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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作者以自身在視障非營利組織的實務經驗為主體，使用行動研究

與述說反映的方法，回觀與辨認 16 年的職場經驗，如何從基層社工一

路走來，不斷地在職場生存中碰撞與嘗試，探尋與創造屬於自己的社工

實踐，而隨著職務與角色調整，意識到轉型為協助者的必要，論文書寫

呈現出組織領導與社工實踐的不同視框，並藉視框的差異，辨認自身實

踐的路徑以及創造為他者參照的可能性。 以新管理主義在台灣社會服務

的施行經驗，揭露政府透過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的策略，讓政府從服務

的提供者轉成監督者，規避了服務責任；透過補助與委託的手段，使非

營利組織淪為其附庸組織，再藉由控制組織進而達成控制社工員的目



的，最後輕鬆取得個案代言權，恣意地詮釋個案需求與服務意義。 透過

視障團體發展歷程的分析，對照出自身組織發展的差異，發現組織的特

殊性與關鍵性，體會到非營利組織的存在價值與意義，應該被服務的對

象來決定與詮釋，這領悟讓任務執行與社工實踐不再與自我分離；以自

身面對組織與體制的經驗，努力為體制鐵板，找出鬆動與挪移的可能。

在維持監督與合作的動態關係中，找到主流邊境的生存位置，最後意識

到除個人能力與機靈特質的反應外，更有來自對體制、權力、壓迫的徹

底看透後，找到在體制中見縫插針與嘗試突圍的可能。 從看見一個盲人

的經驗中看見一個社工員，將視框從個人挪移到整體處境，找到脈絡性

的理解，更清楚發覺自身和一般社工的差異，而體會到差異正是探究主

體的可能，透過搶回服務專業的論述權，作為社工專業與主體覺醒的具

體實踐；在專業生成探究中，意識到社工教育可能帶來的滋養與限制，

認為社工教育不應該遠離自身與家庭經驗；最後透過體制、對話、壓

迫、組織意義的重新詮釋，希望給正在困境中奮鬥的社工們有所參照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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