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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工作人員手冊

充能工作坊工作人員手冊

研究計畫主持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 劉潔心教授

共 同 主 持 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晏涵文教授

共 同 主 持 人：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 李怡娟教授

設計者：張麗春(長庚技術學院護理系)、劉潔心

中華民國 94 年 7 月 18 日至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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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頭

在這個工作坊，你可以做什麼?

壹、工作坊負責人之職責

1.協助工作坊教案之擬定。

2.協助工作坊手冊之製作

3.負責工作坊之進行，引導將充能教育教材應用於工作坊中。

4.紀錄工作坊成員課程參與。

貳、工作坊負責人的承諾

團體的承諾

一、在這個團體裡，我們所談的一切內容，完全出於每個人肺腑之言，需要完全

的尊重和保密，因此工作坊中所有分享的個人經驗、心得，僅止於這道牆，

而不致成為閒聊的題材，這點非常重要，以尊重當事人的權益，以當事人不

敢分享內心的話。

二、多包容別人不同的意見及思考方式，只有開放式的包容、尊重與互相疼惜，

才能使工作坊永續經營。

三、在這裡，情緒是一種最坦承、最真實的流露，是費常個人的內在經驗，感受

和心得，因此需要提供空間、時間去覺察，請不必急著判斷「對」或「不對」，

「該」或「不該」，「好」或「不好」。

四、我們每一位夥伴都具有獨特性的背景經驗、生活背景，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

與瞭解，同時，每一位夥伴有完全的自由，來決定願意分享多少因此，緘默

也需要得到尊重。

五、在這裡，我們所談的，以個人內在工作、生活、進修、感受、心態和成長經

驗為主，以便走向新的領悟，發覺現在工作與生活信心、希望和力量。

六、讓我們永遠，永遠彼此鼓勵，彼此支持與支援，彼此學習，疼惜這份「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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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圓」。

工作人員介紹--教育團隊

講師部份(依照課程順序)
張麗春 (長庚技術學院護理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蔡篤堅 (陽明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台灣社會改造協會(SEA) 理事長)
李怡娟 (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教授)

專家顧問(依筆劃順序)
王英偉、王博恩、李怡娟、晏涵文、高淑真、張媚、許銘能、賈淑麗、劉貴雲

課程設計

台北縣：高淑真、賈淑麗、顏婉娟、呂素英、蕭琅文

基隆市：汪婷婷、施玉蘭、汪紫卿、王瑛蘭、董佩綺、莊雲娟、陳慧真、陳靜如、

黃勻娜、許秋萍

工作坊帶領

張麗春、顏婉娟、呂素英

教材製作

劉潔心、張麗春、廖靜宜、林欣怡

行政聯繫

師 大：張麗春、廖靜宜、林欣怡

台北縣：陳欣蓉

基隆市：汪紫卿、洪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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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這本工作手冊

本手冊設計之目的主要是爲了「充能教育暨工作坊」的課程與活動內容準則

而設計，內容包含「課程設計原則」、「工作坊運用篇」、「省思紀錄」以及「觀察

紀錄」四大部分，每個部份都有操作原則設計實際操作運用於課程教案的說明。

工作人員可參照原則，實際運用教案內容上。在使用前，茲說明本手冊所使用之

代號。

說明 【手冊頁數-說明-工作坊運用】

例 p21-七-12-1A 是指在第 21 頁，說明七-工作坊應用 12-對話期中的第 1 項，

形成夥伴關係之原則，可以藉由了解個案所存在之經驗，以尊重與真誠的態度使

個案能投入在夥伴關係之中。

在課程中，我們需要您協助完成的紀錄

職稱 工作任務 完成紀錄

工作坊負責人(2) 1.協助工作坊教案之擬定。

2.協助工作坊手冊之製作

3.負責工作坊之進行，引導將充

能教育教材應用於工作坊

中。

4.紀錄工作坊成員課程參與。

省思紀錄

工作坊小組長(2) 1.參與充能教育課程設計。

2.協助充能教材與工作坊手冊

之製作。

3.負責匯集參與工作坊成員之

參與經驗。

4.協助紀錄工作坊成員課程參

與情形。

省思紀錄

觀察紀錄

工作坊觀察人員(2) 1.負責工作坊之錄音。

2.負責工作坊學員參與之個別

行為過程紀

3.負責紀錄學互動過程紀錄。

省思紀錄

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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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能課程設計與原則

充能課程設計原則：

1. 絕對要讓第一線接受教育之受教者進入課程規劃形成教育團隊，例如護理人員

或是護理長，人數不必太多，這樣的方式有助於建立學員對於課程之參與感與

所屬感。

2. 建立對話機制，何謂對話機制，也就是要讓衛生局人員充分的融入課程活動，

包含活動中擔任參與觀察者，或是規劃問題回應與溝通交流之時間。重要的

是，要將每次討論內容(包含教育團隊討論結果，課程設計或是上司意見等)回

到教育團隊中進行二次討論，直到沒有異議或是引發新的討論點為止，這是充

能對話省思的必要過程。

3. 培育在職教育課程設計團隊，定期討論與評價每年在職教育規劃架構與方向，

亦須培育工作坊活團體互動領導者，讓工作人員對於作、在職教育課程、生涯

規劃與自我成長做完整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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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能教案

單元一: 充能的意涵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2-1 透過案例分析充能的起源與意含

2-2 批判無力感與充能的關係

2-3 歸納充能的關注點

2-4 批判能力與充能的關係

三、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四、準備活動

教師方面

1. 準備投影機、麥克風

2.準備「回答小牌」，作為學員課室互動之工具

3.準備充能隱喻圖片，輔助課室教學與分享

4.教育團隊針對學員內容做分享與討論。

5.將上課環境佈置成 3 組。

學生方面

1. 完成省思雜記與行動計畫

五、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時間)(教學目標) 講師上課的準則

一、簡單課程介紹(15 分鐘)
1. 研究團隊介紹

2. 發下名牌及手冊

3. 說明此計畫的緣由是爲了因應健康促進與社區健

康營造的政策下所推動的充能理念運用，首先必須

先充能工作人員，故舉辦此充能教育營，本課程共

包含了 2 大主軸-「充能教育」、「社區專業照護能

力」，預計上課 6 週，共計 36 小時。課程內容除了

課程講授之外，主要在於工作坊的分享與省思，不

會額外增加各位在工作上的壓力，主要希望大家能

在此釋放壓力，經驗分享，獲得再出發的力量。

4. 爲了方便進行分享，以及講師能與學員互動，請

各位學員將名牌別於胸前，以利於大家相互認識。

此為研究團隊負責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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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停止無力與責備??? (50’)(2-1)(2-3) 》
1. 講師以投影片說明與介紹充能概念，過程中帶出

個人因素與環境之關係，釐清個人因素與環境之窄

制，破除則備受害者之迷思。

2. 說明充能關點下能力之意涵，強調能力與解決問

題的關注勝於困難與疾病之觀點。

《活動二:相信人天生的能力--探索能力(30 分

鐘)(2-2)(2-4) 》
1. 講師說明充能的先決條件，引導學員思考人的差

異性與天生具有的能力。

2. 引導學員工作能力激發的經驗，並分析困難之處。

《活動三:充能 賦權、增能 (50’)(2-4) 》
1. 講師說明充能下能力與權力之關係

2. 說明專業與非專業權力互動下的無力感，可舉實

例，以增加學員體會權力感與無力感的關係密切性

《省思與行動(30’) 》
1. 配合手冊的省思雜記，請學員利用課程結束 30 分

鐘完成下列

省思雜記--想一想 I-III
行動計畫--我的行動計畫 I

藉由確立無力感來源，引導

學員思考無力感背後的原

因，並能採取行動去除無力

感。

透過講述說明充能的意

涵，過程中帶出充能意涵中

與能力相關的部分。並與環

境因素進行分析。

透過充能的先決條件與假

說來突顯充能所關注之重

點

引導學員思考個人能力，並

完成省思與行動雜記，透過

省思與行動雜記將思考化

回行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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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權力的迷思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3-1 批判並討論充能與權力的關係

3-2 透過經驗分享透視無力感與權力的關係

3-3 分析參與決定的意義與重要性

三、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四、課前準備活動

教師部分

1.準備「權力小故事」，輔助解說權力的定義

2.將上課環境佈置成 3 組。

學員部分

1. 分組成 10-15 人一組

2. 配合完成省思雜記與行動計畫。

五、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時間)(教學目標) 講師上課的準則

《活動一:權力小遊戲--權力就是力量(50’) (3-1)》
1. 可簡單舉一小故事或社區(研究)實例來引導學員

思考環境中權力對個人之影響。

2. 說明權力對於團體現實生活之必要性。

《活動二:你可以做決定(50’) (3-2) 》
1. 講師以案例來分析參與決定的成果與意義，並引

導學原因分析做決定與權力之關係

2. 講師以圖片與案例來再次說明做決定與權力的意

涵，並引導學員分析個人做決定的問題與困難

《活動三:充能 賦權、增能的再省思(50’) (3-3) 》
1. 講師邀請學員分享充能分別與權力以及能力的關

係，並引導學員思考個人充能促成與限制分別為何

因素。

藉由確立無力感來源，引導

學員思考無力感背後的原

因，並能採取行動去除無力

感。

以隱喻或故事方式來說明

權力對團體的影響

以案例來分析做決定的結

果

說明做決定與權力之機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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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單元一省思與行動之結果，確定無力感之事

實，鼓勵學員透過課程分析個人無力感以及行動限

制原因，並鼓勵學員之間分享，透過相互支持，形

成行動策略以達充能之目的(30’)。

省思與行動(30’)
1 配合手冊的省思雜記，請學員利用課程結束 30 分

鐘完成下列

省思雜記--想一想 IV-V
行動計畫--我的行動計畫 II

可藉由上週的省思雜記作

進一步討論，邀請學員針對

充能、能力以及權力作分

享。

透過省思與行動雜記將思

考化回行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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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公共衛生與我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1-1 了解上層組織的宗旨與目標

1-2 體察當前個人工作在公共衛生之貢獻

1- 3 增強個人內在對工作意義的信念

三、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四、準備活動

教師方面

1. 準備公共衛生歷史影片。

2. 準備講義。

3. 將上課環境佈置成 3 大組。

學生方面

1. 所有學員分為 3 大組，每組 10-15 人。

2. 完成省思雜記與行動計畫

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時間)(教學目標) 講師上課的準則

《活動一:基層醫療的過去(50’) (1-2) 》
1.講師以歷史照片與影片介紹基層醫療保健過去歷

史輝煌，並在影片中帶出目前基層醫療保健之走向。

《活動二:我們的貢獻(50’)(1-3) 》
1. 從歷史數據與成果來說明過去與未來基層醫療保

健中專業人員的貢獻。

2. 引導學員思考目前個人工作在這些貢獻中的個人

角色

省思雜記--單元一之說說我對工作的看法(PRE)。

《活動三:期許願景(50’) (1-1) (1-3) 》
1. 以相關研究或實例，從介紹當前基層醫療保健業

務引導學員以批判性思考來檢視目前個人在公共

主要是透過過去與當前公

共衛生成就來肯定基層醫

療保健工作者。

引導學員進行批判性思

考，並完成對於目前工作之

看法(目的是要了解介入前

後學員個人工作的改變)，過

程中刺激學員將個人工作

與公共衛生貢獻做連結，以

增進工作意義之感受。

引導學員思考個人工作之

意義，透過個人省思，並與

課程經驗作連結來喚起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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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工作的意義。

2. 請衛生局長官與工作人員說明局裡的宗旨與目

標。

《省思與行動(30’) 》
1. 配合手冊的省思雜記，請學員利用課程結束 30 分

鐘完成下列

省思雜記--想一想 VI-VIII
行動計畫--我的行動計畫 III

人對此工作意義。

透過省思與行動雜記將思

考化回行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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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充能與健康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4-1 透過討論健康城市下健康的定義，重新審視健康意涵

4-2 討論並分析未來健康政策理論依據

4-3 省思當前專業健康定義下的限制

4-4 了解充能對於健康的重要性

三、準備活動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教師方面

1.針對學員之省思與行動進行反省，必要時與教育團隊做進一步分享與討論。

2.準備充能與健康之實例

3.教育團隊針對學員內容做分享與討論。

4.將上課環境佈置成 3 組。

學員方面

1. 完成省思雜記與行動計畫

四、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時間)(教學目標) 講師上課的準則

說明省思與行動之結果，確定無力感之事實，鼓勵

學員透過課程分析個人無力感以及行動限制原因，

並鼓勵學員之間分享，透過相互支持，形成行動策

略以達充能之目的(30’)。

《活動一:健康是什麼(50’) (4-1)》
1. 講師以圖例與案例來說明健康的意涵，可從食物

面(社區民眾)與理論面世界衛生組織來闡述定義。

2. 引導學員分析當前政府所制定健康措施的層面與

健康定義的差異。

3.引導學員分析個人在維護民眾健康上扮演之角色

《活動二:政策對健康的影響(50’) (4-2)》
1. 講師說明健康政策形成過程

2. 引導學員分析個人與政策之關係

1.此部分需強調在健康思維

之下，基層醫療保健人員

可以著力的地方，成功的

經驗有哪些。

2.強調基層醫療保健人員對

於維護民眾健康之重要

性。

透過敘述政策的重要性、政

策形成過程，引導學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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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學員思考健康城市政策形成過程個人可能之

行動

《活動三:充能思維下的健康(50’) (4-3) (4-4)》
1. 講師引導學員批判性思考分析充能策略對健康的

影響與對專業的衝擊。

2. 講師說明充能理念下個人所需準備與因應方式

省思與行動(30’)
1. 配合手冊的省思雜記，請學員利用課程結束 30 分

鐘完成下列

省思雜記--想一想 IX-XII
行動雜記--我的行動計畫 IV

個人在政策形成上可以扮

演的角色。

藉由分享可能帶出學員對

於當前政策之不滿，講師可

以將學員之無力感化為行

動意識，透過學員個人行動

集成團體行動，最為支持政

策之依據。

鼓勵學員將上課所討論之

無力感化為可能之行動，在

能力所及之範圍以可能之

行動去除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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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之學理應用篇

說明一：充能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 Empowerment 是一種社會行動過程(social-action process)，它使得參與者朝

向更好的生活品質及社會正義(Wallerstein, 1992)。而這種行動的成功指標是

取決於與人互動的過程中個人能量(power)的增加與否，而不是單方對他人壓

迫灌注能量(power)的多寡。也就是說，充能不是對他人或為他人做什麼，而

是使他人能夠經驗自己的能量(power)，尤其是嘗試要改變的過程中。



((廖廖本本富富,, 22000000;; BBaarrnneerr,, 11999944;; FFaahhllbbeerrgg eett aall..,, 11999911;; OOxxffoorrdd EEnngglliisshh DDiiccttiioonnaarryy,, 11998899))

工作坊應用 1:
1. 以工作坊互動方式，強調過程經驗的轉換，讓學員在過程中經驗自己，藉以移

除無力感受。

2. 透過工作坊移除無力感受後，在敘事過程中讓個案經驗個人力量。

充能 權力 能力+

授授與與權權力力 使使有有能能力力

權權力力 權權威威
移移轉轉的的過過程程

管管理理權權力力與與自自主主
權權的的能能力力

客觀
層面

主觀
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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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充能分為哪些層面呢?

充能通常需針對不同等級(level)的分析與行為來下定義，包括個人或心理性充

能、組織與社區，不管何種層級，均包含過程與結果，茲敘述如下

1.個人或心理性充能

A. 個人或心理層面的充能意味著個人做決定以及控制個人生活的能力，此與其

他概念例如自我效能與自尊類似，強調正向自我概念或個人能力的發展

（Bandura, 1982）。

B. 個人的充能整合批判性的了解社會與政策情境的基礎，並培養個人對於社會

活動的集體資源與技巧。因此除了個人效能、能力以及掌控感之外，也包含

了參與的過程以影響機構與決策(Zimmerman, 1990)。

2.組織充能

 由民主式管理理論延伸出來的，組織成員能分享訊息與權力，運用合作性決

策過程包含設計、執行、控制以達成相方設定的目標。

 充能的機構能夠影響更大的組織並成為系統中的一部份，個人也在組織中與

組織一同充能以影響更大的社區（Wallerstein, 1992）。

3.社區充能

 一個受充能的社區是個人與組織應用他們的技巧與資源以集體的努力來滿足

他們的需求。

 藉由參與，個人與組織在受充能的社區相互提供支持，提出社區中的衝突，

並能在社區中提昇他們對於影響生活品質的控制力(Rappaport, 1984; Rodwell,

1996)。相同於充能的組織，社區亦能在充能中去影響更大的社區。在社區層

級的充能是連結於個人與組織的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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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組織

社區作
用

相
互

內
在

個
人

行
為

圖 2-1.1 充能生態圖

工作坊應用 2：

1. 工作坊主要是以充能個人層面為主，增強個人內在信念與掌控感。

2. 組織充能則是藉由與上層組織，例如衛生局進行對話，反應組織成員問題，增

進組之間訊息與資源流通，也提升全力分享的可行性。

說明四：充能組織工作夥伴是如何呢?

充能他人很簡單，要將充能定義、以及涵蓋層面轉化，也就策略設計上要包含

能力與權力，以組織員工來看，分為個人或心理充能與組織充能。其實也就是能

力與權力的策略發展。

1.個人心理充能

主要著重於能力的觀點，建立由下而上的「生命(Organic)」方式，即是藉由

個人信念著手，包含意義、能力、自我決策與影響力(Spreitzer, 1995)。整體過程的

核心概念在於使組織成員更具能力與活力，且是要建構一個動機，一個能讓員工

有動力去發揮能力、提昇能力…等之動機，透過無力感移除與提供自我效能策略

等營造方式，藉以充能觀點激發工作內在動機的一系列過程。

2.組織充能

為領導者或管理者分享其權力給部屬的過程。在此情境下，權力則被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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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組織資源的正式權力與控制。概念化操作的過程包括：員工參與(employee

participation)、員工投入(employee involvement)、參與作決定(joint

decixion-making)、自我導向團隊(self-directed team)等。Laschinger(2001)提出機會、

訊息、支持與資源為獲取組織充能的必要條件，這樣的過程必須透過授權、對話

以及主管與部署間訊息經驗分享來促成。

工作坊應用 3：

1. 心理充能是引發充能的核心，也是本研究介入的核心，本研究所設計之重點主

要都是提升在意義、能力、自我決策、影響力四個層面。詳細內容與操作請見

充能操作原則以及充能與工作坊教案。

說明五：經歷過充能的人會出現哪些指標?

定義: 經過促使能力(empowering)的行動之後則產生受充能（empowered）之狀

態，此狀態亦為充能概念的結果(consequences)（Gibson, 1991;Guti’errez ,
1990; Zimmerman, 1990）

工作坊應用:

本研究針對學員進行量性與質性評價指標主要是依照Guti’errez (1990)，針對

充能的結果依照三種不同層次歸類(表)，個人層次著重於個人能發展個人權利、感

受意義與自我效能之感受。人際間強調特殊技巧的發展，以使個人能影響他人。

政策層面強調社會行動與社會改變。

表 1:受充能的指標(附註:反黑處表示工作坊介入後之評價指標)

個人內在 人際關係 政治/社區

自我效能

自我覺知

自我接受

自我概念

自我尊重

感受到自己是有權力

批判性思考

知識/技巧

態度堅持

在給予上設定限制

尋求協助

問題解決

實踐新技巧

接近資源

政治活動/參與

回饋

貢獻

採取控制/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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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六：充能在應用上有哪些原則?
1.接受(Acceptance)

定義:在互動中接受並肯定個案在過程中的努力與貢獻。以尊重與尊敬，了解個案

所能提供之獨特長處與資源。接受的基本概念即是愛，接受個案能運用其特

殊能力來成長並建構其長處。

工作坊應用 4:
A. 每一個學員分享後，負責人以肯定言語，如「我能感受您在過程中….」、「相信

您一定在當中感受到…..」、「我能感受到您盡力了…..」。
B. 學員分享的每一個經驗，不管是成功或是失敗，都必須指出個案在當中的努

力，如「我看到您在過程中…..」。

2.個別化(individualization)

定義: 尊重個別化意謂了解所有人們有權扮演個人，不應只是被當成人的個體而

已，而是具有個別差異的個體。儘管實務工作者並非依賴研究所呈現出來的

一般性訊息來看待個案的，他們還必須小心區分每一個個案不同的能力與其

所存在的情境。儘管出自於同一個文化，他們也有不同的故事。壓迫與其是

嚴重阻礙個別化。

工作坊應用 5
A. 當個案分享經驗之後，需仔細分析個別性之差異，並做個別性之回應，例如「您

給我們一個您個人非常特殊之經驗，不管別人如何，您的情境讓您……」。

B. 鼓勵寫下省思雜記，並在團體互動過程中因分享而達到個人成長之目的。

3.非評斷論(nonjudgmentalism)

定義: 評斷性的態度與行為會切斷溝通過程，或在關係中產生障礙，並且會對雙方

能力產生疑問。非評斷性是指實務工作者不要責備也不要評價他們是好或是

壞。而是讓個案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決定。但這並不意味實務工作者對於個

案所做為都不進行評斷，不帶有價值觀的態度是不可能建立任何關係。實務

工作者應該小心謹慎協助個案去審視他自己價值觀下所做的決定，而非透過

實務工作者去進行評價。多元化的社會與實體其實是沒有絶對的對或錯。

工作坊應用 6：
A. 給予學員中立性回應，盡量以同理心之方式來對學員之個別性經驗做回應。

B. 引導學員思考過去經驗成功或失敗的原因，以學員當時情境來分析，切勿帶入

太多個人情緒。例如「您認為您當時這樣做是….爲什麼?」、「我感受到你很難過，

在這個難過背後，讓您真正難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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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客觀性(objectivity)

定義: 客觀性、個別化以及非評斷論是緊密相關。客觀之實務工作者是將個人情感

與個案情境分離。以開放性的方式去聆聽以以個人偏見來避免扭曲個案所陳

述之故事，並能克制自己對個案有偏頗之標籤化。客觀化是要避免與個案過

度互動，才能中立的回應個案的感受，但不是說過度與個案情感分離。同理

心是對個案所陳述之感受做適切回應，是以描述(describes)的方式感受個案而

非以評價(evaluate)方式審視個案。

工作坊應用 7：同上述個別化與非評斷性的原則。

5.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

定義: 自我決策與自由及自我成長有關。要讓個案能自我決策，缺乏資源及機會是

無法達成自我決策。充能工作者應該創造機會讓個案能有做決策之機會，在

這個過程中幫助個案了解他們是有能力可以做決策。自我決策亦非放任個案

不管，將做決定放給個案去處理，而是讓個案不在專業決策下，透過專業人

員引導他們做決定。能讓個案做決定之專業者是要屬合作，堅信個案能力，

活化資源，並拓展機會。

工作坊應用 8：
A. 引導學員思考每一個經驗中個人的決定權在哪裡?
B. 引導學員思考做決定與不做決定可能的不同結果。

C. 在回答中要肯定學員是具有做決定的能力。例如「我相信你是有能可以決定…」

D. 在可能授權下，鼓勵學員發揮創造力，嘗試做決定，或是向上級主管提供建議。

6.獲取資源(access to resources)

定義: 沒有資源與機會個案就形同沒有權力。確保讓個案能獲取替代方案與機會是

實務之原則與充能必要條件。甚至為了拓展個案所得資源，實務工作者必須

促使政策的轉變並提升會社會條件。

工作坊應用 9:
A. 引導學員列出可用資源，並提出限制資源與機會之因素。

B. 引導學員向上級提出需要資源之要求。

C. 引導學員將此項列入工作計畫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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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隱密(confidentiality)

定義: 基於倫理原則，隱密產生專業行為，並形成真誠專業關係的基礎。尊重個案

隱私得以維持機密以建立信任，並能顯示出對個案的尊重。這是發展合作關

係的兩項重要要素。

工作坊應用 10
A. 除非與研究團隊討論，否則不對外討論工作坊之互動內容。

B. 以匿名方式將學員意見與衛生局溝通，與進行組織充能。

8.責任(accountability)

定義: 一旦確認身為專業人員，必須謹守對專業的認同，並謹守服務原則。要達到

責任的標準，專業人員必須知悉相關法律以及實務的準則。要很清楚知道自

己專業與其他專業不同的地方。並能對專業付出具有承諾。

工作坊應用 11:
A. 確保學員權益

B. 定期召開研究團隊會議，包含工作坊負責人以及課程負責人。

表 2 社會工作實務之原則

接受 表達對於個案長處以及成長潛能之正向尊重

個別化 肯定每一位個案之獨特性以及不同的特質

主觀性 提升與個案工作之專業關懷、關心以及承諾

自我決策 提升個案權利來來做自己的決定

接近服務 提升並促使獲取資源與機會

隱私 尊重個案隱私權

責任 確保有能力之專業行為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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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七：我們要如何將充能策略運用於工作坊?
依據 DuBois, Miely, 以及 Melia(1993)所提出之社會工作者之充能過程，將充

能策略運用分為三個時期，對話期、發現期以及發展期。每個階段時期各有不同

過程與活動。玆敘述如下

時期 I:對話期—建立關係與描述情境

定義: 對話時期開始於評估期。評估是釐清「發生什麼事」，並且產生所採取行動

的決策。重要的是，評估階段也是確認個案與工作人員之間關係的本質。對

話時期，個案可能會尋求工作者來負責，工作者必須體認充能必須在個案獲

取足夠資源與能力之下才會逐漸發生。因此，與個案建構充能關係，是在他

們相互評估當前情境並確認他們關係所要朝的方向。

工作坊應用 12:
1.形成夥伴關係

A. 藉由了解個案所存在之經驗，以尊重與真誠的態度使個案能投入在夥伴關係之

中。

B. 負責人應明瞭個案以及個人之權力。

C. 在經驗中引導討論雙方在此關係中之權力與責任。例如，學員必須全程參與，

並完成課後學習單。

D. 尊重個案對於隱私之要求，例如錄音、錄影以及所有行為分析。

2.描述情境

A. 傾聽與回應-主動傾聽是負責人在此階段中重要的工作。仔細聆聽、正確回應，

是讓學員感受負責人對他的重視、關心以及興趣。負責人最好的建議是建立在

個案所分享的內容之中。透過負責人的鼓勵，學員會分享更多他們在工作上獨

有的理論。

B. 專業回應—儘管是基於專業回應，仍是以個案所陳述對話內意義而回應，當很

難避免引導個案進行溝通對話時，針對個案經驗給予中立性回應是必要的。

C. 描述目前情境，喚起個案現實，藉由個案對於情境的描述，重整其內在現實，

負責人必須小心克制個人對於學員情境帶有個人價值觀。

D. 未來導向—協助學員看待所遭遇困難為挑戰而非問題，是改變的轉淚點。檢視

是否為問題在於是否對於未來前進造成阻礙，若不是這樣，挑戰的觀點有助於

讓雙方超越他們做錯什麼，不在專注於過去的失敗，而是明白他們想要到哪

裡，並且確認負責人可以協助他們盡力達到。

E. 交換訊息，正向溝通與澄清—紀錄雙方所關切之重點，需要時，增加衛生局

官員進入進行訊息交換，以確立關係上的對等。

F. 提問-提問是喚醒與刺激學員對於個人所處情境之意識。但是提問必須小心使

用，必須經過思考，否則會形成壓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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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確定方向

A. 與成員一同訂定可以達成的目標，哪怕只是一個放假計畫。

B. 負責人必須小心分析學員所期望的目標會是什麼?必須藉由個案所表達經驗

中的脈絡來了解當中所透露之訊息。

C. 負責人要從學員各種層面來分析可能達到的目標與可能獲得的資源。

D. 從團體中他人相同經驗來讓學員了解個人在無力感的經驗中並非孤單。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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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II:發現期—評估資源、計畫改變

定義: 工作者與個案一同確認個案系統的長處並發現所處環境中的資源。為達到此

目的，工作者仍要運用以長處為主的對談和評估技巧及工具。關於可用資源

的訊息讓共作者與個案能合作發展連貫性與有效性之行動方案。

工作坊應用 13：
A. 確認長處

A. 儘管學員所提供之經驗可能是一無是處，仍是要以長處之觀點引導學員思考。

B. 強調個別差異，並非所有學員之長處都要拿來要求自己。

C. 引導學員欣賞自己

B. 評估資源能力

A. 引導學員從不同層級分析列出曾經用過的資源。

B. 引導學員分析現有資源是否足夠應付工作?哪些需要擴展?擴展的管道為何?
C. 鼓勵學員擬定資源整合行動計畫。

C. 架構解決方案

A. 引導學員訂定人生目標以及工作目標

B. 鼓勵學員於課程中嘗試實行行動方案，並將方案是行經驗在團體中進行分享。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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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III:發展期—執行評價、穩定改變

定義: 個案與學員執行工作坊所規劃之行動方案，學員透過活絡所處環境之資源、

創造權力結盟，並拓展可能之機會。發展時期，負責人與學員要能評價其所

努力的成果，並在過程進行中穩定的整理所做的努力。

工作坊應用 14：
1. 活絡資源

 持續增進動機，藉由再次確認學員所存在之情境，接受改變之本質，尊重其獨

特性，提供情緒支持，讓學員能在過程中保有改變之動機。

 發展權力，藉由過程中發展領導關係、了解選擇權利、依照解決方案安排真實

之意見，並培養長處與能力。

 持續以改變觀點來鼓勵學員。

 過程中不斷以敘事方式引導學員創造新的概念。

 鼓勵學員嘗試新的行為，並在行為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改變。

 妥善管理資源，建立資源一欄表，規劃管理資源方式與時間。

 鼓勵學員透過不同方式持續接受教育。

2. 創造結盟

A. 引導學員形成自助團體，藉由各種可能方式，例如電子報、電子郵件或是聚會

定期互動來增進充能感受。

B. 鼓勵與其他團體連結，包含社區。

3. 整合獲益

A. 引導學員覺察不同層面個人在工作坊中的改變，包含個人、組織、更大環境。

B. 鼓勵學員定期分享成功經驗，持續拓展充能感受。

C. 鼓勵學員能夠在工作獲致成功時慰勞自己。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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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饒了自己解放自己」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1-1 能確認自己工作上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來源

1-2 藉由參與者彼此敘事分享，提供有效訊息，增強員工自我效能的感覺

1-3 參與者能主動、持續執行任務，排除障礙而達成目標。

三、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四、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教學目標) 工作坊人員回應原則

《活動一：建立關係 介紹成員(45’)》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各位基層工作夥伴大家好，很高興有有機會和

大家在這裡相聚，聊一聊工作，算是工作的充電站。

我先自我介紹，我是 XXX，目前在 XXX 服務，跟

公衛實在有不解之緣，常和公衛工作人員混在一

起，很了解大家的問題，我們這個團體的重點是讓

大家分享工作經驗，說明白一點是讓大家吐苦水，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能讓大家對於我們的工作有

「新」的認識。

接下來，請大家做自我介紹，並請您說一下參

與此活動的心情，有否期待?

《活動二：無力的事…(60’)(1-1)》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1.我喜歡我的工作嗎?

2.從事公共衛生工作，說說看最令您感到無力的

事..，對您有何影響?

[綜合活動:]
針對上述經驗，引入本課程的目標「從過去經驗獲

得掌控生活之能力」，鼓勵學員以親身經歷來感受講

員上課內容，並帶入個人省思，以便分析問題背後

真正因素，產生解決問題之行動。

對話期—形成關係—形成

夥伴關係

[p22-七-12-1A]

對話期—形成關係—描述

情境

[p22-七-12-1,2]
[p23-七-12-3D]

工作坊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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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我的充電站(45’)(1-2)》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1. 針對上述的無力感，您如何解決?
2. 什麼樣的因素，讓您還在公共衛生護理工作?

3.在什麼情況下，你才不會想轉換工作跑道?

[綜合活動:]
從大家的經驗，我看到「請歸納學員所陳述之內容」

，相信大家一定還是對這份工作有所堅持，也因為

這樣，所以公眾的健康還是朝著正向的發展，大家

的努力功不可沒。

《活動四:我的省思(30’)(1-3)》
經過這些討論，請您再次確認您的省思雜記與行動

計畫，並將它完成交給工作人員。

針對不清楚的經驗，請深入

說明。

鼓勵學員針對事件進行反

思。反思事件對個人、組織

與社區(大環境之影響)。
鼓勵學員針對不同學員之

經驗與以回應。 [p.22-七

-12-1,2,3D]

針對上述無力之經驗，引導

學員思考問題的原因?應用

充能原則，思考個人能力或

是環境權力?針對這些因素

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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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我是誰？我在做什麼？--敘說自己與工作」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2-1 分析個人在公共衛生領域的貢獻

2-2 能依據他人工作上成功經驗增強個人能力的信念

2-3 個人透過經驗分享後，能提出工作改善計畫

三、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四、準備活動

1.彙整學員上次工作坊後之省思行動，整理成書面資料提供於本次活動之討論來

源。

五、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教學目標) 工作坊人員回應原則

《省思後行動分享(45’)》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1.很高興又跟學員見面，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上

週課程結束後，在工作上發生什麼?
2.說明上週課後完成的省思與行動之結果，並引導學

員進行討論與分享。

《活動一：說說自己的工作故事(45’)(2-1)》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1.您在工作上發生過很多事，說一說令您難忘的事?
2.您認為這些事令您難忘的原因是?

[綜合活動:]
從大家的分享，可以發現，從事公共衛生這份工作

帶給我們很多「請歸納學員經驗」，這些都是我們人

生中珍貴的經驗。

《活動二：經驗中的權力關係(45’)(2-2)》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鼓勵學員將上課經驗與工

作經驗做連結，發覺自己改

變的地方，並與與鼓勵。

若無人回應則工作坊負責

人以個人經驗做開場。

鼓勵學員針對這些經驗進

行反思，覺察這些經驗帶給

個人的影響

[p.22-七-12-2AB]

引導相同經驗的人彼此對

話，藉由共同經驗達到支持

的目的。

[p.24-七-13-1A BC]

鼓勵學員發展未來行動方

案，學習從經驗中累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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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剛剛學員分享的經驗，您認為哪一個經驗令

您印象深刻?為什麼呢?這些經驗讓您想到什麼?這
些事務間有著什麼關係?

2. 你最欣賞故事中的哪個人?爲什麼?

【連結權力的迷思—活動三-1.2】

[綜合活動:]
從大家的經驗可以發現，很多問題背後都不是只有

個人層面的因素，可能還有「請歸納學員經驗」…，

感覺上好像是我們無法掌控的…可是請接下一個活

動

《活動三:時光機(30’)(2-3)》
1.如果可以從來，針對剛剛的事情，您還是會像剛剛

處理的方式一樣嗎?為什麼?說說您的想法

[綜合活動:]
從大家分享的內容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改變可能要從

個人做起，從主動溝通，主動提出要求開始，這是

充能的第一步。

《活動四:我的省思(15’)(2-3)》
經過這些討論，請您再次確認您的省思雜記與行動

計畫，並將它完成交給工作人員。

識，以改進工作問題。

[p.24-七-13-1A BC]

引導學員思考「做決定」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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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好夥伴加油-提供自己」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3-1 能獲得團體中參與者成功經驗的訊息與建議

3-2 個人能覺察自己工作方式的優缺點與意義

3-3 藉由分析個人與參與者之成功或失敗經驗的原因，以及工作計畫的修正方

案的成效

3-4 藉由組織上層與參與者對談，以獲得一個授權的契約

三、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四、課前準備活動

1.彙整學員上次工作坊後之省思行動，整理成書面資料提供於本次活動之討論

來源。

五、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教學目標) 工作坊人員回應原則

《省思後行動分享(45)》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1.很高興又跟學員見面，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上

週課程結束後，在工作上發生什麼?
2.說明上週課後完成的省思與行動之結果，並引導學

員進行討論與分享。

《活動一：我的成功與失敗(45)(3-1)》
1.說說您在工作中做的最成功的事

2.說說您在工作中感到最失敗的事

3.您認為這些工作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如何克服?

《活動二：從過去經驗中欣賞自己(45) (3-2)》
請您分享:
1.我認為自己在工作中最有價值的是什麼?
【連結充能定義—活動一-1.2 與活動二-1.2】

鼓勵學員將上課經驗與工

作經驗做連結，發覺自己改

變的地方，並予以鼓勵。

若無人回應則工作坊負責

人以個人經驗做開場。

[p.22-七-12-2D]
鼓勵學員從經驗中分析成

功與失敗的原因，配合工作

手冊，「強調未來導向」—
協助學員看待所遭遇困難

為挑戰而非問題，是改變的

轉淚點

[p.24-七-13-1ABC]
鼓勵學員思考過去經驗中

自己工作上存在的價值。並

透過他人回應加深自我價

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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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聽完「公共衛生與我」的課程，您在工作上有什麼

新的想法?

【連結公共衛生與我之活動二-1.2】

[綜合活動:]

聽完大家的經驗，連結上午的課程，我們知道，現

在所做的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雖然只是一個小點，

但是，對於日後公公衛生的歷史，我們都留下痕跡。

《活動四：你懂？我懂！(45)(3-4)》
1.您最想跟主管反映的事情?
2.這些事情哪些跟您本身有關?哪些是跟主管或是環

境有關?
3.有沒有是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的?如何反應這些想法

呢?

【連結充能定義—活動一-1.2】

《活動四:我的省思(30’)(3-4)》
經過這些討論，請您再次確認您的省思雜記與行動

計畫，並將它完成交給工作人員。

[p.22-七-12-2E]
鼓勵學員以具名或是不具

名方式寫下意見，並於工作

坊中提出來與衛生局裡成

員溝通，透過雙向溝通了解

上層目標與宗旨。

[p.22-七-12-3AB]
鼓勵學員可以思考如何接

近上層組織提供個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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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 「我將繼續 再出發」

一、教學時間:180 分鐘

二、教學目標:
4-1 能覺察自己在組織中的角色

4-2 分析個人在組織中的影響程度並分析原因

4-3 分析過去和未來組織在做決定的過程自己已(將)扮演何種角色並分析原因

三、教學方法:意識喚醒、Freire 對話、團體分享

四、準備活動

彙整學員上次工作坊後之省思行動，整理成書面資料提供於本次活動之討論來源。

五、教學流程

活動流程(教學目標) 工作坊人員回應原則

《省思後行動分享(45)》
工作坊負責人引言

1. 很高興又跟學員見面，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分享

上週課程結束後，在工作上發生什麼?
2. 說明上週課後完成的省思與行動之結果，並引導

學員進行討論與分享。

《活動一:在工作中的我像…..(45’)(4-1)》

11.. 請請您您寫寫下下一一種種動動物物名名稱稱來來代代表表您您在在工工作作中中的的角角

色色，，並並說說明明這這種種動動物物與與您您相相似似的的原原因因

22.. 您您喜喜歡歡這這樣樣的的角角色色嗎嗎??爲爲什什麼麼??

【連結—權力的迷思之活動一 1.2】

《活動二:Trust me I can make it.(45’)(4-2) 》
1.您認為您在工作環境中具有影響力嗎?為什麼?
2.你覺得你個人在扮演充能健康的角色嗎?

【連結--充能與健康之活動一之 2.3】

《活動三:做自己的頭家(45’)(4-3)》

以隱喻方式呈現個人在工

作上的影響力

鼓勵學員分析自己在工作

上的角色以及對工作之影

響。並連結充能與健康中個

人專業角色窄制的不利因

素

藉由分享經驗來傳授做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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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作中如何表達我們的意見，說說您的經驗

2. 這些經驗是否帶來正面或負面效益?
3. 如果再來一次，你會不會再這樣做?為什麼?
【連結—權力的迷思之活動二 1.2】
《連結—權力的迷思之活動三 1.2》

《活動四:我們的行動(45’)(4-3) 》
鼓勵學員以可接受方式與上級主管進行對談，以增

進上下訊息之交流。

定的秘訣

鼓勵由經驗中分析做決定

之成效

[p.23-七-12-3ABC]
[p.24-七-13-3AB]

藉由對話、省思，產生團體

行動，這部份，完全決定在

團體的決定與行動，負責人

僅需引導與促發即可。

[p.25-七-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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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紀錄

工作坊負責人過程省思--工作坊 I「饒了自己 解放自己」

您滿意這次帶領的過程嗎?為什麼?

哪一個人所分享的經驗或是哪一個人最令你印象深刻?

在這次工作坊您的感受是什麼?

您在此次工作坊感到最困難的是..?

針對帶領方式，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是您下次想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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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負責人過程省思--工作坊 II「我是誰 我在做什麼」

您滿意這次帶領的過程嗎?為什麼?

哪一個人所分享的經驗或是哪一個人最令你印象深刻?

在這次工作坊您的感受是什麼?

您在此次工作坊感到最困難的是..?

針對帶領方式，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是您下次想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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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負責人過程省思--工作坊 III「好夥伴加油 提供自己」

您滿意這次帶領的過程嗎?為什麼?

哪一個人所分享的經驗或是哪一個人最令你印象深刻?

在這次工作坊您的感受是什麼?

您在此次工作坊感到最困難的是..?

針對帶領方式，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是您下次想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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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負責人過程省思--工作坊 IV「我將繼續 再出發」

您滿意這次帶領的過程嗎?為什麼?

哪一個人所分享的經驗或是哪一個人最令你印象深刻?

在這次工作坊您的感受是什麼?

您在此次工作坊感到最困難的是..?

針對帶領方式，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是您下次想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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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觀察員訪談觀察一欄表(II)
工作坊主題：

工作坊負責人：

工作坊小組長：

工作坊觀察員：

代號說明

發言意向：+表示主動發言 -表示受負責人邀請才發言 表示受邀請發言卻未發言

主動性：除請確實紀錄發言次數，亦註記學員參與表情，

例如專注眼神* 若有所思# 與他人交談$ 專心筆記@ 不耐煩!

一、整體評估(依您參與在其中的感受來評定)

項目 等級

1.達到課程目標 1 2 3 4 5

2.活動方式恰當 1 2 3 4 5

3.團體氣氛溫暖 1 2 3 4 5

4.成員討論有焦點 1 2 3 4 5

5.成員皆認真投入 1 2 3 4 5

6.成員互動方向均衡 1 2 3 4 5

7.成員出席狀況良好 1 2 3 4 5

8.領導者口頭表達清楚 1 2 3 4 5

9.領導者對成員的心理行為有清楚之概念 1 2 3 4 5

10.領導者能及時且適當的回應團體訊息 1 2 3 4 5

說明與建議：

二、成員個別紀錄

編號 對象 發言次數 發言意向 主動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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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錄「我是誰 我在做什麼」 頁 1 觀察員：

學員代號 互動過程紀錄

注意：

1. 請畫出團體座位圖，需標示學員編號。

2. 請依據發言者之內容做整理。不需每句皆紀錄，但請盡量詳

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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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錄「我是誰 我在做什麼」 頁 2 觀察員：

學員代號 互動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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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次活動，您的感想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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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觀察員訪談觀察一欄表(II)
工作坊主題：

工作坊負責人：

工作坊小組長：

工作坊觀察員：

代號說明

發言意向：+表示主動發言 -表示受負責人邀請才發言 表示受邀請發言卻未發言

主動性：除請確實紀錄發言次數，亦註記學員參與表情，

例如專注眼神* 若有所思# 與他人交談$ 專心筆記@ 不耐煩!

一、整體評估(依您參與在其中的感受來評定)

項目 等級

1.達到課程目標 1 2 3 4 5

2.活動方式恰當 1 2 3 4 5

3.團體氣氛溫暖 1 2 3 4 5

4.成員討論有焦點 1 2 3 4 5

5.成員皆認真投入 1 2 3 4 5

6.成員互動方向均衡 1 2 3 4 5

7.成員出席狀況良好 1 2 3 4 5

8.領導者口頭表達清楚 1 2 3 4 5

9.領導者對成員的心理行為有清楚之概念 1 2 3 4 5

10.領導者能及時且適當的回應團體訊息 1 2 3 4 5

說明與建議：

二、成員個別紀錄

編號 對象 發言次數 發言意向 主動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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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錄「我是誰 我在做什麼 敘說自己與工作」 觀察員：

學員代號 互動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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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觀察員訪談觀察一欄表(III)
工作坊主題：

工作坊負責人：

工作坊小組長：

工作坊觀察員：

代號說明

發言意向：+表示主動發言 -表示受負責人邀請才發言 表示受邀請發言卻未發言

主動性：除請確實紀錄發言次數，亦註記學員參與表情，

例如專注眼神* 若有所思# 與他人交談$ 專心筆記@ 不耐煩!

一、整體評估(依您參與在其中的感受來評定)

項目 等級

1.達到課程目標 1 2 3 4 5

2.活動方式恰當 1 2 3 4 5

3.團體氣氛溫暖 1 2 3 4 5

4.成員討論有焦點 1 2 3 4 5

5.成員皆認真投入 1 2 3 4 5

6.成員互動方向均衡 1 2 3 4 5

7.成員出席狀況良好 1 2 3 4 5

8.領導者口頭表達清楚 1 2 3 4 5

9.領導者對成員的心理行為有清楚之概念 1 2 3 4 5

10.領導者能及時且適當的回應團體訊息 1 2 3 4 5

說明與建議：

二、成員個別紀錄

編號 對象 發言次數 發言意向 主動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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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錄「好夥伴加油 提供自己」 觀察員：

學員代號 互動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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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觀察員訪談觀察一欄表(IV)
工作坊主題：

工作坊負責人：

工作坊小組長：

工作坊觀察員：

代號說明

發言意向：+表示主動發言 -表示受負責人邀請才發言 表示受邀請發言卻未發言

主動性：除請確實紀錄發言次數，亦註記學員參與表情，

例如專注眼神* 若有所思# 與他人交談$ 專心筆記@ 不耐煩!

一、整體評估(依您參與在其中的感受來評定)

項目 等級

1.達到課程目標 1 2 3 4 5

2.活動方式恰當 1 2 3 4 5

3.團體氣氛溫暖 1 2 3 4 5

4.成員討論有焦點 1 2 3 4 5

5.成員皆認真投入 1 2 3 4 5

6.成員互動方向均衡 1 2 3 4 5

7.成員出席狀況良好 1 2 3 4 5

8.領導者口頭表達清楚 1 2 3 4 5

9.領導者對成員的心理行為有清楚之概念 1 2 3 4 5

10.領導者能及時且適當的回應團體訊息 1 2 3 4 5

說明與建議：

二、成員個別紀錄

編號 對象 發言次數 發言意向 主動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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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錄「我將繼續 再出發」 觀察員：

學員代號 互動過程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