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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家人， 

你們使我茁壯，體現關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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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即使精神疾病普遍被認為無法完全康復，但近年許多研究發

現精神障礙者具有「復元」潛力，代表即使持續患病，個體往後

的個人發展仍值得期待。職業復健服務能協助精神障礙者成為工

作者，加上近年許多研究指出慢性精神障礙者能透過職業復健邁

向復元，故了解其在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為復健諮商之重要議

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以

及了解影響復元的促進與阻礙因子。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選取

十位已參與職業復健6個月以上之精神障礙者，以深度訪談蒐集其

主觀復元經驗，最後以主題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包含五大核

心主題，分別為：（一）「重起獨立」，包含構築生活、為己負

責等方面；（二）「重繫連結」，包含增加社交機會、強化社交

自信、建立正向關係、維護人際關係等內容；（三）「重獲意

義」，包含定義生活重心、擔負角色等面向；（四）「重燃希

望」，包含萌生希望、自我激勵、積極踏路等層面；（五）「重

建自我」，包含鞏固自尊、調整認同、重拾尊嚴等範疇。 

  復元影響因子分別有(一)個人支持，包含自助信念、動力源

頭；(二)家庭支持，包含心理支持、日常生活支持、疾病處理、

鼓勵或協助就業；(三)職業復健系統專業人員支持，包含職能治

療師、就業服務員；(四)職場自然支持，包含督導者、同儕和其

他工作人員；以及(五)社會層面支持，包含就業相關資源可近性

佳、醫療資源可近性佳等項目是復元的促進因子。復元阻礙因子

可分為(一)個人阻礙，包括精神病況起伏、生理疾病與相關症

狀、自我汙名；(二)家庭阻礙，包括家人不認同職業復健、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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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信任；(三)職場阻礙，包括對職業復健人員信任度低、職場

人際壓力；(四)職業復健系統阻礙，包括薪資水準低於市場、庇

護性就業服務人力比要求、工作人員服務疏漏；以及(五)社會阻

礙，主要為汙名化現象等層面。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對增進精神障礙者透過職業復

健邁向復元提出實務、家庭及政策方面的建議，以及未來研究建

議。 

 

 

關鍵字：精神障礙者、復元、職業復健、主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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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n though mental illnesses are generally seen as unable to fully 

recover, many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reach "recovery", which 

means that even if they continue to suffer from illness, the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is still worth looking forward to.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can help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be capable workers. 

In addition, many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help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to recover.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recovery experiences of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i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eld of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covery experiences of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who participated i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s 

affecting recovery. The study adapts intentional sampling strategy. We 

invited ten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who have more than 6 

months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experience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In-

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ir recovery experience. The 

narrative information was analyzed via thematic analysis. 

Our study found that the recovery experience of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i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ncludes five core 

themes:         

(1) "Resume Independence", which includes building life and being 

responsible for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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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connection with others", which includes increasing social 

encounter opportunities, strengthening social confidence, establish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nd maintain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3) "Regaining meaning", which includes defining the center of life and 

assuming roles. 

(4) "Rekindling hope", which includes gaining hope, self-motivation, and 

explore actively. 

(5) "Rebuild self", which includes strengthen self-esteem, adjusting 

identity, and regaining dignity.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recovery: include (1) personal support, 

including self-help beliefs and motivation sources; (2) family support,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daily life support, disease management, 

encouragement or assistance in employment; (3) professional support , 

including support from occupational therapists and employment 

specialists; (4) natural support in the workplace, including supervisors, 

peers and other staff; and (5) social support, including good accessibility 

of employment-related resources and good accessibility of medical 

resources. The negative factors of recovery include (1) personal barriers, 

including mental illness, physical illness and related symptoms, and self-

stigma; (2) family barriers, including family members’ disagreement with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not being trusted by family members; (3) 

workplace barriers, including low trust in staffs of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interpersonal pressure in the workplace; (4) barriers of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system, including wages lower than the market, 

the ratio of manpower requirements for sheltered employ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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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aff service omissions negligence; and (5) society barriers, 

stigmatiz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this study proposes 

practical, family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covery of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through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eople with psychiatric disabilities, Recovery,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ma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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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過程中所體驗之復

元經驗，並進一步分析職業復健中的復元議題。本章共有三節：第一

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

義。分別描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世界衛生組織(2001 將精神疾病列為 21 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嚴重威

脅之一，並將 2001 年訂為精神衛生年，顯示發展因應精神疾患相關

措施應是世界各國需面對及妥善處理的重要議題。2004 年，世界衛生

組織更提出「沒有心理健康就不能稱之為健康」的概念，以全人性的

觀點看待健康，呼籲社會除了生理上的健康之外，也要正視心理社會

方面的健康狀態。Pluta 與 Accordino（2006）發現無論個人病前的教

育程度或經濟條件等，若患上心理疾病將會大幅影響其生活中的各個

面向，在 Prince 等人（2007）的研究中也說明心理疾病在所有因失能

調節生命年歲(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所造成的失能損失中占了

15%，超過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對個人所造成的負擔。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結至 2018 年 12 月份台灣鑑定為慢

性精神障礙總人數為 127,591 人，佔身心障礙者人數 10.8%，位居第

四。而從 2008 年至 2018 年的十年間，慢性精神障礙者人數從

101,846 人（佔當年度身心障礙者 9.7%）增為 127,591 人（佔當年度

身心障礙者 10.8%），顯示慢性精神障礙者不僅人數增加，在身心障礙

人口中的比例亦增加，是值得關心的族群。而精神障礙者常被認為自

患病後便朝向功能慢性退化、預後不佳的結局發展，研究也指出罹患



 

2 
 

精神疾病將對個體的生活功能、人際關係及自我照顧能力有所影響；

除此之外，患者在生活中也容易感受到被歧視、污名化及隔離，導致

回歸社區生活遭遇困難，復元之路也處處受阻(Wood et al., 2017)。及

使如此，國內外研究均發現精神障礙者具有復元的潛力，如

Harding(1987)調查約有 60%-68%的精神障礙者在接受精神復健後，能

達到復元或從疾病中明顯改善的狀態。胡海國（1997）的研究追蹤初

次住院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發現五分之一的患者能康復，回到正常生

活。 

    自 1960 年代，美國去機構化運動為心理衛生服務多元化的契

機，1970 年代，消費者運動使得從精神障礙者出發的復元觀點在精神

復健領域中萌芽(Lakeman, 2010)，1980 年代美國精神障礙者提出「復

元」觀點，認為不應將精神病患視為等同疾病」，倡導應將患者視為

一個「人」，協助其邁向復元(Deegan, 1988)。我國也受美國去機構化

及社區心理衛生運動的思潮影響，開始注重精神障礙者的社區復健

（張瓊文，2002）。民國 96 年修正之精神衛生法（2007）中明確指出

精神復健之必要，內容提及中央主管機關應獎勵精神衛生相關機構、

團體為精神疾病患者辦理社區照顧、支持及復健等服務。其中精神復

健是指為協助精神疾病患者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提供其有關工作能

力、工作態度、心理重建、社交技巧、日常生活處理能力等之復健治

療（衛福部，2007）。誠如許多學者對精神復健的註解，如 Anthony

等人(2002)對精神復健(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的定義為：「增強精神

障礙者的功能，使其在最少專業協助之下，於自己所選擇的環境下過

成功且滿足的生活。」Silverstein（2000）則指出精神復健所關注的重

點為障礙的減輕與提升個體在環境中的適應。宋麗玉（2005）也指出

精神復健為一種目的為讓精神障礙者重新適應世界的服務，其中的

「復健」則應著重於再教育，目的是障礙對個體的影響，使人重新有

效地適應所處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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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80 年代開始，研究便指出精神病患者在患病之後是能有所

進步並朝向復元前進的(Corrigan, 2002; Muneiz & Frese, 2001)，回歸社

區、自我照顧、獨立生活等是最常被關注的面向。許多精神障礙復元

者也開始站出來現身說法，透過訴說自身故事，展現自疾病走向復元

的可能性，他們陳述自己如何因應症狀、邁向佳境，如何獲得重生的

希望與力量並在社會中找到身分(identity) (Deegan, 1988; Leete, 

1989)。於此，精神障礙者透過復健而復元的現象開始受到人們的重

視。雖然直至近年 Tse，Siu 和 Kan（2013）的研究仍顯示精神障礙者

復元的概念在目前多數的亞洲國家中尚處於初始階段，但國內研究則

指出我國目前已廣泛地將復元概念應用精神復健，強調視精神障礙者

為一個具備優勢和生活目標的「人」，突破過去「症狀消除、毋需服

藥」才是復元的傳統觀點（黃耀輝、林幼喻、李世凱、李明峰、林靜

蘭，2018）。在實務上，以復元為導向提供精神復健服務，令服務使

用者更能充滿希望與自信，在功能及生活品質方面也能有所提升，並

降低對於心理衛生服務資源的依賴程度(Colleran, Fannon, Cox, & 

Murray, 2017; Dalum, Pedersen, Cunningham, & Eplov, 2015; Thomas, 

Despeaux, Drapalski, & Bennett, 2017)這樣的概念已獲得大多數相關領

域專業人員所認可。 

  而精神障礙者的就業是長久以來精神復健服務所關注的焦點

(Russinova, Wewiorski, Lyass, Rogers, &Massaro, 2002)，精神障礙者的

職業復健服務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特別是在精神衛生系統內(Drake, 

Bond, Goldman, Hogan & Karakus, 2016)，而職業復健最終目的為建立

精神障礙者的工作角色，以期順利回歸社會。近年國內外研究皆指出

就業與復元的關聯性，包含工作狀況能預測復元（李淑櫻，2016）；

就業的精神障礙者其復元程度較佳(Young et al., 2014; 2017)，由此可

知就業方面的復健服務應是精神障礙者復元歷程中的強力推手。 

  根據勞動部最近的「105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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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勞動力參與率為 20.41%，其中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占身心障礙者

勞動人口的比率僅有 9%，在 16 類障別中排名第 9（勞動部，2016）。

又衛生福利部（2018）統計資料顯示，精神障礙者處於工作年齡層

（16 到 64 歲）的人口約佔 73%，但在就業比率上，從勞動部「103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中顯示只有 14.9%的精神障礙者正在工

作，在 16 種身心障礙類別中排名第 10，顯示精神障礙者在身心障礙

者中仍屬就業困難的一群。 

    而追求有意義、有尊嚴、能融入社會的工作，是現代公民的基本

權利(Kelly, 2000)，精神障礙者的就業是一個應該被正視的問題。對

精神障礙者而言，失業因素可能導致精神障礙者的身心狀況有不利的

影響（李朝雄，2013），而無法參與勞動市場也將強化他們身上的社

會排除(King et al., 2006)。除了對自身，精神障礙者的失業對個人家

庭、社會政府也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包含個人家庭的收入減少，政府

稅收降低和福利支出增加等(Drake, Bond, Thornicroft, Knapp & 

Goldman, 2012)。相對地，就業對精神障礙者有許多益處，如

Krupa(2004)指出工作使精神障礙者練習自我管理，有助於在與疾病共

存的生活中發展正向自我概念、促進參與社會活動並提升自尊；透過

就業，精神障礙者的生活獨立性、社會功能均提高，其生活滿意度及

主觀感受之生活品質也可能提高(Drake, Bond, Thornicroft, Knapp & 

Goldman‚ 2012)；Resnick、 Fontana、Lehman 與 Rosenheck（2005）

更直接指出就業在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精神復健服務範疇中，職業復健的主要目標在於使精神障礙者

能夠穩定的工作，即表示病患之病情穩定、注意力、持續力、人際關

係和社會化行為已達到一定的程度（林知遠，1999b）。國內許多研究

已指出職業復健服務為精神障礙者進入職場與穩定就業的重要因素

（任麗華，2011；沈詩涵、林萬億，2012；范珈維、張彧與潘璦琬，

2007；陳萩芬、林麗瑞與李易駿，2013）。德國學者 Reker, Hor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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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nauer 和 Eikelmann（2000）的研究追蹤參加 3 種不同職業復健方

案的 471 位精神障礙者三年，74%的研究參與者達到他們主觀的復健

目標，顯示職業復健能有力地促進慢性精神病患的復元。 

    從世界的精神復健趨勢、精神障礙復元觀點、職業復健對精神障

礙者的重要性來看，透過職業復健步入就業是許多慢性精神障礙者在

復元路上所經的重要一哩。本研究將以精神障礙者為主體，探究其參

與職業復健的經驗，釐清此復健服務的內涵，並進一步探討其對精神

障礙者的實質意義為何，藉以激盪此服務體系中所有參與者進行反

思，並提供相關專業人員發展有利於成就服務使用者復元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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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張笠（1998）提出如欲探究「復元」，應比照現今對「健康」的

概念，廣泛地包含各種觀點，建立多面向的探討，如醫學觀點、人道

觀點、政治經濟觀點或生態學觀點等各自發展一套關於健康的論述。

加上精神疾病是多重形構（意指人們對精神疾病的認識與理解是從不

同面向、觀點所建構而形成，這些面向同時存在於精神疾病整體中，

並互相影響。）疾病的本質是依照某種論述的立場而異，假設須置於

不同脈絡下來理解，而這些觀點是同時並存的整體，如同 Foucault 認

為心理病理不是某一論述或領域可以獨專的世界。然而，不可否認精

神醫學現代知識的龐大，使得患者的生活經驗世界被單一領域的論述

所消解，連帶的文化社會意識也淪為精神醫學的殖民地，而完整論述

群統整上述諸種論述，至少可歸納有精神醫學、主體經驗的生活世界

及社會文化的論述等三向度（引自余德慧，1998）。 

    要理解精神障礙者的復元，需精神醫學、主體經驗的生活世界及

社會文化等面向之論述以較完整地觀得其貌，而精神疾病論述涉及疾

病與康復的建構意識，如患病個體如何使用某種知識的位置建構疾病

與復元，以及疾病與復元被置於何種視框中被說出（余德慧，

1998）；精神疾病有關的論述須根植在精神疾病患者所置身於「病

者」的位置所經驗的一切，因為病是病者可以經驗的主體，也是可感

覺的經驗世界（陳新綠，1994）；復元歷程呈現了身體（生理）、自我

（意義）與社會（關係）的交織與連結（余德慧，1998）；而透過復

元歷程的呈現，除了生理疾病觀點外，精神障礙者能在自己所生活的

世界中開闢嶄新價值的健康狀態，也為生物醫學模式所定義的「復

原」另闢蹊徑，創造屬於自己的疾病復元視域（龔卓軍，2001）。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從參與職業健相關服務之精神障礙者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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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關注其自我、疾病、復健與就業的關係，並以主題分析法進行

資料分析，理解及探究其參與職業復健經驗脈絡中的復元內涵及建構

背後的意義，並對目前職業復健服務體系提出相關建議。 

  根據上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一、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過程中的復元經驗。 

二、探討在職業復健中的慢性精神障礙者所定義之復元及促進復元的

方法。 

三、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影響其復元的因素。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所關注的問題如下： 

一、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過中的復元經驗為何？ 

二、探討對在職業復健中的慢性精神障礙者而言，何謂復元？以及促

進復元的方法為何？ 

三、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影響其復元的因素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精神障礙者 

    精神障礙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規定之新制鑑定中，列

為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礙」，且患有符合經精

神科專科醫師診斷符合《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十版》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Revision, ICD-10)，以及 2013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發行的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所界定之精神疾病；或依舊

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障礙類別為慢性精神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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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指之精神障礙者將以較常見的思覺失調症光譜以及其它

精神病性疾患（schizophrenia spectrum and other psychotic disorders）、

雙相情緒以及相關疾患（bipolar and related disorders）、憂鬱性疾患

（depressive disorders）、焦慮性疾患（anxiety disorders）為收案對

象。 

  

貳、職業復健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大辭書》，職業復健為提供身心障礙

者矯治與復健性服務措施，使其能充分發揮職業潛能（林幸台，

2000）；職業復健是為具備學習、生產性活動之能力和願望的身心障

礙者提供的一系列服務，這些服務包括教育、職業培訓、獲得和保持

工作所需的技能訓練等(Fischler & Booth, 1999)。職業復健的目的是

「工作」(work)，但意義不僅止於賺取生活所需，亦含括一切有目的

和意義的活動（林知遠，2002）。 

  本研究所指之職業復健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勝任工作角色、具有復

健意涵的措施。在醫療端包含復健工作訓練；社區復健端包含工作復

健方案；勞政端包含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服務等。 

 

叁、復元(Recovery) 

    Anthony、Cohen、Farkas 和 Gagne（2002）對於復元(Recovery)

的定義為個體在態度、價值、感受、目標、技巧、角色的內在改變過

程，不論疾病是否存在，復元者能在日常中超越疾病，過著滿足、有

希望、又有貢獻的生活。本國學者宋麗玉（2013）將 recovery 譯為

「復元」，強調「元氣」的概念，點出個體在復元過程中萌生希望、

再現生命力的狀態，進而產生行動力並帶來正向結果，非僅回復原來

的功能或生活。本研究將以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出發，提取其中的復元

元素，構築參與職業復健精神障礙者的復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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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分為四個部分呈現相關文獻作為研究及討論

之依據，第一節闡述精神復健及復元理念，以完整觸及研究主題；第

二節討論精神障礙者的就業議題；第三節則探討職業復健之發展與定

位；第四節探究精神障礙者職業復健與復元的相關性。 

 

 

第一節 精神復健與復元理念 

 

    本節將以介紹復健本質為起點，說明在精神衛生領域中精神復健

的目標與內容，並探究當今精神復健服務注重的「復元」理念，包含

此概念的萌芽、意義、要素、個體經驗歷程、影響復元歷程的因子、

對個體的影響層面與特性等。 

 

壹、精神障礙者的復健 

    傳統精神醫療對於精神障礙者的治療或介入目標主要放在症狀的

消除或維持，以及避免再發病(Bonney & Stickley, 2008)，而復健是指

個案的精神疾病急性期趨於穩定後，使病患回復喪失或受損的功能的

措施（林知遠，1996）。復健是以失能為基礎，假設精神疾病為不可

治癒的疾病，但可以透過復健過程，協助個案恢復到患病前的生活功

能(Petretto, Bhat, Mura & Carta, 2012)，對精神障礙者而言，復健是使

其重新適應世界的一套服務模式，復健著重於再教育，目的是排除障

礙對個體的影響，使其重新有效地適應環境（宋麗玉，2005），如

Singer 與 Kapfer（1996）指出復健的主要目標就是幫助精神障礙者回

歸所生活的社區，並盡可能達到自主的狀態。精神衛生領域的復健使

命是幫助慢性精神障礙者增加其功能，使他們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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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和滿足，同時進行最少量的專業介入(Farkas＆Anthony, 1989)。 

 

貳、精神復健的定義與內容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對精神復健的定義為：

「精神復健促進個人盡可能地在社區中獨立生活，是涉及增進個人能

力與改變環境的一個過程，使其能創造美好的生活；於社會心理的目

標，為達到個人與社會的最佳功能，並且減少失能、障礙與壓力對個

人的影響，使其能成功地適應於社區。」(Anthony, Cohen, Farkas, & 

Gagne, 2002)。另美國精神復健協會(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對精神復健(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有以下註解：（1）精

神復健促進個體的復元與全面的社區融合，並改善因精神健康狀況不

佳而嚴重影響其過著有意義生活的人之生活質品質。（2）精神復健服

務是跨專業合作的，以人為導向的(person-directed)與個別化的。（3）

精神復健服務是醫療保健和人類服務領域中的基本要素，且應以實證

為基礎。（4）精神復健的重點為幫助個人發展技能和獲取所需資源，

以提高他們在自己選擇的生活，工作，學習和社交環境中取得成功和

滿足的能力。根據 Rogers、Chamberlain、Ellison 和 Crean（1997），

精神復健應強調個人的功能，而非疾病，且重視個體的充權

(empower)，當權能增加，精神障礙者開始有意願自己做決定、能為

行為負責、願意冒險，並透過經驗學習累積問題解決的能力。 

 

    綜合以上，精神復健強調個案的增能、獨立性、適應等層面，但

有國內學者指出長期以來精神復健領域以醫療模式為主流，精神障礙

者常被視為「疾病」對待，而非一個有價值的人（宋麗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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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復元 

    1980 年代去機構化與消費者運動成為趨勢，精神醫療界逐漸注重

患者的獨立自主，而患者本身也期待以較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疾病及

生活，精神復元(psychological recovery)的概念初露鋒芒。此觀點強調

精神疾病患者在康復過程中如浴火鳳凰般地再生，並以優勢取向決定

其復元之路(Schiff, 2004)。人生而具有復元的能力，相較於傳統以醫

療角度評估患者的問題，復元觀點取而代之的是鼓勵個體察覺自我本

身的復元能力，適應自身與情境的變化(Szanton, Gill, & Thorpe, 

2010)，是一個關於改變態度、價值觀、感受、目標、技巧與角色的深

度個人過程(Rogers, Chamberlin, Ellison & Crean 1997)。近年來，國內

精神復健引入復元觀點，跳脫過往的疾病視角，由疾病預後的醫療概

念轉向重視患者自身的復元，強調與疾病共存、適應患病後的生活並

獲得主觀較滿意的生活。 

 

    復元涉及許多面向，本節將從復元觀點的萌芽背景開始，整理精

神障礙復元的意義及要素，以了解豐富且彈性的復元概念；並探討復

元歷程與影響因子，呈現精神障礙者在復元過程中的變化；最後總結

復元特性，藉以看到復元的多元樣貌。 

 

一、復元觀點崛起 

    復元觀點起源於 1970 年代美國早期的精神健康消費者(consumer) 

/ 倖存者(survivor)運動，此運動強調的是精神健康之復元、自決(self-

determination)及增強權能(empowerment)。1980 年代一項重要的研究

發表，說明嚴重精神疾病的病程並非不可避免的惡化(Harding, Brooks, 

Ashikaga, Strauss & Breier, 1987)。一些精神復健使用者不滿精神復健

體系將焦點放在症狀的控制與維持，基於自身的復元經驗與過程提出

復元觀點（宋麗玉，2005; Bonney & Stickley, 2008）。精神障礙復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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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說法，透過述說自身故事展現精神障者復元的可能性，如因應症

狀、逐漸好轉，重新獲得生活的希望與力量，並且在社會再度擁有身

分(identity) (Houghton, 1982; Deegan, 1988; Leete, 1989)，更成為精神

障礙人權倡導者，使許多精神障礙者深受鼓舞。以精神障礙者出發的

復元觀點強調復元之於精神障礙者是一種態度的改變，在價值觀、感

覺、目標、技巧和角色等層面皆是的深入且個別化的獨特過程，無論

是否有疾病的限制或精神疾病症狀尚未完全消除，精神障礙者仍能追

求愉悅、充滿希望感的生活方式(Anthony, 1993)。美國健康與人群服

務部門在 1999 年指出，所有精神障礙者的服務都應以服務使用者為

導向（案主中心），並且應聚焦在復元的提倡上，服務的目標不只侷

限在症狀的緩減，而更應該致力於協助其恢復有意義與有生產力的生

活，為「復元」在精神醫療/復健領域中做了歷史性的定位。 

  2003 年美國的總統的心理衛生新自由委員會(President’s New 

Freedom Commission on Mental Health)和後來的聯邦行動計畫(Federal 

Action Agenda)都示諭以復元為美國心理衛生處遇最高目的(Davidson 

& Roe, 2007)。傳統上精神專業人員以「復元」來表示精神疾病患者

恢復到前驅狀態(Lim, Remington, & Lee, 2017)。而今日精神復健領域

則將「復元」視為破除疾病對精神障礙者的限制，將目標訂為找尋、

活出豐富且滿足的人生，並在工作及社會參等層面有更滿意的表現，

達到自主管理生活，而不是只集中於減輕病徵(Hopper, 2007)；可以說

復元對精神障礙者而言是個增強與恢復潛力的獨立、持續性過程(Lim 

et al., 2017)。 

二、復元的意義 

    1990 年代許多學者對復元(Recovery)概念提出見解。其中最被廣

泛引用的定義是學者 Anthony(1993)所提出的 :「復元的意義在於即便

精神疾病的症狀尚未完全消除，且個體可能仍因疾病而受到些許影

響，但他們也能去追求一個令人滿意、具希望感、充實且有貢獻的生



 

13 
 

活方式，並涉及個人在生活中發展新的意義與目標。」可以看到復元

是一個強調內在改變，增加自我價值的概念；Anthony(1993)彙整出復

元的內容特性，包括：（1）復元的發生不在於精神醫學專業人員的

介入：服務提供者專業人員不是掌握復元關鍵的人，而應是精神障礙

者本人，所以專業人員或支持系統可被視為促進復元的因子。（2）

復元多樣特性的共同點是人們相信復元是存在，且被需要。（3）復

元不僅指疾病發生到痊癒的功能論。（4）縱使症狀再復發，復元也

能夠發生，人可以與症狀共存生活。（5）復元是一個獨特的過程。

（6）復元是否必需，是個人的選擇。（7）復元受疾病影響，比從疾

病本身的恢復要來得困難。Ridgway（2001）則分析四位精神疾病復

元者的敘說文本，歸納出有關「復元」的共同主題(themes)，如復元

是絕望後希望的覺醒；是擊潰否定並獲得理解及支持；是積極地參與

生活；是積極因應而非被動適應；是一段複雜的旅程；復元是無法獨

力實現的，必須包括支持及協力。而除了精神障礙者自身的改變，也

有學者指出「復元」也應具有使精神病患避免遭受因疾病、他者與社

會文化的污名、烙印與侮辱等社會性不當施為，導致康復的歷程產生

中斷、裂隙，而使自我的生活世界受到威脅的意義(Davidson, Stayner, 

Lambert, Smith & Sledge, 1997)。 

傳統上精神專業人員以「復元」來表示精神疾病患者恢復到前驅

狀態(Lim, Remington, & Lee, 2017)，學者 Kuo 與 Lin（2010）比較復

元的科學性定義和消費者導向定義，科學性定義將復元視為一障礙的

恢復；相對地，消費者導向的定義則將復元視為一種質性、主觀與流

程導向的概念，強調隨時間轉變、非線性與照護模式等概念。類似的

區分亦如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出版的復元導向服務的政策指南，將復

元區分為臨床復元(clinical recovery)和個人復元(personal recovery)，臨

床復元是由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界定，與減少或消除症狀和恢復社會功

能有關；個人復元則由服務使用者界定，涉及個人成長、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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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ing)和自我決定的持續存在完整過程(Victor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1)。本研究欲關注之復元較著重消費者導向、個人復元的

定義，如同 Hopper（2007）所言今日精神復健領域中所指的「復元」

是破除疾病對個體的限制，旨在使精神復健服務使用者得以找尋及活

出豐富且滿足的人生，並在工作及社會參等層面有更滿意的表現，達

到自主管理生活，而不僅關注減輕病徵。    

  學者 Schiff（2004）分析「美國消費者與倖存者復元精神衛生高

峰會」 (National Summit of Mental Health Consumers and Survivors 

Recovery Plank)從以下層面來定義復元 :（1）內在自我 :了解自己、相

信自己、幫助自己與他人、接納自己、愛自己、全人、身心靈的整

合、肯定自己的能力。（2）社會角色 :了解自己的才能並適當運用，

成為具生產力的人，被社會與他人所需要，且有所產出以滿足自己和

他人的需要。（3）在所處情境中與他人和環境互動並認真生活 :個體

能享受生活、負責任、不放棄、感受自由、覺得安全、有意義的生

活、生活中有希望、能與他人和世界產生連結。 

  近年來，國內也積極研究精神疾病的復元議題。國內學者施教裕

（2005）表示要了解「復元」的概念，可先從字面意思來看，先將

「復」(recovery to)「元」(self)二字拆開，所謂「復」是恢復、復甦、

復興、光復或復原；「元」則是自己、本體、自性或主體性。由於

「元」具有本體(ontology)的意思，是一種本質的、無形的存在，是一

種抽象或理想的概念(ideal type)，故必須透過個人在情境中的各種內

外在優勢、潛能和力量，來加以展現和運作。因此，復元是本體和潛

能，優點是表相（或萬象）和作用，體性和相用二者不可分，相輔相

成，即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萬象更新，一元復始」，循環作

用，生生不息。學者宋麗玉（2013）將 recovery 譯為「復元」，便是

強調「元氣」的概念，著重於個人在復元過程中萌生希望與生命力，

進而產生行動的力量並帶來正向結果，不僅是回復原來功能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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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衛生及復健領域對精神復元的定義及見解有如百花齊放，如

同 Slade 等人（2012）指出精神障礙者的復元行至不同階段將有不同

的需求，且每個人的復元也不盡相同，生活於不同文化背景的精神障

礙者也有不同的復元樣貌，使得不同定義的復元依然不斷被提出。 

三、復元的要素 

    自復元觀點逐漸被重視，許多學者都對復元的要素提出想法，如

Leete (1989)指出希望(hope)是復元的重要元素。精神障礙者因抱有希

望而相信自己是有勇氣去對抗永存的症狀，進而克服障礙、獨立生

活、學習進步，並且對社會有所貢獻；Rogers、Chamberlin、Ellison 

和 Crean(1997)指出復元的三大磐石為希望、意願與負責的行動；

Corrigan,、Giffort、Rashid、 Leary 與 Okeke（1999）認為一個完整的

復元至少包括個人自信和希望、願意尋求協助、有目標和成功導向、

願意依賴他人，以及不被症狀所主導；Noordsy、Torrey、Mueser、 

Mead、O’Keefe 和 Fox（2002）提出復元的三個面向包括希望、勇於

負責，以及不受疾病限制且繼續生活(getting on with life)；

Andresen(2007)認為復元的四個元素是希望、認同、意義、責任。 

  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2004)在針對精神復元議題

召開全國性的共識研討會中，提出復元概念包括十個基本的要素，項

目及說明如下:（1）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個人在獨立自主的情況

下使用資源並掌控、選擇和決定自己的復元方法與過程，並定義和設

計獨特的路徑以自我管理，達到目標。（2）個別化和個人中心

(individualized and person-centered)：因為每個人皆有獨特的優勢和復

元力，所以復元的途徑是多元的，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偏好、經驗

（包含負面經驗）和文化背景都呈現其多樣化，將定義出不同的復元

來達到健康和理想的心理健康。（3）賦權(empowerment)：個人擁有

自主權參與所有決定，包含其自身生活、教育資源配置等，進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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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和社會環境。（4）全人(holistic)：復元包含個人在身體、心理、

靈性和社區或社會等層面的整體生活，包含個人在就養、就業、就

醫、就學，社會支持網路、社區參與和家人支持來增進或維持自己有

意義的生活。（5）非線性(non-linear)：復元不是一步驟一步驟接續的

過程，是建立在持續成長、非經常性復發和從經驗中學習，復元的初

始階段是個人認知到自己的正向改變，此類覺察能促進復元。（6）優

勢為基礎(strengths-based)：復元注重建立個體的多方能力、復原力、

資賦、因應力和個人價值，目標為使服務使用者參與新生活的角色，

並與服務提供者建立信任關係。（7）同儕支持 (peer support)：建立多

重支持，分享知識經驗和學習社交技巧，讓人有歸屬感、獲得支持性

關係和有價值的角色，並以此狀態參與在社區中。（8）尊重

(respect)：在社區、系統和社會體系中能接納並正確看待及評價精神

疾病，包含保障他們的權利、消除及辨認出汙名化的影響。（9）責任

(responsibility)：精神障礙者對自我照顧能負起責任，能奮鬥、了解，

並將自己的經驗賦予意義，也能定義因應策略和優化療癒的過程。

（10）希望(hope)：提供個人認定之更佳未來的本質和動機，希望雖

然是內在的，卻能藉由家人、同儕、友伴、服務提供者來促進、催化

復元。 

    學者 Jacobson 與 Greenley(2001)將復元進行階段性地分析，取出

之中的要素後提出一個復元的概念模式，並將復元過程中的重要元素

分為內在和外在狀況加以說明。復元的內在狀況指的是正處於復元階

段的個人態度、經驗以及過程的改變，其重要過程要素依序為：（1）

希望(hope)：希望為內在復元過程的最基本要素，惟有相信復元是可

能的，個人才有能量癒合創傷並繼續復元的過程。（2）療癒

(healing)：療癒在這裡包括兩種要素，一是將自我定義和精神疾病分

離，認知到精神疾病僅是自己的一小部分而非全部，二是自我控制，

能夠妥善自我管理症狀或壓力，並對生活有掌控感。（3）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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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充權包括自主、勇氣和勇於承擔責任等三個要素。

（4）社會連結(connection)：最後一步為社會連結，復元乃是一個社

會過程，個人需具備能和社會其他人產生有意義連結的能力，例如社

會活動、人際關係或就業等，進而重拾個人在社會上的價值與角色。

另一方面，復元過程的外在狀況則涉及一連串促進復元的外在環境、

事件、政策和實務，包括以下三種要素：（1）人類權利(human 

rights)：強調減少對精神障礙者的汙名與歧視，倡議和保護精神障礙

者在服務體系內的權利，以及提供精神障礙者在教育、就業和居住方

面的平等機會，並確保其能接觸到所需的資源。（2）促進療癒的正向

文化(positive culture of healing)：提供精神障礙者一個包容、傾聽、同

理、撫慰、尊重、安全、信任、多元化和考量文化性的環境，在這個

正向的環境之中，專業人員和精神障礙者都能感到充權和充分地參

與。（3）復元為導向的復健服務(recovery-oriented services)：強調專業

人員與精神障礙者共同合作的整合性服務，此外，專業人員必須納入

復元為導向的態度以提供醫療、精神復健與傳統的支持服務，包括相

信復元的可能性，並且以促進精障者達到希望、療癒、充權和連結為

目標。   

  Leamy、Bird、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在文獻回

顧研究中訂定了復元過程的五個關鍵要素，並以縮寫 CHIME 來代，

其中包含：（1）連結性(Connectedness)：包含有支持系統、良好人際

關係、成為社區的一員。（2）希望(Hope)：包括樂觀相信恢復的可能

性、有改變的動機、鼓舞性的人際關係、積極正面的思考、重視成

功、有夢想及報負。（3）自我認同(Identity)：包含自我概念、重新建

立自我認同感、克服汙名。（4）意義(Meaning)：包括精神疾病經歷的

意義、靈性、生活品質、有意義的生活、社會角色和社會目標，以及

重建生活。（5）賦權(Empowerment)：包含負責任、控制生活與專注

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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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也於 2012 年重新定

義復元，與 2004 年相較，保留的項目為 :（1）尊重(respect)；（2）

希望(hope)；（3）全人(holistic)；（4）同儕支持 (peer support)。合併

的部分為 :（5）力量及責任(strengths and responsibility)，融合 2004 年

提出的優勢為基礎(strengths-based)和責任(responsibility)；（6）個人

驅力(person driven)，融合 2004 年提出的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和個

人化和個人中心(individualized and person-centered)。新增的部分則為 :

（7）關係(relational) :復元有賴人際關係及社交網絡，透過家庭成

員，同儕，雇主，信仰團體，社區成員和其他盟友形成的重要的支持

網絡，個體能建立新的角色，產生更大的歸屬感，建立人格，受到賦

權及社會包容，更自主和提升社區參與；（8）文化(culture) : 指的是

不同表現形式的文化和背景，包括價值觀，並說明傳統和信仰是決定

一個人復元旅程獨特途徑的關鍵；（9）解決創傷(addressing trauma) : 

透過處理創傷能促進個體的安全感（包含身體及情感）和信任，以及

促進選擇，賦權和協作。重新命名的部分則是（10）多路徑(many 

pathways) :由非線性(non-linear)而來，更加強調復元途徑的高度個別

化，因為每個個體都有獨特的需求、優勢、偏好、目標、文化和背

景，包括創傷經歷等，都會影響他們的復元途徑；復元建立在每個人

的多種能力、優勢、才能、應對能力、資源和內在價值之上

(SAMHSA, 2012)。Gordon、Ellis、Siegert 和 Walkey（2014）的研究

則指出復元的核心向度包含以下四點：（1）歸屬和關聯(Belonging 

and relating)：包括靈性，文化和人際關係；（2）存在和做(Being and 

doing)：包括身體健康，規律的日常生活和生活品質；（3）思考和感

受(Thinking and feeling)：包含恢復，心理健康，希望和賦權等；

（4）資源(Resources)：以獲得及保持獨立性；（5）滿意服務

(Satisfaction wi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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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觀點可知，復元要素是正向且以人為本的，強調自主及自

助的力量，相信患者有復元潛力，亦肯定外界支持及資源和復元導向

服務的重要性。 

四、復元歷程 

    對患上精神疾病的人而言，能突破疾病限制，進入復元者、康復

者行列是許多患者的目標，但復元不是一蹴可幾的。復元的過程要素

不僅涵蓋基本個人層面，還包括社會環境的脈絡因素以及個人內在心

理及精神層面的進化過程。Mancini、Hardiman 和 Lawson(2005)將復

元描述為個人成長和轉型的動態過程，此過程並不是一個完美的直線

上升的過程。有時是一個不定的、來回的，甚至滑落到原點再開始的

路線。復元是一個全觀(holistic)的概念，包含過程與結果，但較強調

過程（宋麗玉，2005）；對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復元為一個增強與恢

復潛力的獨立、持續性過程(Lim、Remington & Lee, 2017)。復元歷程

好比在波折中前進的旅途，目的地遙指更滿意的生活，以下整理學者

對復元歷程的不同見解。 

    1986 年 Prochaska 與 DicClemente 指出復元的階段依序為前沉

思、期望、準備、行動、維持。Spaniol、Koehler 與 Hutchinson(1997)

提出復元過程的七階段為震驚、否認、沮喪/傷痛、接受/希望、因

應、倡導/增強權能。Young 和 Ensing(1999)指出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模

式有三階段：（1）引進復元概念，動機增強與改變，提供希望和激

勵。（2）自我賦權，向服務提供者倡議、控制危機、學習、自我決

定，與同儕分享自己。（3）增進生活品質，並滿足復元過程中四個重

要的心理要素，包括找到並持續保有希望、對一般化的生活和安適感

有責任感、建立正向的自我認同、找到生命的意義與目標。 

    Spaniol、Wewiorski、Gagne 及 Anthony(2002)則提出復元歷程是

一個複雜且個別化的動態過程，此過程可能是反覆前進的，未必是線

性發展。是個體透過與自我、他人和疾病適當的連結，發展完整的生



 

20 
 

命意義與目標，逐漸產生新的自我，並將復元歷程歸納為以下四階

段。（1）囿於障礙之中(overwhelmed by the disability)：時段為發病後

持續至數月或數年，個體雖然試圖了解與控制自己，卻難與自我或他

人產生連結，逐漸失去對自我內在及外在的信心，對生活有很深的無

力感失去自尊，害怕被內在及經驗吞沒；難以陳述自己的目標或目標

不符現實，即使有目標也不知如何實現。（2）與障礙奮鬥(struggling 

with the disability)：個體開始面對疾病，試圖重獲力量與重建信心，

開始發展對疾病的解釋、面對疾病慢性化的事實，採取一些方法去因

應症狀干擾和藥物副作用以改善生活品質，但仍經常仰賴專業人員的

支持，難以獨立面對與因應；醫療介入能提供協助，但可能因為藥物

副作用而感到痛苦，些個案會出現物質濫用問題。（3）與障礙共存

(living with the disability)：個體可開始獨立面對和處理與疾病有關的

障礙與影響，有較好的自我控制感，認知到即便疾病或障礙持續存

在，追求滿意的生活仍是可能的，並能成為一些有意義的角色，獲得

自我的角色定位(niche)與安全感。（4）超越障礙地生活(living beyond 

the disability)：個人體認到障礙只是自己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並不阻

礙其追求滿足的生活，個體與自己、他人和所處情境有良好的連結，

並經驗有意義、有目標的人生。 

   洪秀汝（2005）的研究主張症狀復元的過程有三個階段：（1）沉

浸：個案陷入隨心所欲的自我世界，被症狀所控，無法意識自己的行

為。（2）困惑：個案處於真實與幻覺之間，逐步去釐清與探究這樣的

經驗。（3）因應：個案開始學習因應技巧，如判斷幻聽、以藥物控制

疾病與症狀等。 

    Provencher、Gregg、Mead 和 Mueser(2002)的研究則從 14 位支持

團體成員或社區復健中心個案分析出在不同類型的「復元者」，其所

處的復元階段也不盡相同，以下依序為復元初始階段至較完滿的階

段：（1）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元者對自我的觀感仍脆弱、低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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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賦權(empowerment)，與他人的連結有限，有些人將工作視為「打

發時間」。（2）自我重建過程(self-reconstruction process)：復元者對自

我的認同已超脫疾病的限制，並在復元過程中經驗自我賦權的感受，

而發展出情緒控制或管理的策略，體驗到透過工作可提升自我效能，

對未來職業發展抱持樂觀的態度；他們通常與重要他人維持良好關

係，但仍較少主動建立人際連結。（3）自我挑戰過程(challenging 

process)：復元者可以看見多元的自我，並充分自我賦權，與周遭人際

有較強韌的連結，他們通常扮演著數個社會角色（如配偶、子女、手

足、父母、員工、友伴……等），工作的意義在於自我實現、回到一

個正規並受認可的成人生活形態，工作是富有發展性及成長的可能，

因而未來的職業發展是精彩可期的。 

    Andresen（2006）則歸納出復元歷程包含以下階段：（1）暫停 :患

病後一段失去感知與希望的時期。（2）覺察 :了解到並未失去一切，

並知道有機會實現自己想要的生活。（3）準備 :儲備力量、檢視自己

邁向復元的弱點，開始努力發展復元技巧。（4）重建 :為了獲得正向

改變，開始設定有意義的目標，並積極地在生活中掌控自己。（5）成

長 :過上完整且有意義生活，能管理疾病，對自己的感受是彈性且正

向的。 

    蘇玫君（2011）研究接受心理治療的精神障礙者，在走過（1）

情緒經驗的整合、（2）過去生命經驗的統整、（3）對疾病與治療的掌

控、（4）對現實困境的接納，與（5）對未來生活的面對等五階段復

元歷程任務，每一次任務的完成，皆提升個案的賦權，協助其繼續往

復元路上前進。 

  儘管以上許多學者整理出個體復元的階段，Llewellyn-

Beardsley、Rennick-Egglestone、Callard、Crawford、Farkas、Hui 與

Slade 等人(2019)的研究則指出復元過程是非線性且沒有一致性的。  



 

22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是一個從自身長出力量進

而成為自己的旅程，是與患病後的、新的自己磨合的一段過程。從以

上許多學者所提出的復元歷程模式，可以看到朝向復元狀態的改變可

能多由內而外發生的，先從認知、情緒、自我概念等方面預備自己，

為復元這場馬拉松打好基礎，進而調整、激發出有利復元的正向行為

出現，終至改善生活的各層面。 

五、復元的影響因子 

    在以復元為目標的精神復元歷程中，有許多因素影響精神障礙者

們旅途中的前進狀況。Onken、Dumont、Ridgway、Dornan 及 Ralph

（2002）以結構性焦點團體及質性研究方式，蒐集美國 9 個州的 10

個團體共 115 位參與者對於促進或阻礙復元指標，作為後續測量及評

估精神醫療照護體系的參照。結果顯示基本的物資資源、自我/全人、

希望/有意義及目的感、選擇、獨立、社會關係、有意義的活動、同儕

支持、正式服務及工作人員，為影響復元的重要助力及阻力。從相關

專業人員或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看，如國內學者宋麗玉與施教裕

（2008）提出的「復元統合模式」(Unity Model of Recovery-Striving 

for Autonomy over Life Domain )中可以看到，精神障礙者在復元過程

中所接觸的非正式網路、個人特質、家庭支持等都是有助於促發復元

的重要因素。以下討論影響復元的助力、阻力，以及預測復元的相關

因子。 

    精神障礙者內在驅力的正向改變、外在資源支持網絡系統建立與

擴展皆是復元的轉捩點（林卿瑜，2018）。內在驅力的部分 Onken、

Dumont、Ridgway、Dornan 及 Ralph（2002）提出個人自我的強化及

提昇，自我信任、自我照護、自我倡導及自我接受等為促進精神障礙

者自身「復元」的助力。Schiff（2003；引自宋麗玉、施教裕、張錦

麗，2005）指出激發精神障礙者復元的內在心理要素包含：（1）不要

這個（痛苦）：想逃離疾病、障礙或損傷所帶來的痛苦。（2）只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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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喜樂）：想要追求心中的渴望或理想。（3）不做天涯淪落人：想

脫離其他類似（負面）處境的群體，激發個人改變的意願。（4）有為

者亦若是：積極地參與社會，例如透過教育和工作，努力實踐有正向

改變的行動。除了由內在引發的動力，Schiff（2004）進一步指出影

響復元的內在動力有利因素為（1）復元驅力：精神障礙者期待自己

盡速康復，並維持就業，其具有康復動機、工作動機、有決心及希

望。（2）自我察覺：指精神障礙者對自身疾病有病識感、有現實感、

能自我反省並對自己有真實的了解。（3）自我肯定：能肯定自己的能

力，能接納自己、不自憐自艾、有適切良好的自我概念、有自信、對

工作具充分的自我效能、能自行決策、能面對污名等。（4）正向性格

特質：如堅毅、積極進取、充滿活力、外向、樂觀、認真負責、懂得

求助、有親和力與領導特質等。（5）正向信念：能面對挫折，從挫折

中找出其正向的意義，能以較正面的角度來思考及面對生活中的事

件。（6）復元因應策略：包括疾病管理、症狀管理、心理調適、健康

的生活型態、多接觸與觀察人群、具學習動力等。蘇玫君（2010）的

研究中，精神障礙者在接受治療及復健過程中出現「被充分同理支持

的會談經驗」、「病識感提升的頓悟經驗」與「控制疾病的成功經

驗」，將促使個案在復原歷程有更進一步的成長與超越。劉玲君

（2014）亦提出精神障礙者的內在復元因素包括保持正向信念與生活

態度、了解自我優缺和自我狀況、自我調整和改變、目標感、引發信

心的經驗和責任感。 

  在外界資源及支持部分，Anthony（1993）指出治療、個案管理

及復健是促進復元的助力；Schiff（2004）提到促進復元的外界資源

有：（1）專業協助：正確的藥物、醫療團隊與社區復健機構提供的協

助。（2）家庭支持：愛與關懷、金錢管理、人格培養和經濟支援。

（3）友伴支持：朋友、同儕、伴侶、雇主與同事等。（4）社會福利

與醫療資源：身心障礙津貼、全民健康保險等措施。（5）有利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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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人性化的環境、低壓力、職場提供職務再設計、適當的正增強、

多元刺激、提供獨立自主機會。（6）宗教信仰：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接

納與協助、節制不當行為的約束力，所的提供心靈支持與正向信念。

精神障者的外在復元因素，包括社會支持、規律生活、生活安排與培

養多元興趣，以及宗教力量與工作（劉玲君 2014）；林卿瑜（2018）

的研究則指出外在社會網絡支持如社區復健機構、同儕支持、重要家

人的肯定、宗教信仰等亦為促進復元的因子；鄭惠美（2019）的研究

說明精神障礙者的整體功能、信守服藥及自我賦能有助於復元程度的

提升。Gale 與 Marshall-Lucette(2012)的研究也發現，當護理人員等服

務提供者的自信程度較高，較能充分應用復元的概念來照護社區精神

障礙個案，促使他們發展自信和控制感，擁有自主性。國內研究（黃

智玉、陳如容、鄭淦元、宋素卿，2014）也提到精神病人的復原力與

醫病互動、社會支持呈顯著正相關，提升社會支持與社會適應能力、

降低壓力知覺感受，可提升精神病人的復元並降低復發機會，進而協

助病人重返社會。 

  在復元阻力的部分，Onken, Dumont, Ridgway, Dornan 及 Ralph

（2002）主張貧窮、不良社會關係、社會汙名、缺乏教育及訓練機

會、就業阻礙、官僚式的官方照護系統、服務品質不良及藥物副作用

等為影響精神障礙者「復元」的阻力；黃智玉、陳如容、鄭淦元和宋

素卿（2014）指出與壓力知覺感受、社會適應能力、精神症狀呈顯著

負相關，難以調適壓力、社會適應不良及持續的精神症狀不利於復元

的推展；張帥心（2015）也提到身心障礙鑑定功能量表中的失能表

現、生活情境能力及社區參與表現愈差，復元狀況愈不理想。在林卿

瑜（2018）的研究中阻礙復元的因素包括疾病的負向影響、個人劣

勢、社會汙名、環境壓力、無法與社會接軌等。 

  預測因子部分，根據林慧婷（2014）的研究，家庭功能可預測復

元表現；Law、Shryane、Bentall 及 Morrison（2016）追蹤思覺失調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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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病患，比較其進入研究及追蹤六個月後的復元歷程，發現相較於症

狀及功能狀態，病患的負面情緒、自尊及無助感，更能預測其主觀復

元歷程；陳盈如（2019）的研究也提到，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之教育程

度、全職就業、工作訓練、居住情形、精神症狀與自我效能對復元階

段有預測力。 

    復元是一種連續但非線性的複雜演變過程，精神障礙者在其中將

歷經受挫、困囿或受助、超越等過程，因此復元的歷程中可能會來來

回回或起伏不定的。當將「復元」視為具體化、可驗證與可測量的變

化時，必須同時考量復元過程中之個人內在因素及外在社會環境因素

的助力及阻力因子，藉以提出適當的策略或措施使其增強或降低。 

六、復元所涉及的改變 

    對精神障礙者而言，復元過程是經歷結蛹羽化，後獲得宛如新生

的復元者身分，變化是多面向的，以下整理精神復元所涉及的層面。 

    Leete（1989）在復元歷程的自白中，以主觀生病經驗論述「復

元」的意涵及轉變：包含成功戰勝疾病所帶來的的烙印、偏見與歧

視；重建自我形象與自尊；克服並說服自己是擁有價值、尊嚴與自主

性等。 

  Ralph（2000）在回顧文獻中歸納出「復元」的面向，包括：

（1）內部要素(internal factors)：這些要素主要是來自精神障礙者本

身，如覺醒(awakening)、洞察(insight)及自決。（2）自我管理照護

(self-managed care)。（3）外部要素(external factors)：包括與他人間的

連結、家庭、朋友及專業人員所提供的支持，及人們相信可以從精神

疾病中復元過來。（4）增能賦權(empowerment)：整合內、外部要

素，提供自助、倡導及關心。Yanos、Primavera 和 Knight（2001）指

出精神障礙者的主觀的精神復元狀態包括目標導向行為與成功取向、

擁有自信與希望、具求助意願、能自助及不被症狀主導等五個向度。

Provencher、Gregg、Mead 和 Mueser（2002）的研究則指出，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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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在就業中的復元的經驗有六個主要方面：自我定義，賦權，與他

人連結，找到工作的意義，職業發展和體會復元的意義。劉幸瑜

（2017）的研究提出精神疾病患者復元的改變層面分別為：（1）自信

和自我價值感提升。（2）獲得人際連結學習、社會參與和社群經驗。

（3）與人建立平等的關係。（4）擁有支持性、正向氛圍的環境和歸

屬感。（5）更多自由和自主性。（6）卸下病人角色的束縛。 

  Barber（2012）則將復元所涉及的改變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臨

床復元（clinical recovery）、疾病管理（illness management）及個人復

元（personal recovery）。「臨床復元」與治癒（cure）概念接近，通常

指病患症狀已緩解或消除，能在工作與人際關係有良好表現，不須再

服用藥物；「疾病管理」則包含症狀控制以及對於疾病的長期監控，

如同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當病患規則服用藥物、辨識早期發病

症狀及遵循治療計畫，便能將疾病負面影響減至最低；「個人復元」

則指個體即使面對持續症狀，仍盡力維持最佳功能、展現生命，即不

否認疾病的存在，但也不以此定義自我，可持續疾病管理與接受治

療，但同時覺知「非疾病」的生活面向，如：工作、交友、運動，個

體不但不受限於疾病，反而因疾病而發展出新的生命目標或活出更積

極的生命意義。 

  由以上觀點可知，復元對精神障礙者而言是一種全面性的改變，

這不僅是自身的蛻變，亦影響及涵蓋其所生活的情境、所處的社群／

社會的改變。 

七、精神障礙者獨一無二的復元之旅 

  Kleiman 在著作「談病說痛－人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陳新

綠譯）中提到，精神障礙所導致的失能，僅是個人整體的一部份，毋

須評論好壞，精神障礙者的任務則是接納自己的這部份，並能與之和

諧共存；試圖消除它不過是讓這個部分與自身的基本特徵分離，否認

疾病及失能會使精神障礙者患病的經歷更為痛苦。對精神障礙者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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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疾病與生活已是合而為一的軌道(Kleiman, 1988/1994)。在邁向與

疾病共存的復元狀態旅程中，如 Jenkins（2005）所言精神障者的復元

經驗過程並不是線性發展的，藥物治療雖扮演維持症狀穩定和減少再

住院率的重要角色，但整體而言復元過程是在涉及個人、文化、社

會、經濟和藥物等因素相互作用的複雜脈絡中推進的，這是一個緩

慢、漸進但可被察覺的主觀過程；Schiff（2004）也說明復元觀點強

調精神障礙者在康復過程中萌生與再現的生命力，將由個體自身的優

勢決定其復元之路。由此可知，復元觀點是從精神障礙者自身出發

的。 

  由 Drake 和 Whitley（2014）整理現行復元與精神障礙者的相關

研究成果後，發現在許多精神障礙者的自我敘事著作中，復元被精神

障礙者隱喻為「一段旅程」；如 Deegan（1988）將復元描述為「一段

旅程」、「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態度」、「一趟結合連續步伐所形成

的旅程」，且每位精神障礙者的復元旅程皆是獨特的；亦如國內精神

疾病康復者所著之自我述說碩士論文所言:「患病後，我在不同階段賦

予復元的定義皆不同，說明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是非常個人且會浮動的

過程。復元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道路，雖然現在離一般人的模樣相差無

幾，但我仍時時在做復元的功課，終究，復元是一輩子的事情。」

（劉紀能，2005） 

 

小結： 

  從本節所提及的精神復健和復元兩大重點可知，「復元」在近年

已成為精神復健領域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復元有關的文獻近年已呈

百花齊放之態，受政府相關單位、學術研究者、相關服務提供者和消

費者注重。而致力於協助精神障礙者重獲有意義與具生產力的生活，

也就是工作角色，為當代精神復健的重要目標，下一節將從就業層面

剖析並呈現精神障礙者的樣貌 



 

28 
 

第二節 精神障礙者的就業議題 

 

  本節將介紹本研究的主角—精神障礙者，包含精神障礙者的定義

與特性，並探討其就業現象，以及影響精神障礙者的就業因素，藉以

了解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的目標—「就業」此一議題中實際樣貌，

用以加深對該復元要素與精神障礙者整體復元關聯性的敏感度。 

壹、 精神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為患有精神疾病之身心障礙者。根據衛生福利部

（2007）《精神衛生法》，精神疾病是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

為等精神狀態表現異常，導致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

及照顧之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又根

據內政部（2012）《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是指身體系

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影響其活動與參

與社會生活，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量等相關專

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鑑定及評估，並根據《國際健康與身心障礙分

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八大身心功能障礙類別分類，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其中，精

神障礙者在此新制鑑定中屬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障礙」身心障礙者。 

  精神障礙者涵蓋於第一類障礙中的一部分，需符合具有精神疾病

診斷之條件。現今精神專科醫師常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 所出版之《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

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台灣精神醫學會譯，2014），以及《國際疾病與相關

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第十版》(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Revision, ICD-10)，界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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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罹患之精神疾病。 

  從《精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中之敘述，精神疾患

(mental disorder)被定義為一種症候群，個體的認知、情緒調控、或行

為在臨床上顯著受損為其特徵，亦會反映其潛在心智功能(mental 

functioning)中之心理、生理、或發展過程的功能失調，且精神疾病常

與日常中的社交、工作或其他重要活動的執行困難或障礙有關。而社

會脫序行為和介於社會與個人間的衝突不屬於精神疾病，除非上述的

脫序或衝突造成個人功能障礙。 

  在本研究中所指之「精神障礙者」係以常見的思覺失調症、雙相

情緒障礙症、憂鬱症、焦慮症、強迫症為收案對象，以下介紹疾病表

徵： 

一、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 

    根據 DSM-5 之診斷準則，在一個月內出現下列症狀兩項以上占

相當高的時間比例，且至少有下列前三項之一：（1）妄想，（2）幻

覺，（3）胡言亂語（經常離題或前後不連貫），（4）整體上的混亂或

僵直行為，（5）負性症狀（例如減少情感表達或動機降低）。此困擾

也影響工作、人際關係或自我照顧至少達六個月（台灣精神醫學會

譯，2014）。 

二、雙相情緒障礙(Bipolar Disorder) 

  根據 DSM-5，雙相情緒障礙分有三種型態：（1）第一型雙相情緒

障礙：至少曾發生持續一週以上明顯的情緒高昂(elevated)、開闊

(expensive)或易怒(irritable mood)時期，且影響其社交、工作或需住院

以預防傷害本人或他人；（2）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患者至少經歷一

次輕躁症或鬱症；（3）循環型情緒障礙：患者持續兩年以上至少有一

半時間出現輕躁症和憂鬱症狀（台灣精神醫學會譯，2014）。 

三、憂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 

    DSM-5 定義此疾病為患者在兩週內，不包括歸因其他疾病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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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時出現憂鬱情緒或失去興趣和愉悅感，幾乎每天失眠或嗜眠，

每天無精打采、無價值感、思考能力和專注力降低，反覆有自殺意念

或具體計畫等，且上述症狀造成社交、職業或功能的減損（台灣精神

醫學會譯，2014）。 

四、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 

    根據 DSM-5，焦慮症的涵蓋範圍廣泛，其中與就業較相關的有恐

慌症及社交畏懼症。（1）恐慌症(Panic Disorder)：指在數分鐘內突然

感到強烈的恐懼或不適，可能出現心悸、出汗、發抖或顫慄(trembling 

or shaking)、呼吸困難、胸痛、噁心或腹部不適、失去現實感、害怕

失去控制或即將發狂、害怕將要死去等症狀。（2）社交畏懼症(Social 

Phobia)：指當患者暴露在可能與他人發生社交互動、被觀察和在他人

面前表現等情境，產生恐懼或焦慮症狀持續六個月以上（台灣精神醫

學會譯，2014）。 

五、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DSM-5 中說明此類患者在無法歸因於某物質、生理或精神疾病的

狀況下，出現費時的，或引起明顯的社交、職業或及其他重要領域功

能減損的強迫思考、及強迫行為或兩者兼具。其中強迫思考包含反覆

出現侵入式、非自願的想法、衝動或影像，造成患者的焦慮或痛苦，

且患者通常會企圖忽略或壓抑這些想法或用一些想法或行為來抵銷

之。強迫行為則包含重複性行為或心智活動，患者會嚴格遵守之。對

患者而言，而這些不符現實需要和明顯過度的行為目的是為了減少焦

慮或痛苦，或為了預防可怕的事情或情況發生（台灣精神醫學會譯，

2014）。 

 

        上述疾病表現可能對精神障礙者的就業情形產生干擾，使其

擔任工作者角色遭遇困難。如劉沛均（2013）的研究發現慢性精神障

礙者在就業方面有工作持續力低、工作穩定度低、工作技能受病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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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以及對於人際關係處理能力低，容易出現人際衝突等現象。下一

部分將討論精神障礙者各方面的就業特性。 

 

貳、精神障礙者就業特性 

  因為精神疾病的持續性症狀（如思覺失調，嚴重情緒和焦慮症）

以及與這些疾病相關的社會汙名可能導致患者和其個人及社會層面上

有意義的職業和角色逐漸脫節（Cook & Chambers, 2009; Makdisi et al., 

2013），精神障礙者的整體就業情形較一般非障礙者弱勢。根據衛生

福利部統計處（2018）的調查顯示，精神障礙者的就業率為 14.78%，

同期全國就業率為 48.1%，相較兩者可知精神障礙者的就業狀況並不

理想。以下對就業穩定性、薪資報酬、離職原因、工作困難等層面加

以說明。 

  在就業穩定性上，有 38.53%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在患病後做過 4 個

以上的工作，平均為 4.18 個工作，遠高於所有身心障礙者的平均 3.2

個，亦為所有身心障礙類別工作者中最高；有工作的慢性精神病患有

53%曾有過短期就業經驗，高於身心障礙就業者的平均 38.83%；且平

均換工作 4.74 次，為所有身心障礙者中最高（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8），顯示其不穩定的就業特性。 

  在薪資報酬方面，身心障礙受僱者平均每月經常性薪資為 25,939

元，受雇之慢性精神病患者為 19,800，遠低於其他障別的平均薪資，

僅高於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19,228 元）、智能障礙者（17,320

元）與自閉症智能障礙者（13,655 元），顯示慢性精神障礙者的收入

仍屬較低的類群。 

  在離職原因方面，有工作的慢性精神病患離開上一個工作原因最

多為因為受傷或生病而無法工作，佔慢性精神病患就業者的 21.94%，

遠高於所有身心障礙工作者因此原因離開工作的平均 11.11%，亦為所

有身心障礙者中比例最高（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可以推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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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神疾病的就業者常因為精神疾病的復發，導致其失業。如張自強

（2003）的研究顯示精神疾病患者在患病或接受機構式治療後，常出

現獨立生活能力被減弱的狀況，加上回到社區後不易接受生活適應或

疾病管理等協助，易出現適應困難和未規則服藥的情形，致使病情惡

化復發。 

  人際、社交問題帶給就業的精神障礙者最多挫折，衛生福利部統

計處（2018）調查就業身心障礙者遭遇工作困難的類型資料中，慢性

精神病患在工作中遭遇困難的類型最多為「與主管或同事人際關係問

題」，比率是 10.33%，遠高於所有遭遇此類型工作困難身心障礙者平

均的 4.05%，亦為所有身心障礙類別中最高。國內外研究也顯示精神

障礙者在職場中人際社交方面的弱勢，慢性精神障礙者不僅社交功能

退化，與他人的交流受到了限制（任麗華，2011）；精神障礙者在職

場上與主管及同事合作、接受批評、請求協助等方面皆可能有困難 

(Anthony & Liberman, 1986; Durham, 1997)。 

  與人際關係相關的是歧視問題，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8）調查

近 2 年有求職經驗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在求職遇時遭遇不平等對待的

比率是 50.36%，高於所有身心障礙求職者的 39.89%，亦為所有身心

障礙類別求職者中最高。相關研究也指出精神障礙者在職場中常經歷

歧視、汙名化，或擔心精神健康問題被披露等議題 (Torres, Stone, 

Delman, McKay & Smith, 2015) 

  由以上敘述可知，精神障礙者的就業特性有就業率低、工作穩定

度低、薪資低等現象，精神疾病復發、人際關係問題、經歷歧視與汙

名是精神障礙者常經歷的就業困境。下一部分將探討影響以上精神障

礙者就業特性的可能因素。  

 

叁、影響精神障礙者就業的因素 

  大部分的精神障礙者因其症狀的影響、人際關係、壓力情緒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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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適應問題、功能退化等因素，而造成職業選擇之限制 (Bsaaett, 

Lloyd, & Bassett 2001)；回歸社會中的工作者角色的困難，也造成家

庭與社會沉重負擔。精神障礙者在患病後常有的疾病經驗在個人層面

上包括社會角色中斷、退縮封閉在家、在家庭層面上影響到家人的互

動關係與溝通不良；在社會層面則有因社會污名而隱藏疾病身分、社

會生活適應困難與社會排除、人際關係不良與就業阻礙，以及受限制

的經驗（林瑜卿，2017）。 

    根據范珈維、張彧、潘璦琬（2007）之研究，精神障礙者重返職

場的因素可分類為（1）醫療面向：包含診斷、精神症狀、藥物影響

和共病因子；（2）心理社會面向：包含個案的社交技巧、社會接

觸、對健康的信念、自我接受程度與興趣；（3）環境支持面向：包

含獲得工作及受工作中協助的程度、是否接受支持性就業服務、環境

一致性、社會汙名(stigma) 與接受補助與否；（4）功能面向：包含認

知功能、工作態度與工作表現。以下將就這些因素進行探討。 

一、醫療面向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DSM-5)指出，精神疾病的病徵及症狀將使

患病者出現社會或職業功能障礙（台灣精神醫學會譯，2014/2015），

而在精神障礙者在急性精神症狀緩解後，負性症狀的持續業會導致精

神障礙者社會功能退化及人際退縮等社交問題，進而影響工作的意願

及動機，阻礙其獲得並維持工作，是造成大多數的精障者長期處於無

業的狀態的原因之一（陳雅玲、吳亭芳、徐淑婷，2011；范珈維、張

彧、潘璦琬，2007；胡海國，1995）， 由此可知，精神症狀的嚴重程

度、病情控制與管理、規律服藥及治療，與整體功能表現是職業復健

的重要預測因子，若病情控制佳，症狀維持穩定，則有較高的機率能

夠重返工作（范珈維、張彧、潘璦琬，2007；林淑鈴、吳亭芳、潘璦

琬、林幸台、林本堂、呂明憲，2013；王翊涵、尚和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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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社會面向 

  就業意願是影響障礙者就業成功之關鍵因素（Haines, 2004; 

Wilensky, 2004），更進一步來說，一個令人感到有趣，愉快和有益的

工作能提升精神障礙者的工作持續度(Williams., Fossey & Harvey, 

2012)；相對地，動機減少是精神疾病患者他們重返就業的抑制因素

(Foster, Chen, Reed, Miller & Carlson, 2019)。另外，自我效能也會影響

心理疾病患者的職業結果（Casper & Fishbein, 2002）。 

三、環境支持面向 

  許多研究指出社會大眾普遍對精神疾病本身所帶有的歧視跟偏見

是影響精神障礙者就業最主要的障礙（王翊涵、尚和華，2016；張鳳

航、張珏、鄭雅文，2011）；社會大眾賦予身心障礙者軟弱、被動與

依賴等標籤，並將之排除在公領域和經濟生產之外（邱大昕，

2007）。相對地，無歧視的工作環境，友好、接納的工作氣氛，以及

支持性的社會氛圍能促進精神障礙者的成功就業（吳宜容等人，

2009；Williams , Fossey, Corbière, Paluch & Harvey, 2016）。 

四、功能面向 

  多數精神症狀會影響精神疾病和者的體耐力，使其工作時間難以

持久(Honey, 2003; Tsang, Lam, Ng, & Leung, 2000)。另外，精神疾病也

會使患者出現認知能力，如記憶力變差、無法集中注意力及理解能力

變差等，因而影響工作表現(Honey, 2003)。Tsang 等人（2000）的系

統性文獻回顧指出社區生活技能是預測精神障礙者出院後成功就業的

重要因素。Rubin、Chan 和 Thomas（2003）以《國際 

功能、障礙與健康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的概念為基礎，指出包含一般就業技能、工作相關溝通技能、

自我管理技能、工作耐力和自我照顧等能力為使個體有效生活的所有

技能，為影響復健服務成效因素。莊雯芳（2015）的研究則指出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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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職前訓練，能讓個精神障礙者多方嘗試、練習技能與學習適應，

對未來成功就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研究顯示工作史是職業結果的最強預測因子（Honey, 

2003; Secker, Membrey, Grove & Seebohm, 2003），病前有較長工作及

較滿意史的精神疾病患者對重新勝任工作較有信心(Dunn, Wewiorski 

& Rogers, 2010 )。 

 

小結： 

  由本節所回顧之文獻可以了解精神障礙族群的性質，以及其就業

方面的特性及可能影響因子，並進一步得知職業或工作角色方面的重

建、復健應是精神復健的重要部分，故下一節將就職業復健進行相關

討論。 

 

 

第三節 職業復健 

 

  本節首先闡述職業復健的目標與角色，已確立本研究所指之職業

復健範圍；再回顧美國和台灣的職業復健的發展與目標，並輔以我國

精神障礙者職業復健相關發展時程，以釐清精神障礙者職業復健的沿

革脈絡及趨勢。最後介紹本研究所涵納之各類職業復健方案之要旨、

功能、施行方法與服務對象，藉以了解本研究參與者所參與之職業復

健方案的概況。 

 

壹、職業復健的目標與角色 

  倡議身心障礙者積極進入就業市場的政策趨勢，在許多福利國家

獲得高度關注(Wilensky, 2004)，職業復健的目的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勝

任工作角色，是一種具有復健意涵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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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蘇昭如、侯松延（2008）所整理之身心障礙者職業復健/重建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服務，其目標為強化障礙者的能力，促進其

就業、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與獨立，使障礙者能透過工作融入社會生

活，並有以下重點：（1）協助障礙者獲得工作：由復健諮商師及相關

專業人員針對個案特質與需求提供相關職業重建資源，包含職業輔導

評量、職業訓練、就業服務等措施，協助障礙者獲得工作。另外，亦

透過與社會安全部門之合作，規劃相關福利替代方案，協助個案踏入

職場，擺脫福利依賴。（2）協助障礙者維持工作：透過工作教練與相

關支持性就業計畫，使民間資源有足夠誘因投入協助穩定就業工作，

提高障礙者持續就業之穩定度。（3）協助障礙者改善其就業狀態：透

過科技輔具提供（包括電信溝通、感官或其他輔具協助）、交通協助

等，協助障礙者改善就業狀態，增加持續受僱力。 

    回顧國內現有的服務體系，目前提供慢性精神患者的職業相關復

健處置在醫療端包含在慢性、日間照護病房的職能團體，職能治療復

健工作訓練、工作訓練，社區復健中心與康復之家等精神復健機構所

提供之工作復健或訓練方案；勞政端包含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服

務、居家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職務再設計、一般性就業服務、創業

輔導等（勞動力發展署，2019）。本研究考量如欲探討精神障礙者在

職業復健服務中整體的復元經驗，應選擇消費者全程參與職場（包含

模擬及保護性）的服務模式作為研究場域，故選擇復健工作訓練、庇

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服務為研究標的。 

 

貳、職業復健發展 

  因我國身心障礙職業復健服務及措施之發展過程有很高程度受美

國影響，故本段落先回顧較早實行身心障礙職業復健服務的美國之發

展歷程，再整理我國與精神障礙者相關之職業復健發展情形，最後統

整國內職業復健政策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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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職業復健發展 

    美國政府對身心障礙者就業的重視最早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

後，當時許多返國的傷殘軍人都面臨了失業問題；1918 年，聯邦政府

為補償對國家有貢獻的官兵，通過《軍人復健法案》(the Soldier 

Rehabilitation Act)和《職業法案》(the Vocational Act)，創立職業復健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計畫，協助傷殘者就業。1920 年美國《236

公法》(Public Law 236)又稱《史密斯-費茲法》(Smith-Fess Act)或《平

民職業復健法》(Civilia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ct)，開始聯邦政府

與州政府在復健服務方面的合作，建立聯邦層級的方案資助障礙民眾

的康復支持和服務。支持和服務主要對象包括傷殘的退伍軍人與職災

傷病勞工，但僅納入生理障礙者，不包含精神障礙者。國會提供了七

十五萬美元，以及接續的第一年和未來兩年每年一百萬美元，用於職

業輔導，訓練、職務再設計和就業安置。但這個聯邦職業康復計劃不

是永久性的，國會須定期投票重新授權，且服務僅限於職業服務但不

包括醫療，身體或社會層面的復健。1935 年，美國通過《社會保障

法》(Social Security Act)，職業復健成為永久性的聯邦計劃，國會不

再需要重新授權，而是須透過投票才能結束此項目，此時聯邦投入的

資金達到兩百萬美元。1936 年，與職業復健相關的《藍道夫 - 謝波

德法案》(Randolph-Sheppard Act)通過，該法案授權盲人在聯邦產權中

操作自動售貨機，並授權一項有關視障者可從事工作類型的研究。

1938 年，《華格納 - 奧戴法案》(Wagner-O'Day Act)的通過要求聯邦政

府從視障工作站(workshop)購買產品，進而擴大這些單位的就業機

會。 

    二次大戰期間需要此類服務的人口增加，1943 年美國羅斯福總統

簽署《113 公法》(Disabled Veteran’s Act)，提供促進障礙者獲得有酬

的工作的服務；同年的《巴登．拉佛列特法案》(Barden-Lafollette 

Act)將職業重建服務擴及精神障礙者及智能障礙者，並擴大了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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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身心障礙者的物理復健服務類型和相關補助，此外，該法也擴增

了視覺障礙者的職業復健服務。接著，1954 年到 1968 年修正的《職

業復健法》(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ct)，將聯邦與州政府聯邦及州

的經費負擔比從 50:50 逐步擴大為 80:20，在 1958 年聯邦投注在此項

目的經費達到六千五百萬美元。其中的增修還包括補助學院和大學培

訓復健諮商師(rehabilitation counselors)與身心障礙者一起工作；延長

評估期讓嚴重心障礙者可以在正式接受計劃前接受更多服務；消除加

入職業復健服務客戶(client)的經濟狀況審核；以及建立模範城市計

劃，與社會弱勢群體合作。 

    1973 年《復健法》(Rehabilitation Act) 訂定反歧視、定額僱用、

平權、無障礙設施，以及強調身心障礙者參與設計自己的個別化職業

復建計畫(Individualized Written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WRP)等條文，

並將獨立生活訓練納入重建方案。1974 到 1978 年《復健法》的修

訂，更加強調提供身心障礙者獨立生活的支持。1986 年修訂《復健

法》，授權州立復健機構為傳統上無法從事競爭性就業的嚴重身心障

礙者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取代將重度障礙客戶長期安置於庇護工場

的傳統模式。 

    1992 年《復健法》(Rehabilitation Act) 的修正強調接受服務的身

心障礙者的權利，要求州立復健機構設置「復健諮詢委員會」

(Rehabilitation Advisory Councils)，其中大多數成員應為身心障礙者，

也必須使其完全參與個別化職業復建計畫的訂定和年度審查。1998 年

的《勞動力投資法》(Workforce Investment Act)和《復健法》修正案，

將職業復健與其他聯邦政府支持的就業培訓計劃結合起來，提供客戶

個別的一站式(one-stop delivery system)服務，促進資源分享；此外，

該法也呼籲由合格人員為客戶提供相關服務。2014 年《勞動力投資和

機會法案》(Workforce Investment and Opportunity Act, [WIOA])的訂定

加強並改善國家的公共勞動力發展體系，幫助有嚴重就業障礙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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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括身心障礙者）獲得高品質的工作和職業，並幫助雇主僱用和

留住技術工人。 

二、我國精神復健的發展 

    臺灣早期的精神醫療模式以長期收容和療養為主，身心障礙者相

關措施在《殘障福利法》立法前多採取機構養護、教育與職訓方式。

1975 年政府於各級醫院增設精神科門診，日間留院和急性病房等，使

精神醫療及復健服務逐漸完備。1980 年，「殘障福利法」通過，但未

將精神障礙者納入。1990 年《殘障福利法》立法，該法保障精神疾病

患者各類生存、醫療相關權益，並支持及促進其期生活於社區中；在

就業方面則明訂雇主不得以精神疾病為由拒絕雇用，或予不平等待

遇。1997 年《殘障福利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該法開始

將精神障礙者納入適用對象，使其享有身心障礙相關社政和勞政資

源，並受就業相關保障。2007 年，《精神衛生法》修訂，將「社區復

健」改為「社區精神復健」，強調工作技能訓練之外，心理重建、再

教育和復健的重要性（沈詩涵、林萬億，2012）。 

 

三、我國職業復健發展 

  1960 至 70 年代，我國部分民間團體逐漸發起身心障礙者的職業

復健與訓練方案。1980 年，《殘障福利法》在數個民間身心障礙團體

的推動下誕生，該法提供身心障礙者在生活、經濟、就學與就業方面

的各種福利措施，是我國重視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的起始，其中

明訂五十人以上的公營機構及一百人以上的私立機構為雇用身體障礙

者的義務機構，雇用人數不足者須繳納罰金，但此法的保障對象不包

含精神障礙者。 

    1980 年代，身心障礙者家屬團體開始積極推動相關服務，促使政

府更加重視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相關服務的規劃及發展，如 1986 年

有民間身心障礙者服務機構邀請美國學者 Dr. Robert L. Schalock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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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就業概念，自此民間社福單位開始以社區化就業服務理念協助

障礙者就業；同年勞委會職訓局開辦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專班。1992

年《就業服務法》通過，將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納入，並

將職業訓練視為醫療的延伸（張鳳航，2009），政府委託民間身心障

礙服務機構試辦「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試行計畫」（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1993），並明文禁止雇主對身心障礙者的雇用

歧視，也規定主管機關應對有就業意願的身心障者提供津貼與補助；

同年憲法第二次增修條文將「殘障者就業訓練」與「就業輔導」納

入。1995 年，精神障礙者家屬團體積極爭取，要求政府將精神障礙者

列入身心障礙類別；此外，政府開始發展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就業服

務。 

    1997 年《殘障福利法》正式更名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職業

重建一詞正式進入法規，係指職業訓練、職業輔導評量、就業服務、

追蹤及輔導再就業等（林真平，2019）；另外，該法開始將精神障礙

者納入適用對象，使其享有身心障礙相關社政和勞政資源，並受就業

相關保障。同年七月，憲法第四次增修條文將第十條中的「殘障者」

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明訂國家應提供其各類生活、教育和就業的

協助，支持身心障礙者的自立與發展。此時精神障礙服務體系由單獨

衛政單位主管，轉為衛政、勞政與社政共同管理。1998 年，政府訂定

多項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獎勵及補助辦法，如「進用身心障礙者工作

績優機關（構）獎勵辦法」、「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助器具補助辦

法」、「身心障礙者創業貸款補助辦法」等，許多綜合醫院、家屬團

體和社福團體等皆加入精神障礙就業服務的行列（張鳳航，2009）。 

    2003 年，就業轉銜、職業輔導評量及庇護性就業服務開辦，職業

重建服務理念開始著重並強調「以評估為基礎」在專業服務中的重要

性。2004 年，居家就業服務計畫、建置就業轉銜暨職業重建資訊系統

開始運作。2007 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計畫》施行，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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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並聘用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讓身心障礙者接受專人整合性的職業方面一系列服務；同年《身心障

礙者保護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訂內容包含將

「就業促進」專章更名為「就業權益」，並降低義務機構人數限制、

提高義務進用比例、明訂職業重建服務的意涵，並將支持性與庇護性

就業納入勞動法規保障。2009 年起，我國地方政府機關設置「身心障

礙者職業重建窗口」，期望職業重建服務能以個案管理的方式整合所

有服務資源，達到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的目的（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

業訓練局，2010）。 

    2011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賦予政府在視障按摩產

業更積極的責任，並增訂包括提升電話值機工作權及視障按摩勞動合

作社等促進視覺障礙者就業的條文，也對無障礙環境及通用設計規範

主管機關提出更具體的要求（周月清、朱貽莊，2011）。2014 年勞

動力發展署委託中區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量資中心（今中彰投區身

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所編製的《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

案管理服務工作手冊》全面頒行之，新制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開始

運行，由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在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領域中肩負諮商

者、管理者、協調整合者與倡導者等多元角色功能（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2014）。 

 

    回顧國內外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和國內精神障礙者相關政策的演

變歷程，可以發現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動及發展，政府逐漸增

加身心障礙者就業和權利等議題的重視，促進就業、回歸社會、維護

自主性與提升生活品質等相關政策與措施皆應運而生。 

 

叁、各類職業復健方案定義、發展及功能 

  以下將以本研究納入的職業復健服務模式加以介紹，包含復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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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訓練、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等。 

一、復健工作訓練 

    本項所指之「復健工作訓練」之定義根據我國《職能治療師法》

（1997）第 12 條中對職能治療師的業務規範，其中明訂「產業治

療」屬職能治療師的業務範圍；而黃曼聰等人（2009）對職能治療專

業執行產業治療的定義為：「運用生產性和服務性工作環境，以改善

及增進個體的工作適應力。」雖然先前研究曾使用「產業治療」、「產

業代工」等名稱，但目前臨床情境中職能治療師多以「復健工作」、

「工作訓練」、「OT 工作」等詞彙稱呼產業治療（徐海凡，2016）。本

研究參考實務上普遍用法後，考量研究與實務之確實連結，則以「復

健工作訓練」指稱此一職業復健方案。      

  復健工作訓練最初是從工業革命時期所使用的泰勒制(Taylorist 

principles)生產方式所衍伸而來，初始概念是將相同難度的任務聚集在

一起，且由同一群人完成這些步驟。這個概念由 Henry Ford’s 工程團

隊開發出來，將產品的製作分割為不同程序，各程序按照順序步驟由

不同工作團隊接續完成。後來這樣的生產方式被運用在身心障礙者的

技巧訓練上，發現適當的任務安排是復健特定身心障礙者一種具成效

的治療性方法。其中，時間要求和步驟往往是生產量受限的因素，因

此，此方法將工作量平均分配予每位員工以達到最大的效益，並且在

分配工作時將環境中的人為的因素納入重要考量(Ford, 2007; Miralles, 

García-Sabater, Andrés, & Cardos, 2007)。 

  1955 年以前，慢性精神患者的治療與復健，幾乎侷限於醫療院

所。有文獻指出，在精神療養環境中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無所事事是

加重負性症狀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當此類患者們加入生產團隊後，醫

院環境變得較有生氣、患者的負性症狀也較減輕。而後，這項發現推

動許多醫療復健機構發展復健工作訓練場，工作復健訓練遂成為

1950、60 年代慢性精神患者復健最基本方法之一（劉運康，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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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Early（1973）的研究提及產業治療組織(Industrial Therapy 

Organization)能創造醫院和社區的連結，開啟醫療院所中的庇護性生

產與社區中的雇主合作。Wells（2006）將這樣以醫院為基礎的工作訓

練模式，「稱為產業治療單位(Industrial Therapy Units)」。  

  我國的精神疾病患者復健工作訓練之濫觴始於民國 66 年台北市

立療養院職能治療科所開設之「復健工作訓練場」（褚增輝、劉運

康、周美華，1984）。我國學者劉運康（1984）的研究說明居住在醫

療院所中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其症狀嚴重程度與所生活的環境型態有明

顯的關連性，慢性精神病患者在住院期間缺乏良好的生活安排，沒有

適當的目標，是造成慢性精神障礙者其負性症狀加劇的原因之一；而

從事生產性活動被認為對慢性精神障礙者具有治療性與恢復社會功能

的效果（Henry and Lucca, 2004；Lehman et al.2002），許多精神復健

單位均採行工作即復健的概念，以職能治療師施行復健工作訓練讓慢

性精神病患者從事實際的生產工作，將「復健」與「生產力」連結，

即利用工作作為復健工具，提升慢性精神病患者的工作態度、工作適

應力、人際關係，並進一步探索、發現自己的潛能（劉運康，

1984），實踐職能治療對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維持功能狀態以延緩其退

化的目標（吳培君、林育璿、許容凰、莊雯芳、簡松練、李慧玲、陳

俊鶯，2013）；國外研究也顯示設置在醫院的工作坊(hospital-based 

workshop)所施行之產業治療或工作復健，對於精神障礙者就業訓練和

支持有其成效(Wells, 2006)。隨著時代演進，復健工作訓練的型態也

有所改變，從早期的代工到現今出現清潔、商品製作、販售、洗衣、

園藝、資源回收、烘焙等多元的工作項目，「產業治療」這樣取自早

期「產業加工」意涵的名稱也逐漸被「復健工作訓練」、「職能工作

坊」等名稱所取代（徐海凡，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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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庇護性就業 

    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9），庇護性就業的設立目的為提

供就業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並保障其勞動權益，結合政

府及社會資源建構完善之庇護性就業機制。 

  庇護工場的概念與實踐萌芽於歐洲，最早由 St.Vincent de Paul 設

立於 17 世紀的法國，；隨後 18 、19 世紀，英國建立了「工作之

家」(workhouse)與「收容所」(asylum)，推動工作類型之活動，其理

念為政府應滿足身心障礙者的工作需求；而經常為台灣所借鏡的美國

則是在 1840 年建立最早的庇護工場（林慶仁，2003）。 

    我國第一個庇護工場則是成立於民國 57 年的「友好工業社」（後

期稱為友好復健技藝社），是由當時的臺大醫院社會服務部主任姚卓

英女士所創辦。該機構是我國庇護工場最初的形態，服務宗旨為提供

身心障礙者心理重建及職業訓練，服務對象以精神疾病患者、智能不

足者、聽語障與肢體障礙者為主，為專門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導

與職業訓練的機構，也是最早的身心障礙者安置訓練場所（中央日

報，1978）。民國 69 年殘障福利法實施後，內政部便擬定推廣設置庇

護工場（中央日報，1980 年 11 月 8 日）；至民國 77 年時，職訓局表

示截至 75 年止，已輔導廠商及殘障福利機構設置福利工場 18 所，安

置殘障國民 900 逾人（中央日報，1988 年 5 月 16 日）。由此可見，當

時政府對庇護工場和福利工場有很高的期待，是集訓練與就業一元

化，將技藝訓練場所與工作場所融合，用以減少殘障者訓練後即失業

的問題，為早期訓用合一的實務展現（引自葉琇姍，2016）。 

  臺灣於 2007 年將《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之前，庇護工場是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置管理，功能

涵蓋工作陶冶、職能強化與庇護就業。《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訂

定庇護工場為僅具有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的功能，並統一由勞政管

轄。庇護工場既屬身心障礙者就業類型的一種，經營者與身心障礙者



 

45 
 

間便為勞雇關係，適用勞保、健保、勞退與職災等規定。而身心障礙

者之薪資部分則採取「產能核薪」方式，雇主依照「工作勝任能力」

及「生產能力」逐項評量，由雙方議定後送縣市政府核定。 

  依據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07），勞動部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服務提供的過程為經地方

政府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轉介，完成職業輔導評量後，符合

資格者被派案到適合的庇護工場，經庇護工場評估適合者予以進用。

另外，庇護工場也對短期內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或庇護職場就業

之身心障礙者提供職場見習服務。 

  進入庇護工場的身心障礙者通常因長期的、或持續一段時間的障

礙狀況無法進入一般就業市場(Miller, 2005)。李崇信（2002）認為庇

護工場的定位為一過渡性的職業安置場所，或設置於社區、提供身心

障礙者合理勞動保障的長期性就業場所。林慶仁（2003：84）則提到

庇護工場不只提供身心障礙者長期就業機會，也應具有職業重建、訓

練、過渡性就業場所與復健治療的功能；如同美國使用庇護「工場」

（sheltered workshop）而非庇護「工廠」（factory）之命名，便是強調

庇護工場特有的復健訓練功能，而非僅視其製造生產功能。如同國內

學者游慧珍（2011）指出庇護工場中明確的工作流程或提示等工作方

法，有助於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效率、職場適應和就業穩定性；以

及李崇信（2002）主張庇護工場的運作應包含職業性向探索、職業態

度與習慣養成、提供就業受挫的身心障礙者暫時安置、訓練，進而推

介去競爭性職場等功能。亦有研究者（黃坤祥、游皓偉、黃瓊芬，

2005）指出庇護工場具有安置、教育學習、企業營利與單純養護等功

能，不同設立單位則傾向強調不同功能；而庇護工場也被認知為「模

擬職場」，依據障礙者勞動能力提供不同勞動與訓練的保障配套與補

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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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性就業 

  我國支持性就業服務設立目的為提供就業能力不足以獨立在競爭

性就業市場工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保障支持性就業之身心障礙

者勞動權益，是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建構完善之支持性就業機制。又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4 條規定，各級勞工主管機關對

於具有就業意願及就業能力，而不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

身心障礙者，應依其工作能力，提供個別化就業安置、訓練及其他工

作協助等支持性就業服務。         

我國支持性就業(supported employment)的概念源自美國聯邦政府

在 1986 年的《復健法修正案》(Rehabilitation Act Amendment)，該法

提出支持性就業，並對服務對象、就業安置、工時及工資有明確規

範，即以社區為基礎單位，保障身心障礙者的社區工作權，宣示去機

構化的理念（陳靜江，2006）。1992 年的《復健法案修訂案》更將支

持性就業服務分為短期支持(short-term support)，包含 18 個月的追蹤

輔導，和長期支持(long-term support)兩階段，將長期後續支持策略規

劃於個別復健計畫中，後期更逐步導向發展融合性就業(integrated 

employment)，主要便是希望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一起正常工作，提升

社會融入與社會參與。而支持性就業的實施方法則是由就業服務專業

人員(employment specialist)在客戶(client)所工作的職場中提供深入且

持續的就業支持，增強身心障礙者的工作和社交互動能力，當身心障

礙者符合工作要求且適應職場後，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在逐漸退出工作

現場，改由追蹤方式提供服務(Coker, 1995)。 

我國的支持性就業計畫首見於職訓局研訂之「促進殘障者支持性

就業與訓練實施要點」，並於民國 81 年進行為期 10 個月(81 年 8 月至

82 年 5 月)的殘障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試行計畫，更於民國 86 年成為政

府明確推動的服務模式；同年《殘障福利法》修訂為《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就業服務擴大辦理。民國 86 年至 90 年，相關的子法規陸續



 

47 
 

被訂定，包含就業服務機構設立標準、執行服務人員之資格、服務流

程、專業評估項目、評估結果之運用等（引自葉琇姍，2016）。 

根據勞動力發展署（2019），我國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型態包含

（1）個別服務模式：由就業服務員以一對一個別服務方式，協助身

障者在競爭性職場就業。（2）群組服務模式：就業服務員以每組至

少三人服務方式，協助身障者在競爭性職場就業。實施方法為有支持

性就業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應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職業重建（就業

轉銜）服務窗口轉介職業輔導評量單位評量後；符合支持性就業服務

對象者，由該窗口派案予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

不符合者，由職業重建（就業轉銜）窗口轉介其他適合單位接受服

務。 

 

小結： 

  近一個世紀以來，職業復健相關服務開始被各國政府正式地立法

處理，目前仍在持續發展、朝向完善的路上。精神障礙者雖然較晚才

被歸入服務對象，其需求並不少於其他類別身心障礙者。從職業復健

的目的可知，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是一種具復健意涵的舉措，下

一節將以精神障礙者為出發點，連結職業復健和精神復健中重要的復

元概念。 

 

 

第四節  精神障礙者職業復健與復元的連結 

 

    要理解復元，從就業的背景脈絡著手是首選的方法(Krupa, 

2004)，重返職場對許多精神障礙者是而言是疾病復元的重要的指標

（沈詩涵、林萬億，2012）。本節將統整相關文獻，闡述對精神障礙

者而言，接受職業復健服務或就業對其產生之意義，再討論就業與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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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關係，最後關注其中如影隨形的復元因子。 

 

壹、精神障礙者職業復健的復元涵義 

    工作能帶給人們自我實現、獨立及安全感(Mosey, 1989)，不論是

身心障礙者或一般人都能從工作獲得益處(Liberman & Trope, 2008)。

但許多精神疾病的發病年齡落於青少年或成年早期(Corrigan, 2003)，

患上精神疾病將妨礙個體的發展或使其受損，如基本日常生活功能、

人際關係、社會互動、學習與休閒，並進一步妨害個人達到經濟自主

的階段(Tessler, & Goldman, 1982)，使得許多精神障礙者因為患病而難

以發展甚至被迫中斷職涯。 

    長期以來，精神復健領域已認同促進其就業的相關措施對精神障

礙者是一種具治療性且必要的活動，從事生產性活動對精神障礙者的

身心健康具有正面的意義（林知遠，2002）。職業復健專門用於個體

職業領域的復元，或者更具體地說是協助精神疾病患者再次獲得工作

者角色並重新融入勞動力市場的方法(Russinova, Wewiorski, Lyass, 

Rogers & Massaro, 2002)。 

  回顧國內、外文獻可以發現職業復健方案對精神障礙者有許多益

處。具精神疾患診斷的工作者表示職業復健和就業進等服務提供了工

作經驗和增加工作相關技能的機會，並普遍承認職業復健服務在他們

的職業生涯中扮演重要推手(Henry＆Lucca，2004 ; Killeen＆O'Day，

2004; Southern & Miller, 2012)。國內外許多研究也指出職業復健相關

措施對具就業動機及潛能的精神障礙者有許多助益，包含工作態度、

工作產量、社會整體功能、認知功能、生活品質、個人衛生、問題解

決能力、休閒安排、財務管理、學習能力、手部功能、專注力、工作

持續度、自信程度、人際社交能力及探索、發掘自身潛能等方面（劉

運康，1984；褚增輝，2001；吳明宜，2003；丁秀雲，2015；吳佳

蓉，2015；林楷植、王金香、陳碧蓮，2018 ; Schneider, 2000；Du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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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iorski & Rogers, 2010； Saavedra, López, Gonzáles, & Cubero, 

2016）。整體而言，職業復健的主要任務是協助服務使用者進入職場

就業，已有許多研究顯示就業功能可以通過職業服務和介入措施得到

改善（Bond, 2004 ;Cook et al, 2005)；而工作狀況能預測復元程度，越

能勝任工作者角色，其復元程度越高（李淑櫻，2016）。 

 

貳、就業與復元相伴相生 

    Anthony（1993）主張復元是一種即使疾病帶來限制，仍能過著

滿意、充滿希望和有貢獻的生活的方式，一個涉及個體在生活中發展

新意義或目的的過程。復元為一種改變的過程，個人可通過此過程改

善其健康福祉，過著自我導向的生活，並努力發揮他們全部的潛力

(SAMHSA, 2012)。根據 Llewellyn-Beardsley、Rennick-Egglestone、

Callard、Crawford、Farkas、Hui 與 Slade 等人（2019）回顧復元主題

相關文獻，近期有關復元的敘述不僅從傳統的疾病觀點切入，還納入

更多社會，政治和權利方面的議題。其中「就業」議題已在許多精神

障礙者復元的研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 Killeen 和 O'Day

（2004）的研究參與者表示就業是他們復元核心；劉紀能（2005）在

自我述說碩士論文中提到：「一旦有工作後就會被一般大眾認為是同

國人，也可以進而肯定自己，視自己為正常人。有工作是被社會認可

的重要指標，找到工作成為我賦歸社會的最後一根稻草。」有些學者

甚至主張參與就業和復元不僅具相關性，它們「講同一種語言(speak 

the same language)」，都是在某個社會文化情境下實現行動(doing)，存

在(being)，成為(becoming)和歸屬(belonging)等任務(Hammell, 2009; 

Hitch, Pépin & Stagnitti, 2014a,b)。 

    綜合以上，就業可說是復元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Olney & 

Emery-Flores, 2017)，獲得工作者的身份有助於精神疾病患者的復元

(Wo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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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就業中的復元因子 

    職業參與和復元是相互關聯的(Krupa, Fossey, Anthony, Brown & 

Pitts, 2009)，以下分別陳述就業中的復元因子。 

一、較有效的症狀因應與疾病管理 

    工作能帶來較佳的疾病緩解程度，減少住院率和健康地遠離他們

的精神症狀困擾並促進現實感、正常化（李雅敏與林宏熾，2008；

Mosey, 1989; Dunn, Wewiorski & Rogers, 2008; Seeman, 2009; Saunders 

& Nedelec, 2014 )；就業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工作者因應精神困擾、防

止抑鬱，並能促進其管理因疾病而面臨困難的時期(Dunn, Wewiorski, 

Rogers, 2010; Saavedra, López, Gonzáles & Cubero, 2016)。Southern 和

Miller（2012）的研究也說明精神障礙者在重返工作崗位的過程中，

必須適應精神症狀以適應其需求。 

    症狀因應與壓力管理等能力常在復元文獻中提及，如可以在

Leete（1989）提出的復元意義中「充滿希望地過上克服障礙的生

活」；Ralph（2000）整理的復元要素「自我管理照護」；Davidson

（2003）的復元九項原則、Deegan（1988）、 Leete（1989）、Barber

（2012）與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出版的復元導向服務的政策指南，皆

將「減少或消除症狀」納入臨床復元(clinical recovery)的定義中。 

    除此之外，此能力也可以在許多學者提出的復元歷程中找到，例

如 Spaniol、Wewiorski、Gagne 及 Anthony（2002）提出復元歷程的第

二階段「與障礙奮鬥（struggling with the disability）」、洪秀汝

（2005）主張的復元第二階段「因應」、Spaniol、Wewiorski、Gagne

和 Anthony（2002）提出的復元任務之一「對疾病本身能夠有控制

感」中描述等。 

    症狀管理也能是促進復元有利因素，如 Schiff（2004）整理影響

復元的內在動力中提及復元因應策略包括疾病管理、症狀管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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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健康的生活型態等。 

二、提升自信、自尊及自我效能 

    就業能使精神障礙者獲得成就感，進而提升自信、自尊及自我效

能，透過成為工作者，他們感到被需要，重視和欣賞，並得到其他地

方不容易獲得的肯定，進而較能建立自信和積極的自我形象（李雅

敏、林宏熾，2008；許素彬，2010；李亞蓉，2011；Kirsh, 2000；

Krupa, 2004；Salyers, Becker, Drake, Torrey, & Wyzik, 2004；Dunn, 

Wewiorski & Rogers, 2008；Leufstadius, Eklund & Erlandsson, 2009；

Dunn, Wewiorski, Rogers, 2010；Saavedra, López, Gonzáles, & Cubero, 

2016；Torres Stone, Sabella, Lidz, McKay & Smith, 2018） 

    自我概念的提升及自我肯定等概念可以在以下探討復元文獻中看

到：Leete（1989）以主觀生病經驗論述「復元」的意涵及轉變；

Rashid、 Leary 與 Okeke（1999）提出的復元元素；Corrigan、

Giffort、Rashid、Leary 與 Okeke（1999） 論述的復元面向；Yanos、

Primavera 和 Knight（2001）說明的精神障礙者主觀精神復元狀態；

Spaniol、Wewiorski、Gagne 及 Anthony（2002）所提出復元歷程中第

三階段任務；Schiff（2004）指出的復元內在動力；李雅敏與林宏熾

（2008）提出的復元內在動力；以及劉幸瑜（2017）指出的精神疾病

患者復元改變層面等。  

三、重建身分認同 

    工作經歷對患有精神疾病的工作者的自我身分認同產生了積極正

面的影響，透過就業精神障礙者能在社會中找到更有意義的角色認同

(Abrams, Barker, Haffey, & Nelson, 1993; Lehman, Carpenter Jr., 

Goldman, & Steinwachs, 1995; Hitch, Pepin & Stagnitti, 2013; Blank, 

Harries & Reynolds, 2015; Saavedra, López, Gonzáles, & Cubero, 2016)。 

    獲得工作者的身份認同有助於精神疾病患者的復元(Wong, 

2015)，也符合許多文獻中所提及的復元。如 Deegan（1988）將「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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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身分認同」納入復元的定義；Leete（1989）的主觀患病經驗論述將

「於社會中再度擁有身分」列為復元的意涵及轉變；Young 和 Ensing

（1999）指出的精神障礙者復元模式第三階段包含建立正向的自我認

同；Provencher、Gregg、Mead 和 Mueser（2002）所主張復元歷程中

的「自我重建過程(self-reconstruction process)」；Andresen（2007）提

出的復元四元素之一為「認同」；Leamy、Bird、Le Boutillier、

Williams 和 Slade（2011）所訂定的復元過程五關鍵要素(CHIME)將重

新建立自我認同感納入「自我認同(Identity)」要素中。 

四、提升社會功能、獲得社會連結與支持並參與社會 

  在社會層面，就業能推使精神障礙者在社區中生活，使精神障礙

者獲得更多社會互動機會和培養社交能力，增進社會化（李雅敏、林

宏熾，2008；許素彬，2010；Abrams, Barker, Haffey, & Nelson, 1993; 

Lehman, Carpenter Jr., Goldman, & Steinwachs, 1995; Bond, Resnick, Xie, 

McHugo & Bebout, 2001; Salyers, Becker, Drake, Torrey, & Wyzik, 

2004；Waghorn & Lloyd, 2005；Koletsi et al., 2009；Drake, Bond, 

Thornicroft, Knapp & Goldman‚ 2012；Hitch, Pepin & Stagnitti, 2013）；

更進一步降低孤立感，增進歸屬感，令其更有意義地參與及融入社區

(Saunders & Nedelec, 2014; Blank, Harries & Reynolds, 2015)。 

  社會支持網絡的建立是復元的重要元素，可以在許多文獻中看

到，如 Jacobson 與 Greenley（2001）提出的復元概念模式中的社會

連結(connection)；Spaniol、Wewiorski、Gagne 及 Anthony（2002）主

張復元階段之一的「超越障礙地生活(living beyond the disability)」中

提及與他人和所處情境有良好的連結；Provencher、Gregg、Mead 和

Mueser（2002）復元第三階段的自我挑戰過程(challenging process)中

說明此階段的復元者與周遭人際有較強韌的連結，並扮演著數個社會

角色；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2004)提出復元十要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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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及「全人」項目中提及社會與人際連結的重要性；Hopper

（2007）對復元的解釋包含「更滿意的社會參與」；澳洲維多利亞州

政府出版的復元導向服務的政策指南所列之臨床復元(clinical recovery)

項目中包含社會功能的恢復；Leamy、Bird、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將復元過程五關鍵要素(CHIME)中的「意義(Meaning)」

要素中納入「有意義的社會角色」；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管理局

(SAMHSA)2012 年對現行復元新定義中的「關係(relational)」；劉幸瑜

（2017）整理精神疾病患者的復元改變的層面包含了獲得人際連結學

習、社會參與和社群經驗、與人建立平等的關係和擁有支持性、正向

氛圍的環境及歸屬感等。 

    另外，與他人建立關係、有較強到社會連結以及較多的社會參與

有利於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如 Schiff（2004）主張人際關係是促進復

元的外在資源；Onken、Dumont、Ridgway、Dornan 及 Ralph

（2002）和 Schiff（2003）皆表示參與社會是激發復元的內在要素；

劉玲君（2014）也指出社會支持是促進復元的因素。 

五、去汙名(stigma)與不被歧視 

    有工作經驗使他人以較積極正面的想法看待精神障礙者，有助於

其減少社會汙名和自我汙名，精神障礙者得以減少受歧視的經驗

（Bevan et al, 2013; Saavedra, López, Gonzáles, & Cubero, 2016）。 

    不暴露在汙名之下，能助長精神障礙工作者的自尊，減少受歧視

的機會有助於復元，在許多文獻中可以找到印證。如 Jacobson 與 

Greenley（2001）提出復元階段要素「人類權利(human rights)」項目

中的減少汙名與歧視；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管理局(SAMHSA, 

2004)所提出復元概念十基本要素中的尊重(respect)；Leamy、Bird、

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復元過程五關鍵要素(CHIME)

中的「自我認同(Identity)」要素包含克服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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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進獨立、自主性 

    工作能實現自主權和獨立能力(Saavedra, López, Gonzáles, & 

Cubero, 2016)。另外，就業能為精神障礙工作者帶來較好的財務狀

況，有利於實現財務自給自足（許素彬，2010；Lehman, Carpenter Jr., 

Goldman, & Steinwachs, 1995 ; Kirsh, 2000；Krupa, 2004；Auerbach, & 

Richardson, 2005；Dunn, Wewiorski, & Rogers, 2008；Leufstadius, 

Eklund, & Erlandsson, 2009；Drake, Bond, Thornicroft, Knapp, & 

Goldman‚ 2012；Thornicroft, Knapp, & Goldman‚ 2012；Saunders, & 

Nedelec, 2014），有助於精神障礙者實行獨立。 

    去工作代表去勝任工作者的角色，精神障礙者的自主性及獨立性

必須有所提升，許多文獻所提及的復元皆與此項目有關。如 Leete

（1989）提出的復元意義包含充滿希望地過著自主的生活；Jacobson 

與 Greenley（2001）整理復元階段要素中的充權(empowerment)包括

精障者的自主、自決；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健康管理局(SAMHSA, 

2004)提出的復元十要素中的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包括個人在獨立自

主的情況下使用資源並掌控、選擇和決定自己的復元方法與過程；

Hopper（2007）的復元定義包含自主管理生活；美國物質濫用與心理

健康管理局(SAMHSA, 2012)更新復元概念十基本要素中的個人驅力

(person driven)；Slade 等人（2014）指出復關於讓人們獨立和正常

化；Gordon、Ellis、Siegert 和 Walkey（2014）的研究也指出復元的核

心向度之一「資源(Resources)」包括維持獨立性；劉幸瑜（2017）的

研究也指出精神疾病患者復元所改變的層面包含更高的自由及自主

性。另外，Dunn、Wewiorski 和 Rogers（2010）也主張精神障礙者做

有報酬的工作能促進其復元。 

七、較適當、較有意義的生活安排 

    工作帶來了較結構化的生活習慣，特別是睡眠時間和飲食習慣的

正常化，當天的使用時間的方式也較有效率(Saavedra, Ló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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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záles, & Cubero, 2016)；就業也改善休閒活動安排，以及享受空閒

時間資源的能力(Saavedra, López, Gonzáles, & Cubero, 2016)，整體而

言，就業使精神障礙者獲得較適切的生活職能安排。 

    因為精神障礙者常因為症狀干擾而作息顛倒，生活紊亂，許多復

元相關文獻接提及較正常化、有意義的生活安排是復元的體現。如

Young 和 Ensing（1999）提出的精神障礙者復元模式第三階段「對一

般化、正常化的生活有責任感」；Provencher、Gregg、Mead 和

Mueser（2002）整理復元者樣貌中，提及處於自我挑戰過程

(challenging process)中的復元者，能透過工作回到一個正規並受認可

的成人生活形態；Schiff（2004）分析美國消費者與倖存者復元精神

衛生高峰會 (National Summit of Mental Health Consumers and Survivors 

Recovery Plank)對復元的定義之一為「在所處情境中認真生活」；

Andresen（2006）歸納出的復元歷程的最後階段「成長 」包含「過上

完整且有意義生活」；Hopper（2007）所定義的復元包含將生活安排

目標訂為找尋、活出豐富且滿足的人生，達到自主管理生活；

Leamy、Bird、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得復元過程五

關鍵要素(CHIME)中得「意義(Meaning)」，其內容涵蓋「有意義的生

活」與「重建生活」；以及「賦權(Empowerment)」中得「控制生

活」；以及 Gordon、Ellis、Siegert 和 Walkey（2014）提出的復元的核

心向度「存在和做(Being and doing)」中包括規律的日常生活。 

    另外，在促進復元的文獻回顧中也可以看到 Schiff（2004）整理

影響復元的內在動力提及復元因應策略包含健康的生活型態；而參與

工作的結構化和規律性也有助於促進復元(Dunn, Wewiorski & Rogers, 

2008 )；劉玲君（2014）的研究則整理出復元的因子包含包括規律生

活、適切生活安排與培養多元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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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較高的生活品質與生活滿意度 

    就業帶來較高的生活品質、較滿意的生活與安適感（李亞蓉，

2011；Abrams, Barker, Haffey, & Nelson, 1993；Lehman, Carpenter Jr., 

Goldman, & Steinwachs, 1995；Salyers, Becker, Drake, Torrey & Wyzik, 

2004；Leufstadius, Eklund & Erlandsson, 2009；Thornicroft, Knapp & 

Goldman‚ 2012） 

    就業所提供的經濟、意義感、成就感等能進一步帶來生活品質及

滿意度的提升，這些皆能顯示精神障礙者更接近復元狀態，文獻回顧

如 Young 和 Ensing（1999）提出的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模式第三階段為

「增進生活品質」； Spaniol、Wewiorski、Gagne 及 Anthony（2002）

提出復元歷程中第三階段「與障礙奮鬥(struggling with the disability)」

中包含「生活品質的改善」，以及第四段「與障礙共存(living with the 

disability)」中所提及的「追求滿意的生活」；Anthony、Cohen、Farkas

和 Gagne（2002）對於 Recovery 定義包含「過著滿足的生活」；

Hopper（2007）將復元視為活出豐富且滿足的人生，並在工作及社會

參等層面有更滿意的表現；Gordon、Ellis、Siegert 和 Walkey（2014）

的研究則將生活品質納入復元核心向度「存在和做(Being and doing)」

之中。 

 

小結： 

    由本節文獻回顧可知工作對精神障礙者來說具有潛在的治療效

果，有助於其康復，是復元的墊腳石(Lusting, Rothenthal, Strauser, & 

Haynes, 2000; Provencher, Gregg, Mead, & Mueser, 2002; Drake,2005; 

Doroud, Fossey, & Fortune, 2015)。不僅如此，以就業和提升工作適應

力為目標的職業復健相關措施(Starkey & Flannery, 1997)，包含就業安

置和就業支持方案能效地推進精神障礙者的復元(Slade, Amering, 

Farkas, Hamilton, O'Hagan, Panther, Perkins, Shepherd, Tse & Whi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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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走在成為工作者角色的復健路上，精神障礙者沿路親身體現復

元的美妙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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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Anthony（1993）指出研究復元必須要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復元

經驗。Deegan（1996）則引用 Oliver Sacks（1970）所說：「藉由故

事了解個案的歷史，才能再現個體經歷折磨、對抗的歷程，以及主觀

經驗中的主體，如此我們才能真實地理解其中的人與事，所以在研究

中，人與疾病是密不可分的。」質性研究相較量性研究較能獲得研究

參與者主觀且較全面性的經驗，基於本研究欲以有深度地、多面向地

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過程中的復元經驗，研究者將透過

質性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資訊，最後顯現精神障礙者參

與職業復健的復元經驗脈絡。本研究將以半結構式、深入訪談法向參

與職業復健 6 個月以上之精神障礙者收集資料，再以主題分析法進行

資料分析與形成結論。 

    本章有七節，第一節為闡明研究取向、第二節為介紹研究參與

者、第三節為說明研究程序、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料整理

與分析，第六節資料信實度驗證、第七節為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取向 

   

本節將先介紹質性研究方法、闡述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法之原

因，再介紹本研究所選用之半結構式訪談及深入訪談法資料蒐集方

法，最後說明本研究資料分析所使用之主題分析法。 

 

壹、質性研究 

  Strauss 和 Corbin（1990）指出質性研究意指非透過統計或其他量

性方法來獲得研究發現的任何類型研究（吳芝儀、廖梅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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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而質性研究者常對瞭解人們如何詮釋自身經驗、如何建構世

界觀以及經驗的意義有興趣(Merriam & Tisdell, 2018)。以質性研究方

法獲得的結果非「客觀的分類標準」、「普遍性法則」、「因果關係驗證

與統計推論」，取而代之的則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與「個體在

不同且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經驗及解釋」（胡幼慧、姚美華，

1996）。Bogdan 與 Biklen（1992）則在質性研究的教科書中說明質性

研究的特性為:（1）在自然環境中蒐集資料；（2）研究者作為主要研

究工具；（3）是描述性的；（4）研究關心的是過程而非結果；（5）以

歸納的方式分析資料；（6）關注「意義」。吳靖國（2010）則指出質

性研究與量性研究一個明顯的相異之處為質性研究的對象是人的意

識，也就是「人們面對所接觸事物所產生的認識」，研究者必須與研

究對象溝通，才能掌握意識內涵，也就是「意義」。 

  研究者在質性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者在其中是資料蒐集

和分析的主要工具。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研究者可以透過語言和非

語言的方式與研究參與者溝通，及時地處理研究參與者所拋出的訊

息、進行澄清和摘要，並進一步與受訪者確認詮釋的準確性，在過程

中也能接收到異常和非預期的反應，進而使研究者擴大對研究主題的

理解。當質性研究者蒐集到第一手資料後，可將之稱為經驗，接下來

研究者則企圖將經驗轉化成知識。不過知識與經驗是有所不同的，前

者需具備客觀性的成分才能被人所理解或信服，而後者則不一定（施

偉隆，2009）。所以當研究者從研究參與者處獲得資料後，需使用嚴

謹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及解釋資料，並謹記從研究參與者的角度來理解

研究主題，而不是從研究者的角度。 

  在處理過程方面，蔡敏玲（2004）說明質性研究是透過組織、整

理、處理經驗的「規則與結構」或社會現象之間的「關聯性」所生產

的知識。質性研究者常體認到，人類的行為、經驗和社會現象較自然

現象複雜許多，欲從行為經驗與社會現象中找出規則和關聯性是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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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的。所以如何進行有效且適切的詮釋是質性研究者的重要課題。

Van Maanen（1979）說明質性研究的進行式涵蓋一系列的詮釋技術，

研究者須尋求資料的描述、解碼或轉譯等方式，以彰顯世界中某些自

然發生的現象之意義。蒐集資料後，質性研究者可能在缺乏足夠背景

知識、理論架構的情況下無法充分進行詮釋，因此，質性研究的另一

個重要特點為歸納(Merriam & Tisdell, 2018)，甚至是建立一個概念、

假說、理論，而不只是去驗證他們(Denzin & Lincoln, 2013) 。 

  質性研究結果的產出是將研究者從各方所蒐集的資料加以分析。

質性研究學者 Carney（1990）由資料轉型(data transformation)的觀點

說明質性研究的分析過程，提出資料分析即不斷提昇抽象層級，並以

「分析性抽象階梯」說明此過程包含:（1）準備文字資料。（2）為文

本編碼，歸入範疇(category)中。（3）找出主旨(theme)與趨勢。（4）檢

測靈感與發現，即前一步驟找到的主旨與趨勢。（5）勾勒一深層結

構，將資料統整後置入此深層解釋架構中。而國內學者張芬芬

（2010）則根據 Carney 的觀點，進一步調整及概念化質性分析之步

驟依序為：文字化、概念化、命題化，圖表化，及理論化，其具體工

作內容如表 3-1-1。 

 

 

表 3-1-1：質性資料分析五階段的具體工作，引自張芬芬

（2010） 

文字化 1. 整理逐字稿。 

2. 寫下概要重點。 

概念化 1. 資料編碼：將概念賦與資料。 

2. 寫分析備忘錄：尋找主旨代碼、形成合適的分類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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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化 1. 寫分析備忘錄：探究資料中的關係 ，抓住靈感。 

2. 資料的再包裹與彙集：發現整個資料中的主旨與

趨勢。 

3. 形成命題：將靈感與發現列為初步結果，即研究

假設。 

圖表化 1. 將資料中的重要命題繪為圖表，驗證是否成立。 

2. 以圖表繼續分析資料，尋找資料裡的關係、重點

及缺漏處。 

理論化 1. 提出或驗證理論：將資料整合在一解釋架構中。 

 

貳、選擇質性研究之理由 

  而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體是研究參與者的一段經驗，研究發現及結

果的整理必須透過意義的理解、情境的體會與分析發展形成。Maxwel

（1996）點明質性研究適用於以探究意義、了解特定情境、了解歷

程、發展因果解釋，以及界定未預期現象與影響，並為後來的研究者

歸納新理論為目的的研究；張芬芬（2010）提到質性研究論文能產生

有機的效果，能在感性上激發讀者豐沛的情感，在理性上質性研究能

透過生動傳神的文字勾勒出讓人彷彿身歷其境的圖像；經過層層章節

讓人產生共情共鳴；精采高妙的詮釋則使人茅塞頓開，故本研究將以

質性方法作為研究方向，期許達到以上些許效果。 

    本研究聚焦於慢性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的經驗，研究主體為

「人」，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務是清晰明瞭地描繪出研究參與者的內在

經驗與從中發展出的意義，並進而推導出主題概念甚至特定面向的理

論形式。另外，透過故事分享經驗已經成為以復元為基礎的醫療保健

的核心實踐(Spector-Mersel &Knaifel, 2018)，分享故事已被用於增加對

醫護人員的同情和理解(Deegan, 1996)並作為同伴支持的機制(Mo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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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nova, Gidugu, Yim & Sprague, 2012)。而面對質性研究多元的方法

論，研究者在選擇研究法時必須先釐清自己的世界觀，並充分了解不

同質性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審慎使用合適之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為從許多慢性精神障礙者參與各類職業復

健的經驗中發展及呈現復元概念，根據 Clarke 和 Braun（2017）質性

研究中的主題分析法可用於識別研究參與者們個案內和跨個案間的的

生活經歷、看法、觀點以及行為和做法；它是一種著重“體驗性

(experiential)”的研究，旨在了解參與者的想法，感受和行為。高淑

清（2001, p243）則提到 Barritt 等人以「主題分析是從這些書面敘述

資料中尋找共同主題，並用最貼切的語言來捕捉這些共同主題所涵蓋

的意義」來解釋主題分析法，其目的在發掘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最

終結果為將研究所討論議題以層次性主題呈現。本研究欲探討慢性精

神障礙者研究參與者們在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期望研究結果能呈

現其思考、感受、行動及經歷，故研究者選擇主題分析作為質性研究

分析方法。 

 

叁、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本研究主要採取質性研究中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透過深入

訪談及相關資料的收集，探討正參與職業復健半年以上之精神障礙者

的參與經驗。在深度訪談中研究者以開放式問題訪談，以獲得參與意

義的資料，參與意義是指社會環境中的個人構思其世界的方式，以及

他們解釋生活中重要事件或賦予人、事、物意義的方法（王文科、王

智弘，2014）。Rorty（1980）則指出深入訪談本身即是一種重建過

程，在個體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建構關於社會情況的知識。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深入訪談做為資料蒐集方法，透過親

自與研究參與者溝通互動，瞭解其復元經驗。訪談過程中以錄音及訪

談筆記等方式蒐集資料，真實記錄所見所聞（簡春安、鄒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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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讓研究參與者以自身的語言、方式、步調與敘述向研究者訴

說，如此研究參與者便能和研究者分享他們所知、所想、所學、所經

歷的事物，讓研究者充分蒐集貼近研究參與者的資料（江吟梓、蘇文

賢，2010）。 

 

肆、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質性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資料來源為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資訊，

訪談是獲得研究參與者的資料的常見方法(Williams, 1997)。而依據研

究目的的不同，訪談也有許多不同的型式。以研究過程來區分，結構

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以及群體訪談(group interview)是

常見的方式(Minichiello et al., 1995)。其中，「半結構式訪談」(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為「半標準化的訪談」(semi-standardized 

interviews)或「引導式訪談」(guided interviews)。其中，半結構式訪談

的依據為較寬廣的研究問題，研究者訪談前會先設計出訪談大綱，稱

為訪談指引(interview guide)或訪談題綱，其中，主要的內容必須與研

究問題相符，而訪題的順序、使用之文字型式或討論方式則可以較彈

性的方式進行（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訪談中將視情況

以不同形式的開放性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引導受訪者對訪問主題

進行深入地陳述。提問時，對不同受訪者的問句字句不需完全相同，

只要與預設問題(pre-set questions)的意思方向相同即可。 

  根據 Tutty、Rothery 和 Grinnell（1996），半結構式訪談的優點包

含（1）對特定議題可以採取較開放的態度進行資料蒐集，當研究者

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時，經常有意外的收穫。（2）當受訪者在訪談過程

中受限較少時，較能採取開放態度來反思自己的經驗。（3）研究者的

動機是要深入了解個人經驗或比較訪談資料時，很適合運用半結構式

訪談進行資料蒐集。為了從各個面向汲取研究參與者參與職業復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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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來進蒐集資訊。 

    根據以上，本研究將依據研究者自編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與研究

參與者進行深入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60-90 分鐘，並依研究參與者

的意願決定訪談問題的次序，以促進其表達。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將

親自與研究參與者溝通互動，設身處地地以研究參與者的角度來瞭解

其主觀經驗與感受。為了如實記錄，訪談過程中以錄音及訪談筆記等

方式蒐集資料，真實記錄所見所聞，最後整理出研究參與者們透過職

業復健邁向復元的重要元素。 

 

伍、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 

    主題分析法是對文本或訪談資料進行系統性分析的研究方法，試

圖從大量瑣碎、雜亂且看似南轅北轍的素材中歸納出與研究問題有關

的本質意義，再以「主題」呈現，用以解釋文本所蘊含之深層意義

（高淑清，2001）。主題分析法基於理解現象本質，藉由同理擬情或

對現象的還原去重新建構並解釋研究參與者所表達的意圖，期望在其

經驗脈絡中掌握研究參與者的意識、抒發和語言表達（高淑清，

2001）。在研究過程中，經過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者間互為主體性的

同意與瞭解，得以詮釋研究參與者生活經驗之中的意涵。再者，行過

發現文本所蘊含之深層意義的研究旅途，研究者能理出並開啟「看

見」意義的洞察力（高淑清 2001）。 

    主題分析法的目的在於找出某現象的意義，以及探究現象如何被

經驗，不同於內容分析法在文本中標示已預定的類目和概念，主題分

析法屬「發現取向」，藉著回歸經驗本身，研究者在經歷來回閱讀文

本後檢視歸納得出成果（高淑清，2001）。在主題分析法中，研究者

從許多書面敘述資料中去尋找共同主題，並用最貼切的語言來捕捉這

些共同主題之意義(Barrit, Beekman, Bleeker & Mulderij, 1984)。整體來

說，主題分析意欲發現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並發掘主題命名中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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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後的想像空間和意義內涵（高淑清，2008）。 

  本研究將根據高淑清（2008）所提出的「詮釋螺旋」(hermeneutic 

spiral)和「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概念，研究者對文本的整

體理解須循著「整體－部分－整體」(whole-parts-whole)的交互循環過

程，於文本與詮釋之間來回，逐步構成參與職業復健的精神障礙者在

復元方面的經驗。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是研究的主體，本節說明本研究參與者的選取標準。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參與職業復健精神障礙者之復元經驗，選

定標準為： 

（1）依舊制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障礙類別為慢性精神疾病者；或經

身心障礙鑑定為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

礙」，經精神專科醫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光譜及其它精神病性

疾患、雙相情緒以及相關疾患、憂鬱性疾患及焦慮性疾患者。 

（2）年齡 20 至 55 歲，認知功能依據 MMSE 評估得分 23 以上，有

良好表達能力。 

（3）具疾病認知，精神狀況穩定，一年以上未至精神科急性病房住

院。  

（4）目前正參與職業復健方案或正接受職業復健相關服務，且已持

續 6 個月以上者。 

 

    研究者於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4 月進行正式訪談，共訪得位

受訪者。依保密原則，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採匿名方式處理。本研究

九位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如表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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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代碼/名

稱 

性

別 

受訪

年齡 

教育

程度 

主要

診斷 

婚姻

狀況 

職業復

健類型 

現職

職類 

本次職業復

健持續時間 

1 山暄 女 37 
高中

畢業 

思覺

失調 
已婚 

復健工

作訓練 

餐飲

店員 

3 年 

10 個月 

2 川子 女 31 
高中

畢業 

思覺

失調 
已婚 

庇護性

就業 

餐飲

外賣 
5 年 

3 壯克 男 41 
國中

肄業 

思覺

失調 
未婚 

庇護性

就業 

清潔

員 

2 年 

11 個月 

4 麗園 女 43 
專科

畢業 

思覺

失調 
未婚 

庇護性

就業 

零售

店員 

10 年 

4 個月 

5 物真 男 33 
大學

畢業 

思覺

失調 
未婚 

復健工

作訓練 

藥局

助理 
11 個月 

6 產杏 女 32 
高中

畢業 

思覺

失調 
未婚 

支持性

就業 

零售

店員 

1 年 

8 個月 

7 豐德 男 41 
高職

畢業 

思覺

失調 
未婚 

庇護性

就業 

餐飲

店員 
2 年 10 個月 

8 祐隆 男 39 
高中

畢業 

思覺

失調 
未婚 

支持性

就業 

清潔

員 
9 個月 

9 炎宗 男 52 
高中

畢業 

思覺

失調 
已婚 

復健工

作訓練 

庶務

助理 
11 個月 

10 黃倩 女 51 
專科

肄業 

思覺

失調 
未婚 

復健工

作訓練 

園藝

工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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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程序分為九階段（如圖 3-3-1），包含研究準備、確立

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選擇研究方法、進行文獻回顧、擬定訪談大

綱、選取研究參與者、資料蒐集、資料分析及提出結論與討論，各階

段說明如下。 

圖 3-3-1  研究程序 

 

壹、研究準備 

  研究前研究者先於北部精神專科醫院職場中接觸並初步了解正接

受職業復健相關服務之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情形，並嘗試與潛在研究參

與者建立關係。此外，為擴展研究參與者的異質性，研究者亦詢問南

部地區醫療復健與職業重建單位是否有機會取得研究參與者之可能

性。 

貳、確立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 

  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論與並逐步修正後，選定精神障礙者參與職

業復健的復元經驗為研究主題，訂定研究目的並發展研究問題。在閱

讀相關主題文獻後，研究者選定質性研究為研究方法，以呈現復元經

驗的多元樣貌。 

叁、進行文獻回顧 

    研究者參閱國內外相關期刊、書籍、研究報告及政府資料等，將

文獻資料整理分析，作為研究主題之佐證及參考。 

研究準
備

確立研
究主題
與方法

文獻回
顧

擬定訪
談大綱

選取研
究參與
者

前導研
究

資料蒐
集

資料分
析

提出結
論與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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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擬定訪談大綱 

  研究者針對研究主題及研究對象發展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作為訪

談之架構與指引，以利蒐集符合研究主題之資料。 

伍、選取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將以北部某專科精神、精神復健機構，與職業重建單位篩

選符合選樣條件之參與者，邀請研究參與者加入本研究，與之說明本

研究並徵得同意後簽署訪談同意書，再進行訪談。 

陸、前導研究 

  前導性研究(pilot study)指的是正式研究前所執行的準備工作，研

究者可以藉前導性研究發現問題，並修正之；前導性研究除了可以確

定研究方向之外，也用於使未來的正式訪談進行得更順利。研究者撰

寫初步研究計畫後，透過相關單位推薦後，將邀請一位前導研究參與

者進行試訪，在前導研究參與者同意後進行訪談。研究者將根據前導

研究的訪談過程及訪談札記反思內容，修正訪談題綱以利進行正式研

究。 

柒、資料蒐集 

  研究者以訪談方式蒐集所需資料，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本身、基

本資料表、訪談題綱、數位錄音器材、訪談札記等。研究者將於訪談

結束後及時轉錄為訪談逐字稿與訪談札記，以期貼近研究參與者之表

達與真實情況。 

捌、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以訪談內容、訪談札記為材料，以主題分析法為手段，

進行資料之整理、分析與詮釋，用以回答研究問題。 

玖、提出結論與討論 

    研究者將試圖以文字、圖表闡明研究結果，呈現關於精神障礙者

參與職業復健復元理論。並檢視、比較以往相關研究，進行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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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討論。 

 

    根據陳向明（2010），質性研究往往是在數個步驟間往返或循環

進行，本研究將以獲得更臻完善之研究結果為目標，執行以上研究流

程。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研究以深度訪談法蒐集

研究資料，過程中將以錄音設備紀錄訪談內容，並由研究參與者撰寫

訪談札記。本研究所使用著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研究參與同意

書、訪談題綱、錄音設備以及訪談札記。 

 

壹、研究者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及質

性研究之瞭解程度會影響研究品質。本研究訪談對象雖為就業中之慢

性精神障礙者，其溝通表達、訊息接收或語意理解可能仍有部分困

難，而研究者本身所受之專業訓練及相關經驗對慢性精神障礙者有一

定程度之接觸與了解，可在資料蒐集過程中避免溝通不良及誤解的情

形發生。本研究之研究者為具精神科實務經驗 4 年以上之職能治療

師，亦曾規畫、執行職業復健方案，如職能復健工作訓練及庇護工場

等，並有 1.5 年的身心障礙就業服務相關經歷，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曾修習質性研究、行為科學研究法、慢性精

神障礙者諮商、身心障礙者生涯諮商與就業安置與諮商理論等課程，

對於本研究主題均具有實務及理論方面之一定程度瞭解，自認背景能

力應足以負責本研究之訪談工作，並確保本研究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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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參與同意書（附錄一） 

    研究參與同意書在研究中的目的為確保研究參與者的權利與意

願。在訪談進行前，研究者將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進行方式、訪

談地點與次數、錄音、保密、訪談資料應用範圍、研究參與者在研究

過程中的相關權益義務等，再次確認其意願、提供疑問之澄清及說

明，並告知個案可以在感受不適時可提出終止訪談的要求。當確認受

訪者參與研究後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同簽署同意書書，一式兩份，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各自保存，再進行研究訪談。 

叁、訪談題綱（附錄二） 

    為使訪談問題更切中研究主旨，研究者採半結構式訪談題綱，利

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做為訪談的依據，引導訪談進行。在執行訪談之

前，研究者會設計訪談指引(interview guide)作為訪談架構，其用字、

問題順序、問題形式或討論方式是可以彈性進行的，優點為能真實呈

現受訪者的認知與感受（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而本研

究所使用的訪談題綱主軸在於描述參與職業復健的復元經驗。於正式

訪談前，先以該份題綱試訪一位接受職業復健 6 個月以上之慢性精神

障者（非屬本研究受訪者），依其回饋意見修正題綱摘要，每次訪談

時間約 1 小時至 1.5 小時之間。研究者將以參與者為主體，依循研究

參與者的分享脈絡進行適當的訪談調整，使研究者獲得更貼近參與者

的資料。 

肆、錄音設備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應主動傾聽，並以同理、關懷、正向

的態度面對研究參與者。訪談過程中將以錄音設備全程錄音，以

忠實呈現文本。 

伍、訪談札記（附錄三）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立即撰寫訪談札記，紀錄研究參與者在訪談

過程中所呈現的非口語訊息、口語訊息背後含意、互動狀況、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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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過程等；另外，研究者也針對待答問題、自身訪談技巧、反思心

得記錄，作為後續資料分析、改善自身訪談技巧或是否追加訪談次數

之參考依據。研究者每次訪談將有以下紀錄，共有三部份分別為： 

一、訪談前：紀錄邀請研究參與者的過程，並注意特別狀況等。 

二、訪談中：紀錄研究參與者在過程中之非口語表現，如表情及語調

變化、肢體表現等，並關注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狀況，以獲取重要議

題，並加以深入討論。 

三、訪談後：分析資料並記錄與研究主旨有關之想法及發現。 

 

 

第五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壹、資料整理 

    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以研究參與者之訪談資料為主，每次訪談將

進行全程錄音，並撰寫訪談札記，以上資料的整理方法為： 

一、逐字稿謄寫與校對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先將錄音檔謄寫為逐字稿，遇不明確之意思表

達時即以電話錄音訪談方式補充訪談。接下來再進行內容校對，在保

留研究參與者原文、用字及描述角度的情況下，將文檔適當編輯、刪

除明顯錯誤以增加文字可讀性。另外，也將訪談中的觀察、脈絡訊

息、反思等加入逐字稿右邊欄位，成為訪談紀錄。 

二、字稿編碼 

  研究者資料編碼為三層級，第一碼代表研究參與者或訪談札記，

第二碼為訪談段落序號。編碼表如下表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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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編碼表 

 第一碼 第二碼 

含意 研究參與者代號 訪談札記 句子次序 

編碼 山暄、川子… 山 N,川 N… 1, 2, 3… 

例：山暄-230，代表訪談者「山暄」訪談逐字稿第 230 句。 

   

研究者按照研究參與者、訪談內容段落序號將逐字稿進行編碼，

最後進行資料分析。資料分析則依照編碼、子題、次主題和主題，直

到形成「主題組型」以完成分析。 

 

貳、資料分析 

    主題分析法的立論基礎在於來回於「整體與部分」循環檢核的

「詮釋循環」，以及反覆於「先前理解與理解」之間的「詮釋螺旋

(hermeneutic spiral)」，透過「整體-部份-整體」的來回過程以達理解與

詮釋文本所蘊含的意義，本研究者將不斷來回省視，直到本研究主旨

「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的復元經驗」鮮明彰顯出來並發展出共同

主題為止。 

    本研究秉持開放的態度，採用高淑清（2001）提出之「主題分析

法」（thematic analysis）分析策略與步驟為參考架構（見圖 3-1）來理

解、詮釋訪談文本的深度意涵並進行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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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詮釋螺旋、詮釋循環與主題分析關係圖 

（資料來源：高淑清，2008，頁 166） 

 

  根據主題分析研究方法的分析步驟，本研究的分析過程為： 

一、逐字抄謄敘說文本(verbatim tranccription)（整體） 

  本研究的逐字稿由研究者自行轉騰，除了文字記錄之外，亦加入

包含語調改變、明顯情緒變化、停留秒數、動作姿勢、訪談現場偶發

事件等，紀錄最豐富的口語和非口語和環境訊息，盡量再現訪談情

境。 

二、整體閱讀文本讀(holistic reading)（整體） 

    初次整體閱讀文本是閱讀逐字稿，研究者應讓自己全然投入研究

參與者的生活世界，以澄澈、開放的心境讓經驗與故事從文本浮現，

並在過程中寫下初步的理解與省思。此步驟包含「初步理解」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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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省思」，初步理解是研究者對研究參與者主體經驗有一整體與客觀

的理解，初步省思是促進研究者的反思及審視和研究參與者互動的主

觀體驗。 

以下以研究參與者 01 山暄訪談文本為例，呈現研究者對文本的

初步理解與省思，如表 3-5-2 所示： 

 

表 3-5-2 文本初步理解與初步省思範例：以山暄訪談文本為例 

初步理解 

    山暄高中開始半工半讀，畢業後做過會計，25 歲生子，27

歲患上思覺失調症，之後約 3 年的時間都在進出急性病房，沒

有在外就業的經驗，後來經醫師轉介至社區復健中心持續接受

精神復健。山暄在社區復健中心已經待了 7 年以上，約 5 年前

接受餐飲製作和販賣的工作訓練，後來因為有經濟壓力，4 年

前由復健中心工作人員轉介到收入較高的職能治療科的復健工

作坊，做以餐點製作和販售為主要任務的工作訓練。山暄在復

健工作坊累積一些工作上的自信後，曾向外求職，在一般職場

做理貨員的工作，但因為同事相處的問題只維持了一個月左

右，覺得自己抗壓力還不夠就回來繼續工作復健。 

    山暄覺得職業復健最主要的功能是訓練自己的工作能力、

增加收入、學會照顧自己減輕家人負擔。在工作復健訓練中，

山暄覺得製作餐點、廚房清潔、人際互動和初階處理帳務的技

能是重要的訓練成果，也因此獲得成就感，並覺得自己可以藉

由工作復健減緩退化速度。復健工作訓練對山暄來說，看到自

己變得守時、能處理進出貨及盤點、製作餐點和販售等，讓山

暄變得更有自信。 

    整體而言，山暄覺得自己在接受職業復健後作息比較正

常、找到生活的重心、人際互動增加、反應力提升、較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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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單、比較像正常人了。 

    山暄認為自己有甲狀腺亢進和精神疾病，比較難做壓力大

的工作，另一方面，因為精神疾病的標籤讓自己在外求職常受

阻，加上考慮到年紀和家庭，山暄今年在職涯上的規劃是考身

心障礙特考希望能找到較穩定的工作。 

    目前山暄已經八年沒有到急性病房住院，覺得維持情緒穩

定和避免精神疾病復發是很重要的事，能做到的是按時吃藥、

定期回診和參加工作復健。 

    山暄對復元的想法是手腳靈活、沒有精神症狀或脫序行

為、被人尊重、有工作、能照顧家人、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喜歡

事物、多愛自己、能做令自己快樂的事、去接近帶給自己快樂

和幸福感的人等。在感慨復元之路的漫長之虞，山暄認為接受

不完整也就是生病的自己、配合治療、參與精神復健、參加職

業復健訓練、和找到喜歡的休閒是幫助自己復元的重要項目。 

初步省思 

  山暄從 27 歲生病到現在已經過了 10 個年頭，過程中經歷

急性住院、社區精神復健和院內工作訓練等過程，山暄能回顧

參加復健工作訓練的進步經驗，也對自己參加復健工作訓練有

許多正向的評價。在改變和復元方面，山暄主要著重在描述自

身技能和功能上的提升，在社會和環境層面較少著墨。研究者

曾試圖了解山暄在人際社交方面，不論是與家人、朋友方面，

山暄可能感受較少或較不願說明家庭互動詳細內容而透露程度

較低。 

  山暄對自身的職涯規劃有進一步的想法（考身心障礙特

考），但尚未執行，可能的推測是職業復健的正向經驗雖然讓山

暄對工作者的角色較有信心，但是在執行層面可能因為計畫能

力不足、獲得資源困難、支持性關係缺乏等原因較難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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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 

 

三、發現「事件」(incident)與「視框」(framing)的脈絡（部分） 

    當研究者掌握文本的總體意義(global meaning)後，下一步是仔細

審視經驗的來龍去脈和脈絡視框(contextual framing)的移轉和變化。研

究者先直覺、感性地對文本中的重要訊息進行標示、編碼與註記，接

下來則理性檢視資料，試圖分析編碼中研究參與者所述經驗中的「事

件」與「視框」，逐步尋找適當的意義單元和決定各個意義單元

（meaning inuts）之命名，以利後續主題 

歸納之進行。 

    逐字稿編碼原則：編碼代號共兩碼：第一碼為身份代碼，表示某

位研究參與者或以「訪」代表訪談之研究參與者；第二碼為訪談文本

中之行數。 

    標記意義單元之進行方式如表 3-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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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3  文本劃記、編碼、摘要與省思範例：以山暄訪談文本為例 

 

    高淑清（2008a）說明意義單元為分析的基本單位，應以切合訪談

內涵的詞語來命名，此步驟是彰顯及辨明經驗內涵的過程，研究者以

「感性直觀」、「理性辨析」先後出發，協助第五步驟進行意義單元的群

逐字稿 發現事件與視框之脈絡 

（部分理解） 

編碼 摘要 省思 

訪：你覺得參加職業復健對你

當一個媽媽、一個太太，當一

個女兒，這些角色有沒有什麼

影響？ 

山：哦，當一個太太吧（語調

上揚）。你來參加工作坊，或

是復健，就是變成你要照顧好

你自己，那變成就是…，別人

可能就不用照顧你（語速變

慢、音量降低）。比方說你可

能自己會整理乾淨，可能每天

洗澡、洗頭，把自己整理的乾

乾淨淨的，照顧好自己，那對

他們來講就是減輕他們的壓

力，這就是復健教導我的事。 

（視框） 

肯定自己

做為一個

好太太的

角色。 

（山暄-

561） 

 

 

（事件） 

能照顧自

己，不須麻

煩別人照

顧。 

（山暄-

562） 

 

 

 

參加職業復

健讓自己能

好好照顧自

己，不用家

人（先生／

同居人）擔

心，讓自己

變成一個更

好的太太。 

山暄認為

做到照顧

自己、不

成為家人

的負擔，

就更像是

一個好太

太，可能

有不喜歡

受人照顧

的感覺或

曾因此被

抱怨或指

責。山暄

體驗到能

照顧、管

理自己的

獨立和能

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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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分類。其中「視框」代表研究參與者在脈絡中所內隱的主張、概念或

意涵，透過分析過程的辨明，透析出經驗中的「視框」和「事件」，理

出研究參與者在事件當中的觀點與感受，並看見文本中各視框與事件

的意義和關聯（高淑清，2008a）。 

  研究者將相似的譯碼聚集、歸納後將得出貼近於彼此的「意義單

元」，研究者加以命名後這些意義單元將作為之後主題歸納之準備。 

 

表 3-5-3 初步意義單元命名範例：以山暄訪談文本為例 

譯碼 事件摘要 視框摘要 意義單元 

命名 

省思 

山暄-386  覺得自己參加

復健工作訓練

後，工作持續

度變好。 
有能力做更

長時間要求

的工作。 

 

透過實際

工時增加

的經驗和

自 我 察

覺，山暄

覺得自己

工作持續

度 進 步

了。 

山暄-54 被督導治療

師加工作訓

練時數。 

 

山暄-159 本來只能做

半 天 的 訓

練，後來能

做一整天。 

 

 

 

四、再次整體閱讀文本(re-reading the texts as a whole)（整體） 

    研究者在此步驟要再次閱讀每位研究參與者的逐字稿文本，

分別寫下對文本的再次理解與反思，並重新檢視之前對於研究資料整

體的理解，釐清可能潛藏其中的矛盾與衝突，獲得更新的見解。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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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閱讀文本，讓研究者獲取較先前理解不同之意義和感受，使研究

者對於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世界有更深入、真實的理解及同理。 

 

表 3-5-4 再次整體閱讀文本與省思範例：以山暄訪談文本為例 

再次理解 

    山暄在患上思覺失調症前有一般職場的工作經驗，生病之後經

歷一段灰暗的疾病混亂時期，病情較穩定後開始定期前往社區復健

中心接受精神復健，並開始職業復健。山暄先是在社區復健中心受

餐飲製作和販賣的工作訓練，再轉入任務性質相似的職能治療復健

工作訓練。期間山暄曾進入一般職場擔任理貨員，為期一個月左

右，離職原因是人際壓力，後來又返回復健工作訓練。 

    山暄覺得職業復健讓自己有工作能力及收入，並能減輕家人負

擔。在工作復健訓練中，山暄在復健工作訓練中從勝任工作任務、

適應工作要求，和滿意的人際互動中獲得自信與成就感。山暄在職

業復健中看到自己的正向改變，逐漸褪去身上精神病人的標籤。另

外，山暄有規劃外未來仍要到一班職場工作，並能考量自己的身

體、特質及家庭狀況，做出初步規劃。     

    山暄已經八年以上沒有精神疾病復發，對穩定病情自認有一些

適合自己的方法。山暄對復元的想法包含精神病況、生理、人際、

心理等層面，在促進復元作法上，接納自己生病的心態及配合治

療、發展興趣、參與精神復健、參加職業復健訓練等行動都是山暄

認為可行的方法。 

再次省思 

    山暄能整理出職業健對自己的影響，但詳細舉例較不清楚，必

須由研究參與者提供例子引導她加以說明。在促進復元的部分山暄

肯定自己已經執行的部分。 

    山暄已經在這個復健工作訓練待了快四年，雖然有嘗試進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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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職場的想法，但先前的挫折經驗和當下穩定的收入及生活安排讓

他放慢了前進的腳步，想以身心障礙特考方式進入公務體系，但礙

於照顧家庭和必須投入時間在工作及社區復健，考試準備所需的資

源、執行能力是必須克服的地方。 

 

 

五、分析經驗結構與意義再建構（部分） 

    此步驟中，研究者先懸置先前的理解，以解構與意義的再建構過

程，加深對研究資料的理解層次。此時，研究者從研究問題的角度重

新檢視文本處理步驟三之中的劃記與編碼，並重新審視意義單元的適

切性。透過研究者的再次閱讀，將原先已劃記編碼的資料，再度解構

並重新建構，研究者可能修正、合併、刪除先前的意義單元，以即將

在第一次編碼過程當中意義不明的意義單元找到適切的命名，或發現

先前遺漏的單元。 

    在調整意義單元的階段結束後，研究者透過質性分析軟體 N Vivo

將相似或相同的意義單元加以整合、排序和群聚為子題。 

 

表 3-5-5 初步子題歸納範例 

譯碼 群聚之意義單元 子題 

山暄-84 因為工作和人接觸，比較不孤

單。 

獲得及創

造正面、

有益的社

會連結。 

壯文-270 和同事合作，在工作上很有成就

感。 

麗園-562 跟同事發展良好友誼。 

物真-566 和督導者們及同事們有良好的互

動，心情變好。 

產杏-352 和家人有較好的互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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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初步子題後，研究者集結相同或相似的子題，以產生初步的

次主題。  

表 3-5-6 初步次主題歸納範例 

群聚之意義單元譯碼 子題 初步次主題 

山暄-216、川子-371、

產杏-632、豐德-1178。 

藉由工作，人際互動技

巧有改善。 

人際互動及人際

關係 

川子-339、祐隆-1136、

豐德-786。 

解開封閉的自己，比較

願意和他人互動。 

山暄-84、壯文-270、 

麗園-562、物真-566 

產杏-352。  

獲得及創造正面、有益

的社會連結。 

 

六、確認共同主題 (common themes)與反思(reflection)（整體） 

    在共同主題形成的過程中，研究者不間斷地以彈性、開放以及接

納的態度懸置以產生的理解，浸淫於「整體－部分－整體」的理解循

環中將意義單元不斷地解構與再建構，來回檢視子題、次主題和初步

主題，直到「主題組型」能適當反應研究參與者的主體經驗，才達到

確認共同主題的階段。其中，研究者的「反思」是協助解構與再建構

研究參與者經驗本質意義的重要推手，也是主題分析中很重要的概

念，並且必須在分析歷程中持續不斷進行。 

    整理次主題後，研究者將所有類同之次主題群聚，產生主題。 

 

表 3-5-7 主題歸納範例 

譯碼 子題 次主題 主題 

山暄－85、產杏－441、

產杏－807 
去除標籤 身分認同 重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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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子－424、祐隆－

1160、祐隆－1273、祐

隆－1152、炎宗－797 

正向評價 

壯克－522、豐德－

2100、炎宗－243 
尊嚴 重拾尊嚴 

豐德－1393、祐隆－

1348、炎宗－425 
被信任 

立足群體 

物真－572、豐德－

1357、祐隆－409、祐隆

－423 

被接受 

祐隆－447 被需要 

  

 

主題發現的過程，是研究者將研究參與者主體的初始經驗加以分

析轉化，逐漸聚焦為有意義的經驗集合，再透過子題、次主題與主題

之命名構成共同主題。此過程需透過語言的表達與文字厚實描述，將

研究參與者的生活世界呼喚而出，此確認過程亦需透過研究團隊的檢

證與眼光，協助研究者以不同角度檢視自身的理解與詮釋，因此研究

者的「不斷反思」在確認主題的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更是

個持續的歷程。 

 

七、合作團隊的檢證與解釋 

  本研究的合作團隊成員包括研究者與指導教授。研究者與指導教

授針對訪談過程、文本資料分析以及主題的呈現與反思進行討論、意

見交換、回饋與建議。並進行文獻的理解與理論的參照，以檢視研究

結果的可信度、客觀性，反思研究歷程的真確性，以達質性研究的嚴

謹性考量，期望能呈現有關慢性精神障礙者在參與職業復健中的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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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反思敘事。 

    綜觀研究資料分析過程，本研究將分析份研究文本，透過「整體

－部分－整體」來回觀看、檢證及反思，探究現象的發生、經驗背後

的意義與內涵，逐漸發掘資料之主題組型，最後形成本研究之復元經

驗主題。 

 

 

第六節 資料信實度驗證 

 

    質性研究強調互為主體性、相對真實、多元論述的建構本質，與

傳統的、相信絕對真實的量化研究，包含其中的信度、效度、客觀

性、可複製性不盡相同。然而，學術研究皆應通過嚴謹且可受公評的

檢視過程，必須確保其真實性及可用性，以達對所屬領域學術及實務

上的貢獻。本研究將根據 Lincoln 和 Guba（1985）所提出的增加質性

研究信賴度的四個指標，包含確實性(credibility)、可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可驗證性(comfirmability)，作

為研究嚴謹度的檢驗方法（引自鈕文英，2006；李政賢等，2007；潘

淑滿，2002），其詳細說明如下:。 

壹、確實性(credibility) 

    可信賴性指的是研究者所收集芝資料是否能適當呈現就參與者對

事實的多元觀點，即研究資料的內在效度（鈕文英，2006）。Lincoln

和 Guba 提出增進質性研究確實性的五項策略，包含長期投入、持之

以恆的觀察、研究參與者檢核、三角驗證、同儕簡報、負面案例分析

（李政賢、廖志桓、林靜如，2007）。本研究將採取研究者參與者檢

核、訪談札記等方式增進本研究之確實性。 

一、研究者參與者檢核：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盡快謄打為逐字稿與研

究者分析用的文本，請研究參與者檢視資料正確性，避免過度加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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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主觀想法。當研究進度至資料分析、研究結果與建議之撰寫時，

亦將文件予研究參與者檢核，確認所紀錄之內容符合原意，藉以得出

貼近研究參與者脈絡經驗的研究成果。 

二、訪談札記：訪談札記將忠實記錄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接觸或訪談

的時間、場所，和過程中研究參與者的反應和回饋，並加上研究者的

反思、疑問或分析，作為研究者檢視自身思考脈絡的依據和研究參

考。訪談札記之內容也將與指導教授和從事精神障礙者職業復健相關

服務的同儕討論，以提升研究品質；此外，研究者亦將訪談札記內容

與相應的研究參與者分享及討論，加以釐清其真實意涵，並獲得後續

研究之方向建議。 

貳、可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可遷移性指的是研究者使用立意取樣和提供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評估不同情境的相似度，也就是研究的外在效度。本研

究明確說明選取合適研究參與者的標準和收案的方法，在訪談後將研

究慘與這所呈現之情感、經驗與想法轉為適當之文字敘述，也以深厚

描述的方式來記錄與研究參與者深度訪談時的互動狀況，包括脈絡情

境中的感受、意圖(intention)、意義和行動等。研究者謹慎地將資料、

意義、行動和動機轉換為文字資料，讓讀者身臨其境，以表現資料的

可比性和詮釋性。為了豐富深厚描述，研究者在呈現文本時，亦加以

描述研究參與者述說時之情緒，在分析文本時，則保留研究參與者述

說時的關鍵性用詞和習慣用語，以利真實呈現其復元經驗。 

叁、可靠性(dependability) 

  可靠性是研究的內在信度，也就是研究者了解研究參與者的個人

經驗的重要性及唯一性。為增進可靠性，研究者利用可信的審查來評

估研究過程方法和設計之決定及調整的適當性；因此，取得可靠性的

資料為研究蒐集資料的重點，研究者必須確實說明研究過程與其中的

決策，以供可靠性之判斷。研究者於研究期間須定期與指導教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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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步驟、過程和進度，並討論執行概況、疑惑和研究反思與發現，

以符合可靠性的要求和控制。另外，訪談札記中紀錄之反思與靈感，

亦可作為研究者在處理資料分析和訪談過程中須修正與改進的指引。 

肆、可確認性(comfirmability) 

    可確認性是指研究結果為中立且客觀的，並是源自所蒐集到的資

料，而非研究者個人的主觀想法。為避免研究者因個人價值觀或偏見

影響研究結果，研究者須透過參考相關文獻增加對研究主題的了解，

並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反思與自我檢視，並了解不同的價值觀可能來自

於不同文化與經驗以維持研究結果的中立性與客觀性。 

 

 

第七節 研究倫理 

 

Berg（1995）提醒研究者必須讓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中充分理

解其擁有選擇的權利，並排除欺騙、強迫等成分，尤其在於少數族群

與心智損害群體的議題上尤其重要。 

潘淑滿（2003）提出為確保研究倫理須注意的重要議題包含：告

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欺騙和隱瞞（Dishonest and Deception）

隱私與保密(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潛在傷害和風險(potential 

harms and risks)、互惠關係(reciprocity)等。 

 

壹、告知後同意 

    「告知後同意」是對任何以人為主體的研究(any type of human 

research)中最基本及最重要的原則。「告知後同意」指的是研究參與者

在進入研究前已被告知參與研究的意義及相關訊息，在由自身意志決

定參與研究後，簽署研究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 form)，方能將其納

入研究，但若研究參與者在研究中因故欲終止參加研究，亦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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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潘淑滿，2003）。 

本研究在接觸潛在研究參與者時，便向其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訪談方式、錄音及文字紀錄之資料處理、研究參與者的權利與義

務等，確認其具參與意願後，讓研究參與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再進行

正式訪談。 

 

貳、欺騙和隱瞞  

    研究者應表明自己的身分，並且向研究參與者清楚說明並確認其

確實了解本研究之目的與資料使用等，避免研究過程中的欺騙與隱瞞

行為。此外，當研究受訪者對於研究過程提出疑問時，研究者應誠實

告知，確實傳達並確保研究的真實性。 

 

叁、隱私與保密 

    由於質性研究的題材常為研究參與者的真實生活，並涵蓋其自身

想法、信念、經驗及價值觀等，因此隱私與保密性是恪守研究倫理的

重要概念。從研究的角度來看，私人領域資訊包含「個人資訊」與

「隱私資訊」，前者是指可被公開場所討論的個人資訊，後者是不可

再公開場所討論的個人資訊（陳向明，2002）。 

    依據上述原則，本研究將在訪談地點、訪談訊息及資料處理與保

存方面維護其隱密與安全性，其中訪談地點方面在與研究參與者討論

後，選擇安靜且具隱私性的空間進行訪談；訪談訊息部分則在訪談逐

字稿中以匿名或代碼方式維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在資料處理與保存

的部分，研究者將原始錄音檔案儲存於本研究專用之隨身碟中的加密

資料夾內、以及研究者的個人電腦中，電腦檔案且以加密處理，若研

究參與者中途退出研究，可自行選擇讓研究者保存或銷毀相關資料。

此外，訪談紀錄、錄音檔與逐字稿等將僅使用於本次研究中，其用途

為撰寫研究者碩士論文、參與相關研討會論文報告、投稿相關研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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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 

 

肆、潛在傷害和風險 

    本研究將基於研究參與者自願同意之條件下進行訪談，並且尊重

其經驗與看法，研究過程和結果整理與發表也將在研究受訪者的同意

下公開；除此之外，研究參與者隨時可決定拒絕受訪、退出研究或提

供資料，受訪者能自行決定參與與否或參與程度，不會導致權益受損

或必須提供損害賠償。而質性研究訪中藉由訪談蒐集資料的過程中，

可能會觸及令研究參與者情緒波動的議題，為保障其權益，研究參與

者在接受訪談後若出現情緒不穩定或相關困擾，研究者將協助提供或

連結諮商服務或資源；另外，研究參與者參與此研究後，對其接受治

療、服務或財務上皆不會有影響。 

 

伍、互惠關係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關係是平等互惠，研究者亦允諾未來需要

時將儘量提供其後續所需之協助。另為致謝研究參與者參與本研究，

研究者將致贈超商禮金 100 元回饋研究參與者。若研究參與者中途退

出，研究者考量研究倫理仍會發送與其他研究參與者同等回饋。 

 

    綜合本章之敘述，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以深度訪談方式蒐集資

料，並以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進行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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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主題為「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之復元經驗」，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以訪談方式蒐集慢性精障者在參與

職業復健過程中的經驗，所謄寫之逐字稿為文本，再以「主題分析

法」，透過「整體-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方法，來回剖析研究參與

者參與職業復健之經驗，再將之中的意義單元逐步形成層次主題。本

章分別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過程中的復元、對復元的主

觀想法及促進策略，以及其在職業復健中復元的影響因子。 

 

    本章共有三節：第一節「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依序以「重

起獨立」、「重繫連結」、「重塑意義」、「重燃希望」和「重建自

我」等核心主題呈現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復元的各個表現層

面；第二節「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元認知及作為」，以「柳暗花明―

慢性精神障礙者描繪復元之一景」和「撥雲見日―慢性精神障礙者促

進自身復元之行動」等核心主題描述慢性精神障礙者對復元的觀點與

行動；第三節「職業復健中復元的促進與阻礙因子」，分別以「促進

因子」與「阻礙因子」等核心主題說明影響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健

中復元的力量。 

      

 

第一節  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 

 

本節以主題分析法整理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

驗，歸納出「重起獨立」、「重繫連結」、「重燃希望」、「重塑意

義」，以及「重建自我」五大核心主題，以下表4-1-1呈現本節所整理

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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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主題 

 

壹、重起獨立 

    「障礙」原本帶有「限制」、「不利地位」、「需要輔助」等特性標

籤（教育大辭書，2000）。進入職業復健/重建階段對慢性精神障礙者

而言具有邁向獨立的象徵。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慢性精神障礙者在各

方面整頓自己的生活，並對自己的做為負責，充分準備自己從因疾病

受限逐步邁向獨立，呈現職業復健賦予慢性精神障礙者自立自主的復

元意涵。故本核心主題包含「構築生活」和「為己負責」等次主題。 

一、構築生活 

    對於曾遭逢精神疾病打擾生活的慢性精神障礙者而言，恢復生活

與復元息息相關。本次主題說明慢性精神障礙者透過參與職業復健，

重起獨立 
構築生活 時間管理、財務管理 

為己負責 自我管理、調節情緒、因應壓力 

重繫連結 

增加社交機會 職場、家庭、社區 

強化社交自信 職場互動、處理人際關係 

建立正向關係 關懷、接納、合作、支援、信任、肯定 

維護人際關係 職場人際關係、親友人際關係 

重塑意義 
定義生活重心 視工作為重心、動機及熱忱 

擔負角色 工作者角色、家庭角色 

重燃希望 

萌生希望 希望感 

自我激勵 鼓勵打氣、奮鬥堅持 

積極踏路 勇於嘗試、規劃未來 

重建自我 

鞏固自尊 充實信心、促升價值感 

調整認同 改善自我概念、去除標籤 

重拾尊嚴 職場情境、社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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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處理和滿意度皆有所提升。以下以「時間管理」及「財務

管理」兩子題加以說明。 

（一）時間管理 

    依據Martin和Osborne（1989）時間管理指的是學習規劃時間並

加以有效運用的過程，包括設定個人目標及其優先順序、決定完成

目標的期限以及尋求最短時間內達成目標等。相較於尚未加入職業

復健方案時，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能依循較具結構性的工

作時間規範行事，體現自律的一面。如研究參與者川子和豐德表示

自己能依照職業復健的要求在所安排的時間內完成任務。 

    腦袋比較清楚一點，什麼時間點要做，什麼時間點不要做，因為我

之前不曉得時間是要來幹嘛，然後我後來這邊…，時間點是這樣子，幾

點要做什麼事，幾點不要做，幾點要幹嘛，這樣子（川子－420）。 

    主要是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啦！這個比較重

要。不然就在那迷迷糊糊啊，好像沒有目標，…沒有想要幹什麼。有點

那個…有點不太正常啊。啊有目標…，像當兵一樣，時間到了就做什

麼，什麼時間…就做什麼事情啊（豐德－1932）! 

 

    為了參與達到職業復健準時出席的要求，慢性精神障礙者在時

間管理的思考及執行上有所作為。如研究參與者物真、產杏和山暄

會依據職業復健工作要求的時程調整自己完成日常生活活動的時

間，例如加快用餐、洗澡、出門準備的時間，以及不熬夜等。 

    早上啊，但是工作要上班時間到了，我就快…快整理，啊做一些吃

飯，趕快去工作，工作（物真－740）。 

    就會想說啊，趕快吃飯、洗澡、休息，明天還要工作，就不會那麼

不正常，就會漸漸地一個正常的軌道（產杏－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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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年來都沒有遲到，都很準時，就覺得比較有自信心，說自己對

於時間觀念比較有，就對自己比較有自信這樣子。…還有就是持續每天

都沒有遲到（山暄－188）。 

 

  除了調整平時的生活安排，規律作息也是許多研究參與者提及

的時間管理行為。作息紊亂是慢性精神障礙者常遇到的困擾，也影

響服藥規則性，睡眠狀況不佳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影響包含生活品質

下降、功能障礙程度和自殺意念增加等（賴穎婕，2015）。如可以

從研究參與者山暄、祐隆和產杏身上看到自從參加職業復健後，養

成了較規律的生活作息。 

  作息會正常。就是以前做美味（社區復健中心活動）的時候不會這

麼早起，我大概就是10點多，因為是做下午而已，…其他時間都在睡

覺。然後自從去做香香（復健工作訓練）之後每天要早起，5點就要起

床，然後去坐5點38分的第一班公車，改善生活，就是坐息正常。每天可

能8、9點就睡覺，然後早上5點就起床（山暄－67）。 

    自從有工作後，生活比較規律。…只是說假日的時候會偷懶一下

啦，放假的時候會睡比較晚。然後要工作的時候還是很認真工作。…七

點起來，平常就是…睡到中午（祐隆－785）。 

啊睡眠也會品質比較好一點，就不會說…不會說睡太久啊，或者是

睡太少啊。因為就是知道要工作，就會早早入睡，早早起來（產杏－

502）。 

 

（二）財務管理 

精神疾病會影響個人在經濟自足的發展(Tessler & Goldman, 

1982)，精神病患者普遍沒有足夠的經濟來負擔其食物，衣服和住所

（Hanrahan et al., 2002）。許多研究受訪者在加入職業健方案前經濟

尚須倚靠家庭或政府生活補助費，在就業後不論是在個人生活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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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出方面皆能減緩其經濟壓力。研究顯示財務安全有助於復

元，慢性精神障礙者降低對經濟的憂慮後較能專注於復元(Corring, 

2002)。而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才能進行財務管理。 

慢性精神障礙者始終將更好的財務管理和提高理財能力作為他

們最重要的個人目標之一(Borras et al., 2007; Eklund, 2009; Evans, 

Wright, Svanum, & Bond, 2004)。有收入是慢性精神障礙者自行管理

財務的條件，進而發展自己的理財作法。如研究參與者麗園表示儲

蓄的需要，物真則提及在花費上要有所取捨。 

我唯一是要存錢啊！我現在很想要存，因為老的時候怕時候沒錢，

我擔心這點，怕老的時候沒有錢，65歲以後會沒有錢，怕會沒錢花（麗

園－636）。 

就是賺錢以後，就對金錢，對自己的經濟自己負責啊。…就覺得不

會想買來買、買東買西。…就對自己的那個經濟也比較會節省了（物真

－688）。 

 

  另外，慢性精神障礙者因參與職業復健而有收入，開始能在不

同程度上負擔自己的日常開銷。如研究參與者麗園表示較能負擔自

己平時的生活所需的費用；物真則是原本須由父母支付生活費用，

但自從每個月從復健工作訓練獲得獎勵金後，他便能負擔自己平時

生活基本的餐費、水電等，甚至能撥一部分的錢購買喜歡的東西；  

現在東西買來都有了（麗園－318）。 

我爸媽啦，…租房子給我住在旁邊（物真－118）。我的餐費都不用

靠爸爸、媽媽的錢，就可以自己，可以自己付這樣（物真－406）一些吃

飯啊，電費啦、水費啊，都可以自己付（物真－600）。…本來想花錢買

一些東西，以前都沒辦法，現在可以了（物真－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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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應付日常開銷，慢性精神障礙者亦能透過自行分配及管理

財務，在選擇符合自己需的產品及喜好之生活方式的自主性較為提

高。例如研究參與者麗園表示可以獲得品質較好的物品，物真表示

可以購買增加知識或提升自己的書籍，產杏則提到能照顧寵物。 

賺錢快樂，…我喜歡用好的，其實不好的我也用，我襪子10塊的我

也用，呵呵（笑）…貴的我也用，所以我…沒有說什麼貴賤之分，好的

壞的都用，除非他真的很爛，不好用才不用（麗園－661）。 

就覺得好像有工作以後，好像對自己的那個，生活上的那個…品質

也是提升、提高很多（物真－554）。…薪水啦（笑），我會買一些書啦，

一些雜誌啦，讓自己可以更好一點（物真－581）。 

錢變多了，可以買很多日常用品。…還可以養狗（產杏－126） 

 

二、為己負責 

    「負責」意指有責任地承擔選擇的結果或在衡量利弊後作出決

定，並願意為所作的決定承擔箇中風險。慢性精神障礙者透過參與職

業復健，褪去已往經常被人們所看到的，被規範、被保護、被代理的

樣貌，能主動管理自己的行為、調適自己的狀態，進而為自己負責。

以下以「自我管理」、「調節情緒」、「因應壓力」等子題呈現實踐復元

中的自主意涵。 

（一）自我管理 

    與疾病共存是一種復元狀態Anthony（1993），縱使症狀再復

發，復元也能夠發生，人可以與症狀共存生活。許多研究參與者雖

然存有部分精神症狀，但仍能在職業復健中穩定地工作一年甚至十

年以上，未有再次精神疾病復發影響復元進程之情況。如麗園仍存

有關係妄想、豐德有宗教妄想幻視、炎宗存有部分患視、物真有被

害妄想及幻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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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你說你現在還是會聽到電視跟你講話嗎？）可能聽出來太

久…，咦，怎麼我講什麼都有反應？呵呵（笑）電視台，不是，廣播

啦，他不准我聽太久。他就說怎麼都有反應？（訪：你說誰不准你聽太

久？）主持人啊，不是說我有病，我是真的…（麗園－251）。 

  討論喔，要跟那個濟公討論。濟公啦，看要做什麼啦。…就來這裡

工作，他都會跟我講些有的沒有的。…有一次Y問我說我是看的到濟公

嗎？我說、我就說沒看到啊，那實際上是我看得到（豐德－674）。 

因為我到這個年紀，這四年多來，四五年來，本來看到一些過世的

長輩，都看到他們靈魂在保佑我們，都挺我們，我都看得見。親家啊，

叔公啊，自己爺爺、奶奶，我都看的見（炎宗－44）。 

之前都會遇到那個外國人…說壞話啊，…有些也會遇到…批判啦，

在捷運上…，就被罵什麼，或是…被說什麼（物真－525）。 

 

    從精神疾病的復元包含對困境的積極因應(Ridgway, 2001)，即

使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能經歷數次的疾病復發或症狀干擾，透過對

工作者角色的重視、自理生活、關照自己的狀態、有效執行自我管

理甚至發展自行調適的方法，慢性精神障礙者能降低精神疾病復

發，使其仍有機會穩健地擔任工作者角色。如研究參與者山暄因體

認到精神疾病再次發病對自身可能有的負面影響，便非常重視自己

回診、按時服藥的執行程度。 

    我所能做的就是配合治療，每天吃藥，要告訴自己每天都要準時吃

藥很重要，然後每個月都去回診，一有狀況就跟醫生說，調整藥物，去

控制他。…那如果都沒在吃藥的人，可能會一直進出醫院，腦部會退

化，那復健又要從零開始，會比較困難。就告訴自己說，吃藥是件非常

重要的事，每天都要準時吃藥，不可以忘記。…還有復健，就是參加工

作坊。就是有在做事情，有在動腦筋，有個生活目標。比如說作息正

常、時間規劃，每天都有事情做，幾點到幾點要做什麼、做什麼，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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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去做、執行。這樣子會穩定（降低）發病的機率、（避免）退化（山

暄－367）。 

 

    持續地輕微症狀干擾仍是許多已穩定參與職業健的慢性精神障

礙者的經驗，使其持續保有工作者身分的原因是他們能以適合自己

的方式加以因應。 

    每分鐘都有人在講話，在我耳朵旁邊，就會有一點影響到我。…會

分心啊，工作做到一半又一直被吵著，就會非常累、非常累喔。…不管

它，就忍耐把它做完，然後就會很累地回家（產杏-297）。 

    早上我還是會有幻聽或是被針對的感覺，早上啊，但是工作要上班

時間到了，我就快、快整理，啊做一些吃飯，趕快去工作。…反正不好

的事情，…好好睡，隔天就忘記了。…就投入在工作中，投入做事…，

啊有一些煩惱就比較不會想出來了（物真-733）。 

    就這樣子啊，把自己漸漸生活…，就把自己給生活下來。…不要把

自己給迷失了，人家叫你去死你會去死？不可能的。我要把自己調適到

最好，連自殺我都不想（壯克－1105）。 

 

    當慢性精神障礙者認知到自己的病症和缺陷，並發展合適的調

適方法有助於穩定精神及情緒狀態。如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到感到孤

獨的時候和自己聊聊、感到憂傷的時候想想愉快的回憶或事物，能

幫助自己不受症狀所困，也肯定自己調適的成果。 

    因為有時候我會健忘症啦！啊有時候會自閉啦！啊後來在自閉的時

候，…就會自己在那邊邊做邊講話這樣子…。想一想快樂的事情啊，不

要把自己弄得那麼憂愁，因為這樣子會變成什麼躁鬱症啊、什麼症會跑

出來（壯克－196）。 

    啊我就想說沒有出錯啊，我就覺得…做得還不錯…，把自己調適得

好好（壯克－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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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管理的另一部分是疾病管理，研究參與者壯克指出掌握自

己的精神病況、定期回診、遵循醫囑服藥對穩定病情的重要性。 

    啊自己有病症的時候就去看醫生就對了…。我每次門診我都常常去

啊，啊藥物控制好，要對自己好啊（壯克－367）。 

 

    另一方面，有自我照顧能力是工作的基本條件，慢性精神障礙

者透過自理日常生活，進而勝任所欲維持的工作者角色。如研究參

與者山暄表示自己因為要定時來復健工作訓練，必須照顧到自己的

清潔、儀容等，不必家人的協助。 

    你來參加工作坊，或是復健，就是變成你要照顧好你自己，那變成

就是…，別人可能就不用照顧你（語速變慢、音量降低）。比方說你可能

自己會整理乾淨，可能每天洗澡、洗頭，把自己整理的乾乾淨淨的，照

顧好自己，…那這就是復健教導我的事情（山暄－524）。 

 

      參與職業復健對慢性精神障礙者而言是一個挑戰自己的過程，

藉                                                                                                                                                                                                                                                                                                 

由調整、改變自己所獲得的正向經驗，體會到自己有責任去自行面

對及處理問題，並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如研究參與者物真回顧自己

參加復健工作訓練一路克服困難的經歷，表示自我管理的重要。  

    經歷什麼，都會遇到一些困難啦，還有經濟困難、人際困難，或是

一些…自我管理困難，自我管理問題，這個，這個過程，要對自己，人

生的…負責（物真－662）。 

 

（二）調節情緒 

  思覺失調症患者存在高度的情緒失調問題，可能加劇他們的困

擾（Khoury, Lecomte, Comtois & Nicole, 2015），情緒問題可能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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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覺更影響他們(Stuart & Laraia, 2005）。在職業復健中，慢性精神

障礙者雖然也較容易遇到可能引起情緒狀況的情境，但能從中意識

到情緒管理的重要性，有動機去調整自己並發展策略。如從事庇護

商店外賣的研究參與者川子察覺到自己近年情緒比較穩定，即便在

精神病房面對難纏的顧客，也能較心平氣和地服務，也主動以此為

復元目標。 

  應該是情緒方面比較好，因為情緒方面會比較收斂一點，但也有時

候會碰到一些病患（顧客）刁難這樣子，…我覺得心情有一種，很奇怪

的感覺（川子－433）。…因為我現在比較曉得…情緒方面還在抓，想說

抓到我不會發病，比較那麼不會情緒化嚴重，…還在抓那種感覺，就是

現在是在訓練說，可不可以讓我情緒好一點（川子－444）。 

 

  在職業復健中，當慢性精神障礙者覺察到自己的情緒困擾，並

發現可能影響自己在執行任務上的品質，便發展出自行調適心情的

方法，並實際在職業健參與過程中實行。如研究參與者壯克為了不

讓自己陷入憂鬱的情緒、影響庇護工作業務，便用和自己談天、重

溫愉快回憶等方式來調適自己。 

    嗯啊會邊做邊講話這樣，想一想快樂的事情啊，不要把自己弄得那

麼憂愁，因為這樣子會變成什麼躁鬱症啊、什麼症會跑出來（壯克－

198）。 

 

    另外，慢性精神障礙者在參與職業健練時練習於工作情境中維

持穩定情緒，以履行工作者角色，進而培養管理情緒、控制因情緒

引起之衝動行為的能力。如研究參與者產杏已往容易因情緒起伏，

常在家人身上發洩負面情緒，在持續參與職業健後，她發覺自己情

緒失控的情形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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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會比較正常啊，比較不會…亂罵家人什麼的，就是…漸漸地比

較不會去罵家人。…嗯，以前常常會做出比較脫序的行為。然後後來，

經過工作的那個訓練，就比較不會脫序成那樣。以前可能就是…不回

家，或者是拿不到那個…錢，就回家拿拖鞋亂丟啊。所以現在就比較正

常了，就不會…這麼脫序。…改變，就有工作就比較不會那麼誇張…就

不會那麼不正常，就會漸漸地一個正常的軌道…，還要上班，就不會這

麼脫序了（產杏－361）。 

     

（三）因應壓力 

    因應(coping)被定義為個體為管理人與環境交互作用而產生的

加重或超出個體負荷的內部和外部需求所使用的認知和行為

(Lazarus & Folkman, 1984)。當精神疾病患者面臨壓力時，不合適的

因應方式和症狀加劇與其無法維持社區就業有關(Meyer, 2001)。如

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到自己在職業復健期間因承受壓力而瀕臨精神疾

病復發邊緣的經驗，當時他未向就服員請假而曠職了三天。 

  啊後來…真的生病了，受不了，就請假，嘿對，啊請假就是要這

樣。啊有時候是真的有休三天，沒消沒息，什麼人都…，在家裡就發呆

啊。我爸叫我聽電話我才醒過來（壯克－561）。 

     

    當遭遇壓力或困難時，面對、接受壓力是因應壓力的第一步，

正面迎擊壓力情境一個好的開始，接下來慢性精神障礙者可以透過

在可承受的範圍內堅持下來，持續以行動化解及處理壓力源，能感

受到逐步戰勝壓力或覺得困難的事物。研究參與者產杏和壯克在職

業復健中以不逃避的心態、持續學習和不斷嘗試的方法來面對較吃

力的新工作任務，最終能熟練新任務，不再覺得這是壓力了。 

  就是要忍耐啊，如果…遇到什麼工作就忍耐下來，久了以後就不會

用忍耐，久了以後就自然而然做出來了。…比如說一開始接觸電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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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說哇這一定超難的，就忍耐嘛，把每個步驟學下來，然後去執行，

久了以後習慣了。（產杏－701）。     

  啊還不知道自己有出路還沒出路，自己就要去摸索，我就摸索好

久。啊每天都是痛及己膚，去適應啊，好久，啊三、四年也是熬過去，

每次都一直做、一直做（壯克－558）。 

 

    在承受工作壓力時，優先照顧自己的基本生理需求是慢性精神

障礙者因應壓力的方法之一，以良好的生、心理狀況來面對壓力，

較能妥善處理壓力或困難情境。如研究參與者壯克和物真能發展調

適身心的策略包含適時充飢、進行紓壓活動、充分睡眠等。 

    疲勞就是，我就慢慢的做到完，做到老師說可以了，然後慢慢的就

去適應，然後休息就休息，休息完就跑去抽菸，抽兩根菸我就進來又開

始在工作啊，這樣子啊。（壯克－263）。 

    不要把自己給累垮，這是…是你自己的身體，又不是他人的身

體，…要對自己好一點，啊像自己口渴了去買飲料，啊像肚子餓了去買

東西吃…。老師對我這個觀念也沒有人講話，…我也就跟他講說肚子餓

啊，就吃個東西而已，啊做的時候力量體力用盡啊（壯克－343）。 

  我對睡眠比較重視啦，睡眠可以讓自己…，消除疲勞啦。啊…我就

怕…會發、會發病，啊…更沒有機會啦（物真－805）！ 

 

   在心態上的調整也是因應壓力的方法，根據Chuang、Wu、

Wang、Liu、Pan（2016），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使思覺失調症患

者更有效地維持和增加健康行為。如慢性精神障礙者如研究參與者

壯克在承受工作壓力時能肯定自己、對自己有信心，進而化解壓

力。 

    把自己調適好，這是更要好…，自己的…跟自己的溝通。自己會跟

自己溝通是最好的，不要自己不相信自己還要跟人家講那麼多，別人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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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信你？自己還會跟…跟另外一個自己。（訪：你覺得重要的是要相信

自己。）對啊，因為病情嚴重的話，人家也沒想到說你…，不會去做壞

事，也不會去做什麼，只會在那邊做事而已，那不是很好嗎（壯克－

877）？ 

     

    整體而言，慢性精神障礙者透過參與職業復健能逐漸提升獨立

面對及因應壓力的能力。如研究參與者山暄在回顧自己的職業復健

經歷時，表示自己的抗壓力較增強了。 

    我覺得他們是…慢慢陪養你抗壓的能力（山暄－121）。 

 

 

貳、重繫連結 

    社會隔離被證明會影響精神疾病患者的心理健康，Horan、

Subotnik、Snyder和Nuechterlein（2006）調查具有相似的診斷且皆持

續進行相同的藥物或針劑治療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發現社交網絡較小

的患者其正性症狀程度高於社交網絡較大的人（家庭成員以外者）。

本核心主題中，可整理出「增加人際連結」、「強化社交自信」及

「建立正向關係」等次主題說明慢性精神障礙者藉由職業復健中與他

人發展互動，建立良性人際關係並較融入社群生活的經驗。 

 

一、增加社交機會 

  擁有人際互動機會是與人建立關係及連結的第一步，透過職業復

健參與經歷，可以看到慢性精神障礙者獲得在職業復健場域、家庭場

域和中獲得更多的人際互動機會。在職業復健場域中，不論在復健工

作訓練、庇護就業或支持性就業職場中，慢性精神障礙者皆能感受到

和同儕人際互動機會的增加，而頻繁浸潤在人際情境中，無形中能增

加慢性精神障礙者正向情緒、對自身有更好評價的發生，在互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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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能增進友伴情誼。如研究參與者黃倩、祐隆、產杏和豐德提到的

經驗。 

  自從有了工作以後，感覺就是比較開心。…剛好也就是接觸人群啊，

因為我已經好幾年沒有接觸人群了（祐隆－353）。…辛苦，但是值得。可

以接觸人群啊，跟各自，不同的人這樣認識。…變比較多話了，之前比較

安靜（祐隆－799）。 

  有去上班…可以跟大家一起團購蛋糕，團購蛋餃。…現在的商品，現

在可以團購這兩樣（笑）（產杏－376）。 

  我交到很多朋友（黃倩－953）…然後就是休息的時間，我們會在一起

聊天，有時候不舒服也可以休息一下。應該有啦，有改變，…多話（黃倩

－978）。 

    就是我們會聊天啦！就會分享一些有的，就是主要跟一些，聊一些以

前的事，發生什麼…。人生就是不會在家裡，就不是一次一個人而已。…

閒聊，哈哈（笑），講一些笑話阿（豐德－1331）。呵呵（笑），我都會

講這些有的沒的。…是說一些老師啦，啊他講話，啊我們這些人就開始在

講、講一些有的沒…。他講他的，我們聽我們的，啊我們說我們的。…有

那個感情在（豐德－1833）。 

  啊以前是W（庇護就業同儕）啊，W是送我們聖誕禮禮物啊。Y（庇護

就業同儕）啊，他沒有吃過馬卡龍。我問Y他有沒有吃過馬卡龍？…我說

馬卡龍蠻好吃的。…Y說他沒有吃過啊。結果我就跟那W講，他說欸，那裡

就有在賣那個馬卡龍了啊。…L叫她的先生買啦。…啊買給Y。…我跟他講

那馬卡龍…。（訪：你們真的感情很好，就互相交流就對了。）喔對對對

（豐德－1785）。 

   

  慢性精神障礙者也在職場中選擇和個性相近的同儕相處，建立友

誼，如麗園、壯克都提到在職場中有要好的同儕。 

    我跟Y比較好，Y比較像我，比較單純（麗園－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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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庇護就業者）都笑笑的，比我大一歲，我們兩個比較樂天

派，…做到後面的時候休息，啊嘻嘻哈哈（台語），後來就下班了，很好

（壯克－532）。 

 

    透過投身職場環境，慢性精神障礙者逐漸在職業復健職場中建立

許多情誼。如研究參與者山暄、豐德和祐隆提到和職業復健職場中的

工作人員能如朋友般相處。 

  同事啊，或是老師、主管…，可能會像跟朋友一樣聊天（山暄－

245）。 

  在這邊跟這些人熟了之後就覺得還蠻開心的啊，什麼阿姨啊什麼的，

對啊。都一起啊，不是只有在裡面的，外面的人（隔壁店家或工作人員）

啊。都要跟他們混熟了（豐德－704）！…像我固定吃那個什錦麵而已，我

爸會買給我吃啊，啊他（隔壁麵店老闆）說：「你兒子想吃，你兒子就要

吃那個高麗菜（台語）（豐德－1858）。」 

    認識工作上的夥伴（非身心障礙同事）啊，之類的，比較可以多聊天

啊。…什麼都可以聊啊。大家都聊得來啊，對啊。就講家裡面的事情啊

（祐隆－368）。 

 

    當慢性精神障礙者投入職業復健中，生活變得較豐富，進而影響

其在家庭場域中和家庭成員互動的頻率，如研究參與者祐隆因為參與

職業復健和家人有了更多互動話題；產杏則有了更多家庭活動的時

光。 

    改變蠻多的，之前是幾乎不講話的。現在比較多話好講（祐隆－

892）。   

    跟家裡的互動就比較更好了，對啊，會聊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啊，或

是說…有時候自己、自己中午休息時間的時候會打電話回家裡啊…，有時

間我就…能打給家人我就打給家人（祐隆－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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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拿到貨，然後我媽媽就說：「好！那我們就吃蛋餃火鍋。」

（訪：就是你團購回家，然後大家就一起吃這樣？）對（產杏－384）。 

 

    除了在職場和家庭中出現更多人際互動機會，慢性精神障礙者可

以透過參與職業復健增加許多參與社區或團體活動的機會。例如研究

參與者黃倩、豐德和壯克所屬的職業復健方案皆會定期辦理團體外出

聚餐、出遊等活動，豐德甚至會和就服員一同參與教會活動。 

  每三個月辦一次身心調適（黃倩－579）。 

  有員工旅遊啊，我們都有員工聚餐啊，一年一次，對啊，就是很開

心…，有員工旅遊（豐德－1045）。 

  他們有時候那個聚餐活動啊，啊現在還有那個臨時活動。..那個聚餐的

活動又要開始了，他們在…在一起商量說要去哪裡吃啊，對啊，吃一吃…

就去看電影（壯克－982）。 

    他（就服員）有帶我們去教會，…他叫我們去參加他那個教會啊，他

要跟那些教友演戲，…對拉，看戲啦，他說他演戲，就叫我們去教會啊

（豐德－831）! 

 

二、強化社交自信 

    Faris（1934）提出，痛苦的社會經歷和社會排斥導致人們的向內

退縮，而長期的孤立現象會使人斷開與親近社會關係的聯繫，如此可

能導致個體的疾病。即使是在非屬競爭性職場的職業復健場域中，慢

性精神障礙者有時也會遭遇人際上的挫折或困擾，透過慢性精神障礙

者主動反映問題、工作人員輔助協調和慢性精神障礙者自身的轉念及

調適，能增進慢性精神障礙者在人際互動上的自信，並減少焦慮感。

如研究參與者川子比較多年前在一般職場擔任業務時較沒自信應付較

難處理的客戶，現今的自己已經較不擔心、害怕面對類似的客人，也

對自己和顧客互動的能力方面較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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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以前做業務的時候我很怕遇到那個…很暴躁的客戶，我那個時

候被罵得很慘，就是那時候壓力很大。可是現在進去…，我偶爾也會碰到

那種很暴躁的病患，可是就是我並沒有在怕，…可能就是常看，慣了，就

知道喔…就是這樣子啦，就比較沒在怕（川子－319）。 

  敢跟人家交談吧，因為我以前做業務就是口才沒那麼好，會怕。…啊

我就覺得跟他們聊聊天這樣子，咦比較放得開一點這樣子，沒有那種怕的

感覺（川子－349）。 

 

    當然，在職業復健中精神障礙者也可能遭遇人際上的挫折，Buck

等人（2012）認為，對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復元過程中的意想不到的

受挫經歷及困擾對案主而言可能是復元的潛在機會。在藥局擔任助理

的研究參與者物真提到一次在工作時因發現實習藥師在談話時提到自

己，便認為實習生是有惡意地針對，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物真解開

對實習藥師刻意談論自己、說自己壞話的誤會，更能正確地解讀人際

情境，並對人際溝通較有自信了。 

    那時候是實習生，…實習生有兩位啦，一個實習生比較說我的事情，

啊比較針對（我）啦。啊…我也有跟C老師談一下啦，啊C老師也說，那

個…就是那時候跟我說…遇到不熟的都會，…就是對對方不了解的話，他

們都會談一談我的事啦。…嗯，包含那些（對我的）針對啦，或是什麼

（嘲笑我的）口音。溝通的問題，…說我的事情，都是想要了解我。啊…

我就這樣的想法就覺得，喔好像是這樣。…啊之後那個實習生啊，我有跟

那個藥師，還有那個W老師，那個時候有提了，那個實習生有跟我道歉啊

（笑）。…好像，就可以好好溝通了。（物真－464）。 

 

三、建立正向關係 

    社會隔離和排斥主流活動是慢性精神障礙者高度使用醫療資源的

原因 (Mgutshini, 2010)。與一般大眾相同，精神疾病患者也有許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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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層面的需求，包括滿足人際關係，感到有價值和社會包容(Frank & 

Davidson, 2012)。在正向人際關係次主題中，本研究從慢性精神障礙

研究參與者訪談整理出「關懷」、「合作」、「支援」、「信任」、

「肯定」等子題。 

 

（一）關懷 

       Noddings（1995）主張關係是人類的存在基礎，關懷是道

德的基礎，關懷注重情境，最高目的為建立、維持、並提升人們的

關懷關係。關懷關係有關懷者與被關懷者二方，關懷者的特徵是先

有對他人的接受性的關注(receptive attention)，而有同理心以及動機

的移位(motivational displacement)、承擔性(commitment)以及相互作

用(reciprocity)。被關懷者的特徵是接納與承認關懷，回應與相互作

用。 

  研究參與者炎宗表示在復健工作訓練場域中受到同儕、其他工

作人員的關照。 

    有，看起來20幾歲，還是賣…推車，欣欣（庇護）商店那個阿弟仔

（台語），還是清潔工…，他們都很客氣，啊還有一個叫OO，還有一些

阿姨們、大姊們，他們都在…清潔工，他們都在這裡工作，他們都，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就都互相關心，互相照料一下（炎宗－200）。 

 

    在職業復健情境中，慢性精神障礙者能從人際互動中他人的關

懷獲得益處。如研究參與者祐隆因同事的關心抵銷工作的辛勞，讓

他有持續投入工作的動力。 

    （工作）會累，可是那種累是開心的累。…所以我就比較不會太在

乎，…就是工作是累，但做得很開心。（訪：那開心的原因主要是？）

就是大家的關心（祐隆－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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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豐德和一位很照顧他的另位庇護性就業者關係良

好，當對方遭遇人際問題的時候豐德會傾聽他的困擾，也提供工作

上的支援。 

    因為那有的學員亂講話啊，那個WL生氣就兩個禮拜沒來。對啊，他

就跟我講說那什麼…一些有的沒的，說他就說，他改做內場啦，…他跟

我講，…我最近都去幫忙，就有些糾紛就對了…（豐德－601）。 

   

    除了被關懷，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也有能力及心力關

懷他人，如研究參與者炎宗在工作忙碌之餘，也注意到身邊工作人

員的辛勞。 

    主任工作也很繁忙，S督也很繁忙、C督也很繁忙，他們督導都很

忙，很操…，他們都很操（炎宗－187）。 

 

研究參與者祐隆因為開始就業，和家人們的互動增加，進而更

加被家人關心、了解。 

    以前平常在家裡比較少講話啦，一回到家裡就是躲到房家裡去，

都…都是不出門的。（訪：嗯，所以有去上班之後…？）就比較能去跟

家人互動這樣。（訪：那跟家人的關係呢？）有改變。就是會…為在一

起吃飯啊，比較多話好講啊，聊一些今天工作上面的事情啊。（訪：之

前不太會跟家人聊天或一起吃飯嗎？）對。之前這7、8年，比較比較…

自我就對了，就是比較…就是自己為主就對了。以前就是想說…我發病

了嘛，我沒有工作了，就完全就是…就是看、看我自己就對了，…就是

隨便我自己就對了啦，家裡比較不會管我就對了！就是…比較不會說…

關心啊，還是什麼之類的。（祐隆－811）。 

 

  關懷對象也可能逐漸擴及職業健場域外的人，在經歷更多的人

際互動，慢性精神障礙者將關懷行動擴展至自身家庭，創造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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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人際互動。如研究參與者產杏和職場的同事們平時會聊天話家

常，產杏也因此投入較多的關心予家人們。   

    也會討論說…爸、媽的工作啊，姊姊的工作，還是假日現在的狀

況，他們也是會問…，就是提醒我說…也要多關心家人吶。不然我都活

在自己的世界裡，我都覺得啊我都自己一個人…好就好了。…就是想到

說要關心家人（產杏－351）。 

   

（二）接納 

  研究參與者物真感受到在復健工作訓練情境中被他人接納為一

份子，使其降低人際互動所帶來的焦慮感。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一開始早上進去的時候，他們都會跟我早啊，

有打招呼啦，打招呼會覺得…好像有被接受感，有被接受感之後，好像

一天很開心吶（物真－572）。 

 

  研究參與者祐隆在職場中感受到同事們不會因自己身心障礙的

身分而另眼相看，甚至友善地如兄姊般接受、照應自己，消除尚未

進入職場時擔心被同事排斥的緊張心情，進而能安心地在職場中工

作和與他人相處。 

  （訪：他們（非身心障礙同事）知道你有拿手冊，在相處有覺得什

麼不一樣嗎？）不會，我把他們…當大哥這樣看而已。（訪：你之前有

講到一個經驗是說自己投履歷好像人家會因為你有手冊而拒絕你…，那

在這邊聽起來雖然大家知道，但好像不會拒絕你或對你不一樣這樣。）

對，…大家對我很好，所以我覺得很開心（祐隆－409）！ 

   （還沒去工作之前）心情蠻緊張的，會想說大家會排斥我啊，幹嘛之

類的，可是沒想到大家都對我很好啊。…對啊。就把我當成自己的弟弟

這樣看就對了。所以我就覺得過的…，每天就是很開心的工作就對了

（祐隆－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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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 

    沒有人們的合作，社會就無法存在，而人類社會也因為其成員

的合作而持續存在，合作的個體們在社會中不僅是一個受益個體，

並成為一個受益的團體，最有可能在人類社會中生存的人是最有能

力做到合作的人(Montagu, 1965)。在職業復健中，慢性精神障礙者

和同儕有許多在工作上合作的機會，如研究參與者壯克和祐隆在執

行清潔任務時會和同儕分工合作，例如分區清掃、分類任務、分工

收拾等。 

    我們有時候會搭配一個兩個，…就是說他就拿那個掃具回去嘛，啊

我就把垃圾拿回去丟就對了。…就像昨天有一個…，我記得是過去把他

掃完，啊因為我們兩個負責水池廣場的，…他們掃到後面的，我就事先

就掃好了，我把他掃光…。啊後來我就全部就做完，他也做完他的部

分，啊我就說：「你把掃具拿回去，我就把垃圾拿去丟。」…我們都要

跟自己學員再商量怎麼做啊，這樣才好做（壯克－272）。 

    今天長官分配工作嘛，叫我們做一段清潔的路，…大家就是合力，

就是把這段路清掃好。然後有人背除草機，有人掃地，有人拿垃圾袋，

有人掃、有人…就是負責拿那個落葉機（祐隆－434）。 

 

    根據Johnson和Johnson（2011），在合作中，人們經歷積極的

依賴關係、擁有實際的人際互動、練習人際及團體技巧，由提升個

人績效進而提升團體績效，並在合作歷程中調整自己。研究參與者

黃倩所參與的園藝復健工作訓練多為團隊作業，和同儕合作完成工

作任務中的人際互動經驗使黃倩樂於工作。研究參與者壯克則在庇

護就業中和同儕互相督促，增進彼此的工作效率，也使壯克對合作

的工作方式充滿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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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一起就會說說笑笑啊，很開心啊！就是大家團結合作一起啊

（黃倩－754）。 

    像我…之前有一個叫J的，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做，天下無敵啊（壯克

－283）!...我在工作啊，…他盯我、我盯他這樣，兩個這樣慢慢做就做完

了，啊動作就很快，啊一下子就把那個、好幾十包的回個收完，啊紙箱

好多個。後來變成我一個人的時候，…就時間比較長（壯克－307）。 

     

（四）支援 

    在職業復健中，研究參與者的角色原被定義為被協助的角色，

但從許多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中可以看到，他們的角色可以在被支援

者和支援者之間轉換。 

    在被支援者的部分，除了接受助人者工作人員的支援外，慢性

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健場域中也受到同儕或同事的協助或支援。如研

究參與者豐德所工作的庇護餐坊有位經常幫助其他同事的庇護性就

業者，在接受支援的經驗中豐德感受到如兄姊照顧弟妹的情誼，並

認同該位庇護性就業者在自己參與職業復健過程中的重要性。 

    他人很好，他就像姐姐一樣啊，照顧我，很照顧我們。我那工作一

開始都不會做，都是他在做的。… H老師說那什麼…都W在做啊，要什

麼問W啊（笑）！他很重要啊，喔要做什麼都要問W啊。…對啊，後來

他不做了啊，工作就有一點累了啊（豐德－620）！ 

   

    同時，慢性精神障礙者也在職業復健場域中支援同儕，發揮自

己的力量為協助他人。如研究參與者物真認為在復健工作訓練方案

中擔任藥局助理的重點便是幫助他人，也表達對此概念的認同。 

    有力工作坊，對我…，就是幫忙別人。…因為就是可以利他啊（物

真－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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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業復健職場中，慢性精神障礙者能成為同儕的支援和後

盾。如研究參與者川子有次在餐點外賣時發現搭檔的同事情緒不

穩，於是提議請對方先回去休息，但同事並未接受建議，後來對方

出現失控行為時川子便協助她回到店內。 

    我曾經差點被同事打，被躁鬱症的，…她那天情況不太好，做事做

非常快，非常急躁，那（我）就看說…有點不妙欸。就問她：「你要不

要先回去休個息一下？下面那些業務我來做就好。」結果她就...當場揮

東西，揮到病房護理師打電話，告訴裡面說你們有個…有個員工在那邊

揮東西，然後我就…啊，完了完了，我就…叫她回來、叫她回來，…還

好那天，當天是有個代理老師，把我們叫回來（川子－67）。 

 

    研究參與者壯克則是在庇護職場中主動了解同事的工作進度，

在已經完成自己負責的部分後，能協助同事完成工作任務。 

  我每次做的時候看…，把那個做完了，然後就就趕到另外一邊

去…，看到那邊我就昏倒了（搭檔的同事還沒做完）。啊老師在那邊我

也沒講話，我也沒說話啊，…啊他要我幫他掃他就可以開口啊，我就幫

他掃，哪有什麼。對啊，因為…反正人家來不及的工作齁，…可以讓人

家說幫忙到底，都可以，但是我們這個學員有時候是真的…，我都常常

幫他們忙啊（壯克－1001）！ 

 

    不僅僅是在工作任務上與同儕互相幫助，慢性精神障礙者也可

能在日常生活上和同儕彼此互相支援。如研究參與者壯克和要好的

同事集資中午餐費，讓午餐更豐富，提升用餐的滿意度。 

    我們都合在一起，買便當吃，你出一天、我出一天，每天都有便當

吃，啊每天都有涼的一罐，這樣最好…。啊我把錢拿給他，我就說：

「這一千塊你拿著，當飯錢。」啊齁，我就趕快跑去做事了（壯克－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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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職場中支援他人，研究參與者也肩負起家庭支援者的角

色。參與職業復健獲得報酬使慢性精神障礙者有能力緩解家庭的經

濟壓力。如研究參與者山暄、祐隆、炎宗都提到從自己在職業復健

中的收入可以支援家中的經濟。 

    因為我先生因公受傷，他沒辦法工作，那我賺來的錢必須要付房租

水電…就是維持基本開銷（山暄－313）。 

  之前都是靠家裡這樣給的，我有工作過後…，也是幫忙家裡啊…，

給爸爸、媽媽錢這樣子（祐隆－968）。幫助家裡啊。經濟上…，雖然我

妹賺錢是比較多錢，但是…，多我這一份的話會更多（祐隆－1027）。

就想說隔了這麼久，隔了好幾年了，終於有工作，然後又有錢領，可以

幫助家裡（祐隆－1345）。 

  啊我後來又跑去越南娶太太、養兩個小孩，啊兩個小孩的費用，以

前我賺的什麼錢、零用錢都拿去買奶粉啊…。有家庭，但是要承擔得

起，要養家啊…（炎宗－265）。 

 

    除了經濟層面的支援，慢性精神障礙者也因為參與職業復健，

較有動力處理家務，和家人分擔家中事務。如研究參與者壯克自從

去工作後，體會到付出自己的意義感，開始在家主動做些清潔家

務；炎宗則因為參與復健工作訓練後自覺變的較勤勞，而肩負起更

多家事和照顧孩子的責任。 

  生活上喔，差別喔，比較好啊！…把自己付出以後，就有意義

了。…對啊，在家裡的時候我也會做一下…把家裡打掃啊，啊這樣子的

做是做人就比較好（壯克－917）。 

  這個工作…就是有時候幫忙做家事，以前就混了嘛，我有幫忙髒衣

服拿去洗，啊看洗潔精，…柔軟精，啊還是洗潔、清潔衣服。我兒子的

衣服有時候我也要洗，…有時候也要穿便服，背心都有流汗都要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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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太太交代我做…衣服，要洗啦，洗一洗，看要吊…，用乾了以

後…，再去披，啊再去收衣服。（就是你比較會自己做家事嗎？）對，

做家事，還有拖地，還有掃地（炎宗－436）。 

    嘿有工作啦，啊又幫小孩，接小孩上下課啊看起幾點，啊看他們要

吃什麼我要去買（炎宗－296）。 

 

    研究參與者炎宗則因為對自己擔任工作者角色較有自信了，當

手足提及創業計畫時，主動表示可以提供支援。 

  我姐姐在思考說，…要開什麼店，…叫我妹妹，啊我…有多少，可

以做的，我來、我來，我做得來。我可以做啊！幫忙一點點，嘿啊。我

心裡是想這樣，他們做生意做很成功，有些人手…，有需要的話我做得

來，我可以幫他做啊…（炎宗－563）。 

 

（五）信任 

  Giddens（2013）認為人類有「本體性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的需求，人類的生存必須依賴信任；Bourdieu（1993）認為

信任是社會關係網絡的重要一環，代表個體生活與其他人事物的緊

密程度；信任度愈高，個人的社會網絡就愈寬廣，而其社會行動的

範圍也會愈大。 

    Giddens（2013）提出信任是對一個人或系統之可依賴性所持有

的信心，包括了對於他人誠信度的信心以及對於專業正確的信心。

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能信任工作人員，是職業復健服務中的重要

元素。如研究參與者壯克能和就業服務員保持良好的溝通，讓就服

員掌握自己的狀況；炎宗則表示在工作復健訓練時可以敞開心胸和

工作人員互動，顯示對彼此的信任。 

  那個病情要跟老師講，啊那個人家老師有時候會做那個評語給那

個…醫官看嘛（壯克－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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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些良性的，都會打招呼啦，…工作人員都把我們的心，上班

的時候都把那個心，打從心裡…互動，…往好的方面想（炎宗－506）。 

   

    熟悉是人際信任的存在要素，它促發溝通雙方的情感並形成友

誼，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與同儕相熟，在互動過程中發展

彼此信任的關係。如研究參與者豐德提到和同事分享個人的想法和

經驗。 

    他們會跟我講他們的事情，…就是這個怎麼樣、那個怎麼樣，會講

一些有的沒有的。…再來就是誰欺負都不知道…，以前怎樣…（豐德－

1101）。 

  另外，參與職業復健可能使慢性精神障礙者再次經驗到被他人

信任。如研究參與者豐德尚未工作時常被母親叨唸沒有收入，當將

薪水儲蓄到一定數字後，豐德感受到母親較放心了。 

    我媽以前都會講一些不是很好聽的話。他看到我存摺有二十萬啊，

他就，他就開心了啊。（訪：喔，他會說你以前都沒有錢什麼的。）對

啊，存到二十萬啊，就不會說那些有的沒有的（豐德－1393）。 

對啊，我想說…不用家裡擔心，所以我覺得這樣蠻開心的。（祐隆

－1348）。 

研究參與者炎宗則是在復健工作訓練時感受到訓練督導者較信

任自己的工作品質，家人也對炎宗的行為較為信任。 

  因為我在工作嘛，護理官有對我比較信任，我妹妹看我有在工作也

比較不會罵我（炎宗－425）。 

 

（六）肯定 

  認同及肯定他人是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經歷的人際關

係經驗，使其對職業復健感到滿意。許多研究參與者在訪談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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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人員和同儕的肯定，如研究參與者產杏、豐德、炎宗、黃倩

都對工作人員抱有正面評價。 

    這裡的就業服務員都非常親切啊（產杏－321）!…我覺得這裡的服

務非常好，讓一些可能沒自信的…身心障礙者，有辦法建立一個正常的

生活，所以我是覺得這裡的服務很好（產杏－845）。 

    我覺得老師都很好，同學都很好，S老師很好，覺得這些老師都不錯

啊，就跟H老師不錯啦（豐德－810）。 

    啊督導他們也很會啊，啊他們也很會思考啊。我…啊L督也不錯啊，

主任也不錯，各人有各人…（炎宗－186）。 

    J老師對我們很好，就都買50嵐給我們喝欸，然後就是…每三個月辦

一次身心調適（黃倩－579）。…J老師對我們很好，H老師也對我們很好

（黃倩－633）。 

    他（就服員）報兩個工作給上面的看，代表說這個人有在積極找工

作。說…，看可不可以允許在B這邊工作就對了。我的想法是…覺得

說，這樣很好啊！讓上面知道說…，我有在認（真）、積極在找工作啊

（祐隆－707）。…一、兩個月。…嗯，這樣很快（就找到工作），所以

我就很喜歡他啊（祐隆－717）！ 

 

    在肯定職業復健工作人員對自己的幫助之虞，慢性精神障礙也

對此表達感謝。 

    那個社工（就業服務員）很不錯，很快就幫我找到工作了，所以我

很感謝他（祐隆－183）。就是感謝醫院的幫忙啊，就是感謝很多人的幫

忙啊！H醫師啊，還有那個Y啊，幫我找到新的工作啊（祐隆－1224）！ 

    （有就服員）比較好啊！像我就是超沒自信的啊，可是如果有人介

紹的話，就會…有一個幫忙的人，像現在工作穩定，就會覺得很感謝這

裡的人（產杏－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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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謝那個老師，J老師，他一直要留我，他一直問我說:「妳要

不要來上全天?」…就是說他希望我上全天吶，那可是我沒有辦法啊…。

對啊，就這樣子啊…。（音量低）…就是…想多跟他們相處在一起啊

（黃倩－885）。 

 

  在肯定職業復健工作人員的情況下，慢性精神障礙者除了表達

感謝，也可能將其視為工作行為表現或日常待人處事的角色模範。

如研究參與者炎宗認為可以和工作人員學習職場人際互動，物真則

認為可以參考工作人員的人生經驗和價值觀等。 

    士官都很好，各怎麼樣的長官齁，都…做得很好。…該講什麼話士

官都知道，…他們雖然讀書沒讀得很高，可是他們有專門自己的case，

都自己要在做，都做得很好。…我就看他們互動齁，會影響我說，不能

以下頂上拉，還是要就要把正確的方式表現出來（炎宗－465）。…學一

些良性的應對（炎宗－502）。 

  是跟藥師…，欸藥師們可以一起，會感覺到可以、可以模仿他

們。…就是…怎麼樣…可以讓自己可以繼續做下去。啊對人生的看法每

個人不一樣，有些可以模仿一下這樣。…他們的人生經驗可以拿來自

己，參考一下（物真－697）。 

 

三、維護人際關係 

    職業復健對慢性精神障礙者類似於職場情境，維繫良好的人際關

係是必要的，透過同理、控制情緒顯露程度、適切的口語表達，慢性

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習得維護人際關係的方法。如研究參與者壯

克在清潔時注意不要打擾投入工作中的其他工作人員，以維持彼此良

好的印象；川子則留意到自己在外賣時以改以較和緩的語氣和顧客互

動，不僅讓彼此維持良好互動，也能提升業績，造就雙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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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個士官…，他說：「你很努力啊。」啊就這樣子，怕你來得罪以

後，他那個觀念就會改變了。（訪：哦，應該也不是說害怕，就是要謹慎

地跟他應對就是。）對，要很小心，那…都不出聲啊，趕快做完就趕快

走，不要給他們耽誤了，因為…他們辦公的時候這樣耽誤人家（壯克－

501）。 

    應該是講話吧，我覺得我講話沒有像以前那麼衝了，以前我講話就是

稍微很衝，可是後來想…，算了算了，反正是就是跟他們交個談嘛，做個

朋友，這樣也好啊，做個朋友，我的業務也增加，你也快樂…，我們兩邊

就好（川子－186）。…因為我剛來的時候的確就是講話很衝，有些病患不

喜歡我講話，就是說…，說：「你講話像恰北北（台語）（川子－

213）。」 

 

    除了職場情境，慢性精神障礙者也因為參與職業復健的經驗，在

家庭和友誼情境中發展維繫情誼的行動，如研究參與者炎宗在家裡原

本容易和家人衝突，但參與職業復健後，較能以離開現場、轉念思考

等方式減少衝突的發生；黃倩則在訪談中提到會以因參加園藝復健工

作訓練而熟悉及喜愛花草植物作為禮物，贈送親友，促進彼此感情。 

    因為…我妹妹、我太太他們，該怎麼處理就不要…回他們，在吵，跟

他們有大小聲…，就看到就躲到房間裡，啊或到樓下看…看棒球、看新

聞，到廁所、陽台後面偷抽菸。（訪：跟還沒來這邊上班比差在哪裡。）

之前比較….，有很多角，比較沒有圓滑，比較有那麼會處理事情，會避開

他嘛。啊怎麼…現在在家裡的生活，這樣走一走，動起來，就比較能想開

啦。（訪：你剛剛說沒那麼多角，指的是跟家人相處比較不會摩擦的意思

嗎？）嘿，比較不會摩擦啊（炎宗－514）。 

    我會買很多花送我朋友，送我家人（黃倩－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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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重塑意義 

    工作動機，職業認同和職業希望是精神疾病患者就業成果的關鍵

因素(Diemer & Blustein, 2007)。在參與職業復健的過程中，慢性精神

障礙者能發現自己從因為疾病而失序的生活中尋得戮力的目標，進而

在不斷向前流動的年歲裡體會到自己的人生可以如何進行下去。透過

從職業復健尋獲生活重心和在生活中扮演各種角色，個體能不囿於疾

病，反而因疾病而發展出新的生命目標或探得更積極的生命意義。本

核心主題包含「定義重心」和「擔負角色」等次主題。 

一、定義重心 

（一）視工作為重心   

    慢性精神障礙者藉由持續投入職業復健，將其視為生活重心。相

較於沒去工作時感受到的空虛、停滯感和較低的自我評價，慢性精神

障礙者們認為參與職業復健後生活比較充實，在察覺自己的轉變後也

有正面評價。 如研究參與者川子、黃倩、物真、豐德和炎宗皆提到

未參與職業復健時，生活較空洞，陷入無目的發呆的情況。 

  沒做的時候…感覺怪怪的。就是沒做的時候就…，呆掉（黃倩－

971）。 

    做事情比較有目標了吧，因為我發現我生病之前我完全不曉得要幹

嘛…也沒有目標（川子－376）。我發現總覺得就是要出來工作，反正總覺

得如果每天就是待在家裡，我會耍廢，我不喜歡這樣子感覺，我覺得，不

會像就跟以前感覺不一樣…，不會在家耍廢（川子－437）。 

    啊現在有工作以後，我就不用…就是，有事情做啦，有事情做就覺得

那個…有，不會那個，發呆啊，不會發呆過（物真－570）。 

    沒地方去只能待在家裡而已啊！…待在家喔，就無聊啊（豐德－

1242）! 

    越動齁，越做越有經驗，越實在，…一直送公文，啊休息沒有工作

做，無聊啊，好像醉生夢死，不實在、不好（炎宗－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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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精神障礙者將參與職業復健視為改變的契機，如研究參與者

產杏看重工作，進而體會到自己脫離混亂的生活節奏及行為，走向規

律的步調；炎宗則從工作中感受到變得較踏實，並認為自己較勤勞、

有生產性，山暄認為工作變成自己的生活重心後，為了達到工作目標

自己投入較多心力，活絡的思考能避免自己較快退化。 

 

    就有工作…就會想說啊，趕快吃飯、洗澡、休息，明天還要工作 

，就不會那麼不正常，就會漸漸地一個正常的軌道。…還要上班，就不會

這麼脫序了（產杏－370）。 

    做事情，越有事情做越不會無聊，越有意思，又實在啦。也會覺得很

踏實啦（炎宗－140）！很有興趣，因為比較勤勞一點，啊有在做事情齁，

做的對，又做得快，又做得…做得好，心情就會比較開心，比較實在，比

較踏實啦（炎宗－275）! …比較不會像無賴這樣子，不做事，啊想花錢怎

樣、怎樣。嘿有工作啦（炎宗－296）! 

  生活就是有重心、有目標，比如說想要賣到多少營業額，要怎麼去多

賺一點錢這樣，就是每天會有一個工作的目標，比較生活有重心，比較不

會…退化吧（山暄－72）。…復健，就是參加工作坊。…就是有在做事

情，有在動腦筋，有個生活目標（山暄－381）。 

      

    由於視職業復健為重要事項，慢性精神障礙者對持續參與職業復

健有強烈動機。研究參與者山暄、物真和豐德皆表達持續參加職業復

健的意向。 

    （訪：你對工作坊的想法是什麼？他對你的意義在哪裡？）就覺得很

重要，希望可以一直持續運作下去（笑），不要結束，不開了這樣子（山

暄－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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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滿意現在的工作。（訪：嗯。）我也想，以後就繼續在做這個

工作（物真－680）。 

    對啊，我怕它（庇護性工作）倒啊！對啊，倒了就沒地方去了

啊！我也會怕啊！…（訪：相對的就是出來工作？）就是有一個、有一

個…，應該說是心情啦，這裡大家認識，有說有笑啊（豐德－1241）。 

 

（二）動機及熱忱   

    工作動機被認為是一個動態且具有延展性的因素(Kanfer et al., 

2017)，在職業復健中，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工作動機可能包羅萬象，

在本研究中，精神障礙者提及的動機包含就業能代表穩定經濟來

源、維持固有人際圈、能延續所學及做吻合興趣的事等，顯示參與

職業復健能滿足精神障礙者不同需求。如研究參與者山暄體會到復

健工作訓練對自己在工作復健、適應及經濟方面的益處；麗園考量

到庇護性就業的穩定特性；豐德看重職場中同儕間的情誼；物真在

復健工作訓練中擔任藥局助理讓他重拾藥學系畢業時的職業願景，

成為他們投入工作的動力。 

    來工作坊工作就是先訓練自己嘛，然後又有一些零用錢可以過生

活，然後又可以壓力不要那麼大，然後可以養病這樣。…就是肯定自己

一個月的辛勞，然後又可以有一份收入這樣子，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有

個動力，就是說下次可以怎樣做更好這樣子（山暄－298）。 

    （訪：你為什麼喜歡這份工作？）嗯…，穩定吶（麗園－417）。 

  在這邊跟這些人熟了之後就覺得還蠻開心的啊，什麼阿姨啊什麼

的，…都一起啊，不是只有在裡面的，就是外面的…都要跟他們混熟

了、混熟了啊，現在要我離開這裡再去J（其他職場）做事，我是有點不

開心啊。因為只認識W而已啊，其他不認識啊，啊這裡認識，個什麼都

認識，三年多這樣子啊…（豐德－704）。 



 

121 
 

    我就…遇到一力（復健工作訓練）的機會啦！就後…很開心啦！

（笑）哦…我本來放棄藥師（作為職業），現在可以來，可以來當作工

作，又有薪水。（物真－406）。 

  

  工作動機每個人不盡相同，但在職業復健中可以看到慢性精神

障礙者對就業的熱忱，顯現生氣勃勃的工作者樣貌。研究參與者山

暄、川子和黃倩皆在販售工作上表現積極的一面；壯克和炎宗則在

工作中展現盡責、主動、勤奮的態度。 

    有個動力，就是說下次可以怎樣做更好這樣子。…如果你做得好

吃，你做的正確又好吃，那客人會自然而然訂得多，那數量就會多，營

業額就會高，那我們的獎金、收入就會多（山暄－30）。 

    比較有點責任感，…，因為以前我對外出工作是覺得，工作就是出

來領個錢就好了，後來來這邊就覺得，欸我有責任了耶！因為…。有點

想要，會想說怎麼把餐廳啊，營業業績做好一點…。現在下午的東西都

是我在賣，所以我要想說要怎麼賣得比較好一點，就是這樣子，就是能

把東西賣好一點，不是想說單純就是來領個錢就拍拍屁股走人，沒有，

就是要怎麼賣，賣得好一點（敲桌子）（川子－260）。 

    老師叫我們去C街賣花嘛，啊兩個兩個人在一起嘛。一起進去，然

後我…第一次也不知道哪來的膽子，就衝到醫生人家在問診，病人已經

走掉了，我就跟我朋友一拉，拉進去，就叫醫生買盆栽。然後3間我們衝

了3間。然後連牙醫也不放過，就進去！（音量大而有力）（笑）（黃倩

－695）！ 

    啊我現在也存了一些錢…，慢慢的過生活，工作有在做，不要把自

己給墮落，很努力地做，這樣就對了（壯克－627）！庇護工場…那個，

很喜歡啊，我又不是來跟他們搗亂的，我是來做事情的，我都盡量避免

人家，我每次…跟自走砲，每次時間一到…就望外衝，啊到…到工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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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時候又開始做事了，啊做完事的時候…再慢慢…把自己的工具收一

收（壯克－991）。 

   我都…很認真在做喔，啊沒有事情就看、問督導說有什麼事情需要我

做（炎宗－763）。 

    

二、擔負角色 

   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始終將更好的角色功能訂為重要的治療目標

(Bellack et al., 2007)。在職業復健中，慢性精神障礙者所擔負的主要

角色為工作者，而扮演此角色造成的改變亦會影響慢性精神障礙者擔

任其他角色。本次主題中包含「工作者角色」及「家庭角色」等子

題。 

（一）工作者角色 

  工作動機與工作者角色的塑造有關。職業身份被定義為對目

標，興趣和才華具有穩定和清晰的認識(Holland, Gottfredson & 

Power, 1980)，被認為是職業發展以及追求具價值和有意義的工作

的重要因素(Diemer & Blustein, 2007)。工作能完成自我實現，履行

社會對獨立成人所期待及認可責任。在職業復健中，慢性精神障礙

者主動扮演工作者角色，通過「具責任感」、「遵循角色」、「積

極投入」及「肯定角色」等態度及行動，逐步完成角色要求，另一

方面也建立較具體的自我概念。 

1.具責任感 

    扮演角色的第一步是對角色責任有清楚的認知，本研究中慢性

精神障礙者山暄、壯克、炎宗、祐隆在職業復健中整理出所整理出

的工作者角色責任包含準時出席、維持良好工作狀態、完成工作任

務、認真投入等、獨立不依賴他人。 

  （職業復健是）先建立責任，責任心…。就是先培養你持久力，每

天都來上班（山暄－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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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一些精神，把工作做好，啊去休息一下，然後把工作做完，一

直就循…循規蹈矩啊，啊來這邊工作，把自己病養好就好了，不要把自

己越搞越爛啊，越搞越爛，這樣子。…就花個精神啊去把自己的事做

完，做好就好（壯克－792）。 

    在工作就要認真工作，啊休息我就…做完才休息這樣，比較有責任

感（炎宗－616）。 

    工作是…靠自己，不要靠外面的人幫忙。…這個工作就是…，每個

人就是分配好好的。…自己的工作，份內，要做好就對了（祐隆－

1303）。 

 

2.遵循角色 

    為了扮演稱職的工作者，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健中必須對工作規

範有正確的認知，並在職場情境中自我要求，依據工作規範行事。

如研究參與者川子注意到和顧客的界線、依照食品衛生和外賣場所

的規定進行販售；炎宗在工作中謹守職場分際並注重工作規則和主

動性；麗園雖對規範有所抱怨，但仍配合。 

    我們畢竟是員工啊，員工也不能對病患幹什麼，動手動腳都不行啊

（川子－73）。…就是小界線啦！跟病人的界線。我們雖然可以常常跟

病人聊天，可是我們也是曉得有些界線不能踩的，就像是你不能跟病人

談戀愛、動手動腳，什麼都不准動，呃…，講話你可以大聲一點但是不

要罵人，對，就這樣，還有基本服務要做到這樣子。…就比較曉得有些

話可以講，有些話不要講（川子－354）。 

我們賣東西的時候…，像是有時候碰到病患啊，他們有時候會去摸

東西（販售的食物），就用手去戳、戳、戳，對，因為有些人就是喜歡

這樣戳，我就跟他說：「你戳我就叫你買下來（川子－224）！…我想這

個病房是不可以賣什麼吐司，都不准賣，可是他就硬要我賣給他說：

「拜託啦，就賣個吐司給我。」什麼之類的，但是我就跟他說不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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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為這個病房就這樣規定，你只要今天有一個人吃，我們那個病房

接下來就不能賣東西了，就這樣子，我們必須這樣子遵守（川子－

244）。 

   工作歷練啦…，不能以下犯上，還有…，要有規矩啦，啊…最好勤勞

一點（炎宗－164）。 

    可是老師說同事之間不可以借貸，所以說借10塊都不行，過一個月

再還都不行啊！沒辦法借錢（麗園－563）。 

     

3.肯定角色 

    在努力扮演工作者角色之餘，慢性精神障礙者肯定工作者角色，

並從認同角色的過程中提高自我效能。如研究參與者川子在病房外

賣看到急性病房的精神疾病者彷彿看到以前的自己，對照現今成為

工作者的自己，進而肯定自己的努力和改變；麗園則談到以往一起在

醫院作代工訓練的同儕，肯定自己向前邁進，成為正式的工作者。 

    我會覺得身心障礙比我們還想…，還蠻努力工作的。我碰到的精

障、身障，很努力工作。對，所以…有時候我在病房裡面我就看到有一

種兩樣情啦，別人這麼努力工作，啊你待在裡面…。我曉得有些真的是

生病，生病到不行，不能、那沒辦法工作，那沒辦法。可是有些人就

是，其實腦袋還算ok，他還可以…只是，不成熟。像我昨天，昨天碰到

一個病患，我要離開嘛，結果他一聽到我們國慶日有放四天連假，他就

說：「唉，你們還放四天連假喔，真好。」我就回嗆他說:「又不像你整

天放假！」（川子－242）。 

  （訪：你剛剛說你從代工訓練出來了，你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感

覺？）做那麼久了啊，覺得我有進步，他們（以前代工訓練同儕）沒退

步，他們好像…人生活得沒有價值這樣（麗園－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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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炎宗透過子女的正面回饋，進而肯定自己的工作者

角色。 

    小孩子…男生（兒子）跟女兒，男生跟大的女生，覺得爸爸有工作

了（笑）（炎宗－244）。 

 

（二）家庭角色 

    成為工作者對慢性精神障礙者的生活模式和人際互動皆造成影

響，在訪談中可以看到許多研究參與者皆提及扮演家庭角色上的變

化，以下以「家庭照顧者角色」、「子女角色」、「配偶角色」依

序說明。 

1.家庭照顧者角色 

    研究參與者炎宗育有為分別就讀國中的女兒和國小的兒子，他

提到參加職業復健的近一年來，早上需負責叫醒及接送孩子，並較

會主動照顧孩子們的生活所需。 

    我早上六點多要起床，叫我女兒、叫我兒子，把他們叫起床，跟我

太太。我太太要載我兒子去G（地名）那邊，我要在我女兒去J（地

名），國中上課（炎宗－235）。 

  有工作啦，啊又幫小孩，接小孩上下課啊看起幾點，啊看他們要吃

什麼我要去買，看他們有沒有吃飽了，還是沒有吃再幫他們買（炎宗－

296）。 

 

    除了照顧年幼的子女，平時由手足支付生活費的炎宗持著回饋

姊姊平時的幫助和愛護晚輩的心情，將每個月在復健工作訓練中獲

得的薪水用以回饋親友，送手足的子女禮物，對他們平時的支援表

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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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就要顧這兩個小孩，啊跟我妹妹好好相處，我妹妹對我，還

有我姊姊的付出，姊姊的付出都很多，啊我也很關心我姪子（炎宗－

1154）。 

  我昨天去買一兩千塊的東西嘛，買了兩件衣服給我姪子，他美國回

來不久，啊…不要穿那個美國式的，要接近台灣本土，拿我薪水…買給

他，本來送一件，後來兩件，我兩件給他（炎宗－156）。 

 

    家庭照顧者角色除了做為雙親之外，研究參與者產杏和祐隆也

提到自己較能花心力和金錢在照顧寵物上。 

    照顧小狗，會想要幫牠買好的飼料，讓牠身體健康，就比較貴。就

會想說那我要賺錢，買好的飼料給牠，然後幫牠買不一樣的東西，像洗

耳液啊什麼的（產杏－514）。 

    工作啊，…拿到第一筆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那個…狗狗吃的

那個假骨你知道嗎？我就特地去…一下班就去買一包，直接買一包給牠

吃這樣子！（訪：你家的狗？）對對對對（祐隆－1332）。 

 

2.子女角色 

  作為成年子女，慢性精神障礙者因職業復健獲得工作者身分，

減少對家人的依賴，使雙親較為放心。如研究參與者川子的家人對

她有穩定地去工作顯得較寬心；壯克的父親原本對他早年離經叛道

的行為失望，近年因壯克有穩定工作，父親對他較放心，也較能和

睦相處；豐德的母親則是看到他因為就業後有穩定收入，對豐德較

少擔心的叨念。 

   （訪：你家人對你來噴泉咖啡有什麼想法？）沒關係，出去工作就好

了，…他們現在也比較放得開啦！有做事就好了（川子－398）。 

    反正就是以前我做灰略略（亂七八糟）ㄟ代誌（台語），的那個事

情，把我爸氣得齁，都已經快，都變太多，啊斷…絕情絕義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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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那現在相處怎麼樣？）很好啊，可以有說話…，放心…，我又沒

搞東搞西…我爸爸說，假如我有錢齁，再去那樣子齁，灰灰齁（台

語），他就會把我踢出去（壯克－675）。 

    我媽以前都會講一些不是很好聽的話。看到我存摺有二十萬啊，他

就，他就開心了啊！存到二十萬阿，就不會說那些有的沒有的，對啊存

到二十萬就不會說了（豐德－1393）。 

 

    除了讓雙親放心，成為工作者也讓慢性精神障礙者與家人有更

多交流的機會，如研究參與者祐隆在待業多年後重返職場，和雙親

有更多親近的親子互動。 

    （訪：有出來工作後，比較有接觸人群，所以跟家人關係也變得更

好了，我想要聽聽這一段，你這幾個月的改變？你自己覺得？）嗯…跟

家裡的互動就比較更好了，對啊，會聊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啊，或是

說…有時候自己中午休息時間的時候會打電話回家裡啊，跟我媽或跟我

爸講說，今天公司、今天工作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啊。什麼之類的啊…

有一點像小孩子一樣之類的（祐隆－911）。 

 

    在情感層面的增溫外，慢性精神障礙者透過職業復健獲取報

酬，直接地。如研究參與者祐隆的工作收入能能減緩機中的經濟壓

力；產杏則有能力購買家人們一起享用的食物，透過付出，成為更

有影響力的家中一份子。 

    像有工作、有錢之後，就都…都給家裡錢啊。之前都是靠家裡這樣

給的，我有工作過後…，也是幫忙家裡啊，也給爸爸、媽媽…，給爸

爸、媽媽錢這樣子（祐隆－968）。 

    可以團購…昨天就吃蛋餃火鍋，這我付錢的（笑）。然後前天拿到

貨，然後我媽媽就說好！那我們昨天就吃蛋餃火鍋。（訪：哦，就是你

團購回家，然後大家就一起吃這樣。）對（產杏－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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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慢性精神障礙者也必須擔負照顧父母的工作，經過職業復

健的洗禮，慢性精神障礙者較能承擔打理家裡和照料高齡的雙親的

部分責任。如研究參與者產杏提到自從去工作後，較能勝任家務；

豐德以實際行動促進父親的健康；祐隆離家就業後，提醒及協助年

邁父母處理家務。 

    有出去訓練以後就覺得家事其實已經算簡單。（訪：哦，聽起來是

你一直有在做家事，但後來去上班之後家事做比較好這樣。）對，變比

較簡單了。（訪：哦，那家事做比較好會影響其他層面嗎？）譬如說以

前覺得，哇拖一個客廳要拖多久，好累，現在覺得拜託，哪有工作時間

那麼長，那個拖個15分鐘就結束了，就是覺得沒有什麼了欸。（訪：

嗯，就是做家事比較得心應手了這樣子。）對啊（產杏－415）。 

    在家我幫我爸拔罐啊！（訪：你拔罐是什麼時候學的？）近期學

的…。之前…我爸吃藥都不會好啊，我買那個感冒藥（給爸爸）（豐德

－1877）。 

  之前我還沒工作之前，做的事情，我有時候會叮嚀我父、母親說：

「這個要做、這個要做、這個也要做。」每個禮拜、每天要做些什麼

事，我會交代他們這樣子。…我怕他們不會，所以我…我就教他們怎麼

做啊（祐隆－936）！ 

     

3.配偶角色 

    有一部分的慢性精神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為配偶，根據

Bischkopf 、Wittmund和Angermeyer等人（2002），精神疾病患者

的配偶照顧者必須經常確認患者的生活，意味著要大量的多重局限

性和損失，包括喪失對伴侶關係的期望，自身職業生涯受局限，較

低的社會認可度，休閒活動和生活方式的受局限等。透過參與職業

復健，慢性精神障礙者具備部分的獨立生活能力，如研究參與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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暄的主要照顧者是先生，她認為當自己能處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不

造成先生的額外負擔時，是一個較合格的配偶；炎宗有時會和太太

取零用花費，他表示自己有收入後可以適時回饋太太，增進兩人間

的關係。 

  （訪：那你覺得參加職業復健對你當一個媽媽、一個太太，當一個

女兒，這些角色有沒有什麼影響？）哦，當一個太太吧。你來參加工作

坊，或是復健，就是變成你要照顧好你自己，那變成就是…，別人可能

就不用照顧你（語速變慢、音量降低）。比方說你可能自己會整理乾

淨，可能每天洗澡、洗頭，把自己整理的乾乾淨淨的，照顧好自己，那

對他們來講就是減輕他（先生）的壓力，那這就是復健教導我的事情

（山暄－522）。 

    我拿她的錢的時候，拿到以後，啊…我取她東西嘛，啊我…，我會

不會彌補她更多，看夫妻感情會不會更好（炎宗－348）。 

 

 

肆、重燃希望 

    從事生產性職業有助於建立希望(Iannelli & Wilding, 2007)。許多

研究參與者在職業復健經歷中經歷希望感的增加，進而啟動自我激勵

的動力，並有力量探索未知及展望未來。本核心主題包含「萌生希

望」、「自我激勵」與「積極踏路」等次主題。 

一、萌生希望 

    研究參與者在職業復健的實踐中了解自己有逐漸茁壯的能力，從

而衍生出逐漸向上提升得希望感。例如研究參與者山暄體會到職業復

健是一個持續進步的過程，她從工作技能的習得，肯定逐漸勝任工作的

自己；物真則透過負擔自己的部分經濟需求，感受到未來自立生活的希

望。 



 

130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復健的過程，從不會然後慢慢熟悉到會，就是從我

不會賣東西、不會算術，不會做早餐，比如說火腿起司蛋要怎麼做，怎麼

做奶茶、咖啡，怎麼泡，然後從不會慢慢訓練到會的復健的過程（山暄－

147）。 

    就覺得…這個，人生…，我的人生以後有趣了（物真－584）。…就是

這一年來，我的那個人生…對未來有趣，開始有，就是有希望、有趣。

（訪：哦，對未來有希望這樣。）對，因為那個…一些吃飯啊，電費啦、

水費啊，都可以自己付（物真－597）。 

 

  研究參與者祐隆醞釀已久的修補不睦家庭關係計畫也即將付諸行

動，並表示對行動的希望及信心。 

有時候我會想說找他們一起出去吃飯。（訪：你說請他們吃飯？）

對，只是沒這個機會而已。因為我爸爸、媽媽處得不好，對啊，因為我媽

還是懷恨在心啊。（訪：你說之前的事情。）對對對對…，所以要聚在一

起吃飯還蠻難的。（訪：嗯，但是你有想要再重新把他們聚在一起，請他

們吃飯這樣。）對…。想說…，再怎麼吵、再怎麼鬧，大家都是一家人

啊。想說…過了這麼久了，不需要再這樣子下去了。…目前還沒有做到，

我希望以後能夠做得到（祐隆－972）! 

 

二、自我激勵 

    在職業復健中，慢性精神障礙者透過轉念積極看待自己、激發堅

忍不拔的毅力，進而長出力量幫助自己度過就業及心理上的難關。以

下包含「鼓勵打氣」及「奮鬥不懈」等子題。 

（一）鼓勵打氣 

    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及在工作要有積極自助的自覺，並鼓勵自己

有更好的表現；產杏在工作中幫助自己褪除恐懼和自卑，在工作中

勉勵自己持續努力，以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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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己要有希望啊，我剛參加的時候，我自己頭都很爛啊，頭早的

時候…被搞得很爛（壯克－353）。…就這樣子啊，把自己想好，把自己

用那麼爛…我不敢，那把自己…幫助多一點（壯克－526）。…我覺得自

己要把自己做得比人家更好（壯克－874）。 

就是不要害怕啊，出去會發現…外面職場也是…很好玩，（訪：你

本來會害怕什麼？）會把別人想得非常強，會怕自己…太弱，實際出去

就還好，就一直學、一直學就好。對啊，就想說以前自己遇到過的同

儕，一定都是非常強、非常強，然後自己很弱。結果出去工作就覺得還

好，就是一直學習就對了（產杏－239）。…努力去做做看吶，如果都、

都做的好，自信心就產生啦（產杏－654）！ 

 

（二）奮鬥堅持 

在激勵自己的過程中，慢性精神障礙者也強調面對困難仍持續

不懈克服的精神。如研究參與者物真提到雖然面臨工作壓力，一旦

意識到工作帶來的益處，便能加以忍耐、承受，透過睡眠修復，個

日仍能繼續再戰；產杏則提到對面較新或較難的工作任務時會感受

到工作壓力時，要先能忍受學習過程中的挫折，逐漸上手後便能繼

續工作下去。 

就是有一點壓力，就是那個，就感覺…可是我覺得…有薪水啊，有

資格忍耐啊。…啊，反正不好的事情，好好睡，隔天就忘記了（物真－

428）。 

就新的、難的，就是要忍耐，把它整個學起來，然後做到習慣就好

了（產杏－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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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踏路 

    在進入職業復健後，慢性精神障礙者因累積不少成功經驗，打破

以往的退縮心態，有意願多方嘗試，並較有信心規劃職涯。本次主題

包含「勇於嘗試」和「規劃未來」兩子題。 

（一）勇於嘗試 

    研究參與者川子提到自從就業後，自己能踏出以往退縮封閉的

生活，進入社區、拓展人際圈；豐德和黃倩則會考量工作需求，在

職場中積極提供創新想法。 

  （訪：參加庇護就業後對你這個人有一些改變的？）活動吧，就讓我

比較敢走出去了（川子－256）。 

    就是那個會講些有的沒有的，像今天要做什麼創意啦！例如什麼熱

壓吐司啦，那個時候我想說做那個…，啊我說我們賣那個，紅豆熱壓吐

司好了，咦，不錯喔！（訪：自己創口味就對了。）對啊（豐德－

1046）！ 

    想學一些什麼東西可以…，我曾經有跟蒔者（復健工作訓練）老師

說過：「其實你們可以教我們乾燥花啊（黃倩－853）！」 

 

（二）規劃未來 

   慢性精神障礙者因在職業復健中獲得正面就業經驗，進而促進

其未來的職涯規劃及想法。例如研究參與者山暄思考到復健工作訓

練的暫時性和非正式性，想嘗試正式的公務人員工作；川子也提及

想要更上層樓，到一般職場做業務工作；黃倩規畫拓展花卉銷售業

務；物真則期望自己能延續大學所學的藥學專業，考取醫事人員證

書後在藥局工作。 

  因為這個工作坊畢竟只是個復健、臨時的訓練…，想要說今年…要

不要參加那個身心障礙特考，考公務人員這樣子。然後想說…，因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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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經37、38歲，想說已經不小了，想說要不要就是找一個穩定一點的

工作，有一份收入這樣子（山暄－95）。 

    我比較想去挑戰別的工作，就是也一樣業務（川子－259）。 

    我未來…想開一間盆栽店欸，去賣盆栽…，我有時候覺得那個花很

漂亮，呵呵（笑），所以就想說…把他買回去，然後…在我們那邊賣賣

看，看可不可以賣得出去（黃倩－1128）。 

    H（藥師）有跟我說拿執照啊，當藥師啊（物真－789）。…啊我對

未來的想法目前就是，…對藥熟了，不管可以拿藥師執照可以拿就…

拿，是可以啦（物真－972）。目前的希望就是…，能夠加強自己之後

再…看可不可以像一般人，可以工作。尤其是…如果可以工作的話，就

想要在那個…OOOO（復健工作訓練單位）藥局工作（物真－809）。 

 

  研究參與者祐隆透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獲得有期限性的職缺，

在工作之餘也構思如何接續下一份工作。 

    希望可以趕快找到下一份工作囉。…能夠、能夠銜接地上，不想

說…又要再等些時間，然後再去換工作（祐隆－1001）。…再找另外一

個工作啊，…透過就服員，…因為現在還在工作，想說時間快到了我再

打電話跟他講（祐隆－1363）。 

 

  不僅是對未來就業的初步想法，慢性精神障礙者透過參與職業

復健，對自身的工作情況及就業特性有較貼近實際狀況的了解。如

研究參與者麗園提到自己可能有機會去應徵與目前庇護商店類似的

賣場工作，但仍舉出自己工作上的弱項，能掌握自己的實際狀況；

物真則透過職場工作人員的回饋，確認自己需要加強的地方，或是

透過了解工作性質，進而思考未來從事該行業與自己的適配程度。 

    （訪：你做這個欣欣商店，它對你的幫助是什麼？）喔，熟悉商

品…所以未來零售業比較容易駕輕就熟。我如果到全聯也可以轉，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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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全聯…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變得要用我了，我怕動作太慢，因為我骨

頭不好，怕動作太慢被人家…（麗園－555）。 

   那個藥事科主任跟我說我要唸（中文），…國語要練好，啊我也感覺

得這樣啊，就說話有那個…OO音啊，啊有些句子都…不知道（物真－

586）。 

    我知道那個他們，有時候…（輪班）工作要12小時啊，12小時超長

的啊，我感覺…那個很…（有困難）。…可是我怕如果、如果那個晚上

啊，或是輪班啊，…發病的話就糟了（物真－789）。 

 

  在了解自己職場情境中的狀況之外，慢性精神障礙者能提出相

對應的解決或進步辦法。如研究參與者物真有意以大學本科系學歷

考取專業執照，能自行列出需要加強的地方。 

啊我…對未來的想法目前就是，…對藥熟了，不管可以拿藥師執照

可以拿就…拿，是可以啦。可是看那個…，變成一般的工作來看的

話，…我對自己要加強一點。…有些書啦，自我管理或是…就是那個邏

輯啦或是…事情啦，還有讀書那個…對藥的知識要加強一點（物真－

792） 

 

 

伍、重建自我 

  Combs（1962）主張自我概念的意義是個人認為他是什麼（What 

an individual believes he is）。學者郭為藩（1972）分析美國心理學者

William James所提出的自我概念，認為一個發展成熟的個體，其自我

概念包括(1)身體我（body image）:對自己身體及其生理需要的認定；

(2)社會我（social self）: 對個人在社會、群體中所擔任各種角色的認

定；(3)人格我（person 或 self-identity）:對某些信念、理想與價值體

系的認定。本核心主題整理出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在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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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或認定上的變化，包含「鞏固自尊」與「調整認同」及「重拾尊

嚴」等次主題。 

一、鞏固自尊 

  自尊指的是一個人相信自己、對自己有自信的程度( Podesta, 

2001)。對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就業讓他們對自己感覺良好(Flores et 

al., 2011)。因自信經驗的累績而在自尊方面有所提昇是許多研究參與

者都提及的概念，持續參與職業復增進研究參與者諸多方面的信心，

並進而增加自我價值感。以下以「充實信心」及「促升價值感」等子

題敘述。 

（一）充實信心 

研究參與者山暄、產杏、黃倩、祐隆和壯克提及藉由參與職業

復健，先前能力感低落的自己逐漸在其中滋長了自信心，較少出現

自我否定、害怕他人瞧不起等想法。 

  找到自信，就是培養自信心，…建立自信心這樣子。本來可能會很

自卑，就覺得說自己能力不足，沒辦法去外面跟人家競爭（山暄－

108）。 

我本來是覺得沒什麼自信，後來出去工作就覺得，覺得O超商超好

玩的（笑）（產杏－104）。…不要，啊一直想說自己一定辦不到，自己

一定做的比別人差，就是要給自己多一點自信心（產杏－651）。…然後

工作這麼多年，也是發現說工作也沒想像中那麼難（產杏－770）。

（訪：之前對工作的想法呢？）會害怕，因為覺得自己跟不上別人，就

開始做之後就比較正常了，就漸漸趕得上別人的腳步（產杏－851）。 

然後…是比較有自信了（黃倩－957）。 

看到人比較不會怕。（以前）比較…比較畏畏縮縮的。…怕說人家

看不起我啊。比較負面一點。（訪：有工作對你這方面是有改善的？）

對，有改變，有幫助的，一定有幫助的，而且幫助蠻大的，改變也蠻多

的（祐隆－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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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吶，內在心裡面形成了一股力量啊，都說不要把自己喔…把

自己看扁（壯克－542）！ 

 

不但是面對工作困難時能自信面對，研究參與者祐隆甚至能向

他人表達對自己的信心。 

（當就服員詢問需要協助）就開心啊，我跟他講說不用擔心！（神

色開朗自信）不用擔心，我一定做得到（祐隆－1295）！  

 

在自信心提升的原因方面，許多研究參與者從逐漸上手工作業

務的經驗中增加自信。Torres Stone、Sabella、Lidz、McKay和Smith

（2018）的研究也說明工作為年輕的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了內在的益

處為可經工作經驗轉化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在職業復健中，研究

參與者透過他人回饋和自我察覺，能進一步肯定自己，獲得自信與

成就感。 

如研究參與者山暄、川子、麗園、豐德、炎宗、物真皆提到自

己從逐漸勝任工作任務的經驗獲得自信及成就感。 

從你不會煮東西好了，開始會煮蛋了，然後會組織，把每個東西組

織起來變成一個烤土司，就會覺得有自信，獲得成就感這樣子，從不會

到會這樣子（山暄－206）。 

我覺得進來之後講話比較…口才比較好一點（川子－123）。…就是

怎麼跟客人應對，然後怎麼去賣東西、銷售，怎麼去做生意這樣子。…

推銷吧，推銷我比較有自信，還有就是算錢我比較有自信一點，因為我

以前算錢沒有算得很好（川子－311）。 

熟悉商品，所以我到外面便利商店，我都會看到新的商品我就會記

起來，我就會記得商品的價錢，商品就熟了，所以零售業比較容易駕輕

就熟（麗園－556）。…打收銀啊，算錢算熟了（麗園－625）! 

很熟了啦！15分鐘就可以做一盒蛋沙拉出來了啊（豐德－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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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呈都會了，從頭到尾我都會了（炎宗－178）。…程序方面比較有

信心（炎宗－433）。 

    做到一年了，本來、工作的模模糊糊的事情越來越清楚了，啊…對

自己也有信心，也有信心啦（物真－439）！ 

 

研究參與者炎宗熟悉復健工作訓練中所負責的業務後，大多時

間能獨自作業，讓他對自己更有自信。 

比較有信心了。因為在台北工作都有人要輔導，啊在這邊獨立的，

主動地去開門啊、去裝水啊…（炎宗－409）。 

 

除了發現自己的改變，研究參與者山暄也從帶領復健工作訓練

的職能治療師對自己的肯定，進而獲得成就感。  

工作上會獲得成就感。因為老師會肯定你的能力，比如說你做的不

錯，或是你有在進步，就是在工作中會獲得成就感這樣子（山暄－

158）。 

 

   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自信提升的原因不僅僅來自於勝

任工作任務，當察覺到自身能力或狀態的提升，慢性精神障礙者也

對自己較有自信。訪談中研究參與者所提及有所變化的能力及狀態

包含「應變能力」、「認知思考」、「身體質量」、「操作靈巧

度」與「專注力」。 

1.應變能力 

    研究參與者山暄對比剛加入工作復健訓練時的自己常須依賴職

能治療師的協助，現今的自己變得較有能力去應變非預期的情況。 

    應變的能力…。就是說剛開始來的時候比較會一直問老師，老師有

跟我講過說我剛開始來的時候什麼都要問他，然後不會處理（山暄－

261）。就是一些應變上，臨時的狀況，可能剛開始做的時候會一直問，



 

138 
 

那現在可能就是…，會用告知的方式，告知要怎麼去處理他，就比較不

會去一直問，然後老師也比較不會覺得很煩（笑）（山暄－268）。 

 

    研究參與者物真則自認較能處理人際衝突。 

工作以後，好像自己有判斷力越來越好了。判斷像一些那個…就是

遇到人際關係的困難…的時候，自己要怎麼行動，不要跟他衝突（物真

－538）。 

 

2.認知思考 

    研究參與者炎宗提到自己的記憶力較佳。 

    啊在這裡有信心還有思考，…比較熟利一點啦！比較可以考慮做事

情，啊我這邊做完看看要做什麼，會記得起來（炎宗－417）。（頭腦）

變得比較清楚啦（炎宗－849）！  

 

    研究參與者產杏、物真和炎宗都提到透過工作，發現到自己的

理解及學習能力有所提升，較容易勝任工作和習得新事物。 

    就是有做的人就會越來越聰明，就會覺得很有趣，學到了（產杏－

405）。 

    工作以後好像看一些書都很順利啦，就是看得比之前更清楚了，更

了解一些建議啦，…看書都比較…了解很清楚（物真－551）。 

    跟他們督導、跟護理長他們（學工作），啊就覺得做事情比較實

在，有在工作、有在動，有在做事情…，比較有思考（炎宗－173）。…

我是變得有思考能力，很舒服的思考喔，…看什麼程序（炎宗－183）。 

     

3.身體質量 

    研究參與者豐德、炎宗和祐隆提到自工作後活動量增加，體重

從過重或過輕便為較適中、體耐力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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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身體比較好啊，體重也增加了，就有比較胖啊（豐德－1476）。 

  可以運動一下，我現在也瘦到八字頭了，我瘦下來了啊，喜歡在那

邊跑跑跳，我有時候都用跑的…。要動啊，因為我體力不好，身體不好

啊，要多運動啊。…活動比較健康啊，身體很健康啊（炎宗－153）。可

以運動，啊以前身體不好，現在體力有增加很多了，有啊下次瘦下來了

（炎宗－253）。 

  我反而變瘦了。因為工作的關係吧，比較粗重一點，就吃得多，

對，然後…吃的多之外，也消化地快吧，還怎麼樣，我、我也不清楚

欸，…反正變瘦了。（訪：嗯。變瘦了，你以前是…？）比較胖一點。

（訪：就可能你比較有勞動所以便比較結實這樣。）對（祐隆－

1238）。 

 

4.操作靈巧度 

    研究參與者山暄提到透過執行每天備餐及販售的工作，雙手的

操作能力及靈巧度較好了，從行動的恢復感受到復元。 

  就是參加工作坊的訓練，…來達到復元的功效。…手可能吃藥的關

係，手腳比較不靈活，那藉由參加工作坊的復健，每天就是重複一樣的

事情，一直做一直做，就是變靈活了（山暄－545）。 

 

5.專注力 

   研究參與者川子、山暄、物真和黃倩提到自己的警醒度及專注

度較好，能投入當下的工作任務或日常生活休閒活動。 

    腦袋比較清楚一點，什麼時間點要做什麼（川子－420）。 

    復健的過程中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退化…回去，以前就是整天睡覺

啊，沒有精神，可能沒辦法專心、持續。專心度是說，以前可能一下子

就分心了，像摺紙，可能之前摺一張兩張就會分心去做別的事情，那現

在一下子可以摺四張（山暄－389）。 



 

140 
 

可以白天不會亂想，可以專注工作，一天就好過了（物真－728）。 

可以安靜地坐在桌子前面，閱讀美好的經典…。可以靜下心，…寫

一些文章（黃倩－1106）。 

 

（二）促升價值感 

    工作或學習有助於建立積極的自我意識，透過從事生產性工作

取得的成就能提高自我價值(Iannelli & Wilding, 2007)。許多研究參

與者提到相關想法。 

經濟層面的提升能促進慢性精神障礙者的自我價值感。如研究

參與者物真和壯克因能參加職業復健的收入負擔自己生活開銷，變

得更加肯定自己的價值。 

我就我…我的餐費都不用靠爸爸、媽媽的錢，就可以自己，可以自

己付這樣，覺得這樣就…這樣就非常好，非常好（物真－410）。 

（訪：整體而言你覺得參加自立清潔隊對你有什麼幫助？）對我自

己會認知很多啊，自己有自食其力的厲害啊，雖然是幾千塊，可以活，

又活得非常有尊嚴，因為我就是賣自己的勞力在賺錢（壯克－522）。 

 

得以用收入負擔自己之外，在為家庭付出的同時，慢性精神障

礙者感受到自己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家庭成員。如研究參與者產杏提

到以自己的薪水購買家中晚餐食材，以及祐隆提及領薪後包紅包予

父母時，皆顯露自信、滿意的笑容。 

  昨天就吃蛋餃火鍋，這我付錢的（笑）。然後前天拿到貨，然後我

媽媽就說：「好！那我們昨天就吃蛋餃火鍋。」（訪：哦，就是你團購

回家，然後大家就一起吃這樣。）對（產杏－382）！ 

    馬上就是…發薪水啊，給我爸媽！…沒有很多啊，只是一點心意而

已。…我覺得這樣子很開心。就想說隔了這麼久，隔了好幾年了，終於

有工作，然後又有錢領，可以幫助家裡（祐隆－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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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場中出力協助他人的經驗讓慢性精神障礙者感受到被他人

所需要，進而提升自我價值感。如研究參與者祐隆在職場中扮演機

動支援其他同事的角色，因被他人需要而肯定更加自己的價值。 

  我是機動型的，大家需要我。…就是大家東叫我啊、西叫我這樣

子。叫我幫忙啊，一直叫我幫忙這樣子。…好像大家蠻需要我的這樣

子！所以我覺得很開心（祐隆－447）。 

 

二、調整認同 

    透過參與職業復健，慢性精神障礙者對自我認同有了不同的見

解，包括有較正向的自我概念以及降低社會汙名兩部分，故本次主題

中列出「改善自我概念」及「去除標籤」兩子題加以說明。 

（一）改善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代表個體對自己的定義及評價，透過參與職業復健，

慢性精神障礙者對自己有較高的評價，並以較正面的詞彙描述自

己。如研究參與者炎宗從工作中發覺自己的優點，並認為自己較勤

勞；川子察覺到自己從以往受精神症狀明顯影響的行為表現轉變為

現今能穩定在庇護餐坊就業的工作者，進而肯定自己。 

    有比較勤勞一點啦，啊有…，也有看到好的一面啦（炎宗－797）。 

    我就想說沒有出啊…啊我就覺得耶…做得還不錯，然後把自己調適

得好好（壯克－190）。像我做那…事情我就做很快啊（壯克－510）。 

   （在病房）比較會看很多…。原來我以前待在病房裡就是這個樣子

啊，我住急性。因為我以前住過Ｋ（醫院名），也住過這裡，就有一種

原來我以前生病是這個樣子…（川子－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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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祐隆自生病後多次在求職上碰壁，產生身心障礙者

幾乎無法被錄取的想法，藉由此次透過職業復健穩定就業的經驗，

他對身心障礙者去就業的想法有所改觀。 

    變得就是比較開朗啦！想說有新的工作啊…，最主要是有工作

啦。…對啊，沒想到說身心障礙者一樣也可以…找到工作。…我的經驗

是，…找工作的時候跟別人講說，我本身有身心障礙，他們…幾乎都是

不要我的（祐隆－1152）。 

   

（二）去除標籤 

    慢性精神障礙者的自我污名包含負面標籤、偏見和公眾歧視的

內在化，將導致精神病患者的負面自我感知和貶值(Mak & Cheung, 

2010)。透過參與職業復健，慢性精神障礙者為自己撕去由「精神疾

病患者」而來的負面標籤及自我定義。如研究參與者山暄和產杏皆

提及參與職業復健讓自己脫離病人角色，朝向社會大眾所定義的

「一般人」樣貌在靠攏。  

  比較不會有孤單寂寞、自卑，就是一個人這樣子。就是參加這個復

健的工作坊，就覺得比較可以…，就覺得比較像正常人這樣子（山暄－

84）。 

  就幫助我走出去。就是從…一個病人，然後到正常的職場（產杏－

441）。嗯…往那個軌道吧，就是，讓人生進軌道，…就業就能夠幫我進

那個人生的軌道（產杏－807）。 

     

三、重拾尊嚴 

    尊嚴是精神衛生的基本原則(Saxena & Hanna, 2015)。除去自我汙

名並較少遭受社會汙名後，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人際互動中再

次獲得尊嚴。以下分別以職場情境及社區情境呈現精神障礙者重拾尊

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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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場情境 

  對比於一般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排斥態度研究參與者豐

德感受到，在庇護就業職場中較受尊重。  

我覺得有安全感最重要啊，有安全感，有人關心你，啊不會說…有些人

講話都很尖酸刻薄這種，會欺負人啊。啊這邊是…對人比較客氣一點，

把你當作人在看，…去外面沒有把你當人在看（豐德－2100）。 

 

    對原於精神復健或醫療單位接受復健或治療，後轉而參與職業

健的慢性精神障礙者而言，身分由患者轉變為類似工作人員角色使

其在受尊重及尊嚴上有不同的體會。如研究參與者炎宗加入復健工

作訓練後，察覺到以往接觸過的工作人員的態度有所轉變，以較平

等、尊重的方式與自己互動，從人際互動中重拾尊嚴。 

  長官們、醫師啊，還有護士，啊這樣看起來以前是幫病人嘛，…到

現在看，看都不一樣了，因為有接觸有不一樣。前個月我送醫療大樓那

邊病房嘛，資料送過去，…我告訴護理官說我是護理科過來的、我說督

導叫我過來的，還有門診要送東西過來的，他有比較客氣啊，沒有像對

病人那麼兇，兇病人。呵呵（笑）（炎宗－802）。 

 

（二）社區情境 

    在工作場域之外，成為工作者使身心障礙者在人際網絡中站穩

腳跟，不易被輕視。如研究參與者豐德以前未就業時常接收到鄰居

令人不適的「關心」，自就業後此類互動的發生便減少了。 

    比較不會被欺負啦！像我以前住S（地名），那個阿姨阿，他住四樓

啦，看到我就說「啊你沒工作喔？啊你沒工作喔？」對阿，沒工作。我

那個時候考中醫阿，沒工作阿…看他也不是很高興啊，…在欺負我就對

了啦！（訪：那現在有工作了。）不會欺負我了，有工作就好了、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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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了，他就不會說了啦，就不會唸唸說這些有的沒有的（豐德－

1357）。 

 

 

第二節 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元認知與作為 

 

    復元概念最初由慢性精神障礙者提出(Bonney & Stickley, 2008)，

復元是一種質性、主觀的概念，有隨時間轉變、非線性等特點(Kuo & 

Lin, 2010)，故慢性精神障礙者應是「復元」的最佳代言人。本節整理

慢性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們對復元的想法、感受、態度及行動，從他

們具個人經驗及主觀想法的分享，窺見復元的豐富萬象。本節分別以

「柳暗花明－慢性精神障礙者復元之一景」及「撥雲見日－慢性精神

障礙者促進自身復元之行動」為主題敘述。 

. 

表4-2-1 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元認知與作為主題 

柳暗花明－慢

性精神障礙者

復元之一景 

疾病陰影之後 與疾病共存、症狀減少或消失 

逆勢中重生 警醒度提升、表情較豐富、手部靈巧

度較佳 

心志堅強 保有正向情緒、佩帶自信、立起目

標、迎向挑戰 

開啟新關係 人際互動增加、令人滿意的人際關係 

生存之道 打理日常生活、就業 

撥雲見日－慢

性精神障礙者

促進自身復元

之行動 

悅納人我 接受自己、接觸他人、倚靠信仰 

砥礪自己 配合治療、控制情緒、修正自己 

起而行的力量 接受精神復健、執行日常生活活動、

運動與休閒、參與職業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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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柳暗花明―慢性精神障礙者描繪復元之一景 

    復元由精神疾病患者認定，是涉及個人成長的持續過程(Victorian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1)。以獨立個體看待精神疾病患者是了解復

元的理想起點，即便他們的共同經驗為「患上精神疾病」，但每個人

的對復元的想望和目標根據其個性、價值觀、疾病狀況、生命經驗、

生活情境或社會文化而不盡相同。以下整理慢性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

在歷經患病生命轉折，踏上復元之路後，依據他們所見所感，勾勒出

沿途綿延不斷之復元風景。以下以「疾病陰影之後」、「逆境重

生」、「心志堅強」、「開啟新關係」和「生存之道」等次主題說明

慢性精神障礙者對復元的認知。 

 

一、疾病陰影之後 

  精神疾病的發生是對慢性精神障礙者共同的生命經驗，對有病識

感的個體而言，精神症狀是最明顯疾病表徵。以下整理出慢性精神障

礙者從病症視角出發如何看待復元，包括「與疾病共存」和「症狀減

少或消失」等對復元的想法。 

 

（一）與疾病共存 

  Anthony（1993）指出復元不僅指疾病發生到痊癒，縱使症

狀再復發，復元也能夠發生。本研究中可以看到慢性精神障礙

者在復元過程中體認到復元和疾病能同時存有並行。慢性精神

障礙者即使多年沒有因精神病入住精神急性病房治療，甚至已

經持續扮演生產者角色多年，但仍意識到疾病伴隨。如研究參

與者豐德打趣地說明自己的狀態。 

  復元，我現在還沒復元啊，呵呵（笑）（豐德-1509）。 

  在體認到與疾病同行的復元路上，慢性精神障礙者面對病

情跌宕與可能的復發，仍保有正面的態度面對，如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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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子和壯克認為復元的狀態是彈性的，即便目前狀態不錯，仍

接受疾病再次出現的可能。 

  恢復給我感覺比較像是…基本能力ok了，但是還是可能會復發，

就是可還是會變得無法再度生活那樣（川子－286）。 

  反正就是有病，啊把它恢復到最初期而已。…慢慢的，他會這

樣子一會兒惡化，一會兒又好，這是真的啊。…啊要恢復到真的完

好如初齁，沒有，啊就慢慢地調適到最好就好（壯克－865）。 

 

（二）症狀減少或消失 

    許多慢性精神障礙者都經歷過精神疾病正性症狀常衝擊日常生

活的階段，在疾病進入慢性化後，正性症狀逐漸減少，精神疾病患

者的異常感官、混亂思考、不穩情緒和脫序行為較少出現，被許多

慢性精神障礙者認定復元的現象之一。 

    如研究參與者山暄、產杏和炎宗都有思覺失調症的診斷，他們

都提到復元的表現包含沒有幻覺和妄想以及所導致的怪異行為，並

認為以上情況的減少代表自己朝「變回正常人」的目標更進一步

了。 

    可能不會有幻聽啊（山暄－423）。 

    沒憂鬱症…比較不會妄想啊，…就不會覺得自己不正常。（產

杏－723） 

感覺快快樂樂，都不會有幻聽、幻覺、幻視，之前發病的時候

都胡思亂想，想得亂七八糟…啊護理官有告訴我說我是穩定期了（炎

宗－28）。可能是…要變成正常人這樣齁（炎宗－934）。 

    可能精神上的穩定度，就像正常人一樣，可能不會像之前…那

麼奇怪。（沉默 3 秒）比方說…攻擊別人啊，…有一些脫序的行為，

比方說脫光衣服跑來跑去啊，嚇到別人，或傷害別人，別人會以異

樣的眼光來看你，我覺得這有達到復元的效果（山暄－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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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症狀減輕、怪異行為減少，研究參與者黃倩和壯克所

描述的復元樣貌注重個人的外觀及身體特徵。他們提到當慢性

精神障礙者顧及基本服儀清潔，並消除因藥物副作用帶來的外

顯症狀，便能進入人們對「一般人」的印象範圍，較不易被他

人辨認為精神病患，並能避免歧視或批評。 

精神疾病的復元…變得比較正常一點。…就是，手啊不會一直

發抖，眼睛不會一直往上吊（黃倩－1000）。 

把自己…建造、建設好一點啊。就是…把自己打扮好一點，啊

把自己的內涵也要拿出來，…不要讓別人說話（壯克－770）。變成

一個很健康的人吶，…（別人）看不出來（壯克－779）。 

 

二、逆境重生 

    精神疾病導致患者整體性的功能減退，並影響其日常生活職能，

也是精神疾病患者被貼上「怪異」汙名標籤的原因，當精神疾病患者

在復元過程中各類功能逐漸恢復，有助於其過上較滿意的生活，並擺

脫被汙名化的刻板印象，具有更生、脫胎換骨之意涵，故本次主題以

「重生」命名。本次主題所涵蓋之子題包含「警醒度提高」、「表情

較豐富」、「手部靈巧度較佳」等。 

 

（一）警醒度提高 

    慢性精神障礙者因長期服藥產生副作用、認知功能受損、負性

症狀等原因，常有警醒度、反應力或專注度較低的表現，研究參與

者川子、壯克和黃倩描述復元樣貌時，都提及警醒度提高的例子。 

眼神不會那麼呆滯啦（川子－330），他的眼睛是…有一點光（川子

－340）。眼神變比較好一點，沒有那麼死（川子－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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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元就是把自己齁…那個（頭腦）清楚一點，不要把自己給搞的…

爛爛的，我每次都說我頭好爛，因為思緒跟那個神經線路連不起來（台

語），啊思覺失調了，很爛（壯克－790）。 

就是很有力量那種，感覺…自己好像要重生一樣。噢（笑），就

是…不會那麼呆滯啦（黃倩－1006）!  

 

（二）表情較豐富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2014），

情感平板(affective flattening)是思覺失調症主要的負性症狀之一，其

外顯表現便是淡漠的表情和不明顯的情緒表達。慢性精神障礙者，

如研究參與者川子形容一位復元者應具有常保笑容和豐富表情變化

的特性。 

笑容也比較好，會比較常笑（川子－344）。 

 

（三）手部靈巧度較佳 

  有些精神科藥物會帶來手部顫抖的副作用，連帶使服藥者的手

部操作功能下降，對部分患者而言甚至影響其日常生活或工作。研

究參與者山暄的職業復健工作內容主要為早餐製作及販售，她提到

參與復健工作訓練讓自己的手部靈巧度較佳，是復元的表現之一。 

    因為吃藥的關係，可能反應上會比較笨拙，或是手腳的靈活度沒那

麼好，那藉由工作坊復健就會達到復元的效果，變得比較靈活，這樣是

達到復元（山暄－413）。 

 

三、心志堅強 

    除了外顯行為改善、各類功能提升，慢性精神障礙者指出復元應

包含心理、意志層面的改變。本研究整理之子題包含「保持正向情

緒」、「佩帶自信」、「立起目標」與「迎向挑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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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持正向情緒 

  喜樂不能(anhedonia)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的主要負性症狀之一

（臺灣精神醫學會，2015），以失去興趣或愉悅感為主要特性，並

以憂鬱、焦慮或生氣情緒表現其惡劣的心境。研究參與者產杏的主

要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但她開始求診身心科的原因是長期且持續影

響生活的情緒困擾，故產杏提到保持情緒上的正向與穩定，是復元

的表現。 

  像我現在這樣每天都很快樂啊…就是沒憂鬱啦（產杏－731）！ 

 

（二）佩帶自信 

  因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普遍存在負面看法，患病者常需承受疾

病的汙名，使其自信與個人尊嚴遭受打擊（崔秀倩，楊延光，謝秀

華，吳就君，陳純誠，1998）。相對地，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帶

有重拾自信，重獲跨越障礙的力量等意義。 

    如研究參與者物真生病後經歷多次藥劑師考試失利、不堪外語

幻聽而逃避回國、被警消送醫、被要求搬出原居住地等遭遇，甚至

因難以承受壓力而數度尋死，對自己的人生感到失望與自卑。對現

今已穩定在日間留院復健並參加復健工作訓練的他來說，復元代表

自信心和希望的重現。 

  什麼叫復元，就是…對自己有信心（物真－649）。可以對自己有

信心…就是思覺失調症的復元（物真－659）。 

 

    祐隆生病前曾靠一技之長有穩定的工作，患病後生活和求職都

遭遇許多挫折，一再擊潰其自信心。自從成功就業後，祐隆重新建

立自信心，並感受到復元對自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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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元…應該是說重新找回自信吧。之前我沒有什麼自信啊，所以…

把自己關在家裡啊（祐隆－1119）。…比較有自信吧！做事情比較有自

信，想說這份工作我比較能勝任，對啊，所以我就覺得我對自己比較有

自信，…之前就是比較沒有自信（祐隆－1200）。 

 

（三）立起目標 

   無動機（avolition）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常見的負性症狀之一

（臺灣精神醫學會，2015），本研究中可以看到復元狀態是個體主

動產生內在驅動力，使之朝向所期望的目標前進的過程。如研究參

與者川子和豐德都提到脫離漫無目的的生活態度，建立欲追求的目

標是復元的表現。 

  做事情比較有目標，因為我發現我…之前完全不曉得要幹嘛，可能就覺

得去工作也就是賺個錢，也沒有目標（川子－376）。 

    目標啊…，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有一個事業出來啦，屬於自己的事業，

想一些，有一些夢想，有一些想法、想法啦（豐德－1521）。…享受那種，愉

悅…成就啦（豐德－1554）。 

 

（四）迎向挑戰 

    精神疾病對個體的影響層面廣，在精神障礙者生命中形成許多

挑戰，從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認為在康復過程中勇於突破逆境和自

我是復元的展現。如研究參與者物真和產杏提到的復元都包含面對

困難、試圖調整自己以突破難關的生命態度。           

  對人生的困難…對人生的困難有挑戰性，有自己的挑戰性就…就算

是復元。…活下去，就是思覺失調症的復元（物真－665）。 

  就是要…很上進，修改不好的部分。一直很上進地工作，做家事啊，

然後打理自己啊。…上進的話，復元的比較好（產杏－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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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啟新關係 

  思覺失調症常見的負性症狀之一為社交退縮和貧語症(alogia)， 

有對他人互動意願及興趣低、少口語表達等特性（臺灣精神醫學會，

2015），加上由於症狀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行為表現、社會大眾的異樣

甚至歧視眼光，常致使精神疾病患者陷入社交生活上的隔離狀態。在

人際互動機會少，且品質及滿意度低落的共同經驗下，本研究中的慢

性精神障礙者認為人際互動經驗上有正面改變是復元的表徵，以下整

理「人際互動增加」和「令人滿意的人際關係」等子題說明。 

 

（一）人際互動增加 

  研究參與者在經歷外界社會將之如洪水猛獸看待或自身症狀

影響而退縮在家的經歷後，發現能走入社會和他人互動、聯繫，是

復元的現象之一。如研究參與者川子提到多走出家門，進行社交活

動是復元的表現。 

  做社交啦，就是譬如跟人家去講講話、聊個天，或者是消個費，

去公共場合，去咖啡廳啊，喝個飲料，類似社交能力這樣，…也不

是整天在玩手機那種這樣，就是走出去啦，那種感覺。（川子－299） 

 

    而產杏則提到當與人互動的頻率增加，體會到人際交往有

其變化性的一般現象，並能以平常心待之，是朝向復元的指標

之一。 

  多跟人群聊天…，比較正常，就會想說，本來人跟人之間就是

這樣子，會有摩擦，會有歡笑，本來就會這樣（產杏－730）。 

 

（二）令人滿意的人際關係 

  影響精神疾病患者人際互動表現的內憂外患導致他們常在

人際社交的情境中受挫，甚至可能在發病前數年的疾病前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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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階段便開始難以在社交情境中擁有如意的人際互動。因

此，有品質、令人滿意的人際互動經驗是許多慢性精神障礙者

注重的復元面向。 

    精神疾病會引起患者情緒調節及控制的困難，容易造成緊張的

人際關係。故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到和他人和諧相處，不起衝突是自

己復元的表現。 

不會去跟人家出衝啊，不會跟人家起爭執啊（壯克－807）!  

  

  較與他人和諧相處更進一步，能和他人互相配合、經過協調而

達到合作關係，進而成就共同目標是更進階的人際互動模式，亦被

慢性精神障礙者描述為復元的模樣。如豐德提到和同儕搭檔，成為

有默契的工作夥伴能呈現復元。 

    對別人有反應，…大家在一起工作，有一些配合，一種默契啊！這

個默契在支撐你…，在一起工作啊（豐德－1488）！ 

 

  慢性精神障礙者長期背負汙名化標籤，承受社會大眾的負面觀

感，故成為一個不被他人隨意批評、非議是他們重視的復元表現。

如壯克提到在待人處事上被他人接受能代表復元。 

    把自己的內涵也要拿出來，就是這樣搞到自己齁，不要讓別人說話

（壯克－778）。 

    被接受更進一步意味被尊重，如山暄提到復元者的樣貌應是在

社會上被視為「一般人」對待，並受他人尊重。 

  可以活得跟正常人一樣，別人看你會尊重你（山暄－421）。 

 

  當察覺到自己能脫去僅有的受助者的身分及狀態，能實行助

人、利他的作為時，慢性精神障礙者在如此人際互動情境下，能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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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心與價值感，並與復元涵義產生連結。如豐德對復元的想法是

成為一個有能力協助他人解決困難的人。  

  就是…幫人家解決問題啊！（訪：就是有能力幫助別人。）嗯（豐

德－1589）。 

 

五、生存之道 

  獨立生活是精神復健的終極目標之一，可包括基本的日常生活自

理以及成為生產者在社會中謀生。現今對障礙的定義包含日常生活的

失能，故逐漸有能力掌握、處理自己的生活有其復元涵義。另外，

「工作」是社會的普遍價值觀；而「人應該工作」的價值觀也被慢性

精神障礙者視為理所當然（林文惠，2002）。本研究整理慢性精神障

礙者復元認知中的有關獨立生活次主題中所涵蓋的「打理日常生活」

及「就業」兩子題。 

 

（一）打理日常生活 

  能處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是獨立生活的重要指標，也是研究

參與者們所認為的明顯復元表徵。如研究參與者產杏提到生活

進入規律、能處理自己的日常起居便是復元。 

  就是要照顧自己啊！就是進了軌道…開始照顧自己。會照顧自己才

安心啊！就是能生活自理啊，能處理自己的人生…就是復元（產杏－

797）。 

  川子則明確列出自行完成進食、基本家務、購買所需物品等工

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的恢復是復元的指標。 

  我覺得復元應該是完全基本能力ok，基本能力就是打掃、吃

飯、洗衣服，然後可不可以出去外面買東西，會不會買日常生活用

品之類（川子－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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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 

透過就業，慢性精神障礙者能提高生活獨立性和社會功能，其

生活滿意度及主觀感受之生活品質也可能提高(Drake, Bond, 

Thornicroft, Knapp & Goldman‚ 2012)。過去有許多探討工作對精神

障礙者的意義的研究，就業使其感受社會支持、重建社會關係和心

理幸福感，並能促進自我肯定。透過就業，慢性精神障礙者從病人

身分逐步轉變為生產者角色，這樣的生命經驗被其認為是復元的體

現，如研究參與者山暄、壯克、豐德和黃倩提到的復元意義皆包含

「就業」。 

  復健的路好漫長喔，…很久才能復元成現在這樣。（訪：你指的復

元是什麼樣子？）復元我覺得就是有工作（山暄－562）。 

    復元就是把自己齁…那個清楚一點，不要把自己給搞的…爛爛

的，…啊把自己就放一些精神，把工作做好，…循規蹈矩啊，啊來這邊

工作（壯克－789）。 

    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事業出來啦（豐德－1516）! 

    噢像我…已經當了很久的精神病人了，如果沒有工作的話，那世界

的花草都枯萎了，人也沒有信心了，人也就…枯掉了。所以我還是需要

有工作（黃倩－1033）。 

 

    成為生產者代表有收入，而能妥善規劃收入或金錢的使用被研

究參與者產杏認為是復元的表現。 

    能處理自己的人生…就是復元。（訪：什麼叫處理人生呢？）…嗯

錢，要分好，就是你一天能用多少錢，不要超過（產杏－539）。 

 

研究參與者物真大學時便有明確的就業目標，但大四那年發病

讓他中斷職涯規劃，藉由成為生產者而自立的生涯發展道路被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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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也因為病情起伏必須依靠家人的幫助。對物真而言，可以在經

濟上和生活上不依賴他人是復元的意義。 

    可以負責自己的生活，是對我來說的復元。（訪：你說負責生活是

說經濟上還是自己處理自己的生活？）都有（物真－651）。 

 

 

貳、撥雲見日―慢性精神障礙者促進自身復元之行動 

    慢性精神障礙者進入復元自我狀態非屬靜態結果，更應被理解為

由被動轉化為主動的過程（朱淑怡，2007）。本主題中可以看到精神

障礙者主動提出之有助於自身復元的策略，以下歸納出「悅納人

我」、「砥礪自己」及「起而行的力量」等次主題。 

 

一、悅納人我 

  罹患精神疾病對大部分患者而言是具衝擊性的生命經驗，面對疾

病和障礙的困境，慢性精神障礙者可能走過否認到接受自己的心理過

程，或體驗到自我封閉至開放的轉變。更進一步地，慢性精神障礙者

在開放心態下也較易從他人處受惠，如王舒慧（2012）的研究指出社

會支持是精神疾病復原的重要助力，包括專業協助、重要他人和宗

教。在本次主題中，慢性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指出「接受自己」、

「接觸他人」和「倚靠信仰」等心態及行動，有助於復元。 

 

（一）接受自己 

    缺乏病識感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影響包括對疾病及服用藥物有錯

誤認知，延誤治療時機，病程慢性化，自我照顧能力下降、社會疏

離，生產力下降或消失，家庭功能下降，疾病反覆復發及再住院，

浪費社會資源（邵文娟，陳宏，張雅芬，林煒千，林靜蘭，

2013）。當精神疾病患者具有充分的病識感，並接納自己的真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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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較能接受醫療協助、獲得治療的效益，是邁向復元的條件之

一。如研究參與者山暄認為復元的第一步是接受自己患上精神疾

病、承認自己的劣勢，才能幫助自己「對症下藥」，促進復元的發

生。  

  （訪：你覺得要怎麼樣讓一個人比較復元？你覺得可以怎麼做？）

要先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可能剛開始不會覺得

自己生病了，覺得自己沒有生病啊，我為什麼一定要吃藥？要接受自己

生病的事實，然後去做治療那這樣才能達到復元的效果。…接受不完整

的自己，就是先去接受生病的事實，你可能精神上就是有缺陷，跟別人

就是不一樣，想法上或是精神上就是跟別人不一樣，我覺得這點很重

要，就是接受事實，然後接受治療。這樣才能夠邁向復元，就是恢復像

正常人一樣，的過程（山暄－427）。 

 

  產杏從高中就開始看身心科，自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在學業和人

際關係上受挫，一路對抗疾病所帶來的痛苦。如今產杏已從日間留

院和庇護工場順利「畢業」，透過支持性就業服務進入一般職場，

尚滿意自己現在的狀況，她提到勇敢面對不滿意的自己是復元的重

要起步。當正視自己的真實狀況，才能確實調整，便能啟動個人復

元的正向發展。 

    要勇敢面對人生，…就會越來越好。如果不去面對人生的話，它可

能會停在不好的地方。…面對人生，就要把不好改掉，人生就會越來越

快樂（產杏－596）。 

 

（二）接觸他人 

    精神疾病的妄想症狀常造成患者的人際互動困難，加上減退的

社交功能因素，導致慢性精神障礙者少有正向的人際及社會互動經

驗，並造成社交退縮的惡性循環。研究參與者產杏認為以開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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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心態多和他人互動，累積真實、正向的相處經驗，能降低社交

上的焦慮感甚至妄想，有助於自己的復元。 

   要多跟人群聊天…，就會漸漸地想說對齁，就不會一直想錯事情。就

會漸漸地變比較正常，…想說，本來人跟人之間就是這樣子，會有摩

擦，會有歡笑，本來就會這樣。…要會想對，不要想說對方是要害

我。…不要亂懷疑人。會把自己…弄得精神不好（產杏－747）。 

 

（三）倚靠信仰 

    研究參與者豐德自小頻繁接觸民間信仰，當他遭遇苦痛，失去

信心和方向時，豐德提到自己能藉著信仰的力量，找到依靠，不被

挫折打敗，也是促進自身復元的方法之一。 

    要有信仰啊！那時候很可憐就要找神幫助啊。…我覺得要有信仰。

因為…最無助的時候，那個神是給我考驗說。...沒辦法，很無助，就很

痛苦啦。到最後只好去問神，…要跟神明討論啦。…把那些心事說出

來，把心事說出來，心裡想什麼要說出來啊，啊要有一個對象啊。…這

個了解的對象，傾聽的對象（豐德－1650）。 

 

二、砥礪自己 

    大眾普遍認同慢性精神障礙者復元的美妙改變需要周遭支持者的

協助，而更多未被看到的是精神障礙者面對自身疾病，不斷與之戰鬥

的艱辛過程。Davidson（2005）指出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是促進

復元的一種方法，患者在疾病慢性化的過程中常經歷症狀起伏變化，

透過自我管理將有助於協助他們因應症狀的變化，減少急性醫療協助

的需求。以下整理本研究中慢性精神障礙者提到為自身復元而做的努

力，包含「配合治療」、「控制情緒」、「修正自己」等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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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治療 

    劉沛均（2013）的研究指出清楚疾病及藥物影響的精神障礙

者，能穩定就醫、自律服藥，並與適應工作有關。如研究參與者壯

克提到為達復元，配合治療服用精神科藥物是重要的行動。 

    按時服用、按時服藥是最重要的啊（壯克－862）！ 

 

（二）控制情緒 

    情緒困擾是許多慢性精神障礙者的欲解決的問題，當情緒影

響到就業、就學、人際，甚至日常生活活動，可能造成精神障礙

者復元的阻礙。研究參與者產杏以往常受情緒困擾所苦，他認為

調節自己的情緒，不讓情緒左右自己的行為，有助於復元發生。 

      就心情不好的時候要自己控制啊（產杏－632）。 

 

（三）修正自己 

    在病症治療之外，慢性精神障礙者查覺到自己的障礙或困難，

並有意識地改變、調整自己，以提高對自己、他人和環境的滿意

度，能促進自身復元。研究參與者產杏提到在認知到自己的不足

後，主動、有目的地修正自己有助於自身復元。 

    把不好改掉，人生就會越來越快樂。…自己知道不好嘛，影響到我

的思考邏輯。…那我就要努力去把不好的地方改掉（產杏－900）。 

 

三、起而行的力量 

    本研究中可以看到有些慢性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主張參與特定活

動有助於復元。本次主題整理研究參與者提及之特定生活職能歸納為

子題，包含「接受精神復健」、「執行日常生活活動」、「運動與休

閒」、「參與職業復健」等。 

 



 

159 
 

（一）接受精神復健 

    參加復健工作訓練的研究參與者山暄同時也是社區復健中心的

消費者，她認為參加精神復健對自身復元的幫助包括反應力和口語

表達的改善，減少副作用和避免精神疾病復發等。 

    參加社區的復健活動，或是工作坊，就是訓練自己，來維持復元好

的狀態，不會讓它惡化、又去住院、退化了。退化就是跟之前一樣，像

是反應比較慢啊、講話結巴、流口水啊，…靈活度比較好（山暄－

441）。 

 

（二）執行日常生活活動 

    研究參與者產杏認為透過親自執行日常生活活動，如購買生活

用品，對自己的金錢概念和理財規劃是練習獨立和自決的良好機

會，在做中學的情境中，幫助自己邁向獨立生活。 

    如我覺得買日常用品還蠻好去訓練的。因為會想說：「哇這也是

錢、那也是錢！」就會想說要存錢，然後在不夠之前就要把他買齊，就

是逛街買日常用品，正常的那個訓練。（訪：嗯，是說東西都要花錢，

就會有說要賺錢的想法…。）賺錢、存錢，然後要在不夠之前就把他補

齊，…然後就會漸漸地管理起來，管理自己的生活（產杏－774）。 

 

（三）運動與休閒 

  相較於未規律運動者，從事運動者有更佳的生理功能、情緒狀

態及生活品質(Penedo & Dahn, 2005)，慢性精神障礙者一樣也能從

運動中獲得復元相關益處。如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到多活動身體、運

動對病情有幫助。 

（訪：你覺得要把病養好，可以做什麼事情？）多做一些活動，…例如

運動啊（壯克－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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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杏和山暄都提到藉由視聽娛樂類的休閒活動，讓她們朝向復

元更進一步。產杏認為觀賞電視、電影或聽音樂讓她忘卻煩憂，改

善情緒狀況。 

   我覺得看電視，綜藝節目，跟看電影，非常的快樂，所以那也是可以

幫自己，快樂加分很多，在腦裡快樂很多。然後聽音樂我也會快樂，可

以常常聽歌，那也會快樂很多。電視、電影，跟聽音樂（產杏－791）。 

 

    透過欣賞與詮釋藝文相關資訊，慢性精神障礙者得以表達自我

感受、經驗與渴望（陳佳利、林式穀、林俊宏、劉德祥，2013）。

如山暄藉由觀賞喜愛的戲劇，反思自己的需求和重視，在更加了解

自己後，能找到善待自己的方法，並與他人建立有益、舒適的人際

關係。 

    藉由韓劇、大陸劇去學習怎麼去愛自己，然後怎麼去愛別人。從他

們的故事，影響自己，去學習怎麼懂得愛自己。…比方說，先了解自己

要的是什麼，需求是什麼，喜歡的是什麼，可能不要的是什麼，然後多

愛自己一些，去做一些自己會快樂的事，然後去接近會帶給自己快樂

的、幸福感的人，這也是復元吧（山暄－463）？ 

 

（四）參與職業復健 

    職業復健的目的為促進身心障礙者的獨立自主及就業，在許多

探討慢性精神障礙者主觀復元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就業既是復元的

成果亦復元的重要推手。研究參與者山暄和物真都提到透過參與復

健工作訓練，不但自己許多方面皆有所進步，自信心也提升了，進

而肯定職業復健對自身復元有其益處。 

    參加工作坊的訓練的過程，來達到復元的功效。…手可能吃藥的關

係，手腳比較不靈活，那藉由參加工作坊的復健，每天就是重複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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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變靈活了。…行為組織能力、反應力，這些可能比較有幫

助，達到復元的效果（山暄－545）。 

（訪：你覺得做什麼，或是有什麼，可以讓你更復元？）有做工作

有幫助。有薪水，…還有這一年來人際關係好多了。…工作上有伴，會

讓自己更好。…對自己有信心，白天不會亂想，可以專注工作，…日子

比較好過（物真－714）。 

 

 

第三節  職業復健中復元的促進與阻礙因子 

 

本節以主題分析法整理職業復健中影響慢性精神障礙者復元的促

進與阻礙因素，分別以「促進因子」和「阻礙因子」兩核心主題說明

其中內涵，以下表4-3-1呈現本節所整理之研究結果。 

表4-3-1 職業復健中復元的促進與阻礙因子主題 

促進因子 個人助力 自助信念 

動力源頭 

家庭支持 

 

心理支持 

日常生活支持 

疾病處理 

鼓勵或協助就業 

職業復健系統專業人

員支持 

職能治療師 

就業服務員 

職場自然支持 督導者 

同儕 

其他工作人員 

社會層面支持 就業相關資源可近性佳 

醫療資源可近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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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因子 個人阻力 精神病況起伏 

生理疾病與相關症狀 

自我汙名 

家庭阻力 家人不認同職業復健 

不被家人信任 

職場阻力 對職業復健人員信任度低 

職場人際壓力 

職業復健系統阻力 薪資水準低於市場 

庇護性就業服務人力比要求 

工作人員服務疏漏 

社會阻力 汙名化現象 

壹、促進因子 

    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好比逆水行舟，充足的動能有助於個體的

前進及突破。憑藉正向信念及持續執行有益的行動，再輔以外界各方

各類協助，精神障礙者能在復元路上更順遂的前進。在本研究中，推

進慢性精神障礙者邁向復元的力量包含「個人支持」、「家庭支

持」、「職業復健系統內專業人員支持」、「職場情境中自然支持」

與「社會層面支持」。 

一、個人支持 

    慢性精神障礙者在不斷朝向滿意生活前進的復元過程中，「自

己」可以是復元路上的最佳夥伴。本研究發現慢性精神障礙者的自助

的心態和行動，以及從己所出復元的動力，有助於自身適應就業並保

持復元向上的動力，以下分別敘述「自助信念」和「動力源頭」等項

目。 



 

163 
 

（一）自助信念 

  精神障礙者對自身復元抱持希望是自助成為可能的重要起始

點。如研究參與者壯克早期雖經歷許多精神症狀侵擾，仍願意相信

自己有變漸入佳境的可能。 

  對自己要有希望啊！我剛參加的時候，我自己頭都很爛啊，頭早的

時候被搞得很爛。…不知道什麼症頭，就不會肖想（台語）啊！還有會

幻想，譬如說奇怪，有人喜歡跟我講…交朋友這樣子（壯克－353）。 

 

  除了懷有希望，對自己有自信和有意識地改善自己也是精神障

礙者的自助信念。如研究參與者祐隆向關心他工作狀況的就服員申

明對自己的信心；壯克和產杏皆提到要對自己有正向看法，並要以

實際行動拉自己一把，不再陷入以往不理想的狀態。  

  我跟他講說不用擔心！…不用擔心，我一定做得到（祐隆－1296）!   

  把自己想好，把自己用那麼爛…我不敢，那把自己…幫助多一點（壯

克－526）。 

 不要一直想說自己一定辦不到，自己一定做的比別人差，就是要給自

己多一點自信心（產杏－651）。 

 

  透過設立欲實踐的目標，精神障礙者有機會達到更滿意的狀

態，有助於在職業復健中的適應及復元。如研究參與者壯克和產杏

勉勵自己圓滿完成被賦予的工作任務。 

  什麼事情就要做好，啊我自己把我自己搞好就不錯了啊（壯克－168）！  

  努力去做做看吶，如果都做的好，自信心就產生啦（產杏－654）! 

 

（二）動力源頭 

    在適應工作者角色的過程中，精神障礙者主觀地享受其中，甚

至昇華為興趣，有助於個人整體復元。如研究參與者產杏憑著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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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熱情和使命感，以及黃倩在園藝復健工作訓練喜愛親近植物及

銷售的興趣，在工作中樂此不疲，除了在客觀上延長就業持續度，

個人也從中得到滿足感和愉快的心境。 

   （訪：有什麼人、事情或東西能幫助你可以在這邊穩定地上班？）喜

歡工作，熱愛工作（產杏－493）。 

   （訪：嗯，那如果整體而言，蒔者這個工作對你的意義是什麼？）我

覺得很喜歡，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喜歡花吧，我看到花我

就覺得很開心，很高興啊（黃倩－605）。我覺得很喜歡…。可能是因為

我比較喜歡花吧，我看到花我就覺得很心，很高興啊…。就看那綠綠的

啊…覺得還不錯啊！（訪：嗯。就是說可以跟植物還有自然環境親近這

樣。）對、對對。然後有時我在那邊澆水的時候我在那邊唱歌作詞欸（黃

倩－620）！白天看到綠綠的東西感覺很好，…看到那個欣欣向榮的樣子

（笑）…（黃倩－661）。…錢雖然很少，可是做得很愉快（黃倩－808），

我喜歡就是…銷售花（黃倩－909）。 

 

二、家庭支持 

  家庭為精神疾病患者復元過程中重要的支持系統，家屬能提供患

者日常照顧與協助，有助患者獲得較佳的疾病控制、生活適應與功能

復健（李雅芬、許敏桃，2012）。來自家人的支持對參與職業復健的

慢性精神障礙者有其重要性，研究中可以發現家庭能提供研究參與者

「心理支持」、「日常生活支持」、「疾病處理」、「鼓勵或協助就

業」等助力。 

（一）心理支持 

    慢性精神障礙者和家人的良性互動成為他們復元路上心理層

面的支持力量。如研究參與者產杏和壯克皆提到家人是自己心理上

的支柱，讓他們更有力量和希望來面對挑戰。 

    如果家人離開我，亂成一團，就會很緊張（產杏－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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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真的會垮掉啊！…家裡頭給你安慰、給你支持，那都是真的（壯

克-1097）。 

 

    壯克提到家人關心自己的狀況或給予實質上的慰問品讓他感

受到家人的溫暖和關懷，家人之愛厚實了壯克的價值感。 

  我爸也是說，…啊有時候他會問一下，有時候要請假的時候，請假

單拿給他簽。…有時候拜拜啊，…我會透過我弟、我們那個妹妹，就跟

我爸講，他們每次會這樣講，…講我的事給我爸聽（壯克－648）。 

  像我弟昨天有回來，買一塊雞排給我吃，我也覺得很舒服啊，弟弟

對自己的哥哥好（自信貌）（壯克－372）。 

 

    家人的接納、陪伴和共享的歡樂時光也是慢性精神障礙者復元

的重要力量。如研究參與者豐德提到和母親愉快的談天和互動經驗

讓自己的反應力和情緒皆有所改善。 

  復元，我媽媽啊！我媽媽都跟我聊天啊。都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其實我媽都…跟我講話。我們…就是互相丟球啊！…啊他有什麼問題就

丟來丟去，呵呵（笑）。…就變聰明啊，心情比較好啊（豐德－1730）！ 

 

（二）日常生活支持 

  除了心理支持，家人提供慢性精神障礙者生活上實質的幫助，

進而對其復元產生有益的影響。如研究參與者物真原本和外婆同住，

但因阿姨持有房子後拒絕他繼續居住，母親便提供金援，讓他在外

租屋，化解親戚間可能的衝突，也讓物真有嘗試獨立的機會。 

     我那個阿姨…他把外婆家買起來了，就是以後…如果外婆過世，他

們要住。…可是現在是只有外婆一個人在住，啊我…阿姨一直跟我媽說

我要出去，不能住在那邊。結果我媽媽想辦法就租給我…一個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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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這樣（物真－254）。我爸媽啦，租給我，租房子給我住在旁邊。啊

這樣…生活方式比較不會衝突（物真－119）。 

 

（三）疾病處理 

    當慢性精神障礙者病況不穩定時，家人通常是最能就近及時處

理的支持力量，避免精神疾病的復發或惡化，使他們的復元進程走

了退路。     

  如研究參與者物真曾因為護理實習師生的頻繁主動接觸而引

起被害妄想，在壓力與作息紊亂的情況下甚至嘗試自殺，在混酒吞

服大量藥物後，物真陷入昏睡，隔日被母親喚醒並協助送醫。家人

的及時發現和處理，讓物真免於傷亡。 

  我（那陣子）喝紅茶或是…，喝咖啡，然後假裝睡著啦，我媽會去看

有沒有睡著。（訪：你媽媽會來你自己住的房子看你這樣。）對，就喝咖

啡因，啊假裝有睡著，…就一直想…那個（自殺）。那時候在日間的時

候，有一些小護士有沒有？…有時候感覺會針對我…就口語，不熟悉，

好像會針對我。那時候帶小護士那個老師啊，也是護士，是G（校名）的

老師，也一直追我，…就是好像他們要研究，要學習（物真－292）。…

因為知道我自己租一個房間…就覺得有壓力感，好像被…，反正一直追

的話…。有遇到過一些那個…年輕人啊，在樓下一直…，觀…，很多年

輕人一直停在這裡，在那邊講話，就覺得好像被監視。就…被（護生）問

了很多事情，很多跟我的經濟的關係，就…感覺有被害感，…感覺很痛

苦啊，啊都…就…想自殺。啊自殺我就故意把那個藥跟酒喝在一起，啊

藥有兩個禮拜，還是一個禮拜，…我就買酒跟…藥一起喝。我就一直…

在網路上研究，怎樣比較輕鬆的…可以死掉。啊結果早上…喝完的時候

我就甦醒了，啊…早上、白天我媽媽來的時候，我媽媽一直叫我，啊我

就醒來了（笑）。…我媽媽察覺有問題了，我媽媽就一直叫我那個…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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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還有救護車，先叫警察再救護車…。昏睡，啊我就起來了，就…被，

就是救護車來了，被送來這裡（物真－312）。 

 

     壯克有一次因為病情起伏而不假未到班的情況，壯克提到自己

精神恍惚時是父親將他「喚回」現實，恢復平時的狀態，                                                                                                                                                                                                                                                                                                                                                                                                                                                                                                                                                                                                                                                                                                                                                                                                                                                                                                                                                                                                                                                                                                                                                                                                                                                                                                                                                                                                                                                                                                                                                                                                                                                                                                                                                                                                                                                                                                                                                                                                                                                                                                                                                                                                                                                                                             

    啊後來…真的生病了，受不了…啊有時候是真的有輪休三天，沒消

沒息…，在家裡就發呆啊。…那時候沒有請假，然後老師有跟我講說差

一點就被人家fire掉了。…我爸也講說ㄟ他自己怎麼呆呆的…，然後我爸

接的時候已經過了第三天，老師就覺得奇怪，就打來，…我爸就叫我接

電話（壯克－563）…啊我老爸就說：「接電話！」啊我嚇一跳，啊我整

個醒過來（壯克－603）! 

 

（四）鼓勵或協助就業 

    傳統上，家屬的主要角色是照顧者，慢性精神障礙者的被照顧

者角色被視為，甚至被自定義為具依賴、服從、被保護等特性，就

業則是突破此類限制框架的有力行動之一。 

如研究參與者祐隆在待業近八年後經支持性就業服務重新進入職

場，他提到家人對其就業的支持態度和口語鼓勵，讓他充滿能量及

信心地重新出發。 

    他們（家人）是蠻贊同我去工作的，想說隔了這麼久，讓我去外面

磨練一下啊（笑）。口頭上鼓勵我。…我也只需要口頭上的鼓勵就夠了，

我要的不多，我、我我這個人很容易滿足的（祐隆－1312）。 

 

  相較於祐隆家人的柔性鼓勵，壯克的家人直接表示對他去就業

的期望，並透過不支應金錢塑造壯克就業的迫切需要，也促使他保

有持續就業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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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希望我有在做事，他自己講的說：「我不會給你錢，但是我希

望你自己會去賺錢給自己花。」他自己講的…我爸就講這句話。工作有

在做，不要把自己給墮落，很努力地做，這樣就對了。（壯克－624）。…

我爸不給我，自己要去賺吶（壯克－688）! 

 

    研究參與者產杏的姊姊是護理師，並曾於精神科工作，由於姊

姊對精神，讓產杏從精神醫療、精神復健銜接到職業復健的歷程相

較於其他研究參與者是較順利的。 

    在日間病房結束的時候嘛，是我姐姐帶我去B（地名）一個，也是像．．

這樣子（職業重建中心）…地方。就測我的握力啊，…就介紹我到XX。

不是這裡。（訪：哦，做職業輔導評量，然後先去庇護工場上班。）對，

然後庇護工場的人又介紹我來這裡，這裡的人介紹我到O超商。…（訪：

你姊姊是相關行業嗎？她怎麼找到這些相關資源？）她已經是護理科的

碩士了（產杏－460）。 

 

三、職業復健系統專業人員支持 

精神疾病患者的復元能力與醫病互動呈顯著正相關（黃智玉、陳

如容、鄭淦元、宋素卿，2014）。在本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慢性精神

障礙者在職業復健系統中與各類工作人員的互動對其復元產生的正面

影響。本次主題依序說明有助於慢性精神障礙者適應工作情境及復元

的職業復健系統內專業人員，包含「職能治療師」及「就業服務

員」，並整理以上兩者為慢性精神障礙者提供的支持類型。 

（一）職能治療師 

   在本研究所指之職業復健系統中，職能治療師在提供工作復健

訓練上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提供慢性精神障礙者「工作復健」方面

的協助外，也為慢性精神障礙者的整體復元助上一臂之力。本子題

整理出的職職能治療師支持內容包含「指導工作方法」、「教導安



 

169 
 

全工作技巧」、「協助處理突發狀況」、「提供日常生活指引」及

「提供求職建議」等。 

1. 指導工作方法 

    在工作復健訓練中，職能治療師是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個別教

練，以個別化、量身訂做的策略協助他們成為更稱職的工作者。如

山暄則提到復健工作坊的職能治療師由淺入深、由易至難地指導她

完成工作業務，並依照山暄的狀況逐步增加挑戰性，讓她漸漸增長

勝任工作的自信。 

    就是一開始先做半天，然後老師（職能治療師）會先教你簡單的，

比如說塗厚片，然後泡咖啡、奶茶，先從簡單的學起，比如洗碗、掃

地、拖地這樣子。後慢慢就是做久了之後，老師會加你的時數，比如說

從半天到一天，再慢慢精細到比如說接訂單。…因為訂單很複雜，比如

說她可能火腿起司蛋要去邊，要加起司要加火腿，然後不要番茄醬、不

要胡椒，要做一些比較複雜的（山暄－53）。 

 

2. 教導安全工作技巧 

    除了工作內容的教學，職能治療師也提供慢性精神障礙者有關

安全工作技巧的提醒，如研究參與者黃倩提到職能治療師在復健工

作訓練成員被蜜蜂叮咬事件後，教導成員們戶外園藝工作時的穿著

注意事項，協助慢性精神障礙者補足安全工作的知識。 

    （在戶外進行園藝工作時被蜜蜂叮的事件）…後來那個J老師（職能

治療師）幫我們上課啊，他說…你們只能穿白色，牠不會叮你。後來我

就買了一些白色的T-shirt，放在家裡啊，…上班每天都穿那個白色的衣

服啊（訪：喔，老師說就不要穿鮮豔的，因為容易成為蜜蜂的目標。）

對（黃倩－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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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處理突發狀況 

    當精神障礙者在職場情境中無法對非預期的狀況作出適當反

映，也有賴職能治療師協助處理突發狀況，不但讓慢性精神障礙工

作者學習如何處理因應類似狀況，也讓他們感受到，即使工作中可

能遭遇各種困難狀況，仍有工作人員作為自己的後盾。 

    如研究參與者山暄提到自己剛進入復健工作訓練時期曾遇到多

種工作中的臨時狀況，例如食材臨時不足、訂餐失誤等，經過職能

治療師的教導及示範後，山暄日後變得更加獨立，能自行處理非預

期的工作狀況。 

    就是說剛開始來的時候比較會一直問老師，…然後不會處理臨時的

狀況。比方說蛋商沒辦法送蛋過來，然後現在沒有蛋了，那就要自己去

買蛋。…或是說，叫貨的過程吐司不夠了，沒有算好數量，那可能自己

明天就要去買土司回來。可是剛開始在香香工作的時候會一直問老師怎

麼辦，要怎麼處理，然後會一直打電話問（山暄－261）。      

    可能剛開始在接訂單的時候，我們是採預約制的，比方客人要訂火

腿起司蛋，可是沒有寫到，然後就沒有訂到他的，剛開始在接的時候比

較會出現這種錯誤，…那明天他要來拿的時候就沒有了。然後可能就是

要道歉，趕快再補做給他，剛開始的時候在接的過程有出現這樣的錯

誤。…老師會教你要怎麼處理，比方說趕快回工作坊做好再拿過來賣，

那下次做訂單的時候要怎麼去核對，紀錄的時候要怎麼去記錄好這樣子

（山暄－277）。 

 

    黃倩則有一次驚險的經驗，某次在進行戶外園藝工作時被蜂群

螫傷，經負責督導的職能治療師緊急送醫和後續處理，降低傷害的

嚴重程度。 

    我們去拔草啊，拔得蜜蜂跑出來。呵呵呵（笑）然後那個…M啊，

拿帽子去搧那些啊，越搧越多。叮得她滿頭都是包！…啊那個時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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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聽過一個C？他是慢性病房。把她上面的那個蜜蜂都給抓掉。…

然後，我們就被H老師送到醫院去了。…啊我就被叮到耳朵跟脖子啊。

啊後來那個…那個…M就先打針嘛。…然後就先給他安撫啊。然後H老師

就打電話通知家長啊（黃倩－547）。 

 

    研究參與者物真對人際互動較敏感或容易有負面解讀，且難以

自行消化不適的感受。在訪談中他提到一次在職場中遭遇到人際壓

力的經驗，透過求助相關工作人員，物真在解讀社交情境或人際互

動模式上較為熟練，減少因人際困擾造成焦慮甚至引起症狀的頻

率。 

    實習生有兩位啦，一個實習生比較說我的事情，他…說我的事情，

啊比較針對啦（物真－464）。實習生們其中一個就是，說：「白癡

喔。」還是什麼…，呵呵呵（尷尬笑）。…好像說我的。…對啊，嘿

嘿，就覺得受不了，就跟老師（日間護理師）啊，藥師啊，討論一下，

也有跟W老師（職能治療師）討論一下（物真－493）。 

    我也有跟C老師（日間護理師），談一下啦，啊C老師也說，…就是

那時候跟我說遇到、遇到不熟的…，遇到不熟的都會，就是還沒瞭…還

不了解對方，就…會講，會談一談，就是對對方不了解的話，他們都會

談一談那個，談一談我的事啦。…包含那針對啦，或是什麼口音，溝通

的問題，都會一直…說我的事情，都是想要了解我（物真－466）。 

 

4. 提供日常生活指引 

職能治療師除了在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工作情境中提供協助，當

他們提出其他協助的需求時，職能治療師也能適時支持。如研究參

與者黃倩提到自己曾向職能治療師提及經濟拮据的困擾，職能治療

師便引導其執行儲蓄及規劃金錢等理財方式，有益於黃倩日常生活

上的獨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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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老師（職能治療師）（教我）如何的…把錢存起來。…H老師

有教我們怎麼存，因為我之前有跟他講說我錢用得不太夠。…他就說:

「那你可以未雨綢繆啊！」然後他就講給我聽啊，我就說:「喔…要這

樣。」就謝謝他這樣（黃倩－897）。 

 

5. 提供求職建議 

   職能治療師在復健工作訓練內除了為慢性精神障礙者提供基本

的工作態度、技能的訓練外，也協助有就業潛力的慢性精神障礙者

提供致一般職場求職的相關建議。如研究參與者山暄提到復健工作

訓練的職能治療師在聽聞她在一般職場求職因雇主對精神疾病存有

偏見便不予錄用的經驗時，建議山暄可以不主動透露患者身分，減

低汙名對獲得雇用的負面影響。 

    找工作會碰壁，如果誠實坦白跟老闆說我有生病，那我還能繼續做

這個工作嗎？那通常是沒辦法，老師（職能治療師）就說，叫我們做

「媒體不交換」，就是隱藏自己有生病的事實去工作（山暄－344）。 

 

（二）就業服務員 

  在本研究所指之職業復健系統中，就業服務員在支持性就業和

庇護性就業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提供原所預期的「工作」方面的

協助外，他們所提供之服務也有助於慢性精神障礙者的整體復元。

本子題整理出的就業服務員支持內容包含「協助獲得工作」、「協

助持續受雇」、「增進獨立負責」、「給予心理支持」及「促進人

際互動」等。 

 

1.協助獲得工作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接案後首要目標為推介就業，此目標是精神

障礙者復元的重要指標，可以在研究參與者產杏和祐隆的分享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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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都表示對比先前在求職市場中屢屢受挫，有了支持性就服

員的協助，自己能較順利地脫離待業身分。 

    （訪：您覺得有就服員服務對您的影響是什麼？）比較好啊，一定。

像我就是超沒自信的啊！可是如果有人介紹的話，就會…有一個幫忙的

人，像現在工作穩定，就會覺得很感謝這裡的人。不然如果不是這裡的

人幫忙的話，我可能不知道…要拖多久才會出去工作，才會到正常的職

場工作（產杏－191）。 

    直到去年，就是碰到這個就服員，就是社工這個，對我蠻不錯的，

就開…。本身也想要找工作，因為本身的並找工作是很難的（祐隆－

156）。．．．   他（就服員）報兩個工作給上面的看，代表說這個

人有在積極找工作。…看可不可以允許在B這邊工作就對了。…我的想法

是覺得說，這樣很好啊！讓上面知道說…，我有在認、積極在找工作啊…

對啊，這樣我的就業機會就比較大啊（祐隆－707）! 

     

  產杏則是經由原本庇護工場的就服員介紹，轉介至地方的職業

重建中心，進入支持性就業服務流程。 

  （訪：那後來為什麼離開那邊（庇護工場），轉到外面來？）因為，

那裡其實是規定不能待超過3年，就是說那是一個…怎麼講，跳板。就是

讓你出去外面做職業的跳板，那時候說其實2、3年應該要讓你出嘗試外

面的職業。…老師（就服員）就直接把我介紹出去了！（笑）（產杏－

93）。 

    除了推介就業，研究參與者產杏提到就服員能實際考量她的狀

況，以產杏居住地附近、與其先前庇護性就業類似的職缺為優先媒

合選項。 

   他們（就服員）都不會說…不管我適不適合，他們都會找適合的工

作給我，就是離家近，然後跟我之前的工作性質很像這樣（產杏－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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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順利就業後，成為工作者使慢性精神障礙者擁有較正面的自

己的認同和價值感。研究參與者產杏提到藉著就服員和職業重建中

心的工作人員幫助自己獲得工作，自己感受到卸下病者身分，進入

「一般人」的行列，重新定義自己的身分。 

    （就服員或其他中心的服務人員）幫助我走出去。…就是從…一個

病人，然後到正常的職場。...以前在日間病房就是一個病人，你就比較難

出去。可是因為有就服員的關係，就會比較順利（產杏－440）。 

 

2.協助持續受雇 

    獲得工作後，熟悉及執行工作內容是持續受雇的首要任務。精

神疾病進入慢性期後，患者常有程度不一認知缺損或動作協調困

難，就業服務員能協助他們學習或執行不（再）熟悉的工作任務。 

    許多研究參與者都提到經就業服務員教導工作內容及技巧而更

加勝任職務的經驗。如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到就服員詳細教導如何確

實清潔廁所，透過對學習工作業務的認真負責，可以看到他對工作

角色的重視。 

    啊老師（就服員）教過什麼做法，要把他做完就對了。啊說那個廁

所馬桶那邊要拖兩遍，啊外面要多一遍，啊馬桶上面…都要擦過，啊然

後上面…要換那個，就是說白色的是擦馬桶還有尿壺，啊那個藍色的、

其他顏色的是擦那個洗手台，還有那個啊，上面的灰塵要把他擦掉。（壯

克－183）。…把老師的放在（心）裡面，在想說老師怎麼會這樣教我們

在做工作（壯克－189）。 

 

  就業服務員也從實際觀察、了解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工作狀況

中為其提供工作方法之指引。如產杏的就業服務員在密集輔導期

間依照她的工作表現加以回饋，提供工作業務執行方式的建議，

讓產杏成為一名更稱職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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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服員）也會跟我說一下說你的動作好像哪裡比別人慢這樣。比

如說我到丙門市C先生就有來看我，他說我數錢數一次就好，不要數那

麼多次，這樣很浪費時間（產杏－210）。     

    覺得人都有在幫忙我。有教我要怎麼樣…往正確的方向去，…怎麼

樣當一個正常人。…就是有一點點偏差的話，就服員每一個就是會…想

辦法把…我導向好的方向，正常的人這樣子。…例如會跟我說，欸正常

人…可能哪裡動作會比較快一點喔，…正常的人不可以一直自言自語

喔，這樣（產杏－323）。 

    就他們都是有很實際的幫助。…每個地方都有在幫助我。…他們都

有來看我啊，…每次喔！每次來看每次都有跟我說問題在哪裡。…比如

說，啊副店長說你今天狀況不好，他們也會跟我講，說我動作比較慢，

今天狀況比較不好，他們每次都有跟我講問題在哪（產杏－427）。 

 

另外，當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場中遭遇不可預期事件時，就業

服務員能協助解決問題、降低衝擊和進行後續處理。如研究參與者

川子提到和同儕進病房外賣時，同儕出現行為脫序的狀況，由就服

員引導他們暫時離開現場，避免情勢更加混亂。 

    中間也有碰到一些事情，如同事發生什麼事之類的，但是就沒辦法，

這不是我能處理的，只能交給老師處理了（川子－8）。…她（同事）就

是在外面外賣嘛，然後碰到某個病房的男客人，她很喜歡他，然後還對

病患做了一些蠻…羞恥的事情，一個女的。…員工也不能對病患幹什麼，

動手動腳都不行啊。我就想說哇靠！然後她那天情況也不太好，做事做

非常快、非常急躁，…有點不妙欸。…結果她就…當場揮東西，揮到病

房護理師打電話，告訴裡面說你們有個…有個員工在那邊揮東西，…還

好那天，當天是有個代理老師，把我們叫回來（川子－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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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祐隆則提到剛進入職場工作時為了啟動垃圾車後斗運作，在操

作時垃圾車突然向前移動，並撞毀附近牆面。事後就服員前來了解

狀況，並和職場主管商議後續處理。 

    她（就服員）有來過，那時候我第一次出包，剛剛做的時候。…就是

開垃圾車的鑰匙，就是把它啟動，結果車子就爆衝了。大型垃圾車…，

就啟動而已啊，最主要是要…要去攪那個垃圾啊。（訪：喔，啟動，所以

你是要把電源打開，讓他運作。）對對對對。…可是我一開，我一啟動車

子它就爆衝啊！…我沒有爬上去，我只是啟動鑰匙而已。…我連我自己

都嚇到了！…我只是手上去開…，我只是…純粹就是想說啟動…後面的

垃圾把它清除掉這樣子。後來就是…，社工（就服員）就有來啊，就來關

心我一下，就是說…問、問我說怎麼會去動那個垃圾車啊（祐隆－519）。

（當時）一扇牆就倒下來了。．．．就撞到…，因為它停車的地方離牆蠻

近的。…（後來）就上面的主管就來看啊。…就…也不算罵我啦，就講

說：「沒有叫你動的事情你就不要動，有叫你做的事情你再做。」（祐隆

－581）。（訪：那事情發生後其他人有做什麼嗎？或是你有怎麼處理或

有什麼改變嗎？或別人有沒有改變什麼？）就…社工（就服員）的關心

啊，就來問我一些就是說…你怎麼會，怎麼會動垃圾車呢？直接沒有交

代你的事就不要做，我說我知道，我一直跟社工道歉啊，社工說那個沒

有關係，他們有經費可以，可以去修，這樣我一聽我就放心了（訪：喔，

你本來擔心什麼？）我本來擔心可能要賠錢啊，幹嘛之類的。…結果他

們說有經費就對了。可以去修理那些圍牆啊…，跟破掉的水管（祐隆－

624）。 

 

3.逐步增進獨立負責 

  就業服務員除了從旁協助慢性精神障礙就業者外，逐步「放

手」以增進其工作上的獨立性也是重要的服務任務。如已在庇護職

場就業近3年的壯克提到就業服務員使用不直接介入協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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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監督取代，讓他能獨立作業之外，也獲得看顧，而壯克本身也

顯現對工作的負責心態。 

    老師（就服員）…那個意思是說他有看在你做事，他們有時候都不

厭其煩、提醒你，都偷看你在做事，喔對，那個我都看得懂，我也知

道，…就花個精神啊去把自己的事做完，做好就好（壯克－796）。 

 

    面對精神疾病的病情起伏影響工作狀況，就服員也從旁協助慢

性精神障礙者對自己的身心狀況及工作行為負責。如研究參與者壯

克有次疑似因為症狀影響而未到班也未請假的經驗，事後就服員協

助他管理自己的行為，以及建立對行為負責的態度。 

    啊我整個醒過來，啊說：「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也沒有

請假。」這樣子，他說：「沒關係啦，我已經幫你求情，然後不會讓你

被fire掉。」後來叫我寫那個單子（工作行為契約）是因為工作態度，他

叫我先簽名，怕我又誤人誤己（壯克－606）。 

 

4.給予心理支持  

    除了做為教練策進慢性精神障礙者工作表現，就業服務員亦是

他們的啦啦隊，所提供的心理支持有助於慢性精神障礙者適應工作

及復元。如研究參與者產杏、壯克和祐隆皆提到就服員在參與職業

復健過程中關心或鼓勵自己，成為他們在工作中持續耕耘的動力之

一。 

    （就服員）也是有來看我啊，也是有到甲門市，也有到乙門市，也

有到丙門市，然後每個禮拜都會傳LINE，也是都有關心啊（產杏－

204）。 

    我覺得這個社工（就服員）比較好。…比較會關心我就對了。就

是…就是偶爾，三不五時啊，會發個簡訊啊，發個Line給我，關心我說

工作怎麼樣啊（祐隆－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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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老師會叫我們自己要努力一點啊（壯克－343）！ 

  覺得Y人蠻好的啦，他幫我蠻多的。就是…這段時間就…三不五時

來個簡訊啊…要叫我多、多加油啊（祐隆－1291）!  

    

    研究參與者豐德和壯克提及就服員對自己的照顧和關懷，也表

示對服務的滿意。 

    （訪：那這邊有沒有人能幫助你復元？）幫助我，…就這邊就老師

（就服員）啊，老師啊！感覺比較…感覺比較舒服一點啦（豐德－

175）。         

    老師（就服員）對我們很好啊，他照顧我很棒啊，我覺得他們這樣

照顧來喔，…老師對待的齁，自己的學員齁…，給人家呵護，給人家關

懷（壯克－1084）。 

 

   就業服務員也透過在工作情境中鼓勵及肯定慢性精神障礙工作

者，使其認同角色。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到就服員對自己的工作表現

給予正向回饋，並在受鼓舞後變得更有自信。 

    啊記得起來的時候就做很好，他們（就服員）都會稱讚，他會說：

「你做得不錯！」對啊（自信貌）（壯克－172）! 

 

較協助身心障礙者認同工作者角色更進一步地，就業服務員也

在職業復健中激勵慢性精神障礙者挑戰自己，突破舒適圈。如研究

參與者豐德提到就服員在安排庇護性就業者工作業務時，鼓勵他們

嘗試較有挑戰性的外場工作，而豐德也從原本以製作食物為主要業

務的內場員工，部分時間擔任外場員工，對自己的更進一步感到驕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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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要做外場啊，大家都自願內場，啊H老師（就服員）就說：

「好啊，那我就通通叫你們做外場。」哈哈（笑）。…對啊對啊，要勇

於挑戰，他說要勇於挑戰自己（豐德－869）！ 

     

5.促進人際互動 

    慢性精神障礙者在人際互動的頻率、品質相較於平均值低，季

業服務員可以是促發他們進行社交互動的觸媒。如研究參與者豐德

提到就服員提議庇護職場成員們一同舉辦交換禮物活動，促進彼此

交流。  

    啊以前WL（庇護性就業者同儕）都會送禮物啊。啊現在說…，C老

師（就服員）說要互相交換禮物啦。…之前是WL送禮物給我們。（訪：

老師讓你們辦互相交換禮物喔？）喔對（豐德－1777）! 

 

四、職場自然支持 

    職業復健職場中，慢性精神障礙者的支持系統依據來源可分為兩

類，專業人員的正式協助為支持骨幹，其在職場中所接觸、互動的人

員亦形成綿密的自然支持者網絡。自然支持者減少慢性精神障礙者承

受工作壓力，是維持其就業穩定的關鍵力量（陳怡樺，2013）。在本

研究中可以看到自然支持是在慢性精神障礙者與職場情境不斷互動

的過程中所培養而出，範圍涵蓋管理階層、同級階層及周邊人員。本

次主題所包含之自然支持有「督導者」、「同儕」及「其他工作人員」。 

（一）督導者 

    職業復健職場中的督導主的主要任務除了工作技能教導與監

督，在與慢性精神障礙者互動的過程中，也為其復元提供助力。本

子題督導者所提供的支持包括「教導工作內容及策略」、「協助解

決困擾」和「促進融入群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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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導工作內容及策略 

  協助慢性精神障礙者完成工作任務以達到就業基本要求是督導

者在職業復健系統中最主要的任務，常見的支持為提供工作內容及

策略的教學，有助於慢性精障礙者稱職地扮演工作者角色。 

  如研究參與者物真和炎宗是都提到復健工作訓練單位中的督導

者雖然非屬職業復健相關專業人員，但仍掌握了教導身心障礙者工

作的相關技巧，如耐心、同理的態度，分解步驟和重複練習等，提

供他們友善的職業復健環境。 

    藥師，他們都很貼心…教我啊（笑）！…啊我本來不會的，問他們

就…，本來不會的一些事情，慢慢會了（物真－411）。…藥師也是很貼

心，會教給我一些，怎麼樣操作（物真－435）。 

    我們L督（護理督導）會再來教我（炎宗－220）。…有時候公文多

的時候，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啊不會的問督導，看這個要送哪邊比較適

合。…他們就告訴你怎樣，啊也有教我怎樣看本子，這個蓋完章要送到

哪邊。（炎宗－255）。…我會說：「好像上面掃描好像比較…比較記不

起來。」…她會很親切告訴我說：「下次我再親自教你…。」（炎宗－

637）。 

 

    除了達到協助慢性精神障礙者提升職業能力上的效益，督導者

為工作安排提供指引讓物真較能專注於當下工作，漸少被症狀干擾

或陷入情緒低潮的機會。 

    他（藥師）看到我們沒事情做的話，他都會教我們說…你這個時候

先用這個，或是用什麼的，…就比較可以專注啦，比較可以投入工作，

不會亂想。…就覺得很感謝他們，教很多事情（物真－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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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解決困擾 

  在職業復健場域中，督導者也傾聽、鼓勵、協助處理慢性精神

障礙者在職場中的困擾，促進其適應和復元。如研究參與者物真提

到當自己遇到人際關係方面的壓力時，會與工作場所中的工作人員

談談，對方能協助他轉念思考、以不同角度看待問題及因應壓力。 

L藥師說：「我們要合作。」我有一些困擾，…那時候會找L談一談

啊。啊他說，要想這樣子才可以合作。然後…像他有時候拿那個，計算

機給我看，他說你這樣看是、這樣看是一面而已，你從別的角度，就慢

慢看，…本來不知道的面，就…就會清楚。一開始是看這一面，…透過

經驗就可以看到很多面這樣子。對，有些事情或是人，或是東西。

（訪：大概是哪類的困擾？）還是人際關係（物真－450）。…那時候

她，就是實習生其中一個就是，說：「白癡喔。」還是什麼…，呵呵呵

（笑）。（訪：說白癡是說她的同學嗎？）不是，好像說我的。嘿嘿，

就覺得受不了，就跟老師啊、藥師啊，討論一下（物真－493）。 

 

3.促進融入群體 

    本研究中有位研究參與者除了因精神疾病慢性化導致表達能力

受限，其成長過程中慣用語言為他國語言也使其在職場中人際互動

遭受些許阻礙，督導者在理解他背景後能包容並提供語言方面的協

助。物真從小在他國長大，中文使用較不順暢，在職業復健場域

中，督導人員協助他理解中文，提升其融入群體的程度，促進物真

與他人的交流。 

    就是聊天的時候、聊事情的時候，就有時候會遇到（不懂的中

文），我就問什麼意思，啊他們會…那個解釋給我聽這樣子（物真－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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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 

    同儕關係的豐富經驗為人提供了獨特而必要的社會聯繫，這些

人具有互惠和同情的特徵（Davidson et al., 2001)。研究中可以發現

同儕和慢性精神障礙者關係中的「合作及互助」和「心理支持」是

其復元助力。 

1.合作及互助 

  同儕間的合作和互助行為有助於慢性精神障礙者適應工作情

境並提供復元助力。如研究參與者壯克提到和同儕互相監督，一起

完成工作任務時較有效率，也對這樣的合作關係感到滿意和自信。 

    我們有時候會搭配一個、兩個（同事），…就是說他就拿那個掃具回

去嘛，啊我就把垃圾拿回去丟就對了（壯克－272）。…我們都要跟自己

學員再商量怎麼做啊，這樣才好做…。像我之前…那之前有一個叫J的，

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做，天下無敵啊（壯克－282）!  

    在工作啊，就…他盯我、我盯他這樣，兩個這樣慢慢做就做完了。啊

動作就很快，啊一下子就把那個、好幾十包的回個收完，啊紙箱好多個。

後來變成我一個人的時候，也沒什麼難倒的啊，時間比較長，啊比較多

（壯克－307）。 

 

    同儕間的良好關係奠基彼此合作互助的基礎。黃倩提到在復健

工作訓練中和同儕合作和夥伴情誼讓她感到快樂和滿足，相對地，

當因膝蓋退化問題而無法執行部分任務時，黃倩感到失望和愧疚。 

    大家在一起就會說說笑笑啊，很開心啊！（訪：就有個工作夥伴的感

覺。）然後就是大家團結合作一起啊！可是現在我沒辦法蹲下去撿葉子

了，沒辦法…（音量低，表情愁苦）（黃倩－756）。 

 



 

183 
 

    慢性精障礙者若在同儕關係中作為助人者，能從中獲得自信和

價值感。如壯克主動協助同事完成工作任務，有餘裕幫助別人，就

是自己價值感提升的證明。 

    我覺得自己要把自己做得比人家更好，啊想到說後面齁，後面的S（同

事），我都跑去後面幫他們，幫他們做，那也沒差啊（壯克－874）！ 

 

    令人驚訝的，通常職業重建專業人員被預期為慢性精神障礙者

在職業復健中最大的助益來源，但在本研究可以看到同儕支持的強

大力度。如當訪者詢問豐德在庇護工場幫助自己最多的人，他提到

的是庇護性就業同事，可以推測，對豐德來說同儕協助的影響力可

能高於工作人員。另外，豐德也提到另一位已離職的同事，表示該

為同事離職後自己在工作上的負擔就變大了。顯示同儕支持對豐德

有其重要性。 

    幫助我的喔。…我都找Y啊，那個胖胖的男生啊。同事啊，那個做熱

壓三明治的那個人（豐德－468）。 

    都W在做啊，要什麼問W啊（笑）。他很重要啊！喔要做什麼都要問

W啊！…後來他不做了啊，工作就有一點累了啊（豐德－624）。 

 

2.心理支持 

  在職業復健中和慢性精神障礙者建立戰友關係的同儕成為他們

復元的支持力量，如麗園和物真都提到同儕對自己的重要性，包含

持續在職場就業以及讓自己進步的動力。 

    （訪：還有沒有其他支撐你的力量？）跟Y做朋友（麗園－711）。     

    工作上更有伴，就…會讓自己更好，…，對自己有信心（物真－726） 

 

     同儕的陪伴和友誼讓慢性精神障礙者遠離孤單和隔離，透過和

同儕的愉快互動、關懷，慢性精神障礙者能與他人產生更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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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中獲得人際互動的益處。如研究參與者豐德、黃倩和祐隆皆提

到自己很享受和同儕的互動，並從中看到深厚的友誼。 

    就是我們會聊天啦！就會分享一些有的，就是主要跟一些，聊一些

以前的事，發生什麼什麼…。人生就是不會在家裡，就是一次一個人而

已，你就知道我的意思（豐德－1333）。 

  大家在一起就會說說笑笑啊，很開心啊（黃倩－754）! 

  我跟W比較好啦，W走了對我來講比較震撼啊（豐德－598）！她人

很好，他就像姐姐一樣啊，照顧我，很照顧我們（豐德－620）。 

 

（三）其他工作人員 

  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服務中也會接觸其他工作人員，他

們雖然不負責提供慢性精神障礙者們相關服務，但卻是職業復健中

中不可多得的增補力量，亦對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有其助力。研

究參與者所提及的支持內容包含「協助執行工作任務」、「協助處

理突發狀況」、「提供心理支持」等。 

 

1.協助執行工作任務 

    雖然其他工作人員在職業復健系統中不直接對慢性精神障礙者

服務，但他們是促進復元的機動隊員，能為慢性精神障礙者提供及

時支援，進而促進其工作上的適應並獲得正向的人際互動經驗。如

研究參與者炎宗提到當自己獨自作業遭遇困難時，身邊的其他工作

人員能給予關懷和直接協助，讓炎宗感到被重視。 

    有一些阿姨們、大姊們，…清潔工，他們都在這裡工作，…就你的

事就是我的事，就都互相關心，互相照料一下…，你不會他們都會協助

你、幫助你一下（炎宗－203）。 

    像我今天去影印，…那個有兩面啦，啊本來掃描機都一張一張的，

要一直翻…，啊現在改成在上面齁，一張、一張的，…單雙面掃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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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放在上面。上次好像也是一個軍官教我的，馬上就輸入的，啊今天是

一個女醫師，來教我…，那個女醫師幫我弄的。…那醫師說這一、兩天

他還會教我在做掃描，我都有本子抄起來。…啊那女醫師今天有幫到我

呵呵（笑）（炎宗－210）。 

  

2.協助處理突發狀況 

    慢性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時可能獨自前往較具不可預測性

的環境工作，此時該工作情境中的其他工作人員便成為他們的主要

支援者，協助處理工作中的突發狀況。如研究參與者川子提到病房

外賣時護理師協助處理突發狀況的經驗，一次是病房護理師向就服

員回報另位情緒不穩庇護性就業者的衝動行為，以及另一次是協助

調解川子和住院顧客的衝突，讓川子順利度過危機。 

    我曾經差點被同事打，被躁鬱症的…她就是在外面外賣嘛她就當場

揮東西，揮到病房護理師打電話，告訴裡面說你們有個…有個員工在那

邊揮東西（川子－67）。 

    有一個阿婆，那個阿婆他買飲料，…後來他跟我說：「你沒找給我

錢。」我跟他講：「我已經找過你了。」…他就一直強調你沒找過我

錢。後來就是護理師說：「你沒有找過錢？」我說：「有啊。」他說：

「你要不要在你褲子裡找一找？」她說：「真的沒有啊。」她就在那邊

氣氣氣氣，後來氣走了。（川子－151）。 

 

3.提供心理支持 

    慢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場域中也和同儕及主要服務或督導

人員以外的人建立人際關係，使工作情境中其他工作人員成為他們

的心理支持提供者之一。如研究參與者豐德在就診醫院的美食街工

作，他提到自己在休息時間遇到相熟的醫師關心自己的狀況，也對

工作情況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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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醫生的態度很重要…他對我幫助蠻大的。啊我去那邊他都

問我有的沒有的，…他說很好、很好，啊我每次遇到他，他都啊…跟我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他都說不要理那些聲音，他都說不要，通通不要、

不要理他。（訪：嗯。等於說他會把你拉回來，就是說你要專心做你的

事）嗯（豐德－2040）。 

 

    炎宗也有相關經驗，他在醫院擔任庶務助理，平時穿梭於各科

室工作。他提到自己和工作人員們熟稔後會互相問候、關心，讓自

己獲得良好的人際互動經驗，並有能力去對等地回應他人。 

    大家都很好耶。…對我幫助是…工作人員，護理官，現在送文久了

護理官也比較熟了，會講一、兩句話，會關心（炎宗－190）。…還有一

些阿姨們、大姊們，他們都在…清潔工，他們都在這裡工作，他們都，

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就都互相關心，互相照料一下（炎宗－203）。 

 

    祐隆以支持性就業進入現在的職場，多年沒有和家人以外的人

有長期互動的他在職場中受到同事們的照顧和關心，讓祐隆放下原

本擔心自己會因身心障礙身分而不被善待的忐忑心情，甚至將同事

視為兄長般相處，而溫暖的職場氛圍也讓祐隆覺得戶外工作的辛苦

可以被抵銷。可以看到同儕對祐隆心理上的支持是他願意持續投入

職場的因素之一。 

  認識工作上的夥伴啊，…比較可以多聊天啊，之類的（祐隆－

368）。就…家裡的成員啊，那些…，問一些家裡的狀況啊。…他們會這

樣關心我，然後多問我一些事這樣。…我把他們…當大哥這樣看。…大

家對我很好，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祐隆－392）。就是工作是累，做得

很開心。（訪：開心的原因主要是？）就是大家的關心（祐隆－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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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工作中其他工作人員的肯定和鼓勵也是被提及的支持內

容。炎宗在訪談中複述一名單位主任的話：「不管什麼工作都有它偉

大的地方啊！」由此可以看到炎宗肯定自己的工作者角色，並認同

其中的意義感。 

    我…碰到一個主任啊，…「不管什麼工作都有它偉大的地方啊！」

那Ｈ主任告訴我的啊。我在Ｍ大樓那邊有遇到一個主任他說這樣…，很

實在一句話（炎宗－194）。 

 

五、社會層面支持 

    若以巨觀角度檢視慢性精神障礙者所處之情境，從社會層面來

看，可以發現我國在衛政、勞政、社政及民政等方面皆有相關政策措

施有助於慢性精神障礙者過上個人心中較理想的生活並促進復元。本

研究整理之慢性精神障礙者復元社會層面支持包括「醫療資源可近性

佳」、「就業相關資源可近性佳」等。 

（一）就業相關資源可近性佳 

    在社會福利相關領域中，可近性是指有需要的民眾能接近福利

服務，或得知資訊的程度。本研究中可以看到慢性精神障礙者不需

大費周章便能自行觸及就業相關資源，如祐隆透過網際網路獲得身

心障礙就業服務管道的相關資訊，因而進入職場。川子則能透過居

住地區所設之就業服務站進入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獲得庇護性

就業機會。 

我上網查過，因為它說可以藉由醫生，然後就是可以幫忙找到工作

（祐隆－286）。就是上網，然後查到說醫院可以幫忙找到工作，…藉由

醫院，然後就介紹我到社工（支持性就業服務）這邊（祐隆－296）。 

（訪：你後來怎麼被介紹來這邊上班的？）我是去S（地名）的身心

障礙…就業服務站，去那邊問他們…。請他們幫我核對，剛好核到這邊

來（川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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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暄和麗園則能自行前往就業服務站及區公所求職，順利取得

所需服務及協助，得到短期工作的機會。 

（訪：你剛講到有去就業服務站找工作？）有去登記找工作，然後

他會介紹你一些職缺，我做過一個月的社區清潔員（山暄－354）。  

中間有三個月齁…抽籤抽到H區公所的工作。…薪水好像基本薪俸

（訪：那個是給身心障礙的收抽籤嗎？還是一般民眾？）是一般民眾。

擦油漆啊！呵呵（笑）…有兩個工作，另一個是停車場，…記得有管理

員。…種花啦…，就幫忙拿東西…。（訪：幫忙那些園藝工人。）對

（麗園－90）。 

 

（二）醫療資源可近性佳 

    「醫療可近性」是指個人在為達健康的目的下，醫療資源被需

求者取得或提供服務的機構易於被接近的程度，醫療可近性的提升

使民眾就醫的可能性與方便性增加，有利於提升民眾的健康狀況。

如不住在都市的祐隆雖然初診是於跨縣市的醫院就醫，但能選擇鎮

內的醫院持續回診，不中斷醫療資源的取得。 

就是我媽那時候覺得我不對勁，所以叫我妹報警啊，順便叫救護

車，然後就載到S（地名）的那個G醫院去…，去住院。…之後才轉到J

醫院來，反正就是拿藥。想說這邊比較近所以才在J醫院拿藥（祐隆－

75）。 

 

    產杏自生病以來，雖然換了許多復健或工作地點，皆能選擇住

家附近和工作地點方便到達的醫院就醫，讓她即使改變生活模式仍

能獲取所需之醫療協助。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開始看精神科，高中畢業以後，有在家休息一

小段時間，然後就去…去A（醫院名）的日間病房（產杏－5）。…

（訪：你之前回診都是去A醫院。）來圓滿小站（位於B醫院內的庇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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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工作以後就是去B（醫院）的那個…C樓也有，精神科醫師。（訪：

那現在回診呢？）後來…因為B太遠啦，到丙（超商門市）（工作）的

時候就已經改成旁邊的S（醫院名），丙門市跟S都在K（捷運站名），

離很近。…（訪：哦，那還算方便。…你是住K那附近嗎？）J（地

名），D站（捷運站名），蠻近的啊， 到K（產杏－284）。 

 

 

貳、阻礙因子 

  精神疾病復元情形大部分的情況是以多次波折的曲線呈現，慢性

精神障礙者的患病時間長，復元之路不可避免地遭遇源自外界甚至自

身的阻力。本核心主題中，對慢性精神障礙者邁向復元的造成阻礙的

原因次主題包含「個人阻力」、「家庭阻力」、「職場阻力」、「職

業復健系統阻力」與「社會阻力」。 

 

一、個人阻力 

  慢性精神障礙者自身特性、態度、行為等皆會影響其復元進程。

本次主題中所整理的個人阻力因素包含「精神病況起伏」、「生理疾

病及相關症狀」以及「自我汙名」等子題。 

（一）精神病況起伏 

    許多研究參與者即使在參與職業復健多年，仍存有部分精神症

狀，各種妄想對慢性精神障礙者的情緒、工作行為、人際互動造成

困擾，甚至造成疾病復發或傷害自己的結果。 

  如研究參與者麗園的關係妄想對象為醫院當時的院長，並出現

不適當的行為，使麗園幾乎要被送去急性病房住院。 

    也被攻擊過啊…被C老師（就服員），呵呵呵（笑），他忌妒的心

作祟。…以前那個T院長…，追過我，然後，後來不知道怎麼樣…，後來

他走了啊，…兩年吶，就有一段情這樣子啦！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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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T主任就跟C老師說怎樣，什麼不好怎樣。啊就寫了一張單張，就

寫說「對現任院長不能說…寫信給他、不可以看他門診，和院長怎樣…

都不行，如果違反以上規定要住院。」呵呵（尷尬笑）（麗園－151）。 

  他忌妒我的時候好恐怖喔，C老師（就服員）啊，那個臉變得好恐

怖喔！好邪惡，好可怕！（訪：那你怎麼辦？）當作沒看到啊，等一下

又被叫去住院怎麼辦，我如果又隨便發脾氣會被叫去住院欸（麗園－

215）。 

    

    麗園平時常受就服員指正和提醒，疑似引起以就服員為對象

的被害妄想。 

    （就服員）他還說什麼下班趕快回家，要去上課，什麼…下班不趕

快回家會被車撞死，呵呵（笑），好恐怖喔（麗園－296）！ 

 

  研究參與者物真的被害妄想與被J國人欺負有關，當被日間照

護工作人員安排他擔任J語教學者的工作任務時，引起物真的被害

想法，甚至承受不住壓力而執行自殺行為。 

    本來（日間護理師）老師給我一個教J語的工作，就是第二次住院之

前的一個工作，我就一直想…我只會J語而已，我就...對J（國家）人有壓

力。…就覺得我的人生好像沒有好路走，啊反正…，有這個想法，就去

執行自殺的行為。…啊換了C老師之後就不用教J語。（訪：當初教O語

有點讓你壓力。）對對對…。（訪：但是你教日語不會接觸到J人啊，為

什麼會有壓力？）因為以後找工作的事情我有考慮過…，就是老師訓練

我那個教Ｊ語就是…，就是以後可以找到工作的話，就教Ｊ語啦。…可

是我怕…，我猜，我那時候我的想像是，我…如果去教J語的話，有些J

人造成團體來會欺負我這樣。…就我的、我的想像中，就感覺以後就…

沒有好日（物真－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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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克提到有次因症狀干擾不假而休，讓自己差點丟了工作。 

    有次都一直做、一直做。…啊後來…真的生病了，受不了，就…休

三天，沒消沒息，…，在家裡就發呆啊。我爸叫我聽電話我才醒過來…

就人坐在家裡頭呆呆的…，好像沒有什麼知覺。…那時候沒有請假，然

後老師有跟我講說差一點就被人家fire掉了（壯克－560）! 

 

（二）生理疾病與相關症狀 

  除了潛伏於日常、難以預知的不穩定精神疾病症狀，其他疾病

或身體健康狀況也對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各種復元造成影響。 

    研究參與者川子自述早年因精神疾病藥物副作用造成頸部肌肉

張力異常，導致外觀有明顯的斜頸現象，讓她在求職碰壁。 

    就剛好得了一個蠻特別的病啊，得了斜頸，完全也不能去工作，然

後來去T（地名）找一個醫生幫我做了，恢復還不錯，然後我後來才可以

出來工作，治療差不多我才敢出來工作。…那時被別人問說你是不是頭

怪怪的，可是問題是我工作能力是有啊，只是頭很怪，只是頭不能挖下

來，不能敲（台語）下來，還是這樣不能上班（川子－17）。 

 

    山暄有甲狀腺亢進的困擾，由於擔憂病況惡化，認為自己較不

適合工作壓力大的職場，對其發展職涯造成侷限。 

    精神疾病就算了，又生一個甲狀腺亢進。這個凸眼症，不能到壓力

很大的地方，（容易）情緒起伏很大的地方，這樣可能數值會不穩定，

會惡化，對身體不太好。…影響到我沒辦法去做一些壓力很大，挑戰性

的工作啊，或是說一般外面的工作。因為需要抗壓力比較高一點，承受

壓力（山暄－332）。 

 

    麗園和黃倩則因為關節退化問題，難以長時間站立或蹲下，導

致無法全天上班，甚至影響部分工作任務的執行程度。對領時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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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說，排班時間縮短直接影響的就是收入減少，經濟壓力加

劇。 

    之前因為做蒔者（復健工作訓練），做到…腳底筋膜炎，然後去打

針、去開刀（黃倩－586）。…痛的是，這個膝蓋（手摸膝蓋），還有…

裡面內、外側，…還有這裡（手比腿部），然後腳底筋膜炎是之前的腳

底，沒辦法做。不…不太能蹲，蹲下去好痛（黃倩－619）！ 

    我真的是沒辦法做下去…（音量低，表情愁苦）。因為那個腳實在

痛的、痛到不行，晚上睡覺都會痛醒。就是…不能蹲啦，久蹲的話好痛

喔，站不起來。（表情愁苦）有時候…痛到有一點不想來（黃倩－

635）。 

    現在我沒辦法蹲下去撿葉子了。沒辦法（音量低）…（黃倩－

758）。 

  希望我趕快好起來。…腿啊！因為這樣我沒有辦法上…我現在只有

上早上的（班），..,下午沒辦法做（黃倩－1182）。 

    錢太少了。…我做半天而已，以前做一天，曾經領過一萬二。然後

後來因為…不能站太久…（麗園－132）。 

 

（三）自我汙名 

  林美伶、熊秉荃、林淑蓉、胡海國（2002）指出思覺失調症的

受汙名化生活經驗為「不被接受」，包括「疾病不被接受」與「無

法接受疾病」。如研究參與者麗園認為自己居住於康復之家和在庇

護性職場工作等身分被社會大眾貼上「神經病」的負面標籤，而

「神經病」一詞為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稱呼，麗園在承受外界加

諸的汙名後，衍變為自我汙名，難以接受自己的精神障礙者身份，

不利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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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那康復之家，外人跟我講說什麼康復之家，什麼康復啊，精神

康復什麼，像神經病一樣，都說我是神經病，可是我覺得，我住在那邊

很快樂，聽人家這樣講就變神經病（麗園－714）。 

  我被外人，外面的人講，講說我在庇護商店工作就是神經病這樣，

我就變得…不想做。…（訪：聽起來你會擔心別人知道你在庇護商店工

作）外人，對，因為傳出去，覺得我是神經病（麗園－425）。 

 

    物真經歷因和外婆衝突而被家人報警後送往急診後，對自己的

看法轉為消極，並自認為是「有問題的人」，並對未來失去希望。 

    我外婆跟我衝突，…我就摔東西，啊玻璃破了，啊就是我的舅舅的

那個妻子，阿嬸（台語），就…跟我說上來啊，說上面是舅舅的那個…

房子啦…。我太激動了，就摔東西，啊結果…（家人）就叫警察來（物

真－183）。在救護車上就有聽到那個…我嬸嬸說：「這個欸…這個很壞

啦！」…啊我一開始被警察抓了，…我的想法是，啊我人生就已經完

了。可是送到醫院之後，一些有問題的人…也是跟我一起在那邊啊。那

時候想說，我做壞事。…已經後悔了，覺得人生已經完了（訪：為什麼

覺得人生已經完了？你在J（國名）不是也有住過院嗎？）我住過院，可

是第一次被警察抓啊（物真－203）。 

 

二、家庭阻力 

    家庭可能造成慢性精神障礙者前進復元的阻力，家人對他們復元

相關行動的不支持態度及做法掐扼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力量。本次

主題整理出的家庭因素阻力包含「家人不認同職業復健」及「不被家

人信任」兩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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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不認同職業復健 

    職業復健相較於一般就業有其特殊性，慢性精神障礙服務使用

者的家屬若將之與一般競爭性職場相提並論，可能出現無法理解及

不支持的表現。 

    研究參與者山暄平時穩定參與社區復健中心及復健工作訓練，

家人以薪資不足以共同養家為由，期待山暄轉往一般職場就業，未

考量到山暄在工作選擇上較為重視的身體狀況及壓力承受度。 

家人會覺得說怎麼不去找一個正式的工作來做，畢竟這只是一個臨

時的工作吧…，會覺得不夠正式，然後也沒辦法養活自己，可能還是要

伸手向家人拿錢過生活這樣子。…因為覺得考量自己還在生病，還在吃

藥，除了精神科的藥，還有甲狀腺亢進的藥還在調整，想說那個情緒起

伏不能很大。…不能壓力太大，…我現在還在生病，還沒好，那如果我

出去了，如果又亢進了，狀況惡化那怎麼辦？我想說…，先來工作坊工

作就是先訓練自己嘛，然後又有一些零用錢，不至於到沒有錢，有一些

零用錢可以過生活，然後又可以壓力不要那麼大，然後可以養病這樣

（山暄－287）。 

 

研究參與者川子甫就業時家人不支持她從事該職類，並期望她

依照家族傳統報考公務員，但川子考量家人經歷、薪資、工作壓力

及時間成本而持不同看法，時有衝突。 

    我要去做的時候我家人就會比較有點酸言酸語啊，說什麼啊做那個

又不行，賺不了什麼錢，啊你給我去考公職（表情不悅）。因為我們家

是公務人員世家，他們比較希望是小孩子去考公務人員。可是我有看之

前我爸爸在公務機關被人陷害過啦，所以我對公務機關其實蠻感冒的，

公部門啦。（川子－44）。 

    他們就是一定要催眠你趕快去，去考公務人員。因為我想他們想法

是只要考上，啊一切都好辦事，可是我跟他講說，我想公務人員不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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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好考。…他說身心障礙特考啊，可是我也看錢…，錢也很少啊，一萬

八，比一般公務人員少，砍掉一半啊。（川子－378）。 

  他不知道公務人員現在沒有像以前那麼好。…我每天看我爸，…已

經沒有像以前那樣，說像之前那麼閒了…現在是繁忙到爆，…因為我有

看過，我奶奶，（出租房子）一個公務人員（房客）啊，在那邊住，他

說你看他上班上很晚（川子－391）。 

    考公務人員我覺得是最大風險，因為你考、每年考，你要考到民國

幾年你才會考得上（語速快、音調上揚）？而且也會耽誤很多時間，

（川子－401）。 

     

（二）不被家人信任 

    在本研究中，大部分參與職業復健的精神障礙者都擁有平均以

上的家庭支持度，在成為家人心中最柔軟的一塊同時，考慮到慢性

精神障礙者的疾病症狀、本身特質或曾經的行為問題等，家人對他

們也設下限制。 

    如研究參與者炎宗與母親、手足住同棟不同層，雖然同為房屋

所有人，當炎宗對與住家都市更新相關的議題發表想法時，不被家

人信任及認同，也阻止他參與社區討論會議。 

每個住戶的權利都要分的公平公正啦，我心裡是想這樣啦。…喔家

人不行，他們告訴我說，我去聽人家講（參加社區都更討論會議），我

就被罵了。…被我媽媽、被我姐姐、被我妹妹這樣罵，他們說你不要管

啦，…就是說要我不管這個事情（炎宗－906）。 

 

除了對炎宗的行動設限之外，家人的勸告使炎宗在家庭和社區

的議題上被禁聲，也影響表達想法的意願和自信心。 

他們有說幾種方案（都市更新）啦，三幾種方案讓我們看啦，鄰居

有告訴我們說，…看要不要隨便我們啦。…我那個不要管好了，讓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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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妹、媽媽他們去想好了，我會不…。我姐姐比較多，比較懂…。

他叫我不要管就對了（炎宗－735）。 

 

  研究參與者壯克早年曾誤觸法網，與父親關係不佳，甚至有被

孤立的感覺，壯克為了讓父親安心，限縮自己的生活圈，呈現工

作、家裡兩點一線的生活模式，而較少參與社區或拓展人際關係。 

  我們兩個反正就是以前我做灰略略（亂七八糟）ㄟ代誌（台語），

的那個事情，把我爸氣得喔，都已經快，都變太多，啊斷…絕情絕義這

樣子。（訪：喔那時候就是…。）放棄啦！那時候，很慘（台語）啊，

陪我去…走兩次法、法院的時候，他已經心灰意冷了。…啊我也不敢觸

怒他，我就盡量不要上去打擾他。…我爸爸說，假假如我有錢齁，再去

那樣子齁，灰灰齁（亂來）（台語），他就會把我踢出去（壯克－

656）。我是被他孤立起來的（壯克－702）。因為他有的時候，不曉得

說事情齁…，因為我這樣…這樣的頭腦，恍惚恍惚的，也不敢跑到社會

上去玩，啊就在家裡頭待著，工作的時候就出門坐捷運工作而已。啊下

班趕快回到家裡，都很少出門吶（壯克－718）。 

 

三、職場阻力 

    人際關係議題是慢性精神障礙者常遭遇的困擾，容易成為復元的

阻力。本次主題中所整理的人際因素阻力包含「對職業復健人員信任

度低」及「職場人際壓力」。 

（一）對職業復健人員信任度低 

  在職業復健中，工作人員原應為慢性精神障礙者復元之路的領

航員，但也可能因互動模式和關係不佳，反而成為他們復元上的挑

戰。如在庇護商店就業的研究參與者麗園對就業服務員的督導內容

及方式有諸多怨言，在合作關係上不甚滿意。 



 

197 
 

  有時候跟老師（就業服務員）就是比較不合，我跟C老師比較不

合。他個性比較急，我個性比較慢…。啊有時候…工作會有衝突欸，…

會有誤會啦。（訪：例如有發生什麼事情？）譬如說我在喝開水，喝喝

喝喝…，他也會罵。他說冰箱不能開太久，不能怎樣（麗園－140）。 

  我本來以為說可以去香香（另復健工作訓練）做，…結果他們要用

的是那種住在病房的病人。他說我…不能做。我想說看那工作好輕鬆，

啊比較不會被罵啊。在這邊做好容易被誤會，一下說那怎樣、怎樣…。

很多…學員都做一做然後不做了，呵呵（笑）（麗園－169）。 

  我不喜歡老師說…，跟客人不能聊天（麗園－313）。 

  我們老師很喜歡罵人，呵（不以為然笑），他每個都要罵，每個學

員都被他罵過，呵呵（不以為然笑）。嘿啊好兇喔（麗園－570）。 

 

  研究參與者麗園和豐德有時中無法認同職業復健工作人員的做

法，且情緒亦受影響，但為了避免衝突只能退一步接受。 

    以前剛開始進（庇護職場）很喜歡吶，後來跟C老師相處就變得不

是很喜歡了。…不能跟C老師做朋友（麗園－413）。…希望，主管好一

點。我有去美景咖啡間過蔥油餅，結果煎的得還不錯，…有一次剛好來

的時候就一個破洞，老師就說那個是我用的，呵呵（不以為然笑），就

叫我把他買下來，呵呵（不以為然笑），那本來就破掉了啊。然後就這

樣子啊，就把它買下來，剛好那天沒有中餐，就吃那個，就想說算了，

不要跟老師計較（麗園－687）。 

    啊他（就服員）給我加難度啊，加很多單啊啊，說那蛋剁得太大顆

啊！要小顆一點，都要這麼小顆啊！…我已經做好了，…啊他那要求，

我覺得他要整我…。他…他比較那個，…他也會罵人啊（豐德－926）。 

  他叫我去撈水溝啊。…有一個油水分離槽。…我去撈啊，「啊怎麼

撈那麼快？」…「有撈乾淨了嗎？」他說，「這怎麼說撈乾淨？沒有撈

乾淨！」叫我繼續再…，嘻嘻（不以為然笑）。…「繼續撈。」後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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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講說…我就想說偷懶，不要撈那麼裡面。…撈一撈，他說：「豐德

撈得很乾淨喔。」我想說：「撈得很乾淨？」嘿嘿（不以為然笑）我…

我認真撈，你說要繼續撈，啊我偷懶你說我撈得很乾淨這樣子！...後來

有一次颱風啊，那整隻雞啊，…水管啦、內褲啦…，到最後連大便都有

啊，呵呵（無奈笑）（豐德－939）。 

 

（二）職場人際壓力 

    人際互動和壓力因應是慢性精神障礙者較苦手的項目，在職業

復健的職場情境中，瞬息萬變的社交情境和壓力來源可能造成他們

復元上的挑戰。 

    如研究參與者物真提到在復健工作訓練職場會接觸到許多不同

背景的工作人員，在相處過程中曾感到壓力，影響到工作時的情

緒，甚至用請假的方式減少與其接觸的頻率。人際關係相關的壓力

源不但影響物真工作的出席率，也讓他重蹈以獨處在家、逃避的方

式因應壓力的覆轍。 

    其中一個藥師，…啊他的說話比較針對人的感覺，…有一點壓力啊

（物真－420）。 

    （訪：你說之前有一些困擾會跟L藥師談，大概是哪類的困擾？）大

概是…還是人際關係。那時候…實習生有兩位啦，一個實習生比較說我

的事情，他…說我的事情，啊比較針對啦。…包含那針對啦，或是什麼

口音（訪：所以你那時候才請了好幾次假。）對。（物真－461）。…就

是實習生們其中一個就是，說：「白癡喔。」還是什麼…，呵呵呵（尷

尬笑）。（訪：說白癡是說她的同學嗎？）不是，好像說我的。…對

啊，嘿嘿，就覺得受不了（物真－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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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復健系統阻力 

    職業復健運行的主要目包含促進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獨立生活

及融入社會，與慢性精神障礙者廣義上的復元有關，但身心障礙消費

者進入系統後所受作用對自己的復元可能不完全是助力。本次主題整

理出研究參與者遭遇到的職業復健系統性復元阻力經驗，包含「薪資

水準低於市場」、「庇護性就業服務人力比要求」和「工作人員服務疏

漏」等子題。 

 

（一）薪資水準低於市場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12）規定，庇護性就業者

的薪資得低於基本工資，依「產能核薪」方式給薪。目前規範庇護

工場依產能核薪應符合的「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基本工資」為

6,000 元，遠低於部分工時勞工的11,100 元以及職業訓練機構受訓

者的13,500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2020），甚至未達衛生福利部

所公告之最低生活費12,388元（台灣省，指六直轄市及福建省兩縣

以外）之一半（衛生福利部，2020）。 

    研究參與者川子、麗園和豐德皆為庇護性就業者，他們都提及

自己在職業復健中的薪資相較於一般職場有明顯偏低的狀況，對復

元的影響包括被輕視、難以獨立生活、無法負擔家用及執行理財計

畫等。 

    如研究參與者川子因每月不到萬元的薪水而被親戚奚落。     

    這邊薪水，我只有賺個七八千吧，還被我姑姑唸了一下說錢那麼

少。…他只知道我像打工一樣（川子－385）。 

 

    麗園提到自己雖想嘗試搬離康復之家到社區中生活，但不足百

元的時薪所導致的低月薪，讓他難以負擔獨立生活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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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在欣欣商店（庇護職場）做…，不知道…錢太少了。一小時

88。一個月有…有時候七、八、九千。…我做半天而已，以前做一天，

曾經領過一萬二（麗園－126）。那庇護工場不能這樣比，可是我到外面

找工作，他們都說：「你們怎麼薪水那麼低？（麗園－530）」…我要趁

65歲以前找一個錢比較多的工作（麗園－654）。錢可以存起來，問題是

錢賺太少了…（麗園－683）。我只要錢不要亂花就好了…，我想搬出去

住，可是錢又不夠用（麗園－718）。 

 

  研究參與者山暄參加的是復健工作訓練，雖然一日上班約5小

時的所得雖已超過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基本薪資13,500元（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2020），但仍無法支應家用，使其無法妥善執行財務

規劃，也無力如願照顧父親。 

  我們家現在的困難沒辦法讓我規畫這些金錢，因為我先生因公受

傷，他沒辦法工作，那我賺來的錢必須要付房租水電，所以沒辦法去規

劃，就是維持基本開銷，還不夠去吃飯。…（訪：剛剛有講到你還要跟

家人拿錢？）拿飯錢，每天的飯錢。因為我的薪水一個月可能才一萬

六、一萬八、兩萬，那房租可能就要一萬零八百，那我可能一個月的飯

錢要六千，還要繳個水電、手機什麼的…，所以還要家人（先生）在給

我一些零用錢。。…爸爸的話，都要我照顧他了，他怎麼可能還來照顧

我，我自己照顧自己都很勉強了，他怎麼可能（苦笑）…。（訪：你還

要負擔爸爸的費用嗎？）目前為止，沒有，因為也負擔不出，養活自己

都沒辦法了（苦笑），還有小孩，一個國中的（山暄－313）。 

 

（二）庇護性就業服務人力比要求 

  依據《109 年度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服務方案補助原則》，庇

護性就業每案庇護性就業者人數至少6人，每6名庇護性就業者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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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1名專業人員、營運人員或督導人員，未足額者則須依規定繳回

專業及營運人員之人事費（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20）。 

    研究參與者豐德原本預計前往好友任職且薪資較高的另一職場

應徵，但礙於目前工作的庇護商店當前只有6名庇護性就業者，若

離職將造成服務人數不符相關規定，在就業服務員的勸說下，豐德

便暫且打消轉職念頭，延緩甚至失去進入有較高薪酬職場的工作機

會。 

G老師拉，說現在沒有要…，現在是要留人吶，沒有要叫人去那邊

做，他說先不要，先不要去做。所以我做，又做一年多啊…。（訪：你

本來想說錢比較多的話要跳槽。）對啊！對啊…。他就說要我去試做，

試做看看啊！（訪：嗯。你們這邊六個也就是最低底線了，庇護就業至

少要六個，所以不能再走了。）對啊（豐德－661）。 

 

（三）工作人員服務疏漏 

    在職業復健系統中，身心障礙者為服務使用者，工作人員的疏

忽可能造成服務成效不彰，致使慢性精神障礙消費者的復元之路受

阻。 

  如研究參與者祐隆與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首次接觸後超過一年才

謀得工作。原因是首位就業服務員與他晤談後不久便離職，且未確

實交接服務進度，使具備就業意願及基本工作能力的祐隆等待多

時，延後重新進入職場的計畫。 

（訪：那你可以談一談你對第一個就服員，你們合作的過程你有沒

有什麼想法？）喔，很差。他根本不積極啊，完全就是丟給Y在做啊！

他是上一個就服員，…他根本就沒有幫我找工作啊！完全沒有喔。

（訪：那他有跟你聯絡吧？）完全沒有。（訪：那你怎麼知道你的就服

員是他？）我…一樣有去面談過，之後就是完全沒消沒息就對了。快一

年（訪：那這一年中你有嘗試作什麼嗎？）我有去問那個…，那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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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科醫師H，我問他說我的工作都還沒有那個…，都還沒有下落

欸，是怎麼搞的？結果…他打電話到社工（支持性就業服務）那邊去

問，才發現說，上一個社工…，完全沒有交代…Y幫我找工作（祐隆－

718）。 

 

五、社會阻力 

  精神疾病會影響影響個體的社會功能、人際關係及自我照顧能

力，患者經常感受到被他人歧視、羞恥、污名化及隔離，而阻礙其復

元（Lin, Kopelowicz, Chan, & Hsiung, 2008; Wood et al., 2017）。本研

究中許多慢性精神障礙者提及被汙名化的經驗，以下說明「汙名化」

子題。 

 

（一）汙名化現象 

  汙名理論(Thomson, 1997)認為，身心障礙者面臨的障礙是社

會不平等、態度消極和角色貶值等，而非因為他們的診斷而引起

的。慢性精神障礙者所承受的社會汙名對其就業率、自我概念、

復元機會等造成負面影響。如研究參與者山暄提到自己不論是去

一般職場應徵工作，或是至就業服務站尋找職缺時，雇主因為對

精神疾病的偏見和誤解，對精神障礙者的雇用意願較其他障別

低，使其不易進入職場。 

    別人異樣的眼光來看你，因為畢竟精神科，你是精障，不是身

障、智障，別人會覺得你是精神不正常，通常請你的意願會不太

高。…在找工作會碰壁，如果誠實坦白跟老闆說我有生病，那我還能

繼續做這個工作嗎？那通常是沒辦法，…就是隱藏自己有生病的事實

去工作。因為基本上就業服務站他要給精障的工作、的職缺很少，因

為他們想要請可能智能障礙不足，或身體障礙，也不願去請一個不定

時炸彈，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工作。因為他不曉得你什麼時候會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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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精神什麼時候會不正常，那你可能會怎麼樣，會造成公司的困擾

（山暄－383）。 

 

    研究參與者祐隆自患病以來多次投履歷或面試一般工作，但

經常遇到雇主聽聞他為慢性精神障礙者便不予錄用的狀況，讓祐

隆漸漸放棄找工作，一待業便是近八年的時間，錯失從透過就業

達到復元的復元路徑。 

  本身也想要找工作，因為本身的並找工作是很難的（祐隆－

157）。 

  找不到。…因為我有跟他講說我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他們都不要

我（祐隆－270）。 

  陸陸續續都有在找，只是說都找沒有就對了。（訪：你說這7、8

年都有在找？）對（祐隆－284）。 

  找工作的時候跟別人講說，我本身有身心障礙，他們都…幾乎都

是不要我的。…我講說…我本身有身心障礙，不知道可不可以適任這

個工作嗎？對方就說…在等消息，結果一等就…完全沒消息（祐隆－

1172）。 

 

    Cunningham及Lucksted（2017）指出嚴重精神病患的污名化

信念可預測為其復元阻力。研究參與者壯克在訪談顯現將他人對

精神疾病的汙名內化到對自身的認同，壯克為此感到困擾，仍盡

力避開此想法。 

    因為我們這癡呆的，就笨笨的而已，人家說外號叫笨蛋，啊後來

現在像我們精神渙散的時候，啊人家說傻瓜，啊後來跟人家爭強的時

候，人家就說瘋子，嘿，就這樣子啊。…對啊！這樣子啊，是人家看

你這樣子一個形象，…就變成這樣子的問題。…這樣子我就跟自己…

我也不會、不會去想到他們（壯克－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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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參與者豐德的經驗是當鄰居知道有精神疾病的他在當地

一間受信任和好評的醫院工作時，因為對慢性精神障礙者有既定

的「不如人」印象，表現出心理不平衡的態度，迫使豐德以改變

後的事實說明自身情況，以維鄰里和睦。 

  （鄰居）工人的，有一個說，有一個已經知道我有精神疾病

啦！…那我爸跟他講的啦！啊他問我…：「在哪裡上班？」我說我在

M（醫院名），啊他說：「啊？」我看他那整個臉，我就改變我的說

法，說我在S（地名），在S做餐廳，說以前的事情。啊事實上是他已

經知道我在M，他不太高興說，對他而言…，M好像是…，懂那意

思？…他是不能接受我在M啊！不能接受我在M啦！（訪：為什麼不

能接受？）他…，人家就是要那個名字而已啊！那個名字啊，M的名

字啊，就有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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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目的及研究結果，本章首先歸納慢

性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研究結論並提出討論；再依據

研究結論為實務工作者、慢性精神障礙者家庭及職業復健相關政策提

供建議；最後說明本研究之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本章共分為四節，

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討論；第三節為建議；第四節為研究限制。 

 

  



 

206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目的為探究參與職業健相關服務之精神障礙者的主觀復元

經驗，關注其自我、疾病、復健與就業的關係，再以主題分析法進行

資料分析，理解及探究其參與職業復健經驗脈絡中的復元內涵及建構

背後的意義，並對目前職業復健服務體系提出相關建議。 

研究邀請十位已持續參與 6 個月以上職業復健相關服務之精神障

礙者進行深度訪談，以主題分析為分析方法，從文本中歸納四大主

題，分別為（1）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2）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復

元認知及作為、（3）職業復健中復元的促進與阻礙因子。以下茲就

本研究之結果，整理如下圖 5-1-1 所示： 

復元阻力 

復元助力 

職業復健 

獨
立 

連
結 

意
義 

希
望 

復元 

自
我 

 個人支持 

 家庭支持 

 職業復健系統

專業人員支持 

 職場自然支持 

 社會層面支持 

 個人阻力 

 職場阻力 

 家庭阻力 

 職業復健系統阻力 

 社會阻力 

悅納人我 

砥礪自己 

起而行的力量 

… 疾病陰影之

後 

逆勢中重生 

心志堅強 

開啟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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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中灰色由左至右之迴旋箭號表示復元，以多次迴旋的軌

跡表示復元的狀態起伏、多元性，以及復元程度和主觀滿意度之

變化。  

中央圓形表示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之經驗，與復元迴旋箭號

重疊處為本研究之主要結果，分別以標有各復元主題之方塊呈現

在職業復健中的「重起獨立」、「重繫連結」、「重塑意義」、

「重燃希望」和「重建自我」等五大復元經驗。獨立部分涵蓋管

理時間及財務等生活面向，以及具有負責含意的自我管理、情緒

與壓力調節內容；連結部分包含社交機會增加，人際互動自信的

提升，建立有益、正向的關係，以及維護人際關係等層面；意義

部分則包括生活重心及熱忱的獲得，扮演及擔負角色責任等；希

望部分含有重新萌生希望感，能以從己所出之力量激勵自己，並

積極面對生活、勇於挑戰等面向；自我部分則蘊含自尊、自信及

價值感的提升，自我認同的正向調整，以及在職場和社區中重拾

尊嚴的經驗等。 

    圖示左下的箭頭表示復元助力，以朝向右上方之型態呈現影

響復元之方向性，並以小箭頭列出各促進因子，包括「個人支

持」、「家庭支持」、「職業復健系統專業人員支持」、「職場

自然支持」和「社會層面支持」等。圖示右上的箭頭表示復元阻

力，以朝向左下方之型態呈現影響復元之方向性，並以小箭頭列

出各阻礙因子，包含「個人因素」、「職場因素」、「家庭因

素」、「職業復健系統因素」和「社會因素」等。 

    復元迴旋左段所列之文字表示本研究中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

對復元的認知為左段的右指箭頭表示研究中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

促進自身復元之行動，包含「悅納人我」次主題中；「砥礪自

己」次主題中；「起而行的力量」次主題中等。因復元策略有其

個別性，故以反白文字呈現其特性。復元迴旋右段所列之文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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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表示本研究中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對復元的認知為何，其中包

含「疾病陰影之後」次主題中的與疾病共存、症狀減少或消失；

「逆勢中重生」次主題中的警醒度提高、表情較豐富和手部靈巧

度較佳；「心志堅強」次主題中的保持正向情緒、保持自信、設

立目標、勇於挑戰；「開啟新關係」次主題中的人際互動增加和

擁有滿意的人際關係；「生存之道」主題次中處理日常生活和就

業等內容。另因每位精神障礙者的復元觀點皆是獨一無二的，故

以反白文字呈現其特性。 

 

 

第二節 討論 

    本節綜合本研究之主題分析結果與相關主題參考文獻等資料進行

討論及分析，透過研究資料與文獻的對話，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最

後整理職業復健復元經驗對精神障礙者的意義。依據本研究目的，以下

分為三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為「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第二部

分為「復元的助力與阻力」；第三部分「職業復健復元經驗對精神障礙

者的意義」。 

 

壹、職業復健中形色多樣的復元經驗 

    本研究所整理之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主題包含

「重起獨立」、「重繫連結」、「重塑意義」、「重燃希望」和「重

建自我」等，以下依序就各核心主題與先前研究進行討論。 

一、在自立自主中邁向復元 

  首先，「重起獨立」核心主題中的「構築生活」次主題包含各種

個人維持日常生活運作的行動，如時間管理、財務管理等，因獲得工

作者角色而使自己的生活步入有計畫性、規律的軌道，與高惠美

（2012）指出精神障礙者透過再就業，能體驗到獨立自主能並帶來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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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感，並藉由工作重新發揮成人角色職責的研究結果類似。另外，

「為己負責」次主題說明精神障礙者在調節情緒和因應壓力的復元表

現，與 Provencher、Gregg、Mead 和 Mueser（2002）等人所歸納的將

復元作為自我增強體驗的復元模式中，工作者角色幫助精神障礙者更

有效地處理情緒問題的研究結果類似。在本研究中，精神障礙者除了

調節情緒，在壓力因應部分也有個人化的處理方式。而此次主題中也

說明自我管理在精神復元中的重要性，能與高惠美（2012）訪談精神

障礙者支持性就業者的研究發現就業使其展現自身能力和自我控制的

機會，並能體會為自己決定和負責的過程的研究結果結果相呼應。而

自我負責整體意涵中的對自身生命的可控感，也支持 Piat 等人

（2009）對心理健康中心的精神障礙者訪談後提出復元意味能掌控生

命，個體在生活中採取行動、從消極邁向積極，並擁有新生活（命）

的研究發現。 

 

二、人際連結是精神復元成果也是助力 

  本研究第二個復元經驗核心主題為「重繫連結」，說明精神障礙

者在職業復健中獲得「增加社交機會」、「強化社交自信」、「建立

正向關係」和「維護人際關係」的復元經驗。本研究結果能印證

Provencher、Gregg、Mead 和 Mueser（2002）的研究主張，與他人的

聯繫是精神障礙者從扮演工作角色所獲得之復元經驗。另外，此研究

結果與李金燕、陳怡廷、黃靖雯、陳哩湘（2018）的研究指出社會功

能中「人際溝通」、「社交能力」等項目與復元有高度相關性類似，

而本研究除了印證社會功能的提升是復元表現之外，也發現社交自信

增強的心理層面改變，對精神障礙者亦是重要的復元經驗。而與

Leamy、Bird、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所提出復元五

要素 CHIME 中的「連結性(Connectedness)」，包含有支持系統、良

好人際關係、成為社區的一員相較，本研究的精神障礙者沒有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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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自己參與社區的經驗，這或許是我國職業復健專業人員在提供服

務時可以加強著重之處。 

 

三、找到目標意義與展現角色價值是復元性思考 

    第三個復元核心主題為「重塑意義」，其中包含「定義重心」和

「擔負角色」兩次主題，說明精神障礙者透過就業尋獲生活重心，和

扮演有意義社會角色的經驗。關於意義感的復元經驗，許多研究參與

者提到生活重心、目標、動機等概念，與 Leamy、Bird、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所提出的復元過程五要素 CHIME

中的「意義(Meaning)」相呼應，其內容涵蓋有意義的生活和社會角

色、有意義的社會目標等。在擔負角色部分，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者

因就業在履行家庭角色和生產者角色方面有深刻的經驗，與 Torres 等

人（2018）的研究發現，就業能緩解家庭經濟負擔，並提供了社會參

與和為整體社會做出貢獻的機會類似，並印證精神障礙者藉由扮演工

作角色，體會工作意義，並構成復元經驗(Provencher, Gregg, Mead & 

Mueser, 2002)的復元面向。 

 

四、對生命懷有希望是復元的心態 

    第四個復元核心主題為「重燃希望」，包括對自身未來及發展有

積極、正面想法的「萌生希望」；能激發自身毅力、並以自己的方法

度過難關的「自我激勵」；與願意突破自我限制、多方嘗試，並較有

信心規劃未來的「積極踏路」。本主題與 Leamy、Bird、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所提出的復元五要素 CHIME 中的

「希望(Hope)」，包括樂觀相信復元的可能性、有改變的動機、鼓舞

性的人際關係、積極正面的思考、重視成功、有夢想及抱負等概念類

似。但本研究將人際關係為精神障礙者帶來的包括希望感的正向影響

歸納於「重繫連結」主題，著重人際社交議題在復元經驗中的整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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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五、復元帶來新造的自我 

    本研究最後整理的復元核心主題為「重建自我」，包含「自

尊」、「自我認同」、「尊嚴」等次主題。本研究結果可與 Leamy、

Bird、Le Boutillier、Williams 和 Slade（2011）所定義復元歷程要素

CHIME 中的「自我認同(Identity)」呼應，包含自我概念、重新建立自

我認同感、克服汙名等概念。相較之下，本研究從精神障礙者實作、

親身投入的經驗中發掘出其累積自信而生的自尊與自我認同，並贏回

他人的尊重，重拾尊嚴。綜合以上，可以看到精神障礙者必須親自開

闢復元之路，在路途中的以不斷更新，造出嶄新的自己。 

 

六、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少有「自決」與「賦權」經驗 

目前有關復元過程表現之實證證據仍有待累積（宋麗玉，2013；

Chien & Chan, 2013），以下將本研究結果與一心理計量品質良好的復

元測量工具進行比較與討論。根據 Shanks 等人（2013）評析當今最

完整涵蓋「復元模式(CHIME framework)：聯結、希望、認同、意

義、及自賦權」各層面的復元量表為 Neil 等人（2009）所發展的「復

元歷程量表(Questionnaire about the Process of Recovery)」，其經信效

度(Williams et al., 2015)驗證，中文版亦受檢驗(Chien & Chan, 2013)。

此量表包含三個面向「自我賦權」(self-empowerment)、「有效人際互

動」(effec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與「重建新生活」(rebuilding 

life)，與本研究結果相較，本研究中精神障礙者較無明顯的「自我賦

權」復元經驗。 

已往精神疾病患者就業支持計劃主要關注工作本身的特徵（工作

時間，薪資，競爭性工作），而不是諸如社會和心理結果之類的主觀

經歷(Provencher et al., 2002)。如同本研究發現較少研究參與者提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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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復健中被服務提供者關注自身想法，而較多以問題解決為契機進

行社會心理層面的服務介入。在這樣的服務互動模式下，精神障礙者

較少在職業復健中獲得自決經驗。相對的，許多研究參與者強調自己

與職業健專業人員能密切配合，較少提到表達意願、討論協商的經

驗，即使在工作情境中聽從安排、使命必達是一名稱職員工的行為，

但部分研究參與者在此行動下仍提及與職業復健專業人員意見相左而

出現不平、的情緒經驗，此現象也與Lukas、Lizasoain、Galarreta和

Etxeberria（2018）的研究發現庇護就業的身心障礙者在做決定方面滿

意度低類似。 

    賦權是復元的重要中介元素(Grealish et al., 2017; Leamy , 

Boutillier, Williams & Slade, 2011)，在精神復元模式中「賦權」是重要

概念，主要概念為服務提供者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充分資訊，以協助

其了解自身狀況、激發其改變的動機，並幫助其發展所需的因應技

巧，最終使其擁有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能力，並體現「承擔

自己身心健康之責任(taking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re)」，(Andresen et al., 2011)，意即在精神復健相關服

務中，慢性精神障者可以依照自身意願決定與選擇如何復元的策略與

方法，而非由專業人員為其決定。另外，隨著身心障礙者權利意識抬

頭，職業復建專業人員在職場中不僅須扮演管理者角色，社會心理諮

商者的功能應被更加重視，將目光重新聚焦回職業復健中精神障礙消

費者的意願和個體性，以體現以案主為中心的助人者專業精神。  

 

七、精神障礙者社區參與程度低 

    除了疾病對自身的影響之外，影響精神障礙者更巨者是身邊的照

顧者、親屬以及社會大眾對於他們的反應，通常視之為失能者或具暴

力傾向者，不論是出於保護或懼怕，精神障礙者的自主權經常遭到剝

奪，導致其工作和社會參與的機會被剝奪，因而處於社會的弱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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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dvantaged)(Anthony, Cohen, Farkas & Gagne, 2002)。在本研究中也

可以看到此現象，較少參與者提及參與社區的復元經驗，甚至有些參

與者提到被家人鼓勵避免在外活動或參與社區事務。 

    社區參與的概念包含擁有社交網絡、打破孤立、參與社區活動和

能提供歸屬感，並意味著具有擔任社會重要角色的能力，提高了克服

障礙的能力(Millner et al., 2019)，而類似的概念社區融入(community 

integration)也在復元模式(recovery model)歷程中被強調，是指個人在

社區中生活能充分使用社區資源、參與社區活動，並從中發揮角色與

責任。以上概念與本研究所整理的精神礙者復元經驗「重繫連結」主

題旨意相符，可作為本研究的精神障礙者們進一步的復元目標。 

 

貳、復元的影響因素眾多 

    從事職能、人際關係和場域不僅是復元的組成部分，也是復元的

積極關鍵貢獻者(Doroud, Fossey & Fortune, 2015)，根據宋麗玉和施教

裕（2008）復元統合模式，影響精神障礙者復元的因素包含個人特

質、家庭支持、非正式人際網絡、正式支持人際網絡等，本研究結果

亦有類似分類，以下就職業復健專業人員、職場和家庭等影響因子進

行討論。 

 

一、職業復建專業人員是主要支持來源 

    本研究中，職業復健專業人員為精神障礙者提供多樣的支持，如

同Anthony（2002）指出醫療專業人員對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夥伴關係有助於精神障礙者適應生活。除了提供諸如工作

方法、獲得工作、協助持續受雇、日常生活獨立等常規服務外，也協

助處理精神障礙者經常遭遇到、但不易處理的人際問題。從精神礙者

的挫折經驗切入服務著眼點，將負向經驗轉化為前進復元的動力，呼

應了Buck等人（2012）對職業復建工作人員的建議，工作人員在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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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障礙者一同工作時，須意識到伴隨著復元過程而來的非預期經歷及

困擾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復元的潛在機會，工作人員要盡力同理和了解

其所經歷的痛苦和損失，並在服務過程中提供支持。 

     

二、社會支持是重要的復元助力 

  本研究所整理的復元促進因子分別來自個人、他人及制度層面，

其中以來自他人的支持為大宗，顯示社會支持對個體復元具重要影響

力。此研究結果支持Cohen（2004）的研究發現，工作為年輕的精神

障礙工作者提供人際交流機會，並能使其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支持，從

而抵禦了壓力對整體心理健康和其他健康問題的影響。在本研究中，

不僅職業復健相關專業人員從服務過程中為精神障礙者提供支持，職

場情境中的督導者、同儕及其他工作人員作為自然支持者，也為精神

障者提供涵蓋心理、生活、業務，甚至價值想法上的正面影響力，進

一步促進其復元，能印證黃寶園（2010）的研究主張，社會支持是常

被提及的精神障礙者復元助力，包括個體從周遭人際網絡和社會支援

中所獲之各類協助，以精神障礙者的角度來看，即是從他者獲得自己

是被愛、被尊重、被照顧，且有是價值的訊息。 

   

三、家庭互動對復元有雙向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中，家庭既是精神障礙者復元的助力，也可能是阻

力。如家庭提供的心理支持，讓精神障礙者更有希望感，並有肯定自

我價值，以及改善情緒的功效；家庭為精神障礙者生活上的支持與照

顧，使其擁有基本的安穩生活；另外家人也是協助精神障礙者處理疾

病及醫療問題的重要他人；在就業方面，家庭的鼓勵和經濟層面的需

求是精神障礙者進入職場的拉力與推力。此研究結果與林慧婷

（2014）的研究結果相呼應，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家庭功能，包含行為

控制、家庭角色、問題解決、情感反饋和溝通順暢程度等層面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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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復元程度愈高。在阻力部分，本研究發現家人未完全理解職業復健

而引發之不認同感，是精神障礙者內部的壓力，與陳韋伶（2014）的

研究指出家庭生活與精神疾病彼此牽引，當家庭壓力超出身心負荷範

圍，易引發精神疾病和角色功能失調的結果相呼應。另外，本研究也

發現家人對精神障礙的不信任是復元的阻力，與蘇舜君（2014）指出

精神障礙者在家中不被家人同理、接納，使其更難以回歸社會的研究

發現類似。 

 

叁、復元經驗對精神障礙者的意義 

一、精神障礙者透過職業復健逐漸豐富復元經驗 

    本研究所聚焦的職業健參與被許多研究參與者認為是復元的有力

手段，也被認為是自身復元的象徵。Doroud、Fossey和Fortune

（2015）對精神復元主題的回顧性研究指出職業參與是復元歷程的重

要層面，通過就業使個體經歷復元，並能促進個人復元。而根據研究

結果，精神障礙者的復元涵蓋層面廣，涉及自身、群體、情境，具有

時間延續性以及個別性，在職業復健中，精神障礙者經歷到逐步獨

立、與他人連結、體會到意義感、獲得希望感並重組因病潰散的自

我。就業對慢性精神障礙者的內在影響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工作動

機(Torres Stone, Sabella, Lidz, McKay & Smith, 2018)，顯示精神障礙者

因參與職業復健，實踐工作者角色，在新的生活模式中受到各種有利

復元的影響，形成整體復元的正向循環。 

 

二、精神障礙者的復元可視為過程或結果 

    從研究結果中可以發現精神障礙者所認知之復元現象、所經歷的

復元經驗和所使用之復元策部分項目能互相對應，說明復元的動態特

性。精神障礙者透過具有復元意涵的行動以及參與有利復元的情境，

是為「過程」，而進一步達到所期望的復元狀態，並因此受益，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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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同Reed、Josephsson和Alsaker（2020）在精神復元的敘

事研究中提到心理健康方面的復元涉及獨特的，開放性的敘事意義形

成過程，這些過程通過日常職能、情境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展

開。當個體同時經歷復元過程和達到成果，在過程和結果交織作用之

下，將獲得不斷漸進的復元經驗。而在Doroud、Fossey和Fortune

（2015）針對精神疾病患者復元的回顧性研究中，復元(Recovery)是

一個持續的職能過程，涉及再次從事(re-engage)日常職能生活以及社

區參與的經驗，說明復元的動態性。 

 

三、復元指向精神障礙者自我定義的不斷更新 

    在漫長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投注心力在探索精神障礙研究參與

者的內心想法，並在訪談互動中意欲釐清其核心出發之價值概念。不

同研究參與者對復元有不同的主觀想法，雖可見識到復元的多元面

貌，但發散繁茂的復元主題不免讓人眼花撩亂。當研究進入尾聲，研

究者發現精神障礙者的主觀復元經驗最終指向不斷更新的自我定義。

如同Piat等人（2009）主張復元意味著向新的自我發展，以及Jacobson

和Greenley（2001） 

指出的復元是精神病患者重新與自我連結。不論是對患病者的概念重

整、自我效能的評定、社會各種情境中角色的扮演、自我價值及尊嚴

感的再現等復元經驗，都呈現精神障礙者對自我蛻變的覺察。 

 

 

第三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以及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省思與體驗，分

別提出對實務工作、慢性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與職業復健相關政策

之建議，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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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實務工作建議 

一、專業人員提供服務時宜更注重慢性精神障礙者之自主性 

    有研究指出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普遍對精神疾病患者完成事務的期

待偏低，可能使其感受到貶抑並助長其依賴態度，影響復元（陳志

軒、王盈婷、徐畢卿，2017）。在本研究中，部分研究參與者提及類

似的經驗，而 Chen 和 Oh（2018）的研究主張精神復健專業人員對精

神障礙者自主權利的尊重，是其復元過程中的重要元素；且精神障礙

服務使用者的自決被視為是個體理解與驅使自己行動的主要能力(曾華

源、胡慧嫈、李仰慈、郭世豐，2011)。在實務操作上，本研究認同

Shanley、Jubb 與 Latter（2003）的呼籲，在精神障礙復元的架構下，

精神醫療與復健專業人員與精神障礙者的關係，應降低治療性人際關

係比重，增加夥伴關係。也如同 Hasenfeld（1987）建議服務提供者不

應假設服務使用者與自己有相同利益，而應在了解自身在專家地位與

機構地位的權力不平等關係優勢下，加以自我反省與覺察，服務使用

者與提供者才能創造夥伴關係。因此本研究建議職業復建專業人員應

能檢視自己與服務使用者的互動或服務方式，優先選擇以共同討論、

引導做決定等方式進行服務。 

 

二、以復元導向服務模式進行服務 

    復元導向服務涉及專業人員根據每位身心障礙顧客的需求和偏好

來調整服務的意願和能力(Borg & Kristiansen, 2004)。其中，「賦權」

是精神復元服務模式的重要概念，意指工作人員提供充分的資訊，協

助精神障礙服務使用者了解自己的狀況、激發其改變的動機與發展所

需的因應技巧，並擁有自我決定的能力(self-determination)(Andresen et 

al., 2011)。而協同方式和夥伴關係是賦權服務的標誌，過程中不僅是

賦予服務使用者權力(power for the other)，以及與之共享權力(power 

with the other)更延伸至「相信他有能力，並能藉由更多機制的協助，



 

218 
 

激發更大能力」之意涵(Corrigan et al. , 2008; Miley et al., 2004) 

    精神障礙服務使用者在復元導向服務中更能充滿希望與自信，在

整體功能及生活品質方面能有所提升，並降低對心理衛生資源的依賴

程度，而當專業人員更加重視服務使用者的想法，能促使其以更積極

的態度面對未來，進一步提升工作滿意度，因而更願意努力(Colleran, 

Fannon, Cox, & Murray, 2017; Thomas, Despeaux, Drapalski, & Bennett, 

2017)，故本研究建議職業復健實務工作者以復元導向服務模式為精神

障礙者提供服務，期望在此服務模式中，精神障礙服務使用者可以自

己決定與選擇改變的策略，乘著服務提供者的支持力量，更有信心及

力量開創屬於自己的復元路徑。 

 

三、加強協助職場增進對精神障礙者的認知 

    在本研究中，有許多精神障礙者進入大部分同事為一般非障礙者

的職場中進行職業復健，在其中遭遇的挫折多來自人際方面。建議職

業復健專業人員在為精神障礙者提供服務同時，亦須為職場督導者和

其他工作人員等提供精神障礙者的基本概念、建議較合適的相處模式

及注意事項，並為衝突解決及溝通方式等議題提供建議作法。 

 

貳、對精神障礙者家庭建議 

一、以更開放的心態協助精神障礙者朝復元前進 

    家庭是精神障礙者的重要保護因子（林慧婷，2014），本研究中

可以看到許多研究參與者在談到家庭時提及家屬鼓勵他們「循規蹈

矩」地過著復健、工作、回家的生活模式，以避免他們「闖禍」。但

這樣的期望可能使精神障礙者減少探索復元的機會，在研究中也可以

看到研究參與者勇於嘗試與社會接觸，有利於復元。故本研究建議精

神障礙者的家庭鬆綁照顧、監護的手，以開放的態度與精神障礙者家

人溝通，了解其期望，並在合理的看顧監督之下，鼓勵慢性精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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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參與社區，協助他們發展自己的復元過程。 

 

叁、對政策方面建議 

一、促進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的認識 

    精神障礙者在社區中仍承受各種汙名及歧視，起因於社會大眾對

精神障礙者的不理解，以及接收到謬誤資訊而形成的錯誤印象。本研

究建議政府機關可透過傳播媒體和學校教育使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

有更正確的認識，或支持民間團體辦理相關活動或課程，以改善精神

障礙者因汙名化經驗而阻擾復元的情況。在精神障礙者就業方面，建

議政府也做出相應的宣導，培養友善精神障礙者之民間職場，降低企

業對精神障礙求職者的不信任眼光，讓更多精神障礙者透過就業邁向

復元。 

 

二、加強職業復健專業人員的復元導向服務知能與實務 

    本研究建議勞政、衛生及教育相關單位在規劃職業復健人員培訓

或教育中導入復元導向服務概念，以強化職業復建之相關專業人員瞭

解復元服務導向之價值與實務作法，有利於復元導向服務輸送並達到

效益。為精神障礙服務使用者營造一個支持復元的、使能

（enabling）的情境，在提升服務成效之外，協助其透過就業提升復

元程度也對精神障礙者提供實質助益。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參與者來源具地域性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力及資源，所招募訪談的研究參與者僅分

布於台北市、新北市及新竹縣等，缺乏其他地區的研究參與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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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有其地域性限制，難以反映及深入討論臺灣北部以外其他地

區之慢性精神障礙者參與職業復健中的復元經驗。建議未來研究可規

劃較平均分布於全國的收案範圍，以增進研究結果推論性。 

 

貳、研究參與者精神疾病診斷單一 

    本研究之收案標準未特意篩選研究參與者的精神疾病診斷，最終

接受訪談的研究參與者主要診斷皆為思覺失調症，缺乏其他精神疾病

診斷的慢性精神障礙者經驗。故建議未來研究在選取研究參與者時可

納入不同的精神疾病診斷類別，較能為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的復

元經驗發展更完整的推論。 

 

叁、職業復健類型限制 

    本研究以參與工作復健訓練、庇護性就業或支持性就業的精神障

礙者為收案對象，且研究參與者僅 10 位，其研究結果僅能代表部分

精神障礙群體的復元經驗。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展納入不同職業復健類

型，如各縣市政府所提供之職業重建服務，如身心障礙職業訓練、職

務再設計及創業輔導等，以觸及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更多元的復

元經驗。 

 

肆、研究內在效度檢測可再完善 

    在質性研究中，內在效度指的是研究的可信性(credibility)，亦即

研究參與者對情境和事件的知覺、想法，與研究者所描繪的研究結果

的匹配程度，可以從研究者是否準確表達研究參與者的思考、感受及

作為，以及影響其所思、所感和所為的過程。針對此項目，本研究較

不盡理想之處包含與研究參與者的接觸時間較短、未實際進入研究參

與者的職業訓練場域、所蒐集的客觀輔助資料不充分、參與者回饋

(member check)不完整等。建議未來研究為增進內在效度可以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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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加入三角交叉法(triangulation)驗證、建立外部查核機制(external 

audit trail)等方式加強研究結論整體可信性。 

 

伍、研究資料來源以慢性精神障礙研究參與者主觀經驗為主 

    本研究僅以參與職業復健之慢性精神障礙者為研究為資料蒐集對

象，未深入研究參與者職業復健整體情境，無法呈現其完整復元。建

議未來研究可納入慢性精神障礙者家屬、職業復健系統專業人員或職

場相關人員等之意見，甚至進入職業復健現場進行觀察，以更完整的

角度了解精神障礙者在職業復健中的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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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題綱 

訪談主軸 所對應之研究

問題 

問句 

一、復建

史、工作

史、職業

復健史。 

 

 1. 請問您自生病以來，參加過哪些的

復健？（院內職能治療、日間留

院、社區復健、康復之家） 

2. 請問您做過哪些工作呢（工作內

容、時間、離職原因、疾病影響、

印象較深的事）或職業復健呢？

（職務、參與時間及頻率、復健或

受訓方式） 

 

二、參加

職業復健

的經驗，

重要影響

因素。 

參與職業復建

的復元經驗為

何? 

參與職業復建

過程中有哪些

人、事、物對

其復元產生意

義，所影響層

面為何? 

1. 請談談參加這次職業復健（以受訪

者目前參加的職業復健稱呼，如 oo

庇護工場）的過程中有哪些印象深

刻的事？（助或阻力、重要性、感

受、原因、如何因應） 

2. 請談談您對這個職業復健方案（以

受訪者目前參加的職業復健稱呼）

的想法？（如何看待、意義為何、對

自身的影響） 

三、參與

職業復健

後的改

變。 

參與職業復建

中的復元經驗

為何? 

1. 請說說參加這個職業復健（以受訪

者目前參加的職業復健稱呼）後對

您的影響？ 

2. 您覺得參加這個職業復健（以受訪

者目前參加的職業復健稱呼）後，

自己有哪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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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覺得參加職業復健對您的意義是

什麼？ 

四、對復

元（及其

過程）的

認知與對

自身的影

響。 

研究參與者所

認知的復元概

念為何?  

對其復元經驗

的影響和意義

為何? 

 

1. 我們的研究主題事復元，復元的意

思就像是有人中風之後只能坐輪

椅，復健之後就能自己走路，我們

可以說他身體恢復了。請您從精神

疾病的角度談談您覺得什麼是「痊

癒」、「康復」、「復元」或「恢復」? 

2. 您覺得一個人怎樣可以說是從精神

疾病復元了?  

3. 您覺得什麼能幫助復元？（人、

事、物、行動、想法…等） 

五、職業

復建與復

元的關

聯。 

參與職業復建

中的復元經驗

為何? 

1. 您覺得參加這個職業復健（以受訪

者目前參加的職業復健稱呼）對您

的復元有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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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札記 

編號: 研究參與者： 第   次訪談 

訪談前紀

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邀請及說

明過程 

 

 

訪談中紀

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研究參與

者狀態 

 

 

 

訪談過程

特殊紀錄 

 

 

 

 

所對應之

研究問題 

 

 

 

 

訪談後紀

錄 

日期：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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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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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 

訪談提醒 

 

 

 

 

 

備註  

 

 

  



 

266 
 

附錄三  
  



 

267 
 
  



 

268 
 



 

269 
 
  



 

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