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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公共服務民營化政策下最受關注者莫過於公平的近用性。批評者認為

在契約委託制度下，受託者傾向挑選較容易服務的個案，設法規避那些較

困難或是成本較高的個案。本文將以地方政府的公設民營少年安置機構為

例，探討契約委託是否會造成某些特定的案主，尤其是問題多元、複雜、

慢性而最需要服務者只能得到較差的服務或甚至被拒於應得服務之外，形

成所謂的「社服人球」。透過深度訪談與檔案文件分析，本文獲得以下幾

項結論：地方政府少年安置服務的委外，是一個比第三方契約理論所描述

的更為複雜的四角關係，公部門內部不同科室之間的成見與隔閡，使得受

託者自主空間更大，有效的契約管理更形困難，而個案的服務近用性也更

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受託者藉由收容前會談蒐集具體豐富的個案資訊，透

過專業與經驗優勢挑選個案；即使個案進住後受託者仍可因其權控式的管

理使個案因無法適應而要求離開。受託者在機構經營的財務考量下，摸索

出以「最高專業服務費下的最少個案數」為最適收容規模。本文認為少年

安置機構的篩案現象是受託者依實務經驗與專業判斷，在委託者提供的人

力配備、設施資源與承諾不足下的所展現的專業自主與組織自保因應行

為。而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在少年安置上的承諾與資源投入，也直接影響篩

案發生的可能性與契約管理者對篩案行為所能採取的行動。最後本文提出

個案分類分級，合理計算服務成本、務實補助照顧人力，保留公辦公營機

構以資因應，建立中央轉介系統，以及建構有意義的績效評量制度等五項

契約管理建議。 

 

關鍵詞：篩案、契約委託、少年安置、第三方契約、組織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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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社會服務契約委託本質上是政府將生產服務的職能轉由民間受託者

執行，民間組織接受政府的委託生產服務，因此，在公資源的分配上，以

公平性為優先考量的最高原則，也應一體適用在委外的服務之上。然而公

共服務民營化政策下最受關注者莫過於公平的近用性（equal accessibility）

（GAO1 1997），亦即引進市場機制後仍能保障所有合格的福利與服務享

領者，都能獲得等同的接近機會。批評者認為在契約委託制度下，受託者

傾向挑選較容易服務或較容易呈現績效的個案，設法規避那些較困難或是

成本較高的個案（Yate 1998: 6；Klingner et al. 2001；Hill and Lynn 2003）。

就更務實的資源運用效能觀之，「篩案」（creaming）2不僅是公平正義的議

題，將特定的案主拒於照顧與服務之外，個案及其困難並不會因此而消

失，反而更嚴重、解決問題將更加耗時與昂貴，精神疾病或學習障礙都是

例證（Smyth 1998）。 

儘管實務界與學術界經常質疑社會服務機構挑選案主，或以技術性理

由拒收個案，但不僅委託者與受託者雙方各說各話，截至目前相關的研究

與論述還十分有限（Martin 2005: 73），僅有的少數實證研究也尚無定論

（GAO 1997）。近年美國福利政策轉變，在管理主義思潮下，就業福利

方案（welfare-to-work）將職業訓練、就業安置與個案管理等政府職能委

給民間營利或非營利組織，並採行各種績效測量及「績效型委外」

                                                 
1 美國會計總署（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是國會中負責稽核、評鑑

與調查的單位，旨在協助國會執行憲法賦予的職責，並協助聯邦政府改善績效

與確保對美國人民的責信。（http://www.gao.gov/main.html）。曾分別在 1997, 
1999, 2002 年對社會服務民營化及福利改革做出檢討報告供國會參考。 

2 儘管「篩案」（「篩選個案」）、「挑選個案」、「選擇輕案」、「拒收個案」、「無法

收容」等說法在語意上、動機上或程度上似略有不同，但由於難以釐清並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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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based contracting）3以回應要求責信的政治壓力。然而此一

鼓勵競爭以及將支付和績效相勾連的制度設計卻成為受託者挑選服務對

象的財務誘因，篩案問題因而再次浮上檯面受到廣泛的重視與討論4。不

只是美國，荷蘭與澳洲也關注公共就業中層出不窮的篩案、停置5（parking）

與知難而退（churning）6的問題（Considine 2003；Sol 2005 引自 Breadgaard 

et al. 2005: 12；Struyven and Steurs 2005），已成為福利先進國家的關注焦

點。再者，晚近西方契約委託的文獻針對過度重視績效的管理主義責信帶

來的各種弊端，提出行政法原則的責信觀點7，主張政府將社會服務委外

後應體察到在新的行政安排下公共權力被分散與稀釋的事實，應實質地提

高對服務供應者行政裁量權的責信要求，要主動訂定服務輸送、享領資格

及公平平等處遇的客觀準則，並確保程序的正義性（Gilman 2002）。儘管

論及篩案的論文在數量上有明顯的增加，但多以公共就業為主題，對篩案

現象的分析也仍僅止於概括式、普通常識式的論述，缺乏委託與受託雙方

兩面俱陳的實證基礎，未能提供更詳盡深刻的資訊讓我們對此一現象有更

清晰的掌握，因此儘管委託者言之鑿鑿（彭淑華、張英陣 2000: 116-17），

篩案問題仍像一只黑盒子，一場羅生門。 

                                                                                                           
受託者這麼做的真正理由，因此本文不擬刻意區隔，將在本文中互用。 

3 Martin(2005: 65)歸納各政府部門的界定，指出「績效型委外」具有以下兩項特

質：1. 以服務提供的輸出、品質、結果為重點；2. 將給受託者的補助分成許

多階段來支付，以契約的延展或續約與否，來約束受託者績效的達成。 
4 如：Gray 2000 ; Brodkin et al. 2002 ; Fischer 2003; Herbillon 2004 ; Breadgaard et 

al 2005。 
5 「停置」是指個案進入服務程序後幾乎未得到任何實質的服務（van Berkel and 

van der Aa 2004: 12）。 
6 可照字面意思譯為「選萃」，是指服務供應者利用各種繁雜的行政程序試圖阻

止潛在的受益者前來申請及使用服務，其策略包括：要求申請者準備各式文件

並遵循相當複雜的查核手續；讓申請者經歷冗長的等待；將機構設在交通不便

之處（Kennedy 1998:241-47 引自 Freeman 2000: 182）。 
7 行政法原則（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責信之內涵、機制與限制請詳參



 
劉淑瓊、彭惠 專業自主？組織自利？ 
 －論少年安置機構契約委託的篩案問題 
 
 

66 

在邱小妹妹事件8後，臺灣社會對「醫療人球」現象多所批評，近日

輿論也開始關注監獄中的「愛滋犯人球」9問題。政府社會服務的對象多

屬社會底層最脆弱無助的一群，契約委託是否會造成某些特定的案主，尤

其是問題多元、複雜、慢性而最需要服務者只能得到較差的服務或甚至被

拒於應得服務之外，形成所謂的「社服人球」呢？民間非營利組織接受政

府委託是否拒絕收容某些特定的個案？為什麼？是專業判斷與組織自主

性的展現，或是在財務現實下改變原本利他、扶助弱勢的使命的因應策

略，抑或是在不合理的委外條件下，不得不然的組織自利與專業人員自保

行為？理論上各種類服務機構都有篩案的可能性，但安置機構因服務提供

者與接受者之間的互動時間更長、密集度更高，挑案的可能性較高；兒少

安置更因為在相關法令增修下，從過去的司法處遇轉變成福利處遇，原有

機構化、集體化、封閉化與強制性的特質，在收容對象多元化、非志願化

及處遇專業化之後，機構的理念及服務和管理備受挑戰，對個案權益的保

障也益加受到重視。職是之故，本文將以地方政府的公設民營少年安置機

構為例，描繪與討論臺灣社會服務契約委託的篩案現象，從業務主管科承

辦人10、轉介社工11與機構社工12的訪談與檔案文件資料中，分析篩案呈現

的樣貌以及受託者表達無法收容的理由，本文並將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及

參考相關文獻在政策面與契約管理面對公部門提出若干建議。 

                                                                                                           
劉淑瓊（2005）。 

8 94 年 1 月 10 日臺北市邱姓女童遭父痛毆，被送往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急救，

該院以沒有病床為由，將邱小妹妹轉到車程兩個小時以外的臺中縣梧棲童綜合

醫院救治，邱小妹妹於同月 23 日被判定腦死。 
9 參聯合報，95 年 10 月 9 日，1 版與 A11 版。 
10 文中與委託者、委託單位、契約管理者等稱謂互用。 
11 公設民營少年安置機構的公部門轉介單位包括法院、地方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及各行政區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12 文中與受託者、受託單位等用語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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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篩案的意涵 

（一）社會性的篩案： 

廣義而言，篩案是服務供應者的一種選擇，是指對所有符合獲得服務

資格者的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社服機構可能因本身或隱或顯的種

族主義意識型態，左右優先性的設定、服務提供者的行為與工作架構，對

少數族群個案表現出主流文化的偏見，給予負向的差別處遇，例如：貶抑

對方文化或是無視於語言障礙使其被拒於服務之外等均是（Yee 2005）。

此外，Lehmann（2002）的研究指出儘管社會工作的教育提供自由的意識

型態—較包容、也較無歧視的專業價值，但本身有肥胖恐懼傾向的女性社

工傾向污名化肥胖個案並歸因於個人控制力不佳，最終對案主做出較負面

的評價與差別處遇。這些例子顯示不論是社服組織或個別專業人員都可能

因某些自覺或不自覺的信仰和理念，在缺乏專業自省與嚴謹的督導訓練

下，逾越專業倫理的規約不公平地對待服務對象，可稱之為「社會性篩案」。 

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性篩案」同樣出現在契約委託的架構下。契約委

託是公部門與民間部門間的夥伴合作機制，然不可否認在委外制度下，公

部門應謹守的普遍原則（universality）與民間部門向來所遵循的特殊原則

（particularity）之間的扞格無所不在（Lipsky and Smith 1989: 631-33）：政

府部門以公共責任與一視同仁的公平規範13為最上位原則，堅信「最需要

                                                 
13 非營利機構一般言較政府機關不考慮服務一特定目標團體中「所有的」案主，

而是集中於服務與機構使命相符的案主。相對地，政府希望所有生產諮商服務

給受虐婦女的機構所提供服務內容都相近似，如此在所有機構之間才能維持等

量照護的最低標準（Lipsky & Smith 1989: 631-33）（參劉淑瓊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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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最優先被服務」，強調「生存重於發展」14，要求受託的民間組織應建

立或釐清接受服務的資格標準，建立或改善資格的查核與執行，要擴大其

案主多樣性（client mix），或者限制任何單一受助對象可獲得的服務量。

但民間受託單位認為此舉已干預到機構的自主性與行政和專業裁量權，也

與志願機構所秉持的特殊主義原則、有回應力、「為有需要者提供適切服

務」的社區界定有所衝突。Lipsky and Smith 進一步指出民間機構經常以

「與服務使命不符」為由拒絕個案，最後是將赤貧者與重度殘障者轉介到

其他機構；或是只接受與該機構使命相關的個案，可能造成將服務與資源

集中在特定的社群（如：同宗教教徒、同一協會會員、同一身心障礙類別），

而忽略其他合格個案的需求。 

民間社服機構所秉持的組織規範與價值經常為公部門的契約管理者

批評未提供服務給「最需要的」、「值得幫助的」（deserving）案主，是一

種不公平的篩選個案行為。「平等」是所有各種公共服務最重要特徵與資

源分配的最高指導原則，公部門的服務是由人民的稅收所支應，理應在平

等與正義的前提下讓每一位合格的服務使用者依其需求被公平地對待

（Breadgaard et al. 2005: 12）。這兩種類屬的組織在組織性格與價值理念上

的先天的差異以及在委外架構下可能造成的矛盾，在鼓吹民營化的文獻中

很少被提出來嚴肅地討論，在實務上也泰半為非營利組織的公益聖潔形象

所遮掩，除非委外契約明文規定且確實依約行事，或是統一由委託者派

案，否則隨著責信關係的遠距化與間接化，公部門委託者恐怕很難掌握哪

些合格個案是在受託的非營利組織所秉持的特殊主義下被拒於服務之外。 

                                                 
14 即在資源有限又要顧及公平性的原則之下，所能提供的是最起碼的服務水平，

而對特定案主過多的服務量與過長的服務期間將會影響到其他人獲得服務的

機會，因此應予以限制（Beverly & McSweeney 1987: 11）（參劉淑瓊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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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性的篩案： 

狹義而言，委外的篩案與受託者的自利誘因有關，可稱之為「經濟性

的篩案」，其篩選個案的方向有二：一是挑選相對優秀的服務對象以展現

成果；二是排除服務成本較高者以降低支出（Lacireno-Paquet et al. 2002）。

在資源總量不變的框架下，擇優的作為等同排擠掉問題較為複雜多重、慢

性而棘手的個案，使得這些人因長期得不到需要的服務而陷入更糾葛困難

的處境。這些被篩掉的個案若不是被丟回給經費不足、服務品質較差的公

立機構，就是被從福利名冊中除名，從此與服務絕緣走向自生自滅

（Freeman 2000: 182；van Slyke 2003: 39），可說完全違反公共服務的基

本精神。van Slyke（2002: 503）也因此指出限制篩案行為—不論是社會性

或經濟性的篩案，並降低其所造成的衝擊，正是公務員在契約管理上最重

要的職能之一。 

經濟性的篩案可界定為「一種組織行為，組織利用握有資訊與專業知

能上的優勢來挑選案主，以期用少於委託者支付的費用來服務案主，達到

收益的極大化」（van Slyke 2003: 39）。此一定義中包含兩個要點：一是受

託者之所以可投機行事，主要是本身具備專業知識來解讀因職務之便所掌

握的服務對象之相關資訊；二是篩案行為旨在擴大組織效益，也許是直接

的財務獲利—增加盈餘或是控制成本，也許是提高組織的績效表現，藉以

獲得合約或是提升聲望。再進一步分析，組織在專業知識的裝備與獲取個

案私密資訊的特權雙重支援下所做出的「專業判斷」，正是正當化「組織

自利」事實的重要憑藉。van Slyke 進一步闡述篩案現象本質上就是「在極

小化支出的同時，極大化用在案主身上的每一分錢之效用」的組織算計，

最容易發生在定額付費制度下（2003: 39）。舉例來說，當委託者付給受託

者每位個案 5000 美元的處遇費用，這時受託者運用其專業知能設法在個

案群中挑選較具治療可能、處遇成本較低的個案來提供服務，也許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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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元即可達成契約的要求，受託一方可因此省下 2000 元，而支付費用

的委託者可能完全不清楚當中個案取捨的依據（van Slyke 2002: 502-03）。 

換言之，民間受託者宣稱達到所謂的效率與效能，可能未必真正來自

於卓越的組織管理或專業能力，而是利用本身的資訊優勢篩選個案而達到

自利的目的，Breadgaard et al.（2005: 13-4）即指出在市場經濟邏輯的架構

下，當方案的效果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或者個案的問題是複雜而需要長

期、密集、高成本的處遇與照顧時，篩案與停置的問題將層出不窮。英國

工會聯合會（Trade Union Congress, TUC）在 2006 年提出的相關報告15指

出較容易受到歧視的社群，像是有色人種與身心障礙者，社會不利使其問

題多為多重、複雜而慢性化，就業障礙較為嚴重，服務成本相對較高，因

此在績效導向的就業體系中特別容易被停置，由此也可看出社會性篩案與

經濟性篩案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二、羅生門—有沒有篩案？ 

挑選個案可以很正式地，也可以非正式地進行；可以明白地以「機構

政策」或是「與機構使命不符」為由拒收個案，也可以看似合理的「專業

判斷」、「案主最佳利益」為之，實務上很難去查明有多少人在怎樣的情

況下被拒於健康與社會服務之外（Smyth 1998）。Breadgaard et al.（2005: 

12）也點出篩案行為「要證明或是要反駁都有其困難」的研究困局。有限

的文獻對於受託的民間服務供應者究竟有沒有「篩選輕案」眾說紛紜，委

託者、受託者、倡議團體等不同身份行動者觀點互異，非營利的組織屬性

似乎也不能提供不篩案的保證。 

                                                 
15 “Incapacity Benefit Reform”, No. 57 in the TUC welfare reform series，請參

http://www.tuc.org.uk/welfare/tuc-12037-f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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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多數的文獻言之鑿鑿提出對服務供應者篩案的疑慮，但美國會計

總署的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聯邦、州與地方政府的公務員顯得相當有信

心，以委外前後相比較，認為受託者已善盡保障所有合格服務對象服務近

用性的權益；相反地，以監督公部門、為弱勢代言為職志的權益倡議團體，

以及深受民營化政策衝擊的公務員工會則較傾向抱持懷疑的態度，認定存

在篩選輕案的事實（GAO 1997）。GAO 調查未將契約委託的兩個重要行

動者—服務的供應者與接受者納入訪談，其態度固然不得而知，但身為服

務的購買者與監督者的公部門在現今委託制度只能對市場做有限的監督

與控制，且存在資訊不充足與不對等的現實框架下，篩案顯然已成為「買

賣雙方都想要極力隱藏的不可欲行為」（Breadgaard et al. 2005: 12），從這

個角度來看，似可以完全理解美國會計總署的報告中各級政府公務員所表

現出來的信心，以及與其他行動者的認知落差，也反映出要證明存在篩案

行為的困難性。 

傳統以來，非營利組織為正當化其免稅地位，多會責無旁貸地收治窮

困求助者；相對而言，營利型的商業組織則較常被詬病為追逐利潤而挑選

個案（Smyth 1998）。然而，Considine（2003: 63）的實證研究結論卻挑戰

此一認知，他發現委外制度使得不同屬性的組織之間產生了一個社會服務

輸送策略的「趨同性」convergence。非營利組織為因應契約委託的制度設

計，變得與公部門機構、相競爭的營利型組織越來越像，它們一樣會提高

工作人員的個案負荷量16、減少對個別案主需求之關注17，以及以犧牲較

                                                 
16 Considine(2003)的貫時實證研究發現，非營利組織的改變最大，極高個案量(150

個案/每位工作人員)由 13%上升到 54%，非營利組織似乎已漸漸喪失其引以自

豪的獨特性。 
17 整個系統因為競爭激烈而產生轉變，研究發現三種屬性的組織花在案主及其他

服務提供者的時間都下降，相對地花在雇主、政府行政人員及委外承辦人的時

間增加。找工作的人是此一改變中的輸家，尤其是有就業障礙的長期失業者，

工作人員花在他們身上消除個別就業障礙的時間明顯下降，更難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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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弱勢個案的方式篩選出最簡易的服務對象。換言之，儘管非營利組織承

諾要使每個案主獲得高品質的服務，但在委外制度下受制於財務現實與壓

力，以及競爭對手採用「挑選案主」的策略以極大化其成果的壓力，非營

利組織意識到若堅守其核心信念18與理想極可能失去契約，或使財務狀況

惡化，因而乃被迫縮減人力增加案量、以標準化取代個別化的服務、將注

意力焦點從個案需求移轉到委外承辦人的要求之上。甚至有高達四分之三

的非營利組織工作人員同意「所採取的行動要考慮組織的財務利益」的說

法，亦即，工作人員不是以案主的個別需求，而是以機構的財務考量來決

定要提供何種服務給案主。換言之，案主利益優先、公平分配資源、個別

化的服務等非營利的目標已漸次被市場導向的目標所擠壓和替換。

Considine 提出趨同性的觀察對非營利組織傳統以來的利他形象與免稅的

優惠來說是一大挑戰，過去引以自豪並與其他屬性組織相區隔的特質是否

在委外制度下逐漸被妥協，決策背後的資源現實與策略考量為何，非營利

組織如何合理解釋，都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三、自主與自利—社服機構篩案的原因 

（一）契約委託體制下的投機主義： 

儘管民營化已成為晚近多數國家公共服務輸送的主流模式，但有至少

三個理論闡明在契約委託制度下容易誘發受託者的投機行為，委託者很難

向受託者要求責信：一是第三方契約（third-party contracts）；二是當事人—

代 理 人 理 論 （ principal-agent theory ）； 三 是 多 元 利 益 關 係 人

（multi-stakeholders）。「第三方契約理論」說明契約委託的採購行為不同

                                                 
18 Considine（2003: 70）整理出非營利組織的三個核心信念：(一)公民權利：每位

案主有獲得最佳服務的權利；(二)社會正義：組織藉由協助某些案主以促進一

個公平福利社會的產生；(三)社區建構：組織對於促進在地社區發展的貢獻。 



 
 
臺大社工學刊 第十四期 

 
 

73 

於一般財貨的交易行為，由於付錢的第一方買者（公部門）並未直接使用

服務；而真正使用服務的消費者（第二方）卻無需支付此一服務的費用，

因此負責生產服務的第三方可說處於一個相當有利的位置：買方很少真正

「看到」它所購買的服務；而得到服務的消費者無需支付費用，甚至不知

道契約的內容與自身的權益。是故，購買者與使用者對於服務是否「物有

所值」均缺乏敏感度，相對地留給受託者相當的自主與自利的空間（Gilbert 

2006: 4）。Gilbert 進一步指出這種情況在無法明確界定服務內容與品質測

量的社會服務（如：老人安置服務）委外將更為嚴重，因為對於供應者（尤

其是存心想從這筆交易當中榨取利潤者）而言，最有利的狀況莫過於在收

取市場可容許（或委託者可支付）的最高費用下，提供最低水平的服務。

職是之故，Gilbert 建議政府委外的社會服務契約應外包給本身已有相當比

例的服務是供應給付費消費者的民間機構，如此將可透過這些付費的消費

者間接地監督服務的成本與品質，這就是通稱的「代理人採購」（“proxy 

shopping”）（2006: 8）。 

「當事人—代理人理論」又稱為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指出契約

委託關係中至少隱含著兩個問題：1.雙方誘因不同、利益不一：委託者希

望以最低的成本對指定的對象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受託者卻希望以最小的

投入，獲得最大的回報，並藉此為自己的組織多留存一些資源，極大化組

織的利益，也就是受託者會表現出自利行為，形成所謂的機會主義者

（Johnston and Romzek 1999；孫本初 2001: 17；van Slyke 2003）。2.受託

者的規避行為：在契約委託的關係下，委託與被委託雙方處於資訊不對稱

狀態，委託者經常陷於缺乏與成本和績效相關的實質資訊的窘境，不僅極

容易誘發受託者的逆選擇與道德危險（Gates and Hill 1995），監測受託者

是否規避責任的難度與交易成本也就相對地提高。是故，委託者不可避免

地將承擔被欺騙、浪費與傷害案主等風險，或被機會主義者所矇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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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輸送的品質、案主的權益，也造成服務接受者對政府的不信任（van 

Slyke 2003）。 

在當代多元民主社會中，每一個組織都處在一個如花格窗一般的「責

信網」（“web of accountability”）當中，需要交代的利益關係人是多重的、

重要性不一、要求各不相同，甚至是相互衝突矛盾、變動不居的。民間社

會服務組織經費來源多重性的現實也使它們置身於多元責信關係當中，

「誰的目標與利益可以主導組織管理者的因應行為？」（Walker 2002: 

65），若是機構未特意地捍衛或是提高某些形式責信的優先地位，那麼整

個責信網絡中資源最缺乏、權力最薄弱的服務使用者，以及機構與專業人

員對專業倫理守則的責信，在「差別權力關係」（differential power 

relations）下都極可能會被犧牲和妥協掉，例如：受託者在「對資助單位

的責信」與「對案主的責信」之間將陷入兩難，最終做出以追求績效為先，

犧牲案主權益之決策（Braye and Preston-Shoot 1999）。 

以上三個理論揭開契約委託「先天不足」的制度本質，清楚地分析了

在契約委託機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受託者投機、委託者無力管控的空

間，受託者篩選個案以求組織自利的風險也暗藏其中。此一先天困境更因

社會服務市場中供應者不足無從形成市場責信，委託者處在既無法自行生

產服務以為退路，也缺乏民間其他供應者做為備胎的困局，再加上委託者

缺乏管理能量19的「後天失調」，而更加雪上加霜（van Slyke 2003: 12）。 

（二）績效掛帥下的因應行為： 

１、競爭增強篩案動機： 

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價值目標是效率、效能、經濟、品質，而其中又以

鼓勵競爭及績效測量和績效型委外為其兩大重心（丘昌泰 2000: 30），但

                                                 
19 Management capacity, 包括人力的配備與能力的裝備，詳參劉淑瓊  2005: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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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強調似乎更增強了受託者篩案的誘因。以弱勢者為主要對象的社會

服務，其特質之一就是產品（或服務）的經濟利益相當有限，壓低價格可

說是供應者在社會服務競爭性委外中勝出的策略之一，除非非營利組織可

透過社會募款或政府補貼，或擁有卓越的經營管理能力，否則要做到降低

價格往往以犧牲服務品質為其代價，英國工黨對保守黨執政時期的強制性

競爭委外政策的批評之一就是過於重視成本而輕忽服務品質（Higgins and 

Roper 2005: 223-224）。早期的委外研究顯示，若干組織為了在競爭中勝

出，會把機構設在專業人員工會較不發達的地區，以半專業人員或是沒有

證照的工作人員取代正職有照的專業工作者，或是降低員工薪資、苛刻工

作條件以達到節省成本的目的。另一種控制成本的手段就是只提供服務給

問題較為單純的個案，縮減對窮人的照顧，將長期的、耗用資源較多的、

最需要的排除在外，或是放棄長期才能看出成效的個案，藉以壓低成本、

提高績效數字，讓自己看起來更有「競爭力」（Clark 1992 引自 Smyth 

1998）。由此看來，具有競爭性的委外本質上會誘發受託者組織自利的動

機，採取篩選個案的策略。 

２、績效測量導致篩案： 

 (１) 績效測量： 

為落實責信，公部門訂出各種績效標竿，並進行成效評估。但畢竟在

社會服務領域中契約內容難以明確陳述，發展有意義的評估指標與測量工

具仍在試誤的階段，不當與粗糙的制度設計不僅不能向受託者要求責信，

更可能引導受託的民間供應者為提升組織的名聲並爭取下一年的契約而

採取篩案的因應行為—選擇提供服務給不同型態的個案，或以不同的方式

處理個案，可說是非營利組織執行成效測量最不樂見的四個結果20之一

                                                 
20 另外三項分別是：機構缺乏人力與知能，只好調派直接服務人力去執行評估任

務或者只能生產出低素質的成效資料；二是績效資料投資助者所好；三是選擇

性地提出成效報告，報喜不報憂。 



 
劉淑瓊、彭惠 專業自主？組織自利？ 
 －論少年安置機構契約委託的篩案問題 
 
 

76 

（Klijn and Teisman 2000；Fischer 2003: 7-8）。Considine（2003: 71）研究

澳洲的就業服務準市場的發展顯示競爭與績效測量確實改變了非營利組

織的因應行為。他發現機構承接政府的個案管理委外，在 1996 年時競爭

還不算太激烈，挑選案主的壓力較低，但是 1997 年政府改變制度設計要

求，不再接受「提供訓練」這類的軟性成果（soft outcomes），而是要達到

委託者所設定的就業安置成果，並在潛在供應者之間進行價格競爭，因此

到 1999 年挑選「已就緒進入職場」的個案優先提供服務的狀況也就更加

明顯。Donahue（1989: 179-214）也以美國聯邦政府的職業訓練夥伴法案

（Job Training Partnership Act, JTPA）為例，指出錯誤的評鑑方式誤導受

託者，不僅不能達成增加就業、降低福利依賴的目的，反而以就業安置結

果為指標來衡量績效，造成受託者因此篩掉會降低其就業安置績分的個案

（引自 Hansen 2003: 2490）。 

Brodkin et al.（2002）也指出績效測量的界定若是過於寬鬆，不僅難

以量化且可能留給行政官僚太大的裁量空間；但如果過於窄化，則可能扭

曲政策的落實，導向眾所周知的篩案、目標改變，以及為衝高服務量而犧

牲服務品質等負面效應。他也批評過度重視量化的績效測量，忽略了工作

的品質與未來前景，最後淪為數字遊戲，只提供與求職者能力和願望相距

甚遠的低階工作，使其陷入「低薪—無薪」的惡性循環（“low pay-no pay” 

cycle）。澳洲酒精與藥物協會（The Alcohol and Drugs Council of Australia）

一項政策文件21指出在計算使用服務人數的委外績效評估指標下，引導受

託者採取篩案策略選取需要最少服務者、最容易成功者而不是狀況最差者

優先服務，結果是服務需求最殷切、照護成本相對較高的藥物濫用者與精

神疾患經常被排除在外。 

                                                 
21 “Strengthening the Alcohol and other Drug Sector”,請參http://www.adca.org.au/ 

publications/Drug%20Policy%202000/813_strengthening_the_alcohol_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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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績效型委外： 

為提高服務的效率、品質、效能，美國近年來在人群服務的輸送上廣

泛地運用績效為本的委外。其中，引導受託者篩選個案，使得最弱勢的案

主更加被邊緣化，可說是「績效型委外」最常被批評的疑慮。Martinson and 

Holcomb（2002: 19）指出美國在「貧困家庭暫時性扶助方案」（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 TANF）架構下，強調績效為本固然略微提高

了責信度，但是也變相鼓勵篩案行為的發生，相當程度忽視了為高就業障

礙者提供專門化的服務方案。Gilbert（2005, 2006）以老人護理之家安置

為例，批評應用這種將支付與成效勾連的委外模式於複雜多面向的服務之

上，不僅績效測量的交易成本甚高，特殊的付費結構也容易鼓勵篩案，受

託者傾向於拒絕失敗風險較高的個案，而挑選較健康的申請者，因為他們

較容易達到績效測量所要求的「舒服」與「幸福」。 

然而也有若干實證研究結論不支持「績效型委外誘導篩案」的觀點。

一是由加拿大 Calgary 大學三位研究員所做的美國緬因州物質濫用服務的

委外之研究。該研究檢視受託者 1989 年到 1995 年間的 18,972 份個案紀

錄，重點放在各受託者彼此之間的轉介。該研究假設如果「較複雜困難的

個案被轉介的次數多於較單純簡易的個案」，則顯示確實存在篩案事實。

研究發現受託者間的轉介頻率確實有增加的趨勢，但進一步探究發現，有

較嚴重物質濫用問題的個案被轉介的次數較多，原因是機構藉此為個案提

供更為密集的處遇計畫。因此該研究歸結轉介的發生是受託者因應服務對

象的類型與問題本質而做的專業分工，是一種專業判斷的展現，而非篩選

輕案（Lu, Ma and Yuan 2001 引自 Martin 2005: 73）。第二個研究是由加

拿大的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研究學會所資助，研究美國聯邦政府的職業訓

練夥伴法案以績效為本的委外，結果發現足以支撐篩案指控的證據相當有

限，研究者因而認為過去的文獻論述對篩案投以過多關注，而指控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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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相當薄弱（Heckman, Heinrich and Smith 1999 引自 Martin 2005）。第三

個是根據澳洲 National Labour Market Administration 的評估，不認為有充

分的證據足以證明績效為本的支付模型會引導契約委託關係中的行動

者，尤其是私人公司，受到經濟誘因所驅動，並且依支付模式來調整其行

為，而有篩案或是停置的事實（Breadgaard et al. 2005: 12）。 

第三章 研究策略與過程 

為了解少年安置機構的篩案問題，本研究主要的資料蒐集的方法有

二：檔案文件分析法與深度訪談。為掌握地方政府規劃、設置與管理公辦

民營少年安置機構的歷史結構脈絡，本研究充分蒐集並閱讀研判相關的法

規條文及文件檔案，包括實施計畫、招標公告、契約書、轉介單、機構手

冊、相關會議記錄、年度計畫、年度成果報告或報表、評鑑紀錄等文件資

料。在深度訪談方面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依已備妥之訪談大綱依序訪

問，必要時依受訪者提供的資訊循線深入探問，或略微彈性調整問題的順

序及遣詞用字，增加訪談內容的自然性與豐富性，以期獲得更多與研究主

題相關的脈絡訊息。訪談工作分兩階段進行，先由作者之一於 94 年 9 月

至 11 月之間進行主體訪談，每次訪談約一到二小時，全程錄音並謄寫逐

字稿；另一作者則在 95 年 9 月間選擇相關的關鍵知情者以面訪及電話進

行補強、再確認及資訊比對訪談，並多次相互討論22。總計本研究訪談對

象包括受託單位主管 3 人，業務主管科不同層級的主管與承辦人 4 人，家

防中心及社福中心轉介社工與督導共 4 人（受訪者相關資料請參附錄一），

訪談人數以資訊飽和程度為切割點。由於本研究主題特定範圍小，受訪者

                                                 
22 本論文係由彭惠的碩士論文改寫而成，在 95 年 9 月改寫成論文之前，由劉淑

瓊再行就其中未盡明確、尚有疑義之處進行補訪，同時也在訪談中反覆確認 94
年 9-11 月取得的第一輪資訊之即時性。由於兩位作者的研究經驗、工作背景

與社會網絡有所不同，因此兩次的訪談有互補之功，獲得的資訊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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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性甚強，本研究除訪談離職工作人員外，作者在行文中以匿名處理

外，並儘可能在將資訊清楚交代、如實呈現與保護受訪者之間審慎取捨。

深度訪談部分獲受訪者同意後採全程錄音，並整理成逐字稿，研究者反覆

閱讀文本脈絡，參酌前述理論論述，找出有意義的陳述，加以歸類並命名，

逐步抽萃出解釋台灣兒少安置機構委外篩案現象的思維架構。 

為提高研究的效度，本研究採取三角檢定策略：一是調查者三角檢

定：由兩位研究者先後分別訪談並交叉比對；二是資料三角檢定與方法論

三角檢定：不同轉介單位社工之間以及不同業務主管科承辦人（包括不同

層級）之間論點的對照；已離職承辦人與現職人員觀點之間的相互檢證；

訪談資訊與檔案文件等不同來源及不同研究方法蒐集的資料相互對應勾

稽、重複確認，以獲取貼近真實及正確的資料。 

本研究之限制有三：一是作者之一曾在社福中心工作，與部分受託者

有轉介個案的經驗，因此多年前轉介個案不順暢的經驗多少會左右對訪談

與檔案資料的詮釋；又因該作者亦曾在主管科工作，故文內部分資訊與闡

釋脈絡係來自工作情境中的近距離觀察—同事間的討論、同事與受託者電

話交談的片段、危機事件的處理過程或是參與兒少安置機構的聯繫會報

等。簡言之，無論是站在委託一方或轉介者的角度，雖可因此獲得第一手

的資訊，卻也不免失之主觀與先入為主；受託者接受訪談時，可能也因其

身份而在「篩案」及「績效表現」等議題之意見表達上有所保留。兩位作

者在撰寫本文之前即有此認知，因此乃由另一作者再進行若干訪談相互勾

稽確認，以降低詮釋的偏頗性。研究限制之二在於個案數量，由於現階段

臺北市的公設民營少年安置機構僅有 3 家，雖全數納為研究對象，但所歸

納之研究結果顯然無法蓋推至其他地區或同屬性的委託安置機構。缺乏其

他地區個案的納入分析，以及未能對棄約機構進行訪談，使得研究的比較

論證能力顯得不足。限制之三在於未能如前述加拿大研究人員以分析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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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或召開個案研討會的方式，更直接確切地回答公辦民營少年安置機構

是否有篩案行為，其拒絕某些個案是本於組織自利或是專業自主，因而也

無法直接回答是否有篩案事實的問題。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臺北市兒少安置資源網絡與契約委託 

有鑑於民間單位辦理之兒少收容安置機構之角色功能多以慈善救

濟、協助經濟貧困家庭為主，轉型不易，無力提供「難置兒」適切服務；

且私立少年（女）中途之家混收各種安置需求個案，致管理不易、影響輔

導成效，故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乃規劃「以公部門之安置機構為基礎、民間

安置機構為多元提供者」之安置網絡架構，自 85 年 7 月起成立第一個少

年中長期安置機構23，之後隨著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對於安置的規

範及業務主管科取得建物與場地，又於 91 年 1 月起設立少女中長期安置

機構及少年、少女混收的緊急安置機構各一。截至目前為止，臺北市的少

年安置網絡在三家臺北市社會局公設民營安置機構之外，共有四家私立少

年（女）安置機構（詳附錄二），以及以個案委託方式安置於各民間育幼

院與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公設民營少年安置機構所收容的對象大致分為兩

類，一是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安置之個案（通稱為「第一類個

案」），另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及少年事件處理法安置之個案（「第二類

個案」）。這兩類個案依法皆有「緊急安置」及「中長期安置」之處遇，社

會局依「緊急性」及「個案性別」分別設立了一家公設民營緊急安置機構

                                                 
23 參考臺北市社會局撰，「臺北市兒童少年安置機構配置系統規劃報告」（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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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家中長期安置機構，分別專收少年與少女，其中每一家承接單位的受

託時間約五到七年不等。 

二、是否存在篩案事實？ 

本研究所指的「篩案」是指「受託機構未能依照委託契約所範定的轉

介個案標準收案」。依據臺北市三家公設民營少年安置機構契約規定收容

個案的條件有三：一是區域界線：設籍臺北市或行為發生地在臺北市；二

是年齡範圍：12 歲以上至未滿 18 歲者；三是法令規定：即必須是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法2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25及少年事件處理法26規定而

收容安置者。理論上除非床位已滿，否則受託者應依約行事，凡符合入住

資格者均應予收案。 

（一）轉介單提供的訊息： 

根據社會局業務主管科收存之轉介單顯示，自 93 年 1 月至 94 年 10

月底止自受託者處總共收到 88 件轉介單，其中註記並以傳真方式正式告

                                                 
24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3 條：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事之一，宜由相關機構協助、

輔導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

及少年之人之申請或經其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第 36
條：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

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第 41 條：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

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25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15 條：「……查獲及救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

虞之兒童或少年時，……，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該兒童或少年移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設置之緊急收容中心。」第 18 條：「法院……裁定將兒童或少

年安置於主管機關委託之兒童福利機構、少年福利機構、……」。 
26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 條：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認為情節輕微，

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下列處分：一、轉介兒童或

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輔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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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社會局無法收容的共有 11 件（表一），平均每轉介 8 名個案，即有 1 名

個案為受託者無法收容。由於缺乏對照數據，我們很難判斷這樣的狀況算

不算嚴重，但從本研究的訪談中得知，實際上被拒絕的個案數較此一數字

更高。因為在實務運作流程上，法院除外的各轉介單位社工通常會在填寫

轉介單之前，先行以電話詢問公設民營安置機構並簡要描述該個案的基本

資訊，此時若機構社工已口頭表達收案困難，轉介社工多會轉而另覓其他

收容機構，這一筆被拒絕的資訊就不會反映在轉介表的統計上。換言之，

轉介表上的數字低於實際被拒收數，尚不能呈現全貌。通常業務主管科假

設受託者送來之轉介單中之「拒絕收容個案」，是經過轉介社工與機構社

工協商過有共識者，因此除非轉介社工以電話直接向業務主管科承辦人反

映要求出面協調，否則基本上不主動介入。 

表一 93 年 1 月至 94 年 10 月之三家公設民營少年安置機構接案情形 

  Ａ家園 Ｂ家園 Ｃ家園 
轉介表張數 14 16 13 
同意收容個案數 14 10 13 

2004 年 
1-12 月 

拒絕收容個案數 0 6（1＊
／5＊＊

） 0 
轉介表張數 25 13 7 
同意收容個案數 25 8 7 

2005 年 
1-10 月 

拒絕收容個案數 0 5（0＊
／5＊＊

） 0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業務主管科提供資料整理。 
＊
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規定轉介，而未獲安置之個案數。 

＊＊
社工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評估須轉介安置，但機構未予同意收容之個案數。 

由以上的資訊可觀察到篩案狀況較多發生在「中長期安置」機構，似

乎機構屬性及其處遇流程設計，與是否有機會「拒絕個案」之間存在一定

的關聯性。A 家園被設定為一緊急收容安置機構，依契約規定27需 24 小時

                                                 
27 「乙方應依甲方核備之工作計畫書提供服務對象二十四小時收容安置、輔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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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轉介並提供收容服務，且在服務流程中沒有所謂「開案前評估」這一

項，也未被授予「是否收容」之評估權與決定權28，因此可做到依契約落

實「零拒絕」的要求。訪談中主管業務科承辦人與轉介社工均相當一致地

表達實務運作上未曾發生過拒絕收案的事例。但訪談中不論家暴中心或是

社福中心的轉介社工均反映中長期的安置機構有疑似篩案的狀況發生，

「有選擇權就一定會篩」（R2）。而且，由轉介單的統計上可清楚地看到第

二類的轉介被拒絕的人數遠高於第一類，亦即業務主管科本身的轉介幾乎

極少被拒，且對比相當懸殊。至於 C 家園雖也是中長期安置機構，但轉介

單的記錄並無拒絕收容的登載，從訪談中了解相較於 B 家園的強勢態度、

溝通技術較好、對業務主管科較有說服力（「比較能抓住說什麼理由六科

比較可以接受」（M5）），但 C 機構財務狀況相對豐裕，「不會因為需要這

筆補助款，而那麼用力拼」（M4），組織的核心能力也不在此，「以前沒有

做過創傷較深的少女這一塊的經驗」（M4），因此一般而言轉介社工感覺

「討論的空間比較大」（M5）。 

（二）訪談的發現： 

１、複雜的四角關係、平權式的商議模式 

本研究觀察到少年安置機構的委外是一個比前述「第三方契約」更為

複雜的四角關係，其中涉及業務主管科承辦人（通稱管理者）、轉介單位

社工（通稱使用者）、受託者與個案等四方行動者。社會局各直接服務單

位社工轉介個案給安置機構，並擔任後續的主責工作，可說與機構互動最

為頻繁密切，但他們本身未必完全清楚契約的內容與要求，也不具契約管

                                                                                                           
保護服務，團體服務、法律諮詢、必要之醫療檢查、轉介治療及心理諮商服務

等服務。」（A 家園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書第二條）。 
28 「委託期間不得……，亦不得拒絕甲方轉介個案或自行收容非甲方委託安置之

個案。」（A 家園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書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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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督與評鑑的權責29，儘管最清楚機構的真實運作狀況與服務品質，

卻缺乏實質的意見回饋管道。而業務主管科雖有契約管理權責，但如前所

述轉案被拒的機率較小，能掌握的篩案現象多為二手資訊，轉介社工有反

映才能得知。這種情況在局內各單位間缺乏橫向連繫與信任，既有的制度

化協調管道功能不彰30，以及業務主管科與受託者間資源交換關係所型塑

的「命運共同體」現實下，使得篩選輕案、乃至少年安置適當性的問題更

陷於各說各話的局面，也更難被有效處理。 

從契約委託的原理來看，除非契約內有特別的負面表列規定，同意受

託者不收或裁量的空間，否則應依約行事以一律收容為原則。依臺北市政

府社會局兒童及少年個案安置流程所規定之分工，「案主是否需要安置？」

及「何處是適合安置案主的處所？」的評估權責在轉介單位的社工員手

上；而受託者的角色則是依契約規定收容被安置個案，並依其個別需求協

助儘早適應機構生活及做好輔導個案的準備。換言之，原先的制度設計是

將評估權留在公部門，民間受託單位是依公部門的評估提供服務，但本研

究觀察到受託的民間機構社工與委託的政府部門社工間在上述的四角關

係架構下，於轉介過程中基本上呈現平權式的商議模式。也就是，機構握

有一定的專業與組織自主性，對於公部門的評估、轉案，及對服務內容與

方式的期待未必照單全收。訪談中轉介社工反映受託單位經常自我抽離受

託者的角色，以案主的代言人自居；再者，儘管本身是機構式照護型態的

經營者，但他們也未必認同這是最佳的照護模式，經常建議家庭式的照護

                                                 
29 業務主管科曾安排轉介社工參與年度評鑑，但未顧及未來合作關係，「轉介社

工不會提出批評性的意見，而是給予『善良的建議』，一切以『和氣』為原則。」，

可說是「有口難言」（彭惠，2006: 110）。 
30 社會局內有「直接服務協調會報」處理跨科室直接服務的各種問題，但受訪者

表示會中各單位社工經常相爭不下，「主席多裁示帶回研議，最終不了了之」

（T2）、「以會養會」（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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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更能滿足案主需要。轉介單位的受訪者認為這樣的態度究竟是立基案

主需求提出的專業建議，或是不願收案的推託之詞，頗值玩味。 

對此，業務主管科傾向支持受託的民間機構，一方面建立在過去良好

的合作經驗，以及對受託單位專業的信任；另方面則是願意承接少年安置

機構的民間社福團體相當有限，這些受託者都是「社會局拜託來的」

（M4），以「夥伴關係」相對待的友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收案的動作，因為我們沒有在現場，第一時間的判斷就交給機構，

轉介社工有來申訴我們再介入。」（M4） 

「他們對自己的專業非常有信心，主任訓練了七年才出來獨當一

面，所以他們認為有足夠的判斷力，可以堅持要收哪些個案。」（M4） 

在契約委託架構下由民間的受託者來決定個案的服務享領權，不應只

停留在篩案層次，而應拉高到「公共服務權責的界線」來討論，然不可否

認這是一個重要卻經常為公部門便宜行事的議題。傳統以來由公務員所執

行的任務在民營化之後意識或無意識地移交到民間身份的受託者手中，例

如：決定誰有資格獲得方案給付或服務、福利享領者未遵守方案要求時的

懲處、對兒童虐待與疏忽進行調查，以決定提供兒保服務等均是（GAO 

1997）。這些行動在實務上常被定位成「裁量權」，是建立在由服務接受者

所提供的私密資訊以及個案工作者的判斷之上，實際上受託者所有的決定

和行動都可以實質地影響個案可以得到的服務的內容與數量，擁有等同於

政府公權力的調查權威與違規懲處權。民間在承接公部門委託生產服務的

同時，也一併掌握某種程度的公權力，這樣做是否恰當，有沒有服務接受

者的權益因此而受到不當的剝奪，是行政法原則下的責信所關注的議題

（Tang 1997；Braye and Preston-Shoot 1999；Hanse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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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資訊與專業優勢─以「安置前會談」為篩案機制 

前文 van Slyke（2002, 2003）指出握有資訊與專業的優勢，是受託者

篩案的重要憑據。Herbillon（2004: 7）研究荷蘭的就業服務也發現，受託

者為找工作的人設計一份特別的表格，表面理由是要藉此找出長期失業

者，但實際上卻可能透過資訊的蒐集挑選案主或將服務對象類別化。本研

究發現原本在個案工作中蒐集個案本身或相關問題的資料，以做為了解個

案並進一步提供適切服務的會談程序，被轉介單位社工認為是受託單位用

來篩案的重要機制。 

「經會談後，案主表達將會不適應機構生活，不願進住機構，故未

予收容。」（轉介表） 

會談除了上述的專業目的外，特別是對「非自願性」個案而言，它的

任務還包括消除個案負面及威脅的感受，協助個案瞭解問題及試判每個問

題解決方法的優缺點，進而建立信任關係（劉曉春譯 1999: 81-82）。由此

來看，一個中長期兒少安置機構在收案之初安排進行會談確有其必要性與

正當性。機構透過會談為案主介紹機構環境及作息、瞭解其安置意願、蒐

集相關資訊以評估機構之服務是否符合案主需求之外，讓個案感受到被接

納、對未來的生活環境感到溫馨、對機構的照顧人員感到信任等，都應是

中長期機構在開案前會談的重點及目的。然而，從Ｂ家園與Ｃ家園制訂的

工作手冊來看，機構卻明白表示會談是開案（同意收容）的前置作業，亦

即機構有權在會談後再決定是否收案。這明顯與前述安置流程及契約條文

之規定有所出入，然而這份手冊又已依規定經社會局核備在案，顯然是在

相當的理解前提下允許受託單位可在正式規定之外保有彈性的專業裁量

空間。不論業務主管科與受託者之間的「默契」為何，在轉介社工看來此

一裁量標準相當模糊，同時在流程設計上也缺乏一個讓契約管理者再審視

的機會，對購買服務的一方而言是相當不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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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契約所寫的服務對象指的是範圍，是說這些是我們可以服務

的對象，但並不是這個範圍內的個案都要要求機構一定收，機構也

是需要評估，不然開案以前的評估是要幹嘛用的。」（M3） 

受訪的承辦人與轉介社工均指出機構社工在開案前會談中採行的策

略相當程度會牽動個案進住的意願，亦即機構社工如何介紹安置生活的相

關資訊與服務內容是很關鍵的一環，多少會反映出要不要收這個個案的

「底牌」。歸納其模式有三：一是以一套標準化的說法對每個轉介會談的

個案說明；二是針對個案特別有興趣的、特別需要被個別提醒的部分加強

說明；三是針對個案可能會產生心理排拒的部分特別多加強調。機構社工

採用第三種模式的用意在避免進住後因為不瞭解而違反規定或適應不

良，但實際效果是少年可能因此打退堂鼓，轉介社工也知難而退。轉介單

位社工反映在陪同會談時發現，如果個案具較難照顧之特質或問題，機構

社工未必會明白拒絕，但在會談時給個案的訊息非但不能增強個案對安置

環境的信賴感，反而刻意挫減個案被安置的意願。轉介社工為避免個案因

心生排拒、未做好適應準備而造成進住機構後嚴重不適應，通常會決定放

棄向機構爭取收容個案。除此之外，機構社工透過會談掌握更豐富而具體

的個案資料，若判斷個案較難照顧，通常也會以此為依據向承辦人表達無

法收容之決定。 

「會談當然對機構來說是很必要，但是應該只是讓機構更認識孩

子，而不是會談後要再評估一段時間，之後甚至就說不收。」（R3） 

「機構在跟孩子會談時，如果孩子的特質是很不想被約束的，那就

提一些機構的規範等等，孩子就會表達不想安置於此處的想

法……。轉介社工員有的會想那就不勉強孩子吧！免得之後他不適

應也跑了。」（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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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員會覺得機構就是在會談後覺得一些原因所以不收，可是也

不明講啦！就只是說可能照孩子的狀況，機構照顧的限制是什麼，

感覺好像就是在暗示不適合安置進來。」（M2） 

轉介社工基本上認定公辦民營機構等同於公立機構，理應比其他民間

安置機構更能協助政府處理較具挑戰性的少年個案，因此期待受託者能收

容每個經過他們評估轉介的個案，在「收留」的前提下進行入住前的會談，

蒐集足夠的資訊，對個案有更具象深刻的了解，據以量身定做服務、準備

因應新進個案可能會帶來的問題。轉介社工更期許受託者做為一個饒富聲

望的民間專業機構，可以勇於接受挑戰，在照顧過程中找出適合個案之處

遇方向及策略，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組織。 

「其實它一個公設民營的機構，算起來他也是局裡的單位，它是不

是應該更配合一下我們的處理個案時安置的需要……」（R3） 

「可不可以是以『要收』的前提來會談？……機構要先瞭解孩子這

是一定的，但是不管你覺得合不合適，你可不可以先收了再說，讓

彼此都有一個機會嘛！也許相處一段時間你會找到如何處理孩子的

方式，……。」（R3） 

３、陷入兩難：該不該隱惡揚善？ 

轉介過程中機構社工希望轉介社工員清楚告知已掌握之個案相關資訊，

特別是與安置相關的事宜，例如：健康狀況（是否有特殊疾病）、行為狀況（過

去的偏差行為）、心理狀態（情緒穩定情形、與同儕關係）、安置原因及與家

人關係等，以做好個案進住機構後生活照顧之準備。但轉介社工在洞悉機對

方蒐集完整資訊並據以篩案的風險之後，不免要面臨兩難：要以專業人員間

為個案提供最佳處遇為出發點，充分提供資訊並坦誠交換意見？或是策略性

地姑隱若干可能導致被拒收的細節，以達到個案被收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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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服中心）社工員也有說，不知道要不要把孩子的問題講得很

多、很具體，講了如果不收怎麼辦？不如就先當作不知道，跟機構

不要說得那麼清楚，反正進去以後再彼此適應，……」（M2） 

儘管雙方社工都接受過相似背景的養成教育，理應有相近的專業見

解，但訪談中覺察到個人所代表的組織立場不免會凌駕專業判斷產生干擾

效應。轉介單位社工不論是基於專業判斷或是本身方便性都希望能順利地

將少年安置在局裡認可的公設民營機構，但也從互動經驗中學習到若是如

實全盤告知對方待安置個案的資訊，極可能被拒收，那麼案主就會面臨無

處可去的困境。然而，若為達到個案被收容的目的卻刻意隱匿資訊，未充

分告知機構個案的特殊狀況，這將使安置機構面臨資訊失真的風險，不

僅影響照顧關係的建立及案主權益，也會因此種下兩個組織間不信任的

惡因。 

４、另一種篩案─入住機構之後： 

學理上及相關文獻探討篩案多指在決定是否收案時所做的選擇行

為，但實務上轉介社工認為少年安置機構也可選擇權宜性地讓個案先行入

住，再以「個案沒有意願」為由達到篩選輕案的目的。換言之，篩案行為

可以發生在收案階段，也可以發生在照顧階段。社會工作的處遇型態逐漸

從「以專業為中心」，朝向「以案主為中心」，兒童及少年福利法31也在這

樣的精神下明文指陳兒童及少年的法定權益和主觀意見態度的表達應受

到重視。安置機構的基本態度是如果少年個案在安置收養前的會談評估中

或是入住之後表現出極度的抗拒或排斥態度，尊重個案意願是必要的（「我

                                                 
31 第十四條第一款：「法院認可兒童及少年收養事件，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

利益。……當滿七歲之兒童及少年被收養時，兒童及少年之意願應受尊重。兒

童及少年不同意時，非確信認可被收養，乃符合其最佳利益，法院應不予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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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選孩子，孩子也在選我們」（A）），以強制性的手段進行輔導工作可能

適得其反，因此實務上「『孩子沒有意願』是『退貨』的常用理由」（R4）。 

機構社工指出安置來源的個案特質多屬於過去經歷著被疏忽、受虐的

少年，早已自有一套生存方式，這些個案中不乏過去是過著結構鬆散、受

縛性低的生活，進住後發現在團體共居模式中無法享有完全的自由度與隱

私權，被要求遵守一定的生活公約，直覺的反應就是「排斥與拒絕」。實

務上常見的情緒反應有二種：第一、面對陌生的環境、無法完全接受機構

式的生活型態，不免恐懼和擔憂無法適應制式的生活作息與規定；第二、

安置期間少年個案不僅疏離原有的人際與同儕網絡，又要與不熟識的成員

共處共居，重新建立關係的不確定性帶來焦慮感，也常成為案主不願接受

安置的原因。 

歸因到「生活型態的落差造成少年不適應」的這種說法固然有其合理

性，然而轉介社工卻指出「機構堅持單一的一種照顧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篩

案」（R2）。彭淑華的實證研究（2006）指出少年安置機構普遍以「保護」

為名，使用諸如：隔離及要求搜身、限制通自由、禁假、寢室檢查、喇叭

鎖反鎖等權控式生活管制措施。本研究訪談中轉介社工也反映出類似的現

象：機構秉持其管理理念，要求少年初入機構要接受裸身搜查，這不僅對

因遭受性侵害而被安置的少年來說形同二次傷害，對一般青春期的孩子而

言也是極不自在的事。此外，機構規定剛進家園的少年需獨居反鎖三週，

第一個月「為協助個案適應機構」，要求不得使用手機及週末假日不得外

出；經常性查房以避免私藏違禁品，包括在少年換衣服時無預警衝進房

間，「孩子受不了」（R1）、「孩子住得不開心、不喜歡，自然就不願意

住了，我們的專業判斷是這個孩子很需要被保護、被照顧，但就是留不

住」（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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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業務主管科否認有裸身搜查的情事，也表示建議機構改以要求

少年上下跳動取代搜身的身體觸碰；他們也同情並理解機構管理上的難

處，認為機構要兼顧少年人權、公共安全，與新進個案的適應與照顧相當

不易，同時對於轉介單位所主張的管教理念與方式（如：允許少年抽煙）

也不盡認同，建議轉介社工如不滿意可反映照顧上不當之情事，但主責社

工身為該少年的個案管理員應經常去探視安撫，這或許可改善少年留住的

意願。 

「少年帶刀要自殺、藏打火機燒棉被，我很不安啊！」（M4） 

「不從外面反扣，孩子剛來情緒不穩，反鎖在裡面自殺，怎麼辦？」（M3） 

轉介社工認為業務主管機關完全清楚受託者的管理作為，「只是太堅

守『行政角色』與『官僚系統流程』」，中級主管接到反映後去機構實地訪

查，表示未發現有搜身情事就算是已有交代。對於到外縣市探望安置少年

一事，轉介社工無奈地表達「都快被案子壓垮了，能去看也是有限」（R2）。

至於轉介社工向主管科告發，原本可以透過公部門內部的互通聲息杜絕可

能的不當管教情事，但轉介社工不表樂觀（「要我們打報告，最後裁罰處

分都是針對照顧者來，對機構的處分也是『挑軟柿子』寬嚴不一。」（R2））。

除了少年的意願，機構方面也會主動提出「逐客令」—如「會影響其他的

孩子」、「不遵守團體規定」等理由要求主責社工轉安置。 

「主任講了很多照顧這個孩子的困難……等等，我覺得他似乎是要

我給他一個『好！你可以不要收』的回應，可是，我就是不能講出

口。不然個案要放到哪裡去呢？」（M2） 

以上不同行動者表達的論點再次凸顯了社會局內部科室與直接服務

單位長期以來「專業對話不對盤」（M4）、相互指責的次文化，以及在契

約委託上角色錯置的現象（「到底誰是自己人？」（M5））；也反映出在這



 
劉淑瓊、彭惠 專業自主？組織自利？ 
 －論少年安置機構契約委託的篩案問題 
 
 

92 

樣關係一個成長中個體的生命與生活的方案上，局內各單位對此類機構的

政策、資源投入、照顧理念及照顧品質應有更多建設性的關注與討論，跨

單位之間的信任與協力合作機制（collaboration）之建立也刻不容緩。受

託單位是否有社會性或經濟性篩案，以臺北市的案例看來，似乎已轉變成

組織內各單位之間的相互指控，而非整體公部門做為採購者與契約管理者

對受託者的檢視與要求，不僅更惡化了委外四角關係的複雜性，相信也因

此更無法促成各機構協力合作共同為少年的最佳利益規劃並提供服務。 

三、受託者表達「無法收容」的理由 

受託者除了明確而直接地拒絕精神疾病個案的入住外，本研究歸納最

常為受託者所使用的拒收理由有三：「個案之較佳處遇」、「極大化輔導效

益」及「照顧人力不足」等。研究訪談顯示業務主管科承辦人與轉介社工

對這些看似合理的說詞顯然有所保留，他們認為受託者放下專業立場，從

經營者角度出發考量成本效益的自利盤算（「包裝成不是篩案」（R2）、「不

會講那麼白」（M1）、「他們的態度是『我沒有拒絕你，但你的期待我們的

人力做不到，如果你覺得不好，你自己去找更適當的機構』」（R2）），恐怕

才是無法收容的真正原因所在。 

（一）更佳處遇：專業觀點因機構立場而不同？ 

「維護案主最佳利益」是社會工作重要的工作倫理準則，一方面滿足

案主最適需求，另方面降低不當的專業介入或處遇，可說是一種不易被反

駁的說法。前文曾提及一項有關美國緬因州物質濫用服務的委外之研究歸

結，機構間的個案轉介未必是一種篩案行為，而是因應案主的需求類型而

有的專業分工。基於資料取得的困難與遵守保密原則，本研究無法以檢視

個案記錄或個案研討會記錄的方式，分析不同機構處遇個案的專業考量，

但從本研究的訪談中發現「最佳利益」與「最佳處遇」的認定往往因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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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而有所不同，亦即轉介社工與機構社工對同一個案「最佳利益」的專

業判斷出現相當的落差，且彼此之間互不認同。事例之一是機構社工質疑

轉介社工資訊蒐集的周全度與專業評估的適切度，雙方對個案處遇的認知

有所出入。 

「像有的個案，我覺得孩子根本不需要離開他現有熟悉的環境阿！

其實他還有親友，聽社工員講也不至於沒有意願照顧，那為什麼還

要安置？……如果只是親友照顧能力不夠好，這樣也要安置嗎？以

少年來說，有的已經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了……」（B） 

「他們的社工說孩子會翹家、翹機構，不願意接受規範、無法約束，會

影響到別的孩子，應該轉換一個更適合的環境。……拜託，這已經是公

辦民營的機構（理應是相對較專業的），孩子還能去哪裡呢？」（R2） 

事例之二是機構社工提出「受虐者被迫離家，公平嗎？」的質疑。政

府部門基於法定責任要對受虐個案採取積極性介入與保護措施，將個案帶

離受虐情境是常被採用的處遇，但機構社工認為此舉缺乏公平正義的考

量，主張應彰顯司法公權力強力要求施暴者離開，而不是安置受虐者。此

時，受託機構似乎從政府方案的承接人變身為受虐者權益的倡導者，挑戰

公部門社工的服務價值觀與服務策略。轉介社工則認為這是在目前現實環

境下，專業社群公認「不滿意但只好接受」的處遇選擇，機構還提出此一

質疑顯然只是拒收的一種藉口。 

「為什麼家暴要安置的是受害者？為什麼要離開的是受害者？……

這樣如何讓孩子覺得這是一個保護的措施，我們真的很難合理地跟孩

子說清楚，……你知道要孩子離開他原有的環境，又要適應新的地

方，又是機構式的環境，真的對孩子不見得是最好的安排，……」（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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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之三是機構社工不認同轉介社工的安置決定，認為所轉介個案應

直接送矯治機構。受託單位檢視某些少年問題的複雜度與事件史後，認為

保護安置的庇護型態無法有效滿足案主需求，因而主張應轉往更趨向矯治

型態的機構式服務。此一判斷除了反映出機構本身的資源與服務限制，凸

顯出其他專業機制（如司法、警政、矯治）提供服務的重要性之外，機構

社工認為是保護其他已收容個案的生活權利所必要。 

「有些個案從他的過去安置史，或是曾有的種種犯罪紀錄看來，我

們大概可以判斷他具有『品行疾患32』的情形，這種狀況通常不是我

們社福機構能夠處理的。」（B） 

個案之轉案過程，負有契約管理責任的業務主管科承辦人對於機構與

轉介社工雙方的溝通與協調，基本上抱持「尊重」的態度。受訪的承辦人

認為轉介單位社工未必了解受託者經營機構之全貌，因此經常被機構方面

提出的評估意見所說服（「可能社福中心或家暴中心也接受了主任的說法」

（M3）），不再堅持要機構接受個案。他們以過去的經驗指出如果在機構

做出是否收容的決策之前，主管科仍有介入協調的空間，通常個案會有成

功安置的機會（「如果社福中心或家暴中心真的很堅持（要安置進去）的

話，我想，就還是請機構依照契約的規定要收啊！」（M2））。另一方面業

務主管科對於轉介社工的實務經驗與專業判斷、流動率、敬業態度也多有

                                                 
32 品行疾患(conduct disorder)是一種好發於兒童及青少年時期的行為問題，其基

本特質是侵害他人基本權益或違反與其年齡相稱的主要社會標準或規範的一

種重複而持續的行為模式。它的行為模式主要有四大群：1.攻擊性行為造成或

威脅他人或動物的身體傷害。2.非攻擊性行為造成財產損失或破壞。3.詐欺或

偷竊。4.嚴重違反規範。依據初發年齡，可將品行疾患分成兒童初發型及青春

期初發型兩個亞型，兩種亞型在性別比例、臨床表現、病程發展及預後都有本

質上的差異。（臨床醫學 2000, 46: 343-7）請參【臨床醫學月刊社】網站

http://www.vghtpe.gov.tw/~clinmed/abstract/abst8911p3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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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詞，認為機構以「最佳處遇」表達不願意收容反映某種程度對主責社工

的不信任以及對未來合作缺乏信心。 

「他們就是擺出一副『我把孩子丟進去就是你的問題，我是個管，

你要聽我的』的態度。」（M4） 

「緊急萬分把孩子丟給我，妳鬆口氣，我開始焦慮，一放就是一兩

年，有問題要找找不到主責社工，不是休假，就是受訓、外勤，再

不然就是個案已經外包出去，或是社工離職換人，人家怎麼敢收

啊！」（M4） 

「機構社工很無奈，會說『啊！這樣就要讓孩子返家喔！』，他們其

實對轉介社工的判斷是不服氣的，但你是個管，我又能怎樣呢？總

不能每個案子都要求開個（案）研（討會）吧！」（M4） 

然而，這樣的說法似與轉介單位社工的感受有出入。他們認為受託單

位並未在接案（或轉介社工電話諮詢）時依前述安置流程的權責分工在收

容的前提下準備機構內部之開案評估，而是與轉介社工就「安置在本機構

以外」的其他處遇措施來討論，這樣的立場讓轉介社工員意識到「轉介無

效」（R4）、「機構沒誠意收個案」（R3）或「硬ㄠ進去也不會得到好的照

顧」（R1），因而選擇知難而退另覓他途，不再與業務主管科聯繫，也不堅

持轉介個案，而不是如業務主管科所說的「認同機構的『專業判斷』」。 

轉介社工對於業務主管科未能有效居間協調、要求受託者依約收案，

並正視整體安置資源不足的事實，反而提供外縣市收容安置機構名單要轉

介社工自行聯繫的做法不以為然，他們一方面無法接受首善之區還要把少

年安置到外縣市；另方面也清楚知道將少年安置到外縣市，空間距離實質

阻隔社工的後續服務，等於宣佈放棄個案，何能奢談「更佳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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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在法律上是少年的監護人，主管科應該要像『家長幫孩子

找褓姆』的態度來挑機構、處理安置。父母強有力，褓姆不會亂來，

孩子才不會求救無門。」（R2） 

「不應該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孩子有地方去就好，不管適不適

當或是品質好不好。」（R2） 

（二）輔導效益：誰是值得幫助的？ 

轉介社工依據其專業判斷及相關法規規定做成「安置處遇」之需求評

估；相對地，受託機構則是以「問題的嚴重性及資源的分配使用」要求重

新考量安置之必要性。機構社工由可改變性、年齡等因素認定某些個案缺

乏安置的效益而婉拒收容，雙方的認知落差讓轉介社工備感困擾。受託單

位認為安置照顧乃高成本的福利工作，平均每個個案使用 0.38 至 0.5 名照

顧人力，再加上配套的輔導人員、相關方案活動及硬體設施設備的投入

等，相較於其他有安置需求但尚未獲社福單位介入協助者，進入機構接受

安置的個案所獲得的資源相對可觀，因此基於「資源使用效益」的考量，

機構方面希望每一位得到安置機會的個案都能夠真正達到處遇之目標。 

１、個案成長改變幅度影響機構接案意願 

機構社工在對所謂「極端特殊個案」的入住進行評估之後，判斷其問

題和行為已非機構的照護輔導機制能夠有效介入時，會本於資源的有限性

和珍貴性而加以婉拒，並對政府部門的轉案提出直接的質疑或抗拒。易言

之，個案是否能有正向的成長改變幅度與潛力是機構據以決定是否接案的

重要參據之一。 

「我會和轉介的社工員討論，有些個案的問題真的是來家園住了以

後就可以改善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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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孩子不好的社會化已十分嚴重，我們的輔導沒有強制力，……

安置期間可以盡量避免他再出事，但是他（孩子）離開機構後呢？

他的價值觀根本沒改變……」（B） 

「他們的想法是，我只有 16 到 20 床，一住進去就是一兩年，原轉

介社工把孩子丟在這裡，人就不見了，我為什麼要收？我可以等下

一個，原生家庭有重建，回得了家的才收。你原生家庭都沒有去訪

過，孩子就帶進來『試試看』，我為什麼要隨隨便便就收？」（M4） 

２、年齡將屆，法定安置期限過短 

某些個案為機構社工拒收與時間因素有關。行為的改變需要長時間的

投入，以他們的實務經驗來看，部分轉介個案的安置期限過短（如：再過

半年即屆成年），機構的生活輔導成效不易顯現。若再加上安置個案缺乏

改變動機，為了儘早離開機構，常以虛應的態度消極配合，不僅影響機構

的安置輔導效果，也排擠其他孩子進入機構的機會。 

「我們的輔導期間七、八個月，他（孩子）能改善多少？」（Ｂ家園） 

「XX 家園很常跟我談『輔導效益』這回事，輔導期間太短的會覺得

只跟個案建立關係就走了，……社會化太嚴重的，他覺得孩子進來

也只是配合裁定的期間，裁定期間內就乖一點、配合一點，時間到

了就可以走了……」（M2） 

在福利資源有限的現實下討論「輔導效益」看似合理，卻也帶有經濟

效益考量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思維的雙重意涵，不免引發篩案的質疑。業務

主管科承辦人認為少年個案輔導工作潛藏各種發展可能，所謂的工作成效

不容易、也不適宜以粗略的「可否改變」、「改變程度」加以評斷。因此不

贊成機構在開案評估之初即依經驗法則與自由心證論斷個案改變之可能

性，並據以做出「是否收容」的決定，以免剝奪那些因為被判定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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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拒絕收容的未成年個案之權益。承辦人的基本態度是「能做多少就算多

少」，況且轉介社工在評估是否應該安置時，自有其基於法定職責與專業

的評估考量，受託單位以輔導沒有效益為由不予安置確有不妥。 

（三）理性算計：個案數、空間與人力配置的最有利組合 

委託契約內詳載依機構空間面積、樓層規劃及設備需求而訂出的收容

床位數，照說應是契約管理中最明確可依約要求者，然實務上卻未必如

此。契約規定臺北市社會局對中長期安置機構應提供的與安置人數有關的

資源有專業服務費33與委託安置費34兩項。這樣的委託條件設計隱含著雙

重財務誘因：一是定額支付人頭費，受託者收容較多個案可以產生營運的

規模經濟效應，而且如同前文 van Slyke（2002）所舉定額支付的例子，收

容問題較簡易單純的個案、處遇成本較低，對受託者較有利；二是以個案

量決定補助的社工人數，除基本配備 4 名社工外，每 4 個個案增加一名社

工的級距設計，代表機構收容 5 個個案與 8 個個案，社會局提供個專業服

務費是一樣的，但顯然每名照顧人力的工作負荷量卻是不一樣。受託者體

認到滿床數未必是最有利的機構經營條件，純就機構經營的成本效率來

看，「最高專業服務費下的最少個案數」可說是受託者估算出來的最適收

容規模。 

人事費是多數社服機構的主要成本，但探討公辦民營安置機構的成本

結構除人力比之外，還需要加入「建築物格局」的變項。機構房舍由社會

局提供，其樓層面積大小與樓層數，以及空間設計等都直接牽動機構照顧

人力的配置—單層面積小、樓層數多、有死角，照顧人力勢必得隨之增加。

因此在人力比的臨界點上要再增加新進個案入住，受託者考量住宿機構採

                                                 
33 依契約規定「安置個案數為 4 人以下時，提供 4 名人力之費用，之後依實際收

容人數每增加 1 至 4 人時，再提供一名人力之費用……」。 
34 依契約規定「個案每人每月以補助 14,377 元計，不足月則採按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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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制，前後加總因之增加的人力需求達 2 至 3 倍以上，對受託的經營者

而言是一大負擔。然而，每增加一位入住者，社會局僅多付一個人頭的委

託安置費，專業及照顧人力費用卻未必同步增加（除非收容數正好要跨過

加人的門檻），從受託者角度的理性算計來看，此種支付設計不僅財務誘

因不足，更使收容個案的風險增高，其意願自然下降。 

「如果再開一層，我真的沒有人力可以排到 3 樓，但是如果只開兩

層，我覺得孩子真的住得很擠，根本沒有品質可言。」（Ｂ） 

「如果新增的個案會需要到開第二層的空間時，我覺得他們會考慮比

較多，因為只開一層的時候照顧人力可以比較集中，但是如果開到第

二層，只要孩子在的時候，你就得要排兩倍人力的班去輪。」（M3） 

業務主管科的承辦人也注意到，當機構收容的個案數還不多時，受託

者為增加委託安置費及專業服務費（增加輪值人力）收入，開案的評估相

對較為寬鬆有案就收；俟個案數漸增時，在綜合考量使用空間、個案密度

及照顧人力成本等諸多因素後，機構傾向選在個案將滿 4 個的臨界點前拒

收轉介個案，此時委託者通常會以其他個案狀況為說詞，而不明白說出拒

收是基於人事成本的考量。 

「人數增加到某個程度時，是不是能增加經費（委託安置費）收入就不

是機構主要的考量了，倒是在人數較少時，因為涉及輪三班的問題，需

要多一點的人力，那麼能有多少經費運用，就較為重要了。」（M2） 

「其實並沒有真的說開啦！但是我記得有幾次個案轉不成，恰好就是

（個案）快滿 4 個的時候，……他說不收時，也不會說補助人力的問

題啦！就只是一直說個案怎樣怎樣……反正就是跟他討論個案的情

形，再不然就是拿契約規定來說，不會直接說人力補助的事。」（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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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管科承辦人認為機構的空間格局和社會局的人力補助計算方

式，是早在前來投標時受託者即已充分理解的委託條件，願意承接即表示

認同委託者所提供的資源足以支持依約行事，等承接之後再以各種個案因

素為由拒收個案，以維持機構營運的最大經濟效益確有不當。不過主管卻

認為目前的級距式支付制度是相對可行的設計，有助於人事與組織的穩

定，依個案量核實補助照顧人力基本上不可行；至於機構在滿床的關鍵時

刻傾向拒收的現象，主管則不同意解釋為「經濟性篩案」，認為只是受託

者短時間讓工作人員調整案量略事休息的權宜舉措。 

「就業市場不可能隨時 stand-by，做三個月，少年走了，工作也沒

了。」（M4） 

「公辦民營機構要『盈』虧自付，我常說那個盈是『蠅』頭小利，

最多只是讓工作員喘口氣，這是人性啦！再說，這週不收，下週也

要收啊！連著兩個不收，我們主管科就會去查的。」（M4）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自主？自利？自保？ 

Lipsky and Smith（1989）指出政府有責任讓最需要的人最優先得到服

務，且應謹守「生存重於發展」的原則，但在社會服務民營化的政策下，

受託的民間機構在經營壓力與財務考量下，是否提供符合接受服務資格者

等同的服務近用性，甚至讓問題最嚴重者優先得到有限的服務機會，受到

許多挑戰與質疑。然而少年問題的複雜性、專業判斷的多元性與組織立場

的歧異性使得「篩選個案」像是一個各說各話、答案成謎的「羅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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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訪談代表不同組織立場的行動者，搭配檔案文件分析，本文在實證的

基礎上提出以下幾個主要觀察及值得深思的議題： 

（一）「無法收容」等同於「篩選輕案」？ 

同樣是決定不提供服務給特定的個案，就中文語意來說，「篩選輕案」

與「無法收容」兩種用語代表著不同的意涵，這是社會服務相較於其他公

共服務需要特別加以界分之處。前者帶有某種價值判斷，在社工專業中可

說是一項嚴重的指控，意味著以濟助弱勢者為使命的社會服務機構為經濟

和效率等組織私利，採取趨同於營利型組織的服務策略，犧牲案主近用性

的權益；後者則似乎透露著機構限於資源不足與實際困難而不得不然的無

奈感。事實上，「無法收容」有時反而可解釋成機構專業與負責任的一種

表達，當委託者缺乏處理某些困難個案應配備的專業知識與能力，或者當

社會局所提供的委託條件低於妥適照顧所需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受託者又

缺乏額外經費來源可資補足下勉強收案，其結果可能更具破壞性—不僅不

能提供個案適切的服務，也極可能衝擊民間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狀況與服務

口碑。臺灣某些專業能力不足、住居環境極不理想的民間傳統型收容安置

機構經常來者不拒，成為縣市政府社工最後的轉介安置處所，使得最需要

密集協助的個案反而得到最差的服務，實不可取（彭淑華 2007）。 

（二）專業自主與組織自保─非關經社的篩案 

本文綜合三方的說詞研判公辦民營少年安置機構是存在「挑選個案」

的現象，確實未依雙方所簽訂的書面契約內的服務對象在未滿額的情況下

全數收容。社會局與受託者間訂定一個「全包」性的形式契約，社會局本

身訂定的標準作業流程也將安置的評估權交給公部門的轉介社工，但是由

機構訂定報社會局核備的工作手冊卻又同意特定類屬的個案可以不收，在

實務運作上也默許受託者擁有一定的裁量空間，這些用以規範受託者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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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正式文件之間存在明顯的不一致，是業務主管科做為契約管理者難以自

圓其說之處。 

儘管表相上受託者是有選擇個案的事實，但社會服務畢竟不同於公共

就業服務，謀利空間較為有限，且以目前的承接者觀之，若非組織有一定

的規模或財力35，就是對於本身在少年服務領域內的專業水平具有一定的

信心36，本文認為受託者拒絕安置個案的理由未必如van Slyke（2002, 2003）

所指稱與財務誘因直接相關，也缺乏明顯的社會性篩案證據，而是受託者

依實務經驗與專業判斷，在委託者提供的人力配備、設施資源與承諾不足

下的所展現的專業自主與組織自保因應行為37。但是其中以「輔導效益」

為由的挑案，則有商榷的餘地。如果因為轉介社工未善盡職責在轉案之前

進行家訪，並努力推動個案返家計畫，受託者就剝奪少年接受專業服務的

權利，公私部門之間的「專業不對盤」最後演變成懲罰案主，在邏輯上與

倫理上都極不妥適。再者，在臺北市目前已無公辦公營少年安置機構的情

況下，公辦民營機構可說是照顧困難個案的最後一道防線，基於政府服務

「最需要者最優先被服務」的準則，業務主管科與公辦民營機構要考量的

應是確定每位個案都得到適足的服務，至於所謂的「輔導效益」不僅不易

也不宜臆斷，受託者過度強調也容易被解釋成挑選案主的目的是為滿足專

業工作者個人的成就感，或是有利於組織展現績效，藉以獲得更多的社會

                                                 
35 「他們有很多賣點可以得到社會捐贈，不靠社會局，我不是金主。」（M4）；「接

這個公辦民營機構對他們來說是可有可無啦！」（M4）。「XX 基金會很有榮譽

感，要求社工全力配合，就算虧本也要做。」（M4） 
36 「補助資源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又可以完成使命，又可以不用去募款，社會

局是他們的『全金主』，不過，他們經營這塊很久了，對自己的專業非常有信

心，訓練出來的人力很精銳。」（M4） 
37 機構對於精神病個案與具攻擊性個案最為困擾，擔心個案本身與其他安置少年

的安全，自覺人力與能力均無法勝任照顧責任；其他如在團體中易遭人欺負或

性別認同等特質的孩子也經常在拒絕收容之列（彭惠 2006: 65-83）。「工作條

件太差，照顧人力流動非常快。」（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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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與提高社會聲望，動機上已十分接近「經濟性篩案」，這是社會局在

契約管理上應多加審酌之處。 

（三）柏林圍牆─暴露公部門內部的協力合作問題 

公部門各單位之間的本位主義與橫向聯繫欠佳已是公認的台灣行政

文化的重要特徵，前文有關「篩案」問題的討論中處處可看到組織內部的

矛盾與衝突，這使得原本契約管理能量不足的社會局在契約委託關係中的

處境更顯弱勢，少年個案的權益更得不到保障。如前所述少年安置機構場

域的行動者結構是一個比第三方契約更複雜的四角關係，致使彼此間互動

的交易成本大為提高，再加上公部門內的契約管理者與服務使用者（即轉

介者）長期缺乏協力合作應具備的角色與責任的清晰度、有效對話機制、

強有力的領導者、彼此間的相互信任與溝通的順暢度，更強化了受託者抱

持機會主義的可能性。 

政府想在契約委託中做一個明智的購買者（smart buyer），應是主管業

務科與轉介單位並肩合作，轉介社工以個案管理者的角色持續將與受託者

合作的經驗與建議回饋給契約管理者；而業務主管科也將第一線社工的需

求反映在服務的規劃與供應上，確實向受託者要求責信。但目前的態勢似

乎演變成業務主管科與受託者站在同一陣線，齊力抗衡「專業不足、努力

不夠、要求太多、流動太快」的轉介單位。隨著社會局專業服務委外的範

圍與數量的不斷成長，不僅業務主管科將少年安置服務委外，連直接服務

單位（社服中心）也將少年的返家服務再委外，形成「你委外、我委外，

大家在『外圍見面』。」（M4），責信關係變得曲折、間接而繁複，不僅難

以確保社會局的委外做到「物有所值」（value-for-money），也更加凸顯「以

個案為中心的多機構協力合作」實為公部門當前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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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我圍城─供應者不足的惡性循環 

「供應者不足，缺乏競爭與選擇」可說是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委託

的夢魘（Sclar 2000 引自 Romzek and Johnston 2005: 437；Schwartz 2005），

也是常被做為公部門無法成為明智的購買者、無法進行有效的契約管理，

甚至是引導非營利組織篩案之理由（van Slyke 2003: 12）。然而從此一少年

安置服務委外的案例看來，這事實上是一個由社會局不合理的委外條件所

構築出來的自我圍城，最後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民間供應者在組織使命的

導引下，接受政府不理想的委託條件，成為早期進場者。業務主管科基於

法定職責必須維持基本的服務供應質量，因此在扮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

契約管理者的同時，也清楚自身「紙老虎」的現實—要確保受託者願意持

續接受委託維持一定的市場供應量，也願意自行籌款以補政府委託費用之

不足，因此契約規定僅供參考，未必要真正照章行事。再者，委託者與委

託者一旦攜手合作可說是「命運共同體」，受託者若因勉強接案而發生意

外事件，委託者必然得連坐受責難，因此在照顧困難個案所需的條件未到

位的情況下，受託者自保性的篩案，委託者雖明知違反契約的技術性定

義，但誠如 Breadgaard et al. 所說成為「買賣雙方都想要極力隱藏的不可

欲行為」（2005: 12），委託者傾向認可受託者的決策，或甚至變成「相互

掩過角色大過捍衛個案的角色」（彭淑華 2007）。 

委託者對受託者的大力支持與多方迴護，使得少年安置服務在圈外行

動者看來「難度高、狀況多、風險大、補助少」而缺乏投入意願的領域，

對現有的經營者來說卻仍有可為之空間，因此他們沒有施壓要求委託者在

委託條件上加碼的急迫性，委託者也就順勢維持低的支付條件水準。缺乏

財務誘因使得其他的潛在受託者更無興趣進場，結果是場域中的行動者永

遠不足，委託者因而更依賴受託者，更加信任並支持受託者的收案決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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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理念和機構管理模式，也就更缺乏動力解決目前少年安置所產生的篩

案問題。 

（五）行禮如儀─缺乏實質意義的績效測量 

近年西方福利先進國家的委外相關文獻多集中在績效型委外的探討

上，但顯然台灣的實務進程距此還有一段距離。然而這幾年台灣在管理主

義責信的風潮下，績效評鑑與績效測量的主張方興未艾，但是委託者是否

能藉此確定被委託者依約行事，並藉以達到獎優汰劣，提高服務質量的目

的卻令人關注。晚近有關績效評鑑引導受託者篩案行為的論述與研究，多

集中在就業服務領域，然本研究發現實務運作上少年安置服務受限於前述

購買者對供應者的市場依賴，使得所謂的績效評估可說形式意義大於實質

意義。一項針對社會局訂定的評估指標之內容分析顯示，整份評鑑表格中

與績效表現最為相關的「服務成效管理」考核項目下只有「實際收容兒童

或少年人數達預定機構設置目標」、「個案進住之穩定度」與「個案輔導記

錄與服務統計」等 3 個指標，僅佔全部 44 項指標的一成不到（彭惠 2006: 

153-55），顯示現行的續約評鑑制度是一項對過程、活動的評估多於產出

與成效的績效測量。不過若再進一步觀察，這 3 項多少與個案服務量及個

案難易度有關，加上這類機構多處於供不應求（尤其是少年男的安置機構）

狀況，受託者很可以拒絕高難度個案，「等下一個個案」，因此也就留給機

構相當的篩案空間，這是一個缺乏前述追蹤管控機制，只以個案量為評量

指標的契約管理可能產生的問題。 

二、建議 

在社會服務領域中，「篩案」對非營利組織而言是一項嚴重的指控，

儘管截至目前尚無確鑿的證據足以論斷受託者確實為組織自利而剝奪個

案接受服務的權利，但本文也要寄語對社會有所承諾、以專業自詡、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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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代言自居，獲得一定社會資源、聲望，以及政府信賴的非營利組織，

本身應更具有深刻的反省能力，檢視是否存在有違專業承諾、忽視案主權

益的情事，並以更高的標準自我要求與自我節律，以落實專業責信（Braye 

and Preston-Shoot 1999: 251）。非營利組織自認較公部門及其他營利組織更

專業、更遵守專業倫理、尊重案主的權益，但在承接政府的契約委託時，

應更精準掌握提供適足服務之成本與條件，以實據服人、為弱勢個案據理

力爭，強力要求委託者正視經費不足、配備不全下困難個案被犧牲的現

實，並在實務操作上更虛心而誠實地檢視服務流程與既有保障服務對象權

益的規章和實際作為，有無專業人員濫用裁量權與權威、剝奪案主及家屬

參與、因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與經驗不足造成案主權益受損之情事。在地

方政府方面，要解決少年安置機構的篩案問題，則必須從政策面明確決定

「家外安置」與「家庭維繫」取向之比重，在服務輸送面則需誠實地面對

現有公私機構安置資源的數量與品質，如此在行政層面才能落實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的監督管理功能，也才能確實保障少年成長與發展的福祉和權

益。由於本文的主旨在政府的契約設計與契約管理，因此以下乃針對公部

門提出數項建議。 

（一）個案分類分級 

在一片對篩案的撻伐聲中，Savas（2000: 312）卻獨排眾議主張篩案

儘管對委託的公部門未必有好處，但對社會大眾、案主、受託者都有其正

面效應，他認為篩案事實上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亦即，委託者要承認處遇不同的個案需投注不同的成本之

事實，在計算委託費用時應依個案問題的嚴重與複雜程度之實際需要支付

受託者。有鑑於不理想的機構功能規劃與不當的委託條件設計是機構拒絕

特定個案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不應自滿於已設有安置機構，而應考量因

不同原因進入機構的少年之不同需求，積極籌設新機構將第一類與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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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開，如此不但符合少年的福祉，對承接的經營者來說也更能降低管

理焦慮與管理成本並累積專精化的專業知能。再者，公部門也要務實地面

對較困難個案照顧成本相對較高的事實需要，採取「雙階支付系統」

（two-tier system of payment）（Boyle 2002；Bruttel 2005；Breadgaard et al. 

2005: 7），提供更多的資源—支付較高的委託安置費用、補助較多照顧人

力，或提供較佳設施設備給服務較困難個案的供應者，除實質回應其照顧

的實際需要外，也是創造一種經營誘因，讓「難置兒」不致因制度設計不

當而成所謂的「社服人球」，不僅嚴重違反公共服務的公平正義原則，也

將因此使問題慢性化、長期化與惡性化，反而提高解決問題的成本。第三，

在雙階支付系統尚未成熟研發之前採例行管理原則，同意受託者彈性以

「專案簽報」的方式，向業務主管科依安置困難個案的實際照顧需要提出

資源補強申請。第四，建議以負面表列方式，詳細列出極端例外狀況，同

意受託單位不收的個案類型或特質（如：攻擊性、嚴重精神障礙等）（van 

Berkel and van der Aa 2004: 12），而不是像現在表面上看似「全包」的契約，

但實質運作上卻是讓轉介社工處處碰壁，而委託者也不確知有哪些個案被

剝奪接受服務的機會。 

（二）合理計算服務成本、務實補助照顧人力 

委託者無法掌握服務成本、將購買民間專業服務變成民間共襄盛舉，

要求民間受託者自行籌措資源以補政府委託經費之不足，以致於沒有立場

要求受託者依約行事，可說是臺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委託多年來最為

各方詬病之弊端之一。有效能的契約管理需要先擴大公共管理能量—包括

人力的配備與能力的裝備，而委託者具備嚴謹的市場分析技術、合理精確

的服務成本計算與委外財務分析是其中非常關鍵的能力建構之一（Lavery 

1999；van Slyke 2003；Gilbert 2006:  4）。在少年安置服務方面，照顧人

力的質與量牽動照顧品質，未考量輪班與個案狀況的需求，以表面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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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來計算應有的照顧人力，使得第一線工作者工作條件差、負荷大、壓

力沉重，造成高流動率，這些因素在在影響機構收容困難個案的意願與能

力。Johnston & Romzek（2005: 437）提出「風險轉嫁」（”risk shift”）的概

念，指出政府透過委外提供公共服務時，將成本轉嫁給民間，也將不確定

性移轉給受託者。我們要質疑的是，在委外關係中如果民間受託者沒有意

願或沒有能力承擔這些風險時，那麼誰將會是委託與受託雙方競相規避與

移轉風險下的犧牲者呢？答案似乎非常清楚—最弱勢的個案。因此，本文

建議地方政府應務實、誠實地面對機構經營的困境，邀集對服務與財務專

精者共同計算合理的委託服務費與人力配置。有合理的委託費用才可能活

化供應者市場，公部門才有可能從民間部門獨佔的態勢中「突圍」，也才

能擔負起稱職的契約管理責任。 

（三）保留公辦公營機構以資因應 

站在弱勢少年人權的立場，每個個案都應該有適當的成長環境。在目

前的安置現實下，地方政府社政主管與主管業務科承辦人恐怕都很難面對

「被公辦民營安置機構拒絕的孩子最後去哪裡？是符合最佳利益的處遇

嗎？」的專業良知問題。儘管公辦民營與公辦公營機構未必是品質的保

證，但地理上的接近讓主責社工有提供更多服務（包括執行返家計畫）的

可能性，而且向公部門機構要求責信的機會與效果相對較大（Tang 1997）。

近年國際上在民營化的潮流下有一個反向操作的作為—強調保留一部分

的機構與方案以公辦公營方式執行以確保責信，不僅可藉此營造公私部門

間的良性競爭；累積服務供應與機構經營經驗；有助於計算精確的成本；

切中核心地對受託者進行監督與評鑑；更是地方政府可以某種程度排拒受

託者政治壓力、免於陷入「別無選擇、勉強委外」，或坐視個案無處可去

的窘境的一種自保策略（Hansen 2003: 2494；蕭文高、黃源協 2004: 113）。

因此建議地方政府在還未能做到前述個案分類分級的要求下，應考慮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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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公營機構概括承接所有公辦民營與一般民間安置機構無法收容處遇

的個案，公部門承擔責任投入更多的資源以更精銳的人力來提供更進階的

服務。 

（四）建立中央轉介系統 

為避免受託者篩選個案，隨機派案、輪流派案，或設計一個派案矩陣

都是相關文獻中建議的對策（Cove 2000；Brodkin et al. 2002）。瑞典有所

謂的「守門制度」（“gate-keeping system”），由公部門的個案工作員依老人

的需要來決定所提供照顧服務的數量與類型，再請民間的供應者提供服

務，後者無權選擇服務對象，以確保所有的合格個案都可以獲得應有的照

顧（Szebehely 2000 引自 Kissam 2004: 11-12）。香港的身心障礙者服務有

一個由官方社會福利署建構的「中央轉介系統」（CRSRehab）38，用來管

理各類身障者日間及住宿服務的輪候名單，以確保在轉介程序及服務入住

準則上有一致的標準。由此看來，公部門在委外制度中重新掌控一部分的

權威，收回派案權或是定期抽樣追蹤個案的流向、了解其所獲得的服務之

內容、品質與數量，都是可能的因應方式（Yate 1998: 6；Mead 2001）。在

契約委託的設計符合前述個案分類分級與合理委託條件的前提下，為避免

受託者以其專業與資訊的優勢進行篩案，地方政府可考慮簡化目前的四角

關係統一由了解契約內容的業務主管科來轉介個案，亦即各轉介單位決定

安置少年時，填寫轉介單交由業務主管科承辦人來派案。此一改變有助於

契約管理者了解受託者收案的狀況，並掌握臺北市目前少年安置的供需，

同時也藉由使用者與管理者間的密集互動，獲得有關受託者服務品質之

回饋。 

                                                 
38 請參香港社會福利署網頁，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 

rehab/sub_admissiont/id_central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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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有意義的績效評量制度 

委外方案執行績效的檢視與測量，其精神不僅在證明（prove）受託

者的能力表現；更重要的是委託與受託雙方能找出服務輸送的問題所在，

進而對症下藥加以改善（improve），確實解決問題，才是責信最終極的精

神所在。契約委託的續約評鑑對委託與受託雙方言均耗用相當的時間、金

錢與心力資源，因此揚棄「行禮如儀」式的評鑑作為（劉淑瓊 2001），發

展有意義的評估指標與方式乃十分必要。對委託者而言有意義的評鑑是足

以確認公部門以人民的稅收已採購到所要買的服務─最需要者優先得到適

足的服務；對民間受託的民間組織而言，有意義的評鑑則是有助於提升本

身的專業服務能力與品質，落實法律責信，也達成組織的願景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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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北市民間少年安置網絡一覽表 

辦理性質 安置性質 收容對象 

機構名稱 
公設
民營

私立/民
間辦理 緊急

中長
期 

男女

混收

僅收

少年

僅收 
少女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附設臺
北市私立基督教佳音
學舍 

 ◎  ◎   ◎ 

財團法人善牧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附設臺
北市私立德蓮之家 

 ◎  ◎   ◎ 

財團法人善牧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附設臺
北市私立德莉之家
（已於 95 年 8 月 15
日關閉） 

 ◎  ◎   ◎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
團契附設臺北市私立
北投中途之家 

 ◎  ◎  ◎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
利事業基金會附設臺
北市私立基督教春菊
學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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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受訪者基本資料 

對象 資歷 代碼 
Ａ家園之主管（兼任） Ａ 
Ｂ家園之主管（專任） Ｂ 

公設民營少
年安置機構
代表 

Ｃ家園之主管（專任） Ｃ 
擔任該委辦業務之業務科主管，間接扮演契約管理者
6 年，於民國 92 年擔任其他職務 M1 

曾任業務主管科承辦人 2 年，於民國 94 年 9 月離職 M2 
擔任業務主管科承辦人 6 年迄今 M3 
擔任業務主管科主管 1 年，自籌設公辦民營少年安置
機構迄今 M4 

政府部門之
契約管理者 

曾擔任業務主管科承辦人 1 年，目前為轉介單位社工 M5 
轉介單位社工員，從事直接服務 8 年 R1 
轉介單位社工員，從事直接服務 6 年 R2 
轉介單位之督導，從事直接服務 12 年 R3 

轉介單位之
社工 

轉介單位之督導，從事直接服務 12 年 R4 

 



 
 
臺大社工學刊 第十四期 

 
 

113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丘昌泰（2000）公共管理：理論與實務手冊。台北：元照。 

孫本初（2001）公部門課責問題之探究。人事月刊 33（3）: 10-21。 

彭淑華、張英陣（2000）台北市青少年服務整合之問題與因應—以政府部

門為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6: 101-142。 

彭淑華（2006）保護為名，權控為實？─少年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觀點分

析。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15。 

彭淑華（2007）『寧缺毋濫』？『寧濫毋缺』—兒童少年保護工作人員機

構安置決策困境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0（2）。 

彭惠（2006）社會福利機構契約委託之契約管理研究─以台北市少年安置

機構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淑瓊（1997）依賴與對抗：論福利服務契約委託下政府與民間受託單位

間的關係。社區發展 80: 113-129。 

劉淑瓊（2001）社會服務『民營化』再探：迷思與現實，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刊 5（2）: 7-56。 

劉淑瓊（2005）績效、品質與消費者權益保障：論社會服務契約委託的責

信課題，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9（2）: 32-93。 

劉曉春譯（1999）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台北：紅葉出版社（張宏哲等合譯）。 

蕭文高、黃源協（2004）成人機構照顧民營化：英國、瑞典和香港經驗之

比較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8（2）: 83-124。 



 
劉淑瓊、彭惠 專業自主？組織自利？ 
 －論少年安置機構契約委託的篩案問題 
 
 

114 

外文部分 

Boyle, R. (2002) Maintaining Voluntary Sector Autonomy While Promoting 

Public Accountability: Managing government funding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Royal Irish Academy Third Sector Research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No. 3.  

Braye, S. and M. Preston-Shoot (1999) Accountability, Administrative Law & 

Social Work Practice: Redressing or reinforcing the power imbalance?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 Family Law 21(3): 235-56. 

Breadgaard, T. et al. (2005) Contracting-out of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 in 

Demark. Refere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Transitions and Risk – New 

Directions in Social Policy Conference,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Brodkin, E. Z. (2002) Contracting Welfare Reform: Uncertainties of 

capacity-building within disjointed Federalism. Working Paper of The 

Project on the Public Economy of Work. (http://www.jcpr.org/wpfiles/ 

brodkin_fuqua_thoren.pdf) 

Bruttel, O.(2005) Contracting-out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the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 Sozialforschung 

(WZB).  

Considine, M. (2003) Governance and Competition: The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in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1): 63-77. 

Cove, P.(2000) Making Welfare-to-Work Fly. Civic Bulletin 24, 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 http://www. Manhattan-institute.org/ 



 
 
臺大社工學刊 第十四期 

 
 

115 

html/cb_24.htm） 

Cribb, J.(2005) Accounting for Something: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funders.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ew Zealand 26:43-51. 

Fischer, R. L.(2003)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Implementing Outcome 

Measurement in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dependent Sector 2003 Spring Research Forum, The Role of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in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Bethesda, MD, 

March 6-7. （http://www.religionandsocialpolicy.org/docs/events/2003_ 

spring_research_conference/fischer.pdf） 

Freeman, J.(2000) The Contracting Stat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Review 28: 

155-214. 

GAO (1997) Social Service Privatization: Expansion poses challenges in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for program results.  

 Oct. ( http://www.gao.gov/archive/1998/he98006.pdf ) 

Gates S. and J. Hill （1995）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Innovation in the Us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olicy Studies Review 

14(1/2): 137-48. 

Gilbert, N.(2005) The ‘Enabling State’? From Public to Privat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Protection: Pathways and Pitfalls,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Committee, OECD. (http://www.oecd.org/dataoecd/61/38/ 

34607114.pdf) 

Gilbert, N.(2006) Administering Purchase of Servic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gencies: Issues in contract desig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European Regional Meeting, Vilniu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劉淑瓊、彭惠 專業自主？組織自利？ 
 －論少年安置機構契約委託的篩案問題 
 
 

116 

Association.（http://www.issa.int/pdf/vilnius06/2gilbert.pdf） 

Gilman, M. E. (2002)”Charitable Choice” and the Accountability Challenge: 

Reconciling the need for regulation with the First Amendment religion 

clauses. Vanderbilt Law Review55(3): 799-888. 

Hansen, J. J. (2003) Limits of Competition: Accountability in government 

contracting. The Yale Law Journal 112(8): 2465-507. 

Herbillon, J. (2004)”Profiling” of Job Seekers in the Netherlands. Travail et 

Emploi 99: 7-25. 

Higgins, P., P. James and I. Roper (2005)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in Best 

Value: How far does it differ from CCT?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31(2): 

219-35. 

Hill, C. and L. Lynn(2003) Producing Human Services: Why do agencies 

collaborat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5: 63-81. 

Johnston, J. M. and B. S. Romzek (1999) Contracting and Accountability in 

State Medicaid Reform: Rhetoric, theories, and re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9(5): 383-99. 

Johnston, J. M. and B. S. Romzek (2005) State Social Services Contracting: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Effective Contract Accountabi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 436-49. 

Karin Martinson, K. and P. A. Holcomb(2002) Reforming Welfar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hallenges.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60, The 

Urban Institute. (http://www.urbaninstitute.org/UploadedPDF/310535_ 

OP60.pdf) 

Kissam, S.(2004)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n the Social Welfare State. The 

Michigan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1: 1-18. 



 
 
臺大社工學刊 第十四期 

 
 

117 

Klijn, E.-H. and G. Teisman(2000) Govern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alysing and Managing the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S. Osborne. London: 

Routledge. 

Klingner, D. et al.(2001)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2: 117-144. 

Lacireno-Paquet, N. et al.(2002) Creaming versus Cropping: Charter school 

enrollment practices in response to market incentive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4(2): 145-58. 

Lavery, K. (1999) Smart Contracting for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Processes and experience.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Lehmann, B. A. (2002) Social Work Practitioners' Comparative Evaluations of 

Obese and Lean Clients.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62(12): 

4333-4544. 

Lipsky, M. and S. R. Smith( 1989)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and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4(4): 625-648. 

Martin, L. L. (2002) Performance-Based Contracting for Human Services: 

Lessons for public proc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Procurement 2(1): 

55-71. 

Martin, L. L. (2005) Performance-Based Contracting for Human Services: 

Does it work? Administration in Social Work 29(1): 63-77. 

Mead, L. M. (2001) Welfare Reform in Wisconsin: The local rol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33(5): 523-54. 

Romzek, B. S. and J. M. Johnston (2005) State Social Services Contracting: 



 
劉淑瓊、彭惠 專業自主？組織自利？ 
 －論少年安置機構契約委託的篩案問題 
 
 

118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Effective Contract Accountabi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4): 436-449. 

Smyth, J. D. (1998) Competition as a Means of Procuring Public Services: 

Lessons for the UK from the US Experie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Medicine, 12(4/5): 215-243. 

Sol, E. and Y. Hoogtanders (2005) The Road to Privatization: The Amsterdam 

Case. in Contractualism in Employment Services: A New form of welfare 

state governance. Edited by Els Sol and Mies Westerveld.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Struyven, L. and G. Steurs (2005) Design and Redesign of a Quasi-market for 

the Reintegration of  Jobseeker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5: 211-229. 

Schwartz, R. (2005) The Contracting Quandary: Managing Local 

Authority-VNPO Relations.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31(1): 69-83. 

Tang, A. (1997) The Changing Role of Government in Community services: 

Issues of access and equity to administrative review.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6(2): 95-105. 

van Berkel, R. and P. van der Aa (2004) From Welfare State to ‘Welfare City’? 

A Dutch case stud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SPAnet Conference, Oxford  

Stream ‘Rescaling Welfare and the Local Dimension of Social Policies’. 

 (http://www.apsoc.ox.ac.uk/Espanet/espanetconference/papers/ppr.8.RVB

.pdf). 

van Slyke, D. M. (2002) The Public Management Challenges of Contracting 

with Nonprofits for Soci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5(4): 489-517. 



 
 
臺大社工學刊 第十四期 

 
 

119 

van Slyke, D. M. (2003) The Mythology of Privatization in Contracting for 

Social Servi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3): 296-316. 

Walker, P. (2002) Understanding Accountability: Theoretical model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6(1): 62-75. 

Yate, J. (1998) Managing the Contracting Process for Results in Welfare 

Reform. Welfare Information Network 12(3). (http://www. 

financeproject.org/Publications/contractissue.htm) . 

Yee, J. Y. (2005) Access and Equity Issues for Ethno-Racial Minority 

Clientele: Racism in a social service agency.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66(3) : 1169-A. 

 



 
劉淑瓊、彭惠 專業自主？組織自利？ 
 －論少年安置機構契約委託的篩案問題 
 
 

120 

Professional Autonomy? Organizational 
Self-interest? -- Creaming Issues in the 

Contracting of Placement Services  
for the Disadvantaged Youth 

 

Joanne S. C. Liu*, Peng Hui** 

Abstract 

Fair and equal accessibility is an issue that attracts most attention in the 

privatization of social services. Often criticized under the contracting regime is 

the contractor’s tendency to avoid those cases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or cost more.  

This paper, using Placement Services for the Disadvantaged Youth(PSDY) as an 

example, explores whether the contracting process favors certain type of clients, 

resulting in those clients with multiple, complex, and chronic problems can only 

receive less quality services or worse even are refused of services, creating the 

so-called “social service passed-over”.  This paper’s conclusion includes 

several points: the contracting process of PSDY is a quadripartite relationship 

that is more complex than the “third party contracts”.  Differences in 

professional decisions and po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departments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leads to insufficient definition of service, 

makes effective contract management difficult, provides minimum protection of 

client accessibility.  Consequently, contractors, by using their information 

collected at the interview sessions as well as their professional expertis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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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to choose cases, i.e. “creaming”.  After allowing clients’ inhabitation, 

contractors are still able to manipulate and create situations for clients to 

withdraw.  With an objective to maximize profits, contractor’s model for 

operation becomes “maximum professional fee with minimum caseload”.  The 

authors’s opinion is that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r performance-based 

contracting may not be the reasons for contractor’s case picking.  Defining 

service requirements without considering specific needs of individual clients 

may be the cause for contractor’s opportunist behavior.  The resources made 

available and attention paid by the Placement Service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have direct bearing on the clout the contract managers have in dealing with 

contractor’s performance. This paper presents four recommendations: 

classifications of service requirements (cases); maintaining an in-house 

production of services within the government; reasonable cost accounting to 

ensure sufficient resources, establishing a central referral system, and designing a 

meaningfu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words：creaming, contracting-out, placement Services for the disadvantaged 

youth, third-party contracts, organizational self-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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