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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兒少保護工作礙於具有法定職務規範，以及法定時效的要求，缺乏足夠的

職場暴力教育訓練與危機辨識能力，常使從事兒少保護性社工員在進行處遇時

陷入多重的職場暴力風險而不自知。本研究為了再現受訪社工在兒少保護實務

領域的職場暴力經驗，根據內政部兒童局頒佈之「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流程」所

載明之服務階段，透過 12 位受訪社工的職場暴力經驗，呈現兒少保護社工在

「接案評估時期」、「緊急安置／危機處遇時期」、「中長期處遇服務時期」、

「未安置個案之處遇追蹤、評估時期」等四個工作階段中呈現遭遇的職場暴力內

容。 

本研究發現包括兒少保護社工經驗的職場暴力類型與來源，經歷職場暴力

後的個人狀況，以及實務上的對應機制等三方面，以下分述之。（一）社工員認

為的職場暴力類型與來源：暴力類型依據受訪者經驗分為：身體攻擊、精神威

脅行為（細分為言語威脅與心理威脅兩種），其他非人為因素造成之傷害，例如

被狗追咬、交通路況、到災害區域訪視、ON CALL 等。暴力來源則有：人為造

成，例如：與案件有關的施暴者（個案、個案家屬、照顧者與案件關係人、其他

專業人士、媒體、民意代表等）。法定傳染病、組織與法令政策因素。（二）經

歷職場暴力後的個人狀態：受訪者個人狀態有：身心創傷反應、擔憂自己家人

安危、想離職或轉換業務，也有人更堅信身為兒少保社工的使命，在執行兒少

保護工作時義無反顧的投入。（三）社工員個人的實務對應機制：將負向經驗轉

化成正向改變，調整自己的工作心態與工作方法。運用正式與非正式資源，減

少自身再度遭受職場暴力機會。依據上述發現，研究者分別對個別工作者、機

構、與兒少保護系統三系統提出建議。 

 

關鍵字：職場暴力、兒少保護工作、法定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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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statutory duties, norms, and the time limitations about cases 

processing, social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are at risk 

from multiple resources as the result of lack of adequat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bout 

workplace violence. In order to represent social workers’ workplace violence in the 

field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tection, the researcher according to the "children and 

the juvenile protection work process" enacted by the Interior Department of Children 

Council classifies the twelve interviewees’ workplace violence experience into four 

stages, They are assessment, emergency placement/crisis managing process, medium 

and long-term service process, and non-placement case track and evaluation process.  

 

 The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is about the types and sources of 

workplace violence.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types of workplace violence cover 

physical attacks, mental threats, and other injuries, such as dog bite, traffic accidents, 

visit to the disaster regions, and ON CALL situations. Sources of violence cover 

human-induced violence,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factors. 

The second is social workers’ personal states after experiencing workplace violence.  

Some of them hav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response, some worry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families, some are thinking about retirement or changing work, and 

some are becoming more convinced to the mission of the profession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protecting children’s safety.  The third is individual ways of 

responding workplace violence. Some of the respondents turn negative experiences 

into positive ones, and some adjust their mentality and methods of work. The aim is to 

reduce the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of being subject to workplace violence by 

using available formal and inform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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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some suggestions for individual workers, agencies, and juvenile protection 

scheme. 

 

Key word: Workplace Violence, Child and Youth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 

Statutory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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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社會工作是一門危險的專業，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真的！』--- 

給北卡羅來納州兒童福利社會工作者。(1998.7) 

上述這段話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在 1998 年為該州兒童社會工作者提供人身

安全評估訓練課程時的開場白。該訓練課程中清楚告知在兒童社會工作職場領

域，身為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者，在進行個案處遇訪視前、外出訪視途中、訪

視中、進入個案家進行會談時，該如何評估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危機情境、可採取

的行動計畫，以及所服務的機構該如何為社會工作者提供合理且即時的相關後

盾支援及保護措施。對從事兒童及少年保護性業務社會工作人員（以下簡稱：兒

少保社工）而言，初進入保護工作領域的熱情、理想與衝勁，常被案家庭問題的

混亂和未知性、不可預測性的兇險和暴力情境，撞擊到無法照顧、滋養、療癒

自己的身心狀態。礙於保護性工作在法令上具有時限規定，使得社會工作者不

得不和時間賽跑，短暫的工作時間且需立即做出社工專業的處遇決定，因為這

攸關著童稚脆弱的生命，與被撞開了封閉大門、不可揭露的家庭問題赤裸裸的

呈現在一個陌生人面前。對兒少保社工而言，執行保護性業務是無止盡及永不

停歇的持續性壓力。腦筋每天轉個不停，不斷的想著哪件事還沒做、會談內容

要談什麼、新案要在 24 小時內完成訪視、訪視結束後 4 日内（含假日）需完成

訪視調查報告、沒聯繫上的新案是不是又再次受暴了、舊案的安置期限是否快

屆滿、是否完成 3 個月一次的處遇計畫等等。兒少保護工作者每天掛心著個案

會不會因為工作者思慮未周全而受害，也必須和不同領域的人進行費力而挫敗

的協調溝通。除此之外，還得忍受施虐者的叫罵咆哮、威脅恐嚇，更是經常在

兒少保護社工辦公室上演的情境。生活在充滿負面能量的實務環境裡，緊繃的

身心、長期的失眠、胃疼、頭痛、疲憊，常讓年輕的兒少保社工吃下生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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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顆安眠藥、第一顆止痛藥。 

此外，報章雜誌也不時出現兒少保護工作者遭受攻擊的報導，例如下列三則

新聞： 

『高雄縣某社會工作者前往個案工作地點處理一件家暴案件，卻被聞

訊而來的個案公公辱罵，並拉扯社會工作者的頭髮，還加以毆打，使

得這名社會工作者頭部受傷，雙手瘀血。』(東森新聞報，2003) 

『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員處理一件家內亂倫案件，加害人得知自己遭  

法院判刑確定後，去電防治中心揚言要對個管社工員潑硫酸、同歸於

盡…』（研究者工作案例） 

『協助雛妓救援的社工員其個人轎車在住家門口遭應召站業者破壞毀

損，車上並留有被害人的內衣褲，警告意味濃厚。』（研究者工作案例） 

這些都是真實案例，也是從事兒童及少年保護性業務社會工作員每天都可

能會經歷的事件。這些經驗包括：遭嫌疑人或嫌疑人家屬跟蹤尾隨、當面謾罵、

翻桌潑水；或是，表示知道社會工作員的住所、揚言將對工作者的家人不利；

抑或是，警告相對人口中所謂「破壞家庭」的社會工作者等著收屍、等著接受抬

棺抗議等直接或口頭的人身攻擊與安全威脅。 

公部門從事保護性業務的一線社工員主要執行的是「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

工作」、「兒童少年保護」、老人、身心障礙等保護扶助工作。社會工作所關注

的議題是「暴力」，此一領域的根本壓力來源在於暴力之不可預測性與急迫性。

由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1第 53 條規定，「社工員在接獲通報後應

立即處理，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加上內政部於 101 年 5 月 30 日修正頒佈之

「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修正條文」第四條亦規定，「直轄市、縣（市）

                                                 
1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於民國一００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共七章、118 條，為原「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之修正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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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獲前二條通報時，應視需要立即指派社政、衛政、教育或

警政單位等處理，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前項處理應以當面訪視到兒童及

少年為原則。」這些相關規定使得社工員必須在不清楚加害人是否具有暴力傾向

及危險性的情形下，便直接與被害人和加害人工作，此點對社工員之人身安全

將造成莫大威脅，而且這種未知不可預測的危險，不論是否會發生，都讓社工

員的心理產生許多壓力（劉蕙雯，1998）。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

亦指出：「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顯見免於恐懼應是工作最基

本的職場條件。社會工作者助人之餘，遭個案恐嚇、傷害與性騷擾等壓力或創

傷事件亦時有聽聞，而向社工員施暴者者亦無特定問題類型之分，不同形式的

暴力卻隨時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助人階段。研究者本身從事社會工作實務 10 餘

年，在提供保護性業務的被害人協助時，亦常常親身面臨，或是從同事聽到、

或是從媒體得知其他社工員遭受個案或是相對人各種的威脅及恐嚇。這些恫嚇

行為，無論是口語、身體傷害、跟蹤、潑油漆、揚言要對社會工作者其他家屬

進行不利等等，都對身處保護性社工業務第一線社會工作者造成莫大的恐慌與

不安。社會工作者徘徊在熱情理想與人身安危、敵意、衝突的工作情境，常是

「堅持下去」與「不如歸去」的天人交戰。 

職場暴力問題既發生在專業關係建立的初始階段，也發生在保護性社工實

務的計劃執行階段。溫暖、傾聽、接納與同理心等特質是社會工作專業經常運

用之工作守則，從事保護性業務的社會工作者，一方面執行公權力，一方面又

因需要支持與維繫案家的工作特質，而必須與受害人的監護者保持友善關係，

以利日後家庭重建處遇的進行。兩難的立場，倘若未有敏銳的覺察能力，體認

這些危險因子的存在，及嚴謹的工作訓練和友善的支持；將導致傷害的產生與

專業關係的破壞。目前國內政府社福體系內的社工業務部門，沒有提供社工員

工作保險、危險加給、因公傷亡撫卹等法條，工作人員只能與「危險」相碰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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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多福。高工作量、職場暴力問題、個人角色衝突、低工作成就、低薪資、資

源不足、缺乏人性等因素，再再增添從事公部門兒少保一線工作者的工作危機。

根據研究指出，這些危機不僅容易造成社工的工作耗竭（burn out）和離職意圖

（turnover intention），也容易使社工對服務使用者的處遇造成誤判（Stewart 

Collins,2008）。政府與社福機構實有必要重估社會工作風險性，在制度、預算

和安全上，給予在第一線工作的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有免於恐懼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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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壹、 高流動率的兒少保護性工作 

隨著社會福利相關立法和行政命令的頒布和實施，地方政府社會福利主管

單位（即社會科、局、處）的角色和職責亦隨之產生變化；然而，此一主、客觀

環境的改變現象，卻未反應在地方政府社會福利服務的行政、組織和員額編制

上（周清玉、曾冠鈞，2011）。根據內政部民國 100 年社會工作福利人員統計資

料顯示，全臺灣地方政府（包括五都及各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和社會工作師

人力總和為 2,374人，其中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的工作人力最多，約為 384人，

占社工人力總和的 16.18%（請見表一）2。另外，從兒童局的「兒童及少年保護

案件」統計資料（請見表二）呈現逐年攀升的兒少個案量，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兒

少保護社工人力最多。雖然中央也協助地方解決社工人力短缺的問題，但通常

都會要求地方應負擔一定百分比的自籌經費。例如：行政院於民國 99年 9月 14

日核定的「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預定於 100 年至 105 年依

序增加社工人力 1,462 人3。其中關於進用社工所需經費的中央與地方分配部分，

100年增加進用的 366 名約聘社工員由內政部補助 4成經費，這樣的經費配置對

於地方財政十分困難，社工人力長期短缺的縣市政府，則將面臨無法籌措自籌

經費所需的百分比，而無法運用中央政府的補助的窘境。 

 

 

 

                                                 
2
 內政部社會司社會福利人員統計資料項目分為：兒童及少年福利、婦女福利、老人福利、身

心障礙福利、社區發展、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保險、志願服務等九項。研究者將非屬保

護性業務（社區發展、社會救助、社會工作、社會保險、志願服務）歸類為「其他福利」一項。 
3
 100年增加進用 366名約聘社工員，101至 105 年增加進用 1,096 名正式編制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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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內政部社會工作福利人員數 

年度 總計 兒少福利 婦女福利 老人福利 身障福利 其他福利 

97 2,320 635 309 195 212 969 

98 2,178 565 243 235 260 875 

99 2,544 627 251 253 303 1110 

100 2,374 384 234 301 351 1104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考內政部社會司網站統計資料自行整理 （http://www.moi.gov.tw/dsa/） 

 

表二、 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舉報來源 

年別 合計 
醫事 

人員 

社會

工作

人員 

教育 

人員 

保育 

人員 
警察 

司法 

人員 

其他執

行兒童

少年福

利業務

人員 

父或

母 
親友 

個案

主動

求助 

鄰居

及社

會人

士 

其他 

94 年 10,722 1,515 760 1,350 93 1,327 116 326 1,355 1,162 420 1,332 966 

95 年 13,986 2,012 1,958 1,875 63 1,787 162 766 1,500 1,044 600 1,607 612 

96 年 19,247 3,008 3,221 2,578 59 2,462 188 937 2,017 1,336 746 2,094 601 

97 年 21,443 2,813 3,684 3,093 40 2,352 254 630 2,548 1,540 1,201 2,607 681 

98 年 21,449 2,863 4,600 3,295 42 2,463 269 462 2,197 1,198 1,030 2,170 860 

99 年 30,947 4,154 6,623 6,030 350 4,078 376 753 2,775 1,496 1,336 2,579 397 

100 年 28,955 3,918 5,408 6,971 134 3,898 211 575 3,004 1,316 1,087 2,008 425 

資料來源：內政部兒童局 （http://www.cbi.gov.tw/CBI_2/internet/main/index.aspx） 

另外，過度沉重的工作壓力，也常使得第一線社工員在工作短短幾年之後

就倦勤或耗竭而離職，造成從事兒童及少年保護性業務社工員離職率高的現象。

社會工作是個極仰賴「人」來執行的行業，換言之，社工員是執行保護性工作中

最重要的資產。離職率高的狀態下，不僅使得個別社工承擔的風險性增加，也

間接造成工作經驗無法累積的現象。兒少保護性業務社工工作的臨場經驗與技

巧，是用來保護自身人身安全與判斷實務現場環境隱性危機的重要基礎，然而，

人力不足、高離職率、不斷的有新人加入，加上老社工實務經驗無法累積與傳

http://www.moi.gov.tw/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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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使得持續進來兒少保護體系工作者不僅都是剛畢業的新鮮人，也使得整體

保護性業務社工的工作風險更增，這是負向循環。 

貳、 低工作待遇與福利 

一般而言，由相關法令規定需由公權力介入的保護性社工業務，例如兒童

與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性侵害防治法、家庭

暴力防治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多由縣市政府社會局的社工

員執行，雖然有少數縣市曾經嘗試以民間兒童福利機構負責兒童保護的第一線

緊急救援業務，但是最終仍是回歸縣市政府單位負責危機處理的第一線業務。 

這些業務縣市政府社會局無法委託民間單位來承辦，需靠縣市政府本身的

社工員來承辦，最主要原因是公部門依法執行公權力去提供保護性服務，會比

民間單位社工員更具說服力。但各級縣市政府在行政院朝向組織精簡和「小而美」

的訴求下，無法增加正式員額，造成各縣市政府目前所聘用之相關社會工作人

員，除了部分人力經過高普考試的社會行政人員或通過公職社工師考試分發，

不足之社工人力多以「約聘」或「約僱」，甚至以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背景

之「臨時人員」、「派遣人力」、「工讀生」及「鐘點兼職人員」晉用。 

這些增加的社工人力並未擁有正式公務人員的資格保障，在職等、年資、

休假、退休等等員工福利亦與公職社工大不相同，甚至有些縣市政府的非正式

社工人力(職稱多為約聘、約僱、約用、契約、職代、專案人力)，得每年視其

縣市政府之社工員人事預算是否通過，以作為來年續約與否的依據。換句話說，

這些縣市政府的保護性業務社工員，不僅得擔任高度風險的實務，且在每年年

底還都得面臨失去工作的生計威脅。 

另外，各縣市政府對約聘人員的升遷制度也不一致，有的縣市將約聘社工

員的薪資依據其年底績效考核表現從六等一階逐年調升，但最高只會調升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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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六等七階，除非當上主管職，從七等一階開始，一樣也是只調升七年；有些

縣市政府的約聘人員工作至屆臨退休，永遠都是跟剛入行時一樣的薪資，也就

是非正式社工員的薪資是不會調整的；臨時人員、派遣人力更以「小時」計算酬

勞，是否享有勞健保的福利保障，更是因各縣市政府之財源、人事規定有差

異。 

參、 法定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是個「專業」，一般人已經很難了解它的「專業」在哪裡，而執行

兒少保護性工作的社工卻又被被扣上「法定業務」帽子的專業工作，讓保護性業

務的社工自我認同更加的困惑。當從事兒少保護性業務社工員依法介入具衝突

的雙方當事人，並提供所謂的法定執掌服務及社工專業服務時，似乎又常被推

到第一線去面對大眾或成為箭靶。例如在臺北縣嚴性女童疑似性侵虐待案，和

臺中縣的黎姓兒童保護個案與曹小妹案中，社工員除了受到家長的指責，同時

還受到不明就理的媒體和社會大眾無情的批評。當時內政部要求社工員在限定

的時間內見到孩子，要網絡成員留住孩子，讓社工員可依循行政執行法規定破

門而入。可預期的是，接下來所有的網絡成員會更加緊張焦慮，而這些壓力將

轉嫁至社工員身上，這些將只是強化既有體系困境，且無助於解決問題。 

然而，更多的強制力傳達出的，是這些疑似家暴家庭是罪惡的指認，也更

將這些困難家庭標籤化，並導致社工員與案家後續工作的不易。當社工員表面

上被賦予愈來愈多「法定權力」的同時，體系、媒體、和大眾持續的抨擊與指責，

無異更增加了兒少保護業務社工的工作壓力和風險負擔。 

肆、 職場潛藏的危機 

除了面臨上述組織和體系衍生的工作風險，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社會工作

者與人面對面機會頻繁，可能面對的個案包括染有法定傳染疾病患者，或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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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藥酒癮、毒癮、暴力前科或性犯罪等各種類型的服務對象。這群非

自願性的對象可能是具有敵意的、不合作的，在情緒主導的情境裡充滿了許多

不確定，都威脅著社會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此外，「家庭訪視」是社會工作有效

且常運用的基本技巧之一，它可以幫助社會工作者藉由家庭座落位置、居住環

境、家庭成員互動、鄰里互動等面向的觀察來對個案的生活場域、周遭可運用

資源、案家生活作息更快速瞭解，並適時介入提供處遇。然而，家庭訪視工作

往往因工作人力有限，而單獨由一位社會工作員進行，但大部分的社會工作者

又都是女性，僅透過一張簡單的通報單資料，在不確定個案個人和相對人的精

神、健康、情緒狀態下，必須在法令規定的 24 小時內，進入這些可能座落於老

舊社區、風化區、偏遠山區，或是環境髒亂、陰暗、蚊瘧叢生、野狗群聚的服

務對象住所，其潛在危險可想而知。 

除了家訪時的環境潛藏危機外，不論是公部門社工員或民間社會福利單位

的社工員，都有可能在以下處遇階段執行社會工作業務時遭遇恐嚇或威脅，甚

至危及其生命安全的可能。例如：爭取監護權的家庭暴力加害人恐嚇社工員不

得做出不利於其爭取監護權的評估調查報告；疑似亂倫性虐待案件兒童的返家

決定等等。在社會工作產業裡大多數的社工員是女性，在依法執行公務的過程

中受到威脅與恐嚇，造成身心傷害，持續處於不安全感之中，這種情況可能是

社工員當初在選擇教育訓練與就業過程時，始料未及的。 

從事直接服務的社會工作者因為人力的不足、福利的缺乏、法律的規範下，

每天都面對暴力的威脅，但這樣的工作處境是否受到應有的重視與保護？公部

門兒少保社工人員如何看待兒少保護性業務？機構是否提供適當的因應暴力訓

練及保護措施？都值得進一步探索。 

另外，就本研究主題搜尋國內文獻，大多為探討兒少、婦幼、家暴或性侵

害被害人之人身安全，似乎少有研究針對社工員遭受職場暴力經驗作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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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內與社工員人身安全相關論文搜尋結果而言，僅有 2005到2010年曾發表過

七篇碩士論文，中文論文部份皆以美國學者Newhill的觀點為論文架構，從旁觀

者的立場訪談研究田野中的工作者。至於中文期刊或研討會文章亦多以 Newhill

的觀點或是其研發的量表作為研究架構，少有以身為一線工作者之立場探索「職

場暴力」、「人身安全」議題之感受與經驗。 

本研究藉由相關的研究文獻及深度訪談來呈現「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之職場

暴力經驗」，藉由「職場暴力」經驗歷程瞭解對其個人之影響與意義，並就其經

驗分享，提供建議與倡議行動策略。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描述公部門兒少保護業務社工員職場暴力的經驗。 

2.理解職場暴力經驗對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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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探討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之職場暴力經驗，故本章從現有研究文

獻資料將分為四節進行討論，第一節：探討職場暴力定義與類型。第二節：探

討兒少保護性業務社工員職場暴力相關議題，從我國兒少保護性社會工作專業

的發展、兒少保護工作角色的轉變、法定社會工作觀點藉以瞭解目前此一領域

社工員所處之環境脈絡為何。第三節：兒少保社會工作者受到暴力的現況、受

到職場暴力後的情緒反應，檢視社會工作者實務工作的職場暴力，並瞭解從事

兒少保護性一線工作可能對社工員產生哪些層面的影響。 

第一節 職場暴力的定義與類型 

壹、 職場暴力的定義與類型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的定義，職場暴力係

指與工作有關，而導致人員受到攻擊、威脅或身心受傷。歐洲共同體將職場暴

力定義為：人員受到與工作相關之虐待、威脅或攻擊，並對他們的安全、福利

或健康有所影響。世界衛生組織將工作職場暴力定義為：工作人員在其工作場

所受到辱罵、威脅或攻擊，對其安全、幸福或健康造成影響。暴力可能是肢體

的或心理的，心理的暴力包括針對性別或種族的不同，所產生的脅迫、攻擊或

騷擾。 

美國職場暴力研究機構（Workplace Violence Research Institute）對職場暴力

的定義為：任何攻擊職員的行動、使其工作環境充滿敵意，並對職員身體或心

理上造成負面影響。相關的行為包括所有肢體、言語攻擊、威脅、槍破、恐嚇

及各種形式的騷擾。 

加拿大職業衛生安全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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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職場暴力的定義分為兩類：發在工作場所的暴力和不限於工作場所、但與工

作有關的暴力。發生在工作場所的暴力包含以下五類：⑴身體的攻擊：打、推、

撞或踢受害者，⑵謾罵：咒罵、侮辱，企圖給予對方打擊的任何語言表達，⑶

威脅行為：用激烈的感情作表達，粗暴的處置或行為，比如：揮拳、破壞物品、

丟東西、故意毀壞財物或投擲物品，（4）口頭或書面威脅：任何有傷害意圖的

展現，（5）騷擾：任何貶抑、尷尬、侮辱、誹謗、警告等已知是不受歡迎的舉

動，這些舉動包括口語、手勢、欺凌、排擠或其他不當行為。不限於工作場所、

但與工作有關的暴力則可能是發生在離開辦公室的其他場合、交通路程、客戶

家中、或是客戶撥打了一通具有恐嚇性質的電話。 

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12年 1月 30日就職場暴力問題召開了工作組會議，並

匯總出平成 24年版厚生労働白書5。該報告首次將職場暴力定義為：職場中超越

正當業務範圍，給他人精神、肉體帶來痛苦的行為或給予員工惡劣的工作環境。

在此新定義的職場暴力類型包括以下六類：(1)暴力性身體攻擊，(2)言語謾罵、

侮辱等精神攻擊，(3)漠視或排斥，(4)交付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任務，(5)不安排工

作或安排與個人經驗能力不相符的工作，(6)過度干涉個人隱私等六類。 

在國內社會工作領域相關研究中也指出，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人身的

職場暴力來源有很多面向，劉淑莉（2007）將兒童及少年保護社工實際受暴經驗

與潛在工作危險分為財物損失、心理威脅、身體攻擊三類。陳圭如（2005）將案

主的暴力行為類型整理為：財物的損失、心理攻擊、企圖攻擊、直接身體攻擊

4 類。蔡宏進（2003）對社工員人身安全的實證研究將社工員的被害經驗分為：

語言被害經驗、肢體被害經驗、訴訟借貸被害三類。 

從研究者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的經驗而言，社會工作者受到職場暴力來源可能

                                                 
4
http://www.ccohs.ca/oshanswers/psychosocial/violence.html 

5參閱日本厚生勞動部官方網站，平成 24年版厚生労働白書,501-502頁。

http://www.mhlw.go.jp/wp/hakusyo/kousei/12/dl/2-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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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的對象或其家人、親友，這些人都可能會施暴或傷害到社會工作者。社

會工作者對於這些個案的危險性不能事先茫無所知，而是應先加以推估、預測

與判斷。對於曾經發生傷害他人的工作對象或其家人、親友，都可能是較危險

的對象，社會工作者對其進行工作與服務時，危險性都會較高。  

有些案主的特質使得暴力事件較容易發生。Newhill（1992）研究指出：缺乏

判斷能力、無法控制衝動、有藥物濫用紀錄、有暴力攻擊紀錄及持有武器者，

都是較容易產生暴力攻擊的案主。此外，具有反社會人格傾向或不喜歡與人交

往的案主也都易於爆發暴力行為。面對這些有著爭議、身心狀況不佳、更高風

險的個案，個案將採取暴力行為當作是可以跟國家政策、服務提供者要求相關

權益最後僅剩的手段（Newhill，2003），社會工作者的職場暴力就更值得關注。

當國家、政府、機構無法給予正式的承諾與保障，甚至需要社會工作者不斷地

爭取，身為第一線的社會工作者學習如何面對具有潛在暴力或威脅的個案或相

關人，是自己給自己最直接與立即的保護。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內容與社會工作專業之特性，本研究對職場暴力的定義

是：社工員在辦公處所裡或非辦公處所中執行與工作相關之事務，遭受任何形

式之危害，包括遭受身體暴力、言語攻擊、威脅、歧視、騷擾、交通事故、感

染疾病均屬之。而這些行為將導致（或具有可能發生之潛能）工作人員身體與精

神的傷害、財產損失，以及影響雇用單位∕機構之正常運作。 

貳、 誰是職場暴力的高危險群 

早期的研究（Baker, Samkoff, & Fisher, 1982; Baker, Teret, & Dretz, 1980）將

「兇殺」作為職場暴力的定義，也就是哪個行業最容易發生兇殺事件。從其研究

發現最容易受到職場暴力的職業包括：執法人員、零售業、加油站、酒癮治療

業、計程車業。Poyner 以及 Warner（1988）研究發現，心理衛生照護、急診室、

兒科部門、外科部門以及健康照護中心長期照護工作從業人員，這些職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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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受到職場暴力行為的高度風險。Lipscomb 和 Love（1992）的研究發現，心

理衛生照護業、急診室、兒科部門、醫療外科部門以及健康照護中心長期照護

工作從業人員，具有高度的暴力行為風險。Boyd（1995）在英屬哥倫比亞進行

的研究也確認了類似的問題，並表示職場暴力增加最遽的是健康照護業。大多

數的被害人曾擔任健康照護工作人員、護理助手以及護士。因此，健康照護者

與職場暴力之關聯性成為美國新興的研究議題。目前，工作場所暴力事件中三

分之一發生在社會服務、醫療服務或家庭護理等行業。而餐飲、住宿服務、零

售批發貿易部門、教育部門發生的職場暴力事故也很多。 

在 2006 年 6 月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所公

佈名為工作暴力(Violence at Work)的調查報告中指出，不論是在發展中或已開

發國家中，職場暴力包括霸凌 (bullying)、聚眾滋擾 (mobbing)，及受到精神狀

態不穩定的同事威脅、性騷擾和他殺等，且此暴力現象在全球出現增加的趨勢。

一些傳統上被認為不易受到職場暴力的工作者，例如醫務人員、社會服務者、

圖書館員和教師，也有越來越多人暴露在職場暴力之中。報告中並提到工作場

所職場暴力的增加，主要原因是因為工作壓力增加及工作不穩定性等因素造

成。 

香港特別行政區公務員事務局指出，自 2000年至 2004年 6月香港的公立醫

院中就有 2378 人次的工作人員因工作暴力而受傷，其中發生在病房或是急診處

以外的達197次，屬於社會工作者的支援人員受傷的事件則有 653次。然而，報

告也指出會遭受到暴力傷害的社工並不僅止於醫療場域或是保護性業務的社工，

不管是醫院、學校、機構、社會局（處）、精神醫療、社區單位，都曾經有社工

遭受工作暴力的事件發生，發生的地點從機構內部到街道上、甚至於社工員的

自家附近都有。（陳文慶、胡海國、林宜平、郭育良、蘇德勝、王榮德，2010） 

根據美國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2004）的資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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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美國平均有 750 人死於工作場所的暴力事件中，有兩百萬位人遭受工作相

關的暴力傷害，其中衛生與社會服務人員在未致死受害事件中占了 48％，其中

每萬名的衛生服務人員中有 9.3 人受到暴力傷害，社會服務人員則為 15 人。

Beaver（1999）調查訪問 1,942 位專業社會工作人員資料顯示，有 64.8％的社工

人員表示曾經遭受來自個案的暴力風險，有 23.4％的社工人員每年都會經歷類

似的暴力風險，其中年紀較輕、學士學位、年資較短、臨編性質、公家部門機

構等變項預測社工人員會經歷較高的暴力風險。且不論何種情形下，較年輕和

公家部門的社工人員經歷來自個案的暴力風險機率較高。從美國的研究中發現

到保護性服務的社會工作者遭受工作暴力的機率高出其他工作場域的社會工作

者甚多，有 97％的社工曾遭到言語暴力，25％的社工曾遭到肢體攻擊。（轉引自

Newhill, 2003） 

Grant Macdonald & Frank Sirotich（2004）針對加拿大安大略省各社福領域的

300 位社工員調查個案暴力盛行率，發現大多數的社工都面臨過遭個案威脅的

經驗，其中受到口語騷擾佔 87.8%、肢體傷害佔 63.5%、意圖身體攻擊但未受傷

佔 28.6%、遭身體攻擊受傷佔 7.8%(其中有 6 人就醫) 。受訪者中約有 3/4 的社

會工作者會對暴力事件進行記錄與通報，理由是為了獲得支持（89.9％）、應該

對對暴力事件有些行動（82.6％）、為了保護自己（76.1％）、為了保護同事（70.6

％）、機構命令要作通報（68.8％）、為了保護家人(24.8％）、犯罪者應該受到

懲罰(19.3%)，僅約 1/4 的社工對暴力事件未做紀錄。英國 Brown（1986）、

Rowert(1986)等人的研究發現到，有 53％的社會工作者曾經遭受工作暴力，但

絕大多數的社會工作者不曾提工作暴力事件的報告。 

參、 職場暴力的相關對策及政策 

目前臺灣從事兒少保護性業務社工員在受理兒少案件後需與不同的人士工

作，包括跨專業的網絡成員、兒少個案家人、重要關係人；處遇過程裡需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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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方與關係人進行訪視、資料收集，甚至是陪同驗傷採證出庭等。處遇

工作過程裡，可能需承受加害人、案家主要關係人、甚至是個案本身的不穩定

的情緒宣洩，也可能需面臨跨專業網絡團隊成員、社會大眾對社工員的過度期

待所引起之不滿情緒。除非從通報來源清楚得知相對人或案家是處於高度危機

狀態，絕大多數個案處遇工作社工員是獨自一人進行處遇工作，也可能需要在

半夜時分「ON CALL」出勤處理個案；絕大多數需出外訪視的工作地點是在案

家住所的社區裡，或是學校、案家工作場所等，也就是必須離開社工員的辦公

室。然這些空間所處的地緣位置、文化、交通路徑都不是社工員熟悉的環境，

更增添必須離開辦公室進行訪視的路程風險。 

隨著社會工作者來自個案和工作場所的攻擊性事件時有所見，歐美國家早

已開始針對專業人員的職場暴力議題進行因應，其中所提出的各種措施包羅萬

象，從立法、機構和個人層次的措施都有提議。英國在 1974 年通過 Health 

Safety at Work Act，賦予精神醫療人員主動向雇主提出職場暴力保障所需的各項

安全訓練計畫和安全工作環境的配備，如果雇主沒有回應，精神醫療人員可以

危險情境的迫切性為由拒絕工作或上班，直到雇主改善工作場所的安全程度或

提供足夠的社區安全配備。 

在美國陸續發生數件令人震驚的個案殺害社會工作者的事件後，引發社會

大眾、倡導團體和國會議員聯合通過有關保障社會工作者的安全法案。在這些

事件中，發生在 2004 年 8 月 17 日的社會工作者 Teri Zenner 在例行家訪時遭到

該個案刺殺身亡被殺事件最為引人矚目。經由她的先生及保護社工人身安全團

體的倡導呼籲，美國國會因此在 2007 年 5 月 3 日通過 H.R. 2165：Teri Zenner 

Social Worker Safety Act，規範美國政府從 2008 年到 2012 年之間，每年編列五

百萬美元提供相關單位進行社會工作者的安全計畫補助，補助項目有：裝設安

全設備（例如：購買衛星定位通信器材、快速通訊技術訓練等）、自我防衛和危

機管理訓練、安全環境改善、防身器具（例如：噴霧器）、提升文化勝任能力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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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例如：雙語訓練、臨機應變訓練）、服務精神疾病與問題行為個案的技巧訓

練等。 

內政部兒童局在 101 年 11 月 5 日函發給各地方政府的「兒童及少年保護社

工人員資格與訓練規定」修正建議表的公文裡，僅針對兒保社工人員職前教育、

新進兒保社工培訓、在職訓練之課程、訓練時數、辦理方式請各地方政府提供

建議，未針對「兒童少年保護工作者的自我保護」一項提出具體課程內容或建議。

相較於美國因 Teri Zenner 事件所制訂的社會工作者的安全法案，臺灣社會工作

者的職場暴力安全規畫實有落差。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27 

 

第二節 兒少保護社工員職場暴力議題 

在探討兒少保社工身人安全議題時，必須就臺灣的社會環境變遷與社會工

作專業發展連結分析，才能對兒少保護社工員的職場暴力預防提出合乎本土實

務的建議。以下，研究者將以臺灣兒少保護社會工作發展、法定社會工作與法令

賦予兒少保護社工「執法者」的角色與衝突，呈現兒少保護社工員的職場暴力議

題。 

壹、 臺灣兒少保護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 

為回應接受聯合國兒童緊急基金補助 (United Nation International Child 

Emergency Fund )，我國於民國 62 年公佈了「兒童福利法」，內容共計 30 條，

強調「家庭應負保育兒童責任」、「兒童應生長於親生家庭」精神為主要特色，

此為我國兒童福利服務的開端（蔡文輝、張苙雲，1985，引自曾平鎮，2003）。

當時，少年福利法尚未公佈，因此該法第二十八條也明定：「在少年福利法未公

布前，本法於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暫準用之。」 

該法開啟臺灣社會福利立法先河，但因無專責單位與經費比例規定而流於

條件不足（馮燕、郭靜晃，1992），使得該法內涵與效能似不夠強而有力，缺乏

執行力。且利害關係人與當地主管機關，很難知道兒童少年有被虐待的事實，

因為何種樣態、強度才叫做兒童虐待或有虐待之虞，又該由誰來認定虐待？且

缺乏負責控訴兒虐事實的人士，因此法令通過後十多年來在我國似乎「沒有」兒

童被虐待事件（李鍾元，1994）。 

民國 77 年「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設置兒童保護熱線；同

年，政府部門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開啟最早的兒童保護業務，且在 1989 年成

立第一支通報專線（余漢儀，1999；何素秋，2000；馮燕，2003），社會大眾漸

漸對兒童保護開始有了概念。但當時的實務工作者在執行兒童保護業務最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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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瓶頸就是法源依據問題，法令沒有說明若兒童遭受重大虐待、傷害、不適

宜繼續住在家中時，公部門或實務工作者到底該如何處理。而當時法令精神為

「家庭應負保育兒童責任」、「兒童應生長於親生家庭」，再從另一個角度來檢

視，「家庭責任」的精神似乎也潛藏著「兒童是家庭、個人財產」的意涵，此讓

實務工作者更陷入執行兒童保護時手腳難伸張的困境。 

此段期間中央政府為了增進兒童福祉於民國 64年、68年、75年召開三次全

國兒童福利研討會。在民國 78 年也公布了「少年福利法」，其第一條的立法目

的就指出：「為增進少年福利，健全少年身心發展，提高父母及監護人對少年之

責任感，特制定本法。」因此，該法雖在第九條規定「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致無法生活於其家庭者，當地主管機關應對少年予以適當之保護與安置」，但該

安置並未授權給主管機關可「依職權進行安置」或可「向法院聲請安置」之「強

制性保護」權限，其安置前提仍是「須經過監護人同意」後實務工作者始可尋找

適切安置處所進行安置。試想，家內亂倫案件中監護人就是加害人，怎可能同

意讓被害人接受政府安置？ 

有鑑於此，亦為回應 1990 年聯合國所通過的「兒童人權公約」的精神，在

民國 82 年修正「兒童福利法」，擴大為六章五十四條條文，對兒童保護制度、

程序以及主管機關的相關權責有初步的範定。首度設立保護專章（第四章保護措

施），賦予公權力介入兒童保護事務（通報責任制、強制性安置措施），並界定

何種對待行為屬於兒童保護案件，實務工作者總算有法源依據採取必要的安置

措施。然該立法背後的精神隱含著家庭與雙親的權利，政府的角色則是在支持

家庭（馮燕，1997a；余漢儀，1999；彭淑華 1996），因此實務工作者若真採取

緊急安置處遇，亦須在法定的六個月零三天完成相關處遇工作。修法後的兒童

福利法因兒童保護工作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不僅讓法入家門，也開始了臺灣制

度化地實施兒童保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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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事件，民國 84 公佈了「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緊接著，民國 87 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明確各縣市

需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專責家暴業務，兒童及少年保護問題更受到政府重視；

民國 88 年 11 月 20 日內政部兒童局成立，局內設「保護重建組」專責受虐及受

疏忽兒童保護工作，使我國兒童福利制度更加健全。 

然而，兒童及少年福利仍不斷出現的新議題，實務工作中也發現兒童及少年

福利兩法分立的狀況下造成服務不連續及斷裂，「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

在歷經多年的修法努力下，經過了五十四次修法會議及四個會期的朝野協商，

終於在民國 92 年 5 月 2 日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兩法合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使得我國所定義及保障的兒童福利比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包含十八歲以下

的兒童和少年，使國內兒童福利工作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因網路資訊化的快速發展，網路相約自殺事件頻繁。且強迫、引誘、容留

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情節嚴重者將會危及兒童及少年的生命。又為

防止保險法修正後造成兒童保險漏洞，避免父母以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死

亡保險契約，產生為詐領保險金而謀害子女之道德危險，因此民國 92 年公佈後

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至民國 100年間歷經 3次修法，希望提供給未成年的兒童

及少年有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 

經歷修正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似乎看起來更完備，然民間團體批評，二

００三年通過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有兩個主要問題： 

一、拼湊：當初兒少法整併時，是以兒童保護為主要觀點，拼湊少年福利

法而成，法條的精神仍是把將兒童少年視為社會保護的對象，缺乏回應一般少

年的成長需求及對弱勢少年的權益維護。 

二、重視補救、輕忽發展：過度偏重補救性的福利措施，缺乏全面觀照兒

童及少年所需之支持性、發展性福利措施。（林勝義，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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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數個民間團體結合成立「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6」，為新一

波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法推動倡議行動。該法已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經總統公布後施行。 

貳、 法定社會工作 

臺灣社會福利是從殘補式、政府德政開始，在 1949 到 1963 年代的社會福利

是以社會立法為主，當時主要通過勞工保險法、軍人保險、公務員保險，針對

「兒童服務」一項的內容則是以「設立育幼院」、「家庭補助」為主。與「家庭

福利服務」有關的立法則是「社會救助」，以「家庭補助、災難救助、低收入扶

助」等「補助」業務為主。在戒嚴時期社會工作是作為「社會控制」的目的，社

工員提供「補助」，執行業務是彰顯政府德政，對於不幸的人提供撫慰，專業自

主性低。 

「保護性服務」係指政府以公權力介入特殊弱勢福利人口及其家庭以提供個

別與專業性之福利服務，這些服務對象包括兒童、青少年、老人、身心障礙者、

暴力受虐者等；而以公權力強制性的手段介入家庭的做法，係期待保護這些服

務對象的基本人權、職場暴力，並能改善問題情境，提昇其生活品質（陳武宗，

2003）。 

社會工作本屬社會結構的一環（王增勇等譯，2005），因此社會工作相當重

要的功能之一，乃在執行主流社會的價值，並處理社會所界定的問題或法律規

章。為了確保執行的可能，國家常經由立法賦予社會工作者某種法定權力，這

                                                 
6
 「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有鑑於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側重殘補性之保護服務，

於 2008年11月由臺少盟、勵馨、家扶、兒福聯盟、勵友中心、靖娟、人本、中華育幼關懷協會、

全國教師會、全國家長聯盟等核心修法團體團體，組成「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推動聯盟」，完

成民間版「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草案」。2009年 5月，民間版「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草案」

順利於立法院完成一讀，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2010年 11月 17日在立法院「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草案」委員會中完成初審，並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草案更名為「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草案，會中同時決議交付立法院院會審查。2011 年 11月 11日立法院

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正草案，修正法案名稱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外，修文則

由現行 76條增列至 118 條。（資料來源：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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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特別是在保護及犯罪矯正性工作尤甚(Palmer，1983; Hasenfeld，1987)。 

隨者解嚴後臺灣社會福利制度的蓬勃發展，1990 年代後，臺灣的社會福利

發展從「社會救助」進展「保護性業務」，社工角色開始有所轉變。自從「家庭

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或訂定過後，

打破「法不入家門」的傳統觀念，國家依法進入家庭處理暴力議題，對於保護性

工作人員的需求量也增加。 

2000 年後，更多社會福利立法進行修正，許多福利政策與法規相當倚重社

會工作者，社工員不只服務範圍擴大，角色變得更多元，同時也面臨工作量暴

增的困境。社工專業服務的提供從搖籃到墳墓，從補助性到保護性，積極介入

家庭處遇。隨著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和複雜化，許多福利政策與法規相當倚重

社會工作者，明文規定社工要執行的工作，也賦予公部門從事兒少護性業務社

工員更多法定責任。福利政策與法規希望社會工作者可以扮演化解社會問題和追

求社會正義的角色，甚至是和警察一樣扮演者控制者的執法角色，以處理經濟

補助審核業務、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兒少保護強制安置、未成年子女

監護權訪視業務、監督會面交往、通報責任、緊急安置收容及剝奪親權、陪同

出庭、偵訊及作證義務等。這些業務多半與人民社會權的保障攸關，社工卻必

須單獨面對這些高風險、容易引發衝突的對象。「行使公權力」成為公部門社工

員理所當然且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中，責任通報制的通過，更讓社工員大量的工作量是在 24 小時內回應如

雪片般飛來的通報單，特別是在保護案件的受虐事實調查。「法入家門、終止暴

力」的口號為社工員敲開了案家的大門，不再是傳統社會慈善救助的角色。從事

兒少保護性業務的社工員在如何執行「公權力」同時維護與案家的關係，這是傳

統慈善救助工作所沒有學到的經驗。此外，這些這些法定職責常讓社會工作員處

於和個案、案家、案家親友或相對人的緊張關係中，也改變了社會工作員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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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形象，且挑戰社會工作員與個案的專業關係，從早期帶著的慈善救助面貌為大

眾提供社會服務，變成受虐保護案件的釐清與調查。社會工作員與案家的關係越

來越對立衝突，與個案的關係越來越遙遠。 

參、法令賦予兒少保護社工「執法者」的角色與衝突 

關於兒少保社工員角色，Stewart（2007）研究指出社會工作是一項間艱鉅的

工作，而公部門社工員（Statutory social worker）的角色經常隨著組織的施政目

標或國家法規的規範而改變。法規給予公部門社工員合法性地位，但也限制社

工員可以提供服務的範圍，以致於公部門社工員工作士氣低落、低工作滿意度、

人力流動率高，常得從新招募新人、使得工作經驗無法傳承（Stewart ,2007）。

Griffin(1995)認為社工員安全問題的發生，是隨著保護性工作的推動，社工助人

的角色減少，國家權威的代理者、推動政府業務、執行國家法令的角色增加，

導致社會對社工員不尊重的情形。況且，社會大眾對於公眾事務意識的抬頭，增

加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意願，希望具有公權力身份的社工員能符合社會期待，立即

解決社會問題。然社工專業服務的成效很難立竿見影，公眾的期望容易變成失望。

加上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業務需與身為兒童少年監護人、法定代理人的施虐者

工作的特殊性，這些非自願的個案破於法令規定，需接受相關服務與治療、缺

乏改變的動機，難以建立關係，更增添社工員提供服務的困難度，也對社工員

的安全帶來潛在威脅。 

King and Trowell（1992）認為兒少保護立法目的並不是使社工員成為執法者，

而是使專業服務有機會介入家庭提供即時協助（引自余漢儀，1995）。余漢儀

（1999a）指出研究案情調查及案家輔導屬於兩種不同性質專業關係，多數案家

有困難接受同一個社工員調查與事後輔導，因此分工有助於增加兒保工作人員

的保護（protective）角色。廖秋芬（1997）認為兒少保社工在處遇過程中，常面

臨維繫親情相對於剝奪親權、完整家庭考量相對於替代性家庭理念、個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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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社會工作員權威及專業目標相對於個人價值的抉擇。曾華源和廖秋芬

（1998）發現，兒保社工員對家庭觀念是遵循倫理與和諧性，兒少保家庭型態挑

戰傳統價值觀。邱仕杰（2002）認為兒保社工員對於完整概念堅持，主要是希望

維持家庭和諧的傳統概念，非認為以家庭處遇單位是對案家最有利的方式，家庭

維繫社工員扮演著個案管理者、資源轉介者、仲介者及執法者等「多功能複合體

角色」（林賢文，2004）。 

臺灣的社會工作者從慈善角色、為個案工作(working for)到執行國家法令，

對個人與家庭介入、以家庭為中心服務，社會工作者的保護性角色與個案對社

會工作者的期待（提供資源與支持）有衝突，個案與社工對服務的目標有落差，

產生敵意不信任，工作內容與模式改變對社工的安全有潛在威脅，這是瞭解個

案暴力的關鍵。隨者解嚴後臺灣社會福利制度的蓬勃發展，1990 年代後，臺灣

的社會福利發展從「社會救助」進展「保護性業務」，社工角色開始有所轉變。

自從「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修訂

或訂定過後，打破「法不入家門」的傳統觀念，國家依法進入家庭處理暴力議題，

對於保護性工作人員的需求量也增加。 

2000 年後，更多社會福利立法進行修正，許多福利政策與法規相當倚重社

會工作者，社工員不只服務範圍擴大，角色變得更多元，同時也面臨工作量暴

增的困境。社工專業服務的提供從搖籃到墳墓，從補助性到保護性，積極介入

家庭處遇。福利政策希望社工員可以扮演化解社會問題、追求社會正義的角色，

甚至是和警察一樣扮演者控制者的執法角色，不僅處理經濟補助審核業務、還

要保護弱勢，執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處遇防治工作、兒少保護強制安置、未成

年子女監護權相關業務、監護會面交往、通報責任、陪同開庭及作證義務等。

這些法定職責常讓社會工作員處於和個案、案家、案家親友或相對人的緊張關

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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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兒少保社工員會成為個案暴力的對象？由上述法定工作執掌不難想像

兒少保社工員的兩難：照顧 V.S 控制。社會工作專業兼具照顧(caring)與社會控

制(controlling)兩種特質，社會工作者一方面須向個案、案家說明政府的規定，

另一方面又是資源管理者，須分配有限的資源給需要的個案。在這個過程中「個

案的盛怒、挫折或無助的情緒可能爆發出來」(Euster,1992，引自 Newhill，2003)。 

根據 Burry(2002)的說法，兒童福利服務人員遭受個案暴力原因來自於：一

是兒童福利服務對象多為非自願的介入，容易引起個案的憤怒與抗拒；二是兒

童虐待通常合併貧窮、藥酒癮、精神疾病等多元問題，超過兒童福利服務範疇；

三是兒童受虐問題與貧窮問題經常合併出現，增加兒保人員介入時的複雜環境

特性。  

每當有兒虐致死案件披露，社會輿論就會習慣的尋找代罪羔羊，網絡間就

會開始出現「卸責式的過度通報」—在學校適應不良、受到欺凌、同學間暴力相

對、意外受傷的全部通報，公部門兒少保護工作人力耗損於澄清、確認網絡間

通報案是否為真正兒少保護案件。網絡通報單位常常要求社工員安置被通報的

小孩，誤解安置可以杜絕任何小孩因為受虐致死。事實上，兒虐及暴力案件成

因多元而複雜，涉及個人、關係及社區層次，非社政單位所能獨立協助處置。 

傳統社會工作評估的重心，「安全（safety）」是評估兒少保護首要工作，一

有人身安全之實或之虞，兒少保護工作者就需採取必要的隔離措施；一旦確定

受虐兒少人身安全無虞後，風險（risk）便是兒少保護評估的核心，其評估重點

在於預測其他人對受保護的兒少未來的行為極可能的影響，並做出最佳的處遇

策略。也就是風險評估是：「預測未來可能影響受保護兒少的任何風險因子」。

然 Here Ryburn 質疑傳統社會工作評估是否有預測未來的能力，因為這是社會工

作評估存在的斷裂：「傳統社會工作評估抱持人們將改變的信念與期許，結案時

也將服務使用者置放在最佳的、符合社會觀感的位置。但事實上，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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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是無法預測的，因為人類行為將隨著時間、空間、生命歷程而有所轉

變」。 

然兒少保護網絡其他專業對社工員的期待，有如排山倒海的巨浪，社工員

面對來自各界的期待，永遠在補破網。網絡間對保護案、暴力防治的認知落差，

以致浪費許多溝通成本與時間成本。若其一網絡專責成員有異動，合作模式與

工作默契將一切歸零重新來過，合作模式再度落入「爭執、磨合、不斷溝通與協

調、重新建置工作模式、歸零」的循環裡。用「內憂外患」來形容兒少社工員的

實務工作處境一點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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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工作者遭受職場暴力的現況 

社工的職場暴力是指社工在工作時遭遇到來自個案或家屬等相關人的言語

辱罵、威脅、恐嚇、身體攻擊、財產毀損破壞，以及政策組織的缺失、工作環

境的不安全等，引起社工員身心受創、害怕慌恐。過去，社工員自許是助人專

業、推通社會福利政策業務的執行者，很難想像自己的工作會引來安全問題，

對於工作安全缺乏警覺和敏感度。Griffin（1995）認為社工員安全問題的發生，

是隨著保護性工作的推動，社工助人（慈善、給補助）角色減少，轉變成是國家

權威的代理者、執行國家公權力角色增加，導致社會大眾認為社工員是「處罰

者」，特別是對執行保護性業務的兒少保社工員不尊重的情形，由少數例外變成

常態。 

壹、 社會工作者遭受暴力的現況 

從文獻發現，香港特別行政區公務員事務局自 2000年至 2004年 6月在香港

的公立醫院中就有 2378 人次的工作人員因工作暴力而受傷，其中發生在病房或

是急診處以外的達197次，屬於社會工作者的支援人員受傷的事件則有 653次。

但會遭受到暴力傷害的社工並不僅止於醫療場域或是保護性業務的社工，不管

是醫院、學校、機構、社會局（處）、精神醫療、社區單位，都曾經有社工遭受

工作暴力的事件發生，發生的地點從機構內部到街道上、甚至於社工員的自家

附近都有。  

而美國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2004）的資料顯示，

每年美國平均有 750 人死於工作場所的暴力事件中，有兩百萬位人遭受工作相

關的暴力傷害，其中衛生與社會服務人員在未致死受害事件中占了 48％，其中

每萬名的衛生服務人員中有 9.3 人受到暴力傷害，社會服務人員則為 15 人。

Beaver（1999）調查訪問 1,942 位專業社會工作人員資料顯示，有 64.8％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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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表示曾經遭受來自個案的暴力風險，有 23.4％的社工人員每年都會經歷類

似的暴力風險，其中年紀較輕、學士學位、年資較短、臨編性質、公家部門機

構等變項預測社工人員會經歷較高的暴力風險。且不論何種情形下，尤其是較

年輕和公家部門的社工人員經歷來自個案的暴力風險機率較高。從美國的研究

中發現到保護性服務的社會工作者遭受工作暴力的機率高出其他工作場域的社

會工作者甚多，有 97％的社工曾遭到言語暴力，25％的社工曾遭到肢體攻擊

（轉引自 Newhill,2003）。 

Grant Macdonald & Frank Sirotich（2004）針對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各社

福領域的 300 位社工員調查個案暴力盛行率，發現大多數的社工都面臨過遭個

案威脅的經驗，其中受到口語騷擾佔 87.8%、肢體傷害佔 63.5%、意圖身體攻擊

但未受傷佔 28.6%、遭身體攻擊受傷佔 7.8%(其中有 6 人就醫) 。受訪者中約有

3/4 的社會工作者會對暴力事件進行記錄與通報，理由是為了獲得支持（89.9％）、

應該對對暴力事件有些行動（82.6％）、為了保護自己（76.1％）、為了保護同

事（70.6％）、機構命令要作通報（68.8％）、為了保護家人(24.8％）、犯罪者

應該受到懲罰(19.3%)，僅約 1/4 的社工對暴力事件未做紀錄。英國 Brown

（1986）、Rowert(1986)等人的研究發現到，有 53％的社會工作者曾經遭受工作

暴力，但絕大多數的社會工作者不曾提工作暴力事件的報告。 

Hansung Kim（2011）研究指出從事公部門兒少保一線工作者的工作危機包

括：高工作量、個人角色衝突、低工作成就、低薪資、資源不足、主管有過多

要求與繁瑣的行政監管、不理想的工作環境（物理環境）、缺乏人性。這些危機

易造成工作耗竭（burn out）和有離職傾向（turnover intention），容易對服務使

用者的處遇造成誤判。 

兒少保社工工作情境有兩大隱憂可以說明「工作耗竭」和「離職傾向」，分

別是「工作期待」、「工作資源」。工作期待包括：工作負荷大、角色衝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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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的工作角色和自己認知期待不一致）。工作資源包括：工作執掌是否被充

分授權、品質的督導支持----這是最重要的一項，直接影響一線社工員的工作滿

意度。（Hansung Kim，2011） 

社會工作者受到暴力的情形到底有多嚴重，說實話在臺灣尚未有相關單位

對此作一普查，當然也不會有官方數據，因此可以說這是一個黑數。我們從各

種報導中能夠得知的，大多是已經造成嚴重傷害、甚至致命的事件。 

國外講的社會工作者遭受暴力的情形在臺灣已經有學者開始關注於此一議

題，也有類似的發現，例如陳怡如（2002）的研究將國內兒少保社工經常遭遇到

的個案抗拒類型分成十種，其中可歸入「工作暴力」範疇的就有「挑戰質問」、

「指責威脅」、「肢體衝突」等三種類型；陳圭如（2005）在其所撰寫的「社會

工作者遭受服務個案暴力攻擊問題初探」一文中也指出社會工作者遭受個案暴力

的數量逐漸增長。 

陳麗欣（2002）的「臺灣地區民眾犯罪被害與被害恐懼感之研究－以社會工

作員為例」研究中發現，社會工作者最常遭遇的是語言侮辱（41.7%）與當面口

語威脅(36.8%)，另外有關向機構做不實之投訴（22.7%）和借貸行為（20.4%）

也造成社會工作員相當程度之困擾。然而肢體傷害如被跟蹤（3.7%）、被拉扯

（4.6%）、被毆打（1.6%）、持武器威脅（2.7%）、持武器傷害（0.7%）、性

騷擾（5.5%）、性侵害（1.1%）等，比例雖不高，但其傷害之大乃更值得重視。

其中，有關性騷擾之比例高達 5.5％。 

劉淑莉（2007）的碩士論文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工作者實際遭遇個案暴力的

經驗，心理威脅高達 82.9％、身體攻擊 14.0％、財物損失 10.0％。工作者面臨

二次以上受暴經驗，財物損失佔 4.5％，身體遭攻擊佔 3.6％，心理威脅經常發

生與偶爾發生者更高達 57.0％。顯示工作者經歷個案暴力的經驗，非在少數，

更非為個案或特例。他們面臨的安全威脅有一定頻率，威脅也相當強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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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臺灣仍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統計調查數據，僅能從各式各

樣的研討會、轉寄的電子信件、部落格或網路論壇分享的訊息中去揣測臺灣的

社會工作者遭到工作暴力的情形。 

貳、 社會工作者受到職場暴力後的情緒反應 

社工員在工作過程中所面臨的職場暴力性質有很多面向，不論是社工人員

本身或他人，都需加以認識與了解。依照過去的經驗研究，職場暴力的面向或

種類按發生的頻率高低而列，計有語言侮辱、口頭威脅、向機關作不實的投訴、

借貸金錢、肢體傷害、跟蹤、拉扯、毆打、持武器傷害、性騷擾、性侵害等。 

職場暴力程度的評估與衡量則應以社工員受到傷害程度的大小或高低作為

認定標準。受到傷害程度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視其不良影響或後果的大小而

定，另方面則要看恢復的難易程度而定。因為傷害可能包括身體傷害及心理傷

害兩種不同情形，故其不良後果也可分為影響生理及心理的不同情形，但兩者

對於社會工作都有不良後果的共同性質。對於受到傷害後恢復健康難易的估計，

則可用耗費的時間、金錢、其他資源及用心的程度等指標來衡量。當 

社工人員遭受來自個案的暴力對待，這些受創的社工人員究竟會有何種影

響？根據 Horwitz（1998）的實證資料指出，暴露於個案暴力相向風險的社工人

員（特別是從事兒童保護工作人員）較其他領域社工人員容易發生創傷反應，例

如工作耗竭和替代性創傷。Horwitz 也指出這種創傷性反應不只發生在直接服務

的工作人員身上，也會出現在像督導、機構其他同僚這些間接服務人員的身上。

而這些創傷反應雖然不必然降低社工人員的工作滿意度，卻對於社會工作者的

工作熱忱和信心影響甚大。 

替代性創傷對社會工作者的影響包括自我認同、世界觀、心理上的需要、

信仰，以及個人記憶系統，這些都源自社會工作者對服務對象創傷事件與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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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理投入。研究者 Lisa McCann 與 Laurie Pearlman（1990）指出，這是與創傷

倖存者一起工作難以避免的風險。從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兒少保護一線

社會工作者除了直接面對暴力加害者之外，持續地暴露於不人道、殘酷、重大

傷害的社會事件中，比一般社會工作者更容易感染替代性創傷，特別對於剛大

學畢業、甚少社會歷練的社工員而言，在情緒、心理上更是很大的負擔。 

Newhill（1995）指出當社工員遭受暴力後，會有一段麻木期，並害怕更進

一步的暴力。Newhill & Wexler（1997）進一步研究兒童及青少年領域的工作者

相較於其他對象的工作者，較容易遭受傷害的威脅甚至直接攻擊。研究指出，

社工員遭受暴力行為後會產生一些情緒反應，包括：生氣、恐懼害怕、焦慮、

罪惡感、傷心沮喪、被羞辱的感覺、挫折感、懊惱、震驚、無助、耗竭及失去

控制感等（Newhill & Wexler, 1997）。 

Atkinson（1991）歸納文獻指出社會工作者受到攻擊或威脅後會有直接的情

緒創傷反應，並可分為三階段加以觀察。第一階段為自我解組，此階段他們會

感到震驚、驚訝、不相信等典型的情緒分離現象；第二階段為掙扎階段，接下

來會感到無助、害怕、焦慮及生氣等情緒，個人可能會產生自我保護、過度警

戒或隨時擔心發生暴力的狀況；第三階段為自我的再適應，經過一段時間的整

理、瞭解之後，曾受攻擊的社工員會重新評估並接納攻擊事件，產生新的自我

適應（Atkinson，1991）。 

受到個案攻擊後的反應有個別差異現象，有些人可能在震驚、疑惑的情緒

之餘，還會自責未能停止暴力，產生對自我專業判斷及能力的懷疑（Atkinson，

1991），而有不想再回去工作；或是抗拒某一類型個案；避免某些話題及想轉行

的反應。但除負面影響之外，也有些社工人員產生較正向的回應做法，例如：

有些社工員增加對潛在暴力的警覺性；修正工作策略以增進自身安全；對於危

險的個案請求警察共同處理其問題（Newhill & Wexler, 1997）；學習用更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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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處理憤怒的個案；嚐試更了解個案的想法；公平的處理個案的問題；使用清

楚明確、一致的方式與個案溝通等（Shields & Kiser, 2003）。 

國外研究呈現的影響，國內也有論文呈現相同的問題，已經漸多的研究證

實McCann 與 Pearlman 的論點，替代性受創的心理症狀包括強迫性視覺重現、

惡夢、不能停止地想著同一件事情，有可能導致情感麻木、疏離感、憤世嫉俗、

尖酸刻薄、工作狂熱、耗竭、想轉換工作領域等（汪淑媛，2006）。根據國內公

部門的家庭暴力防治人員的調查資料（邱琇琳，2005）顯示，59.3％的專職家庭

暴力防治人員或多或少都經歷替代性創傷經驗，其中 34.8％屬於「極為嚴重」或

「嚴重創傷程度」，此部份比例相當高，值得關注。比較家庭暴力防治與從事經

濟扶助兩組社工員，發現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員在「創傷後焦慮症候群」的症狀之

一「過度警覺」部份明顯高於經濟扶助社工員，更發現家暴防治社工員出現「刻

意逃避」或「心理麻木」症狀之頻率顯著高於經扶社工員。若從鄭麗珍（2007）

引述國內公部門家暴防治工作人員的調查顯示有 59.3％的專職家防人員或多或

少的經歷替代性創傷經驗，其中 34.8％屬於極為嚴重或嚴重創傷；49.5％的家

防人員自身經常有不安全感，集中 35.3％的受訪者屬於極為嚴重和嚴重的等級，

比例也是相當高。 

上述有關社會工作人員經歷來自職場暴力之各項研究，對於探討社工人員

的職場暴力議題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足見有關社工人員的職場暴力議題必

成為矚目的議題，也是不應迴避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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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社會工作者之職場暴力策略 

人身安全沒有保障、沒有福利、人手不足…似乎已成為社會工作實務具體

可見的困境。當公部門的社工逐漸變成執行公權力的角色，與服務使用者的家

庭關係越來越衝突，服務使用者的距離愈來愈遠了，到底誰是個案？弱勢者又

是誰？更加挑戰公部門的社工。這是全球社會工作專業的趨勢嗎？是個案量造

成服務關係的改變？還是福利法規錯置了社工的功能與角色？ 

黃彥宜(2009)從權力的角度探討社會工作者所面臨的職場暴力的研究指出：

資源匱乏挫傷社工人員的法定權力（政府預算的刪減和資源不足、組織縮編，人

力不足加上資源匱乏使社工人員常有背案的壓力…）、職場的霸凌（社工人員是

政府的約聘雇員，正職的主管認為他們有較高的權力和地位，可以替代社工人

員行使專業裁量權或貶抑他們的工作能力）、雇主未建立危險工作者之照護措施、

（受暴）問題私己化、組織的父權心態、沈默的社工(把遭受暴力視為是工作的

一部份) 呈現出從事一線保護性社會工作者實務工作的困境。將結構的權力觀

點運用於社會工作多著重於社會工作人員因為階級或地位優勢而宰制個案，然

而此由上而下的分析忽略個案和社工人員間的動態關係（Powell & Gilbert 

2007）。 

在臺灣，隨著社會環境與立法的轉變，社會工作已經從慈善的助人者轉變

成國家政策的執行者，社工必須介入家庭關係，保護弱勢者，讓社工在工作時

容易成為攻擊的對象（張如杏 2008）。就結構觀點的單面向（one-dimensional）

權力論述，強調權力運作的零合關係，但從個案與社工人員兩造互動呈現的是

複雜的競合與多元的動態樣貌，不一定是由優勢者宰制弱勢者，某種程度社工

人員不也是受大環境系統宰制的弱勢者？ 

檢視臺灣社會工作實務的環境，社會工作員認為自己的受暴風險及機構所

提供的保護政策為何？從研究者蒐集到的本土文獻中，王麗馨（2008）的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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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工作員接受預防及處理暴力或有潛在暴力的個案的相關

訓練比例偏低」、「有一半以上的工作者表示機構未提供任何職場暴力訓練、防

護措施、安全設施或設備等部分」、「在訂定安全計畫則高達八成四的工作者表

示機構未訂定任何人身安全計畫」、「機構管理者重視但不積極處理」。 

蔡雅芳（2008）的碩士論文研究結果也提到：「獲得的協助中，工作同仁給

予精神、情緒支持，提供資源與處遇模式等，實質面協助及肯定較少」、「對社

工工作之觀點上，認為工作風險性高，該工作精神壓力極大；而暴行事件也顯

示出其工作安全、權益未獲重視」。 

本土相關碩士文獻都指出：「從事保護性業務的社會工作者受到的暴力風險

較高」，其中邱琇琳（2005）的研究結果更指出：「在公部門家防社工替代性受

創之現況：個案數越高、社工員對工作的認同度越高，所受的替代性創傷越高」、

「公部門家防社工全無受創者僅佔 6.8％」，顯見從事保護性業務社會工作者受

創之普遍性。 

或許是因為政府近年來密集的社福政策推行，例：高風險家庭、大溫暖計

畫、馬上關懷…，使得社會大眾開始對社會福利工作稍微些許認知，當然，也

對社會工作者有許多過高的期待。但近來社工員身人安全事件頻繁發生，加上

經由媒體報導、社工員個人撰寫的心聲透過網路傳送及部落格點閱，使得學界、

實務界開始對這個議題多一些關注，發表文章或新聞稿呼籲各界重視社會工作

人員人身安全的議題。 

 政府至今並未針對社會工作者的職場暴力或人身安全等議題訂定具體法規

與措施，最具體的政策只有「充實社工人力」和規範社會工作者應該扮演什麼樣

的角色及工作執掌。一些實務工作者人身安全的案例已經讓少數公、私部門、

學術界開始警醒社會工作者的安全議題，都希望中央政府能重視。96年 12月25

日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第3屆委員第6次委員會議又重新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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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回應：『1.社工人員工作屬個別案件、不具明顯、普遍及立即

性之危險；2.執行上開工作時亦得會同警察等機關人員辦理等考量，爰未同

意。』也就是「社會福利工作不像警察、軍人、消防人員那樣危險，要有危險津

貼的支付依法無據」。 

雖然會中決議「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持觀點忽略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社工

人員面對風險之不確定性、不可控制性等心理負擔，又未評估警察機關得否隨

時陪同之可能性，造成保護社工人員工作付出與獲得難以平衡之不公平感，建

請其審慎重新考慮。」但還是沒有下文。 

目前與社會福利相關的法源只有「社會工作師法」的將社會工作師人身安全

列為重點，社工師法第 19 條規定：「社會工作師依法執行公權力職務，有受到

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虞者，得請求警察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涉及訴訟，

所屬機關（構）並得提供必要之法律協助。」但這些保護依據僅限於在社會福利

領域實務界中少數擁有社會工作師執照的社會工作者，大多數的實務工作者並

沒有執照，卻實際從事保護性工作，其人身安全保障與維護呈現空隙。 

社會工作者一向以為個案謀求福利、捍衛權益為其終生職志，在執行業務

時，很少會考量到自身的安全與權益，因為所有社工倫理皆強調平等關懷倫理。

但是社會工作者也是人，他們也有基本身心理需要、有情緒、有感覺、有價值

觀，也具有所有生物體共同的脆弱性，例如生老病死。也和個案一樣，要面臨

各種生活挑戰，在生命的週期過程，社會工作者本身也可能處於類似個案的危

機處境，不可能只靠社工倫理的「愛心、耐心」就可以事事順心、一帆風順。 

傳統的社工教育將社會工作者設定在握有資源、知識、強勢、指導的一方，

因此被嚴格要求遵守專業倫理，這些專業倫理守則比既有的法律道德標準更高，

以提防社會工作者濫用權力傷害弱勢個案權益。在「大、強、優」社會工作者與

「小、弱、劣」個案的二元劃分下，社會工作者的職業風險長期被忽略。社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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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個案之間一直是單向的倫理，單向地強調社會工作者對案者的服務輸送

方案、品質、態度等，甚少探究個案社群本質以及社會工作本身處境對社會工

作者的衝擊與影響，對社會工作者的職業風險探索與保護更是微乎其微。 

從收集到的文獻中也多呈現出從事保護性業務一線社會工作員是面臨高風

險的職場暴力情境、是受到大環境制度宰制的（法令賦予執行保護工作的諸多要

求，卻未對人身安全有配套措施）、受創後的替代性創傷勢無以抹滅的。倘若

Ree（1991）的充權觀點：「充權最基本的目標在於社會正義，透過相互支持和

學習分享，一步步朝向目標前進，以獲取更多的安全感、政治和社會上的平等」

是成立的，當兒少保一線社工員基於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個案倡權發聲、維持其

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免於恐懼、免於受到不法侵害時，社會工作員是否能對自

己面臨的困境賦予權能？是否可以為自己的權益進行倡導、要求合理公平、安

全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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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取：質性研究取向 

質性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的對象為人類的行動、思想與

精神生活，是研究者參與和現場人事物的互動中，透過語言和經驗規則表現出

來的意義。面對質性研究多元的方法論，研究者得先理解質性研究理論基礎的

發展脈絡，而現象學則是起點。(施偉龍，2007) 

壹、 現象學方法論 

胡塞爾（1962）指出現象學的意義為：「對於人們如何描述事物，且透過其

感覺來經驗事物之研究。」他最基本的哲學假定，乃藉由留意知覺和喚醒吾人意

識覺察的意義，「吾人僅能知道吾人所經驗的事物」（we can only know what we 

experience）。起初，吾人的瞭解均來自於吾人對現象的感官經驗，但那些經驗

必須被描述、說明和詮釋。然而對經驗的描述和詮釋，經常是複雜交織地成為

不可割離的一體。 

現象學之研究重點，在於我們如何將所經驗之現象結合在一起，以理解這

個世界，並藉此發展出「世界觀」（worldview）。對人們而言，這其中並無分離

（或客觀）的現實，他們所知道的僅是其經驗為何和有何意義。主觀的經驗，統

合了客觀的事物和「個人的現實」（a  person’s  reality）。簡言之，現象學方法

在探索現象本質，欲洞悉萬事萬物的本來面貌；除了瞭解人類如何經驗這個世

界外，也企圖捕捉經驗背後呈顯的意義結構，達到還原至事象本質的境界。研

究者可應用一般的現象學觀點，以闡述運用方法來瞭解人類對世界之經驗的重

要性，而不必進行以共享之經驗的本質為焦點的現象學研究。（吳芝儀、李奉儒

譯,1995,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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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kinghorne認為基於現象學意圖尋找出一般通則的哲學原理，研究者也希

冀能夠發展一套研究計畫以適於對各種不同經驗現象的理解（Creswell，1998）。

基於這個期待，在研究過程中，現象學方法重視以下四項主題： 

一、 研究者需要瞭解現象學的理論觀點：「存而不論」為進行研究時的重

心，研究者將自己先前對現象學覺察到的觀念放入括弧，傾聽受訪者

的聲音去了解。 

二、 提問與訪談：研究者必須從長期的訪談中蒐集資料，擬出研究問題讓

研究對象描述日常生活經驗，並且探索出對個人而言，經驗背後的意

義為何？ 

三、 資料分析的步驟：將原始的訪談稿轉變成幾個意義的叢集（clusters of 

meaning），這種轉變與經驗的一般性描述連結在一起，即對於經驗到

的感受予以組織性的描述（textural description）。 

四、 研究的結果：讀者在閱讀完一篇現象學報告後，能夠對於經驗的本質

更為瞭解，且覺察到經驗背後存在一個單一、統整的意義；這代表著

所有經驗都有一個潛在的結構。整體而言，現象學方法論是鼓勵研究

者開放自己的心胸，在平等、互為主體的研究的研究關係中，給與受

訪者談話內容立即的回饋，捕捉個別獨特的經驗以彰顯事實背後的內

隱意義並加以具體的描述。 

 

貳、 深度訪談法 

目前社會科學研究大致分為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兩種研究途徑。質性研究

泛指採用歸納法(induction)，而不是經由統計(statistical)或其他量化(quantitative) 

程序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研究者為了深入探討某個問題，在自然情境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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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深入訪談或分析私人文件，廣泛蒐集資料，來分析受試者的內心世界與

價值觀等。（徐宗國譯，1997）  

質性訪談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廣泛運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之一，主要著重

於受訪者個人的感受、生活與經驗的陳述，藉著與受訪者彼此的對話，研究者

得以獲得、了解及解釋受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而深度訪談有別於單純

訪談，深度訪談目的在於透析訪談的真正內幕、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

展以及解決之道。一般而言，深度訪談能比一般訪談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但是

其所得到的結果更具能深入描述事物的本質，以做為進一步分析的依據。（汪文

聖，1997；高淑清，2000） 

深入訪談主要的使用時機為： 

一、 社會活動、事件、研究者無法直接去接觸或了解，必須藉由受訪者的

角度去了解； 

二、 個人生活歷史的研究（life-history），又稱之為個案研究（case study），     

藉由受訪者與研究者之合作以探索生活經驗中的特殊事件等； 

三、 提供研究者得以接觸受訪者，以提供更寬廣的情境，人物或場所的視

野； 

四、 臨床上的應用，例如病人的疾病史以作為諮詢的依據； 

五、 深入訪談可以以多位受訪者同時接受訪問的方式進行，當中可以了解

群體互動情形，以了解其共鳴或衝突情形（Minichiello et al.,1995）。 

現象學研究法以深度訪談的三階段，透過開放式詢問與引導自我探索，使

訪談者及受訪者能在受訪者的脈絡經驗中充分理解研究焦點的意義。第一階段

的訪談幫助建立了受訪者的經驗脈絡，第二階段則是在受訪者的經驗脈落下重

新建構了經驗的意義，第三階段則鼓勵受訪者對自己的經驗重新省思。（李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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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2009） 

一、 關注生命史(Focused Life History)： 

訪談的第一階段中，訪談者的主要工作是透過詢問，盡可能了解受訪者在

該研究主題之下的經歷與經驗。在進行生命史詢問時要特別注意問題的詢問方

式，避免只問「為什麼」，而忽略「如何」。例如避免詢問 Why did you become 

a student teacher(or mentor)?應該改問 How did you become a student teacher(or 

mentor) （C. Moustakas1989）本研究希望透過受訪者重構其兒少保護工作經歷

的同時，對人身安全的經歷重新省思其意義。 

二、 經驗的細節(The Details of Experience)： 

第二階段訪談的目的集中在受訪者過去經驗的具體細節，要求受訪者重構

人身安全經歷細節。以上述研究為例，這階段詢問受訪者做了什麼，不直接詢

問他們對過去事件的意見，其目的在透過重構細節的過程中，真正重新建立受

訪者的意見。 

三、 意義的省思(Reflection on the Meaning)： 

在第三階段中，受訪者被要求對經驗的意義重新省思。所謂意義（Meaning）

並非只關心滿意度或酬庸狀況，意義(meaning)在受訪者的意識思想中佔了很重

要的地位，它傳達了受訪者工作及生活在思考及情感上的連結。 

為了使這些問題有意義，受訪者必須重新檢視其生活和現今地位的關聯何

在？這也包含了當前生活世界的經驗脈絡檢視。第三階段訪談基礎建立在第一

及第二階段對過去生活及當前生活經驗的思考，才能使第三階段的意義省思發

揮功用。 

雖然只在第三階段言明了受訪者對經驗理解的重要性，但其實三個階段中，

都是受訪者對經驗理解的不斷詮釋，將經驗以語言方式來表達就是一種作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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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解釋的過程。當要求受訪者重建其經驗細節時，受訪者就是在作一種選擇的

決定，這種選擇就是一種意義，當訪談者要求受訪者告知經驗史時，他們也有

意義地將經驗史分為開始、中間過程、結束。在第三階段中，我們將儘其可能

地將問題集中於對前二階段中所提及的脈絡內文，進行意義的省思與理解。 

本研究欲詳盡地描述「公部門兒少保社工之職場暴力經驗」以瞭解「人們經

驗了什麼和他們如何詮釋其世界」，因此，選擇「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ing）作為蒐集資料之主要方法，希望藉以理解他人的經歷或經驗的內在

意義，探究行為經驗的特質。 

 

參、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現象學方法論及深度訪談之定義為基礎，參考施偉隆（2009）「從現

象學的觀點對質性研究的省思」一文，再與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結果

擬出研究步驟（圖二）。 

   研究者本身亦為公部門兒少保實務工作者，因此能透過實地工作的自然

情境經驗理解公部門兒少保社工在實務的工作情境可能面臨的各種樣態，並找

出適合的受訪者。在步驟二階段裡，本研究透過錄音、轉譯逐字稿來描述與呈

現受訪者的職場暴力經驗，將錄音之口語訪談資料的「形、音」賦予「義」，從

受訪者的經驗分享理解職場暴力對兒少保社工形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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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步驟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施偉隆（2009）：「從現象學的觀點對質性研究的省思」 

步驟一 

研究現象與研究議題（意義）的關連性為何？ 

可透過以下方式來理解： 

 自然情境 

 實地工作 

步驟二 

如何透過文本來描述與呈現？ 

 錄音 

 錄影 

 文字稿 

 繪圖 

 協同研究者 

 三角校正 

 研究路徑稽核 

步驟三 

厚實描述：鉅細靡遺得描述讓讀者有「歷歷在目」的

體驗 

例：將錄音之口語訪談資料的「形、音」賦予「義」 

增加研究方法之

可靠性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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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收集方法  

壹、 受訪對象的選取 

實務上兒少保社工主要的服務類型普遍分為：「身體受虐、疏忽、遺棄」三

大類，但從事性侵害防治工作的社工員也會服務到「未滿 18 歲」的性侵害被害

個案。再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條之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

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指十二

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觀之，確實性侵害防治工作中所服務到的未滿 18 歲之

人也應屬法規定義之兒少保護工作。然而，在實務操作層面上，性侵害防治社

工員會認為這是性侵害案件，一般兒少保護社工員會認為這是性侵害防治業務。

若單僅以一般認定之兒少保護工作服務三大類型選取受訪者，將會摒除掉未滿

18 歲之性侵害被害個案保護服務之工作經驗。因此，為增加兒少保護實務工作

經驗之豐富性，本研究的「兒少保護社工員」不以服務類型作區分，而是以「服

務對象的年齡」為區分。 

再者，目前國內由公部門社工員（實務界稱為一線社工員）執行緊急危機處

遇的兒童少年保護工作，私部門（實務界稱為二線社工員）接受政府委託執行後

續追蹤之兒童少年保護工作，據此，研究者研判因為公私部門分工之故，公部

門執行兒童少年報戶工作的社工員常面臨緊急、高風險的危機狀態，因此需面

對潛在的工作危機與實際受暴的頻率較高，故本研究選取之受訪者資格為所提

供保護服務對象為未滿 18 歲者之公部門社工員。 

因研究者本身亦為公部門兒少保護性業務社工員，考量地緣、訪談之便利

性、保護業務工作屬性一致及研究深度，所選取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所在工作

區域與鄰近縣市願意接受訪談、且有「職場暴力」經驗的公部門兒少保社工員。

本研究從邀請研究者已知的兩位曾有職場暴力經驗之受訪者出發，於 10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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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先邀請這兩位社工接受研究者初擬之訪談綱要進行試訪，並據其建議評估

是否可達成預期的效果以適時修改訪談綱要。 

貳、 受訪者的描述 

研究者從 12 位受訪者的資料中，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內容包含從事公部門

保護性個案前的工作經驗、年資，以及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的年資（表三）。其中，

接受訪談當時有 2位受訪者因個人生涯規劃因素剛從公部門離職。受訪者中有 4

位為分屬不同單位之專責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工作內容，其餘受訪者皆屬於區

域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的工作員，其服務對象為綜合性保護個案，個案類型包

括：婦女保護、成人保護、身心障礙保護、老人保護、兒童及少年保護（含兒少

性交易）個案、家庭暴力案件、高風險個案等被害人服務。也就是不分年齡、不

分個案類型，只要跟「保護性」有關的案件均為其服務對象，並非專職的兒少保

護社工，顯見公部門從事保護性業務社工員所服務的對象類型多元且繁複。 

12 位受訪者中，僅有 2 位是在 92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合併之前就已經

從事兒少保護工作，也就是這兩位受訪者經歷過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立法分制

與合併時期，再經歷修法成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時期，其餘 8 位

均在 92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合併後使從事兒少保護業務。再者，有 3 位受

訪者是因應內政部於 97 年 5 月公布「高風險關懷輔導處遇實施計畫」而受聘的

兒少保社工員。從 12 名受訪者進入公部門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的時機而言，確實

深受國內兒少福利政策影響（圖三）。 

4位性侵害防治工作者的保護內容屬性和一般兒少保護社工不同，因為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的屬性（性侵害案件除了雙方年齡均為 14-16 歲之自願與夫妻間的

性行為是告訴乃論，其餘皆為公訴罪），一旦成案，每件案件都需進入司法程序，

而一般兒少保護案件沒有一開案就需進入司法程序的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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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經歷區分，這 12 位受訪者中，有 4 位是大學畢業就進入現職（公部

門）單位服務。其中有 3 位剛進公部門時從事非保護業務工作，例如社區婦女活

動、區域型社會福利館館務活動、經濟扶助個案等非保護性業務，後因組織業

務調整需求而轉換成保護性業務的社工，並開始接觸兒少保護工作；另一位社

工則是一畢業進入公部門時就直接從事保護性工作至今。其餘的 8 位受訪者都

在進入公部門從事兒少保護工作前已有其他社會工作相關服務經驗，例如：學

校輔導教師、精神醫療社工、在民間單位負責公部門委外之兒少保護業務、早

期療育、幼教老師、其他公部門的老人保護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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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
訪
者 

目前業務性質 
擔任兒少保護性業
務前，有無其他相
關社會工作經驗 

社福工作累
積年資（截至
受訪日止） 

保護性工作年資
（截至受訪日
止） 

訪談時是否持
續從事兒少保
護業務 

小
澄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無 近 6 年 3 年 6 個月 是 

澍
亭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有 6 年 1 年 1 個月 是 

彭
彭 

性侵害業務（含兒
少性侵害） 

有 8 年多 近 8 年 是 

芠
媽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有 11 年 5 年 是 

小
麗 

性侵害業務（含兒
少性侵害） 

有 14 年 9 年 1 個月 是 

沛
佩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有 12 年 6 個月 9 年 是 

小
儒 

性侵害業務（含兒
少性侵害） 

有 6.5 年 5 年 是 

桃
儷 

性侵害業務（含兒
少性侵害） 

無 5 年 6 個月 5 年 6 個月 是 

珉
雅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有 5 年 3 個月 5 年 是 

心
潔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無 13 年 11 年 是 

小
杰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無 4 年 3 年 否，離職 

珍
珍 

綜合性保護性業
務（含兒少保） 

有 9 年 約 2 年 否，離職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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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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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研究者及 12位受訪者 V.S 國內兒少保護政策時序圖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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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澄  
公 部
門 

97.11～ 
96.6 畢業 

96.8 進公部門 

樹渟  NGO 公部門經濟扶助組    育嬰假 
99.02-99.11 

100.08～ 

93.6 畢業 

96.3 進公部門 

彭彭  
學校輔導老
師 

精神科社工 
進
修 

學校輔導老師 96.02～ 
85.6 畢業 

96.2 進公部門 

芠媽  
醫務
社工 

NGO 公部門經濟扶助組 離職 96.03～ 
85.6 畢業 

87.7 進公部門 

小麗  NGO 92.01.01～ 
86.6 畢業 

92.1 進公部門 

沛佩  NGO 
89.01 家暴業務 

（兼兒少保） 
92.01.01～ 兒少保業務 99.4 擔任督導職 

84.6 畢業 

89.1 進公部門 

小儒  
幼 教 老
師 

NGO 96.04～  
96.3 畢業 

96.4 近公部門 

桃儷  95.06～  
95.6 畢業 

95.6 進公部門 

珉雅  96.3～ 
95.6 畢業 

96.3 進公部門 

心潔  
88.6-90.2 經
濟扶助 

90.02～ 
88.6 畢業 

88.6 進公部門 

小杰  
97.06-101.02 

 兒少保業務 
101.02.01 離職 

97.6 畢業 

97.6 進公部門 

珍珍  NGO 
公部門 

間接服務 

97.8-99.4 

兒少保業務 

災區
重建 

100.06.01 

離職 

92.6 畢業 

95.1 進公部門 

研 究
者 

 
88.6-90.2 經
濟扶助 

90.2～92.12 底 

家暴、兒少保 
 離職 93.6～100.6 性侵害防治業務 

離
職 

101.4 兒少保 
88.6 畢業 

88.6 進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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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資料收集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所要探究的是「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之職場暴力經驗」，這個經驗有

許多人參與其中，包含個案本身、案家、網絡間合作對象等，欲從社工員本身

去探討職場暴力經歷與感受，是一個經驗式的探究，「透過研究參與者的眼睛看

世界」（劉仲東，1996），透過研究參與者的述說，才能呈現其主觀經驗，以瞭

解在執行保護性業務時所面臨的職場暴力經驗。據此，本研究將預先設計結構

性訪談問卷大綱，並選擇「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作為蒐集資料

之主要方法，以開放性問句與公部門兒少保社工員進行一對一的訪談。主要是

在自然情境下進行訪談，過程中訪問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既平等也相互尊重，

受訪者可以自由地選擇是否願意接受訪問，並且自主決定回答內容的自我揭露

程度，在與訪問者的互動過程中可充分地表達自己對於該議題的看法（潘淑滿，

2003)。 

一、 訪談前準備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而與受訪者為了取得詳盡且豐

富的研究資料，研究者在進行資料收集前需與受訪者先建立良好關係。由於研

究者已是本研究場域的一份子，因此和受訪者有一定的熟識度和信任關係，當

研究者公開表明自己研究主題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時，有些受訪者主動表示願

意接受訪談，有些則是由研究者主動邀請研究場域裡有職場暴力經驗之對象並

獲得其同意願意受訪。之後，再藉由上述受訪者邀約有類似經驗之其他受訪者

資訊，讓研究者與之聯繫，徵得其同意後再接受訪談。 

在進行研究訪談前，研究者提供訪談大綱、訪談同意書並說明研究相關事

項，包括錄音、謄寫逐字稿、受訪資料用途、隱私保密、受訪人之受訪權利，

包括可隨時終止或拒絕受訪等。等受訪者清楚知悉在本研究中的權益後，再與

受訪者約定其適合接受訪談的時間與訪談地點。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58 

 

二、 訪談過程 

訪談時間與地點以受訪者便利性與指定受訪處所為主。12 個受訪者中，僅

有4位受訪地點在下班後的工作處所會談室，其餘8位均選擇在安靜的咖啡廳、

有隔間之餐坊進行。其中有一名受訪者資料因錄音設備問題重新進行第二次訪

談；為補足訪談資料之完整性，最早協助進行訪談大綱修正之兩位試訪者也進

行第二次補訪談，其餘試訪者皆接受一次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一個半小時至

兩個小時不等。研究者研究訪談進行過程中積極傾聽，也配合受訪者的工作場

域與背景作調整，重視口語及肢體所表達的訊息，以作為資料分析的參考。最

後於 101 年 2 月至 101 年 5 月底以滾雪球方式完成計畫的 12 位受訪者之訪談。 

三、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本身亦為重要的研究工具，除在訪談前閱讀相關文獻資料外，也依

文獻整理出相關訪問內容。本研究將各受訪者之深度訪談錄音帶內容，謄寫為

逐字稿。完成逐字稿後，反覆閱讀逐字稿資料，透過資料之類屬，思索其意義

與連結，進行編碼分類，將逐字稿內容加以分析。進行資料處理時研究者將所

有受訪者資料均以暱稱處理，替代受訪者之真實姓名，以保護受訪者之真實身

份。為確認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與可靠性，再與受訪者經電子郵件、電話或二度

訪問確認及討論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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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嚴謹性與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的嚴謹性（trustworthiness）係指質性研究的信度（reliability）與效度

（validity），而質性研究的信、效度問題長期以來備受爭議與質疑。Lincoln and Cuba

（1984）主張以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與可靠性（dependability）

等方法來控制質性研究的信、效度，以下便參考 Lincoln and Cuba（1984）所提出之方

法來說明本研究之嚴謹度（引自胡幼慧，1996） 

壹、 確實性 

確實性即研究的內在效度，係指研究資料的真實程度。研究者在進行深度訪談前，

會先說明深度訪談之目的，並確認受訪者參與之意願，讓受訪者對訪談議題有充分瞭

解後才進行資料之蒐集。其次，研究者在訪談時將全程錄音，以減少因研究者疏失所

產生之誤差，亦會將錄音帶將謄寫成逐字稿，並以受訪者受訪之口吻呈現分析結果。  

貳、 可轉換性 

可轉換性即研究的外在效度，係指經由受訪者所陳述的感受與經驗，研究者將透

過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技巧來有效地將訪談內容進行資料性的描述與轉換成

文字陳述。由於研究者為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員，瞭解目前兒少保護體系所處之環境

脈絡，且在訪談過程中記錄研究過程與脈絡，包括受訪者的語氣、肢體語言、情感抒

發與研究者當下的想法與感受，加上研究者在論文寫作期間已閱讀不少相關文獻，因

此，研究者可盡量詳細描述所收集到資料之真實性。 

參、 可靠性  

可靠性即研究之內在信度，係指研究者所取得的資料為可靠的。為了達到可靠性，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盡量將可能的干擾因素降到最低，包括時間與空間的安排都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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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與受訪者進行溝通。其次，研究過程中持續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以增加訪談之可

信度。   

肆、 研究倫理 

一、 告知後同意 

研究者先向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進行方式，以取的研究參

與者的同意與協助。並在研究進行前以書面研究邀請暨同意書再次說明研究訪談目的、

內容、方式，及研究者將遵守的原則與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並由研究者簽名以示遵守

原則、尊重研究參與者。在取得研究參與者充分同意後始進行訪談。 

二、 自願參與原則 

研究參與者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研究、接受訪談。亦可在研究進行中隨時要求退

出研究。 

三、 保密原則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所收集到的訪談內容、訪談資料、研究參與者身份，均僅作

為本研究分析之用，並以匿名及保密原則進行處理。 

四、 不傷害原則 

對於研究參與者必須要能保證避面風險及造成傷害，研究者必須說明研究過程中

會盡力避免可能造成的風險與傷害，但若真造成研究參與者身心不識貨影響，研究者

會立即終止研究並處理所造成的影響，研究參與者可隨時終止並退出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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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兒少保護社工的職場暴力經驗 

為了再現受訪社工在兒少保護實務過程的職場暴力經驗，特別是兒少保護

社工在多元，且耗時又複雜的兒少保護實務現場，做出已經標準化的保護性社

工實務作業程序，包括危機評量、安全評估，診斷、處遇，以及緊急安置等程

序時的職場暴力經驗。研究者根據內政部兒童局頒佈之「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

流程」所載明的通報、接案、調查訪視、初步評估、危機處遇、擬定處遇計畫、

執行處遇計畫、評估、結案、追蹤等服務階段（參見圖 4-1），將 12 位受訪社

工的職場暴力經驗歸類放進內政部兒少保護工作流程中，以「接案評估時期」、

「緊急安置／危機處遇時期」、「中長期處遇服務時期」、「未安置個案之處

遇追蹤、評估時期」等四個階段呈現。 

然，分為四階段呈現 12 位受訪者經驗並非代表兒童及少年保護實務處遇

工作到某一階段一定會面臨同樣的暴力經驗，僅是將 12 位受訪社工在執行兒

少保護性業務工作時的職場暴力經驗，加以詳細呈現與詮釋，藉由階段區別以

突顯其特殊性、系統性。 

這 12 位受訪者都來自縣市合併後的同一個地方政府，因此業務分工很清

楚。有 4 位為專責之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工作性質，其餘的受訪者服務對象就

是除了性侵害、性騷擾以外的保護個案。套句受訪者桃儷俏皮講的話：「除了”

性”以外，什麼保都有」。其個案類型為：婦女保護、成人保護、身心障礙保

護、老人保護、兒童及少年保護（含兒少性交易）個案、家庭暴力案件、高風

險個案等被害人服務。也就是不分年齡、不分個案類型，只要跟「保護性」有

關的案件均為其服務對象，並非兒童局期待的「專職的兒少保護社工」，顯見

公部門從事保護性業務社工員所服務的對象類型多且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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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臺灣兒少保護社工實務的服務流程對照表 

受訪案例 處遇階段 內政部服務流程 
社工員扮演之角

色 

澍亭 

接案評估期   

 

行政者、紀錄者 

 

 

 

 

紀錄者 

 

 

調查者、協助者、照

顧者、調解者 

 連結者、紀錄者 

彭彭 

桃儷 

小麗 

小儒 

危機處遇期 
 診斷者 

1） 

芠媽 

珉雅 

小杰 

 

2） 

小澄 

沛佩 

心潔 

珍珍 

 

未安置 
 

1）  

未安置個

案之處遇

追蹤、評

估時期 

 

安置 
 

2）  

緊急安

置、 

中長期處

遇服務時

期 

 計劃者、行政者、照

顧者 

 倡導者、連結者、使

能者、諮詢者、紀錄

者、調解者、治療者、

忠告者、個案管理者 

 診斷者、監督者 

 結案  紀錄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修改自胡慧嫈 2012/6/15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少保護工作在職訓練資料。 

1.通報 

2.接案 

3.調查訪視 

4.初步評估 

5.危機處遇 

6.擬定處遇計畫 

7.執行處遇計畫提

供 

8.個案計畫評估 

9.結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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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接案評估時期 

本階段主要是以澍亭的經驗呈現從接案到評估階段所面臨到的職場暴力來

源、職場暴力類型，受訪者的因應、及職場暴力經驗對受訪者的意義。 

壹、 澍亭 

澍亭從事兒少保護工作資歷是所有受訪者中最資淺的，大約有 3 年雖然先

前曾有從事過高風險家庭的工作經驗，但都沒有「親上戰場」的臨場感，走進

兒少保護社工實務現場，對還是新手媽媽的她而言，無法想像怎會有大人對年

幼無反抗能力的嬰幼兒施暴和凌虐。她是這麼描述自己在接案評估工作時遭逢

的一次職場暴力經驗： 

有一回醫院通報快 2歲個案從樓梯摔下來，還蠻嚴重的，就下眼瞼出血、

四處有傷。去醫院看個案時，就是個案在睡覺的時候也一直在皺眉頭，

就感覺他很痛，然後就是很弱，然後就身上就是有很多傷，臉就有腫起

來嘛。那個時候真的還蠻心疼的這個小朋友，然後就很期待他不會死掉。

那個時候傷勢還蠻嚴重，很擔心小孩會變成身心障礙者，因為身心障礙

者在照顧上會很困難。即便是下班之後，他住院多久我就擔心多久，回

到家也可能跟家人呀、先生呀討論一些小朋友的狀況，真的每天都在祈

禱他沒死，可以很平安的度過危險期。 

澍亭說，因為自己也剛有一個寶寶，基於愛屋及烏的心態，對個案的焦慮

關心程度不下於照顧自己的寶寶，每天焦急擔憂的心情難以言喻。好不容易等

到個案平安度過危險期，順利出院返家，心總算減少了對個案生命安全的擔憂，

正準備可以好好的跟個案全家工作、可以安排家長上一些親職教育課程、可以

跟家長談談照顧上的注意事項，但事實卻與自己想的一點都不一樣。她接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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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這個孩子出院後，迎面而來的社工實務場景。 

出院後我們持續追蹤，進行家訪時爸爸（案母同居男友）對我很激動、

很強烈的大聲吼叫說：「社會局最厲害啊，那就把他帶回去養啊，我們

就不要養啊」，「妳們要帶走也可以呀，那這個小孩我就不要了，我就

出養，妳們去養呀。那沒關係妳們就帶走，帶走之後他就休想再回來，

因為我覺得再回來也不是我們家裡的一份子，因為回來都變了，什麼都

變了，也不是我們家的小孩。」再來，爸爸接著說：「好，妳們今天帶

走 OK，那如果妳們沒有很充分的證據，我會對妳們社會局提告，你們

憑什麼把我的小孩給帶走」，「你們來，就是讓這個家更亂，就說過這

個小朋友是不小心發生意外的，大家都質疑是我們虐待的，是我們毆打

的，現在刺激到老婆的憂鬱症發作，然後這個家更雞犬不寧。因為妳們

的介入讓這個家更難過！」 

獨自在案家面對著施虐者的大聲言語咆哮，雖然沒有產生嚴重的身體傷害，

也安全離開了案家，即便先前建立的信任關係還不錯，社工員面對施虐者的挑

釁，內在情緒仍然起伏蕩漾。 

當下覺得很無力，覺得他誤解我的意思，怎麼講都講不清楚、也聽不進

去，可是還是要是著跟他溝通、跟他講，只想處理問題。回到辦公室後

同事問：『剛剛訪案還好吧？』眼淚就掉下來了。自己沒有想到自身安全

的部份，也沒想到他可能會攻擊我。我是覺得很委屈… 

經歷了這樣的經驗後，澍亭拿到通報單先跟主管討論案情，請主管先協助

提點要這個案件注意地方是哪些，若從通報單看來嫌疑人就是暴行不斷且嚴重，

就會請同事一起陪同訪視，或請轄區員警陪同。若是必須一個人單獨進行訪視，

進入案家後靠近門邊，進入案家前也會規劃一下逃生路徑，把車子停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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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車子鑰匙拿在手上或口袋。 

對澍亭而言，自己所做的實務就是執行兒少保護工作而已，也是想好好的

跟父母溝通，瞭解他們的資源不足處，困難在哪裡，一起想辦法解決而已。她

說她心裡會想：「社會局到底是讓民眾印象多差，這個家庭怎會有這樣激烈的

反應？」澍亭接著繼續描述第一次初訪的職場暴力經驗，她說： 

看見案家的居住環境比較不好，或是已經知道他們家有什麼疥蟲、疥瘡、

肺結核，就站在門口，但又擔心家長誤會我瞧不起他們。我那時候為了

建立關係，就是要扮演多重角色。就是要去顧慮到爸爸媽媽的立場跟心

態。可是，我另一方面又須質疑是不是他們導致小孩受這麼嚴重的傷害，

其實那時自己內心的矛盾跟衝突是還蠻多的。可能見到父母的時候就是

要表現出相信他們，然後要安撫他們的情緒，但離開爸爸媽媽的面前，

會很理性的去質疑很多事情。要建立關係，又要跟質疑他們、不能跟他

們起衝突，又要顧慮自己的健康安全，我覺得好難、好矛盾。 

法定傳染病是社工員的另一項家庭訪視風險，總不能因為要提供服務，明

知道案家有法定傳染疾病，卻不採取防護措施，如何有技巧的自我保護又不讓

案家覺得突兀，是一門學問。兒少保護社工最為難的部分，就是要和身為施虐

者身份的父母工作，因為兒少保社工員要同時身兼執法者和調查者，以及輔導

者和助人者這兩組不同的專業角色，要同時平衡協調這兩組角色是項相當困難

的任務，「一手摸摸頭給糖吃、另一手卻拿棍子處罰」的圖像可以生動的呈現

這種矛盾與衝突的兩難困境。 

再者，若社工員與案家父母已經合作過一段時間、建立了還不錯的助人關

係時，要再完成執法者的角色更是困難，就像澍亭跟個案媽媽因一時口語認知

上的落差造成與案家間的嫌隙，差點毀壞了費時許久、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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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我覺得最大的難處是我們要去辨識他的意外的狀況，就是他的意外是父

母所致，還是意外是真的意外。因為會怕自己評估錯誤。因為這個工作

外界給保護性社工一個很大的壓力，就是說『已經服務中的個案不能出狀

況』的壓力。 

無法立即判斷清楚明確的辨識個案呈現在眼前的受害狀況是意外、是因為

過度管教受傷，還是刻意施暴，也是兒少保社工另一個壓力。擔心個案的受虐

狀況會不會因為自己的誤判做出了錯誤的處遇計畫，讓個案陷入另一個危機中。

另一方面，外界給社工的期待太高和壓力，一旦出人命就會怪社工。到底，兒

少保社會工作者在臺灣社會的地位是什麼？ 

小結 

從此階段可以看出社工員面臨到個案父母對社工員的口語暴力、揚言提告

的口語威脅，以及可能引起患有憂鬱症案母病發的隱憂與自己可能感染法定傳

然病的不確定恐懼感。案家的激烈反應讓社工員思索著身為兒少保社會工作者

的定位與社會大眾如何看待「社工」這份產業，也擔憂因為自身缺乏立即辨識

兒少保個案是否受虐的能力造成誤判，破壞案家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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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緊急安置／危機處遇時期 

從事性侵害防治的兒少保護社工，在實務中遇到的職場暴力經驗，與一般

的兒少保護社工有所不同，他們往往為了保護未成年被害人免於再受侵犯，在

接到個案第一時間，通常會考慮將個案以「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為原則，並

依據相關法規進行緊急安置。 

本研究12名受訪者有4位是性侵害防治業務的社工員，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就是 4 名性侵害防治工作者一致表示印象最深的職場暴力經驗均是在緊急安置、

危機處遇階段。因為接受通報後依據法規社工員必須在 24 小時內訪視到個案，

而性侵害案件有一特別之處就是加害人若是家庭以外的人員，個案與案家庭成

員配合度非常高，個案也無緊急安置的需求。但當性侵害防治中心接獲一件

「家內亂倫」通報案件時，除了需確定侵害事件發生時間，再來就是確定的個

案目前是否和嫌疑人7同住一個屋簷下。通常家內亂倫案件會採取緊急安置的

保護措施，一來確保個案不再受到侵犯，再來就是確保在刑事案件審理期間，

個案不會因為外在的其他壓力造成證詞的污染。因此社工員在確定受害事件後

第一時間都是採取緊急安置處遇。 

安置個案後仍須立即告知個案監護人或是重要關係人安置一事，此時在與

個案家屬建立關係、告知安置理由的過程中最容易不小心擦槍走火，這也是雙

方關係最衝突激烈之際。因此社工員的職場暴力經驗也都集中在緊急安置、危

機處遇階段。 

 

                                                 
7這裡用嫌疑人稱呼，是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對未定讞之侵犯者的法律文書中的正式

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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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彭彭 

彭彭的業務是性侵害防治工作，她認為最難處理的兒少性侵害案件，就是

家內亂倫案件。她回憶自己有一次在進行緊急安置時遭逢的職場暴力經驗，她

說：  

安頓個案後，以電話告知案母緊急安置緣由，掛斷電話一個多小時後就

聽到有人在辦公室外大聲咆哮：「我要見我孫女，為什麼不讓我見我孫

女？」斥責我們處理的事件，言詞中雖沒出現三字經，但是破口大罵的

語氣倒是很多，譬如：「妳是什麼人？妳憑什麼帶我孫女走？事情沒跟

我說清楚妳憑什麼這麼做？妳以為妳是什麼人？」這些話讓辦公室的氣

氛變的很緊張。當時，個案正在辦公室一個會談空間製作筆錄，聽到這

些咆哮的內容，心情變得相當低落。 

「性」是社會中較隱晦的議題，相較於身體受虐、受暴的案件類型，很少

讓人可以清楚理解，因此有多了幾分神秘的色彩。家內亂倫案件最讓人心疼的，

就是被害人的無助和委屈，她/他們在家中的地位不及於嫌疑人，加上這是難

以啟齒的事件，到底要跟哪個家人說，說了有人相信嗎？這個家會不會毀了？

自己日後該如何在這個家中與嫌疑人相處？ 

被害人可能需承受來自其他家庭成員的責難與衝突，產生複雜矛盾的情緒，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求助，就在作筆錄的同時聽見最親愛的家人對執行公權力者

的質問，內心又是另一種情緒的糾結。此時的社工員要先安撫被害人身心各方

面之穩定、還是先安撫前來興師問罪、暴怒的親人？這些法定工作處遇順序的

判定，以及個人內在對被害人不捨、對親人的非理性態度所引起的不悅情緒，

同時也交錯在處遇當下兒少保社工員的心中。 

我的同事因為不清楚案況，無法幫我處理在辦公室外咆哮的案祖母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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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我一邊安撫個案情緒，一邊衡量到底要不要出去面對他們。等到個

案情緒穩定後，我走出辦公室面對正在咆哮的案祖母及案母，案祖母仍

是尖銳高亢的質問語氣、大聲咆哮著。然後那個媽媽雖是講話溫溫的，

但她的溫裡頭夾雜了許多指責性的語詞在裡頭。…，例如：「她到底怎

麼回事？」、「你們怎麼能相信孩子講的？」她會抓妳的語病，然後把

妳的話曲解，再說：「我都沒有這樣說喔，是妳把它說成這樣的。」這

兩人呈現的非理性負面語詞真是讓我很震驚。 

有時，家屬會因為認為兒少保社工員破壞了他們家庭的和諧，而對兒少保

社工員不友善。有時則會碰上疑似有精神疾患或藥酒癮的家屬，對兒少保社工

員提供的服務往往都以咆哮怒罵方式應對。 

我們和個案、案家的關係很微妙，有時也會從他們身上得到不友善的對

待。大部分遇到的家屬都是在情緒上多為非理性的家屬，或者疑似藥酒

癮、精神疾患者，這些生理因素讓他們在情緒上更非理性，還有人說要

來辦公室投汽油彈… 

萬一被害人和家屬原本親子關係就相當緊張，雙方對兒少保社工員都有某

種程度的期待和預設立場，被害人可能會翻供，家屬認定兒少保社工員是唆使、

煽動、挑撥親子關係者，此時的兒少保社工員就像夾心餅乾一樣，相當無辜也

無力。 

另外一個不友善的對待是有些案件衍生出親子的緊張關係，像家內亂倫

的個案有勇氣去掲露一些事情，但是一旦進入司法，在法庭上面對面之

後，他跟妳的合作關係就翻盤了，那個翻盤會讓社工覺得說：「到底什

麼才是對的？」甚至有時候我們覺得被背叛：「我都有幫你，可是你竟

然翻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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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這種職場暴力經驗，彭彭的感受較為泰然，也將其視為一個常態現象，

因為先前的工作經驗的累積與危機處遇的訓練，讓其有能力去處理突發的危機

狀況 。 

對我來說，她（母親）的情緒不是影響到我，我倒會覺得是說我的工作經

驗累積，讓我一個人到了很多突發事件發生時，在許多未知當中會知道下

一步該怎麼做？因為先前在精神科與學校服務的都是有精神疾患、心理問

題的對象，當時的在職訓練會教導如何處理危機個案。 

我們跟個案或案家工作的時候，若個案本身有偏差行為、好挑釁，他的挑

釁行為就會引出家庭的親子緊張關係，會變成我們被夾在中間、像夾心餅

乾的內餡兒一樣，因為家長就會認為我們貼近孩子、孩子認為我們跟家長

一個樣兒… 

彭彭認為從事家內亂倫的性侵害防治保護工作者，一方面要執行公權力，

一方面又必須和是加害人的監護人保持友善關係，以利日後家庭重建處遇的進

行。若個案又是案家原本的麻煩製造者，和監護人以家中成人親屬的工作關係

更為艱難。這樣兩難的立場，倘若未有敏銳的覺察能力，體認這些危險因子的

存在，將導致傷害的產生與專業關係的破壞，更是對自己專業能力及專業自信

的一大損傷。 

 

貳、 桃儷  

桃儷是一位剛畢業就到社會局同仁公認最難待的性侵害防治中心工作，桃

儷有些哭笑不得且語意深遠的說：「真的是好、幸、運、喔」。剛報到之際跟

著資深同仁與督導，從接案、篩案、確定成案、驗傷採證、陪同偵訊、緊急安

置、找合適安置機構、跟家屬溝通會談、協助轉學、聲請保護令等性侵害社工

實務處遇程序一一見習，以及不同類型的性侵害案件，像是夫妻間性暴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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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亂倫、兩情相悅、性交易併性侵害處遇方式的學習。正當她準備一展身手、

自己獨立完成一件個案以減輕同事們繁重的個案量時，她遇到了這樣一個案件。

她說： 

來中心就是快要一年的時候，才接到第一個家內亂倫的個案，可能我也

剛大學畢業還比較 NEW，所以之前有見習過，大概的過程都知道。那時

候大概就是中午之前就去接了，大概是十點、十一點左右。我記得我去

接孩子回來時，孩子是在辦公室用餐，所以這中間過程大概真的花了蠻

多時間的。就是一直在連絡呀、驗傷這樣子。所以當我聯絡家屬時，家

屬其實已經在找孩子了。 

性侵害案件的處遇流程相當費時，但保護性的危機處遇工作時間有限，特

別是家內亂倫案件，要在短短地半小時的會談時間內快速的做出個案的受侵犯、

暴力危機評估，然後腦袋得快速運轉尋找可供安置的合適機構。接著聯絡家長，

並等他們或家屬找的民意代表來興師問罪。 

此外，也要調閱案家戶籍資料8，思考怎樣護送個案到安全的處所，怎樣

送他們去驗傷（約 2 小時），製作筆錄（不論是否進入性侵害被害人的「減少

重複偵訊作業」程序，平均一件個案的筆錄時間大概要六個小時，若再勘查案

發現場和製作指認筆錄，將耗費更多時間）。如果個案在學校，也要思考怎麼

跟老師校方解釋，決定對於案況要講多少，怎麼幫個案處理轉學、制服、書本、

居家衣物、健保（萬一先前有欠費問題，又得花時間處理健保局的健保鎖卡開

通行政程序）。 

然後，寫完被害人安全評估報告、完成所有縣市政府的公文、簽呈、用

官防等行政文書作業，再將報告書送到法院…等。這些工作必須在法定

                                                 
8
 依據受訪者服務之機關與所屬管轄法院的定期聯繫會報決議，社工在處理婦幼案件時，需

要提供法院受保護者相關年籍資料。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72 

 

的三天內完成，當然還得預留給各個階層主管的批核用印時間。加上兒

少保社工員要面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溝通時間成本、繁瑣的行政程序，

案家的非理性情緒讓處理的社工身上背負比較多的壓力跟焦慮，再加上

社工員自己的情緒和體力的問題需要克服，這樣的心神耗損、精神緊繃

的張力真的筆墨難以形容。 

桃儷分享第一次自己獨立接到家內亂倫個案，從接案到在她聯絡家長之後，

和案家屬工作的處遇情況。她說： 

通知到家屬後，父親、爺爺、還有他的兩個姑姑都來到辦公室。我們在

會談室跟家屬們說明為什麼我們要安置這個小孩，那個爸爸就是一直否

認、說他沒有。我記得就是他姑姑開始接近我胸前，然後拿起我的識別

證，說:「你是約聘社工？你是約聘的，你為什麼可以處理這樣子的案件，

你為什麼可以安置小孩，你憑什麼？」 

初次和家屬見面場面就這麼火爆，讓還是新手的桃儷不只害怕，內在也有

很多的ＯＳ，但表面上還是要故做鎮定，說話聲音不僅更要溫柔而堅定，還要

清楚的表達自己執行公權力的立場，更重要的是聲音不能發抖。她分享著這次

職場暴力經驗的內在感受： 

其實那時候我還蠻害怕的，因當時我剛畢業，雖然先前已跟同事們跑過

緊急安置案例，但這是第一次自己獨立處理，比較沒經驗。然後一方面

就是他爸爸長得人高馬大的，大概一百八十公分、約有九十公斤，非常

大聲的咆嘯說：「為什麼、你憑什麼可以帶走小孩子」……。 

姑姑他們一來的時候，就聽見小姑姑電話拿起來直接撥給他當立法委員

的先生。我就是覺得我很害怕，不知道我做的事情到底對不對。因為我

覺得那時候我要進這個領域之前，我就是有很多浪漫的幻想，就是社福

做的就是關懷就是什麼，我就是連那些法是什麼我都還不是很清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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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就是在做這樣子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們在質疑我的時候，我是有一

點沒有自信的。我印象中我們處理完已經晚上九點多了。 

害怕、無助、對自己專業能力的質疑、缺乏專業自信，表面還要故做鎮定，

更何況嫌疑人還有個「立法委員姊夫」，本來已經很「ㄘㄨㄚˋ」了，這下子，

這個案件好像不只難處理還難搞。從早上處理到晚上九點多，超過正常八小時

的上班時間，也是對精神和體力的一大挑戰，這次經驗讓初生之犢的桃儷真的

相當難為。 

有了和案家初次見面溝通的不愉快經驗，安置之後的家庭維繫工作也是讓

桃儷相當抗拒。她這麼描述兒少保護社工在安置個案後的職場暴力經驗： 

後來在處理的時候其實會很抗拒耶，就是每次要拿起電話打給他們家的

人，請他們來配合孩子的一些事情，我就覺得很有壓力、很不想打這樣

子，可是就必須還是要去面對、不得不作。我就是覺得他們家的人就是

口才都非常的好，很能言善道，能力很強。我還記得我還開 WORD 檔，

把我要講的話、要講的重點有哪幾個，全部打在 WORD 檔上面，我才撥

電話出去的，那時候就真的是很怕打電話。雖然好像跟案家人講到最後

又是聽到在抱怨：「你們憑什麼安置啊，安置之後沒有通知我們」 之類

的，我還是看著螢幕把話題繞回來，這樣子我的內在比較安定、不會

慌。 

社工似乎只在危機處理告一段落，個案安全地被安置之後，在撰寫個案紀

錄時，才有時間慢慢回溯並一一檢視整個處遇流程看看是否有不適當之處、自

己的個案安全評估忽略了哪些面向、該如何補救時，才猛然想起也意識到自己

面臨到一個恐怖的職場暴力事件。桃儷悠悠地說起這個職場暴力經驗在她身上

引發的後續效應，她說： 

跟一些比較有明確的職場暴力的攻擊的情形比，這個案件當然是沒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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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可是，我覺得那一次的事件對我的影響是，我有時候在路上看到

類似案父那種體型身影的人，我會覺得害怕。 

職場暴力經驗引起的作用，不只是在經驗發生的當下，它的後續效應也不

僅只是社工對自身安全的感受，也會漫延到社工的日常生活之中。Horwitz

（1999）的實證資料指出，暴露於個案暴力相向風險的社工人員（特別是從事

兒童保護工作人員）較其他領域社工人員容易發生創傷反應，而這些創傷反應

雖然不必然降低社工人員的工作滿意度，卻對於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熱忱和信心

影響甚大。桃麗說這個亂倫案件的社工實務經驗讓她擔心：「自己是不是誤

判？」、「是不是在執行過程有行政瑕疵？」「會不會讓個案遭受更多家人責

難而回不了家？」、「讓個案接受安置是對的嗎？」這些內在對話在整件案件

的處遇過程中不斷在桃儷內心重複浮現，特別是在自己很沒有能量的時候，出

現的頻率和聲音更加響亮，有時也會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當社工。這次職場暴

力經驗對其心中造成的壓力與負擔不難想像。 

參、 小麗 

小麗是有豐厚實務經驗的資深社工，在性侵害防治中心工作已經超過七年

的她，處理過不少家內亂倫案件，但是面臨到非理性的嫌疑人和家屬的大聲辱

罵和拍桌咆哮，即便人未和嫌疑人與家屬面對面處在同一空間內，聽著隔壁空

間瀰漫暴怒威脅的語氣、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的緊張氛圍，依然會心生

畏懼。小麗這麼描述着雖然自己與咆哮的家屬不在同一個空間而依然心生畏懼

的經驗，他說： 

這是一個家內亂倫案件，當我在警局完成筆錄、將孩子安置之後，辦公

室的同事打電到警局叫我不要回去辦公室，因為氣急敗壞的家長現在要

過去我們辦公室。可是我想還是要進去處理緊急安置相關的行政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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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還是回去。當我走到辦公室的走廊，看到那一戶人家就在我們的

辦公室裡面，那個爸爸非常的生氣，聲音很大，都可以聽到他們叫囂的

聲音，意思是我們如果不把孩子交出來的話，他們就不走等等。 

和個案家屬在不同的空間，不需要面對面的接觸，不需要親自面對爆怒者

的情緒張力、身體姿勢、語氣、動作，就可以感受到緊張氛圍，似乎是連一根

針跌落地面都可以清晰聽見的凝結空氣，直直掀起人性擔心、害怕、恐懼的內

在感受。 

那時候的氣氛是緊張的，不曉得他們當下會做什麼。我覺得雖然他沒有

當著你的面去大罵叫囂，可是從他們講話的聲調語氣，在另一個空間的

我也會感覺害怕，也會想到說他現在的情緒就這樣，未來我們還是要繼

續跟這個家庭工作，該怎麼辦？要怎麼去跟他們相處？總不能每次要去

見面的時候，都要麻煩警察陪同。 

這種恐懼無關工作經歷和年資，是人性基本需求的最底層：「安全」，當

人的安全受到威脅的自然反應。而從事兒少保護業務的社工員都和侵犯自己的

「人身安全」需求的威脅天天擦身而過，「擔心」、「害怕」、「恐懼」這些

形容詞似乎無法刻畫社工員在面對自身安全威脅當下的內在情緒翻動、起伏歷

程，因為這些歷程已經難以言喻，只能事後用這些大家可以認知的形容詞去描

述。 

這件事發生後我覺得有受到驚嚇。當晚我睡不著，一直驚醒想著發生的事

件，很擔心當時同事受到傷害。會想說幹嘛這麼辛苦，幹嘛要做這麼吃力

不討好的工作，可是我覺得這些感受都是一段時間或一時的，可能過了或

是又有其他的事情來了之後，因為是公部門，案件量是無限上綱的，只能

靠案件的沖刷，有點像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件事情就又淡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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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的文獻探討裡紛紛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經歷了暴力事件的威脅後，

社工員容易出現創傷壓力症候群的症狀：強迫性視覺重現、惡夢、不能停止的

想著同一件事情，也有可能導致情感麻木或疏離（汪淑媛，2006）。雖然小麗

受訪時輕描淡寫的說出自己事後的感受，也表示因為工作案量太大，來不及撫

慰自己受傷的內心又得面對下一個個案，最後就是淡忘掉，忘記自己受驚的感

覺，好似一切都未發生過。 

肆、 小儒 

「其實我有很深的感覺是被網絡背叛。」這是偕同員警到案家執行保護性

業務的小儒在進行訪談前閒聊時語氣嚴肅說出的一句話。當時她持續服務一段

時間的蹺家少女已經被尋回，原本就情緒不穩定的案父一大早氣急敗壞的打電

話到辦公室找小儒，並告知買了一把西瓜刀放在家中。在辦公室和案父講電話

的同時，一張新的通報單也同時送到小儒手上，內容寫著：「個案已遭受案兄

多年的性侵害。」這張通報單所寫的內容，是當天凌晨這位蹺家少女在警局製

作失蹤撤尋筆錄時，和員警單獨在訊問室時透露的。 

小儒一邊講著電話，耳裡聽著案父未曾降低的憤怒情緒，內心的不安也逐

漸燃起，腦海裡一直閃著一句話：「警察怎麼沒馬上處理？還讓個案回家？」

抱怨於事無補，為了顧及個案安危，小儒決定和同事在警政單位的協助下，親

自到案家進行家庭訪視，她這麼描述着當時的情景： 

確定是受侵害事件後，我正要帶個案離家緊急安置時，爸爸跟個案有拉

扯，越講越生氣，後來我就看到他往機車衝過去，把椅墊掀開，從裡面

拿出一把很長、大概超過 20 公分的西瓜刀，而且是一把全新的西瓜刀

在揮舞。那時候我真的很害怕，然後我叫陪同家訪的警察進來屋內，警

察進來後，爸爸將刀從往上揮舞變成往下放，之後警察就出去外面站著，

又剩我在裡面。爸爸那時候情緒激動，三字經最難聽的話通通一直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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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在旁邊哭、大吼大叫、死拉著個案，在我背後的個案一直拉著我的

背。 

「接獲通報」、「初步確認案況」、「家庭訪視進行個案安全性評估」，

這三個是兒少保護工作的處遇順序。「和個案面對面訪談」是最直接有效確認

其人身安全工作技巧。當然，不是每個案家都是大門敞開、歡迎社工員進入家

門揭露家庭的秘密，更何況這是兄妹間的亂倫，原本情緒上就已經非理性的家

長，極度否認、抗拒，甚至將憤怒轉嫁到直接說出「家庭秘密」的外人---社工

員身上的場面可以想見。 

但是，社工員不是萬能的，在執行被害人保護服務過程中，其人身安全也

會受到威脅，有些時候仍須仰賴網絡團隊一同進行個案處遇工作，這在「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9或是行政程序法的「職務協助」10均有明文規定。 

網絡團隊成員接到兒少保護社工員的職務協助請求依法當然不得拒絕11，

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網絡成員該如何提供職務協助？配合程度為何？

法規似乎沒規範這麼仔細。 

                                                 
9「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 條第二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前項通報後，應對前項家庭進行訪視評估，並視其需要

結合警政、教育、戶政、衛生、財政、金融管理、勞政或其他相關機關提供生活、醫療、

就學、托育及其他必要之協助。 
10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 

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第一項)。 

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 

一、因法律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二、因人員、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三、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者。 

四、執行職務所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 

五、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顯較經濟者。 

六、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第二項)。 

前項請求，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第三項)。 
11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 條第二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其委託之機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查及處遇時，

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長、雇主、醫事人員及其

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必要時，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請求警

政、戶政、財政、教育或其他相關機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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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家很奇妙，在室內完全沒有手機訊號。和我去的同事到室外撥電話，

很快的聯繫上婦幼隊，又派來了一個所長和員警，總共是三個警察。我

本來期待所長對家暴法還是兒少福利法比較清楚，我向他說明案情及需

要緊急安置的原因，可是派出所所長回我的居然是說：「妳一定非得要

今天把她帶走嗎？人家又沒有怎樣，妳為什麼一定要把她帶走？妳告訴

我兒少福利法或家庭暴力防治法，妳又憑什麼？你是縣市政府的社工，

你又憑什麼？」我把公部門蓋有官防的安置告知書給所長看，他說：「這

又能夠代表什麼？現在很多都可以偽裝的啊？你有什麼權力把孩子帶

走？」說完他們三個走到屋外，在案家旁邊住家的屋簷下抽煙，讓我和

同事面對案父母的咆哮辱罵和哭鬧。……直到檢察官幫我們找到分局來

幫忙才技巧性的脫困，衝突最激烈的當下這三個員警其實並沒有在現場

協助，這是讓我覺得很難過、很傷心的……。 

在生死關頭走一回的經驗，讓小儒對兒少保護網絡的團隊合作的看法只剩

「心痛」兩個字。此外，網絡內部在這次事件後所召開的會議，更讓她思考從

事這麼高危險的兒少保護社工工作到底是為什麼，她是否有能力負擔這樣的工

作。以及萬一她就這樣被砍死了，剛畢業正開始能負擔家計和照顧家人的她到

底能給家人什麼保障。她這麼說著所屬兒少保護網絡內部的後續處理過程： 

之後，我們開了很多很多檢討會，可是我覺得開那些會對我是二度傷害。

我們把當時的事實不停的陳訴，警察卻講說他們並沒有看到刀，只是看

到一個亮亮會反光的東西，不是一把刀。當天與會的教授也幫警察說話，

我永遠、永遠（語氣加重）記得她說一句話，她說：「警察吼，要管的

事情很多，什麼雞毛蒜皮，大到他們家牛狗豬不見都要找他，所以他對

家暴法、兒少福利法這些東西不明白、不清楚也是可以原諒的。」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79 

 

小儒當時是研究者的同事，記得那天整個辦公室的士氣相當低靡，因為大

家清楚知道小儒和陪同的同事兩人正處於危險之中，卻無法立即趕到案家支援，

於是求助離案家最近的警政主管，卻被刁難要先傳真「職務協助書」、讓該單

位長官核示，批准後才能要求轄區調派警力支援。求助失效，緊接著在辦公室

的每個人都分頭幫忙打電話給轄區分局、婦幼警察隊…。就這樣，行政文書來

來往往數個可以就近協助的公家單位，每個單位都是打高空砲婉拒求援，給的

答覆是：「沒有長官指示，我們不能貿然行動，這樣會被告。而且，你要找你

們和我們官階對等的主管來講，這樣是越級。」 

只要小儒和陪同的同事無法離開案家，一分一秒都增添他們的生命危險。

於是督導直接找地檢署檢察官協助由檢察官直接下令警察單位協助，個案、小

儒和另一位同仁才順利離開案家。 

就國內性侵害防治工作而言，這是一項跨專業的網絡團隊工作，網絡團隊

成員包括：保護扶助組（社政單位）、暴力防治組（警政單位）、教育宣導組

（教育單位）、醫療扶助組（衛政單位）12等專業共同組成。網絡合作也並非自

然天成，必須仰賴具體合作的行為，或是具體的資源投入，以克服人性弱點引

發的本位主義，以及官僚組織有專業分工卻沒有合作的網絡體系。國內許多研

究均指出，防治工作要有成效，其必須為一跨專業、跨單位、跨組織的網絡合

作模式，而在被害人緊急救援第一時間，警政和社政雙方良善的互動與合作關

係，常可使被害人在進入防治網絡體系的第一時間將傷害降到最小，也可穩定

並安撫被害人的身心狀態。 

大家都知道經歷了什麼事情。會問、會關心、會關懷，可是我印象中我沒

有在同事面前掉過眼淚。我記得就是事情處理完的當天晚上我有回家哭，

回家真的哭，可是不敢讓家人知道。其實那陣子睡不好，就是會一直夢到

                                                 
12

 此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六條規定之性侵害防治中心各專業業務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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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情境，這種情形大概維持兩個多月。 

除了小儒出現明顯的創傷反應外，小儒服務單位的所有同仁在經在歷這次

事件後，每個人內心都有不同程度的集體創傷經驗。局內主管也聘請外聘督導

幫所有同仁進行心理治療與對案父提出妨害公務的告訴： 

老師來做心理諮商已經是兩個月後的事情，因為當下我們心情還沒有平復，

根本沒有辦法做，也覺得自己：「ㄟ，好像已經好了、ok了。」沒有想到

那次的諮商讓我跟我的同事哭的更慘。我們跟諮商師講了很多很多情緒上，

例如說：「為什麼我不可以逃？為什麼要站在那裡，個案幹嗎一直躲在我

後面？」就是很多違背專業的東西，但是講完以後就釋懷了，也比較放心。 

受到個案攻擊後的反應有個別差異現象，有些人可能在震驚、疑惑的情緒

之餘，還會自責未能停止暴力，產生對自我專業判斷及能力的懷疑（Atkinson，

1989）。事後小儒也曾經想著對於自己是否適合從事社工產生懷疑，因為自己

不應該產生非專業倫理的想法。因為社工教育不斷的傳達出能夠「維護兒少最

佳利益」、「終止暴力」這才是社工專業的呈現，因此當職場暴力事件發生後，

隱藏著社工員不具專業能力的訊息，甚至讓社工員對自己產生質疑與羞愧

（Newhill，2003/2007）。 

後來討論到提出妨礙公務的告訴，但我自己覺得很悲哀，就是因為你要

提出妨害公務的告訴雖是用機關名義，但你是代訴人、是證人，你又不

符合秘密證人保護對象，所以你的住址、電話、身份證字號通通會出現。

我覺得也許提告訴可以還給我一個公道，可是我的人身安全又是陷入另

外一個很大、很大的危機，也影響家裡，萬一他真的去我家去做一些什

麼事情，我不是更慘。 

這個事件小儒體驗到了為何有些服務的個案會採取消極被動的方式處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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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為個案不想要再去面對暴力事件所帶來的影響，不論是心理層面的恐懼、

愧疚、質疑自己不好，或是採取正式的法律訴訟途徑。這些積極的作為只是一

再重複去面對暴力事件發生的當下，再去經驗一次深層的恐懼與擔憂，甚至還

要跟施暴者有所接觸，波及到全家人的安危。以小儒遭受暴力的經驗，兒少保

社工員所體會到受傷最深的不是被暴力攻擊，而是無法掌握的恐懼感，和被檢

討、被檢視、被質疑、被漠視，那種不知何時帶來危機的害怕，深刻體驗到多

重傷害的嚴重性，和機構制度對受害社會工作者創傷復原的重要影響。 

我覺得因為這件事情讓整個局裡面的同仁去反思社工員的安全議題，就是

讓大家開始去重視社工員的安全議題，我覺得還蠻值得的。大家開始的去

重視什麼叫做社工員的人身安全。去採購一些防狼噴霧器啊、錄音筆，還

有一些安全保護的機制，例如說下班同事一定約好一起離開，督導、局長

同事碰到嫌疑人的電話、陳情投訴都會幫我檔下來。 

遇到這樣子的衝擊時，其實還滿驚訝的，也很難過，為什麼我們的教育沒

有告訴我們。如果它早點告訴我，說不定我就不會做這個工作。 

小儒受訪最後的分享丟出了這樣的疑問，社工的專業養成教育裡一向都教

導社工原對於個案要同理關懷傾聽，沒有人教社工員面臨危機時該如何自處。

Crofoot(2007)的資料顯示有 41％的社工自覺對於職場暴力的瞭解與訓練不足，

59％的社工表示所受的訓練沒有提供如何辨識潛在暴力個案的課程。

Griffin(1995)的研究也顯示正規的社工教育課程（學校）很少有安全議題的訓練

與研究，學術界不瞭解實務界社工的安全問題，學校沒有教導學生關於暴力與

危險的評估，過去僅有醫療體系的精神科會針對病人暴力有所教導。而汪淑媛

（2008）的研究檢閱歐美與台灣社會工作者工作倫理守則文件、當代主要社工

概論教科書、以及台灣社會工作系所開設課程，發現社工教育系統對於社工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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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風險的討論相當有限。社工教育沒有充分告知學生從業風險，沒有給予適當

的因應策略訓練。 

 

小結 

從此階段可以看出受訪者面臨到的暴力類型為：1.口語暴力，例如：尖銳

高亢的質問語氣、大聲咆哮辱罵、指責、質疑執法正當性；2.肢體動作威脅，

例如小儒遭受案父的持刀揮舞威脅；3.口語威脅，例如：揚言丟汽油彈、找民

意代表關心。暴力來源為個案、個案父母（特別是性侵害案件嫌疑人）、個案

家屬、民意代表、其他專業人員，例如：員警、教育體系、學者專家。 

受訪者表示遭受職場暴力之後有些人出現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例如：桃儷看到類似案父體型的人就會覺得

害怕，也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與處遇策略是否合宜。小麗無法安睡，一直想著

事件發生過程、擔心同仁受傷。小儒雖在人前表現出堅強鎮靜，夜裡卻是睡不

好、不斷想起暴力發生當下。此外，小儒的事件也讓服務的縣市主管開始正視

「社工員人身安全」議題，並開始發展出安全保護機制。最後，小儒的提問（社

工教育缺乏危機課程）與彭彭的分享（精神科的危機應變訓練）應證了

Griffin(1995) 和汪淑媛（2008）的研究：正規社工教育缺乏安全議題的訓練。

因此，不論是學校或機構應儘早開始職場安全議題的準備。 

需強調的是，此階段的受訪者均是性侵害防治工作者，所呈現印象最深的

職場暴力經驗均是在處遇「家內亂倫」的工作場域，因此他們所面臨到的職場

暴力情境並不代表所有性侵害防治工作者在服務性侵害被害人時都會面臨同等

職場暴力問題，也不代表處理家內亂倫案件一定會面臨同樣的職場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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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安置後的中長期處遇服務時期 

在危機處遇階段評估的是個案的人身安全狀況，人身安全評估結束後，將

會有兩個後續處遇措施，一是進行緊急安置後的中長期處遇服務，此時個案已

經被家外安置，進行的是個案家庭重建工作，等個案結束安置返家後再進行家

庭維繫工作。接著，另一個是未安置個案的後續追蹤輔導。大致而言，兩個處

遇方式都是在進行家庭維繫工作，希望維護受服務的兒少可以獲得安全的成長

環境，維護其最佳利益。本節將呈現 4 位受訪者在執行家庭處遇工作階段的職

場暴力經驗。 

壹、 小澄 

在 12 位受訪者中，小澄的保護性業務經歷或許不是最長，但從事的卻是

個案類型最為龐雜的綜合型保護性工作。這一種保護性社工服務的個案類型包

括兒少、老人保護、身心障礙者保護、婦保、成保、家暴和性交易的個案，服

務對象的年齡從0歲到65歲以上，障礙類別則從一般健康個案到身心障礙個案，

因此就所接觸保護性社工實務內容而言，小澄的保護性社工工作經驗堪稱豐富。

以下為小澄進行家庭維繫社會工作實務在這個階段的職場暴力經驗。 

小澄在訪談中提到，有一次她陪安置多時的少女返家探視母親，並且同時

進行家庭維繫社會工作處遇的工作時，原以為許久未見母女的相見場面應該會

溫馨感人，沒想到卻是她第一次從案件身上感受到自己的職場暴力風險經驗。

她說： 

我們兩個剛進家門，剛開始還好好的，然後雙方起口角，她媽媽就開始

將少女貼在她們家牆壁上的獎狀都撕毀。剛開始我有試著安撫雙方，媽

媽便把大門鎖起來，出拳要打少女，少女就閃躲到我背後，媽媽出拳也

揮打到我，對我說：「你不要擋，再擋我就連你一起打。」雖然當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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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手擋住，但媽媽像發了瘋一直打一直打，孩子一直閃一直閃，我們

二個一直閃。 

媽媽當時有飲酒，平時也喝得很頻繁，親職照顧不是那麼的完善，但這

個媽媽都會避重就輕，對話內容不是在講說她沒有錯，不然就說都是孩

子的錯，不然就是覺得社會局很雞婆，甚至有的時候會情緒大到說：

「我不要跟你說了」，就掛電話。不然，就是狂罵你。 

安全是指不受威脅，没有危險、危害、損失。從廣義上而言，應包括生命、

健康、行動自由、住宅、人格、名譽等安全。兒少保社工首要的工作職責就是

「終止暴力、確保個案人身安全」，這種「人身安全」經歷和感受。 

帶孩子回家原本只是單純的要讓已經接受安置多時的個案有機會參與自己

的未來處遇計畫，讓她可以跟媽媽討論自己的想法，此次經驗小澄雖非案母主

要攻擊目標，但真切面臨到非預期的安全脅震撼，讓她清楚知道為何個案如此

懼怕她的母親，也對個案有著更深層的理解。 

「家庭訪視」是社會工作有效且常運用的基本技巧之一，小澄也提到了訪

視個案路程中的交通路程： 

「在 88 風災之後，山上的路很多都坍方了，有次我和同事開著四輪傳

動的車子上山，但那一段路讓我們兩個真的要哭了，因為村落跟村落間

的連結道路是斷掉的、不知道要開多久才會到那個地方，那個過程讓我

其實好恐慌、很害怕、很恐懼，不知道到底哪一條是可以行走、地基堅

固不會滑動的路。」（小澄） 

和同事結伴開著性能很好的四輪傳動車上山似乎解決了交通不便的問題，

然而，天然災害讓山林全變了樣，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山林間隱含著沈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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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壓，潺潺的流水夾帶的落石隆隆作響聲，一旦走錯路也無人可問。且高山過

了中午後容易起霧、下雨，天色暗的快，車子行走在不知地基是否穩固、上游

洪水會不會瞬間沖下，將臨時搭建的河床鋼便橋沖毀，及沿途山壁是否掉下大

落石都不得預期。這樣的家庭訪視，走得步步驚心、走得提心吊膽，深怕一個

無法預期的意外造成了生命安全的危害。  

貳、 沛佩  

沛佩是一位資深的兒少保護社工員，目前擔任行政主管職的她雖然已經不

再直接進行個案處遇工作，但回憶起早年還在社福中心擔任資深兒少社工員時，

若遇上督導公出、開會、出差或休假時，經常要代理當時的督導職務，負責協

助同仁進行處遇工作。當她談起當時經歷的一次職場暴力經驗時，卻仍像是昨

天才經歷的一般深刻。她說： 

我記得當時同仁緊急安置了一個嚴重受虐的兒童，這個家庭是隔代教養

的家庭，那個國小低年級孩子長期就是阿公阿嬤在帶的，當時主責社工

就帶著孩子去寄養家庭，我們當時的分工是請保護組社工或代理督導出

來協助。那時我是代理督導。阿公剛進來時脾氣很好，可是當天的答案

讓他們不滿意，因為我們拒絕讓他們帶回兒童。… 

之後，阿公跟阿嬤每天來我們辦公室，甚至把臉、頭用布巾帽子包住，

就在我們辦公室停車場的地下道等我們。幾天後，爸爸來找我們，他來

了也是咆哮、辱罵加三字經，然後甚至揚言要揍我們，離開後又打破我

們中心的玻璃，跟來的阿公則是衝進來罵我三字經、對我大吼大叫，阿

嬤是直接下跪求我們讓孩子回去。… 

這個事件我們大概連續處理一個禮拜，每天都有劇情。沒有人受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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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仁內心都很恐懼。那種恐懼是讓我們想像說，萬一他打破的玻璃傷

到我們怎麼辦？如果看到督導、替代役、或是主責社工沒有進來，（就

會想到）他們可能在外面被盯上，受傷了、被打了怎麼辦？ 

沛佩事後對整個事件開始省思，特別是想到身為一個資深保護性社工，面

對這樣的狀態，似乎不能僅仰賴自己經驗夠、年資深和「已經習慣」的工作模

式去從事保護性社工的業務，而輕忽一些微小的、足以造成人身安危的跡象。 

沛佩在民國 86 年就已經在民間單位擔任兒保社工，在 92 年的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整併立法之前進入公部門繼續從事保護性社工的工作。十餘年的保護性

社工資歷，不僅見證了兒少保護社工從立法未臻周延的「兒童福利法」和「少

年福利法」，到整併成「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再演變成今日的「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法行動由早期方案委託民間單位擔任一線緊急救援工

作，到由公部門結束委託並執行的緊急救援保護業務，以公權力與行動宣示

「兒童跟少年是國家的資產」介入緊急救援保護工作；兒少保護業務少工人力

從早期什麼都兼、什麼都做的兼任性質，到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增聘兒少保護

專責社工員人力、增加保護性業務社工員津貼等兒少福利政策演進過程。由社

會福利法規的訂立與修正過程看來，確實不乏明文要求社會工作介入的情況，

也賦予公部門從事兒少護性業務社工員更多法定責任。 

沛佩表示在學校社工專業教育或是實務工作者的在職訓練裡，或是社工專

業養成過程中，沒有被教導「社工人員如何面對暴力的危險評估及安全行動計

畫擬定」，也沒有人指出兒少保社工員或是從事保護性業務社工員在其專業養

成過程中應具有哪些才能、或是處遇工作裝備，該如何面對在處理危機中的壓

力因應與自我照顧，這些都是是沛佩最為擔心的隱憂。 

從研究者蒐集到的本土文獻中，王麗馨（2008）的碩士論文研究結果顯示：

「社會工作員接受預防及處理暴力或有潛在暴力的個案的相關訓練比例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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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半以上的工作者表示機構未提供任何人身安全訓練、防護措施、安全設 

施或設備等部分」、「在訂定安全計畫則高達八成四的工作者表示機構未訂定

任何人身安全計畫」、「機構管理者重視但不積極處理」。顯見沛佩的擔心也

不是沒有道理。兒少保護社工員在被賦予責任的同時，他們的配備到底是什麼？

在埋首「解除兒少危機、終止暴力」的同時，是否自身已身陷危機而不自知？ 

參、 心潔 

對保護性業務的社工來說，對具有施虐者和監護人雙重身份的家長進行家

庭處遇工作，無非是所有保護性工作中最具挑戰性的部分。倘若此時社工員自

己又處在特殊狀況，面對情緒衝動控制差、有施暴史的相對人更是一大挑戰。

挺著大肚子的心潔就碰到這樣的情境，他在訪談中提及自己一次職場暴力經驗，

她說： 

當時候自己是懷孕大概是五六個月的狀態，接到一個單親爸爸在喝醉酒

的狀態下威脅小孩、說要自殺，通報單上呈現小孩遭受毆打、已被緊急

安置的紀錄。爸爸酒醉清醒後期待我們可以把小孩還給他，用電話持續

的騷擾，就是在電話中辱罵三字經、口出惡言，就是希望他（個案）回

去，希望他返家。 

我記得當時候，談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他舉起桌上的水杯，往我的方

向丟過來，水杯掉在地上破了，水也都噴出來。當時自己是懷孕的狀態，

所以那時候有被這樣的一個舉動嚇到，然後也意識到他如果要刻意傷害

我的話，可能也會傷害到可能肚子裡面的小朋友。所以當下情緒有一些

恐懼跟氣憤。 

外觀嬌小的心潔總是給人處事有條理，個性不紊不火，講話輕輕柔柔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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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象。研究者揣摩著嬌小的她挺著大肚子和相對人談話的衝突畫面，著實替

她捏一把冷汗，萬一相對人一拳或一腳攻擊她的肚子，後果可真不堪設想。 

心潔繼續娓娓道來： 

「當時我需要去跟他談個案要繼續安置這件事，其實他的情緒反應很高

漲，然後也不同意這樣的處理。所以在會談的當下，他有一些哭泣、抗

拒，跟情緒比較激動的情形。當時候我才意識到他也是一個被害的小

孩。」 

「相對人是被害的小孩？」這可把身為研究者弄糊塗了，細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心潔認為把個案進行安置對身為父親的相對人而言是一個「剝奪行為」，

剝奪掉他繼續行使親權、親職的行為和能力。雖然這僅是一個暫時的狀況，只

要原先安置的理由解除了，案父也配合相關處遇計畫，個案仍可以返回原生家

庭居住，但是「剝奪」這件事就如同成人在處罰小孩、拿掉小孩心愛物一樣，

小孩也會有哭泣、抗拒、情緒激動的行為。更何況這個「剝奪」是經由法院認

可，是公領域事務，不是在家庭裡這個私領域管教小孩這樣簡單。 

也有可能案父在小時候也是這樣被他的父母親管教的，他才會用同樣的方

法對個案進行同樣管教方式，只是現今法令認定這種方法叫做「過當管教」，

是違法行為，而這個「過當管教」行為在案父小時候並不會受法院處罰。沿襲

案祖父母自幼的管教方法，再加上案父缺乏正確的親職管教知能，從其知悉個

案需繼續安置的各方面行為反應，心潔才會說案父也是一個被害的小孩。 

肆、 珍珍 

社會工作者受到人身傷害的來源可能是工作的對象或其家人、親友，這些

人都可能會施暴或傷害到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對於這些個案的危險性不能

事先茫無所知，而是應先加以推估、預測與判斷。對於曾經發生傷害他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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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象或其家人、親友，都可能是較危險的對象，社會工作者對其進行工作與

服務時，危險性都會較高，故應特別注意。雖然所有與社工員職場暴力相關文

獻指出社工人員受到人身安全威脅最大的來源是相對人，但從珍珍的分享可以

清楚看到另一個大家容易忽略的人身安全來源---非相對人的其他成年家屬。 

我處理過一個通報個案，學校通報孩子身上有傷，但卻說是因為沒有照

顧好弟弟、讓弟弟摔倒，所以媽媽打她。那老師覺得不太對，她的手腳

傷痕好像是藤條或是木棍的痕跡。當我到家裡去找媽媽，媽媽是說那是

孩子自己摔倒的，孩子就不太回答這些問題。隔天就接到老師的通知說：

「孩子說是她自己摔倒的，是她說謊騙了老師，她只是想要得到老師的

注意」。那我覺得孩子的訊息轉換太快，就再次家訪。跟媽媽的互動時

發現媽媽有一點點精神方面的問題，情緒容易失控。當我們提到孩子的

狀況，媽媽認為：「孩子都一直說謊，為什麼我們都要相信孩子？」 

事後發現相對人是案繼父與前妻生的大孩子(案繼兄)，原因是小二的他

去翻了房間的抽屜，讀國中的哥哥覺得他怎麼可以隨便亂翻抽屜，所以

拿電線打他。 

案繼父說我把孩子帶走之後，媽媽的情緒很激動，造成家裡有一些改變，

希望我趕快讓孩子回家，讓家庭回復到他們的正常生活，媽媽的情緒也

會比較穩定。他威脅我趕快把孩子帶回去，他說：「我知道你們工作的

地方在哪裡，我也認識很多那個一些大哥、黑社會的人，所以如果不趕

快把孩子還給我的話，會要妳好看，大家走著瞧。」其實我會很害怕，

因為他比我高壯、又比較黑，他講話的眼神跟語氣讓我覺得不懷好意。 

又是一個拿自己認識很多「有頭有臉」的人士當後盾、以彰顯自己很有能

力的傢伙。但是他的「有能力」似乎與「親職教養能力」扯不上邊，只是藉此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90 

 

威嚇社工員「快讓個案回家」。這種非理性的處理方式，也讓珍珍相當憂心後

續個案的返家計畫，與案家的家庭維繫工作該怎樣進行。 

當案繼父持續出現威脅言語，而我卻完全沒有任何的準備的那個當下是

很有恐懼的，內心有很大的情緒起伏。但那時我是想要安全的離開那兒、

那地方，所以我把我所有的聲音放慢放緩，然後跟媽媽溝通之後，也讓

我的情緒比較平穩一點。離開之後我在騎車往回機構的路上，把車子停

在路邊大概有幾分鐘之久，我蹲在摩托車旁邊，一直深呼吸讓自己的情

緒穩定下來，然後身子有點發抖啦，就是有點害怕，好像驚魂未定的感

覺。我覺得很像整個力氣被抽掉、就是沒有辦法動，因為我覺得如果我

今天沒安撫到媽媽或者是案繼父的情緒，那我可能就無法離開那個地方。

我大概在路邊停了三分鐘至五分鐘，才有那個力氣騎車子回機構。 

面臨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震撼，珍珍表示當下雖有害怕發抖的反應，但

仍要表現出一副處變不驚、臨危不亂的樣子，畢竟不能在場面上洩氣讓家長瞧

不起，這樣無助於後續工作。但心理慌的要命，一直盤算計畫著該怎樣快速離

開現場、找個安全的地方讓自己好好的發洩、舒緩緊繃的情緒。 

後續在服務保護性個案的時候，我會比較容易去觀察對方的眼神跟臉部

的表情，還有就是聽他那個講話的音調。語氣變得不一樣就是他音調有

提高、或者是那個臉部的表情開始變得很凝重，然後就是、他的眼神啊、

臉部的表情變得比較凝重、跟有一點眉頭皺起來的時候，我就會警覺。

我只要聽到聲音變得有比較不太一樣的時候，我的身體會不由自主地往

門口靠。然後我要去訪視的時候，我會先到案家附近，觀察一下那個周

遭的環境，我不會就直接進到案家去找個案，這樣我如果有什麼狀況，

或者是，我進到案家裏面，我要怎麼出來。我會考量就是我的摩托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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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邊，當發生事情的時候，我要怎麼趕快衝出來，要怎麼求救，這樣做

讓我可以自保。我覺得這是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在後續訪視的時候會

注意地方。 

兒少社工員在評估個案或工作對象的風險性時，除了應認識清楚其相關背

景資料外，還有一項需要評估的是自己與個案力氣的對比，也即如果發生肢體

衝突時，兩人之間互相壓制住對方能力的大小或高低。如果社會工作者有較高

強的力氣可以壓制個案或工作對象，則安全度便可較高，否則如果社工員的力

氣不如個案或工作對象，則危險度便會增高或加大。 

經歷了這個經驗的震撼教育，學到「敏感度的提升」、「怎樣面對衝突」、

「怎樣做好人身安全規劃」、「兒少社工的命好賤」是珍珍的最大感想和感慨。

原來，執行兒少保護工作確保了兒少的生命安全，卻讓執行業務的社工員赤裸

裸的暴露在危險情境中，毫無反擊能力。 

 

小結 

從此階段看到受訪者面臨到的暴力類型為：1.肢體暴力，例如小澄遭到案

母的出拳揮打。2.口語暴力，例如：辱罵三字經、大吼大叫。3.心理威脅，例

如：案祖母跪求沛佩讓個案返家、案父朝著心潔方向丟水杯、揚言毆打社工員、

找黑社會人士處理。暴力來源為個案、個案父母、個案家屬、黑社會人士。 

此外，小澄也分享了一個潛在的職場暴力風險來源：訪視的交通路程與到

災害區域訪視。這個風險來源雖然不是由個案或案件關係人等人為因素造成，

卻也足以對兒少保社工員產生嚴重傷害。然就文獻資料顯示，多半是針對來自

個案或個案關係人的暴力威脅來做分類，較少將交通意外、災害區域訪視、夜

間出勤、野狗咬人等。納入個案或個案關係人以外的職場暴力危險（劉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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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 

過去社工自許為助人專業、慈善工作、推動政府業務的公務員，很難想像

自己得工作會引來安全問題，對於工作安全缺乏危機意識與警覺心。遭遇過職

場暴力的威脅，有些受訪者改變了日後處遇個案的技巧、提高對談話對象言行

舉止的警覺心。在進行個案處遇時更注意加強對於自身安全的敏感度，並事先

採取預防措施，例如：珍珍便會在進入案家前先探訪案家座落的社區型態、安

全的交通路徑、觀察之後先預想好自保的策略。有些則是表示更能理解、同理

施暴者的心態與感受，因為這群人的情緒不穩、衝動控制不佳、對於被剝奪權

利的憤怒才會對社工員產生敵意或攻擊（Crofoo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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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安置個案之處遇追蹤、評估時期 

本節呈現的是在「未安置個案的處遇追蹤、評估」時期的兒少保社工員職

場暴力經驗，將會看到以下三個案例。 

壹、 芠媽 

已有多年社福工作實務經驗的芠媽歷經了早年多數地方政府將兒少緊急救

援業務委由民間單位執行，後又收回由公部門執行的轉換年代。當時的她因家

庭因素轉換雇主，從民間單位進入到公部門，一樣執行兒少保危機救援業務，

卻明顯感受到執行救援業務資源豐厚的差異性，也看到號稱「跨專業合作」的

兒少保護網絡中，因各專業不同立場與視野，所產生的過多質疑和期待，讓兒

少保護性工作的社工一直都很孤單。 

我處理一個疏忽照顧的小一個案，因為他的父親已經是癌末患者，無法

供應基本生活所需。我沒有因為知道父親得了癌症，未立即將孩子強制

安置，但我用了很多替代的資源，譬如說我會請學校老師照顧他的三餐，

課後請個案到天主教修會上課後輔導班，也有慈濟和其他社會資源去關

心這個爸爸。我覺得如果沒有讓孩子參與爸爸的生命歷程，也許未來對

孩子和父親來講都是一種遺憾和空白。 

「不可預期的兒少保護的工作情境」常是兒少保護社工的擔憂，也是這份

工作最大的焦慮負荷來源，沒有人可以保證當你執行A處遇後，就一定可以達

到 A 效果。 

沒有緊急安置讓當時的我承受滿多的壓力，包括：辦理課輔班的基金會修

女會不斷的請社工打電話給我說：「為何你不安置這個孩子？」學校老師

會覺得：「為什麼你不把他強制安置呢？難道你一定要等他怎麼樣了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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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安置嗎？」這樣的話語帶著威脅跟指責，因為沒有一個社工願意他怎麼

樣了，但是在他沒怎麼樣之前難道我就可以去猜測他未來會怎樣嗎？我也

碰過相對人在家裡，沒穿褲子，赤身跟你談話。那個不舒服的感覺有誰瞭

解。 

Stewart（2007）研究指出社會工作是一項間艱鉅的工作，而公部門社工員

（Statutory social worker）的角色經常隨著組織的施政目標或國家法規的規範而

改變。法規給予公部門社工員合法性地位，但也限制社工員可以提供服務的範

圍。社工員服務的對象是「人」，人類行為會因著他所生長的時空、社會事件、

家庭環境而有不同面向的變化，要用「安置」去避開個案未來生活中會出現的

險境，套句芠媽訪談後閒聊的話：「太瞧得起兒少社工了」。  

可能因為自己也當媽了，在看這些孩子的成長歷程你會有一些投射，當我

在看我怎麼應對我的子女，我開始會比較同理到相對人的部分。我們怎樣

讓他改變、讓他去思考他也可以跟我一樣的思考方式和角度。所以你在看

待所謂的被虐這一塊你會比較鬆綁一點，你就不會嚴重化去強調他的行為，

至少心態上不要張力太強，我覺得讓彼此情緒的穩定很重要，這樣才可以

建立關係。這是這個行業（社工）的特質，所以只能轉化自己心態。我這

樣做不是委曲求全，我認為我知道我跟你不一樣，我只是用另一種技巧在

面對你而已。 

雖然芠媽曾表示看到或聽到「人身安全」、「職場暴力」就覺得無力，因

為她的投射認為從事社會工作不可避免的宿命就是被罵、被跟蹤、被威脅，有

時也會覺得「自己幹嘛活的那麼鳥？如果真的被打，就跟他打。」之類的想法。

但事件結束之後只能選擇自我壓抑，或是和同仁訴苦聊天打哈哈讓事件隨著時

間消逝。雖然聽起來很消極、甚至有點辛酸，但是面對著來自各方對社工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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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與壓力，芠媽會自己找諮商師做個別諮商，幫助自己找出復原力與正向能量，

選擇調整自己的心態，隨時調整和個案、案家的工作關係和工作目標來應對一

切可能會發生的任何狀況，減少自己遭受職場暴力的機會，讓自己不容易在職

場上面臨工作耗竭。  

貳、 珉雅 

每當有兒虐致死案件披露，社會輿論就會習慣的尋找代罪羔羊，網絡間就

會開始出現「卸責視的過度通報」。公部門兒少保護工作人力耗損於澄清、確

認網絡間通報案是否為真正兒少保護案件，珉雅提供的正是受到媒體波及而難

於合作的經驗。珉雅協助未接受機構安置、住在親屬家中的兒童聲請保護令，

結果引來疑似有邊緣型人格的相對人每天不停的電話騷擾、恐嚇及謾罵。當時

媒體正沸沸揚揚的報導曹小妹案，放大檢視公部門兒少保處遇流程的疏失與漏

洞，這些報導都成為相對人引用、以攻擊社工員的教戰資料。 

相對人是爸爸的女朋友，這個相對人我們服務很久，服務過的同仁去開

了精障個管聯繫會議都沒有結果，因為他沒有身障手冊。後來孩子的親

人堅持要對相對人提出保護令聲請，我幫孩子提出聲請後，相對人很生

氣的跑來質疑說：「我哪裡有打傷他？你告訴我是哪裡？」之後她就不

斷打電話來跟你盧，恐嚇說：「好，你不告訴我誰提出聲請的，你等著

蘋果日報來報你、你等著收屍、你等著棺材抬在你們辦公室面前、你等

著。等我死了、孩子長大後會怨恨你這個人，怨恨一輩子。」他就是一

直打電話來騷擾，恐嚇。 

Lisa McCann 與 Laurie Pearlman（1990）指出，從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

治、兒少保護一線社會工作者除了直接面對暴力加害者之外，持續地暴露於不

人道、殘酷、重大傷害的社會事件中，比一般社會工作者更容易感染替代性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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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特別對於剛大學畢業、甚少社會歷練的社工員而言，在情緒、心理上更是

很大的負擔。 

那陣子媒體正熱絡報導曹小妹兒虐案，社工員被批評得很不好聽，他可

能看到那個新聞就打電話來說要找蘋果日報報料，剛好我就很在乎媒體，

那個社工不是就被指責很嚴重嗎？甚至我的情緒上有一點瘋，整個受到

影響。我覺得又開始看到好多報章雜誌在批評社工，而且他不是在指責

整個環境，他一直在指責這個社工員。所以你就會覺得只要他講說我要

叫媒體來的時候，我就會很害怕，就會開始心理會有ＯＳ存在，開始擔

心。 

民國 99年 4月發生的曹小妹案，政府和社工系學者帶頭指責前線社工員不

夠積極、疏失、不警覺、經驗不足、判斷力差，甚至是「官僚殺人」等，內政

部為了曹小妹案在 99年 4月 24日緊急召開了專案檢討會議13，其中的一項內容

決議為：「社工人員扮演著整體兒少保護事件的樞紐位置。責任通報人員通報

案件後，社工必須儘快分判案件類型。若屬於兒少保護案件，社工人員依規定

必須在受理通報後 24 小時內看到小孩；若屬於高風險家庭，社工人員則必須

在通報 10 天內進行訪視。」 

媒體和輿論都太把重點放在社工接案的檢討，但是警政、衛生、教育等單

位的責任如何被檢視？所有系統都因為曹小妹妹事件而繃緊神經，教育部在此

次事件後，通令其所屬學校，舉凡「疑似」狀況皆全面通報，學校也變得敏感，

一點點小事情都通報兒保，要求社工人員進行安置，造成資源上的浪費。連內

政部的檢討會議也是將社工放在「兒少保護事件的樞紐位置」，無怪乎珉雅會

擔心害怕相對人的威脅。同行相欺，專業人評判專業人，只是模糊社會認識兒

                                                 
13為徹底檢討政府處理曹小妹案相關缺失，當時的內政部部長江宜樺親自主持「重大兒虐事件

防治小組會議」進行專案檢討。並將檢討的內容會放入兒少保護整體標準作業流程，作為未來

地方政府個案處理準據。之後內政部提出的「增加兒少保社工人力」政策亦是據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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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少年保護之工作困境，缺乏從根本反省現行兒少保政策思維之不足與謬誤，

最終，前線社工成為事件的祭品，並未真正解決兒童少年保護之問題。  

珉亞跟芠媽一樣有過被相對人性騷擾的經驗，她說： 

他（有精障的相對人）突然抱住我的手臂、還拿Ａ片跟保險套給我看。

還說：「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嗎？我看你漂亮可以當我女朋友。」這種身

體界線讓我覺得好恐怖。這個經驗讓我去訪案時會特別看一下案件的內

容是什麼，評估一下安全性，若不 OK，會請替代役陪我去訪視。 

幸好，當時珉亞相當冷靜的轉移相對人注意力，敏感的向案家大門移動脫

離困境。若當時相對人正處於發病的混亂時期，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參、 小杰 

職場暴力的施暴者不一定只有對個案施暴的相對人或加害人，對於社工員

的介入，接受服務的個案會因為改變了受暴的情境，就會對社工員心懷感激嗎？

其實個案的言行也會間接對提供服務的社工員造成傷害。小杰分享的個案或許

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樣。 

個案患有嚴重癲癇時常昏倒，但有精神疾病的媽媽拒絕送個案就醫。我

和學校介入後，媽媽非常氣憤，覺得學校怎麼會和社工聯合起來要整她

們家。 

媽媽闖進我的辦公室，一衝進來就情緒激動的罵髒話，把我送給孩子的

存錢筒朝我丟過來，邊罵邊向我靠近。當下我嚇呆了，媽媽發現了同事

桌上有資料夾，拿起資料夾往我丟，我本能的用手把資料夾擋開。接著

媽媽又拿了同事桌上的鋼瓶，用力地往我這裡丟擲，雖沒有丟到，但我

仍是嚇呆在原地，而媽媽丟出的鋼瓶把電腦鍵盤砸出一個大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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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媽媽攻擊的當時孩子就在旁邊玩，這時候他又好像什麼事都不知道，

說都是我們教他的。結束後聽到孩子問媽媽：「現在我們可以去吃麥當

勞了嗎？」我一整個火冒上來，孩子居然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弄大人。 

這個經驗很特別，也讓小杰清醒、清楚的知道：「受虐的兒少個案和課本、

媒體營造的形象不一樣」，原以為個案對自己夠信任，沒想到卻被出賣、反捅

一刀，這個經驗也打破了小杰認定身為兒少保護社工像超人一樣「拯救弱勢」

的想像。 

後來處理到類似的個案，我都會問清楚他講的是什麼事、什麼人，到底發

生了什麼狀況，如果他有出現威脅、恐嚇，或是他一定要強迫我照他的意

思去做，我也不太會理會，我會跟他說我們的限制，我就不會再針對他那

些無理的要求有什麼太多的回應。 

 

文獻顯示，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瞭解之後，曾受攻擊的社工員會重新評

估並接納攻擊事件，產生新的自我適應，而遭受職場暴力的社工員並非都產生

負面影響，有些社工員增加對潛在暴力的警覺性、修正工作策略以增進自身安

全；對於危險的個案請求警察共同處理其問題（Newhill & Wexler, 1997）；學

習用更好的方法處理憤怒的個案；嚐試更了解個案的想法；公平的處理個案的

問題；使用清楚明確、一致的方式與個案溝通等（Shields & Kiser, 2003）。 

小結 

此階段的暴力類型為 1.口語暴力：言詞辱罵、恐嚇。2.心理威脅，例如：

其他專業質疑社工員為何不安置，萬一發生憾事誰負責。案母要脅自殺，要社

工員等著收屍、等著被抬棺抗議。3.性騷擾：赤裸身體、抱住社工員、展示 A

片。4.口語威脅：揚言找媒體爆料。5.身體攻擊，例如：案母對著小杰丟資料

夾與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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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的暴力來源則有個案父母、案件相對人、其他專業人員的期待、媒

體與社會大眾對社工員的負面報導與評價。重新思考社工員的定位、修正自己

的工作策略、調整心態、發展建立敏銳的覺察能力、清楚辨識受暴與自身專業

能力無關、創傷經驗、更能理解個案或相對人的表面行為…等，均是職場暴力

事件對社工員的影響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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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發現和討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對兒少社工員而言，評估兒少保面臨的危機、協助兒少遠離受暴、遠離危

險環境，得以安全的成長是兒少保護工作首要之務，但是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

兒少保社工員自己卻也面臨著人身安危的事件。協助兒少遠離危險的助人者變

成受害者，這真的是相當弔詭的一種現象。研究者整理出受訪者的職場暴力經

驗，分析出兒少社工員職場暴力風險來源與類型，面對職場暴力後的個人狀態，

以及面對職場暴力經驗的實務應對策略。 

壹、 社工員認為的職場暴力類型與來源  

一、 暴力類型 

社工員經常運用家庭訪視與個別會談來協助個案，但面對這些有著爭議、

身心狀況不佳、更高風險的個案，社工員的人身安全就更值得關注（Newhill，

2003）。在提供保護業務工作過程中，社工員面臨的職場暴力有很多面向，不

論是社工員本身或他人，都需加以認識與了解。風險程度的評估與衡量則應以

社工員受到傷害程度的大小或高低作為認定標準。受到傷害程度的大小或高低，

一方面視其不良影響或後果的大小而定，另方面則要看恢復的難易程度而定。

因為傷害可能包括身體傷害及心理傷害兩種不同情形，故其不良後果也可分為

影響生理及心理的不同情形，但兩者對於社會工作都有不良後果。 對於受到

傷害後恢復健康難易的估計，則可用耗費的時間、金錢、其他資源及用心的程

度等指標來衡量。 

為呈現受訪之兒少保護社工員在實務歷程中遭逢職場暴力經驗的持續性和

積累性，研究者藉由受訪的從事兒少保護性業務社工對其遭逢的職場暴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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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路歷程，呈現研究者個人對職場暴力理解。整體而言，12 位受訪者在兒

少保護工作的四個階段中所面臨到的職場暴力類型，大致可分為身體攻擊、精

神威脅和非人為造成之傷害三種職場暴力，以下分述之。 

（一） 身體攻擊：個案或案件關係人實際對社工員進行暴力行為與傷害，

或是以物品攻擊社工員、傷害社工員身體，例如：揮拳、性騷擾、

丟東西。 

劉淑莉（2007）的碩士論文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工作者實際遭遇個案暴力

的經驗身體攻擊佔 14.0％。社工員面臨二次以上受暴經驗裡，身體遭攻擊佔

3.6％。肢體傷害類型如被拉扯、被毆打、持武器傷害共佔了 6.9%。比例不高，

但造成的後果與心理威脅相當強烈。王麗馨（2008）引用 Newhill 的量表進行

研究也發現，經歷實際受暴類型，經歷意圖或實際身體攻擊者佔 11.1％。  

再比對本研究 12 位受訪者分享的經驗中，被物品攻擊、拿刀揮舞作勢攻

擊，或是因為個案躲在背後不小心遭波及等案例雖不多，這些肢體暴力行為亦

非每個受訪者都曾遭遇過，但光想像的場景就令人覺得相當害怕，更何況是親

身經歷者面臨著現場的詭譎緊張的氛圍，來不及安撫自己內在的擔憂就要比現

場任何人穩定冷靜地想著該如何和施暴者斡旋。若非極度的冷靜及膽識，要安

全的離開危險情境著實不易。 

2008 年中部地區曾有女社工家訪時遭性侵未遂的新聞14，案例傳出後，引

起社工圈震驚。本研究的12位受訪者中，有2位曾面臨到相對人的性騷擾的經

驗。在蔡宏進（2008）的研究則顯示，在臺灣社工員的被害經驗中，性騷擾佔

了 5.5%、性侵害則是 1.1%。在社工員對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被害恐懼感比例分

別是 30.7％與 27.2％，顯見被害經驗雖不多，但其帶來的傷害嚴重程度與恐懼

更值得被重視。幸好這兩次經驗都有替代役及同仁陪同家訪，加上社工員反應

                                                 
14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aug/23/today-so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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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靈，順勢將危機降低，才能順利離開相對人住所。 

（二） 精神威脅行為：又可以分言語威脅與心理威脅兩類 

1. 言語威脅：個案以口語攻擊、威脅、恐嚇要傷害社工員、社

工員家人或同事。例如：詛咒、吼叫、辱罵、咆哮或指責。 

不論是面對面或是透過電話進行言語辱罵、恐嚇威脅這些語言暴力，12

位受訪者分享的職場暴力經驗裡都有類似的暴力經驗，印證了 Grant 

Macdonald & Frank Sirotich（2004）針對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對社工員進行

調查個案暴力的盛行率。該研究指出個案暴力類型以口語騷擾比例最高，佔

87.8%。而本研究受訪者每一個人都曾遭受語言暴力，其語言暴力的內容不外

乎國罵（指三字經或五字經）、詛咒、言語挑釁、恫嚇…等。從受訪社工員的

職場暴力經驗看來，口語辱罵、言詞威脅恐嚇幾乎每個人都有經驗。有些人認

為這是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的附屬品，以平常心面對可以降低被言語施暴當下的

情緒張力，穩定自己的情緒便可以不隨著對方的非理性態度起伏。有些人雖認

同語言暴力是兒少保工作的附屬品，但是無故被罵、被詛咒威脅還是會引起恐

懼，使身心受創。 

2. 心理威脅：個案或案件關係人對社工員展現企圖攻擊、或具

威脅性的肢體動作，或是案件關係人以自傷（自殘）作為威脅、

權勢的施壓（民意代表關說）、來自其他專業的壓力、媒體的負

面報導、社會大眾對眾對社工員的負面評價。 

劉淑莉（2007）的碩士論文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工作者實際遭遇個案暴力

的經驗，心理威脅高達82.9％。12名受訪者也表示，隨然沒有受到直接的身體

傷害，相對人手上拿著工具（像是刀子、棍棒、掃把等）、瞪人的眼神、騎車

尾隨，特別是社工若和相對人或個案們居住在同一個社區內，見面的機會高，

這些肢體動作、姿勢、眼神所造成的心理威脅程度，遠遠高過於直接的身體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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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為無法預期傷害何時會造成，只能提心吊膽，希望不要發生任何意外事

件。 

其次，民代的關說可以說是台灣特有的權勢施壓現象，帶來對社工員工作

情境的壓力與潛在威脅，這也是相關文獻較少探究的。加上網絡體系間的擠壓、

媒體的負面報導，以社會大眾對社工員的負面評價，這些都會使原本疲累不堪

的社工員感到更加受挫，進而使其再受創之機率增加。例如「體系的不支持」

便讓小儒在工作過程中感到十分受挫，甚至讓她有種被拒絕、遭背叛的感覺；

而珉亞也提到媒體對社工的負面報導，讓她時常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上新聞的

人。此外，兒少保護工作有被法令規範的時效性與必要採取的法定工作項目，

要在時限內完成所有的法定工作，例如：ON CALL，不僅讓社工員體力透支，

對身心健康與精神壓力也是一大考驗。 

（三） 其他非人為造成之傷害：被狗追或咬、交通路況、到災害區域訪

視、ON CALL 

被狗追這件事，每個受訪者都有經驗，甚至將「被狗追」視為家常便飯，

也覺得「本來就是工作風險之一」，比起直接的身體傷害，太稀鬆平常沒什麼

好提的，大家也就淡化自己的危機意識，都不會主動提及或當作是印象最深的

職場暴力經驗。所有的受訪者都以「閃躲」當作處理方式，沒有積極的方法去

面對這個可以預見的「風險」。 

王綉蘭（1998）對台灣政府部門社工人員進行普查，有 69.3％的社工人員

認為其工作環境不安全，特別是要外出查罹患傳染病者、兒童虐待、家庭暴力

等個案，以及夜間值勤等，經常面臨工作之危險性。但是家庭訪視是社會工作

有效且長運用的基本技巧之一，它可以幫助社會工作者藉由家庭座落位置、居

住環境、家庭成員互動、鄰里互動等面向的觀察來對個案的生活場域、周遭可

運用資源、案家生活作息更快速瞭解，並適時介入提供處遇。此外，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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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是保護工作社工員的基本業務內容，它並非一般輪值工作，而是白天上

班，晚上被電話不定時叫醒、卻不算加班時數的工作型態。且夜間出門上班並

沒有固定路線，得視案件發生的地點而定。受訪社工員表示，不論是平時的家

庭訪視或是夜間 ON CALL，都必須獨自前往指定會談處所。然而，到指定會

談處所中的交通路程也潛藏可能的交通事故風險，且行進路程中的變數也必須

由自己承擔。由此可見，不論是 ON CALL 指定的會談處所或是案主所居住的

社區對必需要進行訪事的社工員也是一種威脅。 

天然災害的影響是 12 位受訪者工作區域獨特的經驗，因為該縣市歷經八

八水災的重創，原本熟悉的道路一夕之間全變了樣貌，許多山林風貌、道路均

已改變。加上每年夏天都有汛期造訪，到災害山區進行訪視的交通路況也成為

社工員的另一個職場暴力來源與類型。 

蔡佳容（2010）關於婚姻暴力防治社會工作者經驗暴力威脅風險之研究結

果顯示，加害人對婚姻暴力防治社工員的施暴型態為：1.實際身體攻擊；2.口

語威脅，例如三字經的咒罵、威脅傷害社工員、或企圖表現出傷害社工員的行

為以達到威嚇效果；3.財產損失。對照婚姻暴力防治業務社工的暴力經驗，本

研究關於兒少保護業務社工職場暴力經驗呈現的受暴型態，除了身體攻擊與口

語威脅的描述相類似，兒少保社工員還多了性騷擾以及因需要離開辦公室進行

訪視而增加的交通路程職場暴力危機。另外，婚姻暴力防治工作者服務的是婚

姻暴力被害人，社工員不一定要服務婚姻暴力相對人，但是兒少保護工作者卻

是一定得面對身為監護人的加害者，面對著這些非自願性的個案，兒少保社工

所面臨的職場暴力危機也相對增加。 

二、 職場暴力來源 

兒少保社工員面臨的職場暴力來源大都來自於施暴者，這裡所指的施暴者，

包含社工員服務的個案、個案家屬、照顧者及案件關係人。了解職場暴力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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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途徑，是去探究從事暴力行為者的個人特徵因素。一個家庭暴力與職場暴

力的可能聯結，來自於行為人的早期受虐經驗。一個幼兒期曾遭受虐待的成年

人，容易在成年後產生暴力行徑（Johnson & Indvik , 1994）。施奕暉（2005）

在整理了數篇美、加地區的職場暴力文獻資料，發現了在施暴者個人特質部分，

若有以下特徵，包括：1.早年有受暴經驗、2.個人的物質濫用與精神疾病、3.

神經生理學因素，都可能增加了施暴者進行施暴的風險。 

本研究的 12 個受訪者表示，在這些讓他們印象深刻的職場暴力經驗裡，

對社工員造成職場暴力危機的施暴者，其個人特質大多有著精神狀況不佳、酒

癮、低自尊、自卑、低情緒衝動控制力，或是早期童年生活經驗不佳（曾是受

虐者，或成長過程中多失敗的經驗），這些關於施暴者的描述和施奕暉（2005）

的報告相呼應。 

從 12 位受訪者的經驗發現，其他專業人士、媒體、民意代表也是對兒少

保護社工的另一類施暴者。這些人員對社工員雖不會有直接的施暴行為，這些

來自工作場域、對社工員所採取的關心、質疑與權勢施壓等情境壓力，並非是

直接的暴力行徑，卻間接造成社工員飽受心理負荷與負擔的來源。 

再者，法定傳染病也是職場暴力來源之一。和人面對面溝通會談時最困擾

的，大概就是不清楚對方的身體健康狀況，以及住家衛生環境，特別是當和社

工員談話的對象患有開放性肺結核這類的法定傳染病。有受訪者表示在進行家

庭訪視時個案家中可能有人染有法定傳染病，有一些狀況因為能事先知悉或看

得到空間的衛生清潔度而可以採取預防措施，但是很多時候社工員單憑一張通

報單就得和案件相關人士進行會談，無從得知和對方是否患有相關的法定傳染

病，這點真的很難預防。 

另一個職場暴力來源是組織與法令政策因素。施奕暉（2005）的研究指出，

組織因素包括管理實務與行為、組織文化、工作同僚、僱用與監督實務、職場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106 

 

人力結構的變遷、組織變革、相關工作壓力等。政策法令因素則是來自法令政

策明文規定並規範社工員的法定職責，例如：修法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促進法」規定保護工作需在「24 小時內」見到個案並進行處遇工作、「72

小時內（3 日）」完成緊急安置與法院聲請文書、「4 天內」完成初步評估報告，

雖然規範社工員的工作時限是為了能及時提供緊急救援服務，但時效的規定也

常限制了社工員的處遇方式與休息時間，社工員往往為了滿足行政程序的要求，

必須超時工作或是以較冷淡無情感的態度面對所服務的個案。 

貳、 經歷職場暴力後的個人狀態 

Horwitz（1999）的實證資料指出，暴露於個案暴力相向風險的社工人員（特

別是從事兒童保護工作人員），較其他領域社工人員容易發生創傷反應。Lisa 

McCann 與 Laurie Pearlman（1990）指出，這是與創傷倖存者一起工作難以避

免的風險。從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兒少保護一線社會工作者除了直接面

對暴力加害者之外，持續地暴露於不人道、殘酷、重大傷害的社會事件中，比

一般社會工作者更容易感染替代性創傷，本研究的 12 位受訪者也有者類似的

身心狀態反應。 

一、 身心反應 

職場暴力事件發生後，受訪者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體反應，有人常感受到

壓力大、無法入睡，閉上眼或在睡夢中時常出現暴力發生的畫面。也有人每次

騎車要看有沒有人跟蹤，或是看到與施暴者相同體型的人就感到害怕。即便身

心狀況多不佳、多害怕，還是要打起精神面對每一天的工作。睡不好、無法入

睡，心情低落、無力、麻木、冷感、憤怒、覺得自己沒有人格、沒有尊嚴的社

工員是無法服務個案的，這些感覺卻是現在實務社會工作者經常掛在嘴邊的語

彙。身為從事兒少保護性業務的社會工作者，面臨到的替代性創傷反應亦是如

此。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每當聽見案家的來電、或是聽同仁轉述案家來電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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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個案會談對話，都會再次重現並經歷危機事件發生當時的情境，雖然刻意要

淡忘或忽略危機事件對其的影響，試著將情緒與專業工作做一切割，希望自己

再度面臨與案家進行個案工作時，能平穩自己的情緒狀態、不受影響，但卻讓

自己只是隱藏淡化受創的經驗，內耗自己建構出來對自己的信心，而並未正式

去面對處理自己的創傷反應。 

二、 對自己身為公部門社工的期許  

「公部門社工」這頂帽子讓兒少保社工員得以有執行公權力的法令依據與

角色存在的適法性，但無形中也像是孫悟空頭上的唐三藏緊箍咒的頭箍，給予

多大的執法權力也得付起相當、甚至是更多的責任與壓力，即便受到不白不平

之冤，也得笑笑地、堅強地堅強忍下。 

不能挑案、不能退案、接案量無上限，碰到困難危機不能表現出慌張的神

情、要比個案更鎮靜，還要讓他們「以為」社工員很厲害、罩得住，以換得個

案信任、創造和諧的工作關係。Stewart Collins（2008）研究指出，多數的研究

均呈現公部門社工員應該如何做他們的工作、應該負起何種責任、應該被怎樣

的監督（或控管），卻很少研究提及應該給公部門社工何種回報，如何提高對

工作的滿意度，以及如何創造並提供社工員積極正向福祉（ positive 

well-being）。 

國家法令賦予的權力與角色和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讓兒少保護社工員

以「謀求兒少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兒少保社工真的也將這個倫理守則內化

的自己的工作生態中。所有接受訪問的受訪者都一致同意「以兒童的生命安全、

最佳利益」為第一優先考量，也認同兒少個案身心發展尚未成熟，有權利獲得

良好的照顧，萬一受虐，國家應該出面保護，因為「兒童及少年是國家的財產」。

也因著這樣的信念，肩負者捍衛兒童身心安全及基本生活權益的責任，使得這

群兒少保社工員在執行兒少保護工作時義無反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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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的家人（家庭）怎麼辦 

社會工作者一向以為個案謀求福利、捍衛其權益為其終生職志，在執行業

務時，很少會考量到自身的安全與權益，因為所有社工倫理皆強調平等關懷倫

理。但是社會工作者也是人，他們也有基本身心理需要、有情緒、有感覺、有

價值觀，也具有所有生物體共同的脆弱性，例如生老病死。社會工作者本身也

和個案一樣，要面臨各種生活挑戰，在生命的週期過程，也可能處於類似個案

的危機處境，也有自己的家人（家庭）需要照顧。例如小儒想起若相對人那一

刀真的砍下來，她就這樣殉職了，那她的家人到底獲得何種保障？國家政策缺

乏對兒少保社工員的人身安全配套措施，由這個事件展露無遺。 

四、 生理層面：想離職或換業務  

公部門兒少保工作者的工作危機包括：高工作量、個人角色衝突、低工作

成就、低薪資、資源不足、主管有過多要求與繁瑣的行政監管、不理想的工作

環境（物理環境）、缺乏人性。這些危機易造成工作耗竭（burn out）和有離職

傾向（turnover intention），容易對服務使用者的處遇造成誤判。兒少保社工員

工作情境有兩大隱憂可以說明「工作耗竭」和「離職傾向」，分別是「工作期

待」、「工作資源」。工作期待包括：工作負荷大、角色衝突(工作要求的工作

角色和自己認知期待不一致)。工作資源包括：工作執掌是否被充分授權、品

質的督導支持----這是最重要的一項，直接影響一線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 

受到個案攻擊後的反應有個別差異現象，有些人可能在震驚、疑惑的情緒

之餘，還會自責未能停止暴力，產生對自我專業判斷及能力的懷疑（Atkinson，

1989），而有不想再回去工作；或是抗拒某一類型個案；避免某些話題及想轉

行的反應。有些受訪者在遭受職場暴力後清楚的反應是：「真的不知道當初為

何要做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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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社工員個人的實務對應機制 

除了負面影響之外，也有些社工人員產生較正向的回應做法，例如有些社

工員增加對潛在暴力的警覺性；修正工作策略以增進自身安全；對於危險的個

案請求警察共同處理其問題（Newhill & Wexler, 1997）；學習用更好的方法處

理憤怒的個案；嚐試更了解個案的想法；公平的處理個案的問題；使用清楚明

確、一致的方式與個案溝通等（Shields & Kiser, 2003）。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個

人在實務採取的對應主要，將負向經驗轉化成正向以及正式與非正式資源運用

二方面。 

一、 將負向經驗轉化成正向改變 

跟著受訪者回溯分享的人身安全經驗，多數人表示從自身的負向經驗轉化

成正向態度的改變。在行為方面，受訪者意識到職場暴力危機與工作並存的事

實，因為職場暴力風險無法避免，因此必須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並提高自身

對危機的敏感度。受訪者也修正自己日後的工作模式與樣態：不要單獨一個人

外出訪視、事先收集案家相關資料研判案件危機程度、將個案約到公共場域、

以及少進入案家（私領域）進行會談。這些是受訪者從經驗中所學習到未來可

提升安全的策略，以減少再度面臨職場暴力經驗之風險。在心態方面，經驗過

職場暴力後，社工員可與個案的受暴經驗作連結，更能理解個案對於暴力的消

極應對模式。理解施暴者可能小時候也是受害者的創傷。或藉由自己的生活經

驗、身為父母親的立場，以同理、尊重的態度與施暴者平和的討論管教行為，

建立起友善關係，進而有工作的機會。 

二、 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的運用 

正式資源指的是組織內部的協助，包括主管、督導、同事的協助許多受訪

者表示在經歷職場暴力後，讓自己願意繼續留下來工作的原因是組織和主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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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行為，以及與同僚互相訴苦、相互支持的革命情誼。這些保護行為包括：

提供法律扶助與心理諮商資源，讓組織高層面對施暴者的控訴、謾罵、陳情，

不讓受害的社工員再去面對施暴者。提升機構的安全措施，建立受暴通報機制，

或是增購錄音監控、錄音筆、隨身警報器，以提升辦公空間的安全。同事們相

約一起上下班，或是幫忙接電話，阻擋施暴者對社工員的騷擾。 

受訪者表示該服務單位知道受訪者的職場暴力經驗後，已制訂出一套「社

工員遭受暴力事件通報單」，希望藉由通報收集暴力樣態與數據，以便跟中央

主管機關做出「提供社工員職場風險津貼與保險」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向議

會要求增加設施設備預算，增加辦公室監視錄音系統、辦公空間加裝緊急求助

鈴、照相機、錄音比採購防狼噴霧器、聘用保全、特約計程車接送社工員出差，

這些積極改善社工員的辦公室空間與設施設備，希望創造社工員一個安心、安

全的職場工作環境。 

此外，研究受訪者的服務單位也聘請了具諮商心理師資格的外聘督導幫每

個受訪者進行個別督導。此後，該縣市政府將心理諮商、外聘督導制度納入員

工福利之一，除緩解創傷壓力反應，也協助受訪者找到正向復原力。但也有受

訪者認為不需要接受諮商，因為受訪者可以發展出自身的調適方式，例如：做

SPA、旅遊、逛街、購物、吃東西等。雖然組織提供法律扶助服務，但受訪者

當中並沒有人對施暴者採取法律途徑，因為擔憂提出法律訴訟只是讓自己或家

人陷入另一個無法預期的危機當中，自己也要不斷的面對、回憶起受暴的不堪

經驗。另一個擔憂則是基於兒少保個案的最佳權益，還是得繼續與施暴者維持

專業關係。非正式的資源是指家人、朋友的支持與協助，但是大部分的受訪者

表示他們怕家人、朋友擔心或招致他們反對受訪者繼續從事保護工作，寧願選

擇不與他們談論與工作內容相關的話題。 

Irwin（1997）曾描述了危機處理的四個階段，並在每個階段建議可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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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來避免產生可能的暴力。第一階段是指最初的緊張和挫折：對方(亦即可

能之施暴者)多半相當焦慮且有高度的情緒起伏，特別是憤怒的情緒，但仍有

可能保持理性、並控制自己的行為當下社會工作者可採取的回應有：（1）協助

其疏通情緒、從事件的角度反思(對事不對人)、並自行想出解決的對策，期望

則對方仍然能夠適當地回應。（2）運用積極的傾聽技巧，協助這些人表達並檢

視自己的感受，且通常即能夠降低緊張的狀態。（3）基本的傾聽技巧也能幫助

工作人員與對方建立良好之關係，同時衝量呈現出危機與危險的嚴重程度。 

第二階段是指口語攻擊：對方最主要是感受到自己受到威脅、且將會受到

傷害。他們變得相當防衛而開始出現語言上的攻擊，此時通常無法思考，非理

性的想法和強烈的情緒波動壓過了自我控制。他們極有可能將憤怒指向工作人

員，包括口頭上的謾罵，甚至語出威脅恐嚇。口語溝通開始會越來越困難，且

緊張狀態也有可能越來越高。此時社會工作者的回應可包括：（1）採用有效減

低威脅的策略包括：表現出平靜的肢體語言、使用不具威脅性的語調、針對對

方的感受和行為能有適當的反應，以及設定允許行為的限度（例如：只能用罵

的、不能動手動腳）。在語言技巧方面，多使用開放式問題、利用同理心表達

同情與認同、學習控制語音聲調。非語言技巧方面，用心聆聽的姿勢、給予個

人空間、適度的沈默、適當的眼神接觸、適當的坐姿或站姿等也可以緩和危機

的發生。（2）工作人員應該儘量冷靜地澄清對方所表達的感受，並儘可能適時

提供引導、選擇，或其他替代方法。  

第三階段是失控：指當對方的行為已經失去控制，成為一頭發怒的獅子、

無法以任何語言進行溝通時，通常不是已經要出手打人，就是準備要動手動腳。

此時是危險時期，社會工作者的回應重點為：安全至上、脫身技巧、控制場面

（在受控情況下繼續討論、尋求可以解決的方法）。社工員可採取的作為則包

括：（1）必須立即衝量危險的程度，以及自己能否控制的能力，必要時也應能

準備離開現場。（2）多數的人會對自己的失控感到害怕，相形之下如果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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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能夠強調對方可能會因為害怕做了某些事後悔，或許就可以對此一狀況有較

多控制。（3）工作人員仍應儘量保持沉著鎮定並持續與對方建立正向之關係，

同時嘗試轉移威脅行為的焦點。（4）失控的人必須到約束與控制，無論是由工

作人員本身或是由司法人員加以執行。（5）求助：以電話向同僚或其他網絡專

業（如：檢察官、員警）尋求支援或向陪同到場的員警求助。 

第四階段是爆發後的恢復：此時危機開始降低，對方會為了重新獲得平衡

與平靜而掙扎，且在崩潰之後，他們極需要協助以重新再回復原狀。從失控

（爆發）期到恢復期所需的時間將視失控的對方回復理智所需時間及心態情境

調適狀況而定，不見得在爆發後就可以馬上恢復。當失控的對方從盛怒的獅子

恢復理智成為溫馴的大貓時，社會工作者才能與之進行工作，提供有效、適切

的服務與協助。此時社會工作者可以坐的包括：（1）協助他們復原，工作人員

應准許他們進一步排解其憤怒、解讀其感受，並對該事件做出評論。（2）讓對

方安定下來將可降低危險再升高的機會。（3）對方或許開始有所領會，也願意

與工作人員共同討論解決之道，並嘗試不再讓這樣的事件在未來又再度發生。

（修改自高迪理、尤幸玲譯，2003：90-92） 

清楚的知悉職場暴力危機警示，是減少受暴風險的方法。Chan Kwok 

Tung(2004)針對職場暴力行為的警號做出提醒，希望藉由預知職場暴力先兆，

得以順利和具暴力傾向的人士合作，進而預防暴力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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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暴力警號 

輕微警號 強烈警號 危險警號 

 面紅 

 手臂彎曲 

 牙關咬緊 

 身體進入緊張狀態 

 神情非常警惕 

 

 臉色通紅 

 音調變高，速度加快 

 把對話打斷 

 指指點點 

 握緊雙拳 

 身體動作增加或前

傾，或進入個人空間 

 呼吸加快 

 過度目光注視、虎視眈

眈 

 以腳踢地或踢牆 

 不尋常的行為，例如把

手中的筆折斷 

 以上行為繼續升級 

 大聲喊叫 

 語無倫次 

 測身站立、進入進攻狀

態，如手提起、肩緊

縮、頭前傾 

 找尋攻擊目標 

資料來源：Chan Kwok Tung（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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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者面對到的工作暴力並非僅有突發性的危機，更常見的

事例行性的業務風險，為了避免社工遭受職場暴力，機構與社會都應正視這個

議題，並做出對應的規劃與提供足夠的資源。研究者藉由受訪兒少保社工員經

歷職場暴力的經驗，及研究者的工作經驗對兒少保護系統提出以下建議：  

壹、 個別工作者的對應機制 

一、 面對工作暴力的警覺與處遇技能： 

Newhill (1992)、Lantos & Levinson (1998) 等學者都指出，缺乏判斷能力、

無法控制衝動、有藥物濫用紀錄、有暴力攻擊紀錄及持具有反社會人格傾向的

個案容易出現暴力。因此，社會工作者本身應當培養對工作暴力的警覺度，其

中包括：個案的人格特質、過往的暴力史、個案類型可能出現的抗拒型態、周

遭的環境資源、可求助的人力與配套資源；也不要因為與個案的熟悉而輕忽暴

力發生的可能性。。此外，雖然研究中出現暴力行為的個案以男性居多，但也

不可以輕忽女性個案的攻擊能力。  

二、 熟習工作暴力事件的因應措施與機制以避免暴力的發生 

許多研究都指出，缺乏經驗的社工員最容易陷入工作暴力的困境

（Morrison, Lantos & Levinson, 1995），因此研究者建議社工員可以透過督導、

個案研討與參與觀察等方式提升自我的工作經驗與敏感度，在執行兒少保護工

作時採取下列各項保護預防措施： 

（一） 家訪的準備事項 

1. 進行家訪前，盡量收集個案相關資料：社會工作者應該透過

各種管道取得有關個案的各項相關資料，例如家庭資料、家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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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組成、精神病史、藥酒癮問題、居住環境等。 

2. 在與個案聯繫時，盡可能不要用私人的電話，盡可能提供機

構聯繫方式，免得被攔截得知。 

3. 在配備上，應確定攜帶手機、檢查電力充足與否、通知機構

督導或同事訪問時間和地點、確定訪視完成的聯絡方式等。如果

事先評估有危險之虞，應該安排兩位社工或通知警察隨行，避免

危險真的發生。 

（二） 自我保護方法 

如果個案真的發生憤怒、攻擊、威脅等快速情緒反應，且無快速離去的可

能性，社會工作者可以： 

1. 試著暗地裡按手機求救。 

2. 與個案保持適當的距離。 

3. 逐漸向門口移動，避免逗留在角落。 

4. 低聲向個案及其他在場者再度說明你的來意。 

5. 讓自己看起來冷靜、自制且有條理。 

6. 運用非口語溝通能力，降低威脅性的動作。 

7. 引發個案談話興趣，表達您的理解、關心和感受。 

8. 詢問問題有關的事實，並試著和他講道理。 

9. 如果出現武器，嘗試請求個案放下，而不是出手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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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機構層面的對應機制 

Grant Macdonald & Frank Sirotich（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工作者是

否記錄並通報暴力事件與管理者的支持態度有絕對相關。此外，國內學者蔡宏

進（2005）在分析社會工作員被害場合發現，「辦公處所」是社會工作員最容易

被害之場所，如何強化工作場所以避免社工員遇害成為最重要的預防措施，以

下是研究者彙整的關於工作場所的相關建議。 

一、 工作環境的對應機制：分為會談的物理環境、機構行政措施、外展

工作的風險評估與配套措施三部份： 

（一） 會談的物理環境 

1. 評估會談室的所有擺設：會談室處所盡量是有固定，或是較

為沈重不易移動的桌椅，應該避免置放一些有重量，又可以拿起

來當武器的擺設，例如：花瓶、燈飾、煙灰缸、垃圾桶。 

2. 辦公處所及會談空間內應裝設求助警鈴、蜂鳴器、或噴霧器、

監控設備等設備。 

3. 如果空間夠大，辦公空間應有兩個出口。 

4. 辦公處所應有警力維安或保全服務：提供緊急事故的處理與

支援。  

（二） 行政措施 

機構應發展出「安全行動計劃」及「風險評估」、成立跨專業（包括醫療

人員、律師、諮商心理師、人事單位、財主單位）工作小組，以訂定工作暴力

發生的通報、處理與檢討機制。跨專業工作小組應定期演練並修正安全行動計

畫與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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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行動計劃」及「風險評估」  

預防計畫內容應當包括社工員與相關工作人員面臨工作暴力的風險評估，

並徵詢機構內部不同層級的工作人員與和外界專家學者的意見來制訂預防計畫

的目標。在暴力預防的計畫中，也需要針對政府體制與機構本身對工作暴力危

機管理的具體配套措施。須發展具體書面資料，內容應有安全計劃指南、組織

內部責任的分工，以及職員培訓及專家諮詢名單。各個安全計劃必須詳細，以

便所有職員、 臨床和非臨床等工作人員，知道在緊急情況下應作何應變。此

安全計劃必須經常被檢討、改善，如果它是有效的，更應該常被執行。一個全

面安全計劃內容應該有：如何覺察個案發出躁動的訊息、發現個案躁動時該做

的第一步、對個案躁動設定暗號，以便同仁可隨時做出支援、持續對個案發出

的訊息進行危險評估，評估項目包括：（1）何時及如何減低攻擊。（2）何時

及如何使用非暴力的自衛行動，包括閃躲或是脫離現場。（3）何時及如何向保

全或警察求助。（4）怎樣離開暴力環境或辦公處所。 

2. 成立跨專業危機處理工作小組： 

需設計和推行適用於各種不同工作性質與面向的社會工作場域暴力預防計

劃，以及暴力通報、暴力事件處理與檢討制度。有了良好之防暴計劃與政策，

但一旦遭遇緊急事故，仍須做好危機處理工作。因此，成立跨專業危機處理小

組（crisis responses team）妥善因應威脅事故的發生有其必要。此專業小組成員

有：醫療人員、保全警衛、法律顧問、人事單位。危機處理小組亦必須確立每

人回應之職責與程序，一旦啟動處理機制，必須紀錄。平時亦需加以測試，以

便作業程序保持流暢、不致延誤。 

（三） 外展服務的風險評估與配套 

針對不同性質的社工服務類型，甚至對外展工作環境進行風險評估，以提

供社工人員不同的防護設施，如：以團隊方式進行外展家訪工作、提供求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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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設備（手機、無線電話）、防身噴霧器材、接送公務車輛、反跟監設備、臨

時庇護住所等等。 

參、 兒少保護系統的建議    

一、 社政單位應扮演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角色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宗旨是為了終止暴力，如果暴力是一個犯罪行為，防止

暴力的業務主管機關是社政體系實有爭議，因為社政體系的社會工作員並未接

受過犯罪預防、防暴、制暴的相關訓練，更未有武裝的配備（例：手槍、防彈

背心）。而警察主要職責是執法、維持公共安全，保護性命及保障財產，包括

預防犯罪、打擊犯罪。若可以將「終止/中止暴力」主管機關由警政體系擔任，

除在第一時間先終止暴力的持續發生外，在進行犯罪調查過程中若發現被害人

的相關權益受損、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品質，可讓社政體系介入提供相關社會福

利服務協助（例：安置庇護、生活津貼、醫療協助…等），以保障被害人權益。

若是「終止/中止暴力」主管機關仍須由社政體系擔任，則要靠中央與地方建立

跨單位的合作默契和制訂相關辦法，清楚制訂由警察陪同社工從事家訪、施暴

事件調查等業務，避免社工單獨暴露在危險處境。 

二、 強化兒少保護網絡系統功能 

立法者為期建構防護網絡，明文規定相關人員的「責任通報」制度，希望

藉此找出弱勢者與受害者、擴大兒少事件的通報時效，讓更多受虐兒少可及時

獲得保護救援。從受訪者的實務經驗發現，由於現行法設有罰則，許多「通報

責任人」為了規避受罰，只要知悉兒少疑似受暴，未經危機篩選判斷，一律通

報。這種「卸責式通報」只是簡化受虐問題本質，呈現出社會大眾對「兒少保

護」辨識能力的不足。 

處理兒少受虐問題需與不同體系、不同單位密集的合作，然而在實務經驗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7%E6%B3%9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5%AE%89%E5%85%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9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7%9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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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網絡間只有分工沒有合作，只要發現兒少受虐個案第一時完成通報之後，

就是由社政單位和民間社福團體負責。研究者認為應該由中央開始向下倡導，

架構正式的網絡團隊機制，強化跨領域防治網絡間的合作與連結，讓司法、心

理衛生、警政、教育體系、醫療等單位發揮各專業專長，投注兒少保護相關的

知識與心力，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對兒少最有利益的處遇，共同為需協助的困

難家庭提供所需的服務。 

三、 應普及兒童與少年保護的預防性服務   

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並非單純的家庭養育問題，而是國家社會整體的責任，

其目的乃在使兒童能夠生活在愛與關懷的環境中，身心皆可健康地成長。透過

「親職教育課程」使一般社會大眾皆能體認兒童並非父母的財產或附屬品，而

是有獨立人格與尊嚴的個體，應享有基本的人權，且有免於受虐與威脅的自由，

同時應享有最純淨安全的成長環境，進而提升兒童之社會地位。然而，我國目

前針對「親職教育課程」並沒有廣泛的推廣，反倒是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

者規定，才會被以「行政處分」的方式接受「強制性親職教育課程」。親職教

育應該是公開的知識與常識，不應該是以「懲罰」的手段去命令、強制接受。

政府應該在民眾常進出的公眾場合，如：家樂福、全聯、社區活動中心、社區

各級學校、幼兒園…等，廣設親職教育據點，可以提供諮詢服務、開放式的親

子課程，讓民眾先從習慣有「親職教育」的名稱，進而有想瞭解親職教育的想

法，再付諸使用親職教育據點的行動，逐漸的讓國人將親職教育納入生活的一

部分，這才是兒少保護個案第一道防線—「預防」的建構真意。 

四、 社工職場安全的教育訓練課程 

Griffin（1995）認為正規的社工教育課程（學校）很少有關安全議題的訓練

研究。反觀我國現況，不論大學或是研究所，社會工作教育課程缺乏對安全議

題的教導與認識，學校沒有教導社工學生關於暴力與危險的評估。幾乎每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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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都提到兒少保社工員沒有充裕的個案處遇配備（例如：缺乏個案的危機研

判指標、安全評估指標）、組織缺乏對社工員完整的職場暴力規劃、缺乏人身

安全的在職訓練等。  

進入實務界的在職訓練對於職場安全教育課程的不足，缺少社工人身安全

與職場安全的訓練制度，使得社會工作者對危險性缺乏警覺。事實上，安全議

題在社工學生進入實習階段就會碰到，安全議題的準備應該及早開始。學校應

該在學生實習準備課程中介紹實務工作安全、避免實習危機。機構應該在社工

進入職場時提供關於職場安全的說明、安全守則並經常演練。其次，安全議題

應納入社工在職訓練課程之一，或是成為證照更新的必要認證時數。 

五、 善用社福績效評鑑制度 

社福機構的各式評鑑機制應該將職場暴力的預防與處理列為必要項目。機

構必須提供具體的職場暴力預防與員工安全的處理辦法和流程，並將社工員人

身安全規劃與訓練內容列為機構評鑑必要項目，讓機構重視職場暴力的預防、

建構安全友善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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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進行雖然訪談了 12 位從事公部門兒少保護業務的現職社工員，

但是在整個研究進行的過程仍有不足之處，以下分成研究者的反省和研究限制

二方面說明。 

壹、 研究者的反省 

研究者雖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企圖來來回回想看清楚兒少保社工員在所

處實務系統間反覆糾結的職場暴力經驗與前因後果，但在訪談和資料分析過程，

一下子感受到所有受訪者的實務工作者對於兒少保護工作的熱忱沒有隨著自身

遭受暴力事件而消逝，一下子又跳進受訪者的工作困境與壓力當中，同時還不

時地進入研究者自己身為兒少保社工員的無力與對角色認同的混淆中。受到研

究者的研究場域位置游移的影響，使得對受訪資料的詮釋總有無法更為完整細

緻之憾。 

其次，研究者在研究計劃書口試之後的計劃書修改和訪談之後的資料整理

比預期的時間長，使得整個研究未按原本預定的研究期程進行。每一次訪談之

後都會讓研究者的思緒翻攪，研究者和受訪者的熟識程度不一，與熟識的社工

員之間在訪談之外的討論分享機會比較多，澄清其感受的機會雖然相對增加，

情感涉入程度也就不一。最後，研究者主觀意識和多年的工作經驗也干擾著資

料分析階段對受訪者經驗的理解，以致研究者對於該份訪談內容的詮釋不夠深

入。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122 

 

貳、 研究過程的限制 

研究設計中原本預計針對訪談內容進行兩次的校度檢核，第一次的效度檢

核是由受訪者檢視訪談逐字稿，第二次的效度檢核重點在於對於訪談內容詮釋

及引用，但由於時間的限制、受訪者忙碌無時間進行檢核，第二次的校度檢核

未如預期實施。 

訪談的內容著重在訪談當下兒少保社工員對印象最深的職場暴力經驗處境

的分享與感受，片段式的經驗擷取無法窺見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內容的全貌，

受訪者當下的經驗感受會隨著服務經驗的累積和遭受職場暴力經驗時間的遠離

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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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參與同意書 

首先感謝您撥冗參與「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從事兒少保護性工作社工之人身

安全經驗探究」之研究。國內對於社工員人身安全議題已逐漸重視，然對兒少保

社工員在處遇兒少保護個案時所遭受的人身安全經驗尚未有深入的探索。因此希

望透過您的分享，深入瞭解公部門兒少保一線社工員在進行保護性工作時所面臨

之人身安全經驗與感受。研究者將以深度訪談方式作為資料收集方式。訪談程序

一次時間為1~2小時，訪談過程中將採全程錄音方式。 

如果您願意繼續參與本研究之訪談，請詳細閱讀以下之訪談相關事項與您切

身之相關權利： 

1.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您可以全權決定是否要繼續參與本研究之訪談，且絕對

不會因為您是否參與，而影響到您工作之權益。 

2.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將採全程錄音。為了保障您的隱私與權益，您可以在訪

談過程中隨時停止錄音，或是告知哪些部分禁止本研究採用。 

3. 為了保護您的隱私權，本研究絕對不會公開您的姓名或任何可以辨識您身份

之資料，且本研究之錄音與訪談內容，僅供本研究計畫之用，未經您的同意

絕不會透露你所提供的資料。 

4. 逐字稿資料會請您檢視是否符合原意，如您認為未貼近您的原意，則依您個

人觀感做修改。研究報告完成後亦會致贈一份研究結果與您分享。 

5. 在訪談過程中，如果您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或是您想停止訪問，您可以隨

時告知，一定會尊重您的想法。 

 

經過以上說明，若您同意參與本研究，請您在下列橫線上簽名，表示您已

清楚上述說明且願意參與本研究之訪談。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與指教，請

再與我聯繫。最後，衷心感謝您的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受 訪 者：＿＿＿＿＿＿＿＿＿ 

研 究 者：＿＿＿＿＿＿＿＿＿ 

連絡方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研究生  廖秋如 敬上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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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壹、 基本資料： 

1.畢業後的工作經歷？ 

2.從事兒少保護性業務年資？ 

貳、 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的人身安全議題： 

1.過去經驗對於安全議題的影響： 

1-1在此之前是否曾有相關保護性業務的工作經驗？ 

1-2如果有其他保護性工作經驗，覺得和兒少保護性業務的差異為何？  

2.人身安全經驗： 

2-1 從事兒少保工作至今，請說說您印象最深的一次人身安全經驗的

完整歷程。（包括：怎樣接到該案件、如何進行評估、評估後的行

動、面臨人身安全的當下情境、如何結束、當下的感覺及情緒…

等） 

2-2您認為事件發生的原因為何？ 

    2-3您當時的應對為何？ 

    2-4 事件發生後對您個人造成什麼影響？（可從您面對事件事後的情

緒反應、身心狀態、對兒少保護工作的想法、身為兒少保護工作

者角色…等說起。） 

3.機構因應策略： 

3-1上該事件發生後，您的組織或服務單位的反應是? 

3-2您對組織或服務單位的反應有何感受或想法？ 

4.個人因應策略:您個人所採取的人身安全因應策略為何？ 

5.建議： 

5-1 您認為在執行兒少保護工作需要哪些配備、措施或資源，會讓您對   

人身安全更為放心？ 

5-2針對兒少保第一線社工員的人身安全議題，有沒有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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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保護性社工人員資格要件及職務範疇認定基準 

中華民國 100年 9月 9日內政部台內童字第 1000840140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0年 9月 29日內政部內授童字第 100084012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2日內政部內授童字第 100084014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11日內政部內授童字第 1010840374 號函修正 

一、 保護性社工人員係指辦理下列須 24小時緊急保護之事項者： 

（一）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第 56條、第 57條及

第 64條規定，辦理 24小時輪值受理通報案件、調查處理、緊急

保護及後續輔導處遇之個案直接服務工作。 

（二） 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救援及安置保護等

個案直接服務工作。 

（三）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8條規定，提供家庭暴力事件之個案直接服

務工作，包括：提供 24小時電話專線服務；被害人 24小時緊急

救援、協助診療、驗傷、採證及緊急安置；提供或轉介個案心理輔

導、經濟扶助、法律服務、就學服務、住宅輔導；提供被害人及未

成年子女短、中、長期庇護安置；轉介個案身心治療及諮商。 

（四） 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6條規定，提供性侵害事件之個案直接服

務工作，包括：提供 24小時電話專線服務；被害人 24小時緊急

救援；協助被害人就醫診療、驗傷及取得證據；協助被害人心理治

療、輔導、緊急安置及提供法律服務。 

（五） 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41條及第 43條規定，提供老人短期保護、安

置、訪視調查及個案輔導處遇之直接服務工作。 

（六）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76條、第 77條、第 78條及第 80

條規定，辦理 24小時輪值受理通報案件、調查處理、緊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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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安置及後續輔導處遇之直接服務工作。 

二、 保護性社工人員應於職務說明書或聘用契約內規定業務量比重達 50%

以上，惟編制內人員支領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及聘用人員採保護性

社工人員薪點折合率者，其保護性業務比重應達 80％以上，其他業務比

重不得超過 20%。 

三、 100年度或機關組織修編以前任（聘）用之保護性社工職稱不限於社會

工作員或社會工作師。 

101 年度以後新進保護性社工應以社會工作師或社會工作員之職稱予以

任（聘）用。 

保護性社工職務範疇採實質認定，凡實際有從事以上保護性個案直接服

務及其督導、管理工作，且業務比重符合上開規定者皆屬之。 

四、 保護性社工人員為編制人員者，其專業加給改適用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

（七）。 

五、 保護性社工為聘用人員者，其聘用起敘薪點及晉續薪點高限如下： 

（一） 社工人員 

1.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

關科、系（組）畢業者以六等三階（312薪點）起聘。 

2.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以六等四階（328薪點）

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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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晉續薪點最高可至七等七階(424薪點)。 

（二） 社工督導 

1.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

關科系（組）畢業者以七等二階（344薪點）起聘。 

2.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以七等三階（360

薪點）起聘。 

3. 晉續薪點最高可至八等七階(472薪點)。 

（三） 「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實施之前聘用之保護性社
工人員，其資格要件可放寬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

師考試規則第 5條第 2款適用人員。 

六、 101年度起新聘保護性社工人員應符合下列資格要件：  

(一) 社工人員：  

1.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規則第 5 條第 1 款社會工作科系或第 5 條第 3 款規定之大專院校

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 

2. 具備 1年以上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歷。 

（二）社工督導： 

1.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

關科系（組）畢業且擔任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員滿 3年以上者。 

2.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

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或具備 3 年以上社會福利



危險的專業？公部門兒少保護社工職場暴力經驗探究 

132 

 

直接服務工作經歷且擔任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員滿 2年以上者。 

（三） 偏遠地區經公開甄選達 2次以上仍未能招聘到人力者，得專案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 

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支領以上保護性社工人員待遇加給者，應配

合辦理下列中央主管業務： 

（一） 全國保護性社工實際職務內容及聘用人員資格要件之查核。 

（二） 全國保護性業務之督導考核。 

（三） 全國保護性個案管理資料庫建檔工作。 

（四） 全國保護性社工人力資源管理工作。 

（五） 全國保護性社工專業制度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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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研究者整理之中文文獻 

時間 論文題目 作者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研究建議 

2005 專業助人者之替

代性受創與因應

策略—以公部門

家防社工為例 

邱琇琳 

臺灣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

所 

 

從替代性受

創之角度來

探討家庭暴

力與性侵害

防治工作之

高度創傷性

對社工員之

影響。 

量質合併 一、 在影響公部門家防社工替代性受創程度

之相關因素方面：包括個人與工作兩大

層面。 

二、 在公部門家防社工替代性受創之現況方

面：公部門家防社工受創之普遍性與嚴

重性。 

三、 在公部門家防社工對自身創傷之理解與

因應方面 

針對為個人層面、機構層面與教育層面 

2008 公部門保護性業

務社會工作人員

關於案主暴力攻

擊類型、因素及

因應對策之探討 

 

王麗馨 

東 海 大 學 

社會工作學

系 

 

社工員關於

案主暴力攻

擊類型、因

素及因應對

策之探討 

問卷調查 一、 年紀與經驗是關鍵因素：社會工作人員

方面是年紀輕、年資淺、非正式人員、

無擁有社工師執照者受暴比例最高。 

二、 普遍認為案主暴力是重要議題，有九成

的工作者認為施加於社會工作者的暴

力，就整個社會工作專業而言是一項重

要議題。 

三、 施暴者男性為主，女性比例不容小

覷。 

一、 對主管與機構：（主管）建立求助管

道與程序。（機構物理環境）基本防

護措施或設施設備、應該配置警察或

警衛等門禁和保全設施以增加安全

的工作環境。 

二、 對社工專業與教育：加入人身安全議

題等課程 

三、 對社會工作人員：倡導對自己工作安

全保障，爭取有關的人身安全權益。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wueBI/search?q=sc=%22%E6%9D%B1%E6%B5%B7%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wueBI/search?q=dp=%22%E7%A4%BE%E6%9C%83%E5%B7%A5%E4%BD%9C%E5%AD%B8%E7%B3%BB%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wueBI/search?q=dp=%22%E7%A4%BE%E6%9C%83%E5%B7%A5%E4%BD%9C%E5%AD%B8%E7%B3%B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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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暴都達到創傷程度。 

五、 高風險的精神病徵與暴力：案主暴力的

原因或動機時則發現案主以有精神疾

病、妄想症、偏執等和因爲違反兒童保

護的情境為最高。 

六、 五成七還是有高度熱誠。 

七、 接受預防及處理暴力或有潛在暴力的案

主的相關訓練比例偏低。 

八、 有一半以上的工作者表示機構未提供任

何人身安全訓練、防護措施、安全設 施

或設備等部分。在訂定安全計畫則高達

八成四的工作者表示機構未訂定任何人

身安全計畫。 

九、 機構管理者重視但不積極處理。 

四、 對政府政策：  

@中央政府應對從事實務社會工作

者訂定相關人身安全法案及訓練

計畫政策。 

@加強國內社會工作人身安全維護

政策、周延的法律規範與標準作業

流程。 

@訂定權益保障及對雇主相關罰責 

@建立危險工作者之津貼與鼓勵措

施 

2008 兒少保社工遭遇

職場暴行之經驗

與影響探究—以

縣府社工員為例 

 

蔡雅芳 

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所 

 

分析社工員

所遭遇的暴

行類型、因

應方式，獲

得 之 協 助

等，以及對

其所造成之

詮釋現象學 

立意取樣 

一、 兒少保社工之暴行經驗中，主要受暴類

型為口語攻擊、威脅，其次為肢體攻

擊，電話騷擾、提告、關說及投訴則是

其行政工作中常受到的騷擾行為。 

二、 暴行事件之影響包含個人精神壓力倍

增 

三、 獲得的協助中，工作同仁給予精神、情

一、 增加人力， 

二、 提供社工員實質工作之協助，避免

社工員獨自面對暴行事件； 

三、 社工養成教育：加社工安全教育，

提升社工員危機意識 

四、 社工員工作相關法規範中應明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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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緒支持，提供資源與處遇模式等，實質

面協助及肯定較少 

四、 對社工工作之觀點上，認為工作風險性

高，該工作精神壓力極大；而暴行事件

也顯示出其工作安全、權益未獲重視 

加安全與福利之保障，  

 

2008 高風險社會工作

專業人員之案主

暴力風險知覺與

人身安全現況研

究 

徐雅嵐 

政治大學社

會行政與社

會工作研究

所 

 

目前遭受案

主暴力對待

的現況、回

應方式，及

對暴力風險

的知覺情形 

郵寄問卷方

式 

1. 受暴形式：心理、身體、財產損害 

2. 受暴次數：72%一次以上。 

3. 工作者身體風險知覺較心理及財務風險

知覺為高 

4. 過去曾有受暴經驗的社工員整體風險知

覺較高。 

5. 正式通報的情形：具體明顯傷害時呈報

上級的情形更普遍。 

 

1. 增加人力，「兩人一組」進行家訪工

作，提供社工員家訪之安全性； 

2. 提供社工員實質工作之協助，避免社

工員獨自面對暴行事件； 

3. 社工養成教育增加社工安全教育，提

升社工員危機意識，工作上提供社工

員抗暴、抒壓課程等在職訓練，學習

保護自己； 

4. 最後，社工員工作相關法規範中應明

文增加安全與福利之保障，如危險津

貼維護社工員執行家訪或其他業務時

之權益。 

 

2009 家庭暴力防治網

絡工作人員人格

特質、工作特性

郭元媛 

中正大學犯

罪防治所 

（1）探討家

庭暴力防治

網絡內之工

問卷調查方

法 

 強化情境預防措施，增加其工作安全性 

強化支援網絡，增加工作安全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責任編制人力

http://0-www.cetd.com.tw.opac.lib.ntnu.edu.tw/ec/searchresult.aspx?key=%e5%be%90%e9%9b%85%e5%b5%90&p3=%e5%85%a8%e9%83%a8&p5=%e4%b8%8d%e9%99%90&p1=0&p6=15&p20=1&p41=0&p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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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態度與遭

受職場暴力之研

究：以臺南縣為

例 

 作人員工作

人格特質、

工作特性及

工作態度與

遭受職場暴

力之研究。

（2）提供研

究結果做為

縣市防治中

心之建議參

考，以提昇

工作效能。 

之提昇 

加強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網絡工作

人員參與專業訓練 

落實明確的工作督導制度 

減輕工作壓力 

2009 醫院社會工作者

遭遇案主暴力之

研究 

李宜真 

國立台北大

學  社會工

作學系 

 

 醫 院 社 會

工作者遭遇

案主暴力的

情形，以及

受暴後的情

緒調適與對

案主與社工

場域的感受

想法 

質性研究 醫院社工遭受案主暴力的經驗 

醫院社工受暴後的情緒感受與調適 

醫院社工受暴後對案主與社工場域的感受 

醫務社工遭遇案主暴力的相關建議 

一、 對政策議題的建議－正視社工人

權，提出相關法令的擬定與賠償方法。 

二、 對實務面的建議－醫療機構的設備

改善與相關教育訓練； 

三、 管理階層的支持與給予最多的協

助； 

四、 學校教育相關議題的開設； 

五、 醫院社工本身技巧的提升。 

2010 社會工作者經驗 蔡佳容 從事婚姻暴 深度訪談 有效整合網絡資源，擴增人力，並加強教育 相關單位應致力於增進社會工作社群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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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威脅之風險

-以婚姻暴力防

治工作為例 

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社會

工作研究所 

 

力防治工作

之社會工作

人員，在提

供服務過程

遭受加害人

暴力威脅的

經驗 

訓練，才能是保障社會工作者人身安全根本

解決之道 

結，加強教育訓練的深度與廣度，創造更

安全的工作環境，擴增必要的硬體設施

等，方能使社會工作者人身安全持續受到

重視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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