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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 

詹　序

社會工作專業隨福利國家的發展而起，歷史也見證了福利國家

倚賴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來執行社會政策和落實社會福利。台灣社

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在2018年3月辦理「Leading Ahead：開啟下一

個百年社會工作國際研討會」，會中邀請英、美學者專題演講及新

加坡實務工作者來台分享該國的社工督導實務知識，一致指出當代

社會工作者在直接服務之外，專業省思與實務知識累積的重要性。

社工督導在當代社會工作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在服務與人

力不斷擴增的情形下，做為一個承上啟下，同時也是推動社會工作

專業服務的關鍵機制，本土社工督導實務參考書籍需求日增，因此

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除了在社工督導專業平台網頁（http://

sr.org.tw/）上，備有多國相關社工督導實務準則，供作參考，也積

極計畫設置《社工督導學刊》，以及催生本書《社會工作督導的知

識與經驗》的出版，讓本土社工督導有可以將實務經驗沉澱、書寫

下來發表的機會。

綜觀本書，主要包含了三大區塊社工督導議題的討論：(1)督導

怎麼進行督導？(2)督導過程討論哪些議題？(3)督導有哪些挑戰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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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主要是以社工督導者自身反觀督導工作歷程中省思的方式來陳

述，具象化實務現場的討論，細細讀來，每一篇都是社工督導的心

血結晶，沒有繁瑣生硬的主張，多是細緻的經驗脈絡，其中討論到

社工督導與社工之間的關係、社工管理的現實與困難、社工督導的

價值與信念等，每每回應到社工管理實務上的議題。更加難能可貴

的是，每一位督導都能在反思督導現場的同時，提出自己的看法，

乃至於有效的因應作為。如此，本書不僅幫助無督導經驗的儲備督

導和社會工作者，理解社工督導的方法與歷程，做為模仿的基礎，

亦可更積極的針對已經是社工督導的人員提供有效督導作為討論的

基礎，引發共鳴和相互的支持，這也是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身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的顧問，陪伴協會從創立到現

在，我深刻體認任何一個專業，沒有集體的努力付出，難以成就，台

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在戴世玫理事長的帶領之下，透過社工督導

專業平台，邀集超過60位實務工作者和熟捻督導議題的學者專家，分

別進行督導經驗寫作與導讀，最後經由繁瑣的編輯工作，產出了這第

一本土社工督導實務知識書。本人欣見本書的出版，帶領台灣社工督

導專業透過經驗知識的累積，邁向一個新的時代，使社工專業透過社

會工作督導的知識與經驗分享，更臻成熟，期許未來台灣的社工督導

這一份專業能世代傳承，延續這份美好的助人價值。

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顧問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講座教授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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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序

我有幸受邀參與社工督導服務協會籌劃的這本電子書，也深為

台灣社工界感到慶幸，有一群資深督導願意為台灣社工專業發展貢

獻心力。社工這個助人專業強調臨床實務（不論直接或間接服務）

中的實踐行動，絕不是紙上談兵而已。因此，每一位社工的實務

智慧（practice wisdom）需自己體會和實踐，並傳承其中的專業技

術，才能使專業更成熟、更有權威和價值。

當年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社會工作部，我開始是實習生，接受

我的個案工作老師Ms. Ann McGird（也是機構督導）的指導。受聘

至彰基後，她繼續是我的督導。第二年我也兼任督導了，我在學校

有學過督導課程嗎？沒有！那一年又同時代理主任，因為當時的朱

秀芬主任出國進修，那麼我在學校有修過社會工作管理嗎？沒有！

怎麼做的？曾聽過To learn fly while you are flying嗎？我就是「邊做

邊學」「邊學邊做」。當然現在時代不同了，擔任督導的人已被要

求需具備一定的條件，在「社會工作師法」相關規定中，依「社會

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要求機

構督導要有兩年以上年資，以及社工師或應考資格的規定。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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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認定標準中也明訂社會工作實習項目分：個案工作、團體工

作、社區工作和行政管理四項，並進一步規範各項目的實習內容。

在實習機構能提供上述實習項目及內容的條件下，學校才納入為該

校學生可去實習之機構。另依「專科社會工作師分科甄審及接受繼

續教育辦法」，需持有執業於專科社會工作相關領域五年以上之證

明文件者，始得參加甄審，預期將來專科社會工作師將被視為能提

供臨床教學的督導。

在美國，我曾被不同的人督導過，在Cleveland Metropolitan 

General Hospital，督導我的先是一位印度錫克教徒的男性督導，工

作年資約二十年，他負責外科；另一位是白人女性，工作年資約

三十年，她負責臨終關懷。在Cleveland Child Guidance Center時，

我的督導是一位黑人女性，工作年資應至少十年，她帶著我做家

庭治療和兒童行為矯治。那段時間，我努力學習各個督導對我的指

導，也學著與不同特質的督導相處，例如那位錫克教徒的男性督

導，有一天下班時交給我一項工作要我完成，我與他商量希望明早

再做，他說：「你們中國人唸書和工作不是都要努力完成嗎？」，

我則說，我們也要休息，之後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良好的雙向溝

通，讓我可以下班，然後明早再完成任務。

所幸現在許多督導在校期間已有機會修習督導課程，今天我

們需要素質更優、能力更強且具有使命感的督導，讓所有社工能勝

任愉快地完成對案主的專業服務。這一本電子書具有時代價值和歷

史意義，每一位作者的經驗都是寶貴的，都能提供實務上的參考。

社會工作督導的知識與經驗.indd   4 2018/12/14   下午2:21



v

在此希望讀者們喜歡這些台灣督導們的故事，也期盼將來有您的參

與，提供您的督導故事。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講座教授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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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序

社會工作一詞由英文Social Work 直譯而來，在美國社會工作發

展自西元1917年Mary Richmood出版《社會診斷》一書以來，至去

年（西元2017年）已屆百年，在台灣本土關注社會工作人力維持、

專業能力精進的同時，督導制度和其內涵卻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在過往省政府時代，雖有推行社會工作員制度下的社工督導員職位

設立，但對照現今更多層級職務都在執行督導工作，使得公私部門

社會福利機構單位的內部督導意涵已經有所轉變，「督導」一詞在

當代社會工作中的價值，更加進化為一種職能的概念，這一本書的

出版就是希望能積極回應這樣的轉變，把現代台灣社工督導一路以

來的經驗，以更具有職能內涵的方式呈現。

身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的創會理事長，同時在學校，

也是社會工作的教育者，在台灣社會工作圈近二十年從未離開的實

務經驗，從擔任社工、內部督導到外部督導，受到許多社工前輩的

帶領和照顧，熟知社會工作者的辛勞，卻也經常感嘆社會工作實務

不被看重，在倡議社工督導作為社工專業中重要的一環，並持續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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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手社工督導的過程，不斷地反問自己，台灣的社會工作發展至

今，我們這一個世代，究竟能為下一個世代的社工督導留下什麼？

至此，我不得不思考用行動來呵護台灣社會工作督導專業的有形和

無形價值，編輯這本書花費近一年的時間讓文字沉澱及歸納，期盼

稍能改寫社工既有實務知識似乎並不值錢的認知，並讓讀者盡情在

閱讀中享受這第一本本土的台灣社工督導知識書中深刻的共力和期

許。

這本書能夠完成，要感謝衛生福利部公彩回饋金給予台灣社

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三年期社工督導平台發展計畫的補助，使所有

台灣社工督導再次能夠透過平台相遇，寫下本土社工督導知識經驗

的內涵，獲得線上交流的機會，感謝所有作者具名或匿名的無私付

出，才能綜整出這一本書。更要感謝一群對於台灣社會工作具有高

度熱誠與承諾的社會工作者，大家不論身在直接、間接、實務或學

術領域工作，都投入寶貴的時間，謝謝顧問詹火生講座教授一直以

來的支持，謝謝東吳大學莫藜藜講座教授，對於發展這一本書的全

程付出，她倡議當代社會工作應該「實務優先」的理念，讓實務工

作者終能勇敢提筆，謝謝玄奘大學朱美珍院長及實務界的好夥伴張

欣怡督導、呂南青督導、曹念慈督導、陳芃年主任、黃美環督導等

人協助導讀，也細心協助每一篇文章的檢視、潤飾和整體全書架構

分類的討論。在此同時，我們也特別懷念已故的張振成副教授對於

台灣社會工作督導協會推動各項本土督導知識工作的參與及協助，

在身體不適的狀態下仍然堅持完成本書原定的導讀工作，著實令人

感佩。

我常說也許社會工作專業在台灣，不若其他專業因為發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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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專業根基穩固，但是相對地，我們擁有更多的機會與可能，

所以，現在台灣的社會工作督導們所做的，正成就未來的社會工作

專業，誠摯盼望經由本書的出版，台灣的社會工作督導們合作前

進，成就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再興。

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理事長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　助理教授

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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