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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卸甲：
一位保護性社工對其社工存在本質之反思
孫智辰

許久，雖然能看到相關政策在推動，但要達

壹、前言：希望有人聽聽社工說話

到合理的成人保護社工案量應為每人 25 案、

在保護性社會工作的生活世界，經常聽

兒童保護社工案量應為每人 10~18 案的目標

到社工員開玩笑的稱呼自己「只是小小社工

（鄭麗珍，2008）實屬不易，社工員與其期

員」，這句話除了隱含著社工員地位的卑微

待，不如選擇加強自我專業的提升。因此，

外，更道盡了社工員心事誰能知的無奈、無

一些學者建議，在這樣的社工人力不足的情

助及無力感受。保護性社工員所要面對的不

況下，唯有透過社會工作教育，以提升社工

只是個案的期待，背後還需處理來自於自我

員的效率與效能，才能有能力面對個案的壓

衝突、機構規範、民意代表施壓及媒體放大

力（曾華源，2007；嚴祥鸞，2010）
。但問題

檢視等壓力！因此，不難發現到高流動率的

在於，什麼樣的社會工作教育內容才是符合

情況一直存在於保護性社會工作，這種高流

社會福利機構用人的期待與養成足以面對實

動率的社工人力情況不但影響整個保護性社

務工作挑戰的能力？
教育學者 Lawrence Gremin（1965）認為，

會工作的執行，對於被服務的對象也是極為

身為教育工作者必經常思考兩個問題：
「為什

不公平的對待。
社會工作是一項助人的專業工作，社工

麼這些就是教育？」及「這教育有什麼目

員最基本的工作目標便是在協助服務對象增

的？」
。社會工作教育者也必須思考這兩個哲

強或恢復足以管理日常生活的能力。因此，

學問題，避免走失在「社會工作為什麼存在」

當社工人力不足或高流動率的情況普遍存在

的問題。有關社會工作的教育、學習和訓練

時，社工員也必須盡到本身的專業來協助案

上，學校與機構兩個單位是共同的責任夥

主解決問題，不能將大環境的問題當成服務

伴，各有其角色與功能。從保護性社會工作

品質不佳的藉口，因為這不是社會工作存在

的性質來看，要培養出一位保護性社工員實

的精神。有關社會工作人力規劃的議題討論

屬不易，學校與機構必須經常對話，才能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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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彼此的目標與期待，進而降低實務與教育

保護性社工員卻是處在「高危險性」、「高個

之間的斷層落差，培養出一位有效能的助人

案量」
、
「低年紀」
、
「低薪資」的實務情況（王

者。簡春安、趙善如（2008）一針見血的指

秀燕，2010；李佩玲，2008）
，要扮演好保護

出，教導社會工作知識並不難，但要培養足

性社工員的角色實屬不易，但在提出改善不

以應付複雜社會問題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是

友善的工作環境與爭取社工員的權利之下，

不容易的，還得培養工作態度、強調人格教

社工員本身有責任思考一個問題：
「自己該如

育、增強處理問題的能力，以及加上生命的

何扮演好保護性社工員」。在一些文獻指出，

歷練。因此，保護性社會工作的實務情況，

社工員本身大多認為自己專業性不足，對於

需要被嚴肅的瞭解，這不只是為了批上專業

自己的專業表現不甚滿意（周清玉、曾冠鈞，

的外衣，何嘗不就是為了有效的服務個案，

2011；沈慶鴻，2002）
。因此，社工員必須要

是責任亦是使命。

有一個認知，不論學校教育、工作環境、人

從保護性社會工作的實務環境看來，目

身安全、薪資結構以及人力政策的問題是否

前投入的社工員基本上都是接受過四年的社

得到改善，社工員更需要反思自己在實務工

會工作教育，擁有一定程度的專業水平，但

作上的表現，不能遺忘自己的名子叫「社工

為什麼還是不容易勝任保護性社工員一職？

員」
，以及社會工作存在的目的與價值。

簡慧娟、林資芮（2010)從實務的角度指出，

本文將以自己擔任保護性社工員的實務

保護性社會工作業務需要具備一定程度的專

經驗做為探討的動機，緊扣社工員在保護性

業，否則不容易針對案主的問題進行評估與

社會工作「存在」的角度來反思社工員為什

進行處遇計畫，以協助案主解決問題。張杏

麼存在？如何存在？的本質問題。只有當社

如（2008）研究發現，現今的社工人力主要

工員卸下自己一身胄甲，好好反思自己的實

是以投入保護性社會工作為主，但大學社會

務經驗，在當別人命中的天使前先做自己生

工作相關學系卻是缺少保護性社會工作課

命中的天使，才能扮演好自己保護性社工員

程。因此，社工員似乎是在準備不足與訓練

的角色。期盼本文對社會工作實務有微薄的

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投入了保護性社會工作，

影響，更期待實務界的社工夥伴說出或寫出

產生了極大的個案壓力與生命衝擊，而無法

自己「心事誰能知」的實戰經驗，這對社會

面對社會個案工作每個過程的挑戰。社會問

工作實務將帶來很大的幫助。或許，我們說

題持續地發生著，個案的問題只會更加的複

不出高深的學術理論，但我們有豐富的實務

雜與多元，保護性社工員面臨了哪些執行上

經驗；或許，我們的文筆不怎麼生動流暢，

的困境？需要再加強哪些教育？這必須從實

但我們內心的感受是如此精彩動聽，期待有

務的角度來反思，才足以實實在在的針對問

人願意聽聽社工說話！

題提出相關的教育內容。
保護性社會工作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比

貳、手持六法大全書 身騎光陽
125：談學校到機構的期待斷層

一般社會工作來的複雜且更需要專業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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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訪視過的個案」
，或許已

要能在有限的時間與案量多的情況下，將有

經記不得戰績，但是有時候經過某些地方總

限的訪視次數資料運用各種專業知識做分析

是會感到特別熟悉，因為那裡有你跟個案的

以進行處遇計畫。這時候你將發現到，你學

故事。景色或許不同，但案情依舊清晰，總

了四年的基本功夫真的很「基本」
，這時候只

是會多望幾眼，心想個案現今過的好不好。

能依賴督導或同事的錦囊妙計；更令人擔憂

只要回想到個案的一個微笑、一句謝謝，雖

的，甚至有時候都會擔心不知道這趟出去家

然個案處理過程面臨許多挑戰，也就值得。

訪是否能安全歸來。作者就在這樣社會工作

這就是社工員無可救藥的熱枕！

實務經驗的過程，不斷反思學校教育還需規
劃什麼訓練課程？社工員本身還需要自我加

一、從實戰經驗談社會工作的「特種部
隊」
：保護性社工員的生活世界

強哪些專業能力？才能足以面對保護性個案
工作的每個過程問題。

接受四年的社會工作教育，離開校園那
才為需要幫助的人服務了；但焦慮與緊張也

二、學校與機構是彼此合作而非排除的
社會工作體制

在心中油然而生，不知道自己社會工作的基

從目前的社會工作實務情況來看，保護

本功夫是否足以面對實務工作。畢業生找工

性社工員大多由應屆畢業生或年資較淺者所

作就像新兵訓練後在分發單位，籤運佳的抽

擔任，因此，在學校所學的社會工作專業將

到較輕鬆或後勤的單位，在社會工作實務就

直接面對實務工作的檢視。社會工作教育總

如第二線或行政工作；籤運差有可能被選到

是陷在學校與機構之間的拉扯，彼此間存在

特種部隊，保護性社會工作被視為是社會工

一道隱形的斷層，學校教育有它的基本立

作的特種部隊一點也不為過。

場，而實務機構卻有它用人的期待。學校教

一刻總是滿懷期待與抱負，終於可以一展長

當投入保護性社會工作，就在督導及資

育與機構實務之間應該是彼此合作而非互為

深社工的再教育之下，就將獨自前往戰線。

排除。梁麗清（2008）指出，社會工作教育

社工員你擁有的裝備很簡單，一本六法全書

主要有兩個重要領域：其一是「學理」方面，

與一臺內政部配給的光陽 125，就這樣開始檢

就是關於理論、理念、模式及原則；其次是

視你在大學四年的基本工夫了。首先，是「體

「實務」方面，則是關注如何推行？怎麼做？

能」部分：要能 24 小時待命、半夜出勤、短

以及處遇技巧的運用。但可惜的是，兩者似

跑速度佳、在任何天氣條件下出勤。其次，

乎處在割裂的兩個世界，隔著一道鴻溝。但

是「戰技」方面：要具有單刀赴會的本事、

矛盾的問題在於，學校的教育不就在培養社

防身術、具備 GPS 定位的能力、各種案家環

會工作的人才，而機構就是運用這些人力執

境地形的評估、半夜找無安置所的應變、關

行社會工作業務，為了降低社會工作專業斷

係建立技巧、分析人生道理、陪同作筆錄、

層，彼此是需要好好認識彼此的限制與期待。

出庭、寫聲請狀。最後，就是你的「知識」
：

林萬億指出，從保護性社會工作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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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與需求量來看，是急需把保護性社會工作

長的實習督導；（7）學校的教師聘用缺少實

的相關課程列為重點課程，而反觀目前的保

務教師。

護性社會工作的教育養成態度是缺乏重視的

學校教育是為機構裝備及提供專業社會

（引自周清玉，2010）
。彭懷真（2007）曾針

工作人員的培訓，與機構合作檢視工作的成

對 96 學年全國各校社工系是否開設有關保護

效，提供新資訊、思維與技術。而機構則扮

性社會工作課程（非自願案主、家庭暴力防

演提供實習場地、為學校提供督導，將社會

治、兒童虐待處遇、性侵害防治）之情形進

工作實際存在的問題反映給學校做參考。學

行分析，發現開設這些保護性社會工作相關

校教育與機構實務必須相輔相成，才能建構

課程的學校並不多且不完整，授課的教師大

完整的社會工作教育（陳榮亮，2008）
。的確，

多是諮商背景，其次是警政、政策，而社會

社會工作教育不只是學校的責任，社福機構

工作實務者最少。既然很清楚知道保護性社

也該扮演專業再教育的角色與功能。當在檢

工人力最為需求，但學校教育卻無法迅速反

視學校教育失靈可改善的問題時，社福機構

應社會工作實務界的需求，課程不但不完善

本身也必須自我檢視與反思哪些實務工作執

更欠缺具有保護性實務經驗的教師授課。所

行上必須面對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達到

以，社會工作教育不論在課程、師資及教學

社會工作存在的使命，為個案提供服務與照

一直以來都存在著政策面的問題，就在這樣

顧，以及改變個案及所處的環境。

學校教育與實務工作的斷層下，保護性社工

光陽 125 的引擎依舊運轉著，只是換了

員的高流動率就不足為奇。導致於在實務界

主人！在整個社會工作大環境改變有限時，

就看到一批保護性社工員離職，另一批「產

社工員你就得嘗試改變自己，你的存在因著

業後備軍」又補上的循環現象，這似乎得從

案主而存在，別忘了你的名字叫「社工員」
。

教育根本層面著手才能獲得改善。
有關社會工作教育的討論並非近幾年才

參、保護性社工員「為何存在」
：服
務提供和改變人心

開始討論，檢視目前學校專業教育，令人難
過的，這些研究建議早在許多年前就被提
出，但經歷這麼多年後，在周月清（2010）

保護性社工人力是否補足？人身安全制

研究中依舊發現問題存在，指出保護性社工

度是否建立？工作薪資與保障是否得到回

人員養成的闕漏包含了：（1）保護性社工課

應？社工教育是否契合實務需求？這些問題

程多為選修；（2）相關授課老師人數偏低且

都是保護性社工員一直期盼能獲得改善的工

多為無實務經驗；（3）社工系學生畢業後從

作困境。但問題在於，不論這些問題是否是

事保護性社工意願偏低；（4）課程內容缺乏

依舊存在或消失，社工員都不能遺忘自己的

課程準則、本土實務經驗與資料缺乏彙整；

名字叫「社工員」！社工員的存在是因為案

（5）大學保護性社工養成教育的育成效果有

主的存在，社工員的職責是在執行一項助人

限；（6）部分學校教師以輪流方式擔任非專

工作，但只有當「助人」與「專業」畫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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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社工員才有其存在的價值。因此，處在

加害人或施虐者病態人格更多認識；（5）對

這無奈、無助及無力的工作環境，唯一能掌

被害人或受虐者的認識與輔導；（6）對性侵

控的就是改變自己。社工員必須重新反思本

害或家庭暴力等事件處理流程的瞭解與掌

身「為何存在」及「如何存在」的問題，重

握；（7）對案主暴力的預防。然而，保護性

新瞭解你對案主自我介紹時的第一句話：
「你

社會工作實務與學校教育重視的方向是有差

好，我是社工員」背後的意義。

異的，學校是以培養基本知能為主要目標，
但保護性社會工作除了基本知識之外，還需

一、保護性社工存在：提供專業服務

要與保護業務相關具實用性的知識與技巧。

社會工作被視為是一項專業的工作，是

周清玉在（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員養成教

因為本身擁有一套助人工作的專業知識、技

育之研究）一文提出，保護性社工員必須具

巧與價值觀以保證服務過程的品質，在這樣

備下列幾項能力：（1）須具備自己的信念、

專業服務下能讓個案對改變未來生活有著希

理念與倫理價值觀；（2）以案主為中心的知

望。馮可立（2008）認為，社會工作專業的

識與技巧；（3）熟悉相關法律規定；（4）靈

可貴之處就在於社工員的任務在於「服務提

活運用會談與諮商技巧；（5）具有高度抗壓

供」和「改變人心」
。在服務提供的方面，社

與覺察情緒能力；（6）檢視自己創傷並走過

工員要為案主提供適切的服務才能協助案主

創傷的能力；（7）具備專業工作態度；（8）

改善問題得到一般人的生活型態。

須有溝通協調能力（周清玉，2010）
。保護性

保護性社會工作到底需要哪些專業的配

社工員在個案服務上的工作相當繁複，從接

備才符合實務的挑戰？這問題只有從實務工

案、電話聯繫、家訪、社會資源網絡聯繫、

作來反思才能得到答案。吳毓婷（2002）的

陪同驗傷、報案、筆錄、偵訊、出庭、尋找

研究指出，保護性社會工作較重視實用性高

相關資源，及擬定處遇計畫，每個個案工作

與保護工作有關的知識與技巧，在「知識方

過程都有其相關的服務內容需要提供給案

面」偏重實用知識：（1）暴力成因與處遇知

主。然而，在服務提供方面對於一位保護性

識；（2）非志願性案主處遇；（3）跨文化知

社工員在督導或是資深社工員教導與協助下

識；（4）知識在不同族群與情境的適切性。

是比較能克服困境去完成的部分。但在「具

在「技巧方面」包含：
（1）壓力管理技巧；
（2）

備自己的信念、理念與倫理價值觀」、「檢視

調查蒐證技巧；
（3）危機狀況處理技巧；
（4）

自己創傷並走過創傷的能力」
，是保護性社工

處理衝突技巧；
（5）非志願性案主服務技巧。

員最為缺乏卻也是相對重要的能力。只有當

彭懷真（2007）認為，社工系的課程應對實

社工員自己有套健全的人生哲學與價值觀，

務界的需求有所回應，並提出社會工作教育

才有能力去協助案主改變自己。

可針對保護性社會工作下面七個方面來加強

二、保護性社工存在：協助案主改變自
己

教育：（1）危險評估的能力；（2）法律訴訟
中的處理；（3）如何參與專業團隊；（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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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社工員必須具有改變人心的能力，也就
是要協助個案改變自己，面對不如意的人生

社會工作會談包含了：個人社會史會

與改變自己的生活，為自己的未來生活做出

談、評估會談、治療會談（林萬億，2006）
。

選擇。換言之，保護性社工員在服務的過程

一般保護性社工員因在訪談次數與本身能力

不單單只是協助個案面對或解決問題，社工

下，大多都只停留在前兩項的會談，治療會

員本身必須有一套屬於自己的人生哲學，才

談較為缺乏。治療性會談是經由會談達到治

有能力去協助個案了解自己的人生觀、價

療或個人改變的目的。從社工員的個案紀錄

值、角色及意義。

就能清楚知道，有關個案資料的收集較為豐

從社工員的個案訪視次數、個案處遇計

富，而處遇計畫的部分在有關改變個案的部

畫及舊案沒自信結案的實務情況下，是值得

分較為缺少。就如 Dominelli（2002）指出，

去瞭解個案工作背後的問題。保護性個案最

社會工作是在協助個人自我成長與自我實

常發現的處遇情況，就是只能協助當下危機

現，讓個案尋求可能較好的生活。在社會工

問題的處理，但卻又擔心「哪一天」又再發

作的過程，社工員與案主必須在不斷的互動

生家庭暴力，因此不敢結案，個案只好先「暫

下來改變案主的觀念，因此「治療性協助取

時」擱著，而個案處遇計畫大多都寫著「提

向」
（therapeutic helping approaches）的概念

供情緒支持」及「後續追蹤訪視」
。這並非在

是社工員不能忽視的能力。

責備社工員，只是指出保護性社工員充滿矛

然而，在社會工作教育過程，存在一個

盾與恐懼的地方，心想要處理好每個個案卻

矛盾之處。教育多在訓練社工員要運用什麼

又心有餘而力不足是其矛盾處；明知個案問

理論或觀點來協助案主，例如運用「增強觀

題並未真正的解決又擔心舊案爆發是其恐

點」
（Empowerment Perspective）以消除案主

懼。但身為一位社工員，就不該逃避問題尤

的無力感與無助感；運用「優勢觀點」
（strength

其是個案的部分，為什麼改變人心的層面對

perspective）來發掘案主的優勢，鼓勵正向的

於一位保護性社工員最難處理？該如何改

看自己的生命與肯定自己價值。但是，社工

善？從周清玉（2010）針對保護性業務社工

員本身是否具備消除自己無力感的能力、是

人員必須具備的八項能力來檢視，在「須具

否瞭解自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正如陳啟芳

備自己的信念、理念與倫理價值觀」、「靈活

（2008）點出，社工員因年紀輕與人生歷練

運用會談與諮商技巧」及「檢視自己創傷並

較淺，社工員要運用自身的經驗、訓練、特

走過創傷的能力」等三項能力中，社工員認

質與素養，讓案主有勇氣面對過去或目前傷

為保護性個案本身特質具有特殊性，社工員

痛、對人生重拾信心，社工員是必須要有很

必須具有自己的人生哲學與價值觀才足以面

多生活學習和經驗的累積。保護性社工員一

對。而社工員也指出，大多的個案問題都相

般大多是年紀輕或剛畢業的學生擔任，自己

當多元與複雜，大部分都牽涉到個案本身內

本身的人生經歷皆還不足，就要協助案主處

心的問題，更需要諮商技巧才能解決案主的

理孩童管教、婚姻失和、家庭衝突與暴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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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衝突或絕望等問題，這樣的個案工作過

追尋人生意義方面的協助，但社工員自己本

程與結果是令人擔憂的。

身是否清楚自己存在於社會工作的意義？自
己內在是否已經準備好社工員的角色？這些

保護性個案的問題不單單只是案情表面
的家暴問題，這還牽涉到個案對人生價值的

本質上的問題，本文嘗試運用「存在主義」

問題。只有當社工員本身對於自己的人生哲

（Existentialism）的基本概念提供給社工員在

學，對於周遭事物不斷反省與內化，有了一

實務上省思。

套生命哲學與價值觀才有能力去引導案主說

一、社工員，當自己生命中的天使

內心的故事、探討生命的意義、自我抉擇，
對人生有正向的期待。這不只是資淺社工員

簡春安曾針對高雄市政府家庭暴力防治

的個案處遇困境，對於資深社工員也是必須

中心出版的《家庭暴力個案工作模式概念與

學習的課題。

實務》一書的 13 個個案工作案例分析，發現
危機介入模式被運用的次數最多，接續為生
態系統理論、認知行為理論、增強權能及優

肆、保護性社工員「如何存在」
：存
在主義的反思

勢觀點，並認為這現象是與家庭暴力服務屬
性有關，及是減少個案的傷害、強化後續家
庭重建的能力與機會。此外，又針對

處在這無奈、無助及無力的工作環境，

2000-2007 年 68 篇碩士班畢業論文研究，運

社工員唯一能掌控的就是改變自己，思考如

用危機理論、系統理論、優勢觀點、權能增

何當一個有效能的助人者！然而，社工員不

強觀點占最多（簡春安、趙善如，2008）
。從

可能獨自存在著，社工員的思想、價值和行

這些資料顯示，社會工作不論在保護性個案

動是被所處的環境、事件與個案所影響著。

實務面或學術研究面，對於 Payne（2002）提

因此，社工員之所以叫「社工員」是因為跟

出社會工作理論類別中的「反身—治療」

你的「案主」有著關聯；也就是說，社工員

（reflexive-therapeutic），或簡春安、趙善如

的存在是因為案主的存在。身為一位社工

（2008）將社會工作哲學與理論區分中的「內

員，不能只知道專業的助人能力，還要去瞭

省哲學與社會工作理論」是最為缺乏的，這

解存在的本質是什麼。因為，社工員在執行

大概包含了存在主義、意義治療、建構主義、

社會工作的背後便是依賴著本身的人生哲學

心理動力及認知理論等。這些理論最主要的

與社會工作哲學觀，而其觀念將影響案主的

功能就是在協助案主重新發現自我存在的意

成長與改變。故此，保護性社工員要經常問

義、強調自我抉擇、為自己負責、激發自我

自己，
「我為什麼存在於社會工作？」
、
「該做

成長與自我實現，但卻在保護性社會工作實

什麼？」、「為什麼這麼做？」以及「如何來

務被忽略，似乎可看出社工員在處遇上是缺

做？」等問題。

少改變個案人生價值問題的解決。
Morris 認為「存在主義」的教育是要幫

但問題在於，保護性個案大多是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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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瞭解下列命題：
（1）我是一個抉擇的個體，

答案，他回答：
「要看見手指頭的背後才有意

在生命的過程中不能逃避選擇；（2）我是一

義」！並送派奇一句話：
「你要見別人所不能

個自由的個體，有完全的自由去設定我的生

見，看別人所不敢看。排除恐懼、規範和怠

活目標；（3）我是一個負責任的個體，當我

惰，每天發現全新的世界」
（孫智辰，2012）。

抉擇了我應該過何種生活時，我必須為其負

這兩句話是很值得保護性社工員省思，因為

責（引自 Knight，2010）
。因此，社工員也必

每一件個案並不會如我們眼前所看到的情況

須試問自己下面三個問題：

如此簡單。所以社工員運用了會談的技巧蒐

(一)社工員必須去瞭解你為什麼選擇當一名

集與案情相關的資料，但往往欠缺蒐集案主

社工員，你對於「自我」是否瞭解，否

內在問題或心理問題的資料，這將影響處遇

則如何協助案主進入他自己的內心世界

評估、計畫與結果。就如簡春安所言：
「對一

呢？

位內省問題嚴重的個案，我們如何能不用內

(二)你對於你的社會工作價值觀何在？如何

省哲學去處理？一個對生命的意義產生懷疑

在這充滿困境的工作環境找到你存在的

的個案，我們怎能不進入案主的心靈世界跟

目標？社工員對於自己如何面對不如意

他們一起探索生命的意義？…對於主觀性與

以及如何選擇生活目標，否則如何協助

哲學性的個案而言，存在主義治療是相當「實

案主在不順遂的人生中找到生活的目

際」的」
（簡春安、趙善如，2008）
。
存在主義在社會工作應該是要讓案主知

標？
(三)社工員是否本身負起自己身為社工員的

道他存在的意義以及有能力去決定他的生

責任，否則如何鼓勵案主為自己負責任

活。社工員要陪伴案主面對現今家庭產生劇

來規劃與執行人生計畫？

變的情況，並協助建立自己人生的意義與目

社工員之所以為社工員，就是本身具備

標，為自己的目標付諸行動。Thompson 在（存

了比案主多的解決問題專業能力，只有當社

在主義與社會工作）一書提出了存在主義在

工員本身裝備這些能力才能協助案主面對生

社會工作的實務原則（Thompson, 1992）
，可

活上的問題。

提供社工員在實務上做為參考：

二、社工員，當案主生命中的天使

(一)自由與責任是人類經驗的重要基石

在《心靈點滴》(Patch Adams)影片中，

協助案主了解與欣賞自己是獨特的個

男主角派奇因患有憂鬱症而自願到精神醫院

人，人生有著不同的選擇。社工員必須避免

接受治療。在治療的過程中認識了一位因為

把案主的行為看成不可改變的，並要協助案

思考過度而入院的企業家，這位企業家常抓

主了解並排除限制選擇的情境要素，為自己

著人然後比著四根手指頭問道：
「你看見了幾

的生活負責。

根手指頭？」每當他人回答四根時，他總是
(二) 自由既是一種解放，也是一種負擔

取笑對方答案是錯的。派奇也好奇的詢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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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擁有自由選擇自己生活的力

員每天為案主出征，是該停下腳步來看看自

量，但也必須對於自己的想法、情感與行為

己在實務工作所提供的服務是為案主所需要

的選擇負完全的責任。社工員必須協助案主

的嗎？有解決案主的問題嗎？自己的專業是

選擇改變後可能帶來的焦慮、恐懼及逃避等

否能滿足目前的實務工作？還欠缺了哪些專

自由的負面轉換成正向的，如自我管理、信

業能力？等問題。
本文從存在主義的觀點反思保護性社會

心、自尊與真誠。

工作的教育與社工員本身的問題，就如存在
(三)真誠是解放的關鍵

主義強調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的重要

真誠（authenticity）是指真實的用自己的

性，身為社會工作教育者與實務者都必須對

評價來選擇對自己最有價值的生活。社工員

自己在教育工作與實務工作上不斷的反思，

必須接受並運用案主自己的能力來改變他們

了解自己的能力與限制，以增進自己的社會

的生活。

工作專業。在教育方面，存在主義認為知識
與技巧是基本的，教育因該提供一些替代課

(四)自我負責需為每個人接受

程來增加學生的人生經驗，尤其是全人教育

案主所面對的問題可能相當複雜與多

（holistic education）課程。社會工作就是在

元，社工員必須協助他們盡可能在受限制的

處理人的問題，教育上必須加強學生對生命

情況承擔責任。當案主能承擔自己的責任

的關懷，如提供生命教育、人生哲學、倫理

時，便能夠承擔更多的集體責任，例如家庭

與價值、靈性教育等課程。此外，存在主義

中的問題改善。

的觀點，強調每個人的獨特性，重視「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這跟社會工作以案主為中

(五)存在主義需要有一段共享的主觀歷程和

心的價值觀是契合的。在這樣的概念下，社

一個夥伴取向

工員不能遺忘本身是在處理人的問題，但在

每 個 案 主 都 有 其 個 別 化

助人之前必須先認識自己，建立自己的人生

（individualism），都有其自己的生命過程與

價值觀，才有能力去協助案主發現自我存在

經歷。社工員與案主是在夥伴的關係下，協

的意義。最後，社工員在從事社會工作時，

助案主從自身的人生歷程去尋找答案，讓案

必須有個清楚認知，既然選擇擔任社工員，

主知道自己存在的意義與自我認同。

就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雖然在社會工作
上充滿了焦慮、擔憂，但得將負面的憂慮轉
換成正向的力量，承擔起個案工作的責任，

伍、結論：披上胄甲 為案主再戰

協助案主創造有意義的生活目標。
（本文作者
社工卸甲並非代表高掛冑甲不再為案主

孫智辰現為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

而戰，而是代表著社工員必須卸下身上無形

中心講師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目前進修於

的自我冑甲重新檢視自己的實務工作。社工

菲律賓 De La Salle Araneta University 教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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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博士班。曾擔任兒少保護社工員及醫務社

關鍵詞：保護性社工、社會工作教育、存在

工員。）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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