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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試圖以新進人員之觀點，探討進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後，

在職場如何面對的壓力與挑戰，或是如何因應專業工作的方式，以及其工作

適應的歷程。具體目的聚焦在：(一)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工作適應過程中的工作壓力與挑戰；(二)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進入工作後，如何因應其遇到的困難；以及(三)以新進人員觀點，

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的歷程。 

    本研究使用立意取樣與滾雪球之方式，招募 10 名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為研究參與者，使用半結構的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並以質性研究取向

的紮根分析方式，進行研究的整理與分析。研究結果以三個部分做呈現: 

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壓力與挑戰，可以分為新人的角色適應、

職務內容的挫折、職場支持不足；新人的角色適應包含：無法勝任角色的焦

慮、角色期待落差、工作過度負荷；職務內容的挫折包含：行政業務繁瑣、

職場開發困難、個案服務狀況多、家長溝通困境、工作特性限制；職場支持

不足中，包含了：新人訓練不完善、督導風格不合、同儕關係不佳。 

在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進入工作後，因應其遇到的困難方式分為外在

層面、內在層面；外在層面包含了工作調整、尋求支持、壓力紓解；內在層

面則是情緒處理。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在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的歷程中，可

以分為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內在與外在漸進

調整期、在進入工作後的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後，多重角色的認知覺察

和內在與外在漸進調整期，會相互影響相互互動，漸進調整的過程中，可能

又影響著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文末依照研究結果提出適當的建議，以

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新進人員、工作壓力與挑戰、因應策略、工作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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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working adjustment of supported employ-

ment speciali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ecruits, done via understanding how 

these new recruits cope with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faced at work; as well as their 

approaches to accustom with the profession. The specific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1. Exploring the workplace pressure and challenges in the adjustmental process  

from the new recruits’ point of view; 

2. To examine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workplace stress after the newly recruited 

support employment specialists join the organization; 

3. Analyzing the adjustmental process of the newly recruited support employ 

    ment specialists. 

 

Methods of purposive sampling and snowballing are applied on the 10 partici-

pants whom are supported employment specialists newly entering workforce. Infor-

mation gained from using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applying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when organizing and analyz-

ing the data collec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three parts: 

 

The work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of newly recruited support employment spe-

cialists can be divided into failing to meet individual roles like role anxiety, role 

expectation gap, work overload; work frustrations such as cumbersome administra-

tion work, job matching difficulty, complicated case service, parental communica-

tion crisis, work condition constraint; lastly work support shortages including: in-

sufficient job training for newly recruits, supervisory style conflicts, and poor work-

plac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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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to tackle challenges met after starting the new job can be looked 

from external level and the internal level. External level includes work adjustment, 

support seeking, and work stress elimination; with the internal level being emotion 

management. 

 

From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it can be seen that in the work adjustment process 

of newly recruited support employment specialists, it develops on different stages: 

trial period where newly recruited members lead by inexperienced personnel; mul-

tiple role awareness; and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adjustment. The effect of trial period, 

the cognitive awareness of the multiple roles with th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adjust-

ments all have impacts on each other. The role building process is much affected 

when newly recruited supported employment specialists lead by inexperienced per-

sonnel.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concluded for the reference of supported employ-

ment specialists and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supported employment specialists、newly recruits、workplace 

pressure and challenges、coping strategies、work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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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身心障礙者返回職場與社區的過程中，經過職業重建管理員的評

估與轉介，若是符合支持性就業服務的身心障礙者，即會轉介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進行參與社會的準備，因此在國內，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是

一個很重要的橋樑，目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內容包含，接案晤

談、個案評量、工作開拓、工作分析、訓練、追蹤(陳靜江，2002)，

從接案開始，面對個案的需求、結合個案就業上的優勢能力，並在職

場協調雇主的考量，尋找工作機會的開發、輔導個案在工作上的態度，

嘗試最適合個案的訓練方式，皆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範疇。 

新進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面對如此多樣性的工作內容，本研究試

著從新進就業服務員的角色切入，進一步探究其工作適應之歷程，本

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則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回顧研究者本身的生命歷程中，大學畢業後跨入職場時身為新手

曾對自我感到迷惘與不安，在面對工作的挫折時，旁人曾說「各行各

業都很辛苦!」、「工作哪一個不辛苦?」，聽起來雖然會有「現在處遇

的情境並不孤單」之感，但是在進入一個新的工作時期，實際上會遇

到的工作壓力有哪些呢?適應新環境的歷程又是如何的變化呢?再者，

研究者就讀復健諮商所期間，曾參與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實習，實習

期間詢問起學長姐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的困難之處，聽聞從業人

員說「我覺得入行後幾個月，你就會比較不會這麼迷惘，對工作比較

得心應手！」，但是因為何種原因迷惘，又是如何的變化才能有的得

心應手；亦聽起從業人員分享當新人時需要適應的困難，因此興起想

要深入瞭解新進人員進入職場後適應的過程，尤其在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的工作當中，需要帶領身心障礙者個案穩定就業，在自身尚在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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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的過程中，要如何帶領個案呢?這樣的歷程是如何進行的?對於新

進人員是為存在很多挑戰，新進人員是如何適應這些挑戰的呢?期待

本研究能夠透過蒐集、歸納、詮釋與研究發現，帶給欲進入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或是新進入工作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作為參考。  

管理學大師 Peter Drucker 曾說過「人是組織最重要的資產」，每

個人都有獨特的才能和思考模式，結合不同的人才，發揮每位工作者

的長處，往往能創造出工作單位的競爭力與價值，因此可以看見這句

話說明員工對於組織的整體的重要性與影響性；美國的 Poter(1985)也

曾提出價值鏈理論，他將人力資源列為組織創造價值的一項活動，人

員的招聘、雇用、培訓、開發對工作組織而言皆是重要項目，也是值

得工作組織投資的一個項目；而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是職業重建體系重

要的一環，如何可以創造組織的優勢與價值呢?成語說道『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要走千里遠的路，須從眼前的這第一步走起，進入職場

後，新人若要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前提是要適應和熟悉龐大的工作

新事物，新進人員是如何跨出第一步的呢？又如何順利在新進工作時

適應工作？適應工作的這段過程中，又有什麼樣的經歷呢？ 

工作是人類的生活重心，也關係著個體的生活品質，工作適應良

好者可以在工作中發揮個性、展現自我、角色認同以及維持生活，使

個人達到滿足，並且有助於增進生活的幸福 (徐世杰，2017)；在國外

的研究中指出，有效適應工作的結果，對於新進員工和組織都具有短

期和長期的利益，因為對工作會有更高的工作滿意度，也會產生組織

承諾，在留任率方面也有提高的情形，重要的是面對工作績效則更有

效力(Bauer, 2010），由此可見有效適應工作可以提升在工作上的表現，

促進整個工作單位的營運發展，相反的來說，員工若是無法上手適應

工作，員工的滿意度降低，流動率增加，也會影響組織成本與客戶的

滿意度。而在情緒層面上，如果在新進人員面對工作適應不良時，除

了工作績效與工作品質會被影響，情緒上也容易出現焦慮、憂鬱、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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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易怒、倦怠等情緒困擾(王以仁、林淑玲、駱芳美，1997)。另外

對於組織來說，無效的工作適應過程會破壞了優秀員工所帶來的好處，

並浪費了招聘和甄選這些員工所花費的努力的可能性(Smart, 2012)，

導致工作單位的人力、金錢的耗損。 

對於新踏入職場時期的員工，面對不熟悉的工作內容與環境，會

經歷一個適應環境的過程，Wanous 和 Reichers (2000)認為新進人員在

進入公司的這段熟悉環境、工作的期間，是在充滿巨大壓力下進行的，

而能否適應這些歷程，最初的六個月內最為關鍵，有 86%的新進人員，

在六個月內就會決定是否留任(Tarquinio, 2006)，顯示這六個月內將面

臨很多不同的挑戰；Wang 和 Sangalang 提出工作適應是個體為了符

合工作環境需求所發展出的調適技術與能力程序，Hesketh(2005)與

Harper 和 Shoffner(2004)也提出工作適應乃是個體與工作環境之間的

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以國內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來說，賀湘君(2015)

的研究指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剛進入職場時，因為工作技巧不足，

面對工作的種種困難，難以招架，消耗較多能量而感到疲累；劉雪蓉

(2015)在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職涯發展的質性研究中，也提到新

手就業服務員在進入職場後，會面臨到對工作的陌生感與對工作技巧

的不純熟。若以其他助人工作者的行業來說，輔導人員年資越資深者，

工作滿意度與適應情形較佳，而服務年資越短者，年齡越輕者，其工

作倦怠感越高(蘭菊梅、戴嘉南、陳筱萍，2007)；在明尼蘇達工作適

應理論預測模式中，預測若是個體與環境無法平衡一致時，個體在工

作持久度無法達成(Dawis, 2015)；吳蓉璧(2014)在支持性就業政策目

標的研究指出，就業服務員的流動率是政策目標達成度的一個問題，

中央目前還沒有良策解決，如果就業服務員流動率很大，提供服務的

機構多是新手，如此達成支持性就業服務的服務品質也有為難之處，

在國內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留任率一直是一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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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敘述，結合研究者自身相關經歷，這也促使研究者想要

進一步瞭解，支持性就業服務人員在進入職場後工作適應的情形，瞭

解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新進人員在工作中遇到的壓力與挑戰為何，又是

如何調適與因應專業工作的歷程，對於新進人員工作適應歷程有整體

脈絡性與歷程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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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動機與理由，瞭解因探討目的為個人之經驗與感

受，探討在進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後，在職場上如何調適面對

的壓力與挑戰，或是如何因應專業工作的方式，以及其工作適應的歷

程，並且根據訪談與資料分析的結果，加以整理並歸納出結論，形成

新進人員工作適應過程，並依照研究的結果提出適當的建議，以供支

持性就業服務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如下： 

（一）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過程中之工

作壓力與挑戰。 

（二） 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進入工作後，如何因

應其遇到的困難。 

（三）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的歷程。 

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探討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過程中，工作壓力與挑戰

為何? 

（二）探討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進入工作後，面對困難的因應方式

為何？ 

（三）探討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工作適應過程中，工作適應的歷

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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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依據「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實施要領」(2017)係指就業服務

員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

殊教育教師證書。 

（二） 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 

（三） 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

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

畢業。 

（四） 非屬前款相關科系所畢業，從事就業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

利服務相關工作一年以上，且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

關專業訓練八十小時以上。 

（五） 高中（職）畢業，從事就業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

關工作四年以上，且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

練八十小時以上。 

    本研究中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綜合以上遴用準則規定之就業服

務員外，新進人員指的是，從事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滿三個月至一年

內，在有進行支持性就業服務機構之工作人員，但不包含過往實習

與其他職業重建領域等相關經驗。 

二、 工作適應 

Dawis和Lofquist(1984)提出的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認為工作

適應是指，其中提到，工作除了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外，兩者之間其

中所達到平衡一致(correspondence)的過程即為工作適應，意即為人、

環境及其互動和協調的過程，工作適應的歷程是個體和環境之間能彼

此適合，彼此滿足的一個動態的歷程，互動的歷程包含個人如何的自

我能力、心理、生理、對於工作的滿意度；第二種意義為環境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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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的要求，包含個人的工作技能是否符合工作的需求，也就是說，

核心概念是一個內在因素、外在因素與環境互動的過程，這運用於明

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的歷程模式，而若是內在與外在因素達成一致性，

則個人則有留任的意願。本研究將參考以上兩項之理論，將工作適應

歷程定義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新進人員從事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

與工作環境雙向互動達到平衡與穩定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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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工作適應理論，第二節為支持性就業服

務員之工作概況，包含支持性就服員的服務項目、工作困境，第三節

探討新進員工工作適應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工作適應理論 

本研究之主題為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之工作適應歷程，因而在

探討其工作適應之前，對於工作適應之相關理論需有基本的瞭解，關

於職業發展與工作適應的理論甚多，如Frank Parsons的特質因素論，

Holland的類型論，Krumboltz的社會學習論，Roe的需要論，Super的

生涯發展理論，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Dawis, 2005)以及Hershenson

工作適應模式，而單就工作適應模式作探討的有Dawis和Lofquist的明

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以及Hershenson的工作適應模型(Salomone,1993)。

以下試以兩工作適應模型，主要介紹以較完整的明尼蘇達理論與

Hershenson之工作適應理論，本節將探討Dawis(2005)的明尼蘇達工作

適應理論以及Hershenson(1996)的工作適應發展性模式。 

一、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 

(一)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意涵 

工作適應理論 (Minnesota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是R.V. 

Dawis於1984年在明尼蘇達大學工作適應計畫(Minnesota’s Work Ad-

justment Project)中提出的理論，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提到，工作除

了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外，兩者之間其中所達到平衡一致

(correspondence)的過程即為工作適應，意即為人、環境及其互動和協

調的過程，而其中強調，個人與環境兩者也必須持續滿足彼此的需求

(needs)，需求即是聚焦於個人能力和環境而產生的個人需求，核心概

念為「每個人均會努力達到並維持其與環境間協調、一致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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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和其他理論不同的是，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涉及身體，社會和

心理方面的需求，並幫助員工瞭解這些需求 (Renfro-Mitchel, Burlew, 

&Robert, 2009)。 

(二)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基本假設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提出了三個基本假設:1.在一個穩定的環

境下，員工會需要透過工作環境和工作組織來滿足需求；2.員工可以

有能力來滿足這些需求；3.員工、工作環境、工作組織所產生的互動，

是為了滿足這些需求。理論中提到的需求，對員工而言是生理需求和

心理健康需求，而組織的需求意即為員工滿足工作需要達成工作表現。 

(三)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預測模式 

工作適應的測量指標分別為：內在滿意、外在滿意和工作持續時

間，以下為各項說明: 

1. 內在滿意(satisfaction)：內在滿意是一種內在滿意指標，包括個人

對工作環境、工作組織的滿意程度，以及個人心理、生理、個人

志向期望滿足等需求，總體來說也就是工作滿意度。 

2. 外在滿意(satisfactoriness)：為從外在來的滿意指標，如個案的工

作技能是否能滿足工作環境的要求，也就是雇主的滿意度。 

3. 工作持續時間(tenure)：指個人的任職期間，任職期間會受到個人

與環境契合度的影響。 

    指標中，內在滿意與外在滿意指的四個概念為：價值(values)、 能

力(ability)、增強因素(reinforce factor)、能力需求(ability requirement)。

可以歸類如下： 

1. 透過「環境增強因素」(reinforce factor)與「個人價值」(values)的

一致程度，可預測內在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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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個人能力」(ability)與「工作環境能力需求」(ability requirement)

的一致程度，可預測外在滿意。 

圖 2-1-1:基本明尼蘇達工作適應預測模式圖 (Minnesota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 TWA)預測模式圖(Dawis, 2005) 

圖 2-1-1 為明尼蘇達工作適應預測模式圖，描述 A 變項(增強因

素、價值等)能預測內在滿意，而 B 變項(個人能力、環境要求的能力)

則來預測外在滿意，當個體進入工作環境時，個體會努力使能力符合

工作環境的技能要求，即為外在滿意，而工作環境也必須給予個體適

當的報酬以滿足個體內在滿意，當個體與工作環境能夠彼此適合與滿

足時，可視為是工作適應情形良好，工作也會持久，相反的來說，如

果兩者之間無法配合，個人可能會產生適應不良的情形，並且無法在

工作上持久，最後只好辭職轉往新工作發展(徐世杰，2017)，得到內

在滿意與外在滿足兩項變項達成一致時，可以預測個人在工作環境的

持久性。 

綜上所述，依照此預測模式可以解釋，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

作時，個人、組織與工作環境能夠彼此適合與滿足需求時，則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良好、可以維持從事工作的時間；這些外在滿

意因素與內在滿意因素形成一個動態的工作適應歷程，而若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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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動的過程中有不一致或是不滿足需求的狀況時，則會影響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的工作。 

(四)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歷程模式 

Dawis (2005)在後續的研究中指出，明尼蘇達預測模式可以從指

標中預測個案的內在滿意、外在滿意和任職的持久度達成一致性的過

程，但是其中動態的互動過程的一致性如何達成、維持、與重新達成，

歷程模式提供了個案在適應行為上會表現的歷程階段。歷程模式指出，

內在滿意與外在滿意在雙向互動後，個人產生適應的動態行為，包含

(1)彈性(flexibility) (2)主動(activeness) (3)反應(reactiveness)、(4)毅力

(perseverance)，簡單說明如下：  

1. 彈性(flexibility) 

指若是個人忍受與需求不一致的行為，稱為彈性，而彈性的表現

方式有高度彈性與低度彈性，若是個人在適應歷程中有高度彈性的階

段，則不容易有不滿意工作的情況。 

2. 主動(activeness) 

個人在適應工作的歷程中，嘗試對工作環境降低不一致與不滿意

的行動，採取改變環境的行為，可能會有尋找支持、主動要求加薪的

過程，這種過程可以歸類為主動。 

3. 反應(reactiveness) 

反應即為調整個案工作中內在需求的過程，個案會在個人身上做

一些調整，來達成一致的狀況，例如可能試著改變自己需求或技能或

兩者,以完成更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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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毅力(perseverance) 

是指個人在留任之間試圖適應的過程，毅力和彈性一樣，個人的

毅力程度不一而有不同的毅力展現過程，低度毅力的人較容易放棄展

現適應的行為。 

明尼蘇達歷程模式將適應行為歸類為一個循環的歷程，綜上所述，

當個案在適應工作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以上四種適應行為的歷程表現，

而適應行為的表現除受到主動與調整內在需求影響外，亦受到另外兩

項因人而異的彈性與堅毅程度的影響，在歷程中採取的行動方式與改

變調整程度，因個人或工作環境適應行為表現而有所差異。 

二、 Hershenson工作適應發展模式 

根據Hershenson(1996)的說法，工作適應其實是個體在與環境的

互動下，而產生的結果，包含個人內在三個次系統所構成的影響因素，

為工作能力、工作性格與工作目標，說明如下： 

（一） 工作性格(work personality)：包括個人的自我概念、工作動機、

工作需求與價值，主要受到學齡前家庭因素影響。  

（二） 工作能力(work competence)：指工作者的工作習慣，包括整潔、

責任感、靈敏度、身心技能與人際關係(與上司、工作夥伴或同

事和睦相處)，工作技能是個人習慣的一個行為模式；例如在工

作環境中與同事相處、與主管間的適當應對。 

（三） 工作目標(work goal):指與工作有關的需求、價值與職業興趣，

主要受到家庭、學校、同儕的交互作用所影響，需和工作能力

和工作性格相互配合。 

    此模式強調這三個系統是會相互影響的，並且這些系統是維持一

個平衡的狀態，如果其中一個系統改變，其它兩個系統也會因此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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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以這三個系統與工作環境的互動的過程，亦是工作適應的模式，

工作環境包括了組織文化與行為期待、工作要求及須具備之技能、提

供給工作者的報酬機會等三項。 

    Hershenson(1996)也提出，預測工作適應的重要指標有三項，分別

為工作表現、工作角色行為、工作者滿意度： 

（一） 工作角色行為(work role behavior):合適職場行為，即工作者的工

作人格。 

（二） 工作表現(task performance):工作成果的質與量，即工作者的工

作能力與職場所需技能一致。 

（三） 工作滿意度(worker satisfaction):從工作中獲得滿足的程度，即工

作者的工作目標與職場提供的報酬與機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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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Hershenson 工作適應發展模式 

資料來源:“Work Adjustment : A Neglected Area in Career Counseling,” 

by D.B.Hershenson,1996,Journal of Counseling &Development,74, p.444. 

Hershenson 的工作適應發展性模式是具有開放性及順序性。在

圖2-1-2中，可以看到由內而外，每一個工作指標都與個人的次系統做

連結，最內圈顯示的工作性格是由家庭環境所影響，而第二圈是學校

環境系統，係指在學中所培養的工作能力，家庭影響工作者的工作性

格；第二圈是學校環境系統，由校培養工作者的工作能力；第三圈指

同儕與社會化，代表工作者在工作目標上會受到同儕與社會環境影響，

最後經過工作表現、工作角色行為、工作者滿意度三個指標，來分析

個體與工作環境（組織文化與行為期待、工作要求及須具備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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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給工作者的報酬機會）之間的差異程度，如果二者越一致時，個

體的工作適應情形越好。 

四、小結 

根據以上文獻探討，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認為工作適應是個人

與工作環境之間彼此滿足之符合程度，工作適應發展性模式則認為工

作適應是個人與工作環境之間互相影響的結果(洪盈潔，2007)，研究

者發現，兩者皆為探討個人環境之互動，但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不

同於工作適應發展理論，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聚焦於組織與個人之

需求，可以說是員工滿意度與對環境滿意度之間的相互過程(Eggerth, 

Donald, 2008)，亦可以從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中歸納出，工作適應

的歷程是個體和環境之間能彼此適合，彼此滿足的一個動態的歷程，

這個動態的歷程包含兩種意義，第一種為個人適合於環境的要求，互

動的歷程包含個人的自我能力、心理、生理、對於工作的滿意度；第

二種意義為環境亦符合於個人的要求，包含個人的工作技能是否符合

工作的需求，也就是說，核心概念是一個內在因素、外在因素與環境

互動的過程，這運用於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的歷程模式，而若是內

在與外在因素達成一致性，則個人則有留任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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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概況 

回顧台灣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發展歷史，自民國八十四年，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委託陳靜江學者等人，參考並採用美國

「支持性就業」(supported employment)模式為基礎，將身心障礙者就

業服務的各種安置模式做為考量，而以支持性就業的社區化導向為基

礎，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模式即包含了一般性就業、支持性就業、庇護

性就業，而在運作模式上，也規範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就業的服務流程

與運作模式(陳靜江、胡若瑩、李崇信、李基甸，1996)，讓身心障礙

者能夠重返職場，並以重新參與社會為目標 

 而後，在勞委會在 2007 年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

主旨在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平等保障，每位身心障礙者即為獨特的個

體，就業應平等而受保障；而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3 條中，

在職業重建的模式中，明確規範了職業重建包含的工作內容，，包括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職務

再設計、創業輔導及其它職業重建服務，因此支持性就業服務為職業

重建服務個案管理其中的一環。 

本研究為研究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工作適應與工作中

的內容息息相關，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如何適切適應其工作內容?工作

的內容涵蓋了那些專業需求?因此研究者在此節探討了支持性就業服

務員法定工作之內容，詳細說明其工作之內容介紹，以下依據《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2017)，針對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的工作職責說明如下:  

一、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服務項目 

（一） 就業機會開發，含就業機會之環境分析、工作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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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就業市場中，尋找就業的機會，與雇主聯絡後，

使雇主瞭解聘用身心障礙者的相關法規與資訊，必要時與雇主進行面

談並探勘就業環境，做初步的工作分析。 

（二） 發展職業重建計畫 

透過「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資料表」、晤談結果、職業輔導評量，

報告等瞭解個案的經歷與需求及各方面資料，並分析現況能力，對個

案職業重建有關能力作摘述，包含其就業助力與阻力，建立個案之個

別化職業重建計畫、設立職業重建目標。 

（三） 擬訂個案就業服務計畫 

與個案訪談過後，綜合個案與家屬各方面的需求、潛在能力與經

歷，發展適合個案的就業服務計畫，評估其中可能遇到的差異或問題。 

（四） 個案/工作配對檢核。 

評量個案的工作能力及工作相關行為表現，包含功能性學科能力、

工作表現、工作態度、社會能力等表現做檢核，並規劃解決策略、協

助方法等 

（五） 就業前工作能力訓練所需之工作流程分析、職務分析。  

在個案就業前，對於個案就業之工作項目、工作位置、操作程序、

所佔工時等，做一完整的分析。 

（六） 就業前工作能力訓練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視需要，在就業前提供個案進行工作訓練，例

如打卡、打掃技巧、時間管理等，並作記錄摘要。  

（七） 陪同面試與職場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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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配對至適合之工作後，視需要提醒個案須準備

之資料，陪同個案進行面試，瞭解雇主需求與個案狀況。 

（八） 強化穩定就業輔導 

藉由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提供二週至三個月的密集輔導、個別化就

業安置、其它工作協助等就業服務，使身心障礙者在職場獲得良好的

適應。然實務上部分在職的身心障礙者，仍有支持與輔導的需求。 

（九） 轉介與連結相關資源 

依每位身心障礙個案及其家庭的個別化狀態與需求，協助連結日

間照顧、生活重建訓練、各項福利服務、經濟協助、健康醫療、就業、

就學、就養及法律諮詢等資源。 

（十） 追蹤輔導 

在個案就業穩定後，提供至少三個月的追蹤服務，瞭解個案在工

作中的適應狀況，工作步驟與工作效率是否皆能達成大部分要求，並

瞭解個案是否需要定期需要協助，提供個案就業穩定後，至少三個月

之追蹤服務。 

綜上所述，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服務內容，從開案、計畫、訓練

至追蹤、結案，工作內容包羅萬象，然而根據國內研究指出(徐雅芸，

2012；李佳縈，2008；賀湘君，2015)，目前身心障礙就業服務員的服

務內容除了個案就業相關議題外，更包含了服務個案的生活技能、交

通行動、經濟管理、心理諮商與社會網絡建立等，而服務對象方面，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服務對象也包含了障礙者、家庭、雇主三個方面

(張宸瑄，2013)，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所扮演的角色可謂非常的多元化，

對於新進人員適應其工作內容更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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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困境 

從 1986 年引進支持性就業服務至今，經過設計相關就業服務作

業流程、製作工作手冊以及人員培訓和專業化的建立，加上政府增加

預算與員額擴張，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之福利機構與就業服務員

數則大幅提升(陳玫玲，2011)，和以往相比，越來越多人以就業服務

員擔任職業，而在專業定位中，也朝向專業資源連結、就業訓練、專

業發展、職務分析、及生涯諮詢五方面的服務項目(林幸台，2007)。 

從以上文獻探討可以得知，隨著與時漸進的身心障礙者就業的需

求，就業服務品質要求也隨之提升，就服員所面臨的挑戰更是與日俱

增。以下歸納目前國內探究支持性就服員的工作困境、困難、瓶頸經

驗等，以瞭解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進入工作中會遇到的困境和挑戰，

將分為工作特性面向、制度與環境面向來做探討。 

（一） 工作特性面向 

1. 工作時間的不穩定 

因為每個個案的工作性質不同，上班地點、時間、特性皆是大相

逕庭，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密集輔導的時期，會需要隨著個案的上班

時間而調整自己的上班時間，經常與個案共同經歷輪班、值班，清晨、

晚上和週末假日也可能要去陪伴個案(黎育銓，2012)，因而上班時間

有不穩定的狀況。 

2. 工作的不穩定感 

目前的社區化支持性就業服務，為勞工局委託民間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辦理，屬於短期委託方案。因此，就業服務員的工作性質很不穩

定；就業服務員時常隨著委託方案的結束，而結束就業服務的工作(除

非機構已將支持性就業服務列為常態的業務)，進而面臨失業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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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員工作的不確定性，對支持性就業的成效或多或少都會有某

種程度以上的影響(戴鈴容，2002)。 

3. 文書作業的繁瑣： 

吳蓉壁(2014)的研究提到，工作上書面作業越來越多，回家還是

持續在做書表工作。每一個表格之間各有其時序性，並且內容須連貫、

完整、詳實，書寫內容後續也會以再審查委員會仔細審核，可說是人

力資源沒有放在本職的工作上。  

4. 缺乏專業認同感： 

林沛伶(2007)以就業服務服員的觀點探討智能障礙者社區化支

持性就業服務系統，深入訪談 12 名台中縣、市之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其中對就服員在提供智能障礙者就業服務時的困難作探討，包括缺乏

專業認同，造成人員的流動率高。 

5. 薪資增加幅度低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薪資起薪約為台幣 31,000 元-台幣 38,000 元

左右，略高於國內目前社會新鮮人之薪資，但是後續薪資增加幅度並

不大，在李佳縈(2008)的研究中，台灣北部 6 縣市的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對「薪資」、「升遷」、「福利」較不滿意，賀湘君(2015)的研究也提

到，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認為，薪水只能應付工作日常開支，對於需要

負擔房租等日常的負荷，或是家裡獨子，以及有贍養家庭壓力的人來

說，會尋找兼職的機會或是猶豫轉換工作。 

（二） 制度與環境面向 

1. 績效壓力產生的困境 

依據《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實施要領》的服務基準，支持

性就業服務員每年所需完成的推介總人數，需要達到服務規定的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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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量，意即每年皆有績效的壓力，許多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更不得不放

棄一部分比較難服務的個案，或者只能完成最基本的績效要求，而無

法為個案作更多，使得支持性就服員覺得與當初理念相違背(賀湘君，

2015)，吳蓉壁(2014)對於支持性就業政策目標的研究提到，主管機關

為了提高身心障礙者成功就業的人數，雖說對於有效率提供服務是正

確而有效的方法，但是對於就服員能否勝任繁瑣的文書工作，對於有

效率服務的要求，藉以提高身心障礙者的成功就業人數，雖然是正確

而有效率的方法，但是其中的問題是在就服員工作能否勝任很多文書

報表瑣碎的工作。在陳玫伶(2011)對就業服務員服務品質的研究中，

指出在工作中強化量化數字不是服務成效的唯一指標，因此應突顯就

業服務員質化成效之指標，以達成對服務品質的承諾。  

2. 評鑑制度的繁瑣 

對於評鑑制度，支持性就服員除了在面對日常服務內容表單，還

需要花很多時間在評鑑內容上，在國內社福機構長期依賴政府的方案

資源，使的評鑑制度影響著機構服務發展方向與品質的關鍵因素，故

評鑑容易習慣性地把評鑑成績作為機構及個人的工作成果展現，或資

源獲取的擔保(陳美智、張書杰，2008)，服務的成效與品質皆不容易

被看見，也容易使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無法把更多時間花在服務個案身

上(賀湘君，2015），或是因為評鑑而覺得壓力很大(郭俏怜，2008）。  

綜上所述，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進入職場過程中，經歷的困境包

含工作特性上的困境(例如：工作時間的不穩定、工作的不穩定感、缺

乏專業認同感、薪資增加幅度低)、制度與環境的問題(如績效壓力產

生的困境、評鑑制度的繁瑣)，這些困境皆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適應

工作重要的一環，對於與決定是否留任亦為決定性的因素。藉由上述

文獻整理，研究者對於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所面臨的困境有更深入的瞭

解，而研究者將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探究新進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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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另一方面，經過文獻搜查，發現在支持性就業服員相關的研究中，

有工作滿意度、人格特質、職業倦怠、專業發展等研究，但少見以工

作適應為基礎並綜合以上面向進行探討為研究主題，並以新進員工和

工作適應情況為關心議題，因此本研究將試著以此為著墨點，對支持

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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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進員工作適應相關研究 

當員工進入新的組織，面對所有新的人、事、物時，會經歷很多

不同面向的議題，如果新進員工對工作無法有效的上手，會破壞了僱

用有才能的員工所帶來的益處，並浪費了組織招聘和甄選這些員工所

花費的努力(Smart, 2012)，因此本節整理了國內外關於新進人員工作

歷程、壓力及適應，以及整理影響新進人員工作適應的因素。 

一、 新進人員的工作角色、壓力及適應議題 

新進人員的「到職」，行政程序上大多只需要短短 1-2 天，但到

職後的適應階段卻是一段長久的歷程，這段工作適應的歷程包括讓員

工瞭解組織的目標，價值觀、規則和政策以及流程，並將員工融入組

織文化(Watkins, 2016)，新進人員需要在很短的期間接收大量的資訊，

這對新進員工來說是超載的、不切實際的(Bradt and Vonnegut, 2009)，

Wanous和Reichers (2000)認為新進人員在進入公司的這段熟悉環境、

工作的期間，是在充滿巨大壓力下進行的，而能否適應這些歷程，最

初的六個月內最為關鍵，有 86%的新進人員，在六個月內就會決定是

否留任(Tarquinio, 2006)這六個月內將面臨很多不同的挑戰。呼應目前

國內行政院主計處 2016 年統計資料顯示，工業及服務部門受僱員工

全年平均每月退出率(即為離職率)為 2.22%，而 2010 年的資料顯示，

年資未滿一年者高達 43%，可見在加入組織中的 1 年內其離職風險

是最高的。  

關於新進人員進入組織的角色，Feldman(1981)歸納出新人進入

公司時會有三個角色階段，1.預期社會化：對於工作角色的期待，在

進入工作前即有對公司目標的暸解、工作角色的準備；2.適應角色階

段：直接面對工作，開始有處理工作內容而產生的自信、開始建立職

場人際關係、漸漸清楚自身在工作所需要的角色；3.角色管理階段：

調整自身工作角色至工作、公司所需。Fang、Duffy和Shaw(2011)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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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人適應的過程包含同化、學習這兩個部分，學習階段包含了對於

角色的清晰度、任務掌握、組織知識三個部分，同化部分則為社會部

分，包含了社會認同和社會整合。  

而在其他相關助人工作行業的文獻，可以看到相似的新進人員的

角色適應過程，如Skovholt(2009)指出，新手助人工作者因為多為接觸

人心，剛進入工作時會對角色有著充滿複雜的感覺與不確定性，但隨

著實務經驗累積，新手助人者對於工作界線與角色的責任歸屬將會更

清楚；郭俏玲(2008)認為社區化就業服務員在專業發展會有模仿前輩

學習、建立專業知識、對個案熱情投入等過程，而在新進護理人員方

面，新進護理人員前三個月的工作適應歷程可以分為三階段，摸索新

角色、學習扮演新角色以及接受新角色(何雪華，2010)，新進的員工

也可能會對工作角色有錯誤期待(Bradt & Vonnegut, 2009) 護理人員

在面對新角色，會感到困惑、懷疑、緊張與焦慮，不知道如何呈現自

己以符合大眾期望(Duchscher, 2009)。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各行各業的新進人員，在進入工作時壓力是

相當大的，而剛開始皆有一段確立角色的時期，而隨著經驗與時間積

累，將會漸漸熟悉自己的角色，瞭解工作角色的定位。 

二、 影響新進員工工作適應相關因素 

    在上一段落的文獻探討中，整理了新進人員在工作適應的議題，

本段落將以個別影響工作適應的相關因素呈現，試圖了解工作適應在

新進員工中影響的原因有哪些，研究者將之歸納為個人因素、環境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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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因素 

1. 年齡 

研究指出，若是員工的年齡越輕，在工作壓力表現越大，工作壓

力的適應也呈現不佳(朱惠英、詹慧珊、周利娜，2014)換句話說，年

齡越大工作適應越佳(徐朝愷，2006)；在國內的對於國中初任教師、

社會工作者的工作適應研究也有提到，年齡與工作適應為顯著相關，

顯示工作可以透過經驗的累積，來增進自己本身的服務品質(徐朝愷，

2006；項慶武，2016) 

2. 個人期待 

在許多研究中皆發現個人期待是造成工作者的壓力、專業認同或

是離職的原因，Reid(1997)指出，工作者對於工作不切實際的期待往

往是造成其壓力的來源，當無法達到不合理的期待時，工作者產生罪

惡感，或者因為常覺得自己做的不夠而感到挫折，例如國內相關研究

指出，進入就業服務領域前，研究參與者普遍對就業服務工作毫無準

備，不瞭解就業服務，對工作本身亦沒有太多特別的期待。實際工作

後，發現就業服務的工作不只介紹工作這麼簡單，個案的家庭教育是

更重要的一部分(曾婉玉，2015)。  

3. 人格特質 

過去研究發現，新進人員具備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 與情緒

穩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特質的員工，在工作上有較好的表現(Bono, 

Folders, Vinson & Muros, 2007；紀乃文，2012)且有良好技能知識的新

進人員也會有更高的工作動機為組織付出，進而能提升其工作績效。

簡菁燕與吳明隆(2014)在對高屏地區醫護人員的人格特質、正向情緒

與工作適應，研究結果顯示人格特質與工作適應有密切關係，人格特

質亦有干擾個人與離職傾向的關係(紀乃文，2012)，若是以新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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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的人格特質來看，「社交能力」及「輸出精力」人格特質為得分

最高(藍毓莉、王家芬、陳建智、王美慧，2017)，應為此人格特質較

重視工作上進步與發展的機會，亦偏好困難或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Furnham, Petrides, Tsaousis, Pappas, and Garrod, D., 2005)。  

  在國內的就業服務員研究中，對於人格特質中劉雪蓉(2016)在就

業服務員的研究中提到，就業服務員認為對於助人工作感興趣，是為

能夠留任的原因。賀湘君(2015)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職業倦怠的研究

認為，個性因素不僅影響工作者在工作中的表現，也影響他們工作的

態度以及職場人際互動的品質，因此新進人員個人特質的不同需要被

組織重視(Ahmed & Amr, 2011)。 

（二） 環境因素 

1. 主管 

主管在組織裡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只員工的工作福祉與管理階

層息息相關，對於員工在職場的生理與生理健康也會有影響(Rissa & 

Kaustia, 2007)，一項追蹤 409 個大學畢業生，調查他們在第一年工作

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新進員工認為主管佔了很重要的角色，若是

主管給予支持，會影響對於工作角色的明確度、工作掌握度、工作滿

意度 (Jokisaari, & Nurmi, 2009)，以主管與員工的關係來說，Burris、

Detert 和 Chiaburu(2008)研究指出，若是主管和員工之間沒有建立良

好的關係，員工對於工作環境也不會有意願進行改善。 

    國內關於新手諮商師的研究也提到，缺乏主管或同事的專業建議

和支持時，會加深新手諮商心理師面對工作困境的無助感與挫敗感，

無助於工作焦慮紓解，不利於新手諮商師的工作適應(陳宜伶，2012），

在國內的職業重建領域相關研究來看，也有多項研究指出主管的支持

與專業度，皆會影響員工在工作上的穩定與適應(劉雪蓉，2016；賀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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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2015；曾婉玉，2015)。 

2. 與組織的目標一致 

一份美國的研究顯示，新進的復健諮商人員，若是與組織的目標

一致與明確，可以促進新進人員的留任機率(Jamie S. Mitus, 2006)，組

織的發展目標是很重要的；而劉雪蓉(2016)的研究也指出，就業服務

員認為對於助人工作感興趣，是為能夠自己能夠留任的原因。並且若

是對這個機構有更多瞭解，新進的復健諮商人員會用這些信息來決定

是否承諾並為該機構發展，且在工作中會付出更多努力(Jamie S. Mi-

tus, 2006)；如果一個機構不具備相同的價值觀，或者沒有為員工爭取

同樣的東西，那麼工作執行上會變得更加困難；對於專業人員來說，

組織認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Albert, Ashforth & Dutton, 2000)。 

3. 工作特性 

Harper 與 Shoffner(2004)認為，工作適應是員工和環境一個動態

或被動的觀點，因此工作特性與員工的工作適應能力有很大的關係，

工作特性的不同讓工作存在更多挑戰，相對的新進人員面臨的事務也

會更多，而根據工作特性也會造成工作壓力的減輕或加重(Ivancevich 

& Matteson, 1980) Maslach 和 Leiter(1997)在助人者工作耗竭的研究中，

認為助人者的工作耗竭和工作內容是息息相關的，例如工作量大、缺

少控制、組織功能不彰等，都是容易造成耗竭的因素 (Skovholt, 

2001/2009)；國內對於的護理人員研究也有提到，在工作特性中若是

有較高之工作自主性、工作完整性、工作回饋性，皆可促進醫院護理

人員的工作投入，提高工作滿足感，以及降低離職率(潘依琳、張媚，

1998)。 

4. 帶領制度 

若是新人階段由資深人員作為輔導員去帶領新進人員協助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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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提供諮詢，便可以在無形中提升了新人的工作適應能力、向心

力與對組織認同感，也降低了工作挫折(謝其濬，2006)並可在其職業

生涯初期給予適當的協助和指導，新進人員因而有一位導師可以詢問

與仿效，可以盡早融入組織(陳怡穎，2016)。此種像師父-徒弟制度對

新人工作適應有許多正面的幫助(Dyess & Sherman, 2009)，例如幫助

新員工更好地適應工作環境中發生的事件(Bauer, 1998)而資深人員若

是提供越多功能時，新人徒弟對於適應組織的程度越佳，而其生理和

心理的健康狀況會越佳，工作壓力越低(林晏鈴、張婉菁，2010)。 

但也有研究提到，對於已經有一定工作經驗的新進人員而言，此

種師徒制的帶領功能可能不如預期(紀乃文、黃淑貞，2012)，因此，

組織若是依照不同工作經驗的人員提供不同的帶領制度，對於組織提

供的訓練或資訊，也會有比較好的吸收能力(溫金豐，2004)。 

5. 社會支持 

國內現有的工作適應文獻中，已有研究提到社會支持與員工工作

適應有相關聯(白倩如，2004；洪莉娟，2014)。林怡伶(2006)提到，因

為助人工作者大多為獨立作業，因此社會支持顯得很重要，助人者主

要支持來源可以包含同行情誼、朋友、家人、自己、 伴侶以及師長，

其中同行情誼是助人者重要的支持來源，而在陳宜伶(2012)研究中，

社會支持資源有助於新手諮商心理師紓解工作上的情緒與壓力，信仰

也可以幫助新手工作人員有心情上的平穩，洪莉娟(2014)的研究指出，

家庭社會支持是影響整體社會工作者的工作適應重要因素之一，若遇

到困境與難題，可以適時與適度向周遭的親友、工作夥伴求援，何雪

華(2010)對護理人員工作適應歷程的研究也有提到，適應過程中需要

多元的支持，前輩與家人、朋友支持能夠幫助新人成長與建立自信心，

劉雪蓉(2016)在國內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員的職涯研究中，也認為職

場的支持相當重要，不致讓就業服務員有單打獨鬥的的困難感。 

 



  

30 

綜上所述，探討影響工作適應的因素包含了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

在歸納文獻過程中，研究者雖將影響因素整理為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

但研究者發現，資料文獻中所提到的因素，個人與環境因素還是環環

相扣及息息相關的，可以歸納出個人與環境在工作適應中是一個動態

的互動過程。其中個人因素包含了年齡、個人期待與人格特質，而環

境因素包含了主管、工作特性、帶領制度與社會支持，與明尼蘇達工

作適應理論可以相呼應，個人因素中的個人對工作的期待可歸納為內

在因素、環境因素中的主管、工作特性、社會支持在明尼蘇達工作適

應因素亦為外在因素，而文獻查證亦提醒本研究，人格特質的不同對

於工作適應變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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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了瞭解新進人員在進入工作後動態的主觀感受和想法，本研究

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並以紮根分析法為資料處理方式。本章主要分為

六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設計，第二節說明研究參與者的選取，第三節

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第四節解釋研究的程序，第五節為資料分

析方法，第六節為信實度的驗證。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研究取向的選擇 

本研究為以新進人員之觀點，探究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新進入工

作中，工作適應的歷程、工作挑戰的壓力，並歸納其因應方式。因探

討的目的為研究參與者本身的生活脈絡，與形成工作適應的因素和互

動過程，參與其中的每個受訪者皆會有獨特詮釋；在研究方法中，質

性研究不操作特定變項、驗證假設或推論，其是以人為本位的研究，

關注人類經驗的複雜性和本質，並且重視人的內在感受與聲音，從受

訪者的視角去瞭解他們如何在脈絡中建構和解釋日常生活經驗的意

義(陳向明，2002)，質性研究主要則是探究個體經歷的經驗為何，以

及是如何詮釋這些經驗，瞭解他們是如何觀看自身經驗的，並且更為

深入地探究主體經驗者的內在演變(高淑清，2009)。 

因此本研究藉由質性研究取向，與研究參與者進行訪談，期盼本

研究能透過新進人員的觀點，探討對於進入工作後的工作適應樣貌，

收集新進人員在經驗中的感覺、思考歷程與工作適應相關的細節，並

能夠透過研究參與者的角度去探討他們的生活世界，更期盼能貼近新

進人員工作適應之真實面貌，將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呈現，重視經驗的

豐富性和獨特性，亦即從研究受訪者內在觀點出發，仍根據受訪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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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重複地建構自己的解釋模式中，去發掘它們對社會真相的經

驗以建立其理論基礎(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 

二、研究方法的選擇依據 

在質性研究的典範中，學者對於紮根理論的看法，指的是透過有

系統的蒐集和分析資料的研究過程後，從資料衍生而來的理論架構

(Strauss & Corbin, 1997)，紮根理論分析強調的是，分析是紮於資料之

中，所以研究者心中並不存在一個預先構想的理論，而是允許理論係

自蒐集的資料中分析而出，並不僅是依據經驗或透過推測而成，也因

此紮根理論是透過資料所建立，因此更能洞察、理解，並對行動提供

有意義的引導。 

紮根理論使用於研究法的資料蒐集，可以藉由訪談方式蒐集資料，

因此基於上述的整理，本研究將以半結構的訪談方式，訪談新進支持

性就業服務員在工作適應的經驗，並以紮根研究分析方式，在資料與

分析之間不斷來回，直到資料飽和，無法從資料中獲得更多訊息，導

引出受訪者對在新進人員階段時，面對工作適應的行為樣貌，與影響

工作適應行為的因素，探討其因應方式與形成工作適應變化，研究結

果亦可提供給相關部門，作為暸解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新進人員工作適

應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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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本節將針對研究參與者的相關資訊進行說明，以下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說明招募及篩選方式，第二部分呈現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一、招募及篩選方式 

本研究旨在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新進人員工作適應歷程，遵循

研究者主觀立意，選取適合的條件的人員，邀請目前正從事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為本研究受訪者，在這項經驗歷程中，每個研究對象都會有

不一樣的體驗與感受，因此在希望經歷感受能夠資料豐厚的理由，本

研究採用立意取樣方式，再輔以滾雪球抽樣邀請受訪者，受訪過程中

並同時進行分析與審視，直至資料飽合為止。 

為求新進人員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之觀點，研究者設立

研究參與者標準如下: 

(一)、 目前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為職業，現職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工作年資三個月至一年內者，不包含過去實習經驗； 

(二)、 初次進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職場者；以及 

(三)、 願意分享自身工作適應經驗與歷程，並願意接受訪談過程

全程錄音。 

研究者由國內職重資源中心之資料，選取在108年度具有新進人

員到職之職業重建單位，研究者再將研究邀請函(詳見附錄一)，寄送

至單位督導，詢問是否有意願分享工作適應的新進人員。 

邀請函發布後，陸續收到回覆後，研究者再次與有意願之研究參

與者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主題，並提起研究流程和研究參

與者的權益；研究者也在訪談過後，藉由滾雪球方式禮貌詢問受訪者

是否有合適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以此兩種方式招募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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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共計十人，十人中有三位為男性，七位女性，年齡分

布為23-34歲，學歷為專科至碩士之間，服務年資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為主，不包含先前在職業重建領域之年資，共有兩位具有職業重建相

關的工作經驗，十位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背景資料如表3-2-1。 

表 3-2-1 

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背景表 

代號 
訪談 

時間 
學歷 畢業科系 年齡 

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年資 

職業重建

工作經驗 

服務

縣市 

訪談 

地點 

A 43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34 11個月 有 丁市 晤談室 

B 47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23 10個月 無 丁市 晤談室 

C 58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31 10個月 無 乙市 晤談室 

D 42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25 3個月 無 乙市 晤談室 

E 46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23 4個月 無 丁市 晤談室 

F 58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25 8個月 無 丁市 咖啡廳 

G 73分鐘 碩士 相關科系 33 5個月 無 丁市 晤談室 

H 53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29 11個月 無 丙市 咖啡廳 

I 40分鐘 大學 相關科系 28 4個月 有 丙市 咖啡廳 

J 87分鐘 專科 相關科系 34 6個月 無 甲市 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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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是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使用錄音設備記錄對

話，研究者與每一位研究參與者進行一次的深入訪談，根據研究目的

將欲探討的訪談大綱列出，作為訪談時候的依據；因此本研究所使用

的研究工具主要包含：研究者本身、研究邀請函、訪談大綱、研究參

與同意書、錄音及訪談扎記、研究檢核函。 

一、 研究者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在研究者本身的專業、

具備特質、生活經驗等，都會影響對訪談資料的主觀看法，因此在訪

談前已蒐集文獻，做好自我準備，並時時察覺研究者本身對研究中既

存的假設和偏誤，隨時進行自我反思和覺察，提醒自身必須客觀並開

放的看待研究資料。 

本研究之研究者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大學

就讀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大學期間曾修習普通心理學、

人類發展學、倫理等相關課程，對於生命發展歷程、訪談時所需要的

同理心和倫理有必需的瞭解。 

研究所期間也曾學習質性研究課程、行為科學、諮商理論專題，

對於本文中需要的諮商技巧（提問、同理、澄清、摘要等）可以掌握，

修習行為科學研究過後，對質性的研究方式有一定的暸解，並在質性

研究課程的過程中更深入瞭解質性分析方式，充分瞭解質性分析須具

備的觀念、方法、嚴謹態度；在學中曾參與職業重建體系360小時實

務的實習，包含修習180小時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實習，與180小時職業

輔導評量實習，在實習過程中除了瞭解支持性工作服務員的工作狀況

外，也能深刻體會目前職業重建從業人員工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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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研究者本身的生命歷程中，大學畢業後跨入職場時身為新手

曾對自我感到迷惘與不安，後續因生涯規畫踏入不同領域之研究所修

讀，在預備進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實習前，回想過往對於自身如何適

應、調適自己的經驗感到模糊，面對新領域之外，並對於未知、不確

定的實習工作內容，感到擔心與忐忑不安，不能夠確認自己是否能勝

任工作內容；而在實習開始時，需要認識工作環境、工作內容及行政

作業外，發現就服員服務提供的流程、自我專業角色拿捏更是重要，

面對多元個體的個案與雇主及工作環境更是有無數挑戰，在實習當中

便曾經歷面對雇主欲解雇個案，但身為就服員的角色應該如何拿捏才

為恰當，雖為實習生的身分，因可以學習為目的而請教老師、單位前

輩而慢慢摸索，但若身為單位的新進人員，面對正式職員的角色不同，

工作的過程是否有不同的適應過程呢?而研究者在180小時內學習到

的只是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一小角，新進的正式工作人員面對的適應

狀況想必是背後更大塊的山巖，引發研究者欲探討新進人員工作適應

歷程的研究動機，並憑藉對於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領域之熱忱，嘗試

完成此項研究。 

二、 研究邀請函 

研究者以附錄一之邀請函，以電子郵件形式邀請研究參與者，將

研究目的、參與者條件詳列其中，並附上研究者之聯絡方式，在研究

參與者回傳信件、確定其參與意願之後，將會再以書面邀請函提出正

式邀請；在訪談前，研究者以紙本書面方式，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與受訪者條件，並與受訪者告知訪談形式、錄音、整體研究

流程與記錄方式，予以告知研究者聯繫方式，並將研究參與者的權利

詳加說明，表達研究參與者可以隨時終止研究過程，或在後續訪談結

束後對不願公開之訪談內容加以刪減，在完成訪談過後即盡快將訪談

逐字稿予以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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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參與同意書 

基於研究倫理，進行訪談前，與研究參與者說明、解釋研究的相

關事宜，使研究參與者清楚暸解在研究過程中的權利與義務，清楚說

明研究目的、受訪者條件說明、邀請受訪者協助研究的工作內涵、進

行方式與時間、錄音及保密原則，表達研究參與者可以隨時終止研究

過程，或在後續訪談結束後對不願公開之訪談內容加以刪減。期望研

究參與者能感受研究者的誠意與用心，以及研究參與者對於本研究的

價值與重要性，並再次確認其參與意願後，將請研究參與者簽署此研

究參與同意書，詳見附錄二。 

四、 訪談大綱 

    質性研究取向，是以發現為研究導向，探討受訪者在脈絡中的

經驗(Heppner, 2008)半結構化的訪談，是指研究者利用較為寬廣的問

題作為訪談的基本架構，並導引訪談中的進行，因此半結構式的訪

談大綱可以掌握訪談中的方向，並保留研究參與者敘說自己真實經

驗的彈性，也能兼顧資料蒐集的完整性，保留豐富的受訪者工作經

驗。研究者可以在訪談進行中，依據研究主題所設計的半結構化訪

談指引作為本研究的方向，因為採開放的態度進行資料的收集，而

可能因為在受訪過程中限制較少，受訪者不但能以更開放的態度反

思和表達自己的經驗，也能使資料收集過程中更加有收穫，綜合以

上所述，本研究將採用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做為探究受訪者在脈

絡中的經驗與意義，並採取客觀、開放的態度，深入新進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的生活世界及對自我經驗的解釋。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在經過資料蒐集及文獻查詢，

研究者依照資料得到的心得擬定訪談大綱，並在計畫口試後，經過

口試委員意見修訂，再次以修訂後之訪談大綱進行前導性訪談(Pilot 

interview)，前導性訪談協助研究者更熟悉訪談的步驟，與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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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過後，確認訪談大綱符合整體研究方向，並注意在後續訪談過

程中，須同步注重研究參與者工作適應過程中之正向經驗，完成前

導訪談後確認擬定之訪談大綱(如附錄三)，開始正式之訪談；以訪談

大綱為主軸，邀請研究參與者回答問題，依照研究參與者之回答，

對訪談內容和順序做適當的調整，如果在研究參與者覺得重要、有

興趣的內容，也會鼓勵研究參與者做更深入的說明。 

四、偕同分析者 

    本研究之協同分析者共有兩位，兩位皆曾修習質性研究課程、

行為方法、研究倫理等課程，並皆曾完成質性取向之碩士論文；在

與研究主題相關方面，一位為高中特殊教育教師，另一位為社工師，

對於職業重建領域、流程皆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也因兩位皆曾在職

場工作，對於職場中新進人員的變化也可以掌握，在資料分析過程

中，兩位協同分析者在確實瞭解研究主題和目的，閱讀研究參與者

之逐字稿文本，再以研究者擬定之編碼、主題命名、架構加以檢核，

研究者將兩位之觀點與意見整合後加以修改，形成最後之文本。 

五、 錄音及訪談札記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將保持中立客觀，以深具同理及誠懇的態

度與受訪者對談，研究者在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後，將以錄音筆全程

錄音，以利逐字稿撰寫及後續忠實呈現原本資料，並且使研究者能專

注傾聽受訪者的談話。 

而研究者在訪談時，將以附錄四之格式記錄受訪者之口語及非口

語的資料，與研究參與者互動之表現，並在訪談結束後撰寫心得與反

思，作為後續訪談的線索指引及資料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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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檢核函 

研究檢核函分為兩個部分組成，一是為了確認資料分析的結果，

是否與研究參與者的訪談內容與經驗描述正確性，再謄錄逐字稿之後，

將逐字稿以電子檔形式寄至研究參與者之信箱，請其核對資料之真實

性；二是在主題分析完成過後，研究者將邀請受訪者使用研究檢核函，

評估該分析資料是否與其主觀經驗吻合，作為研究者後續修正的參考，

以上內容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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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一、 研究準備階段 

研究者基於自身經驗，對於新進人員工作適應議題感到興趣，並

在搜集及閱讀文獻時的過程中，發現在國內關於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工作適應的關注不足，在透過與指導教授討論後，聚焦研究主題，

並透過資料庫搜索、詢問專家、大量閱讀文獻等方式，進一步編擬成

前導研究訪談大綱，使訪談內容更可涵蓋所欲研究之範圍。 

二、 研究進行階段 

（一） 進行前導性研究 

研究者於正式研究前進行前導性研究，依照前導性研究的結果進

行修正，調整訪談過程可能遺漏的資料。 

本研究前導性研究參與者為一名在職之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邀請

過程中，告知研究參與者研究主題、目的，並簽署研究同意書，以及

研究參與者可隨時終止研究之相關權利，研究者依據編擬的訪談大綱，

初步探究是否涵蓋研究主題，並熟練訪談情境、熟悉訪談技巧與資料

分析能力，訪談後，將研究參與者的訪談內容轉錄為逐字稿，逐字稿

與資料分析結果以電子信件傳回給前導性研究參與者檢核，邀請前導

性研究參與者提供意見與建議，確認檢核結果後，檢視訪談內容符合

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並與指導教授討論訪談大綱需調整之處，研究

者將留意避免在訪談期間，將新進之經驗侷限在面對之「困難」，而

是以「挑戰」、「經驗」等中立口語用詞，引導研究參與者之真實經驗，

作為正式研究前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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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邀請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參與者之招募方式如下：(1)研究者使用研究邀請函（見附

錄二）研究者將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至中部以北地區之具有支持性

就業服務之機構，並再請主管轉發給機構中現職支持性服務員。(2)使

用滾雪球方式，透過研究參與者方式請求推薦適合研究參與者，有意

願者，研究者將向其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流程與訪談方式，完整說明

研究條件(3)確認研究參與者其參與意願，以及瞭解自身權益和研究

目的，本研究訪談10位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探討其工作適應的樣

貌和經驗(4)確認研究參與者符合本研究條件後，與受訪者約定訪談

的地點與時間，於安全、據隱密性的場所進行訪談，營造無壓力與開

放的受訪情境，並提醒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若有任何不適之情緒的

情形，敬請立即向研究者反應，並且有權益終止訪談。 

（三） 正式訪談 

研究參與者正式確認其參與意願、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和保密原

則後，開始正式訪談，訪談時間以研究參與者時間為。本研究自2018

年8月至12月底止，訪談10位受訪者，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為42至

87分鐘之間，訪談地點皆在工作單位之隱密、安靜之晤談室，或是選

在安靜、不吵雜之咖啡廳，在第二節之表3-2-1呈現訪談時間、訪談地

點；每次訪談前會再次與受訪者說明其權益及研究目的，期間在受訪

者的同意下進行錄音，以維護資料的完整性，避免任何訊息遺失；訪

談期間對於受訪者的態度、回應以及非語言的訊息皆隨時記錄，訪談

結束後，研究者將會以訪談札記方式，將每次訪談中發現的訊息與省

思記錄，並在謄寫過程中進行初步分析，檢視收集資之料是否符合研

究目的，是否有遺漏或不夠完整之處，謄寫資料過程中，將訪談過程

中受訪者的口氣與態度訊息加至分析過程，並與訪談札記進行核對，

用以確認逐字稿資料的正確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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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分析階段 

紮根理論主張透過資料的收集與檢驗的連續過程，以突顯研究現

象的特質，此特質經過比較，若發現有相同的特質，則可歸納到抽象

層次的概念；若發現有不同特質，則可探究造成差異的情境或結構因

素。因此本研究分析方式資料將會以錄音內容為基準，轉成逐字稿方

式，再校對正確後，將逐字稿連同研究檢核函提供給研究參與者，邀

請研究參與者確認資料與事實相符合性，確認無誤後，將再進行資料

編碼，後續資料分析工作詳見第五節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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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依序的階段為：將訪談錄音轉謄為逐字稿、

詳實記錄訪談札記編碼、歸類、脈絡分析、審閱、修訂等過程，最後

統整及撰寫研究報告。 

（一） 逐字稿謄寫與校對 

研究者將錄音內容謄寫為逐字稿，並記載訪談的日期、時間與地

點，並將訪談過程中觀察到的非口語訊息及偶發事件等清楚記錄，逐

字稿完成之後，重聽錄音檔案，並加註受訪者的口氣與語調和非語言

訊息，與訪談札記進行資料核對，使逐字稿能完整呈現受訪者的想法

與感受，再校對文字得通順與可讀性，最後確認隱蔽研究受訪者之個

人資料、以確保研究之保密程度。 

（二） 閱讀整份文本，對整體有初步的脈絡瞭解 

    逐字稿的建立原則在於「詳盡確實」完成逐字稿後，閱讀整篇逐

字稿，不斷的反覆閱讀文本熟悉資料內容，以受訪者的生活經驗為脈

絡，進入其世界，讓研究者本身沉浸在資料中，對受訪者的主體經驗

形成初步的理解。  

（三） 字稿初始編碼 

研究者自訪談文本找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訊息，並加以標記和編

碼，將大量文字資料整理成數個有意義的單元，以看見事件的全貌和

發現受訪者敘說經驗中隱含的話語、概念與意義，將研究參與者之訪

談內容原意，具體摘要或表達其意涵。  

研究者將十位研究參與者，設定代號為英文字母A至J，研究者本

身代號為W，並在逐字稿內容中，依照話語順序設定行號，將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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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語、概念與意義與行號、研究參與者代號一同形成編碼命名，以

下為資料編碼範例: 

表 3-5-1 

資料編碼範例 

編號 說明 

E037-038 
研究參與者 E，在逐字稿內容中第 037-038行號

中提到之資料內容。 

J212 
研究參與者 J，在逐字稿內容中第 212行題到之

資料內容。 

Ｃ191-194 
研究參與者 C，在逐字稿內容中第 191-194行中

提到之資料內容。 

（四） 歸類資料，形成脈絡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時重新檢視節點，以發現及確認概念，

研究者將編碼過後之大量資料，藉由Excel文書軟體，將相關的內容歸

類為相同的概念，並尋找其脈絡，並依照研究參與者之原意，表達具

體之概念，歸類完成後藉由心智圖軟體，結構研究者本身的思考與確

認其概念，並以其共通的主題再予以命名，萃取出其核心主題，詳細

資料分析之方式，將在第四章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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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信實度的驗證 

    為使質性研究的過程能忠實反映真實的情形，本節詳細說明本

研究之信實度的驗證，將具體使用作法詳列如下: 

一、 建立受訪者信任關係 

    研究進行前，研究者謹守知後同意的原則，除了說明研究緣

起、研究流程外，將研究同意書之內容以口語解釋，並請研究參與

者簽署，並恪守研究倫理，嚴格管理訪談內容與保密受訪者之個人

資料，妥善進行資料管理，在訪談進行時，以誠懇、認真的態度面

對每位研究參與者，並仔細聆聽受訪者表達之內容或情緒感受，與

其建立信任關係，使研究受訪者在舒適之情境下表達真實想法，增

進資料之可信度。 

二、 受訪者的檢核 

為提供研究資料的信實度之目的，本研究透過參與者驗證法

（member check），共有兩個階段的檢核，在逐字稿謄錄過後，研究

者將檔案以電子郵件形式，請研究參與者確認逐字稿之資料內容與

其經驗符合程度，研究參與者檢核程度為 90%-100%之間，研究參

與者之修改部分除少許選字錯誤與標點符號外，逐字稿之內容皆為

高度相符，如下表 3-6-1；在研究者資料蒐集、分析過後，將資料呈

現予研究參與者，邀請研究參與者提供研究檢核評分比，視意見回

饋內容，進行雙方討論澄清資料之理解與共識，將研究內容擺置中

立且客觀沒有預設立場之假設，以期更貼近研究參與者之真實經

驗，十位參與者皆對研究結果給予高度支持與肯定，檢核結果皆為

90%-100%之間，顯示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具有一定之可信賴性，接近

研究參與者之真實經驗，檢核分述如下表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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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效度檢核分數表 

代號 
研究參與者對於逐字

稿與事實相符分數 

研究參與者對於研究結

果與事實相符分數 

A 90% 100% 

B 100% 100% 

C 95% 100% 

D 95% 95% 

E 95% 95% 

F 90% 90% 

G 100% 100% 

H 95% 97% 

I 100% 100% 

J 100% 100% 

三、 與協同分析者、指導教授討論 

    本研究之協同分析者共有兩位，兩位皆曾修習質性研究課程、

行為科學方法、研究倫理等課程，並皆曾完成質性取向之碩士論

文；在與研究主題相關方面，一位為高中特殊教育教師，目前就讀

於博士研究班；另一位現職為社工師，對於職業重建領域、流程皆

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也因兩位皆曾在職場工作，對於職場中新進人

員的變化也可以掌握，在資料分析過程中，其中一位協同分析者在

確實瞭解研究主題和目的，閱讀十位研究參與者之逐字稿文本，再

以研究者擬定之編碼、主題命名、架構加以檢核，另一位同儕檢核

者在閱讀研究者修訂之編碼後，與研究參與者加以討論整體架構與

對編碼之想法，研究者將兩位知觀點與意見加以整合後加以修改，

形成最後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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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倫理 

    在質性取向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面對的事與「人」為主的研究對

象，具有高度的個人和人際性，尤其研究方式以訪談進行，觸及個人的

情緒、想法和經驗，因此在研究的倫理是非常重的，研究者本身必須十

分注重研究倫理的議題，在角色的拿捏、回應都必須嚴謹適當，每一步

的研究過程都需要再再思考是否符合研究倫理，以下詳述本研究所注重

的研究倫理議題，分為知後同意、保密性、資料的取用與所有權: 

一、 知後同意 

    在邀請研究參與者的同時，即提供研究流程、研究目的、與研究參

與者的權利與其瞭解，並主動告知若研究過程中可以隨時中斷、反映自

身的想法；訪談過程中，會在一開始再次說明研究流程、目的和權利，

並將研究同意書詳細解釋，再進行訪談的步驟；研究者在研究進行過程

中，在逐字稿內容、研究結果與資料分析皆會如實提供給研究參與者，

確認研究參與者同意資料的正確性才會予以呈現，尊重研究參與者的個

人視角和經驗，依照其意見補充許修正。 

二、 保密性 

    在研究進行當中，研究者謹記維護每位受訪者的隱私，保密每位研

究參與者的個人資料，避免訪談內容外流外，在逐字稿謄錄過程中，研

究參與者的名稱以代號改稱，並將研究參與者的工作單位名稱遮蔽，相

關之背景資料再以模糊方式處理，以保護研究參者之福祉為重。 

三、 資料的取用與所有權 

    研究進行之逐字稿、錄音檔案，將由研究者嚴密保管於儲存，嚴守

資料保管的責任，而資料的所有權皆屬於每位研究參與者，在研究結束

 



  

48 

過後銷毀或交回予研究參與者，研究結果之紙本論文存放在學校之圖書

館、系所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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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本章第一節將呈現 A 資料分析的過程與結果，第二節呈現每位研

究參與者在資料分析後的內容，包含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選擇入行的原

因、個人能力、工作壓力與挑戰、人際互動、工作的適應歷程的核心

主題、脈絡圖、生涯小故事。 

第一節資料分析範例與研究資料者 A 之資料分析結果 

一、 逐字稿謄寫與檢核 

 研究者在熟悉相關理論與準備好自身訪談技術後，進入現場與

研究參與者訪談，訪談後即將錄音檔轉謄寫為逐字稿，逐字稿完成後

再行加入受訪者當時非語言訊息，與將訪談情境如笑聲、嘆氣、停頓

等加以標註，將為之後對文本理解與梳理過程的參考，同時研究者反

覆聆聽逐字稿，避免遺失重要訊息。本文為保護研究參與者，乃將個

人相關資料模糊處理。 

以下將逐字稿部分內容節錄做為分析之說明，其中 W 代表研究

者，A 代表研究參與者，逐字稿內( )內容為補充訪談當研究參與者之

非語言訊息，或是因話語延續而研究參與者省略之內容。 

編號:A 

姓名:OOO 

受訪時間:2018 年 O 月 O 日 

基本資料:男性，職重相關年資:7 年，教育程度:大學，科系:職重相關

科系專業 

【訪談逐字稿的內容節錄】 

A081-083:摁..挑戰就是會覺得比較辛苦的地方就是，要往外跑，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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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在時間管理上面會需要摁一段適應的過程，因為就是你可能在

現場的時間被佔滿之後，那同時你要兼顧一些行政文書作業，這個東

西的比重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的。 

W084:適應是指？ 

A085-088:就是(工作)那我可能就是忙的時候可能兩到三個同時上線，

那職場也會比較期待、比較密集去(輔導個案)的時候，那我一個月的

時間可能就會剩下兩週不到的時間去做剩下的行政的作業，更不包括

年底要評鑑，那就是資料要去整理，那就是對這份工作來講比較，要

挑戰的地方也是這個部分。 

W089:那這部分你覺得調適的狀況如何呢？還是現在還是需要調適

呢？ 

A090-091:到現在還是要調適，就講白就是紀錄啊，就是它不是一個像

作業員一樣例行的操作，它也不是像輸入就可以，你會需要有架構去

寫，就是.......(思考)。 

W092:一天一天這樣? 

A093:對對對，不是寫日記這樣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脈絡(書寫)。 

W094: (關於紀錄)和策略這樣? 

A095-098:對對對(點頭)!就是那它(記錄內容)可能會有一些起承轉合，

所以不是你坐在辦公桌，你就可以把那些東西寫得很完整，有時候需

要沈澱一下，或是什麼樣的情況可以寫很多(個案的紀錄筆數)筆數，

那有時候你要坐在辦公桌也沒辦法寫一些(記錄)，那有時後加上寫一

寫又有其他事情，又有電話之類的，對! 

W099:對啊...這樣真的是比較忙，那對於你剛剛說的(工作)要跑來跑去

這一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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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0-101:喔!因為我這邊是機車和大眾運輸工具交互使用，但是你就

會發現就是有時候就是天氣太好或是天氣很不好，都會…… 

W102:風吹日曬。 

A103:對，就會還滿討厭的。 

二、 逐字稿整理 

    研究者不斷聽取錄音內容、反覆閱讀逐字稿後，並以開放的心態

檢視整份逐字稿，回顧訪視時的經驗重現，面對研究參與者所說的字

句內容、表情、非語言訊息加以詳實記錄在括弧內；跳出研究者主觀

意識的介入，將逐字稿逐字加以分析，試圖將話語中因對話而省略的

字眼完整並呈現完整想法，並以第三人稱加以改寫，避免與研究者經

驗混淆，以求完整呈現研究參與者的工作壓力及工作適應變化。 

A081-083:摁（思考）……挑戰就是會覺得比較辛苦的地方就是，要往

外跑，然後你會，在時間管理上面會需要摁(停頓)，一段適應的過程，

因為就是你可能在現場的時間被佔滿之後，那同時你要兼顧一些行政

文書作業，這個東西的比重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的。 

W084:適應是指？ 

A085-088:就是那我可能就是忙的時候可能兩到三個同時(個案就業

密集輔導)上線，那職場也會比較期待比較密集去的時候，那我一個

月的時間可能就會剩下兩週不到的時間去做剩下的行政的作業，更不

包括年底要評鑑，那就是資料要去整理，那就是對這份工作來講比較，

要挑戰的地方也是這個部分。 

W089:那這部分你覺得調適的狀況如何呢？還是現在還是需要調適

呢？ 

A090-091:到現在還是要調適，就講白就是紀錄啊，就是（猶豫）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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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像作業員一樣例行的操作，他也不是像輸入就可以，你會需要

有架構去寫，就是...... (猶豫)。 

W092:一天一天這樣? 

A093:對對對(點頭)，不是寫日記這樣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脈絡 

W094:和策略這樣? 

A095-098:對對對(點頭)就是那他(紀錄內容)可能會有一些起承轉合，

所以不是你坐在辦公桌，你就可以把那些東西寫得很完整，有時候需

要沈澱一下，或是什麼樣的情況可以寫很多筆數(個案的紀錄筆數)，

那有時候你要坐在辦公桌也沒辦法寫一些(紀錄)，那有時後加上寫一

寫又有其他事情，又有電話之類的，對! 

W099:對啊...這樣真的是比較忙，那對於你剛剛說的要跑來跑去這一

塊呢？ 

A00-101 喔!因為我這邊是機車和大眾運輸工具交互使用，但是你就

會發現就是有時候就是天氣太好或是天氣很不好，都會(停頓)…… 

W102:風吹日曬? 

A103:對，(風吹日曬需要外出時)就會還滿討厭的（皺眉頭）。 

三、 由逐字稿選出與主題相關之開放性編碼 

在反覆閱讀文本後，研究者跳脫自身思考框架，試圖將原始資料

以每一句子、每一段落或每一文件、觀察或訪問的形式加以打散後，

將逐字稿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逐字逐句、段落分解並加以標籤（labeling）

形成有意義的編碼，對句子或段落標籤化的動作即是「譯碼」，但並

非賦予名稱而已，而是要予以概念化，詳見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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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研究參與者 A 開放性編碼 

編號 研究參與者述說內容 開放性編碼 

A081  摁（思考）……挑戰就是會覺得比較辛苦的
地方就是，要往外跑。 

時常外出是這份工
作挑戰的因素。 

A081-082 在時間管理上面會需要摁(停頓)，一段適應
的過程。 

工作的時間分配需
要時間調整適應 

A082-083 因為就是你可能在現場的時間被佔滿之
後，那同時你要兼顧一些行政文書作業，這
個東西的比重其實是需要一些間去適應
的。 

時常外出但又需要
兼顧辦公室文書行
政，讓他覺得需要適
應。 

A100-101  喔!因為我這邊是機車和大眾運輸工具交互
使用，但是你就會發現就是有時候就是天
氣太好或是天氣很不好，都會(停頓)…… 

時常需要外出，對於
天氣變化都需要接
受 

A085-088 就是那我可能就是忙的時候可能兩到三個
同時(個案就業密集輔導)上線，那職場也會
比較期待比較密集去的時候，那我一個月
的時間可能就會剩下兩週不到的時間去做
剩下的行政的作業，更不包括年底要評鑑，
那就是資料要去整理，那就是對這份工作
來講比較，要挑戰的地方也是這個部分。 

時常外出但又需要
兼顧辦公室文書行
政，是工作挑戰的因
素，評鑑時更是忙不
過來。 

A090-091  到現在還是要調適，就講白就是紀錄啊，就
是（猶豫）他不是一個像作業員一樣例行的
操作，他也不是像輸入就可以，你會需要有
架構去寫，就是...... (猶豫) 

紀錄架構耗費心力 

A095-098  就是那它(紀錄)可能會有一些起承轉合，所
以不是你坐在辦公桌，你就可以把那些東
西寫得很完整，有時候需要沈澱一下，或是
什麼樣的情況可以寫很多比數，那有時候
你要坐在辦公桌也沒辦法寫一些，那有時
後加上寫一寫又有其他事情，又有電話之
類的，對! 

文書行政時易受其
他公務打斷 

 



  

54 

(續下頁) 

四、 主軸編碼 

    在主軸編碼中，研究者將相關意義單元群聚(cluster)，將之歸納為

同一個類別。每一次只對一個範疇進行深度分析，圍繞著這一個範疇

找尋相關關係，因此稱之為主軸。隨著分析的不斷深入持續，有關各

個範疇之間的各種聯繫變的越來越具體、清楚。命名原則摘要參與者

敘述概念，以貼近研究參與者的本意命名，形成階層性的分類架構，

詳見表 4-1-2。 

表 4-1-2 

研究參與者 A 主軸編碼 

開放性編碼 主軸編碼 

想在職重體系內接觸每個職位，豐富自己的能力。 職業重建經歷背景 

對推銷技巧沒有信心。 
職場推介技巧不熟

悉 
如何尋找資源是比較擔心的事。 

時常外出是這份工作挑戰的因素。 

工作的時間分配需要時間調整適應。 

工作外勤多 
時常外出但又需要兼顧辦公室文書行政。 

時常需要外出，對於天氣變化都需要接受。 

對於工作時間須配合個案，受訪者還在適應中。 

時常外出但又需要兼顧辦公室文書行政。 

文書行政時易受其他公務打斷。 
工作兼顧面向多 

面對推介就業困難時，個案的期待有壓力。 個案的期待 

紀錄架構耗費心力。 

文書行政時易受其他公務打斷。 
文書行政繁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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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續) 

研究參與者 A 主軸編碼 

五、 選擇性編碼並發展核心主題 

    因選擇性譯碼主要是確認故事線、發展脈絡型態，針對各個不同

的脈絡類型發展理論，此種種目標的線索，我們可從開放性譯碼或主

軸性譯碼中見其端倪，以下詳見表 4-1-3: 

開放性編碼 主軸編碼 

單位帶領制度完整。 

同事觀念相近 主管可以解決 A的工作難題。 

和目前職場同事年齡層近、想法相近。 

同事為支持的對象。  

與同事抱怨抒發心情。 同儕傾聽 

過去的工作經驗可以讓Ａ專心補足自己不熟悉的部

分。 

工作經驗對工作的

助力 

過去的職業輔導評量員經驗，讓Ａ直接服務個案比較

熟悉，也可以加強其他部分。 
 

第一位個案從零到開始的服務過程，突破困境使 A印

象深刻，並學習同盟關係。 
調整自身工作節奏 

沉澱思緒，可以更有架構安排事情處理方式。  

累積經驗從中學習。 從做中學 

面對解決事情的方式，會盡量詢問。 勇於發問 

認為在職場可以當作其他職業重建領域的基礎。 磨練當作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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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表 4-1-3 

研究參與者 A 核心主題 

主軸編碼 核心編碼 

【職業重建經歷背景】 

A 想在職重體系內接觸每個職位，豐富自己的能力。 

【到職原因】 

【工作經驗對工作的助力】 

過去相關職重的工作經驗可以讓Ａ專心補足自己不
熟悉的部分，也可以加強其他部分 

【職前角色認知】 

 【職場推介技巧不熟悉】 

對推銷技巧沒有信心，如何尋找資源是比較擔心的事。 

【文書行政繁瑣】 

紀錄架構耗費心力，書寫文書行政時易受其他公務打
斷 

【工作兼顧面向多】 

因為密集輔導，時常外出是這份工作的挑戰，天氣變
化、風吹日曬雨淋都需要接受，除了個案服務外，又
需要兼顧辦公室文書行政，工作時間也須配合個案，
A 還在適應中 

【工作壓力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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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續) 

研究參與者 A 核心主題 

主軸編碼 核心編碼 

【職場與單位督導幫助多】 

單位帶領制度完整，督導是能夠給予回饋並解決 A 遇
到的工作難題，並尊重每個人不同的做法，而且職場
提供的資源豐富，有助於新進人員上軌道 

【同事觀念相近】 

和目前職場同事年齡層近、想法相近，較能夠互相分
享、訴苦 

【喜歡接觸人群】 

雖然需常在外奔波，但可以見到不同職場與人事物、
接觸不同思維 

【同儕傾聽】 

與同事抱怨、抒發心情 

【支持系統】 

【調整自身工作節奏】 

第一位個案從零到開始的服務過程，突破困境使 A 印
象深刻，並學習同盟關係；若遇到工作上的壓力，A 會
放假幾天沉澱自己思緒，調整腳步後再處理。 

【從做中學】 

累積經驗從中學習 

【勇於發問】 

面對解決事情的方式，會盡量詢問 

【磨練是奠基石】 

認為這個職場可以當作在其他職業重建領域的基礎 

【工作適應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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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者反覆閱讀文本、簡化語句、概念化、編碼等步驟，咀嚼

其中意涵和關聯性，並在同儕檢核中予探討其中之適應變化，研究者

將結果分析為以下結果。首先，研究者參與者 A 成為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的原因包括相關學經歷、想要多瞭解不同職位，個人能力包含了過

去工作經驗提供了工作助力；進入職場後，產生了工作壓力與工作挑

戰，包括擔心不熟悉職務開發、文書行政上的繁瑣、工作須兼顧的面

向多；支持系統中則有督導的助力、觀念相近的同事；其中產生的工

作適應變化可以看到 A 調整自身工作節奏、從做中學、勇於發問，並

發現這份工作與興趣相符，並是把這些磨練當作在職業重建領域的奠

基石。 

六、 脈絡圖、研究參與者生涯小故事 

有條有理、磨練是奠基石的Ａ 

1.踏入工作的開始 

    A 大學就讀職業重建需求的相關科系，畢業後踏入了職業重建領

域，職業重建領域內除了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外，包含了職業重建個案

管理員和職業輔導評量員，A 在這兩個職業中，加總起來服務超過五

年的時間，在職業重建領域可說是有豐富的經驗。 

    回顧過去服務身心障礙者，接觸個案、評估個案的需求和能力，

對 A 來說得心應手，但是在工作一段時間過後，A 檢視工作中整體

的個案服務過程，深度認識服務個案在第一線的工作內容，似乎影響

對於個案的評估，若從事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除了可以更瞭解目前社

會中，職場雇主對員工的期望，也可以較容易以個案的角度，瞭解他

們因為自身特質的不同，在每個工作場域所產生之不同的表現，A 期

待著因為從事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而對職業重建領域的每個的

工作職位都可以瞭解，因此下定決心轉換了環境，踏入支持性就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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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這個新的職位。 

「(轉職原因)應該就是轉換環境吧?就沒有設限說就是一定要做

些什麼就是對我來講(皺眉)...反而會希望就是每個(停頓)..每個..

每個職位若是都有接觸過的話，那對..對於從事職重這一塊就是

整個概念會更豐富。」(A012-014) 

2.工作壓力與挑戰 

    因為過往工作的經歷，讓Ａ在實際面對個案時並不陌生，以往在

工作中，與個案建立關係、晤談過程能夠抓住個案的需求、準確知道

個案的能力，因此前一份工作的經驗得到的優勢延續至這份工作，支

持性就業服務員若能夠在良好關係下輔導個案就業，或是在媒合工作

時發現個案的需要，對 A 來說在工作上的阻力較小，而且面對各種不

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個案，A 的服務方式也較為熟悉；另外也因為先

前皆在職業重建領域工作，在工作過程中與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有部分

接觸，因此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樣貌都有大致上的瞭解，A 在

進入工作前就大致想像了工作的樣貌，他表示，較為擔心的是開發職

場，開發職場過去較少接觸之外，A 認為開發職場是需要使用技巧掌

握，擔心工作後開發職場會遇到較多的困難。 

「(工作不熟悉的部分)那像......(思考)可能若是可能是衡量自己的

話，可能就是一個業務型態的工作，那......(停頓)在這種推銷的這

一塊，並不是我這邊這麼有自信的這一部分，所以在這一部分工

作之前，會是比較擔心的就是，開發這件事情。」(A019-022) 

    但是進入工作後，A 發現在工作中，需學習的面向更為廣泛，一

方面在紀錄的撰寫上，紀錄需濃縮每天密集輔導的重點，關於個案在

職場所學的技巧、輔導策略、雇主的反應、同事關係，皆需呈現具有

結構化的內容，紀錄中也需包含起承轉合、簡潔明瞭外又需要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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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得詳實又完整，這是非常花時間的工作。  

    而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內容中，密集輔導時大多時間都待在

個案的工作場域，因此當 A 的工作地點都在個案的工作地點時，更需

要尋找時間在辦公室登打紀錄，有時個案的職場需要較密集的去提供

服務，但文書工作時間容易被壓縮，不論是在職場、行政文書工作、

評鑑，可能坐在電腦前無法立刻架構出要寫內容，往往又被其他公務

打斷思緒，這些工作都需要在時間上做很好的安排才能兼顧，若是遇

上評鑑也需要花更多精力去整理資料。 

  「在時間管理上面會需要.......摁(思考)，一段適應的過程，因為就

是你可能在現場的時間被佔滿之後，那同時你要兼顧一些行政文書

作業，這個東西的比重，其實是需要一些間去適應。」(A081-082)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特性需要時常外出，開發職場的同時有

時需要實際拜訪職場，帶領個案面試也需要至職場，密集輔導、追蹤

輔導時更是需要時常到不同的地方，A 表示在工作外出的時候，天氣

太好時會被太陽曬，天氣不好時會被雨淋，在工作的場域有時是開放

式空間，跟著一起流汗、吹風、冷的發抖也是時常有的事情， 

「喔!因為我這邊是機車和大眾運輸工具交互使用，但是你就會發

現就是有時候就是天氣太好或是天氣很不好，都會風吹日曬。」

(A100-101) 

    支持性就服務員的密集輔導十天中，因為個案不一定是周休二日

的工作休假，A 在休假時有可能個案會有狀況需要即時處理，有的時

候會視個案的狀況而至工作場域瞭解狀況 

「就是你的時間就是會被綁住，再加上可能你就休假，個案又有狀

況，職場大概會打來抱怨，你就需要去做到第一階段的處理，不一

定要趕去現場處理，不然假如有在別的縣市，對啊(點頭)!」(A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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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而在第一線的就業服務過程中，A 在這份工作感受到了來自個案

期待就業的迫切，有時後 A 開發工作的過程並不順利，履歷投了又

投，依然沒有下文，此時若是個案急著想要有工作、急著想知道自己

可以找到的工作，A 在工作中就容易有焦慮的情緒產生。 

「就是幫他投履歷就是都沒有下文，因為聽障其實的確就是能力

不至於太差，所以變成是說，啊!焦慮被逼這樣，個案他可能就會

急著還沒有下文，但我們也不能就是我這邊開發的還沒有下文。」

(A208-215) 

3.支持系統 

     工作的過程當中，A 的同儕和主管皆給予足夠的支持，讓他在

進入工作當中不至於感到沒有方向，同儕年齡的相近在工作煩悶之餘

可以傾訴；而主管過去的實務經驗豐富，對於新人的Ａ時常關心、同

理，讓 A 可以沒有顧慮的討論他遇到的所有難題，重要的是主管會尊

重新人處理工作的方式，對於 A 的想法也很願意溝通，而不會希望他

像棋子或子弟兵般聽令行事，和主管與同儕相處的合拍是Ａ新人工作

中很大的助力。 

「(主管)不是希望員工只是一個像棋子、或是一個子弟兵這樣一

個工作(模式)，那如果他能夠回饋給你，那你就知道他也有自己

的想法，那我覺得對我而言，可能我有一些想法給主管的話，主

管是可以給回饋的，那就是算滿重要的。」(A196-198) 

    關於工作方面，雖然外出的辛苦 A 認為工作的挑戰之一，但也因

為工作時常需要到不同的地方，A 可以經歷不同的人事物，讓他感到

這份工作新鮮和有趣，隨著每個個案經歷各種不同的工作，自己本身

也可以有不同的視野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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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適應的歷程 

    回顧著進入工作時的點點滴滴，踏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開

始，挑戰便無所不在，A 認為；曾經在工作過程中，因為一開始開發

職場不順利，服務的個案對 A 產生的了不信任的想法，認為 A 還是

個菜鳥，不能確定是否能夠幫助成功就業，A 一度有被逼著的的壓力

感受產生，但後續他照著自己的步驟一步一步來，調整自己的節奏，

告知個案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是和個案同一陣線，會依照個案的需求，

按部就班地尋找工作，最後順利推介成功並得到很好的回饋，這次經

驗讓 A 學習到了同盟關係的建立，在工作中累積經驗與學習，他認為

很多工作是接觸之後才會發現，工作原來可以用這些策略去完成。 

「那做事情的方法就是你也是去接觸不同之後發現，有些東西(工

作策略)可以這樣做。」(A142-143) 

「那所以是從那個(與個案)，比較不信任的關係，把他推上線，那

最後就變成是，那個同盟的關係是有建立起來，那我覺得感覺算

是一個滿正向的回饋。」(A213-215) 

    而遇到不會的問題時，A 會盡量詢問同事和督導，一方面把還在

適應的部分當做磨練，一方面也從每個服務個案的經驗中找到自己的

節奏，A 認為在這個工作單位中，因為有著合拍的主管和同事，也學

習著過去沒有接觸過的工作角色，期望自己打下在職業重建領域的基

礎，成為工作經歷中的奠基石。 

「那就是在這一塊琢磨比較多，如果能夠在這邊能夠勝任的話，

相對能夠在其他單位我想也比較容易上手，我想這是一個...又因

或是基礎，就是你在這邊做得不錯，那之後有想要去哪邊發展我

覺得應該都不至於太差。」(A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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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研究參與者 A 之生涯脈絡圖 

 個人志向 
-想在職重體系接觸每個

職位，豐富自己的能力 
 

 

職務面向 
 文書行政繁瑣 
-紀錄架構耗費心力 
-文書行政時易受其他公務打斷 
 工作內容多面向 
-文書行政時易受其他公務打斷 
 工作外勤多 
-時常需要外出，對於天氣變化
都需要接受 
 個案期待的壓力 
-面對推介就業困難時，個案的
期待有壓力 
 

 調整自身工作節奏 
第-一位個案從零到開始
的服務過程，突破困境，
並學習同盟關係 
-沉澱思緒，可以更有架
構安排事情處理方式 
 勇於發問 
-面對解決事情的方式，
會盡量詢問 
 從做中學 
-從每次經驗中學習 
 磨練是奠基石 
-認為這個職場可以當作
在其他職業重建領域的基
礎 
 

環境面向 
 職場與單位督導幫助多 
-單位主管是能夠給予回饋，並尊重每個
人不同的做法 
-認為職場提供的資源豐富，有助於新進
人員上軌道 
-單位主管可以提供需要的支持 
單位帶領制度完整 
-主管可以解決工作難題 
 同儕傾聽 
-與同事抱怨抒發心情 

 工作經驗的助力 
-過去的工作經驗可以
讓Ａ專心補足自己不熟
悉的部分 
-過去的工作經驗，讓
Ａ直接服務個案比較熟
悉，也可以加強其他部
分 
 

【成為支持性就業服
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職前角色認知】                                                                                     

有條有理、磨練是奠基石的Ａ 

個人面向 
 職場推介技巧不熟悉 
-對推銷技巧沒有信心 
-如何尋找資源是比較擔心的事 

個人因素 
 喜歡接觸人群 

-工作嚐鮮有變化，接觸各種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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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研究參與者之資料分析結果 

    此章節將每個研究參與者新進入工作時，與工作、環境互動的過

程描繪，每個研究參與者皆描述新進時期的生涯故事，並將新進時期

工作適應的過程形程脈絡圖，A 之研究分析結果於本章第一節呈現，

以下呈現 B、C、D、F、G、H、I、J、K 之資料分析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Ｂ的分析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的生涯小故事 

不忘初衷、熱忱努力的 B 

1.踏入工作的開始 

    B 在大學實習時認識了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這個行業，也參與過一

次個案的密集輔導，期望能學以致用的熱忱，讓她毅然決然選擇這份

可以第一線服務的職業。 

    踏入這塊領域時，B 沒有想到工作要面對的挑戰是如此變化萬千，

挑戰性遠超過 B 當初的想像 

「我一開始知道，但是沒有想到會這麼多，對，沒有想到變化萬

千，是這麼多的。」（B333-336） 

「(對工作的想像)有什麼不一樣啊?我覺得可能程序上都沒有，但

我覺得它的挑戰性是超過我當初想像的， 像我那時候知道要開發

職場，喔我知道要帶個案，我知道什麼，那些程序我都知道，我

也有一些預期心理會有那些壓力，但真的進來(工作)執行之後，

這個壓力和挑戰性，是和想像的不一樣。」（B300-305） 

2.工作壓力與挑戰 

    除了推介個案的壓力、個案對工作的要求、案家的期待和開發職

場都是壓力源，一開始對於每個障別提供服務方法的差異都不是很瞭

 



  

65 

解，會使用同一種方式服務不同障別的身心障礙者，而工作中會遇到

個案在她休息時間的突發狀況和聯繫，讓她感到缺少休息時間，而且

因為是大學畢業後第一份正職工作，帶個案工作時，會有菜鳥帶菜鳥

的感覺，焦慮自己沒辦法記住個案職場上需要學習的事物，有時候服

務的個案也比 B 更有工作經驗。 

「他(個案)比我還會看(指工作內容)，我想說不知道要教他什麼，

後來是…...(停頓)，還是會有啦，人際互動阿、步驟記憶這些，都

是需要幫忙，專業能力他其實都比我厲害了。」(B274-277) 

3.支持系統 

    面對這些徬徨與無助，B 的工作職場擁有支持度很高的主管和同

儕，主管會與 B 討論每個做法是否可行，或是同儕會示範工作技巧，

互相演練職場開發的語句和應對模式，環境的支持是 B 成長很重要

的來源，甚至同事和主管讓 B 看到了如何體現這份工作的精神所在，

讓 B 再再的感受到激勵。 

「我現在想不出一個很實質的話或什麼(記憶最深刻的事)，但我

覺得這個單位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就是(停頓)，每個人都在身體

力行這件事情，包括組長和組員這樣，幾乎每個人都是讓我覺得

他們用生命在服務。但每次我看到大家的行動或是什麼，就會覺

得他們大家都很努力這樣，自己也會被激勵到，會更懂得這個服

務的精神，可能討論這樣，表達或反應這樣(笑)」(B315-318)。 

4.工作適應的歷程 

    很有理想的 B 總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讓職場對個案更包容，但

是實務上面的困難往往是更多的，經歷了職場只是為了不被罰款，而

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並且不願意珍惜身心障礙者的努力時，主管告訴

B「承認自己做不到」，實務面中無法只憑一己之力，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面對的又包含了雇主與個案，因此 B 在每次的服務經驗中，調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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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工作的角色，著重在自己如何和個案、案家、職場協調，肯定身為

就服員的自己做了哪些事情，確認自身工作價值，也反省自己在工作

上的不足，提醒自己避免重蹈覆轍。 

「摁.....有一個還滿印象深刻的是，承認自己做不到，那時候的議

題是案家一直有一些期待和要求，希望我們把職場溝通的更包容

更寬容，希望我們找一個為了服務對象量身打造的職場，對，那

可是現實面是不太可能，職場能做的調整有限，不可能真的完完

全全為了個案改變，那可能一開始會很焦慮說怎麼辦我做不到，

對，那時候就有跟組長和同儕討論，就有說這個，就說可以直接

跟，我們要先承認自己做不到，再來跟案家討論說，我們做了什

麼事情，那改變了什麼，那還有什麼是我們沒辦法改變的要怎麼

去調整(皺眉頭)。」(B307-313) 

    縱使 B 述說著這份工作的變化萬千和眾多挑戰，但 B 因為工作

結合了志向與初衷，個案給予即時的正向回饋更是工作動力來源，目

前她對於工作是感到幸福的，並鼓勵新人遇到挑戰要有不要害怕的心

態，擁有開闊心胸，將會看到許多不同的視野。 

（二）研究參與者 B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B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

2-1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B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對服務方式

的不熟悉和對工作內容的衝擊，讓他覺得壓力比想像中還大，但是環

境中，督導、同儕給予新人許多支持，督導會解決 B 對工作中的焦慮

和疑問，他在經驗累積中漸漸學習工作該怎麼做，這份工作能夠結合

他本來助人的志向，讓 B 覺得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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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志向 
-和個案服務是Ｂ選
擇這份工作的主因 

個人面向 
 工作角色定位的模糊 
-個案在下班時間與Ｂ分享工作事物形成困擾 
-不確定輔導策略的正確性 

-與個案距離的拿捏不恰當，使個案依賴 

 菜鳥帶菜鳥的不知所措 
-要教個案不熟悉的工作感到害怕 

-個案在工作中比自己還更專業 

 工作比想像中的困難 
-面對的挑戰和壓力變化萬千 

-執行時壓力比想像更大 

 

 調整工作角色 
-找出自己在個案工作
中，能支持的面向 
-評估個案狀況，調整密
輔天數，提升再其他工作
面向的服務效能 

 檢討自我 
-提醒自己避免重蹈覆轍 
-在討論中亦檢視做不好
的地方 
 承認自己做不到 
-面對工作中現實的考
量，承認自己做不到適時
放下 
 從做中學 
-在工作累積中，發現職
場需要就服員的不同面向 
 

環境因素 
 職場與單位督導幫助多 
-主管與同事幫助大 
-同儕與督導討論是成長最大的時候 
-工作中同儕支持的重要性 
-督導和同事體現從念理到實務面，堅
定自已從事這份工作的精神 
-督導可以給予幫助 
 

 相關資源準備 

-運用網路資源蒐
集資料  
-準備乙級就服員
證照 

-在教科書中尋求
工作的解答 
 過去所學的助

力 
-過去所學晤談技
巧可以應用在工作
中 
-面對個案時運用
過去所學的技巧 
 

【成為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角色定位】                                                                                     

不忘初衷、熱忱努力的 B 

圖 4-2-1 研究參與者 B 之生涯脈絡圖 
 

職務面向 
 個案就業的不穩定 
-個案對於是否就業反反覆覆 

 案家端的溝通不易 
-案家會對個案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工作開發阻力多 
-進入工作時，實務工作中部分雇主為了補助

而隨意對待推介就業的身障者 

-開發職缺是新進時期的困難 

 個案期待的壓力 
-個案對工作條件的期待 

-無法成功推介個案的壓力 

 面對多障別的無力感 
-不瞭解面對各障別的服務方式 

-運用相同方式服務各障別 

 

個人因素 
 與志向結合 

工作與理想結合讓個案覺得很幸福 
 個案帶來的成就感 
個案回饋給予成就感 
 

 



  

68 

二、 研究參與者Ｃ分析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的生涯小故事 

單打獨鬥、直爽豁達的 C 

1.踏入工作的開始 

    C 先前在工作單位擔任行政職，單位內支持性就服員的懸缺已久，

C 想想雖然之前沒有接觸過這份工作的職務，但大學就讀相關科系，

工作範圍應該就是為身障者尋找工作、穩定就業，對 C 來說不是難

事，而且薪水非常吸引他，在乙市要能有周休二日、放國定假日、主

要為白天上班，薪水達到三萬之上的工作非常困難，因此 C 毅然決然

踏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耶(驚嘆)，真的差一萬多元欸，怎麼不做，阿時間也一樣阿，一

樣這樣上班阿，好吧，你確定、想清楚嗎(模仿朋友語氣)？我那時

就想說應該還好吧，不會多辛苦啊(皺眉)，所以我想說做一做就知

道了!」(C325-326) 

2.工作壓力與挑戰 

    C 進到工作後，因工作時間沒有重疊，與前任就服員僅簡單交接，

第一天工作即實地至個案工作現場密集輔導，但個案在職場反反覆覆、

不確認是否繼續就業的態度，讓 C 疲於與職場、職管、個案多方的溝

通，最後依然徒勞無功，讓他立刻瞭解這份工作的困難之外，也開始

詢問自己是否適合這份工作。 

「那我就打給職管員，一大早七點，然後來我又打給個案講一講，

哎(嘆氣)，但是能怎麼辦，我就先幫他代班，因為怎麼辦，雇主也

跟我說沒有人，對啊!要找人來工作，我就先幫他(個案)做做做(攤手)，

做了大概三個小時他來了，那時候職管來的時候他有來，我跟他對

阿你不可以這樣，他說好，那大概第四天吧?下午的工作就做做做做

到晚上，後來又打給我我不想上班了，我不想做，我整個崩潰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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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語氣激動)！我就覺得說，我做到這份工作，哇，會被這樣搞

死哇(語氣激昂)! 」 (C169-174) 

「然後到第七天就確定離職，這七天讓我覺得很漫長，我快崩潰!

對!我就問職管員說，我該繼續做嗎？我一直問自己，這工作怎麼

會這樣(皺眉)」(C191-194) 

    單位內沒有內部督導的編制，外部督導對於 C 來說較難即時解

決問題，通常都是 C 處理完個案的問題後，外部督導不認同他的處理

方式，C 對於什麼情況是需要聯繫外部督導也感到困惑，而職重系統

的登打也一知半解，如何架構紀錄、如何擬定輔導策略，因此與外部

督導出現了許多摩擦。 

「因為我後來跟他（督導）講說，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所以就

變成問題說，我做的東西打完了，我檢視我覺得還可以 OK，他

並不是問題，但當你們比較專業來檢核時後，就會是問題，因為

我覺得我打得很好啊（笑）」(C071-074) 

「(督導)很多都會說你怎麼會做這決定不先問我，你問我之後就

不會有這樣的狀況啦，對啦曾經我也想過發生這問題我要先問你，

我有想過我應該先問督倒……還是先問督導，但是你會覺得......

摁(停頓)，這事情好像還是沒有這麼嚴重」(C092-094) 

    而單位沒有同事可以詢問，另一位編制的就服員比 C 資歷更淺，

C 身為菜鳥之餘，還需要帶領同事，面臨評鑑和訪視更是需要單打獨

鬥。 

「因為他們(就服員)在轉換也沒有人做 PPT(訪視時報告之投影

片)，三次報告都是我自己做的，能怎麼辦(攤手)?對，你就只能自

己硬著頭皮自己上，委員坐在那邊，明明就有兩個就業服務員，

但是只有我一個，問題只有我一個人回答，第一次督導在旁邊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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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第二次督導沒有來，第三次另一個就服員來了，可是他也沒

辦法做什麼，因為剛來(面露無奈)」(C290-293)  

3.支持系統 

    C 對於工作中的薪資感到很滿意，為了薪資他可以撐過所有感

到辛苦的時刻。 

「我們會遇到很多挫折(工作中)，你會覺得很難過很難做，但是你

要告訴自己，薪水比較多，你也懂比較多，可以撐下去。」(C496-

498) 

4.工作適應的歷程 

    C 會詢問其他相關單位的工作人員，慢慢拼湊工作的作法，並從

工作經驗中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盡量不要讓工作帶到下班；對

於工作上的壓力與督導的摩擦，C 敞開自己的心胸，並轉念思考，雖

然對於被督導責罵感到壓力，但內心將之調適成盡力就好，做好自身

份內該做的事情，而第一個個案帶來的挫折，也讓 C 對於應付之後的

突發狀況較有心理準備。 

「對就想她(督導)也會念你，念一念就好，然後撐一天就過了，就

是調整好自己心情，不要覺得會被罵會被怎樣，對，你再做怎麼

樣的準備，都沒有辦法做到最好，那你就把自己可以做的東西做

到最好，對阿跟考試的時候一樣，考試我已經讀好了，幹嘛為了

考不上而那麼的沮喪，幹嘛為了我的評鑑不好，業績不好被罵，

好像人生沒意義一樣，那只是一個過程而已，反正也不是沒被罵

過，沒什麼。」(C325-329)  

    再過三個月即工作滿一年的 C，認為在工作還是有很多需要摸索

的地方，對於機構的氣氛也不盡滿意，但是 C 願意為了高於縣市平均

的薪資繼續努力、繼續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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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參與者Ｃ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C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

2-2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C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對服務方式

的不熟悉和對工作內容的衝擊，環境亦沒有同儕支持，與督導衝突多，

他從不瞭解自己工作哪裡有問題到從做中學，敞開心胸接受做錯的地

方，為了薪資也願意繼續接受工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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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學經歷 

-先前在同單位擔任

行政職 

 薪資足夠 
-被薪水吸引 

 

環境面向 
 工作中沒有同儕可以支援 
-工作單位中另一位同事也是新手 
-工作單位Ｃ為年資最深者，身旁沒有同儕支援還需
帶領新手同事 
-面對評鑑與訪視單打獨鬥 
-工作同儕無法互相幫忙 
 單位沒有足夠的新人訓練模式 
-身為新人負責帶新人 
-沒有經過完整的新人訓練 
 與督導的衝突 
-在撰寫個案紀錄時，對於督導審閱的標準無所依歸 
-工作中與督導對問題的覺察面相不一樣，導致溝通
的落差 
-工作中Ｃ與督導對問題的認知不一樣 
-Ｃ的處理方式和督導處理方式不一樣，對於處理方
式的好壞也與督導認知有落差 

 從做中學 
-在每次工作經驗中，
學習工作方式 
-第一個個案帶給自己
的衝擊，成為之後面臨
挑戰的內心調適依據 
 
 調整工作節奏 
-分配好時間，在工作
時間內做完份內事務 
-與個案事先約定聯絡
的分式和時間 
 敞開心胸 
-面對評鑑和挫折，心
理調適為盡力做 
-敞開心胸，接受被責
罵的過程 
-是盡力做到最好，接
受結果 

環境因素 
 尋求外援 
-職管員是重要的支持來源 
-職管員的角色是戰友 
 薪資足夠 
-在ＯＯ市難以找到符合待遇需求的職缺 
 

 職務認知不足 

-以前沒有聽說過這

份工作 

 過往工作經驗對

C的幫助 

-幫助個案工作的面

試，瞭解職場需要的

人才與熟悉應對模式

在教科書中尋求工作

的解答 

 

【成為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角色定位】                                                                                     

單打獨鬥、直爽豁達的 C 

圖 4-2-2 研究參與者 C 之生涯脈絡

圖 

 

職務面向 
 文書行政的繁瑣 
-沒有操作職重系統的經驗 
-難以判斷撰寫方式和是否記錄的重要性 
-在紀錄上排列組織文字的困難 
-工作單位行政上沒有處理經驗，不知道從何開始著手 
 個案就業的不穩定 
-個案在要不要上班的反反覆覆，讓Ｃ感到無法承受 
-新進時期第二天即遇到挫折，印象深刻 
-個案在職場中的反覆突發狀況，令Ｃ感到工作無力感 
 評鑑壓力大 
-評鑑與壓力面臨被檢視 
 
個人面向 
 工作比想像中的困難 
-對服務個案的方式感到不知所措 
-新進時期努力推介就業卻徒勞無功 
-不是想像中只有找工作、看工作這樣簡單 
 

個人因素 

 擅於建立人際關係 

-善於建立人際關係的人格特質，可以使Ｃ

運用在雇主和工作場域中 
 

 



  

73 

三、 研究參與者 D 的研究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 D 的生涯小故事 

淡定面對、穩紮穩學的 D 

1.踏入工作的開始 

    D 大學畢業後在其他領域工作幾年，認知了各行各業有各自的困

難面存在，找尋新的生涯發展時，因為相關科系的原因，D 在人力銀

行中注意到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這份工作，當時其實沒有聽過這份工作，

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踏入了這個領域。 

「(對工作的想像）我是覺得就是，只要有他們能順利上工，有一些

自主能力，能賺取一些薪水，然後來養活自己。」(D012-013) 

「其實我不知道欸(對這份工作的瞭解)，那我一開始是想說，是服

務像那種一般民眾而已，就是協助他們順利找工作順利就業，然後

是進來這邊協會之後，才知道個案比較不一樣，是比較偏身心障礙。」

(D015-016) 

2.工作壓力與挑戰 

    D 坦言第一個月時是適應狀況的階段，但是從工作第二個月開始，

慢慢地感受到工作的困難，不論是對家長、雇主、個案，每一個面向

都有困難和挑戰，曾經遇過家長太過保護個案，不滿意 D 媒合的工

作，也有雇主表達對進用身障者的疑慮，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乙市

也難於找到工作，再來比較多的問題是來自於面對個案，在 D 尚在熟

悉工作、經驗還沒累積足夠時，需處理個案在職場上的突發狀況，但

時常無法達到工作的品質。 

「其實，第一個月因為還在適應，所以還沒感受到一些困難點，但

是第二個月開始，就變成說，在幫個案找工作時，還有服務個案時，

就是工作的時候，有一些困難點，一方面是對雇主，一方面是對個

 



  

74 

案，一方面是對可能家長，個案的家長。」(D025-028) 

「摁（思考）…...再來就主要還是面對個案，個案還是會有一些突

發的點，讓你無法招架，因為我經驗還沒有很足夠，所以有時候在

跟個案相處或是他們工作狀況時，我不瞭解，就是會有造成一些，

困難點。」(D054-055) 

    外向、不排斥與人互動的 D，在面對這份工作時，情緒上沒有太

大的焦慮或壓力，大學時也有很多服務業的兼職工作，憑藉過去在工

作上所學習的經驗，在帶領個案面試、處理突發狀況，D 會依據過去

的經驗來處理；單位中，也有另一位編制的就業服務員可以詢問，雖

然前輩資歷尚淺，但依然可以互相討論和互相支持。 

「我之後接觸的幾乎都是服務業和餐飲業，主要面對都是人，所以

在與人互動上，我可能因為真的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後就是面

對什麼人該做什麼反應，該怎麼處理，大概有一點點知道怎麼去處

理這樣。」(D075-077) 

「我會問這邊比我資深的同事，因為一開始是他帶我進來，就是學

一些東西，所以有一些東西我會詢問他，他也會跟我說一些可能可

以試的方式。」(D040-041) 

3.支持系統 

    目前為止工作上的薪資和福利都是吸引 D 繼續留下的原因，而

與職場建立關係後，雇主給予 D 的肯定，抑或個案在工作時表現的努

力都是工作成就感來源；面對挑戰皆淡然處之，維持自己在工作軌道

上。 

 4. 工作適應的歷程 

   「其實我就一直給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工作嘛，每個工作都有自

己的困難度，那現在就是剛上線，很多事情還在學習階段，那就是

會邊學，但是遇到困難之後，要想辦法去解決，然後去試試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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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現在是給自己去設在一個學習的階段，對，然後慢慢累積經驗。」

(D127-129) 

    D 學習著如何同理個案，把個案發生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放在個案的角色上，用自己的經驗套用在個案身上，並學習著

與個案建立良好關係，才能夠瞭解第一手個案的情緒和反應，也才能

即時處理，並把自己設定在一個學習的階段，邊做邊學並勇於嘗試。 

（二） 研究參與者 D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D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

2-3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D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面對個案突

發狀況多，雇主和家長對就業的意見分歧，但是雇主的正向回饋和同

事的關心，都是他支撐下去的力量，工作中也試著尋求外援、下班時

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抒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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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學經歷 
-相關科系背景，
讓 D注意到這份
工作 

職務面向 
 工作內容的多面向 
-須面對雇主、個案、家長 
-雇主對身障者任用的疑慮-父母過
度保護難以執行服務 
 服務個案方式不熟悉 
-個案的突發狀況讓 D無法應付 
-個案無法滿足於工作現況，需花
心力 
 個案期待的壓力 
-個案著急上工的時間 
 工作開發阻力多 
-雇主對身障者任用的疑慮 
 

 同理與溝通 
-同理個案的反應，並與個
案持續溝通 
-把個案的事情推演在自己

身上，運用自己過去的經驗
去解決問題 
-關係建立後，建立信任感
才能掌握個案工作狀態 
 面對與學習的心態 
-保持平常心與個案一同學
習工作 
-以學習的心態面對工作、
遇到困難嘗試解決 
-業餘時間做喜歡的事物 

 

 職務認知不足 
-想像為幫助個案上
工賺取薪水  
-一開始對於工作內
容一知半解 
-進入工作後，才認
知實際工作內容 
 過去工作經驗豐

富的助力 
-幫助個案與職場建
立關係，與解決職場
上遇到的問題 
-幫助個案面試技巧 

-過去學習助於瞭解
個案的心理和建立關
係 

【成為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角色定位】                                                                                     

 

淡定面對、穩紮穩學的 D 

圖 4-2-3 研究參與者 D 之生涯

脈絡圖 

 

環境因素 
 雇主的正向回饋 
-雇主的友善態度也是Ｄ的推動力 
 職場良好支持 
-主管和同事提供關心與支持 
-外部督導對實務的幫助 
 薪資滿意 
-薪水與福利是留任的因素 
 尋求外援 
-聯繫職管員或家長尋求協助 
-詢問外部督導 
 

個人因素 

 不怕與人群互動 

-樂於接觸人群 
 責任感 
-對於就服員流動率高，對個案的是職業重建有影響 
 個案帶來的成就感 
-對於個案順利上工會感到興奮 
-與個案建立關係、看見個案努力也是的推動力 
-成功地推介經驗是正向的鼓勵 
 累積經驗 
-增加工作時間和經驗 
 

 



  

77 

四、 研究參與者 E 的研究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 E 的生涯小故事 

初出茅廬，尋找肯定的 E 

   1.踏入工作的開始 

甫大學畢業的 E，抱持著想要服務第一線個案的心情蒐尋著工作，

雖然大學沒有接觸過職業重建領域，吸引他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這份

工作除了離家近，以大學畢業新人的薪資來說很不錯。 

「完全沒有聽過(這份工作)，看到簡介而已……對啊，然後，那時

候就覺得可以試試看，因為那時候找了很多份工作，就唯獨這個

工作是比較有興趣的」(E013-016) 

    詢問朋友和督導、上網查找資料後，對這份工作有了基本的輪廓，

E 也開始積極地想要投入這塊領域，他尋找了大學在相同領域工作的

同學，請同學模擬面試、修改履歷，並詢問工作需要準備的事項。 

2.工作壓力與挑戰 

    「帶領身心障礙者到職場工作」，是 E 進入工作前對這份工作下

的註解，順利到職後，發現遇到的困難比想像中還多，如 E 所說，自

己身為第一份工作的新鮮人，當初到職的履歷尚須朋友審閱修改，如

今須要成為一個幫助個案審閱履歷、教導面試技巧的專業就業服務員，

在個案的職場上還需要輔導個案熟悉工作技巧，菜鳥帶菜鳥是 E 不

斷產生的想法，時常不確定自己的輔導策略是否正確。 

「然後可是實際上，還是我直接講，進來(工作)之後，才發現，沒

有那麼容易啦，因為你要進去職場教個案工作，你首先也要會這

份工作，那不是只有單單傾聽他，支持他，給他情緒支持這麼簡

單，是實際上要會，就是這樣子」(E02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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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就只是覺得，欸!來聽他們工作抱怨，幫他們找工作，然後

差不多就是這樣，事實上我還要學的是工作技能，對啊，然後，

還要幫他們找工作，因為我剛剛也說過，我剛畢業我的地一份工

作是這個，我自己連找工作的技巧都很薄弱，對，然後就連寫履

歷都是請朋友幫我檢查，現在變成我還要幫他們寫履歷，這感覺

就是，菜鳥帶菜鳥的感覺」(E056-059) 

    E 梳理自己的成長學習過程，求學、當兵大致都有一個學習的標

準程序可以依循，但如今面對第一份工作，卻是很多事情都讓 E 感到

不知所措，工作的內容是充滿彈性和變化的，例如每個個案在職場每

天的狀況都不一樣，各自的家長、雇主會發生的情況也都難以掌握；

在紀錄撰寫上，雖然可以參考同事的寫法，但如何架構出自己合適的

記錄方法，花費了 E 很多心力和時間。 

「一開始我還滿…就是什麼事情都不習慣，因為以前在學校或是

在當兵的過程中，可能會欸，所有工作流程都有 S.O.P，什麼樣的

過程就會有什麼樣的答案。」(E099-101) 

    進入職場後，單位的同事安排時間輪流帶領，單位願意教學、氣

氛融洽，同事帶領的方針希望 E 能夠瞭解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做這

個工作決定的出發點是什麼？是依照什麼方式判斷？引導他自我整

理出解決事情的方式，但是這樣的作法，對習慣標準程序、期望有明

確指示的 E 來說存在著壓力，且因單位希望 E 盡快累積經驗，安排

他在初到職時期接收許多個案， E 在使用電話進行職場開發或與個

案對談、接洽事情時，單位同事會在一旁聆聽，給予他一些應對態度

和技巧的建議，緊湊的工作和學習讓他感到難以消化；但如以上所述，

E 一方面在身為新人的徬徨、面對不熟悉工作的不知所措，一方面也

有學習工作、面對同事監督的壓力，他很希望工作能夠有一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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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讓他明確的知道遇到那些問題該怎麼解決，避免不斷的探索再

挫折。 

「我多希望有一個 SOP，欸……就是紀錄的格式該怎麼打，該怎麼

說就怎麼說。」(E248) 

「然後也因為，是新人，當然那一陣子的案量幾乎都是派給我，因

為我案最少，所以我變成是，一時之間很難消化，所以我那時候就

一直瘋狂的在，晤談啊，密輔啊，然後紀錄啊，一直拖著一直拖著

這樣。」(E107-109) 

「對啊，他們會覺得感覺我講話可以再有條理一點，清楚一點，或

者是，再圓滑一點，這也都是我那時有壓力的，現在也都還是有壓

力啦哈哈哈(笑聲)。」(E155-156) 

3.支持系統 

雖然工作上曾經遇過個案的情緒起伏大，他需要接收各種個案的

負面情緒，但是看到個案喜歡自己的工作，E 會擁有工作上的成就感。 

4.工作適應的歷程 

    E 調整自己在職場和工作中掩飾不安和緊張，提升自我的「老鳥」

形象，藉此增加雇主錄用個案的機會，並且也學會判斷工作的處理方

式，不會來者不拒，可以堅定自己的立場，漸漸地建立起自己的一套

工作模式，設定自己工作的時間，盡量不要影響自己下班休息時間；

他也把推介個案當作一個介紹自己產品的過程。 

「也有讓自己花時間，平均一筆 0C 我花多少時間完成，我可能寫

一小時就提醒自己，用這種方式去把紀錄趕完，當然當中自己也會

喝個飲料啊，吃個小點心這樣。」(E141-146) 

「面對雇主上，初期的時候會比較緊張就覺得自己很菜，也讓人家

能感覺的我有一股菜味吧，對啊，自己也要ㄍㄧㄣ住，不能讓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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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或是讓雇主發現我自己也很挫，因為我自己也是(停頓)，第一

次面對雇主，然後也要想辦法就是讓他說服他，就是雇用我的個案

這樣，這是一種買賣的過程，對啊，討價還價，或是推銷的過程(點

頭)。」(E158-161) 

    E 仍然對這份工作保有熱誠，但工作的這九個月來，他也不禁懷

疑自己，在服務個案的過程中，他究竟提供了哪些實質的幫助予個案

呢？而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可以提供個案服務呢？  

「對!沒有錯，我知道我是適合助人的人，可是我有沒有能力助人，

這又是一個問自己啦」(E282-283) 

（二）研究參與者 E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E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

2-4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歷程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E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對工作不熟

悉，第一次工作需要帶領新人到職場讓他覺得很有壓力，同事也會在

旁監督他的工作技巧，現在依然會懷疑這份工作是否適合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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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學經歷 
-相關科系背景，
讓 E注意到這份工
作 
 瞭解工作內容 
-督導詳細介紹工
作 

個人面向 
 菜鳥帶菜鳥的不知所措 
-無法拿捏服務個案時提供的角色，個案服務成效不
佳 
-除了傾聽與支持個案外，不知道如何帶領個案工作 
-工作經驗不足，卻要帶著個案就業寫履歷找工作 
-第一份工作的不知所措 
-對於擬定輔導策略的不確定感 
 工作比想像中困難 
-發現除了傾聽與支持個案外，如何帶領個案學會工
作，比想像中更困難 
 

 參考同事工作方式 
-參考同事紀錄格式，找
到最適合自己的格式 
-詢問組長再詢問督導 
 調整工作節奏 
-設定好工作時間來督促
自己 
 調整工作角色 
-面對雇主時讓自己看起
來專業、有經驗 
 自我懷疑 
-懷疑自己是否對個案有
實質上的幫助 
-懷疑自己的能力是否可
以應付工作上的多變性 
-懷疑是否有足夠能力可
以勝任 
-疑自己的能力與這份工
作的相符程度 
 

環境因素 
 工作單位高支持度 
-對於個案順利上工會感到興奮 
-評鑑壓力大，同事間互相扶持 
-氣氛團結，符合個案期望 
 同事耐心引導 
- E的新人訓練為同事帶領，同事以經驗引導個案上手 
-單位的帶領方式為：E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知道目的和出發點 
 薪資滿意 
-薪水符合期待 
 

 職務認知不
足 

-過去沒有聽過這
份工作-工作前沒
有接觸過相關領
域 

-進入工作後，才
認知實際工作內
容 
 

【成為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角色定位】                                                                                     

初出茅廬，尋找肯定的 E 

圖 4-2-4 研究參與者 E 之生涯脈絡圖 
 

職務面向 
 工作面向多 
-雇主、家長、個案都會有沒有辦法掌握的狀況 
 文書行政的繁瑣 
-沒有相關背景在登打紀錄、文書行政的不知所措 
-適應文書格式耗費很多時間 
-記錄書寫上架構文字的困境，時常事倍功半 
-記錄登打撰寫，花了很多時間和心力 
 接收個案的情緒 
-密輔時承受個案的情緒和怒氣，讓 E無法接受 
-面對個案的情緒反應，E難以承受 
 工作時間變動大 
-工時無法固定，無法做私人事情安排 
-工時為配合個案上班時間 
-追輔、密輔需隨時隨地變動工作時間 
 工作內容沒有標準可參擬 
-自己想的解決方式不一定正確 
-以往習慣做事有ＳＯＰ參考 
-期望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方式有 SOP 
 

環境面向 
 同事的監督的壓力 
-同事提醒個案的話術與說話方式，讓個案感到壓力 
-在單位內電訪工作開發時，同事的監督讓個案感到
壓力 

個人因素 
 工作帶來的成就感 
-當個案喜歡自己的工作時成就感高 
 累積經驗 
-希望第一份工作經驗維持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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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參與者 F 的研究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 F 的生涯小故事 

積極學習，敢拚無懼的 F 

1.踏入工作的開始 

    F 大學就讀於職業重建需求的相關科系，大學的課堂中逐漸摸索

出自身的興趣，除了在人格特質的分析中，確認自己偏向助人的職業

性向，有一門就業服務的課程可以選修，因此他在課堂的帶領下，對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這門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激發了 F 的熱忱，

並在實習階段選擇了提供支持性就業服務的機構，在當完兵後毅然決

然地從事這份工作。 

2.工作壓力與挑戰 

    實習過程能接觸的層面相對沒有這麼廣泛，新進之初，F 的學習

策略是先全盤瞭解所有的業務內容，同事和主管也給予時間讓 F 慢慢

熟習，全盤瞭解後他才開始進行工作執行的部分，但在一開始因為經

驗的不足，除了擔心不知道如何與雇主溝通，輔導個案與雇主面試時

也曾卸下心房，在面試過程中揭露太多資訊而失敗，文書行政上花了

很多心力在學習，面對各種障別的溝通和服務也是挑戰。 

「對!你會遇到不同的障別(個案)，像我以前只有接觸很少的身障，

也有接觸一部分的特教生，就沒有辦法到工場(庇護工場)裡和小

作所，比較重度是合併的(指多重障別)，進來後就會發現要遇到

很多不同的障別，然後要跟不同的人資去應對，協商和溝通，所

以在溝通上這一塊我覺得是滿刺激的，跟挑戰這樣。」(F041-044)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新鮮人，但是我遇到的雇主都

是比較有經驗的，就會覺得年齡上有差距，一開始也不知道要怎

麼跟他們溝通。」(F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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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與個案輔導關係的拿捏感到不清楚，積極地為個案設想好各

種解決方式，但這樣的工作方式反而讓個案產生依賴，最終密輔結束

時，個案失去依靠而工作不穩定，造成離職，也會因為個案過度依賴

的關係，無法清楚知道個案在職場真正的問題來源。 

「大概是密輔後期的時候，開始出現，我一走他(個案)就走就開

始挫屎(形容個案狀況不好)，我就覺得不行，可能一開始陪同時

間太長或是太好，應該說我太多事情都幫他弄好都幫他處理，在

教導上面我覺得自己沒有講得很清楚的部分，後來就是出了狀況

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有跟組長討論，中間其實那段時間我自己就

是在休息，個案是在等待工作機會，那時候也是讓自己再次找好

機會，就是下次如果再面對他我應該要用什麼角色去面對。」

(F224-228) 

3.支持系統 

    挫折的經驗讓 F 感到內疚，認為自己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但隨

著經驗累積，F 漸漸懂得如何調適心情和釋放壓力，有宗教信仰的他

會與父母一起禱告，或是在下班時聽宗教音樂回復心情，休假時會游

泳、按摩推拿等娛樂活動。 

4.工作適應的歷程 

  「到後來也學會一些職場應該的事情，像你週末的時間你要分割

就是說，個案想找你就找你，這樣你生活也會受到影響。」(F084-

086) 

「我覺得滿感謝這邊他們(同事)都會給我許多的幫助，就是花時間

來教我，就直接走到我旁邊教我這樣，跟我練習，所以那時候我其

實，在學習上面雖然有很多碰撞，但都不會花很久的時間再撞牆期，

就是都可以不斷的學習。」(F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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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個案的挫折經驗中，F 學習到如何拿捏與個案的關係，並

在工作單位中求援，積極的與單位督導、同事討論，F 會在家裡對鏡

子說話練習技巧，也會與同事模擬電話應答，不但同事會分享過去相

似的經驗，督導也會以彈性的方式帶領 F，明確告訴 F 工作的問題，

用輕鬆的態度討論後再提供自己的作法，也尊重 F 處理工作的方式，

而這次的經驗也讓 F 知道工作分配的重要性，避免讓工作影響自己的

休息時間，面對擔心自己缺少經驗，不知道如何與雇主溝通的時候，

個案學會調整自己的應對模式，讓自己看起來經驗豐富。 

在 F 身上可以看到積極學習，調整自己，F 認為唯有調適心態才

能有更多能量回饋給個案，正如 F 所說的:「要有一種敢拼的精神，

就是不要去懼怕這樣，不管是學習或是面對職場。」 

（二）研究參與者 F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F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2-

5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F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主要是面對學習新工

作的壓力，缺少社會經驗但卻需要和職場接觸感到挑戰，但是同事、

督導都會循循善誘 F 上手，面對他的困難也會立即給予回饋，他從做

中學習，繼續展現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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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學習，敢拚無懼的 F 

 

 個人志向 
-大學課堂上認識
職業重建領域，發
現自己的興趣 
 

個人面向 
 缺少經驗的無力感 
-經驗不足不知道如何溝通 
-對行政系統的不熟悉 
 菜鳥帶菜鳥的不知所措 
-職場經驗少，與雇主年齡上差
距大，不知道如何溝通 

 從做中學 
-第一個個案在密輔時工作上遇到狀
況，影響工作步調與生活品質，從
這個個案中學習到適才適所 
 積極學習 
-請同事模擬與職場的溝通，作為更
熟悉溝通技巧的練習 
-積極的學習態度可以讓同儕更願意
提供支持 
-拼著學習上手 
-給自己時間學習，再循序漸進上手 
-在開始服務前預想如何提供服務 
 調整工作角色 
-會想像自己是經驗足夠的人，調整
自己與職場對話 
-堅定自己的工作角色，不輕易順從
個案 
-第一次密輔時與個案關係建立太緊
密導致個案依賴，覺察須調整自己
的角色定位 
-避免太照顧個案，使個案形成依賴 
-用心服務個案 
 調整工作節奏 
-分割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  
 個案賦能 
-在密輔過程中，把個案的潛在的問
題好好解決，才能使個案成功穩定
就業 
 內疚 
-一開始面對失敗的心情是內疚，認
為自己需負擔責任 
 適當放鬆 
遇到壓力的因應方式是推拿或泡澡 
 

環境因素 
 單位支持度高 
-督導明確的支持方向 
-督導與同事樂意經驗分享 
-遇到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時，使用通
訊軟體、電話詢問督導，可以得到支持
與回覆 
-如何安排工作的順序，一開始經由督
導教導 
-同事與督導對 F有耐心的教導 
-工作場所同事可以像家人般互動 
-工作單位氣氛良好，除了工作外也可

以學習同事個人優點 
-新進時與督導、同事學習工作事務，
包含人際關係 
 薪資滿意 
-薪水符合期待 
 工時彈性 
-不需要一直坐在辦公室 
 

【成為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職前角色認知】                                                                                     

 過去實習經驗
的幫助 

-喜歡助人 
-瞭解職業重建的
專業詞，並開啟 E
想進入工作的契機 
 

圖 4-2-5 研究參與者 F 之生涯脈絡圖 
 

職務面向 
 面對多障別的無力感 
-不同障別不同的溝通方式 
 文書行政的繁瑣 
-一開始無法拿捏和職場面試的
技巧 
 
 

個人因素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壓力的排解方式 
-一開始下班後提不起勁做其它事，宗
教信仰是壓力的排解方式 
-父母的支持，一起進行宗教活動 
 樂於助人 
-喜歡助人 
-助人同時得到相同回饋 
 

 

 



  

86 

六、 研究參與者 G 的研究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 G 的生涯小故事 

柔軟樂觀，擅於同理的 G 

 1.踏入工作的開始 

    G 有相關的背景，休息一陣子重回職場之際，在人力銀行的網站

上注意到這份需要背景相關的職業，過去沒有聽過這份職業，但工作

地點離家近又可以運用自己所學，她在網路上查詢了資料，認為這份

工作可以待在辦公室、近似於社工性質，因此投下了履歷。 

「那時候以為是辦公室的工作，對，之後就想說服務人群這樣子就

想說跟社工相關的，其實不瞭解，當然我有上網查一些資料，那時

我就是有打電話問我的時候，我還很開心的說我知道這是做什麼的，

我們先跟個案談一談，之後確定他適不適合進入支持性服務，如果

適合的話就陪他找工作跟他面試，講得很開心這樣，之後他說這工

作要一直往外跑，我說我知道我知道(笑)，但是我不曉得會如此往

外跑，對啊!」(G064-070) 

2.工作壓力與挑戰 

    到職後遇上大專轉銜的月份，同事不斷的將個案轉給 G，她在一

個月內承接了五六個個案，對她來說體力與心理負荷很大，個案的狀

況對 G 新人身分來說也很棘手，在 G 的觀念中，希望積極的盡快媒

介工作給個案，但是好不容易開發了工作職缺，職缺的薪資、性質是

否符合個案期待也是難題之一。 

「其實進來很累，因為我進來剛好是大專院校轉銜，就一眨眼，我

的個案就波波波(形容個案冒出來的狀聲詞)，就好像就十個十二個，

而且都我一個人接。」(G07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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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需要服務的多面向對 G 而言不是難事，困擾她的是工作需

要東奔西跑，耗費時間之餘，也讓 G 時常迷路，她曾經在花了一個半

小時的時間在半小時的車程上。 

「就欸(眼睛睜大)，半小時車程我騎了一個半(小時)，就覺得好累

喔，我都提早出門還這麼晚到，之後同樣路走很多次會迷路，看

導航就跳到奇怪的地方，我又跳到奇怪的地方我最苦惱的。」

(G047-049) 

    而單位也沒有足夠的支持，行政督導無法給予實務上的建議外，

有問題會詢問外部督導，但有許多行政上的業務是無法即時得到回饋

的；新進時新人訓練時期，同事認為自己與 G 同一個職位，帶領 G 勞

心勞力壓力也很大，情緒容易不穩定，導致兩個人的衝突增多，與同

事之間多了隔閡。 

「我那時候真的做很誇張，每天加班，加班還被主管罵，也沒有

罵，就念一下，他說加班，還是要在可能的範圍內加班，不要說

太誇張，那時心裡真是，就是上班到十點啊，對他其實人很好，

只是有時候現實不大可能」(G084-086) 

「對啊，大概一個月前的事吧，之後我就(停頓)，就是我那時候是

會做惡夢，我是晚上會做惡夢夢到他(同事)會嚇醒，會起來哭，之

後在路上看到跟他很像的人就會，只要跟他身形像的人我就會害

怕（哽咽）。」(G194-198) 

   3.支持系統 

    薪資雖然吸引著 G 留任，但更大的原因在於她不忍看著個案繼

續換負責的就服員，她想到個案再經歷一次適應新的就服員，或是遇

到不穩定的就服員帶領就無法放下，對此 G 也盡力每週去職場探望

個案，積極做好自己的工作角色，面對工作上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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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媽就會說，不管怎樣你就是幫助人家做好事，不管你多累，

你幫助一個人，這對他來說是一輩子的影響，就雖然他以後這份

工作他做不好或怎樣，但是他有一個好的經驗，但是他以後比較

能夠去相信自己有能力。」(G413-415) 

4.工作適應的歷程 

「就一點一滴地問他(同事)，問他就不爽嘛，反正後來我才慢慢

理解，不是我的問題，是他情緒的問題，一開始我就覺得是因為

我真的犯了無可饒恕的大錯，後來做了幾個月就發現這是小事，

只是他容易不爽。」(G242-244) 

「對對對，我可以理解他(同事)，但是只是我的生理無法，我現在

路上看到還是會怕，但是我還是想說，工作嘛，因為，他也是很

辛苦，現在缺業績壓力很大。」(G200-201) 

    雖然與同事相處會有壓力和陰影，而且一開始會對自己被責罵感

到有負罪感，但是 G 學會如何覺察自己的壓力源，並且用同理的方

式，同理個案、同理同事讓 G 產生壓力的行為和情緒。 

（二）研究參與者 G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G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

2-6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G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對與同事的

衝突，面對密輔需跑來跑去容易迷路也是壓力之一，但是她想到需要

一直適應換就服員的個案，於是試著同理同事不合理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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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學經歷 
-投履歷過程中找
到符合背景相關工
作 

 角色調整 
-詢問同事解決事情方式
後，發展與個案為同盟關
係的角色 
 積極面對 
-積極處理調整工作角色 
-遇到困難越積極去面對
和努力 
-每週親自去職場看個案
是工作職責 
 覺察情緒 
-調適自身心態，自我覺
察壓力來源為同事情緒 
-雖然還無法跨過陰影，
但為了工作可以同理同事
的處境 
 自我懷疑 
-認為是自己的問題 
 保持自身信念 
-相信累積工作經驗後，
工作也會得心應手遇到-
注重成功經驗可以調適自
己的焦慮與挫敗感 
 

環境因素 
 薪資滿意 
-薪資對生活的幫助 
 

【成為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職前角色認知】                                                                                     

 職務認知不足 
-瞭解職業重建的
專業詞，並開啟個
案得想進入工作的
契機 
 具有工作經驗 
-工作經驗助於瞭
解個案的職場生態 
 

柔軟樂觀，富含同理的 G 

 

圖 4-2-6 研究參與者 G 之生涯脈絡

圖 
 

職務面向 
 工作外勤多 
-找路耗費時間 
 工作負荷量大 
-進入工作後遇到大專轉銜時期，新人被迫承接的工
作負荷量大 
 工作開發阻力多 
-職務媒合尚需考量個案對薪資的需求  
 
個人面向 
 工作比想像中困難 
-瞭解工作時常外出的特性，但比預期頻率多 
 
環境面向 
 與同事衝突多                                                                                                                                                                                                                                                                                                                                                                                                                                                                 
-同事會選擇個案的難易度，推卸給 G 或是先行接
收較容易的個案 
-因行政做法被同事質疑怒罵，G 會感到害怕與緊張 
-紛爭之後，G 看到同事會感到害怕，產生隔閡 

-同事的情緒不穩定影響個案的私人生活與心理 
-對縣市做法不熟悉導致與職管和承辦溝通誤會，也
導致與同事關係緊張 
-同事比較學歷 
-對於不瞭解的事物也不敢詢問同事 

 督導無實質幫助 
-工作負荷量大，但是督導希望減低加班頻率 
-外部督導沒有指導行政的部分 
-行政督導沒有提供足夠支持 
-面對同事缺乏業績，主管又希望 G 能夠多做一些
填補同事的績效 
 單位沒有足夠的新人訓練模式 
-單位同事在帶領 G 時，面對行政業務容易以情緒
不穩定的方式教導 
-同事認為同為同事，沒有帶領 G 的職責 
 

個人因素 
 責任感 
-顧慮個案換就服員頻繁會影響其職業生涯 
 工作成就感大 
-個案與家屬的即時肯定使Ｇ覺得這份工作很有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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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參與者 H 的研究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 H 生涯小故事 

勤懇穩重，從做中學的 H 

1.踏入工作的開始 

     H 大學為相關科系，學校大多教導大範圍的概念，因此沒有接觸

過職業重建的領域，先前 H 也對一般就服站和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

差別不清楚，但是他知道自己喜歡勞動相關與助人工作，面試過後踏

入了這個領域。 

「就服員一開始也不太清楚是就服站的就服和支持性的就服，差

在哪邊，那後來就是，後來就是有面試到，就是乖乖院的職缺，

後來才進來，才發現這一塊是，跟就服站差很多的地方，就是說，

他是服務身心障礙者。」(H007-010) 

2.工作壓力與挑戰 

     新人到職後，H 首先面對的是面對各種不同障別，每個障別差異

性很大，輔導策略自然南轅北轍，對新人來說很容易感到不知所措；

而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不同的是，服務的面向包含了雇主、家長、個案

三個面向，各行各業的雇主們，亦或是難以溝通的家長、個案和家長

期望不同，對 H 來說都是挑戰。 

「因為(自己)說剛從學校畢業這樣，然後對於，比如說精障有他

們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說服藥啊，天氣穩定也會影響他們，對啊

然後智能障礙就是比較多的是，理解能力跟教學，然後或者是聽

語障，你就知道聽語障的溝通方式，除了手語和筆談邏輯是他們

手語的邏輯。」(H033-035) 

「不過就是這個真的是很跟社工畢業相關是滿不一樣的，雖然社

工很多有很多不一樣，老人兒童這些，可是這個又要跟雇主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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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一些些，可能社工你就是家長和服務對象，我們是家長服務

對象和雇主，又加了一個雇主。」(H317-319) 

「有時候是個案家長的關係的衝突，這個對就服員來說也是挑戰，

這時候個案可能會不想做這份工作，家長可能會期待他做這份工

作，就大概這兩個面向。」(H039-041) 

    文書行政上表格很多，如何填寫、如何架構內容，處理核銷過後

年底也需要忙評鑑和標案作業，單位的同儕流動率大，對於行政文書

的數據交接上也會增加作業，對於一無所知的 H 更是不知所措。 

「那真的也是很壓力之一，因為你要那個職重系統，我們就服表

格很多，你又要很注重每個表格的書寫的內容啊，還有方式，然

後行政作業當然會碰到核銷，然後年底可能會有成果報告，然後

會有標案，可能會有標案作業，如果以單位來說可能會有就服員，

當然對於新進人員來說可能會有很大的壓力，因為你什麼都不知

道。」(H043-041) 

「例如說核銷流程，採買程序，然後對啊，你要上系統寫下來，

程序比較繁瑣啦，還有就服的是例如說，評鑑的簡報啊，巡輔的

內容，雖然(評鑑資料)範本在那邊，但是統計的東西很多，所以一

整年的下來，你又要統計那些(服務個案資料)分障別，分年齡，年

紀，就業的職種，還有一般性服務和支持性就業服務，滿意度都

要統計。」(H091-095) 

     H 到職時僅與前一位就服員短暫交接，單位內並沒有完整的新人

訓練，有院內系統和職重系統需要學習，帶領的同事容易情緒不穩定、

不願意教學，督導的建議在 H 幾次嘗試過後，發現不符合實務上的需

求，而 H 便尋找了其它單位資深的就服員求援，資深就服員教導 H 表

單填寫、個案輔導策略和共享開發職場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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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因為我去的時候剛好有一個就服員要離職，後來就是帶我

跟其他就服員做認識，所以就是在就服員這個部分如果有問題的

話我都會問一些其他別的單位的就服員。」(H104-105) 

「如果同事不支持，那你又是一個新人你要跟誰求助，你看光醫

院的流程和就服的流程，你兩大系統都要熟悉，如果同事你不願

意教，或是你支持度不那麼夠，新人會滿辛苦的。」(H154-156) 

「第一就是同事本身就要願意，就要給新進人員做一些支持啊，

就是說情感上啊，或是工作上啊，作業上。」(H147-149) 

3.支持系統 

    H 述說個案從交通訓練到穩定就業成功的案例，他散發著神采奕

奕的光采。 

「然後還有一些成就感，就是服務的個案，就從他什麼都不會啊，

沒有自信到他很開心的跟老師說，他可以做得很好啦，習慣了謝

謝老師這樣。」(H263-265) 

「很多如果服務的個案，如果現在在穩定工作都會滿感動的，畢

竟如果他從很沒有自信心開始，到最後可以好好做這份工作，可

以得到成就感，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很感動的。」(H173-175)  

4.工作適應的歷程 

    H 會嘗試先以自己的能力解決問題，面對困難，處理比較急的突

發狀況，他盡量提升自己的學習能力，在密集輔導個案的職場中，相

信自己能學習的比個案快速，隨著經驗累積越來越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看到個案在自己的輔導策略下進步與成長，從零開始建立的自信心和

工作能力都讓 H 感到很有成就感。 

「對啊，你要先，這個領域學校一定是還沒有教，支持性就業服

務又跟外面的就服站性質差很多，所以對於新的人來說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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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經驗啦，可能要讓他去做看看，去嘗試看看這樣的工作他

喜不喜歡，然後也勢必這個工作是有挑戰性的工作，也會有挫折，

你就看看，你自然做不做得下去啊，因為這個一兩年來說都是摸

索，摸索過了這期間每年做的都是差不多，只是個案一直在換一

直不一樣。」(H307-311) 

    H 受到其他單位的資深就服員很大的幫助外，面對他如何走過當

初新人徬徨的日子，他建議新人需要建立同儕團體，如果有問題不要

怕詢問，有問就會有學習和答案，必定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作模式。 

（二）研究參與者 H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H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

2-7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H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服務的多面

向、文書系統的繁雜，一開始單位也沒有適當的督導帶領他，看著個

案在他的輔導策略下慢慢建立起自信，他也對他的工作建立起自信，

他嘗試找其它單位就服員得到支持，從做中學累積經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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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懇穩重，從做中學的 H 

 

 

 

 

 

 

 

 

 

 

 

 

 

 

 

 

 

 

 個人志向 
-大學修課開啟對勞
動服務興趣的開關 

職務面向 

 工作外勤多 

-外勤比原先預期的多 

 工作開發阻力多 

-社會的就業環境不好 

-雇主面亦須兼顧 

 文書行政的繁瑣 

-面對行政業務、評鑑報告、標案作業的不知所措 

-行政作業程序繁瑣，評鑑統計項目多 

 個案就業的不穩定 

-個案媒合工作延宕許久，或是突然離職 

-個案與家長間沒有共識 

-遇到各種障別的服務方式是一種挑戰 

 面對多障別的無力感 

-各障別需要服務的策略差異大 

 績效標準高 

-新進即需要達到當年績效標準 
 瞭解自身角色 
-進入工作後才會瞭解自己
的適任性，隨著經驗累積
工作會開始得心應手 
 嘗試解決 
-視情況聯繫相關資源 
-釐清個案的想法，尋求工
作機會 
 自信心建立 
-經驗累積中自我自信心的
建立 
 面對與學習 
-面對每樣職種不同的挑
戰，心態調適為相信自身
學習比個案快，並要提高
自身學習能立 
-休息後面對與重新調整 
 習慣挫折 
-雖然工作會有煩心的事物
但是已經習慣 

【成為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角色定位】                                                                                     

 職務認知不
足- 

-一開始對這份工

作的一知半解 
-過去教育經驗
中，也沒有學習
到相關經驗 
 

圖 4-2-7 研究參與者 H 之生涯脈絡

圖 

環境面向 

 與督導的衝突 

-內部督導的帶領方式較不符合實務上的做法，與Ｈ

實務上相抵制 

-與督導解決問題方式不同 

 新手訓練的缺乏 

-僅與前任就服員短暫交接 

-帶領的同事無法提供實際上支持，多為質疑、情緒

不穩 

 同儕變動大 

-單位的人事變動，造成行政難接軌又面臨評鑑 

 薪資不滿意 

-對於薪資的漲幅空間不滿意 

-就服員以新進人員薪資符合期待，但是漲幅有限 

 

環境因素 

 工作彈性 

-可以看到不同的職場 

 尋求外援 

-文書行政、職缺資源皆得到其他單位資深就服員協助 

-資深就服員經驗豐富可以提供協助 

-面對各種不同障別、家長、雇主的工作挑戰，幸好有資深就服員
引領 
-職管是支持來源之一 
 

個人因素 

 個案帶來的成就感 

-成就感來自於個案重返職場 

-帶著個案從過去陰影走出、交通訓練、尋找適合工作建立個案工作模

式，讓Ｈ感到印象深刻 

-個案從零到有的自信 

 家人朋友支持與鼓勵 

-家人與朋友可以聆聽工作上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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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研究參與者 I 的研究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 I 生涯小故事 

坦然面對、正向前進的 I 

1.踏入工作的開始   

     I 沒有擔任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經驗，但曾擔任其它職務的就

業服務員約三至四年，工作性質大多處理文書行政，例如員工的薪水、

核銷、人資招募等，而 I 一直期待能夠在第一線做實務服務的工作，

因而轉職投入了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 

「喔!因為之前就是在庇護性就服，會覺得東西滿雜的啦，主要是

以薪水為主，就是負責庇護員工的一些，都是我要負責這樣，但

是我比較喜歡做第一線去，服務個案這樣。」(I011-012) 

2.工作壓力與挑戰 

     先前庇護性與穩定就業服務員的經驗，讓 I 在工作前就瞭解支持

性就業服務員工作的內容，也清楚這份工作的流程和可能遇到的挑戰，

處理核銷、報告、標案等皆較能得心應手，先前的工作大多為單打獨

鬥，養成了 I 在工作中獨立解決事情的能力，相較於以往庇護性就業

服務員文書行政工作佔大部分，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須面對以人為主體，

讓 I 感到較為困難，開發職場的部分也是以往沒有遇過的，但是整體

而言，I 認為因為之前的工作經驗比較困難，因此目前還能接受所有

遇到的挑戰。 

「就可能比較大剌剌不會太去多想什麼(大笑)，就自己還滿能調

整的。」(I149-150)  

「因為像一些職重的登打，在以前穩就的時候都有做過，對，然

後就也比較知道這份工作的內容，流程那些，那你那時候一個人，

面對行政那些都要自己處理。」(I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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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我現在做這個就服員，也不是說開心啦，是現在遇到的

一些人事物我覺得都還算在我的接受範圍當中，之前就會比較，

像做穩定就業那時也是一個人，不知道表單怎麼寫，去問就服員

或是同事，他就不想教感覺很煩，可是我現在遇到的都滿好的，

之前經驗更難過都走過來了，現在都覺得ＯＫ這樣。」(I203-206) 

3.支持系統 

    進入這份工作時，I 單位沒有相同職位的同事，也與上一位就業

服務員僅交接幾天的時間，無法全部學習到工作模式，但是辦公室內

其他職稱的同事可以互相幫忙，單位氣氛良好，先前認識別的機構資

深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也幫助良多，讓 I 可以在每個不同的同事身上

拼湊出自己的學習模式，與督導雖然一開始有紀錄書寫上的磨合期，

但 I 選擇依循督導的紀錄方式學習。 

「對我覺得新人就是還是希望有人帶著你去做，像我剛進職場的

話，就真的毫無頭緒，如果說我沒有之前的經驗的話，就真的完

全不知道做什麼這樣，然後，就希望還是有人帶著你去做，你會

比較安心，比較知道怎麼去做，因為我們表格很多，我記得剛開

始進來的時候，表格怎麼打都不知道，然後表格又很複雜。」(I121-

124) 

「我主要是面對外督啦，內督是行政上的協助和個案溝通，紀錄

撰寫還是以個案為主，看他需求是什麼，就是有一些磨合在。」

(I222-223) 

4.工作適應的歷程 

     I 認為因為個性爽朗，對於工作中接踵而來的挑戰她都認為不是

大問題，並且採取讓自己的想法更彈性，業績要求雖然是壓力，但 I

比擬為工作的推動力。她抱持著工作一定會遇到困難，不可能都是順

遂的，只能面對和解決，並改變自己的心態去調適它；對於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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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時間也會切割很清楚，告訴個案自己的休息和休假時間為何，

目前也在調整自己做行政的時間和外出的時間分配，避免一直加班的

狀況。 

「就可能比較大剌剌不會太去多想什麼(大笑)，就自己還滿能調

整的。」(I149-150) 

「我自己會去分割(工作與私人生活)滿清楚的啦，因為我覺得我

也是需要休息，所以如果個案打電話來，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的

話，我基本上不會去接，比較棘手的話就會馬上去處理，我也會

跟個案很清楚地說，我也是需要休息，所以只能八點到五點打電

話來，假日也不准打電話來，除非可能他們工作上有很大的問題

需要協助。」(I116-119) 

「對，十二月要結束一整年度看會不會被罰錢，院內的意思是說

沒有關係，你就盡量做多少，但是我自己就會想說，想要達成，

一部分會有壓力，一部分是動力啦。」(I130-142) 

     I 建議入行的新人，如果環境無法有足夠的支持，務必尋求相關

的資源才不至於不知所措，面對、調整才能坦然的面對一切挑戰。 

（二）研究參與者 I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I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2-

8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I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對開發職場的

技巧不熟悉，還有景氣不佳，難幫個案找工作的壓力，但 I 會適當分

配自身時間，調整工作節奏，坦然面對工作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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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志向 
-瞭解自身喜好第
一線服務個案的工
作特性 
 從事助人工作

的初衷 

-先前多為工作處
理行政業務，想要
第一線服務個案 

 尋求外援 
-因同職位只有一人，工
作上的問題需求助外界 
-尋找相關機構的資源 
-其他單位的資深就服員
可以提供職缺與協助 
-借閱新進訓練手冊研讀 
 調整工作角色 
-對雇主介紹自身角色，
先取得面試機會嘗試解決 
-覺察現況代替以自省方
式面對工作中的挑戰 
 調整工作節奏 
-將工作時間訂定範圍，
分割個人與工作時間 
-服務個案與行政業務的
時間調配是目前要調整的

事項 
 面對與學習的心態 
-工作都會遇到困難，還
是要克服困難 
-工作不可能都是優點，
無法改變別人可以改變自
己 
 習慣挫折 
-雖然工作會有煩心的事
物但是已經習慣 

 

環境因素 
 不同領域同事支持 
-辦公室包含其他職位的專業人員，有時可提供
個案相關資訊 
-內部督導專業背景，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中可
支持面向不同 
 業績推動力大 
-業績達成是工作上的推動力 
-業績的規定是壓力也是推動力 
 工作彈性 
-可以看到不同的職場 

【成為支持性就

業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職前角色認知】                                                                                     

 過去工作經驗
的助力 

-先前工作經驗瞭
解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的樣貌 
-過去工作經驗幫
助瞭解工作的流程 
-過去工作經驗幫
助這次工作的上手 
-過去相關經驗，
對於服務個案感到
沒這麼困難 
-過去遇到困難的

經驗有助於這次工
作中的適應 

坦然面對、正向前進的 I 

 

圖 4-2-8 研究參與者 I 之生涯脈絡圖 
 

職務面向 
 工作開發阻力多 
-職場拒絕接受身障者就業 
-之前沒有開發職場經驗 
-個案的功能限制和就業期望不符 
-社會的就業環境不好 
 工作內容的多面向 
-工作需要面面俱到，業績、個案服務、行
政兼顧造成壓力 
-遇到各種障別的服務方式是一種挑戰 
-各障別需要服務的策略差異大 
-過去工作經驗多為行政處理，相對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需與人接觸，Ｉ覺得比較困難 
-雇主面亦須兼顧 
-家長與個案間沒有共識 
 個案就業的不穩定 
-個案媒合工作延宕許久，或是突然離職 
-個案多變的狀況 
 
 環境面向 
 與督導的磨合 
-紀錄撰寫方式與督導磨合 
-帶領的同事無法提供實際上支持，多為質

疑、情緒不穩 
 單位沒有足夠的新人訓練模式 
-紀錄調整方式是依照督導要求 
-內部督導僅教導醫院部分的行政 
-單位沒有完善交接制度，外部督導僅指導職
重的表格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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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研究參與者 J 的研究結果 

（一） 研究參與者 J 生涯小故事 

用心對待、從錯誤中學習的 J 

1.踏入工作的開始 

     J 是相關科系出身，從家庭中復出尋找工作時，原先預計應徵的

是同單位不同職缺的工作，但在面試過後確認自身學經歷符合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這個職缺的要求，對這份工作雖然不瞭解，也決定踏入這

個領域。 

「(工作)就投了履歷，然後後來我們投了履歷，我就去面試，然後

面試的時候才知道，原來我履歷投的是支持性就業服務。」(J009-

011). 

「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支持性就業是什麼。」(J212) 

2.工作壓力與挑戰 

    一開始這份工作給 J 的第一印象只是「常常在網站上看到這個缺

額」，進入工作後她首先發現工作的時間變動很大，下班回家時可能

還在處理個案職場的問題，利用私人時間回覆雇主和個案，工作中面

對雇主、個案、家屬各種突發狀況，曾經因為雇主和人資部門沒有溝

通好，帶著個案去面試被雇主大吼轟出來，也曾站在守衛室面對警衛

先生對身障者進入公司的質疑。 

「那時就開始踏入了支持性就業，我那時候踏入了就知道支持性

就業到底是什麼，我一開始都不知道，可是這個行業常常看到缺

額，可是這個缺額，這個職位，為什麼會常常看到。」(J013-015) 

「我實際上，我回到家下班，我也還是在忙個案的事情，我可能

跟個案講話講很久，他們現在這樣子，現在都用 Line 打，不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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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所以個案就可一直講不停這樣，有時候真的回在家裡一兩個

小時的電話，然後再回覆廠商和雇主那邊，個案發生的問題，真

的已經九點十點，再來去洗澡弄弄睡覺，我覺得這樣真的工作時

數太多(皺眉)。」(J026-030) 

「那時候我們剛進去，他就把我們轟出來了，這東西真的是，你

沒有做你不會體會到真的被轟的感覺。」(J476-477) 

    而新人時期也會不瞭解個案真正的需求是什麼，個案會對 J 抱怨

想離職、不想工作，但過了兩個月後 J 才發現個案真正想表達的是薪

資不符合期待；而工作一陣子過後，她認為這份工作的薪資不符合工

作上需要的專業，J 很想為個案做很多，很想為個案的家庭做更多服

務，J 的方式是用很多時間去職場探訪每個個案、確認個案真正的需

求，建立職場與生活的獨立，但是礙於績效注重結果，她發現這樣下

去無法達到法規要求的績效。 

「個案出現的問題狀況我沒辦法解決，我有一個聽障的個案，他

一直重複性的跟我說他不想工作了，他要繼續工作，到最後我沒

辦法確定他到底要不要繼續工作……可是問題是他沒有明講，我

找到他的問題點的時候已經是兩個月後了。」(J277-279) 

「所以我覺得現在變成是，我覺得他們問題是在於，我想要幫這

個個案做好，我想要讓他真的真的回歸到社會上，我想要讓他的

家庭什麼的，對他改觀，這個個案是真的可以，正常人的生活的，

可是我就要花很多時間，那大家都在績效的時候我要怎麼... 。」

(J158-160) 

   新進時期與前一位就服員交接時間少，她收到工作相關的檔案請

J 自行摸索，到職幾個月後才有機會參加就服員的培訓課程，在這中

間她完全不瞭解紀錄的架構和系統操作方式，內部督導因為不是職重

專業人員也無法教導系統操作，不知所措的無力感席捲而來；她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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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內新進另一位同事，同事資歷淺亦無相關經驗，他們在工作中發

生了許多衝突，有時也需負擔同事的工作量，在接近評鑑時工作負荷

無法承受的 J，在生理現象出了狀況。 

「因為我是新人，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這個(工作內容)跟我學

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他這個紀錄檔案還有系統問題，他這個系統

問題，我問其他就服員，前面就服員沒辦法教我。」(J107-108) 

「到了評鑑的時候上完 36 小時，上完系統的課程，我才知道原來

接一個個案我要打這麼多的東西在系統上。」(J113-114) 

3.支持系統 

    「『人生總是不斷的錯誤，重要的是從錯誤中學習』」，我是從

評鑑的過程中發現，我很多東西沒有很完整，或是我很多東西不

瞭解可是我當下沒有去問，因為我總是一直，我可能是固執在某

一方，我可能是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把我個案顧好就好，可是說

實在，這樣真的很多層面，不是我想要怎樣做就好，醫院有醫院

想要的東西，他們想要評鑑分數，主管有主管想要的東西，可是

我想要的東西我必須要把這三方都顧好，我不是只顧我自己。」

(J483-488) 

    訪談中 J 提到了很多個案成長與改變的例子，那些正向回饋讓她

支持著走下去，J 深信每個身心障礙者個案願意跨出一步，走入支持

性就業需要非常大的勇氣，唯有用心、負責的對待個案，才能回饋個

案職業重建的勇氣。 

4.工作適應的歷程 

    面對這些難題，J 重新調整自己的工作角色，自我覺察工作中不

足的地方，反省是否沒有達到各種層面的要求，並從錯誤中學習，也

調整自己的工作安排時間，讓自己不至於被工作壓到身心俱疲。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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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在其它單位找尋支持，新人培訓課程的同儕也是支持來源之一，

J 會詢問職場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和一些行政流程；過去專業背景也讓

她應用在這份工作上，適時的為個案做一些評估和職務再設計。 

（二）研究參與者 J 的工作適應脈絡圖 

    依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歸納出 J 之工作適應脈絡圖如圖 4-2-

9 所示，本圖歸納五個核心主題，再依照核心主題之內涵標示在下，

黑色實心雙箭號表示個人角色、工作適應的變化是會受到支持系統、

工作壓力與挑戰而互相影響。 

    綜觀來說，研究參與者 J 的工作挑戰和壓力來源為職場與同事的

衝突，對工作的不熟悉，另外也對績效限制服務感到不滿意，個案的

改變讓她有動力繼續走下去，他在工作中嘗試調整自己工作時間，確

認自己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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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學經歷 

-相關背景原因，注

意到職缺後誤打誤

撞投履歷，踏入這

行的開端 

 生理無法負荷 
-工作負荷量大導致引發

自體免疫失調 

 確認自己角色定位 

-將個案工作融會貫通

後，以自己的方式教導個

案工作 

-自我覺察工作中的不

足，各種層面都是需兼顧 

 平衡工作節奏 

-評鑑過後瞭解外勤與文

書平衡的重要性 

 懷疑自己 

-無法確定自己的能力是

否能提供適當服務 

 
環境因素 

 尋求外援 

-訓練課程中認識其他單位的同儕為支持來源 

-其他單位的資深就服員可以提供即時的協助 
 

【成為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原因】 

【工作壓力與挑戰】                                                                                     

【工作適應的歷程】 

 

  【支持系統】                                                                                     

【職前角色認知】                                                                                     

 職務認知不足 

-對於這份工作一知

半解 

 過去背景的助

力 

-過去專業背景幫助

自己在這份工作中

運用職務再設計 

-人生經驗使Ｊ在工

作中對個案較有耐

心 

 

身兼多職、用心對待的 J 

 

圖 4-2-9 研究參與者 J 之生涯脈絡圖 
 

職務面向 

 工作時間變動大 

-因工作服務時間長影響生活品質 

 工作內容的多面向 

-工作需要面面俱到，什麼都要會 

-曾經帶個案在職場被拒絕於門外 

-面對面試、職場、雇主，各種突發狀況 

 文書行政的繁瑣 

-訓練課程後才瞭解工作系統的登打方式 

-院內系統文書處理，讓 J感到壓力 

 績效限制服務 

-理想中服務個案的做法，太耗費時間無法達到實務績效要

求 

- J為個案花時間做很多事，但評鑑的評核只看績效 

-認為評鑑不看服務過程只看結果 
 評鑑壓力大 
-評鑑時工作負荷量大導致引發自體免疫失調 

 
個人面向 

 服務個案方式不熟悉 

-工作中無法釐清個案真正需求 
 
環境面向 
 單位沒有足夠的新人訓練模式 
-進入職場時沒有人帶領，職場亦無良好帶領制度，另Ｊ感
到無所適從 
-訓練課程後才瞭解工作系統的登打方式 
-到職後 4個月進行訓練課程才瞭解系統做法 
-沒有人教導系統操作 
-與前任就服員交接時間短 
 督導無實質幫助 
-內部督導溫和的帶領風格令Ｊ感到無力 
 同事間衝突多 
-分給同事個案後，依然需負荷同事的工作量 
-同事行政作業速度慢 
-同事希望 J幫忙掩護工作中的無法完成的事物 
-與同事中在職場上的衝突，影響兩人的工作情緒 
-同事問題是目前工作的最大困擾 
-因學歷被同事說閒話 

 薪資少 

-薪資不符合工作專業層面要求 
 

個人因素 

 責任感 

-顧慮個案換就服員頻繁會影響其職業生涯 

 個案帶來的成就感 

-個案即時的回饋和成長讓 J很有成就感 

-可以實際、直接的服務個案 
 

 



  

104 

 

 

  

 



  

105 

 

(續下頁)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經過研究者不斷閱讀文本、謹慎編碼、概念化資料後，本章節將

彙整各研究參與者之資料分析；總結第四章之研究結果，研究者試圖

以新進人員的觀點尋找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回應研究問題

找出新進人員之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心理因應策略，並嘗試將其互

動的過程串聯，期望能提供給欲踏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領域之人員，

以及身為新人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參考。第一節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第二節為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心理因應策

略；第三節為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歷程變化。 

第一節 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 

    研究者整理研究參與者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依照每位研究參與

者提及的概念再加以彙整，歸納出新進人員的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包

含三個層面，分為新人的角色適應、職務內容挫折層面、職場支持不

足，表格成下如下表 5-1-1 : 

表 5-1-1 

跨案例之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 

壓力與挑戰類型 核心主題 內涵說明 

新人的角色適應 無法勝任角色的
焦慮 

菜鳥帶菜鳥的不知所措(B、E、F) 

面對多障別的無力感(B、F、H) 

 角色期待落差 

 

工作比想像中困難(B、C、E、G) 

工作角色定位模糊(B、E) 

工作內容沒有標準可參擬(E) 

 工作過度負荷 工作內容的多面向(A、D、I、J) 

工作負荷量大(E、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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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續) 

跨案例之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 

壓力與挑戰類型 核心主題 內涵說明 

職務內容的挫折 行政業務繁瑣 文書行政繁瑣(A、C、E、F、H、J)  

評鑑壓力大(C、E、H) 

 職場開發困難 工作開發阻力多(B、G、D、H、I) 

 個案服務狀況多 個案期待的壓力(A、B、D) 

接收個案的情緒(E) 

個案就業的不穩定( B、C、H、I) 

 家長溝通困境 家長溝通不易(H、C) 

 工作特性限制 績效限制服務(J) 

績效標準高(H) 

工作外勤多(A、G、H) 

工作時間變動大(E 、J) 

職場支持不足 新人訓練不完善 單位沒有足夠的新人訓練模式(C、
D、G、H、I、J) 

督導風格不合 與督導的衝突(C、H) 

與督導的磨合(I) 

督導無實質幫助(G、J) 

 同儕關係不佳 與同事衝突多(G、J) 

同儕流動率高(H) 

工作中沒有同儕可以支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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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人的角色適應 

    綜合在新進人員之壓力與挑戰分析結果，研究者歸納出壓力與挑

戰包含了新人的角色適應，核心主題有無法勝任角色的焦慮、角色與

期待落差、工作過度負荷。 

1. 無法勝任角色的焦慮 

    研究參與者在進入職場後，接觸陌生的環境與人、事、物，多位

研究參與者提到在焦慮、慌張與害怕的心情下執行工作，而工作中又

需帶領身心障礙者個案熟悉工作，教導他們適應職場，對新進的支持

性就業服務員來說，產生了「菜鳥帶菜鳥」的感覺；根據訪談內容，

B、E、F 皆提到了這種焦慮、不知所措、無所適從的情緒感受；研究

參與者 B 在帶個案進入職場、密集輔導的同時，發現個案的工作內容

需要很多精細的工作步驟，他擔心自己學不來、記不住，過去也沒有

接觸過相同經驗；研究參與者 B、E 也都提到服務的個案比自己更有

工作經驗，在密集輔導時，身為菜鳥的自己，並不清楚能做到的是什

麼；E 認為這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時常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該怎

麼做，當初進入工作時，面試需要請朋友修改履歷、提升自己的面試

技巧，但如今需要在工作中，輔導個案就業過程包含了協助個案修改

履歷、面試，面對這一切都是陌生的、缺少經驗的自己，除了擔心作

得不夠好之外，在職場雇主面前顯得自己缺少經驗，又要如何讓雇主

能夠信服？不知所措的感覺席捲而來，F 也有提到相似得經驗，他表

示自己因為年輕、缺乏經驗，在進入個案的職場時，雇主通常與自己

年齡差距大，所以一開始會有不知道怎麼溝通的焦慮感，也擔心協助

個案面試時因缺少經驗而無法成功推介個案，曾經在協助個案面試時，

因為卸下心防，與雇主透漏太多個案的資訊而導致面試沒有錄取，令

他產生不知道該如何拿捏的想法；另一方面來說，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的工作，服務個案的身心障礙種類別多，B、F、H 提到對於不同障別

的個案，須提供的服務策略差異很大，一開始曾經對每個不同障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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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使用相同的就業策略方式，新進人員很容易不知道怎麼做才是

對的、正確的。 

    根據研究參與者的描述，以上的經驗皆提到了擔心、不安、徬徨

的情緒，面對角色的變化，導致無法勝任的感覺；研究者綜合他們的

學經歷背景，研究參與者 B、E、F 皆為大學剛畢業未有其他正職工

作經驗、即踏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在第一次踏入社會的工作

即須輔導、協助身障者適應工作，也需與雇主交涉、熟悉職場注意事

項，確實容易有無法勝任角色的情緒產生。 

2. 角色期待的差距 

    根據訪談文本與分析，研究參與者 B、 C、E、G 皆提到工作比

想像中困難、壓力超過原先的想像；B 在進入工作前接觸過這份工作，

大致瞭解工作的項目與內容，但與 C、E、G 提到的感受相彷，B 知

道工作的內容為何，但進入後工作壓力超過原先想像，工作的挑戰是

變幻無窮的，研究參與者 C 抱著這份工作是「協助身障者找工作」的

期待進入工作時，上班第一天、第一個個案在職場上的反反覆覆，令

他疲於溝通、協調，工作開端的挫折令他有工作比想像困難的感受；

研究參與者 E 提到工作不只是要給予傾聽、支持個案，是要真的學會

個案職場工作的技巧，比想像中困難許多；在這些比想像中還困難、

還有壓力的感受中，以新進人員的想法裡，要如何提供服務、怎麼樣

提供服務策略才是正確的、在工作中對於個案的角色定位為何也是 B、

E 感到疑惑的。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屬於助人工作者，可以從研究參與者 B、

G 訪談中發現，他們抱持著理想和熱忱，期望工作角色能夠帶給個案

幫助，但是實務上遇到雇主不珍惜身障者工作，或是實際工作中個案

功能的限制、職場提供薪資太少都令他們感到與理想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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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在許多研究中皆發現個人期待是造成工作者

的壓力、專業認同或是離職的原因，Reid(1997)指出，工作者對於工

作不切實際的期待往往是造成其壓力的來源，當無法達到不合理的期

待時，工作者產生罪惡感，或者因為常覺得自己做的不夠而感到挫折；

在研究者歸納的這一項目中，可以回應相同的結果，研究參與者在到

職之前，於網路上蒐集關於工作相關資料、面試時詢問督導工作相關

內容，對於工作角色抱有期待和和想像，甚至於理想和熱忱而進入工

作，在工作過程中出現上述提到的各種期待與工作角色的差距；而歸

納本研究中，研究參與者皆因為學經歷背景相關而踏入支持性就業服

務員，除了研究參與者 A、I 有職業重建相關的工作經驗，B、F 因大

學所學有接觸過外，其他研究參與者 C、D、E、G、H、J 在進入工作

前對這份工作內容一知半解，或是沒有聽過這份工作職稱，而在實際

踏入工作之前對工作內容感到不明確或不清楚，其中所造成的衝擊是

新進人員的挑戰之一。 

3.工作過度負荷  

    在進入工作後，接踵而來的工作內容，令新進人員感到自身角色

過度負荷的情況，研究參與者 A、H、I 提到工作內容面向多，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在面對職場中雇主、個案、家長，自身工作的文書、行政、

評鑑、人際互動須兼顧，H 提到若是遇到評鑑，在服務個案時又需處

理標案，對於新人來說負荷沉重，I 認為工作面向多，而且每個面向

都須要面面俱到，想到什麼就需要做好什麼，光是業績就存在著壓力，

但不能只顧著業績就去放掉其他面向的工作事務，令他感到壓力很大；

另一方面在進入工作時，研究參與者 G、E、J 皆是在新進在還在學

習、摸索的階段，即承接了許多大於自己負荷的案量，J 表示在工作

負荷最大的階段也引起了自身生理疾病產生，對於面對工作不熟悉的

事物，又龐大的業務量，對於新人來說為一大挑戰及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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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獻中，Harper 與 Shoffner(2004)認為，工作適應是員工和環

境一個動態或被動的觀點，因此工作特性與員工的工作適應能力有很

大的關係，工作特性的不同讓工作存在更多挑戰，相對的新進人員面

臨的事務也會更多，可以在本研究中看到，研究參與者在面臨工作量

負荷量大時，工作的壓力也與挑戰隨之出現。 

二、職務內容挫折 

    在職位內容挫折的層面中，研究者將分析內容歸納出幾個項目：

行政業務繁瑣、工作開發阻力多、個案個別因素、家長溝通困境、工

作特性，可以得知此職務內容挫折為多個工作項目引發，以下為根據

研究參與者訪談歸納之探討： 

1.行政業務繁瑣 

    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中，除了第一線個案服務外，無法避免

的有許多文書工作，但是依照工作單位的規模、標案單位，文書工作

的內容和多寡是不一的；研究參與者 C、J、H 皆表示，一方面在職業

重建系統須熟悉操作方式，表單填寫的方式也是須熟悉的一部分，在

編制較小之單位之就服員，除了須處理職重系統，在單位內尚須處理

核銷、採買流程、單位自身系統登錄、跑流程等業務，若是單位為在

醫院內之單位，往往一份簽呈需呈往很多不同單位，繁雜又耗時，新

進人員近似於須學習兩個行政系統的流程；另一方面來看，如何清楚

呈現紀錄也是一大難題，A、C、E 表示對於如何把做的服務、個案發

生的內容，用清楚有系統地字句記錄下來感到困難，A 認為紀錄不是

只有輸入的動作，文字中要有起承轉合的脈絡，清楚、有結構的書寫，

時常需要時間的沉澱才能完成；C 則表示對於紀錄要列入那些文字感

到困惑，有時他會認為紀錄已經完成，但紀錄的內容卻沒有精準點出

他想說的話語；E 在紀錄上花了很多時間去熟悉，一方面他認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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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一方面則是他認為在文字的轉換很難轉換成白話的字句，如何

書寫和運用對他來說需要很多時間在適應。  

    職業重建領域的評鑑包含大量的文書資料，研究參與者 H 表示

評鑑整理文書、統計、單位資料、滿意度分析等，新進人員可能在什

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處理這些行政業務；對於研究參與者 C 來說，評

鑑和訪視則是覺得最辛苦的地方，因為在還不熟悉工作的業務下，需

要讓自己的工作被細細檢視。 

2.職場開發困難 

    職場開發需要許多工作技巧，A、B、I 在工作中較擔心工作開發

這一塊，A 提到工作開發近似於業務型態的工作，過去經驗沒有接觸

這一部分，進入工作前是首要擔心的部分，B 與 I 則是遇到職場雇主

對於身心障礙者認知不足，不願意接納身障者就業的狀況，H 表示就

業環境不好，我們自己本身工作機會也不多，要找到適合身障者就業

的更是不易，在 J 的經驗中，曾經遇到帶個案至職場面試被雇主咆嘯、

責罵，他認為開發職場是一個服從的過程。 

3. 個案服務狀況多 

    每個服務的個案都是獨立的個體，因此也會有獨立的思想和期待

以及行為，因此面對個案的難題，研究參與者遇到的千變萬化，支持

性就業服務員就需要出面處理，研究參與者 C、H、I 皆提到的個案在

職場遇到難題、想離職的情況令他們感到工作的無力感；而在身障者

跨出職業重建這一步時，必定抱持著對工作的條件和期望，A、B、D

分別提到個案對於上工的期待，有時會以催促的方式，詢問研究參與

者為什麼還沒找到工作、什麼時候可以上班，B 提到個案會和其他身

障者個案、家人朋友比較自己目前找工作的進度或是找到的工作條件，

都讓 B 覺得是不是自己永遠達不到個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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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長溝通困境 

    跟上述個案的期待相仿，個案的家長的期待也有與就服員目標不

相符的時候，家長認為個案的狀況應該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為

個案的工作條件設下很多標準，例如薪水達標、不可以輪班、不可以

外出、期望文書職等，但現實狀況時常無法符合家長的要求，造成就

服員在與家長上溝通的困境，研究參與者 H、C 皆提到此壓力來源。 

 5.工作特性限制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特性較為彈性，時常需跑遍職場，協助

與支持個案適應職場，而職場之所在天南地北，研究參與者 H 提到近

似於上山下海，個案剛上班的日子更是需要每天密集輔導，A 表示天

氣好或天氣不好都要外出密集輔導個案，形容外勤的工作是風吹日曬

雨打，G 則是因為為了尋找密集輔導地點，時常在不熟悉的路途中迷

路，成為他工作上的困擾。  

    因為個案上工的時間不一，有時個案在國定假日上班、輪班時就

服員皆須陪同，研究參與者 E 提到個案上班的時間不一定，有時可能

週六週日即須到職場密集輔導，讓他有隨時隨地須配合個案的感受，

而朋友邀約也無法確定，無法作私人時間的安排。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績效規定，每年至少完成推介成功 12 人、就

業成功 6 人，在「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就業服務計畫」中，即規定每一

就服員每年至少完成支持性就業推介成功人數 12 人，(群組服務模式

者每名就服員同一時間內應至少服務 7 名)，對於剛入職不久的新進

人員或許還感受不到壓力，本研究提到績效的為 J、H，而 H 到職即

將滿一年，對他來說被要求達到績效是壓力，J 提到績效限制了他提

供服務的質量，因為績效重視的是結果的個案數，而不是他服務的過

程，他很想花很多心力在提供服務上面，但是所花的時間太多，會因

此沒有達到績效標準，讓 J 覺得是壓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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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特性中，外勤多、工作時間不固定、績

效壓力是廣為所知的特性，在其他研究中，賀湘君(2015)提到了支持

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倦怠因素亦包含了工作特性，可以推論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的工作特性不只令新進人員感到壓力與挑戰，這個挑戰或許是

持續久遠的。 

三、職場支持不足 

    職場支持不足歸納了研究參與者在職場中，與同儕、督導共事的

相處，亦包含了新進時職場提供訓練的互動過程，以下就同儕、督導、

新人訓練等進行探討。 

1.新人訓練不完善 

    在新人訓練類別中，十人中共有 6 人提到了新人時期沒有人教導

的情況，單位內也沒有設置完整的教育訓練；在研究參與者 C、I、J

編制較少的單位在新人到職時，新人是工作單位中唯一之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因此只能透過前一位就服員留下來的資料慢慢摸索，沒有交

接、亦沒有帶領，而在沒有清楚規範新人訓練的單位之下，容易因帶

領責任的歸屬，造成同事之間的衝突，G 表示單位沒有新人教育的設

置，他須向另一位同儕學習，但同儕認為自己沒有帶領新人的職責，

因此帶領的品質並不佳，H 提到經歷過帶領的同事情緒不穩定、容易

不耐煩、不願意教導的狀況。 

    依據國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就業服

務員應於初次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

36 小時以上，並在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使得繼續提供服務。目前

國內雖規範就業服務員需參加訓練課程，但此教育訓練課程規範已到

職一年內之就業服務員，並非在職前提供訓練，又因國內目前各區域

開課時程不一，對於就服員來說，容易到職過後經過半年以上才得以

參加訓練，研究參與者 J 表示，在訓練課程之後才瞭解紀錄如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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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撰寫，但是距離到職日已經過了幾個月，一開始的紀錄都不知道該

如何下手。 

    而在新進人員的新人訓練過程中，研究者在第二章文獻回顧中發

現，新進人員若是新人階段由資深人員作為輔導員去帶領新進人員協

助新人適應、提供諮詢，便可以在無形中提升了新人的工作適應能力、

向心力與對組織認同感，也降低了工作挫折（謝其濬，2006）。因此

本研究之亦認同新人帶領制度對新進人員所造成的影響。 

2.督導風格不合 

    本研究之研究研究參與者工作機構中，依照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

的委託單位不同，分別有單位內聘督導與外聘督導，歸納訪談結果，

外聘督導的研究參與者提到了督導輔導無法即時，在職場中遇到的問

題或狀況可能是很臨時或突發，會陷入孤立無援的無助感，研究參與

者 C 提到，有時不知道遇到的狀況是否要告知督導，因為對新人來

說，「連是不是問題都不知道!」，I 提到了新進時期，對於督導有磨合

期存在，因為雙方對於紀錄的格式和要求不一樣；而研究參與者 H、

G、J 對於督導帶領風格感到不適應，督導無法發揮實務上的支持，時

常在實務上遇到問題時詢問督導，但督導的答案卻不適用，或是督導

無法解決他們與同儕的狀況，也遇過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在國內督導的資格條件規定直到民國 97 年 2 月 12 日訂定發

布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明定督

導資格為「除規定大專校院相關系所畢業外，需完成督導專業訓練 36 

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並從事所督導業務之工作 3 年

以上或其他具有實際輔導前項第 1 款規定之人員 3 年以上。雖然督

導資格認定實務上的經驗，但若是外聘督導並不時常駐在單位內，新

進人員時對工作有疑問時，無法立刻取得支持，對於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支援的可近性不足，也無法深入處理機構內部的問題；也有研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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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提到，外聘督導因距離較遠無法及時協助，尋求單位內部行政督

導支援時，督導對於職業重建的系統操作並不十分清楚，導致溝通上

的落差。 

依據文獻查證結果，新進員工認為主管佔了很重要的角色，若是

主管給予支持，會影響員工對於工作角色的明確度、工作掌握度、工

作滿意度 (Jokisaari, & Nurmi, 2009)，以主管與員工的關係來說，Bur-

ris、Detert 和 Chiaburu(2008)研究指出，若是主管和員工之間沒有建

立良好的關係，員工對於工作環境也不會有意願進行改善，因此可以

看出主管對於新進員工的重要性，呼應本研究的資料分析。 

3.同儕關係不佳 

    歸納本研究之訪談結果，單位內員額配置較少之研究參與者提到

了與同儕的衝突，或許是因為同儕少，因而同儕之間業務上相互重疊

的部分多，容易造成兩方的衝突和誤解，研究參與者 J 和 G 都提到

了，若是與同儕工作步調不同，他們需在業務上負擔同儕的業務量，

在行政、業務、密集輔導都因雙倍的份量而感到業務沉重，J 提到了

自己只領一份薪水但是卻是做兩人份的工作，而與同儕處理工作的態

度不一也會另他們發生爭吵和不快，研究參與者 G 甚至對與同事衝

突感到陰影，造成他們工作中最大的壓力來源；同樣來看，研究參與

者 C 提到同儕少也會有工作中無法互相支援的狀況，甚至單位中另

一位是比自己年紀資淺者，面對活動、評鑑、訪視需單打獨鬥，更有

無法負荷工作的感覺。 

四、 小結 

    綜合本節之工作壓力與挑戰來源，因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新進人

員，因此聚焦在這個階段面對之工作挑戰，研究者分為新人的角色適

應、職務內容挫折層面、職場支持不足，巨觀來看新進人員的工作壓

力與挑戰有著個人、職務、環境三大層面的挑戰，個人適應層面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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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無法勝任角色的焦慮、角色期待落差、工作過度負荷，職務內容的

挫折包含了行政業務繁瑣、職場開發困難、個案服務狀況多、家長溝

通困境、工作特性限制，職場支持不足中，有職場新人訓練不完善、

督導風格不合、同儕關係不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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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第二節 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壓力與挑戰因應策略 

    在經過研究者反覆檢視文本，從中歸納出每位研究參與者在新進

時期，面對壓力與挑戰的策略，經整合研究參與者壓力因應策略並進

行分析，研究者將壓力與挑戰因應策略分為外在層面與內在層面，以

表格呈下如下表 5-2-1: 

表 5-2-1 

跨案例統整壓力與挑戰因應策略 

壓力與挑
戰 

因應策略 

核心主題 內涵說明 

外在層面 工作調整 調整工作節奏(A、C、G、E、I、J) 

參考同事工作方式(E) 

調整工作角色(B、E、F、G、H、I、J) 

從做中學(A、B、C、F、H) 

嘗試解決(H) 

積極學習(F、G) 

 尋求支持 尋求外援(C、D、H、I、J) 

職場與督導支持度高(A、B、D、E、F) 

家人的支持與鼓勵(G、H) 

同儕傾聽(A、B、H、I) 

勇於發問(A) 

 壓力紓解 睡眠(J) 

吃飯(A、B、H、E) 

出遊(H) 

看電影(H) 

學習喜歡的課程(D) 

泡澡(F) 

宗教信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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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續) 

跨案例統整壓力與挑戰因應策略 

 

一、 外在層面 

    在外在層面中，研究參與者提出的因應策略包含「工作調整」、

「尋求支持」、「壓力紓解」，以下分別以這三個核心主題做探討。 

1. 工作調整 

    如前一節研究參與者在新進人員時期，個人層面有角色適應的困

境，而研究參與者因此提到了許多在工作上的調整策略。共十位研究

參與者中有六位皆提到了「調整工作節奏」，在新人時期面對接踵而

來的工作項目，一時之間無法拿捏哪個時段該做哪些項目，研究者 J

和 I 提到新進時因為在衝案量和業績，較著重在個案密集輔導和一線

服務上，後續遇到評鑑時擠壓到文書處理的項目，E 提到了一開始因

為不清楚記錄的寫法和架構，因此花了很多心力在寫記錄，所以後續

為了避免加班調整自己工作的節奏，設定自己一個工作項目大概花多

少時間完成；新進人員也會因一開始不熟悉業務內容，而在工作時亂

了步調，A 認為遇到不熟悉或難題，可以先沉澱一下思緒，緩個一陣

壓力與挑戰 

因應策略 

核心主題 內涵說明 

內在層面 正向情緒調適 面對與學習的心態( D、F、G、H、I) 

磨練當作奠基石(A) 

保持自身信念(G) 

業績推動力大(I) 

敞開心胸(C) 

承認自己做不到(B) 

負向情緒調適 檢討自我(B、G) 

自我懷疑(E、J、G) 

內疚(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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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後再行處理，在 C 的想法中，他工作必須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因

此他把份內工作都調整在工作日和工作時間完成，避免加班影響生活

品質。 

    在進入工作後，面對角色無法勝任的焦慮、角色與期待的差距、

角色的過度負荷，新進人員也會調整自己的角色定位，新進人員漸漸

瞭解自己在職場中的角色是什麼，要如何調整才能夠符合工作的期待，

研究者 B 和 F 提到，有時候個案比自己更有經驗、更熟悉工作要怎

麼做，後續在 B 和 F 在經驗的累積之下，提供個案的服務過程當中，

尋找自己可以提供的角色，例如個案的工作技巧不需要就服員的協助，

但是在職場的人際關係、工作的步驟記憶都是就服員能夠擔任的角色；

H 提到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角色中，他領悟到就服員必須站在一個

中間的角色，不能一昧的幫個案說話，必須靠中間的立場讓個案瞭解

職場的事實，達到與職場、個案的有效溝通；E 在剛進入工作的時候，

擔心自己缺少經驗而讓雇主不信任，因此將自身角色定位在推銷個案

的角色，要說服雇主買單自己的個案。 

    在工作中邊做邊學也是新進人員的因應方式，在本研究中有 5 位

受訪者採用這種因應方式，H 表示每個個案的狀況都不一樣，雖然提

供服務的流程都是一樣，但輔導策略差異很大，只能邊做邊學，才能

從經驗中吸取學習；研究參與者 C 則是因為過去沒有文書行政經驗，

他認為自己邊做邊學才是最快的學習方式，唯有自己實際操作過才會

有效果的學習。 

2. 尋求支持 

    本研究十位研究參與者中，半數(五位)的研究參與者提到尋找外

援，C、D 認為職管員是就業服務員很好的戰友，C 表示因為職管員

瞭解個案更多的家庭背景、個人能力，在他身為新人，什麼都不知道

的時候給予很多的幫助；H、I、J 都提到因為各自的單位內沒有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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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他們在其他單位都有資深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願意給予幫助，

資深就服員的角色提供了即時輔導、職缺分享、傾聽。 

    綜觀前一節新進人員壓力與挑戰的分析結果，職場督導和同儕可

能為壓力與挑戰來源，但在部分的研究受訪者來說，督導和同儕給予

的很大的支持，成為他們因應問題的支持力量，A、B、D、E、F 對

於自己的督導和職場提供的支持感到滿意，研究參與者 A 認為單位

督導不會把自己的員工做為棋子般操控，而是願意傾聽新人的做法和

想法，再給予合適的支持和建議，同儕也因為年齡相近而可以互相支

持、互相溝通；F 在面對職場上所有的突發狀況，第一個想到的會是

打 Line 或是電話、傳訊息給單位的內部督導，督導總是可以給予很

有幫助的即時回饋，F 的同事也會與 F 分享過去遇到的經驗，還有如

何解決，與 F 一同模擬面試的話術，同事們公事和生活中的兼顧也讓

F 覺得是學習榜樣。 

    除了在職場尋求支持外，研究受訪者在生活中也需有家人、朋友

的支持，A 認為家人對這份工作沒有質疑就是支持，G、H 皆有提到

家人支持的部分。 

    林怡伶(2006)提到，因為助人工作者大多為獨立作業，因此社會

支持顯得很重要，助人者主要支持來源可以包含同行情誼、朋友、家

人、自己、 伴侶以及師長，其中同行情誼是助人者重要的支持來源，

而在陳宜伶（2012）研究中，社會支持資源有助於新手諮商心理師紓

解工作上的情緒與壓力，信仰也可以幫助新手工作人員有心情上的平

穩；對照本研究之研究歸納結果，同事、家人、朋友、信仰皆為支持

性就業服務員中意的支持系統，呼應本研究中，新進之支持性就業服

務員的支持來源包含家人、朋友、同行同儕，信仰亦在本研究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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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壓力紓解 

     工作面臨壓力與挑戰之餘，閒暇時的休息是不可或缺的，A、B、

H、E 皆會與朋友聚餐，尋找好吃的食物，好喝的飲料抒發壓力，H 在

空閒時也會想多去郊外走走或看電影，D 利用下班時間充實自我，上

自己有興趣的課程，J 在遇到任何困難和挑戰，只要充足的睡一覺就

可以恢復活力，F 除了利用泡澡、按摩紓壓外，宗教信仰也幫他度過

了每個無助和無力的日子，讓他在什麼都不想做的時候聽宗教音樂放

鬆。都是十分正向的紓壓方式。 

二、 內在層面 

    內在層面中，研究者依照研究參與者的訪談內容，歸納了屬於個

人內在正向或負向情緒調適、內在價值的動力，以下將以這三個項目

分別做探討。 

1. 正向或負向情緒調適 

    面對新進時期的各種壓力與挑戰，歸納本研究的訪談內容可以發

現有正向調適情緒策略，也有自省調整的部分；部分研究參與者訪者

提到在一開始面對工作挫折時，回家時會檢討自己的錯誤，並盡力提

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轍，E、J、G 在面對挑戰和壓力時，曾經懷疑自

己的能力，是否無法達到工作的要求，E 在訪談當下仍在尋找自己對

能力的肯定，他認為他是否有能力提供個案需要的服務，或是他是否

有足夠的能量可以成為助人工作者呢？ 

    研究參與者受訪者 F、D、H、I 提到了他們在心境中，決定面對

並學習的心態，F 身為沒有相關經驗的新進人員，他一開始進來就以

「超拚的」心態學習，他想要拚著學習如何上手，當然過程中面臨很

多挫折，但他明瞭面對失敗的挫折陣痛是不可避免的；I 的工作理念

就是工作絕無輕鬆的、一切順利的，因此面對困難和調適在所難免，

無法改變別人，只能改變自己的心態面對一切困難；B 提到了主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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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臨挫折時。(F、D、H、I)，曾經告訴他「承認自己做不到」，他也

因此放下對工作許多的執念，這句話也成為他面對挫折、過度要求自

己時的座右銘；C 在工作中不知所措、單打獨鬥時，面對一切壓力，

他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做到最好，因此他告訴自己敞開心胸接受一切，

他已經做到他認為的最好了，剩下調整好一切，接受結果。 

三、 小結 

    在本節中，研究者統整了研究參與者面對壓力與挑戰的因應策略，

分為外在層面與內在層面，外在層面中，研究參與者會在工作中進行

調整，運用各種策略增進對工作的適應程度，有調整角色、從做中學

等，或許是因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每天面臨不同的挑戰和變化，

因此在經驗中學習以及邊做邊學，都是很多研究參與者會提到的；在

尋求支援的部分中，除了尋求單位內主管和同儕支持，在同儕支援較

少的研究參與者身上，可以發現他們尋求外部支援的因應方式，如職

管員、其他單位的就業服務員都是支持對象，而家人和朋友也是提到

的支持方式之一；內在層面則有正向或負向情緒調適，可以看見研究

參與者運用各種正向或負向情緒調適方式；研究者認為不論正向或是

負向情緒反應，皆為調適工作的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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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歷程變化 

    本節依據十位研究參與者，回顧他們擔任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新進

時期工作適應歷程，綜合前面兩節之工作壓力與挑戰、因應方式，並

反覆閱讀文本，將研究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過程，歸納為一個

線性流動歷程。Hershenson(1996)的工作適應模式認為，經過工作表

現、工作角色行為、工作者滿意度三個指標，分析個體與工作環境（組

織文化與行為期待、工作要求及須具備之技能、提供給工作者的報酬

機會）之間的差異程度，如果二者越一致時，個體的工作適應情形越

好；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提到，工作除了個人與環境間的互動外，

兩者之間其中所達到平衡一致(correspondence)的過程即為工作適應，

意即為人、環境及其互動和協調的過程；研究者綜合整理十位研究參

與者的新進工作適應的脈絡發展圖，歸納第一節所分析之新進就業服

務員工作中面對的壓力與挑戰、第二節歸納出之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歸納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面對壓力的因應與支持方式，再檢視其脈

絡進行統整分析，整理出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新進工作的三個適應歷

程，並以圖 5-3-1 呈現他們之互相互動動的過程，三個適應歷程包括

(一) 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二)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二)內在與

外在漸進調整期，如下表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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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跨案例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的歷程 

工作適應 

歷程變化 

核心主題 核心主題的內涵 

菜鳥帶菜鳥的

角色摸索期 

工作前角色定位 

(A、B、C、D、E、F、

G、H、I、J) 

對工作內容不熟悉 

有相關工作經驗 

實習接觸經驗 

新人的角色適應 

(A、B、C、D、E、F、

G、H、I、J) 

無法勝任角色的焦慮 

角色期待落差 

工作過度負荷 

多重角色的自

我覺察期 

職務內容的挫折 

(A、B、C、D、E、F、

G、H、I、J) 

行政業務繁瑣 

職場開發困難 

個案服務狀況多 

家長溝通困境 

 職場支持不足 

(A、B、C、D、E、F、

G、H、I、J) 

新人訓練不完善 

督導風格不合 

同儕關係不佳 

 尋找支持來源 

(A、B、C、D、E、F、

G、H、I、J) 

尋求外援 

職場與督導支持度高 

家人的支持與鼓勵 

同儕傾聽 

內在與外在漸

進調整期 

工作調整 

(A、B、C、D、E、F、

G、H、I、J) 

調整工作節奏 

參考同事工作方式 

調整工作角色 

問題解決 

(A、B、C、F、H) 

從做中學 

嘗試解決 

積極學習 

勇於發問 

 正向反應 

(A、B、C、D、E、F、

G、H、I、J) 

情緒處理 

休閒紓壓 

 負向反應 

(B、E、F、G、J) 

檢討自我 

自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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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 

    在面對全盤都是新事物，甚至是不瞭解工作內容，對於新人來說

是一段摸索的過程。本研究之 10 位研究參與者，進入支持性就業服

務員領域皆因相關學歷科系、相關經歷而踏入，在進入之前，有 8 位

研究參與者表示對工作內容不瞭解，以前沒有聽過這份工作，或是認

為工作內容只是幫個案穩定就業，他們在剛進入工作時經歷了摸索這

個新角色的過程；研究參與者 C 提到，他原先對工作的認知為協助個

案找工作、輔導工作，進入工作後才知道工作為何？該做的角色為何，

研究參與者 J 也說道，進入工作才知道為什麼這份工作這麼困難，直

到幾個月後，經過評鑑和新人訓練課程，J 才瞭解工作的角色，研究

參與者 F 自述在工作的第一個月，他先全盤瞭解工作內容後，才開始

實作學習，研究參與者 E 在脫離學校和軍中生活後，面對一切全新的

事物和工作內容，他希望在他摸索的過程中有明確的標準程序可以告

訴他該怎麼做。 

    而在過去有職業重建相關經驗的 A、I 來說，雖然對支持性就業

服務的工作內涵較為瞭解，可是進入工作後，在不熟悉的工作領域依

然有著摸索的過程，研究參與者 A 表示之前因為工作原因，對於接觸

身障者較為熟悉，也因此他把精力放在摸索不熟悉的工作內容上，而

研究參與者 I 也表示，在新的單位要認識行政系統、工作開發對他來

說都是不熟悉的領域，摸索的階段是無可避免的。 

    職場也會對新進人員進行新人訓練，在研究參與者的訪談經驗中，

發現提到自覺新人訓練完整的為 4 人，其餘參與者在新進時期，因單

位沒有內部督導配置、沒有分配適合帶領的前半、或沒有規劃新人訓

練、沒有接受到完善的訓練和帶領。 

    研究者認為，不論是因為過去相關科系、懵懵懂懂地進入工作，

或是知道自己志向為從事助人工作者，受訪者都有一種需要重頭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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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這些從原本不清楚自己的工作內容和角色，到進入到工作的

階段，都要透過摸索角色的方式去掌握工作、建立相關的專業知能。 

這段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的過程，呼應了Hershenson(1996)

提出工作適應理論中的工作人格部分，工作人格包含了工作者的自我

概念、個人動機、工作需求態度。 

  二、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 

    到職後，本研究在每個研究參與者面對工作適應的訪談中，看到

了新進人員與環境互動的過程，新進人員開始經歷與工作、同儕、督

導的互動，新進人員會發現面對工作的挑戰是什麼？也會更清楚明瞭

自身的壓力在哪裡？工作的角色定位在哪裡？工作的面貌是什麼？

也會在這個階段開始擁有正向經驗，並發現支持來源。如研究參與者

E 發現工作比想像中困難，面對個案的壓力、工作開發上會遇到的問

題，都是與環境互動過後產生的；而與同儕的互動過程，研究參與者

B 提到了他覺得同事都在體現用生命服務的精神，而且同事可以教導

他一些工作上不熟的技巧，F 的同儕會在他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分

享經驗和解決方式，J 和 G 則是遇到了與同事衝突，讓他們在工作中

認為同儕是最大的工作困擾；在與督導互動的過程中，H 提到他一開

始會詢問督導的意見，但漸漸地發現在實務上無法應用，A 提到了單

位督導的優點，包括可以解決他新進時期各種煩惱；E 發現他的文書

行政作業耗費太多時間，他必須花比其他多人的心力執行行政工作，

他認知到這樣會導致常常加班；C 在摸索自己該做的工作後，他認知

到這份工作沒有這麼容易，有太多的突發狀況會發生。 

    在這個階段中，除了上述提到工作任務帶來的認知外，可以看到

職場帶領新人可以成為支持或是阻礙的面向，因此研究者認為職場對

新人的支持度至關重要，在職場具有督導、同儕可以支持，讓新進人

員中在適應過程中不至感到孤單，也可以在有困難時可以找到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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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獻探討中，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與 Hersheson 工作適應理論皆

提到了個人與環境的重要性。  

三、內在與外在漸進調整期 

    在認知與覺察工作的狀況後，新進人員開始漸進的在工作上進行

操作調整，面對工作的挑戰，可以看到新進人員調整自己的工作，開

始確認自己的工作的角色如何執行，工作的時間調整才能符合步調，

從經驗中調整自己的做法，學習資深同儕的工作技巧，或是尋求支持

和協助，並從工作中感受到來自不同的正向經驗和成就感，建立起新

進人員對工作的留任動力；研究參與者提到了增加工作信念、面對、

積極學習都是正向方面的情緒處理，另一方面來看，在適應過程中也

有可能走向有自我覺察、反省、內疚、懷疑自己的能力，面對挫折時

如研究參與者 B，反省自己哪裡做得不夠好，期望不會再重蹈覆轍，

E 表示遇到工作挫折的同時懷疑自己是否能帶給個案足夠的服務？

在這個階段也有可能新進人員在調整自己的同時，持續的對自己的能

力感到懷疑，對工作產生疑惑，而有走向離職的可能。 

四、小結 

    在本研究中，如圖 5-3-1 所示，從十位受訪者歸納出菜鳥帶菜鳥

的角色摸索期、面面俱到的認知覺察期、內在與外在漸進調整期，這

個的歷程變化，單向箭頭指的是單向影響，雙向箭頭則是互相影響，

虛線的方框則是可能走向的結果；研究者認為這三個歷程變化是有時

序性，從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至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並至內

在與外在漸進調整期，最後視個人調整而走向角色明確；研究者認為

在新進人員的每個階段中，其中一個變化改變，則會影響工作適應的

歷程，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期影響著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在

認知覺察職務的挫折時，在工作中開始有內在與外在漸進調整期，這

兩個時期會互相影響，互相互動，例如在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間對

 



  

128 

 

多重角色的自
我覺察期

內在與外在漸
進調整期

菜鳥帶菜鳥的
角色摸索期

工作任務適應的改變，而對於自身的能力感到懷疑，進而在內在與外

在漸進調整期產生調適行為，漸進調整的過程中，可能又影響著菜鳥

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漸進調整和認知覺察是會不斷互相影響和變化，

可以呼應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中提到，工作適應是「一種持續、動

態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工作者不斷尋求及完成和維持與工作環

境之間的調和」。 

 

 

 

 

 

 

 

 

   

   

 

 

 

 

 

圖 5-3-1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歷程變化 

 

 工作壓力與挑戰 
 職務面向 
 個人面向 
 行政、職場、個案、家長等職

務內容挫折 
 環境面向 
 新人訓練不完善 
 督導風格不合 
 同儕關係不佳 

 

 工作適應的歷程 
 工作調整 
 調整工作節奏 
 調整工作角色 
 問題解決 
 從做中學 
 積極學習 
 正向反應 
 情緒處理 
 休閒紓壓 
 負向反應 
 檢討自我 
 自我懷疑 

 

 

 工作前角色定位 
 學經歷相關 
 對工作內容不熟

悉 
 新人的角色適應 
 無法勝任角色的

焦慮 

 角色期待落差 

 工作過度負荷 
  支持系統 

 環境因素 
 尋求外援 
 職場督導支持度高 
 個人因素 
 朋友家人支持 
 

角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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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第二章文獻探討之部分，Hershenson(1996)工作適應的理

論中，工作人格、工作能力、工作目標可以作為工作適應的向度，即

三項指標互動之後呈現的平衡的狀態，工作人格包含了工作前的動機、

工作的自我準備，呼應本研究中角色探索期中的核心主題：工作前角

色定位、工作適應困境；而工作目標在 Hershenson 工作適應理論中，

指工作者在職場中對工作有關的需求，例如工作需要的技能、對工作

的興趣建立等，呼應本研究中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所歸納受訪者的

核心主題：工作內容挫折、職場支持不足等；在理論中工作能力項目，

指與職場中同儕、主管相處，和在 Hershenson 工作習慣的成長，對照

本研究在內在與外在漸進調整期這個階段中，可以看到研究參與者們

在調整工作風格、正向與負向反應，改變著在工作中的狀態。 

    而在整個歷程變化中，可以看到工作壓力與挑戰有環境面向，支

持系統部分也存在著環境因素，可以顯現職場這個環境對於新進人員

來說的重要性，個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是一種動態交互的歷程，本研

究結合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中，個人會努力增進工作技巧，滿足環

境的需求，工作中的支持因素，如個人心理、生理、個人志向期望滿

足等，會影響對工作的適應狀況，在漸進調整的時期除了工作調整外，

走向正向的情緒調適或是負向的情緒調適，兩個互動的過程走向留任

或是離職，在本研究中則是走向角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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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限制與建議 

    本章節綜合前面幾章之研究結果，歸納本研究之探討、分析與

結果，做一整體性之總結，以下分為三個章節，第一節為結論，將

本研究之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做一個摘要性的結論；第二節

為研究限制，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程序上的限制、不可抗力的因素詳

實記錄；第三節為研究者的建議，從本研究的結果中，提出對於未

來相關研究，或是有關政策、工作單位、欲踏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

領域的新進人員建議；第四節為研究者省思，為研究進行的過程

中，研究者的反思與學習。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試圖以新進人員之觀點，探討在進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

工作後，在職場上如何調適面對的壓力與挑戰，或是如何因應專業工

作的方式，以及其工作適應的歷程，並依照研究的結果提出適當的建

議，以供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因此本研究的具

體目的聚焦在：(一)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

應過程中的工作壓力與挑戰；(二)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進入工作後，如何因應其遇到的困難；(三) 以新進人員觀點，

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在工作適應過程，工作適應的歷程。 

    本研究使用立意取樣與滾雪球之方式，招募10名新進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為研究參與者，使用半結構的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並以質

性研究取向的紮根分析方式，進行研究的整理與分析，並以脈絡圖和

生涯小故事呈現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新進人員的工作適應過程。研究結

果以三個部分做呈現: 

    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壓力與挑戰，可以分為新人的角

色適應、職務內容的挫折、職場支持不足；新人的角色適應包含：

無法勝任角色的焦慮、角色期待落差、工作過度負荷；職務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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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包含：行政業務繁瑣、職場開發困難、個案服務狀況多、家長

溝通困境、工作特性限制；職場支持不足中，包含了：新人訓練不

完善、督導風格不合、同儕關係不佳。 

    在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進入工作後，因應其遇到的困難方式

分為外在層面、內在層面；外在層面包含了工作調整、尋求支持、

壓力紓解；內在層面則是情緒處理。 

    而在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的歷程中，可以分為菜

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期、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內在與外在漸

進調整期。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期中，包括了新進人員在工作

前的角色定位、新人的角色適應；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期包含：職

務內容的挫折、職場支持不足、以及產生支持系統；內在與外在漸

進調整期則包含了：工作調整、問題解決、正向反應與負向反應。

在進入工作後的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後，多重角色的認知覺察

和內在與外在漸進調整期，會相互影響相互互動，漸進調整的過程

中，可能又影響著菜鳥帶菜鳥的角色摸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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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 研究取樣的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因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之新進人員在工作上的適應歷

程，邀請之對象皆為仍在職之新進人員，或許在其餘新進人員中有

因工作適應狀況而離職，而可呈現出不同的經驗和狀況，若能取得

中途離職新人的意見，研究能更臻完備；其次，本研究招募之 10 位

研究參與者，因研究招募時，將研究邀請函發至單位函請主管進行

推薦，雖研究者在訪談開始時強調對於保密資料的重要性，會於研

究階段隱蔽個人資料和背景資料，但對於新進人員來說，或許會有

礙於透露更多在單位的互動情形，是故為研究限制之一，建議未來

研究者可參酌選在不同的情境訪談，或是招募受訪者時以其他管道

徵求研究參與者，消弭研究參與者之顧慮。 

二、 研究設計的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基於保護每位研究參與者的隱私，對於研究參與者的工

作單位類型、督導制度、同儕人數、所在縣市、服務案量、服務障

別等資訊無法呈現，因考量資料曝光容易揭露研究參與者之身分，

對於研究結果環境中的背景因素未能詳細探討，因此本研究未能具

體探討新進人員在不同的工作單位類型、不同縣市做深入探討其工

作適應的差異，未來研究若能以量性研究取向蒐集資料，則可以觸

及不同工作單位、同儕人數、督導制度對於新進人員帶來的互動狀

況；另因本研究使用研究工具需錄音之緣故，雖然過程中研究者隨

時注意研究參與者之感受，但或許仍會有研究參與者在資訊揭露上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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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建議 

一、 對於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建議 

（一） 迎接挑戰的準備 

    在行動的準備上面，職前可以研究相關就業服務的法規，面臨

職場的疑問和提供服務時，無疑不為一個基本功，再者在身心障礙

類別做一個系統化的認識，瞭解每一類身心障礙者的需求，以及適

合的服務方式，晤談的技巧也可以先行熟悉和準備，另外對於需時

常外勤、久站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來說，良好的體力預備也是需留

意的。 

    在心理的準備方面，對於「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的內容可

以詳實瞭解，閱讀相關期刊、研究，或是徵求相關人員的經驗，可

有助於準備自己在職場上所需的能力，「職場休克」，是指新進人員

對於實際工作遠遠超過自己想像的時候，容易發生無法適應和調

整，雖然在實際體認工作情形時，這種休克的感覺很常見，但若是

在到職前先存在預期的心理，或許有助於調整面臨的挑戰和困難，

降低不知所措的焦慮。 

（二） 跳脫自我框架 

    新進人員除了在學習新事物的洪流中，尚須兼顧人際互動的層

面；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中，因工作內容所需顧慮的面向更多，面

臨自己缺少職場經驗的情況下，還需要帶領個案至職場適應工作，

因此新進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容易陷於一個不知所措和懷疑自我能

力的境地，正因如此，新進人員應適時跳脫因挫折所設下的框架，

反思除了工作所承受的挫折外，自身在這份工作中，真正的需求是

什麼?例如是否應該主動找尋資源支持了，抑或是否應該加強專業

課程的訓練，另一個層面來看，是不是在承受了壓力之下，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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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的放鬆、找人談談，還是適當的放下對當初對工作的想像，接

受工作的現實狀況呢？  

（三） 尋找工作的意義 

    在工作挫折時期，或許容易忘記當初踏入這個行業的原因，本

研究中，或許是被薪資而踏入這份工作，或許是志向為從事助人工

作主、做第一線的服務，不論是金錢物質給予的動力，或是正向回

饋給予的滿足，在新人時期皆是能夠支撐工作下去的信念，但身為

第一線服務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須面對各種不同的障別服務對

象、家長和雇主，與人交涉就容易產生各種情緒，面對這麼多人的

工作難免容易感到職業耗竭，研究參與者曾經提到，我們面對個案

的幾個工作天，或許是他猶豫許久、花多少心力才踏出的一大步，

甚至會影響他的一生，建議所有欲踏入、或是新進的支持性就業服

務員，在工作過程中感受工作對自己的動力所在，尋找工作的意

義，才能維持工作的品質與長遠的走下去。 

（四） 適應的過程並不孤單 

    雖然職場不若學校環境，可以給予無窮學習的資源和時間讓學

生成長，但新進人員也切勿因為對職務不熟悉而退縮，進而產生負

面的情緒，期望新進人員能以本研究的經驗來做參考，新進人員所

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是不孤單的，每一位新進人員皆有需要因應的課

題，在角色的轉換過程中皆會有適應的過程，若是抱持著良好積極

學習的精神，不論是否職場提供足夠的支持，周圍相關的職重人

員、其他單位的同儕、前輩也能夠提供幫助，進而發展出自身的力

量與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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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工作單位的建議 

（一） 建立新進人員帶領制度 

    不論是較大規模的社會褔利機構，或是較小規模、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配置一人的機構單位，在帶領新人方面應設定好的新進人員

帶領制度，本研究中，可以發現研究參與者提到新進工作時，與前

一位的工作人員交接時間短，或是沒有交接的狀況，新進時也沒有

適當同事帶領，被交付帶領重責大任的同事，則認為自己沒有責任

帶領新人，而與研究參與者產生衝突。 

    「我好想有一套 SOP告訴我該怎麼做!」，建議工作單位中，可

以先以文書資料，以新進人員的工作項目為主，分門別類的記錄、

書寫各項工作的規範，存放在工作單位的據點中，讓新進人員在進

入工作後能夠有個清楚的依歸，瞭解每項工作的樣貌，例如從職業

重建領域的工作流程開始，其他相關職業重建人員的介紹，工作技

巧如晤談、開發職場、記錄的撰寫模式、與個案相處方式等，每年

的評鑑、訪視、舉辦活動做法也應有適當的流程，避免發生因為懸

缺已久，工作單位只有配置迷你的小規模單位，無法交接時新進人

員的茫然，單位沒有適合帶領人員時，新進人員可以有學習的方

向；單位也應配置適合教導新進人員的員工，負責帶領的員工除了

具備足夠專業知識，也應有足夠的耐心和熱忱在教學新進人員，再

者，為避免帶領的員工產生工作負荷量加重的困擾，可以考慮是否

增加帶領獎金的制度，避免員工之間的衝突發生，或是原本員工的

工作耗竭。 

（二） 同理與支持 

主管和同儕對於新進人員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新進人員或許對

於工作事務不熟悉，或許工作的技巧不足或不恰當，但可以以鼓勵

的方式取代責罵，例如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對於主管可以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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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工作中的決策方式感到滿足，如他所述，帶領員工不是像帶領

棋子般，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適當的同理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

作法，瞭解他的出發點，給予建議或提點，在新進人員的心中皆能

點滴在心頭；若是工作單位中沒有直接的主管帶領，機構單位的管

理人員一樣可以付出同理和關心，一句加油、支持的話語可能都是

新進人員的力量，時時關心新進人員的工作狀況也能夠讓他們感受

到被重視和支持。 

而新進人員或許會有是否該詢問問題的猶豫，也會有不確定自

己的做法是否正確，若是能有工作單位的主管、督導即時的給予支

持，不時的理解新進人員的需求，對於新進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來

說，也不至於不知所措。 

三、 對於政府政策的建議 

（一） 符合時宜的訓練課程 

    在本研究中研究參與者提到，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新進訓練因

每年開課時間不固定，開課的縣市地點也不固定，可能發生新進人

員已經進入工作幾個月，但訓練課程還沒有開課，參加新進的訓練

課程時已經過大半年，而中間對記錄、法規等皆是自行摸索，雖然

工作單位對帶領制度責無旁貸，但政策上應對新進人員的訓練規範

予以調整，除了政策規範工作單位設立新進人員的訓練制度外，或

許實際上可以將訓練課程彈性開課，定時、定點的開放新人訓練課

程，現今科技不斷發展與進步，亦可發展網路授課方式的新人訓練

課程，讓新進人員可以即時得到課程的訓練，也免於新進人員為了

課程到其他縣市訓練，承受奔波之苦；再者，訓練課程無論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庇護性就業服務員接融合為一起，雖然皆是以「身心

障礙者的服務取向」為主軸之大方向相同，但實際工作項目大相逕

庭，若區分兩者的課程，或許對於新進人員的工作細項上，有實質

 



  

138 

 

的幫助。  

（二）  組織新進人員的支持團體 

     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經驗中，提到若是單位內沒有可以支持的

對象時，在新人訓練課程認識的其它單位同儕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大家可以互相吐苦水，互相提供資訊，有相仿的心境和情緒，綜觀

其它職業例如護理師，有些醫院單位提供新人同儕支持團體，團體

課程豐富活潑，提供放鬆、紓壓、支持的管道，讓新進人員有著被

支持的感受，而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當中，實務中雖然工作單位因

新進人員不多，難以聚集成立支持團體，但政府單位可以提供相關

的活動支持，固定時間開啟新人的支持團體，可能有專業的前輩、

輔導員分享經驗、與大家聊聊遇到的困境，也可以有其他多元放鬆

的課程，讓新進人員擁有管道和機會彙集，得到成長茁壯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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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省思 

    就讀研究所期間，曾聽聞老師說「做研究，是一個不斷探索自我

的過程」，一開始懵懵懂懂的聽著這句話，行文至此，回顧從一開始

與指導教授討論題目，到訪談、整理資料與尋找脈絡，撰寫論文的每

個時刻，不禁在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中產生思考與感受，對自身許多的

生命經驗產生觸動和不同的詮釋。 

    在職業重建領域中，新的視野一切都讓我感到很新奇，猶記得實

習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時，跟著單位前輩至郊區的工作場域進行職場開

發，是對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這份工作認識的開始，我們坐著公車打算

一路到底站，趕著約定的時間到達，卻發現搭的是反方向公車路線，

我們趕緊換車後又是一陣奔波的路程，終於見到約定面談的主管，當

時主管面對身心障礙者就業的疑慮，並期望一位十項全能、經驗豐富

的身心障礙求職者，正當我內心充滿許多疑問，單位前輩以委婉的態

度澄清，向主管說明工作中可能會需要職場支持的面向，釐清職業重

建的流程和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角色，並確認工作場域中需要的工作

技巧方向，結束面談時看了時間，大約二十分鐘，我們要再搭著快兩

個小時車程的公車回到單位，途中詢問單位前輩，是否開發職場容易

遇到這種狀況，前輩不以為意的回答:「是阿!不過做久了你就知道要

怎麼回答啦!」，接著他把思緒拉回，擔心著個案能力是否適合這個工

作場域，路途至此，我心中對這份職業開始有不一樣的想像：這份工

作不只在輔導個案時必須東奔西跑、東奔西跑的範圍真的很大、回去

單位還有精神力氣做其它工作嗎?想像到最後形成了更大問題：如果

是新人怎麼應對呢？是否每個人做久了都知道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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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我吧!雖然我跟你一樣害怕， 

但我們可以一起尋找答案； 

你相信我吧!就像我相信你一樣， 

相信我們!能一起迎接天藍。」 

-鄭宜農《光》 

    無意間聽見這首歌的歌詞，其中描繪堅毅又勇敢的態度，並仍

舊帶領著他人向前行，與這群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正在做的事十

分吻合；十位的研究參與者以他們的經驗，分享著他們如何進入這

份工作、進入工作的壓力和挑戰，隨著他們的語氣激昂或是難過落

淚，面對個案的難題、雇主的難以溝通、家長的期待、新人時期沒

有人帶領而徬徨、一切新事物的不知所措，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

作著實有辛苦之處，在面對不熟悉的工作，又需帶領個案穩定就業

的勇氣與拚勁，那份感受是如此真實的存在，我感受著這份工作在

執行工作常規之餘，研究參與者更是不斷的以自身的真實情感作為

連結，付出自己的能力，而後談到在工作適應的心境和變化，又像

看到一片光明般，從他們的眼中看見這份工作的價值和熱忱，反思

在自己工作中曾遇到的挫折、人生的迷惘、轉換跑道時的不安，研

究的主題雖圍繞在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工作適應，但他們給予的經

驗都是面對挫折和困難的態度，在每位新進人員的身上看見解決問

題的方式。  

    幾位的研究參與者在檢核過後，不約而同給予相似的回饋，感謝

研究讓他們看見當初進入工作時的自己，我也相同的感謝他們給予我

不同的角度看見職業重建領域的樣貌，幾次的訪談因為地點在外縣市，

去程時想到路途雖感疲憊，但卻帶著滿滿的收獲和感動踏上歸途，我

倘佯在紮根分析的編碼時，也曾迷失在廣大的資料大海中，除了指導

教授的指點和同儕檢核，不斷提醒我的是每位研究參與者生命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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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這部分給予我的共鳴超乎我想像，原來新進人員的徬徨不孤單，

面對困難的迷惘人皆有之，工作的挑戰和壓力是必經之路，不安的情

緒是需要面對與處理，從每個挫折與經驗中學習，並從中調整自身的

角色定位，成為每一個工作階段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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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 

親愛的＿＿＿您好! 

    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劉晏安，目

前於吳亭芳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我的碩士論文，因為想深入探討支持性

就業服務員在新進入工作後的工作適應，因此想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我

的碩士論文研究，研究主題為「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之工作適應」，本目的欲瞭解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職場適應過程

中所面臨的挑戰、工作適應的歷程，對象為初次任職支持性就業服務

員，現職年資約三個月至一年者，您的經歷將會是很重要的研究資料，

可以留下新進的支持性就業服務員最真實的現況，很希望有機會能聆

聽您初任期間寶貴的經驗。  

  本研究採取「訪談」的方式，訪談時間與地點會完全配合您的方便

性，預計進行2~3次，每次訪談約進行1~2個小時，訪談過程因為保資

料完整性，將會全程錄音，但錄音檔僅供研究使用，並完成論文後銷

毀，研究結果將會寫成論文，為了保障您的隱私，訪談結果亦不會透

露任何您的個人資訊。 

    誠摯邀請您的參與。最後，您閱讀此訪談邀請後，若有任何疑慮

與想法，歡迎您隨時提出，歡迎您以mail或手機與我聯繫，我非常樂

意向您說明，謝謝您!  

我的手機號碼是:                       mail: 

最後，非常謝謝您抽空閱讀這封邀請函  敬祝 

平安喜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復健諮商所 指導教授 吳亭芳博士  

研究生 劉晏安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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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參與同意書 

本人_____願意參加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系碩士班研究生 劉晏安

(以下簡稱研究者)，「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之工作

適應」碩士論文研究, 之詳細說明研究目的與性質後，並同意以下事

項: 

一、 在參與的過程我同意: 

1. 將敘說擔任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新進期間之相關心境與事

物。 

2. 將接受1-2次的訪談，每次約 1~2 小時。訪談過程同意全程

錄音與筆記。 

3. 接受錄音內容轉錄為文字資料，並會在論文中被引述呈現，

以利研究分析之用，在正式研究結果呈現之前，研究者會寄

一份分析結果，作為校正之用，以確保能呈現我在訪談時的

經驗。 

4. 我知道研究者的錄音檔及訪談原始資料，除了研究者、協同

分析者及其指導教授外不會有其他人接觸資料，且在研究結

束之後將全數銷毀。  

5. 研究者承諾對訪談內容保密，不在任何的書面或口頭報告中

揭露我的姓名及可以辨識我身分的資料。 

 

研究參與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研 究 者 簽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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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大綱 

先向您說明本研究所認為的工作適應，是指您與工作環境的互動情形: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科系學歷: 

支持就業服務員年資: 

訪談問題: 

1. 可以請您談談，當初選擇從事支持性就業服務員的原因是什麼

呢? 

2. 準備擔任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之前，您做了哪些準備?您預期的這

個職業的樣貌是什麼呢？ 

3. 作為一個支持性就業服務員，請問您覺得哪些經驗對於適應工

作是有幫助的？ 

4. 可以請您談談，新進入工作時是否遇到困難？當時如何解決？ 

5. 吸引您留任的原因是什麼呢？ 

6. 在工作期間，曾經面臨的衝擊有哪些？請問您覺得您是如何因

應這些衝擊呢？是否還需要再做調整的部分？ 

7. 可以請您談談進入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至今的感受，以及工

作以來難忘或印象深刻的經驗（正向或負向）為何？對你有什

麼樣的影響？ 

8. 您覺得您的人格特質對您的工作適應有哪些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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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進人員時時期，您在工作中曾經獲得的支持來源或希望得到

的協助為何? 

10. 有哪些事情是您想跟我們分享的，或是想與新進的支持性就業

服務員分享的呢？ 

 

 

 

 

 

 

 

 

 

 

 

 

 

 

 

 

 

 

 

 



  

156 

 

附錄四 訪談札記 

受訪者:                 訪談日期: 第  次訪談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分  

 

 

 

訪談觀察(包含對環境、受訪者狀況、互動情形的觀察):  

 

訪談過程重要事件與處理: 

 

訪談者的自我覺察與反省(對此次訪談的看法、感想、技巧使用、反應等): 

 

下次訪談提醒: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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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受訪者檢核函(一) 

○○您好: 

  非常感謝您協助參與「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之工

作適應」碩士論文研究訪談過程中您寶貴的經驗分享，讓晏安對新進

支持性就業服務員進入職場後的工作適應歷程有更多的瞭解。目前我

已將您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謄錄成逐字稿文本，並分別歸納與分析，為

了確保這些內容能貼近您個人的實際經驗與真實感受，因此，期盼您

能夠撥冗，協助檢核這些主題是否切合您個人的真實經驗，如果有遺

漏或曲解之處，可以直接於紙本上修改或註記，若有其他提醒也請不

吝告知，提供本研究補充與修改的依據，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感謝您在研究過程中的支持與協助，如在檢核的過程當中，有任何

疑問或想法，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繫。再次謝謝您的參與，希望可以盡

早與您分享研究成果。 我的聯絡方式: 

手機:     信箱:             敬祝  

順心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 

指導教授:吳亭芳教授 

            研究生:劉晏安敬上 

 

 我已檢視過「探討新進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歷程」的文本

資料，覺得此份資料與我的實際經驗符合程度為:______% 

 再次閱讀此份訪談資料，是否有新的想法或意見: 

 

 

研究參與者:________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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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檢核函(二)    

親愛的研究參與者您好: 

    再次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目前研究結果已經分析與整理完成，

這邊需要您的協助與幫忙，邀請您針對分析與結果給予回饋，確認分

析的資料與您的自身經驗符合，增加本研究的可靠性與可確性；若您

認為資料分析描繪與您經驗有所疏漏、不適切、需要補充之處，再請

您在本表下方附註與說明、打下您認為的百分比與意見，另因時間倉

促之原因，需麻煩您於4月13日(六)之前，將本研究結果檢核函回傳至

信箱，再麻煩您了，非常感謝您! 

如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的問題，請您隨時與我聯繫，我的聯絡方式如下： 

email:                   手機：         劉晏安 

在此致上最誠摯的祝福   敬祝  

 

工作順利、幸福安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復健諮商研究所 

指導教授：吳亭芳教授 

研究生：劉晏安  敬上 

我已閱讀「以新進人員觀點探討支持性就業服務員工作適應」之資料

分析，與我的實際經驗符合程度約為＿ ＿％。(滿分為100％) 

再次閱讀此份資料分析，我的建議或回饋為： 

 

研究參與者：＿＿＿＿＿＿＿＿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