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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根據社會工作師法，中華民國社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2002 年成立，希

望確保接受服務對象的權益，維護社工師會員的權益與福利。但依據社工

師公會全聯會的統計，截至 2007 年 12 月有效會員人數只有 981 人，佔有



全國二千多位有社工證照社工師不到一半比率。為何台灣的社工專業職業

公會團體不被自家人認同？本研究乃以社會工作師公會全聯會為研究標

的，了解社工師法施行十年來社會工作師公會的處境，是採個案研究的質

性研究取向，藉由訪談理監事，並參酌文件資料及參與觀察活動，了解社

工發展脈絡與情境對公會所產生的影響，包括社會工作師公會發展歷程、

相關事件及行動發生過程，並探討組織運作成效。 是以 Quinn 所提競值架

構組織效能的概念，分析社會工作師公會組織運作發展，其中以人群關係

模式看：是否考上社工師與參加公會，對社工生存影響不大，致公會參與

率低；因著社工師人數少，社工員社群不服社工師，以致公會營運困難及

保持低調。以內部過程模式看：公會為法制性團體，全聯會與地方公會組

織架構發展已初具規模且發展中，但組織財力人力貧乏，缺乏專業發展策

略，工作方法決策程序尚未有效建立。以理性目標模式看：公會在困境中

建置及生存發展，重新建置社工倫理規範，參與社工法規政策研修討論，

落實社工師法中要求需有專業公會組織。以開放系統模式看：社工專業組

織各自立門戶，公會想整合路仍漫長，且政府主管機關尚未以社工師公會

作為主要溝通窗口。但因著社工法規修訂，公會發展前景看好。社會工作

師公會全聯會須藉由擴大社工師市場價值，來證實其在社工界的專業代表

性與促進組織成效。 社工發展走向專業主義，社會工作師公會全聯會與

其它專門職業公會雖有相同專業管理程序，但因社工行業在體制上不論規

範、考試方式、教育養成及實務工作上專業的排他性低，形成社工師公會

運作困境。全聯會努力建制以落實施行社工師法，在公會發展初期努力盡

己力而為，維持全聯會的持續運轉，各地方公會逐漸成型，參與各項法規

修訂，諸多組織運作效能也在進步中。公會在資源困窘中生存與運轉，基

於落實社工師法需設置專業公會組織，在台灣社工專業發展上，是唯一社

工專門職業公會，團體發展強化有待集眾力而為之，公會的存在及持續運

作即具指標性意義。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social worker, National Un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 Association, Taiwan , R.O.C. (N.U.P.S.W.A.)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This 

association intended to guarantee clients’ and social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However, there are only a few licensed social workers participate in it. In 

this case study,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the supervisors to find out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National Un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ism is the developmental guideline for Social Workers’ 

association following the executive program of the union of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Due to the weakness of legislation, examination system, specialist training 

and practical restrictions, the environment is not warm enough for the Union. 

Therefore, it caused the difficulties in managing licensed social workers.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in 

Taiwan is still in a very beginning stage. In the long run, N.U.P.S.W.A. will create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mmunitie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More people and 

resources are in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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