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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英)  

摘要

(中) 

研究生從事婚姻暴力受暴婦女的工作已有多年經驗，過去經驗發現婚暴

社工人員在陪同出庭過程中，因為法令對於社工人員之權責、角色、和

地位並未明確規範或訂定，加上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尚在發展之中，使得

社工人員對於自己本身在法庭上的專業角色定位不清楚之外，相關的法

官、檢察官、和律師，甚至案主對社工專業的角色及功能也不甚清楚，

使得司法單位、法界人士、受暴婦女等對社工人員專業角色與功能產生

不同期待，造成對婚姻暴力事件處理的期待與認知上的差距，容易導致

彼此專業間的隔閡與對立，也可能使得案主無所適從，導致案主的權益

受損。因此，研究者想透過此研究，嘗試從婚暴社工人員、受暴婦女、



法官、檢察官及律師等不同的角度，探討社工專業人員在陪同出庭時應

該扮演的專業角色和功能，希望透過研究的結果提出社會工作有關保護

性服務的教育原則，做為未來社工在這方面教育的參考，同時也提供未

來可能協助受暴婦女進入司法訴訟過程的社工人員處遇的參考，以及作

為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與司法領域人員一個對話的機制，進而建立社會工

作在司法領域的工作的專業地位。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法，資料蒐集的

方法以婚暴社工員、律師、法官及受暴婦女四種焦點團體的訪談為主，

輔以觀察法，將出庭經驗寫成觀察日誌，作為輔助。研究的結果顯示婚

暴社工員陪同出庭過程可分為陪同出庭前的評估、陪同出庭前的處遇、

陪同出庭時的處遇、和陪同出庭後的處遇等四個程序。婚暴社工員陪同

出庭過程的角色總計有十三種，包括教育者、情緒安撫者、照顧者、輔

助者、協調者、溝通者、資源資訊提供與連結者、法庭證人、評估者、

倡導者、調查者、忠告者、行政者等。總計有二十種專業功能，包括告

知、指導、示範、情緒安撫、陪伴、安全保護、代言、整理、協助撰狀

和聲請、協調、釐清、解釋誤解、資源資訊提供、資源連結、佐證、評

估、行政、倡導、調查、警告阻止等。研究也發現婚暴社工員陪同出庭

時的因應方式有：現場協助陳述、現場簡單評估，但事後可提供服務的

報告、提供資源、澄清拒絕出庭的理由但是可提供報告、被迫當證人陪

伴六種；而婚暴社工員在法庭上爭取案主的權益的方式包括有挑戰審判

者權威、主動請求允許協助兩種。研究生以十三種專業角色及婚暴社工

員的立場來探討婚暴社工員所承受的角色壓力，發現婚暴社工員的角色

壓力來源有角色不明確、角色衝突兩種。 本研究針對上述的研究結果進

一步討論焦點團體的動力、婚暴社工員角色與角色壓力、和陪同出庭相

關的倫理議題等。研究最後提出五項建議：一、政策上建議，包括角色

的規範化與合法化、與其他專業之溝通平台機制之建立、與機構、社會

局釐清社工角色及要求提供支持。二、社工專業教育及訓練，包括法律

知識、角色衝突及負荷之處遇、倫理兩難之討論與解決、社工員支持團

體及倡導進行。三、對其他專業之教育。四、對案主之教育。五、釐清

司法社工員與婚暴社工員之差異。六、對未來研究的建議，包括焦點團

體及研究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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