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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研究者邀請三

位已患有腦中風且目前持續工作一年以上者，進行本研究的參與。三

位研究參與者的年齡介於四十二歲至四十七歲，其中兩位為男性，一

位為女性。此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深入訪談，邀請研究參與者

述說其腦中風重返職場的生命經驗，並透過敘事的方式歸納呈現整體

的研究結果。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腦中風患者從經歷腦中風到重返職場的就業

歷程共可分為五個階段，其中包含腦中風前的就業經歷、腦中風醫療

期、復健期、尋職期、重返職場等五個階段歷程。腦中風患者重返職

場所面臨的挑戰，可歸納共同幾點為轉換原本職業或工作內容、職場

人際關係的改變、障礙和體能的限制影響工作表現、心理因素影響對

工作的想法，此外個人事件的挑戰為家人反對重返職場就業。在面對

挑戰的因應方式為調整職務或重新尋職培養專業技能、反思與同事相

處溝通的方式、調整就醫時間並善用保健食品維持健康、找到適合自

己的方式展現出工作能力、保持開闊的心胸轉變對工作的想法等為其

因應的方式，而個人事件的因應方式是做出具體行動與家人溝通獲得

認同。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獲益為接觸外在刺激及人際互動使復原

速度加快、心境跟著轉變充滿正向動力、獲得收入減輕生活經濟負擔、

找到人生目標生活不再無聊、思緒變得有條理有助邏輯思考的能力都

是研究發現的獲益。 

基於研究結果，針對腦中風患者、公私立部門、職業重建服務、

職場雇主及同事、腦中風患者家人等給予不同的建議方向，並對研究

限制及未來研究的建議提出其他的看法，期待本研究對腦中風患者重

返職場的就業能有所幫助，鼓勵腦中風患者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就業。 

關鍵詞：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業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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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stroke patients reentering the job market. 

Three people who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stroke and had worked more 

than one year were invited by the researc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he age of three study participants ranged from 42 to 47. They are two 

males and one female.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in-depth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was us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describe 

their life experiences of returning to work after strokes. The general result 

was summarized by narrative method.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s there are five stages for stroke patients 

from stroke to return to work, which are prior stroke employment 

experience, medical treatment period, rehabilitation period, job searching 

period, and backing to the workplace. The challenges that stroke patients 

facing can be commonly concluded as changes of the original job or job 

content, chang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kplace, barriers 

and physical limitations affecting performance,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thinking of work. Moreover, the opposite opinion to 

returning to work from the family is the personal challenge. The response 

to face the challenges is adjusting their jobs or finding other jobs with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skills, rethinking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colleagues, adjusting the time for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making good 

use of dietary supplement to maintain health, finding a suitable way to 

show their working ability, and being open minded and changing mindset 

of changing jobs. The solution for the personal event is to make concrete 

actions to gain identity from family members by communication. The 

benefits for stroke patients reentering the job market are to gain qu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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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speed, to change the mood with positive thinking, to gain 

income and to start learning how to manage money, and to find the goal 

of life so that life is no longer boring, and to think more logical. Those all 

benefits are found by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findings, different directions are suggested for stroke 

patient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employers and colleagues in the workplace, and family 

members of stroke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alternative opinions on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can be a help for stroke patients to return to 

work, encouraging them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and be employed 

actively. 

Key words: stroke patients, reentering the job market, employ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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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依序介紹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及問題與名詞解釋，並

詳細的分節加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台灣的腦血管疾病患者，於 105年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之死亡人

數為 50.4人，每 47分 03秒就有一人因腦血管疾病而死亡，占全國十大

死因的第四名（衛生福利部，2016）。就發生率而言，根據各國研究顯示，

55歲以上的中風發生率平均每千人約 4.2~6.5人。依據台灣地區中風發

生率的研究指出，36歲以上人口的中風盛行率約千分之 16.42，若以台

灣地區 36歲以上人口數接近一千萬，每年的中風新發生數約為三萬人，

其中包含 67%腦梗塞、14%腦出血、4%蜘蛛膜下腔出血及未被辨識的腦中

風類型（邱弘毅，2008；葉伯壽，2017）。美國心臟協會指出，2010年

全球平均有 1,690萬人第一次腦中風，有 520萬人首次腦中風是小於 65

歲。而 2013年在美國平均每 40秒就有一人腦中風，每 4分鐘會有人死

於腦中風（Mozaffarian et al., 2016），由此可知腦中風的危害隨時影響著

多數人的生命。  

    根據研究顯示，隨著年齡逐漸的增加，腦中風的發生率也隨之提高，

且在 45~65歲開始罹患腦中風的危險性大幅增加（廖建彰、李采娟、林

瑞雄、宋鴻樟，2006）。董正珮（2015）針對腦中風患者年齡進行調查，

也發現腦中風患者年齡層多以集中在 41~64歲者最多，且這類年齡層患

者多以中高齡為主，並擔任家庭主要經濟者。 

    在腦中風後主要會造成死亡及失能，而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七千人會

因為腦中風而導致日常生活失能，是成人殘障的主要原因之一（邱弘毅，

2008）。目前全世界約有 5,000千萬人腦中風後繼續生存下來，其中三分

之一約 1,700萬人因腦中風而變成身心障礙者（陳昌明，2011）。腦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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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後的典型特徵會造成吞嚥困難、構音障礙、半側偏盲、肢體無力、

步態不穩、感覺喪失及忽略等症狀（Worp & Gijn, 2007）。也因為腦部損

傷的部位、範圍、嚴重程度不一，所造成的殘障程度亦有所不同（李金

英，2015）。其中以肢體無力最多（72.3%），其次順序為頭暈目眩（佔

23.1%）、語言障礙（佔 20.2%）、嘴角歪斜（佔 17.4%）、意識不清（佔

14.9%）、感覺異常、噁心嘔吐（佔 6.5%）、頭痛、吞嚥障礙、視覺障礙

及抽蓄等（蔡怡秀、孫明輝、陳秋美、郭憲文、洪麗珍，2003）。有關腦

中風患者因中風所造成的各種障礙情況，根據研究顯示中風後六個月內

若能積極復健是恢復功能最快的，這表示雖然中風會造成失能，也可能

遺留程度不等的失能狀態，但最終透過心理調適及復健的過程，能逐漸

回到以往的日常生活之中。蔡惠如（2014）研究也指出，中風後的因應

之道，除了積極復健外，也包含努力不成為家人負擔，雖中風後影響其

生理、心理、家庭及社會層面，但期許能趕快恢復自主能力是主要目標。 

    除了身體上的障礙程度外，也間接會影響到心理層面。有研究發現

在心理層面上，腦中風患者比較關心的是生產力、情緒困擾、負向情緒、

休閒功能、社會及家庭的角色等（Hsieh, et al., 2010）。且強調身體及心

理復原是分不開的，復原是能夠恢復能力去執行特定的事（Gallagher, 

2010）。Moore（1990）表示自我效能就是使其從自我評估促發信念相信

自己有能力做到，就是對自己能力的一種信念。對自我能力的肯定，也

需要社會支持的協助。關於腦中風患者的社會支持研究中提到，腦中風

患者在遭受中風後要經歷一段漫長的復健過程，如果有足夠的社會支持

其心理健康問題會較少（Li, Wang & Lin, 2003）。 

    由於近年來醫療環境的進步，使得腦中風的死亡率逐漸下降，相對

的因腦中風而造成殘障的問題則越來越被重視，這關係著腦中風患者復

原後，是否能再重返職場就業及回到原本的生活型態。腦中風患者不論

是身體或心理恢復至某個程度時，為了不想拖累家人，會嘗試面對或改

變患有腦中風後的生活，因此當恢復到一定程度時，最終會選擇重返職

 



3 

 

場繼續就業，所以復原後進入職場的情況，將會是腦中風患者及其家人

所會關注的議題。 

    研究者本身曾擔任身障就業服務員，期間接觸過不少腦中風患者在

恢復身體狀況後，有重返職場就業的需求，但仍因本身的障礙嚴重情況

不同，而影響是否能再度重返職場就業的可能。因腦中風造成重度障礙

的患者，會因為障礙嚴重而無法重返職場就業，或是本身有就業意願但

因障礙情況導致就業困難。因此激起研究者想瞭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

的就業歷程，讓研究者想透過腦中風患者的角度及立場，試著瞭解他們

的就業挑戰及就業困難，並且探討腦中風患者如何面對因腦中風後所帶

來的身體障礙，在這樣的重大變化之下，如何又再度重返職場就業，找

回原本的生活，並能適應腦中風後所帶來的重大改變。 

    根據目前國內對腦中風的相關研究，多數以腦中風的醫療照護、腦

中風患者復健治療過程、腦中風患者生活品質、腦中風家庭照顧者調適

歷程等為主要研究方向，較少以質性研究法來探討腦中風患者的就業議

題。因此期望將本研究結果能激勵腦中風患者盡早適應身體及心理上的

改變，並保有正向積極的生活態度早日重返職場就業，也期盼鼓勵腦中

風患者的家人及相關領域人員，可以瞭解除了醫療照護外，腦中風患者

還有重返職場就業的可能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問題 

壹、研究目的： 

透過閱讀相關文獻的過程中可知，大部分的腦中風研究都聚焦在腦

中風患者的治療和復健，因此研究者想深入探討的是腦中風患者在經歷

腦中風時到腦中風後進入職場就業的整個過程，所以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如下： 

一、 瞭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以激勵腦中風患者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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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重返職場就業。 

二、 瞭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時面臨的挑戰和因應方式，讓腦中風

患者得以作為重返職場的參考。 

三、 瞭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後的獲益，並鼓勵腦中風患者及早重

返職場以促進身心調適與生活品質的提昇。 

貳、研究問題 

研究者根據前述所提的研究目的，試圖瞭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

業的相關歷程，故提出以下問題進行探討： 

一、 探討腦中風患者從經歷腦中風到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為何? 

二、 探討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面臨的挑戰及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為何？ 

三、 探討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獲益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 腦中風患者 

    腦中風（stroke）指的是因為腦血管阻塞或血管破裂出血等，使得供

給血液及營養的腦部組織受損，造成腦細胞受損壞死，甚至危及生命的

狀況（壢新醫院中風醫療中心，2012）。且會伴隨感覺及運動神經等問

題產生，引發不同程度身體器官或思考能力暫時性或永久性功能喪失，

如肢體癱瘓及語言障礙等後遺症者（顏文榮，2011）。 

    本研究所稱的腦中風患者是根據國際分類法（ICD-10）進行定義，

其編碼為 I 60（非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I61（非創傷性腦出血）、

I62（其他和未明示側性之非外傷性顱內出血）、I63（腦梗塞）、I64（未

伴有腦梗塞之其他腦前動脈阻塞及狹窄）、I65（未伴有腦梗塞之其他腦

前動脈阻塞及狹窄）、I66（未伴有腦梗塞之其他大腦動脈阻塞及狹窄）、

I67（其他腦血管疾病）、I68（歸類於他處疾病的腦血管疾病）及 I69（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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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後遺症）等患者為此研究的對象依據，且經過復健治療後日常

生活自我照顧能力已能再回到職場就業者。 

貳、 重返職場 

    重返職場所指的是個人面臨意外、傷病、遺傳、職災等事件而成為

身心障礙者之個人，因障礙關係而中斷其職業發展甚至失業，於復健後

重回就業場域，包括進入就業競爭市場、支持性就業及庇護性就業等，

且重返職場之形式包含相同工作相同雇主、相同工作相同雇主但調整工

作及職務再設計、相同雇主不同工作、不同工作不同雇主、不同工作再

訓練與相同或不同雇主（林淑鈴，2012），或自行選擇創業擔任雇主。

本研究對於重返職場的定義為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時，受雇於原職場、

進入新的工作場所或自行創業者。 

參、 就業歷程 

    就業歷程係指在取得工作前之求職探索階段、剛進入職場工作之適

應階段以及穩定就業之階段，而穩定就業應為在同一工作場所中持續一

年以上工作，並當下仍在該工作職場上工作者（林志昌，2015）。此外

就業歷程也代表「獲得工作」指的是包含工作找尋、投遞履歷、通過面

試、得到工作等，「做好工作」表示工作者與工作環境適合並達到平衡

滿足的結果（王心柔，2013），「保有工作」為全職或彈性工時以及有

薪之工作，並持續三個月以上穩定工作就業，並根據此定義進行探討腦

中風患者在職場上的就業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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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題為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將綜合相關文獻內

容進行瞭解與探討，本章共分為四個小節，第一節腦中風之概述、類型

及後遺症，第二節腦中風患者的復健，第三節腦中風患者的生涯發展與

就業歷程，第四節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重要性及相關因素。 

第一節 腦中風之概述、類型及後遺症 

壹、腦中風之概述 

腦的血液供應是很重要的，一旦大腦血液循環停止約十秒鐘，腦部

缺乏氧氣及養分，人就會陷入昏迷。不管是任何原因使得腦部任一區域，

供給的血管突然發生意外、障礙或病變，導致腦部血液循環中斷氧氣供

應不足，臨床上統稱為腦中風（洪章仁、賴金鑫、王顏和，2012）。腦

中風（stroke）為突發性腦血管阻塞或破裂出血，又稱為腦血管意外

（Cerebral Vascular Accident, CVA），因此會引起腦部局部缺氧或缺血，

造成腦組織的損傷，會出現身體單側麻痺（即半身不遂或偏癱），或身

體兩側麻痺。腦中風患者的感覺、動作、意識、語言、認知等功能都會

有不同程度上的缺損，這些改變會造成個人暫時性或永久性的功能障礙

（蔡惠如，2014）。 

腦中風大致可分為腦梗塞、腦出血及蜘蛛膜下腔出血，腦梗塞因血

管動脈硬化窄而產生阻塞，或心臟及其他部位血管內凝塊，流至腦血管

狹窄處，造成血管阻塞而引起。腦出血是腦內血管壁因病變而破裂，或

動脈瘤、動靜脈畸形等破裂而引起。蜘蛛膜下腔出血為腦表面的血管出

血，積血在蜘蛛膜下腔裡，以動脈瘤或動靜脈畸形出血為多（黃淑芬、

張成源，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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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腦中風之類型及後遺症 

一、腦中風的類型 

關於腦中風的類型主要可分為缺血型中風和出血型中風，且缺血型

中風佔中風比例的 85%，出血型中風佔中風比例的 15%，因此以下針對缺

血型中風及出血型中風進行介紹： 

 （一）缺血型中風（ischemic stroke） 

主要是因為腦部或頸部的血管阻塞，使得仰賴該血管供應區的下游

腦部細胞缺乏血液供給，造成腦細胞缺氧壞死，再進而造成身體功能的

障礙（梁寧寧，2010 ; Hugh Markus, 2016）。最容易引起一側肢體無力，

比較常見的狀況包括：說話不清楚（slurred speech）、吃飯喝水容易嗆

到（easily choking）、臉歪嘴斜（facial asymmetry）、流口水（saliva 

drooling）、步態不穩（unsteady gait）、失語症（aphasia）等，也會出

現頭痛、頭暈及記憶力變差等現象（賴資賢、翁文章，2006）。 

 （二）出血型中風（cerebral hemorrhage） 

主要為腦血管發生破裂並有出血現象，血塊壓迫腦組織，進而造成

腦部組織的壞死。出血位置可分為腦血管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以及蜘蛛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侯孟真，

2015）。出血原因大部分是沒有控制好的高血壓所引起，控制血壓為最

主要的預防方法，血液可能蔓延進入硬腦膜下或蜘蛛網膜下，造成其他

腦部二次傷害（Dipiro, Talbert, Yee, Wells, & Posey, 2008）。若出血未控

制，會造成顱內壓上升及腦水腫更嚴重，顱內壓升高是腦出血病人死亡

的主要因素，所以出血型中風比缺血型中風有更高的死亡率（張鳳仙，

2012）。出血型患者往往會有頭痛、噁心嘔吐、血壓偏高、意識障礙及

少數的癲癇發作等現象，並於出血後會導致側半身無力、運動失調及感

覺喪失等症狀。因此不論是患有缺血型中風或是出血型中風都會造成長

期身體上的障礙與不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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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腦中風的後遺症 

由於腦中風對患者所造成的問題是多元且異質性大，不同的患者會

表現出不同的症狀及嚴重性，是因為大腦中不同的區塊所支配的功能也

不同。因不同的區域中風會使得該腦區所掌管的功能受損，進而表現出

不同的損傷程度，另外腦缺血或腦出血的範圍大小，也會造成腦中風病

患有不同損傷程度，腦細胞受損範圍越大，損傷越嚴重，病患受影響的

功能則越多種（侯孟真，2015）。以下介紹為國內外學者針對腦中風患

者常見的後遺症情形進行說明（陳適卿，2016；黃林煌，2011；崔毅，

2011；岡安裕之，2011）： 

（一） 生理層面 

1. 認知障礙：包括對人、時、地的定向感，以及判斷力、注意

力、記憶能力、計算、書寫能力、建構能力等，或對空間關

係的感覺障礙和平衡感覺障礙。 

2. 半身不遂：指單側上下肢體癱瘓，不能隨意運動，簡稱偏癱。

無論是缺血型中風或出血性型中風，只要病變侵犯了大腦的

運動中樞及傳出神經系統均可導致偏癱，其表現形式有遲緩

性和痙孿性兩種。 

3. 單側麻痺：為最普遍的障礙，身體的右半邊或是左半邊的手

腳與臉部殘留麻痺症狀，無法自由活動，或口眼歪斜是由於

顱神經麻痺所致。 

4. 半側忽略：在右腦大腦皮質區的腦中風患者，可能會出現忽

略左側空間或左半邊身體的症狀，患者會忽略來自左側的感

官刺激，感受不到左側身體的本體感覺，無法維持左右平衡。 

5. 運動障礙：運動障礙是腦中風主要表現的形式，通常會分兩

種，一種為自主肌力喪失，因為患者的腦部無法良好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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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導致該用力的時候沒辦法適當的使力，所以喪失運動

功能，又稱癱瘓；肌肉不自主地出力，該放鬆的時候無法放

鬆，而導致僵硬，發生的原因是腦部喪失對周邊的神經元的

控制能力，例如：患者的手不由自主的緊握拳頭，而難以張

開手抓握物品，又稱痙攣，此兩種情形常會出現在同一患者

身上。 

6. 感覺障礙：若有感覺缺損或異常的問題，會影響功能進展。

因為無法感覺到肢體的位置、肌肉的力量、腳踩在地上或手

拿著物品的觸感，而導致動作、行走有困難，因而影響日常

生活與工作。 

7. 語言及溝通障礙：語言障礙也是腦中風的後遺症之一，其中

包括「構音困難」及「失語症」，構音困難與手腳的麻痺相

同，因為嘴唇與舌頭、聲帶等肌肉麻痺而導致無法順利發聲

與發音的障礙。失語症則是大腦語言中樞出現障礙或語言的

區域受損，就會出現無法理解他人語言，或是無法表達內心

想法的狀況。失語症主要的症狀是喪失交談、閱讀、耳聞、

理解、手勢、書寫、計算等能力的一部分，或是有些患者大

腦語言區雖然沒有損傷，但有認知功能障礙時，也可能會有

無法理解的情形，必須和真正的失語症做區分。失語症可分

為三種型態，理解型的患者無法理解旁人言語雖可流利說

話，但可能與旁人的談話文不對題。表達型的患者可以理解

旁人言語，但無法流利表達。全面型的患者無法理解旁人言

語，也無法表達，因此有這類的後遺症者往往在使用語言溝

通時也較為辛苦困難。 

8. 吞嚥障礙：腦中風後常會有吞嚥困難的問題，主要因為口腔

階段神經肌肉的活動困難，咀嚼協調能力失衡，以及吞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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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異常，會有以下狀況表現，例如：嘴唇無法緊閉、吞嚥當

下發生嗆咳、吞嚥結束後發生嗆咳等情形發生。 

9. 疼痛：腦中風後最常見的疼痛是「偏癱肩膀疼痛」，這些疼

痛有可能是關節骨骼肌肉問題引起，也可能是自律神經異常

反射所引起，例如：肩關節半脫位、關節沾黏、夾擠症候群、

複雜性區域疼痛症候群，還有因腦中風後動作控制力不佳而

引起的退化性關節炎，或是因感覺異常引起的中樞型疼痛。 

10. 攣縮：因關節長期處於沒有活動的狀態下，軟組織纖維會失

去彈性而僵硬，若患者有痙攣，一定要做適當的處置，才能

避免攣縮發生。 

11. 失能：因神經功能缺損，使得動作障礙，喪失原有的生活與

工作能力，例如：缺損就是本來可以做得到的動作，現在無

法完成，或失能是因為身體缺損使得平時可完成的事情，現

在沒有辦法做。 

12. 半盲：是指右眼或左眼任何一方的一半看不見東西，所謂看

不見東西，並不是右眼或左眼完全看不見，是由於視野的缺

陷所造成的現象，因此容易忽略置於左方或右方的物品。 

 （二）心理層面 

腦中風不但會造成身體功能上的損傷，更擴及心理層面的痛苦及創

傷，患者容易產生心理方面的問題，也容易有悲傷的反應，例如：自我

感受沮喪及無望感的重大壓力是併發憂鬱的主因（吳佩雯，2013），另

外也可能因為喪失了工作及身分地位，連帶著影響心理、認知、情緒及

社交活動等，更因腦部病變的關係，所以也導致腦中風患者產生情緒方

面的障礙，最常見的心理層面問題則是憂鬱。因此以下針對心理層面加

以說明（陳適卿，2016；崔毅，2011；岡安裕之，2011）： 

1. 情緒障礙：腦中風患者因腦部受損，影響肢體動作功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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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常出現情緒低落。一般腦中風患者的情緒障礙為適應性障

礙，因為疾病引起自身與家庭生活上的劇烈變化，導致不習慣而

引起身心不適，例如：憂鬱、焦慮等情緒。 

2. 憂鬱症：為主要情緒反應，會有食慾下降、失眠、想哭等情況產

生。也會出現焦慮感擔心自己身體不會恢復、沒有進步。有些是

因為腦部受到損傷的緣故，但也有因為後遺症的關係，對身體無

法隨心所欲活動的情況感到不知所措等多重原因所引起。 

根據 Caeiro, Ferro, Santos, & Figeira（2006）研究發現腦中風患者在

住院後四天內，46%有憂鬱傾向，9%有中度至重度憂鬱。此外憂鬱症狀在

腦中風後的急性期是常見的心理問題，且經過 12個月後憂鬱症和死亡率

有持續性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腦中風患者若早期患有憂鬱症會有持續

性的憂鬱情況，甚至有影響死亡的風險（Kouwenhoven, Kirkevold, 

Engedal, & Kim, 2011）。 

高瓊芳、江慧玲、史麗珠與劉祥仁（2008）的研究顯示，雖然腦中

風患者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後，其肢體功能皆能慢慢恢復正常，但在心

理及社會層面卻無法恢復到以往的狀態，會覺得自己已經是生病的人，

也常常鬱鬱寡歡、不願意參與任何社交活動。另有李金和、王俊毅與林

怡儒（2012）研究結果表示，當中風患者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罹患腦中風，

造成肢體活動、認知功能障礙，伴隨罹病後生活型態的改變，往往使其

心境無法適當調適，由此可知心理及社會層面的影響反而比生理層面的

影響更大。 

但相對的也有研究結果指出如果心理狀態較為積極正向則有助於整

體功能的恢復，根據臨床研究在腦中風 3 個月期間增加積極的情緒與功

能狀態的恢復可能有顯著的關係（Lambiase, Kubzansky, & Thurston, 

2015 ; Seale, Berges, Ottenbacher, & Ostir, 2010），這說明積極的態度增加

或減少會影響腦中風患者心理身體恢復的狀態。綜上所述，腦中風因為

傷及腦部的各種部位，不只身體造成不同嚴重程度的損傷，更因身體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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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影響至心理。因此腦中風是一種全面性的身心障礙，不只有身體功能

的損害，也導致心理層面的無法恢復，對於腦中風患者而言，無疑是人

生中所面臨的重大挑戰與改變。 

第二節  腦中風患者的復健 

壹、復健的定義 

復健的定義就是患者因殘障所留下來的能力，透過復健的過程發揮

他們的能力到最高極限，讓患者無論在生理上、心理上、社會上或職業

上都能獨立自主。復健的目的在於預防畸形的肌肉萎縮、產生畸形可以

馬上治療、重新訓練患者能夠走路及上下樓梯、如果患者臉部麻痺或是

語言障礙可以給予治療、讓患者在日常生活能獨立自主不需要依靠別

人、讓患者能夠適應社會環境等。因此如果復健做的好，有 90%以上的

患者可以走路，手功能恢復 40%，有 35%的患者可以不依賴他人（黃淑芬、

張成源，1988）。 

此外腦中風的過程中常引起多種不同的心理反應，包含悲傷、焦慮、

憂鬱、絕望、挫折及困惑，因此需要心理治療的介入給予腦中風患者心

理社會支持，而家庭及同儕的支持有利促進腦中風患者回歸家庭的適應

與調整（王昱菱、陳嘉玲，2013），所以如果中風後可以盡早開始復健

治療，就能夠加速恢復的速度及時間。 

根據研究約有 30%的腦中風患者會在 3個月內死亡，有 10%的腦中風

患者在一年內死亡，另外有 57%的腦中風患者在存活下來後 3 個月內可

以獨立自我照顧（Woo, Yuen, Kay, & Nicholls, 1992）。因此大約有 3%

的人在腦中風後能完全康復或只造成輕度殘障，生活尚可自理，有 30%

的腦中風患者造成中度殘障，生活部分需仰賴他人照顧，有 30%的腦中

風患者終身殘障，長期都需要別人照顧（陳昌明，2011）。 

在美國則每年估計有 15萬人因為腦中風而死亡，有 26%的人存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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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另外有 15~30%的人造成永久性的身體障礙（Gorelick, 2009）。若 100

個腦中風患者有 70 個存活，而能回到工作岡位者僅 15 人，有二分之一

以上的腦中風患者有後遺症（黃淑芬、張成源，1988）。對於腦中風患

者而言，後遺症所留下來的身體功能損傷是影響日常活動能否獨立的關

鍵，患者要恢復每天日常活動的獨立性就必須持續復健。因此要提升腦

中風患者日常活動的執行信心，身體功能的恢復是很重要的因素（蕭淑

貞、金繼春、劉芹芳，2007）。 

貮、腦中風患者的復健歷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復健的內容分為三個層次，最低層次為

「機能的恢復」，其次為「活動的執行」，最高目標為「生活角色的參

與」。對於腦中風患者而言，恢復的黃金時期則是中風後的前三個月，

也是恢復最快的時候，大約 80%的動作功能恢復是在前三個月當中發生

的，因此大約有七至八成接受復健的腦中風患者出院時可以恢復行走的

能力（鄭建興，2006）。缺血性腦中風患者 3~5天即可以開始做復健治

療，出血性患者則需稍長時間，約 7~10天左右（張峻斌、周立群，1996）。    

關於腦中風的復健大致可分成急性期的復健照護、恢復期（亞急性

期）的復健訓練及慢性期的維持性運動，依患病時間及復健目標而有所

不同，以下為復健治療情形概述（蔡美德，2014；岡安裕之，2011）： 

一、 急性期：發病後到一至兩週的時間，急性期主要目標在於照顧並

維持患者的生命跡象，並及早開始復健，以病床的復健訓練活動

為主。 

二、 恢復期又稱亞急性期：約三至六個月，復健目標在促進神經修復

或重新整合、訓練日常生活功能，增加患者的獨立也學習使用輔

具彌補身體喪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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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慢性期：約中風後數月至餘年，大多數病人已出院，有的重返職

場，復健目標將患者的功能發揮到最大，並增進生活品質，以促

進生活品質及回歸日常生活為主。 

英國腦中風協會（2011）將腦中風的復健描述為是克服或學習中風

所造成損害的一種過程，復健是恢復正常生活和獨立生活的最佳實現方

式，腦中風患者可以透過重新學習技能和能力，去適應一些限制和找回

社會情感的支持。在日本的研究指出腦中風患者在急性期後積極在病房

復健，對於整體康復有實際恢復的成效（Mutai, Furukawa, Araki, Misawa 

& Hanihara, 2012）。 

國內有張育儒、胡國琦、姜義彬、莊曜嘉與郭芷霖（2014）研究復

健治療強度與中風後三個月後發生殘障關係之分析，表示住院期間接受

復健治療的量愈大，發生功能殘障的風險愈小，增加復健治療量可以降

低中風三個月後功能殘障的風險。且有研究指出設計適當的復健計畫，

來加強訓練腦中風患者自我照顧的能力，對於腦中風患者的整體恢復有

很大的幫助（李金和、王俊毅、林怡儒，2012）。復健與腦中風患者的

生活品質也有絕大部分的關聯性，根據研究盡早規劃復健將有助於減少

腦中風的身體功能損傷，並且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質（Mayo, et al., 2015）。 

參、 腦中風患者的復健方式 

一、 復健治療的種類 

腦中風患者的復健必須依照後遺症的情況來調整進行，即使是同樣

的症狀，復健結果還是會隨著展開的時間和患者本身的意願如何而出現

極大的差距（岡安裕之，2011）。復健的效果會與障礙的嚴重程度、生

活環境和患者意願等原因緊密相關，而復健治療的種類可分為以下方式

（陳適卿，2016；岡安裕之，2011）： 

1. 物理治療：可分為被動關節運動（包含肩關節、肘關節、脘指關

節、髖關節、膝關節、裸關節）、協助下的半主動關節運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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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節運動、抬臀運動、翻身側躺訓練、坐立訓練、站立訓練、

行走與階梯訓練（訓練下肢的肌力及耐力）等，以上復健運動都

是為了要恢復身體機能的訓練，以回歸工作生活為目標。 

2. 職能治療：可分為認知知覺訓練（包含注意力、記憶力及定向能

力）、運動訓練（包含日常生活飲食起居方面）、感覺訓練則是

讓患者透過身體感覺冷熱或材質的大小，或者當訓練無法突破時

可使用輔具來協助患者生活。 

3. 語言治療：語言能力恢復的黃金期是腦中風後的前六個月，大約

一年後語言能力則較難再有恢復進步的空間，藉由增加語言聽覺

理解、口語表達、文字閱讀、書寫等方式來進行復健訓練。 

4. 心理治療：在心理復健方面患者會經歷震驚期、否認期、抑鬱期

及適應期等階段，透過重建正向能量、疼痛調適、職業替代方式

及家人朋友的鼓勵，讓患者得以逐漸回復到以往的生活軌道。 

5. 西醫治療：以支持性療法、血栓溶解療法、外科手術治療等，並

搭配口服藥物穩定控制，以減少再次腦中風的可能。 

6. 中醫治療：透過疏通經絡調和與氣血的作用，刺激活化神經系統

及改善腦部循環，促進癱瘓肢體盡快恢復作用。 

有多項研究指出在腦中風的半年至一年期間，如果積極進行復健治

療可以促使患者早日回歸家庭生活，而醫院的護理人員及家庭照顧者也

是幫助腦中風患者復健成功的關鍵因素。此外藉由全方位的復健照護，

才可以讓腦中風患者逐漸恢復認知、語言、溝通和學習能力，並透過適

當的治療訓練後可以讓腦中風患者擁有自我照顧的能力，於復健計畫中

逐步回歸社區並更進一步的適應中風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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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腦中風患者的持續復健與預防方式 

為了預防再度腦中風的可能性必須先從生活習慣、飲食及運動習慣

等方式來進行改善，這也是持續復健的一種方式，因此針對腦中風後的

預防方式進行說明如下（陳適卿，2016；張成國；1988）： 

1. 改變生活型態：避免再度抽菸、喝酒等行為，戒菸可降低腦中風

的風險一至兩成，作息正常應避免熬夜及過勞。 

2. 適當的飲食控制：避免攝取過多能量，少食油炸或油煎的食物，

多吃蔬菜水果及富含纖維的食物。 

3. 養成運動的習慣：適當的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加速新陳代

謝，增加血管彈性，避免肥胖。 

4. 避免勞累注意天氣：盡量避免過度勞累，因勞累會造成正常血液

循環力量減弱導致中風，另外氣溫異常也會引發腦中風的疾病。 

5. 規律用藥：定時定期服用藥物，不可擅自減藥或停藥。 

葉伯壽（2017）研究指出腦中風的最佳治療預防，應嚴格控制危險

因子如：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症等疾病，飲食習慣的自我管理，以

及適當運動，是防治腦中風的不二法門。有研究顯示除了高血壓、糖尿

病、高血脂會引發腦中風外，心臟病、抽菸及酗酒等不良嗜好，亦是導

致腦中風的相關原因，因此瞭解腦中風的危險因子，並加以控制從根源

阻止腦中風發生，則是最佳的預防方式（陳怡龍，2012）。 

第三節  腦中風患者的生涯發展與就業歷程 

壹、生涯發展理論 

生涯是生活裡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與歷程，統合個人一生中各種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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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生活角色，由此表現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型式（Super,1976）。生涯

是一個人一生中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其擔任的職務角色，但同時也涉及

其他非工作與非職業的活動（林幸台，1987）。而「生涯」一詞涵蓋三

個重點為（一）生涯的發展是一生當中連續不斷的過程；（二）生涯包

括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與工作有關活動的經驗；（三）這種經驗塑造

獨特的生活方式（金樹人，1987）。因此生涯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

縱貫人一生的發展除了和工作職業相關也涵蓋人生其他層面（張衍，

2013）。 

生涯選擇與決定是不斷演進的歷程，個人所追尋的生涯，不僅反映

個人當前對自己及工作世界的建構，亦反映其對未來成就與自我發展的

預期（吳芝儀，2000）。以生涯發展為取向的生涯發展理論，是以人生

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徵與發展任務來描述生涯發展的情形（林幸台，

2007）。以下透過 Super 生涯發展理論、Hershenson 工作適應論及明尼

蘇達工作適應論作為腦中風患者生涯發展與工作適應的說明如下： 

一、 Super生涯發展理論 

在生涯發展理論中 Super 的理論是最為廣泛被接受與應用，Super 於

1984 年及 1990 年以生涯彩虹理論與生涯職業發展基本主張說明生涯發

展理論的相關論點。Super（1984）提出人生是由三個層面構成整體的發

展，以時間（time）、廣域或範圍（breadth or scope）、深度（depth）來

說明生涯發展的需求。以生涯彩虹圖及生涯發展階段與發展任務可知，

Super 提出的五個發展階段，有其主要的任務，象徵著個人一生中的發展

歷程和角色，分為成長期（出生至 14歲）、探索期（15至 22歲）、建

立期（25 歲至 44 歲）、維持期（45 歲至 64 歲）、和衰退期（65 歲以

上）等五個主要的階段，代表著生涯不同時期的不同發展方向和任務。 

其中以職業生涯發展的階段最為重要，對照 Super 的生涯發展階段，

腦中風患者最容易患病的時期，是在建立期至維持期的階段，建立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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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歲到 44 歲，多數人進入工作生涯，選擇職業穩定，經由工作經驗或

訓練中得到足夠的工作能力，開始建立人生目標及基礎。之後進入維持

期為 45 歲到 64 歲，在工作上有一定地位，藉由在職訓練保持技能，改

善工作職位及努力保持地位，並面對新進人員的挑戰（劉明揚、顏士程、

鄭孟忠、陳世穎、林俊成，2014）。透過 Super 的生涯發展理論可知，

人一生中的生活階段形成一個大週期，而每個階段又劃分出另一個小循

環，小循環則打破發展任務階段需要依照一定順序的概念，強調階段間

若環境或個人發生變化，則可以形成一個或多個階段的小循環，這概念

對中途致殘的身心障礙者是相當適用（吳佩霖，2010）。 

對於腦中風患者而言，因為突然的腦中風造成生活上的改變，便是

Super 生涯發展理論中小循環的產生，腦中風患者在經歷患病的同時，也

逐漸開始影響著生涯階段過程的改變，這代表腦中風疾病的產生，對於

患者必定會造成生涯發展上不同程度的影響。 

二、 Hershenson 工作適應論 

Hershenson 從復健諮商的角度，採用特質論的觀點，提出工作適應

論（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的兩個主軸個人與環境。此理論以少數身

心障礙者為主體所發展的職涯理論，工作適應論認為「個體」和「環境」

互動的動態發展過程，依著個人特質之工作人格包含自我概念與動機，

工作能力包含工作習慣、體能、工作相關能力及工作情境中的人際技巧，

工作目標則主要受同儕或參照團體的影響（邱永祥，2001；林幸台，

2007），以此三個發展順序，分別與環境相對應詳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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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Hershenson 個人與工作情境互動模式 

 個人次系統 工作情境要件 工作適應向度 

人格（P） 工作人格 預期能力 工作角色行為 

能力（C） 工作能力 能力要求 工作表現 

目標（G） 工作目標 報酬與機會 工作滿意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幸台（2007）。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與轉銜服務（頁

45）。台北：心理。 

Hershenson（1996）認為工作適應是以上三項個人特質與環境互動

之後的一種平衡狀況，當個體的工作人格、工作能力配合，只要其中某

一因素改變，便會促成其他因素隨之改變。工作適應層面亦可分三個向

度為工作表現、工作角色行為及工作滿意，工作表現與工作能力及工作

人格有關，工作角色行為即是工作人格反應，也與工作能力中的工作習

慣有關，工作滿意則涉及工作目標及工作人格（林幸台，2007）。 

因此由 Hershenson 工作適應論瞭解身心障礙首先會影響工作能力的

發展，同時也對工作人格與工作目標造成衝擊。對於中途致障礙者的工

作適應，則與工作能力受到的影響程度、特定的工作任務，以及職務再

設計的可能性有密切關係，且障礙者需要加強工作能力或以新工作能力

替代、重建其工作人格、重塑其工作目標，此外工作情境也可能需要重

組或在設計（Hershenson,1981；Hershenson & Szymanski,1992）。 

三、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論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論（Minnesota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簡稱

MTWA）認為選擇職業或生涯發展固然重要，但就業後的適應問題更值

得注意，尤其對障礙者而言，在工作上能否持續穩定，對其生活、信心

與未來發展都是重要的議題（林幸台，2007）。Dawis & Lofquist（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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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每個人都會努力尋求個人與工作環境之間的符合性，當工作環境的

增強系統符合個人需要，即能達到個人內在滿意；另一方面其工作能力

可完成工作上的要求，即達成雇主的要求（外在滿意），則獲得留任、

升遷的機會增加，否則可能導致調職或解雇（圖 2-1）。此理論的重要觀

念為成功的工作適應可以視為個人工作人格與工作環境間能切合彼此需

求的連續過程，也可視為結果（陳靜江，2001）。 

 

 

 

 

 

 

 

圖 2-1 明尼蘇達工作適應預測模式 

資料來源：林幸台（2007）。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與轉銜服務（頁 37）。

台北：心理。 

因此強調個體與工作環境的互動關係，必須達到一致性的和諧，個

人的「能力」與「需求」和工作環境的「能力要求」與「增強物系統」

可以當作預測個人在工作是否適應的指標（張泓，2013）。以下就工作

人格、工作環境及工作適應三者的相互關係作為說明（林幸台、田秀蘭、

張小鳳、張德聰，2010）： 

1. 工作人格：由個人的能力及價值觀念來說明一個人的工作人格，

能力與個人所具備的技巧有關，價值觀念的形成則與個人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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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有關。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對個人方面所強調的就是由個

人價值、需求、能力及技巧所組成的「工作人格」。 

2. 工作環境：所謂的「工作環境」是指工作情境中的各種刺激，若

工作人格與工作環境之間的符合程度越高，則個人滿意度越高，

同時也能在這個工作領域裡待得較久。 

3. 工作適應：工作人格與工作環境之間的適配程度，與個人的工作

適應情形有關。個人與工作之間是一個互動的關係，因此對自我

做好調適，使自己具備完成工作任務的條件，即為個人工作適應

的過程。 

Hershenson 的工作適應論及明尼蘇達工作適應論是以特質論的觀點

來加以說明工作適應的問題，且其中涵蓋工作人格、工作能力、工作目

標、工作角色行為、工作滿意、工作環境及工作適應等面向，此理論認

為整個環境和個人條件的契合是非常重要的，也將復健諮商系統生態模

式的概念帶入，對腦中風患者而言，不只是討論生涯發展或就業歷程的

改變，而是連同就業後的適應問題也應一併多面向思考，如此才能深入

瞭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所會面臨的問題。 

貳、就業對腦中風患者的意義及影響 

「就業」代表一個人具有生產力，能靠自己的能力賺取薪資，是經

濟上足以獨立的個體；就業與否往往成為社會評價一個人的重要考量（陳

珮綺，2011）。就業成為現代人獲取生活資源、建立社會關係、獲得社

會認可的主要方式（王國羽、林昭吟、張恆豪，2012）。就業不僅是獲

得生活來源、保障個人及家庭生活的基本生存需要，也是融入社會、展

現自我價值的途徑（何宜岡，2014）。簡宏生（2011）認為就業對於人

的生命週期是很長的一個階段，所以工作本身不但可以賺取合理的薪資

及減少家人的負擔，同時也可從中獲得成就感與自我價值，並可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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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福利津貼的依賴，變得更獨立自主。此外就業也可增加經濟獨立與社

會地位，並提升自信與自我價值感；就社會成本的立場而言，重返職場

後可以降低政府的經濟補助，提升社會和經濟上的發展（Oppermann, 

2004；Shames, Treger, Ring, & Giaquinto, 2007；Tsaosides et al., 2009）。 

有關唐先梅與陳怡伃（2006）對罕見疾病患者進行全國性調查，發

現經濟壓力和學習成長最常是想要工作的原因，而認識朋友、社會參與、

有學習成長、獨立自主等自我實現的部分也是患者想透過工作滿足的。

透過張昭雅（2007）研究可知，投入就業市場的身障者期待自己免於成

為家庭依賴者，對工作希望從中獲得安全感，在工作中實現興趣與追尋

意義，以工作的表現挑戰身障者既定的印象，並期許自己能夠成為有用

的人。林昭文（1996）研究發現身心障礙者工作動機以生活所需最多

（59%），其次為證明工作能力（50%），顯示經濟取得是工作重要的因

素，此外證明工作能力可能意謂著社會及心理層面的需求。王育瑜（1997）

指出透過工作來獲取生存需求及證明自身能力，可做為提升生活與生命

自主的手段與目標。 

根據研究顯示，有工作的個案比在社區規律地參與活動的精神障礙

者，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及安適感（Eklund, Hansson, & Ahlqvist, 2004）。

有關研究就業與未就業慢性精神障礙者活動參與之現況可以發現，有就

業者比未就業者願意去進行社交互動及應付壓力及危機，而未就業者則

較少參與，且有工作的身份，在與人溝通、人際互動、一般任務及自給

自足的參與程度較高（陳雅玲、吳亭芳、徐淑婷，2011）。由上述文獻

可知，就業對於人的正面影響是深遠廣大的，從各種角度分析可以瞭解

到就業所能觸及的範圍非常廣泛，舉凡社會參與、學習成長、獨立自主、

自我實現、挑戰自我、獲得安全感、獲得經濟收入、免於成為家庭依賴

者、提升生活品質及追尋生命意義等，都是可以從就業中獲得身心滿足，

更加顯得就業對於腦中風患者的重要性，所以當患者逐漸恢復健康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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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透過就業的方式使患者早日重拾生命的價值與自信。 

參、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 

為了瞭解腦中風患者如何能夠順利重返職場就業，本研究引用張彧

（2012）針對身心障礙者重返工作計畫的內容，說明腦中風患者可以透

過醫療復健、職能或產業復健後，得以重返職場就業，以下為詳細說明： 

（一） 傷病發生：立即送醫、社會復健。 

（二） 醫療處置：緊急處裡、手術、藥物、社會復健，確認傷病原因與

機轉及職業/普通傷病鑑定。 

（三） 醫療復健：恢復生理、心理功能，獨立自我照顧，社會復健。 

（四） 職能復健：恢復工作能力、返回原來工作、職務再設計及失能鑑

定。 

（五） 職業重建：無法返回原來工作，職業訓練、職業評估、就業服務、

職務再設計及失能鑑定。 

從上述說明可知，醫療復健是藉由積極的治療方式使其能夠恢復到

最大功能，改善身體及心理上狀況，在日常生活上盡可能獨立。職能復

健或稱產業復健，可以協助進行工作能力評估、雇主協調、功能恢復計

畫、職務再設計及心理諮商等。職業重建則是針對有永久性的身體或心

理障礙，給予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就業安置、職業諮

商、就業媒合等。社會復健以強調患者在社區生活中的適應及經濟上的

獨立，包括心理社會適應、生活經濟保障及輔助器具協助等（張彧，

2012）。藉由各種不同的處遇方式，讓患者透過醫療、心理、社會、經

濟、家庭、身體及就業等，以整合性的概念逐步邁向重返職場的目標。

關於重返職場的方式，可以結合醫療復健、職能/產業復健、職業重建及

社會復健的方式同時進行，也可能因為腦中風患者的情況不同而有所改

變，不同的腦中風患者不一定會經歷到相同的重返職場過程，而是針對

腦中風患者本身的狀況進行個別化的調整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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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結果指出，重返職場和回歸社區是腦中風患者康復的關鍵證

據，有 22％至 53％的腦中風患者已經成功地在患有中風的 6 至 12 個月

期間恢復工作（Wang, Kapellusch, & Garg, 2014）。 

Arwert, et al.,（2016）研究腦中風後重返職場 2~5 年的患者，其中

102 名腦中風患者當時年齡在 65 歲以下，有 57 名當時有工作，平均年

齡為 47.7 歲。進行調查的 46 名患者中有 18 名重返職場，亦即有 39％

的腦中風患者能夠恢復工作。腦中風後重返職場 2~5 年的患者大多結果

測得較高的分數；重返職場的腦中風患者在憂鬱和焦慮方面比沒有工作

者低，並且顯示有較高的生活品質和較高的日常活動水準；工作狀態和

工作生產力方面，平均每週工作 29.6小時，健康問題對工作的生產力，

只有輕微的影響。將腦中風重返職場者與未重返職場者進行比較發現，

重返職場者比沒有重返職場者俱有更好的生活品質（Ntsiea, Aswegen, 

Lord, & Olorunju, 2015）。 

謝清麟與李孟峰（1996）研究預測腦中風患者重返工作的重要因素

結果顯示，54.3%的腦中風患者有重返職場工作，腦中風患者的肌力、雇

用單位、語言障礙及住院天數為預測腦中風患者重返工作與否的最佳預

測因子，且透過重返工作之機率公式可知，無肌力損傷的患者重返工作

之比率為重度肌力損傷的 5.7 倍；受雇於公家單位之患者重返工作之比

率為受雇於私人單位患者的 3.9 倍，無語言障礙的患者重返工作比率為

有語言障礙患者的 2.6 倍，因此腦中風患者中，肌力正常、受聘於公家

單位、住院天數短及無語言障礙者為重返工作比率較高。 

林淑鈴（2012）在中途肢體障礙者重返職場之研究指出，肢體障礙

者重返職場的歷程是受到個人與家庭狀態、職場環境，社會大眾的眼光，

以及障礙適應情形所影響。何宜岡（2014）在中途致障者就業需求研究，

提到從障礙發生的那一刻直到重返職場前，個人對障礙的認知及適應，

以及障礙者的身分與他人互動，均會影響障礙者就業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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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各項文獻可知，中風住院的天數、身障狀態嚴重程度及受聘

僱於公家或私人公司等，是影響腦中風患者能否及早重返職場的重要原

因。此外與其他障礙別重返職場影響因素相比，則有類似相同的因素所

在，所以深入探究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會是急需迫切思考的

重要議題。 

第四節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重要性及相關因素 

壹、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重要性 

腦中風患者發病後可能喪失工作能力，因此重返工作崗位對腦中風

患者有一定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未退休年齡的腦中風患者而言，喪失工

作可能引發心理及社會功能失常，最終導致與社會隔絕。若能及早預測

腦中風患者其重返職場之機率，而給予適當之工作諮詢或職業復健，可

提高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機率，並提升其生活品質（謝清麟、李孟峰，

1996）。 

腦中風對患者的影響深遠，除肢體障礙外，心理、生活品質、人際

關係和工作都受到嚴重的影響。以就業的觀點來看，過去我們都會認為

腦中風患者因為疾病所造成的殘障導致無法繼續工作，但其實必須視原

本所從事工作的要求來判斷，腦中風患者目前所剩餘的能力及功能限制

情形，才能知道他目前是否具有勝任此項工作的能力。若腦中風患者的

障礙程度不影響從事工作的內容，其實就具備重返職場就業的潛能（黃

淑芬、張成源，1988）。工作對於腦中風患者而言，是重要的活動且具

有重要的意義，工作提供日常生活中不同的變化感受，所以鼓勵腦中風

患者應積極重返職場（Vestling, Ramel, & Iwarsson, 2013）。 

貳、影響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相關因素 

對腦中風患者而言，因為疾病造成工作能力降低，必須經過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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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醫療與訓練才能恢復工作能力回到原來工作崗位，或是經過職務調

整從事其他工作，或有可能因為情況嚴重而無法從事任何工作都是有可

能發生的情況，復健最終目的是使其能夠重返職場就業，因此影響患者

重回工作崗位的困難及問題格外顯得重要，以下是相關影響因素（張彧，

2012）： 

（一） 身體功能問題：由於傷病造成身體功能上的改變，例如：關節活

動度有限、肌力與耐力下降、負重能力降低、認知功能變差等，

導致患者必須經歷復健，並需要適應身體功能上的損傷與限制。 

（二） 工作能力問題：由於身體損傷、能力限制，讓患者擔心實際上不

具備重返職場的能力，也不具備其他工作技能與知識等問題，導

致需要重新職業訓練或因對自己信心不足，而延長重返職場的時

間。 

（三） 心理問題：包含產生憂鬱、焦慮、害怕、無助感等情緒無法適應，

身體形象的改變使得患者產生負面的感覺，同時覺得自己能力下

降或不承認自己工作能力下降及自信心低落等情緒發生。 

（四） 經濟問題：家庭經濟支持的寬裕與否，會是導致患者能否提早回

到職場就業的因素之一。 

（五） 職場適應問題：有些患者在回到工作崗位後，可能因為病症的關

係或因為太久沒有工作，導致出現工作場所適應不良的問題產生。 

（六） 工作機會問題：有些患者無法回到原本工作崗位，必須更換職務

或是到其他公司工作，或就業市場沒有適合的工作機會，也會影

響回到工作職場的時間及機會。 

一、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助力 

有關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分析顯示，工作能力和工作要求之間有

著重要的關聯性，例如：執行工作的效率或滿足工作要求的品質，會影

響著重返職場的狀況。若腦中風患者接受自己的障礙狀態，不認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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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人的負擔，以及不擔心未能在工作中充分表現，在重返職場時能

有較大的幫助。 

在瑞典的一項調查指出，擁有強烈的意志力被認為是個人成功重返

職場的重要特徵（Vestling, Ramel, & Iwarsson, 2013）。根據研究結果顯

示，賺取收入是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強烈動機，同事的態度和工作時

間安排被認為對重返職場的過程最有幫助（Hartke, & Trierweiler, 

2015）。另一方面，工作環境友善的程度及擁有強烈的家庭或朋友支持，

會是成功重返職場的有利關鍵。 

（一） 自我效能的助力 

 Bandura（1977）定義自我效能為「個人對執行特定行為能力或產

生的結果的一種信念或期望」，自我效能會因為環境與個人內在因素而

有所不同，所以會有不同的感受、思考與行為方式，三者之間存在相互

作用的關聯性。自我效能被認為是個人因素與認知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

因素，是影響行為表現的重要因子（吳佩雯，2013；林冠斐，2012；高

美錦，2014）。 

自我效能可以決定個人面對困難時的反應，包含個人是否願意面對

困難，以及解決困難的努力程度和面對困難的持久度，當個人面對困難

情境時，在趨避行為選擇、努力投入多寡以及意志堅持的程度上，自我

效能是最具決定性的一項，個人必須相信本身能力足以執行相關行為，

可以成功的與環境互動，才有足夠動機及信心產生行為完成任務（吳佩

雯，2013；Bandura, 1997）。 

有強烈自我效能的人會懷有信念，能以個人的努力與堅持，期待成

功地接受挑戰。這些人在經歷失敗、困難之後仍可以很快地從自我低落

的感覺中恢復，並將失敗歸因於努力不夠或缺乏知識。在復健及健康的

情境脈絡中，身體損傷、創傷或疾病可被視為是一種失敗或困難，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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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可被認為是面對困境時的保護因子，促使患者邁向復原（廖華

芳，2012）。 

（二） 社會支持的助力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包含「社會」與「支持」兩個概念，「社

會」是個人所處之社會環境，包括親密關係或值得信賴的人，如例：家

人與知己。「支持」主要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的支援行動，例如：找工

作（李金英，2015；單小琳，1990；歐羽珊，2014）。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定義為可信任、可依靠的或可獲取的資源，讓人覺得是被關懷、

重視、關愛的，可藉由個人需求的滿足，而直接提升個人身心健康及幸

福感，並減輕壓力對個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簡聖潔，2013；Sarason, 

Levine, Basham, & Sarason, 1983）。社會支持可以提供心靈上的安慰，

不論是情緒、心理、訊息、物質或金錢的協助，都讓人有重新振作起來

的力量，因此當腦中風患者面對突如其來的疾病和身體狀態的改變，如

能透社會支持的方式重新找回繼續生活的力量，對於重返職場就業也會

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根據國外的研究顯示，社會支持可以增加個體的能力，減低生活壓

力對個體的傷害，緩衝壓力避免個體受到壓力的影響，使個體在面對處

理生活危機及壓力時，能有一個緩衝的出口（Norbeck & Tilden, 1988）。

此外 House（1981）認為社會支持的對象可以是工作夥伴、工作上其他

關係人、主管、同事、鄰居與朋友等。社會支持能減少焦慮及憂鬱，減

輕工作困境及生活壓力，提升正向情緒，工作適應及人際關係等（周智

男，2013）。葉英堃（1995）提出良好的社會支持網路可以穩定情緒、

提高個人自信及社會參與，社會支持有助於個人保持身心健康，協助個

人因應生活中的短期危機及變化。 

經由上述文獻可知，高度的社會支持可以讓患者更具有解決問題的

能力，透過社會支持的互動可以盡早讓患者恢復以往的生活，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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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腦中風患者心靈脆弱時強力的後盾，社會支持在腦中風患者適應重返

職場就業中，也扮演著密不可分的角色，不但是正向的動力，更是讓腦

中風患者可以持續支持下去的力量。 

二、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阻力 

腦中風後患有憂鬱症的情況是很常發生的情形，也被認為是阻礙重

返職場的重要原因。憂鬱疾病和職業都是影響腦中風患者是否再重返職

場決定的考量因素（Wang, Kapellusch, & Garg, 2014）。此外疲勞被認為

是重返職場的阻礙之一，並且疲勞感與障礙有持續關係，工作壓力也被

視為重返職場最大的障礙（Hartke, & Trierweiler, 2015）。根據研究證明

腦中風的嚴重程度是影響重返職場的重要因素，且失業可能對心理健康

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假使領有政府相關補助，且補助超過工作的收入，

有可能會阻礙或延長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工作的時間。 

綜合以上，本研究認為重返職場對腦中風患者而言，可以進一步改

善其生活品質，且因為工作使腦中風患者有不同的生活意義和身體上的

刺激變化，所以不論是身體功能、工作能力、心理問題、經濟問題、職

場適應及工作機會等，皆有可能會影響其整體的就業歷程。此外幫助腦

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助力，可分為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的助力，若自我

效能較佳且具有社會支持的腦中風患，可知會因此獲得正向支持的來源。 

但是由於腦中風患者會較有憂鬱的情形，加上職業、疲勞感和患者

本身的障礙，因而產生對於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阻礙關鍵，所以透過

阻礙因素的瞭解，可以更加清楚腦中風患者在面對重返職場時，可能面

臨的困境和挑戰，並根據本文獻驗證腦中風患者實際重返職場所經歷適

應的真實過程。不論是支持的助力或是阻礙重返的阻力內外在因素，都

是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重要資訊，讓本研究能夠以多方面向，深入瞭

解腦中風患者在重返職場當中所面臨的所有就業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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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分為七個小節進行敘述：第一節研究取向、第二節研究參

與者、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研究程序、第五節資料蒐集管理與分析、

第六節研究的信實度、第七節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取向 

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為取向，因質性研究是以被研究對象的立場

與觀點出發，融入當事人研究情境中，充分了解被研究者主觀的感受、

知覺與想法，進而理解這些研究現象或行為之外顯及蘊含的意義（潘淑

滿，2003）。質性研究的其中一種研究方法為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它可以獲得獨特且豐富的資料，有別於以實驗、觀察、問卷

的研究方式（吳芝儀，2008）。 

敘事探究以故事取向探索人類，藉由與真實經驗的接觸，在回應與

重構故事的歷程中，達成融會貫通的理解，得以認識生命的脈動（陳韋

伶，2014）。研究者以敘事探究的「整體—內容」模式進行分析，以個

人完整的生命故事呈現的內容為焦點（吳芝儀，2008）。敘事探究的方

式，並非可以明確的劃分，而是研究者以融合的角度真實的將其詮釋，

刻劃出研究參與者本身的獨特故事。 

因此為了能與受訪者有更深入的互動，研究者以深度訪談法，讓受

訪者以親身經驗的方式回答，傾聽與理解受訪者的感受。由於受訪者對

於問題本身的認知及個人生活經驗不同，所以在訪談時會使用半結構式

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來收集受訪者的想法。所謂的半結構式

訪談指的是研究者在訪談進行前，會預先擬定訪談的大概方向，設計訪

談大綱，作為訪談指引，但在後續訪談時，可視情況彈性調整訪談問題

的內容與順序（紐文英 2014；潘淑滿，2003）。透過研究者於傾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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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互動過程中，得以從腦中風患者的觀點深入瞭解其求職、工作經歷、

社會支持對象，以及遭遇之工作挑戰和心理調適的因應。  

此外國內對於腦中風患者的主要研究以醫療照護、復健治療過程、

生活品質及家庭照顧者調適歷程為主，但對重返職場就業的腦中風患

者，只有少數重返工作議題的文獻進行探討，卻沒有進行較為深入的研

究討論，因此研究者對於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產生研究的好

奇心。而國外的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之相關研究，都以量化研究進行數

據統計分析，較少用質化方式進行深入瞭解，從數據中無法仔細瞭解腦

中風患者的就業歷程，例如：腦中風後如何重返職場就業、影響腦中風

患者就業的工作挑戰為何、如何在腦中風損傷的狀態重返職場並做好心

理調適等，因此以質性研究進行分析應能夠更深入了解腦中風患者的就

業歷程。最後將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整理分析，並提出具體的建議與改善

方式，作為未來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業的參考根據。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是指參與研究的個體或群體，透過他們的參與，研究者

得以回答研究問題（鈕文英，2014）。研究參與者是本研究的受訪對象為

了蒐集深入而多元的資料，以詳盡的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採立意取樣

方式進行，立意取樣代表著選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豐富資訊的人、時

間、地點及事物等，並透過循環持續的調整，選取到適合的人，所以本

研究將以下列篩選標準，邀請三位腦中風患者進行研究。 

壹、 研究參與者的篩選標準 

本研究著重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因此考量研究參與者

的各種情況盡可能找尋適合的對象，以獲得豐富的相關資訊，所以研究

參與者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四項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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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由專科醫師診斷為腦中風患者，並根據國際分類法（ICD-10）

進行定義，其編碼為 I60（非外傷性蜘蛛網膜下腔出血）、I61（非

創傷性腦出血）、I62（其他和未明示側性之非外傷性顱內出血）、

I63（腦梗塞）、I64（未伴有腦梗塞之其他腦前動脈阻塞及狹窄）、

I65（未伴有腦梗塞之其他腦前動脈阻塞及狹窄）、I66（未伴有

腦梗塞之其他大腦動脈阻塞及狹窄）、I67（其他腦血管疾病）、

I68（歸類於他處疾病的腦血管疾病）及 I69（腦血管疾病後遺症）

之腦中風患者。 

（二） 腦中風達半年以上（此半年為確診至復健期間），腦中風後重返

職場年紀為 35歲以上至 65歲以下，男女不拘，障礙情形不拘。 

（三） 目前持續就業一年以上，不限受雇或自行創業，工作時間可全職

或彈性工時為主，實際有獲得薪資者。 

（四） 對於其認知、理解及表達上，可以陳述個人就業歷程及感受者。 

貳、 研究參與者邀請過程 

本研究參與者透過下列各種管道進行邀請，詳細說明如下： 

（一） 發送本研究訊息包括台北市及新北市各公私立職業重建相關單位

及腦中風機構團體。 

（二）藉由醫院復健治療師或醫院社工師轉介。 

（三）透過復健諮商相關科系或電子郵件公告訊息的方式轉寄張貼本研

究邀請訊息。 

依照本研究的篩選標準，邀請符合資格的個案，且研究者先進行聯

繫，確認其符合資格及願意接受訪談等，並表明研究目的與內容，之後

從中正式邀請三位個案，擔任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在募集的過程中，

經歷三個月的篩選及招募後，共招募到六位腦中風患者，有兩位透過醫

療體系轉介，另四位則接受過職業重建服務，經聯絡後其中一位無法聯

繫，而另兩位則是不符合選樣標準，最後確定符合資格且同意參與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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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共有三位成為本次的研究對象。 

參、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邀請三位研究參與者，分別化名為阿均、阿德及阿花進行

研究的參與，其基本資料分別詳列性別、年齡、腦中風年紀、學歷、婚

姻狀況、是否為家庭經濟支持者、障礙情形、使用輔具情形、有無身障

手冊、目前職業、目前工作時間等。另外本研究參與者阿花雖患有失語

症，但仍可用口語溝通及互動的方式與研究者進行交談及對話，基本資

料於下表 3-1 說明：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參與者 

化名 

阿均 阿德 阿花 

性別 男 男 女 

年齡 44歲 47歲 42歲 

腦中風 

年紀 

42歲 45歲 18歲 

學歷 高職畢業 高中畢業 美國洛杉磯 

某高中 

婚姻 

狀況 

已婚 未婚 未婚 

家庭經濟 

支持者 

是 是 否 

障礙情形 右眼視力模糊

右手會發抖沒

有觸覺，走路平

衡感差，講話快

些會口齒不清。 

左側手腳肢體

僵硬無法握拿

物體、走路爾偶

須持手杖輔助。 

患有失語症可

以理解旁人言

語，表達說話方

式較慢。 

視野狹隘斜角

看不到。 

右側手腳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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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僵硬。 

使用輔具 

情形 

沒有使用 

輔具 

偶爾使用 

手杖 

使用手杖及 

電動輪椅代步 

有無身障 

手冊 

障礙程度無法

申請手冊 

身障手冊 

中度肢體障礙 

身障手冊 

中度肢體障礙 

目前職業 汽車維修廠 

廠長 

保全 自行創業 

販售餅乾 

目前工作 

時間 

每周一至五，早

上 8點半至晚

上 6點下班， 

六日休息。 

2天夜班 2天日

班，12小時做 4

休 2。 

依訂單時間調

整工作時間。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是指蒐集和紀錄研究資料，以回答研究問題的工具（鈕文

英，2014）。研究工具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研究者本身，

另一部分則是輔助工具及記錄。潘淑滿（2003）認為研究者不須借重外

來的標準化工具，研究者本身就是最好的研究媒介，因研究者可透過敏

銳的觀察與覺察能力獲得良好的資訊。輔助工具及記錄是為了可以詳加

記錄研究的內容，而協助研究者的器具，其中包含訪談大綱、錄音器材、

訪談筆記、研究參與同意書等，並透過以上工具來紀錄研究訊息。 

一、 研究者 

研究者大學時期接受的是社會工作相關的訓練，畢業後進入身心障

礙者職業重建領域工作，長期投入於身心障礙者求職及就業的工作之

中，有感於工作所需應繼續培養自身專業能力，便報考台灣師範大學復

健諮商研究所就讀至今。就讀期間修習復健諮商理論與趨勢、諮商理論

專題研究、身心障礙者醫療心理與社會觀、職業重建理論與實務、行為

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等課程，透過研究所的專業訓練之下，已具備從

事本研究所需之知識。研究者將經由反省的觀點或立場，以開放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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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和理解研究參與者的觀點，以積極真誠的態度與研究參與者互動，

得以透過客觀的立場真實陳述本研究現象背後的意義和情境脈絡。 

二、 訪談大綱 

   透過深度訪談法來蒐集本研究的資料，採用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形式，事先擬定半結構、開放式的訪談大

綱，使訪談內容能夠依循著研究目的，但又不妨礙研究參與者自由表達

內在的想法與感受，亦不會像框架般限制住研究參與者所回答的內容。

在訪談大綱的編擬方面，是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及閱讀相關文獻，接續

又與指導教授及研究所同儕進行討論，形成初步之綱要架構，逐步修正

內容，成為正式的訪談大綱，詳細的訪談大綱內容，詳如附件一。 

三、 錄音器材 

本研究使用錄音器材進行蒐集資料，錄音器材為錄音筆，以錄音的

方式記錄訪談內容，以確保這些資料的正確性。在訪談正式開始之前，

研究者會徵詢研究參與者可否接受內容錄音，說明解釋取得同意後，於

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使訪談順利資料收集完善，以便研究者日後整理

成逐字稿分析資料，進行未來各項資料的分析。 

四、 訪談筆記 

訪談筆記是研究者在深度訪談時的重要記錄，因此研究者在每次訪

談時及訪談後會撰寫訪談記錄，紀錄內容包含：（1）訪談過程中，研究

參與者的語氣、表情等非語言行為（2）研究者與參與者雙方當時的互動

狀況和氣氛（3）研究者訪談後的心得省思。訪談筆記也可以作為下一次

訪談的線索指示，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對於之後繼

續進行訪談或資料分析是很有幫助的重要訊息。 

五、 研究參與同意書 

研究者在正式訪談時告知研究目的、研究過程及倫理原則，在徵得

研究參與者同意後，才可以開始進行訪談，尊重並確保研究參與者的權

利，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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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研究程序分為訪談前的準備工作與前導研究、正式研究、收集資料、

資料整理與分析及研究報告撰寫等部分。首先研究者針對腦中風患者的

相關文獻進行深入了解及閱讀，並與指導教授對於本研究主題進行討論，

進而擬定前導研究的訪談大綱，之後會先透過前導研究進行訪談，以了

解訪談大綱是否能獲得本研究所要蒐集的相關資訊，以下為研究程序的

詳細說明： 

一、 訪談前的準備工作與前導研究 

在進行訪談前，需先準備研究邀請函、研究參與同意書、訪談者基

本資料及訪談大綱等研究工具。之後經由各方管道取得符合資格的研究

參與者，研究者先以電話聯絡告知研究目的，取得口頭同意後再約試訪

時間與地點，訪談前先請研究參與者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本前導研究

於 2017年 3月進行前導研究訪談，訪談時間為 1至 1.5小時，透過錄音

筆及訪談紀錄取得資料，事後將反思整體訪談的過程及訪談大綱是否需

再進行其他修正。 

二、 正式研究 

訪談時間以配合研究參與者為主，在訪談進行時，研究參與者先簽

署研究參與同意書，並告知訪談內容會進行錄音及保密原則，之後開始

正式的訪談。本研究於 2017年 4月開始至 2017年 8月結束，依序訪談

3位研究參與者，研究者須事先熟悉訪談大綱之內容，以便流暢的進行

訪談。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在不受侷限的環境，營造輕鬆舒適的

氣氛，降低研究參與者的緊張感與防備心，適當的在訪談中以回應對方

的陳述，試著了解研究參與者的想法與感受，必要時加以追問和澄清。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以保持中立的態度，並且尊重、傾聽、同理

及無條件關懷的對待研究參與者，不以自己的主觀認定評價事實的任何

情況，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錄音檔案整理為逐字稿，並確認逐字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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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以下為每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次數、時數及逐字稿字數，歸納

於表 3-2 中。 

  表 3-2  

  研究參與者之訪談次數與時數 

研究參與者 訪談次數 訪談時數 累積訪談 

時數 

訪談逐字稿

字數 

阿均 1次 110分鐘 110分鐘 12,948字 

阿德 1次 90分鐘 90分鐘 9,875字 

阿花 2次 90分鐘 

30分鐘 

120分鐘 14,357字 

三、 訪談結束的資料整理與研究檢核 

透過研究檢核函的方式，將逐字稿的內容與研究參與者進行最後確

認，針對不清楚的部分補充訪問內容，並重新檢視釐清修正，以達到資

料內容的完整性，本研究的阿均、阿德及阿花的研究檢核結果達 100%，

下表 3-3 為研究參與者的研究檢核率： 

表 3-3  

研究參者者的研究檢核率 

研究參與者 阿均 阿德 阿花 

檢核率 100% 100% 100% 

第五節 資料蒐集管理與分析 

本研究將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分為兩部分進行說明，在資料蒐集管

理方面，主要以深度訪談中的半結構式訪談法做為資料蒐集的方式，透

過深度訪談與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入的互動。目的是可以在訪談的過程中

蒐集到正確的資訊以及從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分享中獲得研究者所要的資

料，之後再進行訪談資料的整理與分析。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整理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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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是一種持續性的反覆過程，研究者除了一方面蒐集資料進行整理程序

外，另一方面也同時著手資料的分析，以下針對資料蒐集與管理及資料

分析進行具體詳細的說明： 

一、 資料蒐集與管理 

（一） 訪談 

    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為研究工具，而訪談則是在此研究中蒐集資料最

重要的方式。訪談可以蒐集過去和現在的資料，並可以獲得研究參與者的

想法、觀點和態度，更進一步得知其背後的動機，藉著詢問、探查和傾聽

的方式取得資料（鈕文英，2014）。研究者不只要聽和問，還要觀察和感

受研究參與者從訪談中所透漏的任何訊息，這些訊息將成為研究者很重要

的訪談內容來源。 

    此外透過訪談中觀察對方的非語言動作神情，也是做為取得訊息資料

的來源之一。在訪談結束後，立即將錄音資料和所做的現場訪談筆記內容

繕寫成訪談記錄，進一步整理成往後所需分析的資料。 

（二） 研究者的訪談筆記 

    研究者藉由訪談筆記的方式記錄當時的現況、時間地點、對方的各種

語氣、描述內容、非語言訊息等，透過訪談筆記讓研究者方便回憶當時的

訪談現況。訪談筆記有助於研究者重複思考相關議題的呈現，更能洞悉研

究參與者的觀點，所以研究者在訪談時，都會透過訪談筆記的方式記錄下

無法用錄音獲得的訊息，因此對於研究者而言，當下的訪談記錄與事後訪

談紀錄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三） 資料管理方式 

在資料分析前，研究者先進行匿名處理和設定資料的編碼，有關研

究參與者的身分皆使用暱稱來代替研究參與者的真實姓名，本研究的編

碼由四組代碼所共同組成，分別為第一碼是「研究參與者」；第二碼是

「建立資料日期」；第三碼是「訪談次數」；第四碼是「訪談段落序號」，

詳細說明如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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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  

編碼方式 

 第一碼 第二碼 第三碼 第四碼 

涵義 研究參與者 建立資料 

日期 

訪談次數 訪談段落 

序號 

代碼 暱稱（阿均、

阿德、阿花） 

例如：西元

2017.01.01 

阿拉伯數字

（1~9） 

阿拉伯數字

（1~999） 

例如：阿均-20170101-1-1則是阿均受訪者於西元2017年1月1日第一次受

訪中第1段落之訪談對話。 

二、資料分析方式 

質性資料的分析並非資料的堆砌，而是賦予資料規則、結構和意義

的過程。在資料分析上，質性研究主張以歸納的方法分析資料，從資料

蒐集的過程中發展和歸納概念及理論（鈕文英，2014），研究者將針對

資料分析分為三個步驟進行，（1）逐字稿的撰寫與整理；（2）撰寫和

資料整理分析；（3）分析撰寫好的研究資料，本研究將透過 Nvivo 第

10版電腦軟體來進行資料分析，以下為分析步驟說明： 

（一） 逐字稿的撰寫與整理 

    在訪談結束後，將錄音資料聽打為逐字稿，並反覆重聽錄音檔及閱

讀逐字稿內容，且進行檢視校對是否有誤，此外對於研究參與者的聲音

和表情變化也須加以標註。在逐字稿整理的過程中，盡量釐清研究參與

者所想要表達的內容及想法，並於重要議題或訪問時強調的重點進行註

記，依照研究參與者的角度反覆瞭解資料內容，以完整呈現研究參與者

的想法。 

（二） 撰寫和資料整理分析 

    從逐字稿中擷取一段文字段落，匯入 Nvivo 軟體中進行分析，之後

反覆閱讀編碼資料，並將相同主題分類到同一資料內，持續反覆的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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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所有的內容描述歸納完整為止，其中檔案資料應包含編號、名稱、

類型、蒐集時間、蒐集管道及內容描述等訊息，最後再將歸納整理的資

料開始分析撰寫。 

（三） 分析撰寫好的研究資料 

質性研究分析資料的方法就是持續比較及分析歸納，透過閱讀和註

解資料、統整話題形成類別、進行反面或差異的案例分析及檔案資料內

容分析，形成邏輯性的編排，回應研究問題。將資料賦予概念和意義後，

再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組合為具有組織性的架構。在分析的過程中，有系

統的驗證其中的關係，研究者也不斷的重新檢視分析的內容，避免造成

可能錯誤分析的結果。 

第六節  研究的信實度 

    質性研究必須建立信實度，應該力求以具體明確的證據為基礎，此

外必須分析闡述各種多元觀點，以及檢驗不同來源證據的一致性（Robert, 

2010 / 李政賢譯，2014）。可信的質化資料代表持續的蒐集資料，有效

的質化資料具有真切性（authenticity），且有效的質化資料能呈現被研

究者的觀點，因此真切性代替了量化研究的效度，亦即避免錯誤或扭曲

的敘述（郭思餘，2012）。 

    信實度是評估研究品質的重要指標，Lincoln & Guba（1985）提出質

性研究信實度的標準，包括可信性、遷移性、可靠性與可驗證性。針對

質性研究的信實度，以下為詳細的說明（紐文英 2014；潘淑滿，2003）： 

一、可信性 

    本研究著重於訪談資料的紀錄與分析，除了與研究參與者保持良好

的關係，在訪談過程中，對於疑慮的部分，研究者會進行追問，避免獲

得不正確的訊息，以收集到正確的資料。透過錄音器材客觀的紀錄當時

的訪談內容，幫助研究者反覆聆聽，以求資料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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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訪談結果加以整理，與研究檢核函一同

寄給研究參與者，請研究參與者評估資料內容與實際經驗的符合程度，

以便瞭解資料分析的有效性結果。在資料分析時，與檢核者討論，由檢

核者來質詢研究者，釐清研究者疑點，並獲得共識。經由上述同儕檢核、

研究參與者檢核及研究者省思日誌等，獲得可信性最佳的信實度。 

二、遷移性 

    研究所收集的資料，對於被研究對象的感受與經驗可以有效的轉換

成文字的陳述。以深厚描述及透過省思日誌獲得結果，研究者將觀察到

的所有紀錄，於訪談過程中使用錄音筆，真實地記錄訪談過程，並將錄

音內容轉換成逐字稿。 

三、可靠性 

    透過記錄與自我省思的方法，在省思的過程中，釐清研究者本身主

觀的感受並進一步避免研究者因忽略而未收集或相互矛盾的資料訊息。 

四、可驗證性 

    從研究過程中獲得值得信賴的資料，並對研究結果進行稽核。透過

可驗證性審核及省思日誌的方式，確認研究結果是否確實扎根於蒐集到

的資料，並持續了解紀錄對自我和方法的省思，需不斷的驗證思考獲得

的真實訊息並探究整個過程，每個階段均能回答到研究者所要的問題。 

第七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係指進行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鈕文英，2014）。

研究者應基於尊重與保護研究參與者的立場，不應造成其傷害或負面的

訊息結果，因此研究者必須於研究進行時遵守以下五項倫理守則： 

一、誠實尊重的態度 

    以誠實且尊重的態度對待參與研究者，包含研究者應保持誠實的態

度公開自己的身分和目的，尊重研究參與者的特徵並信守對其所做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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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研究者不以欺瞞的行為進行研究或蒐集資料，絕對以誠實的態度建

立彼此的信任與關係，此外研究者必須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性別、年齡、

語言及生活習慣等，研究者可以用開放的心理瞭解，並遵守對於研究參

與者的承諾。 

二、被告知後的同意 

    絕對不能以強迫的方式進行任何研究，因此必須是研究參與者出於

自願的狀態之下才開始進行，研究參與者隨時可以拒絕參與，或是中途

想退出研究時仍應尊重其想法。因此在邀請的過程中，會主動先告知詳

細的研究目的、過程與需求，若研究參與者可接受並答應參與，則需簽

屬研究參與同意書，以維持研究參與者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三、隱私及注意匿名與保密原則 

    基於保護研究參與者的立場，對於研究參與者應盡量保護其隱私權，

並透過匿名方式隱藏其身分，也必須遵守保密原則。所以在隱私上，研

究者應尊重研究參與者表露的意願，而且在告知內容後須嚴格保密。而

匿名則是隱藏任何可能暴露研究參與者身分的相關訊息，對於保密方面

則是隱私概念的延伸，研究者絕對須遵守不對外公開的原則，在研究開

始以前研究者須主動向研究參與者說明會保護其隱私、匿名和保密原則，

讓研究參與者可以在安心的狀態之下接受研究。 

四、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傷害 

    在研究的過程之中或許研究參與者會面臨不可預測的傷害，例如：

讓研究參與者想起不愉快的回憶或某些痛苦的過程，因此研究者必須對

任何有可能造成研究參與者傷害的情形應予以避免。若涉及到個人負面

的經驗，也盡量不要強迫參與，造成其身體和心理的壓力。當訪談內容

不適合錄音或呈現於研究論文中，應尊重研究參與者的想法。 

五、確保研究參與者得知研究結果的權利 

    為了讓研究參與者可以知道相關的研究結果，應於記錄完成後或研

究完成時給予完整的研究結果，並主動提供訊息給研究參與者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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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三節，依照受訪者順序分別呈現三位研究參與者於腦中

風後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以第三人稱角度的方式，針對腦中風前從事

的行業及就業情形、腦中風後復建期間的歷程與治療、尋職期至重返職

場就業情形及調適等各階段的歷程來描述，第一節為阿均的就業歷程、

第二節為阿德的就業歷程，第三節為阿花的就業歷程。 

第一節  阿均的就業歷程-積極改變樂觀面對 

阿均總是樂觀的面對腦中風的現況，並想盡辦法繼續維持身體的健

康，因為他知道人生總要懷抱希望永不放棄，而這場突如其來的疾病讓

他變的更正向，也瞭解自己還年輕不能就此倒下。阿均從腦中風到現在

已患病兩年，直到目前為止身體的情況還在持續改變當中，即使如此他

仍為現在的生命過程而努力著。 

圖 4-1 阿均的就業歷程暨重要事件圖 

腦中風前的 

就業經歷 
腦中風醫療期 復健期 尋職期 重返職場 

未
經
歷
尋
職
階
段 

42
歲
突
然
腦
中
風 

在
原
車
廠
工
作
7
年 

持
續
復
健
防
止
肌
肉
萎
縮 

戒
掉
不
好
的
生
活
習
慣 

中
西
醫
治
療
定
期
回
診 

原
雇
主
鼓
勵
重
返
職
場 

休
養
1
年
後
重
返
職
場 

重
返
原
職
場
就
業 

經
歷
住
院
迷
惘 

從
事
汽
車
維
護
工
作 

現
年
44
歲
重
返
職
場
2
年 

汽
車
修
護
科
畢
業 

住
院
治
療
3
個
月 

思
考
未
來
人
生
方
向 

 



44 

 

一、 腦中風前的就業經歷 

汽車修護的工作經歷 

  阿均高職念的是汽車修護科，因為對於汽車修護非常有興趣，所以

在高職畢業之後便到許多車廠實際學習磨練技術，「很早以前也有待過

其他老闆的車廠，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些老闆也已經沒在開車廠

了。」（阿均-20170511-1-438），經過幾年的汽車修護經驗磨練後，阿均

在台中開了改裝車廠，「我七年前自己在台中開車廠，但因為台中土地

時常重劃，我也搬了好幾次地方，後來就到現在這個老闆的車廠上班了。」

（阿均-20170511-1-438），阿均與汽車維修廠的老闆擁有多年的革命情感，

「嗯怎麼講，我跟我們老闆那種感情從零開始啊，我們是從零開始，我

跟我們老闆已經認識超過三十年了。」（阿均-20170511-1-106），因此在

車廠創立之初阿均與車廠老闆互相分工，所以奠定了非常深厚的情感。 

  阿均在汽車維修廠擔任廠長的職務，主要負責管理車廠對外的所有

業務，「修車啊，然後管理廠務。」（阿均-20170511-1-69），「我可以

當場跟客人估價報價。」（阿均-20170511-1-147），「我有辦法替公司賺

錢，比方說我可以控制公司的利潤多少是由我掌控，找一些物料一些材

料新舊各方面，都要靠我自己去比價。」（阿均-20170511-1-150），阿均

宛如車廠老闆的左右手，車廠的大小事也都由他包辦，而這份車廠的工

作一待就是七年的歲月。 

二、 腦中風醫療期 

（一） 忽然間的腦中風 

阿均永遠記得突然間腦中風的那一夜是怎麼發生的，「那個時候是

在半夜算十二點多的時候發病，因為我長時間習慣熬夜，我晚上不到三

點是沒辦法睡覺，睡不著，所以我那時候是躺在床上玩 iPad，然後玩到

一半突然發現我怎麼從嘴巴開始麻，就從臉的部分，然後手臂慢慢到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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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手臂麻到一半的時候覺得不太對，我就打電話先叫救護車，救護車

叫好就爬出來。」（阿均-20170511-1-179），那時的阿均因為工作的緣故，

所以一直住在廠房內沒有和其他親友或同事一起，「那時候當下沒有半

個人，所以我自己叫救護車，自己爬出來，把鐵門拉下來，當救護車來

的時候，應該是我最後有意識的時候了。」（阿均-20170511-1-183） 

阿均被緊急送到最近的台北忠孝醫院，隨後家人也趕到醫院，但此

時阿均已經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中間可能就是半昏迷吧，意識有點模

糊，但是講什麼我都還聽得到，旁邊在講什麼話我都知道。」（阿均

-20170511-1-185~187），在經過一連串的診斷，醫生判定阿均罹患的是出

血型的腦中風，「我是出血型的，而且我是在腦幹。」（阿均-20170511-1-27），

於是阿均便進入了漫長的治療階段，「從發病應該是兩個禮拜，住加護

病房住了一個禮拜，出來到普通病房也差不多快一個禮拜。」（阿均

-20170511-1-35），直到阿均逐漸恢復在醫院已住了長達三個多月的時間。 

（二） 住院時的迷惘 

剛住院的時候阿均每天過著定時吃飯定時睡覺的生活，「你在醫院

除了吃飯睡覺你還能幹嘛。」（阿均-20170511-1-349），除了醫院的復健

以外幾乎沒有事情可做，也因此開始出現胡思亂想的念頭，「我告訴你

復健的時候是手在動，腦袋瓜沒有在動，所以就會胡思亂想。」（阿均

-20170511-1-351~353），這段期間阿均變的孤僻並也出現一些負面的想法，

懷疑自己未來的人生還能做什麼要怎麼繼續生活下去。 

「有想過我的身體現在已經這個樣子了，我能夠做些什麼，那個

時候就自甘墮落，覺得我這一輩子可能就掛了，那時候超消極的

好不好。在醫院那時候三個多月，那段時間會想我該怎麼辦，所

以那個時候坦白講，有一段時間我蠻孤僻的。」（阿均

-20170511-1-34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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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要出院前的一個禮拜，「那應該是要出院的前一個禮拜，自己

突然想通的，那個時候的想法是你每天這樣子很消極面對自己會好還是

不會，你願意讓它一朵花那樣慢慢的給它凋零嗎?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個人

的個性使然啦。」（阿均-20170511-1-334），於是阿均逐漸從負面灰暗的

想法開始轉換為積極正向，「後來出院前才想到我應該積極去面對，碰

到了怎麼辦，生這個病不是你願意得的，也不是你故意的，既然碰到了

就坦然去面對，怎麼樣去改變自己的想法跟做法，我覺得比你在那邊空

想還有實質效益。」（阿均-20170511-1-337），阿均坦然的面對自己身體

心理上的變化，腦中風讓他變得不再鐵齒而是更積極的看待這一切，「以

前很鐵齒，現在不會了，因為生病的關係，我覺得我反而更積極。」（阿

均-20170511-1-290~292），而個性上的好強使他接受現實的情況，不願繼

續空想空轉的人生。 

三、 復健期 

（一） 障礙如影隨形 

阿均從沒想過因為一場腦中風讓他得開始面對身體的障礙，在腦中

風之後阿均身上出現各種不同的後遺症，「視力比較模糊，右眼看得清

楚，但是我不能動，我不能做太大的動作，也有頭暈的現象。如果做太

大的動作的話，基本上我的視力可能就是這樣子（視力約 50 公分到 1 公

尺左右的視力距離）。不能看太遠就對了，也是因為中風之後才有的。」

（阿均-20170511-1-17~20），「手沒感覺，右手會發抖，右手沒有觸覺，

腳底也沒有觸覺，走路平衡感會變很差，感覺像喝醉，走路會晃（左右

搖晃的感覺），還有的話就是口齒不清，講話口齒不清楚。講快一點，

講久一點，都會口齒不清。」（阿均-20170511-1-23~25）。而這些後遺症

讓阿均感覺到自己的改變，也意識到他已經和以前的身體有極大不同的

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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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右側的偏癱情形，導致阿均已無法再使用慣用的右手寫字或做

其他精細的動作，「應該已經壓迫到運動神經了，所以我的右側才會比

較不靈活。」（阿均-20170511-1-29），在腦中風後阿均便開始練習用左

手寫字，「現在只能靠左手寫字，左手是因為練習才會沒有寫的那麼好

看。」（阿均-20170511-1-26）現在右手無法寫字的障礙，讓阿均也不想

在外人面前使用左手書寫，他認為即使左手有練習寫字，但仍然與慣用

的右手有所不同。 

因為腦中風所造成的後遺症，阿均曾向醫生詢問申請身心障礙手冊

的可能，「醫生說我還不夠嚴重，不能領身障手冊。其實我當初也想說

我如果可以拿到身障手冊，我可以做的事會更多，可是醫生他沒辦法開，

就是我講的政府能夠給我的東西太少，能夠保障我的東西太少。」（阿

均-20170511-1-407~411），阿均被醫生判定障礙情形不夠嚴重，所以無法

申請身心障礙手冊，因此阿均認為政府無法給他應該有的保障及福利，

他的障礙無法從政府的資源得到應有的協助，「政府的資源不多真的太

少了，不管是保障不管是福利。」（阿均-20170511-1-403），但阿均也不

認為一定要使用政府的資源，因為政府資源太少可以留給更加需要的障

礙者。 

（二） 持續復健防止肌肉萎縮 

阿均從腦中風到住院期間經歷三個多月的治療期，從他能夠下床走

動開始，就一直持續復健沒有停過，除了使用醫院的復健器材外，阿均

也開始到健身房使用其他健身器材，幫助自己做肢體功能的復健，不管

是出院後還是現在，阿均每天都會到公司附近的學校操場健走，並在家

舉啞鈴防止肌肉萎縮，因為他知道醫院的復健設備對他來說效果有限，

所以阿均透過上健身房、慢走運動及舉啞鈴的方式進行復健，來達到他

想要防止肌肉萎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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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病應該是兩個禮拜，住加護病房住了一個禮拜，出來到普

通病房也差不多快一個禮拜，開始去做復健。」（阿均

-20170511-1-35） 

「我住院前後住了三個多月，然後其實從我出院過後大概半年，

就沒有回去醫 院做復健了，我就自己去健身房。」（阿均

-20170511-1-39） 

「坦白講我覺得在醫院做的復健可能只有職能那部分，對我的生

活比較有點幫 助，其他的復健好像，從我會站到會走開始，我

覺得醫院的設備可能不符合需求。」（阿均-20170511-1-41） 

「我沒有辦法跑步啊！大概平均每一天，兩個半到三個小時，我

如果下班了，吃過飯出來運動，我所謂出來運動是在學校走它的

外圍，走三圈就差不多半個多小時。」（阿均-20170511-1-45~47） 

「然後就是回去公司做一些蹲、舉啞鈴，其實舉啞鈴重點就是，

我也是害怕如果我的肌肉萎縮就沒得救了所以預防。」（阿均

-20170511-1-53） 

「訓練自己的肌力，甚麼耐力之類的，讓自己就是不要肌肉萎縮，

這就是出院之後的復健方法，後來沒有再回到醫院去做醫院的那

些復健設施。」（阿均-20170511-1-56） 

（三） 戒掉不好的生活習慣 

阿均在腦中風以前是個標準的夜貓族，不到三更半夜是不會休息，

加上工作忙碌，熬夜是常有的事，「以前都做到我沒電，我的打烊時間

喔，以前比較常的話大概做到凌晨兩點多。從早上九點就開始操，操到

晚上，十天裡面大概佔了六天，持續超過二十年。」（阿均

-20170511-1-161~172），阿均長期一直忽略自己的身體健康，「那時候我

跟老婆開玩笑講，我自己認為我是無敵鐵金剛完全不會倒，但是經過這

一次你沒有那個不會倒的，所以會想要把自己身體重新搞回來，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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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再搞壞它第二次了，現在的話我一些壞習慣就改掉了。」（阿均

-20170511-1-298），阿均以前在生活上有著許多的壞習慣，從抽菸、喝酒、

吃檳榔到熬夜對他來說百無禁忌，但經歷這一次的腦中風後，除了讓阿

均嚇到想徹底改善生活之外，也開始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並開始保持

良好的運動習慣，因為他不想再次損害自己的身體健康。 

「你想的到的壞習慣我全部都有，全部都戒掉了，抽菸、喝酒、

吃檳榔、熬夜中風之後都把它戒掉了，完全都不會再犯。」（阿

均-20170511-1-300~307） 

「喝酒沒有像以前那樣，以前是一個人一個晚上可以喝掉一支威

士忌，而且喝不會醉，現在的話可能就是喝一瓶的啤酒，或是一

杯的紅酒，就是久久喝，也不是每一天喝，我本來就沒有酒癮，

只是說朋友啦就是看場合會喝，但平常也沒有說非喝酒不行。」

（阿均-20170511-1-312） 

「抽菸之前癮很大，我一天最多最多曾經抽到三包，現在站我旁

邊抽菸的人都會被我趕走。」（阿均-20170511-1-314） 

「對身體的想法，不要再惡搞它了。現在的話會把運動當成一種

習慣，以前是沒有運動習慣，把睡覺當成是一種習慣。」（阿均

-20170511-1-320~322） 

（四） 求助中醫治療及西醫定期回診 

為了盡快可以恢復身體往日的健康，阿均積極求助中西醫治療齊頭

並進，讓自己身體可以更快的恢復，雖然造成的身體障礙已不可逆，但

阿均仍期待不讓身體狀況繼續惡化，所以不只求助中醫治療，西醫的部

分也會不定期回診，並持續吃藥穩定身體狀態，希望透過不同的醫療方

式，讓身體有較好的復原情形。 

「我也有在外面開始看中醫，給人家針灸，然後自己比較積極在

運動。」（阿均-201705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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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遺症還是有，但是這些後遺症就是靠中醫來調理。」（阿均

-20170511-1-61） 

「西醫大概兩個多月回診一次，就是回診拿藥吃就對了，只有吃

早餐而已，只是說中醫的話就每個禮拜。」（阿均

-20170511-1-355~361） 

「每週固定回去台中看中醫，然後就是靠吃藥物跟自己運動，讓

自己身體就是狀況等於慢慢恢復。」（阿均-20170511-1-364） 

（五） 停下腳步思考未來人生方向 

阿均在腦中風以前除了在原本的車廠工作外，也在台中自行做個人

工作室的改裝車廠，「這邊就是做維修的（台北），那邊做一些改裝類

的（台中）。」（阿均-20170511-1-221），「那個時候的想法是說，如果

可以的話，改裝車其實做久了也會覺得很煩，有想說開始轉型來做重機，

因為其實坦白講技術層面都差不多，工具也都差不多。」（阿均

-20170511-1-223）。但因為突如其來的腦中風疾病，使得阿均開始重新思

考未來的人生方向，「我的想法是我應該要來好好調整我下一步要怎麼

走」（阿均-20170511-1-211），「坦白講我現在還是盡量可以的話，還是

想朝回去做個人工作室方面規劃。」（阿均-20170511-1-215~217）。阿均

深知腦中風的情況，使他無法像過去一樣兼顧車廠與自己喜愛的改裝車

工作，過去的他可以一邊做維修一邊做改裝車，但因為身體的狀況已無

法再負荷，讓他對於人生的規劃一直不斷的在調整思考，他期許自己有

一天還是能夠朝原本改裝車的興趣發展，只是身體的因素讓他必須得面

對現實及必須持續復健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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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返職場 

（一） 車廠老闆情義相挺重返原職場 

阿均因腦中風而中斷車廠工作的這一年中，車廠老闆的情義相挺讓

阿均感激在心，「從我住院那一段時間到我出院，其實他的薪水都沒有

斷過，本來在我的想法，一般人只要離開這間公司，基本上應該都是停

止給薪，我們老闆則是一直不間斷。」（阿均-20170511-1-93），休息了

一年多以後車廠老闆希望阿均還是可以回到車廠繼續工作，於是阿均告

訴自己為了報答車廠老闆的幫助決定重返職場，「因為老闆說你不要休

息了，你可以回來出一張嘴巴沒有關係。怎麼講我覺得我也不好意思，

然後就強迫自己回去。」（阿均-20170511-1-91）。但阿均深知自己的能

力已不如從前，所以請求老闆幫他調降薪水，「在中風前我的薪水原本

是五萬多塊。但現在其實坦白講我不願意拿那麼多錢，因為我覺得我沒

有辦法像以前那樣。」（阿均-20170511-1-100），「所以老闆就說那意思

一下就降一萬，現在又調回來了，這個薪資調整大概不到一年，然後老

闆就幫我調回來了。」（阿均-20170511-1-102），車廠老闆便答應調降薪

水的要求，但是很快的又幫阿均薪水調整回原來的薪資水準。 

（二） 面臨的工作挑戰 

1. 從汽車維修師傅調整職務為車廠管理人員 

阿均在腦中風以前精湛靈活的修車技術一直深受車廠客人的愛戴，

但如今因為腦中風的後遺症，使得一向仰賴雙手維修技術的阿均從汽車

維修師傅調整職務為車廠管理人員，阿均開始轉成較為內勤行政的工作，

負責處理需要維修汽車客人的報價，及各種維修零件的採購比價，當客

人需要瞭解車子維修的狀況時，阿均也必須告知客人目前維修的情況。 

「以前會動手維修，現在不動手維修了，現在幾乎就是動口。」

（阿均-2017051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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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均深知現在的他與過去已有所改變，即使轉為車廠的內勤管理人

員，客人還是習慣由他來接手維修車子，但阿均轉換了職務內容不再繼

續接手維修汽車的工作，現在的阿均只能靠著口述方式教導同事如何進

行維修作業，因此客人對於車子維修開始不放心而盯著整個維修過程， 

「我經驗比較多，然後教他們怎麼做，一個口令一個動作。」（阿

均-20170511-1-81）。 

「以前的話只要是我接手，客人都很放心，看看書，要不然丟著

車人就跑了，現在的話幾乎所有的客人都站在旁邊盯著看，應該

是說客人沒有辦法放心。」（阿均-20170511-1-197） 

2. 工作感覺不踏實及同事異樣的眼光 

阿均重返職場工作後馬上感受到，無論在與同事相處或是自己的心

理層面都存在著一種不踏實感，阿均察覺到同事與他相處的態度已經跟

過去有所不同，就連中風前平時與他互動不錯的客戶感覺也不像從前那

樣熱絡，雖然挺他的客戶還是有許多人，可是面對來自同事和熟識客人

異樣的眼光，還是讓阿均心裡格外難受，並在心中充滿無限的感慨。 

「其實就是不方便，所以很多事情自己在做就是覺得很不踏實。」

（阿均-20170511-1-114） 

「從生病過後到目前為止，因為覺得好像很不踏實，當然這有時

候是自己的想法，有時候覺得同事間會用一些比較異樣的眼光。」

（阿均-20170511-1-118） 

「從動作到講話的口氣，或是一些行為舉止，其實坦白講多多少

少我們自己都有感受到。」（阿均-20170511-1-133） 

「可能面對到的就是同事的眼光啊，或是跟客人的互動感覺變了」

（阿均-201705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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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養身體無法兼顧工作 

阿均認為目前在工作上最大的挑戰就是把身體的狀態調養到最好的

境界，「我的挑戰就是趕快把我的身體調好。」（阿均-20170511-1-190），

因此阿均已不再像過去拼命三郎的個性，開始每天準時上下班，只希望

自己的身體不要再倒下去第二次，「現在上班時間都是早上八點半到晚

上六點。」（阿均-20170511-1-159），「現在不注重不行了，我不想再躺

下去第二次。」（阿均-20170511-1-175）。也因為調養身體的緣故，所以

必須花比較多的時間就醫治療，因此就會占用到一些上班時間，而同事

對於阿均提早下班也會認為是一種特權，讓阿均心理有著不好的感受，

雖然阿均自己也不喜歡，但需要調養身體是事實。 

「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找醫生，想盡量把我自己的身體調回原本

的樣子，所以常常會不在。」（阿均-20170511-1-139） 

「我盡量是找下班時間，或是說我休息的時候，比方說我現在每

個禮拜六就提早下班，三點多就下班回去台中，去給台中的中醫

師治療給他針灸，像這種怎麼講同事之間就會感覺不好，我的感

覺就是他們認為我都是有一些特權，當然老闆是說都 ok。」（阿

均-20170511-1-143） 

「但是其實在我的立場我比較不喜歡這樣子，可是又沒辦法，現

階段沒有辦法。」（阿均-20170511-1-146） 

4. 與同事出現溝通問題使得關係逐漸緊張 

由於調整職務的關係與同事之間逐漸出現溝通上的問題，過去的阿

均與同事們都是汽車維修師傅，但調整職務後阿均需要經常指導同事們

的維修技術，導致逐漸發生維修上的溝通衝突。阿均覺得與同事間年紀

的差異和嘗試不同溝通的方式也無法解決與同事所產生的溝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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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坦白講我們現在請的員工裡面有一個年紀比我大，有一個

年紀小我一歲，我帶他們兩個很難帶。」（阿均-20170511-1-259） 

「很多方式我都嘗試過幾乎都沒有用，用講的、用念的、用教的。」

（阿均-20170511-1-253~255） 

（三） 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1. 調整自己的心態選擇接受事實 

阿均已無法像過去一樣提供維修的服務，漸漸的客人開始出現抱怨

的聲音，對於客人態度的轉變，阿均選擇調整自己的心態並試著默默接

受。因為汽車維修是一種很專業的技術工作，需要經過長年的經驗累積

才能有過去精湛的維修技術，但阿均的手部功能已無法再執行那麼精細

的動作，面對著客人的改變與質疑，阿均只能感到無奈跟抱歉。 

「其實很多客人在抱怨，我跟他們講沒辦法啊，我真的沒辦法（無

奈的口氣）。」（阿均-20170511-1-193） 

2. 學習不要在意同事及客人的態度 

阿均對於工作的不踏實感來自於腦中風的障礙，面對同事或客人異

樣的眼光，他覺得落井下石的人有，但挺他人也大有人在，這樣的心情

讓他感覺五味雜陳，所以面對這樣的情況，他選擇以不在意看淡的方式

面對這樣的改變。 

「這樣子怎麼講，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然後那種看過的小人也

是很多，所以不知道的感覺啦，現在的感覺是看的很淡了。」（阿

均-20170511-1-126） 

3. 盡量避免上班時間就醫 

阿均會盡量利用下班時間或是其他的休息時段，來進行身體的調養，

減少同事對阿均特權的感受，至於老闆則對阿均必須調養身體的情形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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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包容，也不會因阿均的狀況而有苛責的情況。反而覺得阿均若有將工

作完成，如果能盡快讓阿均調養好身體，倒是沒有其他太多的意見。 

4. 接受其他人不同的想法 

阿均試著轉換自己的心情，覺得也應接受其他人的想法，認為維修

技術每個人都有所不同。因此在教導同事應有的維修技術和態度，並不

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與同事溝通時產生許多維修意見上的不合。但他

仍要求自己在工作上的態度必須達到一定的程度，才認為對得起自己的

工作。阿均願意與同事溝通改善相處上的衝突關係，他知道工作上的技

術問題不是一夕之間就能有所改變的，即使溝通的問題無法獲得更好的

解決方式，他仍秉持對這份工作熱誠的信念繼續努力下去。 

「後來我的想法就是說也不能怪他們啦，因為每人有每個人的想

法。」（阿均-20170511-1-257） 

「我做事的態度跟處理事情的方式，應該是我沒有辦法做到一百

分，但是我盡量要求我自己做滿八十分。」 （阿均-20170511-1-286） 

（四） 重返職場的獲益 

復原速度加快心境跟著轉變 

阿均覺得重返職場最大的幫助就是身體有了不同的刺激來源，在職

場上的人際互動及需要面對各種的情境反應，會比在醫院時的復健更有

實際效果，而不是讓身體攤在旁邊覺得自己的細胞都快要死掉，最大的

感受就是身體比較快的復原力。此外當阿均重返職場時覺得自己的心境

也隨著改變了，這樣的改變讓他不再因為腦中風的疾病而鬱鬱寡歡胡思

亂想，而是勇敢的面對身體的障礙及職場所面臨的各種挑戰。 

「當然我覺得因為有在上班你就會動，這個動坦白講不一定就是

動手動腳或動腦動嘴都會，就是你不要一個人攤在那邊，因為畢

竟在職場上的話你碰到的一些挑戰就很多，不管是客人，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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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管是同事之間都會有，所以我覺得有重返職場的話會比

在醫院復健更有用，因為你在職場上等於你的腦細胞不會死在那

邊，再來你每一天的工作量，每一天的運動量可能比在醫院的時

候還要大，所以我覺得重返職場應該最大的收穫就是身體比較快

復原。」（阿均-20170511-1-326） 

「而且如果提早重返職場我覺得自己的心就會改變。」（阿均

-20170511-1-328） 

五、 社會支持 

家人包容與老闆的鼓勵 

阿均從腦中風到重返職場為一年多的時間，由住院至復健到返家休

養，其中還經歷了岳父的離世，他努力的想證明自己不因腦中風的疾病

而就此荒廢人生，因此即便腦中風造成他不小的障礙，且無法再以維修

汽車為主要工作，但他仍沒有放棄自己，不論是身體的復原或是重返職

場工作，親友們也因為阿均靠自己努力的態度，則持續默默的支持著，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我生病，可是說實在大家每個人都看到我的努力，

是怎麼抵擋，我從來沒有對我自己放棄，所以我的親戚朋友沒有人會對

我放棄，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啦，當你如果自我放棄你的親人怎麼幫你，

你的朋友怎麼幫你。」（阿均-20170511-1-288）。阿均認為即使腦中風的

後遺症無法復原，對於人生他覺得也必須得繼續努力下去，並且不要因

為疾病而拖累到家人，「凡事靠自己努力，而且要多運動，並且不要拖

累家人。」（阿均-20170511-1-442），這是他對自己的期許，也是腦中風

病人會有的期待。 

此外在職場的部分，阿均與車廠老闆有著密不可分的革命情感，老

闆一直鼓勵支持阿均回到車廠工作，阿均很感謝老闆的幫忙，要不是老

闆常常關心他的狀況，他也不會那麼快的回到車廠上班，不論是回職場

前或是回到職場後，車廠老闆總是給予阿均很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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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記 

持續為腦中風疾病而奮鬥 

如今阿均已經腦中風後滿兩年，持續回診的阿均最近被醫生發現原

先腦中風的部位出現其他異常的變化，阿均怕自己身體的狀況逐漸惡化

心中恐懼的心情也油然而生，「其實我這兩個月，有去醫院檢查，因為

醫生他發現好像裡面有長瘤。」（阿均-20170511-1-365~367），「然後醫

院那邊確診裡面好像有一個血管瘤。」（阿均-20170511-1-371），「如果

以 3D 透視腫瘤在鼻梁正後方，我是腦幹下來接近延腦的地方就是快到骨

髓，那地方沒辦法開刀，所以現在他們在評估用咖馬刀」（阿均

-20170511-1-373）。阿均回診後確定血管瘤的存在，且持續影響著他的生

命，醫生也擔心阿均再次出血的機率很高，所以阿均也很積極的希望可

以找到能夠治療的方法，「在我回去醫院回診的時候，那醫生才跟我講

他現在是怕第二次出血，而且是同一個地方，因為那顆瘤的關係，而且

這個機率蠻大的。」（阿均-20170511-1-385~387），「然後醫生跟我說先

把我的病歷轉去給放射科，給他們評估看我的狀況有沒有必要動咖馬刀，

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做，看那顆瘤有沒有長大或是縮小。」（阿均

-20170511-1-393），但對於阿均來說一切都是未知數，阿均認為既然遇到

了這樣的疾病，也只能面對並且接受，「碰到了怎麼辦，去面對啊，真

的會來你就欣然接受，你就是把該交代的交代完就好了。」（阿均

-20170511-1-389），因為生命的無常讓他無法掌控，只能更加積極的面對，

不論是繼續求助於醫生的治療，還是靠自己努力過生活，他總相信著樂

觀的面對人生會更好。目前阿均仍任職於汽車維修廠依然持續復健與就

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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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阿德的就業歷程-展現能力獲得機會 

阿德是一位篤信一貫道的信徒，從小曲折困苦的人生，讓他學會樂

天知命，天性善良孝順的他面對家人沉重的包袱，與父親對於金錢的需

索無度，讓他礙於現實放棄理想，選擇一份對他來說相對可以帶來經濟

收入的工作。阿德曾經有五年的時間因為宗教信仰的緣故，所以到泰國

從事他喜歡的志願服務工作，當時他在泰國擔任翻譯司機，日子過的到

也愜意，直到後來需要扶養父親，於是返回台灣從事運輸行業的工作。 

 

圖 4-2 阿德的就業歷程暨重要事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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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腦中風前的就業經歷 

貨運行業的工作經歷 

阿德返台後原先想找泰語翻譯的相關工作，但礙於泰語翻譯收入與

貨運行業收入相較之下，貨運業司機的收入足以支持阿德提供家中的經

濟支持，「翻譯的話待遇可能四萬出頭而已，其實說養家也是有點遷強，

因為我父親揮霍無度。」（阿德-20170519-1-35），加上阿德父親的揮霍

無度，使得阿德無法如願從事自己原先期待的泰語翻譯工作，而以貨運

為主要的工作，「我父親一直想要跟我拿錢，所以我不得已要去做那個

工作，不然我原本的專長是我會翻譯泰語。」（阿德-20170519-1-33）。 

阿德透過網路及報紙的方式，找到貨運行業的司機工作，其中誤入

黑道所經營的砂石車公司，工作時間都會到凌晨並且待在那邊約四個月

的時間。 

「黑道公司那邊待了四個月，有時候凌晨一點有時候凌晨三點下

班作息不正常，公司管理的方式就是用黑道的口吻，動不動就三

字經。」（阿德-20170519-1-268）。 

二、 腦中風醫療期 

（一） 忽視身體健康造成血壓飆高 

對於阿德來說貨運行業的司機工作，開車時間漫長加上一週輪班六

天，每天上班十二小時的狀況之下，讓他無視於身體的健康，有很長的

一段時間，因為開車無聊而吃了許多影響身體健康的垃圾食物，阿德逐

漸感到身體的不適且血壓迅速升高，但當時阿德沒有警覺到身體發出的

警訊，使他邁向引發腦中風的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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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同事開車會吃一些檳榔，因為我吃素所以我就買一些巧克

力吃，好的也買不好的也買，巧克力有不好的油質也買。」（阿

德-20170519-1-51） 

「我原本就有長期性的高血壓，然後不曉得控制，之後在八里工

作也是吃的不方便，有吃到垃圾食物，然後導致血壓上升更高。」

（阿德-20170519-1-45） 

「因為不曉得控制血壓，在很早期的時候吃降血壓的藥會頭痛，然

後沒有跟醫生反映跟他換藥，長期下來就都沒有吃藥，靠中藥的話

降不太下來，那時候要發生事情也是覺得有那種徵兆，以為吃降血

壓的中藥自己親自去買最好，但是也抵擋不住垃圾食物的危害。」

（阿德-20170519-1-49） 

（二） 下班騎車回家突然腦中風 

阿德腦中風時的那晚當時是 104年的 4月，他拖著疲累的身體清楚

地記得因為送貨而加班正要從桃園返回公司，回到公司後阿德以慣用的

左手關門，可是這次卻很不一樣，阿德發覺自己的左手怎麼有些不聽使

喚，「那時候已經腦出血了，導致肢體有點怪怪的，當時已經卸完貨，

開著 35 頓的貨車還在高速公路上，從桃園回程九點多，當時就覺得左手

怪怪的，最後開車回去公司時，最後一瞬間要關門的時候覺得左手好像

不太行就用右手關，正常的時候平常都習慣左手關門，然後那一次就用

右手關門。」（阿德-20170519-1-56），或許是因為太累的緣故，所以阿

德並沒有留心這突如其來的肢體變化，於是阿德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途中忽然想到其他地方去買東西，但覺得還是先回家休息，怎知一個騎

車迴轉的動作，瞬間阿德失去了重心，感受到自己肢體急速癱軟的變化，

阿德不支倒地的攤在馬路上，幸好有路人經過幫忙求助警察，隨後透過

警察的協助，便叫救護車將他送往鄰近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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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車回家的時候，剛好騎到警察局的斜對面，然後摩托車要迴

轉時，腳一踏在地上怎麼腳軟了，一下子撐不住就倒下去，旁邊

有一個路人經過，我叫他幫忙我扶起來，他說他沒有力氣，警察

就過來問我要不要叫救護車。」（阿德-20170519-1-56） 

（三） 腦中風住院治療兩週 

阿德被緊急送醫後回想起過去幾年，驚覺原來身體早就出現警訊，

類似的經驗和感覺忽然從腦海中顯現，「因為身體怪怪的感覺，在之前

的三至四年前曾經左手有過失靈兩次，好像是在 90 年還是 91 年時，然

後那個 92 年好像也有一次。」（阿德-20170519-1-60），只是當時的阿德

不以為意，也沒有進一步進行檢查。阿德在醫院治療了兩個禮拜，醫生

告訴阿德他罹患的是出血型的腦中風，當時阿德因為腦中風出現了小便

失禁的情況，必須透過導尿管才能行動，因此也都仰賴妹妹的照顧。 

「我在醫院住了兩個禮拜，本來妹妹還要叫我繼續住，可是我不

要。」（阿德-20170519-1-62） 

「腦中風的後遺症都很大，那一陣子都要有人照顧，因為腦中風

會影響到小號，所以還帶著尿管。」（阿德-20170519-1-64） 

阿德覺得健保的制度也無法讓他繼續住院，醫院給予的治療也僅有

打點滴或生理食鹽水而已，「健保的制度認為醫院塞不下去，能夠叫我

們回家就回家，其實我個人覺得在那邊也沒有什麼治療，就打點滴跟生

理食鹽水而已。」（阿德-20170519-1-66），所以阿德也想回家休養，於

是在住院兩週後，便自行返回家中休息。 

三、 復健期 

（一） 後遺症造成永久傷害 

腦中風的疾病讓阿德感受到最嚴重的是小便失禁，在醫院期間阿德

必須裝著導尿管才能活動，也只能仰賴家人的照顧，除了主要的小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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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外，也造成了其他嚴重的身體障礙。因為阿德出血的部位是右腦，所

以會導致左側肢體偏癱無力，而左側肩膀也已經堅硬到無法伸展，左手

沒辦法抓握物品，只要拿起物品則沒有力氣握住又會掉落，直到現在阿

德都還會有左側肌肉抽痛的感覺。至於小便失禁的情況，就在腦中風的

半年後逐漸恢復，因此阿德已不再需要使用導尿管生活。 

「小號憋不住，手跟腳都是僵硬的，左側都肢體僵硬。」（阿德

-20170519-1-77~81） 

「這邊還會痛，然後壓下去也是刺刺的。」（阿德-20170519-1-94） 

「比較好是（苦笑），當然是比較好，但是手的話好像都失能啦，

我連拿杯子也不可能用左手啊。」（阿德-20170519-1-98） 

「握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拿起來的話，中途也是會掉下去。」（阿

德-20170519-1-100） 

此外因為顏面神經的僵硬，導致阿德剛腦中風時出現講話口齒不清

的情況，在調養半年後身體逐漸恢復，講話才變的比較清楚，現在阿德

則可以對答如流，感覺不到阿德因腦中風後遺症而講話不清楚的情形。

但阿德的左腳行動較為緩慢吃力，上下樓梯則須使用拐杖走路，走路時

會一跛一跛的，所以行動無法像一般人速度，並且腳的情況已無法恢復

到腦中風前的狀態，已造成永久的傷害，阿德只能勤勞的持續復健，以

維持腳的功能，防止腳部肌肉持續僵硬萎縮。 

「因為僵硬的情況連帶顏面神經也僵硬，講話也是講不清楚。」

（阿德-20170519-1-84） 

「恢復至少要半年，那時候那一陣子講話真的很不清楚。」（阿

德-20170519-1-88） 

「走路的話還是一跛一跛的啊，就是那個左側我這邊還會痛呢，

看不出來但是我這邊還是會痛。」（阿德-2017051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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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醫院復健到嘗試氣功與運動 

阿德在出院後除了定期回診拿藥外，醫生也幫阿德安排復健科的復

健治療，透過使用一些機械設備讓僵硬的肩膀能夠稍微減輕緊繃感，但

阿德覺得復健對於他僵硬的肩膀肌肉並沒有明顯的幫助，原因是他認為

即使有透過復健的設備器材暫時舒緩肌肉的僵硬，可是很快的就會因為

肌肉本身障礙的情況，又變回僵硬的樣子，加上阿德對復健使用的矯正

鞋有過腳扭傷的不好經驗，所以阿德對於醫院的復健治療始終抱持著存

疑的態度。 

「有去私人的做復健，它的器材能夠幫助中風的腳行動不是很方

便或不太能夠走的話，它能夠用高頻震動槍，然後把肌肉震一震。

因為腦中風導致肢體肌肉很緊，然後它能夠幫它打鬆一點。」（阿

德-20170519-1-73~75） 

「因為我們的肌肉不是說普通的緊，是很緊很緊很緊的樣子，我

有去醫生那鑑定，他問說有沒有復健，我說沒有，我就說我們的

肌肉僵硬就算都放鬆了，之後也都硬掉了沒有效。」（阿德

-20170519-1-102） 

「復健的話其實對我們來說很危險，因為我們的肢體很僵硬，我

們一定要穿這個矯正鞋，如果不穿的話腳會扭到，我穿矯正鞋的

腳也會扭到，醫院復健的話會叫我們走跑步機用走的，但其實有

時候也會怕去扭到。」（阿德-20170519-1-116~118） 

因此阿德開始嘗試其他復健身體的方法，一開始阿德嘗試練習氣功，

他覺得透過練習氣功的方式能調養身體健康，讓自己的身體狀態有所改

善，「氣功是我們參加課程後回來要按照他講的做功課，還要練一點氣

功才有辦法，不然沒辦法。」（阿德-20170519-1-118），另外阿德也曾透

過爬山健行的方式非常努力的運動，但阿德認為爬山的復健，對於他來

講是無效的。因此阿德嘗試了一段時間之後，便沒有繼續透過爬山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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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復健了。「我現在目前上班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晚上十點多又

去爬山，運動就是以前很努力很努力，結果沒有效。」（阿德

-20170519-1-120）。於是阿德就更加積極努力尋找能夠讓他復健，並且恢

復身體健康的方法。 

（三） 專研藥物及保健食品改善身體 

阿德從身體的復健逐漸轉向對藥物及保健食品的專研，這些年阿德

嘗試服用中西藥的治療以外，也開始透過保健食品及茶類改善身體健康。

阿德認為既然肢體上所造成的障礙已無法透過復健更加改善，但他可以

透過藥物及保健食品的幫助，獲得身體改善的效果。於是阿德便長期收

集腦中風可以食用哪些保健食品的相關資訊，以促進他身體的改善及健

康。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飲食改善及調整後，阿德發現保健食品裡面的 B12

及兒茶素有助於他的身體健康，因此他便多了一種讓自己可以維持身體

健康的方法。 

「現在兩年了我很努力在鑽研要吃什麼藥物，然後才能改善，因

為有遇到人在指點說應該吃什麼才能夠改善。」（阿德

-20170519-1-90） 

「一種是鈷，一種兒茶素，所謂的鈷元素，它的作用就是讓紅血

球能夠帶氧去循環，然後去治療患部，那 B12 就是裡面含有鈷。」

（阿德-20170519-1-106） 

「然後我平常有喝茶的習慣，喝了覺得突然間自己嚇一跳，好像

兒茶素能夠治療，但是一般坊間或是醫生都沒辦法接受兒茶素可

以治療腦細胞。」（阿德-20170519-1-108） 

「我這邊受傷都是緊的，我努力的喝茶一直到最近都覺得這邊很

緊，然後突然間會跳跳跳的樣子，有感覺在跳會覺得兒茶素真的

不是隨便講的。」（阿德-201705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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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靠信仰接受現況 

阿德對於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的虔誠，因此透過信仰的力量，加上

阿德的樂天知命，對於腦中風的疾病他歸因於命運，且藉由信仰調適心

理壓力。此外阿德並沒有因為腦中風的障礙而影響自信心，而且能接受

現在的能力與過去的能力已有所不同。阿德告訴自己日子還是要過，「心

理調適的話就是日子還要過啊，然後就一天過一天這樣子。」（阿德

-20170519-1-187），所以當阿德面對腦中風的疾病時，是以一種坦然接受

的態度在面對這樣的人生轉變，他知道該努力的時候就努力，不管透過

什麼樣的方法，都是對身體及心理的調適。 

對阿德來說心裡的壓力不是來自於身體上的突然變化，而是沉重的

經濟負擔，讓他逼得自己必須繼續往前看，他認清自己因腦中風所造成

的障礙，也清楚知道自己無法回到從前的貨運業工作，所以阿德努力把

自己調整到最佳狀態並勇於接受現實挑戰，為得就是可以重返職場就業，

以減輕經濟的沉重負擔。 

四、 尋職期 

（一） 面臨現實的經濟壓力 

阿德在腦中風後僅休息八個月就開始工作，「我休息八個月就開始

工作了。」（阿德-20170519-1-126），因為他覺得窮人沒有生病的權利，

每天一睜開眼就是面對現實的生活挑戰，任何一項都需要金錢支出與開

銷，且阿德家庭本來的經濟狀況就已不佳，每月幾乎透支入不敷出，存

款越來越少的情況之下，腦中風的疾病無遺讓他更是雪上加霜。 

「因為生活很現實啊，門打開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要生病就是

要有錢才能生病。」（阿德-201705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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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想依賴社福單位的救助 

於是阿德必須得向民間的社福單位申請救濟金過生活，但他卻不因

自己所遭遇的情況而頹廢，反而覺得長期依靠補助讓他感覺非常不好意

思。他認為身體還能活動，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繼續重返職場工作，也不

想一直長期仰賴社會救濟。 

「那時候我們有跟慈濟申請補助，有救濟一陣子，但是我覺得長

期靠補助的話，真的蠻不好的，畢竟自己也是稍微能夠動，想在

職場上找看看不要一直依靠慈善團體的資助，再來就是每天在家

裡真的很無聊都不知道去哪裡。」（阿德-20170519-1-128） 

（三） 每天生活無所事事 

當時的阿德每天在家也沒事做，讓他感到很無聊更不知道自己可以

去哪可以做什麼，於是阿德開始思考自己必須要重返職場工作，便開啟

了阿德重新尋職的動機。 

「再來就是每天在家裡真的很無聊都不知道去哪裡。」（阿德

-20170519-1-128） 

（四） 自行重新尋職面試找工作 

一開始阿德想從泰語翻譯的工作找起，但因為翻譯的工作需要騎車

或是開車的能力，所以阿德總是無法獲得錄取的機會。此外阿德也去面

試大樓保全的工作，同樣保全公司也因為阿德的肢體狀況無法接受，「面

試翻譯跟保全，翻譯的話一看就知道我沒辦法騎車跟開車，他們就沒辦

法接受。保全的話一般公司也是沒辦法接受。」（阿德-20170519-1-134），

阿德知道因為他的肢體障礙導致面試的公司不願接受，「他們沒辦法接

受，因為肢體這樣子怎麼有辦法。」（阿德-20170519-1-136），於是阿德

不斷的重複面試了好幾家保全和翻譯的工作始終沒有下文，「面試保全

也是很多家，翻譯也是很多家。」（阿德-20170519-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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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德並沒有因此而放棄，繼續在網上搜尋工作職缺，直到有一天

他透過網站得知，原來政府有一個單位是在幫助身心障礙者找工作的，

他想說或許可以透過這個單位讓他找到工作，「因為我之前找一般的保

全，然後兩家碰壁，兩家碰壁的時候我又一直上網看，然後好像上網兩

三天才知道有這個單位，後來就想說應該來這個單位問問看。」（阿德

-20170519-1-230），於是阿德就透過網站上的資訊，自行前往臺北市勞動

力重建運用處進行職業重建的諮詢幫助他尋職。 

（五） 求助職業重建的服務 

阿德因腦中風而領有中度肢體障礙的身障手冊，進而開始接受職業

重建的服務，起初阿德一方面接受職業重建人員的就業輔導，另一方面

也考慮參加職業訓練加強自己其他方面的專業能力，職管員教導阿德重

新撰寫履歷內容，並將履歷內容開放在求職網站，讓需要求才的廠商有

機會能夠看到阿德的履歷，透過履歷開放的過程增加阿德的面試機會。 

此外阿德考量自己沒有專業技術的能力，所以想去參加設計相關的

職業訓練培養就業技能，但是經過評估後發現職業訓練有些需要負擔部

分的學習費用，對於當時的阿德來說因為經濟上有急迫的需求，加上學

習新技能也不知道能否獲得工作機會，在與職管員討論後，阿德決定繼

續以求職面試為主，就不考慮參加職業訓練作為他尋職的方向。 

「像職管員所講的說我電腦資料要打開，然後沒有想到打開一兩

天，廠商就直接來找我了。」（阿德-20170519-1-232） 

「職訓問來問去到後來都要錢，至少都一萬多。」（阿德

-20170519-1-237） 

「我想說與其去上課，然後花一萬多想一想我不如暫時先工作還

有收入，幹嘛去花那一萬多，然後到後來搞不好還找不到工作。」

（阿德-20170519-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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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管員都有經驗他說其實你去學那個之後，出來也未必能夠找

到工作。」（阿德-20170519-1-243） 

阿德照著職管員告訴他的方式，先將履歷重新修改後，接著開放履

歷在求職網站，沒想到經過一兩天後真的有廠商主動與阿德聯絡，並告

訴阿德有保全的職缺可以面試，詢問阿德是否有意願面試這個需要輪班

的保全工作，「職管員也是蠻有經驗的，我那時候去找他，然後他跟我

講說，叫我把網路資料打開，我就覺得很懷疑有可能嗎?（內心懷疑的口

氣），網路資料打開身體這樣子，還網路資料打開，然後結果就回去打

開，之後過了一天還兩天，廠商就打電話來了，他跟我說你在找工作嗎，

我說對呀，但是我肢體有點問題，然後他說你家附近有保全的工作，要

日夜輪班看我要不要，要的話他就跟我講公司在哪裡，然後跟我約時間

就叫我去公司給他看一看這樣子。」（阿德-20170519-1-146），於是阿德

便前往保全公司面試這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這次阿德很幸運的因為保

全公司急需用人加上工作地點離阿德居住地很近，因此保全公司馬上就

通知阿德可以正式上班了。 

過程中阿德透過職管員的協助與自己積極的面試，花了一個多月的

時間就順利獲得這次的工作機會，阿德很感激職管員的協助，他覺得要

不是有職管員告訴他要認真修改履歷，並開放履歷在求職網站上，他根

本沒辦法那麼快就可以找到工作，因此他特別格外珍惜此次的工作機會

也覺得要好好把握，並以穩定工作為優先目標。 

五、 重返職場 

（一） 重返職場從事社區保全的工作 

阿德重返職場後開始擔任社區保全的工作，每週工作四天休兩天，

兩天日班兩天夜班，需要日夜輪班十二小時，「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

兩天早班兩天晚班兩天休假，是做四天休兩天，一個班兩個人，總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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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阿德-20170519-1-150~155），阿德工作的社區非常廣大總共有

一百八十戶，所以需要兩個人一起輪班互相照應，「我們那個社區非常

大有 180 戶，所以要兩個人顧，小型的社區 20-30 戶就要請一個保全，我

們那是 180 戶。」（阿德-20170519-1-197），「工作內容是交通指揮，然

後門禁跟發掛號包裹，定時定點巡邏。」（阿德-20170519-1-179），阿德

平時與同事兩人一組會互相支援對方私下也會輪流休息。 

對於公司所交辦的工作，阿德總是盡力完成積極面對。對阿德而言

公司的基本福利算是健全，有給予基本的勞健保及三節獎金，薪資的部

分雖然不高，但保全公司仍與社區爭取薪資調整的機會，經過保全公司

的爭取，社區也願意多給付薪資，目前阿德薪水已調至兩萬五千元，「之

前是兩萬四，現在保全公司有跟社區爭取，有多一千二大概兩萬五。」

（阿德-20170519-1-253）。重返職場的這段時間，阿德開始遭遇到不少的

挑戰，不管是身體上或是工作環境都考驗著阿德的適應與克服的能力。 

（二） 面臨的工作挑戰 

1. 社區管委會不願意僱用身障人士 

阿德剛開始工作的初期，便遇到有社區管委會的委員不願意僱用身

心障礙者在社區當保全，「社區都有委員會，然後委員會開會他們直接

就講，不願意接受身障人士來這邊工作。」（阿德-20170519-1-157），「那

時候的主委覺得不能夠接受這個樣子。」（阿德-20170519-1-161），當時

的阿德一度非常擔心或許好不容易獲得的工作機會有可能因此而失去，

但同時卻也做好了心理準備，若社區管委會最後因為他是身心障礙的關

係而不願僱用，他也只能默默接受社區管委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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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期日夜輪班身體熬夜負擔重 

阿德因為擔任社區保全需要長期日夜輪班，但他知道腦中風患者其

實不適合熬夜，可是礙於工作性質他又必須得熬夜工作，因此對於患有

腦中風的阿德來講是一項極大的身體挑戰。 

「熬夜那時候會覺得蠻吃力的。」（阿德-20170519-1-169） 

3. 同事抱怨影響工作心情 

阿德平時與同事一組兩人共同執行保全任務，但同事間難免會互相

抱怨彼此的工作情況，與他一同輪班的同事由於經常與他抱怨其他同事

和工作的問題，讓阿德感覺自己的情緒也被影響，雖然阿德有與主管反

映，但也無法解決同事會與他抱怨工作的問題。 

「因為同事他是會鑽牛角尖，他會對自己的同事有小動作什麼的，

都會做負面批評，一直跟我講，講到後來我受不了，我就跟總幹

事說我受不了，一直跟我講，一直跟我講，他也要怎樣小動作。」

（阿德-20170519-1-191） 

（三） 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1. 發揮工作能力表現積極態度 

阿德平時積極的工作態度加上應變能力也不錯，且阿德的其他同事

平均年紀都稍長，因此整體反應也不如阿德，所以就有其他的社區委員

支持阿德繼續擔任他們的社區保全，「之後其他的委員認為我蠻有應變

能力還蠻 ok 的，只是肢體不太行，因為我們社區蠻大的，然後同事年紀

都蠻大的，反應沒有像我那麼快。」（阿德-20170519-1-159），雖然阿德

的肢體障礙多少會影響工作的情況，但是阿德藉由展現自己的工作能力，

讓社區委員願意繼續僱用他，他與同事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反應的能力比

其他同事速度還快，阿德能將進出入住戶的車輛記住，並把所有事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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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井然有序，使得社區委員覺得阿德很適合這份工作，阿德透過自己

的努力及積極的工作態度，成功的改變了社區委員對他質疑以及對障礙

者的偏見，並使社區委員願意給阿德機會繼續僱用他在社區裡工作。 

「因為我的反應他們是比不上的。」（阿德-20170519-1-208） 

「你想想看 180 戶，例如三分之一的人，一戶有兩台車好了，住

戶的車同事就背不起來。」（阿德-20170519-1-210） 

2. 學習調整飲食熟悉藥物反應 

阿德覺得熬夜對身體不好，因此透過服用治療腦中風的中西藥物維

持自己身體的狀況，善用藥物調養身體並記住身體服藥的情形，以及食

物調整自己的健康，減輕熬夜所帶來的疲倦感，讓自己不會因為熬夜而

感到疲憊，以抵抗熬夜對身體的傷害，透過這些方式讓阿德逐漸適應熬

夜的工作型態，也避免身體出現不適的反應。 

「現在的話因為我對於中藥西藥對身體的反應，我都會記起來，

然後疲倦該吃什麼，睡不著該吃什麼，自己會調整，當熬夜怕累

的話應該吃什麼，這時候我都知道了。」（阿德-20170519-1-171） 

「中藥現在蠻會運用的啦。」（阿德-20170519-1-173） 

3. 避免與同事衝突並學習互相合作模式 

後來阿德想到的因應方式就是減少接觸的機會，避免自己繼續再聽

到同事的抱怨，「只是說我稍微疏遠，例如說我站在那邊他靠過來，想

要講其他同事的壞話，我就稍微疏遠，或是說他想強制白天叫我站在那

邊，其實我們組長沒有強制我，但是我現在比較大膽偶爾會跑進去坐，

他會不太希望我進去坐，然後瞄我一下，但是我還是假裝沒事，一直被

他倒垃圾真的感覺不是很好。」（阿德-20170519-1-195），阿德知道同事

的問題，覺得就盡量避免彼此的衝突，而輪班的搭配制度讓阿德必須要

學習與不同個性的同事合作，有的同事會與他抱怨，有的同事個性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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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急促，但阿德都會從每次的工作配合中慢慢適應對方的個性和互相

的工作方式，以磨合與同事間的工作相處，阿德逐漸適應工作並努力跟

同事相處，最終逐漸在工作上步入軌道，也慢慢減少工作上的問題與困

擾。 

「180 戶傍晚那麼多人回來，那麼多包裹掛號，然後突然間社區

怎樣又跑去看，或是後來我又沒幫他發，我那時候剛不曉得，看

我又站在門口，他很氣很急，然後又很大聲，到現在我的能力，

我的反應都比他強，他已經都不可能跟我講甚麼，而且真的還要

依靠我，因為誰進來誰回來，這車是誰的我都知道，甚至我馬上

叫住對方，然後趕快東西拿過來。」（阿德-20170519-1-203） 

（四） 重返職場的獲益 

能夠獲得收入生活不再無聊 

阿德認為腦中風的那段時間，除了身體復健之外，因為失業讓他無

所事事感到生活非常無聊，所以再重返職場後他覺得最大的獲益就是生

活開始變得有目標，而且透過工作能夠讓他賺取生活費，改善困頓的生

活不再需要依靠社福單位的支助，讓他覺得即使罹患腦中風還是可以靠

自己努力工作過生活，有了穩定的收入之後經濟也逐漸獲得改善，求職

前的阿德積蓄所剩無幾，只能靠著領取補助而生活，最後阿德因為重返

職場繼續工作，使得他重新獲得人生未來的希望。 

「好處就是說不會像之前失業的時候那八個月很無聊晃來晃去，

然後有收入的話能夠為自己賺取生活費。」 （阿德-20170519-1-222） 

六、 社會支持 

（一） 家庭關係不佳無法獲得家人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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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因為家庭的關係不佳，所以不管在生活、經濟或心理支持都必

須得靠自己，雖然妹妹偶爾會關心阿德的身體狀況，但生活上的一切都

還是得靠阿德自己解決，因此對阿德來說家庭支持相對薄弱許多，阿德

也因為自己身體的狀況以及經濟都無法恢復像從前那樣給予家裡經濟支

持，所以與家人的聯繫逐漸疏離，加上父親依然揮霍無度讓阿德不免感

到壓力，阿德只能選擇養活自己而減少與父親及家人的聯繫。 

「家人的話目前是沒有，因為以前父親就是大家所講的揮霍過度，

一直跟我伸手，現在賺的錢只能養我自己而已，我也不想再跟他聯

絡了，我們有跟那個慈濟申請資助，我不想再跟他聯絡（他指的是

阿德父親），畢竟我也還沒好，不想再聽他講什麼，什麼錢不夠用，

不甘我的事情（尷尬的語氣）。」（阿德-20170519-1-216） 

（二） 同事能夠包容且互相支援 

阿德的同事雖然會互相抱怨工作的事情，但因為一個班就是一組兩

人同時執行社區保全工作，所以阿德與同事在工作上也都會互相支援協

助。有時候工作較為忙碌，阿德無法及時處理社區信件，或是因肢體障

礙的關係無法搬運物品時，同事也會給予阿德幫助，協助阿德搬運他所

不能提取的重物，阿德也會提醒同事社區住戶的進出車輛須謹慎注意。

因為阿德工作時的反應速度快，很多時候可以幫助同事更快速的把事情

處理的很好，阿德的同事能夠包容他肢體上的障礙，而同事對阿德的協

助，也讓阿德能在職場上獲得很好的工作支持。 

七、 小記 

持續進修學習電腦技能 

如今阿德已在這個社區擔任保全一年四個月，阿德工作趨於穩定也

在職場上表現的不錯，但阿德希望生活能夠回歸正常上班時間，所以與

職管員討論想找一份白天上班周休二日的工作，並到電腦補習班詢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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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文書課程，更自行添購一台筆電加強自己的電腦文書技能，職管員也

提供在職進修的職業訓練課程，讓阿德在下班之餘有機會持續學習電腦

技能，未來阿德期待能朝原本的泰語翻譯行業發展，並告訴職管員已有

能力可以自行上網搜尋工作，不再需要依靠政府單位的協助了。 

第三節  阿花的就業歷程-活出自我的生命價值 

阿花的父母在她國小六年級時就已離異，她從小便與母親住在一起

直到國中畢業後，就前往美國洛杉磯的高中求學，在美國的她渡過最美

好的青春時刻，阿花回想那時的自己是一個正要展翅高飛，對未來充滿

無限憧憬美好的少女，直到高三時的一場考試徹底的改變了她的人生。

突然間的腦中風，讓她一夕之間失去了所有的快樂，失去了她最青春的

美好時刻，也差點失去了自己正值年華青春的生命。 

 

圖 4-3 阿花的就業歷程暨重要事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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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腦中風前的就業經歷 

在美國求學時期的經歷 

在美國洛杉磯求學的阿花，當時正值高中時期，除了高中課程學習

與同學的相處生活外，因為國外的高中生活非常自由，所以阿花也會利

用課餘的時間去打工累積其他的生活經驗。阿花回憶著當時的情況，她

原本計畫高三畢業後繼續升學，像其他人一樣規劃念大學，然後出社會

工作，但天不從人願，阿花在高三那一年的期中考試時，忽然覺得身體

不適而趴在教室休息，當時同學們都以為阿花只是因為考試太累而睡著，

怎知道考試時間過後，阿花卻怎麼叫也叫不醒了。 

二、 腦中風醫療期 

（一） AVM造成腦出血在醫院昏迷兩個月 

當時的阿花被送到醫院前就已陷入深度的昏迷，經過醫生的診斷後，

才知道阿花已出現腦出血的狀況，「我是 AVM，細微的神經血管破掉。」

（阿花-20170617-1-22），透過醫生緊急的搶救總算將阿花的生命跡象穩

定，但阿花仍因腦出血的情況嚴重而持續昏迷，於是在阿花父親的要求

下，又轉診到另一家更好的醫院再次進行腦部手術，但醫生也無法保證

阿花能夠因為開刀而清醒過來，醫生告知阿花的父親有百分之七十的機

率，阿花有可能無法清醒，「爸爸說要去好的醫院，就再去做一次腦部

的開刀，醫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醒，他們說百分之七十不會醒來。」

（阿花-20170617-1-26），而阿花在進行第二次手術後，整整陷入昏迷了

兩個月，「我昏迷兩個月。」（阿花-20170617-1-14）。 

阿花在昏迷兩個月後奇蹟似的慢慢甦醒了過來，但她的意識仍然很

不清楚，「我意識不清楚就慢慢恢復，一開始不會講話，因為醫生說傷

到語言那一塊。」（阿花-20170617-1-30~34），由於阿花腦出血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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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她傷到大腦的語言區塊，讓她無法在清醒後像正常人一般說話，所

以剛清醒時的阿花無法開口說話，意識也沒有很清楚，於是阿花就在甦

醒後，住在美國這家醫院六個月的時間，「美國醫藥費很貴，總共住了

六個月出院。」（阿花-20170617-1-62~64），之後阿花便返回加拿大接受

後續的治療。 

（二） 返回加拿大醫院進行治療 

阿花家人考量美國醫療費負擔昂貴，且阿花在加拿大出生是那邊的

公民，所以在阿花逐漸恢復的六個月後，將阿花轉診至加拿大的醫院持

續接受治療，「之後去加拿大，在加拿大的醫院住三個月，因為我是在

加拿大出生的，所以在加拿大有社會福利類似健保，可以就醫免費，在

美國就醫費用很高很貴。」（阿花-20170617-1-62~64），在加拿大的那段

時間，阿花逐漸恢復意識及身體功能，並進行醫院的復健活動，但阿花

對於醫院復健的那段時間已幾乎沒有任何印象了。 

三、 復健期 

（一） 難以抹滅的創傷活得憂鬱痛苦想尋死 

阿花在加拿大靜養了一年後重新回到她熟悉的美國，並完成了當初

高三時的學業，但腦中風的陰影已讓她留下難以抹滅的創傷。阿花在美

國完成學業後便返回台灣，當時的她極度低潮，開始選擇封閉自己，就

連阿花原本國小較為親近的同學主動邀約，她也都斷然拒絕不願與外界

接觸，變得憂鬱也時常哭泣，每天待在家中都一直有想尋死的念頭，「二

十一歲到二十二歲的時候回來台灣，一直長期都待在家裡，然後我很想

要死。」（阿花-20170617-1-152~156），但阿花想起了從小與她相依為命

的媽媽，所以不忍心讓媽媽傷心難過，她想著如果她離開世上，與她相

依為命的媽媽要怎麼辦，「後來因為媽媽，如果我死了媽媽怎麼辦。」

（阿花-20170617-1-158），家中沒有其他兄弟姊妹的阿花是媽媽唯一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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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女，她想到媽媽如果失去了她一定會覺得很痛苦難過，所以她撐著繼

續活下去，為的就是不讓疼愛她的媽媽傷心。 

但是其實阿花的心裡感到非常的痛苦，即使為了媽媽而繼續活下去，

她也覺得人生是辛苦的，還是會有想尋死的念頭不斷出現，「可是就很

辛苦，痛苦啊，因為我很想要死。」（阿花-20170617-1-172），阿花看著

因腦中風而產生這麼多身體障礙的自己，她真的覺得自己活得很辛苦。

因為腦中風使得阿花患有失語症因此口語表達困難，右側肢體偏癱造成

行動不便需搭乘輪椅代步，視覺也因此產生右側視野缺損，手部雖有一

些力氣但其實沒辦法抓握物品，身體很容易產生疲憊的狀況。 

「有傷到語言這一塊，表達的時候會比較慢，不知道怎麼表達。

右半邊的手跟腳偏癱，我的右腳不能彎曲是僵直的，可以走可是

慢，二十分鐘就要休息。還有眼睛斜角看不到，所以要轉頭過去

才看的到。障礙的手不行握東西，有力氣可是沒辦法抓握。」（阿

花-20170617-1-82~94） 

（二） 接觸宗教逐漸打開心房 

阿花待在家中經歷低潮二十多年，「國小同學一直有主動打電話跟

我聯絡，但因為那時候意志消沉，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避不見面，偶爾出

來吃飯，但是不想去教會，也不想跟其他人接觸，後來才慢慢願意走出

來到教會去。」（阿花-20170826-2-24），後來因為國小同學的不斷關心

及邀約她到教會去，使她終於願意嘗試外出接觸人群，「奎山小學那是

我的母校，我從小學三年級就受洗是基督徒，因為與國小同學接觸，然

後六年前開始慢慢覺得可以走出來。」（阿花-20170617-1-179）。在教會

的這段期間，阿花逐漸找回生活的動力，也開始願意積極復健治療自己

的身體，支持她想積極復健治療的原因是回到教會有很多時候需要靠語

言溝通，但因為她的失語症讓她無法順暢得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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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阿花回到醫院接受語言治療，學習讀寫文章與以前的她已經有非常

大的進步。 

「回來台灣後意志消沉，非常憂鬱有想死的念頭，所以沒有很積

極想做治療，對治療也抱持著無所謂的念頭，直到回到教會，有

很多時候需要靠語言溝通，才開始回去持續做語言治療，慢慢變

得可以比較順暢的溝通。」（阿花-20170826-2-18） 

阿花覺得是教會讓她重拾信心，使她願意繼續為生活可以努力點什

麼，後來她因為以前認識的老師也在教會，教會開始設立烘培班，從此

開啟她學習烘培的過程，「因為我的老師是教會的，這三到四年有去另

一個教會當時沒有參加任何節目，後來教會有烘培班，就慢慢的去接觸，

然後他們給我自信。」（阿花-20170617-1-243~247），阿花在教會朋友的

鼓勵之下慢慢重新找回以往的自信心，並因為接觸烘培班讓她有機會學

習烘培的技術。 

（三） 重拾自信積極復健 

阿花不再繼續怨天尤人，她開始更加積極的回醫院進行復健，每月

會定期回到醫院看診拿藥，其中因為腦出血的傷害，使她併發了癲癇的

症狀，所以阿花不止需要注意腦中風的情況，更要控制癲癇隨時有可能

發作的情形，「我復健是在振興醫院，然後腦神經是榮總，因為腦部影

響我會有癲癇的情況，所以主要是看癲癇。」（阿花-20170617-1-128）。

除了定期回診拿藥控制因腦中風引發的癲癇外，阿花同時透過健身來加

強自己身體肌肉的伸展狀況，阿花起初覺得游泳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她腦中風前也很喜歡游泳，所以選擇游泳當作她復健的一種方式，但是

醫生說因為她姿勢不正確加上頻率過高，導致運動傷害造成反效果，因

此阿花後來到醫院進行水療，來舒緩她身體上的肢體僵硬，「醫師說去

水療，不要去活動中心游泳，因為游泳有運動傷害會導致我脖子痛。」

（阿花-20170617-1-147），現在她仍持續每周到醫院進行水療的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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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讓身體更加健康，所以阿花會到家附近健走和騎腳踏車，

藉此增加自己的運動量，「我每天起來有去跑步，會去騎腳踏車，然後

做運動。」（阿花-20170617-1-223），她每天早睡早起持續著規律的生活，

期待透過積極的鍛鍊身體可以讓自己的體力可以更好一些。 

（四） 學習烘焙變得開朗 

阿花因為很喜歡烘焙，所以在還沒接觸烘焙以前就曾經報名烘焙的

技能檢定考試，當時因為未曾學習過烘焙相關知識，加上自己身體障礙

的關係，所以考試時的機器設備都無法熟練的使用，在過程中因為太過

緊張導致她的癲癇發作，以至於並沒有考上烘焙的檢定考試，「一開始

還沒去上烘焙教室，先報名丙級考試，但考試時因為肢體障礙使用設備

時無法上手，後來並沒有考上當時也癲癇發作。」（阿花-20170826-2-8），

後來阿花又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接觸烘焙，直到教會開設的烘焙課

程，讓她再度又有機會接觸她喜愛的烘焙，「因為我很喜歡烘焙，所以

我學著去學烘培的東西。」（阿花-20170617-1-239）。 

自從參加教會的烘焙課程後，阿花逐漸培養了自信心，之後便開始

陸續報名烘培相關的課程，訓練自己的烘焙技巧跟學習其他的烘培知識，

她也在學習烘焙麵包及餅乾的過程，找到屬於她的人生興趣，也因為接

觸烘焙讓她逐漸與人互動變多，並且在這過程中自己也開朗了起來。 

「我一直很喜歡烘焙，先去報名烘焙的證照考試，之後才到教會

的烘焙教室上課，過程中有要去職訓的烘焙教室上課，但因為無

障礙環境不好，所以才沒有去，現在會不定期去其他烘焙教室學

習喜歡的課程。」（阿花-20170826-2-26） 

「後來因為接觸了烘焙才逐漸走出來與教會的人相處，慢慢的才

開朗起來。」（阿花-201708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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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尋職期 

（一） 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 

 阿花因接觸烘焙和教會的朋友相處下，逐漸找到自己繼續生活的價

值與意義，就在兩年前阿花聽了有名的身障者力克．胡哲的勵志演講後，

阿花開始期待自己能做一些事情，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所以變得更

加積極正向的看待自己的生活，「聽了力克．胡哲的演講後，也因為重

新回到教會，覺得應該要用行動改變自己。」（阿花-20170826-2-13）。

以前的阿花覺得因為身體的障礙什麼事情也做不了，「我就覺得自己像

殘廢，殘廢然後什麼事都要人幫。」（阿花-20170617-1-364），可是現在

阿花覺得除了把自己的生活照顧好以外，因為過去一個人在國外獨立生

活，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完成，「因為我以前在國外，我什麼事都要自

己去做，住國外爸媽都不在身邊，所以都不能靠爸爸媽媽，所以我自己

就很獨立。」（阿花-20170617-1-81），現在也想獨立生活靠自己，不能

依賴年邁的媽媽，所以想透過工作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 

阿花覺得自己應該獨立生活，也覺得媽媽隨著年紀增長，她總不能

一直依賴媽媽金錢上的支持，她覺得如果有能力應該到職場上去工作，

一方面能夠對社會有所貢獻，另一方面也能有收入能養活自己，不用繼

續依靠媽媽的支持。對於阿花來說她不想繼續仰賴媽媽的幫助，所以她

不斷的熱於學習改變自己，透過積極主動的態度，努力找到自己人生的

目標，即使過程中不斷遭遇挫折，她仍願意活出自我，對未來充滿期待。 

（二） 嘗試直銷行業及面試喜憨兒烘焙屋 

阿花因為經常到醫院復健，所以在醫院認識了賣健康食品的直銷業

務，一開始阿花只是吃他們的健康食品，後來在直銷業務的邀約之下，

阿花覺得或許可以嘗試做直銷行業，因此做了兩年的健康食品直銷，但

過程中需要推銷產品，阿花因為失語症的障礙，使她無法順利銷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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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兩年的產品推銷都沒有什麼進展跟成效，於是阿花就逐漸退出賣健

康食品的直銷行業，退出直銷行業的阿花又隔了好長一段時間，沒有繼

續再找其他工作。 

此時的她就開始學習她喜愛的烘焙，直到 104年阿花自行上網找到

喜憨兒烘焙屋，她想或許可以自行去面試可能會有錄取的工作機會，但

阿花面試的喜憨兒烘焙屋，當時並沒有適合她的職缺所以對方無法錄取

她，「因為喜歡烘焙的關係，所以我上網找到喜憨兒烘培屋，自己前往

面試，但是對方沒有職缺，也不要用我。」（阿花-20170826-2-12）。不

過也因為此次的面試，讓阿花得知原來政府有個職業重建單位可以協助

她找工作，於是便開啟了阿花的尋職之路。 

（三） 接觸職業重建開啟尋職之路 

阿花自行前往職業重建單位表示自己想要尋職，也願意接受職業訓

練，經過與職管員討論後，職管員提供幾個有關烘焙的職業訓練資訊，

也教導阿花如何上網搜尋找工作機會，但因為職管員想先瞭解阿花的體

力與工作能力，所以先幫阿花安排職業輔導評量，想先讓阿花知道她自

己的性向和體力能勝任哪些工作。 

經過一連串的職評測試後，職管員發現阿花確實對烘焙工作相對感

興趣，如果推介工作可以朝烘焙、包裝、分類、西點製作等方向發展，

或者增進烘焙技術後可透過小型網路商店的方式進行創業。此時職管員

告知阿花庇護工場有個見習職場的機會可以嘗試接觸工作，讓阿花體驗

實際工作的感受，或許對阿花在選擇工作及考慮未來方向有更好的幫助。

於是阿花答應進行庇護職場見習，讓自己有機會能夠真實進入工作場所

實際真實體驗，會比憑空想像來的更加實際。 

五、 重返職場 

（一） 庇護工場的見習工作體驗到就業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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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花經過職管員的推薦，開始進入神腦國際客服手機維修中心的庇

護工場見習，首先得先適應環境、認識手機牌子和型號等，也須進行產

品打包及基本客服電話訓練。剛開始時庇護工場的就服員要求阿花進行

打包作業，但因為每家廠商的打包方式各有不同，導致阿花一開始容易

產生打包錯誤的情形，不過阿花仍很願意學習，只是動作較為緩慢。但

遇到基本客服電話訓練時，阿花則難以克服失語症的障礙恐懼，很害怕

自己講話很不清楚，即使職管員與阿花分享如何訓練自己克服恐懼的方

法，仍然無法讓不擅長講話又患有失語症的阿花克服需講電話的心理障

礙，也因為如此讓阿花對於見習工作逐漸害怕而退縮。 

「因為我講電話不方便，然後我有做別的行政，要整理資料就對

了。」（阿花-20170617-1-317） 

「我講話不清楚，然後主管說我要熟悉講電話，我很怕。」（阿

花-20170617-1-321） 

「因為障礙的關係，講話沒辦法那麼順暢，可能就會有恐懼，會

害怕這樣子。」（阿花-20170617-1-322） 

因為講電話的恐懼造成阿花在工作時產生工作壓力帶來憂鬱，阿花

對職管員說自己很喜歡庇護工場見習的工作，但需要講客服電話阿花的

身體障礙難以突破，於是阿花開始否定自己，覺得自己工作怎麼學不會，

講話也不行，認為上班十分有壓力，「我是憂鬱型的人，原本腦出血之

前就是手腳靈活，然後表達也可以，但腦出血之後就變得表達也沒那麼

順暢，然後手腳就是不能恢復的，心情就是會比較憂鬱。」（阿花

-20170617-1-346）。阿花從樂於學習工作到面對口語溝通的挑戰，隨著工

作內容的接觸體驗，也逐漸讓阿花的心情開始轉變，她開始思考自己是

否適合接受這份工作，阿花覺得工作讓她感到辛苦，可是同時卻又讓她

增加不少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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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工作過的經驗，所以對於那邊的環境不熟感到害怕，

也擔心會被內部的主管罵，自然產生心理壓力，去那邊會想哭，

因此三個月的庇護見習過得不是很開心，但去工作有學習到人際

相處，因為裡面有電話行銷的工作內容，所以之後對於講話變得

比較有自信，也增加一些自信心，但電話行銷的工作還是沒有很

喜歡。」（阿花-20170826-2-22） 

經過這三個月的庇護工場見習，讓阿花有機會思考自己的方向和定

位，因為阿花整體表現狀況無法通過該庇護工場的錄取要求，所以見習

結束後阿花與職管員重新討論未來的尋職方向與工作內容。期間職管員

也持續推介另外兩家庇護工場的面試，但一家因為距離太遠及交通不方

便不予考慮，另一家是製作甜點的庇護工場，阿花鼓起勇氣前往面試，

在試做的過程中阿花因動作太慢及雙手無法同時作業，「去那個製作布

丁的庇護工場面試，因為一隻手沒辦法。」（阿花-20170617-1-293），又

再次的被庇護工場以作業動作未達標準而無法錄取職缺，此時的阿花感

到有些氣餒，職管員鼓勵她不要放棄，並與她分享其他身障者克服困難

勇於接受挑戰的故事，讓阿花覺得自己也要繼續保持這樣正向的態度。 

（二） 義賣自製餅乾邁向創業之路 

阿花雖然面試庇護工場未有錄取機會，但平日還是持續復健及學習

烘焙技術充實自己的生活，阿花在庇護工場見習結束後，因教會義賣她

便主動烤了許多餅乾當作義賣商品而得到教會朋友的支持，讓阿花意外

開啟烘焙創業的機緣。之後教會的朋友、親戚朋友、醫院病友及住家附

近的早餐店都開始幫她介紹訂單，讓阿花幾乎忙不過來。同時她也開始

思考自己在家規劃工作室打算添購新的烘焙器具，於是便與媽媽討論創

業工作的可能，媽媽原本反對阿花從事烘焙創業，覺得阿花身體健康就

好，即使不工作不創業也能過好生活，但阿花媽媽看到她因烘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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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容光煥發，心情也比以往開心許多，所以轉而支持阿花創業，並且

資助阿花添購大型烤箱器具。 

（三） 面臨的工作挑戰 

語言障礙無法順利銷售自製的餅乾 

起初阿花因各方朋友的口耳相傳使她訂單絡繹不絕，但因失語症使

她在推銷餅乾時產生障礙，阿花無法清楚透過自己的語言去販售她的餅

乾，所以開始銷售停滯，她努力思考開闢新的販售方式，因為阿花還是

希望靠自己的能力販售餅乾，而不是一再透過朋友的購買而已，「語言

是很大的問題，如果我的餅乾是朋友的朋友，或家人的朋友，沒有自己

推銷，我不喜歡。」（阿花-20170617-1-372）。阿花因銷售停滯而感到苦

惱，因此與媽媽討論她想到住家附近的市場擺攤，「我有想早上起來去

市場賣餅乾，想說餅乾靠朋友只能這樣維持，其實我可以去市場或一些

地方擺個小攤位賣餅乾，可是媽媽阻止不讓我去，媽媽不願意讓我去。」

（阿花-20170617-1-381）， 於是阿花遭到媽媽反對她出去拋頭露面，也

不願意阿花為了賣餅乾如此辛苦，因此透過市場販售的管道阿花便無法

嘗試，只能另外尋找其他方式突破販售的困境。 

（四） 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1. 透過社群網路開拓其他銷售管道 

後來阿花開始將自己所製作的餅乾口味進行分類，並擺上裝飾品拍

照設計成DM樣式，然後上傳到自己的社群網路專頁，透過網路進行宣傳，

讓她的餅乾提高曝光率，藉此不斷宣傳給更多朋友所知，「透過臉書方

式行銷，放上我做好的餅乾照片，也會在上面敘述各種餅乾的口味，讓

我的朋友或是喜歡手工餅乾的人，可以知道我有在賣餅乾，所以現在主

要就是透過臉書網路跟認識的朋友幫忙介紹為主。」（阿花-20170826-2-32），

阿花也常在社群網路專頁分享自己製作餅乾的心情，與朋友購買餅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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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希望透過網路宣傳的方式，讓她製自的餅乾不只販售給朋友，而

是能夠真正的作為持續收入的工作。 

2. 求助創業諮詢並持續改良餅乾口味 

阿花透過職管員得知政府單位能夠協助創業，並有豐富的資源可以

運用，於是阿花便申請政府的創業諮詢，過程中創業諮詢老師提供不少

輔導建議，讓阿花原本不知能否創業成功的心情，轉為更加確定自己能

有信心往創業的方向持續前進，創業諮詢老師告訴阿花除了網路銷售的

方式外，也可結合其他的身障單位租借攤位，或是在庇護工場商店寄賣

自己的手工餅乾，以增加可以販售的管道。 

阿花除了日常訂單的餅乾製作外，也會抽空研發新的餅乾產品，至

於烘焙技巧的部分，則不定期上網搜尋有關烘焙的課程或訓練資訊，並

常與身邊的朋友交流製作餅乾的心得，進行餅乾的口味改良，期待能做

出更符合大眾口味的手工餅乾。 

（五） 重返職場的獲益 

一、 獲得收入懂得收支管理 

阿花自創業以來開始獲得收入，雖然營業額不高，但比起過去沒有

工作沒有收入的生活，只要有小賺一點錢，把成本回收就已經不錯了，

以前的阿花不太懂得什麼是金錢管理，不會去思考收入和支出的問題，

但因為創業所以開始接觸管理金錢的概念，會知道必須要注意所有的生

活開銷，讓她覺得可以獨立自主的生活，這些都是一種很大的生活突破。 

「賣餅乾的收入有把成本賺回來，可以有一點點收入。」（阿花

-20170617-1-373） 

「然後懂得我自己的生活開銷。我以前沒有在管收入跟支出，現

在會想我的收入多少，我的支出多少。」（阿花-20170617-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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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思緒變得有條理 

過去的阿花覺得自己生活過得渾渾噩噩，也很少懂得思考事情，但

現在創業以後開始會懂得思考工作的事情，她認為現在的自己改變進步

很多，最大的改變就是整個人的思緒變得有條理，做事情也有邏輯多了，

如果遭遇到困難也很願意去想辦法解決。 

「想事情會比較有條理，對想事情這一塊，之前沒有去工作，覺

得這部分比較沒有去想。現在會去想一些辦法，真的有在進步。」

（阿花-20170617-1-398） 

「我以前渾渾噩噩，現在做事情比較有條理，比較想很多。」（阿

花-20170617-1-403） 

三、 充滿正向的動力 

阿花從工作中獲得生活目標，她覺得如果有像她一樣的朋友，應該

可以努力在生命裡找尋自己喜歡的事情做，不管做什麼或學什麼都好，

不要輕易荒廢自己的人生，因為她的失語症障礙，讓她與人溝通變得困

難，可是最後她並沒有繼續放棄自己，而是勇敢的卸下心防，踏出那二

十多年的孤寂歲月，所以她相信如果她那麼嚴重的障礙都可以做得到，

那比她更輕微的患者也一定更容易做得到，她鼓勵跟她一樣的病患可以

早日回歸社會重新開始生活。 

「我覺得可以去學習自己喜歡的事情，想做什麼就學什麼，在家

裡其實很無聊，所以就要去找一點事情來做，或者找朋友聊天也

好，不要自己在家想東想西的，因為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其

他的腦中風患者也做得到，因為我有語言障礙可能還比他們嚴重，

有很多比我不嚴重的腦中風患者他們應該也可以做的到。」（阿

花-201708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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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會支持 

家人及親友的支持 

一開始阿花的媽媽並不讚成她外出求職，媽媽認為家庭經濟富裕，

不需要阿花獨立出去工作，反而希望阿花可以把自己的身體照顧好，不

用負擔家庭的經濟也無須擔憂未來的生活，但阿花認為自己可以是一個

獨立自主的人，她期待媽媽可以給予支持，「媽媽會比較不希望我出去

外面工作，他覺得我待在家裡沒有關係，所以不需要去工作。」（阿花

-20170617-1-357），「媽媽是很保護的，反對我去工作，但是我願意去嘗

試。」（阿花-20170617-1-367），即使媽媽反對阿花尋職找工作，但阿花

仍很願意嘗試去工作。但因為阿花的創業讓媽媽看到阿花的改變，因此

媽媽轉而默默支持阿花在烘焙創業的這條路，媽媽雖然重視阿花的身體

健康，但如果烘焙創業是阿花願意投入的興趣，最後媽媽也給予尊重，

讓阿花努力盡情的發揮。 

投入創業之初教會的朋友及親朋好友的支持，讓阿花獲得大量的訂

單機會，使阿花有勇氣邁向創業之路，對阿花來說無疑是最好的支持，

如果一開始沒有那些朋友的支持，阿花或許沒有勇氣走到創業的那一步，

就因為這些朋友熱心的支持，讓阿花在創業的路上不至於感到孤單。 

七、 小記 

知足常樂活在當下 

阿花至今已投入手工餅乾創業快兩年多，仍持續經營著手工餅乾的

製作與販售，在社群網站仍可見到阿花時常分享手工餅乾文章訊息，雖

然阿花表示訂單數量仍然有限，但因她肢體障礙的關係，也無法接收過

多的訂單，所以也只能採限量訂單的方式進行販售。這兩年因為走入人

群重新生活，讓她感覺非常充實，有空除了努力復健之外，也會到處走

走看看，偶爾會回到加拿大與親友團聚，現在的生活讓她感到開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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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是根據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就業歷程故事，將研究問題進行綜合

性討論，以回應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此章節將分為以下三節作為討論，

第一節為腦中風患者從經歷腦中風到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第二節為腦

中風患者重返職場所面臨的挑戰及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第三節為腦中

風患者重返職場的獲益。 

第一節 腦中風患者從經歷腦中風到重返職場的就業

歷程 

本研究中的三位腦中風患者，各因為不同原因而造成腦中風的傷害，

其中兩位是在中高齡的年紀因生活習慣與疏忽血壓控制造成的腦中風，

另一位則是在高中求學階段因動靜脈畸形所造成的腦出血，導致發生腦

中風的情形，由於腦中風所帶來的後遺症，使他們在經歷腦中風後，必

須重新接納自己身體功能的改變外，也因生涯發展階段處於建立期至維

持期，而想重返職場工作並從中獲得人生價值。 

綜合三位研究參與者不同之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藉此說明生涯發

展階段與重返職場就業之間的關聯性，並透過其生命經驗回應本研究的

問題，將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分為腦中風醫療期、復健期、

尋職期及重返職場等階段依序解釋。 

壹、腦中風醫療期 

一、 疾病發生 

阿均、阿德及阿花在腦中風發生時都處於毫無防備的狀態，對他們

而言都是突然間身體產生了變化，使他們從腦中風到就醫的過程都十分

緊急，瞬間無力然後逐漸失去知覺或意識，讓他們沒有時間來得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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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發生。當他們事後回想起腦中風的過程，其實身體都有發出警訊，

只是都因為不夠注意而忽略對身體狀態改變的警覺心。阿均及阿德都曾

檢查出患有高血壓的疾病，阿德則早在多年前就曾經有過手腳不靈活的

短暫腦中風情形，但都未善加控制血壓，對於飲食及生活作息也都未有

調整，導致腦中風發生時來不及反應。阿花則是在18歲時便突然腦中風，

起因於血管畸形病變也是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因考試疲累休息時陷入昏

迷被緊急送醫，阿花回想起腦中風前曾有一段時間經常頭痛，但疏於檢

查下導致腦中風發生前無法進一步先行治療，而造成腦中風後的遺憾。 

本研究的三位腦中風患者看似都是突然間發生腦中風，但事實上身

體早有警訊，只是他們都沒有注意到自己身體狀態的改變，進而導致腦

中風的發生，根據研究顯示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心臟病、抽菸、

酗酒及腦血管病變等是引發腦中風的危險因子，在發生前常會出現突然

的頭痛、半身麻痺、身體虛弱、步態不穩及意識不清等現象，如能對腦

中風的前兆有所認知，對預防和急性治療的觀念有所了解就能及時有效

預防與杜絕疾病的發生（陳榮基，2003）。 

二、 就醫治療 

在就醫治療期間的阿均、阿德及阿花皆因腦出血而進行住院治療，

但腦中風的嚴重程度不同，所以住院治療的時間也略有差距。阿均在醫

院治療三個月的時間，先在加護病房住一週，病情穩定後轉至普通病房，

期間共在醫院接受治療三個多月。阿德則是在醫院治療兩週，期間因出

現小便失禁的情況，所以當時有裝設導尿管維持生理機能，兩週後則出

院回家休養。阿花則因腦出血情況嚴重，在住院期間經歷兩次重大開刀

手術，當時醫師無法保證阿花能否因開刀而甦醒，並有百分之七十的機

率無法清醒，但經過第二次開刀持續昏迷兩個月後，阿花逐漸甦醒在美

國的醫院住了六個月，轉至加拿大的醫院繼續住院治療半年才出院。每

位參與者在就醫治療的階段顯現出不同嚴重程度的差異，阿均住院三個

 



90 

 

多月，阿德治療兩週出院，阿花則是腦出血情況較為嚴重開刀及治療經

歷長達將近一年的時間。 

貳、復健期 

一、 障礙情形 

（一） 生理的障礙 

在生理的障礙方面，阿均及阿花都傷到左腦因而導致右側偏癱，阿

均與阿花的右半部都有手部失能無法抓握物品的情況，在右腳的部分則

一樣較沒知覺，走路時都會一跛一跛，阿均認為有步態不穩的情況但不

須使用拐杖，阿花則是情況較為嚴重所以必須透過輪椅代步，走路時需

使用拐杖輔助前進，行走時維能持僅四十分鐘就必須休息。阿均與阿花

都有傷及眼部功能，所以他們在視覺上有部分缺損，阿均在腦中風後視

力模糊僅能目視前方五十公分到一公尺處，不能目視較遠的地方，阿花

則無法看到斜角的視野，必須透過轉頭的方式才能看清楚斜角的物體。 

阿德則是傷及右腦因此造成左側肩膀僵硬及手部無法抓握物品，顏

面神經也有僵硬的情況產生，走路也一跛一跛需靠拐杖才能前進。綜合

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後遺症情形發現不論是傷及左腦或右腦，他們都有手

部及腳部的肢體障礙，且需要依靠枴杖或輪椅輔助行走，走路速度較慢

會有一跛一跛的情況。在語言溝通上阿均及阿德都會在長時間講話後出

現口齒不清的情況，而阿花則是因腦部受傷較嚴重所以患有失語症，此

部分的失語症屬於表達型的患者，可以理解旁人語言，但無法流利表達

自己的想法，必須透過旁人協助加以了解其意思才能清楚表達出自己的

想法。綜合上述後遺症情況與國內外學者針對腦中風患者常見的後遺症

情形為認知障礙、半身不遂、單側麻痺、半側忽略、運動障礙、感覺障

礙、語言及溝通障礙、吞嚥障礙、疼痛、攣縮、失能及半盲等現象相同

（陳適卿，2016；黃林煌，2011；崔毅，2011；岡安裕之，2011）。 

 



91 

 

（二） 心理的障礙 

在心理的障礙方面，阿均、阿德及阿花則各有所不同，阿均在醫院

接受治療的期間曾有一段時間感到消極低潮及孤僻，並且不想與人接觸

會覺得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面對往後的生活。阿德在醫院治療時則沒有出

現其他憂鬱或是負面的想法，只覺得要讓自己的身體盡快恢復成原本的

狀態。阿花在逐漸恢復後產生極度憂鬱的狀態，甚至出現想死的念頭，

並且無法接受自己的障礙情形，因為腦中風所導致的障礙讓阿花時時處

在極度悲傷的情緒之中，封閉自我將近二十年的歲月後才逐漸願意接納

自己重新面對腦中風後的生活。 

莊禮安（2016）表示腦中風後憂鬱症約佔中風患者 20~60%，其中男

性約 2~12%，女性高於男性，而腦中風的嚴重度、日常生活功能障礙程

度以及身體障礙程度都與憂鬱症呈正相關，腦中風後憂鬱症常見的情形

就包含情緒低落、復健動機差、出現悲觀自責的想法，且有想不開及想

自殺的念頭，這與研究發現阿均和阿花在經歷腦中風後開始出現憂鬱及

負面的想法相同，阿均雖然在住院期間有過憂鬱負面的想法，但因為調

適改變在出院前便走出低潮憂鬱的想法，並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往後

的復健生活。 

反之阿花則陷入長期的憂鬱之中，對於復健也並不積極，認為有沒

有復健也無所謂，即使有同學的邀約，也不願意與人互動，選擇壓抑自

己內心悲傷的感受，造成長期與人際相處的疏離。因為持續性得憂鬱情

形讓阿花無法重新接受腦中風後的日常生活，導致因此荒廢二十多年的

時間，直到現在都無法完全釋懷障礙所帶來的心理傷痛。有文獻指出腦

中風患者因運動功能失調，以及認知功能的障礙一直是讓患者憂鬱的主

要原因，所以讓患者努力復健恢復功能並關懷陪伴將有助於減輕憂鬱。 

相較於阿德在腦中風後的心理狀態則沒有呈現憂鬱的情況產生，反

倒是以較為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腦中風後所帶來的損傷，根據臨床研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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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風 3個月期間增加積極的情緒與功能狀態的恢復可能有顯著的關係

（Lambiase, Kubzansky, & Thurston, 2015 ; Seale, Berges, Ottenbacher, & 

Ostir, 2010），此研究結果說明阿德的積極態度確實有助於整體生理及

心理的恢復。透過上述發現可知腦中風患者在腦中風後的心理障礙會因

心理調適的影響而有所不同，且患者有無發生憂鬱情形也會直接影響患

者的生活狀態和自我接納程度。 

二、 復健情形 

（一） 醫療復健 

腦中風後阿均與阿德便開始積極投入復健的過程，在醫療復健方面，

阿均與阿德都以西醫定期回診服用西藥及透過中醫的中藥針灸治療，用

雙管齊下的方式同時進行復健治療，讓身體機能可以更快加速恢復健康。

但阿均與阿德也同時表示如果只是使用醫院的復健設備對他們來說覺得

效果幫助有限，以長時間來看幫助效果不大，在醫院的復健設備對他們

而言，只有在腦中風初期使用時有較突顯的效果，於腦中風出院後持續

回診使用復健設備則覺得障礙已無法透過器材而有顯著的進步效果。 

阿花起初因無法接受腦中風後障礙的事實，所以對於復健顯得並不

積極，但她仍有持續定期回醫院就診，也持續服用相關藥物進行治療，

期間有到醫院使用水療器材加強訓練肌肉減緩疼痛。阿花原本因腦中風

患有失語症，但一直沒有積極做語言方面的治療，因此在腦中風後對於

語言溝通及說話都較不流暢，之後阿花因逐漸與同學及朋友接觸時認知

到用語言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才開始到醫院進行語言治療，透過

語言治療的訓練，讓阿花逐漸恢復自信並可以透過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

雖然現在還是無法像一般人一樣流利的講話，但阿花已能用較慢的速度

講出自己想表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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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參與者的就醫復健方式，是以西醫及中醫治療為主，而持

續回診就醫及定期服用藥物是降低疾病復發率的首要關鍵，對於醫院復

健器材的幫助，研究參與者則提出效果有限的想法，至於因腦中風所造

成的失語症者，則可透過語言治療的方式，讓她逐漸恢復語言溝通的能

力，透過語言能力的恢復，使患者重新有了人際溝通的生活，並逐步建

立重返日常生活的第一步。 

（二） 運動復健 

不論是阿均、阿德及阿花都在復健時選擇以持續運動的方式加強身

體的健康狀態，並透過運動防止肌肉萎縮。阿均平日以健走操場及在家

舉啞鈴的方式訓練自己的手部及腳部功能，增加自己的肌耐力同時防止

受傷的肢體肌肉萎縮。阿德嘗試以練氣功和爬山運動的方式調養身體健

康，阿德在復健時期積極爬山運動，但因求好心切犧牲晚上睡眠時間，

在晚上十點至半夜的時間爬山運動，致使阿德認為自己努力運動付出卻

不見成效，然而研究者發現阿德因未具備正常的運動時間觀念，才會導

致以爬山健身的方式產生反效果，而沒有因爬山獲得該有的復建效果。 

阿花則透過維持穩定的生活作息時間，每天固定晚上十點就寢，早

上四點便會自行起床在家做肢體伸展的運動，之後再到家附近從事較為

靜態的散步運動，每周固定到運動中心以游泳的方式進行復健，但阿花

起初因游泳方式不正確而造成頸部傷害，經與醫生討論過後，改變游泳

的方式並修正錯誤的姿勢，才獲得身體復健的改善。 

根據研究指出透過運動習慣的方式可預防腦中風的再度發生，這也

是持續復健的一種方式（陳適卿，2016；張成國；1988），由三位研究

參與者的復健期可發現，他們在腦中風後除了醫療復健以外都透過運動

的方式來改善身體狀態，不只是為了防止身體肌肉的萎縮，更是積極的

以運動來增加自己的復健強度。但也因為期待在短期內達到效果，所以

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以錯誤的方式來運動，或以錯誤的運動觀念導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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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產生，但大致上研究參與者都將運動復健作為他們持續復健及恢

復身體功能的一種方法。 

（三） 生活習慣的改變 

阿均與阿德在腦中風後便開始檢討自己的生活習慣問題，他們在腦

中風前同樣都有不好的生活習慣，因而間接引起腦中風的發生。阿均以

前長期處於抽菸、喝酒及熬夜都百無禁忌的生活方式，但在腦中風後阿

均為了身體健康則徹底改變抽菸、喝酒及熬夜的壞習慣，雖然有時候仍

會小酌一點酒，不過阿均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殘害自己的身體健康。阿德

過去會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但在腦中風後阿德積極專研健康食品，透

過各種健康食品的用運來改善身體健康，他們開始重視自己的身體健康，

不想讓自己再度發生腦中風的情況，也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樣的都

認為自己不能再倒下去第二次，也不希望身體的障礙因為腦中風而變得

更加嚴重。 

有關引起腦中風的因子其中包含長期的飲食習慣及生活型態的不正

常都會增加腦中風的發生率，所以有研究結果指出調整日常飲食習慣將

有助於預防腦中風的機會，此外抽菸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罹患腦中風，

如果能戒菸將可以減少對身體的危害，喝酒則容易誘發腦中風，大量飲

用也會造成身體養分的破壞（周真玲，1987），因此阿均與阿德透過飲

食及生活習慣的改變，確實有助於預防腦中風的二次發生，這與陳適卿

（2016）及張成國（1988）所提出的腦中風後的預防方式是相同。 

（四） 心理調適 

根據文獻研究表示罹患腦中風的患者會經歷震驚期、否認期、抑鬱

期及適應期等階段，透過三位研究參與者可知他們在面臨腦中風後各表

現出不同的心理歷程，也在這過程中經歷不一樣的調適階段。對於阿均

來說他曾在醫院經過一段從憂鬱低潮到正向面對的心情，並在出院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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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停下腳步思考未來人生的方向，他不願自己因為腦中風的疾病而被擊

垮，於是他開始讓自己變的更加正向積極，不論是身體的復健或是對於

人生往後的未來，他都選擇坦然面對這場疾病帶給他的考驗，同時他也

認為腦中風的結果也不是他所願意的，只是一昧的害怕身體的障礙或者

持續墮落，並不是他想要過的生活，在他好強的性格下，強迫著自己要

努力站起來，這是他調適的方法。但在阿均好強的外面表下，仍可感受

到他內心的脆弱，而用好強的心理武裝自己因腦中風所帶來的傷害。 

阿花在腦中風後因無法接受自己的障礙情形，所以在家封閉長達二

十多年之久，她從否認期到抑鬱期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無法接受事

實，更不能接納原本應該擁有美好未來的自己，已變成不是自己所能想

像的樣子，她無法打開心房接受已發生變故的自己，也在這過程中拒絕

與朋友來往杜絕人際交流，開始過著自卑憂鬱哭泣的生活，甚至曾因憂

鬱的情況有數次想走向死亡的念頭。她在家中日復一日過著自己認為沒

有希望的生活，也找不到自己可以活下去的目標。直到接觸與她同為身

障者的演講者所演講的激勵故事，使她逐漸願意嘗試與人群互動，讓她

重拾自信並積極開始復建，這是阿花心理轉折的第一次。此外透過烘焙

的學習，讓阿花找到她生活的目標，也奠定了未來重返職場就業的基礎。 

阿德沒有花太多時間調整自己心理的狀態，選擇接受自己的現狀，

他認為腦中風已是事實所以就接受能力與過去的落差，但從言談之中仍

可知道阿德對腦中風所帶來的後遺症，是非常迫切的想找到方法讓自己

恢復健康的，即便阿德深知再怎麼復健治療，因腦中風所造成的障礙已

無法回復，阿德仍執著肢體恢復的想法。 

從腦中風經歷心理調適的過程可知，阿花與阿均都有一段憂鬱封閉

的時期，但阿均的憂鬱期較短只出現在住院的階段，而阿花則因無法接

受自己身心的改變所以從否認期到憂鬱期長達二十多年，阿德因為心靈

有宗教的寄託，使他在心理調適方面的速度比其他兩位研究參與者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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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由研究參與者在面對腦中風時的心理調適變化中可以瞭解，腦中風

患者對於心理調適速度的快慢，會與個人所面對的障礙、心境及生活環

境有很大的關係，其中能夠讓腦中風患者較快做好調適的就是內心的想

法與患者本身是否能接受的程度有關，這也同時在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心

境轉折敘述中得到驗證。 

（五） 宗教信仰的支持 

阿花透過認識多年的朋友邀約到教會後，她才逐漸接納自己願意走

出家門與人群互動。對於阿花來說宗教的力量讓她有個支持的信仰，後

來因為教會她開始接觸從前就喜歡的烘焙，讓她逐漸更加開朗。阿德則

藉由信仰的支持，使自己能透過信仰幫助調適腦中風的心情。 

透過三位研究參與者可知，其中有兩位研究參與者都有因為宗教信

仰的支持，而獲得心靈上的寄託，使他們除了自我調適的方式外，同時

還藉著宗教信仰讓他們更能試著接受腦中風所帶來的傷害，尤其是阿花

在接觸教會之後有了許多重大的進步與改變，她也認為是教會的宗教信

仰，促使她可以重新開始生活。 

參、尋職期 

一、 重返職場的尋職動機 

經歷腦中風的三位研究參與者，在復健穩定及身體功能調適過後都

開始思考自己未來人生的生涯發展方向。阿均、阿德及阿花在疾病發生

時分別處於人生不同的生涯發展階段，阿均與阿德發生腦中風時皆處於

Super生涯發展階段的建立期，當時的他們已投入職場工作多年，並有

穩定的工作職務，生活和就業都是穩定的狀態。相對的阿花則是處在探

索期，於學校及日常活動打工經驗中，開始角色試探及職業探索，對未

來充滿著期待與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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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腦中風後的年齡逐漸增加，阿均與阿德也從建立期的年齡逐

漸進入維持期的階段，在這生涯歷程轉換的階段他們面臨了需要深入思

考職涯發展的問題，因為腦中風造成身體的障礙讓他們開始思考重新尋

職的方向。阿均在腦中風前是一家汽車維護廠的維修師傅，本來在家休

養的一年多還未打算那麼快就重返職場工作，也因為障礙的關係讓他考

慮著未來人生的方向，此時原本車廠的雇主在人情的勸說之下，讓阿均

有了提早重返職場工作的動機。 

阿德在腦中風前一直都是從事貨車司機的相關行業，但因腦中風後

肢體障礙的情況，使他無法重返原本的行業繼續工作，更因為家庭經濟

因素的關係，自腦中風後便向社福單位申請生活補助並仰賴自己過去的

存款生活，阿德在復健休息滿八個月後覺得可以復出工作，並且想靠自

己的力量維持生活開銷，所以便促使他積極重返職場工作的動機，為的

就是不想再繼續依賴社福單位的救助，也想證明自己還有能力可以重返

職場工作。 

阿花在腦中風前還在美國的高中就讀，在身體復健情況平穩後，選

擇先重返原本的高中重新完成學業，在完成高中學業之後便返回台灣生

活，但返回台灣生活的阿花並未因重返高中求學而走出腦中風的障礙陰

影，反而是在回台後將自己心裡封閉，開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閉生活，

在這期間阿花也不願與朋友多做互動，直到學習烘焙使她找尋到人生目

標，開始與人接觸後她覺得應該要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才開啟她重返

職場工作的動機。 

綜合研究參與者重返職場的動機可以發現賺取薪資、減少家人負擔、

減少福利津貼依賴及獲得自我價值等，都是研究參與者所提到的就業動

機，與張昭雅（2007）及簡宏生（2011）對身障者或顏面燒傷患者重返

職場就業的研究相同，其中便提到工作本身不但可以賺取合理的薪資，

期待自己免於成為家庭依賴者減少家人的負擔，並可以減少對福利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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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賴，同時也可從中獲得成就感與自我價值，在工作中實現興趣與追

尋意義，變得更獨立自主，也期許自己能夠成為有用的人。不過也從中

發現阿均是個較為特殊的案例，雖然阿均在腦中風前是家庭經濟支持者，

但經濟因素卻沒有成為阿均提早重返職場就業的動機，對於休息一年多

的他，在重返職場就業的動機相對來講較不強烈，其中阿均更提到如果

不是因為前雇主的原因，他會希望再休息久一點才重返職場就業，但動

機不強烈主要是因為阿均希望可以對未來的生涯發展有些規劃跟思考。 

二、 主動尋求職業重建資源的協助 

阿均因為與原雇主認識長達三十年且在該車廠工作七年之久，所以

很順利的在原雇主的鼓勵下重返原職場工作，因此沒有經歷尋職的階段

而直接重返職場，但對阿均來說腦中風的障礙已讓他無法再從事維修師

傅的工作，透過車廠老闆協助他以職務調整的方式，變成從事技術指導、

維修報價及客戶服務的工作內容，他覺得若要重新求職轉換新的工作場

所，政府的資源也無法協助到他，因阿均的障礙情況經醫生告知是無法

開立身心障礙手冊，所以阿均會變成職業重建無法服務的對象，最終阿

均還是得靠自己的力量重返職場就業。 

相較於阿均的尋職情況，阿德與阿花則是透過職業重建的服務使他

們獲得適合的協助。阿德原本為貨運行業的司機，但因為腦中風後肢體

偏癱的障礙，導致他無法繼續從事貨運行業的司機工作。在接觸職業重

建前阿德曾經自己透過網路和報紙的方式搜尋適合的工作職缺，但較少

有面試的機會，或在面試時雇主因為他肢體障礙的關係無法錄取，讓他

在求職的過程中備感艱辛與困難。之後阿德透過職業重建協助他尋找面

試機會，經職管員的評估，提供他所需的職業訓練訊息與工作職缺，讓

阿德在積極面試及誠懇的態度下，接受職業重建服務一個多月後就獲得

保全的工作，順利的重返職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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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花因自行到喜憨兒烘焙屋詢問工作職缺時，無意中得知身障者可

透過職業重建服務進行尋職，於是她便自行前往登記求職。職管員經過

評估認為阿花未曾有過工作經驗，因此建議她先接受職業評量施測，再

先參加庇護工場見習，以便釐清自己的工作需求及工作能力。過程中阿

花因無法適應庇護工場的工作內容，讓她感到壓力沉重，加上面試幾間

庇護工場都因她的障礙情況無法符合庇護工場要求，使她無法順利進入

庇護工場就業，但她也在這段職業重建的輔導過程中，開始重新思考自

行創業或進入庇護工場就業的可能。 

在獲得職業重建資源協助的部分可知，阿均因障礙程度不足，所以

無法申請身心障礙手冊，使他不能成為職業重建所服務的對象。但阿德

與阿花則不同於阿均的情況，他們因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而獲得職業重

建資源的協助。在接受職業重建服務的過程中，阿德從面試困難到獲得

工作機會期間因為有職管員的協助，使他可以在尋職的這個階段減少一

些求職的挫折感，並使阿德在職業重建的協助之下，可以順利的重返職

場工作。而職業重建對於腦中風多年的阿花則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阿

花是一個離開社會多年，並長期關在家中鮮少與外界互動的腦中風患者，

她需要的不只有重返職場的就業需求而已，而是重新認識自己，並對重

返職場就業進行深入的探索，因此職業重建對阿花來講顯得格外特別的

重要，這關係著她重返職場就業的第一次，也是會影響她選擇未來就業

方向的關鍵。 

因此職業重建所提供的協助與張彧（2012）針對身心障礙者重返工

作計畫的內容相同，關於重返職場的說明中，職業重建便是重返職場就

業的一個環節，透過職業重建可以給予職業輔導評量、職業訓練、就業

服務、就業安置、職業諮商、就業媒合等，這些服務對於腦中風患者而

言，都是重返職場就業必需且重要的協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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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重返職場 

一、 重返職場的形式及影響重返職場之因素 

在本研究中已定義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形式，為受雇於原職場、

進入新的工作場所或自行創業者，而三位研究參與者各分別為上述方式

重返職場。阿均因為與原雇主是相識三十年的朋友兼工作關係，使得阿

均在幾經思考下選擇重返原職場工作，起初阿均也會擔心自己的手部功

能已無法從事維修工作，但在考量自身情況與原雇主的情誼關係，阿均

決定重返原職場繼續工作，並因為手部功能的障礙，所以調整工作內容

不再擔任汽車維修師傅，轉而變成車廠管理人員。 

阿均也是因為考量身體的障礙情形，加上左側肢體僵硬的情況，已

不能再從事貨運相關的工作，所以必須重新尋找其他行業工作。也因為

阿德除了泰語的會話專長外，並無其他方面的專業技能，因此在尋職上

只能重新尋找較為簡單的保全工作，讓阿德重新尋職時，便設定保全或

泰語翻譯為阿德重返職場工作的首選，而阿德最終也如願獲得了保全工

作的機會。 

阿均與阿德同樣都因腦中風所造成的肢體障礙，而無法繼續從事原

本的工作內容，但阿均較阿德的不同之處是阿均原本就具備該行業的專

業知識，即便無法再擔任維修師傅的工作，但仍對此行業有一定的專業

程度，因此可以透過本身的專業知識繼續重返原職場擔任不同職務的工

作。但分析阿德無法重返原職場的原因，除了原本貨運公司的環境不佳

外，也因阿德本身並不具備專業技能，加上手部的功能障礙，導致阿德

必須轉換行業才能重返職場工作，這也是阿德在腦中風重返職場得重新

尋職的主要原因，張彧（2012）提出影響患者重回工作崗位的影響因素，

其中就是由於身體損傷及能力限制，讓患者實際上不具備重返職場的能

力，也不具備其他工作技能與知識會是重返職場的問題，這點說明與阿

德重返職場所遇到的問題相同，而使阿德得重新進入不同的工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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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花則是經過幾番波折後，最終選擇喜愛的烘焙作為她正式開始創

業工作的起點。起初在低潮期的阿花曾接觸過直銷行業及面試過喜憨兒

烘焙屋但都未有成果，在經過職管員的評估和庇護見習工作後，阿花逐

漸找到適合自己重返職場的方式，她認為創業是比較適合她的工作方式，

因為身體的障礙跟侷限，讓她即使積極面試也無法取得庇護工場的工作

資格，阿花既無工作多年的專業技術，也無實際工作的經驗，因此在重

返職場上格外顯得困難重重，但也因為重返職場的困難度較高，所以阿

花不斷的嘗試各種就業方式，就是希望自己能有機會到外面的職場工作，

雖然最後阿花沒有從事受雇的工作，但她也找到了創業的方式，讓她可

以兼顧就業與烘焙的興趣。 

二、 社會支持 

阿均、阿德及阿花在重返職場工作的社會支持上，他們各獲得不同

程度的支持與幫助。阿均不論是腦中風後或重返職場工作，獲得家人支

持及原老闆的幫助，使他在對抗疾病或面對工作壓力時，可以有良好的

抒發管道，也因為老闆的鼓勵，讓阿均能激勵自己必須努力工作以回報

老闆對他的照顧，至於家人的部分，阿均則是覺得應先讓自己不造成家

人的負擔，家人若看見自己的努力，也必定會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與協助。 

阿德在腦中風後因有妹妹的照顧，使他得以逐漸恢復健康，但對於

重返職場工作這件事，阿德家人則無法給予任何協助或支持，因為阿德

與家人關係較為淡薄，所以如果工作中有遇到不開心或是其他問題，基

本上家人是無法給予其他的協助，阿德只能期盼照顧好自己透過工作維

持生活基本所需。在職場工作的部分，阿德的同事雖會跟他抱怨工作的

事情，但在職場的主管或是同事都會與他互相幫助達成工作目標，因此

阿德在職場上是有感受到足以支持關懷的情感。 

阿花在腦中風後，較為親近的朋友也會給予不間斷的關懷，但因過

去的阿花經歷低潮期，而忽視朋友的關懷之情，在她想從事創業工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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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媽媽擔心她太過勞累，而不願支持阿花創業工作的選擇，但經過阿花

的努力之下，終於讓媽媽感受到她努力積極的態度，轉而支持阿花的創

業決定，而在阿花創業之後也不斷接受到各方親朋友好友的協助，讓她

的烘焙創業生意可以一直持續下去，這些都歸功於親友及媽媽的支持，

才能讓阿花有持續經營下去的動力。 

綜合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社會支持情形可以發現，阿均無論在家庭支

持或重返職場工作時，都獲得身旁的家人及公司老闆的支持，使他較無

後顧之憂的重返職場工作及持續復健身體。而阿德因為家庭支持系統較

差，所以能夠感受到阿德無法期待家人給予任何幫助，凡事只能靠自己

的態度讓他在家人的支持上較為薄弱，但職場同事在與阿德一同工作時

還是會與他互相幫助，所以在職場工作上是有獲得同事的支持，並不會

因為他有腦中風的障礙而遭到不平等的待遇。至於阿花一開始雖遭到媽

媽反對重返職場工作，但經過阿花的努力，媽媽也開始認同阿花創業賣

手工餅乾的工作，親友更是非常支持阿花的手工餅乾販售，讓她有繼續

努力的力量。 

從三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可知，他們都在重返職場工作時獲得家人

或同事的高度支持，也因這樣的社會支持確實有助於提升他們重返職場

工作的動力，這與葉英堃（1995）提出良好的社會支持網路可以穩定情

緒、提高個人自信及社會參與是有同樣的發現，因此腦中風患者不論在

腦中風後或者重返職場工作都一樣需要家人及親友的支持，會讓他們更

有堅持下去的動力。 

第二節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面臨的挑戰及面對挑戰

的因應方式 

腦中風患者在重返職場後會因為轉換行業或改變工作內容、工作環

境而產生必須要面臨的挑戰，因而出現不同的挑戰情形，本研究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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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分享，進而深入瞭解腦中風患者在重返職場時，其所

面對的挑戰及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以下將三位研究參與者曾經所面臨

的挑戰及對於挑戰的因應方式，分別詳細的說明並整理為表 5-1 及表

5-2。 

壹、 重返職場的挑戰 

一、 共同的挑戰 

（一） 轉換原本職業或工作內容 

對阿均和阿德來說腦中風的障礙造成他們身體上不同程度的損傷，

使得他們必須被迫得轉換原本的職業或工作內容，才能重返職場繼續工

作。阿均在重返職場後首先所面臨的挑戰就是轉換工作內容，因為腦中

風所造成的手部肢體障礙，使得他無法再使用雙手從事汽車維修的工作，

但因為老闆的支持讓他得以調整工作內容，將工作調整成較為行政業務

的廠務管理工作，而他得必須重新適應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替客人維修汽

車，雖然廠務管理對於阿均來說過去曾有相關經驗，在尚未腦中風前除

了維修汽車外也負責相關的工作內容，但對阿均最大的挑戰則是無法繼

續擁有維修汽車的技能，他需要適應改變工作內容的事實，面對因障礙

而改變的職務調整，他只能無奈的接受，自己已無能力繼續從事汽車維

修工作的事實。 

阿德同樣是因手部的障礙導致原本從事貨運行業的他，必須轉行重

新培養新的技能或從事不同領域的工作。在這過程中阿德得思考除了貨

運行業以外，他還能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內容，阿德不同於阿均並未擁有

專業技能或專業知識，因此無法繼續從事原本的職業，雖然阿德擁有基

礎的泰語翻譯能力，但阿德其他的工作能力無法符合雇主的要求，而無

法勝任翻譯行業的工作，在缺乏技能和其他的專業能力下，阿德只能選

擇相對符合能力要求的保全工作，作為他轉換職業的工作。阿花則因高

中時期便已腦中風，因此沒有面臨到轉換原本職業或工作內容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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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Hershenson（1981）工作適應論瞭解身心障礙首先會影響工作能

力的發展，對於中途致障礙者的工作適應，則與工作能力受到的影響程

度有關，障礙者需要加強工作能力或以新工作能力替代，這與本研究中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時能力或技能已受限於障礙，而必須面臨轉換職業

或工作內容有相同的情況，阿均與阿德都是以新工作能力作為替代原本

的職業或從事的工作，才讓他們得以重返職場繼續就業。 

（二） 職場人際關係的改變 

阿均在重返職場後便發現與同事的人際相處已和從前不同，在過去

阿均與同事相處還算和睦，但因腦中風的障礙和調整職務，讓阿均和同

事間的相處開始產生問題。阿均感受到同事對於他的態度和腦中風前已

全然不同，不管是親切的程度或是看待他的方式都略有差距，加上阿均

原本與同事都是汽車維修師傅，但在腦中風後因調整職務，阿均負責車

廠業務管理認為自己有責任將車廠業務處理完善，所以開始與同事間出

現觀念不合及對工作想法的落差，導致阿均在與同事相處上產生挫折跟

挑戰，使得阿均不知如何面對這樣人際關係的改變。 

相對於阿德則是重新進入一個新的工作領域開始從事保全工作，必

須得重新適應新的職場人際關係與現在的同事相處互動。阿德在工作的

過程中，一開始同事與他不太熟悉時，難免會常指揮他作一些份內工作

以外的事情，但同事並不會因為他的障礙而排斥他，因為是兩人一組的

保全維護工作，所以同事與他會互相支援。但與同事相處久了之後，同

事間會互相抱怨工作的事情，讓他感覺到工作心情受到影響，經過與主

管直接反應同事間的相處情況，但始終無法獲得任何改善，使他在這樣

的職場人際相處上感到辛苦。 

綜合阿均與阿德在職場人際關係的相處上，雖然面對的情況略有所

不同，但同樣都在重返職場後面臨到人際關係的問題，阿均面對的是同

事態度的改變及對工作想法的落差，阿德則是無法適應新同事間的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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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在明尼蘇達工作適應論中提到選擇職業或生涯發展固然重要，但

就業後的適應問題更值得注意，此外林淑鈴（2012）的研究也指出，肢

體障礙者重返職場的歷程是受到職場環境、社會大眾的眼光以及障礙適

應情形所影響，這與本研究中阿均對於同事態度的改變，覺得同事以異

樣的眼光看待他，而影響他與同事間的相處關係，是相同的影響情形。 

至於阿德雖然重返職場且從事不同的工作領域，但在人際關係相處

的變化方面則較無法比較出腦中風前後在職場人際關係適應的差別，畢

竟不論有無腦中風在職場工作都會遇到人際相處的問題，僅能解釋阿德

工作的職場也同樣會面臨到職場人際相處的問題。而阿花在重返職場後

先到庇護工場見習，由於庇護工作是個保護身心障礙者的環境，所以對

於身心障礙者特別友善，因此並沒有職場人際關係相處的問題，反而讓

阿花在進入競爭性職場前，能有機會體驗如何與同事相處工作的感覺。 

（三） 障礙和體能的限制影響工作表現 

阿均、阿德及阿花在重返職場後，同樣面臨到身體能力的限制，造

成工作困擾的情形發生。阿均在重返職場後因為手部功能的喪失，使他

無法繼續從事汽車維修師傅，這樣身體能力的限制，讓他無法面對以前

信任他的顧客，顧客開始向他抱怨，即使由他指導其他師傅維修汽車，

也無法改變無法親自維修的事實，他深知自己的能力只能做到維修技術

的指導。此外腦中風的障礙不只造成阿均工作內容的限制，也因為後續

的就醫治療，讓他必須得時常利用上班時間回診所復健或就醫，使他無

法全心投入工作，造成無法兼顧工作的困擾。 

阿德在經歷腦中風後格外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因此在重新尋職時

原本期待可以找到正常上下班的工作型態，但受限於身體的障礙及專業

技能不足的前提下，讓他只能從事較為簡單的保全工作。由於保全的工

作型態必須得日夜輪班，使他得面臨需要熬夜的工作壓力，但因為腦中

風患者其實不應從事日夜顛倒的工作型態，因此熬夜的負擔造成阿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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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的困擾，而他也會擔心體能不足會影響工作表現。此外由於阿德外

表的肢體障礙即便盡心盡力於工作上，但還是有社區部分管理委員，質

疑阿德的工作能力，在初期提出不願繼續僱用阿德的想法，使得阿德曾

擔心會因此而失去工作機會讓他感到有些氣餒。 

阿花則是因為手部功能的障礙及失語症的情形，使她不論在庇護工

場見習或自行創業時都面臨到同樣的挑戰。在庇護工場見習時，由於阿

花手部功能的障礙，讓她只能使用另一隻未受傷的手處理包裝作業，因

此處理包裝的速度相對就較為緩慢。此外因為需要接聽客服電話，使得

阿花因失語症造成的口語障礙更加凸顯身體能力的限制，讓她清楚知道

其實自己並不適合電話客服的工作內容，但也因為這方面的工作性質讓

她在工作時特別感到難以克服。之後阿花因為自行創業需要透過口語表

達販售手工餅乾，於是又再次面臨失語障礙的困難，讓她得不斷的面對

口語障礙所帶來的挑戰。 

（四） 心理因素影響對工作的想法 

阿均自從重返職場後在心理就有一種不太踏實的感受，一直深深影

響著他對重返職場工作的想法，雖然他還是像過去一樣熱愛汽車維修的

行業，但因為身體的障礙和技能的喪失，使得他覺得對未來茫然且充滿

著不確定感。阿均原本計畫再工作個幾年可以自行開設改裝車工作室，

但因為腦中風的障礙使得他停擺了這樣的人生規劃，對於未來的職業發

展，阿均覺得已無法像過去那樣懷抱夢想跟壯志，只能先顧好自己的身

體，然後走一步算一步的繼續原有的工作顧好基本的生活。 

阿花在進入庇護工廠見習之後，由於失語症的障礙讓她在口語表達

或執行溝通任務時較沒有自信的方面，所以在接觸電話客服工作的初期

內心便開始產生抗拒的壓力，使她學習這項工作時，就先覺得自己沒有

信心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逐漸排斥並產生對工作負面且憂鬱的想法。

當她在庇護工場見習的後期，阿花開始感受到自己越來越不開心，且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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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工作壓力很大，產生她並不適合工作的想法，這樣的想法讓她抗拒練

習口語表達，也陷入焦慮憂鬱負面的心情，因此侷限了她能夠克服恐懼

挑戰工作的想法。 

相較於阿均與阿花對於內在心理的掙扎，阿德心理層面則較沒有因

為腦中風而影響，因此對於阿德來說並不會因為心理因素產生對工作的

限制，阿德反而盡力的發揮他應有的能力於工作表現上。張彧（2012）

提出影響重返職場就業的心理因素其中包含憂鬱、焦慮、害怕、無助感

等無法適應的情緒，同時覺得自己能力下降及自信心低落等心理問題，

從本研究可知有兩位研究參與者皆有出現因腦中風而造成的心理衝擊導

致對工作產生侷限的想法，進而挑戰他們對於就業後的工作信念。 

二、 個人事件的挑戰 

    家人反對重返職場就業 

阿花的媽媽反對她想要重返職場就業的想法，讓她想嘗試外出就業

時少了一份支持的助力，不過也因為媽媽的反對，使她更想嘗試獨立自

主外出就業，即使媽媽強烈的反對她就業，但她仍希望靠自己努力重返

職場，因此反而更加堅定靠自己努力的想法，這與 Bandura（1997）於自

我效能中提到說自我效能可以決定個人面對困難時的反應，包含個人是

否願意面對困難，以及解決困難的努力程度，顯然當阿花面對這樣的困

難時她是願意選擇接受挑戰並嘗試努力。 

關於上述重返職場就業時面臨的挑戰，研究者以表格方式歸納本研

究參與者所共同的挑戰及因個人事件所造成的挑戰進行說明，共同的挑

戰主要為三位研究參與者在重返職場時曾共同有過的挑戰經驗，而個人

事件的挑戰則是因個人因素所造成的挑戰，其他研究參與則未有此情況

的產生。此歸納的內容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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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參與者於重返職場就業時面臨的挑戰 

面臨的挑戰 

研究參與者 

阿均 阿德 阿花 

1. 無法繼續從事原有工

作內容必須轉換工作

職務。 

2. 面對同事及客人的異

樣眼光。 

3. 與同事觀念不合而產

生工作關係變差。 

4. 對工作內心產生不踏

實的感覺。 

5. 就醫時間影響到工作

無法兼顧。 

1. 無法繼續從事原有

工作內容必須轉換

工作職務。 

2. 同事之間的抱怨紛

爭影響工作心情。 

3. 受雇的社區管委會

不願僱用身障人士。 

4. 保全工作需熬夜身

體產生負擔。 

庇護工場見習面臨的挑戰： 

1. 不擅長電話客服帶來

心理壓力。 

2. 口語障礙使得內心抗

拒要講話或溝通的工

作內容。 

3. 手部障礙使得動作速

度無法達成工作要求。 

自行創業賣手工餅乾面臨

的挑戰： 

1. 口語障礙無法順利宣

傳銷售。 

2. 家人起初反對重返職

場就業。 

研究參與者共同的挑戰 

1. 轉換原本職業或工作內容（阿均、阿德）。 

2. 職場人際關係的改變（阿均、阿德）。 

3. 障礙和體能的限制影響工作表現（阿均、阿德、阿花）。 

4. 心理因素影響對工作的想法（阿德、阿花）。 

研究參與者個人事件的挑戰 

家人反對重返職場就業（阿花）。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貳、 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一、 共同的因應方式 

（一） 調整職務或重新尋職培養專業技能 

阿均與阿德在重返職場後同樣都面臨到需要調整職務或重新尋職的

選擇，但由於他們各自所擁有的專業技能有所不同，因此也發展出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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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因應方式。阿均的原雇主願意協助調整職務，將阿均原本汽車維修

的工作，調整為內勤行政的工作內容，雖然起初阿均還是不太能適應這

樣的改變，畢竟阿均擁有維修技能已超過二十幾年的時間，但對阿均來

說內勤行政需要的是時間適應及調整內心對職務轉換的想法，所以他花

了比較多的時間去調整對工作的想法，他知道既然無法再繼續擁有技能

維修汽車，那他應當付出更多心力在內勤的業務內容上，獲得同事及客

戶的認同。 

另外阿德在腦中風前就不具備專業的工作技能，因此經過重新尋職

的過程中，阿德發現自己嚴重缺乏專業技能，導致尋職過程有一定的困

難程度，就連自己唯一擁有的泰語翻譯專長，也因為需搭配其他的工作

能力使他難以踏入泰語翻譯行業的領域，所以在阿德獲得保全工作後，

便開始學習其他專業技能，例如：加強電腦文書處理及購買電腦設備練

習，以增加他在職場就業的競爭力，透過重新尋職並培養專業技能的方

式，讓他持續加強工作能力以符合職場的就業需求。 

雖然阿花在腦中風還是學生，並無任何工作經驗及專業技能可以讓

她回到職場就業，但她也透過對烘焙的興趣加上持續培養烘焙技能，讓

她最終可以因為學習烘焙技能而重新返回職場。因此藉由三位研究者的

因應方式可知，除了阿均是以調整職務的方式重返職場外，阿德和阿花

都有經歷重新尋職及培養專業技能的過程，只是過程順序略有不同。 

（二） 省思與同事相處溝通的方式 

阿均與阿德在面臨職場人際關係時，雖然看似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又有著相同之處。阿均因同事及客人的異樣眼光，以及與同事觀念不

合下發生工作關係變差的情況，使他在人際關係相處時產生微妙的心理

變化，阿均一開始會透過發脾氣的方式，讓同事知道他的立場跟想法，

只是這樣的處理方式，使得他跟同事的關係更加惡化。他也試著用其他

方式跟同事溝通或者述說自己的立場想法，但因為彼此之間已經產生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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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和摩擦，所以難以挽回惡化的相處關係。雖然他也曾向老闆反應，但

面對人際之間相處的議題，老闆也無法協助徹底改善阿均與同事間的矛

盾關係，因此後來阿均改變自己的想法及調整對同事的心態，來適應與

同事間的工作關係，雖然無法獲得真正的改善，但對阿均來說這是比較

好的因應方式。 

同樣的阿德在職場上也面臨到人際相處的問題，起初因為同事間的

不熟悉難免會被舊有同事欺負，但後來同事間熟悉後阿德逐漸與同事相

處狀況變好，彼此間也會互相幫忙，他唯一無法忍受的就是同事間會互

相抱怨的耳語，即使他透過主管溝通或是親自與同事表達自己的想法，

但都無法徹底解決這方面的相處問題，所以阿德也是選擇改變自己，接

受現階段無法改變的事實，雖然心情難免會受到影響，但他還是可以接

受現在的工作狀態。 

至於阿花在庇護工場見習時，因同事都是身心障礙者所以沒有面臨

到職場人際關係的挑戰，但阿花因工作內容的不適應，而不敢與主管溝

通表達對工作不適應的想法，後來因為職管員的介入，才使得阿花有機

會表達自己內心對工作內容不適任的想法，阿花才因職管員的鼓勵下，

鼓起勇氣向主管反應她真實的心情。綜合三位研究參與者在面對職場人

際關係的議題上，都會從自身問題開始思考，並想辦法改變相處溝通方

式，雖然人際相處的問題是複雜而多變的，但他們都傾向透過溝通的因

應方式說出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即使有些挑戰或問題無法獲得實際上

的解決，但可以知道說出真實的想法還是有助於改善職場相處的關係。 

（三） 突破困難改善工作困擾 

1.調整就醫時間並善用保健食品維持健康 

阿均與阿德因為腦中風的疾病，使得他們在體能上已大不如前，因

此體能的改變必會影響他們在工作上的表現。阿均因為就醫調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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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兼顧工作，所以為了兼顧身體健康與工作表現，阿均找到的因應

方式則是試著調整就醫的時間，以免影響到工作的執行，雖然看診的時

間已經固定，要進行調整並不容易，但如果可以逐漸調整就醫時間，避

免影響整體工作，阿均願意嘗試改善這方面的問題。而阿德則是保全工

作必須日夜輪班，使得他必須得熬夜執行工作，剛開始阿德也曾擔心自

己健康狀況是否能夠負荷，但他透過善用健康食品的飲食方式，並養成

規律的睡眠習慣，讓他得以繼續勝任保全的工作。 

阿均經過就醫時間的調整，逐漸讓他不再擔心工作無法兼顧而造成

心理的負擔。阿德也因為運用健康食品及規律的生活習慣，使他對於熬

夜影響身體健康的威脅減少到最低限度。兩位研究參與者剛開始雖然都

因身體的狀況，造成他們對工作的困擾或擔憂，但透過有心的調整跟維

持體能的方法，最後都使他們的困擾獲得有效的改善。 

2.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展現出工作能力 

阿德起初在擔任保全時曾因為肢體障礙的外表，使得社區部分管理

委員質疑阿德肢體障礙的情形，覺得障礙會影響他工作的能力，並提出

不願繼續僱用阿德的想法。但阿德靠著積極的工作態度和敏銳的反應能

力，在執行保全任務時細心的將大樓住戶的車牌和樣式記起來，也展現

出他親切的態度，在住戶進出入時會特別注意各樓層的住戶信件，並適

時的提醒住戶簽收相關資料，由於他的工作表現已超越其他一同工作的

同事，因此阿德靠著自己工作的認真，逐漸獲得社區管理委員的讚賞，

而改變了外界對他肢體障礙的疑慮，並且順利突破障礙的限制，使可以

繼續順利擔任社區保全的工作。 

阿花在庇護工場見習時因手部功能的障礙及失語症，使得她必須重

新面對自己障礙的缺陷，這樣的障礙讓她瞭解自己的工作限制，她知道

手部障礙使得包裝速度無法與其他障礙者相比，失語症的情形讓她不適

合從事需要口語溝通的工作內容，因此最後她選擇自行創業販售自己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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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的手工餅乾。在她創業的過程中為了增加生產餅乾的數量，必須不斷

的訓練如何運用有障礙的雙手製作手工餅乾，並透過限量生產的方式減

緩手工速度太慢的問題，此外因為口語障礙使她無法透過表達的方式銷

售餅乾，因此阿花透過網路平台銷售的方式，解決她因口語障礙無法溝

通的問題，這些方式使得她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也進一步展現出

她其實擁有工作的能力。 

阿德與阿花起初都因為障礙使得他們遭受到工作能力被質疑的挑戰，

但他們同樣都透過找尋適合的方式逐漸展現出工作能力，並且不因障礙

而放棄持續努力的機會，反而思考出屬於自己突破困境的方式，從研究

參與者的經驗可知，若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即使面對身體的限

制也能逐漸找到改變的方法，這些方法會是他們解決工作困難的方式。 

（四） 保持開闊的心胸轉變對工作的想法 

阿均起初在重返職場時因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使得他心理有著不

踏時的感受，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與適應後，阿均逐漸找回自信，並

告訴自己要以開闊的心胸去面對目前的工作，不論現有的工作或是未來

的生涯規劃，他都不再因身體障礙或技能的喪失，而侷限住自己可以在

工作上發展的機會。他還是希望可以朝原本規劃的目標開設改裝車工作

室為發展方向，即使失去原有的修車技能，他也願意重新開始試著拓展

其他就業的方式。 

阿花對於庇護工場見習時所受的挫折，使她過程中對工作產生怯步

退縮和恐懼，漸漸變得對工作沒有自信，並且因為心理的壓力讓她感覺

重返職場工作原來不是她所想像的那麼簡單，經過職管的鼓勵加強信心

之下，讓她可以轉換心態重新面對工作的困難，也瞭解自己所抗拒的部

分，而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透過心態的轉變讓她不侷限就業只有受雇

工作的方式，還可以藉由創業讓她重返職場工作，並且阿花求助於政府

的創業諮詢提供她創業的各項資源，綜合二兩位研究參與者原本都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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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職場就業時遇到心理層面的挑戰，但經過轉換想法保持樂觀的態度後，

最終使他們渡過重返職場的憂鬱掙扎期，逐漸邁向平穩的階段。 

二、 個人事件的因應方式 

    做出具體行動與家人溝通獲得認同 

阿花在家封閉多年其家中也不缺經濟來源，因此當阿花選擇重返職

場就業時，媽媽的反對讓她與家人發生了幾次的衝突，但在阿花堅持自

我獨立的信念下，她採取了具體的行動向媽媽證明自己能夠獨立自主的

決心，首先她自行前往喜憨兒面試工作，之後也透過職業重建開始尋職

接受庇護工場見習的機會，因為喜歡烘焙所以不斷學習相關知識跟技巧，

並在教會活動中主動烘焙餅乾義賣，在這些過程中阿花的媽媽不斷看著

她努力進步並且證明自己的精神，使得阿花逐漸獲得媽媽的認同，讓媽

媽不再反對她自行創業，而是轉向為支持她繼續努力創業的動力。 

關於上述重返職場就業時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研究者以表格方式

歸納本研究參與者所共同的因應方式及個人事件的因應方式進行說明，

此歸納的內容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研究參與者於重返職場就業時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研究參與者 

阿均 阿德 阿花 

1. 原雇主協助調整職

務，將汽車維修的工

作，調整為內勤行政

的工作內容。 

2. 改變想法不去理會異

樣的眼光。 

3. 反思與同事的溝通方

式，但無法獲得徹底

的解決。 

1. 重新尋找適合的工

作內容，另外加強其

他的專業技能。 

2. 反思與同事的相處

方式，但無法獲得徹

底的解決。 

3. 透過自身的工作能

力展現，讓雇主願意

繼續留用，改變對障

庇護工場見習面對挑戰的

因應方式： 

1. 排解心理壓力所產生

的憂鬱負面情緒。 

2. 克服心理恐懼，減少逃

避的心態跟想法。 

3. 克服速度障礙，選擇其

他型態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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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整自己的心態轉變

內心想法。 

5. 盡量調整就醫時間避

免影響工作。 

礙者的刻板印象。 

4. 食用保健食品維持

身體健康，降低熬夜

時的工作負擔。 

自行創業賣手工餅乾面對

挑戰的因應方式： 

1. 做出具體行動與家人

溝通獲得認同。 

2. 使用社群網站販售。 

共同的因應方式 

1. 調整職務或重新尋職培養專業技能（阿均、阿德、阿花）。 

2. 反思與同事相處溝通的方式（阿均、阿德）。 

3. 突破困難改善工作困擾： 

        （1）調整就醫時間並善用保健食品維持健康（阿均、阿德）。 

            （2）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展現出工作能力（阿德、阿花）。 

4. 保持開闊的心胸轉變對工作的想法（阿均、阿花）。 

研究參與者個人事件的因應方式 

做出具體行動與家人溝通獲得認同（阿花）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第三節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獲益 

本節是綜合三位研究參與者於重返職場後的獲益進行討論，他們認

為其中的獲益為接觸外在刺激及人際互動使復原速度加快、心境跟著轉

變充滿正向動力、獲得收入減輕生活經濟負擔、找到人生目標生活不再

無聊、思緒變得有條理有助邏輯思考的能力等，以下將對於上述獲益進

行討論跟說明。 

一、 接觸外在刺激及人際互動使復原速度加快 

透過本研究可知，研究參與者阿均因重返職場後開始接觸到不同的

外在刺激，以及面對職場上的人際互動和面臨各種情境的變化，使他覺

得復原速度加快，整體反應也變得比復健期的時候好，例如：口語表達

及人際互動都讓阿均覺得比就業前恢復的速度要快。阿花也同樣的感受

到重返職場在人際互動上，讓她有更多的進步，因為需要與人互動，阿

花更加積極的復健語言的能力，讓她從原本無法用句子完整表達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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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來她能夠用整個句子完整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及感受，這些都是阿

均與阿花認為復原速度變快的證明。 

但阿德則認為重返職場就業並不能加快腦中風後恢復身體健康的速

度，他覺得身體的復原速度與就業沒有直接的關係，且已造成的障礙在

復健到某個程度便會停滯也不可能再進步，只能透過復健的方式維持現

狀延緩障礙持續惡化而已，因此重返職場就業對阿德來說不會是復原速

度變快的獲益。 

二、 心境跟著轉變充滿正向動力 

因為工作使他們轉換心境跟想法，若在腦中風的初期或復健期的階

段，他們在心理狀態方面都顯得較為憂鬱和負面，甚至三位研究參與者

都出現胡思亂想且越想越負面的情形，且容易掉入較為悲觀的想法之中，

但藉由重返職場工作讓他們想法不再悲觀，學著轉換念頭後自然心境也

跟著改變，就不會持續繞著同一種思想和情緒打轉。 

此外阿均和阿花都覺得因為腦中風的疾病再度就業後，反而對生活

或是工作方面變得更加正向積極，他們 都認為唯有靠著自己獨立自主，

自己幫助自己才能讓生活過的更好，不論是面對甚麼樣的挑戰或是困難

他們現在都能以正向的態度去面對解決問題，不再像過去那樣以負面悲

觀的心情看待未來的生活，工作讓他們變得更有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克

服萬難，並且充滿正向的動力規劃著自己的未來人生。 

三、 獲得收入減輕生活經濟負擔 

三位研究參與者中有兩位原本是家庭經濟的支持者，在重返職場就

業後滿足了他們經濟層面的所需。阿均在腦中風後家中經濟便由家人代

為負責，並靠著原本的積蓄和老闆的資助渡過復健期的生活開支，在重

返職場就業後，讓他恢復以往的經濟收入，在生活上不至於感到匱乏。

但阿德本身的經濟情況則較為缺乏，所以重返職場就業可以讓阿德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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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來源，而且不用再靠社福單位的經濟救助，使他實際減輕生活負擔

及原本貧困的經濟壓力。 

阿花雖然不是家庭經濟的支持者，但隨著年紀的增長阿花也意識到

自己應該獨立賺取生活費用，因此在創業之後阿花開始有了一些收入，

使她開始需要懂得管理所有開銷的收入及支出，她認為以往的生活因為

過度依賴家裡的幫助，所以不會去注意自己的生活開銷，自從創業以後

她會注意所有的金錢花費，使她在金錢管理的態度上成長許多。 

根據張昭雅（2007）研究可知，投入就業市場的身障者期待自己免

於成為家庭依賴者與本研究參與者所表達的想法相同，這代表即使不是

家庭經濟的支持者，也不希望成為家庭依賴者，更因為工作獲得收入使

他們在生活上都有經濟方面的改善，這與林昭文（1996）研究發現經濟

取得是工作重要的因素，和研究參與者所認為的相同。 

四、 找到人生目標生活不再無聊 

阿均、阿德及阿花都曾在復健期的時候，經歷過每天無所事事沒有

人生目標的生活階段，而他們同樣都在重返職場工作後感覺生活不再像

過去那樣無聊，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因為工作使他們過的充實，逐漸找

回規律的生活方式，開始有了新的人生目標，有事做這件事讓他們不再

覺得自己虛度光陰。因此從本研究中可以發現，三位研究參與者同時都

因重返職場而開始重新融入社會生活，各自在工作過程中找到新的人生

目標並持續往新的目標邁進。 

五、 思緒變得有條理，有助邏輯思考的能力 

阿花在創業以前接觸的生活刺激相對較少，所以很少動腦思考其它

方面的任何事情，但在創業以後她開始發現自己的思緒變得有條理，且

在做事情上面邏輯順序也清楚許多，所以讓她覺得很多方面都必須經過

考量，不像過去那樣思緒不清，也容易忽略很多生活上的瑣事，現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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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時常思考做事情的方式跟程序，因此她認為創業所做的工作，帶給她

思緒有條理幫助邏輯思考的影響很深。 

至於阿均及阿德在腦中風時並未傷及思考邏輯和記憶的能力，所以

對他們來說沒有明顯覺得此方面的能力有所改變，因此在他們重返職場

就業後並未感受到這方面的改變，也就不會是他們重返職場的獲益。因

此從這兩位研究參與者可知，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獲益，會因他們所

感受的情況而有所差別，不一定每位腦中風患者都會有一樣的感受，會

因為他們所在的職場或就業內容而有所差異。但本節上述所提到的收穫

則是研究者透過此研究中所歸納出的共同獲益，藉著重返職場的獲益說

明，勉勵腦中風患者應勇於嘗試重返職場，或許能獲得更多未知的收穫。 

 

 

 

 

 

 

 

 

 

 

 

 

 



118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透過質性研究的

方式瞭解腦中風患者從經歷腦中風到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以及重返職

場所面臨的挑戰及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最終透過重返職場而有個別不

同的獲益，從三位腦中風的研究參與者身上發現其生命經驗所帶給本研

究的啟發，並以 NVivo 質性分析軟體歸納本研究重要發現。本章共分為

三節，第一節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為研究結果提出建議，第三節為

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重點主要在說明研究發現與綜合討論的結果，所整體歸納出的

結論，針對腦中風患者在整個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中，而得出就業歷程

的結論、面臨的挑戰及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重返職場的獲益等內容，

將在此逐項敘述如下： 

壹、 腦中風患者從經歷腦中風到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 

一、 腦中風疾病發生就醫治療導致工作或求學中斷 

腦中風為突發性疾病，若平時未加以注意並預防，或是服用降血壓

的藥物，很容易因忽略身體健康的情況導致腦中風的發生。三位研究參

與者都是在身體突然發生不適的反應情況下，才馬上前往就醫治療，在

就醫治療期間，因身體狀況無法及時恢復，必須持續住院觀察一段時間，

或透過手術的方式清除腦出血的情況，使得腦中風患者大多需要休養復

健的時間，無法立即重返職場就業，導致原本的工作或求學中斷，而失

去原有的工作機會。因此腦中風的突發情形，通常會讓患者出現臨時性

或長時間中斷工作及就業，若為求學階段也會使其影響求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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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復健期的復健情形是重返職場的關鍵過程 

腦中風造成患者在生理及心理方面程度不同的障礙情形，生理障礙

以上肢體及下肢體障礙為主，此外其他部分的障礙如語言溝通障礙和半

盲情形，是因為腦出血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影響。研究參與者在復健期間

便開始進行各項復健行為，來預防肢體發生攣縮或失能的狀況，此外心

理方面在腦中風後研究參與者中的兩位都發現有憂鬱的情緒產生，其中

一位則較為嚴重因無法接受腦中風的事實而抑鬱封閉自我，因此心裡調

適對於腦中風患者來講也是格外重要的復健關鍵因素，本研究發現若能

自我接納調適則在復健期間會較為積極面對進行復健治療。 

在復健的部分，研究參與者嘗試透過醫療、運動、生活習慣的改變、

心理調適等進行復健治療，從中可知主要以定期回診穩定病情為主，再

搭配運動的方式，例如：健走、爬山、氣功、打坐、游泳、水療、舉啞

鈴等方式，促進體能及復健肢體增強整體功能恢復。在此期間會因腦中

風患者的障礙程度而影響復健時期的長短，有些障礙可在短時間內迅速

恢復，並恢復到一般常人的狀態，但有些障礙則已造成永久傷害，而必

須長期持續復健以維持現狀，此外研究參與者都在腦中風後開始改變原

有的生活習慣，以預防再次腦中風的發生。 

因此腦中風患者若能及時於復健期間積極進行對障礙的復健，使身

體能夠恢復到較佳的狀態，這對於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會有很大的幫助。

且在本研究中發現腦中風的障礙嚴重程度及事後的復健積極度，都會影

響著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時間，所以復健情形的好壞是重返職場就業

最為關鍵的過程。 

三、 尋職期的就業動機與職業重建的協助會影響重返職場的速度 

腦中風患者在經過漫長的復健期後通常已脫離職場一段時間，以研

究參與者為例，分別已離開職場八個月、一年及二十年的時間，隨著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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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職場的時間長短，對就業的想法也開始產生變化，並會依據個人不同

的生活情況及自身的因素考量而有不同的就業動機，這些就業動機則影

響著腦中風患者對就業的選擇及重返職場時間的速度。 

此外透過職業重建的協助可以讓腦中風患者重新檢視自己的障礙情

況、就業技能和省思自己對就業的整體需求，藉由職業重建所提供的專

業諮詢和評估，能夠讓腦中風患者更快的進入尋職所需具備的條件，並

朝著所期待的職場或就業目標前進，比起自行上網尋職或自行面試來得

有較大得幫助且容易獲得就業的機會，而有效減短尋職待業時間，可以

有較快的速度重返職場就業。 

四、 重返職場方式因人而異，就業技能和障礙程度為主要影響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方式，主要因中風前的就業技能和中風後的

障礙情形為影響，其次則是當時的就業情形和雇主的態度，主導著重返

職場的順利與否。若在中風前已具備就業技能，且中風後障礙程度又較

低的情況，則不論是重返原職場或是重新尋職會相對容易，但如果在中

風前較無就業技能，於中風後障礙程度較高則重返職場會相對困難。此

時則必須透過其它的職業訓練進一步培養就業技能和專業能力，或是搭

配原有的工作經驗和能力，才有機會重返一般職場就業，否則要重返職

場就業則相對不容易和困難。此外重返職場的方式多元，不一定要受雇

才是重返職場就業，若能發現自己其它的興趣，積極培養成專業技能，

也能透過創業的方式達到相同的工作目的。 

五、 家人及職場同事的社會支持有助於工作適應 

腦中風患者在經歷中風到重返職場就業的過程中，若有家人的支持

陪伴和職場雇主同事的關心，則在內心感受上會獲得相對的支持感，也

會因社會支持的關係而產生對自己努力積極的動力。但若工作職場未給

予相對支持，則會在職場產生適應問題，例如：與同事相處不和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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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異樣眼光或整體適應不佳等情形產生，因此家人及職場同仁的支持

會是有助於工作適應的助力之一。 

貳、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面臨的挑戰及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一、 重返職場面臨的挑戰 

（一） 轉換原職業或工作內容需重新適應和學習 

腦中風患者若在中風後無法重返原職場就業，則會需要轉換原職業

或工作內容，這對於在原職業發展已久的研究參與者會是一大挑戰，因

為得重新適應新職業的工作環境及工作內容，所有曾熟悉的工作方式也

都因為職業不同而須重新學習，且在轉換的過程中也得重新評估適合自

己的職業方向和工作內容。 

（二） 職場人際關係的改變，與同事間的相處情形會影響其工作適應 

有關腦中風患者於重返職場後的人際關係相處方面，因調整原職務

或重新尋職需適應新的職場人際關係，都會遇到與同事間相處溝通的問

題，尤其與同事的互動情形最為重要，這會影響重返職場後的工作適應，

從研究中可以發現即使重返原職場工作也會因調整職務，而與同事間產

生對工作價值觀的落差，進而影響彼此間的相處關係。此外進入新的職

場就業，也會因為需要適應新的職場人際關係，而需要時間與同事互相

瞭解，以減少彼此間的誤會和摩擦。 

（三） 障礙和體能的限制影響工作表現 

腦中風患者在經歷中風後，使得障礙和體能產生不同程度的變化，

例如：雙手的抓握能力、手部精細動作的執行、下肢體的行走或站立及

口語溝通表達的能力等，都會影響著工作時的表現情形。此外腦中風的

患者，由於體能無法過度負擔需要熬夜的工作內容，而會間接影響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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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時的工作表現。且不論是何種性質的工作內容，多少會因障礙和體

能的限制而影響到工作當下的表現。 

（四） 心理因素的影響，阻礙腦中風患者對生涯發展的廣度 

重返職場後的腦中風患者在就業過程中，多少會伴隨著各種心理層

面的因素，進而影響腦中風患者對於就業時的想法和感受，加上當下所

面臨的工作環境變化、職場壓力及能力退化等情形，使本研究的兩位參

與者都在回到職場時產生對未來茫然充滿著不確定感、對工作失去自信

心及懷疑踏入職場就業的選擇，這些恐懼的想法間接造成腦中風患者阻

礙生涯發展的廣度，因而限制住其他發展的可能性。相反的，若能克服

心理因素的侷限，盡力發揮應有的能力於工作表現上，則能有突破現狀

的機會往更好的生涯方向發展。 

（五） 家人反對重返職場就業的立場，會促使自我效能的信念提昇 

若家庭狀況良好且經濟支持度高的腦中風患者，較不需要擔任家庭

經濟主要支持者的角色，其家人的立場反而會期待患者能夠以自身的健

康為主要考量，而較不希望患者重返職場就業，主要是擔心腦中風患者

重返職場就業會影響身體健康。但本研究的參與者對自己人生有一份實

現自我價值的信念，即使在家人反對的立場下，反而更加堅定要靠自己

努力的想法。從中可知由於家人的反對意見，促使其決定勇於面對家人

反對的衝突，並加深想嘗試外出工作的信念，透過積極努力面對解決困

難阻礙，進而激發自我效能的表現，使其最終達成實現自我的理想。 

二、 重返職場面對挑戰的因應方式 

（一） 調整職務或重新尋職並培養新的專業技能 

重返職場首先面臨重新尋職或在原職場進行職務調整，重新尋職必

須考量到腦中風患者當下所具備的專業技能，若沒有專業技能則須就現

有的就業能力找尋適合的就業媒合機會，並透過職業重建的協助加強尋

 



123 

 

職的能力。若透過原職場雇主的職務調整，也可達到其重返職場繼續就

業的機會，只是必須花時間適應及調整內心對職務轉換的想法。在獲得

工作機會後應培養其他專業技能，增加職場就業的競爭力以符合職場的

就業需求。 

（二） 省思與同事相處的溝通方式，有助改善職場人際關係 

在面對職場人際關係時，因職場不同所遇到的相處模式也略有差異，

分別為原職場、新職場和庇護性職場的人際相處情形，其中兩位研究參

與者同樣都面臨到與同事觀念不合或無法相處溝通的情形，因應方式都

以告知老闆或主管協助處理為主，但有些相處上問題仍無法獲得實際上

的解決，所以最後都是選擇改變自己接受現況，並持續改善與同事相處

的方式，會有助於彼此間的相處關係。此外由於庇護性職場都是身心障

礙者，在職場人際部分相對友善，因此在與同事溝通相處方面彼此會較

為順利且包容。 

（三） 透過調整就醫時間、善用飲食維持健康、展現工作能力，突破困   

難改善工作困擾 

為了就醫調養無法兼顧工作，進而影響工作表現，因此透過調整就

醫的時間，可以避免影響整體工作情況。對於熬夜輪班的困擾，透過善

用健康的飲食方式，養成規律的睡眠習慣，可幫助維持體能於夜間輪班

工作的時候。因為障礙影響工作能力而被質疑的困難，藉著找到適合自

己的工作方式，展現其工作能力，證明即使面對身體的限制，若能針對

腦中風患者本身的需求狀況加以調整，是可以有效突破工作困境，並獲

得實際上的改善，最終解決其中的工作困擾。 

（四） 保持開闊的心胸，有利於生涯規劃或就業發展 

重返職場時因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所以因情況差異而各自發展出

不同的態度和想法，去調整與適應所發生的困境，透過重返職場發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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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不踏實到找回自信，或從工作中遇到挫折而卻步退縮和產生恐懼，

到最後面對工作逐漸失去信心的過程，使他們瞭解重返職場對自己的意

義何在，而從中發掘自己真正的需求，並且保持開闊的心胸，重拾原本

的自信心，逐步邁向新的生涯規劃或就業發展的契機。 

（五） 堅持就業信念做出具體的行動目標，努力獲得家人的認同 

腦中風患者在投入職場就業時，或許會因為身體的情況，而使家人

擔心所以反對其投入職場就業，但在期待能獨立自主生活和對自己信念

的堅持下，透過實際具體的行動證明自己的決心，並嘗試透過不同的求

職、就業、創業的方式，讓家人消除心中的疑慮，最終透過積極的努力，

獲得家人支持與認同。 

參、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獲益 

一、 接觸外在刺激及人際互動使復原速度加快 

重返職場因開始接觸不同程度的外在刺激，以及面對職場上的人際

互動和各種情境的變化，使得口語表達及人際互動都比就業前恢復的速

度要快，加上腦中風患者在重返職場後，更加積極融入職場進行各種復

健，讓整體恢復速度更加迅速，反應也變得比復健期的時候好很多。但

由於每個人的身心情況不同，因此重返職場就業並不代表一定會加快復

原的速度，所以復原速度是否變快也會有個別差異。 

二、 心境跟著轉變充滿正向動力 

重返職場就業使腦中風患者開始轉變心境，在腦中風初期和復健階

段，心理狀態都顯得較為憂鬱和負面，都有胡思亂想且越來越負面的情

形，也容易掉入悲觀的想法之中，腦中風患者再度就業後，對生活或工

作都變得更加正向積極，靠著自己的力量，重新幫助自己生活過的更好，

以正向的態度面對解決問題，不再像剛腦中風時會以負面悲觀的心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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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未來的生活，工作讓他們變得更有信心，且充滿正向的動力開始對未

來有著規劃跟希望。 

三、 獲得收入減輕生活經濟負擔 

腦中風為一種突發性的疾病，原本若是家庭經濟支持者的角色，會

因腦中風而中斷原有的經濟收入來源，相反的若非家庭經濟支持者的角

色，則對於經濟壓力的負擔相對較小。因此重返職場就業可以讓有經濟

需求的腦中風患者，獲得經濟層面的支持，實際減輕生活負擔。對於非

家庭經濟支持者的腦中風患者，能在獲得收入後開始學習理財，而不再

依靠家人的經濟支持可以獨立生活。 

四、 找到人生目標生活不再無聊 

腦中風患者因重返職場而重新融入社會生活，在復健期他們每天過

著無所事事沒有人生目標的生活，在重返職場後都感覺生活不再像休養

時那樣無聊，工作使他們過得充實逐漸找回規律的生活方式，開始出現

新的人生目標，有事可做讓他們不再覺得自己虛度光陰。 

五、 思緒變得有條理，有助邏輯思考的能力 

腦中風的後遺症會影響一個人的邏輯思考和記憶力，研究參與者在

投入創業以前生活刺激相對較少，但在創業以後生活刺激變多，思緒開

始變得有條理，做事情的邏輯順序也清楚許多，有助其邏輯思考的能力

提昇。但若在腦中風時未傷及邏輯思考和記憶能力者，則腦中風前後在

邏輯思考上會較沒有太多的差異性影響此方面的能力改變。 

第二節 建議 

本節將針對研究中所發現的問題給予腦中風患者、公私立部門及職

業重建服務、職場雇主同事及腦中風患者的家人提出具體建議，期待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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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研究的建議，能協助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業時有更具體的幫助，

其說明如下： 

壹、 對腦中風患者的建議 

一、 進行職涯規劃再就業，應積極培養工作專業技能 

經由研究發現腦中風患者因突然患病導致中斷就業或無法重返原職

場繼續工作，且受到腦中風的障礙影響而改變原有的職涯發展方向，因

此建議腦中風患者在重返職場就業前，應事先評估自身現有的能力與狀

況及求助於專業諮商人員，協助討論調整其職涯發展方向後再重返職場

就業。此外腦中風患者在中風前所具備的工作技能，會因腦中風的障礙

而喪失原本的能力和技術，所以不論腦中風患者重返原職場或需轉換行

業工作，都必須積極再次培養有利於就業的新工作技能，持續學習提升

自我的職場競爭力，以避免因腦中風的疾病障礙和缺乏工作技能而被職

場現實淘汰。 

二、 建立職場良性的互動關係，可減少與同事之間的相處摩擦 

腦中風患者不論是重返原職場或者投入新職場就業時，會因為感受

到同事異樣的眼光，或是投入新職場與同事工作時所產生的相處摩擦，

都會影響與同事間的相處關係。若能抱持著較為開放的心胸及態度，減

少猜忌及調適內心的落差感，不以個人主觀感受為出發點，在職場盡可

能與同事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應可減少與同事相處間的摩擦情形，或

許未能達到百分之百的良性互動關係，但卻能讓腦中風患者本身較能重

新融入職場繼續就業，達到與同事間建立友善互動的可能性。 

三、 積極融入社會參與，追求新的人生目標 

腦中風患者容易在罹患腦中風後喪失生活目標和不願參與社會人際

間的互動，這使得他們變得消極無法融入社會生活。因此建議腦中風患

者無論障礙嚴重程度多寡，或者有無能力重返職場就業，都應積極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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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會互動，不應選擇自我封閉，可試著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找到

重新追求的人生目標及夢想，給自己有一個重新實現自我的機會。 

此外有些腦中風患者因障礙嚴重，或許就業有可能會更加重其身體

及心理的負擔，並不適合進入職場繼續工作，若可透過其他的方式重新

融入社會繼續生活，從中獲得新的生活方向，會比腦中風後重返職場就

業還更有生活幫助，因此建議腦中風患者若無法順利重返職場就業，可

朝著社會參與的方式進行努力，最終可找到適合的人生目標。 

貳、 對公私立部門及職業重建服務的建議 

一、 針對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腦中風患者，提供職業重建服務 

針對部分腦中風患者因障礙程度未達到領取身障手冊的標準，而導

致無法獲得職業重建服務的幫助，使得他們在重返職場的尋職或就業上

較為弱勢，並且少了一個能夠求職的機會管道。若職業重建服務能針對

有就業需求或需諮詢生涯規劃，但未領有身障手冊的腦中風患者提供協

助，應能幫助到更多未領有手冊，卻有就業需求的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 

二、 腦中風病友團體可發展提供腦中風患者的就業服務資源 

目前腦中風的相關病友團體或協會單位，都以腦中風患者的復健治

療為主要協助目標，並未針對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業提供相關協助的

服務。因此若腦中風的病友團體或協會能提供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業

的相關資源，將有助於腦中風患者對重返職場就業的事先調適，並增加

另一個獲得協助的管道，所以建議腦中風相關的病友團體，除重視腦中

風患者的身心復健外，也可發展提供就業資源的相關服務，促進腦中風

患者重返職場就業並重新融入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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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推廣職務再設計之概念，以協助其職場就業適應 

多數雇主及腦中風患者都並不瞭解職務再設計的概念，也不知道職

務再設計可以協助障礙者順利就業，其實只要雇主善加使用職務再設計

的服務，是可以有效協助腦中風患者提高工作適應及其工作效率。因此

建議公部門單位應加強推廣職務再設計之概念，讓雇主可以透過職場就

業環境或工作的調整，協助腦中風患者解決重返職場所遇到的工作問題，

讓他們更能適應腦中風後重返職場的工作環境。 

參、 對職場雇主及同事的建議 

一、 提供適當的職務再設計，將有助職場的工作適應 

每種工作職場都有屬於該行業的挑戰或困難情況，所以腦中風患者

在重返職場後，會因身體的障礙或產生的限制，有可能因此影響整體工

作表現，若雇主能透過職務再設計的方式，協助其調整職務或申請輔具，

將有助於職場的工作適應，可使腦中風患者提高工作效率，以減少腦中

風障礙所產生的限制。透過簡單的職務再設計進行調整，或許能讓腦中

風患者順利進行職務，並且可以有發揮其他工作能力的機會。 

二、 多以同理心及包容的態度適時關懷，消除偏見減少異樣的眼光 

腦中風患者需要多一點的同理心和包容的態度，看待他們在工作上

的轉變，對腦中風患者而言有許多工作上的挑戰和困難是腦中風前未曾

遇到的經驗，但在腦中風後原本容易的工作項目，一下子變成困難的挑

戰，使他們需要花時間適應和面對，若同事能以同理和包容的態度，進

行相處並適時關懷，對於腦中風患者會是支持的力量和鼓勵。 

此外消除偏見減少異樣的眼光，增加職場的友善度，將可以讓腦中

風患者降低心理壓力減少心理衝突感，能有良好適應重返職場的機會，

職場是一個腦中風患者鼓起勇氣與社會接觸就業的場所，若同事能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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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重返職場時，不帶著歧視的眼光看待腦中風患者，相信對於他們重返

職場就業會有很大的幫助。 

肆、 對腦中風患者家人的建議 

一、 能給予正向關懷和支持，並適度的鼓勵與陪伴 

家人無疑是腦中風患者最好的後盾，若能給予正向的關懷和支持，

會有助於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信心，千萬不要因過度的保護而阻礙了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機會。因此盡量的給予適度的鼓勵與陪伴，讓腦

中風患者能有自己選擇獨立生活的方式，家人的支持會是幫助腦中風患

者盡早融入職場重新生活的關鍵角色。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節主要針對在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研究限制，以及提供未來其他

對於腦中風患者有興趣研究相關議題者，有一個研究參考方向的依據，

並可作為未來研究之議題的延伸。 

壹、 研究限制 

一、 收案來源較不多元，主要以醫療體系及職業重建轉介為主 

因受限於腦中風患者多以復健治療為主，所以在收案的時候偏向以

醫療體系推薦或是接受職業重建轉介為主要對象，在研究階段雖設定透

過各種管道進行邀請，如各公私立職業重建相關單位、腦中風機構團體、

醫院相關單位及復健諮商領域等進行研究參與者的募集，但收案區域實

際上以雙北市為主，要能招募到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業的個案較為稀

少難尋，因此造成研究者僅能透過醫療體系及職業重建單位轉介，才可

尋得適合的研究參與者，使得研究參與者的來源較為單一而不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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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缺乏其他面向的重要他人協助增加資料的豐富性 

由於研究參與者都尚在該職場持續工作，為了避免打擾職場雇主及

同事，因此無法透過他們的角度進行訪談驗證，對於研究參與者的看法

及觀點無法加以詳細佐證，此外研究參與者的家人部分，也受限於腦中

風患者與家人間的相處關係，所以不便進行重要他人的訪談紀錄，僅能

透過研究參與者的敘述瞭解其中的過程情況。建議未來增加其重要他人

的敘述加以實證，必能使本研究的資料更加多元而豐富。 

貳、 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以多元化的研究對象探究不同的腦中風情形 

本研究的參與者在腦中風前以藍領為主要工作領域，建議未來研究

對象可嘗試設定以白領的腦中風患者為主要研究對象，或許在重返職場

的就業選擇會有所不同，也能有其他的研究發現產生。此外本研究的收

案對象恰巧都是腦出血型的中風患者，並未有腦梗塞型的中風患者，因

此若未來研究可綜合腦出血及腦梗塞的中風患者進行研究，將可以增加

研究的豐富性，並能持續瞭解不同的腦中風情形，是否對於腦中風患者

也有差異性的影響，這些都有待未來的研究者深入追尋這研究的答案。 

二、 可採量化方式進行不同的研究方法 

因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進行資料收集分析的過程，目的是從研究

參與者的主觀經驗及看法詮釋其整體的就業歷程。若未來有機會再進行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就業歷程相關研究，建議研究可針對腦中風患者

重返職場就業的職種、平均年齡、就業時間的長短、障礙程度等方面做

為量化數據的分析並結合質性研究的結果進行討論，以利更加深入的瞭

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需求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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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的省思 

關於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就業的議題，還有許多待解的問題需要更

加深入的探討及瞭解，從研究中挖掘出一個個等待持續研究才能解答的

答案心中不免還是充滿著疑惑。對於腦中風患者的議題起因於自己是身

障職業重建領域的一名成員，也是一名腦中風患者的家人，從中研究者

試圖找出腦中風患者在就業方面的答案，因此對於此研究抱持著深刻的

熱情，期待可以找一個能夠讓他們順利就業的方法，透過腦中風患者的

經驗歸納出能夠具體協助的方式，但人生沒有固定的答案，只能從歷程

中不斷的找尋那所謂的方法，期待腦中風患者不是只被看待為疾病治療

的研究對象，而是能從中替他們找到重新回歸生活就業的方式。 

從腦中風患者就業的歷程中，可以發現輕微腦中風者、中度腦中風

者及嚴重腦中風者的障礙和心路歷程各有轉折不同，而他們所需要的就

業安置也應因人而異，在進行研究前研究者曾認為腦中風患者在康復後

選擇重返職場就業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與生涯規劃，但在研究過程中，研

究者感受到他們不同經驗和價值觀後，才知道就業雖然是一條可以豐富

生命多元的道路，但卻不是唯一的一條生存之路。只是無奈於現實考量

為自己生活找點事做，重返職場變成多數人的一種選擇，如果多數腦中

風患者終將重返職場，那就應當開始重視腦中風患者在就業議題上的協

助，不要讓腦中風患者只有發達的醫療資源，而忽略了醫療以外的就業

需求，因此期許職業重建能給腦中風患者另一個不同的生涯選擇。 

三位腦中風患者的生命故事，激勵了我們應該珍惜所擁有的健康，

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去體驗那無法重來的當下，假使人生能夠重來他們一

定會選擇更加珍惜自己的健康，以挽回那造成障礙的事實，但他們的正

向努力喚醒了我們對於腦中風疾病的重視，讓未有此疾病者盡早預防，

若患有腦中風者也能像他們一樣持續為自己的生活未來奮鬥。 

 



132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王育瑜（1997）。台北市視障者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研究。臺北市：

財團法人台北市愛盲文教基金會。 

王國羽、林昭吟、張恆豪（2012）。障礙研究理論與政策應用。臺北市：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王心柔（2013）。視多障者就業歷程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臺北市。 

王昱菱、陳嘉玲（2013）。腦中風之復健。在洪章仁、賴金鑫、王顏和編

著，復健及物理醫學（第 31章，頁 665-691）。臺北市：合記圖書

出版社。 

何宜岡（2014）。中途致障者就業需求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防

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研究所，臺北市。 

李金和、王俊毅、林怡儒（2012）。慢性腦中風復健門診患者之健康相關

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探討。長期照護雜誌，16（2），143-157。 

李金英（2015）。急性後期腦中風婦女之自覺社會支持探討（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研究所，臺北市。 

林志昌（2015）。黎明前與後~重度視覺障礙女性就業歷程之敘事探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臺北市。 

 



133 

 

林幸台（1987）。生計輔導的理論與實施。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林幸台（2007）。身心障礙者生涯輔導與轉銜服務。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林幸台、田秀蘭、張小鳳、張德聰（2010）。生涯輔導。臺北市：心理出

版社。 

林昭文（1996）。支持性就業殘障者工作滿足影響因素之研究-以台北市

支持性就業殘障者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陽明大學衛生

福利研究所，臺北市。 

林冠斐（2012）。探討住院復健腦中風病人自我效能、日常生活功能、憂

鬱症狀與生活品質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長庚大學護理系

研究所，桃園市。 

林淑鈴（2012）。中途肢體障礙者重返職場歷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系研究所，臺北市。 

邱永祥(2001)。影響高職特教班畢業生工作適應相關因素之研究（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彰化市。 

邱弘毅（2008）。腦中風之現況與流行病學特徵。台灣腦中風學會會訊，

15(3)，2-4。 

吳芝儀（2000）。生涯輔導與諮商。嘉義市：濤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吳佩霖(2010)。就業中的脊髓損傷者之就業調適歷程探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臺北市。 

 



134 

 

吳佩雯（2013）。輕中度腦中風患者的日常生活自我效能及中風後憂鬱與

生活品質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陽明大學臨床暨社區

護理研究所，臺北市。 

金樹人（1987）。生計的觀念、生計的輔導。諮商與輔導，1，14-15。 

周真玲（1987）。腦中風的預防。健康世界，142，60-65。 

周智男（2013）。中途致障者社會支持與工作自我效能之關係研究-以屏

東縣肢體障礙者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

會工作系研究所，屏東縣。 

岡安裕之（2011）。腦中風預防與最新治療（吳佩俞譯）。台中市：晨星

出版有限公司。（原作 2011年出版）。 

洪章仁、賴金鑫、王顏和（2012）。復健醫學。臺北市：合記圖書出版社。 

侯孟真（2015）。中風病人的治療動機與日常生活功能改善之關聯性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職能治療研究所，臺北市。 

唐先梅、陳怡伃（2006）。困境與希望：罕見疾病身心障礙者之就業需求。

台北市：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高瓊芳、江慧玲、史麗珠、劉祥仁（2008）。門診腦中風患者之生活品質

及其相關因素探討。實證護理，4（2），127-136。 

高美錦（2014）。初期慢性腎臟病患疾病知識、自我效能、自我管理與自

我照護行為之關係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護理系研究所，臺北市。 

 



135 

 

梁寧寧（2010）。腦中風住院病患罹患憂鬱症及被處方抗憂鬱劑盛行率及

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健康

事業管理研究所，臺北市。 

紐文英（2014）。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張成國（1988）。腦中風的治療與預防。在崔玖、張成國、王惟編著，腦

中風預防治療與復健（第 22講，頁 144-166）。台北市：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中西醫合作研究推行委員會。 

張育儒、胡國琦、姜義彬、莊曜嘉、郭芷霖（2014）。缺血性腦中風病人

住院期間所接受的復健治療量與殘障和死亡風險之關係。台灣復健

醫誌，42（4），191-198。 

張泓(2013)。學習障礙青年就業歷程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彰化市。 

張昭雅（2007）。成為有用的人-身心障礙者就業與數位機會（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臺北市。 

張峻斌、周立群（1996）。圖解腦中風的防治與康復。新北市：躍昇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張彧（2012）。職能治療與職業重建。臺北市：禾楓書局有限公司。 

張鳳仙（2012)。預防中風。藥學雜誌，28（4），147-151。 

崔毅（2011）。腦中風復健與護理。臺北市：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莊禮安（2016）。中風後憂鬱症之探討。血管醫學防治季刊，25(6)，37-38。 

 



136 

 

黃淑芬、張成源（1988）。如何鼓勵中風病人重返工作。在崔玖、張成國、

王惟編著，腦中風預防治療與復健（第 21講，頁 134-143）。臺北

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中西醫合作研究推行委員會。 

黃林煌（2011）。中風中醫典籍彙編上冊。臺北市：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

委員會。 

陳昌明（2011）。如何有效預防中風。今日合庫，37(9)，4-27。 

陳怡龍（2012）。腦中風衛教。臺北市醫生公會會刊，56(2)，38-41。 

陳韋伶(2014)。兩位已婚女性精神障礙者家庭生活調適歷程之敘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臺北

市。 

陳珮綺（2011）。創傷性腦傷者就業歷程之敘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臺北市。 

陳雅玲、吳亭芳、徐淑婷（2011）。就業與未就業慢性精神障礙者活動參

與之現況：以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來探討。中華心理

衛生學刊，24（4），525-548。 

陳榮基（2003）。腦中風之預防。聲洋防癌之聲，103(9)，2-8。 

陳適卿（2016）。腦中風復健照護全書。臺北市：原水文化。 

陳靜江（2001）。運用輔助性科技促進身心障礙者之就業與工作調適。就

業與訓練，19(1)，12-16。 

單小琳（1990）。教師的社會支持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臺北市立師範學

 



137 

 

院學報，36（1），123-154。 

勞勃•殷恩（Robert K. Yin）（2014）。質性研究：從開始到完成（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start to finish）（李政賢譯）。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原作 2010年出版）。 

葉伯壽（2017）。台灣腦中風概況與急性腦梗塞的治療發展。中國統計學

報，55(2)，64-66。 

葉英堃（1995）。生活事件、社會支持與精神疾病。中華精神醫學，9（3），

177-186。 

董正珮（2015）。嘉義地區腦中風病人主要照顧者負荷及其相關因素探討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長榮科技大學護理研究所，嘉義縣。 

榮倫斯•紐曼（W. Lawrence Neuman）（2012）。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

方法之應用（Understanding Research）（郭思餘譯）。臺北市：雙葉

書廊有限公司。（原作 2008年出版）。 

蔡怡秀、孫明輝、陳秋美、郭憲文、洪麗珍（2003）。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病患延遲到依相關因素之探討。中台灣醫誌，8，S36-S42。 

蔡惠如（2014）。探索初次腦中風病患之調適過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研究所，台中縣。 

蔡美德（2014）。台灣腦中風患者就醫歷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嘉義縣。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市：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138 

 

鄭建興（2006）。腦中風的防治與復建。臺北市：健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衛生福利部（2016）。民國 105年主要死因統計結果分析。上網日期：2018

年1月14日。取自網址：https://www.mohw.gov.tw/cp-16-33598-1.html 

廖建彰、李采娟、林瑞雄、宋鴻樟（2006）。2000年臺灣腦中風發生率

與盛行率的城鄉差異。台灣衛誌，25(3)，223-230。 

廖華芳（2012）。復健與健康評估：ICF指引之運用。臺北市：合記圖書

出版社。 

劉明揚、顏士程、鄭孟忠、陳世穎、林俊成（2014）。生涯規劃與發展。

新北市：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賴資賢、翁文章（2006）。腦中風的診斷與治療。臨床醫學，57，274-280。 

歐羽珊（2014）。探討整合性家庭介入措施對於腦中風病人及其家屬之社

會支持與身心健康之成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防醫學院護理

研究所，臺北市。 

謝清麟、李孟峰（1996）。影響中風病人重返工作之因素。職能治療學會

雜誌，14（1），28-33。 

顏文榮（2011）。疾病嚴重度對台灣特定性腦血管疾患住院診斷關聯群之

解釋力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台南

縣。 

 



139 

 

簡宏生（2011）。顏面燒傷者就業歷程與職業重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臺北市。 

簡聖潔（2013）。結核病患社會支持與生活品質的相關性探討（未出版之

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研究所，臺北

市。 

蕭淑貞、金繼春、劉芹芳（2007）。腦中風病患之日常活動自我效能及其

相關因素。實證護理，3（1），45-53。 

壢新醫院中風醫療中心（2012）。擺脫中風威脅：你一定要知道的對策。

新北市：晶冠。 

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 Tamar Zilber（2008）。敘事研究：閱

讀、分析與詮釋（Narrative Research：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吳芝儀譯）。嘉義市：濤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原

作 1998年出版）。 

西文文獻 

Arwert, H. J., Schults, M., Meesters, J. J. L., Wolterbeek, R., Boiten, J., & 

Vlieland, T. V. (2016). Return to Work 2–5 Years After Stroke: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in a hospital-based populatio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 11, 1-8.doi: 10.1007/s10926-016-9651-4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215. 

http://dx.doi.org/10.1037/0033-295X.84.2.191 

 

http://dx.doi.org/10.1037/0033-295X.84.2.191


140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Macmillan. 

Caeiro, L., Ferro, J. M., Santos, C. O., & Figueira, M. L. (2006). Depression 

in acute stroke. Journal of Psychiatry & Neuroscience, 31(6), 377-383. 

Dipiro, J. T., Talbert, R. L., Yee, G. C., Matzke, G. R., Wells, B. G., & Posey, 

L. M. (2008). Pharmacotherapy A Pathophysiologic Approach. 2008.  

    McGrawHill/Appleton & Lange. 

 

Eklund, M., Hansson, L., & Ahlqvist, C. (2004). The importance of work as 

compared to other forms of daily occupations for well being and 

functioning among persons with long-term mental illness.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40(5), 465-477.  

doi: 10.1023/B:COMH.0000040659.19844.c2 

 

Gallagher, P. (2010). Becoming normal: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on the 

emotional process of stroke recovery. Canadi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Nursing, 33(3), 24-32. 

Gorelick, P. B. (2009). Burden of stroke and risk factors. In Stroke Karger 

Publishers. https://doi.org/10.1159/000210268 

Hartke, R. J., & Trierweiler, R. (2015). Survey of survivors' perspective on 

return to work after stroke. Topics in Stroke Rehabilitation, 22(5), 

326-334. http://dx.doi.org/10.1179/1074935714Z.0000000044 

Hershenson, D. B. (1981).Work Adjustment, Disability, and the Three R's of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 Conceptual Model.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25, 91-97. 

 

http://dx.doi.org/10.1179/1074935714Z.0000000044


141 

 

Hershenson, D. B., & Szymanski, E. M. (1992). Career develop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Basics and beyond, 

2, 273-303. 

Hershenson, D. B. (1996).Work adjustment:A neglected area in career 

counseling.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74,442-448. 

House, J. A. (1981).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Hsieh, F. I., Jeng, J. S., Chern, C. M., Lee, T. H., Tang, S. C., Tsai, L. K., & 

Chiou, H. Y. (2016). Quality Improvement in Acute Ischemic Stroke 

Care in Taiwan: The Breakthrough Collaborative in Stroke. Plos one, 

11(8), 1-12. doi:10.1371/journal.pone.0160426. 

Hsieh, F. I., Lien, L. M., Chen, S. T., Bai, C. H., Sun, M. C., Tseng, H. P., & 

Lin, H. J. (2010). Get with the guidelines-strok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urveillance of stroke care in the Taiwan Stroke Registry. Circulation, 

122(11), 1116-1123. 

https://doi.org/10.1161/CIRCULATIONAHA.110.936526 

Kouwenhoven, S. E., Kirkevold, M., Engedal, K., & Kim, H. S. (2011). 

Depression in acute stroke: prevalence, dominant symptom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33(7), 

539-556.http://dx.doi.org/10.3109/09638288.2010.505997 

Lambiase, M. J., Kubzansky, L. D., & Thurston, R. C. (2015). Positiv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stroke risk: The benefits of emotional vitality. 

 



142 

 

Health Psychology, 34(10), 1043-1046. 

Li, S. C., Wang, K. Y., & Lin, J. C. (2003). Depression and related factor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occlusion strok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1(1), 9-18.doi: 10.1097/01.JNR.0000347614.44660.b5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Vol. 75). Sage. 

Lofquist, L. H., & Dawis, R. V. (1969).Adjustment to work: A psychological 

view of man`s problems in a work-oriented society.East Norwalk, 

CT:Appleton-Century Crofts. 

Mayo, N. E., Scott, S. C., Bayley, M., Cheung, A., Garland, J., Jutai, J., & 

Wood-Dauphinee, S. (2015). Modeling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eople recovering from stroke.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4(1), 41-53. 

doi:10.1007/s11136-013-0605-4 

Moore, E. J. (1990). Using self-efficacy in teaching self-care to the elderly. 

Holistic Nursing Practice, 4(2), 22-29. 

Mozaffarian, D., Benjamin, E. J., Go, A. S., Arnett, D. K., Blaha, M. J., 

Cushman, M., & Howard, V. J. (2016).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2016 update. Circulation, 133(4), e38-e360. 

https://doi.org/10.1161/CIR.0000000000000350 

Mutai, H., Furukawa, T., Araki, K., Misawa, K., & Hanihara, T. (2012).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recovery and home discharge in 

stroke patients admitted to a convalescent rehabilitation ward. 

Geriatrics &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12(2), 215-222. doi: 

 



143 

 

10.1111/j.1447-0594.2011.00747.x 

Norbeck, J. S., & Tilden, V. P. (1988).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search in social 

support: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3(2), 173-178.doi:10.1111/j.1365-2648.1988.tb01405.x 

Ntsiea, M. V., Van Aswegen, H., Lord, S., & Olorunju S, S. (2015). The effect 

of a workplace intervention programme on return to work after stroke: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29(7), 663-673. 

doi:10.1177/0269215514554241 

Oppermann, J. D. (2004). 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individuals ascribe to 

returning to work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qualitative approach. 

Brain injury, 18(9), 941-955. 

http://dx.doi.org/10.1080/02699050410001671919 

Sarason, I. G., Levine, H. M., Basham, R. B., & Sarason, B. R. (1983). 

Assessing social support: the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4(1), 127-139. 

Seale, G. S., Berges, I. M., Ottenbacher, K. J., & Ostir, G. V. (2010). Change 

in positive emotion and recovery of functional status following stroke.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55(1), 33-39. 

http://dx.doi.org/10.1037/a0018744 

Shames, J., Treger, I., Ring, H., & Giaquinto, S. (2007). Return to work 

follow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rends and challenges.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9(17), 1387-1395. 

http://dx.doi.org/10.1080/09638280701315011 

 



144 

 

Stroke Association (2011). Life After Stroke. www.stroke.org.uk/about/ 

life-after-stroke (Last accessed: August 6 2012.) 

Super, D. E. (1976).Career educ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work.Monograpy 

on Care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Office of Career Education, 

U. S. Office of Education. 

Super, D. E. (1984). Career and life development. In D. Brown & L. 

Brooks(Eds.),Associate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Tsaousides, T., Warshowsky, A., Ashman, T. A., Cantor, J. B., Spielman, L., 

& Gordon, W. A.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related 

self-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follow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54(3), 299-305. 

http://dx.doi.org/10.1037/a0016807 

Vestling, M., Ramel, E., & Iwarsson, S. (2013).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from returning to work after stroke. Work, 45(2), 

201-211.doi:10.3233/WOR-121554 

Wang, Y. C., Kapellusch, J., & Garg, A. (2014).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turn to work after stroke. Work-A Journal Of Prevention 

Assessment & Rehabilitation, 47(4), 553-559. 

doi:10.3233/WOR-131627 

Woo, J., Yuen, Y. K., Kay, R., & Nicholls, M. G. (1992). Survival disability 

and residence 20 months after acute stroke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 care.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14(1), 

 



145 

 

36-40. http://dx.doi.org/10.3109/09638289209166425 

Worp, H. B., & van Gijn, J. (2007). Acute ischemic strok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7(6), 572-579. doi:10.1056/NEJMcp072057 

 

 

 

 

 

 

 

 

 

 

 

 

 

 

 



146 

 

附錄 

附錄一、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 

（一） 姓名： 

（二） 性別： 

（三） 年齡： 

（四） 家庭婚姻狀況： 

（五） 教育程度： 

（六） 職業與工作年資： 

（七） 腦中風時的原因： 

（八） 罹患腦中風的年紀： 

（九） 罹患腦中風幾年： 

二、訪談大綱 

（一）腦中風前的工作經歷 

1. 請問您腦中風前從事過哪些工作?您是透過甚麼樣的方式獲

得工作? 

2. 請您描述腦中風當時從事哪方面的工作?當時已在該職場工

作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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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對當時工作的想法是如何? 

    （二）腦中風後的求職至就業歷程 

1. 請您描述腦中風後的求職歷程，在求職的過程中是否遭遇到

困難或克服哪些事情，以及是否經歷多個工作的轉換? 

2. 請您描述目前工作的狀況，以及您對目前工作的想法如何? 

    （三）腦中風後重返職場的工作挑戰 

1. 您在腦中風後重返職場工作時，曾因為哪些障礙遇到甚麼樣

的限制和那些挑戰?（如：自我認知、工作內容、工作能力、

人際互動等方面） 

2.  當您面對工作挑戰時，有甚麼樣的感受或想法? 

3.  您是如何突破障礙的限制和就業困境? 

4.  您如何面對腦中風後重返職場就業的心理調適? 

5.  您在腦中風重返職場後曾做過甚麼樣的努力和改變? 

6.  您是否曾運用政府或社會福利等外在的就業資源?（如：支

持性就業、職務再設計、職業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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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參與同意書 

研究參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在著手進行腦中風患

者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之研究，本研究希望能夠了解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的就業歷

程，以及如何克服重返職場就業後的挑戰與調適。除了瞭解您個人經驗外，也將彙

整所有研究參與者的重要資訊，期望透過腦中風患者的經驗分享，提供給相關人員

作為參考。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的方式，每次訪談時間約 1至 1.5小時，訪談次數約 1~2

次。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以確保您所提供之寶貴訊息得以正確留存，此資料保證

不作本研究以外之其他用途，並且研究結果會以匿名方式處理，以保障您的隱私權。 

    訪談過程中，當您有感到任何疑問時，都可以隨時提出，您可以拒絕回應不想

回答的提問，也可以要求訪談中斷或終止。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將您提供的資料

整理成文字稿，再交由您協助檢核，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和完整性。 

   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告知研究者，最後，衷心感謝您參與本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研究生 吳沛然 敬上 

………………………………………………………………………………………… 

□我已了解本研究的目的，我願意參與本研究，並同意於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 

□我不同意參與本研究。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研究同意書一式兩份，由研究參與者和研究者雙方分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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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研究檢核函 

腦中風患者重返職場之就業歷程-研究檢核函協 

您好： 

    感謝您對本研究的協助，使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根據您在訪談過程中所敘述的

內容，研究者盡可能依照原本的訪談內容，以匿名的方式撰寫您的就業歷程，但為

了避免有遺漏或誤解的部分，請您協助抽空閱讀，並在閱讀之後將遺漏之處加以補

充，將不適當之處加以修正，最後請您評估此份資料與您真實就業經驗符合程度及

寫下您的想法，以作為日後分析與討論之參考。 

    若您對本研究還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提出與研究者聯繫。再次衷心感謝您的

參與及對本研究所作的貢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 

                                                 研究生 吳沛然 敬上 

………………………………………………………………………………………… 

一、您認為這份就業歷程的撰寫，與您真實經驗的符合程度大約是： 

    □完全符合（直接跳答第三題）□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不符合 

二、承上題，您認為需要再修正或補充的地方是： 

 

 

 

 

 

 

三、在閱讀此份資料後，請描述您的感受：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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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Nvivo10 綜合討論分析節點 

一、 阿均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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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德的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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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阿花的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