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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社會道德

社會工作關懷弱勢者的
直接服務行動，被視之為
具有道德性

 被大眾視為正直、誠實、
值得信任和具有道德性與
堅守倫理原則

但是專業服務面臨的課題，
不是有沒有「善心」、
「道德性」或「正直」就
能處理的

 更何況社會工作專業服務
本質：實踐公平正義？或
助人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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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擁有專業知識權、參考權和職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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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運用涉及的課題

- 公益（common goods）

vs. 個人善？

-分配的公正性
-是否公正？

-是否正當？
-是否適法？

-正確（right）

=善（goods）？
權力運用正當 正確

公正

公益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IFSW, 2014) 

1. The fact that the loyalty of social workers is often 
in the middle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2. The fact that social workers function as both 
helpers and controllers.

3.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duty of social worker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ith whom 
they work and societal demands for efficiency and 
utility.

4. The fact that resources in society ar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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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術是專業的一切？

 許多社會工作者認為提供專業服務時，專業
自主性的養成，最重要的是技巧和理論知識
學習與充實，忽視專業價值與倫理抉擇能力
的同步提升



認同社會工作價值，就等於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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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員日常生活行為與態度，是和社工專業價值
一致嗎？

 不論社會價值、意識型態價值或專業價值，個人
都不易覺知和整合這些價值，並排定優先順序，
形成自己個人遵循的價值基礎

價值
優先序

 「將不利因素歸因於外在因素影響，傾向批評
他人做事不當」的認知特質

 當個人發生職業倦怠感時，也會導致「態度上表現
出認同社工價值，行動卻無意願實踐價值」的情形

自利
偏誤



專業要得到他人的敬重靠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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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接受「以欺騙達到目的」的作法嗎？
（價值判斷）

 社工要「尊重自決」或積極阻止？（倫理行動）

-彩雲是一個四十歲的中年婦女，家裡的孩子正是就讀大學的年紀

-由於經濟不景氣，丈夫失業而使得彩雲家裡陷入困境。

-她到市政府申請救助時，與社工人員談到

如果還沒有辦法找到工作，為了應付二個月後孩子的學費，
她打算和一個熟悉的婦產科醫生商談，以診斷她罹患子宮肌
瘤的病因為由，申請保險給付摘除子宮的手術津貼。

反正她已經四十幾歲了，不會再生孩子了。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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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價值面向

社工專業
服務情境

（意識形態）

曾華源等（2009）。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概論（二版），
p.118。台北：洪葉。修改自蔡淑芳（1983:64-65）

社會集體
價值體系

社工專業
價值體系

案主
價值體系

社工個人
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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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並非在一個社會隔離的環境中實踐其服務

 社會工作是在一個社會環境中與服務對象和相關利益者
交流，共同打造一個具有公平正義的社會

 如何交流才能信任合作、共同努力?

 要被幫助的都是什麼人？為何需要被幫助？該幫助什
麼？如何幫助？

 如何做才是在幫助人？





華人社會人際交往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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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文化是集體社會生活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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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場合與公開場合的行為不一致是常見的
•公開場合會視多數意見和權威者的態度傾向，
而決定個人表態
•投票公開和匿名投票則常會有不同結果
•會議決議不等於個人認同和遵守決議
•仗義直言：要考慮朋友/自己人的利益，而不
是公義（講人情義理）

自己的意見卻希望別人先說，自己看大家

反應後，再決定是否要附和

•人際的緊密度視能夠開放多少個人隱私/秘密
•當人際團體進展到熟悉，個人隱私/秘密會被
強迫要開放

避害
原則

人情
優先

沒有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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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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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處理事情，是無法和人切割開來。

 人情關係運作形成以個人為基礎的社會
連帶，人情關係所建立的信任格局，可以
突破法律的工具性限制。

 人情關係不僅可以解決企業紛爭，而且可
以不用上法庭「撕破臉」

 人情關係的建立與培養，可以建立較多的
利益機會與資訊。

人情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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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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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資源多寡
照章辦事
講公平
…

優先分配資源
便宜行事
講人情
…

陌生人 自己人

利益

血緣

情感

拉關係



「拉關係」與「推關係」已然是資源
分配者或社會工作者在專業服務中的
兩手策略

對缺乏資源的服務使用者而言，卻又
無從建構這兩手策略，以便取得其所
需的資源，解決其問題

社會工作者以專業倫理
與服務運用保密、自決、
轉介和結案之權力，修
練「推關係」的「護體
神功」

拉關係‧推關係

17



家庭系統的黏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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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虐少女自立就業後，家人仍然不斷前往哭窮和需索金錢。與自立
少女會談中，提及是否要拒絕和切割家庭關係，才能自主發展。

 少女表示家人就是家人，是我的命，而且也不希望將來結婚時，我
的主婚人位置有人。

 在保護案主權益的需求下，受暴婦女或兒少受虐應該支持或堅持依
法報案舉發

 但常常被長輩和親朋好友要以大局為重，考慮家庭面子和和諧而被
迫隱忍。

 顯然「外人」與「自己人」是有不同要求和期待

 社會工作者能鼓勵案主自我肯定，鼓勵案主自決嗎？
 離婚、是否該開刀、進入護理之家接受照護，甚至何時出殯安葬等

等家務事，都無法避免會有長輩、親朋好友、上級主管的「關切」

親密關係



華人人際交往之目標與決策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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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圓滿/
和諧/圓融為

目標



20

社工專業在關係主義人情社會的影響面



入境隨俗或嚴守專業規則？

 社會工作主流價值觀應該與強調集體性的價值觀相連接

 包括：強調家庭價值、尊重長者、認可與鼓勵健康的傳統信
仰、利用家族和社區網絡提供支持性服務等。

 華人社會集體主義特質下，自我決定、隱私和關係界線都會
受到挑戰

 包含：如何公正分配資源、如何避免人情關係的傷害案主利
益、為大局著想、犧牲個人等。

 在人情關係下，機構購買服務常優先考量購買者的意願和機
構生存，而犧牲案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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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社會工作倫理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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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正常」、「不當」指的是什麼？

 華人社會喜歡找熟人幫忙，雙重關係是常態，
甚至案主會主動找關係、拉關係，甚至想辦
法建立虛擬親屬血緣關係。

 什麼是「保障同仁權益」？

 如果機構不當解雇，誰要替代爭取權益？

《第二章第一款第四條》
社會工作師應與案主維持正常專業關係，不得與

案主有不當關係，並要保障同仁權益、與同僚相互
鼓勵尊重。

各種概念均不可避免所
屬社會文化建構與詮釋



03 實踐公義困境01權益維護困境

02 關係界線困境

華人社工的專業倫理實踐困境



自我決定？或是「自私的」決定？

• 隨著身體越來越虛弱，讚丁要求瑞祥和醫生告訴他實情。

 讚丁曾私下告訴瑞祥，他懷疑自己的病情，若無法治癒，他打算放棄

療程，回家過日子。

 但是讚丁的家人們卻向醫院表示，不願意放棄任何治療的希望與方式

• 瑞祥是醫院外科手術單位的社工員，他負責處理癌症病人和其家屬的
問題。

• 68歲的老人病患讚丁，要在院中做腹部外科手術。
• 他是一位衰弱的老人，醫生認為他有「情緒依賴」的問題。
• 某天下午，讚丁的女兒告訴瑞祥，說醫生告訴她檢驗報告指出父親已
是癌症末期。女兒說她和家人都很震驚，無法告訴他生命即將終了的
消息。
 家人決定不要告訴讚丁事實，她也希望社工員和醫生都不要說

【案例2】如何處理家人面對醫療死亡上的問題
24



Ethical Dilemma 01

—Family members requirements of “White Lie”

 Asking medical social workers not to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patient’s condition, and making medical 

decisions which is against patient’s own wishes.

 Chinese Familialism: Live for Your Family

 Self-determination or Selfish Decision?

 案主自決或家庭共決？或尊重家中有權者決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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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權益維護困境





 自我決定權益維護困境

 保護案主最佳利益困境

• 特別是與家庭系統介入有關之議題

• 例如，婚姻暴力、家內性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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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自決與權益倡導 、維護案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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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家族集體利益觀念濃厚，
個人自我是存在所屬團體中。

• Hofstede（1980）發現，華
人社會在組織中表現出與權力
保持距離、逃避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avoidance）和重視
生活上的人際交往。

• 對於和諧一致、生活安全和自
我保護高，不與權威者有衝突，
常希望是別人代替出頭。

 案主自我決定如何與
「尊尊原則」和集體
社會文化規範整合？

 鼓勵案主自我肯定和
自我抉擇？

 或是案主自己決定要
遵從長輩意見，自己
不要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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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 案主是72歲獨居老人，卻在自己家中貼滿色情圖片，並挑逗前來居
家照護的四十歲女性居家服務員。

- 督導告訴居服員說只能勸說他，不然妳就離職不要做。因為：

 「家」是個人隱私場所，而且案主只要求女性家護員，案主個
人有自我決定權；

 案主年齡大了，怕有生命危險；案主生命優先

 案主有上級關照過。

督導者處置理由對嗎？



Ethical Dilemma 01-1

—For friendship or for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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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 and Helen are  good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they 

know each other‘s family members.

 In the personnel review meeting, Mary's performance was 

not good and was criticized. Should Helen justify her? 

Do you want to tell her?

 Based on the morality between friends（道義）, Helen 

felt obligated to remind Mary. (skillful/ 「點一下」）

 Confidential is for strangers, not friends or 自己人. 

 It is difficult to keep confidential in the social work 

groups or in the community work.



Ethical Dilemma 02—Request from the 

Supervisor who had give you caring and f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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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關係界線困境

 照顧提攜之恩
 Supervisor asking you to give up “risk allowance”  

and sign a donation consent, in order to……

 Gratitude (報恩）

 Integrity or Repaying Fav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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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的建立、維持、情感表達、界線等，均有
既定的社會文化規範

• 雙重關係成為難以避免的困境

• 如何處理案主和有關系統人員的「拉關係」與
「推關係」？關說/請託行為？

 如何處理隨著關係親密度不同而變動的互動法則、資源
分配標準，和偏私行為？



雙重關係—難以避免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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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都是外購早餐，而接受社會救助的
案主家裡開早餐店，如果都不去案主家買早餐，
這恐怕是「一點面子都不給」，真能獲得案主
信任？

如果去了，又要如何處理案主可能增加
份量、不收錢、打折收費的特殊待遇困
擾，這又應該如何保持關係？

會不會影響案主未來不當要求更多社會
救助？不按規定申辦是否要通融？

有關係就沒關係

• 華人社會相信熟人，透過熟人

的關係，相信事情會比較好辦

• 當雙方熟識之後，人情互動法

則無法避免會使社會工作者處

於雙重關係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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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

 某醫院社工是器官移植團隊成員。負責團隊的資深主治醫師為人四
海，與各部门主管和一般同仁關係極佳。社工過去幾次因為親屬臨
時住院，需要病床時，該醫生二話不說，立即幫忙挪出病床。

 某次團隊會議後，該醫師私下告訴你這是是醫院非常重要的醫療技
術展現，對醫院整體形象助益甚巨，希望你在做器官捐贈者社會心
理評估或參與評議委員會時，要「為大局著想」，積極說服案家同
意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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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顧及和這位醫師長期合作的深厚友誼關係而偏袒嗎？
（偏私行為）

 或是會基於客觀理性考量，以器官受贈者或捐贈者的最大
利益為主，而不賣醫師這個「人情」呢？

 就算你不「賣」，那你的督導、主管賣不賣這個「人情」呢？

三國誌/華容道人情困局



35【案例5】

- 某社福組織長期服務之低收入案家，常會配合參加機構各種
活動；尤其是活動人數不足時。

- 案家每還會年致贈自家種植水果表示感謝。通常機構都會收
下，並且與所有辦公室的同仁一起分享。幾年來，大家相處
的都很愉快。

- 今年機構辦理兒童夏令營活動，報名踴躍。該案家額滿後才
報名，只排在候補名單很後面。該案家向社工拜託增加一個
名額給自家小孩。

 社工人員該如何對應？

 你能夠接受「不按規矩來」的作法嗎？（價值判斷）
 按照「專業倫理」應拒絕，才符合「程序正義」
 但是按照「人情常理」，又應該如何？（倫理行動）



Ethical Dilemma 03—Would You be the Whistleb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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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公義困境03

When you found the maltreatment behaviors in the 

children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Would You be the 

Whistleblower?

 Laws, clients interests, and Renquing（人情）, 

which is priority?

 Formal complaints are often the last resort.（情理
法，而非法理情）



【案例6】公正、無害與舉發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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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鄉村地區的居家服務工作是長期由地方政府委託給地方性社會
福利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

- 新接此一業務的社工（居家服務督導員）發現，有些居住當地社

區的居家服務員並沒有按照約定時間和內容提供服務，而是以
鄰居的身份偶爾前往探望，做假紀錄回報，再領取服務時數
薪資。組織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 社工發現狀況有異後，開始訪視那些案家，想瞭解過去這名居家
服務員的實際情況。

- 但是卻發現沒有案家願意出來舉發，只是表示自認倒楣、退出服

務就好，反正雖然沒有接受到服務，但也沒有「損失」，何必
為了這個事情破壞大家鄰里多年的感情，不會出面舉證。





 華人社會的「公正」內涵與西方社會
差異極大

• 包括資源分配、吹哨舉發、公私界線…等，如何才是符合
「公正」的標準？

• 計算法則講求「避害」、「和諧」、「顧全大局」、「恩
情報償」平衡性等，再加上前述的關係遠近，常常最後必
須要權變，而難以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 這與西方蒙眼的正義女神（人人平等）的文化有極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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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實踐公義困境





Ethical Consideration of Huma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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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系統脈絡中的華人社工專業倫理
實踐—多重關係、多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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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源、白倩如、胡慧嫈（2019）。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與倫理—社會脈絡下的倫理實踐。洪葉。

多重關係
多個規範

行政
規範

倫理
規範

文化
規範



權力運用要不要尊重所在社會
之文化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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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是活在自己建構的「專業世界」中？

 知識系統和價值系統，是以西方社會文化研究為基礎

 技巧與取向也是西方移植

 專業關係與界線（boundary）的概念內涵，是依據
西方社會文化民情建構而成

想一想

提供服務方式要不要入境隨俗



外聘督導者的難為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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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要求機構員工提出倫理問題或行政管理問題
進行討論？

 如果知悉機構違反倫理，侵害案主和員工權益時，
要吹哨舉發嗎？是否要簽保密協定？

 請問督導者是否要主動向機構主管談機構管理或個案
處理的倫理問題？

 如果機構主管採取不定期更換外督，請問員工與
外督不熟的情況下，會信任外督而坦承參與討論？



社工專業倫理實踐
在華人社會工作的可能出路

 關係網的互依性：
個人的自由意志及其所延伸的自我決定，是社會工作專業的核心價值。

但是對華人來說，要顧慮他人才是成熟和珍貴的德行。

 「因時制義」的情境脈絡考量：
顧慮他人又受到互動對象、情境、事件脈絡等華人的人際互動結構和
動態因素之影響，而無法有具體的行動規則，故必須「因時制義」：

在同一類型的事件中，互動雙方所鑲嵌的關係網不同、角色與雙方動用
人情關係資源的動機和作法不同，就會得出不同的處置結果

這也是華人被視為「不按規矩辦事」的主要原因。

 德行倫理與道德勇氣：
然而，最終能否抵抗壓力和誘惑，做出符合道德的行動，又必須回到道
德行動者（actor）本身（德行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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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圓內方—關係底線

侵害權益

關係網/連帶人 人際作法/語言

對價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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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圓內方 「圓融」而不「圓滑」

對於中國人而言，人生
重要的任務除了有功名
之外，就是要會「做人」

即處事圓融，懂人情世故
，不得罪人，不失自己和
他人的面子
行義以達其道，人要見利
思義，不得忘恩負義

中國社會現實中，
「外圓內方」是最受
推崇的做人模式

外圓：要慮事周詳而
圓融，懂得人情世故

內方：內心留一手，凡
事須有主見和堅持原則
義利之辨和道德勇氣



 有效的實務需要具有三個層次的知識。然而，學校通常不是
提供微視面，就是提供鉅視面的知識，而忽略了中介層次的
干預方法（EPAS, 2008, 2015 ）。

能與不同社會階層共同工作

能與各種資源網絡建立關係

能妥善處理人情社會的混合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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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處事
能在所處環境脈絡中，順利開展工作
的社會能力



文化人

會做人

社工人

專業人

社會人

社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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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育社會工作者「會做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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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的核心能力



結論

專業價值倫理與專業知能相同重要

文化價值與專業倫理要納入教育方案中

有效性

專業服務

正當性適當性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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