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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謝謝    誌誌誌誌    

    歷經三年的學習歷程，我終於到了歡呼收割的日子!回顧一千多個日子，雖

說學習是孤單且漫長之路，但坦白說，能夠在工作數年後，再返回校園學習，我

心著實的感到富足與豐收。在研究所的生涯裡，我愛上那將工作與學習結合，經

過反思咀嚼之後的後勁，那份清新感帶領我奔向明瞭與建構自我想法之路，這也

是我蛻變的過程! 這些日子裡，有獲得知識寶藏的開心、雀躍，也有因學習挑戰、

論文撰寫帶來的低潮、沮喪、自我懷疑。這是個磨練自我、與自我相處的過程，

能夠有現在的豐碩的果實，真的要謝謝三年來，一直鼓勵與陪伴我的每一個人!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彭淑華老師彭淑華老師彭淑華老師彭淑華老師，非常感謝老師在論文寫作上與

我對話，給我許多想法、提醒與鼓勵，啟發我論文寫作的能量，給我很大的空間

與自由完成這份論文，讓我在論文寫作上能去蕪存菁，產出有價值的論文。感謝

我的口委老師口委老師口委老師口委老師----賴月蜜老師賴月蜜老師賴月蜜老師賴月蜜老師、、、、游美貴老師游美貴老師游美貴老師游美貴老師、劉曉春老師，謝謝三位老師給我的寶

貴意見與指導，讓我有不同的視野，看見論文的價值與獨特性。感謝我在師大社師大社師大社師大社

工的老師工的老師工的老師工的老師----沈慶盈沈慶盈沈慶盈沈慶盈、、、、潘淑滿老師潘淑滿老師潘淑滿老師潘淑滿老師、、、、王王王王永慈老師永慈老師永慈老師永慈老師、、、、劉曉春老師劉曉春老師劉曉春老師劉曉春老師，謝謝老師們的教學

與分享帶給我刺激與反思，也謝謝老師們的鼓勵，每一回的鼓勵都讓我再次充滿

信心與力量。 

    再來，我要感謝我的感謝我的感謝我的感謝我的 16161616 位受訪者位受訪者位受訪者位受訪者，真的非常謝謝你們願意信任我，熱情的

答應邀約、撥空與我分享實務經驗，一起成就了這份論文。在每一回訪談深入每

一個人的脈絡中，看見大家為了服務信念各自努力，讓我非常感動與感謝!!       

    感謝我的感謝我的感謝我的感謝我的可愛的可愛的可愛的可愛的同事同事同事同事們們們們，謝謝美琪、曉英、美淑、雅莉、瑛秋、汪汪、于婷、

育吟、佳緣、珍珍，謝謝你們在我研究所期間給我的支持、鼓勵、包容與協助，

讓我可放心在念書與論文完成上。謝謝玥好姐、振宇、琴雀姐、雪貞姐，謝謝你

們對我在職進修念書的支持與協助。謝謝我的好姐妹們謝謝我的好姐妹們謝謝我的好姐妹們謝謝我的好姐妹們，，，，芷瑋、威旬、雪芳、雅

惠、依涓，謝謝你們期待我的論文，給我精神喊話，還有等待我完成論文要聚會、

出遊！ 

          感謝我的研究所同學感謝我的研究所同學感謝我的研究所同學感謝我的研究所同學們們們們，能夠與你們大夥一起學習真得很快樂!謝謝瀞儀、

怡旬、禹岑、乘斌的學習上的照顧與關懷，因為有你們，讓我們在職學習上不孤

單!謝謝姍瑾，謝謝你分享在論文上的經驗與「眉角」，幫助我在論文能夠快速進

入狀況，解決困難與阻礙；謝謝佩如、思穎，謝謝你們常幫忙探聽老師行程，有

你們一起努完成論文真好；謝謝佩芳、國妤，感謝研究所生涯有你們!也謝謝佩

芳在兩次論文考試上的協助與打點，謝謝國妤、又蘭關心論文進況、給我無比的

支持與打氣!  

 



 

II 
 

    感感感感謝我的學姐謝我的學姐謝我的學姐謝我的學姐-感謝美麗又親切的詩涵，在我論文最苦的階段給我大大的鼓

勵和精神支持，不僅分享自己的一路走來的經驗，還在我論文每一階段肯定我的

付出!感感感感謝我的最佳戰友謝我的最佳戰友謝我的最佳戰友謝我的最佳戰友-文珍，感謝你成為我論文上的夥伴，不管在寫作上或與

老師討論上，從一開始的前三章撰寫、提計畫，一直到最後的 final，這兩年謝

謝你的加油、鼓勵，以及互相的提醒和激勵，我們終於完成挑戰，一起走到終點、

拿到畢業證書啦! 

    我我我我要要要要謝謝我謝謝我謝謝我謝謝我最愛最愛最愛最愛的家人的家人的家人的家人，謝謝我的老爸、老媽、老弟，以及支持我的公公、

婆婆、老姊和我的先生。謝謝老爸、老媽、公公、婆婆的包容、支持、陪伴與等

待，謝謝你們從不給我壓力，讓我無顧忌、無憂慮的專心在研究所學習與工作上，

也包容我降低與你們之間的休閒娛樂。謝謝老弟的不時的關心問候與支持，你是

我調劑壓力的最佳夥伴。謝謝老姊-蘊蓁，非常謝謝你常幫忙我輸出論文資料與

寄送，感謝有你一起分享打拼論文的心情、一起走過完成論文的日子，這段時間

互相支持與打氣，真得很感動!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感謝感謝感謝感謝我的人生合夥人我的人生合夥人我的人生合夥人我的人生合夥人，也是我最重要的人，我的先生-Tony，謝謝你二

多年來在我婚姻生活與學業上的支持、陪伴與包容，你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與能

量來源，沒有你的全力支持、傾聽和包容，我想我無法順利完成這個階段。謝謝

你在我這三年的學習上，支援我閱看英文文獻，你是我的最棒的英文老師!也謝

謝你總是體諒我因為念書、拼論文而有的限制和情緒，以及犧牲假日生活陪伴我

直到我完成目標為止，最重要的是，謝謝你對我的尊重與愛護，你曾說「我們婚

姻不是要互相束縛，而是要互相幫助」，謝謝你讓我在婚姻中還可以安心、放心

的完成我想完成的夢想! 

    最後，我要謝謝我自己!謝謝自己當初給自己機會，也謝謝自己一直以來的

努力和毅力。過去曾經懷疑過自己無法產出一本論文，如今我完成了，回頭看這

段時間，其實就是與挑戰自己、與自己意志力比賽的過程。不管論文寫如何，這

都是屬於我獨特、有價值的經驗，以及生命的重要過程。 

     再次感謝研究所之路給予我關心、激勵與支持的每一個人，謝謝你們的關

心與期待，讓我有完成目標的動力與希望!在此將喜悅與你們分享~ 

 

詠麗 謹誌 

2012.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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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究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於法院的社會工作

倡導經驗，同時瞭解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與倡導的認知，以及整理倡導經驗對

社會工作者的影響與反思，並於了解後提出相關政策與實務建議。基於研究目

的，研究方法上採用質性研究、深度訪談，共計邀請 16 名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

工作者與督導受訪。最後，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個案權益內涵 

社會工作者認為個案權益的核心為「法律權益」、「人身安全」，除此之

外，社會工作者擴大了個案權益認知的層次，將個案權益內涵歸納出 3 階

段 8 項權益。最後，社會工作者認為個案「明瞭訊息的程度」，是促使個案

行使各項權益的關鍵。 

二、社會工作倡導經驗 

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經驗內涵包括觀察焦點、策略、阻礙與因應等四面

向。社會工作者觀察人員、制度、硬體環境等，並視倡導目的與情境，產

出多元豐富的倡導策略，逐步發展「變形蟲模式」倡導模式。在過程中，

會遭遇部分阻礙因素，社會工作者根據阻礙，再發展出因應解決方式，克

服倡導阻礙。 

三、倡導經驗的影響與反思 

綜合倡導經驗，從中發現建構社會工作者的倡導概念有其重要性，其

倡導概念培養與發展需要一定的時程，並且需要系統化的倡導概念與策略

訓練。此外，在倡導經驗中，探究了社會工作者自我充權因素，並也針對

服務與倡導並行、需具備的多元特質，以及組織的支持與投入表達看法與

反思。 

 

根據以上結論，本研究分別針對倡導策略、社會工作者的倡導訓練與倡導工

作上的支持提出建議。最後也建議政府能在網絡間建立倡導討論平台，協助服務

處倡導工作進行，並且也建議學校社工教育能加強社會工作倡導教育，正視社會

工作倡導觀點與實踐。 

 

關鍵字：家暴事件服務處、家庭暴力、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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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advocacy experience of social 
workers who work in  Family Violence Service Court ,to get a grip on the 
cogni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 case rights and advocacy, to organize advocacy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to bring up  related policie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ur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graduate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and interviewed 16 social workers and 
supervisor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connotation of case rights: The connotation of case rights: The connotation of case rights: The connotation of case rights: Social workers think the rights which are 
cared about by cases are「legal rights」and「personal safety」Both of them are 
also the core of case rights .Besides, social workers have expanded the 
cognitive level of case rights and summarized 3 phase 8 rights of case interests 
connotation. Finally, social workers think that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infornmation " is the key to push case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2.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work advocacy: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work advocacy: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work advocacy: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work advocacy: The connotation of advocacy 
experience of social workers includes observation, strategies, barriers and 
hardware environment.In the aspect of advocacy strategies, output diverse 
advocacy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s and situations, finally developed 
"amoeba mode". About the impediments of advocacy, we bring up five 
obstacles, social workers develop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factors of 
impediments to overcome them. 

      
3. The impact and reflection of advocacy experience:The impact and reflection of advocacy experience:The impact and reflection of advocacy experience:The impact and reflection of advocacy experience: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advocacy, we can find it is important to construct social workers’ concept. 
Tr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ncept of advocacy spend a period of time and 
need systematic advocacy concept and strategy training. In addition, in the 
advocacy experience, explores the self-empowerment factors of social workers, 
and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reflection about the equal emphasis of services 
and advocacy,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pport and input of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advocacy strategies, social workers advocacy training and support. Finally also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able to establish platform for discussion 
between networks, promote the proceeding of advocacy and social workers 
education in school could strengthen the advocacy education, to value the social 
work advocacy point of view and practice.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 Family Violence Service, Domestic violence ,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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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從事家庭暴力防治工作已邁入第十年，回想當初投入家暴防治工作的初衷，

是因實習期間感受到受暴婦女在社會環境中，常遭受社會刻板印象與迷思的迫

害，抑或在求助過程中，屢屢遭到司法或警政系統的不友善對待。受暴婦女受到

不友善的處境，燃起我對投入家暴防治工作的熱情，當中也勾起內心一絲正義

感，期盼能透過社工工作，協助受暴婦女解決家庭暴力所帶來的問題、傷害的同

時，也能降低求助的過程中之負面經驗。  
 

    十年的家暴防治工作專業的養成，乃是受到勵馨基金會的啟蒙。在勵馨服

務期間，先後任職服務受暴婦女的公辦民營婦女服務中心、法院家庭暴力事件服

務處，以及總會研發處之家暴業務議題專員。三份職務各涉及不同性質與工作場

域，不僅僅讓我有機會更完整的體驗從微視面到鉅視面的工作視野，也讓我深切

體悟到，直接服務與倡導工作是必須相互支持與共同存在的。 

 

回想當初在婦女服務中心協助家暴案件時，很多時候必須處理警政、醫療或

法院系統對受暴婦女的刻板印象與不友善，諸如：家暴是家務事、床頭吵床尾和、

婦女被打是因為回嘴、外籍配偶都是為了錢與身分證…等。在處理家暴案件中，

與其他系統進行溝通與協調是必須的工作之一，如此才能改善警政、醫療或法院

系統對婦女受暴議題的迷思與不友善態度，但當時的我卻沒意會到，原來與其他

系統溝通協調也是倡導的形式之一。 

 

後續轉調至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工作，因工作場域性質，服務內容則聚焦在

家暴被害人的訴訟程序上。身為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督導，延續在婦女中心的工作

經驗與訓練，首要的工作為協助個案解決家暴法律問題與滿足其需求，但在提供

服務一段時間後，團隊觀察到個案訴訟是否順暢，是深受司法系統環境的人事物

所影響，再者，團隊也更深刻意識到社會工作者在法院不是僅從事個案服務工

作，更需要與法院經營培養關係，透過社工服務與自身角色，協助或代表個案解

決在司法系統所遇到的問題，維護個案訴訟權益。 

 

    然而，剛進到服務處工作，對於如何對法院進行個案權益倡導、如何評估與

規劃倡導工作，實在沒有具體的認識與策略。過往在社工專業訓練上，偏重在社

工服務所需的專業知識上，倡導工作的訓練實在很缺乏。因此，當面臨需要進行

倡導的處境時，服務處團隊則是一次又一次試著進行溝通與協調，逐漸累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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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倡導的概念與策略，影響法院的人事物，逐漸對家暴本質、被害人處境有更實

質的認識與保護，以達到團隊欲達到的目標與結果。 

 

    近幾年來，透過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人員與法官對話與倡導，法院更加關注

家暴被害人的權益、處境，以及認識家暴本質，這當中受暴被害人的訴訟困境、

司法訴訟品質與生活穩定度，也均有明顯的改善與提高 (張錦麗，2004)。越來越

多法官肯定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的服務，也認同彼此成為專業合作的伙伴，社工

亦認為社工專業逐漸受到司法體系肯定，且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可催化司法環

境的改變，促成更完整的家暴服務輸送系統 (王佩玲，2009)。對於司法環境的正

向轉變，我深深感受到司法系統的開放與學習，不但逐漸看見「友善司法環境」

的目標，也更肯定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努力。然而，從這些轉變中，我

也十分好奇各個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社會工作者，如何與法官進行對話與倡導、如

何在法院發揮影響，催化法院朝友善環境前進？其「倡導」或「影響」的具體經

驗又是為何？我深信當中一定有其豐富性與可探性。 

 

    基於對服務處的發展與瞭解，各地家暴事件服務處設立至今，與法院之間均

逐漸發展、建立適合彼此的工作方法。而就過去在服務處的工作體驗，我十分了

解社會工作者在法院進行個案服務的同時，欲積極的與法院對話、維護個案權

益，實非容易之事。當須與法院溝通、協調、倡導時，社會工作者如何進行工作，

而經歷了阻礙與挑戰時，其因應方法又是如何？這些疑問陸續在我的心中發酵。 

 

    隨著自身經驗覺察，企圖回顧相關文獻以瞭解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

在法院內的倡導經驗為何。然而，卻發現近幾年與之相關的學術研究不多，在倡

導議題上的討論更是屈指可數，顯示學術界對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服務或倡導工

作，還未形成關注與討論。再者，從過去相關文獻中也發現，多數文獻著重於瞭

解社工與司法不同專業之間的合作、司法系統對社工角色與功能的期待，抑或個

案使用家暴事件服務處服務的因素。其次，則為深入探究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

輸送與處遇，以及服務處社工在陪同出庭上的專業角色等。 

 

    從上述文獻探究經驗中，較難能透過文獻理解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

實務上倡導工作經驗的樣貌，因此，想進一步透過研究，從社會工作者主觀詮釋

經驗的過程，理解社會工作者的對個案權益與倡導概念、倡導的經驗，以及自身

在當中的影響與反思為何。希冀透過研究，協助社會工作者建構對個案權益倡導

工作的概念與認識，並有助於家暴業務在司法系統中的推展。再者，也期待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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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司法人員、政府單位更了解社會工作者在倡導經

驗中的需求與困境，以做為未來服務規劃參考與建議。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問題與問題與問題與問題    

本研究欲以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服務為主軸，瞭解社工於法院

場域的個案權益倡導經驗，理解社工如何看待個案權益與倡導？如何透過倡導行

動維護個案權益。期待經由研究的過程，整理與建構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倡導

工作的概念與認識，故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究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倡導的認知 

二、 探究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個案權益倡導的經驗。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者進一步發展研究問題如下： 

一、瞭解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的認知為何？ 

二、瞭解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倡導的認知、信念為何？ 

三、瞭解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人員曾經進行的個案權益倡導經驗為何？ 

四、瞭解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個案權益倡導過程中，曾遭遇阻 

礙，以及面對阻礙的改善策略為何？ 

五、瞭解個案權益倡導經驗對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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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理解法院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以下簡稱家暴事件服務處或服務

處)社工為維護個案權益而進行的倡導工作經驗，故本章論述主題有三：第一節

為探討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發展與現況，第二節則進一步探討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

務特性與服務內涵、第三節將探討個案權益倡導的概念、型式與策略，以及在社

會工作中之應用與影響。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家暴家暴家暴家暴事件服務處發展與現況事件服務處發展與現況事件服務處發展與現況事件服務處發展與現況    

壹壹壹壹、、、、家暴家暴家暴家暴事件服務處事件服務處事件服務處事件服務處之之之之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回顧家暴事件服務處設立之初，轉眼間已設立近十年，當初為使個案服務順

暢、防治網絡資源能有效利用，以及因應保護令相關法令的要求，社會工作者擴

大工作場域進入司法系統成了必然趨勢(王佩玲，2010)，此趨勢發展促使家暴事

件服務處社工專業逐漸形成，因此，研究者茲以家暴事件服務處自 2002~2011 年

間的發展，整理發展脈絡為下列五階段，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服務誕生期服務誕生期服務誕生期服務誕生期--------方案規劃與推動方案規劃與推動方案規劃與推動方案規劃與推動        

    台灣於 1998 年家暴法通過後，政府對於家庭暴力議題越來越重視，紛紛投

入社工專業人力維護家暴被害人人身安全及權益。法院亦因家暴法規範，開始受

理家暴事件之保護令聲請，始有參與家暴防治工作行列。 

 

    從內政部家防會統計 2006～2011 年全國家庭暴力案件通報類型來看，家庭

暴力（含家庭內之兒虐案件、老人虐待）之被害人數據呈逐年成長之趨勢，其中

又以婚姻暴力案件之被害人數目最多。婚姻暴力被害人在完成通報程序之後，即

進入了社政家暴防治系統，接受社工服務、協助透過法律獲得應有的保護與公義。 

 

    然而，早期以司法中立、審判權獨立為防護罩的法院系統，其觀念還停留在

維護家庭和諧之傳統價值觀，法官普遍缺乏對家庭暴力本質的認識、忽略家暴被

害人的處境與權益，在審理過程中常引用社會傳統思維、離婚目的論，將家暴原

因歸責受暴婦女，遂使家暴被害人遭受二次傷害，引起外界諸多批評。 

 

    當時，社工經常在服務中發現，婚暴被害人在身心受創、資源缺乏、支持薄

弱下，選擇尋求司法途徑來爭取權益時，還需焦慮與恐懼會遭到司法不友善對待

與傷害（江幸慧，2003），這些司法過程中的不友善，如同讓受暴女性又再經歷

第二次、第三次的傷害。法院應是解決家庭暴力防治網絡的一環，並非獨立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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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之外(張錦麗，2004)，但在家暴防治工作夥伴當中，司法系統一直是被動且缺

席的。對法院的角色而言，法官並非只需擔任「審判者」的角色，還必須具有更

積極的問題解決功能才行(王佩玲等，2008)。 

 

    在家庭暴力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實施後一年，政府人員、民間團體以及

推動家暴法之專家學者接受安排赴美考察，當時大家對於美國在法院內設置家暴

被害人服務十分肯定(現代婦女基金會，2005)，於是台灣家庭暴力防治工作不同

形式的擴展思考開始發酵。考察團成員-高鳳仙法官返國後積極於台北市政府治

安會報中倡議，建議比照美國家庭暴力法庭內設置的被害人服務之形式，在地方

法院中也設立家庭暴力被害人服務處，期待社政與司法相互合作，由法院提供硬

體設施，市府提供人力支援（王宜芬，張玉芳，2006）。後續，高鳳仙法官又以

台灣高等法院函向司法院提建議案，建請各地方法院與各級地方政府共同設立家

暴被害人聯合服務處。 

 

當時，無論是地方政府與法院皆都有經濟來源與人力不足之困難，三方不同

立場與態度，也影響了方案推動的進度，例如，司法院態度趨於保守、社政與民

間團體態度則較為主動積極。後續終於在台北市政府、司法院、民間團體三方多

次的討論與協商的過程中，家暴事件服務處方案雛形逐漸產生。 

 

二二二二、、、、服務萌芽期服務萌芽期服務萌芽期服務萌芽期--------跨越界線跨越界線跨越界線跨越界線、、、、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    / (2002/ (2002/ (2002/ (2002 年年年年))))    

台灣第一個正式的家暴事件服務處是由士林法院與台北市政府共同設置，自

2002 年 1 月 21 日始，由現代婦女基金會承辦服務至今 (高鳳仙，2003，引自王

佩玲，2008)。在此之前，有先嘗試在台北地方法院，則是由一張桌子、一位人

力開始，提供家暴事件諮詢服務經驗(賴月蜜，2011)。此方案的設置，稍微突破

不同系統間專業分工的瓶頸，開創了以結合司法、社政與民間婦女團體的整合型

服務(張錦麗，2004)。 

 

在方案開辦之初，服務處是以試辦為定位，加上新方案的執行三方未有合作

默契，故彼此形成互相觀望的態度，互信基礎十分薄弱(張錦麗，2004)。雖然如

此，但有了第一個服務處之後，現代婦女基金會、勵馨基金會及其他機構後續也

紛紛與各縣市政府討論，在地方法院設置家庭暴力事件聯合服務處，於是社會工

作正式進入司法體系，在法院體制內設立家暴事件服務處，開始積極、主動地協

助民眾對家庭暴力的處理，亦試圖與法院建立合作關係（賴月蜜，2006）。    
 



 

7 
 

    三三三三、、、、蓬勃發展期蓬勃發展期蓬勃發展期蓬勃發展期————大量設置大量設置大量設置大量設置、、、、磨合磨合磨合磨合、、、、定位定位定位定位、、、、建立信任基礎建立信任基礎建立信任基礎建立信任基礎    / (2003~2005/ (2003~2005/ (2003~2005/ (2003~2005 年年年年))))    

2003～2005 年期間，是家暴事件服務處蓬勃發展階段，台北、桃園、屏東、

台東等地方法院相繼於 2003 年成立法院家暴事件服務。2004 年，內政部家防會

開始積極輔導各地方政府結合當地民間團體進駐法院成立服務處，期待能以公私

協力模式建構完整服務資源網絡，引導專業團體投入被害人服務工作(內政部家

防會網站，瀏覽於 2010/12/20)， 因此，雲林、台南、嘉義、高雄等四處家暴事

件服務也於 2004 年間陸續成立。 

 

邁入 2005 年，苗栗、新竹、花蓮、南投、板橋、台中、宜蘭等七處地方法

院，亦陸續加入設立行列，使家暴事件服務處發展到達高峰，至此時，全台已有

16 處地方法院成立家暴事件服務處，開始於法院中提供家暴被害人社工服務。 

 

由此設立速度，可推定家暴事件服務似乎已逐漸獲得政府與家暴被害人的認

同與肯定，然而，因法院屬於次級社會工作場域(secondary social work settings)，

社會工作服務的價值與理念至此時，仍不完全被司法系統接受，社會工作價值與

理念必須經常與司法系統磨合，彼此間不斷受到衝突與挑戰。 

 

相較於主要社會工作場域，於法院工作之社工人員可掌控權較低，因此，社

工人員在建立服務知識與角色定位時，尚須與法院慢慢建立信任基礎(張錦麗，

2003)。簡言之，社工人員必須學習與其他專業一起工作，社會工作的使命才得

以達成（賴月蜜，2006）。 
    

四四四四、、、、服務深耕期服務深耕期服務深耕期服務深耕期--------服務工作深入服務工作深入服務工作深入服務工作深入、、、、立法定位確定立法定位確定立法定位確定立法定位確定    /(2006~2007/(2006~2007/(2006~2007/(2006~2007 年年年年) ) ) )     

家暴事件服務服務發展至此階段亦邁入第 4、第 5 年，此階段服務工作仍立

基於個案工作、法院倡導、網絡協商經營等，此階段，彰化與基隆各別成立家暴

事件服務，至 2007 年底，台灣 18 個地方法院皆完成家暴事件服務之設置。 

 

在設立 5 年經驗中，各地在服務執行與運作上經常發生行政權責不清，而使

雙方或三方合作困難的現象，例如，司法院擔心僅提供家暴被害人服務為主，有

侵害相對人權益之虞，將會破壞司法審判中立之形象，故發函針對服務處名稱統

一明定為「OO 縣市政府駐臺灣 OO 法院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改變先前「聯合

服務處」之稱呼，(姚淑文，2006、謝懷嫻，2006)。 

 

由此司法院行動看來，三方因權責模糊不清，造成服務處立法定位不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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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順暢之現象，台灣防暴聯盟組織有鑑於此，於是在 2006 年 6 月召開法院「家

庭暴力事件服務處」正名記者會，極力主張修法，增加「法院應與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共同設立家庭暴力事件聯合服務處所」之條文，讓家庭暴力事件服

務處的設立與運作合法化，並使雙方或三方在有法源依據下，可就彼此的權利義

務作協調與約定，呼籲家暴防治網絡應朝「跨領域、跨部門、跨單位」之協同合

作(台灣防暴聯盟「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正名記者會新聞稿，2006)。 

 

五五五五、、、、發展任務期發展任務期發展任務期發展任務期————發展多元工作方法發展多元工作方法發展多元工作方法發展多元工作方法/(2008~/(2008~/(2008~/(2008~至今至今至今至今))))    

在全台各地方法院完成設立家暴事件服務處後，服務處的服務模式也趨於穩

定。2009 年，澎湖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處也在法院院長及澎湖縣政府的合作下，

比照台灣本島模式，以公部門委託、私部門承辦之公私協力的方式創造被害人更

便利、可及的服務輸送管道（內政部家防會網站，瀏覽於 2010/10/20）。 

 

服務處發展至第 6 年，各縣市法院社工人員仍須持續克服因三方權責因素所

造成的影響，除此之外，還須面對來自各縣市政府的要求，思考創新服務模式、

加入在地文化特色，以提高個案服務成效。 

 

台北、士林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在個案工作服務中，觀察到家暴被害人

在面對訴訟歷程有更大量的情緒支持及法律常識認識需求，因而在 2008 年度開

始規劃設計團體工作以提供服務、滿足個案階段性所需；台東法院家暴事件服務

處則針對原住民人口比例高之特性，製作母語宣導錄音帶；台南法院家暴事件服

務處工作人員則參與保護令裁定前的鑑定工作，更積極的推展家暴防治工作、維

護家暴被害人權益；苗栗法院則受法院要求服務相對人、提供相對人審前服務；

桃園法院則因應外籍配偶求助比例，制定不同國家語言之保護令版本；部分家暴

事件服務更與在地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安排律師免費定期的駐點諮詢服務(黃

心怡等人，2008；勵馨基金會各家暴事件服務處工作人員等，2009)。 

 

另外，縣市政府亦期待家暴事件服務處須在方案中規畫暴力防治宣導工作，

於是苗栗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針對企業體進行宣導合作、台中法院家暴事件服務

處規畫於法院長廊撥放宣導短片、板橋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則於每年 6 月家暴防

治月規劃紫絲帶家暴宣導活動，針對法官及其他各級司法人員、民眾進行家暴防

治宣導、鼓勵佩戴紫絲帶響應反暴力精神(參考各服務處網頁介紹，瀏覽於

2011/1/12；勵馨基金會各家暴事件服務處工作人員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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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整理，回顧近十年來服務處的發展，社政與司法的合作上已開始逐

漸有成效，原本被動、保守的司法系統，受到跨專業合作模式的刺激，也漸漸以

開放態度合作互動，法官與司法相關人員更開放的認識家庭暴力本質、對家暴議

題投入更多關注。在這樣互動關係上，雖然司法系統看見服務處在法院設立的功

能與好處，對於社工服務也開始有了認識，但司法與社政合作之間，仍然存有著

距離與權力關係，此考驗著家暴事件服務社工人員的專業自信與專業展現。 

 

                            圖圖圖圖2222----1111    歷年家暴歷年家暴歷年家暴歷年家暴事件服務處成立數量變化圖事件服務處成立數量變化圖事件服務處成立數量變化圖事件服務處成立數量變化圖            

貳貳貳貳、、、、家暴家暴家暴家暴事件服務處事件服務處事件服務處事件服務處設置設置設置設置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近幾年來，家庭暴力防治社會工作，隨著服務工作的需要，法律知識的增進、

法律程序的理解，乃至於與司法工作者的互動和對話，都成了家庭暴力防治保護

性社會工作職前、在職訓練等重要的課程內容(王佩玲，2009)。若社工人員在法

律方面的知識很有自信，則其在對服務使用者的服務會有很大的不同，社工人員

結合社工及法律的知識，會成為很傑出的倡導者，因此，法律知識影響社工人員

在許多決定上的選擇，係社工人員成為專業人士的關鍵(賴月蜜，2006)。 

 

然而，社工人員在面對司法體系時，常會有對法律條文的陌生、對司法文化

的畏懼的現象，長久以來即存在著「對法律專家的恐懼症」（legist phobia）(賴月

蜜，2006；引自王佩玲、沈慶鴻，2008)。這樣的焦慮來自社工人員對法律之認識

不足，以及當被害人保護工作涉及到法律議題而有所討論或爭辯時，社工人員往

往是最沒有聲音的一群(王佩玲、沈慶鴻，2008)。承上所述，在社會工作在法院

體系內的發展過程中，不論從社工或司法角度，都提出專業提升的重要性（賴月

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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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專業面對跨專業合作時，在尚未明確發展工作方法之前，即是面對

一個不確定情境。在一個不確定情境裡，社會工作在與其他專業系統互動過程

中，如何找到定位，如何發展社工專業，是備受考驗的，此部分亦為研究者在研

究中所關心的議題與現象。  
  

家暴事件服務處的設立，為社會工作專業正式進入司法系統的起步，正式合

作的開始首重在專業間相互瞭解與學習，其中，包括讓法官瞭解社工與志工的差

異，以及瞭解家暴事件服務處設立宗旨，其成立無疑對司法中立產生影響(賴月

蜜，2006)，例如：雖然社工與司法系統人員皆能瞭解個案之差異與個別性、專

業倫理之要求及保密之原則，但兩者在實務處理過程中卻常有衝突(王佩玲，

2009)。研究者於 2011 年、2012 年間分別查詢 嘉義、基隆等地方法院家庭暴力

事件服務處、新女性聯合、勵馨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以及其他民間團體等

網頁，瞭解其服務對象與服務內涵，整理為表 2-1。 

 

整體而言，19 處地方法院服務在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因其地方文化特色而

呈現多元性。服務對象部分，除了以家暴被害人及其子女為主，有些地方法院服

務對象尚包括性侵害被害人、家暴被害人家屬、以及外籍配偶、單親與隔代教養

家庭、身心障礙者等，其次，從服務項目來看，各服務處服務項目皆包括會談輔

導與支持、法律服務、陪同服務、聯繫相關單位等，然而有些地方法院服務處則

尚包含後續追蹤等個案管理服務、社區及校園之家庭暴力預防宣導、家暴網絡聯

繫會議等。在人力編制部分，普遍編制為一名督導與二名社工，部分服務處則有

四名社工的編制，而有些地方法院則無督導編制，僅專業社會工作者提供服務。

另外，19 處服務處均為公辦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團體承接，其中以勵馨基金會

承接 8 處為最多，其次為現代婦女基金會，承接 4 處，其他民間團體則各承接 1

處。然而，經研究者分析整理，某些地方法院服務處開辦至今，曾歷經不同民間

團體承接，目前以基隆地方法院轉換 3 間民間團體，為最多次，而嘉義地方法院

則由兩間民間團體同時進駐，分別承接嘉義縣與嘉義市的服務。 

 

從家暴事件服務處實務運作經驗發現，社工所擁有的社會工作價值挑戰了司

法系統的「保持中立」與「公平審判」的價值觀（張錦麗，2004）。姜琴音（2001）、

秦紀樁（2001）認為社工員協助和維護被害人權益的角色，與司法體系要求社工

專業協助調查及建議的角色相當衝突，而在合作的過程中產生不相融但又必須合

作的矛盾（引自王佩玲，2008）。在此衝突且矛盾的關係中，社工人員面對司法

專業地位，往往因雙方互動關係與權力不平等，而矮化自己的專業地位與專業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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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實務運作上，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多處於訴訟輔導科某一櫃

台，無獨立空間進行會談以保護個案隱私，且與訴訟輔導科之間角色地位模糊(張

錦麗，2004)，再者，承辦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之機構內社工流動率過高，致使

專業經驗無法累積，流動且無經驗之社工人力亦影響法院關係經營，甚至影響司

法體系對家暴事件服務處之支持與方案運作之功能(嚴祥鸞，2010)。 

 

家暴事件服務處方案運作模式相當不同於過去的婚暴個案管理模式，不但非

常考驗社工專業的品質，更挑戰社工人員在面對跨領域合作時，其專業自信的展

現。這種擴充式的服務內涵讓社工人不得不面臨新知識、價值、角色和功能再建

構的問題（張淑貞，2003）。社工人員除了個案服務外，尚須背負著被害人保護

與權益倡導者的使命，持續敏感法院審理家暴案件的態度、立場及價值觀。長久

以來，社工人員是如何本著社會工作價值、使命，瞭解融合司法系統工作方法與

價值，進而順利在司院場域進展個案權益倡導工作，亦為本研究關心的議題。 

 

表表表表2222----1111    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    

法院名稱 承辦單位 承接時間 人力配置 服務對象   

基隆地院 

1.新女性聯

合會 

96 年 5 月 1 日

~98 年 

1 名督導、4

名社工。 

依家庭暴力防治法所

需服務之被害人、加害

人及其子女等。 

1.法律諮詢.2.陪同出庭. 

3.轉介服務.4.個案服務. 

5.心理支持. 

6.保護令及家暴相關文件聲請. 

7.後續追蹤等個案管理服務. 

8.社區及校園關於家庭暴力防治

等宣導工作. 

9.定期辦理家暴網絡聯繫會議 

2.台灣社區

健康及家庭

關係促進協

會 

99 年~101 年 1

月 

1 位督導、2

位社工 

居住於基隆市或其他

縣市之案件管轄區域

屬基隆地方法院之家

庭暴力事件當事人或

性侵害被害人 

1. 輔導與諮商 

2. 法律諮詢 

3. 保護令聲請 

4. 陪同出庭 

5. 資源連結及轉介 

6. 資訊提供與預防宣導 

3.伊甸基金會 101 年 2 月至今 
1 位督導、2

位社工 

居住於基隆市或其他

縣市之案件管轄區域

屬基隆地方法院之家

庭暴力事件當事人或

性侵害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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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222----1 1 1 1 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續續續續))))    

宜蘭地院 

1. 宜 蘭 縣 真

情 婦 女 協 會  

94 年 12 月 30

日~95 年 12 月 
2 位社工員 

遭 受 家 庭 暴 力 的 婦 女 及 其

子 女 、 外 籍 配 偶 、 單 親 與

隔 代 教 養 家 庭 、 身 心 障 礙

者 、 一 般 大 眾 。  

1.心 理 諮 商 、 輔 導  

2.法 律 諮 詢  

3.資 源 轉 介 服 務  

2. 財 團 法 人

宜 蘭 縣 私 立

蘭 馨 婦 幼 中

心  

95 年 

（自 96 年 1 月

開始承接） 

2 位社工員 

1. 諮商輔導  

2. 法律扶助 

3. 保護令的聲請、陪同出庭 

4. 資源轉介 

5. 預防宣導 

士林地院 

現代婦女基金

會 

 

91 年 01 月 1 位督導 

4 位社工員 

1、遭受到家庭暴力的受害人

（以各法院轄區為主），其他

縣市居民若為地方法院轄區

之當事人，亦提供必要協助。 

2、對於一般民眾，提供免費

諮詢及資源轉介等相關服務 

1、法律諮詢服務 

2、出庭服務 

3、個案服務與資源轉介。 

4、資訊提供。 台北地院(新

店) 
92 年 02 月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新竹地院 94 年 04 月 

1 位督導 

3 位社工員 

花蓮地院 94 年 8 月 

1 位督導 

4 位社工員 

台中地院 

現代婦女基金

會 

94 年 4 月~100

年 12 月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中華民國幸福

家庭促進協會 

101 年 1 月~至

今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1、遭受到家庭暴力的受害人 

2、對於一般民眾，提供免費

諮詢及資源轉介等相關服務 

板橋地院 

財團法人勵馨

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 

 

94 年 7 月~至今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提供致電或親至法院尋求協

助之家庭暴力或性侵害被害

人相關服務（含設籍新北市或

實際居住於新北市人士）。 

1. 會談輔導與支持 

2. 法律服務 

3. 陪同服務 

4. 聯繫相關單位 

5. 轉介 

6. 子女問題協助 

7. 其他處遇（通報、心理諮商、

提供社會福利資源資訊等） 

 

桃園地院 

92 年 7 月成立

~94年 3月(張老

師承接)。 

94 年 4 月~至今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1.遭受家庭暴力的受害人 2.遭

受性侵害之受害人 3.遭遇婚

姻家庭問題之民眾或家事訴

訟之當事人 

苗栗地院 

92 年 4 月~至今 1 位兼職督導 

2 位社工員 

以家暴個案為優先服務對象

群。 

1.遭受家庭暴力聲請保護令者 

2.聲請裁判離婚需婚姻諮商者 

3.收養、監護案聲請者 

4.一般至法院洽公之民眾 

南投地院 
94 年 6 月~至今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1.家庭暴力案件當事人(以被

害人為主) 

2.其他經評估確有服務需求者 

台南地院 

93 年 10 月~96

年(女權會) 

97 年~至今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遭受家庭暴力之被害人，及其

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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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222----1 1 1 1 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方案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調查表((((續續續續))))    

高雄地院 
 93 年 12~至今 1 位督導 

2 位社工員 

遭受家庭暴力之被害人，及其

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員等。 

 

屏東地院 
92 年 6 月~至今 1 位兼職督導 

2 位社工員 

因 家 庭 暴 力 事 件 求 助 之 民

眾，及其未成年子女、家庭成

員等 

台東地院 

92 年 7 月~至今 1 位督導 

1 位社工員 

1.遭受家庭暴力聲請保護令

者。 

2.聲請裁判離婚須婚姻諮詢

者。 

3.兒童少年需受保護者。 

4.其他需接受服務者。 

彰化地院 

真善美基金會 95 年 1 月~至今 1 名督導、2

名社工 

遭受家庭暴力之被害人，及其

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員等。 

1. 家庭暴力相關法令諮詢 

2. 陪同出庭 

3. 個案服務 

4. 資源轉介及資訊提供 

雲林地院 

新女性聯合會 93 年成立 

94 年 3 月~至今 

1 名督導、2

名社工 

遭受家庭暴力之被害人，及其

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員等。 

1.法律諮詢.、 2.陪同出庭.、 3.

轉介服務、4.個案服務、5.心理

支持、6.保護令及家暴相關文件

聲請、7.後續追蹤輔導、8.社區

及校園關於家庭暴力防治等宣

導工作.、 9.定期辦理家暴網絡

聯繫會議、10.與衛生局合作辦理

家暴加害人審前評估會談。 

嘉義地院 

嘉義縣：新知

婦女協進會 

93 年 12 月~至

今 

1 名督導、1

名社工 

主要為居住在嘉義地區遭受

到家庭暴力或性侵害事件的

當事人。 

1. 法律諮詢服務 

2. 出庭服務 

3. 個案服務 

4. 轉介服務 

5. 其他服務 

嘉義市：善牧

基金會 

1 名督導、1

名社工、1 名

社工助理 

澎湖法院 

財團法人平安

社會福利慈善

事業基金會 

2009 年 7 月 1

日 

2 名社工 遭受家庭暴力之被害人，及其

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員等。 
1.提供家庭暴力當事人法律諮詢

與服務 

2.當事人心理支持，並賦權當事

人面對司法審判； 

3.提供家暴被害人相關福利資源

整合，了解其保護令之相關權利

與義務 

4.後續關懷追蹤及其社會適應等 

資料來源： 

1.勵馨基金會網頁 http://www.goh.org.tw/services/main.asp?expand=household force#force services，瀏覽於 2011/11/19 
2.新女性聯合會 http://tw.myblog.yahoo.com/new-women/article?mid=7 瀏覽於 2011/11/19 

3.台灣社區健康及家庭關係促進協會 
https://sites.google.com/a/twtacf.org.tw/main/ben-hui-dao-lan/wo-men-de-fu-wu-xiang-mu-yu-nei-rong/she-gong-fu-
wu 瀏覽於 2011/11/19 

4.嘉義地方法院、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cyd.judicial.gov.tw/homeweb/index.html，瀏覽於 2011/11/19 
5.宜蘭地方法院網頁 http://ild.judicial.gov.tw/?struID=2&cid=51，瀏覽於 2012/6/03 
6.澎湖縣政府網頁

http://www.penghu.gov.tw/ch/home.jsp?mserno=201111070042&serno=201111070042&contlink=ap/pnews_vie
w.jsp&dataserno=201012103548，瀏覽於 2012/6/03 

7.游美貴(2012)家庭暴力及性侵害個案管理服務模式評估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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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家暴家暴家暴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服務特性與內事件服務處社工服務特性與內事件服務處社工服務特性與內事件服務處社工服務特性與內容容容容    

    根據家暴事件服務處發展目標，社工服務為結合社政與司法資源，協助被害

人並啟發解決問題的能力，落實弱勢人權的保障、使被害人獲得應有的公平、正

義與安全，創造一個友善的司法環境。基於此目的，本單元將進一步探究家暴事

件服務處的特性與內涵，茲以價值信念、服務內容兩部分進行介紹。 

壹壹壹壹、、、、家暴事件服務處家暴事件服務處家暴事件服務處家暴事件服務處服務特性服務特性服務特性服務特性    

一一一一、、、、服務意義與價值服務意義與價值服務意義與價值服務意義與價值    

    為營造友善的司法環境，家暴事件服務處的設立對於在司法系統推動被害人

保護工作有其重要的意義與影響。吳秉正(2010)從探究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社工

人員陪同出庭服務的角色、經驗中，指出專業角色實踐的深層意義是在於友善司

法價值信念的認同與實踐，以及落實弱勢人權的保障；勵馨基金會(2009)則指出，

透過司法程序幫助自己獲得應有的公平、正義與安全是家庭暴力事件被害人的重

要過程。  

 

    綜合上述，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意義與價值，是在於創造一個友善的司法

環境、落實弱勢人權的保障、使被害人獲得應有的公平、正義與安全，影響司法

人員價值，達到落實公平正義、建立友善司法環境之目標。 

二二二二、、、、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特性與服務特性與服務特性與服務特性與服務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一一一一) ) ) )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家暴事件服務處方案與一般以社會工作為主要場域的方案性質不同，茲就相

關文獻，整理家暴事件服務處方案特性，呈現如下： 

1.1.1.1.服務具有可近性與便利性服務具有可近性與便利性服務具有可近性與便利性服務具有可近性與便利性    

    從婦女的處境與特性來談，Straus(1978)在性別歧視結構與社會的傳統上解

釋，婦女不論社會經濟地位，都處在經濟、社會和司法的劣勢處境，且婦女在其

中亦很少向外求助(引述自Judy Woods&Cal D. Stoltenberg )。實務中，婦女在因應

安全危機議題時，除了求助一般所常見的派出所、醫院急診室外，家暴事件服務

處亦是受暴婦女在危機期間的求助管道(謝懷嫻，2003)。家暴事件服務處在規劃

設計之初，亦回應文獻所提及的現象，主要為回應家暴被害人的需求及求助時所

遭遇的困境，故規劃服務處方案使家庭暴力被害人能在法院內就近獲得社工人員

各項服務(張錦麗，2003)。因此，就福利服務可近性而言，地方法院設立家庭暴

力事件服務處對家暴被害人來說，不僅為多了一個專屬服務窗口，更使服務達到

便利性、可使用性與適切性(陳延道，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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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司法司法司法司法、、、、社政與民間團體整合服務的特性社政與民間團體整合服務的特性社政與民間團體整合服務的特性社政與民間團體整合服務的特性    

家庭暴力防治工作就本質而言，是一跨專業（inter-disciplinary）、跨部門

（inter-sector）與跨機構（inter-agency）的工作(劉淑瓊，2002)。而家暴事件服務

處考量了家暴防治的本質，橫跨不同專業、組織進行整合性嘗試，是為一結合司

法、社政與民間婦女團體的整合型方案，此方案為最困難的部份在於需突破專業

分工障礙，試圖形成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整合性服務（張錦麗，2004）。 

 

家暴防治工作雖然強調「跨單位、跨專業的整合服務」，但對於擁有不同的

專業訓練、人事升遷結構、專業文化、問題解決、思維邏輯的專業人員而言，整

合性服務策略在實務運作上，有其亟待克服之障礙 (劉淑瓊，2002)。因此，具有

司法、社政與民間團體整合服務特性的家暴事件服務處，其社工人員在跨單位、

跨專業的服務合作工作上，勢必需要具備網絡協商與整合的能力，以因應與不同

系統專業人員互動所帶來的挑戰。 

3.3.3.3.服務與倡導並行之特性服務與倡導並行之特性服務與倡導並行之特性服務與倡導並行之特性    

針對家暴被害人對法院的期待與互動經驗，沈慶鴻(2003)表示家暴被害人希

望法院或社政能主動提供所需之協助，張錦麗(2004)則指出，整體的司法情境及

法官態度對婚姻暴力受害者均不友善，從上述文獻中似乎突顯出了家暴被害人在

訴訟程序中，得不到司法友善服務的現象。 

 

司法系統中存有對家暴被害人不友善的現象，是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社會工

作人員進行倡導的主要目的，家暴事件服務處成立的目標之一即為在司法系統進

行倡導工作(張錦麗，2004)。社會工作辭典定義了社會工作從事倡導工作主要目

的在於「保護服務使用者的權益，使服務輸送體系更能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求」，

再者，Payne(2005)也認為，社會工作人員以倡導技巧代表人民採取行動，確保人

民在其他服務得到應有的權利，是社會工作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對家暴事

件服務處而言，一個有成效家庭暴力法院服務，「透過倡導取得應得的保護服務」

是一重要的工作(引自姚淑文、李姿佳，2009)。  

 

綜觀以上倡導的意義，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家暴事件服務處從籌劃至設

立、從臨櫃式服務逐漸發展有專屬服務空間，無不是倡導的展現，此外，觀察到

被害人的心理安全需求，因而爭取於等待空間設置叫號燈，亦是倡導的成果(勵

馨基金會，2009)。因著這樣的脈絡，「倡導」的議題已成為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

的服務精神與目標 (姚淑文、李姿佳，2009)，融合在服務中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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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服務內服務內服務內服務內容容容容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家暴事件服務處方案草創之時，目的在於回應婚暴被害人的需求、規劃被害

人在訴訟期間於社會福利面、司法程序面、諮詢輔導面所需之個案服務。經過近

十年的發展，每個服務處受不同縣市要求及在地文化影響，服務項目與內涵皆不

盡相同。依目前十九個家暴事件服務處之服務項目與內涵，大致區分為四大類：

個案服務面、司法人員合作互動面、網絡聯繫互動面、倡導宣導面，闡述如下： 

1.1.1.1.個案服務面個案服務面個案服務面個案服務面    

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對象以家暴被害人為主，除了被害人外，有些地方法

院尚擴及了加害人服務(潘淑滿，2007)。研究者從各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網頁資

料發現(瀏覽於2010年/11/10)，部分服務處的服務對象尚包括性侵害被害人及其家

屬，故服務對象呈現多元的發展，具有多樣性。再者，不同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

在從事個案服務的過程中，因應組織發展、縣市要求、法院文化差異，產生了不

同的服務模式，因此，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項目特色可說是不盡相同(吳秉正，

2010)。 

 

依據潘淑滿(2007)、王佩玲、沈慶鴻(2008)、吳秉正(2010)等文獻，整理出家

庭暴力事件服務處在個案工作面的服務與工作流程，綜合相關文獻，呈現如下：    

(1) 一般諮詢服務：接受一般民眾、家暴被害人以電話/面談等方式諮詢婚姻、

法律相關問題、家庭暴力防治與社會福利的相關訊息。 

(2) 法律諮詢服務：提供家暴相關法律諮詢與訴訟討論、協助聲請民事保護

令，加害人部分則著重在澄清法律規定與程序、說明權益，減少對法律規

定與司法體系不滿。 

(3) 個案服務：提供被害人會談輔導及心理支持，分析評估個案問題及需求、

討論人身安全計畫、擬定處遇計畫、危機處理、協助個案連結並維繫資源。 

(4) 轉介服務：提供家暴被害人相關社會福利資源，依其需要連結相關單位進

行轉介（例如諮商輔導、經濟扶助等）。 

(5) 法庭陪同服務：提供被害人出庭前、中、後之陪同出庭服務，同時亦接受

相關單位出庭轉介，或協助個管單位陪同出庭。 

(6) 因家暴事件而裁判離婚協調：部份地方法院期待在法院與社工員共同評估

下，能降低家暴再發生前提下的相關問題，協助被害人與加害人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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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家暴事件服務處家暴事件服務處家暴事件服務處家暴事件服務處之服務流程之服務流程之服務流程之服務流程    

家暴事件服務處需依據服務流程受理來自不同保護網絡單位所轉介之家庭

暴力事件被害人（王宜芬、張玉芳，2006），目前家暴事件服務處之服務流程有

兩種模式為代表，一為勵馨基金會模式、一為現代婦女基金會模式(王佩玲、沈

慶鴻，2008、吳秉正，2010、內政部家防會網站，瀏覽於 2011/2/5、勵馨基金會

網站，瀏覽於 2011/2/5)。勵馨基金會部分，工作流程分為接案、開案、擬定與執

行處遇、結案評估、結案等幾個過程(如圖 2-1)，另外亦有陪同出庭流程呈現在後

(如圖 2-3)。現代婦女基金會則相同以初步評估、開案、通報、追蹤/轉介、結案

等過程，但另外則呈現不開案評估原因及流程(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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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2222----2222    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家暴事件服務流程圖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家暴事件服務流程圖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家暴事件服務流程圖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家暴事件服務流程圖                

  資料來源：勵馨基金會（（（（2010201020102010））））    

接案 

評估是否

開案 

 

開案 

擬定處遇計劃 

 

執行處遇計劃 

案案 

a. 保護網絡轉介或告知 
b. 自行求助（包含經由親友、

媒體告知或知悉者） 
c. 司法人員 

 
結案評估 

結案 

一般

諮詢 

a. 個案基本資料表 
b. 個案加害人表 
c. 外部表單 

a. 個案會談記錄表 

 

a. 個案會談記錄表 
b. 個案轉介表 
c. 陪同出庭摘要表 
d. 外部表單 

a. 個案會談記錄表 

a. 個案會談記錄表 

b.  

a. 結案表 

是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完成服務目標 
案主告知不需服
務 
失聯達兩個月 
搬遷外縣市或離
境 
轉介個管單位 
已有個管員 
死亡、其他 

1.輔導與支持 
2.法律服務 
3.聯繫相關單位 
4.轉介 
5.子女問題協助 
6.陪同服務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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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志工/法警 家暴官/轄區員警 個案管理單位 

電話 自行求助 社工員主動發掘 轉介 

評估 

家庭暴力個案 非家庭暴力個案 

非設籍且不居住於台北市 設籍/居住於台北市 

通報 

� 轉介服務 

� 出庭陪同服務 

� 法律諮詢服務 

� 心理支持與商 

� 福利資源提供 

結案 

已有個案管理 未有個案管理

� 知會個管單位 

� 出庭陪同服務 

� 法律諮詢服務 

� 心理支持與商 

� 福利資源提供 

� 出庭陪同服務 

� 法律諮詢服務 

� 心理支持與商 

� 福利資源提供 

結案 

評估 

開案 不開案 

建立個案

通報 

每月追蹤 2 次

追蹤 2 個月 

轉

結案 

結案 

性
侵
害
（
請
參
考
性
侵
害
處
理
流
程
） 

家
事
事
件 

一
般
諮
詢
案
件 

協
調
服
務 

將
協
調
結
果
知
會
法
官 

結
案 

一
般
諮
詢
服
務 

結
案 

家暴 心 

通報 

通報 

法
律(

福
利)

諮
詢
服
務 

轉
介 

結
案 

結
案 

結

圖圖圖圖2222----3  3  3  3  地方法院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地方法院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地方法院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地方法院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

力事件聯合服務處家庭暴力個案服務流程力事件聯合服務處家庭暴力個案服務流程力事件聯合服務處家庭暴力個案服務流程力事件聯合服務處家庭暴力個案服務流程((((現現現現

代婦女基金會承接代婦女基金會承接代婦女基金會承接代婦女基金會承接))))        

資 料 來 源資 料 來 源資 料 來 源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家 防 會內 政 部 家 防 會內 政 部 家 防 會內 政 部 家 防 會 (((( 瀏 覽 於瀏 覽 於瀏 覽 於瀏 覽 於

2222010/07/0010/07/0010/07/0010/07/0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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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2222----4444        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陪同出庭服務流程圖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陪同出庭服務流程圖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陪同出庭服務流程圖勵馨基金會承接家暴服務處之陪同出庭服務流程圖    

資料來源：勵馨基金會（2007） 

陪同出庭

前的評估。 

陪同出庭

前的處遇。 

陪同出庭

時的評估。 

陪同出庭

後的評估。 

1.受暴婦女的出庭經驗。          4.法律知識的理解程度。 

2.情緒支持的需要程度。          5.其他特殊情況。 

3.安全上的危險程度。 

1.法院概況介紹。                7.告知相關法律知識。 

2.角色扮演。                    8.情緒的安撫與支持。 

3.安全計畫擬定與資源連結。      9.陪同出庭經驗分享。 

4.角色期待的澄清。              10.確認訴訟聲請的內容。 

5.勸阻左右子女或家人作證內容。  11.其他。 

6.協助證據的評估與整理。         

等待時：1.情緒的安撫。         3.提醒相關的注意事項。 

2.法院環境熟悉。       4.因應施暴者或其他家人。 

5.其他。 

出庭時：1.不公開審理，無法陪同進入法院   3.主動要求協助或發言。 

        2.被要求協助陳述、解釋說明、翻譯。 4.情緒安撫。 

        3.增加陪同子女。 

結束後：1.陪同安全離開及確認。  4.解釋出庭內容。 

        2.情緒支持與鼓勵。      5.危機處理（安全走道）。 

        3.協調的協助。          6.人身安全計畫。 

1.提供服務或評估報告。          6.協助後續撰狀。 

2.同理激勵。                    7.安排法律諮詢。 

3.澄清誤解或錯誤訊息。          8.轉介相關資源。 

4.後續計畫的討論。              9.提供社會資源及資訊。 

5.反應倡導（相關網絡人員）。     1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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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司法人員合作互動面司法人員合作互動面司法人員合作互動面司法人員合作互動面    

     司法系統被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被視為應納入綜合救援網絡的一環，但實

務上此觀念並未獲得多數法官共識，有些法官在心態上仍然認為他們不是婚姻

暴力防治者，且對防治網絡運作與資源疏離(王佩玲、沈慶鴻，2008)。事實上，

多數法官不認為所屬專業是婚姻暴力防治網絡的一份子，其網絡概念也明顯比

社工與警察不足，嚴格來說，法官是網絡整合概念與行動中的缺席者(郭彩榕，

2006)。 
 

     賴月蜜（2006)指出，因家暴事件服務處的設立，社工人員得以進駐法院運

作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社工人員除了著重專業督導及社工專業提升外，應更積

極與法院內各行政部門做好關係建立。然而，在與司法機關的合作上，司法部

門於組織地位較為強勢，社政單位以約聘僱人員，合作及對話相對困難，且相

較於主要社會工作場域，法院屬於次級社會工作場域(secondary social work 

settings)，社工人員在次級社會工作場域工作較無掌控權，因此，若要解決跨專

業、跨領域合作的實務困境，那麼加強網絡中各專業人力的專精化及建立平等

對話之合作機制，社工人員學習與其他專業一起工作，是為重要的政策課題(張

錦麗，2003、焦興鎧，2009)。 
 

    張錦麗(2004)表示，婦女團體進駐法院，開始與司法人員一起合作，第一項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擴大視野、瞭解司法人員的專業價值與差異。從此觀點可得

知，不同系統專業間各有專業價值與組織文化，然而究竟社工人員與司法人員之

間如何看待與不同系統人員合作互動？胡芳靜(2006)在從法官與社工人員的合作

態度面向表示，法官與社工人員對彼此在受暴婦女服務中的角色認知有限，雙方

侷限在各自專業內，忽略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不僅彼此有誤解，合作上也對彼此

有不同期待。 
 

    綜合以上所述，身處於次級社會工作場域的社工人員，面對專業地位與權威

較高、本位主義較重的司法系統，須與法院內各行政部門、司法人員建立夥伴關

係、了解彼此定位、功能與價值觀，學習與其他專業一起工作。回到社會工作與

司法系統的信念與使命上，社會工作專業使命在協助弱勢者的權益得到保障，司

法則是維護人民權益的制度和場域(曾華源、白倩如，2009)，社工與司法人員應

以個案需求為出發點，組成司法與社政單位的合作團隊(胡芳靜，2006)，本研究

亦以此為脈絡，了解兩者不同立基的理念，彼此之間如何分工合作、進行關係經

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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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網絡聯繫互動面網絡聯繫互動面網絡聯繫互動面網絡聯繫互動面    

     根據家暴法第八條規定，家暴事件必須結合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戶

政、司法等相關單位(焦興鎧，2009)，因此，我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實務運作，

是以社政系統扮演個案管理者角色之關係，社工必須個案為中心不斷以與其他

專業協調、聯繫，串連其他專業資源 (郭彩榕，2006)。    
 

     社工人員與網絡成員聯繫合作的目的在於以合作、協調、共事，以資源、

資訊、個案或方案的策略整合模式，維護服務使用者的權益(劉文湘，2005)。家

暴事件服務處的社工人員於協調處理個案議題時，與網絡成員協調、聯繫是必

備的工作內容之一，目的在於透過連結網絡各項資源，共同協助家暴被害人的

人身安全及基本權益獲得保障。然而，家暴事件服務處方案以短期、諮詢和解

決緊急問題的服務內涵為主，以至於與網絡其他個案服務部份，出現角色定位

與功能上的模糊，與網絡成員共事上亦產生誤解與挫折，其他工作人員亦對家

庭暴力事件服務處在家暴網絡的角色感到懷疑(王佩玲、沈慶鴻，2008)。 
 

     綜合以上所述，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在從事被害人保護工作時，與警察、

司法、其他社政機構保持高度互動是越來越重要的工作方向(王佩玲、沈慶鴻，

2008)。社工人員與網絡成員互動的經驗，以及在互動合作中，有哪些正負面經

驗，自己又是如何因應這些經驗的，此部分成為本研究繼續探究了解的部分。 
 

4.4.4.4.倡議宣導面倡議宣導面倡議宣導面倡議宣導面    

    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社工服務，不僅僅是就近提供受暴婦女社工專業服務，更

重要的是須從個案實務經驗中檢視司法環境與服務網絡之不足，並進一步與司法

系統進行溝通、討論，試圖鬆動司法系統、營造友善司法環境。 
 

然而，在法院提供服務的社工人員要在司法環境中進行倡議工作、營造友善

司法環境並不是那麼容易。社工服務進入法院後，在服務模式與社工專業尚未發

展之下，面對司法系統不同文化與價值觀的挑戰，首先面臨了關係磨合與建立之

任務。因此，家暴事件服務處在服務與權益倡導工作之間，需要發展一套工作方

法以達成目標。 
 

從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的社區地域性、資源可近性以及獲得資源的便利性特

點來看，研究者發現從全台各縣市家暴事件服務處的工作中，倡導宣導工作已是

各縣市政府期待家暴事件服務處所需包含的工作項目之一。從事預防宣導的目的

在於使司法系統及民眾認識家庭暴力本質與預防家暴再發生、認識家暴事件服務

處、認識求助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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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秉正(2010)整理全台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服務內涵指出，家庭暴力預防宣

導活動多為提供一般性福利諮詢服務、提供家庭暴力防治和社福相關的資訊、提

供司法系統、一般民眾有關家庭暴力防治和社會福利的相關資訊，透過宣導活

動，期望提升民眾在法律上的自我權益與義務的知能。經過多年來的宣導工作，

家暴事件服務處逐漸成為民眾獲得家暴資訊與諮詢服務的第一窗口，而另一個宣

導成效則在於提高司法系統對家庭暴力議題的認識與投入，縮短社工與司法之間

的距離。 

參參參參、、、、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相關之台灣本土研究分析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相關之台灣本土研究分析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相關之台灣本土研究分析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相關之台灣本土研究分析    

自從家暴法通過後，國內針對家庭暴力議題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一直產出，

從現有博碩士論文的主題分類，即可以看出家暴議題的發展趨勢，以及曾被關注

的議題有哪些。然而，家暴事件服務處已發展近十年，博碩士論文、期刊卻未隨

著服務蓬勃發展而產出大量相關研究，針對家暴事件服務處的資料，較多是服務

方案的研討會或實務工作者的經驗整理，可見過去十年來，對於跨專業領域合作

的家暴事件服務處，似乎還不太被實務界或學術界所重視。 
 

目前現有的研究文獻，多聚焦在家暴被害人的求助經驗、引用理論論述、保

護令制度、防治網絡功能、社工人員角色探究等主題上，較少針對家暴方案服務

的形式進行研究討論。研究者以家暴事件服務處、家暴服務處為關鍵字進行搜

尋，得到資料僅 2~3 篇，故蒐集範圍拓展至與司法系統相關的關鍵字，諸如保護

令、司法人員，研究者將所蒐集到的資料約略分為四大類，整理呈現如下。 
 

第一類文獻為討論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之制度面、發展歷程、服務形式、與

服務輸送，諸如江幸慧（2003）針對台北市籌設法院設置家庭暴力事件聯合服務

處的歷程，進行分享與整理、張錦麗（2004）則探討法院家庭暴力事件聯合服務

處方案的倡導歷程、陳延道（2006）則探討家暴事件服務處之社會工作的服務輸

送與處遇內涵。 
 

另外，民間團體亦針對承接服務之經驗進行實證研究，諸如余亭樺等人(2007)

針對北院家暴服務處社工在法院進行服務與溝通的的歷程、鄭玉蓮、劉雯馨(2011)

則整理士林、台北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從 91-99 年度的服務成果，介紹兩

院的服務模式、姚淑文、李姿佳 (2009)則從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設置面，探談司

法倡導的經驗與過程、洪雅莉等人(2006)則探討服務項目中的陪同出庭經驗，並

進一步整理家暴服務處社工在當中的服務與難為、王宜芬、張玉芳(2006)則以苗

栗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為例，針對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參與家暴網絡之間的合作

與互動經驗、勵馨基金會(2009)統整了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專業在司法的發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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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黃竑瑄、許珍維(2009)亦整理了現代婦女基金會在法院家暴服務處服務成

果與經驗。 
 

第二類文獻為針對社工人員於司法系統中的工作角色與功能探討的研究，諸

如，吳秉正(2010)以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人員在陪同出庭服務上的專業角色與陪

同經驗，瞭解社會工作者在陪同出庭的處境，以及杜瑛秋(2003)針對廣泛的婚暴

社工員於法院陪同出庭過程，探討其專業角色與功能，顯示陪同出庭的專業內涵

與重要性。 
 

第三類文獻，則為針對不同系統成員在互動上，對角色、期待、協同合作之

研究，諸如胡芳靜(2006)以司法與社工人員為研究對象，探究雙方於婚姻暴力案

件中，對彼此的角色與期待、賴月蜜(2006)則針對協同合作性質，省思社會工作

在法院體系內發展、王佩玲、沈慶鴻（2008）則針對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方案，

從不同角色的經驗與觀感，進行評估與經驗探究。 
 

第四類文獻，為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之個案議題研究，諸如謝懷嫻 (2003)

探究受暴婦女決定使用家暴事件服務處因素為何、現代婦女基金會以工作團隊的

方式，逐年發表實務研究，其內容包括邱美芳等人(2007)針對遭受婚暴婦女身心

健康狀態，了解在進行保護令訴訟之間的經驗探討。蔡佳旻等人 (2007) 探討臺

灣台中地方法院之婚暴婦女，決定撤回保護令的原因與影響為何，以作為服務的

參考、隔年，蔡佳旻等人(2008)又以婚暴婦女關係復原團體，探討辦理經驗、黃

心怡等人(2008)則是針對婚姻暴力被害人法律扶助團體，瞭解其團體進行成效與

評估。另外，尚有以網絡成員協助家暴被害人或被害人本身聲請保護令聲請經驗

探討為主，諸如，社工聲請緊急暫時保護令的作業進行初探（王秋嵐，1999）、

婦女聲請保護令現況進行分析（姜琴音，2001）、台北市婚姻暴力受虐婦女在保

護令聲請之經驗(沈慶鴻，2003)、以法官與受暴婦女為中心，探討民事保護令法

庭經驗(王美書，2007)。 
 

研究者分析相關文獻資料呈現方向，整體而言，文獻似乎較欠缺與倡導經驗

相關之研究。再者，研究者認為過往研究會以社工的角色、功能為討論主題，部

分研究又以網絡的期待、認知為切入，角色，是因社工專業剛進入司法系統提供

服務，彼此在合作模式上尚在建立、磨合關係中，且對彼此角色、定位、價值文

化不了解，故以此類研究為多。現今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發展已將近十年，研究

者認為，過去期待家暴事件服務處應有倡導的角色與功能，實務上卻較少探究社

會工作者在服務中進行倡導的經驗，故認為須深入探討社會工作者於此次級場域

中，在推動個案服務過程中，亦一同進行個案權益倡導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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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倡導倡導倡導倡導    

    台灣社會工作發展承襲國外社會工作概念，其倡導觀點亦從國外學習而

來。80 年代以前，台灣社會工作環境尚未提出倡導的理念，囿於當時社會政治

背景和專業發展，故在此議題上仍屬摸索階段，多數文章仍將倡導視為宣傳、支

持與擁護(古允文、洪文潔，1998)。故本節嘗試探討倡導的概念與策略，並論述

倡導在社會工作中的應用及影響。 

壹壹壹壹、、、、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倡導一詞在文獻資料上有廣泛的討論，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倡導已融入

一般性的社會工作實務中（Payne，2005），雖然 NASW 將倡導視為社會工作者

重要的責任，然而，在社會工作領域中，倡導概念呈現零星且分散的狀態，並無

針對倡導一詞有著統一的定義或說法(徐楓雁，2001)。對於倡導缺乏統一定義或

說法，Schneider & Lester(2001)曾表示大家需要對倡導有一致的共識與定義，這是

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為倡導的定義未形成共識，故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在計畫、

執行和評估倡導行動時沒有共通話語，將影響大眾對問題的界定。再者，對社會

工作者而言，儘管社會工作者協會的倫理守則有要求所有社會工作者都成為倡導

者，然而因缺乏對倡導的共識與定義，致使社會工作者不理解他們的義務，也不

知在何種情況下應採取倡導行動，有些社會工作者甚至將服務與倡導概念混淆，

錯誤認為提供服務滿足案主需要即為倡導工作之一。因此，倡導的定義與共識，

對社會工作者之倡導角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討論。 
     

倡導(advocacy)最初起源於法律領域，為一種術語亦是一種技巧，指在法庭中

為代表當事人為其利益辯護的一種形式，通常由律師擔任，稱為辯護人。律師在

辯護的過程中爭取有利於被告的判決，以被告為優先考慮，透過辯護的過程以實

現司法的正義（Payne, 2005、葉琇姍，1992、徐楓雁，2001、莊雅鈴，2006）。倡

導亦可指稱為提倡案主觀點與需要的服務，一套實現這樣服務的技能或技術，甚

至也可是在強勢全體面前為無權者捍衛權益所做的解釋(Payne，2005)。倡導除了

是一種術語、技巧、技能外，就社會心理與生態系統觀點而言，則認為倡導是一

種「人在情境中」的調和出了問題而發展的概念(黃源協，轉引自莊雅玲，2006)，

而倡導是充權個人努力實現系統改變的一種方法(Lewis et al., 2002；引自

Lopez-Baez et al.,2009)，因此綜合上述看法，倡導可說是一種在個人在社會失去正

義的情境下，與環境的調和出了問題，進而透過倡導的技巧或技能維護個人的權

益、實現社會正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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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倡導概念的討論中，研究者假設倡導是存在於個人權益損害或處在不公義

的事件下。從文獻中進一步發現，倡導假設人類的問題是起源於社會制度，而社

會正義尚未真正在社會中實現，而且從事倡導的人仍然不能接受目前的社會現

況；其二，倡導的焦點在於改變價值觀與態度，而非行為本身，政府應該回應個

案的需求倡導活動通常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其效果(Ezell & Mark,2001)。 
     

在社會工作領域中，社會工作辭典定義倡導目的在於保護服務使用者的權

益，也期待使服務輸送體能更貼切的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求(社會工作辭典，

2000：473)，換句話說，倡導也可作為一個福利工具，社工人員在自己工作的機

構中代表案主利益或為案主從其他機構中爭取利益以保護服務使用者的權益(徐

楓雁，2001)。曾華源(2002)曾表示若社會未能完全在公平正義的情境下，社工則

需轉變為倡導者的角色，為個案表達其心聲，以及爭取其應有權利及尊重；黃松

林(2006)就倡導的基本概念，更進一步的將倡導與充權的概念結合，認為社會工

作人員透過倡導的技能改變案主所處的社會與環境，促使社會與環境對案主有較

為友善的態度，進而充權改變案主弱勢的情境角色。 
     

從上述整理的概念中，我們可明白倡導概念的出現提醒了社會工作人員瞭解

結構給與個人的限制和影響，倡導的本質應以結構為焦點，一旦結構出現壓迫與

不公，社會工作者促進結構改革是必要手段，以達到社會工作專業價值中追求社

會正義的理想(古允文、洪文潔，1998)。我國 95 年新頒佈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

即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規範了社會工作人員的作為，並把倡導的精神融入其中，亦

即「社會工作師基於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尋求案主最佳利益的維護、並以此為

促進案主福祉為服務之優先考量」，此倫理守則似乎規範社會工作人員必須敏

感、觀察社會不正義現象對弱勢個案的影響、關注個人在不公平結構影響下的無

力感，並從個案最佳利的益角度出發，為個案福祉與權益進行倡導之概念。 
     

在說明倡導的概念、呈現倡導精神的過程中，其實已經展現出幾個倡導的價

值，Cohen(2001)表示，倡導的概念立基於一些重要價值與信念，即為「人本」、「民

主」、「公平正義」，價值體系包括倡導的目的是期待建立一個「公正與良善的世

界」，其內涵包括 1.尊重與保障人權、2.不論差異為何，人們均享有人性的尊嚴、

3.保障人們免於受虐、遭受暴力與屈辱、4.提供挑戰不公正行為的公共空間、5.

保障人們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空間、6.當人們運用自己權力時，應保障他們

免於發生危機與騷擾 7.賦予機構相關重責大任，使其盡量保障人們免於傷害，並

進一步改善其生活(引自張錦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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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倡導的主要價值在於 1.保障個案的權益與尊嚴、2.維護個案人身

安全，免於陷入危機、受到暴力傷害、3.在夥伴關係下，增強個案權能，一起挑

戰不公正的社會環境與公共空間，實現社會情境的改變。而倡導的綜合概念與最

終的目的，可說是透過倡導的過程，使社會環境重視個人的權力與尊嚴，促進整

體社會環境的改變、恢復社會正義、充權個人能力，使個人在其生活環境中免於

受到暴力威脅傷害。 

貳貳貳貳、、、、    倡導理論倡導理論倡導理論倡導理論    

   在倡導的理論中，充權觀點是其中之一理論。從倡導概念中，期待透過倡導

的過程，達到充權個人能力，使個人在其生活環境中免於受到暴力威脅傷害。暴

力的本質乃為濫用權力與控制(江亮演，2005)。遭受家庭暴力的婦女長期生活在

充滿暴力與夫妻關係不對等的權控關係中，嚴重習得無助感，使其在面對權威的

司法體系時，因權力不對等的情境複製，內在亦呈現無助、害怕的狀態。 
 

    不管研究或實務經驗發現，受暴婦女於習得無助感後，對自我產生低度自

信，甚至懷疑自我能力、否定自我。一直以來在家庭暴力婦女領域社會工作者廣

泛運用充權觀點(empowerment) 理解受暴婦女因受暴因素、習得無助感，而較欠

缺內在自信與力量的狀態。充權（empowerment）曾翻譯為增權、賦權、賦力、

培力、增強力量、增強權能、增能或是授能等意思(引自王美書，2007)。Solomon(1976)

曾表示「充權是一種社會工作的專業活動，目的是要協助受社會歧視的社群，對

抗其所遭受之不公平對待，並減低其自身的無能與無力感(sense of powerless)」(引

自 Payne，2005)。 
 

    實務上，充權理論也被諸多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所引用，其引用信念乃認為

法院是被害人主張權利之處，法庭經驗、審判結果均與被害人的權利息息相關，

故被害人可透過國家公權力達到捍衛自己權利之目的(王美書，2007) 。Payne(2005)

亦進一步指出，藉由充權的過程協助弱勢發展與善用本身的權力與潛能，可達到

消除自身無力感的效果，更可積極提高掌握自己生活及命運的程度。 

參參參參、、、、    倡導的倡導的倡導的倡導的型式型式型式型式與策略與策略與策略與策略        

    倡導(advocacy)是一種源自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之初，並且有別於其他助人專

業的重要方法（王篤強，2009）。而究竟倡導有著什麼樣的型式，各家學者亦從

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看法。 
 

Mickelson(1995) 主張專業人員必須重視鉅視與微視實務之間的相互關係，倡

導工作才能有效落實，因此，他從社會系統結構面來區分倡導為個案倡導(微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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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階級倡導(鉅視)兩種型式。個案倡導是指以案主與環境的互動為介入的焦點；

而階級倡導指的是透過社會政策的介入改變環境(徐楓雁，2001)。此外，林萬億

(2002)針對倡導型式提出主張，其概念亦接近 Mickelson(1995)所述，亦從系統結

構面分析倡導型式應包括個案倡導(case advocacy)：社會工作者在機構或社會不提

供服務，或提供不當服務時，站出來為案主爭取應得的服務、政策倡導(policy 

advocacy)：為有利於弱勢者的政策進行遊說、爭取、辯解等，例如，社工人員主

張兩性平權、社會權等、立法倡導(legislation advocacy)：社會工作者為了爭取有

利於弱勢者的社會立法，而進行遊說、爭取、辯解等工作，例如，兒童福利法修

正。  
 

     有別於從社會系統結構層面的倡導型式，社會工作辭典則從服務對象利益

的角度將倡導區分為兩種型式：個案倡導(case advocacy) 與集體倡導(class 

advocacy)。「個案倡導」即為以案主個人權益為訴求，「集體倡導」則以特定團體

的利益為目標(社會工作辭典，2000：473 )。Payne(2005)則從參與對象之情境將倡

導型式區分為自我倡導 (self- advocacy) 、公民倡導(citizen advocacy)、 同儕倡導

(peer advocacy)三種形式；自我倡導 (self- advocacy) 旨在幫助人們去維護自己的

利益 、公民倡導(citizen advocacy) 為促使志願者發展與潛在的孤立案主之間的關

係，理解並代言他們的需要 、同儕倡導(peer advocacy)則是源於自助組織，其中

度過生活困難的人們透過協同工作來表達他們的個體性需要。McLaughlin(2009)

所提出的倡導型式與 Payne(2005)有許多共通看法，較不同的是 McLaughlin(2009)

進一步提出原因倡導(cause advocacy)類型，解決基於個案或團體的問題，尋求社

會的改變，以協助該弱勢團體享有社會福利資源或機會的權利。 
 

    而 Cohen(2001)則根據倡導的目標、參與的對象與環境，將倡導分為四種型

式：意識形態上的倡導(ideological advocacy)：指的是理念與價值上的倡導，多為

透過選舉或宣揚，或影響重要的決策者，使其信念成為主流、大眾的倡導(mass 

advocacy)：藉由大眾的力量，訴求倡導主題的一種公共行動、利益團體的倡導

(interest-group advocacy)：透過遊說與其他說服上的努力，團體成員組織一連串具

體議題，向系統中的決策者提出相關需求、科層中的倡導(bureaucratic advocacy)：

只來自“智庫”或學術中的專業人士，因常被徵詢相關意見或主動發表其創見，

對決策有其影響力，故透過影響力企圖影響政府中的科層官僚與決策系統(張錦

麗，2004)。 
 

    從各派學者的倡導分類中，儘管倡導各有不同的型式與樣態，但彼此間對倡

導的概念仍是融合相通的。依據上面的不同型式的整理，大致可將倡導型式為個

案權益倡導、政策立法倡導、社區階層倡導等三類，綜合來說，倡導透過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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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力量，分別在微視、中介、鉅視層次，透過遊說、抗議、請願、影響政策、

立法、決策者及社會大眾信念，這樣的概念，具體展現了社會工作倡導中代表

(representation)與影響（influence）兩個不同的層面的概念(Schneider & Lester，2001，

引自 Payne,2005) 
     

研究者認為在同樣的情境與問題下，仍可以透過倡導多元型式達到倡導目

標，不同倡導型式亦可融合同時運用達到不同層次的影響。但整體來說，為了達

到結構性的改變，倡導觀點所採取的干預策略與方法會以集體行動為主，其目的

一為讓案主意識到自己權力，一方面為突顯問題，避免個人聲音被淹沒(古允文、

洪文潔，1998)。為了有效達到倡導目標，倡導有其重要的行動概念。Cohen(2001)

主張倡導者必須要找出改變的整體歷程和循環，以找出相關的介入關鍵。就問題

解決的循環而言，通常會經歷幾個階段：1.經歷問題而且決定要改變一些情況、

2.開始思考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並且決定某一個特定的方式、3.開始採行某一

個問題解決的方式，產生某些改變。陳怡潔(2006)整合台灣非營利組織的政策倡

導策略，亦整理出七點行動原則：1.確認議題並設定目標、2. 獲得事實證據、3. 策

略及戰術規劃、4. 了解決策者及其幕僚、5. 擴大支持、6. 堅持到底、7.評估倡

導的成果。 
 

     綜合上述倡導行動概念，倡導的行動策略可歸納為五個步驟：1.確認問題

或議題，以及欲改變的目標或對象、2.瞭解評估欲改變的對象或情境，蒐集相關

資料、3.討論多元解決問題、改變社會情境的方法或策略、4..執行倡導行動計畫、

尋求支持與認同、5.觀察目標改變結果。由上述五個步驟可以瞭解在進行倡導工

作時，必須要清楚了解問題現況與影響的層面，以及欲改變目標的文化、想法，

才能規劃出正確的行動方法，成功的達到倡導預定目標與結果。 

肆肆肆肆、、、、    社會工作倡導之應用社會工作倡導之應用社會工作倡導之應用社會工作倡導之應用與影響與影響與影響與影響    

從探討倡導的概念、型式中，可以發現倡導在不同專業裡是一門重要的技巧

與價值目標(Payne，2005)，倡導在社會工作領域的應用，從早期投入追求社會正

義的社會工作先驅到現在的社會工作者所從事的受虐婦女服務、遊民服務、及各

種弱勢族群的服務，均顯示保護服務使用者權益的倡導工作是社會工作一貫的使

命（社會工作辭典，2000：473）。 
 

就社會工作干預體系而言，倡導包括在不同專業領域中的立法倡導、為案主

辯護、社會行動、制度改革、使案主更有權力，均和傳統的治療、協助發展個別

取向的助人形式與策略不同。社會工作倡導不再認為案主為失功能，社會工作者

不應在將焦點放在個別案主的改變或治療上，而是要運用專業知能使案主知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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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可擁有的生存權利，因此在倡導觀點的改變策略中，社工員的角色不是治療

者或使能者，而是透過倡導過程使案主重新獲得社會權力的人(古允文、洪文潔，

1998) 
 

    台灣對倡導的討論最早是出現在 1988 年醫務社會工作協會舉辦「社工員角

色再突破—從支持者到倡導者」研討會上，該次會議首次自發性討論倡導議題但

最終因缺乏理論基礎而無共識（洪文潔，1997）。然而近幾年，隨著醫院評鑑的

展開逐步確立社工在醫院組織中的法定位置，同時也逐漸成為醫院與社政體系、

多元社區資源網絡接軌的窗口，故社會資源運用與倡議是醫院社工人員的法定業

務與核心能力之ㄧ，大體上，社工人員依不同階段資源動員與倡議樣態，透過

1.媒體動員 2.專業導引 3.組織倡議 4.議題設定與資源倡導等四種方式，影響醫院

資源分配、重視病人的權益、以及建立社會資源系統（陳武宗，2009）。 
 

倡導除了應用在醫院社工領域外，在學校社會工作與司法系統中亦有相當的

討論。在學校社工方面，社會工作人員進入學校的任務在於成就學童之整體福利

（whole welfare of the child）和促成家庭和學校合作的最大化（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ome and school），學校社會工作是學校-家庭-社區溝通管道，希望能找出學童

潛在的困難，指出學童所需要的改變，在學校行政之認同下提出必要的協助，因

此，學校社會工作員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臨床者、協調者、教導者、個案管理者、

資源連結者外，更具有倡導者之角色（陳麗欣，2011）。 
 

而在社會工作與司法系統方面，我國從 82 年兒童福利法的修法，在兒童保

護工作上，首先明文賦予社會工作進入法院系統，在近幾十年來社會急速變遷

下，我國越來越多保護性法令相繼立法公布施行，其中「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

「家庭暴力防治法」的施行，對傳統社工人員的工作內容帶來很大的衝擊，也促

使社工人員必須與警察與司法統有密切的接觸（賴月蜜，2006、王佩玲，2007）。 
     

早期社工在與司法及警察接觸經驗中，看見個案在求助司法與警政系統的經

驗非常糟糕，社會工作人員需要透過法律、進入司法系統維護個案的權益已成為

趨勢與工作方法。過去因性侵及家暴被害人受害後的反應與創傷，而促使司法倡

導工作發展，除了「家庭暴力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立法倡導，我國

亦開始仿效國外作法，積極於法院倡導成立家庭暴力事件被害人服務處，提供各

項社工服務（王佩玲，2007）。 
 

有鑒於此服務的發展，賴月蜜（2006）表示，若社工人員能結合社工及法律

的知識，對被害人的服務會有很大的助益，並會成為很傑出的倡導者。王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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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更進一步認為，社工進入司法場域，對被害人在司法調查與審理過程中

的權益倡導，是屬於系統與組織層面的倡導（system or institutional advocacy），基

於社工進入法院的形式與倡導的類型，則以「社工司法倡導」一詞統稱社工在司

法系統中有目標性的影響及其動態倡導的過程。社工互動對象除了被害人外，還

必須與司法場域的主導者—警察、檢察官、及法官有密切的互動，因此，社工在

提供被害人服務過程中，除了陪伴與支持外，也突顯出社工在陪伴歷程中司法倡

導的重要性。 
 

    社工進行司法倡導的重要性可表現在兩類影響層次上，一為對被害人的影

響、一為代表被害人對警察及司法系統的影響。就被害人影響層次而言，司法倡

導對家庭暴力被害人在司法進行程序、司法訴訟結果即被害人後續的安全處境均

有正面的影響，諸如：被害人得到較多的情緒支持與同理、影響婦女對家暴或性

侵害案件處理結果的看法，以及增進婦女對自身處境的認識、較有方法保護自身

安全。而對警察及司法系統的影響層次部分，社工對司法系統倡導所帶來的影響

則表現在文化、價值層面上，諸如，促使司法系統人員對家暴、性侵害案件有正

確的認識、引發處理此類案件的動力、改善對家暴、性侵害被害人的偏見或不友

善態度等（王佩玲，2007）。簡言之，社工在法院的服務工作中，倡導工作與角

色是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以營造友善司法環境為目標，前提須敏感觀察法院的細

節與不友善，在其他系統中，倡導亦是扮演同樣的角色，除了覺察系統中的不友

善，亦要運用社工專業維護服務對象權益與啟發能力。 
 

探討了社工在倡導工作的應用與影響，倡導在社工工作中已逐漸成形，並且

在討論中亦逐漸有些共識。然而，研究者從研究文獻中看見，社會工作者倡導的

功能發揮仍然有限，社會工作角色仍偏向個案管理者、服務提供者或支持者，倡

導者的角色較少發揮。就 Schneider & Lester(2001)指出阻礙社會工作者倡導的因素

有以下 12 項： 

一、 服務角色偏好：社會工作者對直接服務角色存在一種偏好，並將大部份

精力投入在直接服務項目上。 

二、 管理方面的考慮：很多時候社會工作者受管理者所控制，而非專業人士

管理，大家考量的是效率而非效果。 

三、 缺乏專業規範與標準：倡導的定義仍存有模糊不清，每個使用者皆有不

同的定義，無法用統一標準決定倡導的範圍與規範。 

四、 雇傭環境：Blakely(1991)表示社會工作者的工作環境通常制約他們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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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倡導者(引自韓曉燕等譯，2011)，其規範可能是醫學專業或法

律權威而制定，因此社會工作者在環境中獨立發動社會工作倡導的能力

有限，並且也在維護案主權益與忠於機構之間存在著矛盾。 

五、 倡導就是對抗的觀念：倡導可能被視為對抗，因此它充滿破壞與其他專

業人士或機構之間的關係或失業等風險( Sheafor et al. , 2004 ;引自韓曉

燕等譯，2011)。 

六、 案主需要的不確定性：案主情形的不確定性常常使社會工作者不願意採

取倡導策略。 

七、 關心專業主義：社會工作者尋求專業主義的認可與回報，不想被認為其

表現超越了專業所曾擁有的身份規範，因而產生保守的影響。 

八、 地位喪失的顧慮：擔心自身地位如弱勢團體一樣低，而不願為其發聲。 

九、 其他恐懼：恐懼阻礙社會工作者追求做為倡導者角色，有些人出於對政

治的敬畏而維持原狀、有些人害怕媒體、畏懼經常需要接觸與使用的司

法系統等。 

十、 缺乏培訓或教育： Blakely (1991)指出倡導所需要的具體指導與專業技

能在社會工作較域中被低估了，社會工作教育也很少承諾教導倡導的實

踐，這反映了社工教育偏重傾向於直接干預服務方法(引自韓曉燕等

譯，2011)。 

十一、 干預措施的不受歡迎性。 

十二、 對倡導本質的誤解：社會對倡導的本質存在誤解。倡導行動需要耐

心、執著、毅力、長期的承諾、精力、廣泛的支持基礎、研究、政治技

巧、政府知識和分析能力。但倡導有時必須妥協，倡導並非皆能很快的

解決問題，且上述特點或技巧也並非所所社會工作者都具備的(韓曉燕

等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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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到國內文獻，徐楓雁(2001)表示，政府委託方案盛行，社福單位在依靠

政府經費經營維持下，社工專業對弱勢群體的承諾似乎容易在「經費來源」的考

量下輕易被妥協，導致社會工作者「倡導」的角色從而萎縮。再者，從系統的角

度切入，社工倡導功能亦受限於所存在之環境結構，此與Schneider & Lester (2001)

所認為之雇傭環境想法相符。以學校社會工作為例，古孟平（2004）指出，學校

社工的工作角色多屬於學生輔導的範疇，其他功能，如，教師諮詢、溝通協調等

微視層面，或是倡導、代言等鉅視層面的功能卻未被凸顯。蘇培茹（2009）的研

究亦回應了古孟平（2004）的看法，指出教育局與社政體系社工皆期待其可擔任

倡導者，但是學校卻沒有賦予這樣的期待，形成學校社工倡導者角色的執行有所

限制。同樣的影響，在家暴事件服務處部分，社工在司法系統中，與法官之間存

有權力差異，因此社工專業自信若無法調整，則會影響倡導功能的發揮（姚淑文，

2011）。綜合上述倡導的影響與發展，社會工作者在環境結構中進行倡導工作，

勢必兼顧個案需求、組織文化與政策制訂三個層面。唯有在了解組織運作的規章

及程序下，才能確保服務使用者獲得資源服務的權利，以及成功影響社會政策立

法與政府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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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將分為五部分深入探討，首先說明研究方法的選取，其次說明訪談對象

條件、描述資料分析方式，最後是說明研究的嚴謹性以及倫理考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法方法方法方法的選擇的選擇的選擇的選擇    

壹壹壹壹、、、、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質性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主張社會世界是由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成，會因不同時空、文

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意義，其本質為強調在動態的過程中，探究研究的現象

與行動，透過深度的探索，了解其豐富的意涵，而社會現象真實性主要由日常生

活中不斷互動的過程所共同建構出來的一種主觀經驗，因此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

究過程，必須探討背後所依持的價值信念(潘淑滿，2005)。另外，質性研究方法

的主要假定是將現實世界看成一個複雜的「現象」，此現象是不斷在變動的動態

事實，由多層面的意義與想法所組成，而這種現象與事實受環境與情境中主角的

主觀解釋與彼此間的互動所影響。綜合不同學者觀點，質性研究有以下幾項研究

策略的特質(胡幼慧，1996；簡春安、鄒平儀，1998）： 

1. 過程中所收集的資料 

2. 研究問題形成的過程 

3. 整個研究的焦點 

4. 對研究現象或行為的理解 

5. 情境與互動過程中的資料收集 

質性研究試圖發現在現象內社會行為有意義的關係及其影響(簡春安、鄒平

儀，1998)，不在於操弄操作變項，證驗假設、回答問題，反而更著重於探討問

題在脈絡中的複雜性，並從研究對象本身的架構來了解行為，依循研究對象本身

的脈絡，瞭解其經驗感受與現象(歐用生，1995)。 

貳貳貳貳、、、、本研究使用本研究使用本研究使用本研究使用質質質質性研究方法的原性研究方法的原性研究方法的原性研究方法的原因因因因    

在文獻回顧中可得知，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個案權益倡導經驗為一

動態的過程，這些倡導經驗為社會工作者在服務輸送過程中的互動經驗與感受。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質性研究方法，進入社會工作者的主觀經驗與情境加以理

解，以深度訪談與厚描手法來呈現被研究者的主觀經驗感受與主體意義建構。一

方面瞭解社會工作者的個案權益倡導經驗，從他們的敘述中了解所認知的個案權

益與倡導的概念、倡導的進行方式，一方面也了解社會工作者在倡導工作中曾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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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之困境與改善策略，以及情境中倡導經驗對於主體的意義為何。 
 

綜合以上所言，本研究關注的焦點為了解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個案

權益倡導經驗，此議題需要進入被研究者的情境脈絡，探究其個人主觀感受與經

驗，再者，考量目前國內在此議題上的研究與文獻不多，因此，選擇以重視被研

究者觀點的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瞭解社會工作者如何陳述對個案權益與倡導

的認知，以及如何詮釋自身的個案權益倡導經驗。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壹壹壹壹、、、、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透過文獻分析與探討可明白，台灣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發展至今已達十年，

然而各法院服務處成立時間不一，其服務情形更因縣市政府風格、各地方法院的

不同文化而有不同發展與做為。部分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開辦至今，曾更換

不同承接單位，有些服務處的社會工作者亦常轉換人力，致使服務處社會工作者

有時流動率因素，使工作經驗較難累積與傳承。因此，對於在法院進行個案權益

倡導的經驗而言，系統環境與承接組織條件，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文獻資料中，勵馨基金會為目前承接最多家暴事件服務處之民間團體，因機

構本身為倡議型組織，故本研究考量組織條件與環境，再加上研究者工作場域之

便利性，因此，選定勵馨基金會為研究場域，而為了能更加瞭解機構服務形式與

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之業務，進一步介紹機構背景如下。  

一一一一、、、、機構介紹機構介紹機構介紹機構介紹        

勵馨基金會本著基督精神，以追求公義與愛的決心和勇氣，預防及消弭性侵

害、性剝削及家庭暴力對婦女與兒少的傷害，並致力於社會改造，創造對婦女及

兒少的友善環境，積極投入婦幼保護服務。從創辦至今，勵馨已經邁入第24個年

頭，目前勵馨在全台灣共有十一個分事務所，四十二個服務單位，各分事務所設

置主任統籌分事務所業務。至2011年，全會員工數已達393名，年度預算大約有

二億五千萬元，是國內大型的非營利組織。 
 

歷經24個年頭，勵馨基金會的轉捩點與行動策略也有五個階段的轉變，分別

為：第一階段  中途之家(1988-1992年)、第二階段  反雛妓運動(1992-1995年)、

第三階段  少女保護的行動者(1995-2001年)、第四階段  Empower 少女與婦女

(2001-2010年)、第五階段  倡議與服務同行，創造性別公義社會（2010-至今）。

在每一個階段裡，勵馨有一定的任務與目標，從起初的中途之家服務看見少女在

社會中的不被友善對待的處境，至今則更鉅視的看到不同性別之間，潛藏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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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念，因此，勵馨第五階段不但持續關注婦幼服務，更期待能透過倡議行

動影響社會，以創造性別公義，發展友善的、互相尊重的雙贏關係。 

貳貳貳貳、、、、    選取研究對象的原則選取研究對象的原則選取研究對象的原則選取研究對象的原則    

 本研究因質性研究的樣本選取，強調的重點不同於量化研究重視樣本代表

性、著重於資訊的豐富內涵，質性研究抽取的樣本，必須是能提供「深度」和「多

元社會實狀之廣度」資料為標準（胡幼慧，1996），故在設定研究對象條件上，

期待能透過資訊豐富之對象來進行深度訪談，因此，在研究取樣方法上以立意取

樣 (purposeful sampling)為方法。 
 

勵馨8處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因涉及不同地方文化、法院主事者與地方政

府風格，各服務處之服務樣態與個案權益倡導經驗涵蓋多元性與豐富性，故決定

以勵馨基金會所承接的8處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為研究場域。 
 

目前在各地方法院的人員編制上，5處為1名督導與2名社工、3處為1名兼職

督導與2名社工。各縣市分事務所另有編制主任，負責縣市方案的運作、募款。

研究者假設，在進行個案權益倡導過程中，不同職位角色所認知理解的個案權益

倡導定義是有差異性的，因此從社工員、社工督導到機構主任，不同層級負責的

工作內涵不同，其角色定位、參與服務程度、效益思考、會因不同任務而有不同

想法、經驗產生，故在選擇訪談對象時，確定訪談對象須涵蓋不同職務角色，即

以督導與一線社會工作者均列為邀請對象，如此才能瞭解不同職務角色之受訪者

在個案權益倡導的認知與經驗。再者，研究者除了多元而廣泛的瞭解社會工作者

在不同法院的個案權益倡導經驗，亦期待能蒐集具有多元且具反思性的經驗資

料，因此，在訪談人員選擇上，將進一步選擇相對資深的一線社會工作者為主要

邀請訪談對象。 
 

綜合以上組織條件與訪談對象條件，本研究研究對象選取標準為：  

一、 勵馨基金會板橋、桃園、苗栗、南投、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等8處家暴

事件服務處之社工，以一年以上社會工作者為邀請對象，訪談8位。 

二、 勵馨基金會板橋、桃園、苗栗、南投、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等8處家暴

事件服務處之督導，訪談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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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参参参、、、、受訪對象接接觸受訪對象接接觸受訪對象接接觸受訪對象接接觸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確定研究對象及其條件後，研究者透過研究場域之便利性，向勵馨申請研究

訪談，邀請板橋、桃園、苗栗、南投、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等八處家暴事件

服務處之一線社會工作者與督導接受訪談。 
 

勵馨接受研究申請後，研究者主動聯繫板橋、桃園、苗栗、南投、台南、高

雄、屏東、台東等分事務所主任，順利取得主管同意進行研究訪談後，研究者請

主任協助徵詢家暴事件服務處督導意願，待取得督導同意後，再透過督導徵詢相

對資深社工受訪意願。最後，透過勵馨基金會主任的協助與連結，分別訪談8名

社會工作者及8名督導，共計訪談16名受訪者，如表3-1。 
 

表表表表3333----1111....受受受受訪談對象資料整理訪談對象資料整理訪談對象資料整理訪談對象資料整理    

    本研究16名受訪者，文本以英文字母為代號，督導者則為在英文字前標示「S」

字、社工則為標示「W」字。16位受訪者中，僅1名為男性，其他均為女性，年

齡以介於26-30人為最多，9位，其次為31~35歲。教育程度部分，大專院校最多，

11人，碩士則有5人，其中督導僅2人為碩士或碩士修業中，社會工作者部分，則

有2名為碩士、1名碩士修業中。服務年資部分，以1-3年為最多人，8位，其次為

3-5年，5位，其中一位為7年以上，督導職務之受訪者平均年資為3.9年，社會工

作者部分，平均年資為2.6年。另外，在督導職務上，有3名督導為兼職性質，其

餘則屬專職督導。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N=16N=16N=16N=16    

督導督導督導督導    

8(50%)8(50%)8(50%)8(50%)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    

8(50%)8(50%)8(50%)8(50%)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1. 女 

2. 男 

    

15151515    

1111    

    

8888    

0000    

    

7777    

1111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1. 大專院校 

2. 碩士以上 

    

11111111    

5555    

    

6666    

2222    

    

5555    

3333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1. 21-25 歲 

2. 26-30 歲 

3. 31-35 歲 

4. 36 歲以上 

    

0000    

9999    

5555    

2222    

    

0000    

4444    

3333    

1111    

    

0000    

5555    

2222    

1111    

服務處方案年資服務處方案年資服務處方案年資服務處方案年資    

1. 1-3 年以下 

2. 3-5 年以下 

3. 5-7 年以下 

4. 7 年以上 

    

8888    

5555    

2222    

1111    

    

3333    

2222    

2222    

1111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3333.9.9.9.9 年年年年))))    

    

5555    

3333    

0000    

0000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2.62.62.62.6 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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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壹壹壹壹、、、、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為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個案權益倡導經驗之探

究，主要涉及社工人員在司法場域個案權益倡導經驗，較難以長期或客觀的方式

觀察獲取資料。質性研究最主要的資料來源就是訪談(簡春安、鄒平儀，1998)，

因本研究主題涉及社工人員主觀經驗，故屬探索性的議題，綜合以上原因，故決

定採用質性研究之半結構深度訪談方法來進行研究。 
 

    深度訪談為質性研究的資料收集方法之一，與一般的閒談或談話不同，研究

者根據特定目的，在一自然的情境下，以開放的態度與彈性的原則，使受訪者過

程在被尊重與平等的互動關係中，進行雙向式的溝通與對話，共同建構出研究現

象或行動意義的詮釋。再者，研究者透過積極的傾聽，積極的融入被研究者的經

驗中，深入了解受訪者的社會文化背景(潘淑滿，2005)))) 。 
 

一一一一、、、、    訪談大綱設計訪談大綱設計訪談大綱設計訪談大綱設計    

    由於本研究在於探究研究對象的豐富經驗與感受，在研究方法上以半結構訪

談為資料蒐集方法，使其訪談過程具有彈性，較不會對訪談過程有過多的限制。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脈絡，設計發展出研究訪談大綱(詳見附件一)，

作為訪談引導架構，其概念分為訪談大綱：1.認知概念 2.倡導經驗 3.影響與反思。  

邀請被研究者彈性分享實務經驗，無需依照訪談大綱順序完成訪談，以協助研究

者方向進行，故此類訪談方法又稱引導式訪談。 

二二二二、、、、    訪談進行之訪談進行之訪談進行之訪談進行之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研究者資料蒐集過程為101年2月，共歷時一個月期程，訪談時間與地點依據

受訪者而定，每位受訪者皆訪談一次。因本研究研究場域為家暴事件服務處，故

研究訪談進行地點均以受訪者之工作場域為主，大多數皆在家暴事件服務處之會

談室或法院所屬之會議室進行研究訪談，某一處家暴事件服務處因缺乏獨立空間

與隱密性考量，故以分事務所之會談室為進行場地。8處進行地點均確定為獨立、

密閉空間，確保受訪者在安心、保密的情境下分享主觀經驗與感受。 

 

    在正式進行訪談時，研究者會再次向受訪者說明研究主題與目的，並確保受

訪者之權益，謹守研究之倫理原則，在說明其權利後，簽署「訪談同意書」(如

附件二)，同時徵求受訪者同意，以錄音方式作為蒐集研究資料之工具。而在訪

談進行時程上，16人的訪談長度均介為1小時至1.5小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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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資料分析與嚴謹性資料分析與嚴謹性資料分析與嚴謹性資料分析與嚴謹性    

壹壹壹壹、、、、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質性資料的分析最主要的任務是從資料中尋找模式，同時維持資料的脈絡

(石志偉譯，2001)。質性研究在資料的處理上除了應確實反應研究對象的經驗世

界，還必須檢視所被描述及觀察的事項，選取有意義的部分整理及分析。本研究

進行資料分析策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資料的謄錄資料的謄錄資料的謄錄資料的謄錄    

    進行訪談後，研究者即開始進展逐字稿謄寫工作，因訪談時間密集，故

無法全由研究者完成騰錄，最後由研究者謄錄一份逐字稿，其他十五份則由

他人協助謄錄。所有錄音檔謄錄完成後，研究者會再次重新核對，並請受訪

者確認謄錄內容，並補充非語言之訊息，增加研究資料的信度。  
 

二二二二、、、、資料的轉譯資料的轉譯資料的轉譯資料的轉譯    

    待逐字稿謄寫確定無誤，則進行逐字稿文本開放性編碼，並將開放性編

碼做分類。開放性編碼原則以保護受訪者的身分為原則，以受訪順序依序編

上ABCD 等為受訪者代碼，代替研究對象的真實姓名。分別閱讀每份逐字稿，

依據訪談大綱問項的對話，找出資料內容所涵蓋的重點及主題，做摘要性的

描述，此為第一次轉譯的開放式譯碼，而後再從中歸納出個案權益與倡導概

念、倡導經驗、倡導阻礙與因應、反思資料等分析主軸，依據分析主軸進行

選擇性譯碼，以紮根理論歸納的方式，完成資料的轉譯與分析。 
 

三三三三、、、、深描深描深描深描    

    深描（thick description）又譯厚實描述，也就是對研究現象進行整體、情

境式的、動態過程的描述，以深描的方式整理資料目的是讓研究者提出的每

一項結論都有足夠的資料支持，即是研究者在歸納結論或分析觀點時，都必

須引用被研究者的觀點或說法，真實的呈現出所欲描述的現象（潘淑滿，

2003）。 
 

貳貳貳貳、、、、研究的嚴謹度研究的嚴謹度研究的嚴謹度研究的嚴謹度    

    在質性研究中，常被量化研究者質疑不夠嚴謹（rigor）也不夠客觀(objective)，

而所謂的「嚴謹」、「客觀」，就是研究者是否能在研究過程，針對研究現象或行

為產生精確、無偏誤的測量，因此產生了對研究工具的信度考量與測量結果的效

度考量（潘淑滿，2003）。從嚴謹度意涵來看，嚴謹性是指質化研究的發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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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authentic）和解釋被信賴的（credible）程度（引自張英陣，2001），其正

面論述是「可靠、真實、確實」，然而，如何確定研究達到這樣的標準，則有賴

研究進行的過程，善盡預防一切干擾嚴謹度的情況，並由研究成品交由悅讀者判

斷(胡幼慧，1996)，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可信性可信性可信性可信性（（（（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Credibility））））    

    所謂可信賴性指的是研究者是否能蒐集到切中研究目的的資料，為研究

者過去擔任家暴事件服務處期間，即開始針對此場與進行研究文獻討論，與

各家暴事件服務處同事討論服務處之服務品質，對於其他縣市之工作同仁亦

有定期聯繫會議之機會，瞭解其他縣市法院之操作形式，整體而言與受訪者

均建立良好關係。    再者，研究者選擇適當且隱密性的場所進行研究訪談，

降低受訪者無法暢所欲言或擔心陳述曝光。其次，研究針對不同縣市之服務

處社會工作者進行訪談資料蒐集，也考量了職務與年資之差異性。 
 

二二二二、、、、遷移性遷移性遷移性遷移性（（（（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Transferability））））    

    所謂遷移性指的是研究者提出的結論是否具備應用於其他情境的實踐價

值，也是外部效度的一種呈現，達成研究遷移性的一個重要技術即是厚實描

述（Thickdescription，又譯深描），也就是對研究現象進行整體、情境式的、

動態過程的描述（潘淑滿，2003），指透過訪談受訪者，所分享陳述之的經驗

與反思資料，能有效地轉換成文字敘述，並加以進行厚實的描述，使研究訪

談資料具備應用於其他情境的實踐價值。 
 

三三三三、、、、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    

    運用有效資料蒐集策略來蒐集到可靠資料的可靠性（Dependability），亦

是指研究者所呈現的經驗現象能不能被不同的研究者或研究對象複製。在研

究過程中，增加可靠性的方法為查詢審查，即在撰寫論文期間，定期與指導

老師進行論文討論，並於口試時聽取口試委員的指教，以及與家庭暴力事件

服務處之實務工作者、同事、同學、學姐們進行討論，以增加資料的可靠性。 
    

四四四四、、、、可確認性可確認性可確認性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ConfirmabilityConfirmabilityConfirmability））））    

    透過不斷的與指導老師、家庭暴力事件服務處之實務工作者、同事、同

學、學姐們進行討論，以執行資料確認與倫理重建，以求獲值得信賴之資料，

使研究結果能趨於真實的可確認性。研究者本身在價值與成長背景亦會影響

研究者看問題和分析的角度，故研究者本身需期許自己於田野和分析的過程

中可以不斷去反思自身之想法與語言使用方式，盡量讓資訊貼近真實、減少

研究者過度主觀的意見影響，盡力確保研究的可確認性與嚴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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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    

壹壹壹壹、、、、    確保受訪者自願參與研究訪談確保受訪者自願參與研究訪談確保受訪者自願參與研究訪談確保受訪者自願參與研究訪談    

    研究者在邀請訪談時，詢問受訪者自願受訪之意願，並於正式訪談前，再次

說明本研究為自願參加性質，尊重受訪者意願，確保其參與研究之自願性。 

貳貳貳貳、、、、    告知後同意告知後同意告知後同意告知後同意    

在研究進行前，研究者即將訪談計畫書與大綱寄與受訪者參考，並於訪談開

始前與受訪者討論告知同意書內容，說明受訪者之權利，如，仍有權力隨時退出

研究，並簽署訪談同意書，以確保被研究者充分了解研究相關訊息。 

參參參參、、、、    隱私及保密隱私及保密隱私及保密隱私及保密        

隱私是指個人決定何時與如何將訊息傳遞給他人及訊息傳遞要到何種程

度，本研究僅收集受訪者的職稱與工作年資，消除任何足以辨識受訪者個人特徵

資料，對於足以辨識個人的資料將給予淡化，確保受訪者資料的匿名性。另外，

確保其符合研究的選樣標準，與訪談場地由被研究者選擇其熟悉、以不被他人干

擾、隔音效果適當之場所，受訪期間隔絕他人進入，以提供受訪者舒適且隱密之

受訪情境。 

肆肆肆肆、、、、    真實呈現訪談內容真實呈現訪談內容真實呈現訪談內容真實呈現訪談內容    

本研究對於研究蒐集資料不予竄改、捏造、抄襲，真實呈現訪談內容，不因

個人立場而改變訪談資料，不以選擇性的方式，呈現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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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社工進行司法倡導的重要性可表現在兩類層次上，一為對被害人的影響、一

為對司法系統的影響(王佩玲，2007)。就家暴事件服務處性質而言，社會工作者

的工作內涵除了就近在法院提供社工服務外，另一個工作要務乃為維護家暴被害

人司法權益，並倡導法院重視之。從上述家暴事件服務處設置的背景，社會工作

者在司法系統提供個案服務，並運用倡導的技巧，維護個案的利益、確保個案享

有應有的權利，是落實社工進行司法倡導的兩類層次。因此，本研究藉由研究的

過程，透過 16 名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經驗描述，探討其進行社會工作

倡導的經驗。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邀請社會工作者談論對個案權益的看

法，瞭解其對個案權益內涵的認知；第二節為探討社會工作者在司法系統中的社

會工作倡導經驗；第三節則探究對網絡系統的倡導經驗；第四節則探討社會工作

者經歷倡導經驗後的價值與省思。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個案權益的內涵個案權益的內涵個案權益的內涵個案權益的內涵    

一一一一、、、、    法律與人身安全為個案權益核心法律與人身安全為個案權益核心法律與人身安全為個案權益核心法律與人身安全為個案權益核心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的認知將影響後續倡導工作進展與經驗。從第

二章文獻探討發現，倡導是存在於個人權益受損，抑或處在不公義的事件下，其

意義在於提倡案主觀點與需要的服務，換句話說，倡導的目的在於保護服務使用

者的權益。就訪談資料中，研究者觀察社會工作者理解個案權益的思維多從法律

層次切入，或許因為個案所關切的問題及工作場域的關係，致使服務處社會工作

者在思考個案權益內涵時，很自然的會將個案權益概念聚焦在法律層面上。 

 
「大部分時間會 focus 在法律這邊。」(SA8) 

 

「保護令的取得、維護他們的人身安全。」（WC5） 

 

「因為家暴事件服務處是依照家暴法的部份當初來做設立的…(個案權益)就是講

到家暴法裡面應該提及到的。」(WG17) 

 

「希望她們(個案)在進到這裡面來了，進到法院來了，到服務處，那我是能夠做

些甚麼幫上些甚麼忙這樣，讓她在這個訴訟過程順利一點。」(SB4) 

 

 



 

44 
 

    除了法律權益，研究者發現受訪者談論對個案權益的認知，其內涵會因著提

供服務階段的轉變而有所流動。從受訪者訪談內容中發現，受訪者對個案應知的

權益，涵蓋「法律權益」、「人身安全保障」、「相關社會資源」等，這些權益有些

是個案主動詢問的需求，有些則是社會工作者所觀察與提供的。然而，不論是個

案詢問的或社會工作者所觀察與提供的，社會工作者對於個案在整個訴訟過程中

的權益認知，多聚焦在兩大脈絡上，即「法律訴訟上的權益」與「人身安全上的

權益」，這是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普遍所認知的個案權益核心概念。 

 

二二二二、、、、    個案明瞭自身權益的程度是個案明瞭自身權益的程度是個案明瞭自身權益的程度是個案明瞭自身權益的程度是落實落實落實落實權益權益權益權益的的的的關鍵關鍵關鍵關鍵    

從上述陳述中，研究者觀察到受訪者思考個案權益內涵，然而，從家暴法、

法律層次思考個案權益雖然具有合法性，但不見得能廣泛的說明個案權益的內

涵。許多受訪者沿著法律脈絡，更深入的看見個案權益與其得到的訊息多寡有

關。受訪者表示個案帶著疑惑、迷思來到法院，因其不當的認知而影響自身行使

權益的權利，甚至也因訊息的不完整，而做了不適合自己的決定，最後遂影響訴

訟的方向與自己的權益。有鑑於此，受訪者認為與個案工作的第一目標，應是讓

個案先知道自身有哪些權益，當知道自身權益的全貌後，再進一步與個案討論現

階段需要協助的權益為何。從上述經驗，研究者認為，個案明瞭自身權益的程度，

是影響行使權益的關鍵。 

 

「我的概念還是會先放在說讓她先知道了。知道之後，然後她真的需要這樣的權利

的話，我們就幫忙她，幫忙她能夠獲的這樣的利益、這樣的權益。」(SA18) 

 

「權益這個議題，就是跟訊息的得到其實是有關連性的，…，尤其到法律這個層面

它會有一個部分，在他們(個案)的訊息和他們(個案)的權益其實都是一直沒有被

充分告知的。」(WF10)  

 

 綜合以上分析，研究者繼續循著受訪者的分享，窺探個案應知的權益內涵。

受訪者在談個案權益時，多以個案進行訴訟階段舉例，其中包括個案詢問的權益

及社工關注的權益，故茲以個案訴訟階段「提出訴訟前」、「開庭前至開庭中」、「開

庭後」呈現個案權益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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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提出訴訟前階段提出訴訟前階段提出訴訟前階段提出訴訟前階段    

1.1.1.1. 個案詢問的權益個案詢問的權益個案詢問的權益個案詢問的權益    

(1)(1)(1)(1) 瞭解瞭解瞭解瞭解法律法律法律法律規範規範規範規範與與與與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許多家暴被害人於解決暴力問題的過程中，多在原諒與離開的反覆中

煎熬，當決定採取法律訴訟，多往往是因應暴力問題的最後一步。一旦決

定採取訴訟方式後，第一步則是先認識法律中的規範與自身權益。    

 
受訪者陳述多數個案帶著法律上的疑慮前來法院，諸如如何拿到保護

令、離婚的勝算、如何取得子女監護權 ，但多數個案卻不知法律的規定與

知識，以及自己在法律上有哪些權益。因此，在這當中，受訪者協助個案

的第一步，即是協助個案理解法律相關訊息與規定，幫助其在進行訴訟程

序過程中，能有運用法律維護自我權益的概念。 
 

「哪些面向的權益?恩譬如說比較最立即會碰到的就是法律上的權益，因為來

到這裡大部分都會有訴訟上的需求，對。」(SB3) 

 

「案主說有時候他沒有收到開庭通知，那沒有人可以告訴她們要怎麼樣去取

得這資訊，那可能就是透過我們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社工。」(WC6) 

 

「我想還是會是…主軸還是法律上的權益，那它可能會延伸出來其他的議

題，但是那個核心還是法律上的權益、法律訴訟過程的權益。」(SE4) 

 

「就是在服務處好像就是法律啊，…；或是說就是如果剛一開始來聲請保護

令的，然後不了解的，可能會跟他陳述保護令是什麼。」(WA4) 

 

「我覺得個案權益...我覺得是他們清不清楚說...，然後他們有沒有得到充

份的資訊，比如說可以聲請保護令的一些條件、一些資格，或是你可能要經

過什麼樣的程序。」(SF4) 

 

「她們可能比較短時間之內可能談到法律這邊啦!…，大部份可能是離婚上面

的、保護令上面的，…，她可能要做離婚，她的權益在哪邊？她可以做出什

麼要求？需要準備什麼文件。」（SA10） 

 

部分受訪者在協助個案理解自身法律權益的同時，觀察到大多數個案

對法律訊息、規定存有誤解或迷思，他們因害怕而不敢提出要求或不知如

何做決定，這些經驗也往往影響後續訴訟權益或生活，使其陷入訴訟弱勢

困境之中。有鑒於此，受訪者認為協助個案理解現行法律知識與程序、幫

助個案認識訴訟的進行過程，疏通因不理解而帶來的法律與其他面項的困

境。這些不但是個案在法律行動上的重要權益，也是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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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服務上的重要任務。 

 

「第一個就是說知道程序的權益吧，…，那第二個是說她要知道這些流程或

是她能夠知道這些知識之後，她能夠去選擇自己能夠去做的做什麼樣的決

定。」(WB11) 

 

「就是在法律這個層面他們該怎麼去進行訴訟，那會影響到他後續生活狀

況、權益，…，還有就是剛剛衍伸出來這個訴訟後續會不會影響到她的生活。」

(SB3) 

 

「那還有包括當然就是對於法律程序的這些不了解，然後導致說他們(受暴被

害人)其實在法庭上面可能會趨於弱勢…，我覺得在這個部份也是看到很多就

是被害人他們其實是不懂，所以就很多的權利不敢要求，那我覺得這也是家

暴服務處的社工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提供給他們更明確的訊息。」(WD14) 

 

(2)(2)(2)(2) 瞭解瞭解瞭解瞭解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資源資源資源資源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提出訴訟前，個案的需求除了在法律議題外，尚有需連結其他資源提

供協助的需求。有些個案在求助過程中不太知道有哪些資源可協助他，因

而放棄求助想法，或中斷訴訟。有鑑於此，受訪者認為協助個案連結使用

其他資源，幫助個案解決問題的過程更為順暢，有更多解決方式的選擇，

亦屬於個案的權益之一。而這些問題延伸所需的資源，包括連結法律扶助

的權益、聯繫後續社工服務，或其他資源網絡人員的協助之權益等。 

 
「我想是透過資源的連結，讓個案在法院的過程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而不是

只有單一選項。」(SE8) 

 

「然後過程中他可能需要跟網絡的一些人做一些連結，那我這邊就是可以告

訴他一些資源，初期做都是這樣子。」(SC6) 

 

「那直系血親之間還有一些財產上的分配的問題，那這個就可能會在連結像

法扶啊，或是在方案裏面有一些法律諮詢的，再提供給個案。」(WC5) 

 

2.2.2.2.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關注關注關注關注的的的的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1)(1)(1)(1)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情緒情緒情緒情緒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個案來到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其情緒狀態是社會工作者最直接感受

到的部分。社會工作者感受到個案因初次來到法院，會伴隨著緊張、焦慮

的情緒，再者面對施暴者的暴力，個案恐懼、害怕的心理也影響陳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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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思考與做決定的能力，有時還伴隨司法人員的觀念刺激，這不但會影

響後續訴訟進行的方向，也會影響訴訟的勝敗。從上所述，受訪者認為重

視個案情緒、提供情緒支持，可穩定個案身心狀態，將有助於需求與訴訟

方向的討論，因此，認為提供個案情緒上的支持是個案應得的權益之一。 

 
「我覺得情緒支持也有，對。」(WA5) 

 

「當然可能前面比較多可能還是那個情緒的支持…這點我是覺得還滿重要

的，對，我覺得這一點比那個法律那個部分的說明來得重要得多。」(WB4) 

 
(2)(2)(2)(2) 提供法律諮詢提供法律諮詢提供法律諮詢提供法律諮詢    

有別於個案主動詢問的法律規範與權益，在受訪者的服務經驗中，常

看見許多個案的訴訟困境在於缺乏進行訴訟程序的能力，諸如不會寫訴

狀，不知如何寫出自己所遭遇過程。因此，受訪者認為，協助個案透過法

律諮詢過程理解訴訟應備資料、認識撰狀重點，將受暴事件具體呈現在訴

狀內，是個案應知的權利之一。  

 

「寫聲請狀的那個內容的那個掌握，其實是可以幫助個案，因為當我們知道

她譬如說有創傷或怎麼樣，…，那如果我們在那個陳述的情況寫得很清楚，

她其實是可以減低她在庭裡面講的情況」(WF22) 

 

(3)(3)(3)(3)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社工社工社工社工個管個管個管個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部分受訪者認為，個案在解決家暴問題過程中，最焦慮將面對訴訟進

行，在此過程中，將最需要安排專責社工陪伴與提供個管服務。在實務經

驗中，常有許多家暴被害人遭遇家暴事件後，不知可請求社工陪伴與協助

處理家暴問題，有些則不清楚本身是否已有主責社工可諮詢聯繫。有鑑於

此，受訪者認為，個案是否有專責社工提供協助，是個案的重要權益之一。

注入此服務不僅可降低個案未來在訴訟程序上的緊張、害怕，也可使個案

有諮詢、討論的對象，即時獲得解決問題所需之社福與訴訟權益上的訊息。

因此，當家暴被害人來到法院請求協助時，服務處社工評估個案有後續協

助之必要，則會進行通報或協助個案與社政系統聯繫，以銜接後續社工個

管服務。     
 

「那還有一個部份就是他到底有沒有主責社工在跟他聯繫，跟他有沒有知道

的這個權利跟知道那有沒有人在服務他，使用服務這個權利，我覺得也是蠻

重要的。」(W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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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開庭前至開庭前至開庭前至開庭前至開庭中階段開庭中階段開庭中階段開庭中階段        

1.1.1.1. 個案詢問的權益個案詢問的權益個案詢問的權益個案詢問的權益----瞭解瞭解瞭解瞭解自身出庭自身出庭自身出庭自身出庭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在進行法律訴訟期間，個案最擔心的莫過於在開庭時遇見施暴者，大

部份的個案在開庭前，會表達期待不要見到加害人，抑或不要讓對方看到

自己，因此會詢問人身安全維護問題。在開庭前至開庭中階段，社會工作

者談到在個案的人身安全維護的準備工作重點在於，與個案討論人身安全

保護計畫，如在可安全環境等待與會談、可安排出庭與離開的安全動線、

可申請隔離訊問、祕密通道進出，除此之外，還可請求社工陪同出庭，協

助人身安全等權利。 

 

「他後面程序的包含社工陪庭啊，或者是說申請隔離偵訊等等，我覺得這些

還有包含到他們後面的抗告都是他們應該要知道的權利這樣子。」(WG4) 

 

「譬如說她可以在開庭前，她可能需要有隔離訊問的需要，或者是說走秘密

通道的需要，我們在開庭前都會讓她知道一下，這是她本來就可以爭取的東

西。」(SA12) 

 

2.2.2.2. 社社社社工工工工關注關注關注關注的的的的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1)(1)(1)(1) 保障保障保障保障人身安全人身安全人身安全人身安全    

有別於個案主動詢問的人身安全的需求，社會工作者認為在個案人身

安全部分，應該由法院主動且積極的提供協助與維護。法院應該要讓個案

在法院場域中感受到安全與信賴，諸如在空間與開庭行進動線上的安排，

讓每一個來到法院的被害人，均感受到法院對其人身安全的重視。 

 

「譬如說可能有另外的走道可以進出、離開，然後或者是說你法院的人怎麼

去協助當事人，即便有時候沒有社工陪同的狀態下，也一樣有這樣的概念。」

(SD18) 

 

(2)(2)(2)(2) 陳述陳述陳述陳述表達表達表達表達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從開庭過程對每一位進行訴訟的個案來說，皆為充滿緊張與害怕的感

受。除了害怕見到施暴者，更焦慮訴訟中的表達與陳述。受訪者的服務經

驗中，許多個案沒有充分時間表達陳述意見，不知如何在短時間內表達事

件的重點，致使所陳述意見不符合與法官審問而影響訴訟結果。有鑑於此，

受訪者認為個案除了知道法律訊息與程序的權益外，在開庭過程中的最大

權益，即是在訴訟程序中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妥適表達意見，以及明白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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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意見的要點。 

 

「整個可能在司法程序裡面，是不是他的...他想要表達的聲音是有被聽到

的。」(SF4) 

 
「就是譬如說開庭怎麼講啊，…，現在就是會跟她說「你如果有機會，你就

想要講什麼你就儘快講。」(WF12) 

 

「譬如說就是說有的法官就喜歡問那個受暴的頻率，對就會先跟他討論，那

一般來講，如果沒有討論他一定說：就很多阿。」(WA6) 

 

「在開庭的時候可以表達哪些東西，這也是我們會跟她說的，…就譬如說她

開庭的時候她可以說些什麼、她可以去表達一些什麼。」(SA12、21) 

 

除此之外，受訪者認為很多家暴個案不懂如何在法庭上的權益，因而

不敢輕意的表達意見或提出要求，故很多時候在訴訟中委屈了自身權益。

受訪者認為，在訴訟程序中，應扮演說明提醒的角色，協助個案理解權益，

以助於意見的表達。 

 

「受暴婦女或婦女她們其實不是很知道就是在監護權或是探視這部份，一些

權益或義務啦，…，我們會有機會可以去跟她們做一些提醒或者是說可以就

是協助她們說怎麼去做這樣子」(SH6) 

 

「就是被害人他們其實是不懂，所以就很多的權利不敢要求，那我覺得這也

是家暴服務處的社工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提供給他們更明確的訊息，告

訴他們也許開庭是怎樣的程序，那你的權利有哪些。」(WD14) 

 

(3)(3)(3)(3) 認識法庭用語認識法庭用語認識法庭用語認識法庭用語    

除了在個案表達意見的權利外，受訪者亦點出許多個案開庭時，因不

理解法庭用語而產生誤解，誤以為應服從法官指示，此不僅影響訴訟過程

中回答訊息的正確性，也增加在訴訟過程中的不確定感。  
 

「那個開庭的時候法官傳達的訊息是他可以理解的，…，就是確定他聽懂，

而且確定說現在是一個問句，不是跟你說要這樣子做。」(SF14) 

 

(4)(4)(4)(4)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開庭開庭開庭開庭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受訪者表示，在開庭前至開庭中向個案說明開庭程序，包括事先說明

法官審案原則、過程中說明案件的進行階段，這些是個案應知的權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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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案來說，事先預備對開庭過程的認識，可降低開庭中非預期事件對自

身情緒的衝擊的程度，讓個案可在穩定狀態下進行開庭，有於開庭進行與

權益維護。 

 

「如果我們的同工可能要去開某個法官的庭，那我們的事前可以先跟個案說

「這個法官在庭上的表現不一定是針對你。」(SA85) 

 

「那另外還有就是可能有些法官的審判吧，會比較嚴謹，那比較像刑事的判

決的部分，那他要的證據就好像要比較齊全。」（WC6） 

 

「從法官那邊知道說，其實他們對這個議題是友善的，或是說他開庭的他這

個法官其實對待開庭這件事情是慎重的，這時候其實就可以跟個案談說，就

是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倡導啦，就是她權益的自我倡導。」(WB34) 

 

(5)(5)(5)(5) 獲得公平審判獲得公平審判獲得公平審判獲得公平審判、、、、程序正義程序正義程序正義程序正義    

就司法的友善程度而言，讓個案有好的開庭經驗，並獲得公平審判與

程序正義，是其權利之一。然而，事實上，許多法官因案件數多，不得不

壓縮開庭時間，並且在講求速度與效率的開庭氛圍下，不見得能有和緩、

親切的態度，因而缺乏同理與尊重。當焦慮的個案面對缺乏同理與尊重的

法官，更是擴張其情緒張力，不但沒能好好陳述意見，也可能會衝擊案件

的發展。因此，受訪者認為個案在開庭過程中，應受到尊重，維護其程序

正義。 

 

「可能司法人員對於受暴的對象這些當事人這些個案他是有...有一些不好

的有些時候就會有一些不好的對待啦，對，就是說不能理解，然後就是會可

能言詞上沒有辦法能夠理解，甚至是說生氣。」(SD17) 

 

「如果她是要走這個程序，她應該還是要受到應有的尊重。…，那有的法官

他就會很想要趕快結束這個庭，或是說趕快結束這件事情，…，就我自己看

來，我覺得這個是不太能夠去尊重說她能夠，嗯，可以好好講的那個權益。」

(W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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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開庭後階段開庭後階段開庭後階段開庭後階段    

1.1.1.1.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關注關注關注關注的權利的權利的權利的權利    

(1)(1)(1)(1) 回顧回顧回顧回顧開庭過程開庭過程開庭過程開庭過程及及及及整理整理整理整理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從受訪者的陳述中，陪同開庭後，社會工作者必須做的是與個案整理

回顧開庭過程，釐清當中的細節與疑問，並且回饋個案法庭上的表現、肯

定個案的行動。受訪者認為帶著個案回顧開庭過程、釐清問題、肯定行動

有其必要性，很多時候個案因緊張、焦慮，無法聚焦在開庭事件上，抑或

不清楚法律程序與用語，而無法掌握細節與進展，而衝擊自信心，因此，

認為個案有權利理解自身案件的開庭細節，並肯定其開庭表現與能力。 

 

「或者是就是開完庭後，給他們的一些就是算是說釐清法庭上的問題。」(社

B5) 

 

「然後我就會覺得會跟她們肯定一件事情是說你今天其實為了你自己，然後

來完成這樣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其實是在捍衛她

自己的權益，…，然後這個也是等於是在告訴他們其實這是他們自己、他們

的每一個人的權益啊！」(SH19) 

    

参参参参、、、、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法院是家暴被害人採取行動維護權益的最後一到防線，但多數家暴被害人對

自身的法律權益幾乎處在懵懂無知的情況下。社會工作者接觸來到法院尋求協助

的個案，普遍認為要協助家暴個案進行訴訟程序前，必須要先讓個案獲得充分的

法律知識與司法程序訊息，個案在充分的訊息下，釐清自身需求，了解了權益的

樣貌，如此才能循著自己的需求，做出適切的訴訟決定。 

 

 社會工作者認為個案應知的權益內涵，大致包括知道「法律權益」、「人身安

全保障」、「相關社會資源」等權益，當個案逐漸知道法律相關知識及其他相關訊

息時，自身也逐漸會有充權、獲得能力的感受。除此之外，社會工作者觀察不同

階段的個案需求與狀態，普遍認為個案權益的內涵應該包括：「提供情緒支持」、

「提供社工個管服務」、「提供法律諮詢」、「陳述表達意見」、「認識法庭用語」、「認

識開庭程序」，以及「獲得公平審判與程序正義」，而結束開庭後的權益，則是「回

顧開庭過程與整理訊息」的權益等。這些權益從依著個案服務過程與任務被看

見，若這些權益未能被重視，勢必將影響個案在訴訟過程中自我能力的提升，抑

或影響訴訟結果與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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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    

    在理解了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的認知後，接續欲探討服務處社會工

作者對司法系統及網絡系統進行影響的倡導經驗。本節所探討的倡導經驗包括社

會工作者倡導策略、遭受阻礙因素，以及因應阻礙的方法等，整理內容如下。 

 

一一一一、、、、    司法司法司法司法系統系統系統系統之社會工作之社會工作之社會工作之社會工作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    

((((一一一一)))) 以以以以司法司法司法司法人員人員人員人員、、、、法律程序法律程序法律程序法律程序、、、、環境設備為環境設備為環境設備為環境設備為倡導倡導倡導倡導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進行倡導工作之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必須進一步的敏感、觀察個案問題背

後或環境的議題，並搭配倡導行動，具體的暢通問題與阻礙。如同受訪者 SD 所

描述，「默默我就在蒐集我對法院的觀察，…，然後討論之後一個策略，然後再去做。」

(SD112)。從受訪者的描繪中，進行倡導行動前，社會工作者必須要先有謹慎的觀

察及蒐集資料的過程，並對個案權益受損的議題有具體的事實掌握與證據，而這

些事實掌握與證據，極有成為倡導素材的可能。 

 

    研究者分析曾經使個案權益受損的事件，並整理出受訪者在倡導工作上的面

向。研究者發現衝擊個案權益的因素可分三部分，1.司法人員之性別意識、多元

文化價值、對家暴本質的認識是否對個案造成二次傷害、2.司法制度與程序設計

是否不利於個案訴訟權益，以及 3.法院環境、設施設備是否能不利個案出庭時的

人身安全等。 

 

    在司法人員部份，多數受訪者表達司法人員的性別意識是使個案權益受損的

因素之一。受訪者提到某些司法人員對於女性至法院聲請保護令保護是所有批評

的，也有司法人員在開庭審問時，傳達自身性別刻板印象，如女性因言語刺激、

嘮叨而招致暴力，或女性單獨扶養孩子的能力不及男性，使個案受到壓迫與傷害。 
 

「可能對於性別上面法官是不是有在意？然後對什麼權力控制是不是有在意？」

(SA93)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跟報到處的人員。因為我們有個報到處的人員就是很父權啊!

他一直覺得說「ㄏㄡ~什麼女生幹嘛要來聲請這一些東西。」(SA28) 

     

「譬如說性別概念，…，在法庭是受到性別的歧視，可是法院的人沒有性別的概念

的時候，就會是環境的阻礙，因為他們普遍對性別沒有敏感度，他們不曉得他們在

訊問或是對待當事人的過程已經造成一個壓迫。」(SE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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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多元文化中，個人權益很容易因不同價值思考而有不同的待遇。根

據研究觀察，部分受訪者表達有些司法人員在審案過程中，會向出庭雙方傳達個

人價值觀，這些個人價值觀受其家庭背景、成長脈絡、社會文化影響，有些欠缺

多元文化觀點或性別刻板印象，例如：認為外籍配偶來台灣都是為了身分證或

錢、台灣的受的教育比較東南亞或大陸好…等。    
 

「某些法官會覺得說甚麼外配都是來台灣...就是來台灣都是為了身分證之類的。」

(WA96) 

 

「有一些法官他其實有說到，…，對於外籍配偶，…，例如說他們會覺得她那麼強

勢難怪會那麼容易受暴。」(WE33) 

 

「不過他們(法警)也會跟我們抱怨說他們看到那個外籍配偶啊怎樣怎樣啊，啊有些

就是啊就是被打是應該的。」(SD60) 

 

「他(法官)當庭就跟那個外配的媽媽講說：我知道妳嫁來台灣喔，都是為了錢，不

要騙...我都知道妳們來台灣到底都在幹嘛，抱著什麼樣的心態這樣。」(SE129) 

 

「尤其是如果外籍配偶又還沒拿到身分證的時候，…，可能法官甚至會直接以這個

就是說，我如果把孩子監護權給你，你如果把孩子就帶出國了，…，他們覺得說孩

子在台灣的受的教育還是會比較好的。」(SH11) 

 

    除了性別意識與多元文化觀點不足之外，受訪者認為部分司法人員仍對家暴

本質的認知與認識亦不足。部份司法人員對於發生暴力的原因，仍有歸責在被害

人身上之想法，也有司法人員會憑藉著個人成長經驗，質疑家暴被害人因應暴力

的態度，甚至淡化被害人對施暴者的恐懼與反應。 
 

「應該說他們(法官、法警)也不懂家暴法是甚麼東西，沒有很清楚。」(WA13) 

 

「有時候這個東西就取決一些法官的特質，不諱言其實很多法官他們對於家庭的概

念啦，或是對家暴議題的認識，或是對性別的一些看法也許會左右一些他在看個案

的一些心證的一個狀況這樣子。」(SG8) 

 

「大部分的人感覺上還是沒有那麼多、還是沒有那麼正確的一些對家暴的認

知，…，所以其實就是很容易在這過程裡面，我覺得會是造成就是我們被害人或是

來、就是當事人會有一些負面的感受。」(S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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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認為司法人員對家庭與性別的看法，將會左右他們看待家暴事件的心

證，從這些態度與反應，也突顯部份司法人員對家暴被害人處境與家暴本質仍不

太了解，這不但對家暴個案造成傷害，也深刻的影響家暴個案在司法上的權益。 

 

    此外，個案來到法院提出訴訟維護自身權益，然而，實際上在進行訴訟時，

受訪者認為司法制度與訴訟程序不見得能完全的維護個案權益。當司法程序設計

不當時，反而可能危害個案訴訟權益，諸如，有些法院暫時保護令皆須經過開庭

程序、要求須有相對人或證人筆錄、嚴格審酌證據效力、不易申請隔離偵訊。 

 

「因為法院暫保幾乎全部都還是要開庭，…，因為我們擔心的是，讓被害人拖太久

才拿到保護令。」(SF67) 

 

「就是說並不是社工做的好不好，也不是個案本身他有沒有甚麼問題，而是在這個

司法過程裡面，是司法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或者是說是司法人員的問題。」(SB63) 

 

「暫時保護令沒有辦法不經審理核發這一塊，這一塊我們去溝通，到最後庭長就是

用那一種方式…就是說，但是證據還是要充足，就是要有警詢筆錄，就是一定要有

相對人筆錄，或者是證人筆錄其中之一。」(WH64) 

 

    另外，受訪者還談到法院環境、硬體設施設備是否能維護被害人人身安全，

亦是進行影響的倡導面向之一。根據個案權益內涵，維護個案的人身安全是法院

應提供的權益，然而，有些法院仍缺乏規劃保護被害人人身安全的硬體設施設

備，抑或環境設計不善，為半開放的等待空間、出庭動線有治安死角，反而影響

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我們那邊(會談空間)不是有玻璃、霧霧的嗎？可是真的有相對人真的往裡面看，

因為他知道我們在服務她，其實那是很危險的啊！」(WE89) 

 

「是因為這裡的法院有另外一間被害人休息室是完全隔離在外，就是管制區裡面

的，那個進出位置剛好是相對人的背後，所以如果你看如果今天妳叫的是相對人已

經坐在裡頭，我們又從他背後走過去，不是是一件非常弔詭而且暴露行蹤的事情。」

(SD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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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正式與非正式的多元正式與非正式的多元正式與非正式的多元正式與非正式的多元倡導倡導倡導倡導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研究者根據受訪者進行倡導的焦點，認為司法人員的性別意識、價值觀念與

態度，以及司法制度面、環境設備的便利性與體貼性，與個案需求與權益的相互

影響。受訪者當決定提起勇氣代表個案或發揮影響時，策略是實施整個戰略所採

取的實際階段(引自 Schneider et al.,2001 )，所採取的策略也將因事件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決定，因此必須先確認問題或議題、欲改變的目標、對象與情境。 

 

    當遇到突發或急迫性個案權益受損的事件，受訪者分享為了及時爭取個案權

益，也會先選擇進入個案權益代言人的角色，「扮演那個提供他權利的這個人，會

去幫她要求」(WD13)、「可以去幫他試試看啦」(WF96)，或以倡導影響者的角色，立

即進行溝通、倡導，為個案爭取權益、影響法院的立場、態度或想法。 

 

「我也忍不住啊!我就跟報到處的人員說「她的爸爸可能曾經對她做了些什麼這麼

傷害的事，這個其實應該也不是一個爸爸應該對一個女兒做的吧!」(SA29) 

 

但也有多數的受訪者觀察個案權益受損事實、設定倡導目標後，對於如何進

行倡導感到徬徨與猶豫，並且最需要內在勇氣與信心儲備。事實上許多受訪者沒

有計畫性的因應方法，「其實只是不斷的跟自己打氣，沒有辦法去做太多的準備。」

(SB11)，有些頂多也只有「深呼吸」(WG94)、「心理都會 murmur 一下」(SA37)，

就向前進行倡導工作。 

 

然而，不論受訪者進行「代表」與「影響」的倡導方法為何，受訪者發展出

依據不同的情境及系統特性，採取多元倡導策略，茲以「正式」與「非正式」策

略為分類，呈現如下： 

 

1.1.1.1. 正式策正式策正式策正式策略略略略    

(1)(1)(1)(1) 善用有影響力之行政管理者或法官善用有影響力之行政管理者或法官善用有影響力之行政管理者或法官善用有影響力之行政管理者或法官    

    司法系統是一個階層管理、科層體制較明顯的系統，就家事法庭而言，

庭長即是家事法庭最高層級行政者，服務處社會工作者認為，可善用科層

體制的特點，藉由庭長角色、職務與影響力影響法院司法人員的態度、想

法、甚至政策方向。此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來說，倡導工作搭配庭長的角

色與影響力，有時是有助於推動服務處倡導工作。 
 

「庭長很支持的是說，他甚至會帶著我們一起去拜會每一個法官。」(WD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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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好庭長他是一個可以願意去聽然後可以理解的人，所以我覺得...後來

他就有答應讓我們有不同的會談空間。」(WD52) 

 

「那法院再轉換空間的時候其實我們也會去跟法官、庭長他們說，其實我們

需要什麼樣的空間，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好的，對。」(SG21) 

 

「的確如果我們從科長庭長那邊去做討論或做倡導，其實接下來其實我覺得

整個幾次下來之後，那個那種我覺得效果比較快，對。」(WB133) 

 

「我記得那一次我們是一直沒有機會跟那個法官是可以有對話的，那我們是

把這件事透過庭長，庭長可以聽得懂我們在說什麼，然後請他協助…」(SE130) 

 

「因為我覺得真的在這裡那個庭長影響還蠻大的是他看重，那他下面的主要

長官，譬如說科長、股長也都，…妳知道就被交代，所以他也還蠻熱心的。」

(SD72) 

 

「因為庭長算是一個很重要的 key person，他能夠知道現在這個法院得氛圍

是足以供應的能量到哪裡、可以做到哪裡，那抓住這些關鍵人物其實、就是

有很多非正式的。」(WE30) 

 

「比較常做的就是像就是定期的會就是去拜訪庭長啊，因為他是主要的一個

影響權力的一個核心，所以會去有事沒事會去請教他，…，然後有一些的想

法就會帶去跟他討論。」(SD22) 
 

事件、案件發生即時直接溝通，針對個案集體權益、工作模式、方案

事務等議題，社會工者會形成以議題式的討論，以較正式拜訪的方式與司

法系統溝通互動，大多由主管、督導帶領，必要時則會由縣市政府社政委

託單位帶領拜訪。 
 

「我們有時候會透過縣府，…，然後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找個機會然後一起去

找庭長這樣子，…，我曾經有一次的經驗就是也是縣府的人，然後跟庭長約，

縣府的人有到。」(WH90) 

 

「那再來是如果法院裡面的那個人員如果有被變動，比如像法官啊，我們其

實主管是會帶著我們去跟法官說明我們是在做什麼跟我們會運用相關的表

單，也讓法官對我們有基本的認識。」(WG83) 
 

(2)(2)(2)(2) 請益法院重要他人請益法院重要他人請益法院重要他人請益法院重要他人    

再者，社會工作者因不是法院系統的工作人員，故對於法院較深入的

現象、適宜的做法必須要請益法院相關人士，尋求意見指導或建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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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瞭解而誤觸界線，影響彼此的關係。在重要他人的人選上，社工通常

會以往來頻繁的行政窗口、空間近的司法人員，抑或看重業務的司法人員

做為自己的重要他人，兩者皆因互動頻繁而有關係建立，因而有利於諮詢

與瞭解。 
 

「像比如說我們需要什麼的話，可能會去問一下說，你們如果要的話你們都

是怎麼樣去講？」(WH148) 

 

「我有時候會問訴輔科的科長，因為我們直接都是..，對對，我記得我那時

候好像有要去問甚麼有些問過會問一下他。」(E148~E150) 

 

「我們的確會透過科長，但是透過科長都是告訴他我們想要約個時間談談，

我們關於什麼樣類型的，什麼樣工作上想要被討論的。」(WG155) 

 

「像○爸我們常常會問他一些事情，…，我會跟他了解就是司法人在怎麼想，

那我們怎麼樣做其實比較不會去踩到地雷。」(WE102、104) 

 

「其實都會先跟科長這邊聯繫，然後詢問說我們要怎麼去跟法官他們講會比

較好，那我要先跟誰聯絡會比較好，那通常科長就會給我們一些意見。」(SB24) 
 

(3)(3)(3)(3)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聯繫會報與工作會議聯繫會報與工作會議聯繫會報與工作會議聯繫會報與工作會議    

部分法院在溝通協調管道上，有正式的會議管道可以讓委託單位、承

辦單位、法院單位有三方協調溝通工作的機會。透過正式工作會議、聯繫

會報，服務處與法院的庭長、法官建立對話機制，定期可溝通、澄清、協

調彼此需求，有利於服務制度、空間、服務的拓展。 
 

「那時候法院因為要建立友善的那審理環境，…，所以就主動跟法警室那邊

提出說那我們主動要參與這個會議，對。」(WC47) 

 

「所以我就說我們就一直抓著庭長的腳，然後就說我們要參加庭務會議，然

後在那當中也希望有一些對於真正能做司法審判的司法人員有一些些討論。」

(WE80) 

 

「可是因為後來我們開始接之後，法院開始有正式跟我們的聯繫會報，我就

覺得阿那個聯繫會報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跟場合…我就覺得我們就有一個很

好的溝通管道。」(SF34) 

 

「就是我們法院，然後我們，本會嘛，然後再跟那個縣政府的主管，還有一

些窗口，就是社工那樣子一起開會，來討論我們服務處跟法院的工作狀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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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模式是需要被調整，…(WG69) 

 

「我們之前比較有時候會採取的方式其實就是透過會議的方式啦，其實就是

會跟法官開一個我們法院內部的一些工作上的協調這樣子，其實就透過工作

會議的一些協調或者是一些訊息的告知。」(SG20) 
 

(4)(4)(4)(4)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活動或工具為媒介活動或工具為媒介活動或工具為媒介活動或工具為媒介    

�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家暴宣導活動家暴宣導活動家暴宣導活動家暴宣導活動((((紫紫紫紫絲帶絲帶絲帶絲帶、、、、專講專講專講專講、、、、VVVV----daydaydayday))))、、、、司法人員茶會司法人員茶會司法人員茶會司法人員茶會    

    從受訪者的經驗分享，辦理家暴防治活動、司法人員茶會等，是服務

處社會工作者集體行動的倡導策略。透過集體式的倡導策略，將服務信念、

議題價值觀、性別意識包裝在活動當中，以輕鬆、感性、活潑、藝文、視

覺方式進行家暴防治觀念傳遞與影響，期待能達到結構性倡導目標，另一

方面也可影響司法人員對家暴防治有較深入的認識，並且在互動中建立共

識或工作模式。再者，對新手社工而言，活動式的倡導較能降低單獨、個

人進行倡導時，所衍生的焦慮與害怕。 
 

「法官茶會我們覺得那個倡導的方面，我覺得法官大部分都還滿能夠接受

的。」(WB15、18~19) 

 

「法警的話…，因為他們工作的關係，其實都還要去考量到他們工作的性質，

所以只能透過也許是一個訓練譬如說專題演講或是辦一個..像我們會辦一個

防暴月的活動。」(SB66) 

 

「那時候我們也有去倡導就是跟法警專講，讓他知道我們社工要做甚麼，啊

我們為什麼要幫這些婦女做這些事情。…就是在他們的訓練中把我們丟進

去，把我們的課程排進去。」(WA101) 

 

「那在去年因為法官的那個職務調動，所以我們有在邀請那個庭長幫我們安

排一個那個跟法官交流，那算是一個茶會性的交流，那在那個時候就有溝通

到像隔離訊問這些在過程的一些問題。」(WC49) 

 

「那時候 V-Day 的時候我們是會就是會趕快跟他說我們這個活動是要做甚麼

的，會有做這個東西，就是會跟他說我們就是會演一齣戲啊，然後是讓她們

瞭解說，受暴婦女或是一些被性侵的婦女的狀況。」(WA55) 

 

    此外，根據受訪者的經驗，可依倡導對象、任務、議題，規畫不同模

式的活動或茶會，以更有效的達到倡導的成效與目標，降低模糊焦點的可

能。再者，有些議題並非僅是個人權益受損層次，其中已涉及群體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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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將倡導事件形成大眾化的議題，融入活動過程中，抑或透過學術

資料，如研究論文、學術發表文章，能更有效影響倡導的運作與效益的。 
 

「其實我們都會先準備一些書面資料，…，案量啊。」(WE12) 

 

「因為對他們就是每個人被賦予的角色不一樣，然後能夠協助到的層次也不

一樣，所以我們只好個個擊破。」(SD73、75) 

 

「去年剛好是有做到目睹的那個在職訓練，…，然後自己手上有媒材，對那

就是從那個開始去，就是聚焦那個主題啦。」(WB28)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都有很多很仔細的去、知道在哪些場合我們可以討論

哪一些事情，本來的想像是把法官和書記官分開來，這樣子其實比較能夠聽

到各個層面的聲音。」(WE86) 

 

「我覺得如果要的話，就要變成用議題式的，因為像現在他們就是不斷的給

我們訊息就是說他們會用那個法官就是獨立審判這一塊啊，什麼不適合聽個

案的案情啊，這個會影響到他們獨立審判的動機啊。」(WH78~79) 
 

再者，受訪者認為，在與有高度專業形象的法官進行茶會時，可帶入

其他專業專家的分享或論述，將有助於提升自身的專家形象，也能有使其

信服的成效，並增加倡導成功效益。另外，若欲影響活動的團體動力，在

策略上更可善用團體中的典範催化團體動力，藉由讚揚典範可以具體的引

導、影響其他人員理解家暴防治工作所需要的態度、觀念或思維，促使與

會者在觀感或認知上互相影響。 

 

「所以我們就是跟那個中心的那個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合作，我們就是在茶會

裡面去分享目睹暴力兒童有哪些特質。」(SD26) 

 

「因為他們(法官)會認為自己是專業，所以他們也想要聽專業的人講，那我

覺得這個方法是有效的。」(WD29) 

        

「所以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就是給他一個正增強，我就把他舉例，在那個茶

會就舉那個某某法官啊，那一次就覺得很特別，…。那後來就會發現有些法

官就覺得ㄟ不錯，有收到那個效果，他就會去進而仿效…」(SD26) 

 

�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月報告月報告月報告月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成果報告    

    部分服務處每月都會整理方案服務情形，形成月報告分享給法院與

委辦單位。這些服務處認為透過月報告、成果報告的形式，可將倡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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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與目的一起編寫在其中。再者，透過在報告中分析、回應目前的服

務現況，傳遞社工評估與分析觀點，期待達到倡導的目標，維護個案權

益。 
 

「因為我們每個月都會寫，我們交月報告，後面會有一些心得的分享，我

就反應這個東西。」(SF100) 

 

「那我們就每一次設定一個主題，然後就是寫一些譬如說這一個月來個案

服務的一些狀況，或是我們觀察到法院很多不同的面向，=…」(SD41) 

 

「因為每個月都要寫成果報告嘛，那其實那是一個非常正式跟法院、跟我

們的委辦單位有一個溝通管道、發聲的管道，那像法院的長官其實他們都

看得到。」(WE8) 

 

「那聽說我們每個月都會寫那個月報告，…，我們其實都那個就是心得建

議就是給庭長，那我就覺得說早期他們是因為這樣子才爭取到那個隔離式

的空間。」(WF72) 
    

2.2.2.2. 非非非非正式策略正式策略正式策略正式策略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分享倡導的方法與形式，最常聽到的是非正式的交流

互動。就法院顯明的科層體制環境而言，使用正式的策略，雖能有效傳達倡

導目標，但相對的，也會因科層文化而受限於法院規定，而有倡導不易之情

形。在受訪者經驗中，在講求科層與制度的法院環境，正式的、集體的倡導

策略僅能在制度或規範上發揮效益，因此，司法人員個人的價值觀念、想法

或性別意識，甚至對事件的態度，需在仰賴非正式的互動或交流，降低正式

關係與不同系統下的防衛與隔閡，諸如透過日常生活大小事，慢慢的發揮影

響，以求更深入的傳遞傳遞家暴防治觀念與認識。受訪者的倡導經驗中，非

正式策略如下：     
 

(1)(1)(1)(1) 以以以以情境情境情境情境或或或或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傳達傳達傳達傳達倡導倡導倡導倡導信念信念信念信念    

    就不同工作專業內涵，以及不同系統的思維，最快讓不同系統的人員

認識工作以外的專業知識，最有效的為透過情境、個案案例分享討論的方

式。就訪談者的分享，實例的引導與分享是效益很好的方法，透過一件件

案例的討論可以建立具體的工作原則，也讓司法人員深入認識家暴被害人

的處境與暴力本質。 

 

「那其實也可以有點像故事分享讓他們知道說我們被害人真正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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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25) 

 

「用情境的方式讓他們去想一想，那如果這個人住你隔壁咧?那你看你都

會來當法警啦，那你看你會不會去做什麼事情。」(SA48) 

 

「那其實當我們去他談案例的時候，我們就用故事去帶入，對，他們(法

官)就會比較清楚，說喔原來他們是發生這樣的事情。」(WB45) 

 

「我想這就是從一個案件一個案件的討論上面去累積的啦，然後讓他們知

道說的確有甚麼樣子的狀況可能會需要，然後他們也會自己有一些敏感

度。」(SB35) 

 

「可能就是會分享一些就是我們在服務上可能也是有取得孩子監護權但

是和孩子在台灣就是，也是一樣就是還在台灣生活的一個狀況，還是可以

在依台灣依親。」(SH13) 

 

「然後接下來有一些遇到個案的狀況或是甚麼，就去特別跟他(庭長)說

明，…，那他們也真的就是比較願意去聽...ㄟ原來你們都是這樣做事，

蛤~社工是這樣子的喔，他們就會漸漸的比較了解說為什麼我們會。」

(SD22) 

 

    除了以情境、案例舉例的方式進行倡導工作，受訪者也表示可透過製

造情境問題，請教對方以增加彼此對話或討論機會。 

 

「甚至是互相學習，問他、問司法事務官或問書記官、問法官這些交流的

人，有碰到某個情境，就法院妳們的立場妳們會怎麼樣處理，…，然後去

用請教的方式去增加那個對話的機會這樣。…我覺得那是建立我們社工跟

法院更多對話的機會討論，因為我的目的不是要有一個結果或結論，而是

增加那個對話的機會互動。」(SE77) 

 

(2)(2)(2)(2) 透過日常透過日常透過日常透過日常交流互動交流互動交流互動交流互動發揮影響發揮影響發揮影響發揮影響    

    受訪者認為倡導工作「其實妳身邊每件事情都可以做」(SC107)，透過日

常生活大小事的交流、非正式的互動形式，如開庭前報到、偶遇寒喧、吃

飯、上廁所、打招呼、團購、訂飲料，看似無目的互動，但在互動中的言

談，則可以有意識的在當中傳遞家暴防治觀念與認識。 
 

「(非正式關係的互動)要找很多梗。」(SE69) 

 

「我就是聊啊~因為我覺得因為作法不一樣。」(S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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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感覺不是做了太大的什麼倡議，…，而是用日常生活方式的。」

(SA54-55) 

 

「可能下班路上我會跟庭長碰到，然後就會跟庭長聊天就會聊到他們最近

審判的工作的、有沒有哪一些。」(WE30) 

 

「那可能有時候下班啊，或是休息時間啊，有互動的時候那時候也會就比

較不會是很刻意的，就剛好碰到聊到就是說那天有一個狀況是怎麼樣就大

概會這樣聊一下。」(WC63) 

 

「你發現他自己常常做於無形，譬如說上個廁所也可以聊個天啊，報個到

也會聊個天啊，然後甚麼就聊個天啊。…，那這個時候就是藉機在教育法

院的人，然後我們是為什麼而做。」(SD84) 
 

� 從熟悉的人開始從熟悉的人開始從熟悉的人開始從熟悉的人開始    

    雖然非正式的互動性質較為輕鬆，但受訪者分享仍會從熟悉的人士開

始進行。透過互動方式，增加熟悉與對話機會，以增加倡導工作成功機會。 

 

「可是我會先挑人，先挑可能跟我比較熟，然後我觀察他是比較好像可以

聊啊，就先開始做倡議這樣子。」(SC95) 

 

「第二就是說建立關係嘛，…，那你跟他有關係之後他可能也會跟你講說

怎麼做可能會比較好？或是說怎麼樣去做、去、就是他也比較願意去討

論。」(WB48) 
                        

� 站在對方的位置角度思考站在對方的位置角度思考站在對方的位置角度思考站在對方的位置角度思考    

在非正式的互動與交流上，幾位督導受訪者及一線社工認為，在傳遞

家暴防治觀念時，若能從先法院司法人員的立場思考，瞭解其想法，而非

一昧的將社工思維、家暴防治知識強行推行，如此將有助於彼此的關係建

立、溝通成效與正向互動經驗累積。    

 

「她們的接收度不會比較高啊!…，所以我會先了解一下他們是怎麼想的。」

(SA45) 

 

「那是一個還不錯的經驗是有顧及到他們的角色位置，但也有把我們想要傳

遞的東西傳遞出去。」(SD56) 

 

「可是這幾年我覺得發現我要採相反的部分，我要先來懂你，你在幹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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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從中找到縫隙我們可以鑽的挑戰的，然後就是釐清的，那個才是我們工作

重點。」(SD111) 

 

「我強調的是要融入他們的脈絡，因為假如說我說我自己的語言的話他聽不

懂我們在幹嘛，但是如果我們拐個彎，是以他們的角度出發的話，其實我覺

得那樣子比較容易去讓他們理解。」(WE84) 
 

(3)(3)(3)(3)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其它其它其它其它地院地院地院地院服務處經驗服務處經驗服務處經驗服務處經驗    

    司法形象是法院最高管理者所重視的，因此，就某些地方法院服務

處，若需倡導本身所缺乏抑或不足的配備或服務，則會藉由分享其他縣市

服務處的服務與發展，以凸顯本地地院之不足。社會工作者認為，分享其

他服務處的經驗，不但能喚起管理者重視司法形象，更能促進管理者重視

服務處需求，視服務處為司法形象一部份，可望滿足本服務處個案的需求

與設施配備。 
 

「蒐集到的可能其他法院的裁判的情況做一個分享，…，他們可能覺得說可

以會去了解一下，對。」(WC57) 

 

「然後就會開始做分享，然後說他們有甚麼地院有那個祕密通道，然後我們

發現我們這邊是不是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服務，然後他們就有去思考。」(SC55) 

 

「因為我去別的服務處回來有看到，然後就跟他們講說：ㄟ他們有秘密通

道，…，然後後來就稍微想說先從別的服務處，…，就說我們有發現啊就順

帶提，對，順帶提這樣子。」(SC141~147) 
 

(4)(4)(4)(4) 培植種籽人員培植種籽人員培植種籽人員培植種籽人員    

    受訪者分享在法院進行倡導工作，可培植種籽人員一起發揮影響。透

過種籽人員在系統內部的位置與角色，可影響更多司法人員的態度與認

知，有助於拉近服務處與其他司法人員的關係。 

 

「我們連他們的司法志工一起訓練，…，他從不懂到懂了，然後可以幫忙，

甚至還提醒去教新人，…，每一批換人的時候，有些人不懂他(志工)就會意

識到他就會跟他講，…，多省事。」(SD65) 

 

「其實就是因為法警其實都會輪調嘛，…，那他(科長)那個部分他其實也

有、留下一個就是比較常、就是駐點在我們這裡的一個法警啦，他也會請那

個法警去跟其他新來的法警講，…其實他也是我們一個倡導很重要的媒介。」

(WB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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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熟悉法院體制熟悉法院體制熟悉法院體制熟悉法院體制    

    面對不同的生態環境，服務處社會作者對系統生態、程序，以及對相

關制度的熟悉程度，將影響其工作及倡導的經驗。許多受訪者提到，熟悉

理解法院的環境生態、程序與相關規定，不僅有助於個案服務的順暢，也

有助於社會工作者對倡導工作的效益。因此，社會工作者先行熟悉法院的

人事物、空間、界線、體制，再依據經驗與司法人員建立關係或進行合作，

是進行倡導的策略之一。  

 

「因為你就可以去試試看到底能做的空間是多少，對，到底那個空間，就是

可以越到哪個地方」(WF91) 

 

「對我的意義，我覺得如果就是更熟悉那個(程序)，就其實可以為個案在權

益部分真的是努力更多。」(WF164) 

 

「總覺得就是說我們社工來到這個場域，還是要了解他們怎麼運作的脈胳之

後，才有辦法去做這些行動，…。」(WH141) 

 

「其實我覺得熟悉法院的體制，我覺得是還滿重要的，對因為剛進來其實摸

不著到底、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WB48) 

 

「我覺得其實從科長身上學到了不少法院是怎麼一回事這樣，…，他觀察到

的事情，然後他會跟我們分享他看到是這樣。」(SB26) 

 

「例如說你至少熟這個體系，到底他們的規則到底是什麼，對，那主要能夠

去跟、跟哪個部分的倡導可能會比較省力。」(WB132) 

 

「但是我覺得當我們自己比較熟悉這樣子的一個體系跟工作模式之後，我們

才有、也才能夠比較知道說我們現行的工作跟模式的體系的演變是為了什麼

而來這樣子。」(SG37) 

 

「因為你可能也會對這個方案或這個工作比較認識之後，你才會知道說，ㄟ

這個過程當中如果增加一點什麼，會不會比較好，對，其實他會有一些想法。」

(SG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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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    

� 透過母機構透過母機構透過母機構透過母機構倡議倡議倡議倡議    

社會工作者評估倡導的議題超出他們可反應的範圍時，抑或在倡導過

程中遭遇失利、阻礙，社會工作者則認為應將倡導的事件反應至母機構，

可望透過母機構力量達到鉅視層次的倡議效果，諸如，透過母機構反應制

度不一致、透過新聞媒體事件反應等。 

 

「我們之前就發現前幾年在保護令裁定非常低，那我們就在聯繫會報裡面提

出，…，我覺得這部分可能就要在我們基金會可能更高的層級裡面去做倡

導。」(WC55) 

 

「我把這件事情跟回到機構內部跟總會去反應，那剛好總會在那時候跟另外

一個單位在倡議跟處理好像是兒少...福利法，怎樣修法就是說，ㄜ…新聞

媒體不能公布未成年子女的名字。」(SE24) 

 

� 沒有行動沒有行動沒有行動沒有行動    

從受訪者的倡導經驗中，很多時候他們認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也

是因應策略之一。研究者進一步探究沒有行動原因，發現有些社會工作者

會擔心過多倡導行動會影響觀感，故會選擇性的進行倡導，並非每件事都

有倡導行動。而有些社會工作者則是不知道該如何進行倡導、抑或沒有很

快的敏感到議題與影響，以及欠缺對倡導工作的概念或認知。    

 

「對阿，沒有特別想說這件事情提出來。就覺得有時候提這種東西，就是其

實我們的用意是把事情更好，可是我覺得他們都會覺得妳在找碴，對。」

(WA165) 

 

「我們沒有沒有抓住那個時間去跟他做這樣子的對話，但是是將這樣子的事

情告訴我們的委辦單位，就是縣政府這邊，還有我們自已內部、我說基金會

內部有一些討論這樣。」(WE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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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工作中的阻礙工作中的阻礙工作中的阻礙工作中的阻礙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在倡導過程中，即便有倡導事件進行觀察、發展策略，在倡導工作上仍會遇

到一些困難與阻礙。研究者分析了受訪者的經驗，整理了相關困難與阻礙，大致

分類為 1.法院方面、2.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方面、3.雙方關係議題、4 機構內部、5.

三方角色與定位，整理如下： 
 

1.1.1.1. 法院方面法院方面法院方面法院方面    

從受訪者的倡導工作經驗中，來自法院系統的困難與阻礙影響了倡導工

作的進展與成效，大部分的困難與阻礙來自於法院系統的價值觀念、科層體

系，抑或對家暴議題的認識不足等。 
 

(1)(1)(1)(1) 「「「「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司法中立」」」」、、、、「「「「審判獨立審判獨立審判獨立審判獨立」」」」為雙方的隔牆為雙方的隔牆為雙方的隔牆為雙方的隔牆    

    研究者發現「司法中立」、「審判獨立」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與法官的

互動、倡導工作上有很深的影響。無論是正式會議，抑或個案的討論，法

官秉持的司法中立與審判獨立的色彩，讓雙方很難有進一步的討論機會或

討論空間。對社會工作者而言，這一道隔牆，無形中會局限社會工作者與

法官接觸想法與行動，擔心僅接觸即是侵犯中立與獨立的原則，有時甚至

造成雙方關係緊張。 

 

「我覺得是對個案，而且我也會擔心說我會不會有什麼涉入案件那個，我自

己擔心啦(中立的問題)」(SA81) 

 

「因為像現在他們就是不斷的給我們訊息，就是說他們會用那個法官就是獨

立審判這一塊啊」(WH79) 

 

「當然我們會、我們也會去死守那個界線，就是審判獨立那個部份，只是我

們會跟他多做說明我們看到的現象。嗯，我自己會覺得去問他們的想法可能

會有一點點、會有一點踩線的感覺。」(WE26、28) 

 

「有時候會在想這個界線的問題，有時候也會其實想要去溝通的時候也會有

兩難，會覺得說這樣的狀況會不會去所謂干涉到他們司法判決的部分，所以

在要做之前我都會思考一下。」(WC44) 

 

    雖然庭長的管理職能發揮影響力，但在法官的審理情形上，基於審判

獨立的原則，庭長的影響力也變弱了。很多時候，庭長可以有些溝通，但

僅能從旁給予建議或分享，很難有太多規範或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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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當然就反映給庭長知道啊~然後庭長說他也知道啊!可是這可能是某

個法官慣有的風格，他們也很難去從旁邊去涉入或是幹嘛的。」(SA89) 

 

「庭長其實他給我們的回應也會讓我們覺得說，審判是獨立的啊，我沒有辦

法去請他們要怎麼判或甚麼，我只能在行政的部分協助他們而已。」(SB16) 

 

(2)(2)(2)(2) 科層體制科層體制科層體制科層體制侷限溝通管道侷限溝通管道侷限溝通管道侷限溝通管道    

    司法系統是一個典型的科層體制，很多倡導行動會礙於司法系統的文

化、體制而難以有更進一步的行動。再者，也因為科層體制，很多決定與

制度，必須要通過不同階層的主管，其倡導行動難以撼動與成功。另外，

系統的主要決策者為在上位者，除了庭長外，尚有可能牽涉到院長或官長，

而社會工作者均為一線社工或督導，若欲說服高層的主管，則是一件不容

易的行動。  
 

「其實還是要回到院長或者是官長那個層級才能做這樣的決策，所以到最後

一關總是會到官長那邊去。」(WE8) 

 

「那後來我才發現原來在法院的高層，…，但那部分我始終會覺得是在法院

內部很難撼動的。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僵化的法院的系統，就是也比較難對

話。」(SE28、39) 

 

「法院就是有被規定你就是要給這些人或是這些空間是預備下來，…，那後

來還有挪了一部分給我們用，可是不准我們就是他不同意我們把名字直接掛

上家暴事件服務處。」 (SD101) 

 

「主要決策的當然是院長，然後、但是很多事情要先經過官長，然後才會到

院長那邊，是一個很固定的行程這樣子，所以我們先去那邊的時候，可能這

件事情就會在那邊被搓掉了。」(WE4) 

 

(3)(3)(3)(3) 家暴家暴家暴家暴事件事件事件事件為為為為法院法院法院法院邊緣業務邊緣業務邊緣業務邊緣業務    

幾位受訪者認為，倡導行動的成效是受法院是否重視家暴議題所影

響。事實上，對法院生態而言，家暴事件僅是家事事件的一部份，而家事

事件更是所有民、刑事之一，整體而言，業務比重顯得微小，因此，也影

響了法院對家暴事件服務處的資源分配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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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會覺得家暴服務處只管的就是家暴案件當中，可是他們會覺得他們要

管的是整個法院，不是就只有小小的家暴事件，…，我們的意見可能有的時

候是真的很雞毛蒜皮或是很枝微末節的啦。」(WE70) 

 

「其實就是以服務處的那個立場來講，就是，在法院來說其實是嗯，我覺得

還不是被重視的，對，…，不管是法院在提供資源的這個部分，嗯，或者是

那個、我覺得可能那個溝通的那個暢通性也是。」(SH77-80)  

 

(4)(4)(4)(4) 錯置服務處角色錯置服務處角色錯置服務處角色錯置服務處角色與與與與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有些法院法官或庭長對於家暴事件服務處的工作內容與細節仍有不清

楚，抑或期待服務處能夠提供更多法官需要的服務，對有些服務處而言，

必須要澄清工作內容與功能，甚至表達超出工作承擔範圍。 
  

「而且我覺得很多時候社工員在這裡面的角色跟功能常常被錯置，這個是我

們要去適應，但是除了適應以外妳還是要發生。」(WE126) 

 

「我們今天常常會覺得倡議不成功的那個部分，…，我覺得法院他其實沒有

辦法真的能夠理解我們所謂的上限是什麼這樣子。」(SG49) 

 

(5)(5)(5)(5) 不相同的不相同的不相同的不相同的系統文化系統文化系統文化系統文化    

不同系統之間的工作與合作，最常因觀念、文化、價值信念、立場不

同而產生工作上的限制。社會工作者進行倡導行動時，常因彼此的文化、

思維不同，而產生不同立場與觀點，當立場不同時，將影響彼此的對話與

合作。許多時候社會工作者需要花更多的心力釐清彼此的邏輯，了解雙方

相同點與相異點，甚至須要花時間先瞭解對方的文化、思維，才有可能進

一步形成共識。 
 

「就是因為的確就是社政有社政的立場，法院有法院的立場，所以我覺得那

我們就是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去做可以做到的事。」(WD25) 

 

「覺得他們的觀念就是跟我們的觀念法院的觀念司法人員的觀念跟社工的

觀念就是不一樣，概念是不同的，邏輯上也不同。」(SD9) 

 

「我覺得那個有時候立場上很微妙是在於就是說，其實大家今天出發點都是

為了當事人好，所以你也沒有辦法去說他的想法不對或是他們的作法不對，

那我們其實常常卡在一些東西的立場上是說。」(SG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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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部分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部分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部分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部分    

(1)(1)(1)(1) 畏懼專業畏懼專業畏懼專業畏懼專業權威權威權威權威    

    法律的專業與法官的權威角色，早已是社會的共識(王佩玲，2008)，當

談到與法官之間的倡導工作，向上倡導中所隱含的權威議題，幾乎是每位

受訪者會談到的困境，法院的權威始終挑戰影響受訪者的行動與反應，「法

官...法官很大」(SF58)的權威形象也深植在各自的經驗中。受訪者對法院權

威形象有些描述，有些談的是自己自信與互動面向，有些談得自己對權威

的內在議題，有些則描述法院高高在上、不可親近的距離感。大部份的受

訪者內在對此議題皆存有害怕、恐懼的感受，也會因此覺得彼此之間存有

界線，難以跨越與接觸。 

 

「我覺得那個是對權威的恐懼，個人對於權威的那個…就是不敢去挑戰它，

對。」(WF79) 

 

「會怕，我覺得進來這個地方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法官ㄟ，就是感覺好像高

高在上。」(SC111) 

 

「會想做，可是好像就踏不出那一步，或是就是在他(法官)面前的時候不會

特別去提到這件事。」(WA23) 

 

「因為就覺得法院很恐怖，就覺得法官很大，很有威嚴，然後他們接觸的人

都是只有主管，對。」(WD44) 

 

「就是一開始當還是一個還蠻年資很淺的社工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會懼怕權

威，尤其聽到法官就覺得他高高在上的，那也不知道說怎麼去跟他們接觸。」

(SB9) 

 

「如果是坐在小客廳這樣子說，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會是比較對等的關係，但

是他是在辦公桌，那很明顯他就是告訴你我是法官，我在辦案這樣子的形式。」

(WG113) 

 

「就是他們(法官)對我來講我覺得他們是不容易親近的，對，我覺得他們是

就是那種界線畫得很清楚的那種感覺。我會覺得他們其實就是權威啊，然後

他們就會覺得他們是不可侵犯的。」(SH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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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權威議題中，受訪者體悟到位階在向上倡導中的影響力。受

訪者認為在法院科層環境裡，位階與頭銜是被看重的，當雙方溝通層級不

對等，將影響到溝通的力道與效益，即使有法官表明歡迎直接大家聊聊。 
 

「在倡導這塊可能會更...因為那個對話層級不同，對那被看見的點可能更

不一樣。」(WC59) 

 

「然後還有就是我想那個位階還是蠻重要的，對在法院公部門的層級常常會

碰到就是你需要找一個位子比較高一點的人來跟我談。」(SB21) 

 

「會覺得說：我真的可以做嗎，然後我只是一個社工員，而且我覺得在面對

法院的體制其實那個科層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我覺得法院的人也都很在乎頭

銜或者是職位。」(WD22) 

 

「所以雖然法官可能會很開放的說我們可以直接跟他反應個案的事情，可是

因為這些位階的關係，我們會覺得不適當，…，那再來是他會覺得你們只是

社工，那要講要找差不多位階。」(WG136) 

 

    再者，因法官的身份牽涉到審判權力，部份受訪者甚至擔心直接溝通

會影響其審判結果與個案案件發展，此想法更深一層的擔心，也是反應出

對法官專業權威的恐懼。 
 

「我們會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試圖來跟法官溝通，那當然我們不可能去干涉

法律審判的部分嘛。」(WC8) 

 

「然後又擔心說是不是因為怕這樣會影響到權益…個案的權益這樣，所以就

是會醞釀一下，然後可能要想好說為什麼需要這個東西。」(SC140) 

 

「法警的話會就是會直接說，…，我可以直接會應這樣…我覺得是權利耶，

對還是有差，…我對法警我就覺得還好，可是我對法官那個部分就會覺得好

像因為都是會讓他審到案子啊。」(WA28、29) 

 

「法官那邊比較多都是用電話，就是通常我們還是會先透過書記官，那書記

官那邊如果覺得說好像覺得我們可以主動去找法官的時候，我們才會主動。」

(WC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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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不不不不了解了解了解了解法院生態法院生態法院生態法院生態    

受訪者表示初進到法院環境，對於法院的生態是陌生的，也因為不了

解司法生態環境、擔心誤觸環境的界線，對於倡導工作難有太多施力。 
 

「因為除了像我們訪談這些東西之外，因為有很多東西要去適應，因為我對

這裡完全都是很陌生，對這個職位陌生、對工作環境陌生、對這邊整個政治

環境都很陌生，嗯! 」(SA116) 
 

「那時候就還蠻緊張的，因為我覺得還搞不清楚法院的生態，然後就發生這

樣子的事情，然後就是趕快也跟主任報告，啊可是我們也就想說不知道他接

下來要怎麼做，就是靜觀其變這樣子。」(SF47) 

 

(3)(3)(3)(3) 內在擔心與害怕內在擔心與害怕內在擔心與害怕內在擔心與害怕    

    除了不了解生態環境外，研究者分析整理看見許多社會工作者在進行

倡導行動前，內在存有很多與害怕，如擔心影響個案權益、擔心其他人的

觀感、畏懼權威、自信不足、自覺力量太小等。社會工作者的擔心與害怕

影響自己不知如何自處、看輕自己的能力、無法做決定，面對倡導事件或

對象，則卡在自己的擔心裡不敢行動。 

 

「會想一下，對，因為會想一下說：『一定要這樣子嗎？』嗯」(WF82) 

 

「嗯...把自己放得太小了。我現在不太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我感覺有一

些轉變，那我後來我會覺得這是跟權力很有關。」(SE60) 

 

「那當然就是一開始會覺得說不知道該怎麼講，怕人家拒絕啊，然後怕法院

會覺得說我們太干涉司法啦，影響他們的中立，所以剛開始做起來都卡卡的，

也不知道說自己該怎麼自處。」(SB9) 

 

「很害怕，因為就覺得自己是小蝦米，這時候到底甚麼事情可以做甚麼事情

不能做其實自己沒有辦法拿捏，而且甚至想說真的可以自己去找庭長討論

嗎，或者是有問題真的可以問法官嗎，這些事情都是自己把自己侷限住…」

(W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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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督導角色限制督導角色限制督導角色限制督導角色限制    

    督導一職對法院來說，是服務處主管的角色，對一線社會工作者而言，

不僅是決策、工作指導的角色，更在倡導工作上是引導、帶領、示範的角

色。對幾位受訪督導而言，督導角色促使她們必須要跟法院接觸、進行倡

導的任務，並且帶著一線社會工作者行動。然而，就新手督導或兼職督導

而言，因不清楚倡導事件脈絡的完整性，要帶領一線社會工作者進行倡導

工作，是一大挑戰與限制。除此之外，兼職督導們也因為不在現場工作的

關係，對議題的敏感度與訊息掌握度較弱，相對的衝擊到內在倡導的力量

與參與程度。 
 

「只是說當一開始覺得，喔！把我自己的督導職位想的很怎麼樣的時候，我

發現我什麼事情我都沒有辦法做。」(SA123) 

 

「可是我覺得這個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限制是因為我是兼職的督導，沒有

很直接在這邊做督導，所以這個在我的描述就沒有辦法那麼清楚，因為我沒

有直接在這個場域督導跟生活。」(SE93~94) 

 

「我其實只是算是就是兼任、兼任督導吧，我覺得…我那時候其實、我其實

也一度在那個第一年的那個過程裡面其實是非常痛苦跟掙扎，然後那個痛苦

是因為你會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力量還沒有。」(SH56) 

     

再者，許多督導職的受訪者分享在跨領域的服務中，融入體系找尋社工

定位的過程裡，個人的角色及自信上經歷很多自我懷疑與角色不確定，如自

我身份、角色與定位的混淆、懷疑自我能力、懷疑決策方向、代工角色等。 
 

「因為其實我們也不斷的常常問自己說服務處在法院的定位跟角色到底是什

麼，我們到底是不是法官的代工，…，我們其實也會、我們其實也會經過一

段時間的思考跟整理這樣子。」(SG37) 

 

「一開始我覺得對於自己的角色位置是很模糊的，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應該站

在甚麼樣角色位置去做這件事情，因為我不是法院的人，你說我是社工好像

也是，可是社工又不像以前在做後續追蹤就是這麼單純的跟個案互動就

好，…，所以就是對於那個角色我是覺得不清楚。」(SD129) 

 

「所以剛開始做起來都卡卡的，也不知道說自己該怎麼自處，我覺得自己那

個角色定位也會有點模糊不清，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去拿捏。…，然後其實自

己也會非常懷疑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早期的時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然後我這樣做對嗎，然後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有沒有甚麼方法可以做。」

(SB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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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缺乏倡導訓練與缺乏倡導訓練與缺乏倡導訓練與缺乏倡導訓練與方針方針方針方針    

倡導工作最重要是倡導的策略與方向，然而研究者從訪談經驗中觀

察，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倡導工作中，最常見的困難與阻礙為不知倡導的

目標、方向，或不知該如何開場白、可以做些什麼行動，甚至立足點模糊

不清…等。多數受訪者認為，當面對不同思維與立場的司法人員，最擔心

的是對倡導的目標或自我立場模糊，這樣的狀況不但會影響溝通成效，也

可能會衝擊雙方關係。因此，多數受訪者談到，進行倡導時，必須要先釐

清倡導問題的邏輯、目的、立場，如此才能有效的達到倡導的目標。  
 

「我想還是要很清楚的知道說這次的拜訪是為了什麼。」(SE93) 

 

「我會先搞清楚到底我們推這個東西是要做甚麼，對，然後他的背後的那個

價值跟信念，對。」(SC130)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要很清楚，因為跟她們討論的時候，有時候我們的立場

是很不一樣的。」(WE35) 

 

「那這東西我們要怎麼提，怎麼樣提、既不會損害我們現有的一些立場跟權

益，但又能夠達到一些改變的效果。」(SG100) 

 

其次，對部分社會工作者來說，過去幾年的服務或模式已有一些建立

或進展，因此，不知還可倡導哪些議題而感到困惑。再者，從訪談資料中，

研究者觀察到社會工作者可說未受過倡導的訓練，雖然知道要在服務中進

行倡導、知道倡導的目標為營造友善司法環境，但事實上，社會工作者對

於倡導的概念、如何進行倡導還是很模糊。 

 

「但是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訓練怎麼樣那個即時性的看到問題的核心是甚

麼，然後怎麼知道用甚麼方法去處理，我覺得那時候我沒有抓得很精確。」

(SE44) 

 

「我覺得其實社工本身對於倡議的概念跟訓練其實是沒有的，…，我剛進去

服務處我哪知道服務處要做倡議啊，就是把個案服務好，然後那時候老師跟

我說倡議很重要，你要在裡面做的時候，我就一頭霧水，那是什麼東西我根

本搞不清楚，…，譬如說我們勵馨自己也是寫說我們倡議友善司法環境是我

們重要工作之一，可是這個東西實在是還是很含糊。」(SF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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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訪者的分享中，研究者觀察到在服務處重要的倡導工作中，其實

是非常缺乏結構性的倡導方針或訓練的。許多社會工作者僅有粗大的倡導

概念，但卻對內涵細節感到模糊，亦不知該如何落實與執行，包括與司法

人員之間的互動、接觸，也都缺乏想像或方法。 
 

「倡導的部分，一開始我覺得因為剛開始進入那個家暴服務處那個方案的時

候，我覺得其實不太知道要怎麼跟外系統的人合作。」(SD9) 

 

「沒有方向，不知道該怎麼碰觸這個議題。…我覺得是找不到立足點，怎麼

去處理這個問題。.」(SE35、38)  

 

「我覺得在邀請的時候，其實會比較有挑戰啦，…，我覺得是比較想是說到

底要用什麼樣的語言或是說要用什麼樣的方式。」(WB66~67) 

 

「因為自己其實不知道說一開始要怎麼講，面對法官的時候一開始我要怎麼

去稱呼他，然後用甚麼樣子的表情，然後甚麼樣的語氣跟他說。」(SB13) 

 

「這個職份(督導)需要多跟法院的人有接觸。可能跟法官或者是誰，只是我

還不曉得說，這一塊到底可以怎麼樣做。到底跟法官倡導是要倡導到怎麼

樣？然後怎麼樣去做，這部分其實我也做的也是比較少。」(SA64) 

 

另外，有服務處表示經過一定的個案福利爭取後，或對於資源、制度

皆已具備的現況，難以進一步的想像、敏感還有哪些項目、制度可再透過

倡導爭取與影響，並且反應出缺乏倡導的方向與具體計畫。 
 

「欸我們社工員要做的事是倡導，可是我們要做倡導哪一塊？…就是每個人

都說要倡導，…，可是重點是好像不知道要倡導什麼東西，…，但是就不太

知道還有什麼大方向、大議題可以去做倡導的。」(WH92) 

 

(6)(6)(6)(6)     錯錯錯錯過過過過倡導倡導倡導倡導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的機會    

在法院，倡導的機會常發生突然之間，因此把握倡導的機會是進行倡

導工作的重要元素之一。研究者發現，社會工作者曾因為錯過進行倡導的

時機，而失去與法院溝通對話的機會。錯過進行倡導的機會，有些是因為

事件快速發生，當再回頭去談事件本身，已無適當切入機會；有些是因對

事件的評估與判斷能力不足，而未能精確把的握進行倡導的機會。 

 

「那時候其實事發很突然，…，我覺得那時候我沒有抓得很精確。」(S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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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其實陪個案出來之後，再跟他事後的談完之後就比較難當下在跟那個法

警談，對因為那個時間我覺得時間跟事件過了，對，很難去跟他談說你剛剛

怎麼怎麼樣。」(WB79) 

 

「第一個是時機錯過，第二個是我們沒有去跨出那一步是因為、因為我們是

從、等於是二手的資訊嘛，…，我覺得我們很可惜是錯失這個議題去跟法院

有更多的對話。」(WE49) 

 

3.3.3.3. 雙方雙方雙方雙方關係議題關係議題關係議題關係議題    

(1)(1)(1)(1) 需維持需維持需維持需維持關係關係關係關係，，，，講話講話講話講話不便不便不便不便    

    因服務處設立在法院內部之故，在緊密的環境裡，彼此的想法信念中

「那個之間的矛盾衝突，那個很細微的東西，有時候很直接很強烈，因為就在這

個小環境裡面。」(SC182)。因此，社會工作者在倡導、互動上常需要留意彼

此的關係變化。就如同受訪者 G 而言，「因為我們在那裏」，社會工作者不敢

有太明顯的倡導工作，再者，很多時候，「他需要去反應，可是他沒去做的原

因是...害怕權威或是害怕破壞關係」(J95)。因此，在倡導行動中不適合採取

尖銳的方式，一旦不小心破壞與法院的關係，將不利於後續工作的推展，

如何恢復關係又是一門挑戰。 
 

「我覺得怕破壞法院的關係，嗯...，家暴服務處跟法院的關係，因為那個

是很尖銳的。」(SE30) 

 

「比較知道一點眉角，…，我比較不採行非常尖銳的方式，就會還是比較可

以達到功效，然後話要講得比較圓和一點...融合一點這樣子。」(SC153) 

 

「可是我們也不可能直接的去反應，…，那因為我們在那裏，所以我們的尷

尬就是說我們還要在那裏工作嘛。」(WD25)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就是破例的破壞了那個我們跟法院之間的關係，所以就

會跟法官之間就會有一點點...就是僵跟一點點緊張的氣氛在裡頭。」(SD32) 

 

「是因為我們就是要常常跟他們(法官)有互動啊，對，可是就是那個關係一

旦打壞的話，…，我有想到說其實打壞關係不見得不好，因為有可能會更好，

可是你要怎麼恢復那個部分又是一個技巧。」(WA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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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雙方雙方雙方雙方人人人人員員員員流動流動流動流動，，，，影響影響影響影響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司法系統中，若能取得熟悉感、拉近距離，將有

助於服務推動與建立共識的，然而，一旦雙方人員經歷變動或轉換，過去

所建立的關係亦隨著雙方人員變動而須重馨穩固或磨合。受訪者 SD、

WD、SH 表示，過去曾經換了一批司法人員，致使須重新摸索、瞭解彼此

的想法，不管是工作上或關係上，都要再重新連結、持續建立合作關係。  
 

「然後只是說比較可惜的是他們一個月換一次，所以其實根本就是每次都要

重新教育。」(WD71) 

 

「就要重新再調整，對啊，像最近換了一批新的書記官，我們就要開始規劃

要辦書記官茶會，…，那有些做過是不見得是會知道怎麼跟家暴服務處合

作。」(SD82) 

 

「對我們來說比較大的轉變是因為可能要去重新熟悉跟去了解這個法官對

於司法訴訟流程也好，或是對於跟社工之間建立關係的程度也好，…，其實

我們都必須要重新摸索跟了解，對。」(SG28) 

 

「就是剛開始是先換院長嘛，然後後來是就是連那個庭長啊、還有法官那些

啊就是很多然後書記官也都做了調動，所以其實整體上來講其實等於其實你

又要重新有很多東、很多關係什麼都要再重新去建立。」(SH85) 

 

(3)(3)(3)(3) 環環環環境境境境空間影響關係建立與經營空間影響關係建立與經營空間影響關係建立與經營空間影響關係建立與經營    

    從訪談經驗中，受訪者所屬服務處的空間在個地方法院呈現多元樣

態。有些服務處在一樓開放性櫃台，有些服務處則擁有一樓獨立辦公場

所，其中某服務處則是規畫在樓上。從受訪者的分享中，研究者發現，不

同服務處的工作空間，影響建立關係的方式與複雜性，此亦為影響服務處

社會工作者與法院司法人員關係建立的因素之一。 

 

「我覺得那個部份是因為剛好我前面一年半是在前面那個法院，那個法院的

辦公空間跟現在這個法院的辦公空間是不一樣的，那我覺得空間的確也會影

響你怎麼跟法院的人怎麼建立關係跟經營，對。」(SD90) 

 

(4)(4)(4)(4) 正式會議挑戰合作關係正式會議挑戰合作關係正式會議挑戰合作關係正式會議挑戰合作關係    

    在服務處與法院的工作模式中，有些有服務處與法院之間有正式的聯

繫會報或工作會議。正式的工作會議或許有助於倡導策略推動與進行，但

也會因在正式會議提案討論，較容易衝擊雙方工作關係、合作互動，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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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了彼此的工作原則、工作模式、關係、界線。  

 

「因為開會它就固定每年會有法官座談會，…，我們曾經有一年是開完之

後，去開庭法官都會在法庭裡面冷嘲熱諷，…就會變成是我們變成是砲灰，

因為我們常常出現在法庭…就很尷尬。」(SD31) 

 

「因為其實法官的網絡座談會一年才兩次，對那其實在討論的議題上面都是

比較剛開始的形式是用提案的方式，就有一點好像是要去挑戰法官，可是後

來發生這樣子的狀況會產生彼此的對立。」(WD29) 

 

4.4.4.4. 母母母母機構內部機構內部機構內部機構內部    

(1)(1)(1)(1)  內部內部內部內部不穩定不穩定不穩定不穩定    

在了解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困難與瓶頸狀況時，研究者觀察到有時倡

導的困難與瓶頸是來自於母機構內部，諸如：工作人力不穩定、主管對服

務處性質不瞭解。在此因素上，必要時，工作人員是需要進行對內倡導解

決內不阻礙。 

 

「有些會議正式交流還是需要主任這邊來提出的，因為這兩年經驗我們這邊

變動比較大，所以好像都是我們自己在努力比較多，因為現在狀況，中心有

點辛苦。」(WC58) 

 

(2)(2)(2)(2) 主管不主管不主管不主管不太太太太了解方案性質與需求了解方案性質與需求了解方案性質與需求了解方案性質與需求    

母機構主管若不了解服務處現場的運作、與法院系統互動關係的拿

捏，以及需要協助的內容其了解的程度，相對的會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進

行倡導或業務推展有部份程度的影響。 
 
「現在不是主管不支持，而是主管不了解。」(SC175) 

 

「限制或阻礙喔，還是必須要跟著基金、就是主管的那個啊、他的脈絡和他

的想法去、去變動，嗯。」(WF176) 

 

5.5.5.5. 三方合作下的三難角色三方合作下的三難角色三方合作下的三難角色三方合作下的三難角色    

    除了上述的困難與瓶頸，對涉及三方的服務處業務來說，社會工作者在

三方的要求與期待下，也是受訪者反應的困難之一。受訪者 WG 提到，在三

方脈絡下，對服務處有不同的期待與想法，而這些想法對受訪者而言，是角

色上的困難與瓶頸，相對的會影響倡導工作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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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來真的會覺得很困難，因為你會覺得說我們在人家地盤，然後要跟

人家說我不要做你的事情，那我又領縣政府的薪水，然後他們就會覺得你是

社會局的人，但是社會局覺得你在法院，你就是算法院那邊，你要做法院的

事啊，然後我們會內就說你也要連做會內的事情，就是我們是三方通話就對

了，那我們是總機的那個的心情。」(WG65) 

 

((((四四四四)))) 因應阻礙的方法因應阻礙的方法因應阻礙的方法因應阻礙的方法    

    在討論分析受訪者所遭遇的困境和阻礙後，研究者從訪談經驗中分析歸納出

受訪者解決困境與阻礙的方式與策略，可區分為 1.與個案討論因應策略、2.釐清

目的或目標、3.尋求自我調整、內部支持、4.藉由第三人力量、5.製作觀察記錄、

善用法律工具、6.    不斷嘗試與預備、7.理解法院困難。 

 

1.1.1.1. 與與與與個案討論因應策略個案討論因應策略個案討論因應策略個案討論因應策略    

當個案權益倡導行動受到阻礙時，社會工作者會轉向與個案討論因應方

法，嘗試鼓勵個案採取行動，討論如何讓自身權益損失傷害降至最低。 
 

「我覺得可能在我們跟個案的溝通上面會先讓個案有心理準備，可能某些事情。」

(WD63) 

 

「我這邊的經驗是，如果說在法庭上面要做任何決定的時候，我可能就會跟個案

說「你現在就要做這決定嗎?因為其實可以不用馬上。」(SA103) 

 

「但是如果說面對就是去講還是不行的話，…，我們就變成我們這邊要跟個案調

整，然後看怎樣討論，讓個案有辦法比較快的得到自己權益。」(WH68) 

 

「然後後來我們知道這個情況之後，再跟案主對焦說你最主要你心裡要的是什

麼，你對未來的規劃是什麼，…，那再鼓勵案主堅持他自己的立場」(WC75) 

 

2.2.2.2. 釐清目的或目標釐清目的或目標釐清目的或目標釐清目的或目標    

當倡導遭遇困難與阻礙時，受訪者 SA、WA 表達，會再將倡導的目的釐

清清楚，透過不斷的練習與對話的過程，確立倡導的立場與信念、拜訪的目

的，透過釐清的過程，可得到不同的改善效果或方法，同時也增強自己的溝

通信念。 
 

「阻礙喔，我覺得可能有些是要有目標吧，對阿，如果有目標性的策略應該會比

較好。」(WA142) 

 

「我們就會先弄清楚說今天開庭的目的在哪邊？目的開庭就是到底要不要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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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嘛~我們就先把我們自己最基本的弄清楚就好了。」(SA106) 

 

「從一開始的很害怕，然後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自我的演練，然後告訴自己做這

件事情是對的，知道我的立場站在哪裡，定位是甚麼，不斷的去提醒自己，然後

告訴自己是 OK 的，然後去做。」(SB55) 

 

「然後我的立場是甚麼，我站在甚麼樣的立場出發去講這件事，然後我期待可以

得到甚麼樣的改善，或者是我們可以怎麼樣的合作，讓這件事情可以得到一個比

較好的不同的一個方法去處理這樣子。」(WD50) 

 

3.3.3.3. 累積個案服務與倡導經驗累積個案服務與倡導經驗累積個案服務與倡導經驗累積個案服務與倡導經驗    

然而，在發展策略時，受訪者認為必須先累積操作方法、經驗，才能知

道哪些策略有利於倡導行動與目標。    
 

「除非說我開庭的次數可能要變多一點，…，我覺得(未來)當我案例多了，我當

然有素材可以跟法官談。」(SA68) 

 

「就是接案啊，就是經驗的累積，對，因為沒有甚麼經驗，然後也沒有甚麼特別

突出狀況，根本不知道，對。」(WA169) 

   

「從一次一次不斷去做之後，慢慢累積自己的勇氣跟經驗，然後也開始知道說可

以用甚麼樣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不像以前就是完全沒有章法，不知道從哪裡開

始，那現在慢慢累了之後，一方面是了解他們的體系是怎麼一回事，然後一方面

也會知道說有過一些經驗之後也會增強自己再去做這件事，然後也會比較不怕被

拒絕這件事，那我對自己來講就是一直在不斷增強自己。」(SB55) 

 

4.4.4.4. 尋求尋求尋求尋求自我調整自我調整自我調整自我調整、、、、內部支持內部支持內部支持內部支持    

受訪者當中，當倡導遭遇困難或阻礙時，許多受訪者會以自我調整、轉

換立場為因應方式。如受訪者 WC 會換著角度思考、受訪者 WD 則以「山不

轉路轉」的心態思考其他方法、或先做自己能力範圍的事，間接也達到維護

個案權益的倡導目標。 
 

「那我們會換一個角度來思考說。」(WC52) 

 

「所以我們就變成我們只能調整自己。」(SG63) 

 

「但後來我覺得我們找到的定位跟自己找到的價值就是。」(SG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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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時候其實在跟同工討論，有獲得支持啦，比較正向的支持。」(WE6) 

 

「你是說就是行不通的時候，就山不轉路轉，就是比如說空間的部分啊。」(WD63)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去做可以做到的事，那我覺得其他如

果說真的在目前可能沒有辦法的那就先不強求。」(WD65) 

 

再者，受訪者指出，團隊也會透過母機構內部其他服務處團隊進行經驗

分享與交流，尋求多元的工作方法與內部支持，使個人與團隊在當中達到成

長與收穫。 

    

「因為像我們就是會跟就近的那個法院的服務處，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同儕的團

督，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彼此交換彼此的想法，或者是甚至是怎麼樣去跟法院互

動的一些意見，是可以有成長的。」(WD102) 

 

5.5.5.5. 藉由第三人力量藉由第三人力量藉由第三人力量藉由第三人力量    

    以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立場與所在位置，在倡導工作中，遭遇困難或阻

礙時，透過第三人的立與力量發揮倡導效益，是其因應困難的不錯方式。就

服務處的角色與立場，第三人包括母機構主管、委辦單位、法院的管裡職角

色等。 

(1)(1)(1)(1) 拉母機構主管參與拉母機構主管參與拉母機構主管參與拉母機構主管參與    

「就是其實還是會先透過自己的主管。」(WD27) 

 

「會把基金會的主管一起拉進來，這一定不是我們能夠做決定的這樣子。」

(SG46) 

 

「對，或者就透過工作協調會的部份，讓主管去做澄清我們沒有做這一塊的

原因，就真的是澄清。」(WG68) 

 

(2)(2)(2)(2)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家防中心家防中心家防中心家防中心    

「我們可能就要透過主管機關，像是透過家防中心。」(WD25) 

 

(3)(3)(3)(3) 透過庭長透過庭長透過庭長透過庭長、、、、科長科長科長科長    

「我們可能就會透過庭長這邊，…，或是跟科長這邊聯繫說，我們還可以跟

法官做甚麼樣的討論，哪些範圍的討論是可以被接受的。」(SB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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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開放度高的法官開放度高的法官開放度高的法官開放度高的法官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在跟能夠討論的法官就多一點討論。」(SB42) 

 

6.6.6.6. 製作觀察記錄製作觀察記錄製作觀察記錄製作觀察記錄、、、、運用運用運用運用法律工具法律工具法律工具法律工具    

    製作觀察記錄，是受訪者所分享的因應方式之一。從受訪者 WD、WB 的

分享中，她們會蒐集相關狀況、事件，必要時則會向法院的主管~庭長~討論

反應蒐集的案件狀況，以進一步的得到倡導成效。再者，也有人則是善用法

律工具，以司法慣用的法條，做為溝通的方法。 
 

「例如說我們會記錄這個反應大概幾次、幾次案例到底是什麼，對。」(WB90) 

 

「然後也甚至如果有機會假設已蒐集了好多個了，我們可能就會直接跟庭長討論

這個事情。」(WD80) 

 

「依法行政嘛~我覺得有法源依據會比較容易溝通，對那如果沒有法源依據的

話，嗯...對他們行政上好像會有一些困擾。」(WC50) 

 

7.7.7.7. 不斷嘗試不斷嘗試不斷嘗試不斷嘗試與與與與預備預備預備預備    

    即便遇到困難與阻礙，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仍會持續的嘗試與發揮影響。

就受訪者的分享中，可以觀察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積極的、不斷的嘗試態度，

透過一次次的重申，傳遞防暴信念與價值，逐步影響司法人員的想法與觀念，

最後達到倡導成功的結果。 

 

「她(同事)其實會很積極的去 try，可能去、所謂的踩線，可能會受傷，…，啊

她可能就會說沒關係啦我們試看看，這樣。」(WE21) 

 

「剛開始他自己有這樣子的聲音出現，所以我們後來就開始一直講啊，…，可是

他就可以理解，然後後來他就是在他可以調整的範圍之內給我們足夠的空間這

樣。」(WD54) 

 

「那我還是會跟他說可是我們服務的其實很多都不是這樣耶，就是透過這樣子的

方式去讓他知道說可能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WD75) 

 

「其實我們也會跟她們分享說，…，前面當然是同理法官的說法。…但是後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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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回到反暴力的這個核心價值。」(WE34) 

 

    再者，研究者觀察到社會工作者雖然經歷了幾次負面倡導經驗，但在一

次次的經驗中，會逐漸累積能量，預備下回倡導行動。 

 

「我就下次有機會，我要試試看(大笑)。」(WF83) 

 

「對，下次或者如果今天要去說之前我會想好說然後怎麼說，然後去這樣講會不

會比較好。」(WA50) 

 

「因為我是菜鳥的時候真的沒有人帶我，就是也沒有人跟我說可以坐哪裡，…，

因為那時候我們這邊的法官不太能夠接受社工坐在旁邊，然後之後我說不管不管

今天試著坐看看好了。」(WE18)  

 

8.8.8.8. 理解法院的困難理解法院的困難理解法院的困難理解法院的困難    

    部分受訪者分享，她們會採取先理解法院的困難的方法，試圖解決彼此

困境，並從逐漸理解對方的困難或不同立場中，慢慢找到可以合作的機制。 

    

「我會覺得可能如果真的遇到完全是不同背景的人，…，我要想辦法了解他的困

難在哪裡。」(SF53) 

 

「可是後來我覺得法院讓你知道他們的限制跟困擾在哪裡的時候，我覺得比較能

夠拉在一起看，就是我覺得是比較合作的關係啦。」(WB107) 

 

「其實我覺得就會更看見法院的立場跟我們的不同，…，而是說你其實是更去可

以理解到他們的思維，然後當自己在考量一些倡議的事情的時候可以...成功率

可以更高，而不會只是自己想要怎樣就怎樣。」(W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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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網絡系統之網絡系統之網絡系統之網絡系統之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倡導經倡導經倡導經倡導經驗驗驗驗    

    服務處雖然設置在法院系統中，但因個案工作的關係，仍會與相關網絡接

觸與聯繫，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而言，網絡的聯繫而所謂的相關網絡包括，警

政、社福機構、醫療單位、勞政、教育單位等。就服務處與網絡互動情形分析，

最常接觸的以警政、家暴中心、後追單位為最多，以警政來說，聯繫以協助個

案報案事宜、協助個案與警察溝通為最多，社政單位則以聯繫個案後續主責社

工、與主責社工溝通討論個案服務情形，以及社工對法院的反應等。 

     

透過訪談，研究者觀察到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經驗，近年來較多倡導

的行動是針對相關網絡的倡導。受訪者分享與法院長期的磨合、合作，彼此在

家暴防治議題上，已漸漸建立共識與合作模式，然而與家暴防治網絡間，因為

個案事件的溝通、抑或對服務處的期待誤解，受訪者反而認為有時比對法院倡

導還費力，並且也延宕個案求助的適當時機。 
 

「我的無力其實不是針對法官這邊，而是對於說網絡單位對服務處的期待啦!」

(SA100)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倡導，就是說法院之外網絡間的倡導，我覺得…我覺得是比較

費力的。」(WB117~118) 

 

「我覺得以我們目前所處的法院的積極度是夠的，那給予當事人相關在法律上包含

是告訴個案的那些權益，也算是夠，…，但是如果後面的人(後追社工)跟他也不去

主動講，個案也沒有主動去問問看相關的人員，去協助他了解這個部份，往往就會

延宕很多求助的適當時機。」(WG14) 
     

從受訪者分享中，網絡單位似乎也存在一些個案相關議題需要透過倡導行

動來回應。研究者嘗試就服務處與網絡單位的互動經驗，歸納服務處社會工作

者對警政與社政採取倡導行動的動機，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的的的的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1.1.1.1. 警政系統警政系統警政系統警政系統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警政的觀察，最常見的問題多是警察在處理家暴事

件時，未提供明確或正確的訊息、缺乏製作筆錄、抑或以「直接去法院聲請

比較快」為理由，請個案再花時間跑一趟法院。有些警察的做法常影響個案

聲請保護令的權益，個案常因未知或得到錯誤訊息，影響自身法律權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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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缺乏受暴證據而致使暴力難以被法官認可。從受訪者 WD 的分享經驗，

很多時候會談的內容常在澄清認知與提供正確訊息，個案不僅耗費心力，也

往往讓服務處社會工作者花更多的時間進行雙重工作。 
 

「可是有時候其實我會覺得警政他的訊息告知沒有做的很充份，他也沒有跟案

主說其實保護令是要開庭的，或是需要一些證據的，…，就會讓...比較好的只

是讓被害人多跑幾趟。」(SF18) 

 

「就拿如果是警政的部分，就會變成說我們每一次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去跟

個案解釋，然後告訴他們說其實警察漏掉了甚麼，然後我們每一次就好像是在

補破網那種感覺，對。」(WD10~11) 

 

    再者，受訪者 WH 分享，從個案求助經驗中，有些警政單位處理家暴事

件的態度僅是按照程序進行，僅處理雙方不要再繼續爭吵，不會提供個案權

益訊息，例如，聲請保護令訊息，也欠缺觀照個案安全議題的敏感度。 

  

「最主要就是應該是他們求助方面吧，…，可是有時候警方他就是比較照程序，

就是都讓他們覺得是比較表面這樣子。」(WH6) 

 

2.2.2.2. 社政系統社政系統社政系統社政系統    

    服務處對社政系統倡導的動機，最主要是看見個案後續需要服務的需求

無法被滿足。服務處因其性質具有可近性與便利性，因此很容易接觸未受社

政協助的潛在個案。然而，當社工人員協助通報個案進入社政系統後，個案

卻不見得能得到所需得協助，其常見得情況諸如，未有良好的關係建立，影

響後續服務推送、不知道主責是誰，常有服務中斷、誤解的情況。這些情況

逐漸開始衝擊個案的權益，也讓個案經常處在焦慮、未知的處境中進行訴訟

官司。 

「有啊...有一些功能不好的個管。」(SF57) 

 

「如果以我們目前的網絡狀態來講，可能因為業務可能真的很繁忙，他(後追社

工)沒有辦法立即去照顧到這個個案。」(WG5) 

 

「我覺得網絡間挑戰的我覺得比法院更大…，因為透過個案在談的時候，…，

他在談他的主責社工的時候，我們會有一些落差。」(WB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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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轉過去之後他跟那位社工…第一個可能沒有建立好良好的關係，再來是

他的訴求不被認同，所以最後這個需求沒被滿足。」(WG38) 

 

雖然社政單位與服務處皆為社會工作背景脈絡，但因彼此缺乏深入的認

識，雙方之間經常為工作內容認知不一致而有磨合與溝通。對服務處社會工

作者來說，網絡單位如何使用服務處，是經常的溝通內容之一。很多時候家

暴中心或後追社工對服務處有各自的期待，而這些期待亦影響彼此的合作建

議與分工共識。  

 

「那有時候合作，…，其實有時候專業間不清楚，所以還是需要經過一些磨合

或是說經過一些倡導這樣子，嗯。」(WB42) 

 

「他(家暴中心)不了解這個社工的單位在做什麼，對對，那個工作內容，…，

面對我們自己的網絡的就會：欸，我們沒有提供這個耶，…，就跟他講說基於

什麼原因，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提供。」(WG61) 

 

((((二二二二))))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的行動策略的行動策略的行動策略的行動策略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面對警政與社政的倡導對話方法，幾乎以直接聯繫方式

為最多，其次，則運用相關正式會議，進行反映與對話。研究者整理相關對警

政與社政的反應策略與經驗，僅有部分服務處對於警政與社政有較多的談論，

茲整理分析如下： 

 

1.1.1.1. 警政系統警政系統警政系統警政系統    

在警政系統的倡導策略、管道，研究者整理出三種面向：1.直接與警員聯

繫、2.反應至婦幼隊，藉由組織力量影響、3.反應至法院、社政、服務處之三

方聯繫會議或社政系統的連繫會議，討論問題與反映現況。就大部分服務處的

倡導方式以 1、2 項為最多，第 3 項則視各地區的互動與運作而有不同差異。 

 

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直接聯繫警員直接聯繫警員直接聯繫警員直接聯繫警員    

「我們要幫案主去跟這個派出所的警員再聯絡，再把訊息再對一次，給他正

確的資訊。」(SF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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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策略二策略二策略二：：：：向向向向家防官或婦幼隊反映家防官或婦幼隊反映家防官或婦幼隊反映家防官或婦幼隊反映    

「就是婦幼隊有個組長，他會常來這邊走，…就是可以跟組長反應。」(WH11、

12) 

 

「那如果發現是同一個派出所一直這樣子的話，我們現在做法可能就是找婦

幼隊。」(SF57) 

 

策略三策略三策略三策略三：：：：反應至正式會議反應至正式會議反應至正式會議反應至正式會議，，，，成形約束力成形約束力成形約束力成形約束力    

「我覺得司法系統或多或少會影響警方，因為我覺得像警方他們的程序好像

是屬於比較說上面的人說怎麼樣，他們就怎麼樣。」(WH74~75) 

 

「我覺得在我們的聯繫會報裡面做出來的決議，那個網絡的配合度都很高，

警政、衛政、社政，就庭長做出來的決議。」(SF57) 

 

    除了溝通管道的多元選擇，受訪者也分享了反映上的策略。就受訪者 WH

的經驗，在會議上的反映策略會以議題的方式進行倡導，不談實際案例，反而

在私下的個別反應與倡導，就可聚焦在某派出所的狀況上，直接以案例進行說

明。受訪者 SF 的經驗則是在會議上進行大方向反映後，私下再進一步與警政聯

繫。 

 

「像我們有時候在聯繫會報還是什麼，我們要倡導一個議題，我們就是不能直接用

實例嘛，我們通常會把它包裝大一點，…，這種私底下的話，是可以直接拿這個例

子來討論。」(WH19)  

 

「我們早期反應的時候，其實都不是很具體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們就變成自己

有一個記錄，…，我們就是會跟婦幼隊的那個承辦人員，把這個資料提供給他，就

是請他再去跟這些可能派出所去做溝通。」(SF21) 

 

    再者，受訪者 WF 則分享會向個案事先說明警政的處理模式與可能的態度，

先與個案進行預備與因應策略討論。 

 

「可是當然不只是如果以家暴事件服務的處的那個觀點，他除了了解這個他其實是

還要在去了解譬如說警政那邊怎麼處理，警政在譬如說保護令執行上面他的處理的

部份是怎麼樣，他的，對。」(WF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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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社政系統社政系統社政系統社政系統    

    在社政部分，主要問題仍在於後追社工服務個案的議題上，有些則為後追

草率轉介陪同出庭、抑或後追對服務處有誤解。而在倡導策略，受訪者沒有談

到太多倡導的做法，有些則是沒有發展出倡導行動策略，多是隨著個案問題反

映或與僅與個案討論。 

    

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與個案討論主責狀況與個案討論主責狀況與個案討論主責狀況與個案討論主責狀況    

「他在談他的主責社工的時候，…，所以我覺得當中可能會需要在確認那個

部分，…，那我們就會去跟他(個案)討論說ㄟ那你當初怎麼會這麼做？」

(WB118) 

 

策略二策略二策略二策略二：：：：未有積極反應未有積極反應未有積極反應未有積極反應，，，，期待發展出轉介開案指標期待發展出轉介開案指標期待發展出轉介開案指標期待發展出轉介開案指標    

「一般來講我們現在縣內的後追社工，就是委外單位比較多，所以如果說需

要這樣的話，必須要可能要開個會議，把大家的轉介指標提出來。」(WG41、

46))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三三三三：：：：透過個別接觸機會透過個別接觸機會透過個別接觸機會透過個別接觸機會，，，，進行再教育進行再教育進行再教育進行再教育    

「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是會鼓勵的讓他們很清楚，除非是那種比較新來的，我

們就可能再教育他們。」(WG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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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中的影響與反思中的影響與反思中的影響與反思中的影響與反思    

    延續第一、二節的討論，社工在法院的服務工作中，可以歸納出倡導工作

與個案服務是同等重要的部份。社會工作者進入法院不僅僅提供個案服務，更

需維護個案權益，落實倡導工作。雖然如此，社會工作者在倡導經驗中，似乎

經歷不斷的摸索、嘗試與因應阻礙的過程，在逐步形塑倡導概念與信念的歷程

中，從中也有自我充權的體驗。基於此，本節將分五部份進行討論，首先著重

在社會工作者的倡導概念形塑歷程，以窺見社會工作者對倡導概念的摸索經

驗，接著則探討社會工作者的倡導信念，瞭解社會工作者對倡導工作的價值。

第三部份則基於倡導信念，呈現社會工作者同步落實個案服務與倡導工作的想

法。第四部份，則呈現社會工作者在倡導經驗中的充權體驗，瞭解在法院權威

環境進行倡導工作時的充權要素。最後，再從倡導經驗中，呈現對組織的想法

與反思。  

 

一一一一、、、、    倡導概念的形塑倡導概念的形塑倡導概念的形塑倡導概念的形塑    

    研究者過去於家暴事件服務處工作時，主要工作重心在於提供家暴被害人

社工服務，而隨著越來越了解家暴事件服務處工作後，對於維護個案權益、對

法院倡導對家暴防治工作的認識、重視家暴被害人立場與權益…等倡導工作才

逐漸具象化。研究者從訪談經驗中發現，大部份的社會工作者對於倡導概念與

認知，也是因著來到法院場域工作後，才有更多體悟與形塑。 

 

    隨著不同受訪者對倡導概念的陳述，研究者發現社會工作者越來越一致的

將倡導概念定義在鉅視層面，「當這樣的倡導概念落實在一個直接服務的人身上，其

實相隔非常的遠」(SA15)。部份社會工作者很難想像屬於鉅視層面的倡導行動與

個人之間的連結與操作為何，「當這目標這麼的遠，好像又到底跟我有沒有關係」

(SA15)，甚至會覺得「好像會覺得倡議不是我這個角色，會覺得那是一件很大的事

情…」 (SC98)。多數社會工作者認為每天主要的工作，即是著重在個案服務上，

這是一個個人取向的工作方法，社會工作者僅能為個人提供協助，很難有為集

體個案權益進行倡導的概念。 
     

    大部份社會工作清楚理解倡導是維護集體個案權益的表現，倡導是解決社

會不公義對弱勢個案的影響。然而，對這群進入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社會工作者

來說，倡導運用在微視系統，是一個重新體驗倡導定義的過程。研究者整理受

訪者對倡導概念的形塑階段，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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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意識階段意識階段意識階段意識階段：：：：慢慢理解倡導工作存在與需要慢慢理解倡導工作存在與需要慢慢理解倡導工作存在與需要慢慢理解倡導工作存在與需要    

    進入家暴事件服務處，要在法院做到倡議的行動，必須需要一些時間的累

積。多數社會工作者起初來到法院，並不知道在工作中還須包含倡導的工作內

容，如同督導 SE 所言「不曉得，不曉得，完全不曉得」(SE11)，督導 SF 也表達

當初「不知道，完全不知道」(SF33)，對於倡導的理解反而是「我沒有知道(要做

倡導)，但是覺得應該是要做這樣的角色發揮。」(SF26)。從訪談中，發現許多社

會工作者，並沒有將倡導納入服務處工作內涵一環。  

 

「沒有(被告知要做倡導)，…，可是做了久了才知道，過了一段時間妳才知道，

原來除了家暴工作外，妳還要做個案權益的。」(WE87) 

 

「那我的重心都是個案服務…然後是從外督老師那邊我才知道訊息說，其實倡議

友善的司法環境，原來也是服務處的工作之一。」(SF33) 

 

「就是我如果我們之前在沒有進入服務處工作之前，其實你不知道說原來跟法

官、跟法院的工作模式會是這個樣子的一些狀況這樣子，…，其實我們都是很單

純的跟我想是透過督導的歷程，讓我知道原來這也是工作的一環。」(SE15) 

 

另外，絕有一部份的社會工作者帶著個案工作的概念來到家暴事件服務

處，但是對於該如何操做，多數受訪者是不清楚的。歷經了幾年的經驗累積才

慢慢理解，原來在工作中倡導也是內容之一。 
 

「是之前大概、大概有清楚，就是說必須要去做這樣的部份」(WB43) 

 

「服務處要做倡議？我不知道要從何做起，…，我覺得一開始的概念很模糊是這

樣子。」(SF34) 

 

「就是大概或多或少都會就知道有倡導這個東西，…，但是真正怎麼做，其實不

知道。」(WH137) 

 

「進來之前我就有這個認知，但是不確定是不是要做這樣的工作，那進來之後我

發現其實這個還蠻重要的。」(WC42) 

 

「可是我覺得其實那個時候的概念沒有那麼清楚，只是會覺得說這些都是我應該

要說應該要做的，可是我其實在當下…並沒有很明確告訴我自己說。」(W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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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摸索階段摸索階段摸索階段摸索階段：：：：一至三年一至三年一至三年一至三年的摸索的摸索的摸索的摸索、、、、    認識與學習認識與學習認識與學習認識與學習                    

    社會工作者初期進入法院系統，常因不瞭解司法系統的運作、文化價值與

脈絡，不知如何與司法系統互動，而限制了自身在司法系統的發展或行動。從

受訪者的陳述中，進入家暴事件服務處之後，必定需要經歷一段摸索時間，前

三年的摸索階段多以個案工作為主，了解法院系統運作情形為輔。透過一至三

年的釐清與討論，才逐漸對服務處有較深入的認識和瞭解，也才能慢慢嘗試倡

導工作。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都很清楚，只是我到今天(2 年)才知道這個是倡導。」(WG156) 

 

「我覺得個案倡導這個工作啊，…，我覺得一年過後故事才要開始，因為一年就

是個案工作啊！」(WE105) 

 

「因為剛開始來，還算是在摸索的階段，我是屬於就是說覺得自己還不夠明瞭的

話，就比較不敢去跟別人講。」(WH141) 

 

「可是我覺得真正有力量敢去在法庭講話，或跟法院的人講話的時候，特別是在

法庭的情境裡面，是應該算是第二年第三年開始。」(SE56) 

 

「我覺得因為剛開始進入那個家暴服務處那個方案的時候，我覺得其實不太知道

要怎麼跟外系統的人合作，…，可是又不知道怎麼去說，對，那個只是在從自己

的角色裡面去感受到這一塊。」(SD9) 

 

「就是我覺得就是一二年都在試，然後第三年就開始就是沉澱跟整理，…，不然

一二年的時候真的就是第一年都在摸索，第二年還在適應，對第三年才有這個就

是說我們可以做什麼。」(WA116~117) 

 

「(前面一年)就比較是埋頭在個案工作上，就是想要好好的站穩腳步，…，就是

其實都在摸索跟學習。…，我覺得至少也要三年吧，因為我覺得自己的歷程也大

概是真的是走到第三年才可以真的很有自信的去告訴別人我在服務處做了什麼。」

(WD110-111) 

 

「第一年的時候都還在逃避，就是不太知道該怎麼去講，然後也有點害怕去講，

然後第二年知道自己要去做，但是怎麼做不知道，…，那只是到第三年自己在工

作經驗上面成熟了，然後穩定了之後，累積很多東西自己整理少為整理一下之後，

就會知道說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想做的就是這件事。」(SB75) 
 



 

91 
 

3.3.3.3. 重塑階段重塑階段重塑階段重塑階段：：：：重塑重塑重塑重塑在在在在法院法院法院法院場域的場域的場域的場域的倡導倡導倡導倡導概念與認知概念與認知概念與認知概念與認知        

(1)(1)(1)(1)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存在於微視層次存在於微視層次存在於微視層次存在於微視層次    

社會工作者進入法院經歷一段時間的摸索與觀察，逐漸了解在工作中倡

導存在的意涵與樣態。社會工作者解構原先屬於鉅視層面的倡導概念，重新

在工作中進行觀察與體會，逐漸在微視的工作及生活中重新形塑對倡導的概

念。 
 

「小型的，只要有拋頭露面的機會都是倡議。」(SC210~211) 

  

「可是其實到、到法院來講，我覺得反而變得比較微視。」(WF30) 

 

「我自己就可以做了，甚至個案都可以做啊，啊我們這樣講話就可以做了。」

(SC98) 

 

「因為以前對倡導會覺得那是一個要針對結構性的，…，那當中這些時間當中

也要有一些小小的改變跟契機，那改變跟契機就是從小點著手起啦。」(WE106) 

 

「它不需要太花說，我就是要抗議，我就是要去貼白布條，我就是要去做一個

很大的場子，做一個甚麼宣導的活動啊，…，它其實就是在你的生活上面就已

經就是固定。」(SD130) 

 

(2)(2)(2)(2) 倡導從倡導從倡導從倡導從協助協助協助協助個案個別需求開始個案個別需求開始個案個別需求開始個案個別需求開始    

倡導在社會工作者認知中，是維護弱勢群體共同權益的行動方法。當社

會工作者來到法院，倡導不只是集體利益受到威脅時的工作方式，而是可以

是從個人需求角度切入，回應個人需求的方法之一。就許多社會工作者的陳

述，倡導也是為個案問題發聲、充權個案的形式表現。 
 

「我覺得倡導的另外一個面向，妳怎麼去理解這群人他們(個案)的特質。」

(SD13) 

 

「我覺得也可以從人開始做倡導啦!除了倡導自己本身，然後倡導個案，嗯!那

我覺得這個倡導就會簡單一點。」(SA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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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案工作當中有問題，我就把他反應給可能同事，或者是主管，然後我們

去討論要如何去讓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或者是改善。」(督 G17) 
 

「應該是進入到這個服務中去看這個人，那有時候在陪伴的過程中是不管對個

案或是對自己有時候都是一種充權啊，…，那就會想要說那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發聲，做一些倡議」(SC209) 

 

(3)(3)(3)(3)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是是是是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知的權利知的權利知的權利知的權利」」」」    

除了協助個案發聲、回應其需求，社會工作者表達，來到服務處工作後，

個案知道訊息的程度是關係其權益的，原來讓個案有知的需求、提醒個案的

權益面向，也是倡導的形式表現。 

 

「有時候為什麼要倡導，就是不知道權益在哪邊？所以我的概念還是會先放在

說讓她先知道了。」(SA16) 

 

「因為我就覺得我想像的倡導就是那樣子，…，在提醒他們這些的權益也叫倡

導，我只覺得我好像把知道的告訴他這樣子。」(WG32) 
 

(4)(4)(4)(4)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落實於落實於落實於落實於「「「「非正式互動非正式互動非正式互動非正式互動」」」」中中中中    

因為場域的關係，社會工作者相較於其他單位社會工作者，與法院司法

人員的距離與位置是靠近的，但也基於此，倡導不能完全遵循鉅視面的活動

設計。因此，社會工作者發展出將每一次非正式互動也視為倡導的機會，漸

漸發展出正式與非正式的不同倡導策略，顛覆過去對倡導形式的認知。 
   

「倡導主要就是跟法院有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一些會議或是交流的方案、小活

動這樣子，對。」(SD5) 

 

「其實就是在正式跟非正式的跟法院的人有互動的過程當中，都可以想辦法去

把一些我們想要表達的東西，想辦法去傳達出去這樣子。」(J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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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倡導工作信念倡導工作信念倡導工作信念倡導工作信念    

    倡導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公正與良善的世界」(引自張錦麗，2004)，並且

保護服務使用者的權益，也期待服務輸送體系能更貼切的回應服務使用者的需

求(社會工作辭典，2000：473)。從事倡導工作是一長期進展的過程，社會工作者

在進行倡導工作，勢必需有信念支持，使其持續的往倡導的目的邁進。研究者

透過訪談，分析了受訪者在個案服務中所發展出來的倡導信念，認為：1.個案應

受到友善司法環境的對待；2.基於人權，維護權益；3.增強權能，提升自信與信

心；4.正義、公平、尊重。    

信念一信念一信念一信念一：：：：個案應受到友善司法環境對待個案應受到友善司法環境對待個案應受到友善司法環境對待個案應受到友善司法環境對待    

    社會工作者認為反暴力的概念與原則在法院是重要的，因此，社工對司

法系統的倡導，其影響層面多表現在文化、價值層面上，如促使司法系統人

員對家暴、性侵害案件有正確的認識、改善對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的偏見或

不友善態度等（王佩玲，2007）。從受訪者的分享中，大部份受訪者將「友善

司法環境」視為倡導目標之一，受訪者的信念普遍認為司法是個案尋求保護

與正義的最後管道，不能再受到司法不友善的對待與傷害，再者，也期待個

案能友善的訴訟過程中，也獲得司法的溫暖與接納。 
 

「然後第二個是說我覺得反暴力這件事的那個原則跟概念，我覺得是很重要

的。」(WB152) 

 

「維護個案權益這塊的信念，就是希望她們在就是來法庭區來法院開庭的時候

是得到好的、友善的環境，嗯對。」(WA129) 

 

「當然也就是希望個案他們進來到這裡，是受到好的對待，然後這裡真的是一

比較友善的環境對待她們。」(SB70) 

 

「就是希望每一個來法院開庭的被害人，他們都可以有更友善的環境跟態度，

就是不只是我們，對他們而是，法院裡面的人都可以去有這樣善意的回應，而

不是只是一個冷冰冰冷漠的一個環境。」(WD68) 

 

「在工作上當然是個案的權益，是希望有一個友善的空間跟被友善的對待，然

後不要再…即便她是走在一個司法比較很殘酷跟真實的一個訴訟裡面，但她還

是可以被溫暖的支持跟接納這個部份。」(SD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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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二信念二信念二信念二：：：：基於人權基於人權基於人權基於人權，，，，維護權益維護權益維護權益維護權益    

當在服務過程中，社會工作者看見有損害個案權益之情事發生時，認為

應基於人權，採取必要的倡導行動。從訪談資料裡，多數受訪者將維護個案

的人權與權益視為倡導的信念，他們認為權益與人權不因人的權力、觀念、

抑或環境而有差異，認為應積極滿足個案的需求，解決個案議題。 
  

「為了個案的權益啊!、不應該因為其他人的觀念而被可能被抹煞掉。」 

(WC23~24) 

 

「我覺得對我來講人權是一個很重要就是是一樣的，不能夠因為你今天是我是

甚麼代表，就沒有比較大的權力啊，我覺得那個會是我背後蠻強的一個信念。」

(E109) 

 

信念三信念三信念三信念三：：：：增強權能增強權能增強權能增強權能，，，，提升自信與信心提升自信與信心提升自信與信心提升自信與信心    

倡導是充權個人、努力實現系統改變的一種方法(Lewis et al., 2002；引自

Lopez-Baez et al.,2009)，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而言，透過倡導的行動，可使個

案有機會體會自身能力的力量，不僅提升了能力、也增加了自信心。  
 

「我覺得有力量，而且發現有這個需求，然後覺得那就應該要去做啊」(SC207) 

 

「(提升個案自信與信心)我覺得這是每一個社工如果是在服務他的當事人，都

是可以提供的。」(WG123) 

 

「透過他們自己在…我們協助他爭取這一個保護的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覺得

他們是有被，就是…嗯…我覺得是真的有去充權到他們的，對，所以我就會覺

得說這是可做的一件事情。」(SH108) 

 

再者，有受訪者表達，充權為倡導的信念，乃是來自於個人過去對充權

的體驗。因為自己體驗過充權的歷程，故更加認為可透過倡導方法傳達充權

概念。 
 

「主管說你是重要的，我覺得他是先告訴我們說我的工作，還有我這個人是重

要的，對，你並不是一個..你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就慢慢的這樣子去讓我知道

我是重要的，…，而且會覺得那時候告訴我的那個理念，我覺得我是好的，是

人都是有平等的權力，然後我覺得這樣的觀念在我心裡面的時候我會原來也可

以這樣子去告訴大家。」(SC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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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四信念四信念四信念四：：：：正義正義正義正義、、、、公平公平公平公平、、、、尊重尊重尊重尊重    

當社會結構出現不公不義之事情發生時，倡導則是改變結構的最主要方

法。部分社會工作者的經驗裡，認為個案在訴訟程序中，應被公平、正義與

尊重的的對待，這也是社會工作者在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與信念。 

 

「我覺得這是助人工作的本質，這是往正向的方向走，正向或正義的方向走，

嗯…當我很清楚我在意的是什麼，我就可以在那個倡議的歷程，找到立足點。」

(SE103~105)  

  

「就是每個人就本來就應該被公平的對待啊，…，啊因為我真的覺得每個人

應該都是，都是應該要受到尊重的，啊因為我覺得法院這一塊真的還蠻值得

去工作，是因為他們還是會有那一種就是…我覺得他們會有高低，會有階級

那種感覺。」(WH154) 

 

綜合以上，研究者觀察到社會工作者維護個案權益、進行倡導工作的動機

來自於不同信念的支持。社會工作者如何敏感倡導議題、如何界定個案權益，

如何有倡導的動機，將是受到本身對個案權益的認知、倡導的信念所影響。 

 

三三三三、、、、    倡導與服務倡導與服務倡導與服務倡導與服務並並並並行行行行    

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成立的目標之一即為在司法系統中進行倡導工作(張錦

麗，2004)，而倡導工作素材的來源，則有賴社會工作者在服務中敏感、觀察個

案權益受損議題，「個案工作除了是社工最基本的工作部份之外，但對法院的家暴服

務處來講，它是你成為倡導最好的資料蒐集庫，個案是成為你背後很大援助彈藥庫，是

它要去支援妳，讓你看到那個現況，妳要去做反應。」(SD84)。 

 

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而言，在服務中看見個案問題，進而向法院提出倡導、

反應，是主要的職責，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也分享將經常倡導工作融入生活當中，

常操作於無形，降低倡導的目的性。但實際上，很多時候又礙於服務處所處空

間與環境，致使倡導工作須謹慎而行，相對的也影響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進行倡

導的決定與行動。因此，研究者整理分析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服務與倡導同行

的想法，瞭解了受訪者在當中的經驗，也看見受訪者對服務與倡導同行的兩難。 

1.1.1.1.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同時落實同時落實同時落實同時落實    

在訪談經驗中，部分社會工作者肯定在服務處提供服務的同時也進行倡

導工作。受訪者認為因為在不同體系工作，其場域狀況與需求不同，因此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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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有存在的必要，此也為社會工作價值重要的一部份。再者，也有受訪者表

達服務處因地利之便，以及對環境生態的了解，應該適切的扮演橋樑角色，

在場域中對法院及個案雙方進行倡導工作，進行雙面的訊息提供與溝通說

明，這是應該有的功能。  
 

「會盡量做，覺得我如果可以，然後我覺得…我會覺得可以去試試看。」(WF105) 
 

「我覺得很好啊，而且我覺得也因為在那個地方，你可以看得到，…，所以我

覺得才比較可以做。」 (SF38) 

 

「我想家暴事件服務處，以一個社政單位駐點在法院，他必定就是兩個中間的

橋樑跟轉進訊息跟怎麼樣對個案提出這樣子一個有利的地方。」(WG27) 

 

「我覺得這個是在服務處的位子，這個角色上面還蠻重要的，就是服務的同時

也可以去做到倡導的這個部份，因為我們其實會最快去接觸到在法院的這個部

份，…，那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是很容易可以看得到，…，然後其實也非常的

可以切中到重點。」(SB8) 

 

「我覺得就是剛提到家暴服務處社工被賦予很大的重要角色也在倡議倡導這

塊上面，…，把工作倡導這件事變成是一件主要的工作。它會是跟個案工作是

有一點比重是差不多，甚至是多一些些的。…所以我覺得就是它是一個很...

社會工作價值裡面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部份。」(SD107) 
 

2.2.2.2. 對對對對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並並並並行的為難行的為難行的為難行的為難    

部分社會工作者對服務與倡導並行予以肯定，但也有人曾經因被期待要

在服務中做倡導這件事，拿捏不到方法和火候，而有一些困難。受訪者陳述，

有時候太有目的性的進行倡導，反而在讓自己在運作倡導工作時，不自在也

不順暢。 
 

「早期我覺得就是為了做而做，就是被賦予跟被交代，然後也被期待，所以就

是會想盡一些辦法就是要去跟法院有一些互動的機制，…，那就會覺得說因為

可能是太有目的性了，那個目的就太強烈到說自己好像這時候應該要去做那件

事情，所以就會做得卡卡的這樣子。」(SD8)  

 

再者，有些受訪者則分享，在法院進行服務與倡導，最大的挑戰是達到

倡導成效與維持關係的兩難當中。受訪者思考自身的專業應與司法系統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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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非因倡導而針鋒相對，因此，如何拿捏倡導、關係的界線，是社會工

作者在法院工進行服務與倡導的最大的議題。 

 

「我覺得我還在摸，摸那個界線在哪邊？我可以踩多少出來。」(SA78) 

 

「不過我在猜想法官當然也會擔心說他們的專業是被挑戰的。」(SB17) 

 

「先跟我的督導擬好稿，然後演練一下怎樣在不得罪法官狀態下，因為這邊最

重要就是關係嘛。」(WG101) 

 

「假如說一直都放在說，反正要維持平和，然後不要有太多的意見，然後我覺

得這會影響倡導的意願跟做法。」(SC156) 

 

「妳是在別人的場子，但是妳又自稱專業，那妳的專業如何在別人的場子當中

是相輔相成而不是針鋒相對…很為難。」(WE90~91) 

 

「你真的會覺得就是說你到底算是怎麼樣的一個角色跟你應該要做一個怎麼

樣的定位，然後你應該要跟大家保持怎樣的一個互動關係，你會覺得有很多的

就是問號，你不知道怎麼樣去拿捏。」(SH43~44) 

 

四四四四、、、、    倡導經驗中的充權倡導經驗中的充權倡導經驗中的充權倡導經驗中的充權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在充滿權威的法院環境，首先挑戰了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自信，尤其社會工

作者在進展倡導行動時，更是突顯社會工作者的自信議題。大部分受訪者談到

面對法院權威與自信，也談了自己建構自信的歷程。受訪者 WA 對於權利與自

信有了這樣的陳述：「如果今天我是有權力的人，我就會有自信、我是可以代表法的

東西，我就會有自信，…，但是今天我不知道為什麼走在社工這個位置的時候，我沒有

甚麼權力啊，就是他們不聽我的或是甚麼我也沒辦法。」(WA38)。在這一段分享中，

不僅可以嗅出受訪者在充滿權威的法院環境曾經經歷過挫折，也更深刻的感受

到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須不斷在工作上建構專業與自信的辛苦歷程。 

1.1.1.1. 倡導經驗中的充權要素倡導經驗中的充權要素倡導經驗中的充權要素倡導經驗中的充權要素    

在倡導經驗中，研究者觀察到許多受訪者因欠缺準備與方法，很容易在

自信上自我打擊，受訪者 P 提到「我覺得可能也跟自己有沒有準備好有關係，因

為我覺得這又牽扯到社工自信。」(WH114)。然而，雖然受訪者經歷了挫折、無

力感、懼怕權威的內在歷程，但研究者在整理受訪者相關經驗時，亦觀察到

隨著倡導經驗的累積、及其他相關因素影響，受訪者逐漸解構了倡導工作中



 

98 
 

的負面經驗與感受，並且逐步累積方法與自信，漸漸進入自我充權的過程。    

 

受訪者在維護個案權益的倡導經驗中，各自有克服權威與無力感的方

法，研究者整理受訪者們充權歷程中所談及的相關要素，歸納為下列 6 點，

呈現如下。 

(1)(1)(1)(1) 從從從從正向經驗正向經驗正向經驗正向經驗或信念中產生或信念中產生或信念中產生或信念中產生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訪談對象中，絕大多數的受訪者在建構自信與看見自身力量的經驗

中，是因有正向經驗的累積而帶來後續充權的感受與效益。當與法官、庭

長等具有權威感的角色互動，其正向的互動經驗對於社會工作者來說，是

一大肯定的力量。這也再次的凸顯出內在信心不足是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

普遍現象。    
 

「能夠(跟法官)有這樣子的互動跟對話，…，我覺得對社工來講是某一部份

的充權。」(WE36) 

 

「我說漸漸被打開是因為很多正向的經驗，…，其實這些事情即便是不成功，

但是當中還是會有一些收穫。」(WE100) 

 

「還可以再去問庭長更多事情，對，之後就覺得或許可以試試看以後我們真

的遇到更多的問題，不用覺得庭長距離這麼的遠。」(WF145~146) 

 

「我覺得是比較敢去講，…，就是有這幾次的經驗，就會發現其實法官在針

對你講話的時候，其實他們也是都會有在聽有在回應的。」(WH43) 

 

「對那是一個還不錯的經驗是，…，那後來產生的結果也還不錯是法官之間

的確有一些不同，他們也開始在轉換，對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值，

對。」(SD56) 

 

「 (庭長正向回應經驗)就會讓自己更覺得有些事情，對的事情該做的事情就

要去做，對，就是更加深自己對於去倡議這件事情的信心，然後也更堅定自

己覺得這件事情真的事一件重要的事。」(WD55) 

 

「(跟法官討論的正向經驗)就對於我之後要再去跟法官提關於個案權益的事

情，我覺得是會被激勵的啦，就我會更願意去做這件事情，因為就比較不那

麼擔心被拒絕，…，並不是說以前你去做甚麼都被打回票的感覺。」(SB39) 

 

 



 

99 
 

(2)(2)(2)(2)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專業評估與觀點專業評估與觀點專業評估與觀點專業評估與觀點，，，，建構自信建構自信建構自信建構自信    

在服務處的社會工作者很容易因懼怕權威，而輕忽了自身社工專業評

估。當與法官等司法人員接觸時，社工擁有不同專業的觀察與看見，因此

部分受訪者表達當看重自身專業評估價值時，有助於專業形象與能力的建

立，無形中也產生了內在力量。 

 

「我覺得對我們是一個肯定啦，…，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在陪同的過程中發現

的點，那其實這樣子並不是對個案的幫助。」(SC49) 

 

「那可是後來就透過不斷的溝通就可以知道說，比如說孩子要作證的時候或

許可以找我們幫忙，然後那當然慢慢的開始他們知道有些事情可以找我們幫

忙的時候。」(WD84) 

 

「特別是在講個案的…幫個案補充意見的時候或是社工專業評估的想法跟意

見的時候，我就是覺得妳們坐在法庭裡面就是還是會有看不到，這些面向是

只有社工會了解，所以我更要講。」(SE63)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專業形象跟專業能力是有建立的，是靠我們在每一次的

評估個案，然後去討論去看去驗證啊，…，所以那個東西被建立了之後，就

比較能夠平起平坐，他就可以去相信跟依賴你的專業，然後給予他一些比較

正向的回饋跟建議，對。」(SD132) 

 

(3)(3)(3)(3) 敏感敏感敏感敏感對權威的害怕對權威的害怕對權威的害怕對權威的害怕    

受訪者分享若害怕權威，則需意識自己內在害怕權威的因素為何，一

旦覺察到自己內在心裡害怕因素，再透過逐步正視與法官之間的互動，慢

慢的會發現害怕的感受與權威的影響沒那麼大了。 

 

「我覺得有三到四年的時間，我才慢慢的慢慢的覺得我跟法官是一樣的，而

且要先有那個敏感，就是知道為什麼妳都會就是面對法官這麼害怕，就是跟

他對話。」(SC116、119) 

 

「那我後來我會覺得這是跟權力很有關，但是當我可以意識到這是權力的時

候，同時它也不會限制我，…，那當我意識到我害怕的是權力的時候，我可

能就沒有那麼害怕跟受限就不會那麼大了。」(SE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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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來自主管的充權來自主管的充權來自主管的充權來自主管的充權激勵激勵激勵激勵    

    有別其他受訪者對主管授權的孤單感，受訪者 SC 和 WD 分享了自己

逐漸感受到充權，是來自於主管對自己的激勵、引導、信任與支持。在主

管肯定、支持與信任下，慢慢看見自己的重要性，也影響自己重新解構自

己對自己的評價，重新發現在當中的力量，也透過一次次的嘗試經驗壯大

自己。 
 

「那我覺得母會更應該對這塊服務的重視程度要很清楚，那我覺得在這邊工

作人員的力量會更強，然後會覺得我們背後是一群很大的團隊，而且是支持，

那我在這邊做我不用怕，就是做。」(SC172) 

 

「主管說你是重要的，我覺得他是先告訴我們說我的工作，還有我這個人是

重要的，對，…，就慢慢的這樣子去讓我知道我是重要的，那我說既然我是

重要的，為什麼要對這個工作有感到懷疑。」(SC122) 

 

「那主管對我們的態度其實很支持跟信任，我覺得是信任，對，所以一次兩

次三次就會漸漸的膽子越來越大，…，我覺得大概在服務處一年之後，我才

真正覺得自己似乎可以獨當一面去 fight 什麼，對。」(WD42、49) 
 

(5)(5)(5)(5)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過往的過往的過往的過往的充權體驗充權體驗充權體驗充權體驗    

    在受訪者 SC 的經驗中，因過去曾有被激勵的體驗，認為能提升自己

對倡導工作的概念與敏感，因此，認為個人過往是否有被充權的經驗，是

影響其在法院從事倡導工作的重要因素。當個人體認到充權的意義時，將

有助於其看見倡導過程達到充權的意義。 
 

「倡議跟 Empower 這個東西是很...他的那個連繫跟關係很強，個人假如說沒

有被 Empower 起來，他會不認為倡議是個重要的，對，或者是他覺得自己就

還好，沒有甚麼重要沒甚麼好倡議的，他覺得倡議是別人的事情，…，然後

我們自己有走過我覺得我自己有走過所謂的 Empower 還有倡議這樣子的路，

我才知道這是重要的。」(SC200~205) 

 

(6)(6)(6)(6) 與工作夥伴與工作夥伴與工作夥伴與工作夥伴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與與與與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研究者所訪談的服務處，其人力編制均維持在 2~3 人小型團隊。對服

務處社會工作者而言，與團隊夥伴一起討論、彼此支持的過程，從中發展

創新與可能，是其內在信心與力量啟發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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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我的 partner 會被調來就是因為我們兩個有很多不同的個性的特質，

所以都會有一些互補跟對比此的一些幫補，…，對我的影響其實很多是在我

自己內在的突破跟撞擊啦！」(WE38)  

 

「當你可以就是對著他們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就是你自己也去認知到你自

己其實可能有一些你自己的觀念也好或是你自己的一些思考…，其實我覺得

也是在充權自己的感覺。」(SH92) 

 

「然後就是我覺得可能跟夥伴的溝通也是一個很大的動力的來源。…，兩個

人可以一起討論一起成長，我覺得這個部份也讓我增加了很多的信心可以去

跟網絡溝通，然後不會把自己看小。」(WD88~89) 

 

2.2.2.2. 充權充權充權充權的的的的省思與建議省思與建議省思與建議省思與建議    

受訪者從陳述倡導的經驗中，對於社會工作者欲進行倡導工作，提出一

些省思與建議，研究者整理呈現如下： 

(1)(1)(1)(1) 倡導需倡導需倡導需倡導需具備多元特質具備多元特質具備多元特質具備多元特質    

� 勇敢與開放度勇敢與開放度勇敢與開放度勇敢與開放度    

受訪者省思在倡導工作中，倡導者需要擁有勇敢和開放度，這兩項特

質將不但能使工作人員面對倡導過程中的挑戰、挫折、甚至能累積經驗與

自信，將所要傳達的訊息傳達給被倡導的人或環境。 
 

「我倒覺得有時候是需要就可以去大膽的做一些事情啦，對不用說很小心

啦。」(SC189、196) 

 

「如果我們是沒有辦法很開放的人，或是很勇敢去闖的人，可能會更需要花

一點時間是自己醞釀的。」(SB58) 

 

「我覺得可能對社工的部分就是有時候就是還是要訓練自己可以勇敢的去發

聲，對，就是我覺得那個專業自信還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必須先有自信人家

才看得見你。」(WD99) 
 

� 懷抱信念懷抱信念懷抱信念懷抱信念、、、、希望與熱情希望與熱情希望與熱情希望與熱情    

倡導是任務艱鉅的工作，尤其當操作於法院次級社會工作場域裡時，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更須懷抱初衷、信念，以及希望與熱情。因著服務與倡

導同行的特殊性，這些初衷、信念、希望與熱情將可以支持社會工作者繼

續的動力，也可感染不同工作氛圍的司法人員，重視弱勢者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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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要找到那個你為什麼要在這裡的那個動力，我為什麼要在這個位置當

社工的初衷或是那個信念是什麼，然後當你有很清楚的信念跟對未來的藍

圖，…，個案再怎麼 trouble 大概都難不倒妳。」（SE158) 

 

「妳在做倡議這件事情，有點像打不死的蟑螂，就是你要有堅強的生命力跟...

我覺得就是說還有一個就是對於那個你要有一份的希望感跟抱持熱情。」

(SD123~124) 

 

� 敏感敏感敏感敏感、、、、警覺警覺警覺警覺、、、、看到個案需求的看到個案需求的看到個案需求的看到個案需求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除了勇敢，幾位受訪者表達倡導還須具備敏感力、警覺性，以及看

見個案需求的能力。在不同系統場域工作，社會工作者必須敏感哪些議

題可以做倡導、敏感個案問題與需求、敏感環境的變化與訊息。再者，

對於敏感的訊息，也必須要有警覺性與耐心。 
 

「可能這邊他需要多一點敏感度，甚至說他可能警覺性是要高的啦。」

(SG107) 

 

「我覺得就是看到個案的需求，然後真誠的去回應，我覺得不用太擔心太

多，因為法官也是人啊。」(WC107) 

 

「而且我覺得在這邊的人啊，就是神經要夠敏感，而且也要常常有很多的

刺激，不然真的常常很容易僵化或者是怠慢下來。」(WE121) 

 

「我覺得工作人員自己本身真的那個接受度、開放度要夠大，他願意去說..

去敏感到原來有些東西是可以做倡導的。」(SC159) 

 

「我覺得在服務處這邊工作，真的需要有一些敏感度跟觀察，而且也是要

有耐心的，…，我覺得不是說馬上衝就可以衝的。」(WH171) 
 

五五五五、、、、    從倡導經驗看組織從倡導經驗看組織從倡導經驗看組織從倡導經驗看組織    

社會工作者的倡導工作經驗，也受到組織環境與生態結構一定程度的影

響。在倡導經驗中，受訪者除了談論個人經驗外，也談到了對組織與生態的看

法。 

((((一一一一)))) 尊重與授權尊重與授權尊重與授權尊重與授權的管理模式的管理模式的管理模式的管理模式    

從受訪者分享在法院的生存的處境，研究者觀察到母機構主管的支持對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十分重要。機構的支持可以提升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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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司法系統的信心、確定倡導方向，甚至有後盾一起因應在法院所面臨的

挑戰。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歸納出母機構主管對服務處多為「尊重」、「授權」。

大多數主管尊重服務處督導的評估與判斷，在行政上決策亦多授權給督導。

在工作參與、討論的形式上，多以督導定期報告、主管提供意見為主，有特

殊議題或需求才會有更多的討論。  

 

「就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困擾我的時候，或是我沒有具體的方法，就會再找我

的主管。」(SE96~97) 
 

「主管他們也覺得我們比較可以獨當一面，就比較沒有關係，就我們自己來弄

這樣子，所以。」(SD77~78) 
 

「其實他(主任)也是授權給我讓我們自己去做一些討論，就是覺得 OK啊，妳們

就去做就對了，有甚麼需要再找他這樣。」(SB20、22) 
 

「而且我覺得我們主管很支持也很謙虛，他們想說我最清楚這邊的狀況，那其

實只要清楚讓他們知道，他們一定就是會協助。」(SC68) 
 

「就是因為主管畢竟不是在這個位置，所以他可能很多事情他沒有辦法感同身

受，所以其實他大部分都是尊重我們的討論跟決定，當然他也會把他的意見再

加進來，所以算是也蠻支持我們的。」(WD36) 

 

研究者接續整理受訪者對組織主管管理的看法，受訪者們皆期待主管能

夠對服務處在倡導工作上，能有更多實質支持、瞭解、討論，甚至提供目標、

例子及經驗分享。 

 

「我會希望主管是支持的，…，那我也要把狀況清楚的讓我主管知道。」 (SC70) 

 

「當然是會希望(主管支持)，就是可能一些實質上的支持。」(WD91~92、99) 

 

「我覺得還蠻需要一個直接的支持是真的來跟我們討論說，這件事情我們可以

怎麼做。」(SB23) 

 

「其實我覺得就是要有目標吧，就是要給社工一些目標。」(WA170) 

 

「就是說如果之後要做什麼事情就是之前有一個 SAMPLE、比較愉快的經驗或是

說比較正向的經驗。」(WB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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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受訪者亦期待主管能有具體帶領、示範、營造倡導氛圍等作為，

甚至可協助團隊疏通阻礙、注入所需支援。受訪者認為，透過上述行動，帶

領團隊建立倡導氛圍，對團隊而言，有助於社會工作者建構倡導的概念與工

作模式。 

  

「我覺得主管可以跟我們去講的話，對我們來說更好。」(WH163) 

 

「因為是對他(主任)有期待，就是會期待由他帶著我們去做，」(WH176) 

 

「還有一個主管一直提，…，那有可能同儕有這樣的氛圍，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SC198) 

 

「當然主管能夠更多的看見，…，一起參與服務、走動，然後跟司法人員多互

動，對。」(WC112) 

 

「然後也希望主任可以多一點點的支援，就是當我們在使力上有困難的時候，

他可以疏通疏通這樣子。」(SB21) 

 

「那主管就帶著一起，會有甚麼方式可以去 try、甚麼樣的方式可以做，對，不

然有時候工作人員他不一定會知道該怎麼做。」(SC161) 

 

((((二二二二)))) 應應應應發展長期的階段性倡導目標與策略發展長期的階段性倡導目標與策略發展長期的階段性倡導目標與策略發展長期的階段性倡導目標與策略    

受訪者整理倡導經驗，認為機構缺乏倡導策略，組織必須要長期計畫、

累積經驗，故，受訪者期待機構應該對服務處在法院的倡導發展長期的階段

性倡導目標、定期回檢視服務方向，以及針對機構內不同階層主管、人員進

行倡導分工。 

 

「可是我覺得應該回到基金會來想說我們這塊服務的一個長期性的發展，或者

是目標，或者是三年的一個計劃或想法是甚麼，五年的時候我們是要做到甚麼，

我覺得應該回到我們自己本身來看怎麼看這塊服務，那有明確的時候我覺得才

有可能再發展出。」(SC166~168) 

 

((((三三三三)))) 應應應應提供倡導相關訓練或交流提供倡導相關訓練或交流提供倡導相關訓練或交流提供倡導相關訓練或交流    

1.1.1.1. 新手社工新手社工新手社工新手社工的倡導概念訓練的倡導概念訓練的倡導概念訓練的倡導概念訓練    

受訪者分享，新手或資淺社會工作者在服務處需先花一定的時間熟悉服

務處方案與性質，因此，通常第一年多不太能發揮倡導的功能或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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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受訪者認為需規畫系統性的倡導相關訓練，包括認識服務處處

境，與法院的關係進對進退，期待透過相關的訓練，協助新手工作人員對倡

導建立概念，否則容易落入靠自己個人的經驗累積倡導方法。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一個新手，對家暴是不熟悉的，我覺得他要去適應跟去揣

摩跟發揮出來，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累積，因為他沒有辦法那麼快去抓到那個核

心跟那個創造出來屬於他自己的方法。」(SD85) 

 

「這個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配備要先給他們(新進社工)啦，先給他們之後你才

有辦法，我覺得他們也才有足夠的那個心理預備去去服務，對。」(SH122) 

 

「我是這樣覺得(訪:先有這樣的充權訓練，再進階到倡導概念會更容易去落實

倡導)，不然他會覺得就還好，…，沒有太大感覺就很可惜。」(SC208~209) 

 

「我覺得就是來到服務處這邊，訓練要夠，而且是要系統性的訓練，…，可是

我覺得它真的少了一些系統，所以會變成有一些我們好像比較靠說自己的經驗

去累積，但是靠自己的經驗去累積，那就會有時候會有危險啊。」(WH169) 

 

 

「我覺得可以進用新人這沒有問題，可是你在進用新人的時候，我覺得必須要

做過培訓，對，那你至少必須要讓他清楚認識家暴事件服務處是什麼，…，我

覺得應該是要先有一個完整的訓練，…，他們一進來，他們可能隨時就是在碰..

就是會是那個狀況都是突然的。」(SH121~122) 

 

2.2.2.2. 督導的倡導督導的倡導督導的倡導督導的倡導帶領與能力帶領與能力帶領與能力帶領與能力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受訪者認為督導為服務處直接主要負責人，督導除了面對司法系統，也

需要協助一線社會工作者進行倡導工作，然而，督導卻未獲得相關的訓練，

理應在面對司法系統更須提供更多配備。 

 

「因為我覺得我們站在就是已經到不同的位置上看事情，就著重的焦點不會窄

窄小小的。」(SB61)  

 

「我覺得可能就是在督導的部分，就是團體督導，或者是一些針對家暴服務處

這個方案多一點訓練，因為他的特殊性是必須要直接的面對不同的網絡人員。」

(WD105) 

 

「我覺得有督導還蠻重要，…，我覺得這些督導可能也是需要有支持，…，我

覺得督導可能會有壓力，然後同工又會期待督導要這樣子，所以我覺得督導真

的訓練。」(WH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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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就會變成說自己就是那種接收者的角色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也要去

省思說那這東西我們要怎麼提，既不會損害我們現有的一些立場跟權益，但又

能夠達到一些改變的效果。」(SG100) 

 

3.3.3.3.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內固定交流內固定交流內固定交流內固定交流    

從受訪者分享中，得知組織內幾個服務處有交流的機制，受訪者均肯定

分享交流的成效，不僅是經驗流動，也是支持的同儕團體，提供刺激、支持、

鼓勵，補充機構或主管之不足。 

 

「還有一個整個我們這個服務的人隨時都可以有固定的一些交流，不管是自己

會內或是我們跟會外的人有交流。」(SC162) 

 

「因為我覺得每個法院都有不同的氛圍、都有各自的限制，但是從不同法院的

限制跟做法，都能夠有一些新的感受跟領受，那…我覺得那是一種彼此鼓勵的

方法，也是彼此支持的方式。」(WE111) 

 

「因為像我們就是會跟就近的那個法院的服務處，…，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彼

此交換彼此的想法，或者是甚至是怎麼樣去跟法院互動的一些意見，是可以有

成長的，…，讓自己可以再有新的路可以走。」(WD102) 

 

4.4.4.4. 建立經驗傳承機制建立經驗傳承機制建立經驗傳承機制建立經驗傳承機制    

就法院服務處特殊的環境與工作性質，社會工作者必須掌握人事與環境

的脈動，以利倡導工作成效。然而就受訪者分享，目前各個服務處各自發展

服務與倡導策略，部分服務處人事變動頻繁，新進人員需花費一年以上的適

應與摸索，因而認為許多寶貴經驗須有傳承與分享，協助社會工作者預備與

建立認知。 

 

「很希望大家可以把大家在法院如何生存啊，寫成一本秘笈，或者是說大家都

是怎麼樣跟法官經營關係啊。」(WG161) 

 

「我說我們剛剛來這邊，很單純想像就是家暴工作，但是完全沒有想到說妳做

久了會碰到這些事情，我覺得那個經驗的傳承其實是滿需要不斷的被提醒跟累

積的。」(WE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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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設置專職督導穩定倡導成效設置專職督導穩定倡導成效設置專職督導穩定倡導成效設置專職督導穩定倡導成效    

受訪者認為服務處若採用兼職督導，將影響在倡導過程中的位置與角

色。對一線社會工作者而言，督導不在現場，督導機制無法發揮作用，再者，

社工必須要因應法院的回應，本身需一直預備因應突發狀況，無論對社工、

對法院、對倡導成效來說，皆是不適宜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在督導機制，因為又天高皇帝遠的，督導機制其實很多時候

無法及時到的話。」(WE128) 

 

「我會覺得在沒有督導的狀況之下，第一個是社工要對法院上面的回應是我覺

得不適當的角色。」(WG137) 

 

「因為他們(督導)沒有辦法即時的討論問題，…，因為沒有在這邊生活，就是

有時候會進不到家暴服務處的那個脈絡裡面。」(SE164) 

 

此外，督導職的受訪者也表達期待能有全職督導可以跟著場域的脈絡、

掌握環境的生態，如此才能針對倡導議題或反應做立即性的反應與決策，對

一線社工形成帶領與支持。 
 

「其實我們已經努力很多年都希望服務處能夠單獨、有一個督導人力而不是兼

任這樣子。」(SG89) 

 

「我就會很期待是有一個全職的督導是跟著我們這個場域工作的脈絡，這樣才

可以有立即性的討論跟問題的處理。」(SE162) 

 

「我覺得服務處真的要有一個督導，…，脈絡會比較清楚，而且他也比較可以

做一些決策跟主導，如果都只有社工的話，那很難耶！」(SF121~122) 

 

「服務處是應該要有一個自己的專職督導去帶領他們做這樣的事情，尤其是如

果是建立在是我剛才講這個督導是有完整的經驗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得到

效益會是很大的。」(SH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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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為研究場域，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邀請 8 處

地方法院之 16 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分享個案權益倡導經驗，以了解社會工作者

在法院進行倡導工作時，對個案權益的理解與認知，並且探究其在倡導工作中的

價值信念、倡導經驗(觀察、策略、阻礙與因應)、整理倡導經驗中的省思與建議。

本章回應第一章研究目的，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之個案權益倡導經驗提出研究發

現與結論，並進一步分析及綜合討論，最後則提出研究建議，並說明本研究的限

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倡導」是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被賦予的重要任務與功能，期待透過服務處

社會工作者的駐地方法院的便利性，積極維護個案相關權益，試圖影響司法系統

相關人員的想法、態度與價值信念。本研究針對前一章所得分析資料做延伸，針

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個案權益倡導經驗加以綜合討論，以下就服務處社會工作

者之個案權益認知與倡導經驗兩部份呈現本研究之研發現。 

一一一一、、、、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者之者之者之者之個案權益個案權益個案權益個案權益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研究者認為欲探討服務處社會工作者進行個案權益倡導經驗，必須先瞭解社

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的理解與定義為何，因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的認知

將影響後續倡導工作進展與經驗。研究者從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經驗中，描繪出在

法院進行服務與倡導的現況與問題，整理討論如下： 

((((一一一一)))) 「「「「法律權益法律權益法律權益法律權益」、「」、「」、「」、「人身安全人身安全人身安全人身安全」」」」的的的的維護維護維護維護是是是是個案權益個案權益個案權益個案權益的兩大的兩大的兩大的兩大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受訪者在從家暴事件服處服務處的服務中，主要提供家暴被害人法律議

題上的諮詢會談、陪同出庭服務、人身安全維護，研究發現受訪者最終服務

的目的仍在於個案法律權益與「人身安全的維護，其他個案的權益亦由此兩

項權益概念向外延伸，因此，就受訪者的認知，「法律權益」、「人身安全」可

說是個案權益的兩大核心。就現階段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個案服務內容而

言，社會工作者提供個案服務的主軸亦以提供諮詢、陪同出庭與轉介服務，

其諮詢的主要部分以法律的訊息與權益說明站大部份，其次為一般會談與資

源諮詢等，再者，除諮詢外，服務處議提供陪同出庭的專業服務，主要目的

在於穩定出庭情緒、認識出庭中的自我權益以及人身安全維護等，整體而言，

服務處個案服務重心在於法律權義說明與出庭情緒穩定與人身安全，依本研

究的研究結果，受訪者對個案權益的認知，仍在此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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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明瞭訊息的程度明瞭訊息的程度明瞭訊息的程度明瞭訊息的程度」」」」--------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維護維護維護維護權益權益權益權益的關鍵的關鍵的關鍵的關鍵。。。。    

延續「法律權益」與「人身安全」兩大核心權益，受訪者將權益的定義

擴大，認為不論個案權益為何，個案最大關鍵的權益，可說是「知道訊息的

權益」，其內涵包括：知道程序與知識、知道保障人身安全方法、知道網絡資

源等權益等。受訪者普遍認為個案若對於自身權益不清楚，更遑論要個案行

使自我權益了。而很多時候個案權益受損，乃因不知自身有哪些權益，故受

訪者認為一旦個案知道自我權益內容，得到相關訊息，後續將可進一步行使、

維護自身權益。 

 

((((三三三三)))) 擴大個案核心權益擴大個案核心權益擴大個案核心權益擴大個案核心權益：：：：3333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8888 項權益內涵項權益內涵項權益內涵項權益內涵    

研究者從受訪者的經驗中，進行個案權益內涵討論，討論的層次分為「個

案詢問的權益」與「社工觀察與提供的權益」兩大方向。大部分家暴被害人

循求法律管道，以聲請保護令因應家暴、維護人身安全為最後的方法(王美書，

2007)。然而，研究者從受訪者服務經驗中發現，多數個案來到法院尋求最後

權益維護，但卻常因對法律知識與訴訟程序不了解，無法真正的透過法律維

護與保障權益。研究者進一步了解受訪者的服務經驗，當個案來到法院，最

主要關心問題為如何進行訴訟程序，以及自身在法律上的權益內容，有些個

案也會表達在進行訴訟上的困難，有需要相關資源介入。其次，從受訪者經

驗，個案在進行訴訟程序過程中，也會伴隨表達對施暴者的害怕與對自身安

全的擔心，因此，常會提出對維護人身安全的需求，如可否分開庭、不要見

到施暴者。綜合以上所述，個案所關注的權益，主要為了解法律上的權益、

相關資源訊息，以及人身安全議題。 

 

張錦麗(2003)認為，回應家暴被害人的需求及求助時所遭遇的困境，使家

庭暴力被害人能在法院內就近獲得社工人員各項服務，是規劃服務處方案之

主要目的。研究者於研究中發現，受訪者會觀察法院環境，以及個案在不同

訴訟階段中，所遭遇的困境與需求，並針對困境與需求提供協助，並說明具

體權益。而在受訪者的工作經驗中，經常觀注與說明的權益為何？研究者整

理訪談資料後，依訴訟前、開庭前、中、後，共歸納出 3 階段 8 項權益內涵。

1.訴訟前階段：(1)提供情緒支持、(2)提供社工個管服務、(3)提供法律諮詢，

如認識撰狀重點；2.開庭前與開庭中階段：(1)瞭解陳述表達意見、(2)認識法庭

用語、(3)認識開庭程序、(4)獲得公平審判、程序正義；3.開庭結束後：(1)回

顧開庭過程與整理訊息等 8 項。從上述整理中，社工所關注的權益提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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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所認知的個案權益層次，不但擴大了兩大核心權益，以及個案關注與詢問

權益的範圍，也凸顯了社會工作者「提供個案服務」與「維護個案權益」之

任務與角色。 

 

 

 

 

 

 

 

 

 

 

 

 

 

 

 

 

 

 

 

 

 

 

 

 

圖圖圖圖5555----1111：：：：個案權益概念與內涵個案權益概念與內涵個案權益概念與內涵個案權益概念與內涵    

1.1.1.1.訴訟前訴訟前訴訟前訴訟前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1) 提供情緒支持 
(2) 提供社工個案管理服務 
(3) 提供法律諮詢 

2.2.2.2.開庭前開庭前開庭前開庭前、、、、中階段中階段中階段中階段：：：：    

(1) 瞭解陳述表達意見 
(2) 認識法庭用語 
(3) 認識開庭程序 
(4) 獲得公平審判、程序正義 
3.3.3.3.開庭後階段開庭後階段開庭後階段開庭後階段：：：：    
(1) 回顧開庭過程、整理訊息 

個案權益的兩大核心個案權益的兩大核心個案權益的兩大核心個案權益的兩大核心    
「法律權益」、「人身安全」 

個案關鍵權益個案關鍵權益個案關鍵權益個案關鍵權益    
「明瞭訊息的程度」 

個案詢問的權個案詢問的權個案詢問的權個案詢問的權益益益益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關注關注關注關注的權益的權益的權益的權益    

1.瞭解法律規範與權益 

2.瞭解相關資源訊息 

3.瞭解自身出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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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之之之之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    

((((一一一一)))) 倡導焦點倡導焦點倡導焦點倡導焦點：：：：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制度制度制度制度、、、、硬體硬體硬體硬體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在倡導工作中，Cohen(2001)主張倡導者必須要觀察改變的整體歷程和循

環，以找出相關的介入關鍵，因此，社會工作者對倡導議題的觀察與準備是

倡導行動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在形成倡導行動前，研究者認為社會工作者必

須要對倡導的議題與資訊有所認識，才能評估倡導成效，以及可以採用的策

略形式。依據社會工作辭典定義，從服務對象利益的角度，將倡導區分為個

案倡導(case advocacy) 與集體倡導(class advocacy) 兩種型式，前者以案主個

人權益為訴求，後者則以特定團體的利益為目標(社會工作辭典，2000：473 )，

從此定義可得知，倡導工作，除了包括關注團體對象利益外，也關注個人權

益是否有受損害之情形。研究者從受訪者實務經驗分析個人權益受損情形，

發現受訪者在服務中留意是否影響個案權益，會觀察下列面向：1.司法人員之

性別意識、價值觀、態度、對家暴本質認識是否不足或待提升、2.司法制度與

程序的設計是否能維護個案權益：其便利性與體貼性是影響個案權益與需求

的主要因素、3.不利個案人身安全的出庭動線或設施設備，例如法庭環境、隔

離等候室、秘密通道、出庭動線等。由上述分析資料，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

於個案權益倡導議題的觀察，包含人員、制度、硬體環境三部份，而社會工

作者不僅維護個人權益，也會關注此三部份是否也對集體個案的利益形成威

脅。 

 

((((二二二二)))) 多元多元多元多元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倡導策略的倡導策略的倡導策略的倡導策略----「「「「變形蟲模式變形蟲模式變形蟲模式變形蟲模式」」」」    

    在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倡導經驗中，研究者描繪出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目標

在於為影響司法人員對家暴防治工作的觀念與反應法院相關不友善的制度。

就Schneider & Lester( 2001)所談之社會工作倡導行動概念中，談到了代表

(representation)與影響（influence）兩種倡導基本行動技能(引自Payne,2005)，

而從研究者整理的倡導目標中，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影響司法人員觀念以及代

表個案反應制度，符合Schneider & Lester( 2001)所談之社會工作倡導行動概

念。而在倡導行動中，Mickelson(1995) 主張專業人員必須重視鉅視與微視實

務之間的相互關係，倡導工作才能有效落實。研究者探究受訪者在倡導經驗

中的經驗與策略，發現社會工作者在進行個案權益倡導時，不僅維護個案本

身權益、考量集體個案的共同利益，更需謹慎的評估考量司法系統與環境的

反應，其倡導的視野穿梭在鉅視與微視概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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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從受訪者倡導經驗整理出倡導的行動策略，發現：「直接溝通」是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倡導最常使用的方法，而在溝通策略上，以「非正式的策

略」是最易傳達倡導信念與目的的方法，其內容包括「以情境或案例傳達倡

導信念」、「透過日常交流互動發揮影響」、「分享其它地院服務處經驗」、「培

植種籽人員」、「先觀察與熟悉法院體制」等。 

     

    其次在正式策略上則以「善用有影響力的的行政管理者或法官」、「請益

重要他人」、「透過聯繫會報或工作會議」、「透過活動或工具為媒介」等，顯

見社會工作者如變形蟲般，依據不同的問題與情境、倡導目標，發展多元豐

富的倡導方法，從中選擇適當的倡導策略，其倡導的形式較符合Cohen(2001)

的意識形態上的倡導(ideological advocacy) 與McLaughlin(2009)原因倡導(cause 

advocacy)。 

 

    研究發現，社會工作者在進行溝通、倡導時，社會工作者會因為對專業

權威者的恐懼而影響直接溝通對象的選擇，例如擁審判權之法官。服務處社

會工作者多因考量會影響個案案件的發展與結果，故與法官進行直接溝通的

比率較低。再者，若社會工作者未能釐清倡導的目標與自身立場，則會擔心

影響倡導成效與彼此關係，甚至個案權益，而降低直接溝通的選擇。研究者

發現，社會工作者在進行倡導工作時，必須要承擔倡導失敗的風險，這似乎

會降低社會工作者倡導的動機或行動。 

    

    訪談中，雖然有受訪者表示為了提高成功率，會事先找尋答案，再進行

溝通，但綜觀多數受訪者的經驗，有時會因事件的立即性，不見得能在倡導

策略與立場上有充分的事前準備。因此，許多受訪者發展出非正式倡導策略，

透過非正式的生活互動，傳達倡導的信念與想法。 

 

  研究者整理受訪者所採行的非正式策略，發現服務處的非正式策略具有

生活化與多元、豐富等特性。社會工作者把握生活互動機會，會以情境或實

際案例舉例對話聊天，社會工作者在當中也宛如變形蟲，視場合與現況自我

調整，並將倡導工作融入互動與對話中，例如，偶遇寒暄、午餐吃飯、司法

節送花與卡片、噓寒問暖中、私下個案回饋分享、關係建立、幫忙對方工作

等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與互動、甚至透過團購促進關係與增加互動機會。就受

訪者的經驗，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操作非正式互動，從熟悉者開始是最容易成

功的。再者，在互動中不管是觀念上的交流、抑或經驗上的分享，先站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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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角度思考，也為增進倡導成功的因素之一。整體而言，非正式互動的倡導

策略不但是研究中最易傳達倡導信念與目的策略方法，也是服務處倡導工作

中特有的倡導模式 

    

    其他倡導策略部分，研究者發現受訪者觀察到司法系統的科層特性，將

正式的溝通管道或對象列為倡導策略之一，其中方法包括：拜訪庭長、法官

或科長、請益重要他人、透過正式聯繫會報或工作會議等。此一因素可幫助

社會工作者打通不同層級司法人員的想法或形成一致的行動。再者，社會工

作者評估在嚴謹的司法系統中，可以活動或工具為媒介進行倡導工作，諸如，

辦理家暴防治月~紫絲帶運動，宣揚家暴防治理念；辦理司法人員座談茶會，

透過座談分享的茶會形式，邀請專家分享或議題討論，抑或透過書面報告的

形式，分享服務處社工專業服務的觀察與經驗。 

 

    另外，社會工作者善用母機構資源，在倡導策略上採行「分享其它地院

服務處經驗」，透過其他地院服務處做法與成效，提升自身服務處的軟硬體條

件，以達到維護個案權益的目標。其他策略部分，則尚有培植法院種籽人員、

透過母機構力量，甚至也有沒有採取行動來因應。 

 

((((三三三三)))) 倡導的倡導的倡導的倡導的阻礙阻礙阻礙阻礙來自系統來自系統來自系統來自系統、、、、組織與個人組織與個人組織與個人組織與個人    

    社會工作者在進行倡導的經驗中，面臨了許多阻礙因素，研究者根據本

研究分析結果，歸納出阻礙因素有四個面向：1.法院方面、2.服務處社會工作

者本身、3.倡導方法、4.雙方關係、5.母機構內部。 

 

    首先，在法院方面，曾華元、白倩如(2009)表示司法與社政的合作將能家

暴被害人及其家庭解決家庭暴力議題與困境。然而，社會工作者在與法院進

行倡導、溝通時，最常面臨的阻礙因素為以司法中立、審判獨立為互動的隔

牆，其次為「科層體制」、「不重視家暴議題與業務」、「錯置服務觸角色與功

能」、「不同系統文化」。 

 

    司法系統為了確保審判獨立、公正、中立、廉潔、正直的本質，避免讓

人民懷疑其公平公正，長久以來皆以「司法中立、審判獨立」宣示司法人員

應有的立場。然而，在司法與社政的跨系統合作中，很多時候，法官會以此

為戒，避免與社工專業對話，但往往卻局限了跨系統的溝通與合作可能，而

最大的受害則是共同的個案。就「司法中立、審判獨立」概念，許多司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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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對於其定義與自身定位概念模糊，就家事案件性質而言，法官應增加對家

庭、家暴本質，以及家庭成員之心理等跨領域知識的認識，必要時則與跨系

統的進行專業對話與溝通，這些作為不會影響或剝奪其審判權利，也不與「司

法中立、審判獨立」立場、信念相牴觸。 

 

    再者，科層體制是司法系統的特色，很多時候，社會工作者在進行溝通

與協調時，常需面臨不同階層的主管的想法與意見，因而礙於法院系統的科

層文化、階層體制，訊息需要一再的釐清與討論，而難以有更進一步的行動。

另外，有些法院主事者對因秉持司法中立的立場，會認為家暴業務為社政範

疇，亦為保護被害人，法院僅一昧的認為應該對家暴業務保持距離與中立，

但卻忽略對暴力防治的信念與公義。 

 

    就家庭暴力防治工作就本質而言，是一跨專業（inter-disciplinary）、跨部

門（inter-sector）與跨機構（inter-agency）的工作，但對於擁有不同的專業訓

練、人事升遷結構、專業文化、問題解決、思維邏輯的專業人員而言，整合

性服務策略在實務運作上，有其亟待克服之障礙 (劉淑瓊，2002)。研究者在

研究中亦同樣發現，雙方的觀念、文化、價值信念、立場不同，對社會工作

者在從事倡導工作上也形成阻礙，即使雙方共同合作將近 5~10 年之久，雙方

的觀念、文化、價值信念、立場，一直仍為影響倡導溝通的阻礙因素。 

 

    在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本身方面，根據研究結果的歸納，阻礙倡導最多的

因素為社會工作者對「畏懼專業權威」、「不了解法院生態」、「內在擔心與害

怕」、「督導角色限制」、「缺乏倡導訓練與方針」，「錯過進行倡導的機會」。就

本研究的阻礙因素中，對「畏懼專業權威」、「內在擔心與害怕」、「缺乏倡導

訓練與方針」三項，與 Schneider & Lester(2001)的 12 項社會工作者倡導阻礙

因素相符，而「不了解法院生態」、「督導角色限制」因素，則為本研究的研

究發現。  

   

    再者，關係議題亦為倡導阻礙因素之一，此研究發現亦與 Schneider & 

Lester(2001)所提到的「雇傭環境」與「倡導就是對抗的觀念」概念部分相似。

社會工作者進駐法院環境提供服務，因「寄人籬下」的處境，需維持一定程

度的關係，雖然與法院間非僱傭關係，但在同一環境中工作的背景仍限制了

社會工作者在法院環境中獨力發動倡導的能力。再者，倡導若被視為對抗，

那麼在法院提進行倡導將可能破壞雙方關係，因此社會工作者在法院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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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倡導行動，須先考量如何維護案主權益而不會衝擊到與法院的合作關

係，往往在此考量中，也限制了社會工作者倡導的角色與倡導成效。再者，「法

院司法人員或社會工作者經常流動」、「環境空間影響關係建立與經營」、「正

式會議挑戰合作關係」，致使雙方需一直面臨重新建立關係或關係建立不易的

情境，此因素不僅衝擊到彼此的溝通、互動與合作，也間接影響到倡導的成

效。 

 

     在機構內部方面，倡導的阻礙因素則為「內部不穩定」、「主管不了解方

案性質與需求 」。研究結果分析指出，社會工作者對內部不穩定指出，機構

內人事不穩定，服務處處境辛苦、多靠自身力量穩定。 

 

    最後一個阻礙因素，則談到「三方合作下的三難角色」。家暴事件服務處

因家暴防治的本質，嘗試整合不同專業與組織，為一結合司法、社政與民間

婦女團體的整合型方案，此方案為最困難的部份在於需突破專業分工障礙，

試圖形成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整合性服務（張錦麗，2004）。家暴事件服務處因

由社政、法院、民間團體組成，三方對服務處自然有不同的期待與想法，社

會工作者在其中面對三方合作關係，運用網絡協商與整合的能力，兼顧三方

工作及角色期待，但過程中也常面臨三方想法與期待上的困難，以及角色的

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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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倡導倡導倡導 
信念信念信念信念 

1.個案應受到友善司法環境的對待；2.基於人權維護權益； 

3.增強權能，提升自信與信心    ；4.正義、公平、尊重。 

倡倡倡倡 

導導導導 

的的的的 

行行行行 

動動動動 

策策策策 

略略略略 

1.1.1.1. 正式正式正式正式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1) 善用有影響力之行政管理者或法官 

(2) 請益法院重要他人 

(3) 透過聯繫會報與工作會議  

(4) 透過活動或工具為媒介：：：：家暴宣導活動、司法人員茶會、月報告與成果報告 

 

2.2.2.2. 非正式的策略非正式的策略非正式的策略非正式的策略 
(1) 以情境或案例傳達倡導信念   

(2) 透過日常交流互動發揮影響 

(3) 分享其它地院服務處經驗 

(4) 培植種籽人員 

(5) 熟悉與觀察法院體制：環境生態、程序、相關規定  

(6) 其他：透過母機構力量、沒有行動’ 

 

 
倡倡倡倡 

導導導導 

的的的的 

阻阻阻阻 

礙礙礙礙 

經經經經 

驗驗驗驗 

 

1.1.1.1. 法院方面法院方面法院方面法院方面    
(1)司法中立、審判獨立為隔牆           (2)科層體制侷限溝通管道 
(3)家暴服務為法院邊緣業務             (4)不同系統文化 

2.2.2.2.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本身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本身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本身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本身    
(1)畏懼專業權威                       (2)不了解法院生態 
(3)內在的擔心與害怕                   (4)督導角色限制 
(5)缺乏倡導方針與倡導訓練             (6)錯過倡導的機會 

3. 雙方雙方雙方雙方關係議題關係議題關係議題關係議題   
 (1)需維持關係，說話不便               (2)雙方人員流動，影響關係建立  
(3)環境空間影響關係建立與經營         (4)正式會議挑戰合作關係 

4.4.4.4. 母機構內部母機構內部母機構內部母機構內部    
(1) 內部不穩定                        (2)主管不了解方案性質與需求 

5. 三方合作下的三方合作下的三方合作下的三方合作下的三難角色三難角色三難角色三難角色        政府、法院、母機構的不同的期待  
    

倡倡倡倡 
導導導導 
的的的的 
因因因因 
應應應應 

1.與個案討論因應策略             2.釐清目的或目標 
3.自我調整、內部支持             4.累積個案服務與倡導經驗 
5.藉由第三人力量 
5.製作觀察記錄、運用法律工具     6.不斷嘗試與預備 
7.理解法院困難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 

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1. 司法人員司法人員司法人員司法人員：性別意識仍待提升、欠缺多元文化觀點、欠缺對家暴本質的認識。 
2. 制度與程序制度與程序制度與程序制度與程序：設計不當的司法制度與程序。  
3. 環境與設施設備環境與設施設備環境與設施設備環境與設施設備：不利個案人身安全的出庭動線或設施設備 

圖圖圖圖5555----2222：：：：司法系統之司法系統之司法系統之司法系統之個案權益個案權益個案權益個案權益倡導經驗內涵倡導經驗內涵倡導經驗內涵倡導經驗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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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倡導經驗省思省思省思省思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1.1.1.1. 建構建構建構建構倡導概念倡導概念倡導概念倡導概念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    

    社會工作者陳述、整理了自身倡導經驗，在分享中看見了社會工作者

的倡導概念形塑歷程。大部份的社會工作者進入服務處工作前，不清楚服

務處的工作中原來包括倡導工作，對於倡導的概念認為是鉅視層次的行

動、態度與哲學、是解決社會不公義、改善弱勢個案處境、維護其權益，

甚至認為倡導是宣導工作。 

 

    而進入服務處工作後，社會工作者受到督導歷程啟發，漸漸從不知道

需要倡導狀態中轉而能意識到倡導工作的重要性。其次，在這過程中，社

會工作者重新形塑在法院場域的倡導概念與認知，社會工作者歷經 1~3 年

的摸索與學習，需摸索瞭解信心、定位與使命，以及摸索認識服務場域與

服務樣貌。經過這段時間的摸索、認識與學習，社會工作者在服務處工作

中，重新塑造了新的倡導概念，認為 1.倡導也可是微視觀點的行動、2.倡導

從滿足個案個別需求開始、3.倡導也可是滿足個案知的權利、4.倡導工作隱

含在非正式的互動中。 

 

    從上述的整理中，社會工作者長時間在工作行動中，認識了新的知識

與工作方法，甚至賦予新的改念，重新形塑倡導概念，這個過程讓研究者

看見協助、陪伴社會工作者建構倡導概念的重要性，而非僅告知需執行倡

導，卻省略了當中的概念、目標、方法、個人狀態。 

 

圖圖圖圖5555----3333：：：：社會工作者之倡導概念形塑社會工作者之倡導概念形塑社會工作者之倡導概念形塑社會工作者之倡導概念形塑    

 

 

進進進進 

入入入入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處處處處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後後後後 

 

1.1.1.1. 意識階段意識階段意識階段意識階段：：：：    

(1) 不知道倡導是工作一部份 

(2) 督導歷程啟發 

(3) 慢慢理解倡導工作的存在與需要 

2.2.2.2. 摸索階段摸索階段摸索階段摸索階段：：：：1～3 年以上的摸索、認識與學習 

3.3.3.3. 重塑階段重塑階段重塑階段重塑階段：：：：    

(1) 倡導存在微視層次 

(2) 倡導從協助個案個別需求開始 

(3) 倡導是提醒個案「知的權利」 

(4) 倡導落實於「非正式互動」中 

 

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 

工工工工 

作作作作 

者者者者 

之之之之 

倡倡倡倡 

導導導導 

概概概概 

念念念念 

形形形形 

塑塑塑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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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系統化的系統化的系統化的系統化的倡倡倡倡導概念與策略導概念與策略導概念與策略導概念與策略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根據研究結果，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的對個案權益倡導的認知與概念，大

多是自己在服務中摸索或與同儕討論而發展出來的。研究者探究社會工作者

的倡導經驗，發現多數社會工作者一開始不知道、不清楚原來在服務處服務

中也須包括倡導的範疇，而從不知道到知道的歷程，大部份的社會工作者約

經歷了三年的時間摸索、醞釀與準備。 

 

Blakely (1991)指出倡導所需要的具體指導與專業技能在社會工作教育

中被低估了，社會工作教育很少承諾教導倡導的實踐，這反映了社工教育

偏重傾向於直接干預服務方法(引自韓曉燕等譯，2011)。而就服務處倡導發

展歷程而言，其成立目標之一即為在司法系統進行倡導工作(張錦麗，

2004)，社會工作者被期待要發揮倡導的功能，但過往社會工作者無論在學

校接受教育抑或在機構接受職業訓練，均未有系統的被教導倡導的概念與

實踐方法。再者，Schneider & Lester(2001)指出，倡導尚未得到好的界定，

在定義上仍有模糊的空間，因此，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缺乏系統化的倡導概

念、倡導方針與訓練時，各服務處與各社會工作者將各自發展倡導概念與工

作內涵，並且依著各自不同的理解與限制而有投入不一致的現象。簡言之，

社會工作者在缺乏系統化的的倡導概念與策略訓練的脈絡下，不但降低了倡

導角色與能力的發揮，服務處也可能失去積極的對司法系統發揮倡導的功

能。 

 

    倡導行動需要的能力與技巧包括：耐心、執著、毅力、長期的承諾、

精力、廣泛的支持基礎、研究、政治技巧、政府知識和分析能力，上述特

點或技巧也並非所所社會工作者都具備的(韓曉燕等譯，2011)。研究者      

探究社會工作者對倡導的想法，整理與瞭解倡導須具備的能力與條件，社

會工作者普遍認為倡導需要具備勇敢、開放度、敏感度、警覺性、邏輯性、

耐心、看到個案需求的能力、建立關係的能力、認識網絡資源與流程、需

要清楚自己目的與立場、熟悉法條與程序、懷抱信念、希望與熱情、先認

識倡導對象，甚至不同職務更須具備不同層次的敏感度與觀察能力。從上

述內涵與定義，雙方僅在耐心、執著、毅力等定義上相似，其他在長期的

承諾、廣泛的支持基礎、研究、政治技巧、政府知識和分析能力則有不同，

顯見本研究的定義與範疇，是因服務處場域的獨特性與跨系統之特性而發

展。因此，研究者認為要培養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特質與能力，必須要經過

有系統的訓練與培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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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非正式非正式非正式非正式互動互動互動互動」」」」倡導模式倡導模式倡導模式倡導模式    

    在探討社會工作者倡導的策略中，研究發現服務處因情境因素，因而發

展屬於服務處法院場域的倡導模式，即「非正式互動」倡導模式。研究者認

為在跨專業合作中，在微視層面透過不同情境、搭配案例、各式茶會、生活

互動、聊天、午餐、節日等機會，可先降低彼此的專業主體性與防衛性。再

者，在華人文化社會裡，設計非正式的場合或進行非正式的互動，較能與不

同脈絡的人事物建立熟悉感與關係，因此將此特性融入倡導策略，運用在社

政與司法結合的場域中，是將有助於提升倡導成功，也最易傳達倡導信念與

目的。 

 

4.4.4.4. 倡導的信念倡導的信念倡導的信念倡導的信念：：：：基於人權與公平正義基於人權與公平正義基於人權與公平正義基於人權與公平正義，，，，予以尊重與友善態度予以尊重與友善態度予以尊重與友善態度予以尊重與友善態度    

    研究者在個案權益倡導經驗探究上，著重在倡導的信念及倡導的觀察、

準備、行動策略及後續困難因應的探究上。在個案權益倡導的信念方面，

Cohen(2001)認為倡導的信念是人權、尊重與公平正義，讓人民擁有權力，更

保證其權利與人身安全。就研究者的研究發現，支持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從事

個案權益倡導工作的 4 種信念中，與 Cohen 所認為的內涵在部分觀念上相

同。均認為倡導的信念是基於人權與公平正義，並不管差異為何，皆予以尊

重與友善態度。再者，在上述前提下，研究者研究發現更擴大了信念範疇，

認為增強個案內在權能、提升自信與信心也為倡導的重要信念。整體而言，

研究者整理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倡導信念的結果，為「基於人權，倡導法院應

實現公平與正義，並且以友善、尊重的態度，維護個案權益、增強個案權能

與信心」。 

 

5.5.5.5. 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服務與倡導並並並並行的兩難行的兩難行的兩難行的兩難：：：：偏重偏重偏重偏重直接直接直接直接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角色角色角色角色、、、、關係考量關係考量關係考量關係考量        

    Schneider & Lester(2001)表示，社會工作者對直接服務角色存在一種偏

好，並將大部份精力投入在直接服務項目上。從受訪者分享中，研究者觀察

社會工作者有兩類狀態，一為對倡導工作已有概念且陸續有倡導行動經驗，

並且能將服務與倡導工作結合，也認同在服務中有倡導存在的意義，達到「見

樹又見林」的境地。另一類社會工作者，則如 Schneider & Lester(2001)所意

指，將工作重心偏向放在直接服務中，對於倡導概念還在萌芽中，也沒有太

多倡導行動的經驗，甚至對於在服務中進行倡導工作，存有一些焦慮、擔心

與恐懼，而這一類社會工作者較無擔任督導職，但也不見得是資淺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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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從這兩類社會工作者的狀態中看見，倡導與服務並行對一線社會

工作者來說，某種程度存有兩難，有時倡導會讓彼此關係緊張，將影響下一

回倡導的機會與成效，因此倡導可需要多元管道進行，以降低對關係的衝

擊。研究者認為倡導欲達到服務與倡導並行的境界，必須要歷經調適、訓練、

累積自信與經驗的過程。再者，研究者從社會工作者的分享中，看見倡導在

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中，是一門相輔相成而非針鋒相對的藝術，倡導應促成

跨系統的溝通協調與合作，讓不同專業觀點相輔相成，而非使系統之間針鋒

相對、互相防衛。而在倡導與服務同行的兩難中。 

 

6.6.6.6. 倡導經驗是倡導經驗是倡導經驗是倡導經驗是自我充權的過程自我充權的過程自我充權的過程自我充權的過程    

    研究者從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經驗中發現，社會工作者從一開始倡導摸索

階段進展到後續擁有成功倡導經驗的歷程，亦是社會工作者達到自我充權的

過程。研究者探究社會工作者在倡導經驗中的充權要素，包括 1.從正向經驗

或信念中產生力量、2.透過專業評估與觀點，建構自信、3.敏感對權威的害

怕、4.來自主管的充權、5.個人過往的充權體驗、6.與工作夥伴討論與分享等。

社會工作者透過上述因素協助自己面對倡導經驗中的障礙，並在當中達到自

我充權的過程，進而體會倡導的意義重要性。 

 

    Payne(2005)認為藉由充權的過程可協助弱勢發展與善用本身的權力與潛

能，可達到消除自身無力感的效果，更可積極提高掌握自己生活及命運的程

度。而本研究結果發現，透過倡導的經驗可促進社會工作者達到充權的過

程，因此社會工作者認為個人是否有充權的體驗，將影響自身對倡導的理解

與實際操作，個人被充權的經驗或許能使其更了解維護個案權益的重要性，

也可能有助於社會工作者體會倡導存在的價值。  

 

    倡導工作與個案工作不同，從研究中瞭解社會工作者在面對倡導工作需

要一至三年的醞釀與準備，到底社會工作者需要具備哪些特質？本研究分析

了訪談資料，整理發現進行倡導工作必需要具備的特質包括：勇敢、開放度、

懷抱信念、希望、熱情、敏感、警覺、以及看到個案需求的能力。從受訪者

的經驗中，倡導工作涵蓋向上倡導、對結構倡導、對網絡倡導、甚至對內倡

導，在這些面向上，需要面對專業權威、科層制度、不同系統生態與價值觀，

倡導實在非容易之事，因此，從事倡導工作除了概念與方法訓練外，也須在

個人特質上儲備正向多元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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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倡導需要主管與倡導需要主管與倡導需要主管與倡導需要主管與組織組織組織組織的參與的參與的參與的參與及及及及投入投入投入投入    

                研究者觀察到機構地方主管的支持對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十分重要，主管

的支持與加入，不僅可協助團隊與法院的對話平行與順暢，亦可增加團隊倡

導策略變化性與倡導的效益。在本研究中，主管的管理模式以尊重與授權模

式為主，然而社會工者十分期待在倡導工作上，能有地方主管能有實質上的

參與、瞭解及支持，以及帶領、示範、營造倡導的氛圍。 

 

    再者，對組織而言，則期待能發展對倡導工作的規劃與訓練、並設置專

職督導帶領團隊進行社會工作倡導。另外，除了專職督導者帶領進行倡導工

作外，主管、組織皆須一起投入在倡導團隊中，共同發展長期的階段性倡導

目標與倡導策略，以及發展經驗傳承機制。 

 

    研究者認為社政系統進入法院，在此跨專業合作的場域中，須以團隊形

式進行倡導工作的討論，同儕之間的支持與對話，可降低孤單無援的感受、

也避免各自發展。再者，倡導工作必須要有專責倡導者帶領與指揮，帶領者

可引導與刺激社會工作者對倡導議題的觀察與敏感，並有策略的指揮倡導工

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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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與限制建議與限制建議與限制建議與限制    

一一一一、、、、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一一一一)))) 政策層面建議政策層面建議政策層面建議政策層面建議    

1.1.1.1. 扮演支持與協助角色扮演支持與協助角色扮演支持與協助角色扮演支持與協助角色，，，，協助協助協助協助服務處服務處服務處服務處倡導工作倡導工作倡導工作倡導工作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擁有司法、社政與民間團體三方服務整合的特性，

其設立之初即賦予服務處對司法倡導的功能。然而從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中

發現，服務處位居法院場域之中的場域特性，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社會工作者

發動社會工作倡導的能力與角色。再者，就部分服務處經驗，有些縣市政府

須透過家暴事件服務處與法院有更進一步的接觸與互動，甚至期待服務處發

揮倡導監督角色，但這些期待若無考量服務處處境，或缺乏社政系統的重視

與關注，將可能抑制倡導的成效發揮。有鑑於此，建議各縣市政府服務可扮

演支持與協助角色，必要時提供倡導工作相關協助，參與營造友善司法環境，

協助倡導工作運作順暢。 

 

2.2.2.2. 在在在在網絡網絡網絡網絡間建立間建立間建立間建立倡導討論平台倡導討論平台倡導討論平台倡導討論平台    

    家暴事件服務處身負倡導重要功能與角色，然而在倡導工作上，需要集

體的觀察，共同的行動、需要有系統性、計畫性的運用知識與技能。因此，

建議能在家暴防治網絡間，建立倡導討論平台，透過家暴網絡成員的觀察、

討論、共通行動，更家發揮倡導功能與達到倡導的目標。 

 

3.3.3.3. 擴充服務處人力配置擴充服務處人力配置擴充服務處人力配置擴充服務處人力配置，，，，重視督導重視督導重視督導重視督導角色角色角色角色存在存在存在存在的的的的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    

    家暴事件服務處在倡導工作上，需要團隊組織與督導的帶領，透過團隊

到相互支持與多元思考討論，透過督導編制，發揮示範與帶領功能。然而，

目前仍有服務處缺乏專職督導編制，抑或僅為一督導二社工的小團隊，這將

對服務處倡導功能有些限制或影響。因此，建議在制度規劃上，需編制督導

人力，即時進行判斷與決策，也期待能擴充團隊人力，以利倡導工作之協調、

評估、分工與合作。 
 

((((二二二二)))) 實務層面建議實務層面建議實務層面建議實務層面建議    

1.1.1.1. 倡導倡導倡導倡導策略部分策略部分策略部分策略部分    

(1)(1)(1)(1) 發展服務處倡導發展服務處倡導發展服務處倡導發展服務處倡導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之階段性目標與具體策略之階段性目標與具體策略之階段性目標與具體策略之階段性目標與具體策略    

    倡導工作有計劃性與系統性的倡導目標與策略，但目前服務處的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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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較缺乏目標討論與規劃，倡導所運用的技巧與知識也幾乎欠缺嚴謹的

討論，故倡導成效常侷限在使用方法上。因此，建議服務處應發展倡導工

作的階段性目標與策略，在有準備情況下進行倡導工作，以提升倡導成效。 

 

(2)(2)(2)(2) 發展聯合與個別的倡導策略機制發展聯合與個別的倡導策略機制發展聯合與個別的倡導策略機制發展聯合與個別的倡導策略機制    

各服務處散落在不同地方法院，小服務處面對大法院，各有各的倡導

策略與方法。建議各處在個別倡導的同時，面對某些議題，也可發展聯合

倡導機制，使倡導工作的樣貌多元性發展，並且突破各服務處各自在倡導

工作上的限制。 

 

(3)(3)(3)(3) 母機構之倡導管道母機構之倡導管道母機構之倡導管道母機構之倡導管道    

各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無論在策略上或進行地點，均以自己服務處為主

要策略或範圍。建議各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倡導略上可適時的與母機構合

作，如透過母機構在政策上發聲、邀請母機構參與倡導行動、抑或搭配、

連結母機構進行倡導行動，尋求多層次的聯盟，不但一方面可拉高視野，

一方面也可降低服務處在系統中的限制與顧慮。 

 

2.2.2.2. 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者訓練部分訓練部分訓練部分訓練部分    

(1)(1)(1)(1) 規劃倡導內涵規劃倡導內涵規劃倡導內涵規劃倡導內涵、、、、概念與策略相關訓練概念與策略相關訓練概念與策略相關訓練概念與策略相關訓練    

    倡導是社會工作者所必備的技能之一，但大多數社會工作者對於服務

工作包括倡導，是陌生與害怕的。無論在社會工作教育中或機構職業訓練

中，不僅缺乏倡導的教育與訓練，也低估了倡導需要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致使許多社會工作者面臨倡導工作時，先是落入恐懼害怕，而後需要自己

摸索倡導的方法與技巧。社會工作倡導是需要長時間訓練與細緻的陪伴社

會工作者儲備能力、方法、技巧與狀態的。因此，建議應針對社會工作者

施以社會工作倡導概念性與實務性的訓練，並針對訓練分為初階、進階，

幫助社會工作者理解與推動倡導工作。 

 

(2)(2)(2)(2) 規劃自信規劃自信規劃自信規劃自信、、、、敏感度敏感度敏感度敏感度、、、、充權充權充權充權、、、、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關係建立、、、、生態認識等訓練生態認識等訓練生態認識等訓練生態認識等訓練    

    在進行倡導訓練，除了包括倡導概念、方法、技巧、流程外，尚需要

重視社會工作者本身的能力與狀態。在倡導成敗因素中，社會工作者本身

狀態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力。因此，在規畫倡導訓練的同時，與須與社

會工作者討論自信、敏感度、充權、關係建立、生態認識、危機 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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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等相關能力的訓練，充實社會工作者的內在能量，以因應倡導工作中

的挑戰或突發因素。 

 

(3)(3)(3)(3) 擴大倡導參與人員層級擴大倡導參與人員層級擴大倡導參與人員層級擴大倡導參與人員層級，，，，進行分層訓練與責任分工進行分層訓練與責任分工進行分層訓練與責任分工進行分層訓練與責任分工    

    倡導工作必須要有團隊的共同合作與努力，而就目前家暴事件服處，

倡導僅由小團隊運作執行，較缺乏主管的參與及帶領。基於此，建議倡導

需擴大參與對象層級，如主任、處長以上主管。再者，倡導訓練亦需要包

括主管層級，針對不同層級，如社工、督導、主任、處長以上主管，進行

倡導角色分責訓練，共同為倡導目標努力。 

 

(4)(4)(4)(4) 提升社工專業評估能力與專業自信提升社工專業評估能力與專業自信提升社工專業評估能力與專業自信提升社工專業評估能力與專業自信    

    倡導行動考驗著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評估能力與專業自信，往往社會工

作者在進行倡導或溝通時，常對自己的專業評估感到沒信心，而在當中也

需缺乏專業自信。因此，建議需訓練社會工作者專業評估能力，以及協助

提升專業自信，以利進行社會工作倡導。 

 

3.3.3.3. 社會工作者之社會工作者之社會工作者之社會工作者之支持部分支持部分支持部分支持部分    

(1)(1)(1)(1) 建立服務處橫建立服務處橫建立服務處橫建立服務處橫向支持機制向支持機制向支持機制向支持機制    

    各家暴事件服務處僅小團隊在法院內運作，在司法系統內較難有相互

支持交流的感受。與其他服務處之間，亦無建立交流機制，也難有支持的

功能，因而常有寄人籬下、孤單奮鬥的感覺。因此，建議可建立各服務處

衡向交流支持機制，以建構服務處支持系統，並透過支持系統的分享交流，

擴充經驗與能量。 

 

(2)(2)(2)(2) 擴大支持的基礎擴大支持的基礎擴大支持的基礎擴大支持的基礎--------來自母機構與主管的重視與支持來自母機構與主管的重視與支持來自母機構與主管的重視與支持來自母機構與主管的重視與支持    

    家暴事件服務處因地域關係，與母機構較顯疏離，其工作任務中，除

了個案服務外，尚需在司法場域中進行較具影響力的倡導工作。對於須對

系統發揮影響力的工作團隊，最重要的是來自主管與母機構的重視與實際

上的支持。因此，建議須擴大支持的基礎，母機構與地方主管需要投入實

際支持，如參與會議、拜會、出席重要會議，表達對服務處的重視與支持。 

 

 

 



 

126 
 

4.4.4.4. 社工教育層面社工教育層面社工教育層面社工教育層面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1)(1)(1) 加強社會工作倡導之教育加強社會工作倡導之教育加強社會工作倡導之教育加強社會工作倡導之教育、、、、正視正視正視正視社會工作倡導社會工作倡導社會工作倡導社會工作倡導觀點與實踐觀點與實踐觀點與實踐觀點與實踐    

    長久以來，在社會工作教育中，社會工作倡導並非是主流的專業知識。

大多數的社會工作者十分擅長微視、中介面的個案、團體、社區等工作，

但對於鉅視面的倡導或對不同系統間的倡導工作，卻非常不熟悉、不擅長。

許多社會工作者因缺乏鉅視面的社會工作技巧，無法理解系統結構對個案

的迫害與傷害，也不知如何對正向的改變系統結構。因此，建議在社會工

作教育中，應提升社會工作倡導的教授比例，正視社會工作倡導觀點與實

踐的重要性。 
 

二二二二、、、、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一一一)))) 僅限於社會工作者之經驗僅限於社會工作者之經驗僅限於社會工作者之經驗僅限於社會工作者之經驗    

    本研究以 8 處家暴事件服務處之 16 位社會工作者之經驗為蒐集資料範圍，

無法涵蓋全台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之倡導經驗與現象，更無法

代表全台家暴事件服務處之倡導樣貌。本研究在受訪者的找尋上，因研究者工

作場域便利性，而以自身機構之 8 處服務處為研究範圍，故僅以 8 處進行訪談，

雖然樣本以包含北中南東四區，但部分縣市之經驗仍無法涵括，此為本研究之

限制。  

 

((((二二二二)))) 無法在同一年資基礎上進行研究分析無法在同一年資基礎上進行研究分析無法在同一年資基礎上進行研究分析無法在同一年資基礎上進行研究分析。。。。        

    因家暴事件服務處人力編制少，且人員流動率高，故本研究在設定受訪者

條件時，僅能以督導及相對資深之社工為邀訪條件，然而，各督導與社工間，

年資差異大，最多 7 年，最少 1 年，其分享經驗也隨著服務處年資而限，因此，

本研究無法在同一年資基礎上進行研究分析。 

    

((((三三三三)))) 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對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之個案權益倡導經驗進行初探，然

而在研究分析中，發現仍有相當值得深入的議題，如服務處所在空間配置將影

響與法院的關係建立及後續的倡導工作、服務處對網絡間的倡導經驗、服務處

社會工作者專業自信建立之經驗等，這些均未能在本研究中深入探討，瞭解實

務概況。因此，建議未來對此議題之研究者，可朝以這些面向繼續進行深入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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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一一一一    訪談同訪談同訪談同訪談同意書意書意書意書    

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社工所的學生，目前正在進行「法院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

社會工作倡導經驗之探究~以勵馨基金會為例」的論文研究，研究目的最主要在

瞭解您在家暴事件服務處的個案權益倡導的經驗，瞭解您如何理解個案權益倡

導，以及個案權益倡導經驗對您的意義與影響。期待能透過您的分享，幫助我描

繪出目前在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個案權益倡導經驗樣貌，以做為未

來實務工作之參考。 

 

誠摯邀請你參加這個研究的訪談，很希望能有這個榮幸邀請您一起聊聊在服

務中的經驗，相信你豐富的經驗一定能給我許多的資訊與啟發。 

       

      如果你願意參與訪談，請詳細閱讀下列內容： 

1. 在訪談過程中，為了能更真實呈現出你的生活樣貌，我會使用錄音的

方式作為資料蒐集的方法，但是你權利可以隨時要求停止錄音，改用紙

筆記錄的方式記錄之。 

2. 為了使訪談資料更深入與完整，可能會有一次以上的訪談，但一定會

事先告訴你並再次詢問你參與的意願與方便訪談的時間。 

3. 為確保訪談資料無任何遺漏與錯誤，在訪談後會請你幫忙協助核對文

本內容。 

4. 為維護你的權益，你的姓名、年資與所在地區絕對不會被公開，在訪

談過程中若有提到任何單位名字或是相關人員的名字，這些資訊也會被

匿名處理。錄音檔與訪談逐字稿僅供本研究使用，不會有其他人得以讀

取、聽取相關內容，也不會於機構中建檔，這些資料在研究完成後將會

全數銷毀。 

5. 在研究的過程中，如果你不願意繼續參與本研究，你隨時都可以提出

退出的要求。 

 

謝謝你花時間閱讀完以上說明，如果你還願意繼續參與研究，麻煩請在下方簽名， 

以保障你的權益，再次感謝您對於研究的支持與參與。 

 

祝 

        平安順心 

研究者：盧詠麗 

受訪者： 

日期： 



 

134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壹、 基本資料（包括年齡、工作年資、職務） 

貳、 個案權益倡導經驗 

一、 在家暴事件服務處個案服務中，你認為個案的權益涵蓋哪些？ 

二、 你認為什麼是倡導？對於在服務中，基於維護個案權益而採取倡導行動有 

何看法？ 

三、 你所理解的個案權益倡導的定義或概念為何？當中隱含什麼價值或信念？ 

四、 你曾經進行過個案倡導經驗有哪些？當中分別有哪些正向與負向的經驗？ 

五、 當時是觀察到什麼現象而產生個案權益倡導的想法？ 

六、 整個倡導過程發生了什麼事？你做了哪些準備？你怎麼進行倡導行動？ 

結果如何？ 

七、 這個倡導過程有關聯到哪些人、單位或組織？他們的態度、回應或支持度  

又是如何？對你有什麼影響？  

八、 倡導過程中曾有什麼阻礙或限制？你怎麼因應這些過程中的阻礙或限制？ 

九、 你如何看待你個案權益倡導經驗？你認為自己在個案權益倡導過程中處在 

什麼樣角色或位置上？這些倡導經驗對你本身以及在法院繼續提供個案 

服務的影響各是什麼？ 

十、 對於家暴事件服務處社工，基於維護個案權益進行倡導，你有什麼建議？ 

                    ~我們的訪談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