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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辭 

 

2015 春節前夕，收到了來自海外的指導教授同意，論文生涯在這個慶團圓

的時節結束，格外叫人興奮，也深具意義。延宕多年的書寫，不斷發展的思考，

終於在這時節落幕。曾經，我深切期待論文的結束；而今，卻因為結束而百般不

捨。 

 

曲折的感受就如同我與這文章的關係，原本靠著書寫，想一吐自己在職場上

所遭遇的辛苦、想為自己抗辯、想發聲倡導，把自己在底層看見的真實都發散出

來，希望這樣可以有所集結或對現實有所改變。帶著這樣的企圖前進，我卻常常

感受自己在沒有光的地方行走著，睜著眼睛卻見不到光讓我甚是恐懼，於是經常

的想停下腳步。中斷學業的念頭迴盪在心裡不下百次，但當我轉身，看看自己擔

任兒保社工的樣貌時，意識到處境的雷同，才赫然理解完成論文已經不是單純學

位之爭，更多的是對社工環境改善存有的使命感，往前走成了唯一的選擇。 

 

行走的過程，沒有光，但卻有一呼百應的盟友，提供給我很多意見與想法，

刺激我在這個議題上面有更周全而且鉅視的觀點，潘淑滿老師就是這一路來最重

要的存在。他帶領我從一個沒有厚度的思考者走向更有架構與批判態度的創作

者，每一次的討論都足以讓我思考許久，如果說沒有光也能前進，那靠的絕對是

潘老師不間斷的扶持與陪伴。鄭麗珍老師因為深諳社工環境，提醒我這路上可能

形成絆腳石的陷阱，避免書寫過程對社工有不自覺的傷害；游美貴老師帶著曾在

實務工作的經驗，引導我思考如何建構出更有框架的敘述，讓這樣的敘述得以流

串於實務與學術之中，充實對話；賴月蜜老師長年涉足司法領域，補足了我在該

部分的短視，豐富了整篇文章的存有。五位受訪者，聽著你們的經驗讓我內心激

動，每次重聽錄音檔總讓我動容，因為你們，我更確信這樣做是對的；因為你們，

我才能不放棄走到盡頭。 

 

要感謝的人，不是謝致可以填充，那是一路上跌跌撞撞時所有願意攙扶我的

人，那讓我學會柔軟的看待自己、看待環境、看待書寫中所曾經面臨過的困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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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也讓我學會給予更多寬容，讓那個曾經身上佈滿尖刺的過去可以成長蛻變

出更多柔軟的自我，這樣的變化莫不是經歷過這些年的思考與書寫不能成就。 

 

完成書寫的同時，我帶著滿滿的感謝，不管是環境或是個人，但歡慶就僅短

短的一瞬間，我知道社工處境並沒有在這瞬間改善，在我們肩頭上的使命還是那

麼重，時時提醒著我們應該帶著鉅視的眼光有更多的作為，把友善的社工環境當

成下一個任務，我們要繼續往前走。 

 

201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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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之司法經驗。研究者以五位縣市政府曾

因公涉訟之兒保社工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訪談法深入探討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

驗、與體制的互動、實務倡導行動。 

 

研究結果發現，案家對於兒保社工的訴訟，起因於不滿兒保社工處遇或安置

期間發生意外，但選擇以兒保社工為訴訟對象，卻不以組織為訴訟對象。當受訪

的兒保社工遭案家訴訟後，擔心、疑惑、憤怒、失去控制感等是普遍感受與情緒

反應，但不會持續太久，大都能自我調適。調適後，受訪的兒保社工總是嘗試從

行政與司法單位確認可協助訴訟的資源，俾利於出庭時提證。訴訟後，當接獲不

起訴，受訪兒保社工表示，與案家、機構、司法，或甚至對社工專業都產生改變。

這些改變讓受訪的兒保社工意識到需要透過實務倡導行動，集結與凝聚力量，才

可能逐步改善目前氛圍。 

  

 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幾項建議: (一)兒保工作體制:加強員工在職訓練、建立

團體決策機制、建立彈性標準化程序、階段性立法；(二)機構體制:在職訓練時需

告知工作風險、工作併計因公涉訟所產生的業務量、積極倡導法官保留制度、提

高回應司法層級、積極建立與法院間的聯繫管道；(三)司法體制:建立兒保社工個

人資料保護機制、建立偵查一站式制度、建立法官保留制度、法院組成社工證人

及報告書寫制度。 

 

關鍵字：因公涉訟、兒保社工、法官保留、家庭處遇 



IV 
 

A Preliminary Study of Judicial Experience from  

Child Protective Social Worker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judicial experience of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who was suited by his or her client’s parents. The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ing 

social worker’s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ystem and advocacy action in 

practice experience. In this research, five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who are 

hired by local governments was chosen as the subjects for the study. The data collect 

by in-depth interview techniqu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research find that suit are against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not 

governments, cause of social workers’s suit treatment or client’s accident during 

placement. When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s know that, he or she will feel fear, 

doubt, anger, loss of control. But this mood will not last too long, he or she will be 

able to self-adjustment. After the adjustment, a social worker will try to confirm 

resources from the governments and judicial system that can assist in the suit, and 

make sure can present evidence of treatment by the law in court. Though social 

workers receive not to prosecute declare,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ient’s 

parents, governments, judicial system and social work profession has produced a 

qualitative change. Such changes make social workers aware of need to advocate for 

change through practical action, and to gather all kinds of thinking by discussing the 

issues, that can mak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much better. 

 

In child protec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o strengthen the staff 

training, to establish decision-making group and to make law. In government system, 

the research suggest that to inform the work risk in staff training, to account the work 

include the suit, to advocate to establish Principle of Reservation by the Judges,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level to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actively to establish contac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judicial system. In judicial system, the research suggest 

that to establish social worker’s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to establish One-Stop 

Service of investigate, to establish Principle of Reservation by the Judge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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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e of social witness and report writing system. Expect to such suggestions can 

establish more protective barrier for social workers. 

 

 

Keyword: Judicial experience, child protection social worker,  

principle of reservation by the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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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姚姓精神病患妄想有人要害他，前年帶著一子一女四處流浪，致子女全年曠課 113 天，學校報請

社會局協助安置小孩，姚卻控告帶走小孩的蘇姓女兒保社工妨害自由，士林地檢署查明真相，對

蘇女不起訴(劉峻谷，2006 年。取自 http://udndata.com/library)。 

 

我除了服務被害人，也必須和加害人工作，他們給予我的三字經、國罵和污辱詞彙，常令我驚訝

於語言暴力能帶來的威脅；我，畢竟只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縱使再怎麼專業，我都需要時間消化

這些負面話語帶來的影響，但是，我沒有時間，所以我必須帶著這個傷疤往下一個我不能對尬的

戰場，然後我遍體鱗傷……(路耘，2012 年。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8929) 

 

嘉縣水上鄉 7 日發生剛滿周歲男嬰疑遭父親虐死案，男嬰母親張育蓁昨在律師及民代陪同下召開

記者會，她哭訴「大人沒有保護好她的小孩」，最大的錯誤是台中市社會局把孩童扔給外婆就不

管，才會發生憾事。蔡易餘律師也抨擊「官僚殺人」，將代為請求國賠。…張女說，兒子是她冒

著生命危險所生下，但只活了一年，是大人沒有保護好她的小孩，在最危險的時候幫助他，才會

被人殺害。…她說，社會、國家都有錯，最大的錯誤是台中市社會局社工，已經從父親手中救出

孩子，為何不後續追蹤，還將孩童扔給嘉義的外婆，就認為沒事了，這種做法沒有問題嗎？誰能

還我小孩？(吳世聰、蘇孟娟，2013 年。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670631) 

 

上述報導，一則是從客觀立場報導，另一則刊登兒童及少年保護性社工員（下

稱兒保社工）主觀感受，最後一則則表述案家不滿兒保社工處遇後所選擇採取的

行動，三則報導清楚指出兒保社工在實務上面臨的困境。 

 

研究者自 2008 年進入兒少保護性服務，提供服務過程有多次陪同出庭或偵

http://udndata.com/library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8929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67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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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經驗。然而，在一次執行兒童緊急安置時，卻遭案母以綁架勒贖為由提起告訴，

瞬間從執行公權力的身份轉變為被告角色，內心震驚不已，還需要擔心組織如何

看待這件事，是否會提供法律協助？出庭證物都是屬於保密範圍，是否能帶入法

庭？其中是否涉及倫理議題？除了擔心自己身陷司法訴訟的困境之外，還要擔心

如何在這樣的角色下與案家工作，案主的權益是否會在這樣的過程中受損，陷入

弱勢服務角色和與案家對立角色的矛盾。原本定位清楚的兒保社工角色也因此動

搖，心情極為複雜，又不知如何前進! 

 

2009 年，苗栗縣一位兒保社工因緊急安置一名受虐女童，反遭案母控告性

侵害女童（范榮達，2009 年，社工自保 配發針孔攝影機，聯合報）。研究者幾

年來從事保護性工作經驗中，也經常聽聞同事陳述自己被案家提告。有些因為進

行兒少保護案件調查遭案父母提告，有些因緊急安置遭監護人提告，更有只是因

為單獨與案主會談便遭案父母提告，內容多以刑事案件為主，涉及：擄人勒贖、

妨礙自由、偽證等。案父母在法庭上指證歷歷表示兒保社工引導案主陳述或變造

案主陳述，指導案主出庭證詞，才致使其親權受到影響，更有案父母以社工軟禁

案主才會導致案主不敢說出實情，只好在法庭上編造案父母的不是。此外，男性

兒保社工亦會因為案件調查需要進一步確認案主身體是否受暴，擔心遭案父母指

控侵犯案主而需要由女性兒保社工或護理師協助，無法單獨完成案件調查任務。 

  

涉訟後的兒保社工並不是單純接受法庭審判即可，研究者曾聽聞同事提及其

涉訟案件為期五、六年都沒有判決，常不定期的接獲法院出庭通知，除需要放下

手邊重要工作配合出庭外，每次出庭都需要重新回想當初的處遇情形，不僅對社

工造成莫大的心理壓力，更讓兒保社工心理創傷久久難以平復。該同事都已經從

兒保社工晉升為社工督導，但該訴訟還是長期干擾其生活，遲遲無法判決，每次

出庭都需要面對監護人及其律師的控訴，心情複雜難以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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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工作者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針對

1200 位全國會員進行隨機調查，有 15％受訪者曾被威脅以法律訴訟，1.1％曾經

被告（陳圭如與孫世維譯，2007）。陳麗欣（蔡宏進、陳麗欣、南玉芬、曾竹寧、

陳竹上，2007）針對 655 位台閩地區社福機構社工員調查過去一年遭遇被害經

驗，其中 35.7％受訪者有訴訟借貸被害，31.6％法律訴訟被害，顯見因公涉訟並

非單一偶發事件，且高比例影響社工員身心健康。 

 

白立德（2013）指出在其工作場域中，不時會聽見資深的兒保社工以「沒被

打過或告過的，都不算真正的兒保社工」，將涉訟經驗列為晉升資深兒保社工的

歷程，更將訴訟列為兒保社工的工作風險之一。研究者執業場域中也常聽聞同儕

如此表述自身經驗，因而引起研究者好奇：訴訟真的是兒保工作的一環嗎？為什

麼這會成為兒保社工必須面臨的課題？身陷其中的兒保社工，又是如何詮釋這樣

的經驗？帶著這樣經驗的兒保社工，又是如何因應與自我調適？ 

 

當研究者從工作領域中發現該議題時，不斷思考訴訟經驗與兒保社工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依法行政、奉公守法的兒保社工怎麼會經歷這樣的控訴？為人群服

務且秉持溫暖照顧特質的社會工作怎麼又會成為案家不斷指控的對象，這中間出

現什麼問題？是不是首重慈善關懷的社會工作在兒少保護領域中有了一些不同

的質變？還是工作方法與傳統不同，讓兒保社工困難再與案家形成夥伴關係？抑

或組織管理的介入讓工作方向改變而間接影響兒保社工與案家經營關係？ 

 

林琪雅（2006）從其自身兒保經驗中發現，原以為兒保社工應該是受人歡迎

的善心天使，但進入兒少保系統中才發現自己被當作是拆散家庭、不明事理、到

處搶小孩的惡魔，相異於原始從教科書中對兒保社工的認識。該描述與研究者剛

進入兒少保領域時所經歷到的矛盾經驗相當雷同，不禁引發更多思考：是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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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兒少保領域工作特性才會引起訴訟行為？又怎麼會有這些改變？置身其中的

兒保社工真的了解這些改變對其現況的影響嗎？ 

 

鄭怡世（2006）整理台灣社會工作發展脈絡，認為社會工作從 1950 年代黨

國政府時代，就成為國家用來「革命」及「穩定社會秩序」的工具。伴隨著國際

局勢（退出聯合國）及政權（國民黨政府變成國民政府）的變化，兒保社工成為

救助貧民的福利輸送者，工作內容逐漸明確，工作方式聚焦於個案工作，工作角

色也因為政府的需要而遭到承認。1970 年代以降政府正式納編兒保社工進入政

府體制並享有法定職稱，以貫徹政府政令及促進社會和諧為主要目的，角色形象

上不斷被灌輸溫柔、關懷、照顧等母性特質。這與研究者接受社工教育時，教育

兒保社工要能同理、傾聽，積極照顧與陪伴案主，扮演溫暖的助人者，接納案主

等樣貌極為雷同，帶著這樣的意識型態及眼光進入兒少保護領域，期待透過溫暖

的關係來默化案主，卻發現工作處處碰壁，甚至因而吃上官司。 

 

黃彥宜（2009）認為社工角色著重於的母性形象及激勵、真誠及夥伴關係等

工作方法，面質案主或使用權威並非兒保社工擅長的工作方法，故對於因為保護

性業務而扮演的執法角色所帶來的挫折感極深，更經常自我質疑。李佩玲（2009）

指出當兒保社工依照專業評估以公權力安置兒童少年時，卻容易遭媒體及社會大

眾譴責，認為社工霸權過度介入家庭親權，兒保社工因而容易對自身角色認定產

生矛盾與衝突。李宜真（2009）則認為兒保社工因為法定職務的賦予，而進入了

高衝突、高張力的司法程序，執法者的角色已與傳統社工有所不同。 

 

論述至此，研究者不禁想問，社工教育與現行的兒保工作模式既然已經出現

落差，也跟過往社會期待與政府範定的角色有所出入，那麼兒保社工在這樣的夾

縫中生存著，卻需要不斷回應案家因為沒有取得福利、照顧而控告社工，還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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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政府的各種角色期待，兒保社工到底如何能夠勝任並提高工作成就感？身處其

中又是什麼樣的心情？ 

 

保護性社工納編進入公部門之後，兼具了控制和照顧的角色 

(Newhill,1996；M. Padyab, H.M. CHelak , L. Nygren, & M. Ghazinour,2012；李宜

真，2009；張必宜，2012；劉彥伯，2002），工作角色增加，工作特性也因為此

種改變而不同於傳統，轉變為需打破家庭私領域並主動積極介入案家，工作對象

擴大至案家所有成員，其中更衍生許多非自願性案主議題。這樣的改變，不管是

工作價值或工作方法與公部門的科層體制已大相逕庭（李佩玲，2009；劉蕙雯，

1998），行政主管對於兒保社工的角色定位及期待往往與專業角色衝突，行政管

理與社工專業出現了本質融合的困難。 

 

李宛亭（2011）認為社工專業與科層組織在本質上是有所差異的，這樣的差

異讓兒保社工在服務輸送時經常感到矛盾與衝突，甚至影響服務品質與案主權

益。顯見兒保社工不再只是採用原始的工作方法即可勝任，有更多專業方面的變

化及組織結構性因素影響著(Gingrich,1995，引自陳仁和，2007）。而置身其中的

兒保社工，初入保護性業務的兒保社工，真的能區分保護性業務與其他福利服務

工作的差異嗎？是否可以理解置身於科層中的角色困境及因為角色所衍生的矛

盾議題？ 

 

不僅台灣本土工作上看見兒保社工的角色困境，二十世紀國際間伴隨著兒保

社會工作逐漸法制化，兒保社工關懷焦點逐漸轉向為關心犯罪的成長率及司法、

執法形式，並開始介於「服務個人和家庭的公民社會」和「代表公權力和法定責

任的國家」之間(Parton,1997，引自王增勇，2005)。社會工作重點不再僅止於

滿足兒童的需求，也不再只有評估兒童虐待，更多的責任是進行風險評估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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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著重如何控管暴力再發，這個過程改寫了社會工作專業（王增勇，2005；黃

源協，2007）。當社會工作專業經驗這樣的變化時，社會工作實務者角色同時也

在經驗不同的變化：到底自己是個助人的社會工作者，還是社會控制的一環（林

琪雅，2006；G. Clapton; V. Cree and M. Smith,2013），又或者置身其中有更

多彈性的選擇，角色模糊成為現今兒保社工所面臨的重大議題。 

 

兒保社工在複雜且已質變的保護性社會工作領域中，當遭遇到案家主觀認為

兒保社工沒有做好完善的風險評估或侵害其權利時，以訴訟方式來加以回應，此

時兒保社工需要在法庭上清楚明確說明自身工作指標及工作理論與依據，但曖昧

的工作角色及風險管理式的工作方向能否讓兒保社工在法庭上清楚說明。抑或相

對於過去的傳統工作模式-關懷溫暖的工作樣貌，兒保社工也出現了自我懷疑，

懷疑自己怎麼不能盡力供應案家需求而轉身成為調查工作者/執法者？ 

 

從兒保社工角色本質及工作方法的改變來看社會工作者生存的曖昧環境，兒

保社工變成「風險」控管的角色，需要具有審計風險的能力，甚至建立有效避免

風險的策略。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社工專業不再那麼聚焦於案主以及案主與社會

的關係，轉而成為風險顧問的角色（(Parton,1997，引自王增勇，2005；

Parton,2011；Tony,2007；黃源協，2007）。除此之外，服務對象也較傳統工作

模式不同，過往著重於貧困、弱勢者，但兒童虐待法義上是親職的不適任或不適

法，顯然不僅針對貧困與弱勢，而是以親職能力作為判斷基準。在此條件之下，

服務對象也出現改變，不再侷限中低階級，也不再以社經地位作為劃分，而是擴

及各種階層。是否也是因為這些改變，讓兒保社工的介入處遇不再讓案家開門歡

迎，反而採取強大的火力加以回擊？ 

 

許嘉倪（2001）指出兒保社工帶著公權力的角色進入家庭，卻要協助父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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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親子問題，身兼執法者與協助者的雙重角色，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故當兒保

社工看見這樣的本質差異時，是否感到衝擊且不斷反問自己良善的處遇怎麼會遭

遇如此處境？是否也常常問自己為何還要堅持這份工作？研究者同事曾經說

過，我家人常常問我為什麼只是工作賺錢，要做得那麼卑微，這樣的想法聽在兒

保社工的耳裡，又是否會增加更多矛盾衝擊？ 

 

現今公民意識高漲、公民參與度相對提昇，甚至更精確的說法是當政府是由

民意所組成，政府組織已經走向為民服務、強調管理服務品質的同時，工作對象

擴及不同社會階層的兒少保護工作在面對管教方式多元且適法性解釋尚不明確

（具有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狀況下，兒保社工已經無法逃避因為家庭處遇或適法

性作為卻遭案家提告而涉訟的議題。尤重道（2005）指出公務員執行公務期間，

雖無違法失職，但卻常遭當事人提起刑事告訴，而造成公務員心理上不少負面影

響，甚至影響執行職務之效率。英國實務上，兒保社工也常因為介入家庭調查、

處遇時，導致家長不滿權益遭侵犯而對主管機關提出違反人權訴訟（黃國媛，

2012）。於此，在尊重案家訴訟權（憲法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

權）的同時，社工該如何因應？又該具備什麼樣的軟硬體條件來加以因應？ 

 

美國人道協會 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AHA]指出，兒保社工若想要

免除法庭訴訟，維持專業標準、確保自己遵守所有法律規定並符合社會工作倫理

是最好的因應策略，指出依照機構程序及規定的重要性(引自鄭麗珍，2011)。

Reamer(1994)表明想要預防不當執業及訴訟風險，結合專業技巧及倫理的實務是

最佳策略（引自余漢儀，2000）。然而，兒少保護案件多元且複雜，兒少保護工

作的變動性及多元性都讓兒保社工行使工作裁量權時不再單純，即便符合法律及

機構規定，是否就能免於成為案家訴訟對象?是否低估進入訴訟對兒保社工的影

響以及連帶產生的代價？ 



8 
 

在強調個人化價值的社工專業中，因為注重個人的複雜性及與環境相互影響

所產生的多元效應，要標準化或程序化社工專業實屬困難，更非充滿彈性及多元

價值的社工專業所期待，故若帶著這樣的眼光看待訴訟，會不會成為另外一個落

罪於社工的枷鎖。第一線的兒保社工又如何看待自己即便符合相關規定，仍舊免

不了一場訴訟？在進入法庭大門之後，社工如何調適被告的形象，如何面對家

人、同儕、機構，又如何詮釋跟理解自己與工作的關係？ 

 

Helfer 與 Ruth（1968）指出以信任為工作背景的兒保社工，往往覺得對立

性質的司法程序讓他們感到不快，對於「兒童家庭的真正問題」沒有幫助或幫倒

忙（引自 Cingolani,1984)。研究者從實務中看見因公涉訟的兒保社工在遭遇此

一經驗之後，無論是個人心情、組織環境和社會氛圍的影響，甚至降低了服務熱

情，對於案家及案主是否能「真正提供協助」感到困惑。到底兒保社員因公涉訟

後之心路歷程為何，是本研究之重點，期待透過對於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的理

解，提供實務工作者及組織參考，讓兒保社工不因訴訟而折損。 

http://sw.oxfordjournals.org/search?author1=Judith+Cingolani&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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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從兒保工作本質、工作方法、工作角色至工作對象，都已與傳統工作模式大

相逕庭，倘若堅持傳統工作模式，以溫暖、關懷的角色進入案家，終將面臨許多

衝擊。若又再經歷案家不斷透過訴訟主張自身權益，身歷其中的兒保社工又該如

何自處？社工教育及實務工作中主張與弱勢、缺權族群工作時應強調案主是有能

力有價值的人，強調充權（empower）案主，但當案家透過訴訟主張自我權益、

捍衛自我權益時，社工又如何看待？而當自己成為案主主張權益的對造時，內在

的衝擊矛盾又是什麼？在這樣的關係中，兒保社工又如何重啟或延續與案家的工

作關係？ 

 

兒保社工涉訟除了工作本質與工作對象上的衝擊之外，進入法庭也是另外一

種衝擊。司法本質雖至今未有人做出完整定義，然 Jellinek認為：「法是國家所

施行的，強制歸法之總稱。」（引自林紀東譯，2012）。法具有崇高性、標準性、

必然性、共識性及功能性（蔡漢賢與葉肅科，2002；蔡漢賢與李明政，2006），

強調法具有一定的強制力，若違反就會有所處分，法院裁判便是一種法之宣告。

而且裁判過程講求證據，是非分明、對錯二元，法庭的設置也具有明顯的權力概

念，性質相異於社會工作強調為弱勢發聲，注重事件發展脈絡及人性關懷。兒保

社工進入到這樣的體制中，又是什麼樣的衝擊，如何因應法院攻防？如何在不同

的專業思維中，清楚陳述工作立場？被告的角色是否引起社工被害者的心理感

受？ 

 

劉蕙雯（1998）認為兒保社工真誠的與案家工作卻未能獲得同等的鼓勵或回

饋，將導致兒少保社工工作疲乏。李宜真（2009）研究指出兒保社工除上述反應

外，也會對案主有更多提防、更懂得保護自己或對案主有情感反轉移的現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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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馨（2008）曾針對 738位服務於公部門，且曾在職場遭遇案主暴力的保護性社

工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43%受訪的兒保社工改變了對專業的感受，甚至質疑

自身工作地位及角色，42%受訪的兒保社工改變原有專業工作方法，以安全為首

要工作目標。這樣的反應是否讓兒保社工與自身專業關係產生矛盾、衝擊或變

化？是否有特殊行動以因應該狀況？  

 

當討論到兒保社工因公涉訟時，研究者嘗試與北、中、南不同縣市的兒保社

工進行對話，然而蒐集到的涉訟經驗值並不相同。北部的兒保社工表示自己經常

經歷該狀況，甚至可以於對話中列舉曾聽聞哪些社工因公涉訟，但南部的兒保社

工相對就會表示曾經聽聞，但尚未曾於工作中經歷，多位兒保社工會細數著重疊

的單一經歷。不禁引起研究者思考，是什麼樣的案家會選擇採用訴訟的手段來回

應社工的處遇？是高知識水平、高社經地位、擁有較多資源者或是有能力與兒保

社工在法庭中透過論述較勁權力大小的人？兒保社工置身其中是否感受到權力

的流動？而面對這樣的流動，又發展出什麼樣的能力加以因應？還是會尋找什麼

樣的資源來介入提升自我權力，以平衡與案家間的權力失衡狀況？  

 

本研究期待透過對於兒保社工經歷涉訟事件經驗累積更多實務資料，目的如

下： 

一、 瞭解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 

二、 瞭解現有體制（含司法體制及社政體制）對於兒保社工因公涉訟時所提

供之協助。 

三、 兒保社工於涉訟歷程的倡導經驗。 

 

除了上述目的，本研究期待透過以兒保社工為主體找到其對該事件的詮釋與

定位，更進一步透過對話過程，探討受訪兒保社工對於兒保工作本質的探討。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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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初探性研究累積第一線兒保社工的經驗，做為未來兒保相關政策制訂之參考，

同時也做為社工教育單位教育與訓練，提升兒保社工實務能力。 

 

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 兒保社工如何因應因公涉訟的法庭經驗？ 

國際人權意識高漲，甫以政府角色及工作樣貌及本質的轉變，而使兒保社工

面臨到執行公權力卻遭案家以訴訟加以回應的情境，即便過程中兒保社工未有不

當執業（malpractice)，案家仍舊會以維護個人權益而對兒保社工提起告訴。置

身法庭之中，兒保社工如何看待自身因公涉訟經驗？又如何因應該法庭經驗？ 

 

二、 服務之機構或組織提供兒保社工哪些因公涉訟所需之協助？ 

訴訟分為不同歷程，從得知遭案家提告、接獲法院傳票、出庭偵訊到接獲判

決書信，每個階段兒保社工需要為自己準備什麼樣的配套以利出庭？美國備有律

師與兒保社工討論可能面臨的困境並代為擬稿及出庭（黃國媛，2012；鄭麗珍，

2011）。我國有公務人員保障法，於公務員因公涉訟時提供律師服務或相關費用

補助，但實際各種政治考量都可能影響機構之協助意願（李易璋，2013）。兒保

社工置身其中是否知悉並運用過相關協助（司法及檢警體制、法規層面、機構組

織、社工工會或勞動組織等）？每個階段是否有不同的因應策略及配套需求？在

各階段中又經歷何種來自科層或組織之助、阻力？  

 

三、 在訴訟過程中兒保社工又如何達到自我倡導的目標？ 

檢視英、美、日多數國家兒保法制，兒少保護工作幾乎皆係由法院啟動，兒

保社工配合調查，此制度為兒保社工形成第一道保護屏障，接著若因保護兒童而

需進行相關權利訴訟，兒保社工係以證人身份出庭，更為兒保社工建立第二道屏

障，最後若家長對於自身權益受到侵害而欲提起告訴，也是以主管機關為告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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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陳伊盈，2013；黃國媛，2012；鄭麗珍，2011）。在此層層屏障下，兒保社

工不會被推上第一火線，反觀我國體制卻是讓兒保社工在最前線，置身其中的兒

保社工是否意識自身權益與體制或組織所供給的有所不同？當覺察到這些不同

時，置身其中的兒保社工又如何為自己發聲？有哪些行動以捍衛自己的權益？過

程中是否有些左右為難或矛盾的情緒？這些情緒的內涵為何？ 

 

倡導(advocacy)是社會工作的一環，兒保社工被教育應該要透過許多工作策

略以提升案主的權利感受，覺察環境的壓迫，以民主的方式發展出行動策略，以

改善壓迫的情境。反之，當兒保社工意識到自己所需之權利並非現有體制可以供

應時，如何在過程中自我充權並倡導？行動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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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主要探討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的經驗及其因應策略。然而兒保社工因公

涉訟種類繁多，參酌本研究目的，予以定義如下。 

一、 誰對兒保社工提告？ 

本研究嘗試瞭解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主要是因為兒保社工因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權法) 及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下簡稱家暴法）而

介入家庭提供法律上所規定之處遇。該處遇過程中，兒保社工除針對案主提供保

護服務外，仍可能因為兒權法 64條規定對案父母也進行處遇計畫及親職教育。

然而該舉動卻容易引起擁有親權監護人的不滿，認為社工介入處遇不當、違法或

侵害其權利，而對兒保社工提起告訴，雙方因為訴訟對簿公堂。 

 

二、 兒保社工被告什麼？ 

上述提及案父母極可能因為兒保社工介入而對兒保社工提起告訴，依照台灣

法制目前訴訟可分為民事及刑事告訴，由於民事告訴對當事人權益影響較小，即

便成立也僅進行民事賠償即可，非屬本為討論對象。本文係以案主監護人或主要

照顧者對兒保社工提起刑事告訴為主，該告訴由檢察官開庭偵查，裁判結果可分

為起訴或不起訴。若經起訴或罪刑確立將會對兒保社工有所處分，影響兒保社工

身份權益甚鉅，故本研究主要針對案主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對兒保社工提起刑事

告訴為主。 

 

三、 因公涉訟現行規範 

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2條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

其服務機關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助」。依照該法第三項規定另

定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補助辦法，於該法第 5 條第一項中指出：「本法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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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涉訟，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同法第二項

更進一步清楚定義，訴訟狀態：「前項所稱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指在民事

訴訟為原告、被告或參加人；在刑事訴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同法第 6條指出延聘律師可提供之協助：「延聘律師為公務人員辯護及提

供法律上之協助，指延聘律師為公務人員提供法律諮詢、文書代撰、代理訴訟、

辯護、交涉協商及其他法律事務上之必要服務」。 

 

 「高雄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維護要點」、「新北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

人身安全維護處理要點」中規定協助因公涉訟兒保社工延聘律師或提供律師費用

補助，要點中提供之協助與法律已係重疊，未能提供兒保社工更多協助。其餘草

案部分「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自治條例草案」第 8條亦指出可提供律師

服務，而王育敏立委「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條例草案」第 16條針對社工人身

安全受威脅時雇主需提供相關協助。 

 

 除法律方面的規定外，2013年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績效考核中亦將「保

護性社工因公遭遇身心創傷、威脅或壓力，機關是否提供相關保護及支持

性措施」納入評分標準中，透過對於各縣市的評鑑措施檢視各縣市對於兒保社

工人身安全之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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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首先，介紹兒少保護工作歷史發展，瞭解國內外兒少保護工作的進展與樣

貌，及其如何受到國際發展趨勢影響；其次，詳述目前國內兒少保工作的態樣；

最後，比較英、美兒少保體制與台灣體制之差異性。 

 

第一節 兒少保護工作之歷史脈絡 

美國加州刑法及聯合國國際兒童公約定義兒童為十八歲以下之人（高鳳仙，

2006），現階段我國法律也清楚的將兒童少年定義為十八歲以下族群，且兒權法

中更揭示對兒童及少年的保護措施，強調任何人皆不可惡待兒童(child 

maltreatment)（余漢儀，1996a）。當研究者嘗試追溯歷史上對於兒童及少年的

看法及對待方式時，才發現歷史並非如此。從我們所熟知的童工、奴隸、甚至中

國的童養媳，其中所包含的意義為：孩子就是父母的財產，並未將兒童少年視為

一權利個體。不打不成器、賣掉孩子變換家計所需現金（或物資）等觀念在過往

的歷史中非為不當行徑，更不會有政府站出來阻止這樣的行為。換言之，即使有

殘酷對待兒童的行為，也不表示社會就會譴責這樣的行為（余漢儀，1996b），

殺嬰行為更從未被視為法律問題。 

 

強調孩子是物品的想法，到底是如何逐漸發展為當前將孩子視為單一個體、

且強調兒童人權，國家又怎麼從社會救濟、補充式福利角色轉變成現今公權力介

入、具保護性的角色。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眼光，國際間趨勢或國內政治更迭都

影響著兒童少年在社會中、家庭中的定位，故本章節嘗試先從國際兒童保護性業

務發展的脈絡討論起，接續討論國內的兒保工作發展脈絡讓我們一起探究這些變

化與歷程。（M.E. Helfer;R.S. Kempe;R.D. Krugman,1999；余漢儀，1996a，



16 
 

1996b；林萬億，2002） 

 

一、 國際兒保工作發展脈絡 

（一）第一波兒童保護運動以前 

    兒童保護工作到底應該追溯到幾世紀以前才算精準，各方說法不一。 

Radhill(1968)嘗試從中古世討論起，指出彼時若有婦女壓死孩子就需要前往教

會告解，由教會扮演禁止傷害兒童行為（包括燙死、壓死、溺死及照顧不當致死）

之宣導角色。直到十三世紀國家才開始重視該問題，Winchester法條及法庭對

於導致兒童死亡之人具懲罰措施，略現兒童保護雛形（CCF兒童福利叢書編譯小

組譯，1968），政府嘗試具體化兒童保護角色。 

 

    歷經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童工的運用（張淳涵，2008）衍生剝削、虐待等情

事，甚至出現雛妓問題，英國政府開始正視該問題，制訂相關法律加以因應：1802

年制定「學徒健康及道德法」（Act of Health and Morals of Apprentices，

1802）是世界第一個工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定學徒每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十二小

時，並禁止學徒上夜班。1819年制定「工廠法」（The Factory Act）。1833年

制定「工廠法修正」（Factory Act），禁止僱用九歲到十三歲童工，並對工時

有嚴格規定且必須接受義務教育（張淳涵，2008）。政府開始正視兒童工作權益

並規定所有兒童都必須接受義務教育，將兒童權益及照顧議題法制化。 

 

（二）第一波兒童保護運動 

    十八世紀起，許多攸關社會正義的改革運動在美國展開，其中以兒保運動最

有進展，肇因於1875年的Mary Ellen Wilson事件。Mary Ellen Wilson出生於1864

年的紐約市，母親因為工作因素將Mary送往寄宿家庭，輾轉由Connolly家人照

顧，鄰居經常聽聞Mary哭聲，經由宣道會的貧民訪問者Etta Angell Wheeler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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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發現Mary遭鐵鍊鎖著，經常挨餓並遭毒打，外表骯髒瘦弱、穿著破舊、衣衫襤

褸、手臂及腿部有明顯瘀青與傷痕，於是走訪「動物虐待預防會社」Henry Bergh

理事長，請其以動物保護的視角來幫助拯救Mary，後由法院依據「人身保護法」

（the Habeas Corpus Act)第65條規定立即發佈一項命令，由法院取得Mary的親

職管轄權。當時，因為媒體競相報導，提升民眾的兒童保護意識，啟發各機構組

織倡導通過援救及保護兒童的法律（余漢儀，1996a；周嘉鈴，2014；陳柏媜，

2008；鄭麗珍譯，2011）。 

 

Mary事件的影響即是溯及十七世紀，政府並沒有建置一個專責的司法系統來

協助被虐待及疏忽的兒童們，但經過Mary事件後，開始有家外安置(out-of-home 

placement)措施，也促使社區開始回應兒童安置的困境（鄭麗珍譯，2011），略

現目前家外安置雛形。但並不表示社會上已經接受政府將觸角深入家庭，彼時社

會還是強調父母親權，給予父母孩子管教及責罰的權利（余漢儀，1996b），家

庭的界線仍舊清楚的被政府「尊重」。 

 

    二十世紀初期，羅斯福總統在1909年於白宮召開首度兒童福利會議，宣示關

心弱勢兒童，1912年聯邦政府成立兒童局，正視介入兒童福利領域。1920年，美

國約莫有250個人道協會投入兒童保護工作，透過法院命令提供資源給需要的家

庭以保護受虐兒童。1930年白宮再度召開兒童福利會議，關心兒童的健康及保護

議題，並於1935年的「社會安全法」中加入兒童保護條文（鄭麗珍譯，2011），

國家法律開始正視兒童保護議題。 

 

（三）醞釀期 

1920 到 1960間，即第一波兒童保護運動到第二波兒童保護運動之間，兒童

保護沈寂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該段期間各界議論紛紛：「到底該由誰來作兒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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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作？而它的功能應該是什麼？」。甚至有人提議：政府應該進行兒保工作，

而後續的親職輔導則由民間單位進行，具有目前台灣兒童保護工作的影子。然而

這在當時也僅淪為討論，沒有真正的決議，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到社福預

算及社會對社會問題的重視程度，兒童保護工作於此時逐漸削弱，政府坦言只能

從事一般婦幼工作，兒保運動因而沈寂了將近四十年。（余漢儀，1996a，1996b） 

 

（四）第二波兒童保護運動 

    兒童保護不僅止於法律工作，很多時候都需要透過醫療團隊協助診斷確認兒

童受虐，故從1925年醫療界也開始關心兒童虐待議題。Dr. John Caffey是最早

致力於醫療中兒童虐待議題的人，將多重挫傷與外力加以連結，但沒有足夠證據

顯示是惡意虐待所致。直到1951年到1958年Kempe博士與其同僚研究兒童被虐造

成的各種挫傷，將此與虐待加以連結，於1962年首創「受虐兒童症候群」(battered 

child syndrome)；1951年Asher也研究出替代性孟橋生症候群(Munchausen's

Syndrome)；醫療界的這些發展讓外界更關注於兒童虐待事件。（王明仁、彭淑

華、孫彰良，2008；余漢儀，1996a；周嘉鈴，2014；陳柏媜，2008） 

 

政府兒童局也開始提供經費供醫療研究， AHA也加入各種調查研究，相關的

文章不斷發佈。1957年瑞典及1966年英國受到該風潮影響，逐漸重視兒童虐待議

題（王明仁等人，2008；余漢儀，1996a；陳柏媜，2008）。既然受虐兒童症候

群被視為醫療議題，其處理方式便與一般疾病防治無異。為控制疫情發展，通報

系統(reporting system)理所當然成為防疫及兒童保護策略，故於1962年制訂兒

童保護通報法範例(Model Reporting Law)供各州政府立法參考。1966年美國49

個州政府通過責任通報制度，舉凡與兒童工作相關的專業人員都有責任向政府社

福部門通報兒童受虐或疏忽事件（余漢儀，1996a；鄭麗珍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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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階段可以說是由醫療主導的兒保運動，政府以立法來加以回應，各州也因

為以通報法來回應兒童虐待成本不高，而於1963到1967年間有大量州立法通過。

回顧該階段的通報法，最主要是將兒童虐待現象作狹隘的界定，再提供簡單的解

決方式－鼓勵醫師通報身體虐待疑似案例，並沒有顧及後續服務（follow-up 

service）（余漢儀，1996a）。Giovannoni(1989)指出通報法的三個目的：促發

調查行動、建立單一登錄系統，避免犯罪者帶著受傷的孩子有「逛醫院」的情形、

累積兒虐發生的統計資料。 

 

1974年，國會終於認定兒童虐待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通過第93-247號公法，

又稱「兒童虐待防治法」（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

簡稱CAPTA）。然而法令雖然順應社會局勢而立，卻引起當時社會許多討論，沒

有事實根據的通報引起了許多爭議，討論最多的即是政府公權力過度介入家庭自

主權及隱私權（Giovannoni,1989；余漢儀，1996a）。所幸因為該階段起草於醫

療模式，將施虐者父母視為發瘋、不正常，兒童虐待是個別成人虐待兒童的暴力

現象，該說法避開了家庭內權力不對等的討論，更不質疑父母對孩子的管教行

為，才會同時獲得保守及自由兩派人士的支持，讓政府的資源得以介入。 

 

第一波兒保運動強調將受暴的兒童「拯救」（child rescue）出來，置於監

管的環境，並懲罰施虐者達到嚇阻作用，所採用的判斷標準都是主流社會的價

值；第二波兒保運動也同樣將受暴兒童移出家庭，以「治療」有「病」的施虐者，

兩波兒保運動都具有社會控制的本質。唯獨第一波兒保運動仍具有中古世紀以懲

罰施虐者為重點的觀念，但第二波兒保運動則開始具有治療的觀念。家庭治療的

雛形於焉產生，並於90年代迅速發展出符合社會需求及經濟需求的家庭維繫、家

庭重整等相關家庭處遇方針，讓保護工作不是只針對受虐兒童，而是以家庭觀

點、系統的觀點介入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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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本質－社會控制相同之外，工作方向及工作假設已有部分差異。相

對於第一波兒保運動，將兒童虐待視為個人道德議題，第二波兒保運動則強調醫

療性的、不分階級的個人偏差行為導致虐待兒童行為，與彼時社會工作理論及心

理理論背景相合，並未發展到鉅視的社會結構議題之上（周嘉鈴，2014）。雖然

遺憾，但已經可以看出跨階級的概念，不再將虐待聚焦於低下階層，這樣的眼光

有助於後續的兒少保護社會工作的發展。（余漢儀，1996a，1996b） 

 

（六）廿世紀新趨勢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訂定起源於 1959 年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宣言(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和 1924年國際聯盟所通過的兒童權

利宣言（日內瓦宣言），並於 1989年 11月 20日通過實施。此公約於 1990年 9

月 2日正式生效，成為一項國際法，並定每年 11月 20日為「國際兒童人權日」，

強調兒童也能享有各項權利與自由（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2002；周嘉鈴，

2014；陳隆志，廖福特，2003）。該公約將兒童視為個體，定位為具有人權的主

體，已經是國際間的趨勢，大大宣示國際間對兒童的看待已經不再是父母私有或

父母的財產(Parton,2011)，態度與視野與中古世紀相去甚遠。 

 

二、 國內兒保工作發展脈絡 

    國內兒保工作發展各家學者見解不一，余漢儀（1996a）從民國開始談起，

林萬億（2002，2006）及彭淑華（2011）將歷史往前推至日據時代來做討論。李

燕俐（2005）將時間往前拉長至清朝兒童福利發展透過福利的狀況透視執政者兒

童保護的觀點。 

 

研究者認為清朝時已開始針對失依兒童提供官方收養機構，略具目前兒少保

護工作意識及雛形。故嘗試從清朝開始討論，整理國內兒少福利發展狀況，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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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國內兒保工作的發展脈絡，進而理解官方或國家所持態度有何轉變？該轉變

與國際的趨勢是否雷同？ 

 

（一）清朝時期 

    1684 年，在台南知縣、鳳山知縣及諸羅縣知縣的倡議下，針對「貧困無親

屬可依之鰥寡孤獨及廢篤之人」在台南、鳳山及嘉義設立了三所養濟院，為台灣

養濟院制度之始（李燕俐，2005；林萬億，2006）。除了養濟院，清至末期，台

灣的濟貧事業只要是以「官方倡辦，民間捐助」的方式，針對兒童部分設置了「育

嬰堂」（又稱養生堂，創於 1850年）（林萬億，1994）。分別有民營、官營及

官民合營等經營方式（李燕俐，2005；林萬億，2006）。 

 

依此制度，官方與民間已經共同協力處理兒童議題，針對議題仍停留在兒童

養育及避免溺嬰。至於進一步的兒童保護措施或預防虐待的議題在該朝代並非施

政重點。而提供的兒童福利也強調需在家庭無力扶養的狀況下，才加以協助，並

有一定的年限或資格限制，非普及式的提供家庭協助，強調家庭主義及維持基本

照顧之意識濃厚。此時國家與家長間呈現一種契約關係，不涉及親權及權力的討

論，與現今委託安置、寄養服務頗為雷同。此外，若父母因為處罰過當導致兒童

受傷或致死，倘其係出於處罰真意，官府也不會追究。顯見政府對於家長權威的

保護，也強調家族具有任何處置兒童的權力（李燕俐，2005）。 

 

（二）日據時代 

    日本接管台灣之後，於 1920年代施行同化政策，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

響，開始關注兒童及產婦保健。1920成立兒童保護委員會，1926年更在日本境

內辦理「全國兒童保護大會」審議了嬰兒保護、育兒事業、精神薄弱兒保護教養、

徹底普及不良兒童保護、幼兒保護、徹底保護學齡兒童就學等事項，並設立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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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制訂兒童扶助相關法制及並研究兒童保護，逐漸建立了「福利工作」的雛

形（林萬億，1994）。 

 

雖因為日本殖民引入兒保觀念，並非全面落實，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控六

二一號判例：「養女未與養親脫離親子關係，即使受凌辱，未得為戶主之養父的

同意，不得任意選定住居拒絕同居。」顯見法院仍傾向家庭管教權威，國家公權

力並未介入。直到 1918年大正七年控六０八號法院判例：「媳婦仔屢遭養母毆

打至需治療十日之傷害，超過親權人所有之懲戒權，當然足夠成虐待之裁判離婚

事由。」（李燕俐，2005）。公權力逐漸彰顯，開始介入家庭，然而雖然法院在

判決上已經因為受到國際潮流而開始有人權及兒童權利的概念，但這樣的看法其

實是立基於戰爭需要大量人力因應，並非真心的將兒童視為有權力的個體而需要

國家保護，兒少保護的政策停留在宣誓階段。 

 

（三）戰後台灣 

    戰後福利資源部分，國民政府沒有太多經費照顧弱勢族群，兒童及少年福利

是以救濟型態出現，直到 1962年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簽訂「社會服務計畫」，

加入了聯合國的力量（彭淑華，2011）。但該資源於退出聯合國同時便遭切斷，

兒童福利及照顧部分開始轉而依賴民間團體，尤其是外國教會，例如：基督教兒

童福利基金會 China's Children Fund【CCF】在彼時貢獻良多。  

 

    該階段社會福利政策主要以國民黨的政策綱領為主導。1947憲法公佈，制

訂了數條與兒童相關的條文，其中第一百五十六條提及「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

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1954年「民生主義育樂

兩篇補述」宣示「城市自治政府與鄉村自治團體必須籌辦兒童教養院、托兒所、

兒童保健院等兒童福利事業」；內政部成立「兒童福利政策及其設施標準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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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針對兒童的營養、保育、扶助與保護等提出「兒童福利政策草案」（李燕俐，

2005）。從政策方向來看，該階段尚未納入兒童保護的概念，以普及式的兒童福

利及救助式的福利發展為主軸。 

 

1970 年，台灣地區召開遷台後第一次全國兒童及少年福利會議，舉辦「全

國兒童少年發展研討會議」，研訂「中華民國兒童少年發展方案綱要」，並組成

「中華民國兒童少年發展策進委員會」以推動該方案之實施。其中對於凌虐兒童

或傷害兒童等行為建議處罰施虐者，以達嚇阻作用，而家庭部分則是強調父母具

有管教及監督權責，具有保護兒童少年之責任（丁碧雲，1975；林萬億，2006；

彭淑華，2011），政府則是在父母不能或不足夠時才提供協助，兒童指導所的兒

保社工會給予父母許多親職教育與「治療」，具有家庭為兒童最佳成長處所之意

識型態。 

 

1973年，制訂了兒童福利法，正式開啟台灣地區制度化之兒童福利，惟有關

受虐及兒童疏忽的議題仍未受到重視，故對兒童保護之具體制度化作法著墨有限

（彭淑華，2011）。直至1987年，兒童福利於支持性及保護性服務方面才開始大

力發展，保護性服務成為社會與執政者重視的議題，更積極的進一步將保護性工

作介入家庭的持續法制化（李燕俐，2005）。1989年少年福利法中針對受虐案件

「監護權停止」可直接由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少福機構向法院聲請，政府對於兒

少及家長的親權變更已經傾向法制化，委託社工代為執行，兒保社工社會控制的

角色在此時默默展現。 

 

1988年，CCF蒐集了兒虐案件，辦理了「台灣地區兒童虐待研討會」，致力

宣導兒童虐待及疏忽並引進相關知識，期待設立兒童保護專線（余漢儀，1996a）。

台北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接續開始受理兒童受虐案件，隔年1月臺北市兒保專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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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同年9月台灣省及各縣市全面設置兒童保護專線電話，1995年省政府委託台

灣世界展望會開辦了24小時全天候的「兒童少年保護熱線中心」，單一窗口統一

受理通報案件。兒童受虐及疏忽已經引起社會工作界關注，實務界積極回應兒童

保護需求，連安置機構也擺脫過去救濟色彩，轉而受理受虐兒童緊急安置工作（彭

淑華，2011）。 

 

實務的速度，讓法制也需加速回應，故於1993年修訂兒童福利法，參考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部分修正條文，就強制通報、安置保護、獨立告訴、監護權

異動，給予主管機關更多介入權力，積極保護兒童免於受虐。1994年的「社會福

利政策綱領暨實施方案」開始強調政府對於兒童及其父母都應提供相關的服務以

促進家庭功能，公權力介入家庭，政策的轉向清晰可見。政府將各地方的執行權

力行政委託給正式編制之兒保社工，由兒保社工代為執行公權力，這種藉由兒保

社工體系與警察體系介入家庭內虐待兒童現象的制度變革，逐漸模糊了傳統的家

庭與國家間的界線，並突顯出兒童權益的重要性，掃除兒童繫屬於父母財產觀念。 

 

1995年公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1998年制訂家庭暴力防治法，

隔年內政部頒佈警察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2000年「社會福

利白皮書－社福新願景」出爐，200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合併，後於2008年、2010

至2013年逐年修訂，並更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政府對於兒童

保護及照顧的角色愈加重視，逐漸完備相關立法，提供了更積極的福利服務。（李

佩玲，2009；李燕俐，2005；余漢儀，1996a；林萬億，2006；郭靜晃，2009；

彭淑華，2011；蔡漢賢、葉肅科，2002）。置身其中的國家執行公權力的手腳－

兒保社工更從原本慈善關懷的角色脫離，開始扮演公權力中監視父母親權、確認

兒童少年完整受照顧情事的官方角色。保護體制中的司法程序讓兒保社工必須往

執法者、調查者的位置移動（楊稚慧，2011），角色及工作方法已經隨兒少工作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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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的腳步產生變化。 

 

三、 從兒童福利觀點探析兒童保護意識型態 

從上討論中略可探知兒童福利發展的脈絡及趨勢，國內外因為福利擴散的關

係多有雷同之處，眾多文獻（陳晉杰，2002；彭淑華，2011；蔡漢賢、葉肅科，

2002）整理 Harding(1997)對於國家對兒童福利介入的姿態及觀點，研究者嘗試

從是類兒童福利觀點中挖掘出台灣兒童保護的意識型態，並理解不同階段的發展

脈絡及相關趨勢。 

（一） 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 

緣於十九世紀，但在二十世紀仍被廣泛的採用。該觀點強調家庭與政府角色的

分立，並且國家應遵守兩項基本原則：(1)對家庭的干預減至最低；(2)父母養育子

女的方式有充分的決定權，係指政府應盡量減少扮演照顧兒童的角色，尊重雙親與

孩子關係的隱私性與神聖性。政府只有在兒童福利受到相當危害的情況下，公權力

才可以介入。從清朝至日據時代，政府多採該觀點來看待家庭，認為家庭是私領域，

不輕易挑戰父母親權，除非家庭有困難需要政府協助，否則不輕易介入，更遑論設

置兒保社工提供家庭相關協助。 

 

（二） 國家干涉主義(State paternalism) 

該觀點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政府介入福利事務有密切的關聯。該主義係

指政府應主動積極介入家庭事務，避免兒童遭受不適當的照顧，在兒童福祉為優先

考量的前提下，國家介入兒童保護與照顧是適當的。因此，當親生父母無法妥當照

顧兒童時，高品質的替代性照顧(substitute care)是絕對必要的，也就是說若父母

無法提供適當的照顧，則父母親權由國家強制收回，透過立法與國家法權來積極保

障兒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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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傳統觀點（Neo traditional view）又稱家庭與雙親權益(The birth 

family and parents' rights) 

該觀點與二次大戰後福利國家的擴展有密切的關係。強調原生家庭對於雙親與

兒童相當重要，同時此種親子關係應盡量被維繫，因為原生家庭是兒童成長、養育、

發展的最佳場所，專業人員的照顧、替代性的照顧應該是最後一種選擇。即使因特

殊原因使得父母親須與子女分開，仍應盡量加強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聯繫。 

政府的角色是在支持家庭，保護與維繫家庭的發展。政府應將重點放置在較易

引起兒童照顧問題的現象或家庭，因為不適當的兒童照顧主要源自於自身無法控制

的外在環境所致。而這樣的環境與社會剝奪或是壓力有關，政府應降低剝奪與壓力，

針對不同對象的特徵與需求，提供照顧兒童方案與服務支持並維繫、重塑家庭功能。 

該觀點於兒福法制訂之前政府觀點極為類似，認為家長具有照顧兒少責任與義

務，家庭是兒少最佳生長地點，若非危急不隨意將兒童少年移出家庭。而兒保社工

提供的協助主要在提升家長親職技巧而非處分家長，兒保社工應該柔性的、溫暖的

接近需要幫助的家庭，以縮短其親職不恰當時程。 

 

（四） 解放觀點（liberationist view）又稱兒童的權利與自由(Children's 

rights and child liberation) 

此觀點強調尊重孩子的自主性，認為兒童如同大人般，為一獨立個體，其觀點

與想法應受尊重與肯定。因此，透過法律與政策來保護兒童，保障兒童的權益，賦

予兒童較多的權益與自由，並表達自身的感受與看法是此觀點的基本共識。 

該階段較接近國際間兒童權利公約制訂且推動，台灣為響應國際而開始有此觀

點。該觀點認為兒童為權利個體，具有福利權、參與權、特別權（葉肅科，2002），

透過法令正視兒童權力，並委託兒保社工扮演兒童權利維護者，以執法者姿態出現

於家庭私領域之中，糾正、勸誡或禁止父母對兒童為不當行為。由此父母成為施虐

者，社工不再僅是柔性關懷與勸導，而具有強制處分與剝奪親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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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資料的討論，可以看見中古世紀到十九世紀，因為父權思維，不僅

孩子是家庭財產，更將兒童少年照顧責任歸屬於母性。若兒童少年受到不當對

待，就需要處罰母親，因為母親失職才會讓兒童少年受傷害。體制中給予家庭許

多管教權，除非孩子嚴重受虐待，否則都只是管教範疇。直到兒保運動開始，社

會環境開始反思檢討兒童虐待的議題，但仍免不了家庭觀念的枷鎖。漸漸的，通

報機制讓政府角色逐漸出土，政府成為捍衛受虐兒少的第一防線，拯救的行為相

對重要。 

 

 直到世界大戰，福利不再無限擴張，政府有其他更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家庭

權力再度回歸父母。只是政府並沒有放棄監督的角色，從捍衛父權的傳統角色轉

變為強調維護個人權益的新興模式（李立如，2003），並強調進行保護性工作的

同時也強調家庭需要治療，「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或「以家庭為基礎的服務」

的概念於焉成形（周月清，2001；周清玉、曾冠鈞，2011；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彭淑華，2006）。政府立場係認為若提供少部分資源卻可以支

持家庭復原，並持續照顧兒童少年，是相當具有價值的，是故就在這樣的脈絡下

發展出許多家庭處遇計畫、方案。近期，因為政府能投入資源有限，從風險的角

度處理兒保案件也開始逐漸發展。這是兒童保護在國際間明顯可見的發展脈絡，

各國間雖然步調不甚一致，但大致皆可符合這樣的程序及眼光、政策前進。  

 

    從上述的內容中，清楚看見兒少保護在各個層面的改變，兒童福利已經不再

是單純的人道主義的議題，世界潮流、國際趨勢已經將對兒童福利的目標聚焦於

對維護每位兒童的權益（郭靜晃，2009）。不僅國外，反觀台灣的兒童保護工作

也因為國際潮流、全球化的影響而出現了本質上的改變，從自由放任主義，政府

將兒少照顧責任歸家庭所有，不強調政府角色，僅政策性宣誓，未有積極配套措

施，直到民間力量紛紛加入倡導。政府已經無法推諉其責任，更不能拒絕正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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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權益，逐漸立法保護兒少，觀點轉換成新傳統觀點。之後更因為國際趨勢影響

而採兒童權利與自由觀點，強調政府保護及規範父母照顧職責的立場。 

 

 李立如（2003）認為國家不僅角色轉變，在家事相關法條上也有逐漸公法化

（即對身份行為的監控加入了國家的控制角色）的現象。兒保社工也因為接受政

府委託而成為執法者及社會控制角色，從歷史的脈絡上來看即可清楚理解到為何

台灣兒童保護以現今的樣貌出現，公權力的介入充滿了歷史的意涵，也是一種必

然的發展。 

 

整體而言，清朝政府對於民間的需求能提供回應式的「恩賜」，一種由上而

下的父權式供應，看不見兒童保護的樣貌，更遑論立法或政策。日本政府，雖然

開始思考台灣適合什麼樣的兒童福利或照顧，也確實因為日本本島受到國外潮流

的影響而將此影響擴散至殖民地的台灣，但並非所有有利的制度都可以在台灣深

耕、發展，很多制度性的政策還是具有殖民地次等福利的意味，保護兒童的目的

以保全國家為要。 

 

直到國民政府，思維逐漸改變，外國的潮流跟許多民間團體的組成、施壓，

甚至台灣的國際上的挫折或國內經濟發展狀況，推動了兒童保護法制化，並設置

相關配套以實施兒童保護，國家公權力介入家庭的決心已無法撼動（周嘉鈴，

2014）。政府積極且有意識的建立起一批社工員扮演執行公權力、捍衛兒童等社

會控制角色，透過法令的執行要求家長配合國家對於兒少照顧的理想模型。這樣

的工作模式讓兒保社工開始與一般性社工分化，不再以慈善供應、同理陪伴溫暖

照顧為主要工作內容，轉化為調查跟監視家長是否符合國家的照顧模型、強制剝

奪家長親權等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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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歷史發展看來，不僅意識型態改變，國家介入家庭照顧的角色改

變，連國家照顧的策略也從歷史發展脈絡中看見改變，顯然已經在本質上出現變

異。現今討論的兒童保護已經與清朝兒童保護觀念相去甚遠，國家介入的姿態及

執行方法也從過往的柔性勸導、諮詢關懷轉換成警察國家的姿態（蔡宏進等，

2007），以強制力及處罰為手段，改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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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兒少保護工作樣態 

 

    防治暴力工作法制化的意識型態乃順應國際潮流而生，兒童少年保護工作因

應法制化而出現工作角色變化，相對人或加害人的稱呼取代了兒保社工對案父母

的稱謂，工作方法也因為一種出自於對被害人的保護及對加害人的處罰或糾正的

觀念，而採取不同的處遇策略，專業關係更因此變得微妙。本節將嘗試瞭解兒童

及少年保護工作發展至今，現有的兒保工作樣態為何？中央衛生福利部現行對各

縣市兒少保護業務主管機關的指導或工作期待又是什麼？透過文獻的探討進一

步瞭解目前國家對於兒少保護工作的策略方向。 

 

一、 工作信念及服務樣態 

兒權法第一條即明言：「為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保障其權益，增

進其福利，特制定本法。」第五條第二項更指出：「兒童及少年之權益受到不法

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原內政部兒童局（2006，2013 年組織

改造併入衛生福利部）指出該法條的內涵強調國家有責任介入保護兒童及少年免

於遭受不當對待的傷害及恐懼，針對法條內涵精義列出以下兒少保護行動應立基

的基本信念與價值： 

（一）每一個孩子都有權利獲得足夠的教養與管教，並免於虐待、疏忽與剝削的

恐懼。 

（二）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有一個安全而永久的家庭。 

（三）家長是其子女主要的照顧者與資源提供者。 

（四）不論家庭的類型，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有其獨特的價值、品行與尊嚴。 

（五）最適合孩子成長的處所是能夠提供孩子終生安全與幸福關係的家庭。 

（六）大部分的家長其實都是有誠意、也有意願扮演良好的親職角色。 

（七）遭遇困難的家長若經過協助，大部分都可以扮演良好的親職角色，社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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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責任提供家長所需的服務，來幫助他們達到改變的目的。 

（八）如果家長沒有能力、沒有意願克盡其親職義務，為了孩子最佳利益，社會

有權利與義務直接介入家庭以保護孩子的安全福祉。 

 

    對兒童少年服務的基本信念的理解，應立基於Kadushin及Martin(1988)對於

兒童福利服務所做的分類討論，二者在其《兒童福利》書中以家庭系統互動之目

的及父母之角色功能理論為主，將兒童福利服務分為三類：支持性服務、補充性

服務及替代性服務，林勝義（2002）、蔡漢賢及葉肅科（2002）考量兒童福利實

際運作狀況，增加了保護性服務，內容簡述如下（郭靜晃，2009）： 

（一） 支持性服務 

 兒童所處家庭可能因社會變遷而呈現壓力狀態，雖其結構完整，但不及時

因應家庭危機，可能導致家庭產生變數，進而影響兒童。因此，及時提供支持性

服務，可充權增能（empower)家庭功能，係一種以家庭為本位的服務（home-based 

programs）。 

 

（二） 補充性服務 

 父母親職角色不適當的執行，將嚴重的傷害親子關係，但總結評估家庭結

構係可透過適當的協助而強化，且子女仍能繼續生活在家庭中，而不會再度受到

傷害，故從家庭系統之外給予補充性的服務。 

 

（三） 替代性服務 

 兒童福利服務工作的最後一道防線，當子女陷於反常危機情境或家庭功

能、親子關係嚴重喪失，以致兒童不適宜繼續生活在原生家庭，需要短暫或永久

解除親子關係時，兒童福利服務工作者於考量兒童生存及需求滿足之時，認為需

將兒童安排到替代性的居住場所作為一種短期或永久性的安置及教養。該安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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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係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必要時，政府透過法令之宣告，剝奪父母之監

護權。 

 

（四） 保護性服務 

 針對受虐或被疏忽，不全然是由於家庭未能發揮養育和照顧的功能，有時

也可能是家庭之外的傷害所造成，故而其處遇方式必須依問題根源、案情輕重及

兒童利益，採取不同層級的保護服務，以達到復健或預防的目標。該類別跳脫上

述分類，係由角色理論或家庭功能理論對兒童福利所做之分類。 

 

    討論兒童福利的分類將有助於我們釐清上述衛生福利部所定出來的兒少保

護工作的基本信念及價值：家庭功能仍然是兒少保護工作尊重及照顧兒童少年的

第一道防線。唯獨家庭已經無法因應危機或照顧兒童的狀況下，政府才予以介

入。但介入也不代表立刻將兒童少年移出家庭，仍須先提供相關資源及服務，上

述協助都無法改善後，才能站在兒童及少年的最佳利益上做替代性或保護性服

務。此與兒童權利宣言所提出之兒童福利十大原則中：除了特殊情形外，不應讓

幼童與其母親分離，而社會及政府當局對於無家庭或未獲適當贍養之兒童，亦負

有特別照料的責任（周建卿，1992，引自郭靜晃，2009）態度理念實屬一致。 

 

 鄭瑞隆（1991）指出兒童保護之觀念宜由「懲罰式」走向「合作、支持式」

（1991，引自郭靜晃，2009）。劉有志（2005）曾將我國安置發展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兒童及少年」為中心，將兒童少年抽離不適合成長的家庭，而父母

則接受處罰或治療；第二階段轉變為以「家庭」為中心，政府提供相關福利資源，

提升家庭功能，將少年兒童能重返家庭當作處遇最終目標，皆清楚描述國家對於

兒童少年照顧政策逐漸轉變的樣貌。1993年兒童福利法修訂，將強制性親執教育

輔導的處遇措施納入，認知到兒少保護工作不僅在於保護受虐兒少，更強調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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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將父母及主要照顧者的親職提升納入處遇工作之中（朱美冠，2006）。 

 

 張必宜（1998）則是從處遇模式的角度來作分析，認為過往處遇多採醫療模

式，伴隨處遇模式的改變走向於「生態區位模式」後，問題診斷及處遇已經不再

聚焦於個人，而強調將家庭、社區一併納入才能提供有效的處遇。藉此，我們也

逐漸瞭解為何現今兒少保護工作工作對象係以家庭為主軸，而非限縮於僅與案主

工作。 

 

二、 服務流程 

原兒童局所規劃之兒少保護工作服務流程如下： 

（一） 通報 

主管機關應接受所有兒童及少年受虐事件的通報，來源可能為法定專業人員

或民眾自願通報，接獲通報後社工根據所蒐集的資料研判是否需要兒少保護服務

或轉介其他社區機構提供服務。2013年 5月，有鑑於施虐者並非僅係案主監護

人，故施行「兒少通報案件篩檢分類分級制度」，將施虐對象區分為五類，而本

文所探討之監護人施虐則係第三類。 

 

（二） 成案調查評估 

兒保社工於接獲兒少保護案件通報後，應於 24小時內確認案主安全，並進

行風險程度、兒童少年及家庭優勢、服務需求等綜合研判通報是否成立，調查後

於上班日四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三） 處遇評估與決策 

原依據原兒童局訂定之「兒童少年虐待暨被疏忽危機診斷表」判斷，將兒童

受暴危機分為低中高，兒保社工依照不同的危機程度進行不同處遇。後因多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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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件遭監察院糾正，實務界也因此產生專業評估疑慮（劉淑瓊等，2007），故

於 2011 年開始研發及試辦「結構化決策模式」（The Structured Decision Making 

Model,簡稱 SDM），該模式針對危險因素與保護能力、安全對策加以評估，評估

結果分為安全、有計畫才會安全、不安全，兒保社工需與社工督導共同研商做成

決策。  

 

（四） 家庭處遇計畫 

兒權法第 64條：「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為保護個案者，該主管

機關應提出兒童及少年家庭處遇計畫。」依照 SDM建議，針對有計畫才安全的個

案兒保社工需擬定安全計畫，不安全的個案則需評估安置可行性。經處遇評估

後，兒保社工研判可提供支持性或補充性服務（家庭維繫服務計畫）協助兒童及

少年繼續留在家庭中。若個案基於上述評估移出家外，安置期間需積極協助原生

家庭改善問題，提供家庭重整服務計畫，俾利兒童少年得以儘速返回原生家庭。

若原生家庭業經處遇服務皆無法重建，便需考量採取永久安置或停止親權、監護

權等措施。前述家庭處遇計畫已達成目標，即可評估結案。 

 

 上述服務流程乃順應法規並參照國外相關兒少保護工作發展而成，由兒保社

工肩負起執行角色，過程中常因為執行法令規範而遭案父母不滿，認為國家介入

侵犯其親權而對兒保社工採取訴訟行為，以下研究者嘗試透過自身實務經驗整理

兒保社工於不同階段介入家庭之處遇時，可能因為影響到案父母的權益而引起案

父母對兒保社工提起哪些訴訟內容： 

（一） 通報案件調查 

兒保社工於接獲通報進入案家時，遭案父母提起誣告或妨害秘密、妨害名譽

告訴，拒絕讓兒保社工進行相關案件調查，甚至聘請律師在旁蒐證，預備對兒保

社工提起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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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置： 

可分為緊急安置及繼續安置，因為評估兒少未受適當養育及照顧，其生命、

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兒保社工可進行緊急安置，若 72小時

緊急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少年，兒保社工可向法院聲請繼續安置，若獲得法院裁

定即可繼續安置三個月。該動作已屬國家介入家庭親權之強烈手段，也最容易引

起案父母不滿。該階段兒保社工容易遭案父母控訴擄人勒贖及偽造文書，認為係

兒保社工將兒童少年強留在安置單位，並變造兒童少年的證詞，致使兒童少年於

法庭上指控案父母或表達拒絕返家意願。 

 

（三） 聲請保護令或提起獨立告訴 

兒權法第 112條賦予行政主管機關對兒童少年犯罪之人提起獨立告訴之權

力，依照家暴法亦得以協助兒童少年聲請保護令，該階段兒保社工會以代理人的

身分出庭並於法庭上指陳案父母不當對待情事，該階段案父母對於兒保社工有極

大憤怒與不滿，會控告兒保社工誣告、妨害名譽及偽造文書。 

 

（四） 改定監護或停止親權 

兒權法第 71條若案父母對於兒童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並列有相

關未及保護兒童情事時，主管機關可以提請法院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

部，該作為形同向案父母宣稱其不適當照顧兒童少年，國家欲介入取回其照顧兒

童少年之權利義務，故該階段案父母容易對兒保社工提出和誘、略誘罪，認為社

工若非對兒少施以誘拐手段，則不會破壞其家庭，將破壞家庭罪名入罪於社工。 

 

 上述行為都可能引起案父母不滿而提告兒保社工，即表示所有強制介入案家

的行動都可能引起案家不滿，顯見該情緒並非來自於工作手段，而是兒少保工作

本質：強制介入與父權對立的本質，站在弱勢的兒童少年這一邊，與父權對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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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這樣的權力消長刺激了親權所有人，這是兒少保兒保社工的原罪，也是兒

少保兒保社工的使命。反觀國外兒少保社會工作卻鮮少文獻討論該議題，該點引

起研究者好奇，如若台灣兒少保工作體系係追尋英美腳步前進，為何在移植的過

程中台灣的兒少保社工就必須面臨該狀況，而英美卻鮮少出現該現象，是否有些

本土性的議題未遭理解？還是有巨視的議題未及討論？抑或缺乏哪些兒少保工

作脈絡上的理解？本章節文末將持續討論該議題。 

 

三、 兒保社工工作特性： 

200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頒訂，開啟我國制度化回應兒童保護工作的開

端，也使政府部門對於兒童保護工作由過去的消極被動轉為積極而多元的介入

（郭俊明，2010）；然，這樣「類司法調查」的工作讓兒保社工面臨許多挑戰（簡

慧娟等，2010）。以下針對法制化後兒保社工的獨特工作特質進一步討論。 

（一） 政府角色介入，打破家庭私領域 

由於社會文化或社會期待皆認同父母具有管教子女權責，「棒下出孝子」、「不

打不成器」便成為法令推動時的絆腳石，父權思想提醒著執法者進入家門會遇到

的困難有多嚴峻。家暴防治強行扭轉該社會風氣，並將法律的觸手伸進家門，企

圖干預家庭與性別中以暴力方式所建構的不平等事實，保護家庭與性別弱勢族群

的身心安全（王行，2007）。兒保社工持不同意識型態與案家工作，關係緊張自

然不在話下，倘若再將暴力、虐待的標籤貼在案父母身上，挑戰父母親職照顧與

管教方式，更可能導致攻擊行為（張必宜，1998；張如杏，2008，引自黃彥宜，

2009）。  

 

（二） 強制介入並身懷公權力角色 

馮燕（1988）強調兒童保護服務是一種強迫性服務，必須及時介入，以避免

兒童繼續受害（轉引自劉彥伯，2002）。郭靜晃(2008)表示因為法律規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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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權力以外人身份介入家庭，甚至將兒童家外安置，此種角色必然會造成家庭

的威脅，而且可能被視為毀壞家庭的元兇。Shepherd（1999）認為雖然助人專業

都希望透過合作、溝通、協調來處理兒保議題，但當這樣的工作方法已不足以阻

止虐待再度發生時，就必須採取法庭訴訟行動(引自 Ringstad,2009)。 

 

（三） 以施虐者為工作對象 

衛生福利部於制訂兒少保護性案件處遇內容時，將家庭處遇政策分為家庭維

繫服務、家庭重整服務、永久安置，其中可見政府仍強調以支持家庭功能為工作

重點，立基於家庭還是最佳的照顧處所之觀點上，期待兒保社工可以透過處遇工

作「改變」施虐者，以全然終結暴力為工作重點。在該政策期待下，與施虐者工

作成為必然，黃元亭（2004）則指出施虐者有其以下特質： 

1. 在人格上：自我中心、不成熟、低自尊、信任感不足、消極、退縮、

孤僻、寂寞、依賴、被動、沈默、憂鬱、固執、性格粗暴、獨裁、敏

感、人格偏差、挫折忍受力較差、欠缺改變生活的動機或技巧。 

2. 情緒上：有困擾、情緒控制較差、易被激怒、缺乏適度的情緒慰藉和

調適、缺乏情緒抒發管道。 

3. 行為上：有敵意、攻擊、無法控制衝動或控制衝動能力差、有暴力的

傾向。 

4. 人際關係上：欠佳、缺乏溝通技巧、有寂寞及孤立的感覺。 

5. 心智上：有心理、精神上的疾病或智力分數較低、欠缺生活中所需的

知識和資源。 

6. 施虐者兒時經驗：有研究指出，幼年時經歷過暴力的父母，虐待子女

的比例也會顯著高於幼年時未曾有過受虐經驗的父母。 

7. 其他：像酗酒、藥物濫用、健康不良等。 

雖不能說明有此特質就一定會有施虐行為，唯此特質將會是兒童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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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風險群。王行（2005）認為若要預防暴力的再發生就要對暴力有關之

內隱性心理動力（包括：精神狀況、性格特質、人格類型、心理動力）有

所掌握，提醒兒保社工評估方向。眾多研究（Ringstad,2009；白立德，

2013；劉蕙雯，1998)一致認同案父母對兒保社工有敵意是因為其非自願

接受社工處遇，對社工充滿敵意及負面想法。 

 

（四） 具有其特殊性及時效性 

Shepherd（1999）指出公權力當局於第一時間即能評估出是否屬於兒虐是相

當重要的，立即、有效的回應更是重要(引自 Ringstad,2009)。由於兒童保護具

上述特殊性且因法制化訂定緊急救援及保護安置時效(劉蕙雯，1998)，兒保社工

更需要注意搶救時效，以確保能夠維護兒童少年最佳利益。張必宜（1998）也指

出兒保社工隸屬於公部門，社工員被賦予「照顧」及保護兒童的責任，往往無法

等待照顧者「緩慢」的改變或解除抗拒，亟需立即評估緊急措施，避免案主持續

遭受危害。 

 

    AHA 指出兒童保護工作具有以下特性，和其他社會服務工作並不相同：1.應

與涉及兒童不當對待的家庭直接接觸；2.有責任進行安全和風險評估；3.賦予保

護兒童的公權力；4.需要熟稔相關司法知識及法庭事務；5.能夠提出必要且立即

性的回應；6.必須在父母、兒童及社會整體之間謹慎的維持權利的平衡（轉引自

鄭麗珍譯，2011）。李佩玲(2009)彙整指出兒少保護工作具有該特性：1.公權力

的執行；2.獨立告訴的責任；3.強制性服務；4.案主非自願性；5.服務有時限性

和高度風險性；6.強調專業科技整合；7.介入期程無法事先確定。白立德（2013）

指出兒少保護工作特性為：1.夜間需備勤工作；2.服務的時限性、緊急性、不可

預知性高；3.案家多為非自願性案主；4.高暴力風險；5.處遇期程的不確定；6.

跨系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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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兒少保社工會被告？相對社會局行政科社工或經濟輔助社工則較少提

告事件？該提問提醒研究者不應該只聚焦於討論兒保社工的工作特殊性，而是擴

大眼光去思考，這兩種不同的社工座落在什麼樣的工作場域之中？許多研究皆指

出兒保社工不同於一般社工（郭俊明、葉玉如，2010；張必宜，1998）。一般性

社工提供的行政處分以福利供應為主，申請人只要符合相關法規、政策，就可以

獲得國家所提供的津貼或補助甚至相關的社工服務輸送，對於申請人而言是一種

因為身份而獲得的「額外」利益。兒少保社工是因為接獲通報，一種類似警察糾

正制度，而進入案家，主、被動性質已經相異（劉有志，2005），所造成的權益

及身份侵害程度也明顯有所差異。 

 

 許嘉倪（2001）指出兒保社工因為公權力角色而進入案家，施虐者父母通常

會對公權力角色產生極大的憤怒與抗拒，進而使用各種方式反擊。接著社工的關

懷詢問，仍套著檢警制度下「蒐證」的外皮，案父母不僅要「自清」還要「辯稱」、

「合理化」自己的「管教」行為，倘若無法好好說明，兒保社工就會安置兒童少

年，這與一般社工並未消除申請人原有權利相異。兒少保社工大刀一揮不僅剝奪

父母權利，更可能因為安置衍生的費用而影響案父母財產權，甚至連聲譽及尊嚴

都受到影響，對立關係於此可想而知。  

 

  Shepherd（1999）指出對立的法庭工作應該委託律師執行，尤其是兒虐事

件，但目前台灣兒少保緊急安置或其他重大處遇，仍由兒保社工孤軍奮戰，法庭

上的指控，極可能削弱案父母權力，導致案父母將不滿與憤怒轉移到兒保社工身

上，形成保護性社工的工作風險(引自 Ringstad,2009；王麗馨，2008）。論述至

此，兒少保社工與一般社工的差異不言可喻，從執行公權力的那一刻起就已經不

同（王麗馨，2008），後續的相關處遇與造成之影響，也都相去甚遠，此部分不

僅是兒少保工作的特殊性更是風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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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兒保社工工作角色 

兒少保護工作具有許多特殊任務，相較於一般性社會工作有更多的挑戰，面

對家庭議題的多元性、人身安全及兒少最佳利益等多種狀況交雜時，兒少保社工

的角色相形多元。李佩玲(2009) 指出兒保社工的工作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執行一

系列評估與抉擇的過程，兒保社工的角色已由早期單純的個案輔導轉變為兼具處

遇者、行政者、專業者、督導者、個案管理者、倡導者、資源連結者、協調者等

多重角色，法制化前後保護性社工角色在本質上產生的質變不言可喻。近年隨著

福利多元主義及新管理主義發展，在政府方案陸續委外辦理的趨勢下，部分縣市

政府兒保社工更要承擔服務買受者、契約管理者等新角色，增加兒保社工的角色

負荷與壓力。 

 

兒少相關法規執行後，兒保社工在工作角色上也產生部分改變，AHA 提出兒

少保社工角色可分為：評估者、個案管理者、協同工作者、提供治療處遇者、倡

導者、行政人員、受督導者（引自鄭麗珍譯，2011；白立德，2013）。陳晉杰（2002）

依照公權力介入家庭等保護性角色出發，認為兒保社工具有法定保護者、調查訪

視者、兒童權益維護者、情緒支持者、諮商治療者、服務提供者、個案管理者等

角色。鍾素珠（2006）則認為兒保社工除了相關法規定的角色外，尚有舉發通報

者、調查者、安置者、司法協助者、公正的第三人、裁罰者、評估者、輔導者及

紀錄者等九種角色，另法令未規定的角色則有接案者、支持者、資源連結者、個

案管理者、教育宣導者、倡導者、及協調者及增權者等角色。許嘉倪（2000）整

理出兒保社工的角色可分為執法者、支持關懷者、親職輔導角色及資源提供者，

其中執法者角色最為困難並充滿挑戰。張必宜（1998）從兒保社工的工作立場出

發將兒保社工分為執法者、協商者、居間協調者及倡導者/教練，依照與案主關

係的遠近來作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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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實務工作者，從現有實務工作中每個階段所執行業務的角色差異來

為保護性業務的多元角色做區分：許坋妃、李明玲（2000）從現行兒少保一、二

線任務分工的工作模式來分析，第一線的緊急處遇的兒保社工扮演法律執行者角

色，而第二線的輔導服務社工則扮演輔導角色，法律執行者角色與輔導角色有所

區分，避免角色矛盾。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兒童少年保護組（2009）

透過焦點訪談的方式蒐集並分析兒保社工的階段角色，依照兒保工作流程加以區

分： 

（一） 成案調查評估階段（含危機處遇） 

此階段以收集相關資訊評估是否成立兒少保護案件為工作重點，故具有調查

者、執法者、裁罰者、政令宣導者角色；兒保社工介入後若遇到兒少受暴情事嚴

重，為確保兒童少年生命安全第一線兒保社工就會具有保護者、拯救者、救命恩

人的角色；在界定兒童少年安全及確認案家需求的情況下，兒保社工又具有評估

者、連結者、協調者角色。梁玉麗（2010）認為在該階段兒保社工不僅要協助案

主驗傷採證還要安撫案主情緒，容易出現調查者及助人者雙重角色衝突（引自楊

稚慧，2011）。 

 

（二） 處遇服務階段 

該階段兒保社工要確認自己可以提供哪些服務來協助案家改善現有問題或

困境，故兒保社工會扮演親職代行者、替代性父母角色，暫時穩定兒童少年未獲

穩定供應的親職需求。針對施虐者部分則進行積極性處遇，兒保社工即扮演了改

變發動機、變遷火車頭的角色、教育者、合理權威示範者、偕同工作者、監督者、

執法者與司法角色、個案管理者、倡導者角色。 

 

    雖然從實務工作中嘗試分類出如此多元且複雜的工作角色，兒保社工需同時

扮演如此多角色，難免會有角色混淆、衝突或困惑等狀況，尤其當需要介入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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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封閉性過高或抗拒性高等複雜狀況加乘時，更添加兒少保護工作的難度，此屬

該工作中重大挑戰之一，故並未表示所有的保護性社工都能將這些角色扮演的栩

栩如生、運用得宜。多數兒保社工在扮演助人工作者與控制社會作者角色間有其

難以轉化的困境，甚至表示若施虐者嘗試使用更多操控或威脅的手法時，角色上

的衝突就會引發內心的恐懼，影響其角色勝任，為此 AHA特別提出「受督導者角

色」，提醒兒保社工決策團體協助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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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美與台灣兒少保體制比較 

 

根據上述討論，可以清楚理解兒少保兒保社工相較於一般兒保社工更容易因

為處遇的介入引起案家不滿而遭提告，這樣的理解出自於對兒少保兒保社工工作

方法、工作模式及福利服務，但當研究者欲進一步連結兒少保社工工作風險及為

何會涉訟卻出現困難。如上所述，如果這是普遍兒少保工作樣態，何以論及兒保

社工遭案家提告之文獻少之又少，英美各國之兒少保兒保社工幾乎未曾出現此困

境，於是研究者重新反思為何獨有台灣之兒保社工會被推入此工作風險之中？為

何遍尋國外文獻卻未有兒保社工遭案家提起告訴？這其中是否還有更多研究者

未及思索的議題，甚或有更宏觀的可能性存在？ 

 

台灣兒少保體制源自英美，就英美工作內容及工作模式移植甚多（周嘉鈴，

2014；鄭麗珍，2008）。唯獨移植過程，各國國情不同、家族意識及父權、人權

程度不同、社會文化不同、甚至連國家福利意識之政治傾向也不同，如此移植便

無法全面。部分移植甫以進入台灣之後，社工專業的發展進程（黃源協，2007）、

法律及政策制訂進程（張秀鴛，2010）、保護性業務納編公部門（曾中明、蔡適

如，2007；簡慧娟、林資芮，2010）、公務人員公權力及政治位階等，在在皆影

響兒保社工之專業角色及任務執行，使得移植之後出現許多本土性議題，涉訟即

屬本土性議題之一。故本節嘗試透過英、美兒少保護工作體制反觀國內兒少保工

作現況，惟美國各州有不同立法狀況，故本文僅蒐集部分州別現況加以討論，進

一步理解為何獨有台灣兒保社工以被告身份進入法庭。 

一、 拒絕調查之違反層次 

 台灣兒保社工接獲通報後，依照兒權法進行案件調查，若兒少照顧者不願配

合調查即依照同法第 104條課予罰緩。該處分在性質上屬於行政裁罰，可按次處

分直至相關人配合調查為止。案件調查係屬行政行為，不配合調查即施以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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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兒童法第 47條，兒少保社工於調查過程遭到拒絕，主管機關應向法院

聲請緊急保護令或兒童評估令（黃國媛，2012；許家瑜，2011），以取得配合調

查之強制性工具。保護性工作多係非自願性案主，對於具標籤性質的調查充滿情

緒與抗拒，拒絕配合乃係常態（Cingolani,1984；Egan,2002；Rooney，1992；

Trotter，引自朱惠英，2008；李立如，1995；周月清，2001；林惠娟，2001；

張必宜，1998；鄭麗珍譯，2011），英國為因應該狀況，將進入家門的強制力拉

高至法院層級。當行政作為無法執行時，便甫以司法之強制性工具，讓兒保社工

能持有進入家門的工具，有效率進行調查並保護案主。 

 

美國兒少保護案件則是由法院進行審理，兒保社工可因代行聲請向法院提出

虐待或疏忽案件的審查，並持續配合法院調查提供相關證據資料。該階段兒保社

工只需要確認自己是依照法規規定提供證據給予法院即可。 

 

 台灣案件調查性質上屬行政行為，從法律性質來看亦屬於民事層級，除非其

中涉及相關刑事罪證，才可依刑法案件加以偵查辦理，然案件調查階段尚未能確

認是否具有刑事情事，僅得依照行政行為進行。反觀日本兒童福祉法第 61條之

5及兒童虐待防止法第 9條第 2項，針對拒絕配合調查者處以刑事制裁-罰金（陳

伊盈，2013）。將拒絕調查於第一時間變判定為刑事層級，以罰金論處，相對台

灣以罰緩論處其公權力強度差異明顯可見。 

 

 從各國法例上可見，兒保案件初始的調查程序就已經具有不同的公權力角

色，調查角色的強度差異清楚可見，再者亦可見法律賦予兒保社工多少公權力。

在日本部分是以刑法出發，英國是以法院作為兒保社工執法後盾，美國則係由法

院主導兒童保護案件調查，而台灣卻僅係行政行為且無任何相關工具協助社工，

致使實務上常見兒保社工因為不得其門而入，錯失搶救受虐兒少時機。或因為主

http://sw.oxfordjournals.org/search?author1=Judith+Cingolani&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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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同意兒保社工採取裁罰行為，致使行政公權力無法全力施展，往往需採道德

勸說或多次親訪以低姿態「拜託」案家接受案件調查，讓兒保社工於初入案家階

段權力即未能與案家平等，後續之案件調查及處遇更因此折損效力。 

 

二、 緊急安置及處遇啟動機制之機關 

 台灣兒少保兒保社工進行案件調查後，若評估成案且兒少身心及所處環境有

危險，便啟動緊急安置機制或代為聲請保護令，以保護兒童少年人身安全。緊急

安置由社政機關啟動，具 72小時安置權限，若評估兒少有再度受暴危機即可向

法院聲請繼續安置三個月。保護令部分也是由社政機關主動向法院提出聲請，再

由法院裁定是否核發。 

 

 英國兒童法則規定任何強制性的公權力措施執行前都需要先向法院聲請核

發命令後才能夠執行（陳伊盈，2013；黃國媛，2012；許家瑜，2011）。若評估

兒童少年受到不當對待，即可向法院聲請緊急保護令，家事法院由三名法官組成

會議進行裁判，一經法院裁定即可將兒童少年安置於安全處所並對該兒童少年負

有監護責任（鄭麗珍，2008）。此外，依照兒童法第 46條若兒少具有人身安全疑

慮，警察無須透過法院命令或裁定即可將兒童少年帶至安全處所，72 小時內再

由主管機關接手看管或安置（黃國媛，2012；許家瑜，2011）。警方於現場若有

發現任何與犯罪相關證據或資訊，則可現場立即蒐證或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

（Harrison,2007），前往警局進行相關偵查。不僅在維護案主權益方面達到最高

效率，更以其專業保留最多現場證據及完成檢警調查工作。 

 

 美國針對是類案件則是由法院於兒童安置後 48至72小時內舉行監護權聽證

會（許家瑜，2011；鄭麗珍，2011），聽證會中會請兒童少年之律師出庭，針對

兒童少年受暴風險提出相關報告，法院則依其程序進行裁定。過程中一切皆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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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最佳利益作為裁判決策之基準。 

  

從上討論清晰可見，英國裁定機關雖與台灣一樣同為法院，但裁定的時間點

並不相同，英國是在兒保社工執行前需要取得法院同意，法院等於是執行業務的

決策者，具法官審查制度（法官保留）。台灣是由兒保社工及其所屬社政機關扮

演決策者角色（繼續安置才是由法院裁定），法院不具審查功能，此功能較接近

美國法制。唯美國於於調查階段便先以法院為首，啟動機制已先行注入法官保留

脈絡，故於該階段的聽證會反而給社政機關及兒保社工更多彈性時間。 

 

 此外針對網絡合作部分，眾多文獻皆指出網絡合作對於處遇兒少保護案件之

重要性。英國於上述提及警察可依法執行兒童少年安全維護工作，甚至在兒童保

護會議中（child protection conference），警察即是專家學者成員之一，對於

網絡間兒童保護工作扮演要角（鄭麗珍，2008）。美國對於家暴案件警察也以採

取「強制逮捕政策」或「推定逮捕政策」（高鳳仙，1998），與現階段台灣社工必

須自行執行 72小時安置並聲請繼續安置之啟動機制相去甚遠。台灣警察機關於

保護性案件明顯有消極配合，退居輔佐社工角色，兒保社工必須在沒有司法及警

政的屏障之下獨力完成緊急安置及緊急處遇工作。在沒有現場證據保全專業訓練

前提下，卻要同時保護案主又要協助案主保全相關證據，工作難度及風險相對提

高。 

 

三、 第三人評估報告機制 

台灣目前針對兒童少年安置案件、保護令聲請、獨立告訴或相關訴訟，台灣

皆是由兒少保社工於完成案件調查時自行撰寫訴狀，以各縣市社會局局長名義遞

狀法院，若有出庭需求則由局長簽給委任狀後出庭。其中若對案件或訴訟有所疑

慮可「諮詢」律師，甚至有縣市並未有律師資源，兒保社工只能依靠自身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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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知識及案件調查內容加以撰寫，呈給法院。不管是在法庭上對社工人員的保

護或是律師資源的使用遠不及國外體制。 

 

 2012年 6月 1日家事事件法公佈施行，針對家事事件設有程序監理人，

該法第 1條即言明：「為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

性別地位平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特制定本法。」，

並將兒少保護安置事件、停止親權案件一併納入，以保護未成年子女（在本研究

即是案主）。程序監理人依法需瞭解受監理人現況並做成評估建議報告回應法

官，必要時代替受監理人於法庭陳述意願，以維護其權益（林詩敏，2014）。惟

目前就兒童保護案件並非逐案皆有程序監理人之協助，甚至有縣市法官直接商請

社會局（處）社工員擔任，形成兒保社工球員兼裁判現象（路永驎，2014），故

程序監理人設置利益雖美，對於解決兒保社工現有困境猶如隔靴搔癢。此外，路

永驎（2014）也指出社會局社工遭商請擔任程序監理人，形成另外一種人力排擠

狀況，未能有效達到第三人評估機制。 

 

 美國依據兒童虐待防治與處遇法（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於兒少保護案件中為未成年兒少任命「法定監護人」(Guardian 

ad litem[GAL])（李立如，1995；路永驎，2014）或律師，類似台灣程序監理人

制度（路永驎，2014），針對兒童最佳利益及生活、身心評估提供資料予法院。

GAL不僅要在法院中維護兒童少年的相關權益，還需要具備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知

識(Jane Morgan and John Williams,1993)，或經過相關訓練（路永驎，2014），

以確保所提供的服務是可以保護兒童且維護其權。GAL進行調查與會談之後，會

將其報告呈報法院，直接對法院負責，並接受對造的詰問（路永驎，2014）。而

兒保社工則只需擔任證人身份即可（鄭麗珍，2011），角色清楚分明，不會讓兒

少保社工與案父母在法庭上呈現關係緊張或對立指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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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也有「法律監護員」制度，於司法審判前針對兒少最佳利益及身心狀況

進行評估，甚至評估是否為兒童少年聲請照顧或監護命令，並將該評估資料提供

法院，讓法院有判斷基礎。該角色由法院指派（黃國媛， 2012； http:

//www.teescpp.org.uk），故也不會有行政機關之兒少兒保社工與案父母對立或

有不公平評估的狀況。若針對已知具有安全疑慮之兒童或接獲通報，地方政府會

組成兒童保護會議，由網絡成員組成形成評估及家庭處遇建議後送請法院裁處，

係一種跨專業決策團隊（鄭麗珍，2008）。 

 

四、 審查機制 

 前章曾經針對兒童相關保護措施及國際趨勢進行討論，兒童權利公約及歐洲

人權公約皆揭示人權之重要性。人權的議題不僅聚焦於兒童保護，更擴大至家長

親權及家庭權利，故在執行兒少保護業務時，理所當然產生兒童權利與家長權利

相衝突的議題，這也是兒保社工容易遭案家提告的主要原因。故英國於人權法

（Human Righta Act)通過後，法院審查兒少案件時，不僅針對兒童少年權益進

行審查裁判外，仍須同時審查是否侵犯人權公約第 8條之家庭生活權。事後若家

長仍認為權利受損，還可以向人權法院提出訴訟，以行政機關為被告（黃國媛，

2012），家長可以於第一時間認為權利遭侵害時便確認法院是否同時公正的為其

權利做審查。反觀台灣制度，司法並未同時在制度上有此雙向保護，接獲判決的

家長雖可提出抗告，但因訴訟過程中已累積過多對於兒保社工的情緒，社工並非

以證人身份出庭，而係訴訟代理人。故家長不僅提出抗告，更容易選擇以兒保社

工為告訴對象提起訴訟，讓社工直接被推上第一線需直接面對並承接家長的不滿

情緒及告訴行為，此部分也與英國係以行政機關為訴訟對象有所不同。 

 

 可見案父母因為對於社工處遇的情緒與不滿，而對社工提起訴訟以為情緒出

口。然不管從法院制度或訴訟過程來看，裁判的決策者是為法院之法官，卻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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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父母因此而對法官提起訴訟，反而將情緒標的為兒保社工，提告社工，其中是

否也存在權力議題值得思考。案父母選擇不與權力極大之法院、法官對抗，退而

以權力相對較小之兒保社工為訴訟對象，且不選擇兒保社工所屬之行政機關為對

象，個別化針對社工員的動作更顯權力議題，與 Foucault所指哪裡有權力，哪

裡就有反抗論述相符。 

 

 整體而言，兒保社工因為執行業務而與受理通報家庭之父母對立或有所衝

突，更可能因為各種執法手段而讓案父母對於兒保社工有所不滿而提起相關告

訴，此部分已於上述進行討論，但這樣的討論卻容易落入「要不是兒保社工...

怎麼會被告」的繆誤之中，甚而入罪於社工。但當重新檢視現有體制時，不管從

拒絕配合調查之違反層次、調查啟動的緊急處遇或安置機制啟動、審查機制、評

估機制進行討論，皆可看見國內於體制上對於社工保護的有限。司法、警政及主

管行政機關並沒有妥善為兒保社工建置保護屏障，讓兒保社工暴露於第一線，甚

至因而遭案家提告。美國於該狀況時備有律師與兒保社工討論可能面臨的困境並

代為擬稿及出庭（黃國媛，2012；鄭麗珍，2011），然目前台灣該狀況卻需視各

縣市財政狀況而定，即便公務人員保障法有相關規定，兒保社工遭主管勸退或體

制下拒絕申請的情況所在有多。 

 

 「高雄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維護要點」、「新北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

人身安全維護處理要點」中規定協助因公涉訟兒保社工延聘律師或提供律師費用

補助，要點中提供之協助與法律已係重疊，未能提供兒保社工更多協助。臺中市

及立委王育敏針對人身安全法制化進度仍屬草案階段，「臺中市社會工作人員人

身安全自治條例草案」第八條亦指出可提供律師服務，而王育敏立委「社會工作

人員執業安全條例草案」第十六條針對社工人身安全受威脅時僅以雇主需提供相

關協助，未明確指陳協助範圍，若法律通過於實務上能對兒保社工現有困境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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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調整仍尚須觀察。兒保社工於此體制下，怎能不喟嘆處境艱難，倘若國家機器

再不能好好思考並重新檢視社工保護機制，再如何討論降低工作壓力及流動率皆

屬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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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針對研究方法選取、研究資料蒐集、研究嚴謹性、研究倫理及研究者角

色等，依序討論。 

 

 

第一節 研究方法選取 

Allen Rubin & Earl Babbie(2009)指出研究過程通區分為量化和質性方法，

量化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強調精確並可概化推論統計數

字，而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則探索特定人類經驗的

深層意涵，並由此產生豐富的理論（轉引自傅從喜等，2009）。Bogdan 與

Biklen(1982)歸納指出質性研究的特質有：1.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資料；2.研究者

不會借重太多外來的研究工具，研究者本身就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3.非常重視

研究現象的描述；4.重視研究過程中之時間序列與社會行為之脈絡關係，而不重

視研究的結果或產品；5. 運用歸納方式將所收集之資料進行分析；6.研究者所

關心的是行為對研究對象的意義為何(轉引自潘淑滿，2003，頁 20-21)。 

 

打破傳統的法不入家門的概念，政府角色開始從強調家庭隱私及界線移動到

重視個人權利福祉，關懷並保護家庭中的弱勢。兒保社工也因為法定角色的賦

予，將原有私密的家庭大門打開，進入家戶挑戰原有親權。如此一來雖維護了家

中受暴兒童及少年的權益，但卻讓原本穩固的父母親權因而動搖、失衡。在這樣

的狀況下，遭到侵犯的父母不管是為了維護原有的權利或是為了對抗政府及兒保

社工，有許多攻擊及威脅社工的狀況。 

 



52 
 

除此，實務上更見到案家會以訴訟來維護其認定被破壞的家庭界線及個人權

益，即便透過許多社工專業技巧與案家建立友善的助人關係或透過自我保護策略

維護人身安全，依法行政的兒保社工仍無法排除遭到案家提告。國內外眾多文獻

討論兒保社工面臨的風險及攻擊中列舉許多態樣，但卻鮮少針對訴訟加以討論，

僅強調只要兒保社工能夠依法行政並維護社工倫理即可避免訴訟。然而，訴訟是

人民權利，符合法律及倫理規範卻遭提告之案件所在有多，非自願性關係的建立

在介入案家的那一刻便已成形。即便兒保社工再和善，仍舊是政府社會監控的打

手，仍舊「糾正」了家中不當的父權觀念及行為，進入訴訟時的張力自然不在話

下。在這樣的前提下，兒保社工又該如何於對簿公堂的同時維護自我、維護專業、

維護持續仍要建立的助人關係？ 

 

本研究嘗試探討兒少保護性兒保社工因公涉訟司法經驗，內容包括兒保社工

因公涉訟經驗探討、訴訟歷程及因應策略、受到訴訟影響後的轉變等。因強調理

解兒保社工的主體經驗，且屬探索性研究，期待透過深度訪談蒐集資料並加以分

析，故採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訪談法，以取得最大量的臨床資料，透過豐富多

元的臨床資訊來整理歸納以理解涉訟經驗對兒保社工的影響。 

 

Miller & Glassner (1977) 認為訪談是取得人們賦予親身經驗意義的管道，雖

然訪談本身是象徵式的互動，但仍具有瞭解該互動之外的社會情境的可能性（轉

引自藍毓仁，2008），與本研究企圖瞭解兒保社工自身詮釋及於該經驗中的情境

感受相符，且 Jane Ritchie & Jane Lewis 更指出深入訪談具有以下特點：（1）具

有彈性讓訪談雖然聚焦在主題上但仍以受訪者的回答為前進方向；（2）互動本

質；（3）透過探問技巧取得深入及完整的資料；（4）可能會在某階段創造出新知

識或想法（轉引自藍毓仁，2008），再度提醒研究者於研究中仍不能忽略受訪者

的主體性及主觀關懷，於訪談中能表現溫暖並同理兒保社工所在意的議題，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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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彈性的進行訪談。 

 

Patton(1990)指出質性訪談可分為三種：（1）非正式的對話訪談：無計畫且

非預期的互動，不需要發展或利用測量工具；（2）訪談大綱取向：該方法先將測

量工具設計好，以大綱的型式列舉訪談者在訪談中應包括的主題與議題，並允許

訪談者調整問題的順序跟措辭；（3）標準化開放式的訪談：研究者向要確保所有

訪談皆是一致且完整，所以問題的順利排列及措辭相當重要且嚴謹（整理自傅從

喜，2009）。由於本研究期待透過訪談瞭解兒保社工的心境變化，若有過多的問

題順序拘束，將無法讓兒保社工暢談心情感受，致使資料蒐集過渡制式，故採訪

談大綱取向，具有一定的訪談目標，但也開放許多彈性給受訪者，以期收到最大

量的資訊。 

 

本研究希望理解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屬於感受性且較為私密的議題，研

究者也會擔心受訪者困難於首次見面便對研究者坦露一切，故訪談大綱發展時先

以被告事件開始討論。不涉及情感性討論，透過事件的發生討論來作為暖身，也

讓受訪者從具體事件開始描述，掌握描述的主體性在此刻便可建立。後透過時間

順序的發展，讓受訪者可以順暢的、有條理順序的講述其置身其中的情境及遇到

的狀況，進而討論其感受。避免因為一開始觸碰敏感、隱私性問題而引起受者的

防衛或抗拒等負向情緒。訪談大綱主要區分為四個部分，首先為當兒保社工接獲

通知遭案家提告時，接著為兒保社工要出庭時，再者為訴訟結束，最後則是站在

現在，回顧過去的經驗對自身的影響等四個部分，內容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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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蒐集步驟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執行兒少保護業務之兒保社工為研究對象，依照兒權法第 9條第 2

項下列事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但涉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職掌，依法應由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掌理者，從其規定。同條同項第 4款：兒

童及少年保護業務之執行事項。 

 

由於本研究以兒保社工遭案家提告經驗為研究對象，該經驗並非所有兒保社

工皆有，非屬於普及式經驗，加上該經驗並非對每位兒保社工都是正向經驗，多

數可能會隱藏不說或除非遇到相同經驗者才會願意開放。基於此考量，本研究採

滾雪球方式選取樣本，透過受訪者間的推介，讓研究者得以與符合樣本需求的兒

保社工接觸，並進一步邀請其進入研究訪談，如此一來所取得的述說內容將更具

意義。因為兒保社工的引介，就如同研究中「守門人」的角色，為研究者開啟進

入對話的大門，讓研究者雖然研究較為敏感的心路歷程議題，卻能降低不少抗拒

與阻力。 

 

本研究強調社工因公訴訟經驗，兒保社工並未因為離職或轉任其他工作而失

去該經驗，故不設限於目前仍任職於兒少保護業務之兒保社工，而是以其曾有該

經驗為研究對象，經驗以一次以上為限，若係已離職之兒保社工，該經驗不能逾

兩年，未免時間與記憶干擾。此外，因為研究一部份欲瞭解兒保社工經歷該事件

後如何回顧、反思甚至重新定義該事件，故研究對象會以訴訟關係已結束或法庭

已裁判為主。 

 

因顧慮本研究對象特殊，研究者先詢問周邊已認識的兒少保社工是否聽聞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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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經歷之兒保社工，並透過其引薦認識具有該經驗的兒保社工。研究者再透過

電話或簡訊邀請其受訪並確認受訪意願，聯繫後願意接受訪談之受訪者共計 5

位。性別部分：女性 4位，男性 1位。所屬縣市部分：直轄市 4位，縣轄市 1

位。工作年資：10 年以上 4位，10年以下 1位。 

 

代

稱 

性 

 

別 

教

育

程

度 

所屬 

縣市 

工作 

範圍 

工作

年資 

被告

年限 

被告

時兒

保年

資 

因公

涉訟

次數 

訴訟罪名 

以

藍 

女 學

士 

直轄市 性侵害 10年

以上 

2008 4 1 刑事-誣告 

又

曼 

女 學

士 

縣轄市 性交易

兒少保 

5年 2008 0.5 1 刑事-業務過失致

死 

之

卉 

女 碩

士 

直轄市 性交易

兒少保 

10年

以上 

2006 

2007 

2011 

3 

4 

8 

3 刑事-誣告 

芷

真 

女 碩

士 

直轄市 性侵害

兒少保 

10年

以上 

2008 2 2 刑事-誣告、偽

證、偽造文書 

友

易 

男 碩

士 

直轄市 兒少保 10年

以上 

2006 

↓ 

2013 

5 5 刑事-妨害名譽、

偽造文書、詐欺、

瀆職、強制罪 

合併民事求償 

 

二、 資料蒐集過程 

研究者訪談時間自民國 2014年 3月起，至同年 4月止，共訪談 5 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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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先透過電話簡訊向受訪者說明訪談題目及電話聯繫邀請時

間，後於簡訊中所陳時間與受訪者聯繫。聯繫後確認受訪者有意願接受訪談，將

訪談大綱事先 mail 或傳真給受訪者。受訪者閱讀過訪談大綱後，請其回信確認

可以進行訪談之時間、地點。本次受訪者中，有 4位受訪者將訪談地點安排於辦

公室中的會談室，1 位則約在家中進行訪談。上述地點皆由受訪者自訂，係受訪

者感到安全的地點，且會談過程沒有其他干擾要素發生。 

 

正式訪談前，研究者列印兩份訪談同意書（附件二）及訪談大綱，向受訪者

說明研究目的與問題，確認彼此權利義務及意願，於受訪者同意並簽署訪談同意

書後，再正式進行訪談。訪談同意書則由研究者與受訪者各執一份。訪談過程約

莫 90-120 分鐘，過程中為免資料疏漏及相關資訊受記憶影響而模糊，經受訪者

同意後全程錄音紀錄。訪談結束後，一週內立即完成逐字稿登打。 

 

三、 資料分析 

J.A. Maxwell(轉引自高薰芳等，2001)及潘淑滿(2003)指出在複雜眾多的文

本資料中，編碼（coding）編碼是主要的分類策略，將概念發展成主軸概念的理

論建構過程，編碼登錄包括三個過程(胡幼慧，2008；潘淑滿，2003)： 

（一） 開放譯碼(open coding) 

研究者在閱讀文本資料時，便在文本中註記關鍵字或主題，此為暫時性的標

註，仍具有調整的空間，研究者主要採取 Neuman(1997)之主題分析法（轉引自

潘淑滿，2003），透過主題逐步將研究資料與概念分類。胡幼慧（2008）將其

簡化為：對現象加以標籤→發現類屬→對類屬加以命名→以概念的屬性和面向

的形式來發展類屬。 

 

研究者從單一受訪者的逐字稿中分別以時間、議題分類出不同的類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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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院傳票程序既定」、「案家不滿處遇而提告」、「律師資源需要自行

申請」，並於個別受訪者的逐字稿中註記，讓每位受訪者的資料都能發展出其

所關注類屬的概念，達到資料豐富性。 

 

（二）  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透過此編碼在概念或主題間找出共通或相異處，讓研究者更深層次檢視概念

與概念間的關聯性。故研究者將上述發展出來的類屬進行歸納、比較，讓不同受

訪者間的資料可以進一步進行比對，比對後取得共同性概念，例如：「污名化感

受」、「尋找資源因應」、「檢察官偵訊態度」等。 

 

（三）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 

研究者辨識出能將所有理論類別連結起來，整合為一故事的「核心類別」或

「中心類別」，並將其與其他類別相連結。此階段研究者將上述主軸編碼後的資

料拉出來，從中找出單一核心類別，例如：「訴訟後關係轉變」、「議題倡導」

或依照時間序來找出單一核心類別，透過較為廣泛、整體的論述，將研究資料囊

括其中，以達資料的豐富性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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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嚴謹度 

 

Guba(1990)觀察認為社會研究關心研究過程對研究測量及研究結果的真實

性、應用性、一致性與中立性等考量，該四種「信賴程度」的評估指標相對應量

化研究當然就是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及客觀，而相對應質化研究便是可信

性、可遷移性、可靠性及可確認性（轉引自潘淑滿，2003），本文順應該脈絡進

一步討論於本研究如何強化、確保研究的信度及效度。 

 

一、 質性研究的信度 

 質性研究中信度即研究的「可靠性」，係指研究者研究過程，如何透過對社

會情境的深入分析、概念與前提的澄清並確認、蒐集與分析資料的方法等加以妥

善處理（潘淑滿，2003），也就是說，研究者欲取得可靠的資料需將研究過程與

決策加以說明。本研究研究者於實務工作中親身經歷並醞釀該議題作為論文探討

起點，對於該情境具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及瞭解。過程中不斷與指導教授、同儕、

同事及文獻對話，透過對話、分享及閱讀澄清概念並確認論文內涵。 

 

為免除研究者個人主觀價值觀及想法影響受訪者及論文發現，訪談過程將以

受訪者論述為主，由受訪者主觀定義其對於該經驗的感受及影響。訪談也盡量建

立與受訪者的友善關係，澄清研究目的及研究倫理，並以接納不批判的態度與其

訪談，讓受訪者在沒有擔心及顧慮的情況下放心陳述自身經驗。  

 

過程中於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進行全程錄音，並同時觀察受訪者肢體語言，

於訪談結束一週內登打訪談逐字稿，並將肢體語言資訊標註於逐字稿之中，確保

資料從聲音檔轉變成文字檔的過程中，真實且完整呈現受訪者的經驗，提高內在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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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研究的效度 

 質性研究中效度可分為內在效度及外在效度，內在效度係指質化研究資料的

真實程度，及研究者真正觀察到所希望觀察的，也就是研究的確實性

（credibility）（胡幼慧，2008；潘淑滿，2003)。胡幼慧（2008)指出相異個案

資料蒐集、研究同儕參與討論、研究情境控制、資料再驗證及資料來源多元化皆

可提高內在效度。 

 

本研究係以受訪者所挑選之會談空間為訪談地點，地點為受訪者辦公室之會

談室或受訪者家中，空間舒適且過程無其他干擾。會談過程中研究者對於受訪者

所提之情境、特殊用詞或肢體表達曖昧不清之處，立即與受訪者核對，確認獲得

正確資訊，而非研究者自身解讀。 

 

本研究為提升資料蒐集豐富性及可靠性，研究對象方面並不侷限於單一縣

市，而是廣泛詢問各縣市的兒少保社工，並從中篩選出具有因公涉訟經驗的受訪

者，讓樣本擴大至北中南各縣市，增加相異的經驗，以豐富本研究。 

 

 外在效度係指研究者可以透過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與詮釋過程，

將受訪者的心情、感受透過文字、圖像或任何資訊再現（潘淑滿，2003）。胡幼

慧（2008)稱此為資料的可比較性與詮釋性。故本研究中，研究者強調理解受訪

者的主觀感受，並於陳述相關情境時，若有曖昧資訊或研究者未能精確理解時，

便與受訪者立即核對，讓資訊盡可能正確。 

 

胡幼慧與姚美華（1996）更提醒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需不斷反思及自省，於

過程中所可能觸及文化、性別及意識型態等議題加以思考，其中若有可能觸及倫

理議題，也需要加以思考（轉引自潘淑滿，2003）。故訪談過程中，針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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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些機構文化或工作淺規則時，適時指出與其討論，從中釐清是否具有特殊

文化議題或意識型態，立即性的對這些議題的討論，反而更豐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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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Neuman(1997)指出研究倫理就是指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能須遵守研究單

位對研究行為的規範與要求，倫理規範用來讓研究者理解說明哪些是合法或不合

法的行為。Punch(1998)更指出因為研究過程潛藏者許多不確定性危險及不可避

免的傷害（轉引自潘淑滿，2003），也因此研究倫理更具其重要性。若能在研究

之前就先設想好研究可能面臨的倫理議題，勢必能降低或避免後續研究過程中所

可能會造成的傷害，讓研究能以最少傷害的姿態產出，帶給受訪者最多的福利與

保障。本研究遵循以下研究倫理，以避免對受訪者帶來傷害。 

（一） 尊重研究者意願及告知後同意 

本研究對象為現為或曾為各縣市家防中心之兒少保組兒保社工，訪談內容觸

及個人主觀情感及感受極多，故於進入研究之初便提供訪談同意書供受訪社工填

寫，並於訪談前確認受訪者期待，盡可能書面書寫於訪談同意書中。除研究者羅

列相關權益說明之外，更保留一欄供受訪者填寫，讓受訪者於訪談尚未開始前便

知悉具有隨時表達自身意見及需求的空間與彈性。再者，亦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

不僅自願參加，更可以隨時中途退出或單方終結訪談關係，無須擔心影響本研

究。研究過程中也不會有任何對價、不公平要求等關係出現。由於本研究採滾雪

球方式進行，故也會向受訪者說明無須在意人情壓力，以其自身意願決定是否進

入訪談關係。 

 

（二） 隱私與保密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會談及許多個人事件、觀點及想法，其中更涉及對於所

屬機構的主觀評價，故研究者恪守保密義務，將受訪者以化名呈現。另有受訪者

提及若將縣市與年資等條件進行比對即可能會洩漏其身份，故經受訪者同意後，

將縣市條件放大為以直/轄市標記，以確實保密受訪者資訊。內容中談論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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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可能會提及發生年月，受訪者擔心因此未能達到保密效果，故要求研究者採

用「*」符號將其隱匿，以達保密效果。 

 

（三） 潛在風險及傷害 

該研究所談論之經驗並非普及呈現於文獻之中，對於該經驗的詮釋可能正向

亦可能是負向。訪談過程中若引起兒保社工挫折或悲傷情緒，研究者雖非諮商人

員無法進一步協助受訪者處理該經驗，但仍會秉持社工專業中傾聽、同理、支持

之態度，同時確認其可以繼續接受訪談。若情緒困難恢復則依兒保社工意願暫結

束本訪談，避免傷害。此外目前受訪者所屬縣市皆有「員工協助方案」，由心理

師提供心理諮商服務，若兒保社工因為訪談過程引起創傷反應或情緒議題，也會

提供該資訊供其運用。 

 本次訪談中，又曼及之卉對於重新提起該段經歷略有情緒，過程中研究者不

斷與其確認是否能持續進行訪談，避免因為本次訪談對受訪者造成二度傷害。而

受訪者對於研究者的核對皆表感謝，也表示過程中情緒尚能自我處理，無須相關

諮商資源引入。 

 

（四） 接納、不批判 

本研究以初探兒保社工經歷該事件的心路歷程，過程中會有大量情感及個人

情緒反應呈現。研究者將秉持不批判的態度與兒保社工訪談，並確認自身肢體語

言或是表情沒有出現批判或不一致的表現，且於會談初期著重關係建立，以誠懇

的態度與其互動、溝通，有助於提供更為真實的情感表達及個人想法，讓研究所

得更接近真實。此外會談中，若出現需要核對之矛盾資訊、或口語表現與肢體表

現不一致之處，研究者便立即以問句核對受訪者的所陳述內容，於會談中即刻確

認資訊的正確性。 

本次訪談中，又曼對於重新回憶該經歷仍顯情緒激動，過程中訪談者大量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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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與同理，讓又曼能夠在接納的關係中述說該段經驗，也因為這樣，又曼雖與研

究者僅初次見面，也能流暢表達個人心情及感受，並分享自己在該次經驗中所面

臨的一切經歷，提供研究者更為完整的資訊。 

 

（五） 互惠關係 

本研究雖不以權力強迫受訪者進入研究關係，但因為受訪者提供其自身豐富

經驗供研究者研究，過程中不僅需一再回顧過往經驗，更需要在並未全然的信任

關係建立前及自我揭露，如此經驗對受訪者是一種挑戰。倘若受訪者於訪談過程

中再度回想過往負向經驗或苦痛，對受訪者更是傷害。但 Smith等人(2004)研究

指出兒保社工的恐懼透過同儕及分享最能夠有效降低。故本研究透過對話的模式

重新討論受訪者該段經驗，並適時分享研究者自身因公涉訟經驗，讓訪談能夠找

到共有及普同化經驗的安慰，達到互惠關係。此外，本研究亦提供百元以下禮品

作為回饋。 

 

 

http://bjsw.oxfordjournals.org/search?author1=Martin+Smith&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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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工具（潘淑滿，2003），表示研究者本身的角色及立場

也深深的影響著研究內涵，甚至是研究的客觀性與正確性。當課題回到研究者本

身時，似乎就像一場齋戒沐浴般的淨身儀式一樣。研究者於 97年進入兒少保工

作，初踏入保護性業務，很多評估與處遇都跟過往的經驗或學校教育的內容有所

落差，帶著不斷學習跟驗證的心情，在這份工作中實踐著。直到自己也遭遇到被

家長提告時，一個與過往工作迥異的經驗，我不知道如何因應與處理，那是第一

次發現，原來當社工是會被告的，原來沒有瀆職、沒有失職也是會被告！因為這

樣的經驗，發想並成就了這一份研究，撰寫過程中透過文獻與字句重新耙梳並理

解當時的心情，甚至重新詮釋過往的這個經驗。但是，這是我的歷程，我的受訪

者，也走這樣的歷程嗎？撰寫計畫書時不斷出現這樣的疑問。因為經驗無法類

比，所以在這裡出現更多矛盾與衝突，於是開始思考，我需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去訪談才能得到資料，一份不是從我出發而是來自訪談者的資料？ 

 

我用齋戒沐浴來比擬，要進入神聖的殿堂之前，勢必需要放下一些自我，卸

下心裡的那些重擔，只「聽」我的受訪者「怎麼說」。但這一點都不容易，需要

放掉主觀的自我，透過對話去理解受訪者的世界跟情境脈絡，這是在訪談中需要

不斷自我提醒的部分，更需要自我深度覺察不要在訪談或互動過程中過渡投射。

因為自己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如果能深度覺察並自我提醒，會談中該經驗將

能轉變成正向且有助益的經驗，幫助受訪者在一些轉變或心情描述上有更為細緻

的呈現，有更多敏感度可以理解或核對受訪者所描述的經驗及感受，而提供給受

訪者的回饋也將因而更貼近其心情。 

 

 研究者因為具有兒少保工作經驗，加上訪談對象也同為兒少保社工，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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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默契將加速訪談關係的建立，更快進入訪談關係。但卻也要注意不要受到

該身份影響而將該經驗轉變成為關係中壓迫對方的知識權力，將自身的經驗與價

值觀強加於受訪者身上，或不斷比較彼此經驗的差異，評價他人的經驗，甚至評

價其他縣市單位所提供的協助或保護措施。此外也會避免讓督導直接推薦具有該

經驗的兒保社工受訪，將政治的權力強加於受訪者身上，讓受訪者因為擔心考

績、工作表現或人情壓力等等而不得不進入訪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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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探討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共訪談五位受訪者，針對因公涉訟經驗

進行討論並分析訪談資料。本章分為四節討論，第一節係討論兒保社工的訴訟經

驗；第二節則探討不同因公涉訟的案件會有哪些不同的因應策略；第三節接續討

論，當兒保社工因公涉訟時，與機構及司法體系之互動經驗；第四節探討當兒保

社工置身其中其倡導策略。 

 

 

第一節 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 

 

 本研究共訪談五位兒保社工，考量遭案家提告經驗並非普及也常涉及污名

化，訪談對象取得不易，故採用滾雪球方式訪談到五位不同縣市兒保社工，以下

即針對每位受訪者的故事簡單介紹： 

一、 以藍：突來的案件讓他面臨了未曾經歷的工作風險 

以藍，一位從事保護性業務的兒保社工，工作約莫十年的時間皆投入於性侵

害保護業務，對於孩子遭受性侵害過後的特殊身心反應，他總是有比別人更高的

敏感度去察覺。這一次，他遇到一個總是會拔自己睫毛跟頭髮的孩子，但並不是

從頭開始接觸這個孩子，而是因為工作同仁轉職，讓他必須接手服務這個孩子。

經過調查，發現孩子遭強制猥褻狀況，就連案手足也有一併受害情事，社會局依

職權緊急安置兩名孩子。 

安置過後，孩子對以藍感到放心，也願意有更多陳述，才發現不僅僅是強制

猥褻，還有更多肢體虐待的狀況，於是以藍於提起妨害性自主官司同時，一併提

出停止親權告訴，不希望孩子再度返家受到傷害。然而，案父並不認為自己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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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任何傷害動作，故不僅過程中不斷陳情以藍，還聘請律師協助妨害性自主

官司。 

停止親權告訴，法院裁判監護權歸社會局所有，剝奪案父親權，此時案父認

為若不是以藍提起相關告訴，就不會有剝奪侵權及失去孩子一系列的壞事發生，

甫以相關文件都係以藍名字，行政程序及案父對口都是以藍，「因為他搞不清楚

狀況，第一個都是我在出庭嘛！整個行政都我在跑嘛！上面都是我的名字

嘛！」，故向法院提起誣告，被告係以藍，「他有判決書，判決無罪的判決書，再

者他是被告那時候是被告身份，他就反過來告告訴人，但是重點是我不是那時候

的告訴人，可是我就被列是被告了」。以藍對此相當氣憤，認為告訴人係局長，

與自己無關，甚至對於地檢署並未清楚當初訴訟的兩造角色（社會局-案父）而

將其列為被告，覺得相當不應該並以倒楣自我調侃。 

以藍於接獲出庭通知始知被告，向中心申請律師協助費用，聘用當初協助停

止親權訴訟之律師，主要考量該位律師較清楚當初訴訟脈絡，不僅可以由律師準

備所有出庭資料，在法庭上也比較能夠清楚說明兒保社工處遇過程及依法行政作

為。出庭偵訊，檢察官當庭才知悉被告係兒保社工，加上當庭檢察官詢問的問題

內容、書記官的配合（將兒保社工戶籍資料改成中心地址），及「第一個條件就

不成立，我未曾告過他，嘿，我只是因為我值勤公務是我做的行政書面資料我提

供給法院調查報告什麼的...誣告罪名也不會成立」，讓以藍直覺自己並不會遭起

訴，在訴訟過程中也比較有信心，不會感到焦慮或恐慌，針對檢察官偵訊的問題

就以過往陪同個案出庭的經驗以及律師協助加以回應即可。這一次出庭後不久，

以藍便收到不起訴處分書，訴訟於焉結束。 

經過該事件之後，以藍不再需要與案父維持工作關係，於重申社會局立場後

便結束工作關係。隨著事件落幕以藍知道這樣的訴訟行為並不是偶發或插曲，而

是保護性社工都會遇到的工作風險之一，於是更加堅信保護性社工一定要依法行

政，加強證據取得之合法性，讓自己在工作同時也具有自我保護的概念，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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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到同樣的事情時可以安全下樁。 

 

二、 又曼：午夜的一通電話讓他面臨保護性工作的困境 

 又曼，一位剛踏入保護性領域的社工，午夜的一通電話通知，才知道安置的

孩子因為想要離開安置處所，從高樓不幸摔落身亡，到達現場的又曼根本不知道

該如何處理，只知道案母完全不願意接受任何說明，執意對又曼提起業務過失致

死訴訟。 

 收到地檢署通知，又曼相信這一切是真實的發生了，除了面對個案死亡的悲

痛、行政報告的壓力、長官質疑的口吻，又多了一個官司纏身的辛苦，對一個初

進入保護性業務的兒保社工談何容易。然而社工總是站在問題解決一方，又曼開

始思考如何回應這一場官司，又如何收起自己對於會被告的內心污名壓力，開始

尋找相關資源來幫忙自己。 

 尋求資源協助的過程並非順利，「我覺得沒有辦法去認同這樣的一個機構，

因為我是執行公務，而不是因為我個人的疏失，那我變成要自己去面對」。一段

話道盡了又曼的心情，當下不僅需要自己面對，同事冷淡拒絕協助、長官態度反

覆、地方民意勢力的介入，讓又曼內心五味雜陳。偵查階段暫時不需要律師介入

的機構主張，讓又曼只能單獨整理個案資料、單獨面對龐大的法院體系，但同列

被告的安置處所卻是由主管帶著律師一同出庭，讓沒有律師支援，且僅獲得公假

協助及主管臨時才決定陪伴前往法庭的又曼「心很受傷啦」。 

 出庭前，又曼去電地檢署瞭解相關細節，並說明本案係因公涉訟，希望可以

將戶籍資料變更以確保自身人身安全，卻遭拒絕，書記官的回應讓又曼相當不舒

服，「他那時候就跟我說，如果我不出庭的話，我們就通緝阿，...，我其實最不

舒服的就是我覺得我被當作一個犯人」。出庭時，又曼對於地檢署相當不熟悉，

加上檢察官質疑社工服務年資、經歷，甚至要求又曼應該同理案母提出告訴的心

情，讓又曼一度在法庭上情緒激動。雖然僅出庭一次，也獲得不起訴處分，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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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多年，迄今研究者再與又曼談起該情境時，他仍舊情緒激昂，眼淚在眼眶打轉

著。 

 一年多後才接獲不起訴書，又曼並沒有因此放下心裡的大石，家裡地址曝

光，又曼其實相當擔心有黑道背景的案母哪天找上門來！曾經向機關反應住家地

址保密議題，卻無疾而終。此外，常有外單位或外縣市來詢問其涉訟經驗，讓又

曼覺得自己的生命留下了一個污點，一個極力都無法抹去的污點，「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把自己定位在比較高的點，那為什麼我們要被在人生裡面被畫上這樣的一

個污點」。但這些因為訴訟衍生的威脅或傷害，都不是向工作機構反應就可以獲

得改善，甚至可以說主管並不認為這些是問題，「這要看長官他是怎麼去看待這

些事了，他如果是覺得說反正被告你就出庭去說明說明嘛，我相信如果單純想法

就只到這裡，沒有想到個人內心的層面那個部分，可能也不太有可能有什麼進展

拉」，道盡又曼在機關單位中面臨這樣一個事件的心情，也可以看見一個兒保社

工如何表達無力感。 

 

三、 之卉：職代卻代出了一連串的訴訟 

 因為身為同事職代，職代期間案件再度通報進來，之卉代替同事先進行案件

調查，發現除了通報單上所述不當照顧及肢體虐待之外，孩子還遭父親強制猥

褻，因為案件調查、會談及訪視甚至孩子證詞取得都是經由之卉，所以該案件就

轉由之卉接手承辦。 

 業經兒保社工專業評估，不僅先進行緊急安置，更針對案主妨害性自主部分

提起獨立告訴，案父對於社工的介入相當不滿，對於法院裁定安置及獨立告訴的

審判更是不滿，故對之卉及法院一併提起誣告告訴，但之卉當下相當清楚訴訟要

件不成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他告我個人又不是我個人告他，對，所以這個

東西他的告訴主體其實是搞錯了」。所以對於訴訟沒有太多的擔心，加上彼時安

置及獨立告訴的決定都是機關單位同意，讓之卉在一開始時就能夠提醒自己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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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訴訟官司。 

 總共遭案父提起三次誣告告訴。前兩次的訴訟，之卉帶著中心陳核過的資料

進入法庭，檢察官調查後旋即發現訴訟對象錯誤，簡單偵訊後結束前兩次的訴

訟，「就是檢察官的態度倒是友善的，就是他知道這個狀況以後他就完成了他偵

查的程序而已啦」不久後便接到法院不起訴處分書。雖然檢察官表明偵查只是為

了完成程序，但進入法庭並不單純只是訴訟議題，還會面臨到個人資料保密、與

案家接觸遭威脅等狀況。 

 出庭當天，案父也一併出庭，不斷在庭外對之卉叫囂，之卉內心相當害怕，

求助法警安全保護。此外，同在庭上，核對基本資料跟戶籍地址時，之卉擔心若

案父記下相關資訊後是否會對之卉及之卉的家人有所不利，加上過往與案父工作

經驗中，經常受到具黑道背景的案父威脅，當發現自己家人也可能受到這樣的威

脅恐嚇時，之卉情緒轉而憤怒、不安，「透過司法曝露了我太多個人的東西，所

以我的確會覺得害怕不安。...我可能不是怕我會被判刑，我是怕這個過程裡面我

的家人會不會受到一些危害，我覺得那個才是…他這個部份真的抓到了我最在乎

的事情。」，但求助機關希望可以將戶籍轉遷卻遭拒絕，讓之卉不禁覺得這真的

變成個人訴訟而非是機關訴訟由兒保社工代理出庭而已。 

 六年後，已經離職的之卉再度接到法院傳票，案父第三次對其提起偽證罪跟

教唆偽證罪的告訴。由於對案件已經記憶模糊，加上無法取得相關資料，故申請

因公涉訟委託律師協助該次官司，然而，在資料通過單位審核同意申請前，之卉

內心相當煎熬，很擔心自己的申請遭到拒絕。雖然獲得律師協助，但因為手上沒

有任何相關資料，之卉對於該次訴訟相當焦慮，加上法庭上檢察官的問題讓之卉

明顯感覺到檢察官對於兒童保護案件並不熟悉，不斷要求之卉提供大量的資料佐

證，「我覺得這個檢察官對於兒童性侵害然後性侵害案件，然後這個案件怎麼在

社政系統被運作其實是不瞭解的，對，所以他一直很想要有文件資料來協助他把

這個案件能夠做一個偵查的一個決定」，已經不在該單位的之卉內心很不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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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依靠律師協助。雖然幾個月後之卉收到了不起訴處分，但其心中的焦慮依

舊未減，不斷的在想到底要和案父纏訟多久，幾年後還會再收到另外一張法院傳

票嗎？！ 

 隨著事件落幕，之卉心裡並沒有比較舒服，即便收到不起訴書，仍對於社工

的處境及遭提告的狀況忿忿不平，認為體制太過將問題個人化到社工身上，兒保

社工必須承擔起許多體制衍生的問題，但機構卻沒有提出更多保護措施來因應是

類狀況，讓該議題不再是個人議題，而是用更鉅視的眼光及策略來加以回應。 

 

四、 芷真：一句評估卻引起一系列訴訟風波 

 芷真，一位資深的保護性社工，在接獲性侵害案件通報，著手進行案件調查

工作時，由於孩子的陳述相當怪異，啟動了性侵害社工的敏感神經。認為案件並

非表面所見單純，不斷深入調查時，才發現許多不為人知家內亂倫的秘密，經專

業評估立即啟動緊急安置，並對案父提起妨害性自主告訴。 

 安置及訴訟的強制性手段並沒有讓案父意識到自己的不當行為，並配合社會

局進行家庭維繫計畫，反而是以法院裁定書上兒保社工陳述其「疑似精神疾病」

為由對芷真提起偽證罪告訴，接獲不起訴處分後八個月，芷真再度接獲誣告及偽

造文書告訴，兩次刑事訴訟耗去芷真將近兩年的時間。 

 由於評估案父精神狀況並不穩定，且認為自己安置過程一切依法，輔以過往

的出庭經驗，芷真認為出庭應該不會有太多困難應付的狀況，所以隻身前往法

庭，心想倘若檢察官起訴了再來申請律師協助也還不遲。 

 出庭前的芷真嘗試與書記官聯繫溝通希望資料可以郵寄至工作地點而非戶

籍地，而該動作的背後其實是說著許多擔心，因為家人不支持芷真從事這樣風險

極高的保護性業務，倘若再讓家人知道因為工作關係而涉訟，恐怕會影響後續工

作延續。幸好這樣的溝通獲得書記官及檢察官認同，芷真也得以隱瞞家人獨自面

對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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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司法，芷真才發現該次訴訟與與之前妨害性自主訴訟係同一檢察官，檢

察官不管對於案情或事件脈絡都算熟悉，會主動要求案父配合提供相關證據這讓

芷真雖然出庭數次但都相當省力，也鮮少在法庭上有所攻防。案父兩次提告，芷

真都是這樣面對，纏訟兩年芷真獲得兩次的不起訴處分，他認為這是保護性工作

的風險，是必然要面對的情境，「所以我覺得如果做得到保護安置會遇到就是這

樣奇怪的民眾可能後來會提告訴，我覺得是難免會遇到的事這樣」，所以沒有太

多恐懼與擔心，更堅定的相信自己的處遇無誤，才會獲得不起訴的判決。 

 訴訟結束，接獲不起訴書，芷真拿著處分書要掛文號歸檔遭機構拒絕，主管

皆向其表示此為個人書信文件，無須掛中心公文文號。這樣的互動，讓芷真驚覺

原來機構把訴訟這件事看成是個人事件，這在芷真心裡激起了衝突感，瞬間他真

的困難判斷公與私之間的界線。 

 多年後，因為本次訪談讓芷真重新回想起這一段過去，認為若不是自己運氣

好，遇到可以溝通書記官與檢察官，加上檢察官對於社工處遇熟悉，恐怕結果不

會如此，於是開始思考體制的議題，認為機構與司法應該提供兒保社工更多保

護，而不再讓兒保社工老是需要碰運氣，更不希望工作負擔已經很重的兒保社

工，因為涉訟而加重工作負擔。 

 

五、 友易：將近一半的保護性業務年限都在回應訴訟 

 因為安置的孩子在寄養家庭受了傷，監護人彷彿抓到把柄一般，經過幾次溝

通仍無法讓監護人接受孩子受傷的事實，不由分說堅持提起傷害告訴。友易心裡

清楚並非其傷害個案，所以獨自面對司法，並獲得不起訴處分。 

 多年的兒少保工作經驗，該次訴訟並非單一，妨害名譽、偽造文書、詐欺、

瀆職、強制等罪名，都曾經是友易需要面對的訴訟。不僅如此，刑事告訴搭配民

事求償更增加友易面對司法的難度，每次都需事先評估什麼案件需要律師協助。

友易學會以自己是否對於訴訟類型、訴訟要件熟悉為前提做為聘請律師的評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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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進入司法，警方的偵訊筆錄就已經讓友易左右為難，要求友易提供自身基本

資料、戶籍資料、個案紀錄，應該基於工作倫理或是單就站在個人被告立場加以

回應，每個選擇似乎都需要經過許多斟酌思索，一點也不簡單。真正進入法庭後，

又是另外一場硬仗，面對依照程序前進的檢察官，友易花費相當多的時間準備檢

察官要求的資料。這樣的過程，友易用犯人來形容自己，過程中感受到許多不友

善的對待，感觸很深。 

 此外於機構陳核出庭資料時，還需要面對中心主管的質疑，認為訴訟是因為

兒保社工工作能力有狀況引起，同儕間也用異樣的眼光看到友易，回應這一切都

讓友易身心疲憊。再加上平時的個案及行政工作，這一次又一次的訴訟都不斷增

加友易的工作負擔及心理壓力。 

 纏訟幾年，訴訟結束，連友易都算不出前前後後到底耗去多少年在訴訟關係

中，只知道其中有一案就已經耗去兩年的時間在訴訟。但其認為是因為依法行政

且對於法條及訴訟程序的理解，加上適時運用律師資源，才得以全身而退，「拿

到勳章(笑)就是 OK 啊！怎麼會沒有能量呢！」。用拿到勳章來詮釋自己從司法訴

訟中脫身，也透過這樣的詮釋重新找到工作的能量，讓友易得以在兒少保護工作

中堅持十年以上的工作時光。 

 實務經驗中，友易觀察到不僅所在單位對社工因公涉訟的輕忽，連公務部

門、社工體系對於社工會遭到案家提告一事也未曾多加著墨，更遑論要辦理相關

訓練來讓保護性社工知悉這些工作風險。訪談中友易玩笑性的說除非機關主管親

身經歷該狀況，否則難有改變並增加兒保社工裝備的一天，雖是玩笑，卻道盡了

兒保社工置身其中的無力感以及機構漠視的程度。 

 然而具思考能力的友易並未因為司法終止就認為自己安全下樁，直至現今，

友易還是不斷思考這樣的工作風險為何始終存在於保護性工作領域中，以及該透

過什麼樣的方式才能保護日後保護性社工可以回應該風險。友易不會樂觀的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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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可以減少，反而認為應該比照醫療糾紛處理的體制，積極建立一些社工回應

訴訟的途徑或 SOP，讓兒保社工不再如代宰羔羊般毫無工具回應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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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因公涉訟歷程 

 

 訴訟可以分為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本次訪談的五位受訪者中，

全部都是遭到案家以刑事訴訟提起告訴。刑事告訴是於犯罪行為發生時，由執法

人員進行調查，檢察官偵查後認為有起訴理由，再向法院起訴，由法院進行案件

審理。若犯罪事實及證據明確，即審判定罪並加以執行，否則即為不起訴或緩起

訴等處分，全案偵查結束（林俊峰，2014；錢世傑，2012）。刑事訴訟有不同階

段，故本章節根據刑事訴訟的階段及特質進行討論，先討論訴訟前期、中期每個

階段受訪者的經驗，而後期因為涉及兒保社工個人調適及轉變，將延至第三節做

整體討論。 

 

壹、 訴訟前期-出庭前 

一、訴訟起因 

 案家對兒保社工提起告訴，多數起因於不滿兒保社工的處遇，然而兒保社工

處遇甚多，容易激起案家第一時間不滿且以訴訟加以回應的便是兒保社工的訴訟

處遇，其中包括緊急安置、獨立告訴、出庭服務、妨害性自主官司、停止親權等

等。這些服務都是透過訴訟剝奪監護權人相關權益，也因為這樣容易激起監護人

以同樣的方法來回應政府的訴訟手段，雙方關係形成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

狀態。然而並非所有的家長都是回應式的提告兒保社工，有些家長乃是經過評估

後才選擇用這樣的方法來「對付」兒保社工。 

 

（一）因訴訟處遇而衍生訴訟 

 兒保社工接獲通報案件後，需於 24小時內進行案件調查，並確認案主安全，

意指兒保社工在該時限內就需要完成是否安置或其他處遇之評估。若評估需要安

置，將依法於 72小時內向法院提出安置裁定，對案家而言，不僅失去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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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遭到社工對其提起民事告訴。 

 除了安置的裁定被認為是訴訟之外，社會局依法提起的獨立告訴、妨害性自

主訴訟、停止親權等也都被案家視為是另外一種提告的行徑，這樣的舉動容易讓

案家「嚥不下這口氣」，拉高了兒少保護案件的對立性及張力（周嘉鈴，2014），

讓案家選擇採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行徑來回應社工所提起的訴訟行為。 

「刑事判決無罪他証明了一點就是確實他是告訴人他的確曾經被被告，他被

人家告過。所以他現在反過來。對！他反過來告那個告他的，曾經告他的人

誣告他。」（以藍） 

 「跟督導討論完之後我們會確定就是在筆錄，進入筆錄然後提出獨立告訴這

 個部份。所以這個案子就進入了妨礙性自主的獨立告訴。那個時候是 9*年

 嘛，那這個爸爸被告了之後他很快的就對我提出誣告。」（之卉） 

 「然後我們這邊就安置這樣子，對，那後來以後因為這個孩子在司法過程裡

 面後來就不起訴這樣子，這個案件後來司法過程不起訴，然後爸爸就提出那

 個告訴。」（芷真） 

 

（二）處遇期間再發事件衍生訴訟 

 兒保社工評估安置後，案主主要照顧者變更為社會局，雖非直接由兒保社工

接手照顧，但案家仍認為兒保社工有職責要確認個案安全，所以當個案在機構照

顧過程中發生意外或傷害，案家便直接將矛頭指向兒保社工，認為都是兒保社工

處遇不當造成，甫以過去對社工處遇的不滿，累積爆發，因而對兒保社工提起告

訴。 

 「對，那家屬怪的是說如果我不要把她安置在那個地方，她就不會墜樓身

 亡，所以他就去告我個人。」（又曼） 

 「就是他會面的時候發現他小孩沒有被照顧好，然後他認為他小孩腳有受

 傷，然後他就告我傷害，因為是我安置的嘛！所以告我傷害他的小孩。」（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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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 

 

 在台灣，因為上述處遇都需要由兒保社工主動向法院聲請，已經在形式上採

用訴訟的方法，後又需要出庭表述或撰狀書寫訴訟源由，指出案家親職不當之

處。在這樣形式與內容皆充滿案家不當對待兒童少年的情況下，案家的情緒張力

瞬間升高，倘若再加上兒童少年安置期間有些意外發生，勢必引起案家更大反

彈。由於處遇過程都係兒保社工出面，故案家選擇提告兒保社工並不難理解，但

這樣的狀態卻與英美兒少保護工作有法官保留形式相去甚遠，法院站在第一線剝

奪或處分案家親權，兒保社工再執行法院命令進行。第一線處遇者的權力大小及

命令強度讓後續處遇狀況及兒保社工處遇的功效與風險大相逕庭。 

 

二、知悉因公涉訟後情緒反應 

 兒保社工人身安全中，將明顯可見的傷害列入其中（徐雅嵐，2009），卻鮮

少論及兒保社工遭案家提告所形成的傷害。近期，眾多研究開始關注兒保社工訴

訟，逐漸將訴訟列入兒少保工作風險之中（白立德，2013；陳圭如、孫世維譯，

2007），提醒保護性工作需要開始正視訴訟的傷害，也同意兒保社工身處其中會

有相當多的影響。這樣的影響不僅在於感受上受到波及，有更大的部分是污名感

受跟對自身及家人安全的疑慮。這樣的內在感受雖然負向卻真實，道出兒保社工

為工作所做的犧牲。 

然而，此次訪談發現兒保社工並不會讓自己停留在這樣的情緒反應上太久，

受過專業訓練的兒保社工們，不僅會運用問題解決模式或個案管理模式來協助個

案，更在面臨自身困境時採用此方法來自我協助或求救，幫忙自己順利因應。由

於污名化及安全議題甚為重要，研究者將此議題延後於第四節擴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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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惑、擔心及憤怒 

 兒保社工可能因為接獲到法院傳票，也可能接到警方通知製作筆錄，而知悉

自己因公涉訟。知悉第一時間便是對於自己會遭提告感到疑惑，不懂為何僅是扮

演訴訟代理人，卻會引來案家不滿提告，內心總認為案家應該明白訴訟的過程及

刑事告訴的要件，真正應該提告的對象是社會局。 

 疑惑之餘，兒保社工也會因為意識到訴訟案件可能造成的影響，開始擔心家

人的安全，更可能轉換為憤怒，強度因不同案件及案家對其造成的傷害感受而有

不同。 

「我好像就得接受這個狀態，然後我還要自己要請我家人去防範很多事情。

就是我為了我的工作然後讓家人也很…就是很不安啦。」（之卉） 

「我從來沒有告過這個爸爸。為什麼今天我會是誣告罪的被告。我是覺得很

大的疑問啦！」（以藍） 

 「我印象中就是那個信件我收到之後其實我是忿忿不平啦，對，我會覺得我

 不能接受他去告的是我個人。」（又曼） 

 

（二）缺乏控制感 

一個案件，可以因為階段性任務結束而結案，就不再與案家有所接觸。不僅

對兒保社工而言可以預期與案家關係結束，也看見自己在該段工作處遇過程中的

可預期性與控制感。兒保社工可以預期到自己的工作成果也能對自身所面對的情

境更有掌握，不再恐慌與焦慮，但本次訪談受訪者提出了另一種不同的情緒感

受，研究者將其歸納為控制感。 

兒保社工再也不能預期何時會面臨訴訟威脅，不知道何時需要再一次回應司

法，也不清楚本次回應過後多久還需要再回應一次，為何每一次的回應都不能滿

足案家需求，這樣的訴訟關係何時才有結束的一天，下一次案家會不會又用不同

的理由控告社工。當這一切的問題都變得無解，甚至無法控制的時候，生活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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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被影響的程度，將超越我們所能想像。 

 「我覺得如果我遇到一個案家他要跟我糾纏一生，然後他就會不斷的告我，

 不管他能不能告成他就不斷的告我，而且這些都是刑事罪名他又不用付錢。

 對，他就可以不斷告我，我就要跟他糾纏一輩子。這是讓我很憤怒的一件事

 情。」（之卉） 

 「那個時候的心情的感覺就是陳情他都已經說過了，然後他還是不相信，他

 還要追著打。那萬一告出來的結果，因為那時候會知道說你這樣告不成的

 嘛！啊！可是你會就開始想到說那告不成他下一步會做什麼？ㄟ！啊！所

 以你就會擔心。」（友易） 

「萬一他知道他輸了呢！不爽！合理的程序走完了啊！他如果要走非法

的，怎麼辦？對！或者是天氣轉換他精神疾病真的發作了呢！ㄟ啊！所以這

個真的是比較麻煩的事情。就那個麻煩不只是程序而是你的心理也會有負

擔。」（友易） 

 

（三）建立因應策略 

 既然依法行政仍免不了一場訴訟，兒保社工開始思考的是如何調適及因應，

這與社工專業教育下問題解決的工作模式相當一致，兒保社工不僅在服務個案時

有這樣的專業能力，在面對自己的問題時，也內化了這樣的學習，開始陪伴自己

面對問題。 

 因應的方法相當多元，以藍以自我調侃的方式來放鬆自己的心情，讓自己可

以有比較多的能量尋找資源面對司法。芷真則認為自己一切依法行政，加上案父

狀況確實不好，先配合偵查庭的調查，若有需求機構會是他的支援後盾。而友易

雖然在情緒上感到麻煩，但面對訴訟仍採取配合偵查加以因應。雖然受訪者簡單

說明因應策略，但卻可以在這樣簡單的字眼中看到不同的因應歷程。 

 「調侃一下嘛！就怎麼那麼衰，衰到爆我只是執行公務而已，我竟然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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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然後自己要自己解套。」（以藍） 

 「我其實那邊也沒有說要...要多要求什麼資源啦，我這邊是說如果後續有需

 要的話，會請中心再提供這樣，所以我就想我先去這樣子。」（芷真） 

 「收到的時候是覺得ㄟ！不是都已經講過了嗎？怎麼還會來。ㄟ啊！然後比

 較麻煩，會覺得比較麻煩啦！麻煩的是那個他們通常就是要你去做筆錄嘛！

 對！那筆錄的時候就是要解釋很多事情。」（友易） 

 

三、知悉因公涉訟後的準備 

（一） 尋找資源 

接獲傳票或警察通知，訴訟是再也無法避免，接著兒保社工想著的就是如何

因應，但司法及法律都不是原本兒保社工所熟悉的。在學校的專業訓練裡跟職場

的在職訓練中除提供兒少相關法制教育外，鮮少針對民、刑實體法與程序法，甚

至是行政法加以訓練（周嘉鈴，2014），讓社工員在面臨訴訟時，未能清楚掌握

訴訟可能會面臨的情境，也困難獨力處理訴訟所需資料。但兒保社工又不可能扛

著可能被起訴的風險讓自己毫無準備就進入司法，尋找資源成了出庭前最重要的

一件事。 

 

因公涉訟是個隱諱的議題，若不是單位中有其他兒保社工經歷過，恐怕很難

知道該如何因應，故有經驗的同儕就會是重要的資源之一。但經驗並非雷同且可

以複製，同儕經驗未必能貼近並符合當次兒保社工的需求，向外尋找可協助的資

源成了重要的一環。由於因公涉訟對許多受訪者而言都具有污名的感受，故多數

受訪者傾向於透過自己身邊的系統（朋友、親人）或網路管道來尋找資源，避免

找資源的過程還需要回應或面對他人的質疑或臆測，該舉動也看見兒保社工困境

之弦外之音。 

「我還去找人家，我還去問一個外單位的。那時候她老公在勞工局。我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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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有認識，我就問她說ㄟ，你有沒有辦過因公涉訟的案件，你有沒有範例

先借我一下這樣，我還去找資源把資料準備起來。我第一次當被告比較不熟

悉。」（以藍） 

「因為我先生也是兒少保社工，對，然後其實整張的文件…我印象中是我自

己整理完之後我拿給他看，我跟他說…ㄟ，我也忘了到底有沒有給他看，可

是我有口頭跟他講我大概就寫了那些東西這樣，對。對，然後就他也沒有跟

我說你哪裡寫錯什麼。」（又曼） 

「我自己其實那時候有去上網查一查啦，然後查一查我覺得要...就是我覺得

我們在安置過程裡面是沒有這提告的罪名...沒有這個問題的，對，那每個步

驟都沒有問題，我覺得其實不太是不可能構成他告我的那個要件。」（芷真） 

「有去問一下這個可能比較會...對方可能會說什麼，因為有的同儕有出庭

的...就是這種被告的出庭經驗。」（芷真） 

「所以中心，其實有印象中其實找律師這個錢都還是我們自己，並不是上面

告訴我們，是我們自己去找到這個法規來運用的。」（友易） 

 

除了非正式管道，兒保社工也會透過找機構督導、律師等正式管道，甚至想

起過去曾經在初任公務員的訓練上有相關資源，想辦法瞭解這樣的資源在目前的

機構是否仍有提供，俾利自己面對司法。 

「那在**年他提出告訴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所以我完全沒有辦法拿到這

個案件的任何資料，我也不復回憶要怎麼去回應這個案件出庭的狀況，所以

我就跟原本在家防的那個…這個案件因為他還在案中，就跟這個案件主責的

督導連絡，我跟他講說我被告了，我又再被這個人告了然後他的告訴原因是

什麼，但我現在我需要家防中心幫忙。」（之卉） 

「我為什麼會知道因公涉訟，是因為去被告的那個時間點左右去人發上課。

它有一堂課是公務人員的保障培訓，保障，公務人員保障。ㄟ！然後那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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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因為公務人員保障的法令的定出來的一個行政規則。對對！我在那邊

學到的。對！對！所以才會知道說喔...有這一個。」（友易） 

「如果是刑事案件要到地檢署的當然就可能會問一下中心的那個法律顧問

啦！」（友易） 

 

尋找資源對兒保社工而言雖然像呼吸一樣容易，如同兒保社工在協助個案時

的反應一樣自然，但並不代表所有的兒保社工身邊都有親友、家人等非正式資源

可以提供協助。研究者相信仍有一些兒保社工在資源資訊取得上處於劣勢，倘若

機關又沒有主動提供資源，因公涉訟的兒保社工處境堪慮。當社工專業致力於提

升或改善案家生活環境及社會地位的同時，怎能忽視兒保社工也需要相對的對

待。 

 

（二） 確認機構可提供的協助 

司法並不是兒保社工熟悉的領域，而且偵查過程中該如何陳述及對造律師攻

防的因應，並非所有兒保社工都能流暢處理，在對環境及如何應答不熟悉且沒有

經驗的情況下，兒保社工無法獨力因應司法訴訟時，就需要律師資源的協助。但

律師協助雖有法源，卻非說用就用，兒保社工需要透過科層公文或直接與主管溝

通的方式來確認機構願意提供律師協助。 

 

律師協助只是訴訟的一部分，進入訴訟後會衍生許多狀況，都需要機構提供

協助，並非社工員單獨即可面對處理，故社工員會在該階段向機構確認可以提供

之協助，通常會提供公假供兒保社工出庭。另外業務部分，有單位會提供行政支

援，讓兒保社工不必再多費心處理相關行政。針對情緒部分，機構也會提供督導

支持服務，讓兒保社工不因訴訟事件而過渡影響工作及個人。 

1. 提供律師資源：機構針對兒保社工因公涉訟部分，依法提供律師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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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機關單位有所屬律師資源，也會直接提供予兒保社工使用。使用律師資

源時，兒保社工需要上簽簽請單位同意後才能使用，一切需依照機關單位流

程提出申請。 

「因為我覺得說妳在執行公務的時候，妳因為執行公務被告，妳的機關就是

要來協助妳提供資源。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督導他有簽一個就是因公涉訟的律

師費用。」（以藍） 

「那個事件我們主管，就直接的主管他就跟我說：有，他有去跟主管報告了，

 那這件事我被告了，對，然後他的立場就是說，到時候如果有需要，我們市

 政府這麼大的一個機構我們有法律顧問，再來問他們。」（又曼） 

「督導就覺得他也支持這樣做，然後因為那個我剛剛不是說主責社工也一起

被告嗎？那現在他在**市（縣）家防，所以他就請了這個主責的社工上了簽，

就是連同他和我上簽要去申請這個因公涉訟的律師的補助。」（之卉） 

「就簽都通常都差不多兩頁要說明一下案由啊！現在是什麼事情被告啊！

所謂要找依據什麼要找什麼要找那一位，然後多少錢？怎麼算這樣子。」（友

易） 

「我有跟我的主管報告，然後他馬上給我看因公涉訟的補助的辦法啦，那我

 說好像我必須要向原單位提。」（之卉） 

 

2. 公假前往：出庭當天，兒保社工可以向機關單位申請公假，並依照相關請假

程序辦理完成後才能前往。 

「在新單位的部份我只有請公假出庭這樣子。」 （之卉） 

「啊！開庭本來就是公假去啊！」（以藍） 

「就真的只有假的部份，對，那假的部份呢因為一開始我收到的時候…我記

得就是他有說要簽那個假，那一開始…就他只是跟我說你就簽假出來吧。」

（又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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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支援：有些訴訟是因為處遇期間發生了重大事件，像又曼就是遇到孩子

跳樓身亡，這樣的重大事件不僅讓又曼面臨訴訟，還需要回應地方及中央政

府的重大案件處理。繁瑣的文書工作勢必增加兒保社工相當多的工作量，也

無形中提高兒保社工的工作負擔，故機構主動協助兒保社工完成重大案件報

告，讓兒保社工免除行政負擔。 

「我就只記得就是這個事情發生因為可能就是重大案件，長官這邊有一些針

對重大案件的部份行政部份，他有幫我把整個事情就是做一些處理，那一塊

就沒有讓我再去寫報告或是什麼，對，可是他就有跟我說叫我做一些摘要給

他然後他就是幫我把整個事件呈報給我們單位的長官，沒有讓我再去面對我

們內部長官的部份啦，對。對，長官完全沒有來問過我這件事，對。」（又

曼） 

 

4. 督導支持：兒保社工面臨因公涉訟時不可能無動於衷，總是會受到一些情緒

上的干擾，白立德（2013）也提及這可能影響到兒保社工崩熬或離職，對機

構而言等同於失去了一位工作人力。就人力培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消耗不

得不慎，需在第一時間給予兒保社工足夠的支持，所以於適當時間主動安排

個督機會，透過外聘督導協助兒保社工是相當重要的。 

「之後他就是也有安排個督，那個督可能就是看誰有沒有什麼事情要跟…我

 們都稱他老師嘛，有沒有事情要跟老師說，因為我們那個老師他本身有心理

 諮商背景，對，所以我有跟他談過這件事，對，那事件部份他其實後來有跟

 我…就是其實我跟他說我覺得我心裡有一些些的負擔的部份，因為那時候整

 個案件是還沒有下來的，對，那我有跟他提到一些訊息，那他其實…我覺得

 他給我感覺就是很溫暖啦。」（又曼） 

 

機構提供了制度性（律師資源及公假）及非制度性（重大案件報告及外聘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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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服務）的協助，讓兒保社工得以擁有比較多資源來回應司法。然而根據前文討

論，訴訟行為是家長用來對抗強大公務行為下的產物，甚至是一個權控行為，研

究者也在思考，是否這樣的協助就已經足以協助兒保社工回應權控行為？這樣的

協助多數僅止於法律方面跟工作行政協助，難道沒有更為鉅視的協助？或者作工

作方法及兒保社工工作位階上的調整。 

 

雖然無法終結訴訟行為，但未來公民意識逐漸提升，因公涉訟只會逐年增加

不會削減，我們怎能以此為滿足，是否有更多思考跟鉅視性的制度發展出來，以

解決國家與父權關係間的拉扯，去處理依法行政的官僚行政與保護性社工間所存

在的曖昧議題，讓訴訟不再個人化，而有更為全面的因應策略。 

 

（三） 聯絡法庭提供所需協助 

兒保社工出庭，相當擔心個人資料因為訴訟過程而曝光，不僅住所地址曝光

可能遭對方跟蹤威脅，也擔心家人安全，所以兒保社工高度期待法院能提高個人

資料保密或是以代號來取代，或是將資料郵寄地址變更為機構，避免因為該次訴

訟而衍生個人危機。 

 

雖然兒保社工有這樣的期待，但不代表法院會照單全收，畢竟司法程序有其

形式上的規定，這可能與兒保社工的期待相違背。所以能否說服書記官答應兒保

社工的請求，因檢察官及書記官而異，事前的聯絡也只是兒保社工努力自我保護

的措施之一而已。 

「只是我們身份証 show 他的時候我們事先跟書記官講ㄟ，這個可能要留意

請你跟檢查官講一下，因為這是社工人員，是因為執行公務的時候發生這樣

的一個糾紛。然後他們就是會留意。」（以藍） 

「其實那時候檢察官很願意幫忙，所以我就說地址不能寫出來，對，那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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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很幫忙，他們就同意了。」（芷真） 

「我有跟書記官說那個資料可不可以不要寄去我家？他說不行。」（又曼） 

「我們一定會在出庭的時候這樣要求（資料郵寄至辦公室），但我們沒有辦

法控制他會不會這樣做。而且司法機關他們其實都會送達，就是即便你留了

公務單位，他還是會留你的戶籍單位去做送達，因為他們也很擔心他們自己

的程序不完備。」（之卉） 

 

有些兒保社工溝通協調之後得到法院同意，不要將資料寄到戶籍地，或者不

要將個人資料曝光，但有些則不行，在實務上似乎並未有一致作法，從此可見該

部分尚具調整空間。研究者不禁思考，倘若曾有法院同意如此作為，那其中衡量

的要件為何？行政機關是否應該扮演溝通角色，從中瞭解作為異同源由，以取得

保護兒保社工的措施，發展因公涉訟之因應策略。 

 

王麗馨（2008）曾經指出兒保社工因為在法庭上與案父母對立性的指控，容

易讓案父母將情緒轉移至兒保社工身上。故有兒保社工也注意到若與原告同庭，

可能會影響到後續工作關係，所以希望法庭能夠分庭偵訊。另外，基於兒少最佳

權益，倘若檢察官因偽證據需求想要傳喚個案，兒保社工也會主動主張個案出庭

的合適性，顯見兒保社工訴訟過程中不僅需要考量到自身安全議題，還需要考慮

專業關係並維護兒童少年的最佳權益，並非易事。 

「大部份都跟被告分開出庭耶！分開。就是我會先要求地檢署分開，即使是

 一前一後都不太願意。」（友易） 

「當時律師有跟我說他們想要傳孩子，那基於我對這個孩子的了解跟考量，

 其實我就跟律師說如果能夠不要傳她就不要傳，因為我覺得就看檢察官他怎

 麼去認定，他如果真的認定我就只好再走那個上訴救濟的管道，我覺得沒有

 必要，因為那孩子過得一直過得不太好，所以我就說沒有必要要去跟她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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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之卉） 

 

（四） 決定要帶什麼出庭 

偵查步調很快，兒保社工擔心一次出庭檢察官無法聽完兒保社工做完整陳

述，加上法庭需要相關證據，為了在短時間或者開庭結束後，檢察官也能有時間

理解兒保社工處遇的狀況，說明一切都是依法行政，兒保社工會將處遇過程及個

案記錄作整理提供給檢察官。 

 

然而，兒保社工不禁需要回應法庭機制，也在意自己受僱於政府機關，既然

訴訟是因公而起，那麼出庭的相關資料，也都會強調需經過中心陳核，合法取得

出庭所需資訊，以符合職場倫理。該作法不僅強調資料的合法性，也讓法院清楚

處遇的正當性是來自於機構授權，非兒保社工個人恣意行為所致。此外，兒保社

工也是透過這樣的途徑，讓主管知悉因公涉訟事件，用另外一種方法告訴機構涉

訟的兒保社工可能還需要中心更多協助，但機構是否真能意識到此一部份，並主

動積極提供資源協助社工，便不一而足了。 

「我必須把這個案件，就是我們介入的狀況整理成一個法庭報告書，當然這

 個是要陳核，所以是以中心的名義發出。」（之卉） 

「因為那是執行公務所知悉的文件。除非它用正式的行政文書的管道，要不

然我不方便提供啊！我可以告訴他那個內容是什麼啊！有那個文件啊！請

他可以有需要的話再來函索取。」（友易） 

「如果檢察官有需要相關的服務的記錄或者是相關的內容可以來函跟我們

調。」（又曼） 

  

沒有能夠及時依照相關程序取得資訊供法庭使用時，兒保社工也會盡可能依

照個案記錄所陳，透過自身語言將處遇經過記載下來，讓自己在庭上的陳述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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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記憶一致好可以明確回應檢察官訊問。這樣的做法不僅可以讓兒保社工回應法

院時說法一致，也可以在遇到被告與其有所攻防時，清楚自己處遇的脈絡並做回

應。書寫過程若發現問題，也可以在出庭前針對該問題先行補充資料或確認狀

況，以免在法庭上出現無法回應，而遭起訴之風險。  

「我們性交易的部份是沒有要求要做個案的服務記錄，可是就是針對一些

法裁一些行政連繫的部份一些行政作為是一定要去做，對，所以在這樣的

事情發生之後我就自己把我服務的記錄就做了一些些，對，因為那時候保

護資訊系統沒有提到撰寫這些東西嘛，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個 memo 的

部份。然後去開庭的時候，嗯，去開庭的時候我印象中我就是把那些資料

翻出來。」（又曼） 

「因為他告我是業務過失致死嘛，那我自己想法是說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

的作為，那業務過失所在是在哪裡？所以我只能說我全部都靠我自己，

對，然後我那時候的做法是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是把它寫了，對，然後

我沿用的法條是什麼，就是依照程序，那我們受託的單位是什麼樣的一個

因果關係我們把她安置到那裡，所以我就自己寫了一張 A4 的紙，我不知

道一張還兩張啦，我就自己這樣密密麻麻打了，對，我就把整個的過程就

逐一的把它說明，1234 就這樣寫下來，對。」（又曼） 

 

整體而言，訴訟一開始，兒保社工可能接獲警察通知製作筆錄，也可能直接

收到法院出庭傳票，不管是哪一種形式，都會讓兒保社工清楚的知悉自己被告。

知悉的同時會有許多心理反應，憤怒、疑惑等等情緒，這樣的情緒來自於認為自

己依法行政，過程中也沒有犯錯，憑什麼被告。雖然帶著怒氣，兒保社工還是得

要回應司法，故開始著手尋找因應的資源，並聯繫法院做些可以自我保護的動

作，好確認出庭時能夠有所準備，而非處於挨打的狀態。 

 



89 
 

兒保社工為了證明依法行政，在訴訟前期花了相當多的努力，然而面對本質

與社工專業截然不同的司法環境，依舊無法放心，內心忐忑自然不在話下。訪談

過程中，有好幾位受訪者都共同指出行政作為衍生的風險卻需要個人承擔，將因

公涉訟變成了個人化的議題。兒保社工扛著這樣的污名，無法解套，形成了社工

專業融入科層行政時另一種矛盾衝突，而機構卻只願意提供稀少的資源來協助兒

保社工，沒有為兒保社工做出更多且更全面的防護措施。 

 

不僅行政機關將該議題個人化，司法單位也頂著司法正義的光環，未能積極

協助兒保體制思考如何更友善處理社工員因公涉訟議題。在這樣的環節中，兒保

社工需單獨承受行政與司法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共業，未見相關單位積極協助建構

更有利兒保社工之鉅視環境，無形中升高了兒保業務的工作風險。 

 

 

貳、 訴訟中期-出庭應訊 

一、 庭外狀況 

出庭當天，多數受訪者都是隻身前往，單獨面對司法對兒保社工而言並不是

件輕鬆簡單的事情，除了預想檢察官訊問內容，更可能在庭外遇到原告。原告本

來對於兒保社工就充滿情緒，在法庭外面相遇，更可能肆無忌憚的對兒保社工叫

囂、怒罵。面對這樣的情況，兒保社工還是有恐懼感受，更擔心案家對其動手，

此時兒保社工就需要求助於法庭中的其他保全資源，以確保自己能順利出庭。 

「我記得我第一次出庭的時候爸爸有出庭，然後我們是在法庭外面等候，然

後爸爸就會在遠遠的地方就是說，就會說你某某某啊，你不要以為你這樣子

我就沒有辦法…就是在那邊就叫囂啦，…，我們都會跟法警說我不想在這裡

等候。就是我覺得所有的措施都是自保的，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被嚇到了或者

是你沒有採取這個動作，你真的就是白白在那邊恐懼。」（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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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家提告社工是一種權控行為，企圖聯合法院來對兒保社工提起更高層次的

制裁，這樣的選擇已經超越單獨攻擊社工或要求機構更換兒保社工等壓迫手法，

以致於當兒保社工出庭與案家面對面時，會出現案家肆無忌憚的威脅恐嚇，毫不

顧慮兒保社工當下心情反應及感受，更顯見案主暴力無所不在，處處都能夠對兒

保社工形成暴力恐嚇。 

 

 如上述討論，案家的對兒保社工提起訴訟是一種權控行為，用來與兒保

社工較勁，然而在這樣的狀況下，機構是否能夠清楚理解案家行為所帶來的權力

議題，並採用更有利的方式加以協助，也是本研究重點。從又曼的經驗中，可以

看見另外一名被告，由機構負責人代為出庭，並聘用律師陪同。研究者在搜尋因

公涉訟經驗時，也看見台北捷運站的因公涉訟議題是由單位聘用三名律師代替被

告出庭。這是其他行政機關用來保護自家員工的措施，採用權力大小的機制來回

應該議題，但兒保體制中是否能真正明白並調整，還需要觀念的釐清與機制的整

理建立。 

「它是獨立的就是寫我業務過失致死，那他也有告那個醫療院所，對，那我

記得…後來我們到場去接受訊問的時候是他們那個醫療院所的院長到場，然

後他們請律師陪同這樣子。」（又曼） 

「我那一天出庭的部份就只有我進去裡面單獨接受他的訊問，那那個院長跟

律師他們是就隔離，就是分開，不同庭，對，可是就是…就一前一後啦，對。」

（又曼） 

 

這邊呈現一種弔詭的狀況，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主管陪同出庭，原則上這樣

的案件因公而起，理當由機構或機構主管代為回應與處理，但出庭當天機構主管

卻被阻擋在門外，一切由兒保社工處理。個人化的議題在此洩漏無疑，不禁提醒

我們思考，是否在行政與司法單位，早已根深蒂固的認為此係個人議題，倘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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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倡導改變將勢必花費更多成本。 

「那我進去開庭我的長官是要陪我去，可是被告的是我個人不是我們機構，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權責他可以進去。他本來是有說他要陪進去啦，可是檢察

官就拒絕他進去。」（又曼） 

 

二、 偵查庭理解的來源 

保護性社工因業務屬性不同，工作內容也有所差異，可分為兒保、性侵害及

性交易，兒保工作內容多屬民事訴訟為主（例如聲請緊急安置），性交易則以刑

事訴訟為主，性侵害業務則會同時兼具民事及刑事訴訟業務，而這樣的工作內容

所累積的經驗，讓性侵害及性交易兒保社工較容易理解刑事訴訟中檢察官訊問的

狀況及如何應對。 

「檢察官大概就是那種問話方式就是這樣啊！因為我們做性侵案件其實陪

同出庭機會很高啊！所以大概都知道他的問話大概是怎麼樣的方式啊！」

（以藍） 

「就是其實大概知道要怎麼去應對啦！然後要講什麼話，然後要注意法庭秩

序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我因為我們有陪同出庭的經驗所以我們有印象。」

（以藍） 

「雖然我自己比較不怕，是因為其實我們很常有出庭的經驗。對，所以就覺

得大概那個程序我們都知道，」（芷真） 

 

若係兒少保兒保社工，因為多數訴訟處遇都是民事案件，鮮少接觸刑事訴

訟，故對刑事案件偵查狀況較不熟悉，就需要透過在職訓練或其他管道來理解偵

查庭。 

「當時的主管我覺得他們也比較能夠去規劃（在職訓練），他們認為可能我

們缺什麼，可能在他們實務經驗裡面他們會覺得他開始的時候其實是缺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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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所以那個時候被教導的比較多。比較早期的時候教導比較多，包括你出

庭應訊啊可能會有的問答，一些問答 Q & A 之類的。…。就是那法官問這個

意義是什麼？這個問話的意義…對，我覺得會有比較多的理解跟指導。」（之

卉） 

「（在職訓練）我們會提出問題，我們出庭遇到的困難或是過去他們曾經遇

到的困難，那這個東西在司法人的眼裡是怎麼看待的，然後我們怎麼樣回應

是比較有利的。」（之卉） 

「因為訓練，有法律的訓練是那個上課教育訓練過嘛！所以你知道刑事案件

它要構成它是有它一定的嚴謹的程度。那按照案家的內容像陳情一樣的告法

刑事案件要成立不容易啊！」（友易） 

 

三、 檢察官的態度與認知 

進入偵訊階段，兒保社工必須接受檢察官的偵訊。研究者原以為檢察官的偵

訊只針對案情進行瞭解，瞭解後判定該案件是否起訴，但經過本研究後，才發現

其實檢察官有許多不同偵辦案件的思維、態度及認知，並非所有的檢察官都會聚

焦於案情。多數檢察官會先確認本案件是否屬於刑事偵查程序的案件，先從程序

是否合理出發，倘若程序合理，再繼續往下偵查。故有些訴訟主體錯誤的案件，

譬如社會局對案家提起告訴，但案家卻告兒保社工誣告，是類訴訟案件一開始就

發現程序錯誤，檢察官會於簡單偵訊確認後，結束該次訴訟。 

 

檢察官進行案件調查有其既定程序，即便兒保社工基於安全理由或其他原因

要求變更相關程序或提供較為友善之處理方向時，檢察官未必會接受這樣的建

議，反而會認為該建議或要求並不合理。 

「因為我個人根本沒有告他。所以當時做了這個動作以後有出庭過，然後檢

察官其實很快的也說那他根本就是告錯對象。檢察官很快就這樣說，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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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沒關係，我們會處理。所以那一次的出庭其實檢察官是很友善的。」（之

卉） 

「而且那個時候檢察官那時候的態度其實我印象很深刻是他覺得我在要求

他做一個違法的事情（不要將資料寄到戶籍地），他覺得我不應該這樣做。」

（友易） 

檢察官的思維邏輯與社會工作專業訓練中強調事件脈絡的邏輯大相逕庭，且

其依法偵訊的方式也與兒保社工認為自己沒有錯不需要偵查的想法不太一致，以

致於兒保社工進入法庭經常容易覺得被檢察官刁難，或者認為檢察官並不理解社

會工作才會如此作為，顯見兩種專業相互交集時所出現的矛盾與衝突。 

 

兒保社工也可以透過案件分類，或對於案件的熟悉程度，來掌握檢察官的心

證。例如之卉，接收到案件時便知道檢察官將案件分入簡易庭（即指犯罪情節輕

微的案件），即表示檢察官認為可以簡單審理就判決。故掌握心證的優勢在於兒

保社工能夠依照檢察官的需求提供相關證據，也能進一步向法院說明依法行政的

內涵，且在一兩次的偵查庭後就可以獲得不起訴處分。說穿了在這樣的情況下，

檢察官也是完成一個偵訊的動作，確認程序完備後，即可進行裁判。 

「我猜其實那時候的分案人員其實是對於家暴系統可能是比較瞭解，或是兒

少保的工作可能是比較瞭解，我猜他可能…因為他不是直接就進到了一個

偵，他不是用偵字，然後他可能是用易字去做分案，那簡易庭就是一個比較

簡單的程序，然後可能不是一個很冗長的偵查過程。」（之卉） 

「我碰到的這個檢察官就是讓那個性侵害案件不起訴的那個檢察官。對，遇

到同一個檢察官，所以他其實很清楚這一個案子，對。所以訊問的時候，嗯...

其實是可以啦，可以感覺的出來檢察官的心證，對，他其實是比較幫忙我們

這邊的。」（芷真） 

「那個告訴人他只是因為我把疑寫在前面，我不是寫疑似精神疾病，我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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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什麼，他就會覺得我...他就說我那個疑寫在很前面啊，然後檢察官其實

也很客氣，就說我可能我文法跟爸爸的想法是不太一樣。」（芷真） 

 

但並非所有的檢察官都能夠站在理解兒保社工係依法行政處遇的角度上，有

時候檢察官也會以人權的角度出發，強調原告訴訟的合理性，並讓兒保社工知悉

被告人權並具訴訟權力，讓兒保社工理解檢察官偵辦的方向。 

「他（檢察官）跟我說...人家死了一個女兒，對。他好像還講別的話，可是

我不太記得，他意思好像就是希望我能夠用同理他們人家死了一個女兒做為

這樣的一個舉動。」（又曼） 

 

檢察官對於案件初始的看法將影響到後續如何進行偵辦，而在這樣的情況

下，掌握檢察官的認知及態度也就變得重要，相對將影響後面審理程序中，檢察

官的偵查方向，以下即針對偵訊內容進行討論，並嘗試理解偵查過程中的攻防情

形。 

 

四、 偵訊內容 

進入偵查階段，由檢察官負責案件偵訊，偵訊時可能會有許多方向，而方向

的選擇與上述討論檢察官的態度與認知息息相關，當然也牽涉到兒保社工是否會

再度出庭或者需要提供什麼樣的資料、證據供檢察官佐證。以下即針對檢察官偵

訊進行討論分析。 

（一） 偵訊強調程序完備 

前面我們曾經討論過，因為訴訟主體的錯誤，導致兒保社工因公涉訟，這樣

的狀況並非罕見。本次五位受訪者中，就有四位出現這樣的狀況，有時候兒保社

工發現了會主動向地檢署澄清，但並非每位兒保社工都能清楚判斷這是主體錯誤

的訴訟，或者時間來不及於向地檢署說明，以致於還是必須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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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程序正義的檢察官，在偵查階段會不斷強調完備程序，而較不在意訴訟

內容為何，故只要做完程序，讓被告對於檢察官的裁判過程不會有所異議即可。 

 

面對強調程序完備的檢察官時，兒保社工多數選擇回應檢察官的需求，讓檢

察官看見兒保社工願意配合偵訊的態度，通常這樣的庭期只需要出庭一次就會接

獲不起訴處分。 

「他（檢察官）說他根本告錯主體然後說這個不會有其他問題。就是檢察官

的態度倒是友善的，就是他知道這個狀況以後他就完成了他偵查的程序而已

啦。」（之卉） 

「檢察官為了完備避免被那個原告喔，那個家長就是爭議說他沒有完成偵

查，我還後來筆錄做完了，後來開偵查庭我還是要去。」（友易） 

「一種是第一次的那個傷害告訴的經驗就是他其實就是他就是照程序來，然

後你跟他講你的顧慮，他就是不管你，他就是最後還是這樣子啊！所以其實

他不會對你兇也不會對你不友善。可是他就是說我們就是照他的程序來。」

（友易） 

「法官也發現他是一個訟棍很愛訴訟的人。所以要把他程序做的很完整避免

他上訴。」（友易） 

 

（二） 偵訊內容之依據 

依法行政係行政機關為強制性處分或影響人民權益處分時的依據，也因為如

此，法院受理因公涉訟案件時，也會強調需要理解兒保社工是否合乎依法行政原

則。依法行政最簡單的判斷即是否具有法規依據，或者行政機關的合法性工作手

冊、工作流程，透過這些資料來判斷兒保社工是否依法行政。於此依法行政出現

了具體核對的資料，而不再只是抽象的形象而已。 

 

既然偵查強調依法行政，檢察官偵訊的內容也以此為重點，那麼提供中心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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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出庭資料在此處就變得更具意義，表示兒保社工不僅於法庭上回應檢察官，

書面的正當性也在此時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那我就是有去提到說我是因公執行公務，我有提到這樣的話語，對，那我

們的行政流程跟法規的規定我們都是按照這樣子的部份去陳述，那有做了這

樣子的摘要」（又曼） 

「我覺得另外一個部份是我覺得在這個案件裡面的檢察官其實是不瞭解家

暴系統，不瞭解兒少保工作模式的檢察官，他就會問說…他會問一些程序的

問題，他會問說那你們提出告訴是一般的程序嗎？那我們當然也會回應說依

法條的確有獨立告訴的這個權限嘛，主管機關的那個權限職權，那依據當時

的工作流程其實是怎麼樣提出的。」（之卉） 

「他其實還是會問我們通報是怎麼接到的。對，然後...嗯...也有問說我們這

邊的安置流程之類的。」（芷真） 

「他有問了一題，他說那你們通常提出告訴的程序是什麼？那我就告訴他說

我們就是在筆錄上會這樣提出，那他就說每件案子都這樣做嗎？然後我說如

果是像當時這個孩子這麼幼小的年紀，四歲半的年紀提出，那我們會比較相

信這件事情是有發生過，所以我們主管機關就會在筆錄裡面提出。」（之卉） 

「然後這個檢察官他想要有一個書面的證據然後去完備他的偵查，因為我猜

他可能覺得爸爸無理取鬧啦，對，然後可是他想完備這個資料上書面的證

據，所以他要求我的律師向家防中心就是請他們整理出，就是提出他們的工

作手冊。」（之卉） 

  

如同 AHA所言，依照機構的程序及規定可以幫忙兒保社工免除法庭訴訟，但

受訪者之卉也提出了實務上的困難，即兒保工作方法是有一些進程與演進脈絡，

故若案家追溯性的對兒保社工提起多年前處遇不當的訴訟時，兒保社工要能具體

提出當年的工作手冊及工作方法依歸確有其困難，甚至可能連主管都不見得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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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法院這樣的要求。而這樣的困境若非實際執業於兒少保領域中工作，恐怕難

以想像及理解，也就是說，若要回應 AHA的建議，實際上有更多困難需要克服。 

「其實兒少保工作模式是有演變進程的，然後提出獨立告訴的型式也在改變

中，對，所以當時他在**年要求一個**年…**年，因為我**年還**年的時候

安置的，對，所以我覺得當然已經他們沒有當時的東西了嘛，而且當時的主

管跟現在的主管也是不一樣的主管，所以他也不知道那個修正的脈絡到底是

怎麼樣。」（之卉） 

 

（三） 偵訊兒保社工的專業情形 

從又曼的經驗中，也可以看出有些檢察官會以工作經歷來判斷兒保社工的專

業程度，用這樣來判斷兒保社工是否能夠正確精準的判斷並處遇案件。這是本次

訪談中最為特殊的部分，雖然僅有一名受訪者出現這樣的情況，不過不難理解檢

察官的動機及意圖，故特將此特殊狀況標出。 

 

不僅檢察官會有這樣的處理方向，連兒保社工的主管或案家也都可能會對兒

保社工有此評估。在這樣的價值評價下，兒保社工該如何讓自己的專業呈現，又

是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然後我覺得他也沒有問我太多案情的部份，他反而去問我一些你在這邊工

作多久了，然後你的服務年資、經歷什麼的，嗯，不過我推測啦，我推測他

可能在評估我的專業度。」（又曼） 

 

（四） 需有其他證人證據 

檢察官不見得都可以理解社會工作與兒少保護工作的專業內容，故於偵查過

程就會需要一些證人證據來佐證，這是司法的訓練-強調證據力，不會在沒有明

確證據的情況下定罪。因著這樣的法律邏輯，檢察官就會需要社工提供很多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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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而兒保社工在面對這樣的要求下，為了想要全身而退，也只能提供以順應

司法要求。 

 

但很多時候檢察官要求的證據，可能會是案主出庭，此時就會出現社工倫理

與法庭要求間的衝突，到底要不要為了兒保社工的不起訴處分而讓案主出庭，又

或者是否可以有其他應對策略，也是在訴訟之中衍生的倫理議題，相當值得思考

討論。 

「那教唆偽證的部份根本他就講不出來哪一點有教唆偽證嘛，所以後來他們

只好就是傳小孩想要當庭問。」（之卉） 

「然後他的那個律師呢就要求這個孩子要出庭作證，然後那個檢察官也支持

這一點。」（之卉） 

「法官就這一案就問我說你當初在訪談孩子的時候有沒有錄音？我說沒有

啊！我就是去校訪、個別訪、家訪就這樣子問，然後形成記錄這樣子。那從

這樣的一個經驗裡面可以聽的出來法院司法調查就是要証據。」（以藍） 

「檢察官其實態度一直還算友善，只是我覺得他就是對兒少保程序不瞭解，

然後想要有更多的文件資料來處理完這個案件。」（之卉） 

「然後律師那個時候他有跳出來說根據一些像兒童發展啦幼兒發展什麼什

麼，然後幼兒不會因為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啊，尤其是性的部份去杜撰編纂的

那個部份，然後檢察官馬上說好，那就記載下來，麻煩你給我這份資料。」

（之卉） 

「他會一直假設原告會怎麼質疑他，所以一直要我補充很多次這樣，我補充

很多資料。」（友易） 

 

（五） 專業間合作的可能 

當我們理解到司法體系與社工專業間的衝突時，會知道有相當多的體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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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溝通、建構。然而實務上，也不盡然都是兩者間的衝突，保護性社工專業多

年來戮力於司法交流，甚至在各縣市法院中涉有家暴事件服務處，由家暴社工提

供駐點服務，慢慢可以看見兩種專業間逐漸磨合。這樣的磨合以一種互助的姿態

出現，故在此次訪談過程中，也看見有些兒保社工因公涉訟時，在法庭上仍可看

見檢察官協助兒保社工的種種舉動。專業互相流動，並在法庭上以巧妙的姿態協

助兒保社工，此係社工專業努力多年與其他專業間溝通的另一種成效。 

「案子的告我傷害好了。他就會問你說ㄟ！所以社工你講的意思是說你不是

嗯！基於自己的ㄟ！意見，然後去要求這個小孩怎麼樣怎麼樣！所以這個小

孩才產生這個結果，你的意思是這樣嗎？ㄟ！他就會知道說你這狀況不是你

個人行為嘛！所以他會用一句他們司法人員的語彙去確認。」（友易） 

「他（案父）那書的內容很奇怪，對，然後然後那個檢察官非常有技巧，他

就請爸爸把那個書帶來給他看，對，然後那個爸爸就真的帶一本給他看，對，

然後然後他可能覺得我的判斷也沒有問題。對，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就...就是

我覺得這個檢察官是有一些技巧，他其實就會盡量避免我們有一些爭執，在

法庭上爭執的時候。」（芷真） 

 

出庭狀況多元，不管庭內庭外，都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狀況發生，兒保社工

置身其中不僅需要提高自己的環境敏感度，也需要快速判斷狀況並下決定，這對

保護性兒保社工而言就彷彿調查案件一樣充滿危險與挑戰。 

 

當兒保社工置身其中時，如何理解案家、兒保社工與法院間的權力競逐遊

戲，如何看懂案家訴訟的目的，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理解中間的權力流動關

係後，又該選擇何種策略因應、該與誰做關係結盟，都是對兒保社工的一大考驗。

研究者認為兒保社工在該段關係中需要不斷彈性的思考自己的角色與定位，從中

找出最有利的因應策略，輕則可以保身，重則得以為置身科層或司法之中弱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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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保社工找出更多充滿希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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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訴訟的影響與轉變 

 

本次研究過程，五位受訪者皆於庭期結束後不久接獲不起訴處分，該階段即

以回歸工作崗位為工作重點。然而經歷過該事件後的兒保社工，是否已經不同於

過往？在與案家的關係中、與機構的關係中、甚至是對司法及個人專業的認知都

已經改變，以下便針對兒保社工與系統間關係的變化，進行討論，試圖理解是類

事件對兒保社工的影響為何。 

 

壹、 關係轉變 

一、與案家關係的轉變 

個案進行安置、剝親或對案家提起訴訟處遇之後，是否還需要針對該家庭進

行家庭處遇，或者是否由同一兒保社工進行該處遇，各縣市不一而足。有的縣市

進行安置處遇或評估案家狀況穩定之後，便會轉案給長期處遇方案（或組別）的

兒保社工（統稱為二線或二組），但有的縣市就還是由同一位兒保社工進行後續

相關處遇。本次訪談中，可以發現即便不需要再與案家工作（例如已經剝奪親權）

也需要清楚的跟案家切割，拉出最後工作底線。 

「不用工作，他打來就跟他申明我們的立場這樣而已啊！根本不用跟他工

作，因為可能孩子不會回去啊！因為他已經沒有親權了啊！不用做家庭處遇

啊！」（以藍） 

「那喪葬的部份就回歸到戶籍地去協助，那我們就是以事發的那個現場的部

份積極去做處理，後續的部份就是給戶籍地他們去做。那個案件就變成說也

沒有再任何的延續服務部份。」（又曼） 

 

但多數兒少案件會面臨還是需要與案家工作，重新調整案家親職，以利後續

案主返家，此時兒保社工就需要承接後面所有的處遇工作，但同時帶著一顆被案



102 
 

家提告的受傷的心，經歷了法院的對立關係，又如何與案家工作呢？受訪者不約

而同皆提出切割，這是一種特別的工作方法，並未在相關的專業書籍中探討過，

屬於實務智慧累積結果。允許司法進行，認同這是個案的權益，接納案家的該種

行徑，但同時也讓個案知悉這樣的挑戰行為不代表家庭處遇會終止，社工與政府

單位還是持續關注案家功能，提升親職的目標不會因為任何干擾而產生改變。 

「其實跟其他家長的工作方向其實是差不多的，只是我們必須花在對立還

有…就是要繞太多時間在這個他這麼在意的這個點上。」（之卉） 

「（和爸爸的關係）沒有影響啊！通常…就是切割嘛！這個事情就交給司法

去處理，然後我們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繼續做，讓案家知道說就是你可以有告

我的權利，那我尊重嘛！可是ㄟ！在訴訟以外的事情，我們還是要繼續處理

下去。對！那我不會介意啊！也希望你也不要特別有不一樣的回應方式，訴

訟就是讓訴訟交給司法去處理。」（友易） 

 

本次訪談的過程中，透過與案家工作關係的改變可以看見兒保社工專業的展

現，企圖不讓訴訟一事影響工作關係，讓自己盡可能維持專業，不因案家的提告

而對案家挾以報復之心，而是依照工作規範進行處遇或結案，顯見已內化專業能

力且穩妥執行著，能夠讓訴訟的影響降到最少，呈現中立的角色。李宜貞（2011）

指出兒保社工於處遇案家經驗中受挫時，會對案家有更多的提防以保護自己。實

務中，可見到兒保社工透過依法行政來自我保護，在這層屏障之下，依舊強調案

家及案主權益，專業表現處處可見。 

 

二、與機構關係的轉變 

兒保社工在面對訴訟一事時，從個人感受到接受與因應會經歷許多階段，過

程中免不了需要機構挺身而出提供資源或主動為兒保社工倡導及改善一些體制

上的不合理，讓工作環境與體制變得比較友善。而這樣期待的目的與前述討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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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呼應，即兒保社工不再希望這是個人議題，而是能與機構共同面對不友善的體

制與法律，並調整出友善的兒少保工作環境。所以當遇到該狀況，但兒保社工卻

見到機構龜縮於後，等著兒保社工單獨面對時，與機構間的關係產生了裂痕。 

「你（機構）到底有沒有要出頭，你不是站在後面推推推啊！什麼都叫社工

衝衝衝。啊，出了事情的時候就社工你去面對，社工你要提告怎樣怎樣。我

覺得這是很不合理。」（以藍） 

「那單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我會覺得給我們就是沒有一些後盾的感覺。那其

實我一直都很想離職啦。」（又曼） 

「這就是你很難在這種涉訟的情節裡找到一個支持你的力量。因為支持你的

力量理論上應該來自於你工作的環境。可是那個工作環境並沒有支撐的…它

沒有想要支撐你的立場或動機，所以它就不太愛管。它就只想要就讓它結束

就好。」（友易） 

 

兒保社工與機構間關係出現裂痕時，開始思索的方向就會包含離職一事，文

獻中（白立德，2013；余漢儀，2012）提及這樣的工作風險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

一根稻草。看著機構不思改善，而自己又無力倡導，彷彿這樣的訴訟在未來還是

會再度發生，逃離的心清楚可測。只是兒保社工還是會擔心，倘若因為離職而難

以取的相關資源，那未來肯定更為艱辛，因而暫緩離職念頭，惟思變的心早已落

根，無怪乎眾多文獻討論著保護性社工的離職率，這也是影響社工流動的一個因

素。 

「我只要等到他…就是檢察官那邊有任何的訊息下來，我就要離職了。我就

在等，我不想如果我是被因為業務過失致死然後就離職了，一旦有什麼狀

況…我還在府內的時候就是這種態度對我，一旦有什麼狀況如果我在這個時

間離職那我可能更請求不到任何的協助。」（又曼） 

「上面簽都跟我說是個人文件啊，我現在好認同這件事，這真的是我自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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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又不是告中心，我如果我如果離開這個工作崗位，他告的還是我，假設我

這個司法官司還沒有結束的話，啊真的是我自己的事。」（芷真） 

「如果我要離職的話，真的要慎選，沒有司法訴訟的時候，對，就是不能再...

我自己還是會覺得如果就是其實那時候跑了很多次了出庭或者是...就整個

跑了很多次，我那時候就會覺得如果今天我是在別的單位，我要這樣子跑我

覺得也真的太吃力了。」（芷真） 

「某一段時間這個東西跳出來的時候如果那段時間能量沒那麼好，你就會覺

得有那麼多社工的工作可以做，我為什麼一定要做這個工作然後一直要跟這

些很偏執的家長不斷的攪和在一起。」（之卉） 

 

保護性兒保社工業務負荷過重是眾多文獻討論的重點，也因此 2010年制定

之「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合理兒保社工

工作量。但現階段工作單位皆以個案量及行政內容來計算兒保社工的工作量，從

未曾想過當兒保社工面臨重大案件或訴訟案件或棘手案件時，應該有不同的工作

量統計方式，應該併計兒保社工的工作質，而非僅從量來計算。本次訪談兒保社

工便指出該種概念，然而這卻不是機構目前認同或採用的工作量計數方式，忽略

跟淡化許多兒保社工的付出，也讓兒保社工與機構之間的關係產生質變。 

「他本來就應該給我公假啊，對啊，但是問題是那個如果...我不知道，可能

因為我現在工作太多了，都會覺得我就是做不完。」（芷真） 

「可是那是一個額外的工作，而且額外的工作是沒有人會去計算你的工作量

或者是你花的時間的成本或者是要去應付的成本。對！所以就沒有辦法去反

應這個問題這樣。」（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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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訴訟影響 

一、對司法系統的認知與理解 

司法，一個陌生的體制，若不是因為兒少保護案件需要進入司法，兒保社工

很少能夠真正接觸到法院，然而擔任代理人的訴訟跟自身係被告的訴訟，卻又大

相逕庭。兒保社工真正進入司法後，才發現刑事法庭有許多過往未曾經歷的狀

況，例如本次訪談不斷討論的，訴訟主體錯誤、已經不起訴的案件再度被告，讓

兒保社工對於法院周全性有所疑慮，也提醒其在面對司法案件時需要更加謹慎。 

「就是有這麼瞎的制度，因為從它們地檢署一個檢察官一個月可以分到一百

多件的案量來看起來的確這種提告的亂象是很普遍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按鈴

申告啊！」（以藍） 

「我說這話再我們自己工作裡面的經驗啦，很常就是說可能提醒了說ㄟ我那

個資料不能寄到戶籍地喔，可能資料都還是會寄去。啊我覺得法院會出錯的

可能性是有的。」（芷真） 

 

現階段公民意識抬頭，訴訟成為人民的權益，人民權益受損時可以隨時提起

告訴，由於會有誣告罪的可能以致於民眾會對於訴訟他人較為保留。但訪談過程

中友易也提到一個概念，就是現階段為強調政府機關的友善，大量降低甚至嚴禁

官告民的現象，讓人民可以毫無顧忌的對兒保社工提起告訴，也無須擔負相關後

果，形成一種濫訴現象。法院對於這樣的濫訴現象並未多加把關，而是透過檢察

官進行偵辦，讓兒保社工覺得自己陷在隨時都會被提告的工作風險之中，法院體

制未積極思考協助因公涉訟社工相關配套，形成另一種不友善社工之司法環境。 

「任何人就有什麼不滿，他只要…他也不用做告訴人不用先做一些搜証不

用，他只要講出什麼人做了什麼事，他就可以提告了。搜証是誰搜証，檢察

官你要去幫我找証據啊！頂多我沒有提供証據你找不到証據就是不起訴而

已啊！所以這個是一個司法亂象啊！嘿啊！我覺得就是更了解這樣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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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象。」（以藍） 

「那很可能不見得是民眾告你而是濫訟的案件，檢察官會覺得你社工有沒有

理。對！對！之類的。那個東西就事情就會變的愈來愈不容易了。ㄟ！啊！

所以你如果沒有概念的話你真的沒有辦法讓自己這叫做趨吉避兇。」（友易） 

 

日前保護性業務為了保護陪同出庭的兒保社工，各縣市聯合於與法院的聯繫

會議中建立了兒保社工出庭時可以工作證取代身份證件的制度，避免兒保社工因

為工作而洩漏個人資料。該制度保護兒保社工因為工作而衍生的身份保密議題，

顯見法院在與社政合作之間，是可以彈性建立各種保護機制，以保護第一線的工

作人員。在這樣的現況下，研究者也在思考，那為何法院對於因公涉訟的社工沒

有如此的保護機制？背後所秉持的意識型態又是什麼？ 

 

本次訪談，所見兒保社工置身其中，期待法院彈性調整部分制度以提供保護

時卻處處碰壁，甚至在相關文書的製作上也都拒絕提供有利於兒保社工的措施，

又或者兒保社工需要碰運氣看看是否能遇到認同社工專業的「好法官」，未能建

立統一友善社工因公涉訟之制度。如此一來，更遑論在司法制度中建立有如英美

國家之「法官保留」制度以取代現有行政先行的制度。 

「那我印象中好像中央也有函文給各縣市，對，就是有提到希望司法單位能

夠對社工有一些友善的作為，可是有這樣的一個通函之後我們在**市（縣）

的不知道是地檢署還是法院，也曾經有檢察官…我印象中好像是檢察官，就

是還是要求我同仁要，…，要去把他的名字啊或者一些個資的部份，年籍資

料就是呈現出來，對。我覺得這個部份是他們司法單位在在職訓練的部份可

以再做加強的啦。」（又曼） 

「所有的跟法院的文書上都不會出現主管，就只有最基層的社工跟最上層的

首長的名字。那任誰也知道首長不是真正的始作甬者。所以就是替死鬼是最



107 
 

基層那一個。」（友易） 

 

二、對專業的影響 

「如何在工作中學會自保」是本次訪談的共同結論，兒保社工因為這樣的經

驗過後，開始學會自我保護，在工作中更強調依法行政的重要性。雖然文獻（李

宛亭，2011）提及兒保社工在依法行政的官僚之中會有服務輸送的價值衝突，但

為了避免再度遇到該狀況，專業服務的選擇成了以依法行政為首要，接著才是考

量對案家最有利的處遇。此狀況與王麗馨（2008）研究有 42%兒保社工會改變原

有工作方法，相互呼應。 

 

依法行政不僅僅依照兒少保護法令規章，還強調也要依照機構單位的工作手

冊或流程進行，好讓未來在訴訟中可以有所依據，並在司法中得以全身而退，與

王麗馨（2008）研究兒保社工會改變工作方法以強調安全為首要目標，極為接近。 

「那你遇到這種的如果說你在工作過程裡面你太便宜行事的妳有些程序妳

沒有做到的時候妳就有可能變成被告。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的經驗也不錯。

因為後續我在督導我的同仁的時候，其實我比較嚴謹的看他的過程就是他的

處遇過程。然後我會提醒他們說有些東西你要留意到避免自己被成為被告的

理由。」（以藍） 

「我就覺得在文字的使用上其實就是可能要非常的小心，對，或者是如果再

有一些醫院的文書上面，妳可能要寫的一模一樣，文字要跟醫院一模一樣，

不能覺得我們覺得說其實這個意思是一樣的，對，但是有一個字不一樣人家

就要刁難，其實是比較容易讓人陷在麻煩之中。」（芷真） 

「那訴訟這一條不論是你要維護被告的權益或…維護被害人的權益或者是

說保護你自己。可能人家要對你不實的指控的時候你怎麼樣去舉証保護你自

己。其實這些的助益啦！在風險上的一個注意跟技巧上的運用還有一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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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的規定是必要的。」（以藍） 

「我覺得如果是實際執行業務的話，我還是覺得就變得是那個本來規定那個

標準程序流程就真的一定要做到，對。」（芷真） 

 

除了依法行政，之卉也從體制面提出一個相當有趣的見解，他認為因為保護

性專業流動過高，不利於經驗傳承，新近兒保社工未能真正理解專業工作及工作

程序，讓自己不小心陷入了被告的風險之中。甚至連司法的狀態都無法進一步掌

握得宜，這也提高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的風險，相當值得思考。 

「以這幾年來看我會覺得司法發展得很快速，因為他們新的律師新的司法人

員，然後他們從國外吸收的新的偵查方式或是證據考量的部份他們的觀念就

是更新得很快，可是相對的我覺得在社政這個部份因為流動太高了，那這個

東西舊的人帶走了，其實很難傳承給新的。」（之卉） 

兒保社工具有其業務獨特性，需要許多除了文書規定之外的經驗傳承，這樣

的傳承可以讓新進兒保社工更快提升業務掌握度，重要性不容忽視，但實務中卻

常見兒保社工因為工作繁重、工作風險高、人身安全議題等而殞落，無法將經驗

傳承給新進社工，以致於新進社工需獨自重新摸索，也提高了因公涉訟的風險

度。雖然因公涉訟的本質議題並不會因為是否有資深社工經驗傳承而有所縮減，

但在現有體制與環境沒有調整的狀態下，經驗的傳承係有助於消極因應訴訟經

驗。 

 

本次訪談，看見五位兒保社工在經歷該事件後，不管是與案家的關係、與機

構的關係、對專業及司法看法都已經出現質變，開始瞭解到依法行政對於降低工

作風險的重要性，會將依法行政與案家最佳利益做齊頭式的思考，顯見科層制度

與專業制度間的矛盾衝突已經開始有所化解，兒保社工用另外一種不同的工作技

巧來回應這中間的矛盾衝突，也讓我們在這一次的訪談中清楚體驗到兒少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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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性。 

 

雖然看見依法行政與專業工作間的磨合，但卻未能真正看見司法與行政間相

互合作積極模式的建立，仍有呈現各自的本位主義，而置身其中的兒保社工成了

體制間最弱勢的存在。行政單位與司法未曾見到有人願意為兒保社工挺身而出，

做體制上友善調整，放任案家透過訴訟行為與法院建立三角關係以對抗社工處

遇。法院處於關係之中，未能積極理解該關係的影響，相對在於兒少保護相關強

制性處遇上的制度調整就變得消極，陷現有兒少保護工作於更大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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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議題倡導及行動策略 

 

倡導，起源於看見案主於結構中自我實現的困難或障礙，進而透過該工作方

法協助個案克服障礙並實現生活目標的方法之一(Payne,2005)。當自我實現的困

難轉換至兒保社工身上時，倡導的工作方法就必須在工作場域中實踐，於是倡導

的工作落在了這些有因公涉訟的兒保社工身上，也落在了所有系統網絡身上。只

是公民環境及兒少保護工作脈絡多元且複雜，要能在實務中倡導並實踐並非易

事，故本章節企圖透過議題的討論，試圖激起各界對於該議題的意識覺醒，並透

過對兒保社工處境與實務行動困境的理解，重新採用更鉅視的眼光及策略協助及

建構出改善的環境，讓實務與體制得以共同調整。 

 

 

壹、 議題倡導 

一、污名化的訴訟 

 法院，一個二元對立的機關-不是有罪就是無罪，會進入司法體制，也是因

為有犯罪嫌疑或犯罪事實遭提告而進入訴訟，這樣的訴訟本身就有定罪可能。即

便未遭定罪，也會讓人覺得如果不是做了什麼錯事，怎麼會需要上法院，這是一

種社會氛圍所建構出來的感受，議論進入法院的污名勝過於法院所定的罪。在這

樣的社會氛圍之下，兒保社工暫不論是否因為工作進入訴訟，被告這個動作本身

就具有強大的社會歸類。平時致力於維護自身形象、奉公守法的公民，從不曾讓

自己涉入該不良歸類之中，而今卻因為被告而進入司法，且要不斷解釋自己並沒

有犯錯，司法污名的十字架已經沈重的壓在兒保社工身上。 

 

司法本身就已經具有負向的社會歸類，若再加上兒保社工因公涉訟，「若不

是工作有問題怎麼會被告」，這樣的直覺反應更讓兒保社工在工作領域中陷入污



111 
 

名化感受之中。不僅同儕會有此感受，主管也可能帶著這樣的眼光來看待兒保社

工因公涉訟一事，這樣的思考方向讓兒保社工陷入更大的污名陷阱之中，兒保社

工該如何回應即便自己工作沒有問題，也會面臨這樣的工作風險。 

 「我覺得法院會很容易讓人有污名的感受，對。那這個東西不是你對或錯，

 因為你等於是你就是一個被判定的狀態。」（之卉） 

「就覺得我們好好的門風為什麼因為這樣子…我們家也是一家清白的人

啊。」（之卉） 

 「你被告其實是在傳統的社會氛圍裡面某個程度你心裡還是會有一個角度

 會認為說這其實是有點不太名譽的事情，我做的不夠好才會被人家這樣子嫌

 或是告。」（友易） 

 「我就說我覺得我對於自己被列為被告的部份跟名譽的部份，我說我覺得我

 自己在，就剛剛你提到奉公守法的部份，我們說奉公守法，其實有時候我自

 己把自己定位在比較高的點，那為什麼我們要被在人生裡面被畫上這樣的一

 個污點。」（又曼） 

 

 案家因為不滿兒保社工的處遇，所以透過連結一個更大的體制來「懲罰」兒

保社工。兒保社工面對龐大的司法體制，只能選擇柔性的解釋及證據的提供來因

應。而另外一種角度，則看見司法採用強大的權力來壓迫社工，這個權力感受讓

案家也同時共享，兒保社工卻無其他策略或配套來避免這樣的壓迫。若機構在此

情境之下，選擇否定或質疑兒保社工工作能力，並將該事件看成是兒保社工處理

不當所衍生的後續效應，如同落井下石，讓案家的權控行為，在法院與行政機關

中無限擴散，而兒保社工只能獨自背負這樣的污名存在於職場之中。 

 

二、聚焦兒保社工或主體錯置的訴訟 

案家因為對於兒保社工的處遇充滿情緒，於是選擇在不同階段對其提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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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同時也發現，因為所有的處遇對口幾乎都是兒保社工，不管是緊急安置的通

知書、法庭報告書、出庭陳述，甚至日後處遇，這讓案家認為所有的不利益都是

因兒保社工而起，理所當然要「清算」也得要以兒保社工為對口。 

 「因為他搞不清楚狀況。第一個都是我在出庭嘛！整個行政都我在跑嘛！上

 面都是我的名字嘛！」（以藍） 

 「我覺得他沒有這麼清楚法律的…比如說這個告訴主體到底是誰？而且我

 覺得他其實，因為接觸都是我。」（之卉） 

 「因為都是我跟接觸而已，都是我在處理啊！那他覺得我有責任。然後他認

 為他的小孩就是有受傷，然後就是應該要我要負責。」（友易） 

 

 然而，並非所有案家都認為兒保社工是為不利益行政處分的「肇事者」，但

卻因為擔心提告社會局或市政府這樣一個大單位，難以成立，推想市府或許有強

大的資源，甚至有一整群的律師群及法律顧問，敗訴也可能遭政府單位反提起誣

告，故選擇提告勢單力薄的兒保社工。倘若成立，還有國賠機會，利益相對大過

於提告社會局。因而提告社工成了案家權衡下的決定，而非只是單純「回應」兒

保社工的不利益處分。 

 「他們好像就是告市政府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告贏吧，因為它是一個機關嘛，

 所以他覺得告個人可能會比較有希望告個人就告贏，然後可能就是有想要訴

 請國賠的…對。」（又曼） 

 

法院工作並非全然正確無誤。在訪談過程中，之卉就提及在遭案父第二次提

告的經驗中，並沒有新的事證，但案父還是以相同的名義對其提起告訴。之卉未

等到出庭當天，事先去電書記官，向書記官說明，法院才發現錯誤，立即結束該

案件。之卉無須出庭便獲得不起訴處分書。顯見雖然接獲出庭通知，兒保社工還

需要先瞭解訴訟內容及狀況，事前向法院確認，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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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傳票之後我打給書記官，跟他說這個案件他之前已經告過我。他應

該是問我說有沒有不起訴處分書？因為我沒有留這個東西，對，所以我就說

我只知道不起訴處分，但是我沒有辦法，就是我沒辦法提供啦。然後他說那

他們再去調。對，所以第二次應該後來我也收到不起訴處分書，對，就結束

了。」（之卉） 

 

另外一種來自法院的錯誤便是案家對兒保社工提起誣告訴訟，然誣告的前提

是前次訴訟遭法院判決訴訟不成立，被告便可對原告提起誣告訴訟。反觀兒少保

護訴訟案件，通常都是以機關首長為原告，兒保社工只是訴訟代理人，卻遭案家

提起誣告訴訟，明顯可見訴訟主體錯置，案家「誤告」了兒保社工。但這樣的狀

況下檢察官依舊進行案件偵查，讓兒保社工也覺得莫名其妙。 

「那時候就覺得我什麼時候告過這個人，我還沒打算告這個人ㄟ，嘿啊！我

說我什麼時候有告過這個人，我就覺得地檢署很瞎。」（以藍） 

「因為就是他可能告訴主體…我記得他那時候的理由也是因為他告訴主體

是弄錯的，就是不是，所以根本不是我告他的，所以告我也沒用。」（之卉） 

 

綜觀本次訪談對象，皆係以兒保社工為訴訟對象，兒保社工需要自行準備許

多資料因應司法。但反觀英美國家，因為採用法官保留，且所有執行命令皆由法

院發出，阻卻了案家認為不利益之強制性處遇都是出自於兒保社工本意之揣測，

當然也就避免了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的風險，更遑論有訴訟主體或訴訟內容錯誤等

情況發生。故從此角度討論時，司法體系重新建構法院對於兒少保體制的強制介

入行為，應具有更多責任才是。 

 

三、涉及個人及家人安全的訴訟 

兒保社工進入訴訟之後，所有的個人資料都將曝光，原告可以輕易透過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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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取得被告的資料，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兒保社工完全失去了自我防護的能

力，猶如代宰羔羊一般，隨時擔心著自己跟家人都安全，進入另外一種案主暴力

的情境之中。 

 

 當兒保社工疲於應付訴訟之餘，發現自己的基本資料全都曝光，不僅擔心自

己的安全受到威脅，更擔心住在戶籍地的家人會被報復。由於兒保社工接觸過案

家，稍微掌握到案家可能具黑道背景或不理性行為偏多，這樣的情況更讓兒保社

工擔心家人安全。這是訴訟額外帶來的可能威脅，也是潛藏在兒保社工心中久久

無法拭去的擔心。訪談中又曼提到這樣的擔心直到他搬了新家，真正換了工作單

位才放下。 

 「那個害怕可能不單只是來自於司法，因為我剛剛有說，他可能是透過司法

 曝露了我太多個人的東西，所以我的確會覺得害怕不安。對，所以我覺得當

 他結合司法要來跟我對立的時候我的確是會害怕，因為我擔心的東西變多

 了。我可能不是怕我會被判刑，我是怕這個過程裡面我的家人會不會受到一

 些危害，我覺得那個才是…他這個部份真的抓到了我最在乎的事情，對。」

 （之卉） 

「就變得好像沒辦法，我好像就得接受這個狀態，然後我還要自己要請我家

人去防範很多事情。就是我為了我的工作然後讓家人也很…就是很不安啦，

對。」（之卉）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家屬也有一些黑道背景，其實我會很擔心家人的安全。」

（又曼） 

「也是很擔心說家裡面的那個戶籍地會曝光，會被人家報復這樣子。」（芷

真） 

 

因為擔心家人的安全，兒保社工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力氣提醒家人如何防



115 
 

護及自我保護，但即便這樣，兒保社工還是會有許多擔心，工作時也會因此而不

安寧，隨時害怕接到家人被傷害或威脅的通知。 

「那時候其實家人其實會很緊張，就是我就跟他們說你們如果有人來這邊敲

門或怎麼樣你們就儘量，因為如果白天都是老人家在家，我就說那你就不要

理他，或是就是不要開那個門大或你直接問他是什麼事情。」（之卉） 

 

保護性業務只是社會工作的一種工作樣態，相較於其他樣態的社會工作是最

具挑戰性的。兒保社工選擇這樣充滿危險的工作，並非都能夠獲得家人的支持，

兒保社工面對家人不支持的語言與態度時，就已經充滿壓力，如今還因為工作關

係讓家人的安全議題暴露在外，顯然會更左右兒保社工的職業選擇。 

「當然第一個如果說東西寄到家裡面很尷尬，因為家人其實是不支持我做保

護性業務，對，就知道被告一定應該是一條大事吧。」（芷真） 

「他們都會覺得說這到底是什麼工作？為什麼一個好好的小孩一直不斷的

被告？」（之卉） 

「後更糟糕的是他把不起訴處分書寄到我家去。然後讓其他親屬就更顧慮做

這個工作會引起的麻煩。」（友易） 

 

社工文獻中不斷討論案主暴力，並將暴力分為許多型態，但鮮少文獻將因公

涉訟納入，形成眾多案主暴力議題中，卻獨漏訴訟這樣的暴力型態。涉訟的兒保

社工相對不知道該不該將這樣的處境也列為案主暴力，然後採用案主暴力的相關

處理程序及心態來面對。這樣的討論並非沒有意義，反而提醒了研究者原來當因

公涉訟不被視為暴力一環的時候，上述曾經討論過的個人化議題就在這樣的邏輯

之下產生，而機構的不因應也變得符合邏輯。於是重新定義在此變得重要，將此

一部分歸納為案主暴力，並順應該暴力提供兒保社工所需的安全維護措施，不再

讓兒保社工及其家人孤軍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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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涉及個案權益與個人權益的訴訟 

之卉在訪談過程中，提出了其他受訪者未曾提起的特殊現象，雖然具有特殊

性，但研究者認為日後訴訟案件越來越多且複雜時，也可能出現同樣的狀況，故

將其另訂為一個討論的議題，從中探討司法與社會工作專業間的差異及社工倫理

所亟欲維護的價值。 

 

兒保社工在面對司法體制時，需提供相關證據以說明自身處遇一切依法行

政，並無任何違失。但兒保社工所呈現的證據，不能讓檢察官做出裁定時，就需

要更多證據來加以佐證，譬如對造出庭或搭配其他證據。之卉面對的情況即是檢

察官認為兒保社工及案家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做出裁定，故要求案主出庭作證，

以確認雙方證據的可信度或真實性。 

 

對檢察官而言，個案出庭當證人，就是做了真實陳述後便完成偵訊，事情相

當單純且無害。但對個案而言，出庭需要回應與案家相關的問題，一個過去曾經

遭到性侵害的孩子，需要再度回憶這一切，甚至需要在法庭上對案家做出不利回

應，這樣的情況就不僅僅是檢察官想像的如此單純且無害。兒保社工面對這樣的

情境時，因為深知過往個案的傷害，也知道創傷復原的困難，所以不斷向檢察官

爭取不要讓孩子出庭。 

「雖然我們在法庭上一再的跟他說孩子因為之前的案件其實已經受創…就

是創傷反應很明顯，而且她在幾次的出庭看起來也是陳述的能力很有限，其

實可以考量她的身心的穩定生活的穩定不要再傳她了。但是最後據我所知他

還是傳了孩子出庭。」（之卉） 

 

由於司法的裁判與兒保社工的專業價值並不相同，上述的陳述不難看見其中

的矛盾，也看見兒保社工對個案利益的維護。但當這樣的訴訟是涉及兒保社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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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益時，研究者以為選擇維護兒保社工權益還是個案權益就會變得困難，形成

一種倫理議題。畢竟兒保社工可能因為選擇維護個案權益，而陷自己於不利益處

境，讓自身的訴訟有遭起訴的風險。文獻中提及兒保社工的角色已經從關注案主

及案主與社會的關係轉而成為風險顧問的角色，但在與之卉的訪談過程中，可以

看見該位受訪者不斷的強調個案的最佳利益，也就是說，即便兒保社工在與案家

工作過程中受挫，但仍清楚知道個案的權益何在，堅定的專業素養讓兒保社工不

論如何也要維護個案最佳利益，風險控管並非與案主工作的第一位選擇。該考量

不僅僅是依法律規定之作為，更多的部分是深知協助尚未具有自我保護能力個案

的重要性，也是兒保社工的重要使命。 

 

 

貳、 實務行動策略 

上述論述的各種議題，在在顯示兒保社工面對因公涉訟時處境的複雜程度，

透過議題的探討更能有脈絡的理解兒保社工所處的環境。本次的五位受訪者，對

於如何採取實務行動策略來改善現有體制有其不同的想法及期待，但當再回歸現

有體制時，對機構的失望感或是認為個人力量太過薄弱，亦或業務量過多、相關

配套措施不足等內外在的條件因素都影響著實務行動的產生，而這中間或許還需

要更多醞釀、思考以及集結，才能真正有效發動更為鉅視的實務行動。 

 「那其實那個同事他有提到說他們剛好有同事被告，所以他們後來對這個同

 事有什麼在行政上面的支持的部份，那時候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反差啦，

 對。所以我個人的部份我…我會覺得滿失望的啦，可是我也沒有再去爭取什

 麼。」（又曼） 

 「應該是說全國有部份的社工有遭受到暴力對待或是被威脅。所以才會抗議

 有這樣的制度出來。但是一個機構到底能不能去正視這個議題，或是有沒有

 人要來推這個議題，我覺得當然不能說現在沒有以後就不會有。也許以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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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制度會更完善。」（以藍）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可是其他人不見得是這樣子。所以妳說要能夠到那個串

連。一來那個量真的也是不大。對！那二來就是這也不是什麼很光彩的事。

(笑)。那三來就是這種東西就趕快讓它過了就算了。對！那沒有被藉機被檢

討你就要偷笑。」（友易） 

 

謝秀芬（2002）曾指出許多倡導的行動技巧，其中之一係組成聯合機構委員

會，受訪者也曾在其面對訴訟困境時有此想法，但當檢視現有組織現況時，卻讓

其卻步，不太信任公會能提供之協助。 

「我們公會現在哎呀！就大家對它的期望很多嗎？對啊！還是大家都 part 

time 的。對！如果有 full time 的公會的時候有覺得才比較有可能指望公會可

以做什麼。他們白天忙一個工作，你叫他下班來忙另一個工作，可能草創期

間或是現在這個階段的確需要有這麼有熱忱的人。可是這樣子的 over 

loading。對啊！他自己都工作權利都不保了，他怎麼保護別人的工作權利。

(笑)」（友易） 

 

倡導議題企圖引起各界對於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的思考，其中有涉及安全的議

題、有名譽及權益的議題，更有司法體制帶來的議題，顯見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是

座落於社會工作之中，也不是行政體系之中，司法體制也有其思考改善之處，倡

導行動就不再僅限於對於兒保體制的改變。 

然而當這樣的議題能夠普及被社會大眾所認同時，倡導的工作並未結束，更

需要進一步於實務中加以行動，透過許多改善策略的施行，讓實務與體制變得更

為友善。現階段受訪兒保社工皆表達其於環境中倡導的困難，但這並非是受訪者

個人的責任，行政與司法體制應該體認到更多倡導改變的責任，由其共同串連並

改善現有體制，建立真正保障兒保社工執行公權力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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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經驗、現有體制中對於兒保社工因

公涉訟所提供之協助以及兒保社工在該歷程中自我倡導經驗。因應該研究目的共

訪談了五位資深兒少保護工作者，並針對資料進行研究分析，於本章節分點論述

研究結論，並提出研究建議，文末也將指出本研究限制。  

 

 

第一節  結論 

 

本節針對兒少因公涉訟經驗共分為兩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份先討論因公涉

訟歷程中的重要議題，第二部分再行討論社工專業與各領域的價值融合。 

 

壹、 訴訟歷程的重要議題 

一、訴訟是兒保工作風險常態而非個人議題 

因公涉訟一直是研究者探討本議題時所採用的名稱，這樣的命名意味著認定

兒保社工遭案家提告一事係屬公事。多份文獻（白立德，2013；陳圭如、孫世維

譯，2007；蔡宏進等，2007）針對兒保社工訴訟議題，也嘗試定位為工作衍生風

險或困境。當研究者帶著這樣的研究假設進入田野時，發現並非所有受訪者服務

的職場皆認定為公事，機構與兒保社工間的認知其實有所落差，甚至有受訪者單

位主管認定為個人事件。雖能提供協助，但在事件定位仍非屬公事。 

 

部分受訪者的機構並未認定為個人議題，採因公涉訟相關法律規定協助，態

度上卻未能真正認定為公事，表現態度與認知皆為個人議題。換句話說，多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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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的工作職場，不管口頭或行動上坦承因公涉訟，在態度上依舊採取個人議題

方向處理。 

 

當兒少保體制不認定為工作風險時，兒保社工訴訟過程的需求與問題，都成

為兒保社工個人問題。握有強大資源的國家機器納編兒保社工，卻在兒保社工面

臨困境時，讓兒保社工陷入曖昧不明狀況，甚至隱喻「這是個人問題」。兒保社

工置身於如此氛圍，無力抵抗，只能繼續扛著污名十字架在機構中工作，或選擇

離開。 

 

多份探討案主暴力的文獻中（M. Padyab, H.M. CHelak, L. Nygren,and M. 

Ghazinour,2012;Newhll,1995,1996,1997; 徐雅嵐,2009;陳圭如,2005;鄭麗

珍,2007;劉淑莉,2007），並未將訴訟列為暴力一環，對於首次面臨訴訟的兒保

社工，無從定位自己遭遇情境。然而機構的定義卻迴避照顧與協助兒保社工責

任。雖然本研究受訪者皆具有意識覺醒，卻礙於資源及權力相對薄弱，無法於短

時間內倡導改變。 

 

台灣兒少保體制迥異於國外經驗，並未有法官保留或法院強制介入等介入措

施，以致於兒少保社工需要於第一線取代法院執行公權力，這樣的體制需要改

變。反觀行政單位，不願坦承面對因公涉訟係公事，需要引入眾多資源協助兒保

社工，需要重新調整讓因公涉訟明確定義為工作風險之一，比照案主暴力議題處

理，給予兒保社工最豐富且強大的保護，實屬重要。 

 

二、因公涉訟需網絡間合作 

 當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不再是個人議題，而是整個組織體系及司法特性衍生的

公共議題時，兒保社工僅是該事件的代罪羔羊，不應該再將整個事件責任簡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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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兒保社工身上，而是各組織體系間共同討論研商這樣的情況該如何處理。 

 

 本研究結果顯示因公涉訟的兒保社工，需要獨自準備許多出庭應訊的資料，

準備過程還要面對個人情緒需要處理，且個案與家庭處遇也不能中斷，一個人需

肩負起過多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倘若進入法院遇到和善且熟悉社工專業的檢察

官，就能順利脫身，但若檢察官對於社工依法行政依據有許多要求，回應司法將

更加重兒保社工負擔，難道每次訴訟都需要憑著運氣？ 

 

 之卉於訪談時曾提及期待單位可以建立相關會議，內有機構高層，每當遇到

兒保社工因公涉訟時，便能透過團隊共識決議來協助兒保社工，讓兒保社工不再

單獨面對。這個提醒就如同 AHA的建議一樣，透過團隊決策取代個人決策，較能

有效處理兒保社工因為工作衍生的困境。然而，這樣的建議雖好，卻僅在於機構

單方面的協助，未能更鉅視的看待並解讀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的議題。研究者認為

唯有跨領域間的合作，有效的建立起相關機制，才能真正於現階段提供兒保社工

相關協助。 

 

美國兒保體制中，除了法院具有公權力及強制力之外，檢警一體的警察也具

有兒少保護案件初步調查、現場犯罪證據蒐集及聯繫兒保社工評估安置的功能

（高鳳仙，1998；黃國媛，2012；許家瑜，2011）。這樣的功能讓兒保社工免除

第一線處遇個案的張力，更直接可以避免成為案家訴訟的對口。故網絡合作不僅

僅於事後發生的合作，更需要擴大討論事前該如何於現有尚未修正的體制中有更

多、更強大的兒保社工保護屏障，而警察的介入及第一時間的公權力執行，便是

網絡合作並保護兒保社工的機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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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跨領域價值融合 

 兒保社工因公涉訟，通常都是在接獲到法院或警察通知後，才確認自己遭到

案家提告，提告的對象通常是案主監護人，因為不滿社會局依法行政結果而對兒

保社工提起相關訴訟。告訴罪名多元，且不限於刑事告訴或民事告訴，連次數都

可能高達一次以上。兒保社工置身其中，並非真空存在，面對的不僅僅是訴訟本

身，有更多是因訴訟衍生的議題，茲討論如下。 

一、社工專業與兒少保價值的融合 

 因公涉訟的兒保社工，除了需要花費相當多時間、精力完成上述動作之外，

過程中也不輕鬆。訪談過程中發現，兒保社工於訴訟過程中，不僅擔心資料外洩，

讓自己與家人安全受到威脅，還需要擔心個案權益是否會在案家與兒保社工的訴

訟過程中受到影響。這與白立德（2013）將兒保社工因為遭相對人提告而進入司

法，於法庭中還需要與相對人接觸列為工作逆境，及尤重道（2005）表示公務員

即便依法行政，沒有執行業務上違法失職狀況，仍可能會遭當事人提起告訴，這

樣的告訴對兒保社工造成相當大的心理壓力及負擔所陳述相互呼應。 

 

Helfer 與 Ruth（1968）指出以信任為工作背景的兒保社工，往往覺得對立

性質的司法程序讓他們感到不快，對於「兒童家庭的真正問題」沒有幫助或幫倒

忙不謀而合（引自 Cingolani,1984)。研究顯示兒保社工甚至需要花費更多時間

及工作技巧，與案家拉扯、切割後，才有可能真正進入工作期，顯見訴訟影響之

大，且其對於處遇個案的無用性。 

 

即便如此，兒保社工迄今仍無法將訴訟拒之門外，只能強調在訴訟背後，其

真正關切的還是「兒童最佳利益」，所以即便社工專業逐漸轉型於風險控管（王

增勇，2005；黃源協，2007），兒保社工內在最真切的關懷仍離不開維護個案的

最佳利益。只是這樣的關懷已經不如從前單純，兒保社工在實踐關懷的過程中需

http://sw.oxfordjournals.org/search?author1=Judith+Cingolani&sortspec=date&submit=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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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企圖排除更多障礙才得以實踐。如受訪者友易，透過事件切割的工作技巧讓案

家知道自己的提告行為雖然進行中，但那並不影響家庭維繫之工作處遇，不讓兩

個事件過渡重疊而影響到「兒童最佳利益」。這其中的融合並非易事，兒保社工

需要撇除個人情懷，以專業來進行處遇，並發展出如此成熟的工作技巧，係屬工

作智慧累積而得。 

 

二、社工專業與司法價值的融合 

 兒保社工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推入法庭大門，甚至需要背負不名譽的感受進

入法庭，在這樣狀況下兒保社工第一時間就是希望可以先與書記官或檢察官溝

通，澄清一下工作立場，以免除後續所有偵查。確實有受訪者在該階段的溝通就

讓法院發現是重複訴訟案件，而透過法院行政程序結束訴訟，但這並非常態，多

數兒保社工在該階段也僅能退而求其次溝通是否能在送達程序上有所調整，只是

礙於送達程序，兒保社工並非皆能成功說服法院，故需要自行處理寄送到家中的

問題。這對兒保社工來說不僅需要向家人解釋，還擔心個人資料外洩所面臨到的

安全議題，但這份恐懼並非法院所能夠理解。在法院送達程序之下，並無法真正

理解兒保社工對安全議題的顧慮。 

 

 進入訴訟之後，兒保社工清楚同庭偵查依舊會面對案家的情緒張力，甚至可

能提高後續繼續家庭處遇的難度，所以會希望檢察官可以在程序上分庭偵訊。另

外也會顧及案主權益，希望檢察官不要對兒童少年做出不利益行為，但多數都是

透過法庭上的陳述讓檢察官理解兒保社工工作處境及策略選擇原因。然而司法是

二元對立的體制，與兒保社工脈絡性的處遇方式，是兩種極為相異的專業工作模

式。若再加上證據取向，則更偏離社工專業價值。兒保社工於此狀態中只能不斷

的倡導遊說，以促進兩專業間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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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發現專業間的對話多數都是透過資料文書的提供，以及出庭說明來讓

檢察官更加瞭解社工工作模式，但卻未見社工機構有更高層級的主管透過不同管

道與法院或檢察官進行專業間溝通。這也回應了研究者在前面所指，兒保社工置

身其中，因為工作方法、工作處境及工作依據皆已改變，真的能夠於法庭上以簡

短的偵查程序中說明這些改變及作為依據嗎？ 

 

三、社工專業與依法行政的融合 

「依法行政」是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不斷聽到兒保社工陳述訴訟事件的立基

點，這也是兒保社工開始納編進入國家機器之後，所需要面對跟因應的問題。兒

保社工的處遇不再僅是適合案家即可，還需要符合法律規範，文獻中更提及英國

還需要進一步評估兒保社工的介入處遇是否妨礙人權。也就是說兒保社工的處遇

不再單純，需要做的評估也變得多元，然而依法行政並非紙上談兵，需要許多的

要件搭配，更需要行政機關的授權。 

 

然而並非所有的機關都認同訴訟行為是因公務衍生，理所當然認為機構需要

出面解決，仍舊將訴訟一事個人化於個別社工身上，認為訴訟仍是個人事件，希

望社工可以自行處理。所以即便所有受訪者都是任職於公家單位（社會處或社會

局家防中心），機構還是會有不同看法與作法。此與學者（Gingrich,1995，轉引

字陳仁和，2007；李宛亭，2011）所陳極為雷同，認為社工專業與科層本質並不

相同，以致於兒保社工服務輸送過程中常會感到矛盾衝突。而訪談中我們不僅看

到此一狀態，更看見依法行政所衍生議題的從屬性，在訴訟事件定位上兒保社工

與機構間的認知與共識似未建立，尚具各種不同看法。 

 

Shepherd(1999)曾建議對立的法庭工作應該委由律師進行，尤其是張力高的

兒少保護案件。然而置身其中的兒保社工並非第一時間都會考慮聘請律師，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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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先評估訴訟類型（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提告罪名、訴訟階段（偵查或起

訴）以及是否能清楚提供（或回憶）該案件的相關資訊，再決定是否聘請律師。

雖然兒保社工會考慮 Shepherd所建議聘請律師，但並非所有案件兒保社工都會

一律聘用律師，兒保社工仍較傾向於評估過後再嘗試連結相關資源，與社工專業

中評估資源連結的教育相當一致，從中不難看見兒保社工內化專業教育於工作及

自身生活之影響。 

 

出庭需要相關證據，而證據不僅來自兒保社工的個人記憶，還需要更多客觀

證據來協助，此時兒保社工傾向於提供個案記錄來作為出庭證據。然而個案記錄

有其保密性及機構所有等特質，兒保社工知悉相關規定並不會擅自取得相關資料

而出庭，故多數都會透過陳核中心主管，在機構同意的前提下摘要相關個案記錄

內容，不僅顧慮中心立場，更在意即便對簿公堂還是需要保護個案，謹遵社工倫

理。可以看見兒保社工置身公部門之中，雖然有些部分仍有矛盾衝突，但已經開

始思考並執行公部門與社工專業如何融合的問題。李宛亭（2011）曾指出社工專

業與科層組織間的矛盾與衝突，在因公涉訟一事中，已經不再停頓於此，而是有

更多積極作為來化解該困境。 

 

研究過程中，還可以發現兒保社工意識到自己的公權力角色，也清楚知悉訴

訟乃是工作風險之一。面對這樣的風險議題時，兒保社工學會依法行政。處遇過

程一切遵照規章及機構工作手冊作為，如同鄭麗珍（2011）所陳，免除訴訟還是

要確保自己符合法規、工作倫理並遵照機構程序。兒保社工在實務經驗中學會了

這樣的融合，故雖然依法行政概念複雜且抽象，卻可見兒保社工實際在現有實務

中已經如此操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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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之司法經驗初探，不僅國外研究稀少，國內迄今也未曾有

相關研究。多數聚焦於兒保社工人身安全議題之研究，卻未將兒保社工因公涉訟

一概念納入。故本研究嘗試透過多位實務工作者經驗累積及訪談對話，期待初步

釐清訴訟行為所帶來的深切影響，並進一步從兒少保工作體制、機構體制及司法

體制三方面提出討論議題及相關建議，企圖為這個特殊情況尋找更多元的方向與

可能舒緩兒保社工工作壓力及情緒壓力之可行方向。 

 

一、 兒少保工作體制 

（一） 加強實務智慧傳承及社工在職訓練以因應該工作風險 

 既然兒少保體制面臨如此艱難的處境，而且已不再是個人化議題，體制便需

要因應這些年的變化而有所調整，重新認知體制上的改變，正視兒保社工該經

驗，透過教育訓練及傳承，讓新進兒保社工亦能知悉並意識到此係工作風險，如

何面對及因應該風險。 

 

訪談中可發現資深兒保社工具有與案家工作及回應訴訟之實務智慧，但卻因

為高流動率而未能將此經驗加以傳承，機構應更為積極思考該經驗傳承之可能

性，以及留住實務經驗豐富、工作能力佳之資深兒保社工，讓經驗得以傳承。 

 

（二） 建立團體決策機制 

 AHA 提醒兒保社工團體決策的重要性，故體制需要協助兒保社工擺脫因公涉

訟的污名化，並協助兒保社工透過團體決策來面對及因應該事件。唯於體制尚未

建立之時，兒保社工則可以採用該點，於機構中積極建立團體決策團體，或在工

會中積極倡導建立該機制，讓議題公共化、解決策略團體化，而非兒保社工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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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戰，辛苦的面對所有司法階段及批評。 

 

（三） 建立彈性標準化程序 

團體決策固然重要，可以協助兒保社工建立穩固且足以對外回應之策略，但

該作為仍有賴兒保社工扮演積極主動角色，且若機制不願積極回應，缺乏建立團

體決策之意識，恐淪為僅係會議簽名，徒具虛名之形式，甚而有將責任簡化於兒

保社工身上。 

 

顧及單一社工困難從己身出發倡導出該機制，又或者礙於時間、機構文化等

壓力，難以落實，此時便建議依據 AHA意見：建立機構程序或標準。透過該標準

化程序，建立兒保社工依法行政之依據。惟社會工作所需處遇評估之狀況多元，

非單一程序可以含括，故該程序仍須有機構及社工督導協助，從中彈性調整，俾

利兒保社工運用於多元且複雜的家庭處遇。 

 

（四） 階段性立法保障 

倘若集結順利，亦可以階段性規劃法制化之可能性，逐步倡導直到立法，於

法規中明確規範兒保社工出庭應訊之保障、人身安全維護方法。並將訴訟行為由

機構代理，透過機構全面承擔，而非再由兒保社工個人出面回應，甚至如同英美

法制中，由法院發出相關執行令之後，再由兒保社工執行法庭裁定，讓法官保留

的程序先行，避免兒保社工需要消耗時間精力與案家拉扯，能夠更快進入與案家

的工作期。 

 

 

二、 機構體制 

 從訪談中，多少可以發現機構於因應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事件的被動性。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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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同意聘用律師或提供律師費用補助、被動依兒保社工需求提供所需協助（當

然更多時候是不提供的），將機構責任置身事外，彷彿這都是兒保社工在外惹出

來的禍端一般，消極因應職場倫理中機構應照顧職員的規範。而兒保社工也因為

被告污名及不敢多為自身需求發聲的狀況下，隱忍並單獨面對。雙方所採該種因

應方式並不能真正解決該議題，加上現今公民意識高漲，只會讓該議題如滾雪求

般越滾越大，且無真正解決的一天。故機構要能真正正視該議題，並接納這就是

兒少保工作的逆境、風險，是處理該議題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一） 建立因公涉訟訓練及告知程序 

 當該議題成為兒少保工作的重要現象之一時，隨之而來的教育訓練、福利資

源告知、因應因公涉訟 SOP程序編撰等相關配套就需要順應成形，並實際落實於

機構之中，讓因公涉訟不再是秘密，也不再是個別兒保社工的錯誤。當兒保社工

能提前知悉因應方法，事發時也能知悉因應方向及資源，對兒保社工依法行政無

疑是一大保障。過程中倘若機構還能更進一步以團體決策方式協助兒保社工，陪

伴兒保社工分析、討論因應策略，個別性訂定交戰守則，讓兒保社工更有彈性回

應司法，則是更為周全的處理方式。 

 

 在職訓練應說明兒少保工作風險，並將因公涉訟列為一重要議題加以討論，

讓兒保社工清楚知悉當面臨該狀況時如何因應及處理，機構及網絡可以提供何種

協助，使因公涉訟不再是隱諱的議題。此外，針對法律常識、司法因應策略、法

庭及訴訟類型介紹等皆納入在職訓練之中，讓兒保社工得以在事前清楚理解。 

 

（二） 計數工作質與量時，併計因公涉訟衍生之業務量 

 進入司法的兒保社工，並非真空因應司法即可，手上在案的案件或行政工作

並非因此停擺，然而受訪者卻表示其實已經沒有在有更多時間及體力處理手上的

案件，顯見司法案件確實壓榨了兒保社工的工作時間。故建議機構在該段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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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並調整兒保社工工作量，讓兒保社工不因司法事件過渡內耗，如此一來也不

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 

 

（三） 積極倡導法官保留之審判體系之成立 

 在訪談過程中明顯可見兒保社工倡導的困難，但這並不代表倡導工作不重

要，而是當理解了兒保社工的困難之後，艱辛的倡導工作就會落到機構的手上。

一個國家機器、一個掌握有更多資源的組織，應在理解兒保社工的困難之後，轉

而接手該工作，故建議機構應積極倡導立法，讓法官保留程序先行，行政機關以

執行法院裁定為己足。倘若有特殊緊急案件，亦應建立緊急之法官保留程序，讓

依法行政不再只是薄弱的行政機關分層決行而已，而是具有更大的法院裁定支

撐。 

 

（四） 提高司法回應層級，由機構代為回應因公涉訟案件 

此外，在該立法尚為成立之前，機構也應重視如何保護兒保社工，逐步倡導

兒保社工涉訟不再係兒保社工個人議題，所有回應皆由機構代行，如同受訪者又

曼所提「他也有告那個醫療院所，對，那我記得…後來我們到場去接受訊問的時

候是他們那個醫療院所的院長到場，然後他們請律師陪同這樣子...而不是比如說

當天 care 的護士」，將應訊的層級拉高至機構，由機構來回應整個事件，而非資

源薄弱之兒保社工。 

 

（五） 積極建立與法院之聯繫管道，達到專業間溝通融合 

 實務中已有社政與法院溝通管道或聯繫會議，但多數僅針對需合作案件進行

討論，未就社工因公涉訟之安全性議提及因應機制加以討論，故期待透過現有管

道拓寬更多困境議題的討論。此外亦期待透過該管道讓法院理解社工專業以及訴

訟可能形成之原因，避免檢察官或法官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認識社工專業，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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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評估為何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管道的建立及專業對話需要長期經營，而機構應

對此責無旁貸，讓法院知悉兒保社工所提出請求背後的期待及焦慮為何，也是相

當重要的。當然機構也透過這樣的對話釐清法院依照程序辦理之重要性為何，透

過專業間的瞭解，從中建立有利雙方之配套措施，既能符合法律程序又能解決社

工安全議題，達到雙贏局面。 

 

 

三、 司法體制 

（一） 因公涉訟案件保護社工個人資料機制的建立 

訪談中，不難聽聞因為資料不清而導致法院錯傳兒保社工，或到庭上才發現

被告係兒保社工，該狀況其實可以在事前準備工作時便可發現，故若書記官或檢

察官願意在分案階段便對案件有更多瞭解或閱讀，即可避免該狀況。 

 

（二） 建立專業間對話機制，建立一站式偵查制度 

專業間的對話有助於檢察官對於社工專業的理解，建議有機會可增加專業間

的研習或會議，讓兩專業間可以互相理解熟悉，而非專業本位各持己見，也能讓

檢察官理解兒保社工堅持的「兒童最佳利益」為何？以及為何要有這些堅持？清

楚的對話可以減輕彼此間的隔閡，也有助於兒保社工面對及因應訴訟，甚至可以

透過研習或會議討論兒保社工因公涉訟現象，趁機建立簡便偵查路徑或一站式調

查（如同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服務），即兒保社工只需於單一地點、一次出庭及完

成偵查手續。透過縣市交流，將簡便偵查路徑從單一縣市逐漸擴大至全省，如此

一來，不僅減輕法院負擔，也減少社工心理及因應壓力，更有助於行政機關與司

法機關間合作機制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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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法官保留制度 

英美國家，於執行兒少保護業務時，係採法官保留制度，由法院扮演強制公

權力介入的角色，所有兒保社工欲對案件進行的侵害權利等類別的行為，都需要

透過法院來啟動，或由兒保社工向法院聲請相關命令而啟動。這樣的制度，讓兒

保社工成為執行命令之窗口。不如台灣現行制度，兒保社工主動像法院提起相關

裁判，而讓案家認為一切針對案家的作為都是因兒保社工而起，讓之後的家庭處

遇困難執行，拉長進入工作期程的時間。相對而言也會降低家庭處遇的成效，影

響案家親職調整的意願與時間，等同於加長了兒少安置處遇的時間，其中效益值

得深思與評估。 

 

倘司法能夠積極建立法官保留制度，由司法先行，再搭配兒保社工的行政處

遇，將使司法與行政的合作共同達到協助案家，維護案家最大利益之功效。如此

跟隨英美制度之腳程前進，讓台灣兒少保的制度不再行政先行，將是台灣兒少保

護工作重要的里程碑。也讓置身其中的兒少保兒保社工不再肩負機構及司法不願

肩負的所有責任，相對也可拉提保護性兒保社工長期任職意願，讓兒少保社工專

業傳承更見曙光。 

 

（四） 針對保護性業務，由法院組成社工證人及報告書寫制度 

兒少保護事件多數時候涉及法院訴訟，美國在該機制中建立了法定監護人的

機制，而兒少保兒保社工於法院中只扮演證人的身分；英國則是由法律監護員提

供相關兒少資訊給法院。在這樣的機制之下，兒少保社工免除了與案家對簿公

堂，甚至讓案家認為都是兒保社工對其提起告訴的誤解，也表示兒保社工在此一

機制中免除成為案家箭靶的可能性，能更為有效的與案父母工作。 

 

法院在兒少保案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如今卻因為怠於執行其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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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讓兒保社工需要背負許多法院的角色，而兒保社工也表示自己在這樣的工

作中，肩負過多法院、律師的角色不自知，對於非司法專業的兒保社工而言，無

疑是一大壓榨。故仍建議法院應將司法角色取回，由其自組法律社工，或委託社

工單位協助出具兒少生活適應或受虐之審查報告，如同現今精神科協助出具評估

報告一般，最後在由法院進行總體評估並下裁定，讓司法與社工行政真正在一合

作的平行線上。 

 

兒保社工工作本質已經有別於傳統社會工作，工作方法及工作對象也相去甚

遠，在這樣的情境下，具體改善工作條件有助於調整現有兒保社工因公涉訟處

境，且提醒機構於根本上思考友善社工環境。此外，因公涉訟所衍生之機構感受

亦是不容忽視的議題，機構應該建立起回應機制，提供情感支持，開放更多彈性

討論機會，讓兒保社工可以持續於支持及肯定的工作環境，機構也能因此留任住

兒保社工，達成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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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 研究議題上的限制 

 因公涉訟是一個現象，其中所牽涉的議題相當廣泛，但研究者因為文獻上蒐

集的困難，未能清楚分析或瞭解因公涉訟可能會面臨的議題，僅能針對個人興趣

而聚焦於司法經驗的探究。並進一步瞭解兒保社工因為該經驗而與機構間關係是

否產生了哪些質變，文獻稀少以致於探究未能更為廣泛、周全，是本研究的限制。

訪談中同時也衍生了兒保社工對於依法行政及社工專業如何整合的議題、機構中

倡導困難的議題、非保護性社工司法經驗差異等議題，這些議題卻未能在本次研

究中釐清探討，甚為可惜，故建議在未來研究中可針對該內容加以研究。 

 

二、 研究對象上的限制 

 由於因公涉訟並非受人歡迎的事件，且遇到該事件的兒保社工也頂多私底下

與同儕間簡單聊起，故研究者才會考慮採用滾雪球方式來取得受訪者資訊，並進

一步邀請訪談。也因為這樣形成了受訪者中有四名皆在直轄市（不同縣市）、一

名在縣轄市的懸殊狀況，而性別比例也僅一名男性，餘四名皆係女性，形成資料

未能普及於各縣市的狀況。性別對話中也以女性居多，資料豐富性因此受限，故

建議未來研究中可盡量在縣市及性別中普及選取樣本，提高研究資料的豐富極多

元性。 

 

三、 研究者本身的限制 

 由於研究者本身即係兒少保社工，訪談過程中雖然因為熟悉兒少保領域而容

易與受訪者建立關係，更快進入訪談內容。但卻也因為熟悉兒少保程序及工作脈

絡而疏漏某些問題，或者因為受訪者認為研究者應該理解而減少一些說明，需要

研究者再度詢問，讓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常常出現自己到底是研究者還是兒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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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的疑慮，無法好好掌握研究者角色。另外也會因為熟悉，而對於受訪者不能

倡導或不願意倡導而有部分投射的情緒，雖然因為研究者覺察而發現該情緒，並

於會談中刻意避免。但對於研究身份而言，這仍非恰當，研究者應盡可能放下原

有兒少保工作身份，以開放接納的態度面對所有的受訪者，方能取得更為豐富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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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大綱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一、 基本資料 

1. 年紀？學經歷？服務單位？於該單位工作年資？ 

2. 社工工作年資，其中兒少保工作年資？（進入兒少保領域的脈絡） 

3. 首次遭案家提告為何時？請你談談該次經驗。 

二、 兒少保被告經驗（事件、次數、告訴歷程） 

1. 你透過何種方式知悉被案家提告？知悉時的心情？作為？ 

2. 該階段期待什麼協助？實際上又獲得什麼協助？（同儕、督導、機構、

其他支持系統） 

三、 司法體制互動經驗 

1. 如何熟悉相關法規？如何掌握審判進度？如何對抗自身法律知識的不

足？ 

2. 如何知悉法庭運作？如何應對法官審問？ 

3. 提供哪些資訊以回應訴訟？欲提供該資訊面臨何種阻力？ 

4. 法官對於本次訴訟的態度？是否影響你的回應？ 

四、 兒少保兒保社工與制度間的討論 

1. 組織（含督導、主管、工會）與體系（包括法規、檢警與司法體系）給

予你什麼協助（撰狀/律師/訴訟代理人/費用補助/出庭休假/相關休假/

心理諮商/停案/個人資料保密...等）？哪些需要？哪些不足夠？不足

夠的部分你嘗試做了哪些處理？ 

2. 爭取協助的過程你遇到哪些助力？阻力？ 

3. 訴訟過程中，與提告人工作關係為何？對於訴訟的影響？ 

五、 從此類經驗中，兒少保體制應該如何發展 

1. 經歷該經驗後，你認為兒少保體制上還可以發展哪些制度以保護社工？ 

2. 經歷該經驗後，你認為法律或相關制度還可以發展哪些制度以保護社

工？ 

3. 是否有倡導計畫？若進行倡導，助/阻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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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四年級研究生，目前正在進行「兒少保

兒保社工因公涉訟之司法經驗初探」之碩士論文研究，本研究旨在瞭解兒少保兒

保社工依法行政進行案件調查卻遭案家以提起訴訟作為回應時的心情感受，兒保

社工如何詮釋案家的行為，又如何在該狀況下進入法庭為自己辯護，且希望在該

過程中獲得何種協助進行研究。 

感謝您願意撥冗參加本研究，讓兒少保工作的特殊性及會面臨的風險、困境

得以逐漸被瞭解，並作為日後相關研究或政策建議之基礎。以下關係到您的權利： 

 

1. 本研究乃自主參與，不會有任何強迫或威脅情事出現。 

2. 訪問過程，受如有任何不舒服或不願意繼續接受訪問，均可隨時反應或中止

訪問。您有權利提出離開本研究或拒絕回答之意見，且無任何索費或對價脅

迫情事。 

3. 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乃為避免流失重要資訊，且研究錄音檔僅供研究使用，

您可隨時提出拒絕錄音或中斷錄音之要求。 

4. 本研究訪談以 1次為原則，進行時間約為 90-120分鐘，地點及時間則事先

以電子郵件或電話與您約定。若資訊不足或有特殊需求將可能進行第二次訪

談，也將事前先以電子郵件或電話與您聯繫確認。 

5. 為保障您的隱私及維護保密之倫理，研究結果將以匿名處理，訪談中與主題

無相關之內容也會加以隱匿。 

6. 其他： 

 

 

若您詳實閱讀上述說明後，認為還有需要加註任何意見，請與訪談人員討論

並直接撰寫於 6.其他，若無其他意見且同意參加本研究訪談，請您於文末簽署

您的大名，一式兩份，其中一份會提供給您。若您於訪談結束尚有疑義，亦可與

研究者聯繫：melimao@yahoo.com.tw。最後，誠摯感謝您的協助。敬祝 

 

平安  快樂 

                                            

 

    研究者：張簡怡芬 

                                               受訪者： 

 

  

日期：      年       月      日 

mailto:melimao@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