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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工作是一份以自己為工具，透過互動、經驗與態度來影響服務對象的

工作。因此專業承諾便顯得十分重要，這牽涉到社工對於專業價值、倫理的高

度認同，進而願意投入心力、發自內心願意繼續留在專業中，共同和服務使用

者面對生命的困境，甚至透過自身或社群力量改變整個社會處境。 

本研究透過質性深度訪談，了解身處醫務場域 10年以上的 6位資深社會工

作者其專業承諾內涵，並探索他們在工作過程中的自我成長及專業生涯發展。

其中包含服務過程中的自我定位、專業認同以及受訪者對於專業的投入，進一

步看見受訪者們一路上對專業承諾的追尋與堅持，最後透過經驗統整，對新手

社工、專業發展提出建議。 

研究者依據 6位受訪者經歷，發現專業發展歷程分成三個階段，每個階段

皆有其挑戰與成長，並成為了滋養自我的一部分，能在專業中持續學習、嘗試

與進步。進一步探究其專業承諾內涵則發現，在醫療環境當中，受訪者們都已

有一套應對方法，能夠靈活運用專業、適時展現能力，並受到他人需要。這背

後需有深厚基礎去長期經營團隊關係，經由碰撞跟合作重新確認專業價值與目

標，最後清楚資源、制度與社工專業之間的關係，在其中力求平衡與折衝。而

受訪者都帶著關注專業發展的心情投入公共事務，在心有餘力的時候也會進行

教育與研究工作，並把握學習機會、使自己不斷成長。最後與受訪者共同回顧

一路上的留任與堅持，可發現他們對於社工是發自內心的熱愛，無論在哪個位

置上，都能充分發揮使命，在生命經驗與專業的交織下，這份專業承諾是超越

了生存，而能發掘成就感與意義所在。 

 

關鍵字:專業承諾、醫務社工 

  

 



 

 

Abstract 

Social work is work in which social workers use themselves as a tool to 

influence the subjects they serve. Through interaction, experience and attitude. 

Therefor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becomes very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involves the social workers’ high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ethics and their further willingness to invest their effort in this profession and their 

voluntary commitment to the profession. They face the dilemma of life with the users 

they serve, and even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the entire society through themselves or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ty.  

In this study,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of six senior social workers in the medical 

field over ten years, and explored their personal growth and profess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during their work, including self-positioning in the service process, 

profess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specialty. We saw the interviewees’ 

pursuant and persistence i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long the way. Finally, through 

integration of experience, this study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novice social worker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ix interviewees, the author found tha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each of which has its 

own challenges and growth. The challenges and growth become part of self-

nourishment, allowing the social workers to continue to learn, try and progress in their 

specialized field. Furt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showed that the interviewees have developed a set of coping method in the medical 

field, and can flexibly use their expertise, demonstrate their ability at the right 

moment and are needed by others. This requires a deep foundation for long-term 

 



 

 

management of team relationship.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goals are reconfirmed 

through collision and cooperation.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ources, systems 

and specialty of social workers was understood, and the balance and negotiation were 

sought. The interviewees were engaged in public affairs with a focus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y also carried out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ork when possible, and 

took the chance to learn and grow. Finally, the author and the interviewees reviewed 

the interviewees’ decisions on staying in the course and their persistence along the 

way, and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es are truly passionate for social work. Regardless 

of their position, they were able to fulfill their missions. Under the interweaving of 

life experience and specialty, thi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went beyond survival so 

that they were able to discover their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significance.  

 

Keywords: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medical social worker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5 

第一節 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任務 ----------------------------------------------------- 5 

第二節 專業承諾的理論與構面 ------------------------------------------------------------- 1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24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 24 

第二節 資料分析方法 -------------------------------------------------------------------------- 27 

第三節 研究嚴謹性 ----------------------------------------------------------------------------- 29 

第四節 研究倫理 -------------------------------------------------------------------------------- 32 

第四章 研究發現 -------------------------------------------------------- 34 

第一節 成長的軌跡─專業發展歷程 ------------------------------------------------------ 34 

第二節 成長的印記─專業承諾內涵 ------------------------------------------------------ 76 

第三節 前瞻的期許─盼望與建議 -------------------------------------------------------- 106 

第五章 研究結論、討論與建議 ---------------------------------- 121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121 

第二節 研究討論與建議 --------------------------------------------------------------------- 125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 135 

參考資料 ----------------------------------------------------------------- 137 

 



 

 

附件一 研究同意書 --------------------------------------------------- 147 

附件二 訪談大綱 ------------------------------------------------------ 148 

附件三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 ------------------ 150 

 

  

 



 

 

表目錄 

 

表 2-1..................................................................................................................... 20 

表 3-1..................................................................................................................... 25 

表 4-1(圖例) .......................................................................................................... 35 

表 4-2..................................................................................................................... 49 

 

 

 

 

  

 



 

 

圖目錄 

 

圖 4-1..................................................................................................................... 36 

圖 4-2..................................................................................................................... 38 

圖 4-3..................................................................................................................... 40 

圖 4-4..................................................................................................................... 42 

圖 4-5..................................................................................................................... 44 

圖 4-6..................................................................................................................... 46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壹、價值、使命與承諾─投入自我的社會工作 

人們一生在工作裡打轉的日子佔據生命許多時光，也是生活的重心之一。在

華人社會當中，當我們彼此問候「在哪裡高就?」時，無非也就此衡量了一個人

的生活狀況與社會地位。因此工作不僅僅是一份溫飽的需要，也使我們產生社會

互動與社交發展，同時也影響了自我概念與自我認同。而社工這份與人群高度接

觸的助人工作，是以「自己」做為工具，透過互動、經驗與態度來影響服務對象。

故甘炳光(2010)認為社工是一門十分著重價值取向的專業，除了要有扎實的理論

基礎及純熟的技巧外，更著重培養清晰的社工價值觀(Values)，這些價值觀指引

了社工實踐的背後理念及工作原則。宋人豪(2014)亦認為作為推動與實踐社福政

策的靈魂人物，社會工作者個人對專業的使命感，與積極投入的精神與態度與否，

關係社工在各項工作上的實際表現與成效，而社會工作者若缺乏積極的專業承諾，

自然無法於工作場域中專心致力，為社福單位與服務對象提供適切服務，進一步

影響社會工作的專業定位。 

承諾是個人產生行動方針背後的力量，能使個人與目標之間產生連結，以致

願意付出並擁有責任，其根基於哲學與心理，涉及個人深沉的行為、觀點、意義

與目的性(Klein, Molloy, & Brinsfield, 2012; Meyer, & Herscovitch, 2001; Thompson, 

1992)。而專業承諾可視為承諾現象的具體化，是承諾延伸至專業的領域當中，具

有專業承諾的人，會相信並接受其專業的目標，並願意為了專業的利益盡最大的

心力(高瑞新，2011)。在此背景下，具有強烈專業承諾的社會工作者將傾向於內

化與社會工作相關的價值與行動，同時投入更多的努力來執行對專業重要的行為

(Boehm, & Cohen, 2013)。因此承諾對社會工作者而言是重要的，因為其與專業價

值、工作投入以及留任意願具有密切關聯，並牽涉到專業、組織與個人內在深沉

的連結，進一步願意在衝突與壓力中作出改變，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予服務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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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s, Kinman, & Guppy, 2014; Collins, 2016; Landsman, 2001; Weaver, Chang, 

Clark, & Rhee, 2007; Westbrook, Ellis, & Ellett, 2006)。 

社會工作師法於 1997 年正式頒定後，意味開啟了社會工作在臺灣社會福利

體系的專業制度發展，並且也確立了社會工作的專業地位(邱瑞文，2013)。然而

在這一條道路上，我們仍有許多挑戰:從全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快速變遷、社會

問題的多樣化與複雜化、到不同類型的服務對象日漸增加，無疑是從個人、家庭

到社會層面都在變動；此外，社工師法頒定至今雖已餘 20年，但社會工作的專

業定位、未來發展仍是議題，如何增強社工專業人員在環境中的機會、資源、能

力，進一步提升福祉、辨明專業價值，整個社群還須進一步爭取、邁進。教課書

上總闡述著社會工作是一門助人的科學和藝術，這一份專業主要是幫助個人、團

體、社區增強或恢復其能力。在精緻華麗的語言背後，所面對的現實是社會福利

制度的轉變、社會服務所要應付的議題、以及社會問題日趨複雜化，從個人層面

到整體環境都有循環、交織不斷出現的挑戰，這些困境往往也是社會工作者難以

持續維持工作的重要因素。然而社會工作者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基礎，若人員因困

境流失進而無法延續、傳遞經驗，更遑論健全發展社工專業。因此，甘炳光(2010)

與 Fors (2017) 指出，將焦點回歸到社會工作者本身是重要的，在社工教育中，

價值觀的灌輸、培育和反思是不可或缺的範疇，與學習理論和掌握技巧並列為專

業訓練中的三大重要元素，其中，專業承諾在社會工作養成中具有其特殊意義，

此項知能能減少社會工作者的耗損，讓社工遇到現實職涯的挫折及迷失時，能夠

回歸基本信念，尋求疏解之道。 

綜上所述，在社會工作這份人力密集的專業中，除了本身擁有專業能力外，

尚須依靠對社會工作的高度承諾與投入意願，方能在高度挑戰的社會工作環境長

期任職，和服務使用者一同面對其生命的困境，甚至透過自身或社群力量改變整

個社會處境。作為尚未踏入社會工作實務的新手，研究者回顧求學生涯，對於社

會工作專業所欲實踐的關懷、正義、助人等理念總是讓人嚮往，然而在熱血澎湃

之後，不免想了解真實的社會工作者身上，專業理念要如何被落實?而承諾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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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種面貌展演?是否在書中華麗的辭彙背後有著不為人知的一面，使實務工作

者不只是生存下來、還能堅持與信守對專業的承諾? 

貳、超越一甲子的專業─醫務社會工作 

臺灣醫務社工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自 1949年省立臺北醫院(現在的市立聯合

醫院中興院區)社會服務部的設立(溫信學，2017)，至今已超過一甲子的歷史，許

多前輩們皆為社會工作的發展奔走，在整個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上，扮演了舉

足輕重的角色，可謂為臺灣社會工作持續前進的重要領域。在高度專業的醫療服

務體系之中工作，其高度分工與專業化的脈絡讓醫務社會工作者(以下簡稱醫務

社工)能佔有一席之地，且在醫院日趨重視以病人為中心理念之下，醫務社工的

角色逐漸被重視、甚至更加多元。 

然而非醫療的學習背景，也讓醫務社會工作者在工作崗位上產生不少挫敗，

例如：行政與專業業務劃分不清、團隊中的角色未被凸顯……等等，在醫職仍為

大的不成文規定與運作模式下，必須花更多時間潛心學習、溝通，搭起病人與醫

療端的橋樑(呂佳蓉、蕭至邦，2016；林秋瑩，2014；黃少甫，2015)。在這樣的

背景下，卻也促使醫務社工持續尋求突破，不斷精進專業成長、激勵專業形象，

無論是社會工作的專業本質、抑或與其他專業合作所需的經驗知識，逐漸磨練出

許多屬於醫務社工生存的法則。進一步而言，不僅僅是「求生」，社會工作這份

與人緊密連結的專業更需持續經營，這樣的「承諾」需具備專業的意識、倫理，

並且肯定工作價值，方能持續投入、認同專業，充分了解自我定位以達成專業目

標。 

至今，仍有許多資深社工前輩們在醫務領域當中持續投身，這些歷經時代變

遷的一線工作者，猶然是一部社會工作專業的活字典。因此，研究者好奇，在醫

院強調跨專業合作的氛圍下，社會工作者如何發揮自我專業?在醫院中又會發展

出怎樣的社工專業樣貌?而在此長期工作的社會工作者又會如何看待自己所走過

的這條路?其中又有哪些影響前輩的重要事件值得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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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作為一名尚未進入職場的研究生，研究者欲探討醫務社工在職場中如何與工

作環境互動，並從這個互動過程中了解其對醫務社工所造成的影響及意義。研究

者期待藉由社會工作者對於其工作故事分享，瞭解整體服務經驗全貌，從資深醫

務社工的專業生涯發展中，探究其所堅持為何?如何將社會工作專業深化為己身

的一部分?進而提供給未來有志進入醫務社工領域的社會工作者們一些參考與心

理的準備，協助其在專業的道路上能走的更穩更長。因此研究者由此發想，進一

步地將醫務社會工作者作為主體，羅列出以下研究目的及問題： 

壹、研究目的 

藉由深度訪談，以了解身處醫務場域的社會工作者其專業承諾內涵，並探索

其在工作過程中的自我成長、及其專業生涯發展。研究題目中「我是誰」的發想

意旨在討論社會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的自我定位與專業認同；「我在哪」則是想

討論實務工作者對於專業的投入，以及在此體系中對專業承諾的追尋與堅持。研

究者將透過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對於其專業生涯的回顧，進一步統整其對於專業

的投身，以提供社會工作者後進指引方向，並對專業制度與發展提出建議。 

貳、研究問題 

一、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發展歷程為何？ 

二、在多元專業的醫療場域中，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如何投入、實踐社工專業，

並持續精進？ 

三、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如何將專業承諾反映在工作上，其專業承諾樣貌為何？ 

四、資深醫務社工對於新手社工與社工專業發展的有哪些建議?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任務 

壹、醫務社會工作定義 

在社會工作辭典(2000)中，醫務社會工作的定義為：「在醫療衛生保健工作所

實施或配合的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者運用知能與技術於醫療衛生機構，從社會

暨心理層面來評估並處個案的問題，為醫療團隊一份子，共同協助病人及家屬排

除醫療過程的障礙」，仍側重於衛生機構中的社會工作。近年來國內外相關論述

則將醫務社會工作擴大至健康照顧(Health care)的範圍，從醫療機構中的照顧，延

伸至社區的民眾及每一類型的健康照顧機構，也從急性醫療的照顧到健康促進及

疾病預防(莫藜藜，2010；溫信學，2017；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6;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09;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2017;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7)。不同於一般社工，醫務社工所處的

工作環境所需面對的面向相當多元，除了要面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病人及家屬外，

還須學習如何與各專業(如：醫師、護理師、復健師、營養師……等)共同合作，

於醫療衛生機構中運用社會工作的知識與技術，服務病患、家屬及社區民眾，協

助他們處理與疾病、治療、及健康維護相關的社會、心理問題，提升醫療效果，

促進社區民眾的健康(秦燕，2009)。由此可知醫務社會工作者所面臨的是現代醫

院中複雜的人際互動關係(莫藜藜，2005)。 

在社會與醫療制度變遷的背景之下，全人醫療成為了普世價值，以此觀之，

可發現現今醫療團隊的發展逐漸重視病患生理、心理與社會各部分的健康，並透

過多元的概念及處遇形式組織醫療合作團隊，且採跨專業的團隊合作模式來解決

服務對象所遭遇的疾病與問題(林秋瑩，2014；莫藜藜，2002；賴靜宜，2010)。

而社會工作者是跨專業醫療團隊的重要成員，與醫師、護理師和其他醫療專業人

員合作，可以讓醫療團隊了解病人的社會、情感面向以及衝擊，在病人及家屬面

對急性或慢性醫療情境時提供介入與支持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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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2016; Singapore Ministry of Health, 2016)。作為健康照顧團隊的一部分，

社會工作者提供評估和適當的介入，以幫助病人獲得最佳復原和生活品質，這包

括考量病人及家屬在醫療處遇中的最佳利益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09)。其中，社會工作者運用廣泛的技能、知識和研究，以確保能對病

人狀況進行全面評估、介入和整體分析。從有目的性、簡要的特定需求評估，到

全面的社會心理需求、優勢和壓力以及風險分析，這些資訊對於病人的照顧計畫

有顯著影響，讓服務能更貼近他們的需求(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6)。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工作的評估是基於需求和以證據為本的介入措施，在

以病人為中心的前提下，進行關懷及更完整的臨床介入，用以解決影響病人及其

家庭/照顧者健康、福祉、調適和復原的社會和情感問題，使得病人能在醫療與復

原過程中，進一步根據需求之急迫性與重要性，以協助情緒抒發、調適疾病衝擊，

並連結相關資源，提供經濟扶助、出院安置，同時建構社區協作網絡，強化有效

的社區轉銜……等，係以關懷為基礎，在醫療體系中提供「全人照顧」的助人工

作(黃少甫，2015；Simons et al., 2012)。 

貳、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任務 

在健康照顧系統中，醫務社會工作者為病人及其家屬/照顧者(包含重要他人)

提供直接服務，從病人的社會環境和關係脈絡下進行介入，了解心理、家庭、社

會、經濟和文化因素對健康和福祉的影響，進而整合、協調、動員服務與支持。

除了增強社會和心理功能，也為患者及其家屬/照顧者的權利進行倡議，抵禦他

們可能遭受的歧視、排除和虐待，盡量減少疾病和住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6;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7)。因此，對於病人及家屬而言，醫務社會工作者是與醫療系統之間

溝通的橋樑，透過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協助，除了獲得醫療上的協助外，更能從中

獲得心理社會層面的支持；對於醫療衛生機構而言，由於各類病人所涉及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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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複雜，而醫療照護與社會處遇為相互依存的關係，若要充分解決病人問題，

社會工作者在機構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Judd, & Sheffield, 2010)。 

事實上，醫務社會工作的工作重點，常需因應醫療環境、社會問題、價值觀

的變遷而不斷發展新的工作方案(秦燕，200；莫藜藜，2002)。隨著健保制度的轉

變、人口結構的變遷、疾病型態的變化、病人權益的提升、經濟環境的改變及相

關法規的修訂，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工作內容也隨之轉變。在目前醫療追求

品質、強調全人照護的趨勢中，社會暨心理層面角色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同時也

因著法令政策的修訂，社會工作者在家庭暴力、性侵害、老人、身心障礙、自殺

以及兒童少年等保護性個案，必須執行法定角色與任務，此外，安寧療護、器官

勸募、愛滋業務、癌症單一窗口服務、身心障礙鑑定、加護病房、人工生殖、慢

性腎臟病的諮詢等新興照護形式，也逐漸擴大與增加了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職責；

另一方面，在醫療爭議事件當中，醫院管理階層期待社會工作者可以擔任病人和

醫師與醫院間的溝通橋樑，在過程中既要擔任調解者，又需扮演病人的代言人；

而在行政管理層面的角色也同樣重要，特別是志工管理上需進行招募、訓練、服

務規劃、監督考核、獎勵推薦等工作，社會工作者需扮演管理者、教育者以及規

劃者的角色(施睿誼、蔡文玲、熊蕙筠、劉祉延，2014；溫信學，2017)。 

彙整國內文獻(柯智慧，2004；秦燕，2009；莫藜藜，2005)，醫務社會工作

常見的直接服務範圍包括：1.協助處理情緒、心理、家庭與醫療適應問題；2.協

助申請各項醫療與經濟補助；3.提供健保與社會福利相關諮詢服務；4.提供提供

病友、家屬與社區團體活動相關訊息；5.提供照顧病患與復健之相關資訊；6.提

供出院準備服務；7.協調醫病關係；8.其他：如法定個案處遇、國家政策執行……

等。但服務內容會隨時因病人或家屬問題需求而有所改變，因此在服務過程中，

需保持彈性化、多元化服務才能滿足病人及家屬需求與期待。近來，國內多位學

者指出醫務社工不僅僅提供病患直接服務，同時在團隊、院方及社會工作專業上

扮演間接服務的角色(柯智慧，2004；秦燕，2009；溫信學，2017；Davis, Milosevic, 

Baldry, & Walsh,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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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研究者整合我國各研究之文獻，以直接服務、間接服務進行分類，分別

說明醫務社會工作者之任務和角色(呂佳蓉、蕭至邦，2016；林秋瑩，2014；施睿

誼等，2014；柯智慧，2004；莫藜藜，2005；黃少甫，2015): 

一、直接服務 

(一)疾病適應協助：針對病人或家屬之社會、心理狀態予以評估，以協助其處理

因疾病所延伸之適應問題。做為使能者、協助者，社工需陪伴病人或家屬改

變或因應系統壓力所造成的內外在社會心理之影響，並兼顧諮詢者與支持者

的角色，使其了解相關專業知識，同時提供服務對象支持與其一同解決困境。 

(二)社會福利服務諮詢：提供各種社會福利資源諮詢，內容包含健保、重大傷病、

急難救助、馬上關懷、身心障礙鑑定……等常見的福利問題，醫務社工除扮

演諮詢者角色外，也會因病人個別的需求進一步擔任轉介者或是連結者角色。 

(三)經濟問題評估與協助：由於病人住院後，可能無法立即返回工作崗位，此外

家庭也可能因龐大的醫療費用產生立即性的經濟問題，醫務社工需警覺地進

行介入評估，並依病人或家屬個別差異予以不同處遇方式。此時的社工角色

為評估者、協助者、諮詢者，若需轉介社會資源還得兼顧轉介者或協調者的

角色。 

(四)出院準備相關議題：包括病人出院後安排安置地點、照顧人力或是輔助工具

提供……等。此時社工為評估者、諮詢者、協調者，亦身兼教育者與轉介者

的角色；此外若醫院設有出院準備小組，醫務社工亦需與小組共同工作，為

病人的院後生活做努力，擔任倡議者、聯繫者角色。 

(五)家庭問題評估及處遇：當家庭問題對醫療處遇計劃產生影響時，醫務社工乃

須協助處理相關問題，以減輕病人接受醫療處遇的阻礙。在此狀況下，社工

擔負評估者、連結者、協調者甚至是教育者的角色，對家庭成員及家內的問

題進行排解與調適，促進病人獲得適當的處遇。 

(六)法定業務服務：依據各法令規定，如家庭暴力防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法條中，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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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規定社工人員的評估與協助，由於醫院往往是這些族群第一線求助的場域，

因此立即性的介入工作十分重要。此時醫務社工的角色包含評估者、聯繫者、

陪同者、支持者、轉介者，甚至是教育者、諮商者……等多重角色。 

(七)醫療團隊工作與醫病關係協調：由於社工在養成專業過程中，針對溝通技巧、

同理心展現……等有進行訓練，因此醫務社工便自然而然成為各專業溝通與

協調的重要橋梁，此外透過醫務社工的參與，提供專業評估與處遇予團隊，

能使醫療作業能在有限的時間發揮最大功效，以提供病患持續及有品質的醫

療服務，並促進良好的醫病關係。而醫務社工同時理解醫療體系的運作過程

以及病人及其家屬之困難，在此狀況下擔任起協調者、支持者、使能者、倡

議者……等角色，能協助病人及其家屬獲得其最真切的需求。 

(八)病友團體活動推展：病友團體活動在醫院中是病人與家屬社會心理支持與相

關衛教的最佳管道，而醫務社工除了積極參與病友團體的運作與執行外，也

須依病友需求不同及人數的增減……等，籌設新的團體活動，因此，醫務社

工在其中扮演了組織者、倡議者、教育者、資源開發者……等角色。 

(九)社區服務：社區工作是社會工作三大方法之一，醫院也須透過舉辦活動與社

區保持彼此友善關係。而其活動包括：社區健康講座、疾病篩檢、居民健康

檢查……等。這往往也須透過醫務社工仔細規劃及聯繫，並與社區保持互動

才能順利推展，因此社工人員在其中擔任規劃者、連結者、協調者、倡議

者……等角色。 

二、間接服務 

(一)相關衛生政策推行與方案規劃：配合政府或機構相關衛生政策推行，如：器

官捐贈、安寧療護、預立拒絕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簡稱 DNR)……

等，通常各醫院的社工部門都必須負責宣導、舉辦活動，在此社工同時扮演

倡導者、促進者與協調者的角色，除了使民眾參與，也促進協力單位共同運

作，使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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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志工招募訓練及管理：目前國內志願服務風氣盛行，醫療院所中亦大多設有

志工隊，然而當大量志工湧現後，如何進行有效管理、讓志工們皆能發揮所

長，就需透過專職人員協助。社會工作者身為專業的助人者，同時也受過管

理的訓練，因此多數的志工隊便由社工部門掌管，在此社工扮演管理者、組

織者、教育者與資源開發者……等角色。 

(三)專業培訓與研究：在全人醫療的觀點下，許多教學、研究工作因應而生，甚

至將臨床與實務經驗加以融合，進一步從工作場域中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研究

探討。在醫院當中，社工部門得以針對同儕或院內人員辦理訓練，以提升專

業人員溝通技巧、同理心或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之能力，同時藉由每年各大專

院校的社工實習課程，帶領社工實習生於醫院場域學習。此外為因應社工師

證照制度的演進，醫務領域也進一步發展專科社工師合格訓練組織，藉此深

耕社工教育訓練。因此醫務社工也擁有教育者、研究者……等角色。 

 

由上可知，醫務社會工作是一門以關懷為基礎，在醫療體系中提供全人照護

的助人工作，服務對象包括病人、病人家屬、醫療團隊、醫院以及社區，其任務

除了協助與服務外，還包括預防與治療，並且在直接與間接服務不同的角色與任

務之下，提供支持性、補充性與關懷性的服務。此外，社會工作人員所扮演的角

色除社會工作專業所認定外，也有來自於醫療團隊的期待與法令政策的規範，此

也顯現醫務社會工作人員角色的多元性，亦表示在多元的角色職責下，社會工作

人員的工作內容是多重繁雜的(溫信學，2017；葉秀芳，2013)。 

近年來，醫療產業一方面受到新管理主義思潮影響，強調顧客導向、創新、

績效、效率與服務品質，另一方面疾病治療也逐漸重視全人導向，強調生物心理

社會取向(bio-psycho-social approach)的整合照護模式(溫信學，2017)。醫務社工

在專業角色的展現上，需同時面對病患、家屬、醫療團隊、醫療體制，甚至多變

的社會環境，在顧客導向與醫療團隊多方的需求與期待中，面臨臨床專業服務與

行政業務間分身乏術，並在顧及「績效」的風尚趨勢下，將逐漸承受更大的工作

 



11 

 

壓力與面臨專業上更多的矛盾與掙扎，產生個案負荷過度、服務工作龐雜、越來

越多的行政庶務工作，以及特殊個案(如兒童虐待、家庭暴力、器官捐贈等)必須

提供待命性的即時服務的壓力與困境，對於自身專業的發揮更是備受考驗(呂佳

蓉、蕭至邦，2016；高偉琴，2007；黃侃如，2004；溫信學，2017)。 

綜上所述，醫務社會工作者除須擁有自我了解的能力、助人的基本特質與社

工必須具備的專業能力外，仍須透過實務經驗累積豐富的醫學知識，得以與醫療

團隊順利合作、溝通，促進服務使用者的福祉權益。故社工專業不應只是醫務社

會工作者用來安慰自己的口號，我們有責任持續發展及學習新的技巧與能力勝任

工作，同時透過擔負起社工的各式角色來證明醫務社會工作專業存在的價值及必

要性(林秋瑩，2014；柯智慧，2004)。 

小結 

從上述提出對醫務社會工作之定義，不難窺探出與其他領域的社會工作之不

同處，在於運用本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與技巧，協助病人及其家屬面對因疾病帶

來的多元問題，同時參與醫療專業，藉由團隊合作，除了減緩病患生理上的病痛，

亦試圖了解疾病對個人、家庭所造成的影響，並善用社會資源、使病人安心接受

治療、積極參與康復計劃，或是增強其自主及互助能力，提升醫療效果，共同致

力於全人醫療之目的。這些工作內涵皆考驗著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知能與應變能力，

同時也與其生命歷程、工作經驗息息相關。 

過去，醫務社工的工作普遍被認為是以解決病患的經濟問題為主，但隨著現

今醫療體制的變遷已逐漸打破此既定印象:全民健保的實施，對於醫療環境產生

很大的變革，使得整個組織模式與醫療運作規則都重新制定，其不僅是一項公共

福利政策，更使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層面都再次建構。當代的醫務

社工不只解決病患的經濟困境，還需協助因疾病所引起的家庭、心理、復健……

等議題，以發揮協助與整合的角色。從工作型態來看，是由殘補式，轉變為積極

地介入追蹤和預防的工作；以工作性質來看，是由早期在經濟上和物質上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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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到輔導與協調的服務；另外也因病患消費意識提升，對於醫療生態產生改變

與衝擊，醫務社工也漸漸發展出更加多元與特殊的工作內容。 

是故，在專業發展已逾 60年的醫務社會工作中，此時回顧資深醫務社工之

經驗有其意義所在，透過質性研究之方法汲取前輩之經驗，得以了解資深社會工

作者在醫療與社會環境的變遷之下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其如何無畏爭取專業角

色定位?如何從互動經驗中理解自我專業價值，願意持續投身社工專業，進一步

為專業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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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業承諾的理論與構面 

壹、專業承諾的內涵 

承諾概念的闡明始於 1960年代之 Becker，他使用承諾一詞來討論個人生涯

規劃，認為承諾為時間、心理等投資的總和，進而產生一種持續性行為的傾向。

而 Becker (l960)認為承諾是一經過信念所產生的高層次態度，是個體為某一特定

對象堅持其目標之追求與投入，更是造就人類社會行為的機制(引自曾華源，

1993)。有了承諾時，會覺得選擇是對的，且對事件、組織、專業會更熱心，不僅

是往後專業服務品質的指標，也是工作不易產生倦怠的原因(曾華源，1993)。隨

著時間的推展，學者們更進一步將承諾定義是個人持續的態度，包含相關的成就

和情感依附(Mowday, Steers, & Porter，1979)。其中，Buchanan(1974) 認為承諾是

個人對所認定的目標及價值觀在情感上的持續支持，包括三個面向：(一)認同:將

個人目標內化，並以目標為榮；(二)投入:積極主動參與和目標有關的活動；(三)

忠誠:與個人目標與共，盡力實踐所達成目標所應扮演的角色，及遵守應有的義

務及責任。整體而言，當個體針對某一特定對象目標，經由理性考量與抉擇後，

引發對它的價值感、認同感以及肯定感，發自內心有意願地積極投入，並且表現

在個人的行為與態度時，便具有承諾(王靜琳，2005)。 

專業(profession)是指一群人在從事一種專門性之職業活動，而此一活動需要

特殊智力來培養和完成的職業，其目的在於提供專門性的服務(曾華源，2007)。

專業承諾是個人與專業之間的連結，常被敘述為人們在歷經環境與時空的變遷下，

仍對特定專業保持忠誠與責任感(Klein et al., 2012; Klein, Molloy, & Cooper, 2013; 

Morrow, 1983)。依據 Porter、Steers、Mowday 與 Boulian (1974)之研究，專業承

諾亦包含認同、投入與忠誠三個基本要素，是個體對其專業目標和價值觀的信仰

與接受(acceptance)，在此背景下，工作者具有努力執行專業利益的意願，以及持

續成為該向專業成員的渴望。研究指出，高度的專業承諾使雇主與員工皆能受益，

例如減少離開專業的意圖以及更高的工作滿意度(Lee, Carswell, & Alle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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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專業承諾與工作滿意度兩者並不相同，承諾是超越時間和外在環

境的，其與更廣泛的事物(例如目標)有關，即使在變遷之下仍具一致性和穩定性 

(Freund, 2005; Shore, & Martin, 1989)。研究發現，擁有專業承諾將帶來許多正向

成效，例如:持續投身的動力、以及無論在任何局勢下，皆能持續精進專業(Klein 

et al., 2012; Meyer, & Allen, 1997)。 

總結而言，專業承諾包含認同、投入、忠誠等心理作用力，是一種經由個人

認同的信念而產生的態度，包含對專業認同、積極投入更多的心力與關注，同時

也擁有渴望繼續留在此專業中的內在心理動能。當個體擁有專業承諾，便將認同

專業規範，接受專業規範內化後的價值與信念，重視專業關係互動的和諧性，願

意積極參與專業工作相關活動，不斷汲取專業新知，投入心力致力於專業工作的

成長，並發自內心願意繼續擔任專業人員。由於專業承諾是一種個體對其專業的

一種情感，是價值觀信仰與專業目標的確認，出自於對個體的依附(Porter et al., 

1974)。此一背景與社會工作欲傳遞的服務價值相似，因此學者認為，承諾是一項

工作與組織行為中必要的耐力與彈性，是社會工作中一項重要的專業誠信

(Professional integrity) (Banks, 2009; Maddi, 2002; Meyer, & Herscovitch, 2001)。社

工會中作者除了助人的專業能力外，尚必須依靠社工員對社會工作的高度承諾，

在高度壓力的社會工作環境中長期任職，並提供穩定且長久的福利輸送(宋人豪，

2014)。 

貳、專業承諾的理論與構面 

專業承諾的發展，主要根源於組織承諾，有部分學者認為專業承諾和組織承

諾是類似的概念，兩者都是職場上效忠的行為及態度，只是承諾主體不同:專業

承諾所效忠的是專業工作本身，主要針對個人對於此事業的忠誠、投入、肯定，

而組織承諾所效忠的則是針對此事業的機構而言。由於專業承諾之相關理論主要

源於組織承諾，對於專業承諾的論述相對較少，因此後續研究對於專業承諾的定

義或衡量形式都源自於組織承諾，並加以修改(陳陽，2007)。事實上，專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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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事實上是由多個理論的概念萃取而成，關於專業承諾的相關理論及構面，

研究者進一步整理如下。 

一、專業承諾的理論基礎 

(一)投注理論(Side-Bet Theory) 

專業承諾是組織承諾衍生而來的名詞，首先是由社會學家 Becker(1960) 以

「投注理論」(Side-Bet Theory)論述之。Becker(1960) 認為承諾是個體從事持續性

活動的行為，而個體之所以會有此行為，是因若一旦終止該活動，過去的投注將

前功盡棄、一無所獲。就社會交換的觀點而言，當個人為對方有了付出，將會期

待對方的回報，當所擭得利益與個體貢獻成正比，個體才會感覺有價值，交換才

會公平、承諾才會維持。也就是當個體對某專業的投注力愈多，則愈不容易輕易

的放棄，相對也就能夠持續地堅守於該專業領域，是一種以經濟利益為著眼點，

權衡損利而做的選擇。 

Becker(1960) 發現，人們從事某一特定行業之後，很難改變其方向，而持續

投入的原因，係因為個人對於其所從事的行業已經有所投資，例如:時間、人際關

係、工作規範或職業技巧及在工作中的角色地位等，一旦離開，先前的投資將化

為烏有，必須重新面對新的人、事、物。當個人在組織的時間越長，對其所處的

環境亦會以合理化的方式，來面對所處的情境或改變態度來適應環境，在主動投

注的過程中，內化了角色期望也體驗到角色行為的意義，並可以透過角色獲得利

益及聲望，形成個體一致性的酬償，愈增強其對專業的承諾。在 Becker(1960)的

投注理論中，對專業承諾做了以下定義︰「不論新工作將提供多高的薪水，或是

較好的工作狀況，當一個人拒絕去改變自己的工作時，其原因之一則可能是因專

業承諾的結果。因為個人在專業所投入的成本，使得他依附於目前的工作，若要

轉業，對自己而言則是相當痛苦的。」 

(二)預期理論(Expectancy Theory) 

預期理論的基礎是相互交換的觀點，源自於對人類動機的探索。支持此理論

的學者認為，個人會去預期行為後果與價值，並依過去的經驗來預估個人行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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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傾向之強度。此論最重視的是對結果的預估、以及達成需求滿足的機率，欲達

成的目標是否為個人必需是非常重要的變數(曾華源，1993)。預期理論最早由

Vroom(1964)提出，其對人類行為有幾項基本假設： 

1.認為人的行為具有目的性，會努力去尋求積極價值、延續享樂主義，而逃避負

面價值。 

2.認為人具有理性，而理性使個人能對環境因素加以思考、衡量、選擇最具價值

的行為方式。 

3.個體動機為個人與環境兩者交互作用的結果。環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人對環

境作用的期望與偏好，都是影響個人動機的原因。 

4.動機不是孤立的預感或權宜之作法，而是在某些系統化之實體模式下進行。亦

即個人之行為是具有法則性，可以藉由某種模式之建立而加以預測。 

綜上所述，可發現 Vroom(1964)認為基於個人之理性作用，個人會在現存環

境與個人因素的考量之下，選擇最具有價值之行為。此外 Vroom(1964)亦進一步

提出「價量」和「選擇」兩項模式。「價量」模式是指個人對其工作的滿意程度，

主要受到個人過去經驗的影響；「選擇」模式則為個人期待其行為利益結果的計

算。 

預期理論認為個人的工作價值和所獲得的酬賞是決定個人的專業承諾的關

鍵因素。學者 Kate & Van Maanan(引自曾騰光，1996)並進一步將工作酬賞分為： 

1.任務酬賞(Task reward)：指直接與從事工作有關的內在酬賞，包括工作的價值、

挑戰或變化性，並且可以自我主導和擔負責任，亦可以施展個人的才能機會。 

2.社會酬賞(Social reward)：指工作中與他人互動所獲得的外在酬賞，其基礎是出

自於人際互動的關係價值，如友誼、關心、同伴支持和協助等。 

3.組織酬賞(Organization reward)：是指組織所提供的外在酬賞，以催化和激勵個

人工作表現，並與機構維持良好之關係，如待遇、升遷、福利措施、安全及完

善的工作條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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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個人評估的過程是透過個人的主觀經驗與價值，依據成本與酬賞之大

小來衡量可能性和滿足感。Mottaz(1988) 的研究發現，工作酬賞對個人之組織承

諾影響大於工作價值，人口變項則是間接透過工作酬賞和工作價值來影響個人的

專業承諾，這也證實了期望價值的理論(曾騰光，1996)。 

(三)自我認同理論(Self-Identity Theory) 

自我認同理論認為承諾是一個人參與認同的建立和維持的過程，個人必須在

社會化過程中覺得可以自我實現才會產生認同 (曾華源，1993；李秀玲，2009； 

Burke, & Reitzes, 1981; Stryker & Serpe，1982)。Lydon 與 Zanna (1990)的研究發

現，個人在組織中面對艱難情境時，個人價值認同是影響專業承諾的主要因素，

當自我能夠認同目前之角色，能在這之中獲得自尊與滿足，其專業承諾之程度也

會越高。Burke, & Reitzes(引自曾華源，1993)指出認同的三個重要意涵為： 

1.認同為社會性產物(social products)，經由社會化過程所形成和維持。 

2.認同是一種自我意義(self-meaning)，在特殊情境中能進一步產生自我。 

3.認同具有象徵和反射的特質，經由與他人互動後，轉換為個人所瞭解的意義。 

換句話說，個人認同的出現，是經由與他人互動的社會化過程，形成自我參

考架構的基礎。由於個人在社會結構中扮演各種不同角色，關於「我是誰」的答

案將依個人所屬的社會關係結構位置、以及此位置的角色而定(曾華源，1993)。

其中自我對角色的評估與價值取向，會影響個人對專業的認知及從事專業價值的

判斷，並會影響個人對專業的承諾，因此，自我認同論認為自尊、自我概念和承

諾息息相關(Rise, Sheeran, & Hukkelberg, 2010；曾華源，1993)。 

投注理論與預期理論多偏重透過理性判斷，以獲利或維持利益的觀點解釋人

的承諾行為，然而現實生活中，當人們面對困境或需自我奉獻時仍會有承諾表現，

前兩種理論便無法解釋此種行為，而自我認同理論以個人的自我和主觀意義注入

角色來看承諾，即可提供合理的詮釋。例如:人們在選擇職業時，會檢視是否能滿

足自尊需求並增加勝任感。當個人認同於某一角色，在面臨困境或挑戰時，即意

味著在考驗他的基本價值，而個人在面對價值的考驗時，即面對自我完整性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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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此時便會有較高的動機去矯正威脅，以維持自我系統的完整性，故當有承諾

時，較能抗拒說服性的溝通(Burke, 1980；曾華源，1993)。 

二、專業承諾的相關構面 

(一)態度、行為二層面 

經由理論的奠基，近代學者進一步將專業承諾具象化，以不同的構面切入核

心。Aranya與 Ferris(1984) 即提出專業承諾涵蓋態度和行為兩大層面，其中，態

度層面是指： 

1.發自內在對專業性的認同感，接受所從事專業工作的目標，是專業承諾的基礎。 

2.對專業工作角色的投入，以此評估個人與專業聯繫的程度。 

3.對專業的忠誠與關心，為其承擔該負之責任。 

行為層面則包含： 

1.願意為所從事之專業以實際行動付出更多心力。 

2.承諾及期望自己未來能持續維持專業成員的身分。 

據此兩層之結構，Aranya與 Ferris(1984)進而從專業認同、留在專業的意願、

接受專業的規範及目標三個層次來測量專業承諾。 

Blau(1985) 也提出相似的觀點，其定義專業承諾為一個人面對專業的態度與

行為，並致力於精進投入，其中包含:對倫理守則的承諾並投身反映專業的行動；

持續精進專業職涯；認同專業同儕社群；擁有自主與自律。這些都和社會工作息

息相關(Giffords, 2009; Wallace, 1993; Wallace, 1995)。簡單說來，專業承諾是個人

對專業所秉持的態度，也是構成專業的核心與精神(Blau, 1985；Morrow & Goetz, 

1988)。對專業具有高度承諾，將使人們願意投入許多個人資源在其所選擇的領

域中(Giffords, 2009)。高度的專業承諾也可以使人達到更高的精進目標，並從中

學習新的角色，發展專業身分(Clements et al., 2014)。 

(二)情感性、持續性及規範性三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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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學者Meyer與 Allen針對組織承諾的研究進行分析和回顧，並進一步

透過實證研究以情感性、持續性及規範性三個構面來闡述對專業承諾的意義 

(Meyer, & Allen, 1991)： 

1.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被定義為：個人想要留任並渴望屬於組織，

其自我價值是與組織一致的，並積極地感受到自己在工作場域中備受認同、依

附、涉入其中，同時投入並歸屬情感於專業之中，簡而言之，員工留任是因為

他們覺得「想要(Want to)」 (Meyer, & Allen, 1984)。 

2.持續性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則被定義為：在有限的替代方案之下，個

人對於過往的付出與回饋必須有等價交換，因此員工願意留任的原因，一方面

是已經投入了成本、一方面也可能是考量離開後未必能獲得同等待遇，了解一

旦離開現處專業領域可能需付出更多的代價，簡而言之，員工留任是因為他們

發現「必須要(Need to)」 (Meyer, & Allen, 1984)。 

3.規範性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則於最後被提出(Meyer, & Allen, 1991；

Meyer, Stanley, Herscovitch, & Topolnytsky, 2002)被定義為：以規範為信念，認為

對專業的忠誠是一種義務與道德，牽涉到個人的責任、義務感，簡而言之，員

工留任是因為他們認為「應該要(Ought to)」。 

綜合上述，可了解到「情感性承諾」及「規範性承諾」意指對專業的認同、

為專業努力的意願和對專業的正向評價，是屬於主動且積極性的承諾，係與員工

和組織文化間的契合度、共識、支持、領導以及積極參與有關(Clements et al., 2014)，

並與工作成效具有深厚且一致的關係。McLean 與 Andrew(1999) 的研究便發現，

具有積極承諾的員工，往往是對於同儕互動、薪資、工作內容、升遷機會感到滿

意，並與主管擁有良好關係，對於部門發展方向有積極的觀點，其中，情感性承

諾往往與內在滿意度、工作多樣性、工作方法選擇自由度以及責任擔負強度具有

密切關聯，並增強了專業承諾與組織承諾。 

另一方面，「持續性承諾」指的是個人評估如果轉業會造成困難、付出代價

及犧牲等，只好承諾於自己的專業，這傾向於被動且消極的態度意念。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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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員工選擇留下，主要是因為便利性及工作安全，例如:薪資、退休金、少有工

作轉換或其他外在因素，以及對於家人的承諾等內在因素(Holtom, Mitchell, & 

Lee, 2006; Klein et al., 2012)。即使他們的職業承諾、自我效能低，甚至對於工作

或雇主不滿意(Ellett, 2009; Evans, & Huxley, 2009)。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三者的定義不同，仍然有可能同時存在或結合(Collins, 

2016)。由於服務時間較長的工作者，已經投入時間和精力在組織中，因此對於組

織的認同會高於新進人員，此外，研究發現工作十年以上的社會工作者，其情感

性承諾顯著高於經驗較少的工作者，而當社會工作者的情感性與持續性承諾較高

時，對於組織的參與度與留任度亦會增加(McLean, & Andrew, 1999)。 

參、社工專業承諾的相關研究 

個人與其專業的契合度，會影響面對工作的感受與執行力。有許多方法可以

評估個人是否感覺與其專業契合，專業承諾是便其中之一(Nesje, 2016)。據此，

研究者進一步搜索臺灣社會工作者 1997年至 2014年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經過

研究者篩選，整理如表一(詳細研究整理請詳見附件三)： 

表 2-1 

醫務領域 

作者(年分) 研究題目 

李美珍(1993) 臺灣地區醫院社會工作者之組織承諾與專業承諾之研究。 

兒少領域 

作者(年分) 研究題目 

邱瑞文(2013) 公部門兒童保護社會工作者工作滿足、專業承諾與留職意願

之相關研究。 

吳珮甄(2012) 兒少社工對兒少保護服務評鑑標準認知、專業承諾與評鑑順

服行為之相關性研究。 

張琇珠(2010) 非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社工員之勝任感、風險感與專業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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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研究。 

李佩玲(2009) 兒少保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角色壓力與專業承諾間相關性之

研究。 

林家德(2005) 社工員專業承諾之敘事研究─以兒福聯盟出養社工員為例。 

不分領域 

作者(年分) 研究題目 

宋人豪(2014) 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承諾、社會支持、人格特質與離職傾向之

關係研究。 

洪贊凱、陳維

倫(2012) 

社會工作領域中訓練發展程序公平、專業承諾與積極出勤之

研究－調節焦點的中介型干擾角色。 

黃婉菁(2003) 從工作生活品質、工作壓力觀點探討社會工作者對專業生涯

承諾之相關研究。 

張瑞芬(2002) 臺中市社工人員專業承諾、專業繼續教育學習型態與參加意

向之相關研究。 

呂勻琦(1995) 社會工作者專業生涯承諾影響因素之研究。 

公部門 

作者(年分) 研究題目 

石守正(2010) 公部門社會工作員工作壓力、專業承諾與離職意願之研究—

以臺北縣市政府社會局為例。 

老人領域 

作者(年分) 研究題目 

高智偉(2008) 組織承諾、專業承諾對離職意願與轉業意願的影響-以老人福

利機構為例。 

由上表可發現，目前臺灣針對社會工作專業承諾之研究共有 13篇，其中以

兒少領域為多(共 5 篇)，其次為不分領域(5 篇)、公部門社工(1 篇)、老人領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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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與醫務社工專業承諾直接相關之研究僅有李美珍於 1993年針對區域醫院社

工進行組織承諾與專業承諾進行調查；而就研究方法而言，則多為量化，僅有林

家德(2005)以敘說之方式針對收出養社工進行研究。其中，研究所關注之議題主

要聚焦於「離職傾向/意願」、「留任意願」、「積極出勤」、「參與繼續教育」……等

面向，同時亦討論「工作壓力」、「風險感」、「勝任感」、「人格特質」、「社會支持」、

「工作滿足」、「組織承諾」……等因素與專業承諾之關係。 

此外，近年國外已開始針對資深社工進行相關研究。Westbrook 等人(2006) 

邀請美國 21位工作 8年以上的資深兒少工作者進行焦點團體，發現幾乎每位工

作者留任的原因，都包含對服務對象、對專業擁有承諾。其中感到自己具有價

值、對良好服務、努力、堅持與成就有積極的回饋，被視為是發展與維持承諾

的要素。Evans 與 Huxley(2009) 對督導與主管進行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對

於人的關懷，是這些留任者未來仍持續投身社會工作的重要因素。此外，

Brannen、Mooney 與 Statham(2009) 的研究亦顯示，當資深社工與弱勢的服務

對象工作時，已超越了單純工作層面，而涉及道德層面的承諾，資深社工會將

其視為一種任務或使命。進一步關注社工的職涯發展與目標，可發現隨著時間

的變化，社會工作者可能承擔更多角色，從事更專業的管理或培訓工作，但對

於社工專業的承諾仍會持續維持(Collins, 2016)。近年來，各研究建議多提及可

進行更多質性研究，以了解個人對於承諾的理解與經驗，同時亦有研究指出，

亦可以從「貢獻」的概念繼續探索社會工作的承諾(Clements et al., 2014；Klein 

et al., 2012)。 

小結 

綜上所述，專業承諾是個人與專業之間的連結，立基於對專業的情感(Klein 

et al., 2013; Lee et al., 2000)。擁有專業承諾者，會認同專業的目標，且願意投入

專業工作的角色，並對本身的專業工作具有高度熱誠與忠誠。Banks(2009) 指出，

承諾與身分授予議題(identity conferring)息息相關，並牽涉到個人深沉、廣泛地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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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及行動。如同本節理論所述，個人的承諾會受到各種因素直接、間接影響，

而社會工作專業承諾也不例外。研究發現，社會工作者個人的承諾源自於許多複

雜的因素，包含:家庭背景、人際關係、工作經驗、宗教信仰、批判觀點、對於改

變社會的想望、對於職涯的期待、以及對助人的看法(Furness，2007; Gilligan，

2007)。此外，社會工作者的承諾於實務中的呈現亦十分多元，包含在法律規範之

下，工作者的專業承諾與組織承諾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組織規範與服務對象需

求的平衡等(Collins, 2016)。 

專業承諾對於社會工作是重要的，除了是專業誠信(professional integrity)之

外，並具有照顧、關懷與助人的特徵，其所強調的是個人對於專業價值的承諾

(Banks, 2009; Landsman, 2001；Westbrook et al., 2006; Westbrook, Ellett, & Asberg, 

2012)。故本研究欲探討之社會工作工專業承諾意涵為:社會工作者對社工專業產

生承諾，乃建立於自我對於社工專業的價值、規範與倫理有高度的認同，產生願

意為社工專業努力與發展的積極意志，並具有恆久投入的行動傾向。由此進一步

從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身上了解其對社會工作專業的定位與認同，以及長期投

身其中的行動步伐，勾勒出屬於醫務社會工作專業承諾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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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方法中，素有兩種不同的研究典範，其一為「量化研究」，另一為

「質性研究」，兩種典範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其長處、限制，端視「研究目的」的

適切性而採行不同研究方法(陳向明，2009)。本研究題目為「我是誰、我在哪:資

深醫務社工專業承諾的追尋與堅持」，主要目的是「了解身處醫務場域的社會工

作者其專業承諾形成歷程，並探索其在工作過程中的成長，以及對專業的追尋與

堅持」。研究者欲了解醫務社會工作者在專業生涯經驗中所包含的挑戰與轉變，

並依受訪者本身主觀的感受和觀點，加以探討、整理、分析，描繪醫務社會工作

的專業承諾發展。 

由於著重於受訪者真實經驗，因此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深度訪談

法進行資料蒐集，邀請醫務社會工作者針對其專業生涯進行回顧，進而整理及分

析訪談資料，深入窺探其內在的觀感世界。本章將分節討論本次研究之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資料分析方法、研究嚴謹性以及研究倫理，希冀透過與受訪者對話的

過程中，激盪出火花。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壹、研究參與者選取與資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欲邀請在醫務領域工作滿 10年以上的社會工作者進行訪談，運用立

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作為選取研究對象的方法，研究者將分別透過過往於

直接服務與間接服務的實習機構連結，請熟識的工作者推薦願意接受訪問的研究

對象，並經由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進一步媒合合適人選。 

本研究將針對符合研究條件之對象說明研究主題、動機、目的及研究過程，

取得受訪者同意之後，再邀請其參與正式的訪談，最終訪談 6名研究對象。研究

者係到受訪者熟悉的環境，請其簽署研究同意書後開始進行訪談。每次訪談結束

後，研究者會將訪談錄音檔整理成為文本資料以利後續分析，文本資料中每位研

究參與者將以化名方式取代真實姓名，並於研究結束後將錄音檔刪除。其中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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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對象的基本資料如下: 

表 3-1 

化名 A B C D E F 

性別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社工總年資 30 18 13 16 18 13 

擔任醫務 

社工年資 
30 16 13 14 15 13 

現任單位 

地區/ 

單位屬性 

中部 北部 北部 北部 南部 北部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現職 主管 臨床督導 主管 主管 主管 主管 

獲獎紀錄 V  V V V  

曾任或現任

教職 
V V    V 

參與相關學

協會或公會 
V V V V V V 

 

貳、 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從個人立場、訓練背景到對

研究主題的價值態度……等，皆會對整體研究過程與嚴謹性產生影響，故須避免

讓自我主觀立場影響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因此做為主要研究工具，研究者不僅在

學識上需有一定的知能，並且要能遵守研究倫理。 

研究者身為本科系之碩班學生，本身除了具備社工師證照外，也曾於醫務社

工場域實習，另外在擔任教授研究助理期間亦有協助錄音檔轉逐字稿之工作，故

對訪談的形式、態度、口語表達……等相關注意事項並不陌生，得以在訪談過程

中給予受訪者開放的空間，並透過適時的引導使其自在地述說著自己的經歷。而

在碩班的訓練之下，研究者將謹守倫理，並運用相關研究方法之知能對於資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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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系統的理解與分析。 

二、研究同意書 

在正式進行研究前，研究者將請受訪者簽署研究同意書，以確認其受訪意願，

並進一步地說明本研究目的、研究程序、保密原則及研究的潛在風險與貢獻……

等。此研究同意書一式兩份，研究者與受訪者各保留一份，以確保彼此之責任與

權益，同時讓研究參與者感受到誠意。完整之研究同意書煩請見附件一。 

三、訪談大綱 

為使訪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並掌握方向，研究者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做

為引導，進行深度訪談了解受訪者的真實經驗，以獲得最完整的資訊。故本訪談

大綱係由研究目的、研究問題整合而來，研究者將以整體專業生涯回顧作為主軸，

並依循時間序進一步探討各階段所經歷的事件及受訪者的狀態，了解受訪者專業

承諾的發展與堅持。完整之訪談大綱煩請見附件二。 

四、錄音設備 

訪談過程中，為了能完整記錄受訪者的訊息，研究者將使用錄音設備協助記

錄，以利後續產出完整逐字稿進行資料分析，且研究者也能藉此在訪談過程中，

更專注地理解受訪者的談話，讓受訪者感到互動十分自然。在正式訪談前，研究

者會先向受訪者說明錄音的目的及意義，徵得受訪者同意後方將錄音設備擺放至

適當收音位置，以避免影響受訪者的談話。此外，在研究完成後，也會將錄音資

料刪除，確保受訪者之保密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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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分析方法 

研究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應同時進行，兩者應是相互交叉、重疊發生，同步進

行的過程，這才能對收集資料獲得比較有系統地整理，並提出對下一步資料蒐集

聚焦的方向(陳向明，2002、蔡孟君，2015)。本研究資料的處理，主要是將訪談

逐字稿進行分析，並在過程中思索具有意義之主題，進一步探索屬於醫務社會工

作者的承諾意涵，以下分別敘述本研究資料分析所包含的步驟。 

壹、謄寫訪談逐字稿 

資料分析的第一步，便是將訪談的資料轉為逐字稿，研究者須在逐字稿完成

後，多次聆聽核對錄音檔與逐字稿是否有遺漏之處，確實將受訪者的口語表達轉

為文字描述。然而受訪者的表達方式除了口語外，亦會非口語的表達，像是受訪

者的音調、說話速度、音量、停頓、嘆氣、沉默……等，研究者也需將此部分一

併呈現於逐字稿中，以呈現最真實的訪談情境。逐字稿完成後，研究者將會與受

訪者確認謄寫內容是否有誤，再將對話內容依順序進行編碼，進行後續分析。 

貳、找出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意義單元進行編碼、命名，最終形成主

題 

潘淑滿(2003)提出質性研究資料的分析，其實就是將資料概念化的過程，運

用編碼登錄(coding)，將一般性觀念逐步發展出較具體的概念或主題，進而運用

對照、歸納、比較的方式逐步發展成主軸概念，即成為理論建構的基礎，資料的

分析則依編碼登錄概念來完成，包括三個步驟：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 

研究者透過反覆閱讀逐字稿，從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字詞、句子、事件及重要

的非語言資訊之中進行註記，找出一般性意義單元並給予命名及編碼；然後再進

一步從這些單元中，將具有共同主題或本質相似的相關意義單元聚集、歸納形成

主題並命名。最終研究者會將所有受訪者所呈現的共同主題歸類在一起，成為大

部分訪談的一般性主題，而少數或單一訪談者所呈現的主題則形成獨特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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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統整研究報告 

完成資料分析後，研究者會將所得內容放回受訪者整體脈絡，以瞭解其所呈

現的意涵，並針對本研究所欲討論之目的與問題，整體撰寫綜合討論，以期對研

究問題有所回應，進一步從受訪者的真實故事中發展出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承

諾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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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嚴謹性 

Lincoln與 Guba 於 1985年使用「信賴度」來表示一個研究的品質，並指出

信賴度是指一個研究值得讀者信賴的程度，傳統上會使用真實性(True Value)、應

用性(Applicability)、一致性(Consistency)和中立性(Neutrality)這四項標準來評估

研究的信賴度，其中量化研究分別使用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和客觀來表示

這四項標準，然而質性研究相信實體是多元而複雜的，並強調研究者和研究參與

者間的密切關係，因此應使用不同的指標來評估信賴度，亦即可信性(Credibility)、

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和可確認性(Confirm ability)來回答

四個問題(引自鈕文英，2006；廖珮妏，2015)。為講求研究過程對研究現象或行

為能產生精確的測量，本研究亦將依循 Lincoln & Guba(1985)所提出之四項質性

研究評估指標確認研究之嚴謹性，以下分別說明之(姚美華、胡幼慧，2008；廖珮

妏，2015；潘淑滿，2003): 

壹、可信性(Credibility) 

質性研究關心的是研究者是否能充分而適當地呈現研究參與者的多元觀點，

故可信性所闡述的便是研究者蒐集資料的真實與正確程度。以本研究而言，在情

境的設計上，係挑選受訪者自在的場域，並有充裕的訪談時間，讓受訪者可以充

分的表達看法與感受。研究者亦在訪談進行前詳盡告知受訪者本研究之目的與進

行方式，並透過錄音與訪談筆記的記錄方式輔助，使得所得之資訊能夠更完整的

被記錄下來，避免誤差。在訪談過程無法完全理解受訪者欲傳達之意思，研究者

當下會與進行釐清，或將疑問註記於訪談筆記中，以在訪談進行後與受訪者做確

認，並詢問有無疏漏之處或額外資料欲補充。 

此外，研究者定期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除了閱讀與整理文獻、釐清研究目

的與問題、形成訪談大綱進行研究之外，也會在訪談後進行概念和意義詮釋的澄

清與修正，確保資料蒐集之完整性。 

貳、遷移性(Transf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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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研究的遷移性意旨研究參與者所表達之經驗、感受是否能有效地轉換成

文字描述，以讓讀者能有效了解研究並類推相似情境。以本研究而言，研究者在

訪談過程中將觀察研究參與者之情緒與非語言訊息，並註記在研究筆記之中，以

補充研究參與者口述之外的行為，了解研究參與者所表達之意念。此外，在訪談

結束後，研究者透過逐字稿謹慎且具體地呈現受訪者訪談時所說的內容，以及其

想法與觀點，還原受訪者當時所描述的狀況，以確保原意沒有產生誤差。另在資

料分析和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研究者亦不斷地檢視原始資料以確保遷移性。 

參、可靠性(Dependability) 

質化研究認為現象是瞬息萬變的，不太可能複製同樣的結果，故強調的是尋

求方法來發現和解釋造成不穩定或改變的因素。因此可靠性是指研究者如何利用

有效的資料蒐集策略，蒐集到可靠的資料。由於訪談大綱為本研究重要之資料蒐

集工具，故在發展訪談大綱之際，研究者協請指導教授與同儕檢視，給予回饋與

指正。此外為了能夠確保本研究的資料具有可靠性，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亦仔細

交代研究細節，清楚說明研究設計、研究過程，並適時與研究參與者對話，達到

資料內容的釐清與無誤。最後在結果分析與書寫的過程中，研究者也盡可能完整

呈現資料蒐集方式，並反覆與指導教授討論資料分析內容，避免片段詮釋資料或

放入過多個人主觀意識，以確保內容免於偏誤、失真之風險。 

肆、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量化研究強調價值中立，使用標準化的程序是希望達到研究對象之間的一致

性以求客觀。而質化研究屏棄量化研究所謂研究者保持中立的看法，強調研究者

和研究參與者的互動影響，並承認社會、文化等因素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因

此可確認性係指研究的重心在研究倫理的重建，從研究過程獲得值得信賴的資料。

以本研究而言，研究者將採取同理的中立，亦即在資料收集過程中，以同理的態

度去聆聽，站在研究參與者的角度來了解他們的觀點，並不給予評價和批判，保

持中立的立場，不阻礙研究參與者的理解。同時研究者在資料分析過程中，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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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反覆省思、讓資料和理論不斷對話，從研究參與者的立場與觀點了解資料之

意義，並透過和指導教授多次討論來確認研究者對資料的詮釋是否適當，使分析

過程對資料的解釋能符合受訪者的背景脈絡，而避免研究者過度詮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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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意指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必須遵守研究社群對研究行為的規範與要

求，而這些倫理規範說明哪些是合法或不合法的行為(龔煒媛，2011；潘淑滿，

2003)。本研究欲針對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之專業承諾進行探討，研究內容涉及

社會工作者本身及其實務工作的內涵，依照潘淑滿(2003)對於質性研究倫理可能

涉及的議題，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倫理所考量的內容： 

壹、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由於研究過程中醫務社工需要對自己專業生涯的歷程與經驗進行分享，涉及

研究參與者之個人經驗、觀點、感受與實務工作……等議題。因此尊重研究參與

意願為首要考量，研究者在徵求訪談的同時，會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的主題、目的、

資料收集方式、研究參與者可能花費的時間及訪談次數、對研究的貢獻以及可能

存在的風險，並告知研究參與者有權利在任何時候終止參與研究。為落實雙方資

訊資訊未有落差，當研究參與者同意參與研究後，將簽署書面同意書，正本兩份

分別由受訪者與研究者存留。 

貳、欺騙和隱瞞(Dishonest and Deception)  

研究者應仔細說明自己的身分與來意，並且向研究參與者解釋本研究之意義，

讓研究參與者能夠確實了解研究內容，並且避免在研究過程中有所欺騙與隱瞞。

此外，當研究參與者對於研究過程產生疑問時，研究者應誠實告知，進而達到研

究的真實性。  

參、隱私與保密(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隱私意指研究參與者有權利決定自己願意透漏的訊息的深度與廣度；而保密

則是研究者在處理研究參與者資訊的謹慎程度(畢恆達，1996；龔煒媛，2011)。

藉由深度訪談探討醫務社工的實務經驗，除了涉及個人觀點與感受之外，亦有可

能會揭露所屬服務對象的傷痛隱私或是服務單位的利益、不願意公開的訊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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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倫理中的隱私保密有所衝突。故必須向研究參與者聲明此研究係以學術為主、

不做他途，而研究參與者對於研究內容，最後可以決定是否要公開，或是研究公

開的程度、在文本中是否要呈現。本研究尊重研究參與者的主體性與參與研究的

程度，對於研究參與者的身分採取保密，並且將訪談資料分析後，讓研究參與者

檢視並且決定內容的公開程度，同時在研究結束後將錄音檔予以刪除。 

肆、潛在的傷害與風險(Potential harms and Risks)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尊重研究參與者之意願，以不強迫的方式讓研究參與

者自在表達自己的想法。當研究參與者分享較深沉之經驗，研究者應注意是否在

研究過程中會引發過去的負向情緒，造成研究參與者之傷害。因此在研究的說明

同意階段，研究者會向受訪者清楚說明訪談的內容，告知若在訪談過程中覺得不

舒服或是不想談論，隨時都可以中止。若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出現不舒服感受，

研究者將暫停訪談，以避免研究過程中不必要之傷害。 

伍、互惠關係(Reciprocity)  

為了感謝研究參與者對於本研究的協助與貢獻，研究者在訪談時將準備小茶

點並挑選禮品贈與研究參與者作為答謝，並依照研究參與者的需要，待研究完成

之後，提供研究影本給予研究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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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研究共訪談 6位資深醫務社工，研究者乃以新手社工之姿，細細與前輩

們共同探討自身社工專業的回顧與展望。從受訪者們的經驗分享中，研究者獲

得許多深刻回饋，依照研究問題以及研究者整理，本章將進一步針對資深醫務

社工的專業承諾分為三節進行討論與分析：係從醫務社工的專業發展歷程為

始，統整訪談對象走過的旅途與經驗；並進一步探討其中專業承諾的內涵，了

解資深醫務社工在專業中的追尋與堅持；最後經由資深醫務社工的回首，整理

出對專業制度與新手社工的建議。 

第一節 成長的軌跡─專業發展歷程 

每位助人工作者都帶著自己的生命而來，並且在工作過程中不斷磨練與交

織出更多的故事，在這些交流的過程中，助人工作者在專業當中時而前進、時

而浮沉，歷經許多碰撞之後，一步一步將專業內化於心，思索、找尋自己前進

的方向。每次與受訪者深度訪談的過程都像是在渡長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

順水推舟，在渡到彼岸的過程中，因為有了緣分的相遇而能同舟共濟。透過田

野筆記整理，以及不斷的閱讀反芻，總是一再地被受訪者的文字深深感動。總

想著，到底要寫得多感性，才能跳脫單純的分析整理，進而呈現這些有血有肉

的故事？因此，為使讀者能夠了解每位受訪者的不同樣貌，研究者分別運用圖

示、文字描繪出 6位受訪者的專業發展歷程，試圖讓 6位受訪者的出場不僅僅

是單純的片段綜整，而是包含了在訪談過程中真實感受的完整呈現：或驚豔、

或佩服、或感動，記下這些屬於受訪者們各自堅持、靈活或溫暖的不同性格與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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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圖例) 

 由受訪者界定的發展分段點 

 重要事件註記 

  (淡灰色) 第一階段 

  (淺灰色) 第二階段 

  (深灰色) 第三階段 

    (黑色) 第四階段 

    (虛線) 於「非醫務社工領域」任職或求學 

    (實線) 於「醫務社工領域」任職或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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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六位受訪者的社工專業旅途 

受訪者 A 

 

 

 

 

 

 

 

 

 

圖 4-1 

 

在訪談開始之前，受訪者 A正在處理業務，簡單招呼之後便立即忙進忙

出，在一旁等待之時，我彷彿也與這種快速而精準的步調共振著。然而在訪談

的過程中，受訪者 A帶來更多的是溫暖厚實，分享自己的經驗時充滿了自信、

卻又有不居功的謙遜。許多訪談大鋼的問題都在 A的經驗分享裡頭一路順過

去，專業與自我的融合和施展，似乎已經在身上應驗。至今，我仍能記得 A的

那種屬於專業自信的豁達，雖然他說:「員工就是卒子一個」，但那種對於專業

的要求以及身在公部門當中的游刃與行動，是多少的努力、認真所換來，能夠

走到今天著實當之無愧。 

長達 30年的社工專業年資，身為公務人員的受訪者 A未曾轉換過醫院，

雖然職務的轉換是隨著長官指派而調動，但受訪者 A表示這並不代表自己不能

在其中有所發揮。從臨床社工師做起，歷經了不同科別的業務磨練，受訪者 A

用 17年的時間為自己的專業生涯打下基礎；爾後因長官派任接下基金會管理

10年 5年 2年 9年 3年 

擔任科室主管 進入現任醫院 

擔任中階主管 

(管理外部組織) 

臨床業務

轉換 

臨床業務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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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受訪者 A必須充實許多行政業務，讓自己懂得何謂管理；10年過去，一度

以為要跟臨床說再見的受訪者 A，最後肩負起了管理全科室的任務至今，在屆

齡退休前期望仍能為社工專業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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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B  

 

 

 

 

 

 

 

 

 

圖 4-2 

 

與受訪者 B共同度過的熱血午餐時光，至今仍讓我歷歷在目。帶著熱情進

入醫務社會工作，受訪者 B至今仍然持續在臨床、教學與管理之間馬不停蹄，

全心投注自己的熱情。就像一顆持續發光的太陽，受訪者 B的熱度源源不絕，

訪談過程中與我分享一路走來的心得、思索以及實務工作趣事，彷彿就和他一

起經歷過這些成長，更是帶著嶄新的期待讓人想投注於專業之中。「看見社工的

power」是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段陳述，明白自己的角色、能力與限制，並在其中

不斷成長，雖然 power的原意是指權力，但我彷彿也看見了受訪者 B的能量，

在社工專業當中熱血積極地往前衝。 

研究所畢業後，受訪者 B首先於心理衛生領域任職，並因此接受過許多心

理訓練。但歷經自我探索受訪者 B認為：與其待在封閉的會談室，不如走入人

群擔任社工幫助更多的人。因此熱愛臨床工作的受訪者 B進入了現任醫院，歷

經了 3年的一線工作後便受到長官提拔。在旁人眼中雖然是升職，但接起社工

督導、統籌管理業務，受訪者 B花了將近 2到 3年時間適應。在工作逐漸上軌

2年 3年 4年 8年 

心理衛生領域

(職稱非社工) 

現任醫院 

社工 

現任醫院社工督導 

現任醫院社工督導 

(兼任兩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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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後，受訪者 B又在主管的力邀下再增加一份任務，此時受訪者 B有了熟練的

臨床技巧、管理知能與團隊夥伴，在工作穩定之下，受訪者 B更能踏實地多方

發展。至今，受訪者 B兼顧實務、管理與教學，也在思考如何轉型，讓自己不

會在洪流當中失去對社工專業的一路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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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C  

 

 

 

 

 

 

 

 

 

圖 4-3 

 

節奏輕快而精準地訴說自己的經驗，受訪者 C在帶來的是一場沒有壓力的

分享，即使遇到難以回應或需要思考的提問，也是慢慢咀嚼、進而真誠的說

明，甚至沒有架子地坦承「我沒有想法耶!」、「我不知道?」，再和我一起進入一

段長長的思考時間。在分享一路走來的經驗當中，可以感受到受訪者 C在工作

上的不斷反芻與省思，使得待人處事上都多了那麼點溫柔與認真，同時也把這

樣的溫暖與智慧帶進實務當中。 

大學畢業後，受訪者 C曾短暫於勞政相關工作任職，即轉換至現任醫院進

入醫務領域。受訪者 C認為入院初期是大量吸收的時刻，無論是自己尋找答案

或者透過前輩指導，都花了許多時間摸索、學習。3年後，受訪者 C漸漸成為

辦公室中較資深的社工，雖然職位沒有轉換，但自願肩負起新人訓練的工作，

於此同時更是在實務工作上跨出了步伐、漸漸統整出這幾年下來的成長，使專

業受到肯定。歷經耕耘，受訪者 C最後當上科室主管，面對壓力與責任，除了

必須以身作則、影響他人，也需要轉換心境帶領同儕。歷經醫院的轉型期、一

3年 7年 3年 

現任醫院 

社工 

現任醫院社工 

(統整與分享經驗) 

現任醫院 

科室主管 

1年 

勞政相關工作 

 



41 

 

路從基層社工走到主管，受訪者 C的下一步是要給自己一點時間休息、轉換或

思考，雖然仍然會待在社工專業，但想給自己時間慢慢消化一路走來的心得，

尋找自我發展的不同契機。喜歡受訪者 C的認真投入與真誠率性，面對著不同

生命階段、工作歷練的挑戰，受訪者 C謙虛的地說還在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而

事情默默地做也在地默默練習，慢慢累積起來的經驗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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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圖 4-4 

 

與受訪者 D的訪談是一個天氣正轉涼的下午，帶著微微降雨，坐著接駁車

到了醫院，開啟了我的第一次訪談。如同面試一般的緊張，我提早了半個小時

到達，在病房外坐了 15分鐘，考生一般地閱讀了自己的論文一邊、把所有的開

場訪綱都牢記在心並在約定時間前 15分鐘走進了社工室的門。 

重重準備，在受訪者 D的沉穩招呼中一下子釋放，冷靜而理性的受訪者 D

聽完我說明研究內容後，也和我說明自己已看完訪談內容，並帶著滿滿的筆記

蓄勢待發地進行訪談。理性卻又帶點幽默，是受訪者 D獨特的對話風格，分享

起遇到的困境與批判總是直言不諱地闡述，如此有邏輯脈絡的對話，讓我在第

一此訪談後更能明白研究想繼續進行的地方在哪裡。在 D的身上，看見的是對

於專業的堅持，除了批判之外，亦持續思考專業的該往何方。 

大學畢業後，受訪者 D曾於甲醫院擔任 2年社工師，對受訪者 D而言，當

時的主管的態度、想法以及工作訓練，讓自己無論是在實務或行政上皆有很好

的收穫，並影響了往後工作的模式。以全職學生身分再進修後，受訪者 D以空

2年 2.5年 2年 10年 4年 

A醫院社工 

B醫院科室主管 現任醫院科室主管 

學位再進修 學位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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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之姿進入乙醫院肩負科室主管的責任，嘗試建立新工作模式讓同仁信服。

歷經 2年磨練，受訪者 D又再次想回校園進修，這一次他選擇的是跨領域學

習，運用博士班增加自己的專業廣度。博士班畢業後，受訪者 D一度想離開社

工界，卻因為看見新醫院的發展前景，而決定再次投入。從開院到今日，與社

工室共同成長的受訪者 D，重整、融合了一路以來的經驗，在社工專業的發展

上力求突破與平衡，尋求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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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 

 

 

 

 

 

 

 

 

 

圖 4-5 

 

訪談前後，皆曾聽聞受訪者 E的獲獎紀錄與服務事蹟，帶著這樣期待與敬

畏的心情進行訪談，總是有著許多想像與景仰。在家鄉提供生根在地的服務，

受訪者 E有著深刻的投入與期許，即便今日到了管理的位置，仍然對於實務工

作有著很深的情感，因此積極將業務推展，加入長期照顧的服務以發展出社會

工作的不同可能；於此同時，受訪者 E也談及許多提攜後進的努力，期許自己

能將經驗傳承下去。在受訪者 E的身上，感受到的是溫柔中帶著堅持，一步步

走得優雅而堅定。 

大學畢業後，受訪者 E回鄉照顧家裡並協助家中事業，卻發現自己其實並

不喜歡。偶然機會下，受訪者 E受現任醫院精神科主任的邀請擔任精神社工，

這 3年對受訪者 E而言是學習的時光，把握著受訓與上課機會，並在經驗累積

下深植了對社會工作的愛好。爾後，因 SARS風暴使院方關注到社工重要性，

受訪者 E轉眼間成為科室主管，夥同另一位社工一起負責精神與醫務工作，接

觸更廣泛的服務族群。經過 8年經驗累積，受訪者 E在服務上有了心得，更進

3年 8年 7年 

進入現任醫院 

擔任精神科社工 

擔任科室主管 

(2份業務) 

擔任科室主管 

(3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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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想為家鄉做出更多貢獻，因此主動爭取長照資源，讓醫療走入社區之中。

在一路拓展之下，受訪者 E的團隊夥伴越來越多，亦期許自己能夠帶著後進一

起嘗試，繼續在精神、醫務與長照領域中擴展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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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  

 

 

 

 

 

 

 

 

 

圖 4-6 

 

帶著溫暖與親切進行訪談的受訪者 F，因為來自不同的學習背景，在講解

專業上則更加口語和平易近人，也多以豐富的實務經驗去討論專業的發揮，這

份從實務中不斷精進學習的體現，賦予我深刻的踏實之感。其中，受訪者 F分

享了許多實務工作的靈活運用，如何細心傾聽、觀察、再出手，於其中站好自

己的角色和位置，是幾番磨練中所換得的實務智慧。 

訪談結束後受訪者 F帶著我參觀了醫院，看著沿路上跟許多醫護人員、病

人、家屬一一打招呼，那種親切跟真實，很讓人嚮往，也在心中默默期許自己

的臨床工作亦能如此有聲有色。 

職業生涯中途才轉職的受訪者 F，是帶著奉獻社會的心進入社工專業。以

新人之姿進入丙醫院擔任社工的前 3年，受訪著 F需要靠著觀察同儕進行大量

學習，以補足自己較晚才起步的步伐，同時也積極參與醫療團隊增進自己的連

結與經驗。有了實務經驗後，受訪者 F選擇深耕安寧領域，靈活運用社工專業

與團隊工作，讓自己深刻體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長達 8年的深耕，受訪者 F

3年 8年 2年 

進入 A醫院 

擔任社工 

選擇深耕安寧領域 

轉換至現任醫院 

擔任主管 

任職於非社工專業 

約 15-20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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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與病人、家屬的經驗是自己最受感動之處，因此最後轉換至規模較小的

丁醫院，繼續經營臨床工作與安寧業務，藉此放慢腳步、更細緻地提供服務；

此外，少了政治性互動、多了團隊裡的緊密人際關係，受訪者 F亦結合過往的

專業經驗，協助其他員工的關係與情緒照顧，將社會工作的服務與角色發揮得

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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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研究對象的專業發展歷程，可發現受訪者大多將自己的專業發展分為

三個階段，其中多以工作轉換或角色轉換作為分界點，在不同的階段當中各有

所歷練與探尋。據此，研究者統整受訪者們的專業發展，在圖示中以顏色的淺

到深代表進程，並整理相對應的職務角色、階段內涵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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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發展階段 A B C D E F 階段內涵 

第一階段 

 

 

臨床 

醫務社工 

 

16年 

 

非社工領域 

心理衛生 

(職稱非社工) 

2年 

 

臨床 

醫務社工 

3年 

非社工領域 

勞政相關 

 

1年 

 

臨床 

醫務社工 

3年 

臨床 

醫務社工 

 

2年 

 

專職進修 

 

2.5年 

其他領域 

社工 

精神科社工 

3年 

非社工領域 

非社工工作 

 

約 15-20年 

 

臨床 

醫務社工 

3年 

由醫務社工作為生涯起步 

歷經轉換回首醫務社工專業 

第二階段 

 

 

中階主管 

/督導 

10年 

 

中階主管 

/督導 

4 年 (1 份業

務) 

 

資深社工 

 

7年 

 

轉換醫院 

勝任主管 

2年 

 

專職進修 

4年(再進修) 

科室主管 

 

8 年 (2 份業

務) 

 

資深社工 

 

8年 

 

責任承擔，身負管理業務 

主動深化，自願爭取角色任務 

生涯轉換，以不同的心境與身分回歸

醫務社工 

第三階段 

 

科室主管 

 

3年 

中階主管 

/督導 

8 年 (2 份業

務) 

科室主管 

 

3年 

新單位 

科室主管 

10年 

拓展 

科室業務 

7 年 (3 份業

務) 

轉換醫院 

勝任主管 

2年 

升任為科室主管，重新學習角色轉換 

業務擴增，持續深耕專業 

轉換單位，重新建構自己的專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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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圖示與簡介，我們對於六位受訪者的發展各有初步了解，然而深究訪

談內容，則將能更細緻地感受受訪者的內心世界。據此研究者分別從三個發展

階段針對階段內涵進行討論，從受訪者的摸索、學習與碰撞為始，進一步看見

承擔、轉換與精進，最後和受訪者走過一路沃土與荊棘，深耕、發展與思索下

段旅程。期待藉由不同階段的分析，能夠勾勒出資深醫務社工的多元樣貌，並

發掘共同的意義所在。 

貳、第一階段 

受訪者與研究者分享自己進入這份專業的起點，有人畢業後無縫接軌地進

入職場至今；也有人在畢業後經歷不同領域探索、對於社會工作有了更深的情

感與認同後，才進入醫務社工領域；最特別的是，也有受訪者跨專業進入社工

領域，並將其視為畢生志業。無論是何種經驗，他們皆在助人的發展上種下了

種子，細心灌溉、發芽茁壯。 

一、由醫務社工作為生涯起步 

從校園畢業之後，就立即投入社會工作職場中，並且在醫療領域長期深

耕。這樣的職涯路徑，如同受訪者 A所說的「無縫接軌」，在研究所未畢業時

就進到醫院上班，並且在職涯的道路上未曾轉換工作，長期以來都在醫務領域

打滾。 

 

研究所還沒畢業那一年就進來上班了，所以無縫接軌，呵呵，就一路

工作到現在，都在這，這是我第一份工作，所以我也沒有去找過工

作…當初在念研究所也沒有想到說將來以後要走什麼一個領域，在我

還沒有開始準備要找工作的時候，工作就已經來了…就走到這個領域

來。(A,89-95) 

 

同樣於大學畢業後就進入醫院工作的受訪者 D，也是一開始就以醫務社工

做為選項，並在此領域當中開啟了職涯路上的學習旅途。 

 

畢業的時候，第一份工作是在 OO 醫院…大概工作兩年多…那時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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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開始有在考慮我要到精神科還是在一般科，那後來我最後的決定

還是在一般科。(D,8-13) 

 

(一)融合工作與個性，發展出適合專業場域的處事步調 

進入醫療體系，雖然負責的科別並非自己所能選擇，然而在實務工作的進

展與累積中，工作者會將業務與自己的個性相互映照，並且由此發展出自己的

工作風格。受訪者 A便分享自己在外科體系工作經驗所受的影響：在快速步調

訓練下，讓自己可以快速地適應與解決問題，並且在熱忱投入的過程中有許多

學習成長，這些積極的節奏也與 A的個性相互照應，為自己建構了行事、處事

作風。 

 

因為一進來就分配工作是骨科，所以我就走外科體系，所以我的作風

阿，做事的風格阿，也很趨向於外科，欸~跟我很合喔，我也是希望快

速解決問題的這種人…當然科不是我自己能夠選擇的，後來還做一些

調整、調配，也會經歷到其他的臨床工作，但是對我來講，印象都不

夠深刻，因為我確實是在骨科上面花了很多力氣。(A,95-100) 

我覺得我先走外科再走內科，是一個還蠻算是正確的腳步，為什麼這

樣講呢?好像回過頭來想說，當我已經被快速的訓練成這樣的風格的時

候，對於再來經歷內科體系這樣的一個服務和他們的團隊合作，我會

發現說很好，就是那個步調很好，對人很 Nice，然後每個人都很

Gentleman，那就很好適應。(A,438-441) 

 

(二)督導或角色楷模(Role model)的觀念引領，使自己收穫良多並承接經驗 

當有督導或主管的引領，新手社工對於臨床的業務便會更易上手，同時也

會受督導或主管影響或將其視為楷模，並將其觀念延伸，使自身在往後的服務

輸送與管理應用上有所傳承。受訪者 D便談到自己受到當時的主管影響甚深，

因為經歷過工作輪調的歷練，在實務以及行政業務上皆有很好的收穫，許多工

作態度及想法，皆承接當時的經驗。 

 

那時候我的主管是 OOO，所以其實會有很多的工作的態度跟想法，會

比較是像 OOO 的模式。像第一個他對於工作是會輪調的…甚至因為

我們辦公室沒有行政人員，所以你有可能換到做身心障礙鑑定等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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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書的事物大概 3 個月，然後再換出去做臨床。(D,13-18) 

他常常告訴我們大家就是說，我的 worker 不是要把你們當成墊底菜，

待在這邊多少年你就是只做這件事情，他說我是要讓你們去輪，那這

樣你們將來每個出去你們都有能力可以擔任主管的職務，因為你甚麼

都經歷過了。這個是我初入醫務社會工作這個專業當中，比較受到影

響比較多的。(D,22-26) 

 

(三)知識精進與臨床累積，是往後站穩腳步的基礎 

受訪者 D也分享自己在新人時期，花了不少心思精進自己在醫療知識上的

不足，或者主動加入醫療團隊會議、讓自己熟悉醫學語言，並與醫療人員保持

良好的溝通與連結，使自己積極參與團隊當中，這將成為往後發揮功能的基

礎。 

 

那個階段當中我覺得是整個專業的技能啦，怎麼樣跟團隊溝通這件事

情，其實是在當中打了很好的底子…也真的花了功夫去參與他們的

case conference、參與他們的 journal reading，一開始真的是完全聽不

懂，但是慢慢的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們在講甚麼。是需要花一點心力跟

時間去補足我們先天上不足那一塊。(D,93-96) 

 

值得注意的是，志工管理與行政工作亦是醫務社工在臨床上會遇到的業

務，而如同受訪者 A與受訪者 D所述，經過了管理以及行政的洗禮之後，這些

累積下來的經驗、資源都是未來回饋到服務時的一雙翅膀，將使人眼界漸開，

並在服務的應用上更加靈活。 

 

帶過志工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後面插了一對翅膀，你會飛起來。意思就

是說，我們不要把眼睛只看到了個案照顧好了…你能夠把這些所有的

大大小小雞毛蒜皮的事 handle 好，那個才是功力，當你都能夠把這些

人都搞定的時候，其實你甚麼事都不用怕(A,145-149) 

你會想辦法讓別人願意幫你，願意站在你立場去想，所以當然會有一

些策略拉、溝通拉，各種跟醫院裡面內部的人的一些關係的建立啦，

你會更要注意這些事情 (A,132-136) 

當志工的業務順利過度放手了之後，你仍然維持了你該有的優雅和你

該有的姿勢，人際關係、互動網絡，幫助我們在做臨床工作更方便!那

個東西跑不掉(A,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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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在 OO 那兩年其實是滿精實的，就是有這樣的工作經驗累積，

其實我覺得對於我們在處理辦公室的行政業務跟處理個案或者是處理

團體這些事情上面，我覺得都是很扎實的。(D,114-118) 

 

二、歷經轉換回首醫務社工專業 

也有受訪者在社工系所畢業之後，一開始未投入醫務社工專業，歷經一番

探索之後更了解自己要甚麼，進而對社工專業有更深的認同。 

例如畢業後曾在心理衛生中心工作過的受訪者 B，初入職場時花了許多時

間在進行心理治療的訓練，也一度想往諮商師的方向前進。但在經過不斷的自

我探索與釐清後，受訪者 B發現自己若投入社會工作將更能發揮自己的影響

力，也能有更廣泛的角色與創新，這也奠定了往後對社工專業的高度認同與投

入。 

 

我覺得在心衛中心的階段對我社工的生涯很大的幫忙第一個就是釐

清，那個釐清就是你知道社工的領域有直接跟間接，你到底喜歡做甚

麼；第二個就是因為心理衛生中心他還是底子是精神衛生，所以那時

候其實還滿想走那種治療師，所以我在那個階段花了很多的時間跟錢

都是去做心理治療的訓練…那時候就是花很多時間在找定位。(B,101-

106) 

坦白講真的要走心理治療，了不起就在去念一個心理的研究所…可是

想一想你就會覺得，醫務社工跟心理師的角色比較起來，我覺得我還

是比較喜歡做醫務社工。(B,144-146) 

跟我關在心理諮商室恩亨啊哈…我覺得醫務社工的影響力反而會比心

理治療多。(B,152-154) 

當社工是有趣的啊!因為工作的內容阿、項目阿，不是整天只有關在諮

商室。那我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所以我比較沒有辦法一直重複做

很像的事情，其實我很喜歡做一些創新甚麼，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比起來社工的角色會比心理師的角色更好。(B,181-184) 

 

又或者如受訪者 E的轉折，在大學畢業後回鄉照顧家人，並接下了家中的

補教工作，然而 E在工作中卻漸漸發現自己其實並不喜歡小孩與補教業。在一

次偶然的機會下，受訪者 E受到醫院精神科主任的邀請，重回社工領域，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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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開展了自己的好奇與喜歡。 

 

其實我畢業剛開始不務正業，因為其實媽媽在當地經營當地的補習

班，所以我畢業以後有去受訓，然後接下來媽媽剛好住院，所以那個

時候就剛好想說，好像感覺就應該要回家照顧媽媽…但其實我補習班

的工作不是那麼喜歡，做了以後才知道。(E,30-35) 

一個偶然的機會就是，OO 醫院(現任醫院)的精神科醫師就問我說要不

要去他們那邊工作。所以社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 OO 醫院(現任醫院)

的精神科社工，就進去裡面了。我還記得我那時候面試的第一天就是

遇到精神科的主任…他一看到我其實他也沒有跟我問甚麼，他就叫我

先進去看看精神科的病房。那一般人其實會很害怕，可是我就沒有那

個感受啦，而且我覺得很好奇、很喜歡，然後到處去了解，所以就這

樣進去了。(E,36-42) 

 

受訪者 C則是以一年的就業服務員作為生涯起步，便轉換至現任醫院工

作，由於經驗短暫，故專精程度並不深，仍然是以醫務社工作為自己重要的專

業發展。 

 

一畢業的時候是到就業服務中心，大概一年的就業服務員。其實有點

類似社工，可是他不一定是社工，他可能是勞工領域、心理領域、社

心領域、或社工領域都可以做，做了大概一年左右就跑出來了，就來

OO(現任醫院)了(C,112-114) 

 

此外，亦有轉換原有的專業領域而選擇投身社工專業者，最後將社工專業

視為職志。例如受訪者 F原先於非社工專業任職，然而在職場退休、家庭有了

斷點後，重新醒悟自己的人生不應該只是如此，進而毅然決然重新學習社會工

作專業，將熱心助人的自己再次投入另一個能奉獻社會的職場中。 

 

在退休之前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好像渾渾噩噩的，那時候家庭大概

也一個斷點了，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再去讀一點東西…那時候比較成熟

了，覺得好像可以為社會做一點事情。(F,72-87) 

我進入這個職場是已經年紀有點大了，所以我很快要去適應自己，其

實我以前在 OO 我真的是像螃蟹一樣，走路有風…我連要離開的時

候，我的老闆都覺得我好奇怪，為什麼那麼好的工作我要離開？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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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我的人生不可以只有這樣…當社工你不要想你會賺很多錢，不

用，但是有一半你是在貢獻社會，我自己覺得。(F,1076-1083) 

 

(一)入門專業的學習，成為往後重要的經驗 

新手時期的專業訓練對社會工作者的影響甚深，當再次回首工作內容，會

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經驗累積。例如當受訪者 E回想自己的工作經驗，便慶幸自

己一開始是由心理衛生入門，使得往後更廣泛地接觸醫務領域的個案狀況時，

能有更好的理解；而同樣以心理衛生為入門、並接受心理治療訓練的受訪者

B，則因此在會談工作上有深度的學習，成為往後工作上的利器。 

 

其實精神是一個社工要入門的專業，因為很多我們在接觸的個案他或

多或少都會有精神的症狀或疾病，因為弱勢家庭裡面其實會很容易出

現這個狀況。不然你看嘛!家庭暴力跟精神一定有關係，阿性侵害其實

也會有，因為他會有一些創傷，或者是這個家庭到底發生甚麼事了這

樣子。還有藥酒癮、還有自殺防治，這些都是精神跟醫務不能切開的

部分…所以我很慶幸在這一塊我是先接觸到了精神社工。(E,358-364) 

 

其實那時候在學心理治療的時候一直讓我去想，我到底事喜歡做心理

還是做社工?那個喜歡是甚麼?我覺得不管是心理或社工，我喜歡跟人

接觸，所以對人能夠了解多一點的都是好的訓練。(B,1082-1084) 

 

(二)從實務工作中摸索、建構與充實自我 

1.在場域中觀察、遊走以認識工作環境，並透過同儕摸索出工作方法 

面對社工專業的剛剛起步，新手社工多半是先在場域中觀察、遊走，從不

同的面向建構學習基礎，藉以了解社會工作者在醫療體系中的多元樣貌。此

外，新手社工也會透過觀察同儕，從其中摸索出自己的工作方法。相較於其他

年紀較輕的新手，較晚才投入社工生涯的受訪者 F對此感受甚深，其透過許多

觀察機會，來了解實務工作的樣貌，進一步將其化成自我的體會。 

 

那個學習是概括，我們可以看到全面，不管在病房還是…你知道社工

大概需要做哪一些工作，你可以面面看。一開始接觸到醫務社工的時

候，我的學習是這樣來的。它也讓我看到很多的面向。(F,2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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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我年紀很大，但是我是新手。對於學習來

講，本來就是比較辛苦的，因為人家就覺得你應該都會，但你怎麼都

不會？所以你要從觀察去做學習…這一塊領域可能對我而言又比較難

一點，因為沒有人會實際上去教。(F,48-52) 

所以第一段的學習就是…我在跟同儕之間的學習，幾乎都是用觀察，

我怎麼樣去看(臨床實務工作)。 (F,186-188) 

 

2.透過自我充實與前輩指導，重新再學習 

對於新手社工而言，許多實務智慧常常是書本當中無法一一說明，必須透

過不斷的自我充實、經驗累積以及練習，例如:醫療知識、福利應用、應對進

退……等等。受訪者 C便侃侃而談自己如何大量吸收各式各樣的資訊與專業知

識，並學習面對著危機、困難與困惑，除了自己尋找答案之外，亦透過前輩的

經驗指導重新再學習。 

 

我覺得在前面的階段，很多的時候就是大量吸收，工作上的資訊也

好，或者是專業上的。以前書本上面教的東西不足以應對的那些，都

是得真的你跨到這個領域來了之後，你才開始重新學習。可能包含你

要在醫務社工工作，醫療的一些資訊也好，或者是在真的使用的一些

福利上面也好，或者是跟病人、或跟家屬的一些會談的技巧、應對的

方式，還有面對一些危機的時候，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真的進到工作

領域來的時候，我需要去面對的。(C,342-348) 

其實有很多東西不懂，就是不斷的上網去查一些公私部門的資訊，來

幫助自己找到答案，但是有一些經驗是必須要有前人指導，那個部分

就會詢問。(C,378-380) 

 

3.參與課程、受訓，把握每一次提升機會 

除了實務工作的經驗累積，受訪者也分享當時對自己的學習與成長有所期

許，故會主動參與許多課程或受訓。例如，受訪者 E主動參與許多課程，甚至

申請到其他醫院受訓，了解其他單位如何進行實務工作；受訪者 B則是持續練

習自己的會談能力，讓「語言」這項工具能運用自如、精準確實，並且更有深

度；受訪者 C則分享自己會把握每一次教育訓練的機會，熱忱投入於學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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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比較是我的學習…在那個時候我不斷地自己去外面受訓、

上課，我覺得我自己不夠啦!所以我申請到 OO 的精神科受訓，去那邊

一段時間，然後看那個個案、然後團體怎麼帶這樣子，而且這塊都是

自己想來的，好像沒有人教耶!(E,141-146) 

 

那時候只覺得會談好像該有一點深度跟厚度…就是你會談總是有那個

層次嘛!…因為我們的工具就是語言阿，所以你怎麼把這個語言運用得

更好，你可能三句話解釋清楚的事情，你如何一句話同理到他，我那

時候就一直在練這個。(B,522-526) 

 

我覺得那時候，好像也還蠻把握每一次教育訓練的機會。(C,551) 

 

4.透過個案研討、外部督導整理工作與自我 

另一方面，個案研討會以及外部督導，也能讓社工有機會回顧自己的服務

歷程，除了思索、整理自己的工作，亦透過他人的回饋與肯定，更有信心去琢

磨、精進自我專業。 

 

會有一些個案研討會，會有一些分享什麼的，我印象中還有聚集大家

一起來請外面的老師來帶團體，讓我們有一些自我成長。(C,553-555) 

從個案報告當中，我覺得是能夠去…當每一次你個案就這樣過、這樣

過了之後，可是有一個機會，你是需要拿回來，再重新做整理的，你

就會發現到自己，是不是哪一個部分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覺得，這

個部分當時居然有想到，意外的發現自己的一些能力，或者是從別人

的回饋跟肯定裡面，更有信心再多去琢磨。(C,556-560) 

 

5.為跟上實務工作腳步，自然而然必須學習更多 

在實務場域當中，新手社工會像海綿一樣不知不覺地期望自己能累積專

業，一步一步地想學習更多。如同受訪者 E及受訪者 B所分享，身在醫院中會

發現自己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因此會很努力地從實務中深入充實，讓那個

初入職場的自己能夠更加完備。 

 

因為你發現在醫務裡面你就需要學更多啊，你會先從入門，當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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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醫院一定遇到的責任、驗傷、通報這些，甚至自殺這一塊，所以

就自然而然往這邊走。(E,355-357) 

 

我覺得那時候是讓我專業累積得很快，然後那時候就是希望自己像海

綿，很努力地學、很努力地吸，很努力地把專業包裝起來。(B,530-

531) 

 

(三)向服務對象學習 

談到新人時期所經歷的臨床挑戰，受訪者 C亦分享當時深刻體會到人世間

的無常與苦痛，這些感觸、撞擊與記憶往往是在新人時期最鮮明。 

 

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是撞擊最多的，對自己的心理感受感觸撞擊最多

的時候(C,499-500) 

對於生命的體會，在這個階段是特別明顯的，特別會覺得人世之間的

無常，或者是病人的苦痛什麼的，我覺得在那個階段，可能某些事情

到現在都還是蠻鮮明的。(C,470-472) 

當你走過一些路之後，你會發現，還是那時候的個案你記得最清楚。

(C,491-492) 

 

社會工作所需面對的往往是生命中的悲歡離合，尤其身處在醫療場域當

中，死亡議題更是無可避免的。猶如受訪者 F所闡述，當過去可能從未領略過

的生老病死就發身在身邊，對於新手社工而言是十足的挑戰；受訪者 C亦分享

當時深刻體會到人世間的無常與苦痛，這些感觸、撞擊與記憶往往是在新人時

期最鮮明。 

 

可能今天他來我才認識他，我就要跟他站在冰櫃前面，我覺得那個一

開始對我來講，都是一個我這輩子沒有經歷過的事情。但照理講，我

應該要很勇敢的去面對，因為我年紀已經那麼大了，對不對?但我還是

會有我以前沒有經歷的事情，所以那個也是我當初，我覺得…，我在

年輕的時候，我很害怕這些東西，所以對我而言，它的確是一個挑

戰。(F,520-526) 

 

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是撞擊最多的，對自己的心理感受感觸撞擊最多

的時候(C,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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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命的體會，在這個階段是特別明顯的，特別會覺得人世之間的

無常，或者是病人的苦痛什麼的，我覺得在那個階段，可能某些事情

到現在都還是蠻鮮明的。(C,470-472) 

當你走過一些路之後，你會發現，還是那時候的個案你記得最清楚。

(C,491-492) 

 

對此受訪者 F認為歷經了體會之後，社工將更明白自己的任務以及價值，

並且突破害怕的關卡，更有力量為病人及家屬努力。 

 

我覺得這些經歷讓我夠勇氣，來支持我去保護病人，不管他的生前是

對還是錯，畢竟他就是我要保護的人…當然好的也很多，比方看到家

裡團圓什麼的…至少我突破我自己的害怕，我也增強了家庭跟病人的

連結。(F,53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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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階段 

歷經第一階段的累積之後，社工們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與體會，

行至下一個階段，是實務工作者工作出現轉換、承擔起責任、並持續精進的時

期。此時，有的受訪者開始擔任起中階主管或業務拓展的職務，需要學習管理

的課題；有的受訪者成為了資深社工，主動爭取自己的角色與任務，給了自己

需要協助他人的責任或將工作深化；有的受訪者則是歷經單位轉換、並進一步

進修學位，歷經幾番輪轉，再次投入社工場域。面對不同的安排與抉擇，受訪

者們逐漸發展出自我專業的獨特樣貌，並且有了更開闊的視野。 

一、責任承擔，身負管理業務 

身處大醫院的體制當中，許多職務不一定是自己所能選擇，當能力被認可

而接下中階管理與行政業務時，雖然在外人眼裡看起來可能是升職，但對於當

事人而言卻是另一個挑戰的開始。受訪者 A分享自己被主任調任至基金會業務

時，一度以為自己將會離開臨床工作直到退休；熱愛臨床工作的受訪者 B則是

對於職務轉換感到挫折與困惑，猶如撞牆期般地必須適應角色轉換。 

 

因為我也只是個社工師，我們的主任把我擺到哪裡去，我就擺到哪裡

去，我不能講甚麼!他叫我去做基金會業務，我就得要去做，因為基金

會在我們社工室下面，所以後來在這個過程中，我以為我就臨床工作

從此就再見了，一直到我退休(A,349-354) 

 

後來我在醫院的角色做了轉換，開始接組長，就去做志工管理。那時

候其實滿挫折的，那個挫折是我明明來這是為了做臨床，為什麼我做

三年我就又被換到行政?(B,187-189) 

你就會覺得很 confuse，我為什麼要接受長官的安排呢?我為什麼沒有

堅持要留在臨床，為什麼要去做管理的工作?所以我其實在一開始的時

候，大概那種自我角色的定位上有撞牆期，因為一直時時刻刻就跟主

管說，拜託有缺把我調回臨床，我沒有想要做管理。(B,193-197) 

 

有的醫院未必有顯著的科層，因此社會工作者在第二階段可能就已肩負科

室主管的重任，成為擴展社工專業範圍的基石。如同身處地區醫院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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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因為歷經過 SARS風暴，使得院方意識到社會工作的需求與重要性，故請

受訪者 E擔任主管，統籌精神科與醫務，擴大社工科室的業務。 

 

風暴期過了之後，醫院發現真的需要一個社工主管…SARS 過後他們

就是有這個，更有這個需求啦。比如說通報的部分。那時候我去的時

候是去協助家庭暴力的通報，性侵害的通報…SARS 完之後，然後去

協助統整。(E,318-338) 

醫院他需要有一個社工的主管去統整那個醫務社工這部分，那可能也

看到精神科的表現這樣子。那個時後醫院就讓我再請了一個社工然後

起來做，我們就一起做精神科跟醫務社工(E,311-313) 

 

(一)從抗拒到消化:學習管理、制度與人力，讓自己的視野更開闊 

當升任管理職務時，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將從原本的直接服務提供者以及資

源使用者轉變為管理者、審核者，甚至成為他人的引領。受訪者 A便分享，歷

經這樣的轉變，自己必須重新學習管理、制度與人力，按照自己的邏輯建立規

劃；受訪者 B則坦承自己是在被迫中成長，過去在臨床中對於管理的抗拒，慢

慢地在接任後消化，同時藉由管理的過程，能以不同的視野看待事情的層面。 

 

以前我只是個醫務社工，欸，補助兩萬、補助一萬，呵呵，我只是個

User 而已，那現在我要管，我要去審核，所以就會變得角色不一樣

(A,323-325) 

所有的法規、規範然後內部的管理、制度、人員的管理…我就拚了命

的把所有東西都翻過一遍，重新照我的邏輯建立好(A,319-322) 

 

我覺得對專業來講，我自己的成長當然就是強迫自己你要開始去懂管

理，因為我覺得做臨床的人其實很不喜歡管理，總會覺得那是兩件

事，可是其實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我覺得那是同樣的事，只是比

重，可是在以前排斥的時候會覺得我做臨床就好啦!我把個案顧好就好

啦，我為什麼樣懂管理這樣。可是後來做志工管理之後，覺得懂管理

也不錯，因為很多事情你看的層面就不一樣。(B,258-263) 

 

此外，受訪者 B也分享在升任督導的調適過程中，看見了社會工作更多的

面向與實用性。例如：面對整個志工團隊與組員的管理，需要去結合個案、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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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方案以及管理的知能，引導出符合工作目標與人力發展的計畫，同時也要

透過不斷地自我省思，檢視整體的溝通與進展，進一步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專業

高度。 

 

我覺得在專業的生涯上，當督導當然你就要很多的自我探索…你的人

格的成熟度，或者是專業上怎麼去跟他們(志工、組員)溝通、怎麼去

帶領他們一些醫院要的目標、或者是新的方案怎麼去帶，這個其實在

專業的運用上用很多。你反而很多時間會一直反省，這樣的溝通方式

好不好、這樣子方案規劃的方式好不好，或者是檢視目前我的團隊在

甚麼樣的階段，然後人力發展上我還可以怎麼發展。(B,252-258) 

當然你就更去看到社工的應用性，在志工管理裡你要做個案、你要做

團體、也要做社區，然後要去做方案，然後做管理，所以就會覺得說

念社工其實滿實用的阿，因為在做人的工作的時候就全部都用得上。

(B,242-246) 

 

(二)授命之下的服務拓展與關係重新經營 

在工作範圍更大的情形下，此時受訪者也將拓展自己的服務內涵。例如:因

著社工部門業務的擴張，擔任統籌的受訪者 E因此需要拓展自己的服務範圍，

從原本的精神拓展到醫務社工，在工作的歷練上接觸到更廣泛的族群。 

 

如果我們只是專門在精神社工裡面，他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系統，在裡

面獨自運作，可是當你接觸醫務之後，等於是這個門是 open 的，你必

須各式各樣各類的個案進來。(E,368-370) 

 

而從單純的精神專科團隊互動、到管理精神加醫務的管理職位，受訪者 E

也面臨人際關係的重新開始。回顧起當時的寂寞與落寞，是自己必須在忙碌當

中學習、面對的心境轉換。 

 

在精神專科的時候，我們心理、職能還有護理師大家相處得是很開心

的，我還記得我後來去當主管那時候，有一種落寞、寂寞。因為以前

的朋友都是在精神科，大家也相處得非常好，感情很好常常出去，阿

後來當主管更忙了，而且那個位置不同，就發現我們能夠見面的次數

少了(E,41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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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深化，自願爭取角色任務 

相較於任務的被動指派，亦有受訪者經過了經驗洗禮以及時間累積，進一

步對於自己的工作有主動的深入。例如即使並未真正轉換職位或頭銜，受訪者

C仍然自願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新人，協助其面對工作上的困難。這樣的轉變

是歷經成長之後的自我期許，亦是持續於實務工作中累積後的反芻，在互動的

同時也與新人一起成長。 

 

對於新進來的人，我就是資深的社工了，相對於其他的人，我又是一

個有點像姊姊的角色，但是事實上大家相處起來是平輩。所以那個時

候，我是給自己另外一個階段(C,632-634) 

你變資深了，你就要賦予，譬如說當大家有疑問的時候，你可能要經

驗分享。或者是當大家遇到困難的時候，你用你的經驗去跟大家說，

你要怎麼去解決…那個時候我可能就會去，自己就會去承擔這樣的角

色。(C,650-654) 

 

而有了實務經驗後，受訪者 F則是看見了社工專業在安寧工作的發展契機，

因此進一步在腫瘤科病房中爭取發揮空間，成為團隊的重要成員。 

 

最後自己選擇，決定我要去安寧這一塊…我是分配到血液腫瘤科病

房，但是我看到要做安寧這一塊的契機，我就會跟團隊說，我想去參

加一些受訓，所以未來我就成為團隊中的一個成員。(F,229-239) 

 

(一)統整經驗，跨出腳步 

對於實務工作者而言，在此階段已能夠獨當一面成為團體領導者或課程帶

領者，同時也能透過外部學習結合自我歷練，整理工作的內涵與行動。如同受

訪者 C所述，這個階段是自己在工作上有所延伸、成長，彷彿跨出了另一個步

伐。 

 

我覺得一個部分可能是去統整自己，可能這幾年來，我所接觸的病

人、我所接觸的家屬，他們的困擾是什麼、需求是什麼，統整之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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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去衍生，我們去做了一些方案，可能去做了團體、去帶了課程，去

上了一些相關的課程，從外面接收到這些新知之後，回到醫院來，自

己去衍生一些東西，我覺得那個可能是在專業上面的一些成長；我覺

得也是在專業上面，好像又有一些些的，跨過了另外一個腳步。

(C,854-863) 

 

(二)專精深入，感動服務 

除了擁有專業的廣度，也有受訪者是增加了專業的深度。例如受訪者 F選

擇深入安寧領域，給了自己另一個專注投入的階段，運用社會工作專業加入團

隊之中的同時，也讓自己去深刻體會、思索走過生命末期時的價值與陪伴。 

 

安寧讓我學到很多東西，比方我要怎麼去看待一個人走入死亡的過

程，那個過程你要用什麼方式去陪伴，跟增強他自己對生命中的價

值。(F,124-126) 

 

三、生涯轉換，以不同的心境與身分回歸醫務社工 

第二階段亦有可能是轉換與進修的時期，當累積一些能量後，社會工作者

可能會有其他的生涯規劃與變動，並再次對社會工作專業有了不同的視角與情

誼。受訪者 D即為幾番轉折的縮影：轉換單位擔任主管後，又全職進修博士學

位，原本欲離開社工界，卻因看到前景而又再次投入。這樣的峰迴路轉，是幾

經考量的結果，同時也在不同的經驗當中對社會工作有了更深的領悟。 

首先，在因緣際會之下，已有實務經驗的受訪者 D轉換單位，成為所謂的

「空降主管」，除了學習管理工作、去建立制度和工作模式，也需要花心力經營

人際互動，在獲得同仁信任之餘，亦須適應不同的組織文化，在各單位之間進

行連結。 

 

後來在 OO(研究所)畢業之後，也是因緣際會到 OO 醫院工作…去的時

候變成是組長等於是主管級了。(D,59-60) 

因為我們是空降的，所以同樣的我要面對我自己辦公室的 member 怎

麼看待，看你們有甚麼能耐。所以變成說我們去之後我們會試著去建

立一些制度、建立一些工作的模式(D,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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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會有一些些比較跟原本在 OO 醫院不是很一樣的組織文化，但是

畢竟我們是主管，所以變成說我們還是會有很多機會是要去代表社工

是去跟其他單位做連結。這個東西就是在 OO 那邊學習比較特殊的經

驗啦!(D,136-139) 

 

歷經工作磨練，受訪者 D希望能增加自己專業寬廣度，因此輾轉之下，又

選擇了其他領域的博士班就讀。 

 

那個時候大概就有規劃想要繼續進修啦!想要念博班，所以才就離開

OO…幫那個統計系的老師當他當助理，那一方面準備念博班這樣。那

老師就說…你已經念了七年的社工了，他說你應該念一點相關的…因

為你有一點跨領域學習的話，你會增加你的這個專業的廣度。(D,148-

154) 

 

博士班畢業後，受訪者 D原本想離開社工界，但在準備國家考試的同時，

現任的醫院剛剛開幕，究竟是要力拼公職，抑或嘗試新醫院的機會？面對生涯

的岔路，受訪者 D選擇再次投入社工專業，持續耕耘至今。 

 

那時候本來沒有想到要繼續走回醫務社工，本來想說好不容易都已經

離開了。後來就是，可是後來想想這樣下去也不曉得有沒有機會能不

能考得上…但後來跟同學就是一樣博士班的同學，他們年紀比我們

大，因為他們都是警界或是法界的人…他們也鼓勵我不妨去試試看醫

院的工作，因為是新的醫院，搞不好你去，你就有機會就變成是主

管。(D,234-241) 

我想說那不然就不妨試試，就是試試看啦!如果待遇真的很差我們就回

過頭就繼續去考 OOOO。那後來就有來應徵，就從開院一直工作到現

在。(D,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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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的學習與第二階段的精進，讓受訪者們能漸漸獨當一面，並承擔

起不同的角色、任務。進展至第三階段，受訪者們著墨於專業上的持續前進：

不僅侷限在個人的自我實現，亦有對整個社群的深切努力。此時，有的受訪者

從中階主管升任至管理全科室的職務，工作與人際上的責任更具重量；有的受

訪者將統整科室的任務持續拓展、深化，為醫務社會工作專業延伸出不同的觸

角；有的受訪者則是帶著社會工作的初心理想，離開了原單位，轉至其他單位

實踐服務。回望一路走過的途徑而至第三階段，受訪者們歷經了重重跋涉而

來，一步步都帶著不同的感動與學習，持續為社工專業使命付諸行動。 

一、升任為科室主管，重新學習角色轉換 

進入第三階段，受訪者 A從基金會業務管理升職為科室主管；而受訪者 C

則是在歷經臨床的磨練之後，受到長官賞識承擔起管理全科室的工作。兩者路

徑雖然不同，但皆承擔起更大的管理責任。 

(一)面對壓力與責任，重新學習整個科室業務 

站在單位的制高點，擁有更清晰的視野成為了受訪者們揹負的義務，這些

來自他人與自我的期望，使得受訪者們務必要面對壓力，並且一再調整腳步。

受訪者 A與受訪者 C即分享的自己在升任主管後「不在其位，不知其苦」的體

悟。最鮮明的例子便是：當自己是臨床社工時，只要將自己的業務顧好即可，

無暇也無需了解其他人的工作內容，但是當上整個科室的管理階層，則必須掌

握所有人的工作情況，當中所需學習、承擔的往往是在真正當上主管後才明白

壓力何在。 

 

大家都一樣，是當了主管才開始學習當主管，因為在當社工的時候，

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好了，別的事情你也管不了，但是你當主管

的時候，你要管全部的人的臨床工作，那個壓力或者是責任是很大

的，但是你不在這個位置上可能沒辦法體會到那個中間的壓力是在哪

裡。(A,41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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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member 的時候你不可能所有的工作都做過，但是你當了課長，你

不可能說，我沒做過那個，我不懂，你不可能，所以你一定是，當了

課長之後你要重新學習，整個單位所有的業務你都要知道，(C,355-

358) 

 

(二)轉換思考與調適，與同仁再次磨合 

而角色與行為的轉換不僅是自己受到影響，原本是同儕的夥伴們也需要歷

經調適的過程。受訪者 C以「換了位子、換了腦袋」的俗語進一步思索自己這

段時期的改變：受到了上級的工作託付，需要先自己消化轉換、再請同仁執

行，這中間的轉折與過去較為消極的處理大大不同，是自己態度上的調整、也

是與同仁的再次磨合。 

 

我覺得當一個 worker 跟當主管的不同，就是在於你看待一件事情上

面，我很相信，以前都會覺得說「這個人怎麼換了一個位置，換一個

腦袋？」但是事實上我當了主管之後…沒有錯，就是一定會換，如果

沒有換才是奇怪的。(C,928-931) 

我覺得會用比較正向的觀點去看待這件事情，而不會用比較負向的想

法去…你就是被賦予要做一些事，但是我要以什麼態度跟看法去看

待？(C,969-979) 

大家也會看到我的轉變，可能很多東西進到我這邊來，我不見得覺得

是合理、應該要做的事情…覺得增加大家的 loading，可是我必須要轉

換一個方式，去把這個東西跟社工的，譬如說一些精神，或者是社工

做這件事情的意義，必須要做一些結合之後再來告訴你，再來請大家

執行，我覺得那是會需要花一點時間去處理的。(C,257-261) 

我覺得就是需要調適，我覺得不是只有我調適，同事也要調適。

(C,253-254) 

 

此外，擔任主管之後所需要的顧慮越來越多，不僅存在於工作任務裡，更

需要深入關懷同仁的身心與情緒、以維持工作品質，了解夥伴們可能遇到的困

難、阻礙，於公於私都要面面俱到。 

 

你必須要去留意每個人的進度、每個人的狀況，每個人工作的品質也

好，或量也好，等等這些，都是你必須要去做監督跟管控的。甚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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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去關心 member 他的狀況好不好，他是不是有遇到什麼困難阻

礙，或者是因為家庭、感情，那些東西通通都是你需要去做關懷的。

(C,1130-1136) 

 

(三)統籌觀點與立場，更須溝通協調、事先規劃，主動發揮影響力 

受訪者 A與 C也進一步分享自己在上任主管後所面臨的轉變：原本在臨床

上只要做好分內事即可，但成為了主管則需要花更多時間進行溝通協調與事先

規劃，並且主動出擊、以身作則，在內外都要顧及的情況下，必須要有明確的

觀點與十足的動力，為整個社工科室專業付出努力。 

 

當你有一天你被賦予到行政工作的時候，你會發現說，不是只有你把

個案病人服務好就好了，社工的發展不是你只有服務好你的病人就沒

事了，你要花很多時間在協調，或者是碰到事情的時候，你要說出你

社工的觀點和立場，你要講得出所以然來(A,498-503) 

 

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我做好我分內該做的事情就好了，對於一些要去

爭取什麼，或者是主動去發表什麼，我覺得我都會是屬於比較被動的

那一種。我覺得那可能跟我自己原先的個性也有關係，不見得是對社

工這個工作上的不認同或什麼，就只是單純自己的動力沒有那麼強、

那麼積極…但現在我必須要以身作則，我才能夠去影響別人。(C,307-

311) 

現在醫院正在推動的一些東西，你也不可能回來請大家發想，你一定

是自己要先有一些想法跟規劃，再跟大家做討論，我覺得站的角度還

是不太一樣。(C,1136-1137) 

 

(四)經過歷練後的不同人生抉擇 

1.傳承主管行政經驗 

在擔任過主管，許多人事物已漸近了解之後，受訪者對於自己的工作有了

反思，也會開始思考傳承議題。例如受訪者 A談到，會回過頭檢討自己是否有

讓同仁參與、經歷行政的訓練，帶著夥伴一起考慮裁量處理及擴展網絡？而自

己所歷練的東西與訊息都會公開與社工同仁分享，也不害怕資訊會被別人搶

走，這份傳承的心意不僅是為了讓社工單位持續進展，更是對後進人才的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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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回過頭來我會檢討我自己，我自己在當主管的時候齁，我有沒有要讓

我的同仁、我的社工師有機會去參加這一些行政的會議，或者是經歷

這些行政的訓練，讓他們不要眼睛只看到個案，讓他們以後有機會在

接行政主管的時候，不要這麼茫然，我心裡在檢討的是這件事情…我

的目的不是說，我少做點事都給你們做喔…我希望把一些事情分給他

們做，就是讓他們去體會到，你在這個做行政裁量的時候，你要考慮

的事情是甚麼?(A,509-516) 

我希望我經歷、歷練東西是資訊公開的…我在辦公室我的資訊都非常

公開，我在外面聽到甚麼事情，有甚麼你們以後會碰到的事情，我通

通都會公開的告訴大家、把資料給大家，都不怕他們把我的東西搶

走，或者是知道了比我多、或知道了我知道的事情是不好的，這個對

我來講是絕對不會發生的(A,519-524) 

 

而屆齡退休的受訪者 A，也持續有系統地整理自己的經驗與資料，帶著傳

的的使命，為自己的退休預做準備。回歸到組織的角度，這些資訊傳承都是專

業資產，讓後進能夠了解社工主管所要堅守的目標、任務以及所需承擔的決

策，使接手的人能夠持續讓組織順利前行。 

 

我也在為我的退休做準備，意思就是說，我會把我的經歷和資料，我

一直在有系統地整理，然後我會希望這些東西是這個組織裡面的資

產，可以讓他留下來，以致於下一個來接手的人知道:喔!原來我們當

一個社工主管要去參加的會議，他的目的是甚麼、那做了些甚麼、甚

麼時候有甚麼重要的事件的決策，這樣子才不會大家都措手不及。

(A,525-529) 

 

2.停頓再出發 

停頓與再次出發、留給自己一些時間喘息，亦為第三階段醫務社會工作者

的選擇之一。例如受訪者 C認為自己雖然有了一些心得，卻也需要慢慢消化與

整理，反思自己在這段時間的成長，接下來仍會待在社工界，但不強求在哪或

者甚麼位子，或許也會再找到機會擔任主管的角色。這樣的轉換或停頓並不代

表真正的放棄或離開，而是另一種尋找自我價值與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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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可以再觀望看看，當然一方面家庭，我覺得我是不是要卸

下這個職務？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對於主管這個東西，我好像有一點

點…，經過這兩年多，有一點點的心得。有這個心得後，我覺得可能

可以讓它再醞釀一下，我可能可以再找到更好的方向，有機會再來承

擔這樣的角色。(C,1740-1746) 

其實我覺得如果要繼續做，好像也沒有不行。只是我覺得，剛好人生

到了一些交叉路口，它就是得有所選擇，但是我覺得選擇了就要走下

去，不會回頭看，除非又遇到下一個轉折，剛好是一個迴路，如果剛

好回來了，那就回來了。(C,2161-2164) 

 

二、業務擴增，持續深耕專業 

呈上所述，受訪者 E在第二階段已接下了統整科室的職務，因次在第三階

段，受訪者 E做的是進一步延伸至長期照顧的觸角，將醫務社工專業帶入社區

之中，這樣的發展，是受訪者 E歷經長期耕耘、受到主管信任並看見社區需求

的延伸。受訪者 E表示，由於發現偏鄉的資源不足，同時希望能讓長期照顧能

緊扣醫務領域，使社會工作更加圓滿，因此在精神、醫務之後，自己又爭取了

長照業務，在不同的領域當中又再次拓展視野。 

 

我發現在偏鄉(的長照資源)還不夠，那時候就想說要做，然後有興趣

然後就去那個寫了這個(計畫)。(E,822-823) 

我也剛好遇到的主管是你說放任嗎?也不是，就是他很能夠放手讓我去

做我想要做的、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包括我想要走哪一塊…從精神到

醫務加精神，然後到長照加醫務加精神，一直都沒有一塊是放掉的，

一直都是在這個路上。(E,94-99) 

院長那時候跟我講說你只要不虧錢就好，不過有賺錢啦，阿但是賺錢

不是我最終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他能夠完滿，就是圓滿我們社會

工作的這一塊。(E,841-842) 

可以延伸到社區，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醫院還有復健阿、還有

護理阿，還有醫療都可以去那個就是走到社區…到現在目前醫院的長

期照顧其實是我在 handle 這一塊。(E,851-855) 

 

而歷經第二階段的角色轉換，受訪者 B漸漸適應工作節奏，擁有了管理知

能、實務經驗與強而有力的團隊夥伴，在第三階段，受訪者 B再次受到主管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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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接下一份急診管理業務。對於受訪者 B而言，歷經能量培養與一路蟄

伏，能夠再次接近臨床工作，是讓自己感到踏實的事。 

 

那時候主管就問我願不願意再多管一個急診。會答應一方面是其實志

工業務大概也摸熟了、可以了，然後我又有很好的 staff，就是我的

partner 又都很強，所以我不用花太多力氣在志工管理上；另一方面就

是不能忘情臨床，就是一直覺得很想跟臨床有點邊，所以就覺得接急

診也還不錯(B,217-221) 

 

(一)在純熟的工作狀態下，亦持續思考自我專業出路 

到了第三階段，社會工作者的靈活與體認完整體現於實務，如受訪者 B所

說，此時已對「社會工作的藝術」了然於心，臨床相關的議題到了「見山是

山、見山不是山」的境界，過去所謂的困難也不再困頓。因此，此時的受訪者

不僅僅將眼光著眼於個案，而是隨著時勢的脈動之下，用更廣泛的視野去了解

醫院、體制的權力結構，並且思索社工專業的角色演變、掙扎，尋找接下來的

出路。 

 

到我們這個年紀就可以理解，甚麼叫社會工作是一門藝術，可是這真

的很難跟剛入門的人說這就是一門藝術，我覺得這樣子講事很不負責

任的。(B,939-940) 

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就又有點，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那種感覺。到

現在坦白講，所謂的困難個案其實已經不是太困難，因為你已經有一

定的工作方法，所以大概在醫院會發生的一些類型阿、類別你也都看

得差不多了。反而你就會更看到說在醫院裡面那個社工角色的演變、

掙扎，隨著這幾年整個醫院評鑑的氛圍，或者是整個醫院的權力結

構，你就去看到說社工的角色上在醫院的影響力。(B,269-274) 

 

第三階段的受訪者，在臨床上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往後的維持、規劃

甚至轉型，是需要花點時間探尋的。在大醫院的受訪者 B即分享自己在體制中

需要不斷自我充實的體悟，同時亦滿意於自己擁有臨床、教學雙邊兼顧的狀

態，在看似成熟的當下，有著瞻前顧後的猶豫，也有著必須持續前行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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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一個成熟期，可是也有點想要轉型，那個轉型就是也還在想下

一步。(B,371-373) 

當這個部門不像以前那麼往前衝的時候，那我必須保持的是我不能跟

著掉。那我自己的專業怎麼維持，或者是我自己的專業該進步甚麼，

你自己是要有規劃的(B,632-634) 

我自己很喜歡這樣子，就是有實務工作又有教學，可是要我在去念個

博士，純學術我比較不喜歡，我很滿意現狀(實務工作狀態)，哈哈

哈。(B,366-367) 

 

(二)多元發展業務與向下扎根的傳承期許 

將業務持續延伸的受訪者 E，第三階段下一步，仍是對專業有著多元發展

與向下扎根的期許。如同受訪者 E談到自己的不忘初衷，是希望能透過計畫的

多元擴展，帶著社工試一試，並藉此持續訓練同仁，將專業經驗傳承下去，引

導夥伴獨當一面找到自己的路。 

 

還是不要忘記社工的初衷，…現在在做的工作，我們還是要持續帶領

社工去試一試，然後讓他們可以獨當一面，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那

如果還要去做不同的事情，可能要靠著去接不同的計劃來去再繼續擴

大那個範圍，這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因為我現在越來越多的工

作，還不是很穩的話，我怕我沒有辦法面面俱到，我還希望能夠再把

社工好好的再訓練可以獨當一面，阿越往這邊走。(E,1096-1101) 

我希望自己是多元的。那我希望可以，我期許我自己，我希望我可以

把我的經驗傳承下去，帶不同的社工能夠往他想要的方向去。…然後

讓他找到自己的路。(E,1087-1090) 

 

三、轉換單位，重新建構自己的專業理想 

對於受訪者 F而言，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臨床專業而轉換單位，是對於安寧

工作長期深耕的盼望。由於對臨床的鍾情與熱愛，更勝於管理階層的政治性互

動，故受訪者 F選擇轉換到小醫院，繼續經營自己喜歡的臨床工作與安寧業

務，期待能在一線工作上為病人及家屬帶來更多服務。 

 

我對安寧這一塊可能有一些想法，跟想要做的東西。當初這裡找我談

的時候，是因為他們說，他們想要發展居家安寧，所以我才轉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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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希望能夠做到一線的… 我不喜歡在某一個 level 的時候，需要

跟各科室的人做糾結。到你當管理階層的時候，你已經做不到臨床

了，你的位置，你就是要一直去跟各科室去做連結，有時候你會覺

得，我幹嘛去跟他們爭這些？…我喜歡臨床，這邊也剛好要發展安寧

居家，所以我就轉到這裡來…我個人比較喜歡跟病人、跟家屬做接

觸。(F,248-262) 

 

而進修後選擇重回醫務社工的受訪者 D，則是重整、融合自己過去的經

驗，在新的單位築起自己理想的社工專業樣貌，從零到有的組織建置，是對專

業持續努力的縮影。 

 

在 OO 的這個階段對我來講等於是，你就是從零到有參與一個醫院的

建置，然後從零到有建置我們自己的社工室。所以這個階段其實是等

於是說要融合過去的工作經驗…畢竟他是從零到有，所以我覺得在這

個過程當中也會變成，你可以依照你想要打造的社工室的樣貌，我講

的不是那個硬體的，而是你想要讓你的辦公室是甚麼樣的文化跟組

織，是我可以控制的。(D,268-275) 

 

(一)整合過往專業，提供多元而細緻的服務 

談到自己的轉變，受訪者 F進一步分享自己在小醫院的多元擴展，在這個

人與人關係緊密的地方，社會工作者不僅僅是處理病人議題，其他員工的關

係、個人情緒也需要同時提供照顧與協助。因此在第三階段，受訪者 F可以說

是整合了自己過往的專業經驗，將社會工作的服務與角色發揮得更加多元。 

 

你會覺得小醫院有小醫院好玩的地方，你會看到更多東西，你可以學

習更不一樣的去對待。在大醫院你真的只能看到病人，了不起就團隊

的互動而已，但是在這裡，團隊裡頭的情緒關係，他也會來找你，個

人的關係、個人的情緒，他也都會來找你。(F,869-873) 

在這個醫院，情緒輔導會比較多，因為我不會只針對病人…就不會只

照顧到病人，連員工你都有餘力可以照顧到…所以角色的發揮又更就

更多元了。(F,820-823) 

 

此外在臨床上，小醫院步調較為緩慢、所提供的服務時間也較長，在與病

人及家屬擁有長期關係的建立之下，受訪者 F需要顧及的層面也更多變、更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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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處理服務的過程也更加細緻。 

 

在大醫院裡頭以病人為中心的話，就是病人需要什麼、病人需求什

麼，我要很快速的幫他解決…但是在這裡因為時間長，我病人可以慢

慢做…這個時候家屬關係就很多了，我要照顧更多的家屬關係，當然

照顧這個就會更多元，一個病人可能有三個家屬關係需要解決。所以

你要解決的家屬關係，跟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會更多、更緊密。 (F,855-

861) 

 

(二)持續在實務努力，成為學術與實務的橋樑 

受訪者 D也提出欲持續在實務努力的想法，認為自己待在實務界可以藉此

發揮橋樑的角色，相較於單純單在校園當中，有更多的能量可以進行連結、為

社工專業盡一份心力。 

 

你說要我去投入那個學校裡面的這個教職，可是問題是以現在高等教

育這麼慘澹的狀況之下，我去我能還要承擔…想一想我就覺得算了，

我還是進可攻退可守，就兼任把學生教好就可以了，有機會教、沒機

會也無所謂這樣子。(D,520-523) 

我覺得我不如在實務界這邊…我去發展在實務界專業跟專業之間的這

種合作跟連結，可能是我可以發揮的，因為你把我丟到學校去，也許

我沒辦法有這樣的能量去做這件事情。(D,537-540) 

 

小結 

黃淑苓(2005)認為專業發展是一個動態、連續性、以及終身學習的過程，

強調專業知能終身性的成長，並在專業領域上能不斷擴展與持續精進。回顧本

研究受訪者們的專業發展歷程，在第一階段的生涯起步之時，受訪者們皆能把

握機會積極學習，其中包含了專業訓練的自我提升、實務工作的主動觀察、以

及角色楷模的引領，無論是環境使然抑或自我要求，皆在實務場域中悉心感

受、培養裝備，成為自我與專業對話的開端。當有了基礎、工作上越能得心應

手之時，受訪者們漸漸進入第二階段的轉變，因著醫院規模大小或者是長官安

排，受訪者可能會因此肩負起管理責任、或進一步深入熟悉領域，甚至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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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進修的機會，在各自面臨了不同的抉擇之下，是思維與心態的轉換、亦

是關係上的重新經營，歷經掙扎與調整，再次站穩腳步。最後進入第三階段，

受訪者們在實務、教學與管理上已有了心得，卻仍繼續思索如何繼續將經驗整

理，除了維持自己的專業能量，亦期望能為專業發聲、進一步有所貢獻與傳

承，從自身、組織與整體專業的不同角度，皆具深且廣的發展。 

American Board of Examiners in Clinical Social Work (2002)指出，除了知

識、方法與技巧是外在加諸於人的專業能力之外，專業價值、認同及自我的運

用，是專業內化後在工作中全面的展現，這更是專業發展中需要長期累積與培

養的元素。而藉由深度訪談與六位資深醫務社工共同經歷專業發展的歷程，發

現受訪者們雖以不同的姿態進入、深耕於醫務社工領域，並在不同的經驗當中

磨練出各具特色的樣貌，但都在持續前進的過程當中能不斷嘗試與學習，熱切

地將自身至於專業成長、坦然面對挑戰，不僅是餬口，亦帶著期望去思考專業

如何進步，這即是專業與自我融合的最佳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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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長的印記─專業承諾內涵 

經由專業發展歷程的整理，我們對於醫務社工的專業生涯發展有所了解，

然而，身在醫療體系中，醫務社工如何發揮專業、從中投注心力並持續投身於

社工專業中？在這數十年的社工生涯裡，他們對於社工專業的想法為何？ 

對此，研究者在訪談中邀請資深醫務社工進行回顧，從中探究資深醫務社

工在專業中所付出的努力與探索，分別從「跨專業團隊的定位」、「更多專業社

群投入」、「堅守崗位扮演最佳角色」三個面向探討受訪者們如何深根專業並發

揮影響力、將承諾反映在工作當中，描繪出資深醫務社工受訪者的專業承諾內

涵。 

壹、跨專業團隊的定位 

對於社工專業的價值、目標有所認同，進而融合工作方針、於場域中發揮

專業，係為本段欲討論的專業承諾內涵。在訪談過程中發現，資深醫務社工多

從自身出發，在與其他專業的碰撞與合作中培養出應對方法，結合了社工專業

的觀察、彈性與韌度，將專業體現於醫療環境當中，並對於社工專業有了更深

的內化。 

一、醫療團隊裡的碰撞與溝通 

(一)專業文化差異下的火花 

身處於專業環伺的醫療體系中，走出了辦公室，醫務社工需要面對的是和

社會福利體系不同的語言、價值觀與專業文化，當差異存在往往容易出現不理

解的火花。因此如何讓其他專業了解社工？如何與其他專業合作？是醫務社工

需要花時間處理的最大挑戰，同時也考驗著社會工作者的智慧與能力。 

 

醫務社工跟其他的社會福利的社工很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每天上班

都要去跟不同專業的人互動，然後這些專業也在看你可以做甚麼?那社

福機構的社工，上班就上班，反正到後來通通都是社工對不對，所以

其實不用多費口舌，有共同的 language、有共同的價值觀。可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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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在醫院裡面，你今天出了社工室的門，你面對的是不同的價值

觀、不同的專業背景、不同的專業文化，你每天都處在這種環境之

下，你要怎麼去跟他們相處融洽?然後甚至可以一起做事情，那個是醫

務社工最大挑戰。(D,646-652) 

 

其實是初期啦，就是會碰撞到護理的不了解，甚至醫師。我記得有個

骨科醫師很沒禮貌地在院務會議裡面，在對面的那個座位上面就問說

社工是甚麼?那就很不禮貌，當然我就有回回去社工是甚麼這樣子。然

後護理，護理就只會叫我們去聯絡，有甚麼問題他們沒有辦法講得來

的就找社工，可是當我們去接觸的時候其實你會發現他也可以做得

到，那為什麼不多說一些、好好地說就好了?但他們總會說很忙很忙。

(E,421-427) 

 

事實上，在社會變遷之下，醫療人員也在適應著醫病關係的改變，醫療人

員不再如過去的高高在上，團隊合作方為解決事情重要的方法。在這樣的背景

下，社會工作的價值與功能在臨床上便有很多的空間可以發揮。 

 

社會環境一直在變化的過程裡，其實我覺得醫事人員一直都在適應，

適應說可能他們念書的年代老師教他們的醫院跟他們真的來工作的醫

院是完全不一樣，我覺得社工的價值其實在很多這種臨床的應用上有

很多可以發揮(B,473-475) 

因為醫療人員已經不再那麼高高在上了，所以對醫務社工是一個很棒

的時間點，就是團隊必須平起平坐來看甚麼叫團隊合作 (B,798-799) 

 

(二)透過溝通對話，與其他專業共同合作 

受訪者們即表示，社工是一門溝通的行業，如何透過溝通，讓醫療團隊、

醫病關係能夠運作順暢，是社會工作在醫療體系中能夠主動使力之處。即使在

工作中仍然會遇到他人的不理解，但也不要因此被情緒所困住，因為社會工作

的專業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在不斷溝通、碰撞與積極參與之下才顯得熠熠生

輝。 

 

社工是一個溝通的行業，所以在醫療的情境裡面你怎麼幫助整個團隊

的溝通，或者是幫助醫病的溝通，這個是很重要。(B,3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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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跟醫療團隊溝通很重要。可能還是會遇到很多人，就想說有沒

有社工都沒差的那種，你還是會聽到這樣的聲音。但是我覺得現在我

們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參與團隊的會議，也有很多時候可以接觸…我

覺得有的時候我們是被動，但是我們有時候也可以很主動。(C,1595-

1599) 

 

要去溝通，還有就是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在做甚麼事情，都可以用這樣

的方式讓他們不斷地去碰撞之後然後瞭解，以後你才能夠讓整個工

作、整個發展更順暢。阿生氣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生氣就停在那個

地方。(E,473-475) 

 

(三)主動讓他人了解社工服務觀點與脈絡 

受訪者們也以自身經驗為例，當深入了解家庭與個案狀況後，便會回頭與

醫療人員說明服務對象的脈絡以及評估，除了緩解團隊的情緒、讓病人及家屬

的立場能被同理、進而妥善處理事情外，也在互動間讓其他團隊看見社工的專

業。 

 

當我們了解(家庭的狀況)之後，我會回過頭跟護理師講說，這個家庭

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會想辦法讓他們知道說社工其實在處理的是

甚麼，然後脈絡是甚麼，當他們下次遇到不同的、但是有相同狀況的

時候，比較能夠體諒家屬的立場。我會去努力這一塊，我覺得這一塊

可以讓不同的專業了解社工，第一個社工在做甚麼，還有第二個家庭

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實每個家庭有它自己的問題，這樣子。所以我覺

得一路走下來，護理他們也會有成長阿，對於社工在做甚麼事情會慢

慢慢慢地知道。(E,434-441) 

 

我覺得大家都是聰明人，所以就是你把一些狀況、規則講清楚，他們

其實都知道說這個家庭是怎麼回事，或者是像是我們急診很多無賴或

者很多常客，他為什麼要一直來? …比起他在捷運站乞討、比起他在

街頭流浪，醫院是更舒服的地方…在下標籤說浪費醫療資源的同時，

你跟他們做一些說明，他們可以去理解，那情緒沒有那麼快上來的處

理事情就比較容易啦。(B,485-493) 

 

在提供服務之餘，把握機會讓其他專業了解社工的觀點、處遇與功能，透

過持續的說明與行動，就此能共同協助個案的服務過程。而能夠與其他專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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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交流、使他們更了解社工的脈絡，亦為社工專業的成就感所在。 

 

你如果不告訴他(醫事人員)你怎麼想，他就不知道你到底在幹嘛，所

以你一定要去告訴他，我做了什麼、我為什麼這樣做。(C,1600-1601) 

我覺得是需要說出來，別人才知道你有這樣的功能跟展現，以後當他

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就會覺得你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我覺得大家

會需要有這樣的認知，才有辦法在這個醫療團隊裡面，可以工作得更

順利。(C,1604-1607) 

 

就是要先去做，然後再讓他們去分析，讓他們知道說我們做的是甚

麼、阿為什麼這麼做…這樣子才能夠讓不同專業了解社工做甚麼，然

後還有他可以幫助我們去處理個案的事情。(E,458-460)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的成就感是來自於跟專業那種，跟其他職系的專業

交流，然後他們就說，挖塞原來如此、原來社工的觀點是這樣。

(B,478-479) 

 

二、從邊緣到核心─社工專業的展現與發揮 

(一)懂得觀察與傾聽，進而成為連結者 

與不同的專業合作是在醫療領域中必須持續學習的，而社工對於生態、系

統、會談與評估的訓練，讓我們懂得觀察與傾聽、能看清楚團隊的互動與競

合，因此可以找到適合的位子，不會捲入風暴漩渦。更重要的是，因為清楚知

道資源所在，而能靈活地借力使力，在長期的耕耘下，社工就是那個串起各個

專業、病人及家屬的隱形支柱。 

 

其實你在看醫療生態的時候，你從系統觀點你就大概知道最近醫療大

概怎麼回事，或者是醫院的人跟人之間、病房的那些不同職系的競合

怎麼回事，你看得懂這些位子的時候你不會被攪在裡面阿…那你甚麼

時候在你的位置可以借力使力、你甚麼時候在你的位子閃一下躲一下

不要被砲灰打到(B,312-317) 

 

醫生有他的專業對不對？護理有他的專業對不對？…在他們專業領域

裡頭，我們的確是那個沒有用的人…但是你卻知道，他們每一個人有

什麼東西你可以用的，你懂我意思嗎?…我們要的就是會觀察、會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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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你才能夠知道資源隨時都在哪裡，不能做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

不要去踩到人家。(F,625-634) 

你會隨時掌握病人的狀況，你會把資源連結起來。所謂資源連結就

是，醫生說什麼、護士說什麼、心理師說什麼、營養師說什麼…你會

當一個很婆婆媽媽的人，你會知道這個個案，人家跟他講了什麼、他

需要什麼，你就會把它匯集起來…你會當所謂團隊裡頭那個串連的

人，你不是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你來了一定有好處…到最後你

會變成一個團隊的，一個隱形的支柱。(F,593-601) 

 

(二)在適當時機展現能力，自然獲得團隊青睞 

對此，受訪者認為在專業角色的發揮上，我們不一定一開始就要顯現自己

的強大，而是成為他人不可或缺的要角，在適當時機施展專長。 

 

我們不是一開始就要呈現我們很強大，我社工我不需要很強大，但是

我是你需要的。當他處理到一些很棘手的病患的時候；當他說這個病

人沒有錢，那要繼續住？還是說這個病人出去之後，沒有地方去，怎

麼辦的時候，他知道他要找社工，對不對？我們就是那個不起眼，不

是大社工，但是我們卻是他們很需要的一個螺絲，這樣就夠了。

(F,653-657) 

 

社工專業的展現極為軟硬兼施的成果，除了立場堅定，當其他專業需要協

助時，也應適時並且有效率地展現社工專業，在當仁不讓、確實發揮功能之

下，自然就會受到他人青睞。 

 

我覺得軟硬兼施啦!當然這種立場堅定是一個，然後真的你該可以很用

力很有效率，像我那種滯留的阿伯，三天出院，醫生就說:姊你怎麼做

得到三天?我說這就是有效率阿，找到方法就趕快做啊，你還慢慢拖

哩!反正我知道你日期講了，講了之後就要達標。就是那種你真的能耐

也要讓他們看得到，知道說他找你真的有用。(B,918-922) 

 

我只要開始做一件、兩件，讓你覺得我有在幫病人做事，也解決了你

的問題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我是誰了。(F,673-674) 

 

人家覺得你有能力去處理一些不一樣的事情，你有那個能耐，我覺得

這個在我們社工在醫院的地位上面，還是會有不一樣，所以我在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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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不能講呼風喚雨，但是我說好，他們不會講不好，嘿嘿!我說拜

託，他們不會講 NO!那個氣氛上是不一樣!(A,268-271) 

 

(三)專業基礎與自信的培養，是開啟對話的敲門磚 

而能夠接受其他專業挑戰的前提係建立在扎實的社工專業訓練基礎，如何

侃侃而談、言之有物，並在適當時機點展現能力、與其他專業平等對話，皆是

自我充實、不斷整理與專業自信持續累積的成果。 

 

當然我覺得對社工的挑戰是你當然要言之有物阿，你自己沒有整理

過…我就可以跟你講心理動力是甚麼、這個家庭動力是怎麼回事、每

個人的心理動力怎麼回事。所以團隊人員一聽當然也知道說你是有想

過才講，不是隨便講講，那種被信任的感覺跟他們對你服氣就會讓你

覺得這個專業是有被看見或肯定的。(B,480-484) 

這個真的是專業自信的部分，我覺得啦…那當然我覺得你的前段要夠

厚，就是你在專業扎實的訓練上，你對自己是有自信說你考我這些我

考不倒，那你才敢跟專業做這麼多的對話。(B,497-500) 

 

(四)長期經營團隊關係，方能建立互賴 

與團隊的人際經營是從平日開始，受訪者們也分別表示自己在個性上，具

有親合、好分享、容易成為橋梁的特質，同時也在點點滴滴的交流中使自己的

人格愈趨成熟、充分理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因此在團隊裡有了一席之地。 

 

你平常那個團隊關係或團隊經營，就是那個人際關係你還是要有啦!你

沒有那個當底，你要去教訓人家或教育人家怎麼可能…那個東西還是

要有，基本的人際關係、人格的成熟。(B,906-908) 

這真的是人格特質，因為可能我其實是親和力還不錯的人，所以基本

上我覺得團隊不會對我太防衛或太不甩我，所以當我很熱血的在講這

一些觀點的時候，他們就會當真、會認真聽。(B,904-906) 

 

我的專長就是，跟人家分享，我大概沒有甚麼，我很少敵人，幾乎在

每個團隊大概都能跟人家建立還不錯的關係，我覺得那個都是個性和

態度的問題(A,570-572) 

 

跟團隊之間，我想我的個性應該還蠻容易當橋梁的，我溝通這一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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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還不錯，所以後來團隊之間就變得越來越…，我就越來越有位置。

一直到後面那一段，我幾乎是在帶著團隊走的。(F,118-120) 

 

在長期的信賴關係下，社工發揮著互相幫忙、使人安定的精神，漸漸獲得

團隊的良好評價、並因此為團隊帶來影響，對於社工而言是一份很大的鼓勵。 

 

當別人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會互相幫忙，那這一些都建立在我希望大

家都能度過這些難關啦，那我們社工就有這種專長給別人這些安定

感，而且願意做，然後讓他們信任我們，我覺得我常常在很多科裡面

是因為這樣而得到他們的信賴(A,577-581) 

 

當然也就是可能我們也做久了，所以團隊對我們的評價或甚麼有的時

候也是你很大的鼓勵，他們就會覺得說，OOO 有你在就放心阿，那你

就覺得團隊也看得到說這一個社工在這個病房或在這個 team 它的功能

或他的影響。(B,321-324) 

 

(五)保持彈性，在資源、制度、專業之間找尋平衡點 

歷經長期的資歷與累積，資深醫務社工帶著更多的圓融，是在個案的需

求、機構的資源、制度的規範、與社工的專業間尋求平衡，雖然社工的價值不

變，但保持開放與彈性是與他人合作時的不二法門，在不設限的態度之下為事

件找到最佳解方。 

 

我覺得不能設限耶!…因為我們會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專業的時候，

你要進行討論的時候你就不能設限…回到個案的需求，跟我們可以

做，我們機構的價值在哪裡，你要找到一個平衡點…那個案的需求是

我們的需求還是他們的需求?這個要把它搞清楚…那我們的專業在醫療

體系裏面，怎麼去適當的運作讓他變得更好，這也很重要，這些也是

原則，不是說我們社工的原則是甚麼，而是說整個體制，然後對於這

個個案的需求怎麼去做到最棒的一個位置。(E,1018-1037) 

如果太設限的話就沒有辦法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東西做好。(E,1041) 

 

我覺得專業價值應該是不變，因為那就是社工的專業價值，只是我覺

得我們要有彈性…我覺得價值它在那邊，一直我們參考的一個依據，

可是當我怎麼去看待這個事情，我覺得可能是很有空間，可以去討論

跟商量的(C,1532-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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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一些是經驗的累積，有一些是…我覺得你看到更多事情之

後，你可能會覺得凡事沒有這麼絕對。…可能你不放下你就過不去，

這一關你就無法再走下去了，所以你一定得放下。但是放下也許是好

事，放過別人也放過自己。(C,1552-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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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更多專業社群投入 

對於社工專業的積極投入，是對於此專業的高度關注，以及對於自我專業

有所期許，此即為專業承諾內涵的體現。故本段欲藉由受訪者們在專業上的額

外投入，討論公共事務的參與、教育工作以及持續進修……等有助於專業成長

之行動，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們對於專業的關注與行動。 

一、參與專業團體、投入公共事務 

(一)參與或加入專業團體的契機 

參與公共事務，是在額外時間中投注心力，為社群共同的議題深度投入。

本次訪談中可發現受訪者皆主動投身於公共事務中，其中參與或加入的契機各

有不同，分述如下： 

1.擔任主管後的責任與想望 

擔任主管後，受訪者深感自己被賦予了投入公共事務的任務，期待能透過

內外部相互交流達到資源分享，並將新知、其他經驗實際推動至臨床工作中。 

 

以前當 worker 的時候，其實我不太會去參與這樣子(公共事務)的活

動。反而是當主管了之後，應該是說，自己覺得有這樣的使命，或者

是說，覺得好像有被賦予這樣子的任務，所以就會比較需要去投入公

共事務上面，去參與或者是投入。(C,222-225) 

 

當你是一個小社工的時候…其實不太有餘力可以投入到外面所謂的爭

取社工專業或者是在專業團體裡面能做些甚麼事情，因為小社工的時

候，我沒有這麼多辦公室的資源可以運用，要願意投入像參加公會、

協會啦，這種幾乎你不是主管，你不要想要去參加，也輪不到你，你

也沒有那個視野，你也沒有那些資源可以用，所以勢必在公會協會啦

這種，一定都是主管級以上的人去參加，因為他所想要做的事情，回

來它可以施展(A,483-489) 

 

2.受到前輩的影響與推薦 

此外，亦有受訪者是受到前輩的推薦而加入學協會，看著前輩投入的身

影，自然而然也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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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參加公共事務是有一點陰錯陽差，因為我那時候接組長，所以

那時候 OOO(主管)就跟我說，那我推薦你去公會好不好。那時候就想

說好啊選選看阿，反正大家不認識我又不一定選得上，後來就選上，

後來醫協也去看看好不好，結果也選上了，就是這樣子開始。(B,285-

288) 

我覺得前輩在揪有差啦!可能因為我們前輩都參與協會滿多的，所以就

是大概我們這種新人，前輩就講加入醫協啊!(B,444-445) 

 

3.對於專業的使命與精進 

對於社工專業有使命感也是相當重要的參與動機，期待能透過持續的共同

參與，關心專業的成長、提升與倡議。 

 

我覺得可能還是對醫務社工這個專業的一個使命感(D,479) 

 

參加協會學會，這一個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可以受訓、我們可以印

證，還有我們可以認識更多不同的單位，還有倡導的部分，可以利用

這個機會說出我們的擔心然後能夠 match 到我們就可以來倡導阿。

(E,948-951) 

 

(二)運用倡議、訂定制度以改善工作環境 

進一步和受訪者談到其中的涉入過程，係從剛開始參閱前輩經驗的學習，

到後續也能獨當一面、愈趨了解應在那些地方多加著墨的轉變，是期望透過大

家一點一滴的能量聚集，共同為醫務社工專業、制度、社群撐出更大的空間。 

 

一開始去年輕嘛!所以都是前輩阿，那你那你就是看前輩在幹嘛，慢慢

地自己也變中生代的時候，你就會知道說那些議題好像可以著墨，或

者是哪些議題你可以出力多一點、哪些議題我們要堅持這樣子。就是

後來其實醫院的生態現在已經都被評鑑綁得死死的，所以你就會知道

那個制定規則是最重要的，最有 power 的地方，那當然制定規則麼時

候都要參加。(B,289-293) 

公共事務我都會很想參與，是因為我覺得從外面來改變裡面比較快。

講難聽一點，就是我去開評鑑的會議，把評鑑的規則規定了之後，醫

院也沒辦法。比我在裡面衝撞、要醫院怎麼配合都沒有用啊。所以我

乾脆參加外面的公共團體多一點。(B,27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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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務社工專業發展有益的事情，我覺得大家其實應該要去支持，你

說人力要調整怎樣，當然也許我們說不過人家，可能我調整有限，但

是你總要聊勝於無嘛!最糟就是沒有而已啊，但是你總是爭取到一個標

準，可以造福一些比較小型的醫療院所。(D,1012-1015) 

 

(三)與不同領域或單位交流，共同為專業發聲 

除了關注醫務社工的公共事務，受訪者也參與了社工專業的共同組織，與

其他領域的社工交流與接觸。透過此一平台，跨出原本的醫療體系，在差異之

間撞擊出火花、也在討論之中凝聚出共識，為社工專業共同征戰。 

 

雖然我們在不同的領域，可是我們社工的核心價值在公會討論的時

候，常常撞擊的火花你就會覺得還滿過癮的，就是不管我是做兒保的

社工或者是我是做家庭的社工、我是做精神領域的社工、我是做醫療

的社工，我們這一些人很維持很 concern 的是例如說，這個社會有沒

有一些制度上的不合理，或者是說某一些議題上現在是應該要去發聲

(B,402-406) 

 

我就比較秉持一個就是跟大家結緣啦!就是跟同樣一個區域的社工，不

同領域、不同組織的社工去結緣…那我覺得透過這個平台變成有點像

是交朋友，就是讓大家彼此透過這種活動可以稍微有一些接觸的機

會。(D,412-415) 

我也會跟轄區的幾家醫院主管互通有無，然後大家想想看要怎麼做，

或者是說有沒有打算要幹嘛?大概會有一些這樣的機制去做，那其實目

的還是希望我們這個專業在院內或者是在院外都可以有比較好的互

動。(D,440-443) 

 

(四)公眾事務的推廣，是對專業的共同堅持 

雖然投入公共事務並非社工的本職，但因為對於專業的堅持、傳承與發展

有所期許，使受訪者也願意花時間盡一份心力。而受訪者也期待下一步，透過

大家的主動參與、研究與努力，共同思索出社會工作的發展方向，並結合教育

端將相關經驗有系統地紀錄下來。 

 

你就會覺得是一群很願意為這些公共事務，因為這真的都不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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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職，還要花時間，去做一些專業上該堅持的事情。(B,410-411) 

 

如果今天大家屏除掉自己的那個所謂的本位主義，你今天可以是說，

沒有錯我是領醫院薪水我沒有領協會薪水，但是我今天是希望這個專

業能夠更加發展…其實我覺得如果今天大家都夠內部就有共識可以把

一些東西思考出來，有一些方向，然後我們甚至配合學校老師們的參

與，能夠有一些有說服力的東西去提供出來，那我覺得這是好的事

情。 (D,982-987) 

 

二、投身教學、研究並持續進修 

(一)結合理論與實務，教學信手拈來 

累積了實務經驗後，受訪者有機會騰出額外的時間返回校園，藉由教學的

機會，將理論再次重溫，並結合實務工作經驗，將臨床樣貌分享給學生，對於

自己與同學都是別具特色的過程。 

 

教學對我來講，還蠻不困難的!因為理論的東西，剛好趁著教書把所有

東西都拿出來 review 一次，然後臨床上面的舉例就是信手捻來…我們

大概都有發生的事情，講家暴、性侵我說我們每天都在接觸這些，所

以對學生來講，他們也會聽到真實的案例…我覺得醫務社工真的要臨

床工作的人來教…看得學生們很有興趣的聽我們靈活靈現的講我們臨

床工作的一些經驗分享，我的評價都還不錯，因為他們有實務的老師

去教書，對他們來講是不一樣的經驗(A,936-947) 

去教書，其實是喘一口氣，因為每天在上班也是很累，但是就是說能

騰出額外的時間(A,948-949) 

 

(二)於其他專業進行教學，擴展社工專業 

除了在社工領域進行教育工作，也有受訪者跨越了不同領域擔任教學者，

拓展社工專業在不同領域的觸角。例如，受訪者 B在醫學院擔任講師，透過課

程讓未來的醫護人員認識社工專業，期許學生在投入職場前就能了解社工的觀

點與業務，培育出更多容易合作的夥伴；受訪者 F則是到各個醫療院所，運用

工作坊的方式讓醫師了解醫病關係的處理，除了跑遍全台近年也到大陸進行教

學，在不同的場域中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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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一個角色是在醫學院當老師，所以你就會覺得說，讓團隊去知道

社工，讓這些所謂醫護人員，以前好像是醫生最有 power 的，讓他們

去看到說不同的職系做甚麼，或者是從我們的觀點去告訴他們我們怎

麼看病人。還滿好玩的阿。(B,326-329) 

讓醫生知道社工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甚麼，然後等到他們成為一個

獨當一面的醫生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怎麼去要求社工阿(B,646-647) 

假設我教的學生以後有人當院長了，他就很知道社工再做甚麼，或者

他曾經有個老師告訴他醫院的社工在做甚麼，他也許就會在跟他醫院

的社工主管溝通的時候，他就知道這個主管要他做麼(B,651-653) 

 

台灣的大醫院小醫院，大概我都跑遍了，要去跟他們開個工作坊。帶

著醫生，如何跟家屬對談？什麼叫做病情告知？當病人得到什麼病的

時候，你要怎麼去講，他才能夠接受？當然其中有很多的故事。所以

現在每一年，台灣的大醫院大概也差不多了，會有興趣的醫生也大概

上得差不多了，現在就到大陸去，每一年都會去一趟，幫他們開工作

坊。(F,384-389) 

你到每個地方去，不要說大陸，大陸的每一個省都不一樣…好像你以

前學的就是對待台灣人，但你到大陸去你就知道，他們不一樣的對

待。每一年這樣子去一趟再回來、去一趟再回來，你吸收的東西都會

不一樣。(F,412-415) 

 

(三)擔任其他醫院外部督導，反思自我經驗 

擔任其他醫院的外部督導，亦為投身於社工專業的行動之一。即使需要花

上不少時間，受訪者 B仍然十分有動力赴邀，因為經由其他醫院的發想、經驗

與不斷討論，能看見社工夥伴的成長，同時也藉此反思自己的經驗，共同嘗試

出不同可能。 

 

外督真的很花時間，因為車程又甚麼…可是因為真的很有動力阿，你

就覺得跟一群很有心的社工夥伴，那他們都是很想學習才會聘外督，

然後剛好這個部門支持有邊這個預算，你就會覺得一切都到位的事最

容易成功的。就人也有動力、錢也有。然後就很可以做很多事，所以

就還滿喜歡的。(B,1065-1068) 

我覺得那個是很互相影響的，或者是很多時候就是那種經驗的傳承上

就是說，他們想要發展這個部分，那我們醫院的經驗是甚麼、他們的

經驗是甚麼，然後就可以去嘗試另外第三條路，你就覺得這樣也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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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B,1031-1034) 

 

(四)藉由不同方式學習新知、充實自我 

1.進行相關研究，統整專業經驗 

進行相關研究或訂定工作流程，對實務經驗進行統整，是對臨床工作的熱

忱與回饋。無論是受到長官的壓力、抑或自發性的投入，對於受訪者而言皆是

重要的產出和精進。 

 

在這個工作上面，不管做一年兩年三年，總是要有一點點 summary 你

的工作嘛，對不對!其實寫研究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summary 自己

工作的一個方式，並不是長官要求我，是我覺得我可以做。(A,114-

117) 

那個時候我參加的是重症醫療，除了訂定工作流程，然後持續的研究

實務的改進，其實我還寫蠻多篇報告，除了有發表的，那沒發表的醫

院裡面的也是一大堆(A,774-776) 

 

像這種學術的東西，長官給你一點壓力，你就覺得，好像我們真的可

以寫一點東西出來，所以也要有一點壓力，你就可以(F,476-478) 

 

2.透過教育、督導、研究，進而教學相長 

由於已熟悉了專業的知能與實務，因此對於受訪者而言，進行教育、督導

與研究工作是現階段重要的成長之一。對此，受訪者們皆提及了「教學相長」

的感受，藉這些機會重新對自己的專業進行省思、整理，並透過學生或夥伴的

回饋、互動，再次吸收相關知識，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其實現在喔，上課對我來說比較沒有這麼有趣耶，反而是去幫人家上

課，大概比較資深吧。但是那也是充實自我，因為我們可以教學相

長…其實也是一個整理，對自己專業的省思跟整理，這樣挺好的。

(E,965-968) 

你會想要去翻書，翻翻書，這樣你在跟他做回饋的時候，才能夠去

match 到哪個理論去，顯得比較專業、比較有東西可以講，這樣子就

可以充實自己的專業，再去 check 一下自己忘掉的部分，然後有時候

他碰到一些撞擊的事情，當然就可以把自己的東西再整理出來，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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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給他，那他遇到甚麼是我沒有遇到的也可以再學習，這就是教學

相長。(E,974-979) 

 

教學相長阿，我自己就還滿喜歡教教書、然後一些醫院的經驗傳遞給

孩子們，然後學生也會給妳很多的回饋，就是他們這個世代怎麼看待

醫療，或者是怎麼想像未來的職業。(B,358-360) 

看別人的醫院你就會反思自己的醫院，然後在外督的過程很大的好處

是可以看到別人很好的，也可以看到自己醫院好的，所以絕對(對專

業)有幫助(B,1027-1028) 

 

我的學生裡頭，有醫院退休的院長，他的知識會比你低嗎?不見得，所

以你幾乎是在課堂上面跟他們做互動，你在吸收他們的東西，你也在

傳達你的專業給他們，這是一個互動式的教學，我自己覺得，我對我

的學生，我都覺得我們是在互相增長。(F,417-421) 

我覺得每一次去當老師，真的，人家只是客氣叫你老師，可是實際

上，你會在學生身上學到更多東西，所以這個是我吸收知識的來源。

(F,389-391) 

 

3.回歸校園，持續進修學位或課程 

回歸校園進行學習，是受訪者們持續進修的方式之一。受訪者 D即表示，

在實務工作裡打滾了一陣之後，會期待自己還能夠更加精深，此外身處醫療環

境中，其他專業的互相砥礪也使得自己覺得有需要提升學術知識，讓自己的專

業素養更上層樓。 

 

想要唸書其實我那時候是覺得，有的時候你真的工作一段時間，像我

碩士班畢業去 OO 工作…一個想法是覺得說自己好像還是想要再多學

一些甚麼；那二來是說有的時候你看到你在醫療團隊裡面你看到那一

些醫療的醫師們或是甚麼，他們其實都一直持續保持在進修的狀態，

那你就會覺得說，那為什麼我們這個專業，也都有博士班了、然後也

被學術界認可是一個專業，但是為什麼好像我們的實務工作者都，就

是工作完回來就很沒力這樣子，然後就覺得好像應該還是有機會。…

當時會想到說繼續念其實也是覺得，想要在提升一點自己的，自己的

就是在學術這方面的東西啦!(D,168-178) 

 

事實上，受訪者們回校進修的理由各有不同，例如受訪者 C是因為醫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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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仁有通才的期許，針對商學課程進行補助，因而走進了不同領域的學習

中；而對於非為本科系的受訪者 F而言，持續進修學位則是對社工專業充滿好

奇心，期待能將自己的知識建置得更加完善。 

 

我其實有去上 OO 商學院的一些課程，當然醫院也有給補助。(C,1410-

1411) 

因為醫院希望是通才，它希望你一個人什麼都能懂、什麼都能做，所

以它有這樣的課程，後來我就去報名了。(C,1417-1410) 

 

我的基礎就不是社工、也不是醫學、也不是管理，我在建置這一塊會

比別人慢，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聽比別人多…我也沒有那麼努力，不

用把我想我很努力、我很上進，其實也沒有，我只是比較好奇。為什

麼人家能夠那麼，原來是怎麼樣，我應該在某方面再多一些知識，我

會這樣而已。(F,456-470) 

 

受訪者們認為，經由持續進修能夠印證所學與理論，對於實務工作者而言

是很好契機，再次對臨床經驗作連結、調整與統合。此外，若跨越其他領域進

行學習，則會有更廣的視野去看待臨床工作，或回應自己的管理與行政業務，

拓展在專業上的腳步，即使未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也有一些不同思考在腦海中

發芽。 

 

那時候自己在念研究的時候我就是說要印證經驗所學跟理論這樣，阿

其實真的是阿。你發現其實你可以把理論跟我們的經驗去 check 一下

那裡是 OK 的，然後哪裡是甚麼東西，阿這個就是可以 match 到哪裡

去。(E,931-934) 

 

念研究所、念博士班，我覺得那個部分對我來講都是有幫助的，也因

為我念博班是念 OOOO，所以變成說我對於刑事司法這個系統是熟悉

的，那我碰到一些個案的狀況我們就可以有不一樣的 view 去看待這些

事情。(D,319-322) 

 

那個課程(商學院課程)你說對社工有沒有幫助，我覺得沒有立竿見影

的效果，但是我覺得它應該會有一些芽在發，(C,142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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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園之外，從不同的機會中把握學習 

持續充實也不僅限於回歸校園，藉由外部的研討會、工作坊、研究發表、

會議……等機會，社會工作者也可以從其中不斷學習新知，透過知識的印證與

撞擊提升自我，同時也在其他的學識與經驗中擴展成長。 

 

專業的課程我們可以一起上課，那一起上課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撞擊，

或者是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甚麼之類的、發表阿，其實我都很喜歡參加

只是怕沒空，如果去，你看我們作者麼多計畫都可以去發表呀，也可

以鼓勵我們的社工去發表，這些才是我們收割的時候啦，不然你真的

不知道你這樣走下來，你可以印證甚麼東西啊，你要做一個整理。

(E,944-948) 

 

你出去參加外面的，比方研討會、協會這些東西，你就會聽到外界不

一樣的東西，你才能夠融合你自己的想法，不然你永遠都會處在某一

個 level，你就停了。所以在外面的研討會，有機會的話，外面的研討

會、外面的機構，你都可以去做互動。(F,431-434) 

我覺得比較多是我在學著新的處理方式，跟以前都不一樣的東西，那

你聽到的，你如果一直只在這個醫院，這個醫院再多的知識，都不夠

你在外面大環境的一點訊息。(F,421-423) 

 

現在是主管，我可能去參加一些會議，會聽到不同的角度的一些不同

的觀點。或者也許我去上課也好，我都覺得，其實世界那麼大，我們

不需要侷限，讓自己這麼狹隘…或者也是一些人生的歷練的東西，不

一定是從專業中得到，可能是從各方面的東西。(C,1570-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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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堅守崗位扮演最佳角色 

能於留任專業當中、盡力達成專業應有的責任與角色，並發自內心擁有對

專業的肯定，是本段欲討論的承諾內涵。與受訪者共同歷經一路的專業發展

後，本研究邀請受訪者回首自身經驗，反思留任於專業的堅定步伐，除了面對

挑戰的因應與突破，亦有專業與生命經驗的相互交織，更能彰顯出對於專業持

續確立與實踐的堅持。 

一、堅持理想，盡守職責 

(一)保持熱情，在做中持續學習 

回望一路走來面對挑戰的自己，受訪者 C認為許多經驗是在做的過程中持

續模擬、探索與迎刃而解，當下次再遇到類似事件時才可以調整得更好。 

 

覺得做了才知道，所以都是在做了以後我才開始…我覺得你會開始去

思考一些東西，去模擬，可能你會覺得這次做得不完美，可是你可能

會去模擬下次發生的時候，我可以怎麼做會更好(C,1440-1443) 

 

受訪者 E與 C也分享其實許多事情做了就是自己的，秉持著「把它做好就

對了」的心境行事，並且保持熱情與積極，是比專業和能力更加重要的學習態

度。 

 

其實很多事情我覺得，你做了以後就是你的啦!那你說多做了甚麼，可

是你可以有更多的人來一起做這件事情啊，不管是他是甚麼樣的一個

專業，反正就是把它做好就對了。就是秉持這樣的想法去做事情。

(E,581-583) 

 

我覺得一定要有熱情。你會有很多，覺得好像是社工之外的事情，你

也要做，但是你還是必須要顧好你原本這一群，需要被你協助的人，

我覺得那會需要有足夠的熱情。我覺得也要有積極的態度，態度比什

麼都重要，學習態度比什麼都重要，比你的能力、專業那些都重要，

那些都可以再補強。(C,1834-1838) 

 

(二)清楚自己的定位與堅持 

 



94 

 

作為高度與人接觸、並以語言作為工具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對於自身的定

位與立場需有透徹的思考，並對自我專業價值有所澄清。甚麼是該爭取的?甚麼

是不得逾越的?在軟硬兼施的不同姿態下，事先為每一個決定設好要走的路，是

引領自我甚至整個單位重要的底蘊。 

 

像我們這樣工作久了，有的時候真的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可

是見到鬼你還是要說話啊…說話是你的工具，那你怎麼說?甚麼時候用

兇的、甚麼時候用軟的、甚麼時候用甚麼姿態，那個目的是甚麼，阿

這樣子的 bargain 是為了甚麼?你都清楚的時候，當社工多有趣(B,941-

944) 

 

你站出來的，你講的每一句話、你做的每一個決定，其實都代表你的

單位，所以在正式的會議面前，你要很清楚的知道社工的定位在哪

裡，什麼事情是我們要做的？我的價值是什麼？因為我覺得大家對於

社工，都會覺得我們包山包海，只要是非醫療專業的東西，通通都找

社工，我覺得在我們醫院是這樣。所以你要怎麼去設定我要走的路，

什麼東西是我必須要去爭取，那個東西應該是怎麼樣，應該是別人要

來做或什麼的…你要思緒很清楚的去表達這個東西。(C,1219-1226) 

 

(三)政策更迭下的專業價值不變 

對於一線的工作者而言，政策的改變意味著工作的目標及方向將受到影

響。面對政策的更迭，受訪者認為應先辨認清楚施行的精神與價值何在，並透

過多接觸、多討論深入了解政策內容，明瞭甚麼可行、甚麼是曇花一現，在原

則與立場明確的情況下，帶著團隊前進。 

 

以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我會覺得還是…做這件事情的精神跟價值在哪

邊，才是我們要做的。有一些是太政治取向，或太那種…曇花一現的

感覺，我覺得那可能不是我所認同的(C,1908-1910) 

 

我們要能夠了解這個東西要做的是甚麼，把這個點先抓好以後，你再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你要能夠多去了解、多去接觸、多去跟人家談、

多去討論，多去知道現在政府在做甚麼事情，這些是我的因應跟突破

啦，而且你要去說服我的長官…看清楚甚麼是假的，甚麼是該可以做

的、甚麼是可以緩緩這樣子。你不對他了解，你就沒有辦法去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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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反而現在是我帶院長他們在看這些事情。所以因應跟突破要站好

自己的原則跟立場，要能夠堅持得住，很重要喔。(E,994-1002) 

 

(四)面對社工專業之外的承擔與平衡 

在提供服務以及與其他專業合作的過程中，社工專業往往難以明確切割何

謂「該做」與「不該做」。而在現實層面上，確實也難以推諉行政業務的處理、

窗口、聯繫……等作業，甚至是延伸性的多元業務亦須有所表現。受訪者 D即

表示，原先承接起責任是為了獲取認同以換取專業上的空間，但並不等於必須

無限上綱地承受責任或責難，而是在運作過程中尋求界線、做出調整，嘗試維

持社工定位的平衡與應有的尊重。 

 

如果你非社工以外的事情不做，但是你可以把你社工專業的東西做到

讓醫院認同你這個專業是很重要的，那我覺得是模範。可是現實生活

中好像不太可能這樣，你勢必還是得要做一些非你的社工專業，但是

另外一種想法是，到底甚麼是社工該做、甚麼是社工不該做?又好像各

有各的解讀?這個東西有些時候是衝突的，那我也試著要去抓那個平衡

點，(D,635-640) 

在這種體系中要去 balance 我們的專業跟價值的平衡。因為我們本來是

希望我多承擔一些沒有關係，可以讓大家認同我們；但是你承擔多了

之後發現到，唉呦，你把事情推給我們是理所當然的，那我們就會適

度去做一點調整(D,700-703)。 

我覺得以我現在的狀況，我是在想辦法讓它平衡，就是社工本業跟非

社工本業的事情…我不要它在人家的心目中認為我們是專門在做些事

情，例如社工等同於客訴(D,1052-1054) 

 

(五)在適當的時機展現成果並積極為專業發聲 

而身為科室主管，受訪者們背負了為社工單位發聲的任務，如何在其中拿

捏關係、時機與主控權，讓其他單位與長官看見我們的表現與成果，是在不斷

地努力下方能獲得的影響力。 

 

你必須要在適當的時候，你做了什麼事情，你要展現出來…你做了什

麼，你要讓你的長官知道，你的單位才會被看見。我覺得我們就要背

負這樣子的任務，不該是我們的，我們必須要勇敢拒絕，但是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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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仁很辛苦的完成一些事情的時候，你也必須讓他們有機會站到前

面去，讓大家看到。(C,1228-1233) 

其實話不用多，你只要在應該講話的時候，講對的話，人家就會知道

你是怎麼樣的人。(C,1264-1265) 

 

人家需要你，需要你給意見，或者是需要你的專長來參與，我覺得我

也要偷笑。那這個偷笑不是憑空而來的，是花了時間在上面努力的事

情，所以你說人家對我們，人家認為你的價值何在，阿就是找到適當

的時機表現出來。(A,610-614) 

 

此外受訪者認為，社群凸顯專業的堅持、力道與自信需要更加積極，唯有

主動爭取，才會換來應有的尊重。 

 

你要爭取了他才會發現，你不爭取，他永遠看不到你在哪裡(F,663-

664) 

我覺得社工太溫良恭儉讓，讓到最後專業形象都賠掉了…我反而會覺

得那專業堅持、或者是專業自信、或者專業的力道是應該要出來的

(B,394-396) 

你確定你的聽話會換來應有的尊重嗎?如果不會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

都叫案主去爭取，你自己為什麼都不爭取?我是屬於這種比較激進的。

(B,894-895) 

 

(六)掌握社會工作的 Power，充分發揮專業自信 

回頭來看醫務社會工作，其實我們擁有志工、物資與金源，也在這一門應

用的專業中助人助己，這份「Power」是能量也是權力，能在專業關係與結構中

發揮影響力，故應該要對社工專業擁有充分發揮的自信。 

 

我就覺得其實社工很棒啊!就是很應用性的專業，你可以幫別人、幫助

自己，而且那個幫助是很即時的…就是那個家庭你找到錢他的問題就

解決了，或者是你把他補助了就解決了，或者他就願意治療了，那個

是很有 power 的事情。(B,158-162) 

我們社工其實有很大的 power，我們有人有錢，甚麼意思我們有資

源…但是這種東西我們都沒有去彰顯，都覺得這個好像做行政甚麼，

可是其實在權力結構或者是專業關係裡面這是一個很大的資源跟

power。(B,14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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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錢的能量、有這麼多的社會資源可以用、有那麼多的基金可以

用、有那麼多的預算可以用…你還有幾百個志工，這都是人力資源耶!

你有那麼多的資源，你為什麼會覺得社工的部門很可憐?換個角度，護

理部每次要辦個活動都在那邊說沒有預算，我們社服室要辦就辦、哪

管你有沒有預算，那我們自己募款!…那個 power 是很不一樣的，你從

這個角度想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社工是多麼有 power 的位置 (B,789-797) 

我覺得社工其實是一個很有 power 的行業，只是我們這個社群沒有看

到或者不太去講這一段，但對我來講，我會覺得這一個工作是很有位

置的、是很有影響力的角色。(B,306-308) 

 

此外受訪者 B認為要相信信念、並且對專業有信心，方能自在發揮長處。

如果認為社工沒有用，就會越作越虛弱、無法承受他人質疑；但如果確信社工

是有用的，就會越做越好，往好的方向發展。 

 

我一直很相信信念這件事情，信念 belief，就是你相信社工有用你做久

了你絕對是社工有用，你一直相信社工沒用，你再怎麼做也都是沒

用。因為你相信沒用的時候，你做的事情是一直在消滅自己啊，那你

根本那個氣勢就出不來啊，氣勢出不然當然是越做越 weak 阿，越做

越 weak 旁人就開始批評你、攻擊你，然後就越來越印證你的無用

論，所以我很相信信念。(B,1144-1148) 

 

二、重視服務的精神 

(一)深植於內在的助人使命與公平正義，應比誰都理直氣壯 

社工常常會被冠上「有愛心」的名號，但對於專業人員而言，助人是深植

於養成教育的使命，當擁有專業技巧與知能，自然而然地挺身而出便成為理所

當然。而這種骨子裡為服務對象發聲、據理力爭的公平正義，正是我們與他人

最不一樣的價值。 

 

如果有人跟我講說，你一定很有愛心，我說我沒有，我有的是專業，

我是會這樣告訴他。…我覺得不是愛心，是當你去看到這個人，他現

在遇到這個狀況，他的那些脈絡，他的背景什麼的…你自然而然就會

覺得，這個人需要被支持或被幫助，或是需要給他一些力量，我覺得

好像那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它不叫做愛心。也許它是一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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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社工書本上的養成教育，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好像是理所當然

的。(C,2191-2197) 

使命嗎？我覺得…或許也是…但我覺得那好像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

情，任何人看到，可能都會知道這個人需要被幫助，可是我可能比他

們多了一些社工的專業，知道怎麼幫助他們，我覺得可能只是這樣的

差異在。(C,2205-2207) 

 

社工骨子裡那種為病人的公平正義阿、或者是為病人發聲的那一塊，

我們就講得很理直氣壯。那個東西是讓你很熱血啦!就是覺得不行，這

個病人就是這樣，那種東西你就會很據理力爭，我覺得那個東西是還

滿鼓舞的，我覺得對我們來說，這就是我跟醫護人員很不一樣的價

值。(B,318-321) 

 

(二)個人特質與社工專業的呼應 

1.充滿好奇心與行動力，願意為公眾好的事情挺身而出 

在這份以助人為名的專業中，受訪者 A認為自己充滿好奇與行動力的個

性，與社工專業十分契合：當遇到有興趣的事情，無須他人要求會主動達成目

標，特別是為了公眾有益的事，更願意積極挺身而出。 

 

你說社工的專業阿，其實我覺得還是跟那個人的個性有關係，你有多

大的肚量做多大的事，就是這樣子。…因為我個人喔，看到一件甚麼

事，我有好奇了之後我就無論如何一定要達到目的…達到目的不是為

了私利啦，一定是為了公眾的事情。(A,549-557) 

我會自己要求我自己啦!我不用人家來要求我，所以我該做的事我會

做，…看到我有興趣的事情，我就會努力的去把它執行(A,803-809) 

現在想起來跟我的個性還是很合，那我願意去做我覺得對的事情，然

後對別人好的事情我更願意去做，所以我覺得跟我的個性還蠻合的

(A,840-842) 

 

2.看見需求為他人著想 

此外，善於觀察與了解需求、願意為他人著想的特質，也使得受訪者 A與

服務對象、工作同仁、其他團隊……等人的互動上皆能互信、互惠。 

 

我可以觀察到我個人的行為，我非常會去考量到我面前的這個人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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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者是他的需求是甚麼，那他的需求滿足了，即便不是我的需求，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還是一個愉快的經驗(A,851-858) 

我常常也會從我的離職的同仁的角度去看說，欸，你離職對你的影響

是甚麼?不是說，要死了我們這個組織要崩潰了…就會去幫助他想，那

他在這個職涯裡面的過程中間，這個點哪樣對他比較好(A,861-865) 

我覺得社工師還是要有一點這種特質，讓人家很願意黏著你或者是願

意為你。(A,865-868) 

 

3.保持對人關懷的初心並跟隨社工專業的腳步 

對人關懷是社工專業重要的基礎，因為喜歡觀察與接觸人群，受訪者 E在

社工領域中能夠一路上跟隨著專業的節奏，進一步了解家庭的樣貌與社區的資

源，從中發揮社工的專業，將自己的不足與能量在職場上一步步達成。 

 

在社工的這一塊，對於人的關懷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沒有這一塊的

話，其實你會做得不是那麼開心啦!啊我喜歡這一塊就是第一個，接觸

不同的人群，各式各類的，那在社工這塊確實可以這樣子；再來就是

了解，我也很喜歡了解人是甚麼樣子，然後再來一個家庭的樣子…評

估他的問題、需求，再去處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社區資源的挖掘

跟連結。我這樣子回想過來，那個路程是走得真的很順，就是跟著我

們社工的節奏，這些專業的部分，在職場上都可以做到這些事，然後

自己的不足我有把它補足了。(E,197-204) 

 

(三)生命經驗與專業工作的互動 

1.透過服務印證所學並認識自我 

在專業養成與服務的過程中，許多社工已將專業的知能與技巧內化成自己

的一部分，但也因著服務的進展，對於自我成長產生不同的影響。受訪者 E即

舉例，經由服務洗禮，會認識越來越多人的樣貌，除了與所學進行印證，同時

也進一步了解自己的狀態、特質與生命經驗是如何產生影響，對自己有更深的

發現與著墨。 

 

我們在這個路上就會更了解，能夠透過這個我們遇到不同的人，然後

對於我們社工的各種理論，包括像人類行為阿，還有我們所受的訓

練，能夠更了解自己在遇到任何事情當時的反應跟情緒，然後甚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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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定說你要不要把這個情緒在當時發出來，或是你先處理事情。你

就可以更了解自己是甚麼樣的一個人，自己有甚麼樣的特質。我覺得

我是在走這一條社工的路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的樣子。(E,275-280) 

 

因為我們在處理不同的事情、遇到不同的事件的時候，每個其實反應

都不同、處理的方式可能也不盡相同。雖然說我們有一定的工作流

程，阿你為什麼會選擇這樣，可能就會跟你的人格特質會有關係，或

是你的生命經驗，阿你就會發現，哇!原來我是這樣的一個人。(E,289-

292) 

 

2.生命經驗與專業工作的交織 

此外在助人過程，也會因為服務而使專業成為自助利器，並再次將成長回

饋於專業工作當中。受訪者 C即表示，過去談到同理病人、家屬，總感覺有點

空洞，但歷經生命經驗的持續累積、或者自己也曾遇過類似事件，則更能同理

病人、家屬的心境與困難，將自我與專業緊密地交織。 

 

我們常常在講，去同理我們的病人、同理家屬，每次講好像會覺得有

點空洞，當然我們覺得，我們是可以理解他的辛苦，但是真的家人生

病了之後，你會發現那個同理是很直接的，我也經歷過，我知道你現

在正在經歷哪些事情…對於自己在處理一些個案上面，我覺得是更能

夠去…，立刻就抓到他當下的感受，或是他需要什麼…我覺得它是一

個生活經驗的累積之後，對於工作上有一些幫助。(C,0744-0750) 

 

(四)專業所帶來的成就感 

1.生命的豐富與意義的探尋  

談到臨床工作中的迷人之處，受訪者 B認為與人工作的深刻經驗別人無法

複製也拿不走，而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是很豐富生命的，藉此能讓自己去思考人

生的意義，開拓自己的價值觀與生命觀，這些都是在助人過程中助人自助的最

佳證明。此外，受訪者 F也分享每次的服務都是一次成長，能夠從病人、家屬

與醫療團隊中有所學習。 

 

臨床迷人的就是那種每一個經驗你背在身上的，別人拿不走。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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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過哪一個重大社會案件就是我處理，這是我的經驗，別人拿不

走。你可以 copy 但是你沒做過就是沒做過…那個東西是很豐富生命

的，因為你可以從這麼多的案例去想很多生命的價值…就是你自己在

助人的過程，真的有時候助人自助啦，就是講難聽點就是你做了那麼

多功德，人家也迴向給你，就是讓你的價值觀或是你的生命觀是不同

的視野(B,769-776) 

 

我覺得我不管是在病人面前、還是家屬、還是醫療團隊，我都覺得，

每做一個個案，我就在學習一件事情。(F,128-129) 

你做社工之後，你會看到更多面向，你會知道，原來社會有這麼多

人，你可以學習的。(F,1120-1121) 

 

2.臨床的回饋與專業的拓展 

臨床上的回饋對於受訪者們而言是很大的感動與鼓勵，當看見個案因為社

工的介入而有所改變、家庭因為社工的參與而度過難關，或者在醫療的過程當

中也協助病人完成需求，這些直接且真誠的回應與感謝，使助人工作者們願意

繼續努力下去。 

 

你會覺得那個無形的回饋你會很感動，每次講到這些我都覺得，我為

什麼不做臨床?它會讓我現實的覺得，他們就是有需要，我付出我可以

幫他們做的連結，完成他們應該做的事情，也了結了我的心願，所以

我還是覺得我做臨床好。(F,332-336) 

 

很多時候是很直接的回饋阿，你真的就幫助這個家庭，這個家庭就真

的很謝謝你，然後你在他們這麼危機的時刻、這麼辛苦的時候你幫到

他們的忙，這個就很迷人了我覺得…就是這種很直接的回饋、然後很

有成就感，然後這個是有別於醫療，就是把他治療好之外的那種成就

感。(B,777-781) 

 

當你在協助一個人，看到他的一些改變，或者是看到他在你的協助之

下，可以有一些不同，我覺得那是還蠻值得開心的事情。或者是一個

家庭在你的協助之下，它可以回復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況，或者是可

能家屬會回饋:還好這段時間有你在，不然他家人可能…他自己一個人

沒辦法面對這些事情，等等這些，我覺得那個都是還蠻大的成就感所

在。(C,1784-1788) 

 

 



102 

 

而升任主管後，若能順利執行院方所賦予的任務，並且讓社工專業能見度

提升，對於受訪者而言也是另一種層次的成就感所在。 

 

當主管我覺得成就感在於，醫院給予很多的任務需要去執行，如果你

推展得很好…然後有被看見，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成就感，但是我覺得

那是不太一樣的成就感。(C,1794-1797) 

 

三、凝望生涯一路的堅守 

(一)付出所獲得的成就感與快樂，讓自己願意留下來 

憶起自己一路走過來的過程，受訪者 E感到十分開心與順利，認為透過自

己的努力與服務，能夠證明社工專業的價值，並且持續相信所做所為的意義，

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受訪者 C也覺得社工專業有其魅力與成就感所在，因此使

自己願意留下來。 

 

我覺得我這樣一路走來我還挺順的，在社工的路上。…第一個就是開

心啊，那開心是不管你怎麼辛苦的話你會有成就感，那個成就感很重

要…即使別人對我們的專業不認同，但是我會去努力的服務，證明自

己可以做得到，而且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得到。(E,82-85) 

 

我覺得這個工作還是有它的魅力所在，有它的成就感所在，也有它的

意義所在，所以才會繼續留下來。(C,1777-1778) 

 

至今仍對社會工作熱情且喜愛的受訪者 B表示，持續留任專業是自己幾經

考量的結果，且因任職醫院已有前輩打下社工專業基礎，故從沒有想過要退

出、一路上也覺得充實愉快。即使現在內部的專業發展有點停滯，但因為自己

一路挺過該院的不穩定時期，同時也有所累積學習，因此始終能站穩自己的腳

步，不斷順利往前。 

 

我就覺得當社工太好了，我到目前都還很喜歡當社工，然後我覺得這

個議題我想了很久，所以可能一路下來我不會太多挫折，因為自己選

的。(B,1077-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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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我沒有想過要離開社工，從來沒有。當然一方面是環境夠好，

那個環境夠好是…挑這樣的醫院(現任醫院)進來你不用開始那個開創

期，因為前輩都幫你打滿好的底子…等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是比

較容易看得到前面。(B,544-549)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我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候

剛好也是我自己練功得還滿順的時候，所以我後來站起來之後就一直

都站得滿穩的，這個是我幸運的地方。所以可能有的時候是人的特質

或有的時候我一直都跑在很前面，(B,551-557) 

 

屆齡退休的受訪者 A則是認為，在社工專業當中的每一天都很快樂，在自

己還有價值與能力之時，仍希望繼續解決問題、發揮專長，為社工專業盡一份

心力。 

 

我們辦公室的同事說"OO 你甚麼時候要退休，你還真的撐的下去喔!"

我說"我不是用撐著這個字欸，我每天都很快樂啊，我每天都在解決問

題，我很快樂啊，我幹嘛要撐!"…我年資應該是夠了，但是我只是在

想說，受了這麼多的教育了，而且我覺得我有能力，我幹嘛要這麼早

退休，…其實我覺得我還有很多可利用的價值，要這樣講。(A,872-

880) 

 

(二)豁達看待生涯中的能與不能，在其中做好自己能做的 

回顧受訪者的生涯點滴，討論這一路上的堅守，受訪者 A談到自己就是社

工師成長的縮影，從臨床工作、行政業務到升任主管，逐漸累積起自己的經驗

與視野。雖然員工就如同卒子，有時業務與責任是自己無法選擇，但因為深信

自己的專業能力與作為，因此心中無懼政治角力，而能在相對的位置上盡力發

揮所長，即便會沉寂一段時間，仍相信終有一天會被看見。如此自信與豁達是

在歷練之後有彈性地看待生涯中的能與不能，並將專業昇華至另一層次。 

 

從我的身上你會看到一個社工師養成的縮影，就是你在臨床工作上面

的努力做一些事情，有機會的時候，你會負責一部分行政的任務，那

你負責行政任務有行政的歷練了之後，有機會你會到一個主管級，在

那個中層主管裡面，你要做的事情就會是看到全組社工的發展，你希

望帶他們到哪一個地步去，會是這樣(A,409-413) 

 



104 

 

員工齁，本來就是卒子一個，你沒有選擇的，有些時候是你沒有辦法

選擇的，不是想說我做社工我很單純，就是做我臨床工作的事情做

好，甚至於每個社工也可能被主管調來調去，他要你做甚麼不讓你做

甚麼，他都有這個權力。那我個人會覺得，我並不會擔心政治角力這

件事情齁，我在…還是跟個性有關係，我覺得你在那個位置上，你就

做你會的事情、懂得事情，盡力把它做好就好了，不會沒有被看到，

即便是沉潛一段時間，我覺得以我個人的自信，我也不會擔心這些事

情，覺得被打壓，我心裡面沒有那兩個字，有甚麼好打壓的? 就是，

你可以做事，只要我可以做事可以發揮我覺得在哪個位置上都好，都

不是問題，所以也要有一些這種彈性，也在當一個社工的歷練過程中

間，你也要把自己的這個彈性練得更強大，沒有甚麼事情了不起的，

這個樣子。(A,828-837) 

 

(三)喜怒哀樂都在此，沒有一天不喜歡社工 

訪談開場，受訪者 E便已表明自己對社工專業的認同度相當高，因此若與

人談到自己一路歷經的社工生涯，即使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在此發生，仍然很喜

歡社工專業，也是留任至今的最大原因。 

 

我都會跟人家介紹，如果談到自己，跟社工這個經歷這個路途來講，

我都會說我從第一天當社工到現在我每一天都是喜歡的、都很喜歡，

所以這種專業的認同是很相當，就是每一個我都很認同啦，有這些我

們才會留的這麼久。每一天都沒有一天不喜歡，即使喜怒哀樂都在

這，我都還是很喜歡。(E,43-46) 

 

(四)人生沒有正確答案，積極為自已做出選擇 

受訪者 F以過來人的姿態鼓勵，人生沒有正確答案，因此想做的事情就趕

快去做、不要猶豫。如果當初沒有選擇轉換職涯，可能還會在角落自怨自艾而

沒有看見人生更具價值與意義之事。 

 

如果我當初沒有想到自己轉換環境的話，我繼續在 OO，我今天可能

也不是坐在這裡，我很可能在 OO 的小角落自艾自怨，今年年終獎金

怎麼剩這樣，類似這樣子。所以人生，我覺得你想到什麼就去做，人

生沒有一定對跟一定不對的，你想要做你就去做。(F,110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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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溫信學(2017)引述 Hall(1968)在社會工作專業組織的專業區分，認為醫院社

工和關係屬於他律型(heteronomous)的專業組織，醫務社工在此體制容易受到管

理與支配。施睿誼等人(2014)也指出，國內醫院社工部門從部門名稱、人員編

制、經費預算、辦公處所的位置、任務角色、參與臨床工作程度等均存有明顯

差異，「同中存異、異中求同」成為醫務社工專業發展的特徵。經由本研究訪談

發現，受訪者們在不同的醫院環境之下，各自擁有相應的面對與承擔，除了探

索如何與其他專業合作的方法之外，也在其中不斷平衡非傳統的專業工作，最

後回顧自身進一步將社工專業內化於心。 

受訪者們以自身經驗為例，分享自己如何在長期的耕耘之下透過觀察、傾

聽、進而成為連結者，同時也隨著專業的成長發展，清楚知道資源所在，而能

靈活地侃侃而談、借力使力，在互動間讓其他專業看見社工專業。然而在大環

境的變動當中，無論是醫院或者各專業本身，仍然受制於生存與競爭的壓力，

在力求進步的同時也往往需要承攬更多責任與壓力。雖然某些業務看起來並不

像社工的職責，但在這之中，隱含著某種專業交換的策略，社會工作者應盡可

能去淡化非專業的既有框架，並在適當的時機去凸顯專業角色，而能夠將其視

為是一種延伸服務。 

最後回歸到受訪者本身，走過這些挑戰與經驗，是受訪者對於社工專業承

諾的重整與確認，同時持續充電使自己勿忘社工專業的初衷與理想，並把這份

經驗傳承下去：這份專業或許並不完美，但仍然是我們共同對於助人的盼望與

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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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前瞻的期許─盼望與建議 

經過了生涯的歷練，資深醫務社工對於專業的追尋與堅持顯現在其精神及

行動當中，在研究的最後，受訪們紛紛停步回首並向前瞻望，闡述了對於未來

的盼望與擔心。統整受訪者的想法後，本節將分為兩部分討論受訪者們對於新

手醫務社工的盼望、以及對專業制度與未來發展的建議，記錄下資深醫務社工

們這份對專業的愛護心意。 

壹、對新手社工的期許 

一、專業準備 

(一)對醫療領域的興趣 

受訪者 D認為，對於醫療領域有興趣，是進入醫務領域時的首要條件。由

於在醫院當中，社工無法進行醫療處置、甚至連心理測驗也不能做，我們能與

其他人交流的是對話與連結，因此要對這個環境有所興趣，才有辦法在專業環

伺的環境下繼續走下去。 

 

對於投入醫務社工專業的新手社工，我覺得他優先的是他必須要對醫

療這一個領域是有興趣的。(D,779-780) 

要對醫療這個領域有興趣，你才有辦法在這麼多專業環伺的環境之下

可以繼續走下去。不然的話人家你一句我一句你就倒了啊!你也不能去

拍 X 光片、你也不能給人家抽血，你也不能去給人家評估他該吃甚

麼、他不能吃甚麼。你甚至連心理測驗都不能做。那到底你有甚麼可

以跟人家交陪的?那其實首先你還是要對這個領域有興趣我覺得非常重

要。(D,807-811) 

 

此外，受訪者 E表示，初入職場時可能要認知到社工不是一份會賺大錢的

行業，所獲得的是心靈上的富足，因此對於專業的興趣是重要的初衷。 

 

社工不是一個會賺大錢的事情，他能夠得到的，可能不是生活的富

足，是心靈上的富足，是不太一樣的(C,1839-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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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工專業與醫療知識的充實 

面對多元與多變的醫療環境，受訪者 C建議期待投入醫務領域的社工，除

了打好社工專業的基礎，也要不斷更新資訊，對新的政策、法令與福利……等

時事有所準備，才能跟得上進度。 

 

專業準備，我覺得課本上面的東西是最基本的…除了這個之外，我覺

得現在時事，現在如果要投入醫療社工，我覺得很多健保上面的一些

政策、一些新的法令、一些長照相關的福利什麼，那些東西，都要能

夠先有一些準備再來，要能夠跟上現在的進度。(C,1851-1855) 

 

同時受訪者 D也表示，對於剛進入醫務領域的新手社工而言，必須要在短

時間內累積業務上所遇到的相關醫療知識、專有名詞與疾病歷程……等，藉此

扮演病人與醫療人員之間的橋樑，同時也才能知道病人所面對的困境與壓力，

讓社工專業發揮得更好。 

 

對於我們新手的社工來講，他必須很短的時間內要盡快去累積他業務

所遇到的，所謂疾病的這些 information，因為有的時候他必須要扮演

一個橋梁要幫醫生做病解，有的醫師喜歡烙一些專業名詞，然後他要

假裝幫病人問問題，其實是要引導醫生去跟病人怎麼做說明。這個東

西是我們在學校裡面沒有教的東西，這部分是比較難的。(D,793-797) 

舉個例子你今天碰到的個案是一個洗腎的個案，或者是說，他即將

要，他的腎臟已經慢性腎衰竭，他要接受洗腎，那你比需要對洗腎這

件事情有了解，你才能夠知道他會面臨到的不方便、困難、心理壓力

跟負擔是甚麼。(D,785-788) 

 

二、實務磨練 

(一)先觀察再出手 

走入實務工作中，受訪者 F認為熱血固然立意良好，但行動之前的冷靜觀

察十分重要，無論是對團隊、服務對象或者是自己，如果能在出手前對環境有

所觀察、理解、想清楚自己的施力點，就能在互動中扮演好相對應的角色，透

過精準地應對進對，將事情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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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太快出手，先觀察一下。觀察真的很重要…不管你對團隊、還是

你對病人、甚至你對自己，都看一下。就像我們講的，每一件事情，

你只要再考慮一下三秒鐘…當別人罵你的時候，你稍微停一下，他在

幹嘛？你不要馬上回應他，架就吵不起來…用這個道理去看看，別人

在做什麼時候，你稍微看一下他在幹嘛，用這個觀察，去觀察你的周

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你才能出手，就不要太快要成為「我是大聲

公」，這樣就好。也不要太委屈自己。…就是當病人在罵你或怎麼樣，

你覺得很委屈的時候，你要怎麼辦？就回辦公室，大家互相講一講

(F,931-951) 

 

(二)自我要求與經驗成長 

受訪者 B對於新手社工的期許，則是臨床經驗的成長累積與自我要求。由

於社會工作者本身就是工具，且每個人的風格有所不同、自我發展的階段也有

差異，如何融合知識、技巧與自我，並從中知道自己的專業能力與不足，是專

業成長重要的基石。故受訪者 B認為不是完成服務就好，而是要在其中有所覺

察與要求。例如：要知道自己在服務對象面前的樣貌、整理過自己的專業能力

與表現。透過定期、有脈絡的回顧，才能漸漸了解前輩們是如何下決定、昇華

己見，避免落入一味模仿前輩的情形，慢慢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做法。 

 

你一定要對自己的會談功力是要覺察，還有要要求的，不要覺得每個

案子都解決完了就好。解決問題當然是你這個工作非做不可的事情，

可是對你自己真的有幫助的真的就是這種專業的提升，那因為我們是

一個自己就是工具，我們沒有甚麼特殊的醫療儀器，你這個人就是工

具，你這個人給這個案家的感覺、你的態度、你講話的方式、你會談

的風格、或者是你跟案家建立關係很快的、很慢的，你自己有沒有去

做這樣的覺察，保養你這一個人是重要的。所以我覺得醫務社工來

講，你又是在醫療的情境裡面，你要知其所以然，就是你為什麼變成

你現在這個樣子，你自己是要去整理過的，然後你在病人面前的樣貌

你自己是要看得到的。不要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覺得對新手社工

來講，新手社工常常就是很焦慮，所以前輩說一就一說二就二，可是

他可能沒看到前輩為什麼說一他可以做成一，你有沒有看到那種個別

差異(B,66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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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訪者 B進一步說明，有所進步很重要，如何不再犯同樣的錯、不吃

一樣的虧，對於自己的處遇、經驗要有所反思，無論是知識理論的補充或是自

我生命經驗的探索，皆為重要的成長養分。 

 

進步是很重要，你有沒有再思考你的工作，然後你如何不犯同樣的

錯，或者是如何不吃一樣的虧?對我來說這個是我很 care 的事情，所

以我去督導的時候，我也會很 care 這樣的事。你一直卡關在這一類的

案件，那你有沒有反思或思考你的處遇到底怎麼了?那跟你的生命事件

有甚麼撞擊或是甚麼，不然你為什麼一直卡關?阿不然就程度太差…有

的時候那個卡關，如果這些點都打通了，不在這些點阿那就是書讀得

不夠阿，你沒有那個理論當底嘛!所以你不知道怎麼做。(B,930-936) 

 

(三)瞭解限制與特色，朝著標的前進 

受訪者 E也提出類似受訪者 B的觀點，認為新手社工是要確認自己的特色

與限制，並對自己的專業樣貌有所期許。受訪者 E舉例，誰說社工一定要溫

暖？若是能夠創造出自己的特色，亦不失為一種專業。此外，在專業發展上也

要有一個目標，如果擔心沒辦法上手，可以找一個角色楷模跟隨，慢慢朝著專

業標的前進。 

 

你的特色是甚麼?不同的社工有不同的特色喔，那你要期許自己成為甚

麼樣的社工?溫暖的，那你也可以不要溫暖阿，你可以是專業的，不需

要讓人家一看就感覺你有溫暖，幹嘛一定要有溫暖?我可用我的專業，

即使我淡淡的也可以這樣子。(E,1079-1082) 

要確認自己的特色在哪裡，然後自己的限制在哪裡，然後不要忘記持

續的成長，阿找到一個標的，比如說你想要，比如說你可能有一個人

可以先去 Modify 去模仿或是說一個里程碑，然後你到那邊以後再繼續

往下一步，要一個標的在那邊啦，要有一個目標(E,1132-1135) 

要找對好你要跟的對象，如果怕靠自己沒有辦法上手的話，就要找對

人，這個很重要，因為可能沒有很多人可以像我這樣一路上來，從一

個人到六十個人。(E,1124-1126) 

 

(四)歷經長時間的探索再決定去留 

受訪者 A則認為，社工是一門需要經驗與實務累積的專業，工作五年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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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開始跑、五到十年才是能夠完整發揮的時候，唯有經過長時間探索，再來

考慮去留才能真的學到專業精隨。 

 

對於新手的社工，如果要走醫務社工，我希望給自己十年的時間來接

受挑戰，因為你畢竟，當你覺得說，我試試看呀!可以的話就兩年，不

可以就半年一年就走，那永遠學不到東西，那真的學不到東西，因為

你不把自己逼死在這個地方，你不要想不爽就走，現在就變成說，很

容易就…因為反正可以吃自己呀!過快樂就好了(A,680-684) 

我覺得兩年三年根本成不了氣候，五年齁!才剛剛開始可以跑，五到十

年我覺得才是一個可以自己做自己的時候，那個時候是對你來講，臨

床工作輕鬆如意，而且你可以想辦法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個時候，等

到你做了五年十年之後，你來看看你要留在這個領域還是你想要換領

域(A,756-759) 

 

三、身心的檢視和照顧 

(一)保持身體健康，才有辦法在醫療環境工作 

除了專業上的準備與累積，受訪者 D也提醒醫院是一個細菌較多與容易感

染的環境，因此對於身體的照顧十分重要，畢竟保持身體健康才有辦法在醫療

環境中工作。 

 

畢竟這個環境是一個比較充滿著很多細菌感源的環境，那生態不太一

樣，那你本身適不適合從事醫務社工其實最根本的是你身體能不能受

得住，你如果說來醫院上班，才來上班就感冒了，然後從此感冒好了

就接感冒、好了就接感冒，然後你只要一出國人就沒事，有些人長時

間沒在醫院上班就沒事，那就可能你就要思考說你是不是對醫院這個

環境不見得是適合你的，不是風水的問題是細菌的問題。(D,799-804) 

 

(二)工作與生活的調劑轉換 

此外，身心的調劑與專業的維持，亦為社會工作者不可或缺的能量來源。

受訪者 C與 D皆建議，要在工作與生活之間有所協調，努力工作之餘也保有自

己的生活，同時維持著專業的精進。受訪者 F則進一步建議，要找到自己的興

趣和釋放壓力的出口，並解培養容易轉換角色的人格特質，在能夠拿捏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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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下再步入有壓力的工作。 

 

建議工作跟生活還是要區隔開來，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會把個案帶回

家，或者是會覺得，我要解決他所有的問題，我覺得那些都是很不健

康的想法。(C,1840-1842) 

我覺得工作跟生活是需要區隔開來的…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不

應該讓工作進到生活裡面來。當然也有可能生活的事情越來越多，已

經沒有餘力再去思考，這些病人就上班再來處理。(C,0519-0525) 

 

我們的工作都是在處理貧、愚、髒、病、懶這些常態分配最左邊的這

群人，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你要怎麼樣去讓自己保持一個調劑也好，或

者是說精進你的專業也好，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的。(D,317-319) 

 

先把你的喜好興趣先找出來，一個很明確的東西之後，你知道未來你

碰到壓力，未來你碰到什麼事情，你可以由這個出口轉出去，你才開

始去步入你覺得會有壓力的工作。(F,966-968) 

跟個人特質也有關係…你容不容易轉換你自己的角色？…當很容易去

轉換的時候，我就覺得你的壓力不會太大，因為你的特質夠…我如果

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平常拿捏得很好的人，那麼在這一塊，你自然會

釋放你的壓力。(F,97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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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專業制度與未來發展的建議 

一、社工專業的精進與凸顯 

(一)專業應隨著社會的變遷持續發展 

在日新月異的醫療環境中，醫務社工對環境要有敏感度，並隨著社會變遷

發展相應的專業制度。受訪者 B舉例在高齡化的浪潮下，社會工作者如何在其

中陪伴、接觸生老病死，並明確描繪出專業的樣貌，是未來在醫療情境中執業

的關鍵。 

 

醫務社工的專業制度，我覺得原則上他還是要隨著社會變遷，就是整

個社會氛圍要跟著走，所以對於那種社會的敏感度，是要有敏感度

的。(B,680-681) 

醫務社工你必須認知到台灣就是進入到一個高齡化的社會，台灣就是

一個醫療資源充沛但是要賺大錢不可能的時代，那你留在醫療這個情

境，生老病死是一個過程，所以你怎麼在接觸這些生老病死的人的時

候，你這個專業是可以被看見，或者是你一講社工人家不會覺得你是

志工，就是你這個專業到底是甚麼東西是明確的。(B,730-734) 

 

(二)創造專業角色與服務的多元性與不可取代性 

事實上社工的專業與角色凸顯是社群長期探討的議題。受訪者舉例，在目

前臺灣社會當中，除非是有接觸相關領域的人，否則大眾仍然不太認識社工專

業。然而對於弱勢及特殊族群而言，社會工作者是相當重要的存在，因此如何

發展出我們的不可取代性與特色，讓他人對社工專業有所了解，是重要的專業

進展。 

 

以現在來講，可能走出去外面，你跟他講我是社工，他就說「喔，在

幹嘛的？」，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台灣好像還是這樣子的狀況，除非是

在相同領域的人，大家才知道社工在幹嘛……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沒有

能力去改變這一切，但是會蠻期待有一些前輩們，或者是知道怎麼樣

可以包裝社工的專業角色，讓別人看到的人，可以去做這件事情。事

實上我們是還蠻重要的存在我覺得，就是在整個社會的弱勢當中，或

者是特殊族群裡面，是還蠻需要存在的人，可是好像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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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81-1588) 

 

我們必須要發展出我們的專業有不可取代性跟特色，這樣才會被看

見。(E,1053) 

當少了我們社工的角色就不行，不然怎麼叫作專業?(E,1058) 

 

事實上，社會工作的角色是多元的，除了社會資源運用與連結是我們的強

項之外，更不應被侷限在經濟補助的角色當中，而是從規劃、連結、關懷與行

政的專業裡，創造與其他專業不同的特殊性。 

 

其實我們以前都一直被很侷限，現在還是一樣，大家都會覺得沒錢了

才去找社工，有經濟困難才找社工，其實我們真的不是只有補助這個

功能而已，我覺得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C,1617-1619) 

我們比較是一個，又要去連結、又要去做參謀、又要做關懷，對家屬

關懷、對當事人關懷，又要去做行政。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的

角色要去做。(C,1498-1500) 

 

此外受訪者認為，能夠協助醫院解決問題是社工最大的價值所在。我們除

了協助處理個案的議題，也可以在特殊事件中主動參與，無論微視或鉅視層面

皆能有所發揮、創造強項。 

 

其實社工最大的價值就是你有沒有辦法幫醫院解決問題，那解決問題

分成兩個，一個就是個案上的問題，個案問題解決了也是幫醫院解決

問題嘛!另外一個就是，醫院的大事能幫醫院解決了，那也是解決問題

(A,593-594) 

你當一個社工師，你能夠做的事情，不要只把它限制在你要做臨床工

作阿、這種個案阿，你可以做的事情還可以更大，如果你願意，然後

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狀況之下，是可行的!(A,263-266) 

我們要創造我們社工專業在醫療體系中的強項…要溝通了就是找社

工、要全人照顧了是找社工、我們是一個 Team 要含社工，這一些就

是專業服務；那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是看鉅視的問題還是微視

的問題，微式的問題是個案的問題，但是醫院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就

像光一個搬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內裝的時候我就有參與…我

會給很多長遠的想法…所以他們現在都知道要早點叫我參與。(A,633-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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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雖然說醫院是以醫療為主，但講到服務不會忘記社工，在份內

的工作上除了做好之外，若能更進一步提供感動人心的服務，深受團隊、機

構、甚至社會大眾的信任與心安，便是發揮了社會工作最大的影響力。 

 

雖然說醫院以醫療為主、以醫事單位為主，但是講到服務就不會忘記

社工，所以呢?我們能夠在這個領域上面把他顧好，顧好是一個層次，

顧到很漂亮，顧到好很感人，就看你顧到哪一層，那當然希望顧到上

面這一層啦! 顧到很感人，我很努力在朝向顧到很感人這個階段。

(A,620-624) 

我們可以做到人家凡事，欸這個事情就…馬上想就是你，你可以做得

到，一方面信任你，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說好了，他們就放心了，這個

就是我們價值所在(A,628-630) 

 

(三)在環境中呈現績效、產值，並持續創造自我價值 

除了在實務工作中展現能力，受訪者 D認為亦須從營運者的角度來談社會

工作的專業彰顯。受訪者 D表示，雖然與我們合作過的專業，都明白社工專業

的重要性，但在制度與經營的推動上，仍期待能運用客觀計量的方法，具體評

量出社會工作的產值與貢獻，力求在成本、成效的要求中，為社工專業價值撐

腰。 

 

跟我們合作過的專業都知道社工的價值是很重要的、社工是很有幫忙

的，但是問題是那個還是抽象的東西。(D,923-924) 

我們的醫療團隊的成員只要有跟我們合作過，都很尊重我們，都知道

社工很重要。可是問題是醫院的經營者他還是要考量到說人力阿、成

本阿，等等的。(D,899-901) 

我也希望能夠有一套比較客觀的計量方式，可以去算出 social worker

的產值。因為你要跟醫院經營者要告訴他說我們在忙甚麼、我們在做

甚麼，好像要有一套產值的計算模式去他，很容易理解到說，OK 你

是有價值的。不然的話每次要跟人家講說我們在做些甚麼，其實好

難。(D,907-910) 

 

因此受訪者 D與 B皆認為績效、產值的議題是必須思考的，不僅是將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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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內部的管理，更要討論對於非相關領域的實證呈現。雖然目前並無具體的

解決之道，但這份帶著專業使命往前走的心，是歷經了風風雨雨後給自己持續

堅持的功課。 

 

要怎麼去告訴人家你很重要?這一點我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一個很好

的辦法…但是我相信如果能夠有一個計算的方式，去把大家的產值、

去把這個辦公室的產值算出來，然後平均分給每個人，那至少你可以

告訴人家說我在忙甚麼、我對醫院的貢獻有多少。畢竟你要跟非相關

領域的人去說服他，你還是要用這種大家聽得懂的東西。(D,932-937) 

 

我反而會一直思考的是，社工的績效怎麼呈現?這個一直是社工界很痛

的事情，可是一直也沒有甚麼解決之道。所以也還在想，可能也是跟

管理的議題有關。(B,378-380) 

 

受訪者 A則認為，社工專業必須增加附加價值與社會需求，才會得到空

間、受到關愛。若以現行制度仰望未來，受訪者 A認為業務的取代性相對較

高，雖然對此感到悲觀，但不代表不能在其中有所努力。故其進一步勉勵：工

作者們要能在工作崗位上盡力發揮能量，以取得他人的信賴與依賴，藉此發展

地位及不可取代性，並進一步做出與其他專業的差異，使社會工作專業發光發

熱。 

 

我們增加我們的附加價值齁，沒有不會怎麼樣，但是我是說齁，我們

要想辦法創造一些社會需要我們，他才會給我空間，同樣的，醫院需

要我們，他才會給我們空間，才會對我們有關愛(A,761-764) 

你說對未來的專業制度，我個人覺得齁，我算悲觀的! 我所謂的算悲

觀的，主要是因為我們醫院確實是我們有一些業務可取代性稍微高一

點點，可是並不代表我不在這個工作上面、位置上面，努力讓我們做

不一樣的事，我剛剛前面有提到說，其實怎麼樣讓別人依賴你、信賴

你，就是甚麼事情都要找你，其實那個不可取代性，會讓你可以做自

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增加自己的地位，然後人家也會覺得，哦~果然

社工就是不一樣!(A,764-769) 

 

(四)結合學術與實務，共同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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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研究為專業發展重要的基礎，然而受訪者 D認為在實務工作中要獨立

進行研究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期待透過學術與實務的結合，讓學界的老師帶領

研究團隊，透過實務工作者的引薦與合作，於醫療場域中發展出屬於醫務社工

的學術產出，進而對社工專業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醫務社工的專業制度我會比較期待的是，未來還是能夠跟學界老師有

一些，屬於我們台灣醫務社工實務的研究。(D,841-842) 

做研究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就可以獨力完成，你還是需要一個

team，那這個 team 比較理想的設計的模式是，透過學校老師作為 team

的 leader，那他本來有一群學生，這個學生他有可能會隨著這個入

學、畢業而有一點點汰換跟周轉，但是他可以跟幾個在實務界的主

管，能夠有一些連結…那老師可以帶著他的學生來跟機構一起合作做

一些研究，然後發表成為醫務社工專業發展上面的這些 paper 或者是

這些重要的研究的累積。這樣子才會對這個專業未來的永續發展才是

有幫助的(D,848-855)。 

 

二、人才培育與維持 

(一)課程與實習的前端教育 

學校教育與實務工作的連結，是人力職涯發展是否能順暢接軌的基石。受

訪者 E表示，若在校有老師能提供相關建議，並藉由實習經驗讓學生的專業不

流於想像中，對於畢業後的轉銜將是一大幫助。此外，社會工作是要與其他專

業高度合作的專業，因此在專業養成中若能加入如何與其他專業合作的訓練，

使入門的社工知道要怎麼面對多元環境、如何讓他人了解社會工作，在投入職

場後，也能使服務更順利地推展。 

 

所以在大學裡面有沒有能夠更對於我們的，之後的那個，在畢業之後

能夠更順利接手的選擇，我覺得這部分還可以多做加強，專業制度的

選擇。所以實習來講真的很重要阿。我不知道現在跟以前有沒有甚麼

不一樣，是靠著我們自己的想像去選?還是說老師會有在這一塊能夠多

給建議。(E,173-176) 

我們新手入門的社工裡面…我突然想到這一塊，對於專業制度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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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當我們遇到不同專業的時候我們怎麼去面對?(E,447-448) 

除非是一剛開始我在學校裡面就是學醫療或是精神，比如說醫學大學

他本身就在醫院體系裏面，那就會有這些的狀況可以去訓練這樣子。

不然一般大學不會特別的去講這一塊，可能就是在一個學期裡面有醫

務社工或者是精神社工，但是不能夠討論到著墨到這麼多。不然就是

說，我們要有一個課程，我們要怎麼讓不同專業了解社會工作?專門的

一個課程是這個樣子，而且是必修之類的。(E,480-485) 

 

(二)教育訓練與督導制度的建立 

在專業體系的建置中，受訪者 B與 E皆認為人才的培育與訓練十分重要，

如果單位內部願意提供有系統的教育訓練與督導制度，陪伴新手社工及在職夥

伴持續在專業上成長、共同面對問題，除了能使服務品質提升，也能讓人力擁

有穩定性，對於機構與個人都是良善助益。 

 

我們的專業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你發展社工的體系裡面，訓

練底下人很重要，不管是組長或是督導或幹嘛，那是很重要。(E,876-

879) 

我覺得專業很重要的是不斷地去受訓，那個這個訓不一定是一定在外

面，在內部如果我們有系統地這樣的一個教育訓練的話也是很好的。

(E,161-163) 

新進的社工或者是我們在職的社工，他要持續在專業的成長，讓我們

工作更順利、品質能夠更好。(E,905-906) 

我們在走社工這條路，如果沒有人陪伴的話，一定要有相關的教育訓

練進來，才可以讓我們這條路走得更順。(E,247-248) 

 

我們每個臨床都有配一個督導，這個還是重要的啦!你知道可以問誰，

或者是可以跟誰討論，或者是再怎麼資深的人都有會被卡關的時候，

可以跟誰討論，這還滿重要的。(B,964-966) 

所以個督的制度還是重要，社工界督導制度講了 30 年，那幾個機構做

得到?可是真的有做到這樣你的人力就穩定性很高，你這個機構就不會

那麼費力，不會一天到晚在招人、一天到晚很辛苦這樣子。(B,966-

968) 

 

三、在大環境中維持整體專業的發展 

(一)期待未來有更多國際交流的機會，特別是與我們鄰近的亞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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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在國內環境中努力，受訪者 D也期待能有更多國際交流的機會讓

自己有所學習，而受訪者 D認為與文化較相近、地緣關係較接近的亞洲國家交

流互動與連結，可以對彼此的制度進行參照、互相勉勵，甚至藉此開啟合作的

契機，重新找回對專業的熱情與初衷。 

 

再來就是國際的連結啦!…應該要找一些跟我們文化、可近性比較高的

來做連結，因為這樣才有意義。…我覺得還是以亞洲這邊文化稍微接

近的來做一些交流我覺得是比較實際的。(D,855-862) 

他們也對我們的制度有興趣，然後他們的東西也許我們可以參考，然

後我們可以有一些互動，看怎麼樣去有一些合作的機制，可以彼此，

maybe 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一些更好的專業發展的影響，但是我覺

得總是一個開始。(D,404-407) 

工作之餘你去做一些這樣的專業交流，可以刺激我們重新找回我們對

專業的熱情跟初衷…我覺得這個東西收穫是我們自己的，你也可以因

為他的演講去思考(D,1006-1009) 

 

(二)環境的轉變，需維持自我專業 

談及目前的工作環境，受訪者 B分享了人力流動上的惡性循環，表示現在

的人力訓練力求速成，與過去相比已相差許多，因此容易造成流動、也讓有經

驗的社工感到疲憊。這起因於外在環境的快速變化，使得主管往往擋不住團隊

或院方的壓力，只能趕緊將人力補到位承接業務，卻未能顧及人力的裝備。因

此受訪者 B表示必須在快速變遷的生態中學會獨善其身，以維持自己的戰鬥

力，在未來的專業發展仍持續尋求可突破之處。 

 

坦白講我們那個年代的訓練跟現在的訓練已經差很多，就算我現在自

己掛督導我也很明白我現在 training 的新人跟我當年受到的 training 其

實大概縮水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現在是非常速成的，當然主管的風

格是一個，再來就是整個醫院的環境。(B,585-588) 

醫院的環境是甚麼，就是主管擋不住醫院的壓力的時候，他只好把人

推上去，然後人都補到位子就好，可是他沒有去看說人的裝備不夠他

就活不久，活不久人就流動，人就流動的時候對這個部門就會很傷，

因為人一直在流動大家就累了，大家就累了之後，每個人 out 的就很

快，然後你那個訓練就更下不去。因為新的一直來嘛!然後有經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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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嘛舔傷、要嘛累了。(B,592-596) 

一方面外在環境變化的速度很快，然後主管跟不跟得上其他的團隊是

還滿關鍵，坦白講。因為如果主管都用舊的方式在做事，他自己也跟

得很辛苦。(B,601-602) 

如果環境是這麼不友善，你就要開始獨善其身阿，你怎麼保持自己的

戰鬥力或者是保持自己的專業價值。環境、世道不夠好的時候。

(B,624-6262) 

 

(三)社工專業的發展將走向多元，亦期待有更好的人力配置 

最後，受訪者們紛紛表示，社工專業的發展將走向多元化，無論是在服務

或角色上皆有諸多議題需要處理。雖然社工專業的廣度擴張得以讓我們不至於

消失在時代的浪潮中，但在業務可能增加的背景下，也希望人力上能有更好的

配置。 

 

因為健康這個議題是每個人的議題，所以我覺得還滿樂觀的，未來只

會更多元，不會窄化，然後這個行業也不會消失。(B,1110-1111) 

 

我不曉得醫務社工的發展會好還是會不好，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更多

元，一定會有更多面，可能跟我們以前學過，所謂經濟補助、資源連

結、中間的協調者之類的角色，我覺得角色一定會更多，那個更多，

希望人力也可以更多，不然我覺得大家真的都在苦撐。(C,2076-2079) 

 

實務的部分應該是在人力的配置上面是希望能夠再有更好的條件。

(D,887-888) 

 

小結 

訪談最後與受訪者進一步討論對新手社工以及整體專業未來發展的期許與

建議，得以發現受訪者們在歷經了這些波折之後，最終仍期盼專業的正向發

展。其中包含了對於後輩的鼓勵，希望進入醫務社工專業的夥伴們能夠持續充

實與反思，在磨練的過程裡使自己不斷成長，並在探索的過程中與生命經驗持

續對話；此外，在維持自我專業精進之時，受訪者也建議從實務研究展現社工

價值之所在，並透過健全的制度與教育讓這些經驗傳承下去，進而在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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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療場域中能夠彰顯社工專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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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資深醫務社工專業發展歷程 

本研究中 6位資深醫務社工各有不同的樣貌，歷經生涯轉換，有的人因此

溫柔、有人因此更具銳度，在天真與世故間，展現出自己心裏面所謂「社工專

業」應有的樣子。 

如同受訪者們曾經有過的遲疑與挑戰，社工這條路上雖然不一定是一帆風

順的人生，卻有著歷經波折的精彩。本研究看見的是資深醫務社工們變與不變

的堅持：走過歷練之後的「變」，是對專業視野、工作方法、生命態度的成長轉

化；然而在這些經驗當中，「不變」的仍是對社會工作的理想以及處變不驚的純

熟姿態。在整理研究發現後，資深醫務社工帶給我們重要的發展歷程經驗如

下： 

一、第一階段的摸索、學習與碰撞 

在進入社工專業第一階段，受訪者以不同的姿態進入了實務場域之中，但

他們皆分享了自己在新人時的積極學習與深刻磨練。其中，受訪者們的起步各

有差異，例如受訪者 A未曾轉換過醫院，等於是在同一場域中持續醫務專業生

涯、同樣啟蒙於醫務社工領域的受訪者 D，則是在兩年的經驗中深受影響；受

訪者 C、B、E則是以不同領域作為起點，歷經了探索之後對於醫務社工有更深

刻的理解與體驗；而中途轉職，投入社會工作的受訪者 F，則是帶著奉獻的心

進行服務。 

或許學無止盡是出入職場的社工的第一個念頭，面對著書本與實務上的落

差，新手社工有很多時刻是因應著職場環境的催促而成長，卻也是受訪者打下

基礎的重要階段。其中，受訪者們分享了自己的積極學習，無論是自行查詢資

料、主動參與訓練、觀察前輩經驗、或者是幸運地有督導引領，皆是在環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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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自我期許的交織中，漸漸培養起自己在專業上的裝備，更成為了往後持續

成長的習慣。另外，在此階段也是細膩感受自我的時刻，如何面對工作上的磨

練與衝擊，去承載生命的苦難而不忘初衷，這些滋養與灌溉，都是往後茁壯的

養分。 

二、第二階段的承擔、轉換與精進 

邁入第二階段，受訪者們在此面臨了不同的抉擇，同時也獲得視野擴展或

轉換心境的力量。例如受訪者 A、B、E接受指派成為主管，需要轉換自己的心

境、充實管理能力；受訪者 C、F則主動在自己所熟悉的專業上深度耕耘，分

享自己的經驗、也一併在其中學習；而受訪者 D的多元轉折，則是歷經擔任

「空降主管」的挑戰以及跨專業領域學習的發展。 

第二階段是受訪者們在工作上越能得心應手之時，統整了幾年下來的實務

心得後，得以深化服務質量，朝向新的里程碑。累積經驗後，因著醫院規模大

小或者是長官安排，臨床社工也可能會因此轉換職位、肩負起管理責任。面對

著接踵而來的行政工作以及關係的重新經營，這種不適感需要心態上的調整，

同時也讓受訪者開啟另一層次的思維。如同等待破蛹而出的蝴蝶，歷經了掙扎

與重整，再次站穩腳步準備啟程。 

三、第三階段的深耕、發展與思索 

第三階段的受訪者，已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在實務、教學上有多元的拓

展，能夠獨當一面，兼具深度與廣度。分享起此階段的經驗時，受訪者有更多

的心得，不再局限於基層工作的浪漫，而更能貼近現實層面思考。面對管理上

的壓力與責任，受訪者要照顧夥伴們的情緒，也需要了解自己不熟悉的業務，

進而規劃組織未來的發展走向，達到累積與傳承經驗。 

接下來，受訪者們有著不同的規劃與期待，有人思考要如何將社工專業進

行系統化的整理，讓社工專業結合學術與實務，達到轉型與貢獻；在為專業發

聲的同時，也有人思考要如何維持自己的專業能量，甚至決定讓自己短暫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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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無論是何種面貌，受訪者們在專業上的足跡，都顯得珍貴與堅定無法被抹

滅。 

貳、專業承諾內涵 

本研究進一步深究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專業承諾的內涵，了解資深醫務社

工如何於工作場域中投入、實踐專業並持續精進，將專業承諾反映於實務場域

當中。而歷經長途，這份深植於受訪者內心的社工專業早已幻化成自然而然的

價值與工具，透過不斷的調整與跨步，使受訪者們能在其中自在優遊。 

一、跨專業團隊的定位 

身處於專業環伺的醫療場域，資深醫務社工多已培養出一套應對之方法，

能夠靈活運用所學的觀察、傾聽技巧，主動在適當時機展現能力，受到他人需

要並創造價值。在這些靈活而生動的姿態背後，是深厚的基礎建構以及團隊的

長期經營，而經由碰撞與合作，更是對於社工專業價值、目標的重整與確認，

在面對各種挑戰之時，清楚資源、制度與社工專業之間的關係，進而能夠為服

務對象爭取最大利益，實踐社工專業所追求的理想。 

二、更多專業社群投入 

本研究的受訪者，皆已升為主管級，其格局已非僅限於專業助人服務，仍

帶著關注公共事務的心情持續為社群耕耘。甚至心有餘力投入培育工作，到學

校兼課、擔任講師或外部督導，以傳承社工專業的精神與意義。此外，受訪者

們也積極把握學習機會，無論是校園內或校園外，皆在生涯當中為自我社工專

業進一步充實，運用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持續於專業中成長。 

三、堅守崗位扮演最佳角色 

與受訪者共同歷經訪談過程，回顧專業發展一路上的留任與堅持，可發現

受訪者們對於社會工作擁有發自內心的熱愛與關切。無論在哪個位置上，皆真

誠而勇敢地盡守專業職責，無懼於環境的變遷或挑戰，而能堅持社工精神、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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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揮專業使命。因此在專業與自我經驗的交織當中，更凸顯出持續追尋的堅

定，隨著生命歷程與專業發展不斷的推移，這份專業承諾是超越了生存，而肯

定了專業的目標、價值，能發掘其成就感與意義所在。 

參、受訪者對新手社工的期許與未來發展的建議 

社會工作是門相當著重應用的專業，過程中除了強調專業知識的發展與應

用之外，更重視實務經驗的反饋。因此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亦以資深醫務社會工

作者的角度，分別對新手社工、專業制度與未來發展提出一些期許。 

一、對新手社工的期許 

在專業環繞的醫療場域中，我們能與其他人交流的更多是對話與連結，因

此受訪者期許新手社工除了本身需要對於醫療領域有興趣外，更要努力充實與

更新醫療相關知識，在病人與醫療人員之間扮演良好的溝通橋樑。而提供服務

的過程中，更要時時觀察與反思，讓每一次與團隊、病人互動的經驗成為自己

專業持續成長的基石，並在服務經驗與自我生命的交織下，發展出別具個人風

格，而又能擁有自我照顧、持續探索的專業歷程。 

二、對專業制度與未來發展的建議 

對於專業制度與未來發展，受訪者認為專業應隨著社會變遷持續發展，在

過程中描繪出專業的明確樣貌，凸顯社會工作的不可取代性，並透過學術與實

務的共同研究，呈現出績效、產值，以及社工專業之價值所在。而後續人才的

培育與維持在此背景下更顯重要，除了持續建構更健全的教育、督導制度與更

完善的工作環境以培育後進外，也期待能繼續透過更多國際交流機會，維持自

我專業的深度與廣度，進而在醫療體系快速發展的浪潮下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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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與建議 

壹、研究討論 

一、醫務社工的多元角色展現 

醫務社會工作的焦點，常因著醫療環境與社會變遷而在工作模式上不斷推

陳出新(莫藜藜，2002；秦燕，2009)。相關文獻亦進一步指出，醫務社工在專

業角色的展現上，需同時面對多元對象，小至病人、家屬，大至醫療團隊，甚

至是醫療體制、社會環境，在多方的需求與期待中，分身乏術於專業服務與行

政業務間，並在顧及「績效」的趨勢下，承受更大的工作壓力(呂佳蓉、蕭至

邦，2016；高偉琴，2007；黃侃如，2004；溫信學，2017)。透過訪談，本研究

發現受訪者在臨床實務工作中，紛紛提供了文獻所示的相關直接服務(呂佳蓉、

蕭至邦，2016；林秋瑩，2014；施睿誼等，2014；柯智慧，2004；莫藜藜，

2005；黃少甫，2015)，囊括了疾病適應協助、社會福利服務諮詢、經濟問題評

估與協助、出院準備、家庭問題評估及處遇與團體、方案或團體活動推展……

等。而其中談及最多的是醫療團隊工作與醫病關係協調，這也顯見在醫療環境

之中，社會工作者除了是病人與醫療團隊之間的橋樑，更在當今強調跨專業團

隊合作的醫療場域中，不斷透過有效的評估、處遇，增進社工專業的能見度。

此外，法定業務的增加亦使得受訪者在生涯的不同階段需持續進修、提升知

能，並隨著政策的更動進一步調整步伐。而從臨床服務進入到管理工作的過程

中，受訪者則發揮更多文獻所提及的間接服務角色(呂佳蓉、蕭至邦，2016；林

秋瑩，2014；施睿誼等，2014；柯智慧，2004；莫藜藜，2005；黃少甫，

2015)，其中包含相關政策推行與方案規劃、專業培訓與研究，並在肩負主管責

任的同時持續思索整個科室的發展方向。綜上所述，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角色除

了自我社群所認定的服務外，也有來自於醫療團隊的期待與法令政策的規範。

此也顯現醫務社會工作人員的多元角色，亦顯示社會工作職責的繁重(溫信學，

2017；葉秀芳，2013)。隨著受訪者在不同階段的角色轉換，則能更深刻看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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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服務過程中拓展自我的彈性與多元，也在責任與重要性的逐漸加深中，充

分展現社工專業的力量。 

二、可理性、可熱血、可溫柔、可淡然─我所見的資深醫務社工姿

態 

(一)專業承諾的多元樣貌 

專業承諾的發展係來自於個人經驗與職業特徵之間達到合適的結果(Klein et 

al., 2013)。而本研究發現，專業承諾是社工對專業的堅持，這個堅持可能因著

不同時刻的生命故事而來來回回，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思索專業與自我、與理

想、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在環境中思索自己想要什麼、能做甚麼、要往哪走？

經過歲月的淘洗與過程的迂迴，在現實環境當中撐出空間，嘗試一條不一樣的

路。統整受訪者們的專業承諾發展路徑，大約可分為以下三種： 

1.從一而終的專業旅途 

從未想過要離開醫務專業，並且能找到自我定位，是最直接的專業承諾發

展路徑。然而所謂的從一而終並不代表一帆風順，醫務社工歷經了生涯中的磨

練，往往會更明白自己的優勢與限制。正所謂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經由能

量的長期培養，最後能以自己想要的樣子在環境中發揮專業。依據Meyer與

Allen(1991)所提出的三個構面而言，此為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與

規範性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的充分展現，受訪者將情感歸屬於專業之

中，同時積極投入、感受到自己備受認同，並帶有責任與義務將專業規範內

化，具有主動且積極的承諾。 

2.峰迴路轉的尋尋覓覓 

留任於專業當中未必是為了絕對崇高的理想，也可能是幾經考量的結果。

Meyer與 Allen(1991)將此描述為持續性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個人會

考量已付出的成本，並評估轉換跑道可能造成的困難與代價。如同在專業生涯

當中，工作者亦會在發展可能、成本效益、自我期許……等不同面向上進行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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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透過一路上的經驗累積進而思索自我的發展方向，在峰迴路轉過後更明白

專業上的定位與堅持。 

3.停頓找出路 

面對服務與管理工作，醫務社工亦可能產生倦怠，期待接下來能夠暫緩休

息。然而這並不代表是對社工專業的放棄，而是在停頓之時，藉由經驗的統整

讓自己有不同出路，隨著緣分的進展，再次凝望自我與專業之間的關係。若與

Meyer與 Allen(1991)的構面進行對照，雖然因著個人或組織的因素而離開單

位，但受訪者對於專業仍帶有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與規範性承諾

(Normative commitment)，其對於專業的認同與責任感很高，對於專業也有正向

的評價，期望自己能夠繼續投身於專業之中。 

 

而本研究進一步與相關理論進行對照，則發現本研究的受訪者專業承諾的

形塑，是透過自身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進一步確認，其中生命的重要經歷、專

業的學習累積以及職務的變動轉換……等，都影響著往後自我專業的鑄造，同

時也可視為自我認同的延伸。此一經驗符合自我認同理論所述：專業承諾是個

人認同建立、維持的過程，透過與他人互動的社會化經驗，形成參考架構的基

礎，進一步影響個人對專業的認知與價值判斷，因此當自我能夠認同專業，且

在其中擁有自尊與正向信念，其專業承諾也會越高(曾華源，1993；李秀玲，

2009；Burke, & Reitzes, 1981; Rise, Sheeran, & Hukkelberg, 2010; Stryker & 

Serpe,1982)。故對於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面對外在的困境時的因應與解決之

道，反映出了個人對於專業的自我認同，這份專業的內化即是專業承諾的實

踐。 

(二)混亂中盼望─面對挑戰的不同行動 

許多研究皆指出，若要維持社會工作者的組織承諾與專業承諾，必須讓他

們感覺被尊重、被關注以及有價值(Ellett, Ellis, Westbrook, & Dew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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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 & Huxley, 2009; Freund,2005；Giffords, 2009)。訪談當中，研究者觀察到

受訪者們各自面對不同現況，但仍對專業有所期許，並秉持著不同的風格與處

理方式，去迎接專業上的挑戰與發展。他們可能溫柔淡然、可能熱血積極、亦

可能理性冷靜，無論是以哪種姿態呈現，最終都不是全然衝撞體制，而是在歷

經風雨之後，知道要如何撐傘帶著社工專業走過下一段旅途。對此，本研究想

記錄下這些殊途，從訪談對象不同的視角與彼岸相遇。 

1.豁達接受專業的不完美，明白如何繼續為專業努力 

有時，醫務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位置並非全然都能由自己決定，更多是在

與體制、結構甚至是政治因素互動下所安排。同時因著不同的合作關係，醫務

社工要面對的是自我、專業甚至是環境之間的落差。例如受訪者Ｄ與Ｃ所述： 

 

如果你非社工以外的事情不做，但是你可以把你社工專業的東西做到

讓醫院認同那我覺得是模範。可是現實生活中好像不太可能這樣，你

勢必還是得要做一些非你的社工專業，但是另外一種想法是，到底甚

麼是社工該做、甚麼是社工不該做?又好像各有各的解讀?這個東西有

些時候是衝突的(D,636-638) 

 

我覺得現在醫療環境不好，我不知道…也許以我們醫院來講，我覺得

會超過原本你覺得好像是社工要做的事情，其實不少…但是你還是必

須要顧好你原本這一群需要被你協助的人，我覺得那會需要有足夠的

熱情。（C,1833-1837） 

 

在此背景下，受訪者藉此明白了自己的不足與限制，因而在追求理想的同

時亦多了一點豁達，知道完美的不可得而學會擁有自在，在有限的情境之下盡

力發揮所能，如同受訪者Ａ所述： 

 

員工齁，本來就是卒子一個…有些時候是你沒有辦法選擇的…那我個

人會覺得，我並不會擔心政治角力這件事情…你在那個位置上，你就

做你會的事情、懂得事情，盡力把它做好就好了，不會沒有被看到…

只要我可以做事可以發揮我覺得在哪個位置上都好，都不是問題…所

以也要有一些這種彈性，也在當一個社工的歷練過程中間，你也要把

自己的這個彈性練得更強大，沒有甚麼事情了不起的(A,828-837) 

 



129 

 

 

2.對於專業有所期許，試圖找出新的路徑打拼 

除了擁有豁達，也有受訪者在專業堅守上呈現不同的樣貌。不同於豁達的

淡然和體制內的推磨，而更多是嶄新方向的探索，試圖找出不同方向持續打

拼，透過積極的行動拓展社工專業。除了是在業務上有所創新、更是在績效上

力求突破，並持續充實自我，尋覓一個可行的依歸。例如受訪者 E及 B所述： 

 

現在在做的工作，我們還是要持續帶領社工去試一試，然後讓他們可

以獨當一面，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還要去做不同的事情，可

能要靠著去接不同的計劃來去再繼續擴大那個範圍(E,1098-1100) 

我希望自己是多元的。那我希望可以，我期許我自己，我希望我可以

把我的經驗傳承下去，帶不同的社工能夠往他想要的方向去。(E,1088-

1089) 

 

現在是一個成熟期，可是也有點想要轉型，那個轉型就是也還在想下

一步。(B,372-373) 

必須保持的事我不能跟著掉。那我自己的專業怎麼維持，或者是我自

己的專業該進步甚麼，你自己是要有規劃的(B,633-634) 

我覺得這個階段我反而會一直思考的是，社工的績效怎麼呈現?…也還

在想，可能也是跟管理的議題有關。(B,378-380) 

 

整體而言，專業承諾包含了認同、投入與忠誠三個要素，是個人對於專業

目標及價值觀的認同，促使其有繼續投入於專業當中、努力執行專業的意願，

以及繼續成為該專業成員的渴望(BuChanan ,1974:Porter, Steers, Mowday, 

Boulian,1974)。當有承諾時，會對承諾的對象，不論是組織或專業都更加熱

心，而更重視服務品質(曾華源，1993)。而學者 Aranya與 Ferris(1984)則進一步

提出專業承諾包含了態度與行為二個層面，除了發自內心對專業有所認同、忠

誠與關心，並承擔其職責，亦在該領域中投入資源，從中學習、發展專業身

分、為專業的價值及目標精進自我(Giffords, 2009; Clements et al., 2014)。回應本

研究之內容，歷經環境與時空的變遷後，本研究的受訪者仍然對於社工專業保

持情感、忠誠與責任，不論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地位為何，皆在其中不斷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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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甚至更進一步為專業社群發聲，各自實現心中對於社工專業的願景。 

三、研究者反思:挑戰與兩難下的面對與堅持 

(一)折衝之下的醫務社工專業 

在醫務社工的場域裡，行政業務難免會出現於服務過程中，這份理想與現

實間的拉扯，是在生存與競爭裡持續衝擊，不僅僅是社工自己，也包含了大環

境中醫院必須持續進步、經營的壓力。在這些背景之下社工往往難以明確切割

何謂專業工作，在現實裡往往也必須負擔許多超出預期之外的業務，只能在運

作的過程中尋求界線，並非無限上綱的承擔責任與責難。在這拉扯的過程中，

受訪者們一則以喜、也一則以憂：雖然業務增加意味著他人發覺社工的重要與

能力，但無意間卻也承擔起許多責任，而這些負荷當中，又有哪些是社工本

質？要怎麼拿捏平衡？各具爭議、也有不同的思索。 

對研究者而言，這些困惑或許沒有明確的答案，在實務工作裡，社會工作

者往往以個案的權益為最大依歸，進而在合作方針上有所調整；此外，責任承

擔的議題往往也可能在科室內部產生衝突。例如：主管因著期待讓科室被看見

而承擔起業務，卻讓臨床工作者增加工作量，這中間的差距要如何被理解、看

見與討論，往往是兩者最大的癥結點。 

或許，「沒有最好，只有剛好」是本研究最深刻的反思，循著受訪者們的脈

絡，研究者期許醫務社工在進退之間心裡面能有一把尺，知道為了甚麼而進、

為了甚麼而退，在當中想爭取的是甚麼、付出的代價是甚麼，進而尋求「最佳

解」而非「正確解」。但一定堅持自己信念去做自己覺得對的事，努力的去捍

衛、實踐自己的相信，爭取那片自在的天空。 

(二)與人工作的獨特經驗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們對於專業的角色、價值與發揮，自有

其一套智慧，面對訪談大綱中的這些問題，往往莞爾一笑，端倪著這種屬於新

人的焦慮。爾後在言談之中我漸漸了解到，社工專業的服務是獨一無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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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專業價值是在一來一往的人際間所積累，每一次的經驗都特殊而珍貴，別

人無法輕易取代。同時間，如何有效進行專業間的連結，是十分重要的功課，

社會工作者不用甚麼事都會，而是信任其他專業，將自己的眼界提高，擔任起

串連的角色。 

對此研究者反思，對於社會工作而言，我們想要達到的專業，可能常常無

法擺脫社會制度、期待，甚至期盼讓其他已被認同的專業來認同我們。但是在

追尋的過程中，應該要回頭思考自己是如何看待專業中的自我？如何將專業發

揮最大價值？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合宜的姿態，擁有專業自信地做出承擔或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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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與實務建議 

一、人力培訓與專業傳承 

(一)完善督導制度以傳承經驗 

社會工作是門別具個人特色的專業，在其中因著不同的視野與歷程，而發

展出各式不同的專業樣貌，但也因為其特性而更加重視經驗的紀錄與傳承。故

研究者期盼藉由督導制度的完善，讓知能得以傳遞與延續，並在與自身經驗交

互的過程，發展出更貼近病人與家屬的服務，同時將行政相關經驗進行綜整，

維持組織永續之經營。 

(二)提供進修與學習機會 

專業能力的提升，除了能夠提升工作熱忱及從工作中獲得更多的成長與進

步外，也能讓其更認同自身的專業。而社會工作者亦可能獲得來自薪資或職務

上提昇的回饋，進而更有機會達成對於自我、專業的期許。因而期盼藉由進修

與學習機會的提供，讓醫務社工能夠有效的提升其專業能力，同時強化其專業

認同與專業承諾。 

(三)建構生涯發展的圖像 

發展藍圖的建構，是對於自我、對於專業之未來信念與期許，此藍圖可能

因著個別的生命故事，發展出全然不同的樣貌，並引領醫務社會工作者不論在

專業或自我持續的成長、精進。因此，就組織發展的角度，應協助其規劃長

期、明確的工作目標，並提供相關資源，釐清醫務社會工作的理念與內涵，進

而陪伴工作者達成自我實現，提升對於專業的認同與承諾。 

二、專業彰顯與持續發展 

如同受訪者的各自陳述，有人認為社工專業是在做的過程中展現出能力，

因此不必擔心不被看見，同時也有人擔心再不發展研究成果社工專業將容易被

取代。無論是何種觀點，社工專業的持續發展是個人與社群皆須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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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助人工作的有感推廣出去，並提升專業價值、以創造更好的工作條件，

是當代醫務社會工作仍須持續努力之處。 

(一)個人的努力 

1.在實務工作磨合中，有所堅持、展現能力 

助人工作的內涵往往需透過長時間的積累方能被彰顯，這樣的特性在臨床

當中，將促使專業角色越顯模糊，甚至不被其他專業看重，進而消磨社會工作

者本身對於專業的熱忱與堅持。然而在臨床當中，社會工作者應認知到團隊的

磨合無法避免，如何在其中知道自己的限制與能力，並且保持初心、不懼衝

突，在專業團隊的期待之中，找到專業價值可以施力之處，是發展專業認同的

必經過程。 

2.自我經驗的整理、反思與呈現 

俗話說好事多磨，處理人的事情需要透過時間累積，因此工作者須透過回

想、重現，不斷反思與重整自己的工作經驗，並在過程中持續充實自我，一點

一滴地累積能量，讓自身專業更加成長、茁壯。最終將這些寶貴的助人經驗進

行整理，以文字呈現這些故事，讓更多人看見社會工作專業的樣貌。 

(二)專業社群的努力 

1.社群的團結共識 

專業社群的建立與團結，是一種藉由群體力量推動專業成長的必經歷程。

在專業環繞的醫療場域中，醫務社工個人的力量稍嫌薄弱，但若一群醫務社工

集合在一起，卻能有機會翹起整個醫務體系的一角、推動體制內的變革，藉由

專業社群消除限制專業發展的各種侷限，進而讓社會工作之專業角色有更多的

發展空間。 

2.研究的持續發展 

常言道:「社會工作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兩者看似衝突，卻應相

輔相成，如何在科學和藝術之間找出一條可行、有發展的路，乃需透過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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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持續產生對話。當實務工作者在一線向前衝，也要有背後支持的力量方能

大展身手，因此若能藉由實務工作者的經驗整理，或進行發展性的專業研究、

討論，不僅達到傳承，也能適切地為社會工作者發聲，探尋出彼此最合適的位

置。 

3.持續爭取相應之人力與薪資 

隨著社工專業的日益彰顯，醫務社工在專業場域的能見度提高，也促使其

在過程中背負了更多來自院方、醫療團隊、甚至是社群本身的期待，然而服務

內容與範圍相對擴展下，隨之而來的則是相應的壓力及負擔。在多方承擔之

中，社工人力沒有相對應的增加，無意間便產生了人力流動的惡性循環：因應

工作的增加，趕鴨子上架似的將人力補齊，卻未關注負荷，造成績效無法呈

現、人力無法穩定培育，也使得醫務社工受到現實所侷限，更難看到自我，甚

至是專業之未來，使得流動率成為長久存在的議題。因此，積極改善醫療工作

環境，擴充人力資源並提升薪資水平，激勵醫務社工之工作動機與潛能，仍是

現階段醫務社工社群繼續前進的一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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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邀請 

受限於人力、物力與時間，本研究僅透過立意抽樣深度訪談 6人。雖然獲

得寶貴且豐富的內容，得以了解資深醫務社工專業承諾的一路拓展，但仍受限

於少數人的發展經驗，無法直接反映全體醫務社工之狀況。 

二、研究主題的受限 

本研究以資深務社工的專業承諾為題，針對資深醫務社工一路走來的專業

旅途進行深度討論，然而研究者以學生及後輩身分進行一次性訪談，面對工作

超過 10年以上的資深醫務社工，恐難以快速貼近受訪者之生命經驗與歷練，在

對話的火花上難免有隔層紗之感；此外，由於受訪者已度過了重重波折，再次

回首經驗時，所展現出的更多是豁達與正向之結果，面對種種遭遇則能雲淡風

輕地討論其生命經驗，使研究者難以直接感受事件當下的強烈衝突。 

貳、未來研究建議 

一、不同年資對專業承諾的呈現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設定，僅以「於醫務領域工作十年以上的社工」為篩選

標準，然而在訪談與整理的過程中發現，不同年資所分享的深度與內容各有差

異，其對於專業承諾整體的展現亦將產生影響。因此未來研究或許得以 5年為

基數，針對 10-15、15-20、20年以上的資深醫務社工進行更細緻的討論。 

此外，生涯發展的不同階段，對於專業承諾的展現亦將有所差異，故亦建

議未來研究也得以分別訪談工作年資 5年以下、5-10年、10-15年的工作者，

透過不同生涯階段的比較，了解不同年資及時代背景下的醫務社工其專業承諾

的不同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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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層級、地區、公私立醫院的比較與討論 

按照衛生福利部分類，我國醫療院所層級目前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及基層診所，各級醫院有不同的照護任務與角色，故社會工作者在其

中的定位上亦將產生差異；此外在城鄉發展變遷中，不同地區的醫院會因其地

域性而各自發展出特色；在公立或私立醫院的經營上，亦會有制度的落差。對

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得以從這些客觀條件進行比較與討論，深究其中對於

醫務社工專業承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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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研究同意書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研究生，目前正進行有關資深醫

務社會工作者專業承諾的研究，研究目的為了解身處醫務場域的社會工作者其

專業承諾形成歷程，並探索其在工作過程中的成長，以及對專業的追尋與堅

持。 

本研究將採用深度訪談法收集您所說的資料，您的經驗與觀點有助於本研

究的發展，故欲邀請您接受個別訪談，訪談時間約一到二小時，地點以您方

便、自在為主。在訪談過程中，若僅以徒手記錄，恐會錯失許多寶貴資訊，且

無法專心傾聽您的談話內容，為能確實記錄您的真實經驗與感受，訪談將全程

錄音，在此須先徵求您的同意，為能保障您的個人隱私與權益以及研究過程的

正確與嚴謹，特擬定此同意書。我將謹遵守以下內容，以保障及尊重您個人的

權益： 

 

一、訪談進行中，您若有任何的疑慮，都可以隨時提出以共同解決。 

二、您在訪談過程中若是出現有不願回答的問題時，您可隨時拒絕或保留回

答。 

三、在訪談過程中若是有出現不舒服的感受或是不想繼續下去，您有權可隨時

退出研究。 

四、您的個人資料將絕對保密，會把一切可能辨認出您身份的資料加以隱匿或

改造，此外訪談的內容繕打成逐字稿及做完資料分析後，錄音檔將會銷

毀，以做到保護您的責任。 

五、訪談結果僅提供學術參考，將不做其他用途。 

六、若您有任何問題欲補充或討論，您亦可隨時利用以下聯絡方式與我聯絡。 

 

最後感恩您願意撥參與本研究，敬祝身體健康、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王永慈 博士 

研究生：吳庭葦 

E-mail：butterfly811226@gmail.com 

────────────────────────────────── 

我閱讀過上述的說明，也清楚了解相關的細節與我的權利，我願意接受訪問。 

本同意書正本兩份分別由受訪者與研究者存留。 

受訪者簽名:                         日期: 

研究者簽名:                         日期:  

 

mailto:butterfly81122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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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訪談大綱 

為使訪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並掌握方向，本研究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

做為引導，透過深度訪談了解受訪者的真實經歷，以獲得最完整的資訊。故本

訪談大綱將以整體專業承諾發展為主軸，依循時間序進一步探討受訪者的經驗

與觀點，期待藉由資深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發展回顧，進一步統整其對於專

業的認同以及投身。以下為訪談大綱的內容： 

一、基本資料之瞭解 

現職(單位/職稱)  

社會工作總年資  

醫務社工總年資  

學歷 
 

 

經歷 

(若有: 

1.特殊獲獎紀錄 

2.曾於社工相關學

協會擔任職務 

3.研究發表紀錄 

4.擔任學校講師 

亦煩請協助填寫) 

 

 

 

 

 

 

二、專業承諾的形塑與堅持 

(一)專業發展歷程 

1.若請您自己來劃分，從您投入社會工作至今，您會將自己的專業發展分為哪

幾個階段？您是以什麼依據來做區隔？ 

2.在每一個時期中，您曾經歷過那些印象深刻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您來說具有什

麼樣的意義及影響？帶給您哪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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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投入與挑戰因應 

1.在工作之餘，您如何充實自我，並投入社工專業？(例如:參與繼續教育、在職

進修、加入專業團體、投身社工教育……等) 

2.在專業生涯中您曾遇過哪些挑戰?您如何因應與突破?這些經驗對您的專業價

值產生哪些影響？ 

(三)專業價值與持續投身 

1.您如何看待社會工作的專業與角色？ 

2.身處多元專業的醫療體系內，您認為社工的價值和專業要如何發揮？是否可

以舉一些例子與我們分享？ 

3.您如何持續確立並實踐社工角色定位？是否可以舉一些例子提供我們參考？ 

(四)未來展望 

1..對於欲投入醫務社工專業的新手社工，您會提供其什麼建議？ 

2.關於醫務社工的專業制度與未來發展，您有甚麼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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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承諾之相關研究 

作者(年分)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與專業承諾相關之研究結果 

宋人豪(2014) 
社會工作人員專業承諾、社會支持、

人格特質與離職傾向之關係研究 

服務於公私立單位中，職稱有「社會工作」者

即為研究對象。正式問卷則採取便利抽樣，由

三個社福中心協助方放網路問卷訊息，另經

桃園、臺南、高雄三個社工師公會協助發送網

路問卷訊息予內部成員。於 2014年 5月 6日

至 2014年 6月 6日進行發放與回收的程序，

總計回收網路問券 332分，有效回收問券 269

分，有效問券回收率 81%。 

一、社會支持、專業承諾與謹慎性人格可負

向預測離職傾向 

二、社會支持、外向性、謹慎性人格可正向

預測專業承諾 

三、專業承諾在社會支持與離職傾向之間具

有部份中介效果 

四、專業承諾在謹慎性人格與離職傾向之間

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邱瑞文(2013) 
公部門兒童保護社會工作者工作滿

足、專業承諾與留職意願之相關研究 

針對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南投縣、嘉義

縣以及嘉義市等六縣市之公部門兒童保護社

會工作者郵寄問卷進行資料收集，共寄發出

161份問卷，回收 147份，147份皆為有效問

卷，回收率為 91.3%。 

一、兒童保護社會工作者不同個人特徵，會

對其工作滿足、專業承諾與留職意願造

成不同的差異。 

二、兒童保護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認同」、

「工作本質」、「教育程度」、「性別」、

「婚姻狀況」等對留職意願具有預測

力；其中，「專業認同」的預測能力為最

高，依序為「工作本質」、「教育程度」、

「性別」、「婚姻狀況」。 

洪贊凱、陳

維倫 (2012) 

社會工作領域中訓練發展程序公平、

專業承諾與積極出勤之研究－調節焦

點的中介型干擾角色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蒐集資料，對象為社工人

員，不限制服務領域，不限制機構規模大小。

總計發出 667 份問卷，回收 465 份，實際有

效樣本為 41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62.2%。 

一、訓練發展程序公平分別與積極出勤、專

業承諾存有正向關係。 

二、專業承諾對訓練發展程序公平與積極出

勤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三、調節焦點分別對訓練發展程序公平與積

極出勤、專業承諾具有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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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節焦點與訓練發展程序公平之交互作

用會透過專業承諾而影響積極出勤。 

吳珮甄(2012) 

兒少社工對兒少保護服務評鑑標準認

知、專業承諾與評鑑順服行為之相關

性研究 

依據內政部(2011)執行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兒

童及少年福利類別中之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

項目，訂定研究對象為公部門「兒少保護、兒

少性交易防制、高風險之社會工作人員」為本

研究之主要抽樣對象。 

運用立意抽樣，共發放 175份問卷，回收 91

份，有效問卷為 83份，回收率為 52%。 

在評鑑順服行為或專業承諾的理論內，皆認

為價值會影響人的行為決策。 

張琇珠(2010) 
非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社工員之勝任

感、風險感與專業承諾關係之研究 

以公、私立安置輔導機構及縣市政府從事非

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的社工員為研究樣本，

共發出 200 份，回收 133 份，有效問卷 121

份，回收率為 61％。 

一、非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社工員因個人基

本變項的不同，對於勝任感、風險感、

在專業承諾上呈現差異性。  

二、非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社工員勝任感與

專業承諾有關聯性：社工員勝任感與專

業承諾，在自我效能表現上、專業知

能、資源運用、問題處理，與工作投

入、專業成成長、專業成長及留職意願

呈相關性。 

三、非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社工員風險感與

專業承諾有關聯性。 

四、非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社工員勝任感、

風險感與專業承諾具有相關性。 

五、非行兒少機構安置服務社工員個人基本

變項對、勝任感、風險感對於專業承諾

具有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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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正(2010) 

公部門社會工作員工作壓力、專業承

諾與離職意願之研究—以臺北縣市政

府社會局為例 

樣本來源採立意抽樣以臺北縣市社會局與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社會工作員為對

象，共 450位，回收 255份，回收率 55.6％。 

一、公部門社會工作員工作專業承諾偏向正

向，以「專業生涯正向評價」最高；離

職意願則較中間值略低。 

二、「1年以下公職年資」社會工作員的專業

承諾程度較「5年~10年公職年資」者為

高。其餘背景變項在專業承諾上皆無顯

著差異。 

三、專業承諾的專業生涯涉入意願與專業生

涯正向評價則能降低公部門社工員的離

職意願。 

李佩玲(2009) 
兒少保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角色壓力

與專業承諾間相關性之研究 

以目前服務於全臺灣各縣市政府部門之兒少

保社工員為研究對象，採用普查方式，針對調

查樣本全數發放問卷以收集資料。(因各縣市

政府分工狀況不一致，以內政部兒童局之統

計表為基礎，實際以電話聯繫詢問各縣市政

府社會處或家庭暴力防治中心，確認各縣市

政府實際執行兒少保人力編置所在單位、實

際人力配置情形及受訪意願)以郵寄方式總

共發出問卷 415 份，回收 280 份，有效問卷

271份。 

一、兒少保社工員自我效能高，角色衝突及

超載壓力大、角色模糊壓力小，對於專

業承諾的行動投入較高、態度認同較

低。 

二、兒少保社工員的年齡及社工年資與自我

效能、角色壓力及專業承諾之間有相關

性。 

三、兒少保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與專業承諾之

間呈正相關。 

四、兒少保社工員的角色壓力與專業承諾之

間呈負相關。 

五、兒少保社工員的自我管控效能、自主行

動效能、角色衝突壓力、角色模糊壓力

對專業承諾具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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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偉(2008) 
組織承諾、專業承諾對離職意願與轉

業意願的影響-以老人福利機構為例 

研究樣本來自臺北縣、臺北市、基隆市與宜蘭

縣等公私立老人福利機構。共寄發 300 份問

卷，回收問卷 156份，回收率為 52.00％。去

除作答不實和缺答過多的廢卷 11份，以及不

符合研究對象 9份，有效問卷為 136份。 

專業承諾對離職意願的預測效果主要來自於

社工人員；而組織承諾對離職意願和轉業意

願的預測效果則大多來自於護理人員。兩者

共同的部分是專業承諾能有效預測轉業意

願。因此，不管是對於社工或是護理專業人

員而言，其專業承諾能有效預測轉業意願。 

林家德(2005) 
社工員專業承諾之敘事研究─以兒福

聯盟出養社工員為例 

研究以四位兒福聯盟出養社工員為研究參與

者，目的是瞭解兒福聯盟出養社工員從事出

養工作，其專業承諾形成的歷程，及作為國內

社工專業協助社工員發展專業承諾的參考。 

以質性研究中的敘事研究作為研究方法，以

「整體-內容」分析方法，先澄清社工員出養

工作經驗的整體印象，再從個別事件中去理

解在出養工作中不同的主題，與整合出社工

員故事的整體意義，另以「歸類-內容」分析

方法，將社工員的來源、專業化歷程、經驗脈

絡、所達到的專業承諾及其專業承諾形成歷

程作清楚的界定與呈現。 

一、四位研究參與者因六項來源(社工專業

教育、社團經驗、家庭因素、出生序、

人格特質與先前的工作經驗)影響而選擇

出養工作，亦面對接續的專業承諾歷

程，各來源間會是彼此相關，也會交互

影響的。 

二、四位研究參與者在出養工作主顯節、重

要他人、關鍵事件、壓力與難題等脈絡

經驗的呈現，一定程度反應了出養社工

員在出養工作中面臨的工作狀況，一旦

研究參與者自行或經重要他人的啟示尋

找出其解決之道是有助於社工員在出養

工作中表現出工作的穩定度，持續留待

在工作崗位，進而願意作出對出養工作

的專業承諾。  

三、四位研究參與者對出養工作的個人新理

解，彰顯其各自對出養工作的專注焦點

與努力方向，最後在出養實務情境中呈

現其六個出養相關面向的專業承諾(專業

認同、積極的投入、團體歸屬感、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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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條的接受、專業角色期望行為的內

化、專業關係的建立)。 

四、總結形成專業承諾的歷程係為四位研究

參與者依照其先前生命經驗中不同的來

源，投入了出養工作提供服務，其間接

受了來自兒福聯盟專業化的歷程，發展

出各自獨特的工作經驗脈絡，接續呈現

在研究參與者對出養工作的個人新理

解，進而達成出養工作所要求的專業承

諾；另研究發現四位研究參與者之專業

承諾的歷程為按照適應期「起」、穩定

期「承」、疲憊期「轉」、再適應期

「承」、維持期「合」、未來展望期

「起」六階段交錯運行。 

黃婉菁(2003) 

從工作生活品質、工作壓力觀點探討

社會工作者對專業生涯承諾之相關研

究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及文獻分析法為主，並

輔以深入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問卷之發放以

臺灣嘉南地區之縣市政府暨公、私立社會福

利機構中之社會工作實務者為研究對象，以

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樣本，共計發放問卷

466份，回收 321份(回收率為 69﹪)，有效問

卷為 303 份；而在深入訪談方面，則以立意

取樣法選取四位社會工作實務者為深入訪談

之研究對象。 

一、在人口特質變項中，以職務、雇用方

式、工作時數、及服務領域與專業生涯

承諾有顯著相關。 

二、社工員之工作生活品質滿意度與專業生

涯承諾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中又以專業

關係及成長機會的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另外，工作壓力則與工作生活品

質及專業生涯承諾為負相關，顯示壓力

愈大，工作生活品質的滿意度就愈低，

而專業生涯承諾亦愈低。 

三、「專業關係」、「成長機會」及「服務領

域」為預測社工員專業生涯承諾之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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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張瑞芬(2002) 
臺中市社工人員專業承諾、專業繼續

教育學習型態與參加意向之相關研究 

以臺中市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社工人員為

對象，回收後有效問卷為 190 份，回收率為 

69.6%。 

一、社工人員會因為年齡、婚姻狀況、工作

職稱、社工年資、參加教育訓練經驗、

機構提供 的學習環境不同而影響專業

承諾。  

二、影響社工人員參加繼續教育意向的因素

是：專業承諾、問題處置與理論整合型

態及自我導向型態 。 

呂勻琦(1995) 
社會工作者專業生涯承諾影響因素之

研究 

以臺灣地區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中的社會工作

實務工作者為研究對象。 

一、社會工作者的個人基本特質差異在對社

會工作的認知評價上會有不同，亦會影

響其從事社會工作的感受。年齡愈長、

服務年資愈久、工作職等較高、薪資所

得較高者，愈認為自己有持續性的工作

投入和擁有專業歸屬感，亦即有較高的

專業生涯承諾。 

二、社會工作者對社會工作特質認知評價持

肯定態度者，對社會工作的從業感受亦

較為正向。二者在社會工作者考量專業

生涯承諾時，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 

三、社會工作者的個人價值觀與對社會工作

從業結果的評價有相關性存在，會影響

個人的專業生涯承諾。 

李美珍(1993) 
臺灣地區醫院社會工作者之組織承諾

與專業承諾之研究 

研究樣本資枓來源係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於民

國 79年公佈的醫學評鑑之醫院名單、中華民

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會員名冊並搜集最近曾

一、社工者之組織承諾與專業承諾呈中等程

度。社工專業發展受九成以上受試者之

重視。當專業發展受限是離職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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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醫療院所作研究者之樣本名冊(秦蕪，

1991；尤幸玲，1993)，共計有 116所醫療院

所，刪除其中告知已離職或因故未能填答者，

實際寄發問卷 420份，回收 100家醫療院所，

260 份問卷·回收率:61.9%，去除填答不完之

問卷有效問卷 253 份問卷，實際回收率

60.2%。 

素。 

二、個人基本特質對管理措施滿意度及組織

承諾、專業承諾有顯者差異。尤以已婚

者、有宗教信仰、資深者、科室主管、

所得薪資為主要家庭收入者其滿意度及

承諾感皆較高。 

三、管理措施滿意度分別與組織及專業承諾

呈顯著正相關。組織承諾與專業承諾間

亦呈顯著正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