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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組織歷程與挑戰 

一、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背景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是海峽兩岸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簡稱 ECFA)所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並於 2013 年 6 月 21 日舉行第

九次高層會談且簽署該協議，立法院朝野黨團也於 2013年 6月 25日協商決議兩

岸服貿本文與特定承諾表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不得予以包裹表決，

且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不得啟動生效條款；然而，2014年 3 月 17日，國

民黨的張慶忠立委竟在拿到麥克風後，在 30秒的時間內宣布會議決議：「出席人

數 52 人，已達法定人數，開會，進行討論事項，海峽兩岸服貿協議已逾 3 個月

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散會。」 

 此舉引起眾多人民的憤怒與擔憂，因服貿可能使臺灣在經濟與政治上，被相

對缺乏自由的中國大陸影響，亦可能帶來社會福利商品化、國家通訊安全危機…

等衝擊與風險，且在服貿簽訂之前，官方對民間溝通不足、談判過程未公開，再

加上張慶忠委員在 30秒草率宣布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

使「服貿黑箱」成為引爆後續太陽花學運的導火線。 

 2014 年 3 月 18 日晚間，為抗議輕率的審查程序與黑箱服貿，400 多名學生

與公民趁著警員不備，進入立法院內靜坐抗議，接著於晚間 21 時突破警方的封

鎖線佔領立法院議場，也在 26 個小時內，聚集以學生為主的 1 萬多名民眾，在

立法院外表達支持，進而衍生長達 24天的太陽花學運。 

二、 努力生存的毛毛蟲—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的誕生 

在攻佔立法院的第五天，身為社工學生的我們開始思考除了佔領立法院表達

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訴求之外，在立法院外可以做些什麼？因此，來自台大、政

大、師大社會與社工所的我們，在 2014年 3月 23日開始討論與思辯社會工作者

為何要反對服貿？在場外的我們又可以進行哪些行動？ 

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也嘗試與老師、實務工作者聯繫與溝通，以獲得更多



不同的觀點，並學習從不同的位置思考服貿對於社會福利體制、老人小型養護機

構、福利商品化、服務使用者利益、工作人員勞動條件等面向的影響。經歷了將

近一天的討論，我們發現當時對於服貿開放將造成的效益、衝擊等相關議題討論，

多聚焦在經濟層面上，對於其他社會層面衝擊的討論相較薄弱，導致其容易遭到

忽視，因此我們希望從自身專業學習的領域出發，組成「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

關心社會服務業納入兩岸服貿易協議的衝擊，並吸引更多異質性團體(如：勞工、

文化、教育等)開始關注服貿對自身領域的影響，讓中央政府與經濟部門之外的

各主管機關，受到強而有力的監督和施壓，並藉此引發經濟議題以外的輿論，使

各領域的學生與民眾有更高度的自覺，進而要求各主管機關善盡職責、共同面對

退回服貿的訴求。 

當天晚上，我們立即成立了臉書粉絲專頁 (我是社工，我不「服」：

https://www.facebook.com/swantitrade)，開始進行網路聯署、資訊分享、後

續行動的動員等，我們撰寫了「給社工學生與社工夥伴的一封信」；向社工學生

與夥伴說明服貿對弱勢照顧與社會服務的影響，也進行「反社服業進服貿，千人

連署大募集」網路連署活動，並發起了「社工反服貿大頭貼行動」，邀請各校社

工系同學與社工夥伴透過更換臉書大頭貼、或與反服貿相關標語、看板合照的方

式，表達反對社會福利產業納入黑箱服貿協議，以獲得更多人的關注。 

除了讓社工夥伴與社會大眾開始了解服貿協議對我們自身的影響之外，我們

也決定對社會服務業的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反映我們的訴求並進行施壓，因

此我們同時發起「一人一信，衛福部踹共」行動，號召社服業相關工作者及相關

領域的學生們，一人一信投至衛福部部長信箱，強力要求衛福部正視反對社會福

利產業納入黑箱服貿協議一事。 

在短短三天之內，有 13 個團體共同進行網路連署、個人連署的人數也超過

一千三百人；因此我們決定於 2014年 3月 27日在衛福部門口召開「反社服業納

進服貿記者會」，我們在記者會的前一天聯繫了全國社工相關系所與系學會學生，

希望可以動員學生一同參與記者會，但聯繫與溝通的過程卻是困難重重，除了系

辦或是系學會發布訊息與整合意見的程序繁複，也接獲不少政府單位對校方、老

師的施壓和關切，甚至有可能抹黑、抹綠我們學生的消息傳出。各種無法預期的

狀況與消息在記者會前一晚不斷打擊著我們的耐心、信心，每個肩負不同職責的

夥伴也背負著不同程度的壓力，但大家共同面對挑戰與堅決反對社服業納入服貿

的決心未曾改變。 

2014年 3月 27日早上十點，我們立即在衛福部門口召開「反社服業納進服

貿記者會」，超過 80位社工系學生與夥伴提出「衛福部應在兩岸協定締結條例的



監督規範下，負起向行政院重啟談判之責，表明拒絕將社會服務業納入經濟協議

之中」的訴求，政大社工所、中正社福所、高醫醫社系、台大社工所、屏科大社

工系等學生代表也發表了各校聲明，並遞交連署書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老

人福利組副組長陳美蕙，當天陳美蕙組長出面接受連署書，雖未正面回應與承諾，

但後續媒體報導高達 16 篇，亦引起相關單位與社會大眾對於社服業納入服貿協

議的關注。 

這場以社工學生為主體所召開的記者會，是社工教育史上的第一遭，也是多

數社工學生首次參與社會議題的倡議，因此這場記者會也可謂是反服貿社工學生

聯盟在反服貿議題與行動上的第一個里程碑，更為後續的行動累積了人脈與能

量。 

在記者會結束後，我們也持續的在網路世界以及現實生活中進行不同的動員

與行動。結合由佔領立法院的抗議學生與公民團體舉行的 330反服貿遊行，我們

也在當天與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聯合舉辦了「330社工站出來」、「社工 

v.s. 服貿野台開講」，號召社工學生與夥伴們一起走上凱道，集結更多人的力量，

共同反對社會服務業納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當中，並在晚間於濟南路開南商工門

口進行「我們真的需要關心服貿嗎？」、「社工學生開講」、「社工如何看服貿」等

議題的討論。 

除此之外，我們也將記者會新聞稿翻譯成英文版，提供國外朋友了解聯盟訴

求的機會，並開始思考如何在網路上引發更多的討論，因此我們舉辦了「社工 v.s. 

服貿專欄—多看多聽多思考」徵稿活動，向社會工作相關學系學生、老師、組織、

產業等對象邀稿，邀稿內容包括「社會服務業與兩岸服務貿易之看法」、「社工與

服貿」、「學生參與服貿相關議題之想法」等；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徵得七篇文

章並同步刊登在粉絲專頁上，在進行徵稿活動的同時，更讓我們拓展了不同觀點

的視野。 

隨著服貿議題的進展，以及抗議學生與公民團體退出立法院，我們發現過去

的我們，對於國家沒有監督和補償機制的自由經濟、自由貿易、福利服務商品化

等現實狀況可能有所了解，但卻鮮少開口發聲或是勇敢站出來，甚至沒有足夠的

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起身反抗；但是，在這 20 多天中，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

各種不同領域的助人工作者、政策規劃者、學術工作者齊力團結，我們挺身而出

一起捍衛引領我們從事助人工作的信念與價值，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真實的

目睹和揭露政府如何把福利服務邁向商品化的過程，但是我們也讓更多的人們聽

見來自社工夥伴的聲音、看見社工夥伴的努力。 

在社會服務業納進服貿的議題討論中，也發現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夥伴們陸續



加入，站在一起為助人工作與服務對象發聲，我們不再只是真誠、溫暖的助人者，

我們更可以是帶著堅定意志來對抗體制的助人者，因為我們知道，「對抗體制」

才有機會打破讓人無力的殘補式救助、才有可能邁向服務工作的終結，使服務的

使用者有能力回歸社會與生活，因此我們要嘗試跳脫固有的框架，並對體制的反

思有所堅持。 

記者會過後，我們開始連結到許多重要的資源與人脈，加上成立聯盟的元老

夥伴們開始有自己的生涯規劃，因此我們決定舉辦第一次的聯盟工作籌備會議，

透過在網路上的串聯，讓更多關心此議題的夥伴們有機會面對面的討論，而非僅

以聯盟發起者的夥伴意見為主，在擴展組織之際，也期待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是

朝向扁平化的組織發展，有暢通的溝通管道及討論機會，避免少數核心成員進行

決策的狀況發生。 

因此，在 2014 年 4 月 13 日舉辦的聯盟工作籌備會議有 35 位來自台北、屏

東、花蓮等地的朋友一同參與，討論的過程也以網路直播的方式讓無法前來的夥

伴們一同加入討論，當天觀看現場直播的夥伴更高達276位，討論過程相當踴躍，

並在後續成立了「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臉書社團，方便大家聯繫與討論。 

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就像是一隻剛誕生的毛毛蟲，努力生存在被政府打壓，

且未必受到社工夥伴支持的服貿抗爭背景中，在這樣的脈絡裡，我們透過各種網

路與實體的活動與動員，讓更多人看見我們這隻毛毛蟲出現的意義，也希望產生

更多滋養我們成長的養分，因此在第一次的工作籌備會議召開後，毛毛蟲開始進

一步的成長、與茁壯。 

三、 成長過程的交叉路口—組織分工的挫折與茁壯 

在毛毛蟲求生存的時期，聯盟運作的能動性相當高，每一位成員憑藉著一股

使命感與意志力，運轉了組織對外、對內繁複的工作，因此在「反服貿社工學生

聯盟」臉書社團成立後，考量了人力的提高，我們開始將常態性的組織工作進行

分工，但卻面臨了如何分組、如何界定每一組的工作內容…等問題與挑戰。我們

在討論的過程中，經常考量與希冀避免社會工作中經常關注的權力關係，我們期

待這個組織內的每一位夥伴有所差異，但都是平等而被接納的，因此在時間與壓

力追著跑以及期待組織規劃嚴謹細緻上，我們面對到許多的兩難。 

然而，讓每一位聯盟成員採取自願的方式選擇想要加入的工作組別時，除了

因為成員來自台灣各地而不易聯繫之外，當時討論服貿議題的熱度漸弱，以及多

位夥伴對於生涯規劃的考量，使得我們又面臨了主動參與聯盟工作人數不如預期

的挫折。 

雖然挫折不斷，但是在這三個星期的時間中，仍然像是毛毛蟲的我們依舊努



力連結不同組織單位的合作，希望有所成長與茁壯，也期待透過更多嶄露頭角的

機會，吸引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因此我們在 2014年 4月 26日與醫師勞動條件

改革小組、公醫時代、台灣反醫療商品化聯盟、台大公衛研究生學生會等組織聯

合舉辦了「如何監督服貿：醫療與社會服務」人民議場活動，透過專家演講、審

議式民主的討論，提出我們的「人民意見共識報告」，作為我們持續監督兩岸服

貿協議的力量與依據；除此之外，我們也以「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的名義，與

社工工會的夥伴一同響應 2014 年 5 月 1 日的「反低薪、禁派遣」勞工大遊行，

一起走上街頭表達訴求。 

在組織成長的過程中，必然遇到挫折與失敗，但也在經歷了這些困難後，我

們每個人都在其中學習與茁壯，而在這個階段的我們，雖然面臨了聯盟成員的重

組與磨合，但也因為成員的異質性增加，而激盪出更多的想法以及思考的火花，

即使毛毛蟲即將化蛹，我們也換上了新衣、準備好新的能量與思維，邁向組織進

行自我培力的「蛹期」。 

四、 自我培力的蛹期—組織的內部重整與再出發 

從毛毛蟲幼蟲階段進入化蛹時期，我們不斷消耗著體力、腦力與心力，只求

毛毛蟲盡快成長茁壯，而忽略了自我培力以及在知識、學習、生活等不同層面上

充電休息的重要，因此當組織分工確立後，我們開始思考如何在運行組織工作的

同時，增強組織內部的能量。 

透過定期的聚會討論，每位成員之間的連結不僅止於聯盟的工作，更有著對

於不同議題的交流與討論，因此我們也舉辦了三場讀書會，分別是 4 月 25 日的

「中國因素下的服貿與社會服務業」、5 月 16 日的「服貿與長期照護產業」、5

月 30日的「服貿與自由貿易」，讀書會的進行是我們在知識層面上的自我培力，

也拓展了過去我們僅從社會服務業探討服貿議題的觀點，逐漸了解不同立場、不

同角度看待議題的面向。 

除此之外，我們覺察到進入社區向大眾宣導，以及延續社工夥伴、學生了解

服貿議題的重要性，因此聯盟的成員參與了 5月 24日的核四五六運動公民論壇，

在自由廣場對大眾淺談服貿對於社會服務業勞動者以及每個人照顧權益的影響，

也分享了加拿大某照顧機構因開放營利化後，無法競爭而倒閉的實例。另一方面，

我們也在 2014 年 5 月 25 日 於政治大學舉辦公民審服貿活動，早上邀請林萬億

老師、王增勇老師、蔡中岳主任進行座談，下午由社工夥伴們一起討論「社會服

務業納入服貿」、「對於台灣未來的社會服務業的想像」、「身為社會工作者/學生

如何參與這個議題」等，雖然參與的人數不多，但透過這個機會可以面對面的交

流與討論，也讓聯盟補充了不少支持的能量，並對未來發展的藍圖有了正向但不



過於理想化的期待。 

經歷了兩個多月的組織運作與粉絲專頁經營，我們開始將粉絲專頁上的文章、

重要資訊轉錄到部落格上，希望透過更有效的文章分類與適合的平台進行保存，

讓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成立至今提出的觀點、行動等歷程有更好的整理，因此「我

是社工，我不服」部落格(http://taiwanswata.blogspot.tw/)也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正式成立，部落格上線至今已超過一千六百人次的瀏覽，粉絲專頁及部

落格高度的點閱率讓我們了解到網路力量的無遠弗屆，更鼓勵著我們善用這份影

響力去影響大眾與這個社會。 

除了知識上的學習以及聯盟內部資料的統整，聯盟成員們也培養了緊密的革

命情感，參與聯盟的工作不僅是基於個人立場對於議題認同的選擇，更是朋友之

間的情感維繫，我們關注的不只是投入社會運動的議題倡議及行動，我們更關心

身為一個「人」，對於家人、朋友、土地、世界的關懷。 

從幼蟲到成蛹休眠的變化，雖然看似外表靜止不動，但其實體內也正在醞釀、

累積著更大的生長能量，就像是現在我們組織的狀態，即使對外的活動、訊息不

多，但我們仍然在我們的蛹囊中補充養分、重新的被孕育，為創造美麗的蝴蝶作

更多的準備。 

下表為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的組織歷程中，重要事件或行動的大事紀，供讀

者方便檢閱： 

表 1：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的組織歷程大事紀 

時程 事件/行動 

2014年 3月 23日 
1. 組成「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 

2. 成立「我是社工，我不服」粉絲專頁 

2014年 3月 

23-26日 

1. 撰寫「給社工學生與社工夥伴的一封信」 

2. 進行「反社服業進服貿，千人連署大募集」網路連署 

3. 發起「社工反服貿大頭貼行動」 

4. 發起「一人一信，衛福部踹共」 

2014年 3月 27日 在衛福部門口召開「反社服業納進服貿記者會」 

2014年 3月 30日 
結合 330反服貿遊行，舉辦「330社工站出來」、「社工 v.s. 服

貿野台開講」等活動。 

2014年 4月 

1. 發布記者會新聞稿英文版 

2. 舉辦「社工 v.s. 服貿專欄—多看多聽多思考」徵稿 

3. 舉辦第一次聯盟工作籌備會議 

4. 成立「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臉書社團 



2014年 4月 26日 

與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公醫時代、台灣反醫療商品化聯

盟、台大公衛研究生學生會等組織合辦「如何監督服貿：醫

療與社會服務」人民議場活動。 

2014年 5月 1日 參與「反低薪、禁派遣」勞工大遊行 

2014年 5月 
舉辦「中國因素下的服貿與社會服務業」、「服貿與長期照護

產業」、「服貿與自由貿易」等三場讀書會。 

2014年 5月 24日 參與「核四五六運動」公民論壇 

2014年 5月 25日 在政治大學舉辦「公民審服貿」活動 

2014年 5月 30日 成立「我是社工，我不服」部落格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貳、 自我檢視與省思 

一、 成長與收穫 

  那一夜學生與民眾推開了立法院的鐵門、攻進了議場，突現了公民對

於荒謬政策與黑箱作業的憤怒，也為這場學運開啟了巔峰的開端，而我們

以組成社工學生聯盟的方式更積極的參與這場運動，並開啟了我們從未體

驗過的人生。 

（一） 學習承擔責任 

  在聯盟發起的多次行動中，2014年 3月 27日於衛福部門口所

召開的記者會更是讓許多夥伴再次面臨到社會的現實衝擊，面前的

攝影機正寫實的記錄著我們所有的行動與發言，並將這些畫面發送

至所有角落，在籌備的過程中，我們在短時間內分工，產出聲明稿、

發送新聞稿、擔任發言人、串聯相關人際網絡等，但我們所面臨的

挑戰是各政府部門以不同的方式對校方、老師以及夥伴的關切與壓

力，也傳出對聯盟不切實際的抹黑傳聞，許多的未知與不可預期在

記者會前都讓夥伴面臨著龐大的壓力，但我們在壓力之下仍然各司

其職，每個人用不同的角色與位置，相同的信念促成這場記者會的

成功。 

  除了聯盟內部庶務性工作的分工外，對我們來說，更深刻的是

學運喚起了我們的社會責任意識，更讓我們了解公民參與的義務與

責任。在我們學習社會工作歷程中，課程總圍繞著三大工作方法而



發展，但社會工作是「與人一起」的工作，而「人」，是社會組成的

最基本要素，人們身處在這個複雜而緊密連結的社會中，彼此之間

有著不容忽視的互動與影響，有許多人們所面臨的困境並非單純的

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可能是政策、體制、政府的結構性議題，但

我們卻總是針對個人出發，焦點而短期性的幫助個人、家庭、社區

擺脫那些艱困，我們就像走在一片一望無際的沙灘上，頂著烈日將

擱淺在沙灘上即將斷氣的魚一隻隻拋回海中，但這片沙灘何其的大、

擱淺的魚何其的多，社工的力量相較之下卻如此薄弱。在學運中，

我們更加了解一隻隻魚的撿拾比不過全面性的改革，而身為公民的

我們，更不應該隨波逐流、任人擺佈，我們有責任追求我們所認為

的最美好的那個想望，也有責任為了整體社會的權益發聲，或許我

們可能無法達到我們的理想，但當我們沉默、縱容的同時，卻也代

表了我們放棄了我們的權益，放棄了讓社會更臻美好、讓人民更幸

福的公民責任。 

（二） 拓展人際與知識性學習 

  從聯盟組織開始集結開始，我們便開始了人際之間的串聯與互

動，各個夥伴運用了自己的人力資本，邀請了在社會運動中更有經

驗的夥伴來參與這場我們原不預期的運動，我們與來自不同背景的

人們對話、互動，在諸多的不同中我們無形的擴展的多元的人際關

係，學習用更寬廣的角度與他人討論不同議題，對於學習社會工作

的我們而言，這是一種跳脫書本，與他人建立關係的實際行動。因

為組織聯盟的關係，我們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打開了我們對於議

題的敏感度，也看見不同社工的樣貌。 

  除了人際的擴展外，聯盟在粉絲頁中不斷地更新訊息，而我們

高度的要求資訊的正確性，夥伴們不斷的更新自己的知識與思考，

接觸未曾接觸過的訊息並仔細的分析、討論，並邀請有經驗的夥伴

與王增勇老師帶領大家進行讀書會，期盼聯盟能成為大眾正確訊息

的來源與互動平台。 

（三） 看見自己的立場 

  318學運對許多人而言是同流，也是分化的過程。我們在這過

程中時常面臨大眾的質疑，甚至連家長與老師對於聯盟的行動也都

抱持著不同的意見與立場，我們都明瞭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生活背

景與想法，也因此擁有不同的立足點與立場，但我們在這個訊息多



元而複雜的洪流中嘗試為自己找到立場，於聯盟，我們為了聯盟立

場的一致性多次討論、磨合；於自己，漸漸看見我們對於自由貿易、

社會福利、服貿協議的態度，即便面對他人的質疑或反對，對於不

同的意見我們更能以同理心來與他人進行互動與討論，從中我們看

見了表態的重要、對話的必要，因此我們所求的不再是說服他人，

而是努力的理解他人並為自己的立場與想法找到出口。 

（四） 面對衝突的勇氣 

  我們發現，在沒有親自投身於社會運動之前，可能自然而然就

有許多莫名的恐懼和想像被無限放大，恐懼的感覺是真實的，但恐

懼本身可能是來自於對社會運動中激烈抗爭和衝突的想像、不理解

或者不曾經驗。 

  聯盟中有許多成員都是初次深度涉入社會運動當中，過去的我

們有些共通點：不喜歡衝突、追求假象的和平和客觀。但在這次參

與社會運動的過程，我們開始用自己的眼睛看見社會運動真實的樣

子，我們在非常壓縮的時間下覺醒、經驗衝突，這些衝突存在於我

們與他者之間，亦存在於我們與自己之間。二十來天，我們經驗著

國家暴力、媒體再現誤導、政治角力的衝突，經驗著因立場不同、

運動策略不同、組織團體差異的衝突，也經驗著與過去自我認知、

自我價值翻轉的衝突，翻轉的斷裂有多大、衝突就有多大。 

  聯盟形成之際，我們好似找到了一個「不再有衝突」的地方，

但漸漸地我們發現，暫時的「安全無虞」只是喘息，衝突經驗依舊

沒有被好好處理。當我們從個人到組織聯盟，又從聯盟把焦點放回

到自己身上時，我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不斷地在與自己打架、

不斷地在面對由內而生的自我質疑。唯有越真誠地了解衝突，才能

越真實地面對衝突，再仔細探究這份深層的內在衝突，這個巨大衝

擊一部分是來自事件本身，另一部分其實是來自覺醒前後的落差和

斷裂所產生的自我否定。 

  當我們選擇接納這樣混亂、充滿不確定的自己時，我們也慢慢

長出面對衝突的勇氣。於是，我們開始明白，那些「激烈」的衝突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有些看似「不必要」的衝突其實是

「重要」且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五） 組織動員、培力和永續 

  當服貿熱潮漸退，我們也意識到，社會運動除了鎂光燈下、鏡



頭焦點的社會行動外，紥實的群眾組織才是長期抗爭的重要基礎，

而聯盟的組織也正反映出一群社會工作學生與工作者們對社會現況

的反動。 

  這五個月的期間，組織與個人從流動到慢慢凝結，從衝鋒陷陣

到慢慢緩下腳步，行動過程中我們時常覺得不知從何下手、持續看

見我們的不足、深感知識貧乏和力量渺小。但組織提供了彼此一個

學習成長寬容的舞台，一次又一次的發聲練習、讀書會、開會討論、

分享交流都是重要的培力過程，我們的許多信念也從不確定到慢慢

堅定。 

  目前成員對於這個小而美的聯盟的目標和定位和發展方向仍有

各自的詮釋，組織工作的前提就是成員彼此間要能夠好好的對話、

了解彼此想法，思考到每個人的感受與其所處的位置，過去這段日

子珍貴的經驗需要被好好整理，透過成員間更細緻的分享和對話後

化為強化凝聚聯盟的材料與行動，讓我們面對外在的銅牆鐵壁時，

我們仍是個打不倒的有機體。  

 

二、 挫折與反思 

（一） 論述的失根 

  在這短短的幾個月內，我們積極地蒐集資訊、發佈相關訊息，

但我們在這巨大的語言符號洪流中卻發現了我們失了根。我們已習

於吸收來自於官方、學者或各個團體所提出來的論述，然而，我們

所失去的根並非長自此處，而是應該要回歸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身

上。我們在這一篇篇的文稿中獲得我們所需要的訊息，但當我們試

圖以實務工作者為主體發聲時，卻總會發現這並不存在於各大論述

中，諸多學者以及各 NGO所吶喊出的聲音多以組織立場為導向出發，

少於為自身團體內的從業社工人員發聲。 

  即便長期照顧產業已被納入貿易項目，在服貿的各大爭論中，

社會服務業依舊隱形，我們聽不見社會服務業的聲音與經驗，在台

灣的長期照顧產業走向市場化的趨勢之下，我們最應該聆聽的社工

以及機構經營者的聲音卻未現身，他們是怎麼想的？組織是如何運

作的？而社會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是否在這過程中成為被削減的對象？

這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幾乎無從得知，只能試圖邀請實務工作者與聯

盟夥伴分享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所面對的困境，在他們分享的過程



中，我們總會發現在實務工作場域中有許多的面向是我們從未了解

的，而這也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的部分。 

  我們都是社工，但我們卻在這些論述中面臨斷裂，我們看不見

我們的工作場域的實際面貌、聽不見實務工作者的真實心聲，在這

樣的限制下我們難以用更實務的角度為社會服務業發聲，即便我們

積極的邀請實務工作者的參與，但或許受限於工作者的工作繁忙，

也或許受限於我們的社工教育只教導我們要為案主發聲，而我們卻

未學習到該如何為自己發聲，在諸多的「或許」下，實務工作者依

舊隱形於這一連串由學者與組織所建構起來的論述中。 

（二） 社工教育：一門被規訓的專業 

  我們在集結的過程，思考著為什麼我們跑出來了？為什麼我們

好像偏離主流社工道路了？大多數的社會工作學生、工作者和老師

們的禁聲更突顯出我們的「不守本分」。 

  我們反思過去社工教育的養成訓練，讓我們對於社會工作專業

有既定的想像、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和流程，而窄化了社會工作的

角色，投入社運、倡議改革的角色並不普遍；社工教育的真空，讓

我們越來越沒有社會現實感，學得越多好似離個案越遠，無止盡服

務不完的個案常肇因於社會結構與制度的不完善，我們不應受限於

這門被規訓的專業，我們應解放社會工作的價值和精神於社會運動、

倡議行動中。然而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亦鮮少見到社工老師們的現

身，究竟「社工」這個身分帶給我們的綑綁是什麼？我們所處的教

育現場又如何築起一道看不見的牆、緊繫著我們不放？保留態度下

的模糊地帶，彷彿不可被挑戰。 

  慢慢抽絲剝繭後，我們開始看見助人工作的多樣性，嘗試跳脫

被主流社工界所界定和追求的專業，與不同的社工學生、工作者彼

此共同對話，幫助我們能從自身出發，去反思社會工作專業的本質，

並不斷地問自己：「我們到底想要成為什麼樣的社工呢？」我想我們

會繼續將這個提問放在心中，慢慢地看清楚自己的樣子，慢慢地找

到這段經驗之於我們每個人的意義。 

 

 

 

 



參、 未來展望 

隨著服貿議題的熱度漸減，更多社會議題受到關注與討論，我們這群因「反

服貿」而聚集的夥伴，也在網路上累積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而，在面對更龐

大、多變的社會，我們也思考與想像著「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在未來會是什麼

模樣？ 

我們在這段時間中，發現了聯盟在自我論述上的失根，因此我們期許聯盟藉

由與更多異質性夥伴的交流、討論，以及在批判思考、學術研究、實務經驗、論

述撰寫等能力上的訓練與培養，可以在未來建構出屬於聯盟的論述，以更具說服

力且符合實務現況的闡述發聲，使社會大眾可以了解我們如何思考與討論所關注

的議題或事件。 

另一方面，我們也反思在現今的社工教育與實務現況中，真正站出來為服務

對象或自我專業發聲、倡議的社會工作者並非多數，我們觀察到在現實的職場中，

受到體制弊端壓迫下的社工，可能已無暇也無力對工作以外的社會議題投注心力，

而在校園內的社工系學生，在缺乏討論管道、對威權的過度依賴、害怕觸碰政治

議題等情況下，也不易以行動實踐所謂的不公不義。因此，我們期待聯盟可以成

為社工學生、實務工作者或是志同道合者的「夥伴」，從我們自身學習的專業出

發，關心各種社會福利相關議題，可以激盪出各式各樣的想法，也可以一起走上

街頭或是以行動實踐某種共同的價值或信念，成為一個社工夥伴們彼此信任、尊

重的團體，在這樣的組織中一同努力與成長。 

除此之外，「傳承」與「延續」亦是我們對未來的期許，我們希望在組織成

長的過程中，可以有更多夥伴的加入及參與，傳承這些倡議與組織形成的經驗，

並延續這股反服貿後的覺醒意識及能量，成為公民社會中的一股「社工力」，藉

由社會工作對於「人」的理解與反思，為社會體制下的犧牲者、權力關係不平等

的弱勢者發聲。 

經歷了五個多月的生存、努力、挫折、充電、成長，我們雖然面對未知的方

向，但依舊一步步、持續著走在這條路上，即使難以在學生、實務工作者、研究

者、社運團體等位置中找到屬於我們組織的定位，我們仍然期待聯盟可以保有自

在的彈性與不耗盡的動力，在每個不同的關注事件或組織狀態中，扮演適切的角

色，透過團體內的自我培力、思辨討論，培養持續關心社會的動力，也在團體外

以行動實踐我們的所相信的價值。 

盼望身為社會工作者的我們，秉持著「社會良知及公平正義」的精神與理念，

在面對不公不義、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時候，可以堅定且無所畏懼的表達：「我是

社工，我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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