關社會工作學系畢業生」(許榮宗，1990:30；引自陶

蕃瀛、簡春安，1997)，這種強調任用專業人員的重要性的明確陳述，可以說是

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化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陶蕃瀛、簡春安，1997)。 

    民國六十二年，前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擬定「台灣省各縣市設置社會工作員實

驗計畫」，開始在少數縣市設置社會工作員(黃碧霞，1999)。民國六十三年，政

府開始聘用社會工作者，配合前台灣省小康計畫之推動，希望藉助個案工作的方

法和技巧，以確實輔導低收入戶和急難戶可以自力更生，以及運用實際調查研究

而設計的各種福利措施方案，藉以改善偏遠地區居民的生活，而達到消滅貧窮的

目標。可見社會工作員角色的引進，乃是希望彌補過去社會行政部門行政角色不

足，特別是對低收入戶的社會救助工作，由傳統現金救助之行政業務擴大為救助

與輔導兼顧的個案輔導服務(許榮宗，1988:17-18；引自施教裕，1996b)。 

    民國六十八年訂頒「台灣省推行社會工作員制度計畫」，擴大設計社會工作

員，辦理專業服務，除明定工作目的外，亦對社工員的工作方式及內容加以規劃，

此外對於訓練、進修、宣導、督導、考核等項目也有明確的規定，因此在制度上

可說已有完整的架構與規模(黃碧霞，1999)。由於前台灣省小康計畫和台北市安

康計畫之階段性任務已告完成，社會工作員個案輔導服務的對象逐漸由低收入戶

和急難戶擴展至有社會適應困難之特殊標的案主群體，乃至於更擴大至全縣市性

或區域性之一般大眾，因此，社會工作員的工作內涵即由個案輔導服務擴大為專

案服務，包括諸如兒童、青少年、殘障、老人、家庭、社區、勞工及志願服務。

至此專業工作技巧由個案工作擴大為團體工作和社區工作，工作層面涵蓋宣導講

座、成長發展團體、研習訓練、班隊活動、調查研究、社團組訓、機構聯誼及協

調、工廠輔導員訓練及睦鄰活動、社會資源開發及募款活動等(許榮宗，1988: 

18-19；引自施教裕，1996b)。工作模式因派駐的地點不同，而可區分為「鄉鎮

制」、「區域中心制」以及「集中制」，其中區域中心制便是目前區域社福中心之

前身，即在幾個鄉鎮市之間共同設置一個社會工作員服務中心，工作內涵除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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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外並視區域需要推動若干專案服務，強調專案設計和團隊合作，藉以提

升社會工作專業技巧、專業形象和服務品質(施教裕，1996b)。 

    民國七十年六月，台北市特別針對缺失訂定「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員

制度改進方案」，隨即將七十一年度新進的四十名社會工作員配置運用，率先在

當初的中山區、城中區與木柵區成立三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這項改進方案無疑

是社會局建立社區性服務據點的濫觴。緊接著在七十一年度的區政檢討會議中，

大安區公所提案要求設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更加正式確立設置社區性服務據點

之政策，開始漸次於各行政中心設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負責區內低收入戶、兒

童少年保護、老人保護、遊民、危機家庭及法院交付監護權評估調查等訪視輔導

工作(謝秀芬，1999)。 

    民國七十六年解嚴之後，政府修訂人民團體法給予民間社團或機構更寬廣的

空間，民間紛紛成立自助、運動團體以倡導監督方式迫使政府進行社會福利擴

張。隨著福利政策落實及各類福利人口被突顯，龐大的福利服務體系對於專業人

力的需求更見迫切，形成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化發展的契機。在政府福利體系工作

的社會工作人員開始溝通串連，希望爭取政府能夠加以納編，進入公務體系(曹

愛蘭，1994)。民國七十九年時，行政院通過「社會工作人員任用辦法」，以考試

方式逐年將現有約聘僱的社會工作員納入編制，開啟公部門聘用社會工作人員來

執行福利服務輸送的機制(鄭麗珍，2008)。 

    民國八十年，前省府考量各縣市政府已有足夠能力辦理社工員的招募及訓練

事項，遂訂定「台灣省各縣市遴用社會工作員標準」將政府社會工作員之遴用授

權由縣市政府自行辦理(黃碧霞，1999)。民國八十九年，台北縣為提供民眾完整

性、多元性、立即性、可近性之福利服務、協調及整合社會福利資源、建構福利

服務輸送之區域網絡、推展各項社會福利服務計畫與方案，先於一月二十七日成

立板橋中心、三重中心、土城中心及文山中心等四個區域福利服務中心，而後陸

續成立其他區域之福利服務中心，係以家庭為主軸，提供便利、完整及連續之個

案服務，並結合社會資源建構福利輸送網絡，針對轄區內弱勢族群，就近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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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社區照顧之服務，諸如：針對危機家庭的個別化個案處遇服務、獨居長者與身

心障礙者的社區關懷方案、弱勢兒童、青少年的寄養安置與保護服務、天然災害

之應變處理等。服務方式主要是採取綜融的服務模式，工作內容包括個案工作、

資源招募與整合、方案設計與執行、志工管理等(詹玉蓉等，2005)。 

    民國八十年至九十年間，這個時期在體制上由於縣市自主性愈來愈多，加上

前省府不再分擔社會工作員的人事經費，故乃逐漸形成各縣市主導社會工作員制

度的局面和趨勢。縣市自主性大後有兩極化的效果，正面的效果是投入更多的資

源和開發更多的專案服務，使社會工作員的工作內涵及方案隨著時代變遷的脈動

而調整，可謂多采多姿和成果豐碩。負面的效果是在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的角色

分工上，日漸模糊，由於社會行政體系長期人力不足的壓力下導致社會工作員兼

辦行政業務者漸多。這種兩極化之發展趨勢，亦助長工作負荷過重和離職異動頻

繁，工作內涵擴大並未意涵專業工作技能的專精或專業形象的提升或服務品質的

提高，故許多社會工作者無法認同行政部份所賦予的多元角色而紛紛出走，即使

未離職亦在職業倦怠中迷失工作的使命與方向 (施教裕，1996a)。 

    民國八十八年以後，隨著地方制度法施行，內政部商請考試院將社會工作員

納入編制。民國八十九年，社會工作師職稱經考試院核定為薦任第 6 職等至第 7

職等。民國九十三年，考選部決議，公務人員高考 3 級考試類科在「社會工作」

職系下設置「公職社會工作師」考試類科，並自九十五年一月實施，鼓勵目前已

具備社會工作師執照知社工人員服務公職，擔任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曾中

明、蔡適如，2006)。 

    由前所述，社會工作員計畫實施之初，乃是期待社會工作者運用個案工作之

方法與技巧，協助低收戶脫貧以及改善偏遠地區居民之生活，而達到消滅貧窮的

目標，企圖藉由社會工作者角色之引進，由過去傳統的現金救助之消極工作，擴

大為救助與輔導兼顧的積極工作。直至社會問題日漸複雜，不再以濟貧為主體，

服務的對象逐漸由低收入戶和急難戶擴展至有社會適應困難之特殊標的案主群

體，乃至於更擴大至全縣市性或區域性之一般大眾，開始確立區域社福中心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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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者，作為福利服務輸送者之角色。然而，納編與公職社會工作師職稱的開

立，是否乃是將社會工作專業融入行政體系，去除社會工作專業系統，恢復純粹

的社會行政科層體制？再加上社會行政與社會工作的角色分工上日漸模糊，區域

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作為一個社會行政者與一個社會工作者，二者之間的衝

突、對於社會工作專業自主性的束縛，便可見一斑。 

 

貳、 區域社福中心社會工作者之工作內涵 

以組織環境的觀點而言，國內未來縣市政府社會工作者角色和功能之定 

位，勢必受到縣市政府社會行政部門的角色和功能之影響，蓋縣市政府社會行政

部門的組織環境即是社會工作者的工作脈絡，且與社會工作者的工作角色和內涵

息息相關(施教裕，1999b)。本文之研究對象，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每一行政區

設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並配置社會工作員提供危機家庭服務，99 年 1 至 9

月計服務 4,387 個家庭，提供生活扶助、安置照顧、健康維護服務等計 8 萬 5,688

人次。(台北市政府社會局，2010)；而台北縣政府社會局乃是依據「臺北縣政府

推行社會工作員制度實施要點」與「臺北縣政府設置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計

畫」，運用社會工作專業人員，目前設置 10 個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以個案輔

導服務、整合公私部門資源推展各項服務方案之方式，針對弱勢家庭的個別需

要，就近提供各項福利服務，協助此類家庭解決生活危機，同時增強家庭之支持

性功能；此外，為了確保社工服務之專業品質，定期辦理社工人員各項專業訓練，

同時辦理社會工作師執業管理，以及提供大專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及研究所學生實

習，以擴充、開發社會工作專業人力資源，期使社工專業人員成為福利服務之觸

媒，強化福利服務之可近性與便利性(台北縣政府社會局，2010)。 

    以台北縣區域社福中心為例，其執行工作內容詳列如下(台北縣政府社會

局，2010)：對於家庭遭遇變故、經濟陷困、或其他因素致家庭發生危機，由社

工員針對家庭的問題及需求，運用專業的評估及處遇服務，提供立即性、連續性

及完整性的服務，以協助家庭渡過危機。包括： 



 

 

12 

 

一、宣導及資源整合  

(一) 各項福利服務諮詢。 

(二) 社會福利資源整合與協調。 

(三) 志願服務開發及運用。 

二、個案服務  

(一) 高風險家庭個案輔導。 

(二) 緊急案件處理。 

(三) 保護個案處理。 

(四) 社會救助案件處理。 

(五) 重大災難案件處理。 

(六) 其它交辦案件。 

三、社區服務  

(一) 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居家照顧服務申請。 

(二) 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三) 新增及新遷入身心障礙個案電話關懷服務  

(四) 受理預防走失手鍊申請  

四、服務方案推動  

(一) 各項福利服務宣導活動。 

(二) 推展社會福利服務方案。 

(三) 松年大學  

由上述工作內涵可知，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乃是在政府社會行政部門 

中，運用社會工作專業以執行社會福利服務輸送之業務。然而這二者之間關係，

看似相輔相成，在實際從事專業服務時，卻面臨許多困境。因此接下來將從文獻

中檢視目前區域社福中心推動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時，所面臨之困境，並試圖從這

些困境中找出造成困 

 

http://www.sw.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5204&page=view
http://www.sw.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5209&page=view
http://www.sw.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5154&page=view
http://www.sw.tpc.gov.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25211&pag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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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面臨之困境 

林怡君(2006:7)提出若要細究實務工作中的困境，可從服務輸送過程的角度

來看：社會工作者身為機構與案主之間的橋樑，因此在助人關係中兼具代表機構

及專業角色；跨專業合作中包含專業對專業、或機構對機構的關係；而在機構中

工作，又帶有專業及案主的目標。因此在不同關係中，社會工作者可能面臨的困

境大致可分為四方面：個案工作中的困境、跨專業的合作與衝突、組織中的工作

限制、專業本身難以迴避的危機。以下遂以此架構分析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

者在實務過程中可能面臨之困境。 

一、 個案工作中的困境 

謝秀芬(1999)以台北市為例，指出區域社福中心承接的業務內容過於龐雜， 

涵括有兒童少年保護、老人保護、低收入戶輔導、危機變故家庭、遊民以及一般

性的福利救助評估調查工作。再加上社會福利法規持續增加，使得社會工作者依

法必須辦理的工作增加，減少社會工作者投入在思考探索和引導福利服務新方

案、新趨向的時間，也影響了投入專業性質工作的時間和深度，而落入各項生活

津貼或經費補助的文書作業泥沼(施教裕，1996a)。 

二、 跨專業的合作與衝突 

    黃碧霞(1999)指出各縣市政府的社會工作員與行政人員之間存在著衝突，泛

觀這些衝突因素為：(一)行政人員對專業社會工作性質缺乏正確認識，部分行政

人員仍視社會工作為傳統救助式的福利服務，不認為是一種特殊專業，因此不以

尊重專業的態度對待社會工作者。(二)社會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種「以供

給來決定分配」的角色，因此在社會福利資源的分配時，採取「量入為出」的原

則，但專業社會工作者卻從專業的角度，扮演著「以需求來決定供給」的角色，

採取「量出為入」的原則，兩者之角色不同。(三)權威來源不同，行政人員的權

威來源於行政科層組織，簡言之是在其位(科層位置)才擁有的職位權威；而社會

工作者擁有的卻是基於專業知識的專業權威，前者的權威隨著科層位置的變化而

變化，但後者卻不因個人工作環境的改變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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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中的工作限制 

各地方政府社會工作者受聘於政府單位，作為執行國家社會政策中社會福 

利的實務操作者角色，面臨如何兼顧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與行政體系科層特性之

衝擊(陳武雄，1996)。因科層體制是有組織的，造成體制中不同階層者共同參與，

而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需要長時間的訓練，並需內化各種專業技巧與價值，

專業主義要求每位工作者均具備一定程度之同等專業技術，因此若將專業工作者

納入有階級性之分的結構中，將使思考自律之專業工作者喪失動機性(劉久清，

1993)。劉淑瓊(1983)曾分析社會工作人員在科層組織內的處境：(一)科層結構與

專業文化一致性的問題：專業社會工作人員的訓練和知能使他對問題持有一個特

定的觀點以及理論依據，這樣背景極可能與組織的立場相左。(二)權威的結構限

制專業自主性發展：個別的專業工作者在科層組織內也可能經驗到層級的安排所

帶來的衝突。 

四、 專業本身難以迴避的危機 

    陳武雄(1996)提及國內各縣市政府社會工作員中，不乏工作十餘載之資深社

會工作者，從解決各式疑難雜症的工作中累積豐富的實務工作經驗，然長久以來

因無瑕準備無法通過公職考試，而致人才流失；過去雖以納編方式保障社會工作

者之考績、年資、人事等權利，並使社會工作員於取得國家考試資格後重返行政

崗位，然卻也使得不少社會工作者考上公職後流入其他行政體系，造成社會工作

專業之損失。簡春安(1993:238)提出要求社會工作人員參加行政人員考試納編的

做法，其實質意義乃是將專業社會工作融入行政體系，去除這一個專業社會工作

系統，恢復一個純粹的社會行政科層體制。陶蕃瀛(1999)亦認為在推動「社會工

作專業」過程裡，社會工作界過去努力要求政府設置專業的社會工作員，然後要

求納編的努力都不是專業發展的正途，而應可以視為是建制化的努力。專業發展

的主要指標是專業人士對專業領域的自主程度與自主範疇，而專業之建制化恰好

相反是壓縮專業人士自主空間，因建制化使得社會工作專業必須要執行國家交代

之職責，以換取國家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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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困境，不論是從個案工作之困境、跨專業合作之衝突、組織中之工作

限制、專業本身難以迴避之危機等各方面，我們都可以看見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

工作者處於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間之影響與衝突，像是在政府科層組

織中社會工作者凡事皆須依法辦理，影響社會工作者投入專業性質工作的時間和

深度，而落入各項生活津貼或經費補助的文書作業泥沼；社會行政人員本身遂可

視為政府科層組織下之實踐者，其與社會工作者之間之衝突便是政府科層組織與

社會工作專業衝突之縮影；在組織方面，由於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本質

上差異所產生之衝突，造成社會工作者工作時之困境；最後，專業本身難以迴避

之危機更突顯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結合有其需改進之處。或許我們可以

大膽地推論，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所面臨之實務困境，或多或少都是出自

於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之影響所致。 

 

第二節    公部門組織之科層化 

    一般而言，公部門組織被視為最典型且最複雜之科層組織，其科層化之現象

以及對社會工作專業所造成之影響，乃是本文關注之焦點。因此，在本節將針對

科層體制的意義與特徵、各學者對科層體制之評論以及區域社福中心科層化現象

進行闡述，期待藉此能夠對科層組織以及公部門之科層化有更深之瞭解。 

 

壹、 科層體制的意義與特徵 

當論及科層體制(bureaucracy)時，通常有兩種不同色彩之涵意：一為中性的

意義，一般譯為「科層體制」；另一則帶有貶意，被譯為「官僚體制」(鄭樂平譯，

1992)，本文期待能夠以中性之眼光來瞭解其面貌，因此皆以科層體制譯之。 

科層體制的發展有相當久遠的歷史，像古埃及、羅馬及中國的國家行政，以

及羅馬天主教會，都曾經在歷史上發展出科層化的組織，只不過早期的科層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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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有明顯的科層性質(胡夢鯨，1988)。直至二十世紀中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將其建構出一個理想型(ideal-type)，它是在明確的規則和步驟指

導下運轉的權威結構(藍采風、廖榮利，1994:458)。張承漢(1998:135)引述美國社

會學家墨頓(Robert K. Merton)解釋科層體制時指出：「科層體制是一種正式的、

合理組織的社會結構，有其明確規定的活動模式，其中在理想上，每一連串之行

動，在功能上與組織目標息息相關。」由此可見，科層體制係一韋伯所建立之理

想型組織型態，藉由合理性、結構性之行動安排，以發揮最大功效。 

然而，所謂的理想型(ideal-type)是社會科學家為了捕捉某些社會現象的首要

特徵，所建構出來的概念，具備各項基本特性的想像模式，以作為真實社會中各

類科層組織比較的基礎，並藉以分析這些組織的差異與分殊情形(蔡文輝，

2006)，因此科層體制遂是韋伯在理想型方法論下所建構的一種社會組織之分析

工具(卯靜儒，1991)。另一韋伯關心的議題則是合理的支配形式─「權威」

(authority)，其認為科層體制乃是組織的最佳型態，原因在於有周密的法制系統，

因而不會隨人事的變遷而有所變動，並以權威(authority)的概念來說明此種看法

(謝文全，2007)。他將權威定義為是一種令人心甘情願接受服從的力量，可因其

建立於不同的基礎，而被分為三種(秦夢群，2006)： 

一、 傳統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 

    這種權威的建立是基於對傳統的秩序、文化價值觀和信仰的尊重，理所當然

的接受社會中少部份人的權威地位，也同意這部分人有權去行使及運用其權威而

影響他人。 

二、 感召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 

    因為領導者個人的魅力，追隨者樂意奉獻一己所建立的權威者。古今中外，

英雄、革命家或先知等，往往吸引許多跟從者，跟從者信任他的決定，聽從他的

命令，一心效忠，接受指揮。 

三、 法理權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 

    以理性為基礎，透過組織的設計和規章守則的制宜，來節制人與人之間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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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配和從屬關係所建立的權威，用之與代替個人的權威。此類權力關係之所以

產生而共同接受遵守，並非因為「上司」和「僚屬」二者在個人特徵上有何顯著

不同，而是因為此兩人恰好處在不同的職位上。 

    Weber 認為若以長遠的眼光來看，立基於「法理權威」的科層體制是最理想

的組織形式。它能在理性的基礎上，以法令、規章和政策，約束人類的行為，科

層體制內的成員，因為組織的特性和結構，使決策的程序中，人為的因素減至最

低，而最合乎理性、行為效率高，及使組織能穩定而持久的運作(張苙雲，1986)。 

    且韋伯之所以能夠認為科層體制是達成組織目標最理性而有效率的工具和

手段，乃是由於其特徵使得一個組織得以提高效率，並減少人性等非理性之因素

的影響，各學者對科層體制之特徵可歸納如下(蔡文輝，2006:104-109；秦夢群，

2006:60-61；李長貴，1998:18；張承漢，1998；謝文全，2007:153-154)： 

一、 層級節制的權威(hierarchy of authority)： 

    韋伯在描述科層體制的階層式權力結構時，強調組織中的權力運作模式是層

層節制，工作指令和權力的操作是由上一層的單位下達給下一層的單位執行，各

單位和個人遵從組織中上下層的權力關係，使命令的執行有明確的分工。 

二、 專業分工(division of labor)： 

    科層化組織的成員以其專業來分配其職務，每個成員職務的工作內容受到特

定的限制，如此的工作分配係期待每個位置上的成員能以其專業的知識和能力來

達成組織的特定期待，每個人被視為某項工作的專家，個人各司其職。 

三、 成文規章與程序(written rules,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韋伯認為規則和規範對於建立組織內的權威極為重要，這些規則通常是標準

化而且是以文字化的形式存在。組織各單位和個人職務的責任和義務，均以明確

的文字加以詳列。組織對個人或單位的獎懲也以此為依據，而不是任憑上司督導

或管轄者容易操控其權力，成員表現的好壞也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以減低人為的好

惡影響。更重要的是，當有新進人員加入組織時，可以從這些成文法規中瞭解組

織的文化、工作流程和目標，能更迅速進入狀況並投入工作，使組織的任務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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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延續性而不至於因人員更迭而中斷。 

四、 非人情化(impersonality)： 

    每個人在執行任務時不應參雜個人的情感，必須完全以組織法規為依據完成

任務，亦即強調組織內理性化與合理化的人際關係，成員經由正式化的溝通管

道，依組織的正式規則互動，其管理係立基於書面文件，如公文等，如此可防止

個人因個人因素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斷。 

五、 能力勝任(technical competence)： 

    科層體制對於人員的晉用有著明確的條件和資格，任何主觀性的個人偏愛，

不應該干擾組織做最佳的選擇─聘用最能符合資格的應聘者。新聘者的升遷由其

表現來決定，組織中有客觀的標準以評估其表現，受聘者不需要擔心隨意的解雇

或非職務外的要求，他們依據自己的才能和表現來求取工作的穩定和發展。個人

也可預測自己在組織的前景，感受工作上的安定感，並繼而激勵個人對組織的忠

誠。 

 

貳、 各學者對於科層體制之評論 

    秦夢群(2006)指出科層體制效率遠較傳統或世襲的管理方式要高，其原因包

括： 

一、 科層體制的權限劃分相當清楚，根據不同部門的職掌，各種行政責任可以

明確指定，可收事權合一之效。傳統的方式多依領導者的好惡，隨機交付

任務，難以達到專業的地步，且常有當事故發生卻準備不足的窘況。 

二、 科層體制的命令系統條理井然，下級必須接受上級之指揮，但在必然時也

有上訴的權利。若以傳統管理之方式，權威之授與多依其對領袖之忠誠度

而定，往往造成人治而非法治的管理，部屬無所適從。 

三、 科層體制的法令規章完備，且是穩定而可學習的，成員只要依法行事即可，

而所有的規定也登載於記錄，可供後人查詢參考，此可掃除傳統之朝令夕

改，目標不確定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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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有行政資源(包括設備、權力、頭銜等)皆與職位相連，而非為個人所擁有。

換言之，當職位交替時，所有資源即必須移交，如此可將公私財產加以分

明，去除傳統「朕即國家」的弊病，而促使政權更加穩定。 

五、 科層體制中的人員聘用，完全根據其專業能力而定，薪水制度可被利用於

評鑑其工作效率，績效佳者給予獎勵，使之更加向上。此種方法去除以往

「關係取向」的用人方式，只講能力而不論其身世背景，如此才能拔擢真

才，完全依法行事。 

六、 科層體制中的聘僱制度，使成員願意將其視為是終身的工作(career job)，並

可藉各種制度的保護，免除被任意解雇的厄運。如此員工才能安心工作，

努力付出自己的知識經驗，此種制度可去除傳統依領袖好惡而開除員工的

弊病，使得力量可以集中於組織的發展。 

    張承漢(1998)則認為科層體制最大優點在於提高工作之效率，任人唯才是

用，不受上級或老闆之控制，也不受關說人情之壓力，所以許多人事問題可以迎

刃而解；同時，組織成員忠於組織、認同組織，故不會因人事變動而影響組織的

效率或存廢；再加上層層節制，級級督導，可使不稱職者知難而退，工作不力者

警惕奮發。藍采風、廖榮利(1994:459)對於科層體制的肯定則在於其主要目的就

是促使組織發揮效率，藉設立一個獨立於個人及它獨立個性之外的職位，就可能

把許多潛在的問題，諸如個人和工作監督的對抗作用、中立化而增強正面功能。

在實際運作上，科層體制也能提供連續性，由於做一件工作的人可能隨時更換，

所以員工所形成的是對整個組織，而不是對個人的忠誠；受雇員工依據他的能

力，而不是個人關係；組織定期地對每個員工的工作進行評定，如此對組織的效

率和連續性才能產生一定的作用。 

    胡夢鯨(1988)則認為科層體制具有下列優點： 

一、 從純技術的觀點來看，科層體制可以達到高度的理性和效果。 

二、 任用必須具備某種資格以及高水準的知識，一方面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另

一方面也提高員工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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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權威的行使以法理為基礎，使人易於遵從信服。 

四、 行動與工作以規則為準繩，可以建立起組織的規範，提高一致性和效率。 

五、 明確的職務分工，使個人能夠善盡職責，發揮適當的角色功能。 

六、 不講人情的理性運作，不僅可以增加處事的客觀性，亦可避免厚此薄彼的 

     差別待遇。 

七、 個人的職務有所保障，升遷依個人的表現，且有合理的管道，使人對未來 

     存有希望，是一種理想的生涯發展。 

八、 強調結果的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可以增進組織效能評估和比較的科 

     學性和公平性。 

    如前所述，從二十世紀中葉至今，組織學者從不斷的觀察與研究中發現，科

層體制在處理穩定、例行的工作上，確實具有 Weber 所謂的理性與效率，但在面

對環境變遷不居、科技日新月異以及人文與民主思想的澎湃時，科層體制的弊端

表露無遺(劉淑瓊，1983)。張承漢(1998)指出科層體制過分嚴謹，將扼殺成員的

創造能力和自發性；在制度中，對於各級人員不信賴，處處控制，事事設限，這

種非人情性(impersonality)，對於組織效率之發揮也有影響。藍采風、廖榮利

(1994:460)亦提出對於科層體制的質疑，像是科層體制有一種日亦僵化的趨勢，

正規的結構能夠抑制革新和創造，使得員工產生過分謹慎的態度，而演變成一種

不願打破現狀的強烈欲望，形成進步的一種阻礙；在非人性化上，用對待內部組

織成員同樣的態度去對待服務對象，亦將妨礙達成服務目標。 

    胡夢鯨(1988)則認為科層體制的缺點和限制如下： 

一、 他的理念型並不是一個週全的概念工具，在科層體制許多殊異和矛盾的形  

     貌之中，韋伯只強調了其中的一面，以符合他的理念型。 

二、 科層體制並未適當地掌握住經驗的實在(empirical reality)。韋伯把科層 

     體制看作是一種純粹的正式結構(purely formal structure)，但在實際的       

     狀況中，它也具有非正式的形貌，如非正式的關係、規範、價值和權威層 

     級，而在韋伯的科層體制模型下，都無法找到他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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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層體制中正式擁有權威者才是在科層體制中的實際掌權者，由於在科層

體制中，有非正式的團體存在，這些非正式團體中，亦有非正式的領導者。

因此實際上在一個科層體制中，權力的運作要看正式和非正式領導者之間

權力分配協調和鬥爭的情況而定。 

四、 科層體制並未考慮到組織以外的政治影響力，許多現代化科層體制的運

作，是根據黨員的政治效忠(partisan-political loyalties)而非客觀的資格而任

命或升遷。同時，係依照黨員的狀況而非正式的規則來做利益的分配。可

見韋伯並未注意到科層體制內、外政治勢力的關連性。 

五、 科層體制中所涉及的形貌，並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它有可能是無效 

     的、有限制的。例如，層級體制鼓勵集中式的輔導、計畫和訓練，同時卻

也鼓勵了膽卻和推諉責任，限制了創造力的開展，使得人力資源無法充分

地利用。 

六、 科層體制要求人們依規則行事，但當科層人員緊抱著某些規則不放時，容 

     易造成儀式主義(ritualism)，同時無法適應變遷的情況。 

 

表 2-1 科層體制優缺之彙整  

 秦夢群(2006) 張承漢(1998) 藍采風、廖榮利

(1994) 

胡夢鯨(1988) 

優點 1. 權限劃分清

楚。 

2. 命令系統條理

井然。 

3. 命令規章完

備。 

4. 行政資源與職

位相連。 

5. 人員聘用根據

專業能力。 

6. 穩定之聘僱制

度。 

1. 提高工作效率。 

2. 任人唯才是用。 

3. 不因人事變動

影響組織效率。 

4. 層層節制、級級

督導。 

1. 促進組織發揮效

率。 

2. 提供連續性。 

3. 雇用員工根據能

力而非個人關

係。 

4. 定期對員工進行

評定。 

1. 達到高度的理性

與效果。 

2. 提升員工的素

質。 

3. 權威行使以法理

為基礎。 

4. 行動與工作以規

則為準繩。 

5. 明確的職務分

工。 

6. 增加處事之客觀

性。 

7. 個人職務與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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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有所保障。 

8. 增進組織效能 

評估。 

缺點  1. 過分嚴謹扼殺

成員創造力與

自發性。 

2. 對各級人員不

信賴，處處控

制、處處設限。 

3. 非人情性影響

組織效率發揮。 

1. 日益僵化。 

2. 抑制革新與創

造。 

3. 迫使成員運用非

人性化之態度去

面對服務對象。 

1. 並非周全之概念

工具。 

2. 忽略非正式結構

之形貌。 

3. 正式領導者與非

正式領導者權力

產生鬥爭。 

4. 並未考慮組織外

之影響力。 

5. 並不能達到或發

揮最大效果。 

造成儀式主義。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 政府部門的科層組織 

    隨著世界人口的增加，以及現代化國家的興起，世界各國的行政組織均有日

漸龐大的趨勢。為解決錯綜複雜的行政問題，透過合理的權力運作，以有效運用

各種資源，達成組織的目標，行政組織科層化(bureaucratization)的現象在世界各

國的政府組織廣為普及(曾中明、蔡適如，2007)。張葆清(1999)亦認為科層體制

挾其專業知能及大量生產所產生之規模經濟利益，凌駕其他組織形式而成為政府

機關之主要結構型態，其迅速膨脹之趨勢已造成學者所謂「科層國家」

(bureaucracy state)。 

    若從組織結構設計的原理來瞭解，可以說現在大型且任務複雜的組織都是科

層型的組織，只是他們在科層化的實踐程度上並不一樣，而其中，公家機關與政

府機關總被認為是科層化最深的一類組織(盧偉斯，1998)，一般亦認為科層政體

是最適於行使法定權威的組織體制(藍采風、廖榮利，1994)。Meier(1993: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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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指出政府對科層的作業需求來自下列幾個面向：需要科層組織大型計劃、需要

科層的專業知識以處理層出不窮的政策問題、需要科層快速而明確的決策行動，

以掌握時需、需藉助科層依法行政的特質以避免政治力的介入，減低不確定性等。 

    為根本解決社會問題，政府引進專業社會工作人力以推展社會福利服務，公

部門社會工作遂成為政府科層體制下之一支。再之，區域社福中心亦是隸屬各縣

市政府社會局層級底下之一支，其受到科層化之影響便可見一斑，所展現出多面

向科層體制之特徵，以下分析之： 

一、人力相當分化： 

目前各縣市政府社會局已具專業分工性質，以台北縣政府社會局為例，其依

業務設七個科分別為人民團體科、社會救助科、身心障礙福利科、老人福利科、

兒童少年福利科、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及社會工作科；四個室及三個附屬機關

分別為縣立八里愛心教養院、縣立仁愛之家及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其中

社會工作科下，尚有十個區域福利服務中心分別為板橋、三重、蘆洲、土城、文

山、北海岸、新泰、雙和、七星以及三鶯區區域福利服務中心。而在台北市政府

社會局，亦分成七個科，分別為人民團體科、社會救助科、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老人福利科、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兒童少年福利科、綜合企畫科及社會工作

科，五個室及四個附屬機關，分別為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市立托兒所、

浩然敬老院與陽明教養院。其中社會工作科下，在各行政區設有區域社福中心，

共有 12 個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由上述可知，台北縣市政府社會局，皆是依

其服務內容、服務之可近性，進行人力之分工、各司其職。 

二、權威的層級體系： 

    公部門中權威結構層級分明，上下關係明確，以台北縣市政府社會局為例，

其層級體系圖如下，皆透過此一層級體系，訂定目標及分配工作，並依其法定權

威及地位權威，達成計畫、執行、考核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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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台北縣政府社會局組織圖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社會局網頁

http://www.sw.tpc.gov.tw/_file/1588/SG/24700/D.html 

http://www.sw.tpc.gov.tw/_file/1588/SG/24700/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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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組織圖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網頁 

http://www.bosa.tcg.gov.tw/a/a0101.asp 

 

 

 

http://www.bosa.tcg.gov.tw/a/a01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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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行事、不講情面： 

    公部門的各項措施，按照章程行事，秉公處理，避免徇私關說情事。由於組

織的日益擴大，為了達到組織既定的目標，設有人事規程及辦事細則，使得組織

在行政處理上皆可憑一定的法令程序與步驟。 

四、明確的責任與協調： 

由於組織中人力的分工，使得社會工作者，在職責上皆有明確的劃分；同時， 

有關各項業務之推展皆有詳密可行的實施程序，如行事曆之安排，工作進度之控

制等，全體人員的任務亦必須相互協調。 

五、注重專才專用的制度 

台北縣市政府社會局在推動社會工作員制度時，不論是對於社會工作者的任 

用、考核以及升遷，皆有一定之規定，除須具備社會工作相關學系畢業之資格外，

亦重視社會工作師執照之取得。像是台北縣政府社會局便依「台北縣政府推行社

會工作員制度實施要點」，作為社會工作專業人力遴選、晉用與升遷之依據，對

於社會工作員與督導員之聘用資格、薪資待遇、工作內容、績效考核、晉升皆有

明確之規定。 

 

第三節    社會工作專業之本質 

    社會工作究竟是不是一項專業？這個問題已爭論了將近一世紀之久，至今仍

沒有定論。在台灣，民國三十八年遂有台灣行政專校，培育社會工作人才；民國

三十九年成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以民間力量推動家庭救助工作；民國

七十二年成立第一個社會工作專業團體─中華民國醫務社會服務協會；民國八十

六年通過社會工作師法；民國八十七年依據社會工作師法訂定社會工作倫理守

則，若是以 Wilensky(1964)過程論視其發展過程，台灣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便是

無庸置疑之定論。 

社會工作者作為一個專業工作者，在長期受訓過程中，吸收各種專業規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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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並建立起專業功能。但身處政府科層組織中，由於科層體制特質與社會工

作專業特徵之間的相似與相異而產生正向或負向之影響。繼上節討論公部門組織

科層化現象後，本節將試圖闡述社會工作專業之本質，唯有對這二者本質做更深

度之探討，始能洞察其中之相同與相異，作為瞭解身處政府科層組織中，如何影

響社會工作專業施行之根基。因此，本節將針對專業之定義、各學者對於專業化

之評論以及在台灣社會工作究竟是不是一項專業進行探討。 

 

壹、 何謂專業 

    社會上為什麼會出現“專業”這樣的概念與現象？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個人必

須靠社會的運作來滿足人們之各種需求，正如社會亦需賴其成員之投入和參與才

能達成並發揮各種的社會功能。然而由於每個人的才能有限，因此必須藉由分工

合作的管道將個人的能力結合起來，方能使社會上的資源有效的被分配與利用

(高迪理、趙善如，1991)。若從功能性而言，職業專業化是社會分化的結果，而

專業服務也被視為有助於社會發展，但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結構、經濟發展和

文化傳統對專業化的發展和模式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致使不同的社會就會有不

同的職業結構和專業制度與服務模式(曾華源，2007)。此外，在當今知識爆發的

時代裡，對專門知識需求的增加，各種制度化進階教育機會的增多，加上隨同專

業地位所附帶之心理、社會以及經濟上的報償，使得多種行業皆有逐漸朝向專業

地位發展之傾向，因此“專業”的形成與發展可說是當代社會中勢在必行的現象

(Khinduka, 1987)。 

    就專業的定義而言，一群人使用價值、技巧、技術、知識以及信念，以滿足

特定的社會需求，因此公眾認定此一團體確實能完成社會特定需求的實現，而同

意經由正式、合法的證照授與，或其他方法的合法認可其提供相關服務者，就稱

為是專業(Barker, 1999)。建構專業制度的目的常被說成是希望提供更好的服務品

質，更可以保障案主的權益，但是實際情況之一是專業也企圖把某種稀有資源─

獨特知識和技術，轉變成另一種稀有資源─即社會和經濟報酬，亦即專業進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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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越高，一方面可以藉以收取更高的服務報酬，另一方面也是在保障專業從業者

的利益(曾華源，2007)。 

    一般所謂專業要具備哪些條件或特質，最具代表性者為 Greenwood, E.(1957)

提出的五項專業特質(attribute of profession)：一、一套專業的知識理論體系(a body 

of theory)；二、專業的權威或自主權(professional authority)；三、共同信守的倫

理守則(code of ethic)；四、社會或社區的認可(sanction of the community)；五、

專業的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引自李增祿，2007)。 

    台灣學者蔡漢賢(1970)歸納專業的涵意為：一、明確哲理；二、體系知識；

三、行為規範；四、專業團體；五、居民承諾。林萬億(2006)亦整理出八項特質：

一、科學的知識；二、哲學的倫理信念；三、長期的養成教育；四、合法的專業

甄試；五、實際的工作職位；六、服務的案主體系；七、同業的控制團體；八、

發展進修制度。 

    李增祿(2007)則認為社會工作的專業特質包括下列五項： 

一、專業理論與技術：要有一套專業的理論知識體系及專業助人的方法和技巧。 

二、專業倫理與守則：要有專業的倫理、價值信念及共同信守的倫理守則。 

三、專業教育與訓練：有專業教育訓練的科系及在職進修的制度。 

四、專業組織與機構：有專業人員工作的機構及專業人員的組織，還有專業人員 

    的甄試及證照制度。 

五、專業自主與認可：要為專業的自主權或專業判斷的權威，同時感受到社會人 

    士或社區居民的認可。 

    而後，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大多行業皆具有專業特質，只是程度上之差異，且

專業並非一靜態之特質，而是動態之過程，因而提出專業化之過程論。所謂的「專

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係指一種工作或職業，逐漸發展專業的特徵而成為

專業的過程(張曉春，1978)，Wilensky(1964)研究十八種職業的專業化過程指出，

職業專業化有以下之過程： 

一、 有人從事專任(full-time)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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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經驗與知識，以促進專業理論的形成。 

二、 訓練學校的建立： 

訓練學校特別是大專院校的創辦，以促進專業知識和技術的發展，並且藉 

著訓練與教育以提高從業者的素質。 

三、 專業團體的形成： 

專業人員增多逐漸形成團體，團體成員共同致力於締建專業權威，並為團 

體亦即職業決定名稱，以對內團結成員，對外爭取本身的社會地位。 

四、 專業團體從事立法運動以爭取保護： 

專業團體透過立法運動以獲得專業的法律地位，同時立法實現需獲得證書 

始能執業，以提高從業者的地位。 

五、 創立專業守則： 

以服務意識為基礎，創立專業守則，以維護專業權威，增進服務品質。 

從專業發展的過程來看，立法保護以對抗相鄰的專業及倫理守則的制定， 

被認為是完成專業化的最後程序。 

 

貳、 各學者對專業化之評論 

在家庭組成與社會結構已經改變的台灣社會裡，需要社會工作這個新專業， 

發展新的工作方法，以不同以往的對策，來有效協助生活適應困難的人與家庭，

舒緩或解決社會問題(陶蕃瀛、簡春安，1997)。學者張曉春(1978)遂指出早期社

會工作並未順利推展，以發揮其功能，可歸因於社會工作未專業化，造成許多機

構領導人與社會工作者多半以並未受過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與訓練人員所充任，應

促使社會工作專業化之推展。 

    由於專業工作此一專業人員依據他所擁有的卓越知識與能力提供服務，所以

他們對知識與能力的運用，與被服務者的權益或利害關係十分密切。因此，許多

人透過專業活動的制度化，可以讓擁有專業知識與能力的人，得以善用來提供好

的服務(曾中明、蔡適如，2007)，對於社會工作專業而言亦是。建構專業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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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常被說成是希望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更可以保障案主的權益，但是實際情

狀之一是專業也企圖把某種稀有資源─獨特知識和技術，轉變成另一種稀有資源

─即社會和經濟報酬，亦即專業進入門檻越高，一方面可以藉以收取更高的服務

報酬，另一方面也是在保障專業從業者的利益(鄭麗珍，2008)。專業服務對提供

良好的品質有其重要性，而且其服務品質是不容置疑的，但建構專業制度之後，

也很有可能被此一職業群體，用來爭取或維護其在服務他人之操控權，使他們能

夠獲得某種利益或社會地位，建構專業制度是否演變成爭取專業地位與維護專業

利益，而非在保護案主利益，因此在保護專業化之同時，又如何區分不是在維護

專業權益，而是在保護案主利益？(曾華源，2007)。 

    林萬億(2008)認為推動社會工作專業化並不是要社會工作者肆無忌憚地高

舉專業霸權或專業主義的大旗，社會工作專業要建立在民主的專業主義

(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前提下。專業主義往往走向自利與排外，民主的專業

主義建立在發展一種開放的參與可能，以促進服務使用者的覺醒，選擇最有利於

其自身的服務。     

    綜合上述，社會工作者在發展專業化的同時，必須思考發展專業化背後之意

義。支持社會工作發展專業化之論者認為若是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越健全，越能保

障案主之權益，使其得到更妥善之照顧。而反對社會工作發展專業化者則從權力

觀點出發認為社會工作專業化僅是企圖把獨特知識和技術，轉變成另一種稀有資

源─即社會和經濟報酬，藉以收取更高的服務報酬，保障專業從業者的利益，甚

至排擠其他民間助人工作者從事助人工作。 

 

參、 社會工作究竟是不是一項專業 

究竟社會工作是不是一項專業？研究者認為不論是從各國社會工作發展的 

脈絡下、不同時期的發展以及不同學者的看法，對於社會工作是不是一門專業皆

有其一番說法與論述。若是以目前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過程來看，試以

Wilensky(1964)所提出之過程論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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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人從事專任(full-time)工作 

民國三十九年成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現為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 

以民間力量推動家庭救助工作，開始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制度之濫觴(詹火生，

2007)。而後西方宗教團體透過民間社會組織，以工業先進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社

會工作方法，提供以社會救助、家庭服務、青少年服務等為主之服務(陶蕃瀛、

簡春安，1997)。直到九十八年底為止，社會工作者從業人數已達 6233 人，分別

於公部門與私部門進行社會工作專業服務。 

 

表 2-2 社會工作專職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2010) 

 

二、訓練學校的建立 

台灣地區最早的社會工作教育是民國三十七年前台灣省政府開辦的省訓 

團，主要在訓練實務工作者(黃彥宜，1988)。民國三十八年，成立台灣行政專校，

設有社會行政專班，訓練社會行政人才，後行政專校納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即

為目前台北大學前身，是台灣第一所培育社會工作人才之學校(詹火生，2007)。

民國四十年至六十年間，許多大學先後成立社會學系，其中包括台灣省立師範學

院於社會學系設立社會事業組、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輔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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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學系、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民國五十二年，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設立社會

工作學系，則是台灣最早以社會工作為名之學系(陶蕃瀛、簡春安，1997)。民國

六十三年東海大學首先從社會學系內分出社會工作組，中興、輔仁、東吳隨後跟

進。另一方面，台大、東海與東吳，也相繼成立社會學研究所，並先後在當中分

組教學。直到民國六十八年，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成立，輔仁大學與東吳大學

亦先後成立，開始獨立教學。民國八十年開始，隨著社會福利法規的大量通過，

以及民國八十六年社會工作師法的立法，相關科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林萬億，

2006)。直至民國九十九年底為止，以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命名等相關科系共有

31 間，致力於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之培育。 

 

表 2-3 台灣各大學社會工作相關科系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1 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博士班) 

2 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3 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 

4 政治作戰學校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5 台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6 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7 東吳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8 實踐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9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博士班) 

10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11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2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13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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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14 台南神學院 宗教社會工作學系 

15 長榮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16 嘉南藥理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7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18 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19 大仁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20 美和技術學院 社會工作學系 

21 慈濟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含碩士班) 

22 玉山神學院 教會社會工作學系 

23 陽明大學 衛生福利研究所 

24 台灣神學院 教會與社會系 

25 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含碩士班) 

26 玄奘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含碩士班) 

27 明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學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學系 

28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29 靜宜大學 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含碩士班) 

30 中正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含碩、博士班) 

31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老人福祉學系 

資料來源：詹火生(2007)，加上研究者修改而成 

 

三、專業團體的形成 

隨著社會工作就業市場的擴張，專業教育的發展，有專業教育背景的社會 

工作從業者逐漸增加。雖然成立專業人員組織的呼聲不斷，但由於戒嚴時期的人

民團體法對人民團體成立的限制，第一個由專業社會工作人員發起成立的專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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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於民國七十二年成立，但不能用社會工作的名字，而以「中華民國醫務社會服

務協會」出現(現已正名為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解嚴後於民國七十八年

成立「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積極促進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的建立、

社會工作師法之立法和發展社會工作專業證照制度。民國八十年則成立「中華社

會工作教育學會」，工作重點為社會工作教育的研究發展，是社會工作教育工作

的學術性質團體(陶蕃瀛、簡春安，1997)。目前共有中華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中

華民國社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台灣社會工作教育

學會、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台灣社會政策學會、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實務發展

協會以及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等社會工作專業團體，從實務、教育、研究

等多方面致力於社會工作之發展。 

 

四、專業團體從事立法運動以爭取保護 

    民國八十年六月，即由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委託徐震教授與林萬

億教授進行「社會工作師法草擬研究」，提出第一套社會工作師法草案版本，並

於八十三年九月至八十四年七月，完成「社會工作師法草案」之再次研擬；歷經

多次朝野協商，終於在八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完成三讀，並於八十六年四月二日經

總統公布施行，於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第一次修正，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四第二次

修正，九十二年六月五日第三次修正，法中對社會工作師資格取得、檢覈、執業、

開業、公會、罰則等均有具體規定(內政部社會司，2010)。民國九十四年，內政

部委託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醫院社會工作協會、中華民國社會

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及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執行社會工作師法修

法計劃，依據其送交內政部的修正草案所述，期待透過考試資格的限制，社會工

作師資格的二級分立、執行業務的廣納、工作條件的保障、以及罰則的修訂，規

範應考者的資格、增進專業服務品質、提升專業競爭力、保障工作者與服務對象

之權益(台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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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立專業守則 

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professional code of ethics in social work)，簡稱倫理 

守則(code of ethics)，是一種專業行為的道德規範，將專業哲理及價值取向內化

於專業人員之行為上，以規範其專業行為(李增錄，2007)。民國八十七年，依據

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七條，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作

為實務指引及處理倫理申訴陳情之基礎，所制訂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共有十八

條，要點如下(鄭文義，1999)： 

(一) 闡明社會工作者服務案主應有的基本態度與方法。 

(二) 闡明社會工作者服務的中立原則。 

(三) 闡明社會工作者的保密原則。 

(四) 闡明社會工作者尊重案主的原則。 

(五) 闡明社會工作者的協助案主最佳利益原則。 

(六) 闡明社會工作者信守專業關係原則。 

(七) 闡明社會工作者對待同仁之原則。 

(八) 闡明社會工作者對其他專業人員的原則。 

(九) 闡明社會工作者對機構之信約。 

(十) 闡明社會工作者對專業的責任。 

(十一) 闡明社會工作者對社會的責任。 

    舊版社會工作專業倫理，於民國九十五年做第二次的修正、於九十七年訂

頒。新版社會工作倫理，共分為三章：第一章總論、第二章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第三章附則，其中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共有六大部分： 

(一) 社會工作師對案主的倫理守則 

(二) 社會工作師對同僚的倫理守則 

(三) 社會工作師對實務工作的倫理守則 

(四) 社會工作師作為專業人員的倫理責任 

(五) 社會工作師對社會工作專業的倫理守則 



 

 

36 

 

(六) 社會工作師對社會大眾的倫理守則 

    若從以上專業化發展過程而言，在諸多先進的努力下，不論是有專業社會工

作者從事專任工作、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如雨後春筍般林立、社會工作專業團體之

形成、社會工作師法之立法以及社會工作倫理之訂定，研究者認為在台灣社會工

作是一門專業似乎已成為毋庸置喙之定論。 

 

第四節  科層、專業與社會工作者 

    社會工作通常被稱為一個組織的專業，因其大多數的活動皆在正式的機構中

實施(Wilbur & Finch, 1976)。當我們的社會日趨複雜與互賴，而各組織的規模也

不斷擴張時，不可避免地也就有越來越多人受雇於科層組織，即使在過去以「自

由」著稱的專業也逃不過科層化(bureaucrazation)的潮流(劉淑瓊，1983)。及至福

利國家的來臨，照顧弱勢族群成為政府的法定職責，助人工作始納入福利科層體

系，不僅有社會福利行政人員文官制度之奠定，而且有社會工作員第一線專業輔

導之啟用，社會工作人員在政府科層之中的角色適應和調整乃成為一個新的課題

(施教裕，1996a)。因此，本節將針對科層體制與專業之異同、社會工作專業與

政府科層組織之關係與可能造成之影響以及面對衝突該如何因應與調適進行討

論與闡述。 

 

壹、 科層與專業之異同 

從文獻探討第一節與第二節中，可見科層體制與專業之本質有其相似與相異 

之處，Blau 和 Scott (1977:60-63)與 Hall (1968:92-104)歸納出下列幾個共同的元

素： 

一、 決策行動根據一視同仁的標準，亦即某些客觀的標準為基礎，這些標準來

自於專門化的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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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人員是基於專門化的訓練，而對於特定範圍內的問題，有足夠的知能、

信心與權威去處理之，同時「有限制的權威」(circumscribed authority)便是

科層體制的精義。 

三、 專業倫理守則制止情緒介入，一方面保護服務對象免於情緒上被利用，另

一方面也保護實施者免於同情心之驅使而陷入泥沼，這和科層體制強調的

非人情的超然(impersonal detachment)是無二致的。 

四、 專業人員地位的取得是靠個人的傑出表現，而得到同行的認可，而科員也

是因為技術及格、能力勝任而被拔擢到某一職位，而不是靠裙帶關係。 

五、 決策以服務對象之福利為前提，而不是個人私利為基礎。 

然而，Corwin(1965)卻指出科層與專業有其差異如下(引自謝文全，2007)： 

一、 科層化重視服務客戶的一致性，強調法規的一體適用；專業化則重視其獨

特性，強調個別差異的適應。 

二、 科層化重視記錄與檔案，強調前後的一致；專業化則重視研究與創新，強

調不斷地改進。 

三、 科層化視法規具有普遍性(universal)與特定性(specific)，適用於所有服務顧

客，但只規範到生活的一部分；專業化則視法規為一種可供選擇的變通方

案，而且是廣泛性的(diffuse)，影響到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四、 科層化強調技術效率(efficiency of techniques)，是工作導向的；專業化則強

調目標達成，是顧客導向的(client orientation)。 

五、 科層化依賴的是實務上的技能(skill based on practice)；專業化依賴的是專業

知識的技能。 

六、 科層化的決定焦點，在於如何將法規應用到日常問題的解決上；專業化的

決定焦點，在於專業政策的訂定與獨特問題的解決。 

七、 科層化的法規是由民意通過的；專業化的法規是由法定的專業團體訂定的。 

八、 科層化人員的忠誠對象是組織與長官；專業化人員的忠誠對象則是所服務

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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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科層化的領導權威是來自於權位；專業化人員的權威則來自個人的專業才

能。 

    黃坤錦(1994)亦指出專業人員的基本特徵，是強調知識的權威和要求自主自

治，相反地科層組織卻強調層級的權威和要求服從紀律；在科層組織裡，員工被

要求依照上級的指示而行事，不能依自己的知識技術做判斷；員工被要求對上級

負責，對組織忠誠，而不是對顧客負責或對知識技能忠誠；員工被要求依規章程

序行事而不能自行發表意見；專業文化特別著重自由的探索，自訂的標準，創新

理想性，以及對專業同事的認同，而科層文化則側重現行的規章法令，固定的程

序手續，現實的可行性，以及對組織機構的忠誠責任；科層文化是傾向上下層級

權威和中央集權式的，專業文化則是傾向民主平等和地方分權的。因此，專業人

員在科層組織當中，由於不同的心裡認知和行為態度，而存在著基本的衝突因

素，便不難理解。 

 

貳、 社會工作專業與科層之關係 

    一個現代化的機構，尤其是提供專業性服務的機構，如果要發揮高度的功

能，則必須具備兩大方面的條件，一為理想的行政體系，二為優良的專業才能，

行政科層體制與專業的結合便成為社會工作實施的必然發展。 

    科層體制運用專門化的知識體系作為決策行動之對照，一方面借重專業促使

組織之成效，而另一方面亦令專業有所發揮；科層體制進行各項專業分工，促使

組織分工明確，亦令專業更精緻化；科層體制施行非人情化，促使組織更有其依

據，亦提醒與保護專業免於同情心之驅使而陷入泥沼；科層體制用人以能力勝任

為主，促使組織有既定升遷管道，亦使專業能有所精進。 

然而，因專業與科層在本質上的差異，尤其是某些核心價值與信念的對立，

使得這兩者間的關係變得複雜，且常遠離理想中的相輔相成的型態，而陷入交互

衝突、干擾的狀態(蘇信如，1983)。Wilbur 與 Finch(1976)亦指出許多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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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組織一方面需要專業工作者的專業知識，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其對於組織

之忠誠，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緊張與衝突。 

    王家通(1994)提出科層體制與專業自主最基本的衝突，主要來自科層體制與

專業人員所採用的社會控制系統。專業人員企圖自己管理自己，因為他們具備指

導行為的內在道德規範，而這套行為規範受到同事們的支持；而另一方面，科層

體制的控制並非存在於同事團體之中，紀律的維持主要來自主要的權威體系，亦

即專業人員行為最根本的基礎是專業知識，可是科層人員的行為是否正當卻要視

其是否與組織的法令與規章一致，並為上級所認可而定。在這裡便存在著組織與

專業衝突的根源，這就是「專業技能及自主權」與「科層體制的紀律與控制」兩

者之間的衝突。徐震、趙碧華(1996)亦認為一般行政人員接受行政教育，信奉科

層體制，重視縱的權威，在社會福利工作中，先考慮資源，再考慮分配，循「量

入為出」的原則，忠於長官，聽從指示，是一種官僚文化；而專業工作中，先考

慮需求，再考慮資源，循「量出為入」的原則，忠於案主，要求自主，是一種專

業文化；官僚文化只求消化預算，專業文化則求預算績效。 

    蘇信如(1983)指出社會工作專業與科層組織間的問題及其成因，可大略從四

個向度來探討： 

一、自服務提供的向度來看 

    社會工作強調針對案主群的獨特性、尊嚴及獲取所需資源的權利，來盡可能

提供一切必要的服務；科層體制的特質之一則是強調標準化、非個人化及嚴密的

組織內部的與來自外在大社會體系的規則與法律。在這種強有力的限制下，再加

上可用資源的不充足，社會工作者常會有無法充分發揮服務功效的無力感與挫折

感。 

二、自權力根源的向度來看 

    社會工作的權威來源是屬於「專家權威」(expert power)，個人的力量來自其

專業素養與經驗；但科層體制中的權威，則是附在「職位」之上，與其個人的才

識並無直接關係。此外，今日社會工作愈來愈強調自主性與自我的控制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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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專業服務的彈性與獨立性，但反觀現存的科層組織，則是經由一套套既定

的程序與層級化的督導來約制專業工作人員的活動，於是衝突的發生便勢所難免

了。 

三、自同僚關係的向度來看 

    組織的科層化越深時，會使員工間的關係愈顯得正式化，並強調責任與權限

的明確分劃。雖然專業模式本身的專精化傾向及對客觀性協同合作關係的強調，

已日益強化了社工機構中員工關係的正式性；但是基於這門專業的特性，社會工

作者多半會在其所服務的機構外，再用一些較獨特的標準去獲取多種組織的成員

身分，以謀求專業同僚的社會支持；而在實務工作中，與多種相關的系統，如案

主體系(client system)、目標體系(target system)等建立關係，更是工作員的職責所

在，這些因專業導向而形成的複雜關係叢結，絕不是官僚文化所強調之對組織權

威的盲目而簡單的全然效忠所可完全涵蓋處理的，而其間的差距(gap)則常成為

問題產生之源。 

四、 自行政職位體制的角度來看 

    最早，各種機關組織遵從的是「業務與幕僚」(line and staff)的觀念，並未將

專業人員的地位與行政者的地位平起看待，而採用「一元層級體制」(Single 

hierarchy)，造成具有專業知能的員工受到一般行政人員全然領導的局面；而在

服務的實施上，常因此而造成「外行人領導內行人」的困擾。後來因專業化漸受

重視，有關機構開始在「專業人員─行政人員」之關係取向的引導下，建構出「二

元層級體系」(dual hierarchy)。今日對其運作成效加以評析時，發現這種模式雖

免除了專業人員與行政人員之的衝突；而諸如：相互抵制的心態、知識本位的歧

異與派系活動的競爭等多種干擾則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專業服務的品質。 

    Smith(1979:82-83)則認為社會工作某些特質強化了存在於專業與科層結構

之間的社會結構性的緊張(socially structured tension)，其原因如下： 

一、 由於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在數量和種類上均缺乏，訓練期間也短，加以比

照專業人員，甚至那些非專業之投入實施者的行列，不但使得那些在專業



 

 

41 

 

上受過訓練的社會工作者之特殊技能受到懷疑—社會工作被貶為普通知

識，只要稍具天分，任何人可以從事之。 

二、 社會工作專業化的程度，是決定社會工作者能否在組織中居影響力地位，

以及是否在實務上握有自主性的主要原因，若專業化程度不高，則影響力

與自主性相對地也無法保證。 

三、 社會工作的規範之一是「雙重責任」(dual responsibility)—亦即身為一個社

會工作者必須同時對雇用的機構以及案主和社會負起義務與職責，但兩者

的要求未必一致，使社會工作者陷入左右為難之境。 

四、 以目前的社會工作的知識狀態和技術水準而言，對決定專業晉升

(professional promotion)的績效測量，仍不夠精確。社會工作者在科層組織

中的考績與升遷之依據，往往混合組織和專業的標準，社會工作者可能見

風轉舵迎合組織，而沒太多信心而精力去堅持原先專業之理想。 

五、 社會工作者與社會機構所推動的福利方案之目標，經常是含混的、語焉不

詳的，或太過於廣泛以致無法測量其成效，甚至連自身在做什麼、目標是

什麼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六、 社會工作專業社群不只對目標缺乏一致意見，即使在對於「何種層次的自

主性對於他們的專業職位是合適的」一事，亦缺乏高度共識。 

七、 社會工作可以說是一門女性的職業，就組織而言，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觀

念，加上女性不若男性視工作為優先，因而組織賦予的自主性也就有限。 

 

參、 社會工作者衝突的因應與調適 

調適（adjustment）係指每一個人經常在為滿足自身的需要和達到生活的目 

標而努力奮鬥或戰戰兢兢，因為他必須在各種環境之下，尋求一些可行的途徑，

因此調適含有一種個人需要及其環境之間矛盾的調和作用（Reconciliation）(廖

榮利，1986)。調適亦可以說是一個人在困境的行為和成就表現，人之調適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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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若是表現出一種動態的、交互的和可變性的，便是一種良好調適（蔡漢賢，

1990：639）。 

因應（coping）則係指幫助一個人在面對壓力的情境下，可以調適心理狀況

來面對的一種穩定因素（Holahan & Moos，1990）。Moss & Schaefer（1993）將

「因應」分為「因應資源」（coping resources）及「因應歷程」（coping processes）

兩個概念；前者係指個人處在生活危機與變遷的情形下，相對穩定的個人與社會

因素（如個人的人格、家庭的支持等）；後者則是指稱個人在特定的壓力情境下，

面對此情境所產生認知與行為上的努力。而因應的方式則有趨向因應（approach 

coping）：以面對的方法來處理壓力情境；以及趨避因應（avoidance coping）：以

逃避的方式來面對壓力情境。 

Green(1966)指出當社會工作者因應專業標準與科層體制要求的不同時，個

人將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發展出因應策略。Lazarus 和 Folkman（1984）提出因應

策略的使用，有兩大主要功能： 

一、 問題焦點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主要的論述主軸為：當個體在 

面對壓力情境時，能針對問題尋找互動方式，以行動改變個人和環境間的威脅或

危險關係，而有些因應則在於控制個體與環境間的互動關係，另外，個體將行為

著重在解決問題上、或是減低壓力事件的威脅程度上，即處理引起壓力的問題 

二、 情緒焦點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它是一種內在心理、精神調理的 

過程，為個體調理情緒或減輕因問題情境而產生的困擾，所採取的認知方式或行

為，也是一種控制個人困擾情緒的方式，以及個體改變對環境的自我內在解釋，

以減低壓力、調整情緒。 

    Thomas (1983)則提出衝突處理方式有五種策略： 

一、 競爭(Competing)：當事者只求自己的利益或需求的滿足，而不顧他人的反 

應，為求勝過對方，不擇手段，所採取的支配性行為。為了得到成功，會運用各

種權力為籌碼，而展開一場輸贏之間沒有和局的遊戲，是一種「我贏你輸」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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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二、 合作(Collaborating)：面對問題，個體與對方試圖一起合作，找出對彼此雙 

方最為有利的解決問題方式，期使雙方都能獲得最滿意的結果，以求兩全其美的

「雙贏」策略。 

三、 妥協(Compromising)：當事者與對方彼此經由溝通、談判、折衷，平衡彼此 

不同的意見以滿足自己和對方的部分利益，藉此謀得和平共處，各自「互有輸贏」

的局面，使雙方獲致雖不是很滿意，但可接受的共識。 

四、 逃避(Avoiding)：當事者既不在乎自己的權益也不在乎別人對事情的看法， 

不願正面去面對衝突，採取退縮或壓抑的方式，使自己和別人保持適當距離，並

拒絕公開的表達自己的意見，以為如此就可以避免衝突的發生，是鴕鳥心態，呈

現「雙輸」的局面。 

五、 順應(Accommodating)：當事者並不在乎自己的權益，寧可犧牲自己成就他 

人，以忍讓順應他人的需求，採取息事寧人，消極屈從，是一種「我輸你贏」的

策略。 

    科層體制與專業之間確實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與可能產生之衝突，而社會工

作者又無法獨立於科層體制之外，因此面對衝突時，必會發展各自的因應方式。

Green(1966)指出社會工作者的因應策略較著重在個人內在動力的改變，而非對

科層組織反映出之具體行為，例如過度認同案主，認為案主和自己都是組織要求

下之受害者或是過度執著組織的規定，一切依法行事。公部門社工員是否如此則

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本文探究科層體制與專業之間存在衝突之樣貌，並瞭解社

會工作專業與科層體制共處之道，以促進科層體制與社工專業彼此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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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概念架構 

    在台灣獨特的社會工作發展脈絡下，社會工作者進入政府科層組織有其背景

與原因，且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工作者進入科層組織亦是不可避免之趨勢。從第

二章文獻探討中可發現，進入政府科層組織，對於社會工作專業必然造成影響，

正向影響將對實務實施有所助益，但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間，確實存

在著本質上之差異，而這些差異將造成社會工作者從事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時的矛

盾與衝突，進而影響服務品質與案主權益，甚至使社會工作者產生「不如歸去」

之想法，導致社會工作專業人力嚴重流失。 

    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結合乃本研究關注之焦點，既然政府龐大的

科層組織並非一朝一夕可改變，社會工作者進入科層組織亦是無法避免之趨勢，

因此本研究試圖從社會工作者主觀之詮釋，描繪在區域社福中心實務場域社會工

作專業之實施情形，呈現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以及兩者衝突之面

貌，並探索當社會工作者面臨負向影響與衝突時，如何調適與因應之策略，進而

從中找尋出路，尋求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彼此相得益彰、相互助益之方

法。故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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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政府科層體制 

 層層節制的權威      區  

 專業分工            域 

 成文規章與程序      社 

 非人情化            福 

 能力勝任            中 

                    心 

        社會工作專業 

 有系統的理論體系 

 專業權威 

 社會認可 

 共同遵守的倫理守則 

 專業文化 

社會工作者 

正向影響 負向影響與衝突 

調適與因應 

政府科層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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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承上節之研究概念架構，本節將說明研究採用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選

樣、資料蒐集方法、資料整理與分析過程。 

 

壹、質性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大可分為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這兩類的理論典範十分不同，各有其特色與優缺。量化研

究主要立基於傳統之實證主義典範，而質性研究則是出自於對實證主義之反動，

對於二者孰優孰缺之論述眾多，研究者認為應視研究本身之目的與問題，選擇最

合適之研究方法，始能發揮最大之功效。 

    量化研究取向者相信，研究者是可以透過科學、客觀、中立的資料蒐集過程，

將蒐集到的資料發展出一般法則，再將這些法則進一步推論到具有類似特質的其

他對象；而質性研究取向主要源自於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傳統，主張每個

個體都有其獨特性，研究者只有透過被研究者的立場，才能了解這些生活經驗對

被研究對象的意義為何，真實的本質只有存在當下，而無法進一步推論，同時這

些本質也是不斷變動、而非恆定的現象(潘淑滿，2003)。 

    基於上述對質性研究之定義，可發現質性研究有下列之特點(陳向明，2002：

7-12)： 

一、 自然主義的探究傳統 

質性研究認為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以及社會組織的運作是與他們所處的社會 

文化情境分不開的。若要瞭解個人和社會組織，必須把他們放置到豐富、複雜、

流動的自然情境中進行考察。此外，亦注重社會現象的整體性與相關性，對所發

生的事情進行整體的、關聯式的考察。 

二、 對意義的「解釋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質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對被研究者的個人經驗和意義建構做「解釋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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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領會」(verstehen)，研究者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對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

意義建構做出解釋。 

三、 研究是一個演化發展之過程 

質性研究認為研究為一個對多重現實(或同一現實的不同呈現)的探究和建 

構過程。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都可能會變，蒐集和分析

資料的方法會變，建構研究結果和理論的方式也會變。因此，質性研究為一個演

化的過程。 

四、 使用歸納法 

從研究的基本思路看，質性研究主要採納的是一種歸納的方法。歸納的方 

法決定研究者在蒐集和分析資料時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線，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

建立分析的類別。理論建構走的也是歸納路線，從資料中產生理論假設，然後通

過相關檢驗和不斷地比較逐步得到充實和系統化。 

五、 重視研究關係 

由於注重解釋性的理解，質性研究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非常重 

視，不可能設想研究者可以脫離被研究者進行研究，因為正是由於雙方之間的互

動，研究者才可能對對方進行探究。 

    本研究期待能夠從社會工作者本身觀點之詮釋，以描繪其於實務場域所面臨

之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影響之衝突、面對衝突實之因應與調適，重現社

會工作者之主觀經驗，因此研究者認為質性研究乃是較適合之研究方法。 

 

貳、研究範圍與對象之選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深入探討存在於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間存在

之影響與衝突以及調適與因應之策略，因此研究對象為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

者，以下將說明研究者如何範定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之選樣。 

一、 研究範圍之範定 

    目前台灣各縣市皆已設置社會工作者，限於研究者之經費與時間，無法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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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基於研究者所能掌控之資源、可投入之時間、以及資料收集之可近性與可

及性等考量，再加上質性研究首重個人經驗之深入而非推論，因此研究者將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限定為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期待能夠藉由深入其

經驗，描繪出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影響與衝突之面貌。 

二、研究對象之選樣 

    質性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對於抽樣策略的運用，是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選擇。質性研究抽樣策略的運用，主要目的是在深入蒐集豐富的資訊內

容，選擇的研究對象皆不多，簡而言之，其抽樣策略運用可說是「深而不廣」，

主要建立在能提供深度和多樣資料為準(潘淑滿，2003：126)。因此，研究者根

據研究目的，選擇「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作為抽樣策略，透過管道

來接觸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再請其推薦擁有同等豐富資訊之社會工作

者，重覆此動作之循環，直到蒐集的資訊達到飽和為止(陳向明，2002；簡春安、

鄒平儀，2004)。以下遂簡述個案選取之管道以及個案選樣之原則： 

(一)個案選取之來源管道 

    台北市依行政區劃分，各設有區域社福中心，因此有中正、大同、中山、松

山、大安、萬華、信義、士林、北投、內湖、南港、文山等十二個區域社福中心。

而台北縣則有板橋、三重、土城、文山、北海岸、新泰、雙和、七星、蘆洲以及

三鶯等十個區域社福中心。研究者自 2010 年 6 月開始聯繫，台北市區域社福中

心之社會工作者，皆願意以私人關係之方式接受訪談，而台北縣區域社福中心之

社會工作者則認為需先透過公文之方式，向社會工作科進行申請，得到局內長官

同意後，始願意接受訪談。 

    取得訪談對象的方式詳述如下： 

1. 研究者之研究所同學乃在台北市區域社福中心中工作，遂由其推薦受訪者， 

  再由接受訪談者繼續推薦下一個受訪者，由此管道共取得四位台北市區域社福   

  中心之社會工作者作為受訪對象。 

2. 由學校行文且需檢附研究計畫書，向台北縣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科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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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序，經由其同意後，始透過過去在台北縣區域社福中心實習時之實習督

導推薦，再由接受訪談者繼續推薦下一個受訪者，由此管道共取得四位台北

縣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作為受訪對象。總計八名受訪者。 

(二)個案選樣原則與結果 

    質性研究之樣本須以提供「深度」和「多元社會實狀之廣度」資料為標準(胡

幼慧、姚美華，1996)。據此，選樣的考量有： 

1. 考量社會工作者在區域社福中心工作之年資： 

    由於對於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影響與衝突之覺知以及衝突之因應

與調適，必定需經過一番時間之淬煉，因此選擇受訪對象時，期待以區域社福中

心服務年資較久之社會工作者為主。但 Green(1966)曾指出社會工作者對於科層

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衝突之覺知，將隨著社會工作者年資之增加而改變，因此研

究者認為新進之社會工作者或許僅感受到衝突而未發展調適與因應之策略，但其

對於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衝突樣貌之描繪亦有值得參考之處。故在工作

年資的考量下，將兼具新進與年資較久之社會工作者，各選取 4 名 2 年以下工作

年資之社會工作者以及 4 名 4 年以上工作年資之社會工作者，惟 4 名年資較輕之

社會工作者皆為台北市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而年資較深之社會工作者皆

為台北縣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研究者認為可能受到滾雪球抽樣所造成。 

2. 考量性別之差異性： 

    許多針對社會工作者本身進行之研究中，皆指出男性社會工作者與女性社會

工作者往往對於同樣的事件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因此研究者認為雖然社會工作者

中以女性為大宗，但若能增加男性社會工作者之描繪與陳述，必定能夠增進研究

之豐富性。以 98 年度社會工作專職人數 6233 人中，僅有 966 人為男性(內政部

社會司，2010)為例，推估社會工作者男女性別比約 1:7，故選擇 1 位男性與 7 位

女性之社會工作者作為訪談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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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上述選樣來源管道與原則，本研究共有八名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如下

表所述： 

 

表 3-1 本研究受訪對象基本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年齡 學歷 社工年資 區域社福 

中心之年資 

所屬單位 訪談時間 

001 女 26-30 碩士 0-4 年 0-4 年 台北市 99.06.15 

002 女 31-35 碩士 5-9 年 0-4 年 台北市 99.07.07 

003 女 26-30 碩士 0-4 年 0-4 年 台北市 99.07.14 

004 女 41-45 碩士 10 年以上 0-4 年 台北市 99.07.20 

005 男 36-40 學士 5-9 年 5-9 年 台北縣 99.10.04 

006 女 36-40 碩士 10 年以上 5-9 年 台北縣 99.10.11 

007 女 36-40 學士 10 年以上 5-9 年 台北縣 99.10.12 

008 女 26-30 學士 0-4 年 0-4 年 台北縣 99.10.1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参、資料蒐集方法 

    在質性研究中，蒐集資料的方法有許多種，因為在質性研究中任何東西只要 

可以符合研究目的都可以成為資料，因此幾乎任何方法都可以成為質性研究蒐集

資料的方法，而其中深度訪談法為質性研究中較常被用來進行資料蒐集的方法 

(陳向明，2002)。訪談就是在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可以透過雙向溝通過程，

輔以聆聽與觀察，共同建構出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進而透過詮釋的過

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而質性研究訪談便是一種有目的的談話過

程，研究者透過談話過程，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對問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

與意見(潘淑滿，2003)。質性訪談的目的是設法從受訪者的口中找到一些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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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事件與看法，研究者無法清楚受訪者對於各種事件所賦與的意

義，除非藉由訪談，研究者才可以進入受訪者的觀點世界裡(簡春安、鄒平儀，

2002)。 

    綜合上述所言，質性研究訪談法具有下列幾項特色(潘淑滿，2003：138-140)： 

一、 有目的的談話 

質性研究的訪談與一般閒談或談話不同，它是研究者根據某一特定研究目的 

所進行的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過程；透過溝通過程來收集相關資料，以便探究研

究的現象或行動之意義。 

二、 雙向交流的過程 

訪談是訪談者與受訪者根據某一特定議題，進行語言與非語言的雙向交流的 

過程；在訪談過程中，訪問者與受訪者透過不斷的互動，共同建構出對研究現象

或行動意義的詮釋。 

三、 平等的互動關係 

質性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平等的基礎，由於訪問者並不具有 

決定受訪者權益的權力，所以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以根據個人意願決定

接受或不接受訪談，同時也可以根據自由意願決定表露的程度。 

四、彈性的原則 

質性研究的訪談工作非常重視彈性原則，強調研究者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必 

須根據訪談的實際狀況、訪談的問題與形式或地點作彈性的調整。 

五、積極的傾聽 

當研究者透過訪談方式來進行資料蒐集的過程，聽就比說來得更為重要。對 

質性研究而言，訪問者在訪問過程所提的問題，一來只是一種引導談話的潤滑

劑，二來則是要幫助訪問者能夠深入了解受訪者的社會文化背景，因此用心的傾

聽，才是應該關心之重點。 

    陳向明(2002:227-228)則歸納訪談法的主要功能有： 

一、 瞭解受訪者所思所想，包括他們的價值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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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瞭解受訪者過去的生活經歷以及對事件的意義解釋； 

三、 對研究的對象獲得一個比較廣闊、整體性的視野，從多重角度對事件的過

程進行比較深入、細緻的描述 

四、 為研究提供指導，事先瞭解哪些問題可以進一步追問、哪些問題是敏感性

問題，須特別小心； 

五、 幫助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建立關係，從陌生到熟悉、信任； 

六、 使受訪者感到更有力量，因為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了、故事被公開了，因此

有可能影響到自身文化的解釋與建構。 

這些功能與研究者欲瞭解社會工作者面臨科層體制與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 

與衝突以及面對衝突時之調適與因應的研究目的相符，也達到研究者期待透過本

研究為社會工作者發聲之初衷，故採用深度訪談法作為主要蒐集資料之方式為最

佳選擇。 

    本研究以半結構化之訪談大綱進行深入訪談，根據簡春安、鄒平儀(2002)建

議訪談內容可包含：一、詢問受訪者的經驗與行為；二、意見與價值；三、感受

性之經驗；四、知識性問題；五、感官性問題；六、其他資料，在訪談前先擬定

一份有概要結構與方向之訪談大綱(詳見附件一)，但在訪談過程中，將隨實際訪

談之情境做適時修正與調整，視每位受訪者資料蒐集之情形，進行 1 次之訪談，

每次時間 0.5-1.5 小時不等。配合受訪者之方便性選擇訪談地點與時間，讓受訪

者感到受尊重、輕鬆及安全。關於訪談時間安排，研究者仔細考量、評估如何以

不打擾其工作為原則安排訪談時間，並在接觸時便與受訪者就訪談時間長短進行

安排與討論。 

    研究者進入實地進行訪談的期間為 2010 年 6 月至 2010 年 10 月，因受訪者

工作繁忙，經常為了約定訪談時間，花費許多心力或幾經更改時間，所幸受訪者

仍願意接受訪談，令研究者心中充滿感激。訪談多是在受訪者下班後空閒時間進

行，許多受訪者邀請研究者至工作場所進行訪談，研究者考慮到訪談主題之特殊

性，故有幾位受訪者皆約在受訪者工作場所附近之咖啡廳，但便容易受到周圍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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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與喧嘩之干擾，不僅影響訪談之進行，更造成資料蒐集上之困擾。而後，若是

受訪者願意選擇工作場所作為訪談場所，便至其工作場所之會談室進行訪談，不

僅減少受到外界環境之干擾，更可確保受訪對象之隱私，以下是 8 位受訪者的訪

談情境說明： 

 

表 3-2 訪談情境說明表 

代號 訪談地點 訪談情境描述 

001 
速食店 為受訪者工作場所附近之速食店，由於為傍晚時分，店裡充滿用

餐之兒童與青少年，十分喧嘩與吵雜，造成訪談時數度中斷，亦

經常打斷受訪者之思緒。 

002 
咖啡廳 為受訪者工作場所附近之咖啡廳，環境較為清幽與安靜，但仍幾

次遭店員打擾，詢問是否試嚐新產品，受訪者回答問題精簡，訪

談很快便結束。 

003 
咖啡廳 為受訪者住處附近之咖啡廳，環境亦較為閑靜。訪談前先與受訪

者閒談研究議題，再開始進行訪談。受訪者針對訪談內容侃侃而

談，亦會將自己過去的研究經驗與研究者進行分享。 

004 
工作場所

接待區 

當受訪者選擇接待區作為訪談場所時，由於辦公場所便在旁邊，

且雖為下班時間，但辦公室仍有同仁未下班，但受訪者表示不以

為意，對於訪談問題仍是無所不答。 

005 
工作場所

會談室 

為獨立之空間，令訪談過程進行地十分順利，結束後仍非常好客

地為我介紹中心環境，以及閒聊過去的工作與求學經驗。 

006 
工作場所

會談室 

為獨立之空間，雖為下班時間，訪談過程中曾幾次為接聽個案電

話而中斷，受訪者表示有棘手個案需立即處理，並表示對研究者

之歉意。 

007 
工作場所

會談室 

為獨立之空間，訪談前與受訪者先閒談近來工作之情形，再開始

進入訪談。訪談結束後，研究者針對並非研究之議題，但仍感興

趣之話題與受訪者進行討論。 

008 
工作場所

會談室 

為獨立之空間，訪談前受訪者表示自己第一次接受訪談而有些緊

張，擔心自己無法作完整之陳述。研究者鼓勵其侃侃而談即可，

開始進行訪談後，受訪者並無緊張而影響回答之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訪談進行前，事先告知受訪者訪談過程將進行錄音，其有權隨時要求停止錄

音，取得受訪者同意後進行錄音，若受訪者不允許錄音，則採取現場筆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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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記錄。本研究的8位受訪者皆同意錄音，有趣的是受訪者006，雖同意錄音但仍

不斷地詢問研究者錄音之用意為何，並要研究者確保錄音檔以及訪談內容不能外

露，可見其對於接受訪談存在著許多焦慮；受訪者002則希望先花一分鐘閱讀完

研究者提供的訪談大綱再開始；受訪者008則是擔心自己表達能力不好，經過溝

通與鼓勵後，褪去了她這層擔心，我們才順利進入訪談與錄音。 

 

肆、資料整理與分析方法 

    質性研究之資料分析為根據研究目的對所獲得的原始資料進行系統化、條理

化，然而用逐步集中和濃縮的方式將資料反映出來，其最終目的是對資料進行意

義解釋 (陳向明，2002)。 

    簡春安、鄒平儀(2004)提出分析策略如下： 

一、 以年月順序，從頭到尾的陳述整個故事； 

二、 關鍵事件的分析； 

三、 對不同情境的分析； 

四、 對過程的分析； 

五、 以論題為主的分析。 

本研究則參考陳向明(2002)資料整理與分析的步驟，依據下列步驟與方法分

析整理資料： 

一、閱讀原始資料 

    將錄音檔謄錄成逐字稿後，藉由校稿之機會，除了校對逐字稿與錄音檔是否

相符外，反覆閱讀原始資料，仔細琢磨其中的意義與相關概念。雖因自己並未有

實務經驗，而對社會工作者所提及工作情境不甚融入，但仍盡己所能地沉浸至區

域社福中心的實務場域中、社工的日常生活裡。 

二、登錄 

    透過反覆閱讀原始資料的過程中，使用紅筆與螢光筆，在重要的概念下進行

註記，不論是一個概念或一段話，思考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為何，與研究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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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何以及與文獻探討所架構出來的概念關係又為何？雖然看似雜亂無章，慢

慢勾勒出這些概念與意義彼此的相關。 

三、尋找本土概念 

    對於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而言，因其工作領域、工作內容，甚至遭遇

到困境的相似，以致他們有許多共同之語言，並非其他社會工作專業領域所能共

享。像是「非老非殘」，對於其他私部門或專業領域而言，可能不具任何意義。

但對於政府部門的社會工作者，除了是服務的族群之一，更代表科層體制下所面

臨到的嚴重困境。在概念與意義的登錄時，將特別留存這些社會工作者專屬之語

言，以更貼近其生活與工作環境。 

四、建立編碼和歸檔系統 

    根據紅筆與螢光筆所勾勒出的初步概念，仔細洞察這些小概念彼此之間所存

在的關係與意義，形成中概念，最後再形成大概念。概念較清晰後，遂開始思考

如何在第四章呈現以及這些概念該如何編排，呈現除了視社會工作者的相同經驗

外，更重視存在這些同中之異，共同構築出不求精確，但求貼切政府科層組織下

社會工作者真實樣貌之呈現。 

 

第三節 研究嚴謹度與研究倫理 

壹、研究嚴謹度 

    質性研究是否具有嚴謹度或值得信賴度的判準往往牽涉到質性研究遵循的 

典範為何，但是因為質性研究有不同的典範或學派，雖然豐富多元，也在許多層 

面相互矛盾，異質性相當高，使得評鑑質性研究的標準爭議不定，甚至有的學派 

（如後現代主義）根本質疑判準的需要（張芬芬，2002），因而質性研究不若科 

學實証典範的量化研究有一套清楚、標準化、學術公認的判準。再者，許多質性 

研究揉合了不同典範中的元素、兼取了多種學派的觀點，很難宣稱其全然遵循哪 

一個典範，相對應於傳統實證科學評鑑量性研究嚴謹度的效度、信度和客觀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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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Lincoln和Guba（1985）提出的四個評鑑質性研究的標準，分別是可信性、

可轉換性、可靠性和可確認性，這是也目前質性研究較常使用的判準，研究者在

這四個判準的考量與使用策略如下： 

一、可信性方面 

    藉由投入較充分的時間，建立信任關係、避免獲得扭曲的資料。在受訪對象

中，有四位過去遂已熟識，而另四位經由輾轉介紹認識之受訪者，皆在其同意之

下，以下班後時間進行訪談。訪談時，並非一開始遂進入正式的訪談，而是先透

過彼此的自我介紹，讓雙方有基本之認識。訪談後亦會有時間讓受訪者或研究者

能夠為研究或研究外感興趣之話題作更深入之談話，以加深彼此之關係，釐清彼

此的看法與觀點。 

二、可轉換性方面 

    相對應於外在效度，可轉換性係指研究者所蒐集到之資料，對於被研究對放

之感受與經驗可以有效地轉換成文字之敘述。因此，研究者盡可能增廣資訊的範

疇、詳實記錄研究脈絡情境、研究過程相關資料，以供評斷是否達到研究結論的

可轉換性。 

三、可靠性方面 

    相對應於信度，著重穩定性與一致性，並同時考量研究的過程與成果 

（Lincoln & Guba, 1985）。本研究藉由蒐集不同來源、時間的資料來降低不一致 

的情形，並透過研究審核者—論文指導教授、口試委員來確保研究過程的可靠 

性，及研究成果（包括資料、發現、詮釋和建議）是否基於資料支持、達到研究 

內部的前後連貫。 

四、可確認性方面 

    相對應於客觀性，指研究過程有跡可尋，讓他人驗證、確認，可藉此評估研 

究結果是否根基於資料、推理是否合乎邏輯。研究者的策略為將資料蒐集所得的

資料妥善歸檔保存，留予備查。 

    上述這套標準明顯地是衍生自實證主義典範，因為其主張質性研究要有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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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量性研究相對應的標準，胡幼慧、姚美華（1996）則是將之歸類為「近似實證 

主義之走向」的判準。事實上，Guba 和 Lincoln（1989:245）也承認早先提出的 

這套判準對自然主義典範來說是有限制的，因為這仍然是方法學的判準，只要方 

法正確就能確保值得信賴，因而提出源於建構主義的另一套判準--確實性 

（authenticity）的判準，這套判準納入新的倫理標準，強調研究者對自身視角的 

自省、自覺、注重被研究者和讀者的聲音，以及研究成果的行動意義，特別是對 

人類尊嚴、正義的正面意涵（胡幼慧、姚美華，1996）。Lincoln（1995）將傳

統科學實證主義和建構主義/自然主義的三套判準製表臚列（見表3-3），我們可

以發現質性研究值得信賴度的考量從外在的科學方法判準、仰賴資料到講求、仰

賴內在的倫理，因此在追求研究嚴謹性時，必須加入倫理的考量，例如雖然分享

訪談資料等有助於提升審核，但卻可能造成過度描述、揭露太多，對研究對象造

成負面影響，下一個部分將針對倫理議題獨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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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倫理 

一、告知同意、承諾保密和匿名 

    深度訪談的部分，於訪談進行前，研究者坦率向受訪者表明其經由何種管

道、為何被選為訪談對象，並承諾研究過程的匿名與保密處理，不過度探究與揭 

露研究對象隱私，請受訪者閱讀後若無疑義簽署同意書（見附件二）。大多受訪

者認為簽署同意書之動作有些多餘，但經由研究者解釋此為保障彼此之權益後皆

願意簽署。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006不論是在尋求其同意錄音或是簽署同意書

時，皆表現出十分焦慮之模樣，不斷詢問與確保接受訪談之內容將受到保密。進

一步探究原因發現，其認為接受本研究之訪談，就如同住在家裡面卻要說家人壞

話之感,。經過研究者對於研究問題與內容，重新釐清與解釋，並再三保證資料

的保密與受訪者之匿名性，其始較能放心，並接受訪談。 

 

二、尊重隱私及避免傷害 

    由於研究議題中涉及有關社會工作者與管理階層衝突之經驗，可能使社會工

作者產生為難之感，研究者選擇從一些較不涉及為難的問題談起，從中去覺察受

訪者願意揭露的程度或面向，再拿捏後續的問題，發問以不超過研究議題為原

則，謹守分際不過份探究。除非那些經驗是受訪者自願陳述，在訪談結束時會再

確認該次訪談有哪些是不希望提到的，也表示可以提供關於受訪的初稿檢視。 

 

三、公平回報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為表達對受訪者之感謝，事先準備訪談謝禮(超商禮卷200元)以及購

買咖啡與糕點，以回報受訪者百忙之中願意抽空接受訪談，並提供豐富資料與分

享，但大多受訪者起初皆不願接受，在研究者盛情下便皆願意接受；在訪談過程

中，對受訪者的談話高度專注傾聽、分享支持，也能夠給予心理層面的情感回報， 

針對每位受訪對象的互動情況與關係深淺作合宜的公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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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目的乃欲以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為例，探討社會工 

作者在區域社福中心之樣貌，瞭解社會工作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結合之影響與衝

突，及分析社會工作者面臨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衝突時之因應與調適策略。據

此，本章遂以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運用深度訪談法所蒐集到資料作為分析素材，

第一節以區域社福中心社會工作者本身觀點，描繪出其在區域社福中心之樣貌；

第二節具體描述社會工作者位於專業與政府科層組織之間，所面臨的影響與衝

突；最後，第三節將陳述當社會工作者面臨衝突時，係如何調適與因應。期待能

夠透過這樣的資料分析與討論，瞭解處於政府科層組織下之社會工作者平時工作

之樣貌，所面臨之影響與衝突以及衝突之因應與調適，能夠為社會工作專業與政

府科層組織結合抽絲剝繭找出生路。 

 

第一節 社會工作者在區域社福中心之樣貌 

    從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可知，社會工作者進入政府科層組織有其時代背景與必

要性，但許多學者指出進入公部門將影響社會工作者之專業自主性，進而影響社

會工作者專業生涯之發展。有趣的是對於公部門，許多社會工作者仍是趨之若

鶩，因此研究者認為欲瞭解社會工作者在政府科層組織之樣貌，首先必須從社會

工作者本身之觀點，瞭解其即使明白進入政府科層組織專業自主性將受到侷限與

影響社會工作專業生涯發展，亦毅然決然選擇進入政府科層組織之原因。而後再

從社會工作者口述的工作內容中，瞭解社會工作者在區域社福中心之功能與定

位，以帶出社會工作者在區域社福中心工作完整樣貌。 

 

壹、 社工選擇進入公部門之原因 

許多實證研究皆指出勞動環境與條件對於職業抉擇與投入的重要性，以就 

業的大學畢業生中對工作滿意的主要理由分別為：工作符合興趣、能在工作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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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職業很安定有保障、待遇好、能學以致用、工作地點合適、工作環境佳等，

社工職場的狀況也相仿。林萬億等(1995)便指出若基本的生活需求無法獲得保

障，承諾與意願皆可能是空談，因此社會工作專業若要留得住人，這個行業中的

所有從業人員之薪資、福利必須與其工作能夠合理的匹配，工作也必須有基本的

保障。由此可以看出勞動環境與現實面的勞動條件(如待遇、福利、組織制度)對

於職業抉擇與持續投入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而民間社會工作單位相較於政府

部門，不論待遇、福利、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基礎都相對薄弱許多 (羅秀華，1995)，

因此不難以理解社會工作者選擇進入公部門之原因，而這些在訪談過程中亦得到

證實。 

 

其實說真的，我考試動機(進入公部門)非常的簡單，薪水跟工作環境是比

較穩定的，我會覺得啦，要做社工只要留在台北市都差不多，所以我並不

真的很想要為社工做什麼效力還是什麼，我真的只是考量到我那個生活穩

定度，所以我才會選擇這樣子的…(002,18-21) 

 

其實講實際一點，真的是待遇啦，這是很重要，因為我看過很多單位，他們

的薪水都沒有調動，就算做了五年很資深，但是薪水跟剛進來的沒有什麼差

別，然後我覺得他們的工作量很壓榨，這邊是比較合理的，然後他的休假各

方面，加班就是有算補休，或者是有薪水。可是你在民間單位，你加班是你

自己的事，對社工很壓榨，要有點出自於自己的使命感或是熱情才有辦法維

持。(003,26-33) 

    

   一方面是薪水穩定吧，第二方面是那種保多一點，就福利或保障，或是升遷，  

   升遷不見得是說所謂升到哪裡去，他至少是一個還蠻穩定的工作，但是只是 

   沒想到那個工作量跟工作內容，還有進去之後會遇到不同的問題這樣子阿！     

   (005,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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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訪談的內容中可知，對於大多數的社會工作者而言，選擇進入公部門(政

府科層組織)之原因，不外乎薪資、工作環境、福利、升遷管道或保障與民間部

門相比之下皆較為穩定與優異；而在這樣的考量與選擇之下，少數的社會工作者

亦意識到進入公部門將面臨科層組織的挑戰或個人角色定位的抉擇。 

 

    大家想像中公部門或是公務員的刻板印象，都是很官僚或者是說很死公務員 

    那樣的角色啦，我覺得自己就多發揮社會工作的那個部分，不要變成一個官 

    僚或是特別去突顯自己公務員之身分。(003,39-42) 

  

自己在民間部門，工作經驗也很久了、年資也很久了，十幾年有囉！我一直

覺得說，不能有那種就是公部門的高姿態，一定要保持我原本那個精神啦，

那我記得研究所老師說過一個話我覺得還蠻好的，社工員考上公務人員，他

的角色選擇還是社工比較重，這個部分我很認同。人家對公部門的刻版印

象，我自己認為我沒有啦！我覺得還是要用一種就是自己在私部門的那種態

度與心態，對於進入社福中心沒有什麼特別的期待，但對於自己的角色就認

為我不要有公務人員的樣子，或是比較高姿態，不會！(004,92-101) 

 

    受訪者 003 和 004 都提到一般人對於公務員或公部門社工的刻版印象，都是

很官僚或是高姿態，並不希望自己因為有公務員之身分或是進入公部門，而忘記

自己原本之使命。由此可見，雖然社會工作者因薪資、工作環境、福利、升遷管

道或保障皆較為穩定與優異，而選擇進入政府科層組織，在個人的角色定位上仍

是以社會工作專業為重，並不因進入政府科層組織，遂失去對社會工作之承諾。 

 

貳、 區域社福中心之工作內涵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研究者欲蒐集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工作內涵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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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與資料，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包括台北市區域社福中心對於服務內容並未有

條列式且具體之說明，僅在社會局網頁以文字簡述工作內涵；而在台北縣區域社

福中心則有條列式說明，但卻過於籠統，無法得知其具體內涵與實際工作之情

形，初到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欲先瞭解此場域工作內涵，亦曾經遇到同樣

困難。 

 

一開始進來社福中心，想說奇怪為什麼我上網想找工作內容相關的簡介，想 

要提早做準備，可是我找不到入門的方法。之後我終於知道，他實在是太龐 

雜了，所以沒有辦法用一個網頁去介紹說他做些什麼。那龐雜的原因是他組 

織裡有寫區域，既然是一個社區的社會福利的服務中心，定義在社區，所以 

幾乎社區裡你可以想像到的問題，民眾就會想到他，那你不是社會福利嗎？ 

那你不是服務中心嗎？所以很多的想法，定位不是很清楚的，服務的業務內 

容還蠻龐雜的，很難具體地說我們就是做什麼。(004,103-111) 

 

    這位受訪者為我找到了解答，亦為區域社福中心之工作內涵做了很好的註

解，這亦是所有受訪者共同的心聲，二言以蔽之─「龐雜」。因其定位之不明，

既為社區中的服務中心，又為社會福利輸送中心，造成服務業務內容龐雜眾多，

很難具體說明工作內涵。若要實際瞭解區域社福中心之工作內涵，僅能從工作者

自述平時工作內容來窺知一二，包括：個案工作、方案制定與執行、社區資源發

展與聯繫、行政業務等，而其中以個案工作為主。 

 

    內容大概就是個案工作，方案的話我們一年大概每個人會有一到兩個方 

    案，然後大概社區的會議要去，還有一些行政上面的業務，大概就是這樣 

    吧！」(002,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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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工作真的很複雜阿！其實我們接觸的案子真的很廣阿！就是那些遊民 

嘛，然後經濟的那一塊是我們的主要服務的項目啦！其實我們真的大量是在 

做個案工作，然後其他方案當然也有做，可是真的是少部分，其實我們也會 

被有強調去社區工作，比如說跟里民資源連結，要熟悉這個區域性的福利資 

源啦！我覺得那個部份也是重要的，還有跟各個單位之間的聯繫，只是都涵 

括在個案裡面。(003,63-73) 

 

工作的內容就是個案工作、方案，社區目前是還好，未來社福中心可能會越 

來越多跟社區結合資源的部份啊，原則上在社福中心比較大宗的，還是以個 

案工作為最大宗啦！那因為還是會有很多行政上的業務，就是我們每個社工 

員除了我們自己手邊還沒結案的個案外，還有自己負責的方案，譬如說我就 

是做志工方案或是其他行政業務。(008,80-90) 

 

    根據以上社會工作者之自述，將區域社福中心工作內涵，分成個案工作、方

案工作以及行政工作三大部分，以下細述之： 

一、個案工作 

    在個案工作方面，服務對象有社區內之低收入戶、高風險家庭、弱勢家庭、

災害救援與防治等；若是以服務族群來區分則有兒童、青少年、婦女、老人、身

心障礙者、遊民、精神病患等，可說是包羅萬象；在服務提供上，則以經濟協助

為大宗。 

 

    個案有一個部分是低收入、獨老嘛，這是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會有的，另外就 

    是準低收的個案，還有家戶內有十八歲以下的小朋友的高風險案子，他的家 

    戶內有弱勢人口的案子，或是經濟弱勢的家庭，我覺得裡面非常的多元，幾 

    乎所有亂七八糟都會在這裡面，所以我們的工作很複雜。(002,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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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工作的內容就是各個類別的案子都要接，如果以身分別來看的話，就是

兒童、身障、老人、社會救助、婦女、兒童、少年，統統都要接，其實也包

含了一些突發自然災害的部份，洪水災、地震，今天如果在你的轄區，也是

社工員要出動去處理的。以前只要是颱風假的時候，我們都很不希望放颱風

假，因為覺得放颱風假，緊接著就是如果你的轄區出事，你就要出勤，我以

前都會開玩笑說，別人颱風假都在家裡躲著，然後社工員還要坐著皮筏去送

便當這樣。(006,240-260)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綜合的社會福利，那簡單來講就是老人、小孩、還有殘障。 

從另外一個那個二分法，就是非家暴跟性侵害的，然後另外一點就像社會行 

政的窗口，譬如說公所可以辦的福利窗口，那其他就像是個案類、老人阿、 

身心障礙阿、或是小孩阿都是我們去做的，那另外一個我們現在規劃地比較 

明確的，我們除了身分以外，我們是以那個家庭為單位，所以就是說會去框 

    弱勢家庭也是我們會去做的。(005,79-86) 

     

    以研究者自己工作經驗而言，目前台北縣區域社福中心個案工作可包括主動 

求助案、機構轉介案、高風險通報案、複查案、媒體案、民眾陳情案以及局內或 

議員交辦案等。在主動求助案方面，區域社福中心每日將有值班社工接聽民眾諮

詢電話，對於一般諮詢會直接提供其相關福利申請或資源之資訊；若是經由評估

後，發現此家庭有多重問題，並非提供諮詢便能解決，遂會撰寫開案表，提供督

導作為評估是否開案以及後續派案之參考。在機構轉介案方面，則由相關社政、

警政、衛政、醫療、教育、司法等單位，發現轄區內有需要持續後續追蹤與處遇

之家庭，便會藉由轉介單傳真至中心，請求提供後續之服務；在高風險通報案方

面，則是根據「台北縣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經教育、衛生、民

政、勞政、警政、社政等相關單位或民眾依高風險家庭評估表通報，經過社工科

作初步之篩選，再下派轄區內之區域社福中心作後續之追蹤與處遇。在複查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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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是民眾申請福利身分與生活補助，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者

生活補助，因併計家屬之動產、不動產超過，造成申請之不通過而申請複查，遂

會請區域社福中心社工至家庭進行訪視；在媒體案方面，只要轄區內有民眾遭天

災人禍，經由媒體報導，區域社福中心社工在第一時間內便需前往瞭解，並作後

續之追蹤與協助；在民眾陳情案與局內或議員交辦案方面，則是民眾透過向市

長、局長等長官或議員等管道進行陳情，社會局內相關科室便會撰寫「交辦單」，

要求轄區內區域社福中心之社工，進行後續追蹤處遇與回報。 

    由上述可知，光個案來源便有主動求助案、機構轉介案、高風險通報案、複 

查案、媒體案、民眾陳情案以及局內或議員交辦案等，再加上這些個案中又包括 

包羅萬象之服務族群與問題，可見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其個案工作之複

雜性。 

二、方案工作 

    而在方案方面，受訪者表示每年固定有會舉辦之方案，如志工方案、獨老活

動、課輔活動、親子出遊活動等，社會工作者亦可在自己的工作中發現可發展之

方案，像是個案研討會等。 

 

其他方案也有在做，可是真的是少部分，像是社工自己發展的方案或活動是 

比較少的，像一些固定的方案，獨老活動、課輔活動，像親子遊那種就是固 

定的方案活動。(003,68-69) 

 

我有去辦個案研討或專案研討，去年那兩場個案研討其實都是很實務工作取 

向的，因為有一場是針對遊民，就是因為那個遊民是有威脅性的，所以其實 

那一場主要的議題就是談論遊民，然後另外一場是針對老人個案的議題，然 

後在那一場裡面，是因為我有一個老人所有的錢都是社會局在幫他管，其實 

他的錢都是我在弄，那次就比較針對錢的議題作討論，就是針對我們真的在 

做的個案，遇到的去做討論。(002,15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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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社會局對每年要辦的方案有沒有硬性的規定，是不是都要針對某一 

些族群，譬如說老人或親子去作拜訪，我不知道局裡到底有沒有這個明文的 

規定，但是據我在社福中心觀察，我發現每年獨老跟親子活動，我發現這是 

我看以前那些資料夾跟這兩年我們自己辦的東西，其實是每年都會有，不知 

道是社福中心的傳統還是上面的規定。(002,171-175) 

 

以研究者自己工作經驗而言，目前台北縣區域社福中心方案工作似乎皆是配

合局裡之工作方向，進行方案之推動與執行，如區域資源之開發、整合與聯繫方

案；志工招募、訓練與運用方案；獨居老人關懷方案；小太陽兒童生活成長營方

案；實物銀行物資平台方案；以及六歲以下兒童關懷訪視方案等，而較少自行發

展之方案。 

三、行政工作 

除了個案工作與方案制定與執行外，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仍需負擔額

外的行政工作，像是檔案管理、差勤、雜支費用的請領或核銷以及相關報表等。

這些行政工作雖非佔工作內容中很重之比例，但亦造成社會工作者之困擾。 

 

 那行政上就會有很多嘛！很多東西都要管理阿！一些檔案、一些差勤的、 

或是說一些雜支費用的請領，或是核銷，那些核銷的部分，其實還是都會弄 

到，還有比較讓人家比較困擾的，就是報表啦，每一季、每一個月都會有報 

表的問題。(008,86-90) 

 

    為了協助社會工作者處理行政上之庶務，在台北縣政府社會局曾經有半年間

運用行政助理來協助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行政助理雖可以協助社會工作

者處理庶務，但在實際運用上仍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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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助理的那一年，好像也是只有去年才有，那個半年才有助理，就是從  

去年的 6 月之後，到今年的 2 月還有助理，那其他的時間是都沒有的。 

(008,39-46) 

 

    我覺得他們就是比較一般庶務性的一些，簡單的一些工作，那變成是說他們 

    的一些背景吧，或是說一些他們學的部份會不一樣，也可能他是唸商的，結 

    果他來當社工助理，那可是這樣子，你就變成說很多的那個模式，或是想法， 

    或是價值觀，我會比較不一樣，那就變成是說，你太深入的個案的東西，他 

    一定是沒有辦法完成，可能簡單的一些追蹤部份，他可以完成，或是一些問 

    卷的調查，或是一些書面的整理啊，這個部份他們還可以處理，可是你太深 

    入的，我覺得可能就還是沒有辦法，對。(008,49-58) 

 

雖然社工助理在運用上有其限制，但亦能分擔社會工作者在行政上之事務，

讓其能夠更有心力專注於處理個案上。 

 

    嗯，我覺得或多或少還是會有一些幫助啦，比如說，因為他可以去 share 

    掉你的一些行政的事務，或是說多一個人去 keep，注意到你的個案的一些 

    狀況，我覺得反而會讓你的個案會做的，就是更有，你會更有時間去再比較 

    深入一點，或是比較細緻一點這樣(008,61-74) 

 

    以研究者自己工作經驗而言，目前台北縣區域社福中心行政工作，並無行政

助理可協助，皆需靠社會工作者親力親為。有些區域社福中心所在之大樓，為自

身所管轄，社會工作者便需兼負管理大樓之業務，若配有替代役男，亦需負起管

理替代役男之業務。除此之外，社會工作者需擔負之行政工作包括：公務車之管

理；人事差勤之管理；各項雜支之請領與核銷；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之各

項工作報表之管理；中心物資之管理；各項文書、記錄與報告之管理；以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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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內要求各項意見之統整與回覆等。由此可見，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除

了專業工作之外，仍需負擔額外之行政工作，這些行政工作對於社會工作者而

言，將造成其額外之負擔，減少專注於專業工作上之時間。 

 

参、定位與功能 

綜合上述工作內涵，由於區域社福中心屬外派單位，駐紮在各鄉鎮社區中，

社會工作者重新定義區域社福中心之定位為社區中的小型社會局，當民眾有福利

需求或遭遇問題時，第一時間便會想到區域社福中心，作為社區民眾福利服務的

第一道防線。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社福中心的感覺，就有點是在地的小社會局的感覺，因為 

    他是社會局外派的單位，就在各鄉鎮市社區裡面。既然是社區的一個社會福 

    利的服務中心，幾乎社區裡面你可以想像的到的問題，只要民眾有問題，就 

    會想到他。(006,242-246) 

 

    而以研究者的工作經驗而言，認為區域社福中心之定位為社會局之駐外單

位，負責針對轄區內民眾的福利服務需求，進行後續評估與處遇，亦是傳統所謂

的「直接服務」；若是有行政程序或是申請作業流程，則回歸至社會局各科室承

辦業務人，亦由社會局裡各科室，針對其分工進行各項福利服務業務之規劃。 

    而社會工作者的功能而言，受訪者認為雖較屬殘補式福利，在個案家庭遭遇

危機時，提供資源協助其暫時度過危機，但亦能藉由澄清個案問題，提供立即性

之協助，舒緩個案壓力與給予心理支持等。再加上區域社福中心身處在社區中，

讓社區民眾遭遇問題時，能夠很快找到援助。 

 

    社工的功能，以消極來講是解決他的問題，就是所謂求助、接案、評估、 

輸送資源，再解決問題。至於預防問題來講，因為說實在都是做殘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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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較多，那計畫型、方案型的工作會有，但是比較沒辦法，重心還是在於 

    那個殘補式的福利為多。(005,88-92) 

     

在社區裡面，針對例行的個案，能夠提供很多的資源，現在大家就很集中在 

經濟層面這一塊，我覺得社工接觸到這麼多樣式的個案時，其實我們都很能 

夠立即去澄清他的問題，立即給予他比較急需要的一些福利，不要讓這些問 

題就把這個人壓垮。社工員就有那個能力，幫他慢慢把問題鬆開，或是把他 

澄清掉，讓個案比較能夠去正視自己問題在哪裡。有一個人陪著他一起，去 

澄清一些問題，或是陪伴他，個案會有力量的。社工員可能可以給這一些個 

案一些些力量，那不只在資源的部份，或在經濟給予的這一塊，很多心理層 

面的力量有的。(007,87-100) 

 

    因為有一些民眾阿！他如果有困難，因為他來找你了，你跟他談過之後，你 

          真的會知道他生活真的很困難，在他來找你之前，他完全不知道可以去哪 

裡，他來找你之後，你就告訴他他可以用的資源是什麼，我覺得這個大概就 

是我們最大的功能。(002,183-187) 

 

第二節 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之影響 

    經由上節描繪出區域社福中心之樣貌，讓我們能夠對實務場域有更深的瞭

解。而本節則承接上節，針對社會工作專業進入政府科層組織之區域社福中心所

可能受到之影響進行討論，包括區域社福中心之科層化、處在政府科層組織中對

於專業之影響以及將面臨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突等。 

 

壹、 區域社福中心科層化之展現 

許多學者指出科層組織具有層層節制的權威、專業分工、成文的規章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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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非人情化與能力勝任等特徵，而區域社福中心作為台北縣市政府社會局下之

一支，亦能看到科層組織的影子存在著，但由於區域社福中心屬社會局外派單

位，駐紮在各鄉鎮社區中，因此又不完全相似於傳統科層組織之樣貌，以下遂根

據其傳統科層化之樣貌以及其屬外派單位所產生之特色，分別討論之： 

一、傳統科層化之樣貌 

(一)層層節制的權威 

    在層層節制的權威方面，其係指工作指令和權力的操作是由上一層的單位下

達給下一層的單位執行，各單位和個人遵從組織中上下層的權力關係，使命令的

執行有明確的分工。區域社福中心在台北縣市政府社會局的建制下，作為唯一直

接服務提供單位，隸屬於社會工作科之下，受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以及專門

委員所管轄，受訪者 006 便表示：「在民間單位的時候，你可能在送一份計畫書，

可能只要你直屬的主管，或是上面兩、三個主管章蓋完以後，你就可以執行。在

公部門，光是一個方案的執行，不只是自己中心的督導要蓋章，同時你的主管要

蓋章，然後還要一層一層往上送，又不是只有你自己的科別，又有其他的科別，

然後又有上面的主管。可能兩天一夜的活動，可是那個章蓋下來可能蓋著 10幾

個章、20幾個章」，可見社會工作者受到層層權威之節制。 

    除了本身社會局中的層層節制外，與立委、議員、民代，甚至是里長，都呈

現著另一方面的層層節制，只要民眾透過其陳情，便會成為交辦案，不論是否為

社會局之業務，皆會要求社會工作者必須前往現場，並進行處理與後續之回報。

受訪者 004 就提到：「其實我們有一個社會福利的管理系統，其實他都已經設定

好了，就局裡面的長官啊，在社會局的社工科為我們的主管單位，我們就是業務

單位。那當然就還是有民代、議員啊、立委、里長，他們交辦下來的案，不管是

什麼案，你社工就是得去看、得去處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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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業分工 

    專業分工則是指以其專業來分配其職務，每個成員職務的工作內容受到特定

的限制，如此的工作分配係期待每個位置上的成員能以其專業的知識和能力來達

成組織的特定期待，每個人被視為某項工作的專家，個人各司其職。台北縣市政

府社會局內分設人民團體科、社會救助科、身心障礙福利科、老人福利科、兒童

少年福利科、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社會工作科等，負責各項福利服務業務，

再加上各區域社福中心負責直接服務工作，可見其專業分工之細。受訪者 004

便提及：「社會局還有其他的科室，像身心障礙科，婦女及托育科，還有兒童 

青少年福利科，各科有其負責的業務，當然這些科也有可能這些民眾是在社區，

相關科再請我們去訪視，這個也算是一種局裡面其他科室的一個會辦嘛。」我們

亦能從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網站呈現之組織職掌去看見其分工之細。 

 

表 4-1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之組織職掌 

人民團體科 

社會團體、工商業及自由職業團體、合作社、社區發展協會及社會福利相關基金會等會務輔導事項。  

社會救助科  

弱勢市民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災害救助、社會保險補助、以工代賑、平價住宅管理及居民

輔導等事項。  

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身心障礙者有關之權益維護、福利服務及相關機構之監督與輔導等事項。 

老人福利科 

老人有關之權益維護、福利服務及相關機構之監督與輔導等事項。 

 婦女福利及兒童托育科 

婦女有關之權益維護、福利服務、性別平權倡導及相關機構之監督與輔導；兒童托育業務及相關機構之

監督與輔導等事項。 

兒童及少年福利科  

兒童及少年有關之權益維護、福利服務及相關機構之監督與輔導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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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續) 

綜合企劃科 

社會福利政策、制度、施政計畫之規劃整合與研究發展及社會福利有關基金之管理等事項。  

社會工作科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遊民輔導庇護、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社會工作師管理及志願服務等事項。 

 老人自費安養中心 

老人安養中心之服務提供、老人生活照顧文康活動、健康指導及相關專業服務等事項。 

秘書室 

辦理庶務、採購、出納、財產管理、文書管考、檔案管理及其他不屬各科、室、中心事項。 

資訊室 

社政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維護及管理等事項。  

會計室 

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 

人事室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政風室  

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網頁 

http://www.bosa.tcg.gov.tw/a/a0101.asp 

 

(三)成文規章與程序 

    成文規章與程序是指，這些規則通常是標準化而且是以文字化的形式存在。

組織各單位和個人職務的責任和義務，均以明確的文字加以詳列。組織對個人或

單位的獎懲也以此為依據，而不是任憑上司督導或管轄者容易操控其權力，成員

表現的好壞也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以減低人為的好惡影響。更重要的是，當有新進

人員加入組織時，可以從這些成文法規中瞭解組織的文化、工作流程和目標，能

更迅速進入狀況並投入工作，使組織的任務有高度的延續性而不至於因人員更迭

http://www.bosa.tcg.gov.tw/a/a01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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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斷。在政府部門，最常聽見的便是依法行政，以社工專業為主的社會局亦不

違例。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需依照法令、計劃、程序以行事，像是個案工作便有

一定之程序，從中心督導分案、壓回覆時間、社會工作者在期限內訪視、完成工

作記錄、呈核至中心督導，有些特殊的個案如交辦案、陳情案，則需再回覆至社

會工作科，社工科再行上呈或回文相關單位。 

 

 一個案子督導會壓回覆的時間，然後把接案的記錄寫完之後，我們就呈核， 

呈核之後，就是督導核，再回覆給科裡面，那個人就會負責去回文那個部分， 

通常回文的大概就是那種議員交辦案，或者是那種人民陳情案。 

(002,125-141) 

 

    以研究者個人工作經驗而言，不僅是個案工作時有一定之程序，像是針對各

式個案之處遇，亦有依照之辦法與一定之程序，例如申請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

急生活扶助便是依照台北縣政府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申請及

核發作業規定辦理，有其需遵照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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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台北縣政府辦理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標準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台北縣政府社會局網頁

http://civic.ad.tpc.gov.tw/DocLibCivic/DA_06_EService.aspx?docid=&suid=022081 

http://civic.ad.tpc.gov.tw/DocLibCivic/DA_06_EService.aspx?docid=&suid=02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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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人情化 

    非人情化則是指每個人在執行任務時不應參雜個人的情感，必須完全以組織

法規為依據完成任務，亦即強調組織內理性化與合理化的人際關係，成員經由正

式化的溝通管道，依組織的正式規則互動，其管理係立基於書面文件，如公文等，

如此可防止個人因個人因素而做出非理性的判斷。在區域社福中心，許多工作的

執行，不論是個案工作、方案推行、亦或各單位之間聯繫，皆需透過公文做為溝

通，各項申請補助案亦依規定辦理，不受親疏關係所影響。 

 

    其實大部分來講，很多東西都是要經過公文，不管是各個科室之間的聯繫或 

    是業務的交辦，都需要透過公文，簡單講就是透過公文旅行啦，讓相關科室 

    或相關人員都可以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各項補助也都要依規定辦理阿！ 

    (005,350-352) 

 

 (五)能力勝任 

    能力勝任是指對於人員的晉用有著明確的條件和資格，新聘者的升遷由其表

現來決定，組織中有客觀的標準以評估其表現。受聘者不需要擔心隨意的解雇或

非職務外的要求，他們依據自己的才能和表現來求取工作的穩定和發展，個人也

可預測自己在組織的前景，感受工作上的安定感，並繼而激勵個人對組織的忠

誠。台北縣市社會局對於人員的進用有明確的條件和資格，在其中的社會工作者

亦有既定的升遷管道。受訪者 005 遂提到：「以區域社福中心來講，聘用社會工

作員都有一定的條件，社工員也知道自己怎麼升遷，像約聘就只能升到從幾等升

到幾等，那是固定的，如果有公務人員身分更是一樣，他可以從簡任、薦任、委

任，可以怎麼樣升，那都是一定的，依照你的考績來作為升遷的標準。」  

 

二、屬外派單位之特色 

    許多受訪者皆表示在區域社福中心，因其屬外派單位，駐紮在鄉鎮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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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層體制之特徵並不明顯，在社會工作者的評估處遇上，並不會有太大之干

涉，像是受訪者 004 便說：「社福中心是比較算是派出的駐外單位，所以相對地

給社福中心的社工員在處遇上的這個彈性就蠻大的，所以我們有自己評估問題之

後的處遇方向，他們這個介入的、干預的程度就不會很深。」 

    有的受訪者還表示慶幸自己並不是在局裡工作，在區域社福中心裡工作，可

以避免掉遭遇科層體制之「迫害」，受訪者 003 便提及：「這個科層體制劃分太細，

那種上位、下位的感覺太濃厚了，其實對你做事情是有妨礙的。我覺得沒有在局

裡，那種科層制度的感受就沒有那麼深，所以那種一層一層往上報的感覺，其實

我不是很強烈，如果是在局裡面，你訪談我的時候，我就會跟你說，對阿！一個

字都不能差，然後我的時效性阿，什麼時候要呈給局長，什麼時候要呈給股長、

專員、科長，然後再給什麼什麼長的，可能他的感受就會比我還要強烈很多。」

受訪者 007 亦說：「我覺得社福中心，這個科層體制的味道沒有很濃厚，所以我

對科層體制沒有太多的想法和感覺，應該怎麼說？就我也沒有很喜歡科層體制的

感覺，如果沒有很喜歡科層體制這種感受的人，現在在社福中心工作應該會還蠻

愉快的，還蠻游刃有餘的。」 

    更有的受訪者直接指在出區域社福中心工作，有著天高皇帝遠之感，局裡長

官無法直接視察工作情形，和局內其他同仁亦僅有業務上之合作，通常係以文件

或電話作為聯繫，並無其它互動之機會。如受訪者 005 便說：「其實在區域社福

中心工作，像是我們轄區比較偏遠，長官根本沒有辦法很常來看我們工作的情

形，就有種天高皇帝遠的感覺。其他局內的同仁，平常就請他們幫忙辦辦相關業

務，除此之外也很少機會會聯絡，感覺我們真的和社會局裡很不熟。」 

    由上述可知，區域社福中心作為台北縣市政府社會局之一支，科層體制之特

質確實以各種型式、各種樣貌來展現，但由於區域社福中心屬外派單位，雖會受

到科層組織特質之影響，但因駐外而使得受到科層組織的限制與影響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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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處在政府科層組織中對社會工作專業實施之影響 

從上述分析可知，區域社福中心隸屬於政府單位之內，確實具有科層組織之

特質，而這些特質將會對社會工作者之實務工作造成影響。以下分為政府部門所

造成之正向與負向影響，以及科層組織所造成之正向與負向影響來作討論。 

一、 身處政府部門所造成之影響 

(一)正向影響 

在正向影響方面，由於公部門本身之優勢，對於社會工作者實務實施以及專 

業發展有著正面之影響。正面影響有： 

1.具有公權力 

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進入公部門，多了政府賦與之權力，可協助社會工 

作者處理某些棘手議題，如家暴、兒虐議題，使其更具正當性，更可藉此讓民眾

清楚社會工作之範疇，有助於社會工作的推展與施行。 

      

    想說在這工作比較有政府的權力吧！要看你是服務什麼對象，因為有些一 

    定要公權力，像兒虐案或家暴案就一定要公權力介入，或是有些時候有些家 

    長不讓小孩去上學，對小朋友有疏忽或不當對待，你要去強制剝奪親權，就 

    要有公權力才可以。(001,75-78) 

 

2.資源較多且穩定 

相較於民間部門，政府部門財源來自於稅收，經費較豐沛且穩定，亦較容 

易獲得民眾捐款或捐贈資源，因此社會工作者無須費心於經費或資源籌措，可將

心力較置於專業工作之上，亦較有豐沛且穩定的經費與資源投注於專業服務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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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公部門的好處是資源夠，我們不用很辛苦要去募款，我們的資源就

是大家的稅捐，他就是一個公信力，那也相對願意捐款，我會覺得他有很

大的你可以去使用的東西。(003,49-52) 

      

     如果說社工具有公務員(進入公部門)之後，可以有更多的資源，然後再去

從事社會工作，這當然是好的嘛，因為需求無限，你有更多的資源，就可

以為案家去做更多的事情，去滿足他們的需求，如果是這個因素，我覺得

當然是好的啦！(004,553-557) 

 

     我覺得民間部門，說真的他資源真的少，很多東西都要靠自己，包括募款

那一塊，那公部門沒有這一塊的問題，而且社工也沒有這塊的壓力，那民

間的社工員，不管是募款、招生，全部要卡在社工員身上。(007,136-139) 

 

3.服務提供之可靠性 

當民眾遭遇困難，並不知道該如何求助或向誰求助時，政府便顯得責無旁 

貸，且公部門為公辦公營，並無倒閉可能性，具有相當之可靠性。受訪者 004

便認為：「我覺得一來區域社福中心公辦公營，台灣的生態就是公辦民營常換投

標，可能因為他換了經營的單位，就造成這些個案流失，公部門的必要性就是要

防止這一些流失的個案，他可能不知道他該要去找誰，這個是我認為優點之一

啦，而且社福中心不會倒啊，反正它就公辦公營。」 

 

4.學習鉅視與多元服務觀點 

在政府部門，社會工作者必須從政策、法令等鉅視層面，再到個案處遇之 

微視層面，以及政府的責無旁貸，服務對象多元，可謂提供十分全面且多元之服

務。對於社會工作者本身而言，除了挑戰本身之能力外，亦讓社會工作者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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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對社會工作實務有所增長。以受訪者 005 之經驗而言：「進入政府部門

或區域社福中心，我覺得會學習到很多東西，賦予我們要去瞭解很多的面向、做

很多的工作或是解決個案很多元的問題，從個案本身開始工作，之後我們慢慢就

會擴整到幫助他整個家，原本可能只是幫助小孩，搞不好家裡還有老人，或是親

戚又有什麼樣的，或是資源連結什麼的，就像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學越多，

另外一點也是不得不去學那些東西。」 

 

(二)負面影響 

    在負向影響方面，由於政府部門本身之原罪，造成社會工作者實務實施以及

專業發展上有著負面之影響，包括： 

1.個案量大且龐雜 

正因政府的責無旁貸，造成公部門之社會工作者，個案來源多元，服務對象 

多元，導致個案量大且龐雜。由於個案量大且龐雜，以致社會工作者無暇深入個

案、落入自動化之窠臼、缺乏時間運用理論於實務工作以及影響發展新方案之時

間，以下分別討論之： 

(1)無法深入個案 

    對於大多數的受訪者而言，區域社福中心個案量大，許多個案來得又急又

快，讓社會工作者不得不採取任務取向，迅速地將個案「處理」掉，因此在個案

處遇上顯得較為粗淺，面對需追蹤或陪伴之個案時感為難，卻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覺得在民間當社工跟個案關係可以比較密切，可是在這邊我覺得要跟個案

維繫或是比較深入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介入個案

的部分，案子會一直進來，你根本就沒有時間多思考，除非這個案子是真的

跟你很有緣，或者是你真的很想一直陪著，可是你真的也沒有辦法，因為其

實真的太多亂七八糟的案子進來。而且我也沒有時間管他們，雖然我也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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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跟他們工作，可是我真的覺得很難。(002,30-34) 

 

我們要做的事情，有時候比較是目標取向，譬如我們希望解決他這一次的經

濟問題，或是解決兒童照顧的問題，因為我們可能有個案量的問題，就是說

服務量沒辦法說做得到百分之百的細緻，所以可能以任務取向，達到我們當

初評估的問題之後，我們就要做一個格式，把它做處遇和評估，如果說這個

主要的目標達成了，考量之後還有其他的工作量，為了讓社會工作能夠繼續

推動，可能要暫時先把這案子先結案或者先暫停。(005,134-140) 

 

我覺得有時候會量會很大，那你就變你的服務上面，會很擔心是不是哪邊有

沒有做得不夠好或是怎麼樣，可是有時候案子來得很急，就是只能說，像急

診室把他 pass掉、處理掉就 ok。心裡面多少還是都會很焦慮吧！就是會很

掙扎、很焦慮。(008,97-108) 

 

社福中心比較像是急診室，處理個案的部份比較表層、比較粗淺，沒有辦法

很深入去做處理，比較為難的部份，就是量那麼大，有很多東西都大概就是

比較著重個案、比較在急難的那一塊，後續要做追蹤，或者是陪伴的那一塊，

會比較不容易，對於專業的影響就是可能沒辦法那麼深入地去做個案的處遇

或協助。(007,62-68) 

 

(2)落入自動化 

而個案量大造成的另個影響，則是社會工作者不得不迅速地回應，而形成反 

射性或處方籤等制式化處遇流程。這與社會工作專業之價值，須將每個個案作為

獨特之個體是相衝突的。 

  

我覺得因為案子來得很多，那當然相對的，可能會遇到這樣的狀況，難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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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狀況，這也是種訓練，他已經訓練到說，東西來了，我可能就會馬

上聯想到，我應該要 A、B、C、D，好像有一點變成直覺反應。在這邊工作，

那個步調是快的，那當然相對的就變成有一些事好像反射的動作，那是不是

還有可以更細緻，或是說可以再慢慢好想看看，有哪一些方法，可能這個部

份是可以再做調整的。(008,129-141) 

 

就會變成一個制式化的東西，真的很難避免，可能有所謂的處方籤，你感冒

了可能開的藥方都一樣，我們有時候也會分類，其實以社工員來講，你做久

了其實都會，因為你不得不先做分類，分完之後看看這些個案可能需要提供

是立即的經濟的需求、安置，或是寄養的服務，一定難免去做一些分類，難

免會進入到所謂機械化的部份。(007,105-115) 

 

(3)缺乏時間運用理論於實務工作 

    在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訓練上，最期待的便是社會工作者能夠運用理論於實務

當中，能夠更有助於社會工作之發展。但這樣的期待，對於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

工作者而言，卻感到非常地為難。受訪者 008 回憶起在學校所受之教育，再對照

至現今的工作環境，便無奈地說：「每個 case可以用某個理論、某個方法，然後

去套，或是去 run的話，我覺得那個很為難，因為你一個月，譬如說一個人一百

多案，要每個案子都這樣做，其實是真的比較困難。」 

  

(4)影響新方案之發展 

 個案量大且龐雜，造成社會工作者疲於應付源源不絕之個案，影響到社會 

工作者多面向評估案主需求以及發展新方案之時間，受訪者 008 亦在思考，究竟

什麼樣的案量才算合理、才能使社會工作者有時間與精力來發展新方案？ 

  

當你案子這麼多，你沒有那麼多心力去做，每天都在應付這些 routine 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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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你就像是急診室一樣，每天案子一直進來、一直進來、一直進來，你沒

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思考說，那也許這一群案主，他背後有一些需求，你可能

可以發展一些不同的方案，或者是說你可以有一些不同資源的一些協助。有

時候我會想社工員不用這麼累阿，每天一直做案子，到底案子那個量到什麼

狀況，才會讓社工員可以多一點頭腦去思考。(006,353-359) 

 

2.民眾期待過大 

身處公部門經常面對民眾非理性的期待和要求，希望政府社工能夠處理所有 

的問題，不像私部門能夠堅持自己想服務之領域、具有拒絕之空間，而成為社會

工作者工作時很大之困境。 

  

我是公部門，大家都會這麼期待你，所有的單位都會認為你是公部門，應該

要幫他處理，譬如說他是做老人的，堅持要服務老人，如果是做身障，他就

想要服務身障，可以跟個案 say no 的空間是比較大的，如果我們民眾一來

跟我們求助，那他們就會認為你是政府單位，好像就有點像漏斗的最下端

嘛，好像要處理完所有的人的問題，這個是比較為難的。(008,202-209) 

 

 因為現在來講，隨著民意高張，現在福利黑金越多，那可能很多不合理的

一些要求，不管是機構對我們或是民眾對我們，其實都有一些很高度的 

期待，就是在公部門機構的社工員，其實他會面臨到這樣的困境，大家對我

們的期待都非常的多，那希望我們給予的東西更多，公部門的福利和資源也

是多，但必定是有些資格的限制，可是民眾沒辦法理解到這一塊，他覺得只

要找到我，你就可以幫他解決問題。就算一些團體或機構，來跟我們合作以

後，他也覺得說只要把案子轉給我們，就是我們的事情了，他也不會跟他談

什麼溝通和協調，或是大家做分工，大部分會覺得說接了就是你的，這是目

前面臨到比較大的困境。(007,17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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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法令之侷限 

    在科層組織內，需依照著組織內部的法令與工作程序來完成工作，但社會工

作者在實務工作中卻經常碰到福利無法到位之窘境，或是若是依照既定工作程

序，將影響到個案權益之情形。像是受訪者 004 便指出：「我們的福利制度無法

含括所有的這個弱勢族群，有一些可能真的福利身份他就是沒有這個資格，可是

生活就真的有困難，那福利就是沒有辦法到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二、 在科層組織下所造成之影響 

(一) 正向影響 

由於科層組織本身之特徵，能使組織目標更有效且能有效率地達成，再加上 

某些特質與社會工作專業特質之相仿，而產生正向影響，這些正向影響包括： 

1.有法令依據做後盾 

在科層組織內，一切需依法行政，有法源作為依歸，不僅可以使社會工作 

者工作時有所參照，更可以保障案主之權益，使其不受侵害。在實務工作中，各

項業務皆有既定的處理流程，可使社會工作實施更精緻化，更有所依據。 

  

就是有時候民眾來希望申請急難金好了，可是還是會評估真的有急難事實才

可以，也不是隨便每個人來都可以給錢，我們又不是銀行的ATM，所以還是

要有一些證明的文件，如果他真的都拿不出來，我們只好跟他說是我們的規

定，如果他真的有困難，我們可以幫他找其他民間單位來協助，可是中心的

規定是怎樣就只好先照那些規則，我覺得會比較有依據啦！(001,337-343) 

 

有法規走，那一定就是保障，這樣說還是雙邊的，保障個案也保障操作的法

律的那個人，就是說不會過猶不及，或者是說發生一些違法的事情。譬如說

老人福利法好了，我們照著那個法律走 OK，一方面可以解決老人沒有受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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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顧的一些問題，但另一方面來講，我們就可以知道怎麼做，才可以把老

人安置。(005,247-259) 

 

我覺得某些程度是不得不依法行政，很多處理個案的時候，其實法令的東西

還是很重要的，不依法有時候很多個案是沒有辦法得到保障的。法令建置的

夠完整，弱勢才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個資源。(007,493-496) 

 

(二) 負面影響 

由於科層組織本身之缺點與限制，再加上與社會工作專業特質之相異，而產 

生負向影響，這些負向影響包括： 

1.上層長官影響處遇判斷 

    在科層組織內，層層節制所造成之影響便是長官的看法引導社會工作者處遇

之方向，對個案之處遇將受到當時政治氛圍所左右，如此對於社會工作者專業自

主性，有著十分負面的影響。 

     

    因為上面的人也許很怕出事的時候，他們反而希望我們就是盡量發錢吧，有 

    時候反而是這樣子。像是過年前，大家會想說盡量不要出事，長官就會希望 

    把我們發錢的標準放低，被要求不要扣得太緊，或者是你能發的就盡量發。 

    我覺得現在上面的(局內長官)，就是希望盡量不要出事就對了，也許你就會 

    覺得自己應該放寬自己的標準，然後就給了，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政治 

    氛圍在，很影響到社工員的評估判斷。(003,383-386) 

 

2. 內部程序造成的疲於應付 

    在科層組織內，內部對於各項事務處理程序皆有一定之規定。若以區域社福

中心舉例而言，如 1999 市民熱線、交辦案、陳情案等，都有一定處理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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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既定的程序，亦可能讓社會工作者疲於奔命。 

      

    反正 1999成立之後，我覺得他變成另一個很無奈的通報來源，遊民案也是 

    一堆，中山區他們那邊更多，就是一貫被通報，然後你就要去看，因為很 

    多民眾看到了就會來通報，可是其實很多個案你也知道，他們就是長期在 

    社區的遊民，他就是不願意接受安置，不願意離開，通報好幾次了，你也 

    是要不斷的去回那個報告，一通報你就是要去現場看，其實這是還滿影響 

    社工員的。(003,269-275) 

 

參、 社會工作者所面臨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突 

許多學者指出由於專業與科層在本質上的差異，尤其是某些核心價值與信 

念的對立，使得這兩者間的關係變得複雜，且常遠離理想中的相輔相成的型態，

而陷入交互衝突、干擾的狀態。在區域社福中心中，亦可看見由於科層組織與社

會工作專業特質之相異，所造成衝突之面貌。 

    綜合文獻探討中各學者所言，社會工作者所面臨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 

專業之衝突，而在區域社福中心展現之面貌，可歸納出三點，第一、層層節制對

專業之管控；第二、依法行政與專業知識的衝突；第三、社會工作者與行政人員

之衝突。針對這三點在區域社福中心展現之面貌，以下分述之： 

一、 層層節制對專業之管控 

社會工作愈來愈強調自主性與自我的控制與引導，著重於專業服務的彈性 

與獨立性，但反觀現存的科層組織，則是經由一套套既定的程序與層級化的督導

來約制專業工作人員的活動，於是衝突的發生便勢所難免。在層層節制對專業之

管控，又可細分成三個部分： 

(一)程序上之層層節制 

    在區域社福中心裡，社會工作者不論在個案處遇上，亦或方案的擬訂、推動

與執行，皆須經由一套套既定的程序，透過公文通過層層關卡的管控。像是在方



 

 

86 

 

案工作上，社會工作者擬訂好方案，便須通過層層關卡同意才得以施行。而這樣

的管控，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不僅是造成工作上之困擾，必須為了這些程序而

提早準備，影響其他工作的投入與個案應有之權益；更可能在內容上遭到非議，

導致方案延宕，甚至是無法進行。 

     

    那在整個時效性來說，可能以前在民間，那個方案下來的時間可能只要三 

    天，或許只需要一天，如果你的長官都在，一天就 OK了，就可以執行了。 

    可是在公部門裡面就是比如說你那個必須上到局長或副局長，可是你不太可 

    能直接去跟他們報告，畢竟還有那個階層和科層的部分。只能自己在時效的 

    部分，預計要在 7月辦這個活動，可是我就得往前抓送計劃的時間，也許在 

     六月底就得送。(006,74-87) 

      

    程序非常複雜，可能時間就會拉得很長，那這樣會影響到我們整個，不管是 

    在方案還是個案的一個進度。所以我們通常要辦一個活動之前，我們前一個 

    月可能就要上企劃、上簽呈，你就要把你整個作業時間往前拉，就提得更前 

    面這樣，當然希望可以簡化他的整個行政程序流程阿！(007,298-307) 

 

    民間部門只要跟一個長官講好就 OK，他們活動是這樣的，可是你在公部門 

    就是，也許我們的討論是這樣子的，那我們也簽上去，有可能到某個關卡， 

    他就卡住了，可能因為經費的問題，或是說他覺得預算的狀況還是說長官覺 

    得地點還是什麼，就是很多的狀況都有可能發生，那當然這個部份就會很尷 

    尬，因為可能你跑一個公文是要一段時間，那加上你除了這個方案要呈核 

    完，要把活動辦好外，你也要處理個案的事情，然後你又要花時間來處理這 

    個跑簽的過程，那就變成是說你所有的預算，或是所有的估計，全部都要重 

    新再來過一次，這個部份會讓我們很困擾」(008,22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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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辦案或陳情案之層層節制 

    而在個案工作方面，亦有一定的處理流程與程序，其中交辦案與陳情案更為

特殊，除了有必須回覆之時間，讓社會工作者有時間壓力，須暫時將其他個案擱

住外，更可能碰到並非社會工作專業須處遇或能夠處遇之個案，影響至其他更須

受到關注或協助之個案服務。 

     

    我覺得議員交辦案，有時候不是很喜歡，他有利有弊，我也會希望有人可以 

    幫忙讓上面有點壓力，讓他去做一些改革。可是有的議員你又覺得他太濫用 

    了，他那種壓力給你，雖然不是我們的個案，卻壓了很急迫的時間要去處理 

    他，相對的你的時間就被壓縮，社工員的時間也是一種資源耶！所以相對地 

    就得先把手邊的個案擱著，也許你自己覺得有更需要處理的個案，但真的多 

    少就會被擱住，我覺得是有這個部分。(003,102-111) 

 

你在公部門，一定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陳情，也許他根本完全沒有社工可

以服務的點，或許說他的狀況根本就不是我們社會工作可以服務的，或是

說社工可以處理的。他會有回覆的機制，然後比如說民眾陳情信，然後我

們就是公文，就是回覆他的處理的狀況什麼的，也有可能有一些議員的交

辦案什麼的，那就變成是說還是我們要去處理，就是去初評、去瞭解，然

後跟民眾做一些澄清的部分。這個狀況常常會發生，可是他又會有一些時

效性又很急，可是也許他的陳情的狀況，其實根本沒有那麼緊急，就會造

成我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好像也沒有很需要，或是說很緊急，可是變

成你的案子是用陳情的方式進來，馬上要去處理這個 case這樣。

(008,32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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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這樣的政府科層組織的生態下，社會工作者面對交辦案或陳情案，除了

需依規定程序及時限處理，可能影響業務的正常運作，甚至損害較急迫案主的權

益外，更須面對“好好”處理的壓力，造成其心理極大的壓力，以及後續可能接續

而來的關照。 

  

今天如果他是一個透過比較是其他的管道進來的案子，我覺得這就是那個

生態的那個部份，那當然你就會有比較大的壓力是，你必須要把這個案子

處理好，如果你沒有處理好，那後面可能會有一些點點點的狀況，那其實

那個社工人員心裡上面的壓力會比較大」 (006,152-156) 

 

    此外，交辦案與陳情案亦有種奇妙的政治氛圍，讓社會工作者認為透過這兩

種管道進來之個案，並非以社會工作專業評估與處遇，而是任其予取予求，嚴重

挑戰社會工作者心中公平正義的那把尺。 

 

    案子是交辦案或者是陳情案那種，通常這兩種我覺得會是讓社工非常無力的 

    案子，只能說通常這兩種案子就是會有一種感覺就是你非給他東西不可，這 

    種時候我覺得是很衝突，可是即便你不想給也不行啊，因為上面的人就會跟 

    你說，就會用明示、暗示你的方法，你一定要做，就算你現階段不做什麼， 

    你還是要把他留著，你要再觀察評估一陣子，再去做下一步的判斷。 

    (002,217-224) 

 

那我覺得比較為難是有一些比較議員啊，或是什麼這種交辦的，就是他一定

要完成什麼，他一定要通過什麼，他一定要怎麼做，我覺得那個是會讓我覺

得你的公平正義是很難去拿捏的，是說也許我們不想，我們認為評估沒有需

要，可是好像就會遇到這種衝突。」(008,38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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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官交辦事項之層層節制  

    在區域社福中心之實務場域，經常碰到長官逕自承接其他方案，例如：戒護

調查，並未考慮社會工作者的工作負荷或是否具備應有之能力，一旦交辦下來，

社會工作者別無選擇便需執行，造成實務上之困擾，亦增加社會工作者的工作壓

力與負擔。 

  

法院可能是直接用我們的訪視報告作為他判決的一個參考，有時候想想，

坐領的薪水是你耶，而且你正在法院吹冷氣，然後我們去訪的時候，那可

是有點辛苦呢！那這個你說合不合理？我覺得就看頭跟頭之間是怎麼談的

啦，長官有可能就有不同的腦袋嘛，他可能是覺得說，不同的體系要互相

幫忙啊，但是基層就會多少會覺得，叫我做這種事啊，能力啊，什麼是戒

護調查啦，我有沒有這個相關的法律的知識啊，到底訪得對不對啊？有沒

有偏頗啊？都有很多的 question 在上面，基層可以表達我對於去做這件事

情的不滿，還是做嘛，對啊。(004,274-288) 

 

二、 依法行政與專業知識的衝突 

在政府科層組織下工作須依法行政，但卻經常面臨到專業評估與法規衝突 

以及現實生活的不符，像是社會救助法中對家內人口的認定或失業仍具工作人口

須列最低薪資等，或是案主本身非老非殘，並不具任何福利身分，而無法受到任

何法之保障。社會工作者並無法一時半刻間改變法令，而陷入衝突。 

 

其實很多就是都過不了那種，那這種就是按照社會救助法的的那個規定，

那可能譬如說房地產，因為很多人就會想說我是真的沒有收入，但那還是

要算。或是譬如說他失業或沒有收入，他又是工作人口，他會覺得我真的

又沒有收入為什麼還要列我一條薪資，或者是那種家裡人口很多的，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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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父母的房地產超過，可是他列計人口還是會算到，然後會覺得我就跟父

母很久沒聯絡，有些是父母跟子女很久沒聯絡。(001,352-363) 

 

受限於一些法規嘛，你知道每個福利他都有他的限制跟法規，然後其實真

的，我們在手邊比較久的案子，他能夠取得福利身分大概就沒問題，可是

在我手上那麼久，大概就是拿不到什麼福利身分。危機性的福利都短期的，

可是他們需要長期的協助，有一個洞在那邊，可能有些中高齡失業者，就

失業工嘛，那未滿 65歲就是沒什麼福利，他又單身，幾乎沒什麼福利，那

有的還是卡在父母那一塊，雖然是法令，但是還是有一些不清，就是取不

到那個福利。然後，我覺得會很掙扎，可是好像也只能先放在手上，你真

的也很難，因為改法令也不是一時片刻的事情，他們的生活是現在啊，是

每天都要進行的。(003,472-485) 

 

非老非殘那種，不是福利身份，可是他可能又有這個需要的，現在這種案

子越來越多啦，他應該還是會落到這樣的狀況下，這樣的類型喔，他可能

不是老人，他家裡沒小孩，也沒有兒童、也沒有身障什麼的，他當然是沒

有任何一個法可以說補助或是保護他的部份。(008,424-440) 

 

三、 社會工作者與行政人員之衝突 

由於社會局內其他科室，大多皆是社會行政人員，並非社會工作專業出身， 

因此對於社會工作實務並不瞭解，造成彼此之間溝通上之困難。 

 

    本科系去做社會行政的部分比較沒有那麼普遍拉！所謂當年考試考上的，社 

    會行政剛考上的，所以他對於那個社會工作實務，可能沒辦法那麼瞭解，但 

    對於跑公文的流程，他們會比較知道這個東西該怎麼做。經常有溝通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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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譬如說找不到身障床位，希望業務科去安排或處理一下，但通常這個 

    部份，就比較難一點點，因為他們會有時候會可以協助，但是有時候會比較 

    沒辦法協助我們，那我們只好變成都是我們自己在做。(005,312-326) 

有的還不錯阿！有的就會真的覺得說，有可能他不一定是這個專業，有可能

是他的熟悉度，就是說他對自己目前承接的這個業務部份，並不是那麼地熟

悉，那就變成如果他自己本身不是社工專業，有時候在溝通上會比較辛苦，

你就變成是說你可能要把你所理解的，要跟他不斷地去溝通，那有時候其實

就會真的好生氣喔！反正溝通無效，就是你社工員要自己想辦法。」

(006,660-662) 

 

再加上行政人員皆是以行政之角度為考量，而社會工作者係以個案最佳利 

益為考量，二者之間經常面臨之衝突便可想而知。 

     可能就是說實務跟行政上的不同吧，我覺得他們很難瞭解我們實務在做什

麼，那我們也是覺得，常常在跟行政人員在談論一些問題的時候，就覺得

他們很僵化，或是他們思考的模式怎麼會這樣呢？雙方的期待是有一些落

差，雙方對對方的工作的內容，其實不是那麼的瞭解。(007,400-405) 

 

我覺得跟承辦人合作會讓我們比較困難一點啦，就是承辦人他們大部分都

是社會行政的嘛，那跟他們有一些溝通上會有一些困難，那我們第一線我

們就是以個案的角度出發，那可能他們是在科裡，在局裡，他們可能不會

思考到這個部份，那他們會比較以行政的部份，來跟我們說他們限制的不

同什麼樣的狀況，那就可能有時候會造成我們一些衝突嘛，我們會以個案

是說，可是他是真的怎麼樣、怎麼樣，那為什麼我們局裡不能配合？不能

協助這樣。(008,53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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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行政人員甚至會對案主貼上標籤，造成案主個人之傷害以及受到申請福

利上之阻礙，以上種種不論是和行政人員溝通上之困難、思考與考量的角度不同

以及對案主的汙名化，皆使得社會工作者在實務上只能自食其力。 

 

 一些審低收的科別，就覺得說你好好生活就好，幹嘛來申請這個低收啊？

類似會有這樣的言語跟想法啦，他們也不知道他背後的故事，就看到你好

手好腳的，幹嘛來申請？案主就是被因為這樣子，不敢去申請了，他會覺

得很被污辱了。(003,512-519) 

 

第三節 社會工作者面臨衝突之因應與調適 

    承上節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突，大致可分為面對層層節制管

控之衝突、法規與專業評估處遇之衝突以及行政人員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突，而

當社會工作者面臨這些衝突時，將根據不同的衝突，發展出自身因應與調適之策

略，乃是本節討論之重點。本節將以層層節制管控之衝突、法規與專業評估處遇

之衝突以及行政人員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突為經，所發展出因應與調適策略為

緯，勾勒出社會工作者在政府科層組織中如何克服限制與障礙，展現社會工作專

業。 

 

壹、 面對層層節制衝突之因應與調適 

    由上節可知，社會工作者面臨層層節制管控之衝突，又可細分為程序上之層

層節制、交辦案與陳情案所引起之層層節制以及長官交辦事項之層層方案，當社

會工作者面臨如此層層節制係如何因應與調適？ 

一、 程序上之層層節制 

在區域社福中心裡，社會工作者不論在個案處遇上，亦或方案的擬訂、 

推動與執行，皆須經由一套套既定的程序，透過公文通過層層關卡的管控。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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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工作方面，如 1999，一旦通報社會工作者就必須前往訪視，在一定的時間內

完成訪視報告，並回覆至社工科，再由科裡統一作回文的動作給相關單位。若是

遇到個案運用這樣的管道，一而再再而三，來達成自身的需求與目的，造成社會

工作者亦須頻於應付如此之程序，將造成社會工作者實務上之嚴重困擾。因此面

對這樣的個案時，社會工作者選擇和社會工作科進行溝通，令局內了解有這樣的

個案存在，協調往後是否能夠因此簡化回覆之程序。受訪者回憶起過去同事曾處

理過個案之經驗：「之前有個個案就是專門很愛打來亂，可是我們都知道那個個

案根本沒有狀況，其實他就是子女不理他，可是經濟完全沒有問題，他也不直接

來找我們求助，就是硬是要透過 1999，然後來叫我們社工去家裡看他這樣子。

每次這樣變得一定都要回報告，可是都會覺得回得很無力，因為覺得每次都得浪

費這個時間，他幾乎三天兩頭就打一次，你就要一直回報。就是因為這樣，我們

還去跟中心督導討論，希望試圖跟上面的長官溝通，看能不能簡化這樣的程序

啦，後來讓他們瞭解這個案，然後我們去 1999報告這個案，然後達成一個共識

說，長官知道這件事了，我們不會用再一直回報告，但他們還是有義務要通報我

們，我們也做我們所能做的。」 

 

    除了 1999 有一定的回覆程序之外，許多個案亦須經由一定的程序來處遇，

但有時個案之狀況緊急，其需求已經迫在眉梢，社會工作者將透過自行判斷，先

行處遇，而後再補齊行政之程序，避免因行政之程序而延宕個案之處遇。 

  

比較特例的個案的話，社會局這邊是可以先安置，然後公文的部份是後送，

沒有關係。可以再去調整，根據這個個案，其實他的緊急的程度還是可以做

一些調整。(007,312-315) 

 

    而在方案擬訂與執行上，可能因程序而需提早準備，增加社會工作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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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影響其他工作之投入。甚至在方案內容上可能遭受批評，導致方案延宕或

無法進行，對此社會工作者當下必定有其情緒，將透過碎念之方式來抒發情緒，

雖不滿卻仍須將工作繼續完成。 

  

你在公部門，如果沒簽出去，你是不能辦的阿，但你也不能不去處理這個

活動，那還是得趕快去處理，重新再擬，重新再上文這樣。你就會覺得前

面已經忙了一段時間了，結果可能只是因為一些莫名的奇怪的理由，因為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怎麼這麼怪的理由，就變成還是要去做調整。我覺得我

們辦公室的氣氛，大家就是每次情緒反應都是一下就出來，彼此就是唸一

唸、唸一唸、唸一唸，然後安撫一下就過去了，情緒抒發完之後，這個還

是工作，還是要把這個活動辦好。(008,249-267) 

 

面對程序上之層層節制，社會工作者主要係以問題解決的方式來因應，像 

是與局內長官進行溝通與協調、根據現況彈性調整行政程序，亦有情緒上的發洩

與尋求同儕支持，但主要還是以完成工作為考量，這樣的考量一半來自於對個案

的承諾，而另一半亦是出自於對身處科層組織之無奈。 

二、 交辦案或陳情案所引起之層層節制 

除了程序上之層層節制，由於民眾對社會工作專業的非理性期待，再加上現 

在是個「以民為尊」之世代，透過交辦或陳情之管道進入之個案，通常皆會受到

長官或議員等民意代表之關注，讓社會工作者感受到專業遭受束縛之衝突。對於

民眾非理性的期待，社會工作者除仍是盡己所能地協助外，期待能夠透過倡導等

方式，讓民眾能夠更清楚知道社會工作專業為何，來減輕其非理性之期待。 

 

我覺得為難的地方，應該就是我們能做的跟民眾的期待不一樣，如果他真

的需要我們協助，我們當然是可以去協助他，另外就是可能盡量去倡導，

倡導社區裡面的居民這樣對阿！(001,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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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自身方面則是認為需要洞悉自己乃是如何看待民眾之非理性期待以及

該如何回應，以調適自我之情緒，這對社會工作者而言可說是一項非常重要之學

習。 

 

其實我覺得有一部份你在回應民眾需求的時候，其實是會跟社工的專業是

有衝突的，可是因為你在這樣的環境，還是得去做，那個時候就是要看你

自己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跟怎麼樣你去調適你自己的心情，我覺得如果

你要待在社工這個角色上，這個是很重要的學習。(002,305-310) 

 

     然而，面對長官與議員等民意代表的施壓，不同的社會工作者有著不同的

因應策略。受訪者 006 考量至議員等民意代表掌握社福預算的生殺大權，因此面

對其施加之壓力，雖不至於完全退讓，亦會基於社會工作專業予以評估與處遇，

但碰到彼此意見不符時，將會採取折衷之方式，使二者能夠取得平衡。 

 

其實大部分來講，議員帶進來這個案子，我們還是會照著我們社工專業去

走，但如果遇見所謂不合期待的狀況，大部分都是折衷啦，比較不會是所

謂一面倒的，說就是聽議員的，所謂非專業的建議，但是我們會說服議員

說，這個個案用這樣的方式幫忙他會是比較恰當的。我們說實在顧的，不

單只是這個個案的公平性，每個個案沒有所謂的公平，只能說是每個個案

都是量身定做的福利的措施跟服務啦，只是希望可以在所謂另外一邊預算

方面，或是說推展日後各項工作方面，可以得到各界的支持這樣子。

(005,212-238) 

 

    而受訪者 003 則認為社會工作者若是能夠提出基於專業之建議，自己能夠站

得住腳，便能夠說服長官與民意代表，對於己身而言，亦能算是種磨練，能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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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上有所精進。 

  

我們的主任其實基本上還蠻支持我們的啦，如果我們講得出蠻合理的拒

絕，譬如說我說這個案子，我是覺得他一萬五夠了，就把這個報告寫出去，

那我覺得不用給，我們主任都是會支持，上面也會支持，只要我們講得出

來。後來這個議員倒也沒有說什麼，我覺得我們有我們評估的標準在，如

果他也知道實際的情形，我真的覺得他也沒辦法要求什麼(003,143-158) 

 

    另外，受訪者 002 則較悲觀地認為身處政府科層組織有許多的逼不得已，如

果要不斷地挑戰環境，只是耗損自身的能量，只好隨波逐流，避免自己傷痕累累。 

 

我覺得我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我蠻沒辦法，會覺得這裡面有很多跟我自己

的知識背景是衝突的，可是後來我就發現其實在這個場域裡面工作很久的

人，他們都是可以接受這樣的方式，我想說那為什麼別人可以接受，但我

不能接受？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慢慢就是可以知道上面的人的期待是這樣

子。說我社會化嗎？還是說我同流合污？反正我就覺得好，那就這樣，我

一直去挑戰他，對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只會把我自己搞得很累而

已。(002,226-233) 

 

而受訪者008則是較重於情緒上的抒發和排解，但亦思考到若是自己有情 

緒，將會因此影響至與個案之間的關係，需要不斷地轉念去吸收自我情緒，避免

因情緒而影響到社會工作專業之施行。 

 

嗯，我覺得難免心裡還是會有那個情緒耶，你會認為這個好像也沒有什麼

社工專業的部份，就是只是一個民眾他的一個陳情，然後你跟著去回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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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部份，那我覺得其實如果針對這樣的 case，其實還是會有情緒在的，

那我覺得因為如果你有情緒在，你就變成是說你跟那個民眾的關係也會有

一些狀況，有時候就是一直要自己轉念，或是說自己去吸收那個情緒啦，

你一個角度就是說，除了我們當然社工專業就是還是要服務個案的部份，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這也是你的工作嘛，既然選擇在公部門，那你

就是還是盡量運用我們社工專業，然後去服務個案的部份。(008,353-375) 

 

針對交辦案或陳情案引起之層層節制，社會工作者主要仍係以問題解決的方

式來因應，不同之社會工作者有著不同之因應策略，像是運用倡導策略，來減輕

民眾非理性之期待、與議員進行彼此意見的折衷與平衡、根據專業評估來說服民

意代表、或是選擇隨波逐流，避免自己傷痕累累；亦有以情緒上之抒發與調解，

同時亦避免因情緒而影響至與個案之間的專業關係。 

三、 長官交辦事項之衝突 

碰到長官逕自承接其他方案，例如：戒護調查，並未考慮社會工作者的工

作負荷或是否具備應有之能力，造成實務上之困擾，社會工作者會先向社會工

作科反應，但對於科內，甚至是局內將如何回應與處理，則無權繼續過問。同

時，亦會透過公開或會議之場合，直接向長官反映，雖大多社會工作者認為可

能無效，卻仍是肯定應反映。  

  

反映的管道就是社工科，看社工科怎麼再反映上去嘛，因為社工科在局裡面

也跟其他單位是平行的嘛，那再怎麼反映的，這個就由局裡面去洽談了啦。

因為我們已經在某種場合上，已經有反映過了，長官是有做某種的承諾說還

要再去反映，因為就是這樣層層的上報嘛！我們知道沒有辦法，在短期內反

映，就達到一定的效果，但是還是要反映嘛。(004,29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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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法規與專業知識衝突之因應與調適 

    在政府科層組織下工作須依法行政，但卻經常面臨到專業評估與法規衝突以

及現實生活的不符，社會工作者並無法一時半刻間改變法令，而陷入衝突。對於

現實狀況，個案的生活乃是每天都要進行的，因此社會工作者並不會因為法令之

侷限而拒絕服務案主，而是會透過連結民間資源或提供諮詢與關心來發現其他可

共同工作之議題。 

  

因為修改法令也不是一時半刻的事，就變成是我自己就只能自我期許就盡量

幫你，找民間或者是再找其他的資源，去挪用或去發掘，一定還有很多資源

可以運用。因為我覺得與其一直擱在那邊，等待修改法令，那個都不是辦法，

他們的生活是現在啊，是每天都要進行的。(003,472-485) 

 

還是有每一條路都不能走的時候啊，然後就物資、安慰品啊，就是知道你有

能力上的限制，也有他這個問題的限制，那沒有辦法就是讓他知道說我還是

可以用關心的方式，就不再侷限只是經濟的問題啦，可能開始冒出別的問題

來了，長輩的照顧問題、子女的教養問題、還有親子互動問題，就有別的工

作空間啊，不再只是經濟而已嘛。(004,488-502) 

 

    對於有所限制的法令，社會工作者會透過會議等場合向上反映，雖瞭解修改

法令並非如此即時且迅速，但仍肯定必須反映，為其做過具體之努力。 

 

那反映的管道，就是局長有時候會下鄉巡迴喔，那有一次副局長來，我們有

跟他反映這個議題，那還有一種管道就是社福中心都有主任都會開會，原則

上一個月一次，主任開會的時候，我們自己內部就會給主任嘛，然後主任就

會在 x主管會意再提議，然後就由社工科去統整，社工科的長官可能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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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務會議再去反映。(004,323-329) 

 

其實法條的不合理，或者是法條的聲音，或是不合於人情世故的那個部份，

其實我們都有提供意見的時候，我們都會去以簡據深，去把他提出來，但不

是那麼快跟即時性啦。 (005,275-278) 

 

其實我覺得社工員會在開會的場合去積極做一些建議，那會把所有的案例就

是呈現出來，讓那個主管知道說，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你就是必須

要想辦法解決，並不會讓你覺得說，好像你連努力，都沒有辦法努力，也許

時間長一點，也許時間久一點，那還是 ok的。(006,779-782) 

 

    但社會工作者亦表達由於個案量的負荷，雖遭遇限制，卻無法具體且清楚描

述，亦或不具備修法的知識而有限制。 

 

當然可以提的部份，我們都會盡量提，但是有一點，說實在因為我們工作還

蠻忙的，所以可能沒時間思緒很清楚，這樣勾勒出來那個一直以來遇到的問

題，有時候真的就很想表達，但是有時候，個案噗噗噗一大堆，就很難清楚

的寫在紙上，說請把這個幫我拿去立法院先修改一下。所以說比較像這種行

政的整理啊，或是需要比較多時間整理，可能我們就比較沒有那麼多時間，

而且第二點就是那個專業度啦，因為修法專業度，我們可能會知道問題是什

麼，但是你叫我們怎麼去陳述，變成文字去改，我們可能比較沒辦法。

(005,293-305) 

 

    不過亦有社會工作者在實務中做出反映促成修法之實例，也能夠迫使上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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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到這些議題。 

 

 現在社會局這邊針對那個非老、非殘，沒有福利身份這一塊，其實已經正視

到這麼大的一群人，社會局已經意識到這一塊的重要性了，開始去處理在這

一塊的問題，其實我們最近也在研擬這樣的一個計畫，看有沒有辦法針對這

一群人，有辦法有處遇的東西，一個企劃或是簽呈，能夠編列一些預算，這

是未來可能要努力的一個方向啦，你已經想到有這樣的問題，就會朝這個方

向去處理這樣，那以目前還沒辦法處理的情況下，就是能夠做的東西也不多

了。(007,341-350) 

  

我們實務上遇到了一些狀況，我們會反應上去嘛，透過督導他們的會議，或

是說一些科裡、局裡的會議，然後會有一些討論，那等到他們到中央開會還

是怎麼樣，他們會再做一個討論，就變成是說有一些法令，你可能也是看時

機，528會出來也是因為可能就是實務上，還是有這樣的狀況，才會一直漸

漸有一些修正、修改啦，一些法條，或者一些修改。(008,409-489) 

 

    綜合而言，碰到法規與專業知識之衝突時，社會工作者主要仍係以問題解決

的方式來因應，像是連結民間資源或提供諮詢與關心來發現其它可共同工作之議

題、透過會議向上反映，做出具體之努力等。 

 

参、與社會行政人員衝突之因應與調適 

    從社會工作者口述中，可看到其與科層中之行政人員溝通無效之無奈，只能

透過中心督導或社工科科長與其他相關單位協調與溝通，但最終仍是得自實其

力，不得不佩服社會工作者對個案的用心與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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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遇到問題一樣會請督導啊，或是請我們的科長，或是我們的股長去

幫我們協調這些東西，譬如說兒少床位不足，那或者說小朋友沒地方放，

我們社工員問的機構不行，那可能我們就會請督導，或請科裡面的人，相

關的科問問看，或是說透過他們問的方式，再去從不可能中去找出一些些

可能出來啊。(005,339-345) 

  

我們會先跟他講我們這樣的困境啦，不過基本上行政人員還是會把責任回

歸到我們身上，直接面臨到個案就是我們，只好就是自己再去溝通、協調，

因為他也不會幫我們，我們大概不期待了啦！一般基本上我們遇到這樣的

困境的話，督導大部分都會去幫我們協調看看，不管是督導再往上呈，跟

科長那邊講，還是直接就是說請科長那邊直接再跟各科的科長，就是說長

官對長官的一個協調機制啦。(007,425-451) 

 

    遭遇與行政人員之衝突時，社會工作者主要亦係以問題解決的方式來因應，

包括請中心主任、社工科科長或股長，進行跨科室之溝通與協調，若是溝通未果

則自行尋找解決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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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結合為研究主題，透過訪談台北縣

市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從中探討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科層化之樣貌、

處在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實施之影響以及社會工作者面對政府科層組

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矛盾與衝突時的因應與調適，藉此省思在政府科層組織下的社

會工作實施，如何去除科層體制所帶來之弊，轉而替換成實務場域工作時之利，

使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能夠相輔相成，彼此相得益彰。                   

相較於過去學者對於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所提出之批評，縱使有些

仍存在於區域社福中心之中，但社會工作者亦有其因應之道；另外有些則以轉化

之形式存在，並不如學者批評所言。研究者將根據不同於以往政府科層組織與社

會工作專業結合之模式、目前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造成之影響，再加上

從社會工作者本身發展出來的因應，所產生新的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

合之樣貌，據此提出未來發展之建議。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發現與討論，將針對研究發現進行更深入之

討論；第二節根據研究結果與研究限制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後續發展與未來研

究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隨著福利國家的來臨，照顧弱勢族群成為政府的法定職責，助人工作始納入

福利科層體系，不僅有社會福利行政人員的文官制度之奠定，而且有社會工作員

的第一線專業輔導之啟用，社會工作人員在政府科層之中的角色適應和調整乃成

為一個新的課題(施教裕，1996a)。因此本研究分別檢視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

科層化之樣貌、處在政府科層組織對社會工作專業實施之影響以及社會工作者如

何因應與調適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最後發現新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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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之樣貌。至此，本研究之研究發現為： 

 

壹、 區域社福中心作為鬆散之科層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區域社福中心確實具有韋柏（Weber, 1947）所提出層 

層節制的權威、專業分工、成文的規章與程序、非人情化與能力勝任等科層組織

之特性，在正式組織架構上有權力階層的存在，如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專

門委員、科長、股長及社會工作員等，行政系統的指揮及督導方面，仍然依循權

威階層而運作；底下分設社會工作科、人民團體科、社會救助科、身心障礙福利

科、老人福利科、兒童福利科、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進行專業之分工；依照

法令、計劃、程序以行事；福利業務之申請皆透過正式管道，避免因親疏關係而

有差別對待。 

    然而，區域社福中心雖屬社會工作科管轄，但由於其乃屬外派單位，駐紮在

各鄉鎮社區中，反而更具美國學者韋克（K.E. Weick）(1976)所提出鬆散結合系

統（loosely coupled system）的概念，其指出組織成員之間，彼此的關係雖然互

相聯結，但卻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另外，亦指出鬆散結合系統的特色包括：  

一、 系統中的每一個部門，由於具有鬆散結合的特性，因此可針對實際需要自  

  行調適因應。 

二、 如果系統中的任何一個部門發生困難或解組的現象時，將不會影響及其他 

部門。 

三、 系統中的每一成員或團體均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 

四、 鬆散結合系統的缺點，即是組織的中樞命令比較難以迅速地傳達到每一個

組織成員（Weick, 1976 ）。 

區域社福中心和其他社會局內科室皆為獨立之部門，能夠根據自身需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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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適因應；亦不因個別中心之情形，而影響至其他中心或社會局內科室之運

作；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但社會局內長官之命令

便較難傳達至每位社會工作者身上。 

Hasenfled(1984)亦指出雖社會福利行政科層是一個典型的層級組織，但是 

在金字塔層級底面的部門則並非是緊密封閉的科層，而是一個所謂的「鬆散拼湊

的體系」(loosely coupledsystem)，在這樣的體系之下可有下列特點： 

一、 基層實務工作人員的自主性高，所受外在或上級的管制較少，和不受其他

部門的牽制與影響，有利於專業自主之提升。 

二、 基層實務工作人員的自主性，事實上亦代表行政部門或上級對第一線實務

工作人員的授權以及責任的轉移和義務的負擔，即將燙手的專業責任完全

交由基層實務人員負擔。 

三、 在工作方法或技術不確定的狀況下，基層實務工作人員及其所代表部門需

為其專業工作負擔全部的責任，如此可使其他部門或上級免受外界非議波

及。 

在研究中亦發現，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確實較具專業自主性，然而， 

如此的授權與權力的轉移，亦讓社會工作者必須負起所有服務個案之責任；每當

個案發生狀況或問題，亦皆是第一線之社會工作者必須承擔。區域社福中心之社

會工作者與社會局內各科室之行政人員，宛如處在兩個不同世界。 

    綜合言之，目前台北縣市社會局之運作模式，係以 Owens(1991)所提出雙重

系統理論（dual system theory）運作，其指出組織在實務執行系統(亦即區域社福

中心)方面，具有鬆散結合的特性，而在行政事務系統方面，則是具有緊密結合

的特性。在台北縣市社會局中，局裡之長官和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間的關

係，經常是微弱而且鬆散的，社會工作者雖然受聘於社會局，但在實務工作上保

有一定的專業自主權，局裡之長官也不會經常視導社會工作者的實務工作情形；

其次，在社會局內之行政人員和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間的互動機會方面，

除了因業務需要的接觸與溝通，其餘互動機會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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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結合之影響 

身處區域社福中心之鬆散科層組織之社會工作者，在其中執行社工專業實

務工作時，必定受到鬆散科層組織之影響，以下討論之： 

一、 依法行政的一體兩面 

    在政府科層組織講究依法行政，有法源作為依據，不僅可以使社會工作者在

工作時有所參照，更可以保障案主的權益，使其不受侵害。對於實務上較難處遇

之議題，如家暴與兒虐等議的好處背後，卻潛藏著經常面臨福利題，亦有公權力

作後盾而較有施力之處。但依法行政無法到位之危機，例如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

工作者口中經常提及的「非老非殘」，意指並非老人亦非身心障礙者，不具任何

福利身分之條件。當所有法令皆以福利身分來給予福利，雖社會工作者評估其擁

有需求，卻是無法從法令上得到保障。或者是法令並不合時宜或適合現實生活狀

況，例如社會救助法對於家戶人口列計之規定，忽略有些家戶三代並不同住、家

庭關係疏離等，仍需共同列計，影響福利身分之申請。此外，亦有對扶養責任之

規範，忽略有些人年輕時可能拋家棄子、對子女並未善盡教養責任，年邁時才反

過頭要求子女奉養。以上所述種種，可發現法令乃是一雙面刃，對社會工作者雖

有正面之助益，卻亦帶來實務評估與處遇時的限制。 

二、 民眾、民意代表、局裡長官以及社會工作者的多重關係 

    在研究過程中，除了科層本身的層層節制外，更發現現今是民意當道的年

代，民眾、民意代表、社會局內長官以及社會工作者呈現十分微妙之關係。民意

代表掌握社福預算之生殺大權，其為了爭取選民的支持所開出來的政治支票、福

利牛肉以及「選民服務」，社會局內為不得罪民意代表，避免遭刪除預算之命運，

便得照單全收。此外，對於民意代表之交辦案，社會工作者亦需處理地戰戰兢兢、

步步為營、動輒得咎，挑戰社會工作者本身的公平與正義。這是身處在政府科層

組織下之社會工作者，不得不去面對之現象，亦無法逃離這樣政治氛圍所產生之

影響。再加上奇怪的媒體嗜血文化下所接露的社會事件，排山倒海對社會工作者

撻伐的聲浪，不僅是檢討是否有何缺失以及需改進之處，更多的是演變成只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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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透過陳情或媒體報導之管道求助，社會局的長官們便會期待不論是任何需求社

會工作者都需盡量滿足。而社工員處在階層體制之中，在工作上需受上級長官的

層層節制，如此，原屬於社會工作專業的評估與裁量權，一遇到民意代表及上級

長官干預時，似乎便蕩然無存。 

三、 程序造成社會工作者的疲於應付 

在區域社福中心裡，社會工作者不論在個案處遇上，亦或方案的擬訂、推 

動與執行，皆須經由一套套既定的程序。像是在方案工作上，社會工作者擬訂好

方案，便須通過層層關卡同意才得以施行。而這樣的程序，對於社會工作者某些

層面上而言，可以藉由長官的注意與提醒，更確保自己在個案評估與處遇以及方

案設計上的正確無誤，以保障案主之權益。但在另個層面上而言，反倒是造成實

務工作上之困擾，像是必須為了這些程序而提早準備，影響其他工作的投入；更

可能在內容上不獲長官支持，導致方案延宕，甚至是無法進行；而在民眾陳情與

突發災害事件工作方面等，有固定處理流程與回覆期限之規定，讓社會工作者無

法自由調配工作順序，有時甚至須暫時將其他個案擱住，影響其他有更急迫需求

或更須受到關注或協助個案之服務。 

 

参、 衝突之因應與調適 

    在鬆散科層化之組織中，區域社福中心與社會局彼此的關係雖然互相聯結，

卻保持各自的獨立性，可針對實際需要自行調適因應，但畢屬上下層級之組織，

必然受其影響。不過社會工作者並不如許多學者所言，變成「科層之機器」，違

背原本對弱勢的承諾與使命，這樣的批評與言論對於實務社會工作者而言，可說

是不可承受之輕。在研究中所訪談到的這幾個社會工作者，事實上，他們仍是堅

守著社會工作的使命與價值，在堅硬的政府科層組織中，奮力開創出一條柔軟之

道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若要不受到影響則需做出許多努力，針對政府科層組

織所帶來不同的困境、限制與挑戰，社會工作者發展出不同的因應與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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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程序上之層層節制，社會工作者主要係以問題解決的方式來因應，像是

與局內長官進行溝通與協調、根據現況彈性調整行政程序，亦有情緒上的發洩與

尋求同儕支持，但主要還是以完成工作為考量，這樣的考量一半來自於對個案的

承諾，而另一半亦是出自於對身處科層組織之無奈。針對交辦案或陳情案引起之

層層節制，社會工作者則仍係以問題解決的方式來因應，不同之社會工作者有著

不同之因應策略，像是運用倡導策略，來減輕民眾非理性之期待、與議員進行彼

此意見的折衷與平衡、根據專業評估來說服民意代表、或是選擇隨波逐流，避免

自己傷痕累累；亦有以情緒上之抒發與調解，同時亦避免因情緒而影響至與個案

之間的專業關係。而碰到法規與專業知識之衝突時，社會工作者亦係以問題解決

的方式來因應，像是連結民間資源或提供諮詢與關心來發現其它可共同工作之議

題、透過會議向上反映，做出具體之努力等。當遭遇與行政人員之衝突時，社會

工作者主要亦習慣以問題解決的方式來因應，包括請中心主任、社工科科長或股

長，進行跨科室之溝通與協調，若是溝通未果則自己尋找解決之方法。 

    社會工作者運用這些因應策略不僅是面對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

矛盾與衝突時，能針對問題尋找互動方式，以行動改變與彌平二者之間的距離與

差異，更是一種內在心理、精神調理的過程，為自己調理情緒或減輕因問題情境

而產生的困擾，使自己能夠繼續在政府科層組織中，施展社會工作專業，使得這

二者之間能夠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透過區域社福中心之科層化樣貌之描繪以及社會工作者在其中所受到的影

響與發展出來因應與調適策略的討論，據此我們可以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未來政

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之建議。分為從對於社會工作者本身所進行之微

視面之建議、針對政府科層組織所做之鉅視層面建議，以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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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針對政府科層組織之建議 

一、 以「諮詢式科層」(advisory bureaucracy)取代傳統科層 

    在社會行政科層與社會工作專業二者之間的協調和整合課題上，學者

Hasenfled 亦建議社會行政主管採取所謂「諮詢式的科層」(advisory bureaucracy)

策略原則，即在行政事務上仍可沿用科層層面的傳統和慣例而加以約束與規範，

至於在專業工作內涵部分則保留諮詢的立場和態度，以利雙方之順利運作與組織

任務之達成。亦即為了保持組織的順利運作，仍可保有既有的規範與程序，但在

涉及專業之實務操作，則不加以干涉，完全尊重專業之評估，亦不會因組織的規

範與程序而影響至專業之實施。 

二、 調整科層最佳效能作為專業實施之後盾 

    許多社會工作者與學者皆認同科層本身便是種工具，必須由人來操控科層作

為工作更有效率之用，而非受到科層之奴役，因此既然公部門作為一種大型之科

層組織，必須調整科層最佳之效能來作為社會工作專業實施時之後盾。目前台北

縣市政府社會局雖已較有彈性，能夠根據不同的系統給予其自主性，亦能授權社

會工作者根據專業判斷自行調整行政程序上之優先順序，但受訪之社會工作者表

示繁複的程序仍讓其疲於奔命。未來若能減去繁複之程序，再賦予社會工作者自

行根據專業判斷調整優先順序，必然能使科層發揮其最佳效能，作為專業實施時

之後盾。 

三、 運用裁量權以彌補福利法規之不足 

雖福利法規之建構，乃是為了保障弱勢之權益，亦是社會工作者從事專業 

服務時之後盾，但在實務工作時，卻發現福利法規往往有其不足與限制。現今台

北縣市社會局皆已正視到福利法規之不足，所帶來之限制，而開始賦予社會工作

者運用裁量權來彌補其不足。如社會救助法中之「五二八條款」，針對不同住之

家屬卻仍須列計，造成福利身分申請之不通過。透過社會工作者的實際訪視評

估，這些共同列計之成員，是否有同住之事實、是否能夠提供案家實質上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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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為是否共同列計之參考。但有更多福利法規不足之處，如對於「非老非殘」

議題之處遇上，仍未運用裁量權來彌補其不足。未來若能善加運用裁量權於彌補

福利法規之不足處，必能使服務更臻完善。 

四、 建立溝通協調機制 

    雖目前台北縣市社會局皆有許多大、中、小型之正式會議，藉由會議作為相

關單位之聯繫或相關議題之討論。然而，卻發現整個流程顯得過度正式化或制式

化，使得會議流於形式，無法達成預期之效果。再加上參與會議之成員皆以主管

級為主體，難以匯聚所有成員之想法，基層社會工作者缺乏管道發聲，會議往往

成為長官命令佈達之工具。建議未來不論各型會議，除管理會議外，應廣納基層

社會工作者參加，傾聽其意見並根據其意見進行科層組織或社會工作實施之修正

與調整。 

 

貳、 針對社會工作者之建議 

一、 事先瞭解政府科層組織之生態 

    選擇進入政府科層組織之前，若能先瞭解公部門本身的生態及必須面臨到困

境與挑戰，事先預想如何因應與調適，必然使社會工作者在政府科層組織內更游

刃有餘。 

二、 堅守自己的信念 

    對於許多社會工作者而言，皆認為進入政府科層組織後，許多政治氛圍乃是

無法控制的，必然會受到影響。此時，最重要的便是時時提醒自己從事社會工作

的初衷，否則便會淪為執行政府政策的工具。最重要的是，遇見不合理之事能夠

據理力爭，不可因身處科層組織而退縮。 

三、 提升溝通與協調之技巧 

在政府科層組織中，經常會面臨科層的負面影響，甚至挑戰社會工作者心

中那把公平與正義的尺。社會工作者必須讓自己身段變得柔軟，學習如何在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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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專業站得住腳，同時亦能運用溝通與協調的技巧，使得自己不會遭到科層組

織所淹沒。 

四、 持續充實自己之能量 

    本研究接受訪談之社會工作者皆建議新進工作者，必須掌握工作時能夠支持

自己之資源，例如中心督導與同事或在職訓練課程，來提升自己的能量，唯有充

實自己的能量，才能夠帶給案主力量。 

 

参、 未來研究建議 

一、 增加不同地區之比較 

    由於經費與時間有限，並考量可近性之下，研究範圍僅能限於台北縣市區域

社福中心，並無法擴及桃園縣區域社福中心或是其它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之實施，

故本研究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到其他不同類型的縣市或行政區。各地的行政組織

皆有不同，在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實施上亦有不同。本研究雖以台北縣市區

域社福中心作為研究資料蒐集對象，但由於台北縣市區域社福中心本身便有其共

通性，再加上保密性之原則，並未加以突顯彼此之差異性，避免造成受訪者之困

擾，遂以綜合討論之方式呈現。未來研究若是能夠以各地區作為資料蒐集之單

位，加以比較兩者之差異，便能更瞭解在不同組織型式的社會工作專業實施之樣

貌。 

二、 增加不同對象的選擇 

許多接受訪談之社會工作者皆認為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之研

究題目，較適合選擇社會局內之科員作為訪談對象。由於研究者考量本研究重點

置於社會工作專業實務之實施，因此選擇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作為研究對

象，但選擇區域社福中心之社會工作者，對於科層組織的描繪便有所限制。未來

研究若能兼容社會局內之科員，共同作為研究對象，便更能對於政府科層組織能

有更深體會與描繪，亦能更進一步探討行政層面之社會工作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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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研究方法之選擇 

    由於時間之限制，研究者僅選擇深度訪談作為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 

結合之蒐集方法，對於本研究範疇內之資料蒐集便有所限制。然而，質性研究中

仍有實地參與以及焦點團體法，若是能夠實際參與區域社福中心之運作或是邀請

實務工作者進行焦點團體之訪談，必定能夠更瞭解實務場域之社會工作專業實施

以及激盪出不同火花，藉此取得更加具體且廣泛的研究資料，更深入地加以檢視

其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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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壹、 進入政府科層組織之契機 

一、 當初怎麼會選擇從事社會工作？ 

二、 是何機緣讓您選擇進入區域社福中心？ 

三、 過去曾經想過自己會進入公部門從事直接服務嗎？ 

四、 選擇工作時，公部門是您的第一選擇嗎？為什麼？ 

 

貳、 區域社福中心之實務場域 

一、 請談談您在區域社福中心的工作內容？ 

二、 區域社福中心或社會局裡對於這些工作內容的要求為何？對於社會工作專

業角色、功能的期待有哪些？您的看法如何？ 

 

參、 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突、調適與因應 

一、 在您的實務經驗中，您認為隸屬於區域社福中心之政府科層組織，對於您

的社會工作專業影響為何？ 

二、 在實務工作過程中，是否曾經經歷身處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

突？是什麼樣的情形？請舉例說明。(例如：對於提供服務的看法、注重程

序、法律與規章、重視關係正式化、權力來自於權位而非專業) 

三、 當您面對衝突時，當下之感受與想法為何？ 

四、 您係如何調適？又運用了哪些因應策略？(例如：對抗、合作、妥協、逃避、

順應等) 

 

肆、 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結合之建議 

一、 您認為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結合如何相互助益、相得益彰？ 

二、 您對於未來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結合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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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您受邀參與名為「政府科層組織與社會工作專業之衝突」的研究，此為台灣

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學生李宛亭之論文研究，在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

究所沈慶盈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期待暸解您在區域社福中之工作經驗，包括曾經

感受或經歷與所處政府科層組織之衝突以及調適與因應之歷程。 

    在您決定是否成為研究受訪者前，請閱讀下列資訊，並針對任何您所不暸解 

之處提出疑問： 

1. 您參與這個研究是完全自願的，若研究過程中不想再繼續參與，可以自由選

擇退出，將不會影響您與任何福利服務的關係或失去您應有的權利。 

2. 您將接受研究者的訪談，原則上訪談次數為1-2 次，每次訪談時間約1-1.5 小

時，但實際訪談次數和時間長短，視訪談情形或雙方協商而定。訪談的地點

與時間的選擇，研究者將以您方便為主要考量。 

3. 研究者將獲得您的同意後，以錄音的方式記錄訪談內容，若您有不願意錄音

記錄的部分，可以隨時告知研究者終止錄音。每次的錄音檔將謄錄為逐字

稿，僅供此研究分析之用。 

4. 研究者承諾確保將來的研究報告內容，任何能辨識出您身分的資料將會匿名

與保密處理，並且只在您允許下揭露。若研究結果被出版或發表，您的身分

一樣不會被揭露。 

5. 研究過程中您有任何疑問，可以透過本同意書下方的聯絡方式詢問研究者。 

6. 為感謝您撥空參與，在您每次接受訪問後，將獲得些許車馬費作為謝禮。 

 

下面的簽名表示您已經閱讀了上述的資訊且同意參與研究。 

受訪者簽名                    

研究者簽名                    

日期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研究者與受訪者各持一份）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研究生 李宛亭 

電子信箱：ms.yamaha@msa.hinet.net 

聯絡電話：0952-101-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