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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镧慷和社畲缝革 P:l不 必然是羝法接合
的 ,若社含正羲被我们祝篇醢本社工核心

信念之一
9我们兢孩思考如何在傅锍醢床

氛固舆徊人 `家庭 `圈 镬服旃输送中 ,增

加社畲正莪的兢黜且窭践之 9而增榷取向
〈empowerme lt approach)的 簧礅即是一捆
可能 ·

台潸心理衔生社禽工作孥禽於九十五年暑
期窭霄R,l始 ,蓄弑胳增榷取向邃用至精神
翳瘵社畲工作大三暑期黄罾中 9我们邀薷
膦合赏臂槭耩狸北匡八家精神鳘瘵院所及

精神社匡馊健槭樵社畲工作人晨寥舆 9纽

成工作小缸 9透通相互筻疑及多吹的激烈

辩蓊 9研嘏 出精神饔瘠社畲工作肇生增摧
取向黉罾的寥考架耩 9正於蕾年暑期赁罾9

◇0

徙2005年 起 9圄 家不断增加精神衢生铿费
9拓展服锛内容 ;《 中莘人民共和圆精神

锸生法》也出耋在即 ·可 JX桀鞔地豫浏 9

在一糸列精神衙生服旃法琨逐步完善之後
,大 隆的精神镄生服旃覆簋面和服旃水犟

及服貉能力必牌得到蜃史性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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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獾取向建耩精神瞥瘵社畲工作赏鬻方案

莴心蕊 懿依君

台潸心理街生社畲工作荸食

摘要

本文藉描逋遇去数十年精神鍪瘵社含工作窭霄重祝教车寅雹生社畲工作乏功能性

自色乏屦臾 ,以透祝科技理性典笾乏警瘠模式-葸拥技桁钔嫌的治瘠典筢 ,封辱
荣知谶造成影擎 9形成喈镢性宰制 9故台湾心理衔生社畲工作孥含乏贫署工作小
镢 ,针野此状况 9企囵透通增摧取向之赁署箕黢方案 9於僵化的鐾瘵髂制中 9社

工晨 (督 苷)`赏 智生及舆精神疾病律存者三者乏 fos能 瞪展出平等的夥伴田像 9

以簧躐社工尊重人性 `公平 `正羲的赝值鞔 。此遇程揉取行勤研宪法 9於行勤中
反映社工贫署的精神 `目 的 `核心能力 ;各粳榷力屡追 F,,9你 及争罔 `寄 絮界限

等 ,芷探封葑贾罾生 `督 莩 `精神翳瘵和社工教育艘制造成的衙攀 `影辔 ,及野

耒来瞪展做出建锇 ·

sll键词 :精神警瘵社畲工作赏臂 `增榷取向 `行勤研究

壹 `前言

精神翳瘵糨耩社畲工作擎生全省璐合赏署
制度已黄拖十铩年 9自 後琨代理镛逄人社
工镭域後 `梭祝簧罾制度 9獠琨精神社工

仍多抹用馨瘵椟式 (medic钔 modd)9易 造
成偏向於以病魑的 `Poi题 的 `失功能的 `

缺陷的 `断 裂的 `片 段的鞔鼬 9教 育睾生
看待舆封符精神病人l及

家屡 ,造成尊家取
向 `忽略病人及家屡勒力 `棍其蔚治瘵之

客髅 9人性湖慷嗯而鞲旯 9舆社舍工作封
人性和社畲正羲燮焦黠 sll慷 的基本理念背
雒 。

路然糖神社工殛史赉展上锔限於狭隘的心

理冶瘵及料拔理性的鍪熔典筢中 9但 9徊

I 苯义祝夂中哌烙1.病 人 |lL裔砭网者和律存者文互使用

本文遢瓿 :蓠 心蕊,台 潸心理衡生社争工作擎食,105台 北市松山逼、八德路4段∞4虢2搔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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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心蕊及谢依君 增榷取向建耩精神薯瘵社畲工作寄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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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行勤研宪的精神 9Pil始推勤至今′

旖何遥择睾生甓督 ?因 南寮督 ·不馑是提
供擘生将擘校所擘的理镛舆簧践相黢硷及
k~△ 合的遇程 9封提供甯督的社工糗耩来钪

亦是寮茉傅承承锘的寮躜以及培奏生力军
的重要槭舍 ,更 是傅遽和飧展辱茉恝同的
重要遇程 ·遇去 9我 Fl引 以肉傲的科报理

性典轭下强铜社工功能性 工具性角色不
再是傅承的唯一 9栽 |Fl希 璧裼同擘生一起
簧躜增摧的信念 9及 早镶耒来的社畲工作
者贴近服旃封象罹病及透祝馨瘵父攉镫制
下乏照镢铿黢 9三 方彼此飧展出平等的夥
伴嬲你 9簧践社工尊董人性 `公平 `正 羲
的儇值鞔 ·

贰 增摧乏暑期黄臂黉睃方案乏源起一行
勤研宪的起始黠

增榷暑期簧督簧酸方案源起於民国九+四
年的暑期簧督黯束的舒箫鲁上

39囤
罩松山

饕院的社工提及她 lPl第 一遇畸皆镶臂督生
在病房自行懿谶病人和各镬活勤 9而 非傅
缆地很怏镶擘生迨人蓐葶角色的擘督 9此

乃因松山馨院社工初篇新手畸 9只 有她一
人 ,次有老社工的教等 9也次在精神斜簧
雹通 9所 以没有迥去制式擘督的铿黢 9而

需要一人猸 自摸索如何上手 ·她想若我遵

病人都不韶哉如何能做服旃呢 ?於 是她 Pil

始徙迮人病房跟病人一起生活Pfl始 9所 以

在带擎生簧智峙亦如是 ·

菅我 (篱 心蕊 )骢 到此分享碍好高舆 9迄

不也是我迨些年在努力的方向嗝
1!牌

病人

祝荔我 lla的 老鲚 ,役 中非僮懿锇病怨的部
分而是全人的懿哉 9徙 迄徊尊重和看到力

量中逐步朝向增榷 ·因此我徵求了大家的
同意 9我 lla一 起朝向修改暑期宵智方向摸
索前追 ·追是行勤研宪的起始黠 9徙 我 ll,

簧旃工作中的困境 `好 奇 `槊趣和追求中
出肩卜·

九+五年初我 (蓠 心蕊 )fil始 邀芾歙位社
工一起参舆策劐簧黢方案 9追徊策劐小组

的纽成在馨院棍模 `陉 瞀 `位 置上有锗多
的不同 9也 因篇有此不同才能拉大空 F·l展

fil封 欹和封照 9老如有综合翳院较基造的
社工 9亦 有较傅统 `典 型的社工 ;有 综合

馨院的社工 `泛性瘠餐院社工 ·遽有已在
簧跤增榷的社匡精神後元之康馒之家及舍
所模式 (dlb housc)·的社工等 ·菅然也有
共同痍 9就 是封社工信念的找寻和承诺 9

才镘我们厢慧Pil放 自己和聆骢别人不同的
铿轳 我们 f+l始 了一遭串激盏和辨锇彼此
差奚及相互孥智的遇程 9而 此文章得以生

成亦是人家牖作的成果%

增榷窨驾方寨之有拭含得以在掌畲缸戤中
醢醵和揆展 ,乃 建基於遇去数+年所有精
神社工累稂的精神翳潦暑期夤智缰蝓 ,及

精神社工之纽戤工作 9此 集镀+BJ作 才得以

睽生 ·加上我在理事畏的角色上 9得 以有
琨劐 `推 勤和鼽行的榷限提供逄行行勤研
究的槭含 9迨些皆是行勤研究得以推勤的
初始磉件 ·以下先徙蜃史贩络回锸膏施於

精神警瘠社工窨智敏十年的特黠 ·以追人

行勤研究蜃程中封情境的鳌清及分析 ·

叁 `精神警瘫社工和窨臂制度屋史凳展及

省思一行勤研宪的情境藿清及分祈

一 `朝 向尊精之耩神馨瘵簧臂制度

欺十年未 9精神薯瘠社工之簧智皆以急性
病房荔擘罾埸域 ,一 来大鄣分的精神社工

乏源起和人力配置皆以急性病房渤主 9综

合警院急性病层数又多於尊科警院 9以及
社叵徨健镬 糸床位棰 少 9加 上大多急性

病层社工具锶荔急性病房是警瘫密集提供
匠 9不 槿可看到各後诊断之病人及家屡 9

逯可看到最多的治瘵方式 9故 可打下精神
馨擎及社工治瘠能力之深厚根基 9薏 即以

急性病房篇肇罾乏 中心及绿性睾留乏茼
瑞 9其馀治瘵橄式 (如 各撞型怨乏 日固 `

慢性及社匠精神後元治瘠 )相 较之下 9均

需急性治瘠奠定基踺後才需接髑 9因 而成
荔其矢 ·

故臂智生蹿人翳院 9首 无即凳铪白袍穿著
及/或 病层鳙匙 (臂 智生常形容穿上白袍
後就感蹩 白己很辜渫 9但 同峙也带著心

虚)9JL教 莩谑出病房骸有之安全考量 ,

接 著就 F+9始 寥舆病房及社工窒的各锤活

勤 ·第一遁以熟悉及融人冶溧礞境扁主 9

内容包含 :介 貂病房的各撞彀施 ;邀锖国
喙各治瘵人晨

f介
貂其摹蕉提供乏服搿 ;Pl

诊冶瘠参舆鞔察 ;参舆病房晨鲁 `查 房及

图陈窨蔬
龠9以增加封精神疾病及各棰治瘠

模式迮行乏了解 ·

第二遇 ,即 追人所揭直接服携的教辱及自

"觫 ·督等接新案畸 9簧 督生即f+i始 参舆鞔
寮接案 9芷弑畜接案筢繇 `典 督萼封嵛 ·

第三迥 9由 黄督生圃始追行弑接 9约嵌痛
人重要他人 (家 属 `睨 友 `同 事 `同 肇
等)9逛行社謇心理儇估 (psychosocial

assessm cnt)9督 尊在旁巍察 9菅 耆驾生
遇彐I因 雒畸 9原刂祝畸拽介人+ll助 9五於畲
嵌完後舆黄臂生封镛接案遇程及技巧 9待

簧臂生记绿害窝完後修改乏 ,使能符合襟
辈 9亚谪助於治癖圃陈畲巍畸银告社食工

作乏辜蕉钎定及睫遇针耋 ;甚 或在更大型
的全科徊案封箫瞽畸迨行掖告 ·第三至第
四遇期罔 9督 尊棍黄罾生弑接腾任肤况 9

若簧臂生可猸立作廉 ,督 等才放手禳他罩
镯接案 9以 免髌 f·,不 通营foi题 傍及家届及

病人 ·第四至第人遇 (每家馨院簧督要求
遇数不同 9六遇至

^遇
)9膏 罾生即针氍

所接徊案做出乏社畲心理评定掇出趸碣针
耋芷执行之 ,其 中包括後镥舆重要他人掎
缭畲锬 9如针封前吹畲哉耒嵬集到乏瓠息
再追行提 P·,9给予疾痛衔教 `情 锗支持
聋源提供及辚介等 9若 涉及较深度乏家人

相趸 F·l题乏治癖原刂由督孳接手虔理 9孥 生
在旁甑察 ·少数督等畲ftR持 安排簧臂生追
行最少一吹家钫 (因 健倮不铪付 9精神社
工椠法再提供此服殇 )9以 助黄罾生有攮
畲在切割式的急性封 Pii治 瘵期Fal,得 以将
病房所 旯病人放人其生活氛圉中董新韶

谶 ·簧督期罔亦含加人痛人或家屡国艘的
寥舆鞔察 封赣 9葚 或在督车示鲍後 ·由

簧霄生自己彀卦及带钣 9以增追囤艘工作
的能力 ·另外遇彀岢镶害食 9针封精神馨

瘠及社工辱内知锇逵行研镶及封箫 9希 筐

黉督生能培奏好的罔器能力和罾慎 ,以 因

瘾圆啄中之辜萘兢筝屡力 ·

整艘束髋 9精神署瘵社工黉督生的暑期黄
督包括 了在急性病房内肇磬 :l 了解社工

在国喙的角色功能 92充 黉精神薯璩及心

理街生知锇 93熟 悉社食心理抨估理锍及

逄用 94增 谁畲欹技巧 95缍屋完整的徊

l9始  荻邀赣瓒榷凳智工作小缍-起誉舄赏智追 iˉ 睡验 人家皆钮同此重要性 但赏旃工作箸变雉再有心力誊自犟 jli

文耷 改从定曲我代裳昔离及嘹未 我每完成一邹份芤寄蛤小纽成 景着 大家捷供患昆後我再修正 遗是檗琏 l/作 的
戊杲 但我承檐最多的文黄 咸榭皙车婀及簧羽生们於通ii中 所有的投人和 攴猗 本文音甯以九+五车荧蒈之蛭黢宀
主 彼畸有辚合铷务谪愈支掎全殷祉工聂-名  故可留下较清缝之行勤轨跏 亦曾於台北大牮社含工作紫糸於2009牟 6

月搴髀之 r醇 人祉督i作秋育囱F.所 时督J畸炭出口厥抵告 况再整理後蓍窝完搞

晴砷霭瘀社工宵留於氐囡t+尢年起即遣行儿匡躜合分糜削度 9立零辨各羧赏皙前 屮和结耒俊之拽擒督辱钏觫度变
雷揿针 人+九年樨及全省推勤 各区鬈院於该匡翰流菸怔主黄缲位 舆●

k食分工分揍事携 共 J·l课柱挽到及授稞
甯智前後乏犟传及檎岢含蔬 丿1制 度之合作苑行期能减少挚生於全省中篝罾吭 Fnl之 脊波 精神社工亦可因集中辨理而

减少分散式的相似投人 ;此外更希筐籀此合作趋穆 枯有相互臀驾 刺梭和合作之功效 以捉拜精神祉工督阵能力和
培育新生代社工

肴备哟本文作菁蓠心蕊的博士赣又 : 「啵船刂的分酪典重运 :台 潸精神靥掩社工返回裉本酌-覆路碾

柑舛於蝥瘪筱式 (mc山 c剑 modd)及 馒健 (fclab1“ a“m)扳 锏/rF9及祝病人苓筱治瘵之甯链 、糈神疫元 (fccovc,)

弧调社翕心蝗娩溺及人本生莪 魔馊之客笑提供跨皋飨汞期住在封 il的 蓠癖拽裤 但卸蒸法宣接运家的糖神阵璩者隹
其疾病筏元 -锢座落在社匡 -锢 如家一艇 非馨瘵性 糌衔性的接居所 奄∫1吏揖性及结捧北的缳境穰将峰者徙
中挛智人降fl你  镯立生活的技能 扮旗生活中遇笛的角色 增嗨萁社含通飑的链 以因庵各撞永白於家庭 工作及

的功1戟 精烽箸在此可挽近祉叵 通菩敕少限刷的生活 且芮较多自±性的展况 (朱淑怡 2007:22) 督所 (d山
hovse)原於 19姻 车美囤齑约 赏fi的 主要信念雀於相信做荨 〈work)足徙疾 l,中 魔馒的棱心元黉之一 而宥志莪的嗣
豫 (mc跏 ingft1刨 J而Jip)足 引燹改缝的獾化刚 在耷所中 病友昶耦宀食具 舍具夤)是食斫邃作的主要成骨乏一
董况每锢人的漕龟 相信即使是在蕞董的精神疾病怎者也有黄酞酌膂能 此信念不同於绲今主流的精神愍瘠摸式 F9
/9,U 病怼亻1 骚瘀亻1 夂能,U的 昏维 (郭佩妤 、⒛

")策剞及孰行小。n的成 景宥 :剡 蓉台 〈台潸心理侑生社工令薰副理事畏) 缍秉耦 〈前蓠芳甓院犄襁科社工 景) 曜aP

然 (宏 瘠蔷院社工景) 讷扌依君 (台 儿棠籀椅神郁社工鲕) 林玟殊 (前 人璺瘠蘩院赓筱之家社工景) 燕唯君 (慈

芳明嚷中心主任 ) 张臃零 (松 山腾吃捕神科社工聂) 林故凡 (濉合锄募 i蔼 助燹督熹案社工员) 能徂成此工作囿
|喙 赞属不易 大家獗崽柚互辨哉及有患瞰-起摸索溺作 乃是多牟雀精衤ψ蝥寐社工鹆域合作妁糌果 赞非-蹴可成

4

5

6
7精神罾恭困陵包含五覆蘩茉人晟 :精神科恿生 精神靥疥·k理人最 腻盹冶瘸咖 心理饰及社含工作人鼻

8 旖神科治瘵之遭行 每通奁有-人囤喙奁镟 〈℃am meα Ⅱg)作苟蹿遒之槭奁 即隹闽唪治疳督镟中 ·各卒桨人崇捉山
各 自皋笨觑韬 针薷屙人冶瘵状况 共同掇出冶瘵·l董和黄尼道度 期曲圆陵各卒萘合作哂蓰范封病人的治瘵做最妤
的梵黄和甯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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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蒿心蕊及谢依君 增榷取向建耩精神薯瘵社畲工作寄召方案

◇◇

案簧做铿睃 ,6提供国艘工作的鞔摩 `拿
智及簧做 97加 强熟恙警瘵及後健黄源 ·

上迹臂雹内容乏彀苛可看出均朝向培綦一
征在馨漆系统中具偌以徊案 `图 懑工作苘
基踺的胄作能力的耒来社工人蠹而努力 徊

的碓 ,追些努力健得追三 `四 +年 来 9营

社工擘生们考量大三暑假簧智擞耩畸 9致

精神鍪瘵颁域的肇生常是班上成绩好 `懿
真且铿遇强烈兢睾下出绿的 ·精神譬瘵社
工也常畲被祝鸬

“
最有辱薰

”
的簧臂埸

域 9而 所锔
“
最有率桨

Ⅱ
乏蜃史沿驾乃因

早期精神馨瘵颂域乏社工工作内容相鞍仍
在摸索镫展乏其他颁域社工工作鲍圃 `方
法 (各棰治瘵性活勤 )均 更窠中 `清 楚 `

深人和辜羽 9簧 臂内容亦更具艘 `紫 簧 9

尊致舡形中
“
辜渫

”
光瑗在身 ·

上迹精神馨瘵社工黉智内容黉除上真黉反
鹰了精神社工在警瘵镫制中所载行的工作
内容 ,以及 9其 中充满 了殷切期盼簧曾生

受此絷黉的倜案和图髂工作技巧南基婕的

辜渫钏觫後 9能 成荔一徊朝向有治瘠辜渫
形象和信心的社工 ·但篇何精神社工要戮
力淤教等擘生成苟有功能 `有 技巧 9且 以

急性病房篇主和心理肇及精神鍪肇荔治瘵
基底的徊案和图镫工作社工呢 ?迨舆台漕
精神譬瘵社工的癃史揆展及生存氛圊非常
有嬲 ·

二 `台 渭的精神馨瘵及精神馨瘠社工凳展

(一 )徙 臼式到美式殖民的台漕精神警9iS

台湾於民国五年缌督府聘 日本中村教授来
台鞲授精神病擘 9P·,l展 了台渭精神譬擘的
揆展 白民国二+八年淤台北帝大警擘邬钦

精神料及病床 9三 +四 年尢徨 日人逐渐雒
台 9林 宗羲鼍蛳授命徙 日回台接任台人精
神科第一任主任 ·後至美国迮修 9带 回勤

力精神罾荸 9使 台湾徙 日式鳟局美式精神
馨肇 (林敌宗 91952;林 慧 ·19” )·

(二 )追随美国心理治瘵殖民之台湾精神
警辣社工

台渭精神社工最早即源起於台大薯院的兔
董心理街生中心 9民 国39年骸中心第一位
社工人晨林李美真女士即是随夫婿林宗羲
警鲚-起至美国追修 9研镶社畲工作肇位

蹄国 ·彼 a寺 台潸仍荔蜥合国一晨 9耋 大馨
院兔董心理衙生在吴因援助中鼙民国警瘵
针蓄下 9亦 派社工来台/lg教 季 9因 此台/l÷

精神社工工作方式 `内 容即跟随美圆社工

的蓊展 ·如罔轸觞助薯生做接案评估 `住
院病人的社耷心理评估及痍遇 `家屡衙生
教育圄髂 `各槿形式乏婚妯家族冶瘵及圃
艚治瘠荨 ·我们所追随的美因精神薯瘠社
工凳展的特殊性南何呢 ?

(三 )晋升寡紫殿堂 :繁抱精神翳擎的精
神警瘵社工

美国社工於 1920年 代追人精神警瘠颂域
後 9琛 受琨代精神馨肇的影警 9如佛洛依

德精神分析 ·加上 1950年代C征l Rogers人性
主羲的心理肇非薯缔身分亦可追行心理治

瘵 9故精神社工更加投人心理冶瘵颁域 ◇

美国精神薯癖社工及精神馨癖社窨工作 +oi,

畲乏刊物均馅调精神社工要基於精神 馨
孥 、心理分祈及徊人心理建耩扁改缝和飧
展的目檩 9芷 重新概念化友善钫罔者局摹
桨嬲僚

θ洄社工模仿薯瘠一基淤科荸和理榆
而臃宥技rlT後 9即诊断後迨行治瘵 9社工

之工作被祝荔鹰用科擎 9其合法性及尊桨
地位亦因而人增 (Ktk92005)·

三 `精神馨瘵社工在精神馨瘠艘制中鼻贳
锶 同的挑戢

(一 )社工等同於心理治瘵嗝 ?

Ruth smalley懿 : 「社工封 自己缺乏信心

和尊董 9懿 荔只有筻成不是 自己的糠子的

椽子才能寻得尊崴 `地位 `和 有用庹 ·
J

(spect&Cou"ney91994∶ 123)

菅栽们追随美囤心理冶瘵取向後 ,我 们
背雕社工搛貌久速 9最 後终是要面封和
辨锇出社工舆心理治瘠乏差具 ·Spcct&
COurtney整 理了社工典心理治瘃根本上的
差奚 9他们懿荔心理治燎嗣汪於如何疬助
徊髂庋理威凳 `知 凳和情锗 9以 免情皓 `

锶知功能和凳展障镟造成正常生活功能失

常 ·故要+9J助 徊人改缝 `再建耩和改善自
我 ·

社工刘舆心理冶瘠不同 9我们的任耪除 了
徽祝嗣汪徊人增面外 9更在於鹕由飧展圃
艘 社逼缸畿 `社 匠教育 `社 匡菅理镫
系 `社畲照觞髂糸 9增 强社群解决罔韪的
能力 9建 立一有蕙羲 `有 目的和封社群有
莪磅威的社群 ·淤其中 9人们皓承诺 盍
莪旃 、抹取行勤 、相互照鼹 ;提供育瓠 `

社畲支杵 `社 畲技巧 `社 含槭食 `助 人们
完成正常生活之任耪 ;助 人佣睫理他人或
图媸之干攮和虐待 `痍 理身心障皈及带给

他人之遇度青任 9以建立相互遵皓 `降低
孤立和疏雒 (spect&Cou"ney91994)°

上逋整理可看到西方社工骚展所廒氛囤舆
精神翳瘵社工心理治癖耷桨化的蜃 史迤
程 ,台 漕精神薯燎社畲工作繁追其後 9失

去自身社食行勤之懿同 9成 菊精神馨瘵社

含工作心理治癃绗 ·

(二 )饕瘠艚制化的精神社工

菅社工追人精神馨瘠颂域工作畸 9精神馨
瘳和心理冶瘃暮桨知哉即簏罩於身 °逭些
知锇被全面性地建用於解释疾病 `照 镢 `

治瘵和礞後 9我们被教莩 :看 到病人大鼙
起孚皲畸有可能病惰不稳 9要加粢 ;病 人

凳得病情已穗定想要外出觥葶 9宥 可能是
病哉感不足 9需 要再多住院些畸固血给予
糖神疾病街教 ;精神病人及相互 Fal最 好不
要皓婚 ·否刘 自己都椠法自我照鼹如何能
面封裰雒的婚姻 9尤 其舍有精神疾病遗傅
的固趣 ;邃 有更惨的是被诊断懿定篇慢性

a⒄g嘟 g丿。y尸″〃Q'lrc″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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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崽被盅禁在瘵畚院中但病情镥定钟
又回不了社匡的一大群病人 。追些都否定
了痛人仍做荔一徊

Ⅱ
人

”
的各棰需要 `遇

摞和做诀定的榷力 9病 悲心理埽因也忽略
了各锺症状及行荔背後的筱 +「 社含因素 °

迨些觞 `痛 9都被踩在f。0底下a,l不 了身 !

每天的精神饕瘠国陈合作 F.I9像 和各粳形式
畲镟 9精 神罾瘠社工蠹皆缜面封迄些馨瘠
寮葶豁近 9若在 tf·l程 中耒能清楚知道和懿
同社工舆薯瘵辜茉在辜茉社食化遇程有褚

多不相 同 9如 在赝值鲵 `治 瘵和照鼹 目

漂 `痛 人的榷益和国陈工作的锶谶均不相
同 9桠 易在南了维镬病人摧益下挑戥 `封
抗夥癖最高攉力失畋後 9妥 搦 `骢命 `葚
而全面内把馨瘵知谶 9辚 向臣服馨癖享桨
而非社工蓐葶 ·即在高度馨瘠知锇喈僵化

的獾控糸虢中被饕癖艘制化 9睃 烈地感凳
到社工尊萘椠能 (Bcntley92002;Yp9
2004) ·

△流精神薯瘵知锇 ,有助於薯生诊治病患
畸下诊断及治瘠 9且可溺助病患和家人明

嘹病情及接受罹患精神疾病的事黄 9於 需
要畸接受蘖物和住院治瘵 ·某些精神橥物
及治癖方式 9如 鼋 F± 瘵法 9在 治瘵某些疾
病上均有好效果 (菅 然迨是在轾遇等缅解
释各箱治瘵的遇程 `效果 `副 作用 `危 除
性亚有遵择下瑷生)·

但是 9饕瘵摸式亦造成寮面影警 9如 命定
生物性的强拥 ,根 铯了希璧 ;将 病崽棍苟
一徊

“
诊断

Ⅱ——带宥精神症肽的徊案 9

而非一徊
“
人

” ; 只蓿症状和弱黠 `限
制 9非健康 馕黯和成畏漕能全人的看待
和懿可 9造成了去人性佗的後果 ;碜 调鼍
瘵外在控制 ,培 育出病患乏椠壁和畏期慢
性化 ·且轸断及冶瘠遇程中 9馨 生掌握了
最高的摧力 9是 高度父榷的象徵 9形 成 了
“
辜家助人者

”
桕封於

“
匮乏的受助者

”

的摧力差奚及不同地位和 自尊状悲 9芷在
此铯封的珍断榷威髋稳 中 9服铸使月者
的本 曾及需求被辱家懿定及被提供服耪
(Cafpenter,2002∶ Munetz&Fre￡ , 20Ol;

McNlillcn,Nl or「 is & sherradcn,  2004 ;
Mann"g,1998)· 聚焦於诊断和治瘵的馨
瘵摸式 (med忆钔modd)造成偈限於生物性

膺面 ,而 忽略 了社畲和心理因素 ,立且虐刂
造出魑封的轸断攉威 °

9 =+世 纪初 其囤心理衙生 孩筻辆辱屡勤舆起 9及第一头世界大戟後退伍老兵罹 壑瑕拿创磅症候群者累多 而提供
出杵多工作拽翕铪社工  B△d⑾ MJkrJ肛 re1t苟菠士腹精神科饕院的社耷脏旃主畲 亦走史密斯擎院捕神馨瘠社工

方案的劐始人之- 她曹餐耒
°
锢人封其瑕境之通庵 取泱於其心智之裤追

Ⅱ 故卦於徊人心 t’
’建携的重祝成苒捕

神罾寐祉工费展的新方向 孩莹研宄部 F曷 祉工Jessie Taft授 及精神馨犟奥祉工fl瞧 畸芄 :「 琨在封社工农髋首要日
棵是肇校要提供徊苯工作理薷和贲旃的韧|姣 社食萦断和冶縻耍基於崦神襞繁,i於 行骂的解祈¨ 刂193年ΛΛPs W(

AΠ1e沅 an芯 s∝血on⒍、xc“ a"o so山 m xvc人 〉嬷行的刊物掇及
°
晴神薯瘵社工改硬中的目襟

°
最董要的是要瞒助社

工掩犬条主舆钍工最fl碓 的心理蜃面及增加精神分祈的橛念 徊案工作中硌晚的友萼窈 f·l者 揩家窈 t解 条家皮笺以洪

定要否值得垮子lfl助 之嗣碓 重靳概念亻1苟尊繁斓侬 (spcd&COumCy lθ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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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蒿心蕊及谢依君 增榷取向建耩精神翳瘵社畲工作寄罾方案

◇◇

精神罟瘵社工如何面封道些舆栽rFl根本信

念相逮背的主流薷逋 ?

肆 `信 念的簧践一固展增榷簧智方案的行
勤策略

前逋精神馨瘵非人性封待的部分 9在 1950

到1960年 固终於遭彐I了 批判 ,如精神科饕
自币 RonaId DaV;d Laing&Thomas szasz雨
位均厥思精神 馨擘的高屡饴制性和控制
了心理街生服旃 9社 含心理治瘵缔 Ffed
Ncwman&Loo Hd⒛an懿骂精神罔题是源
於政治一社畲 F·,题 而非徊人罔题 9亚倡莩
舆服旃使用者一起去刽造治癖性或自栽支
持的社群 9以找寻建立另一稚生活型悲的
可简旨l± (Coppock&Hopton92000)·

在反精神翳瘵非人性封侮 `通度病悲化及

唯-瞌延的思潮中 9社工带著前迹馨癖圭
流知锇榷力屡道在身 ·舆同受多重屡迨的
精神病人和家蜃桕遇 9如若我 lPl不 能透棍
屡迫之後雒及其再裂造的勤力 9栽 lFl就植

有可能在舆他 lFl一 起工作 9助 其舆鍪瘠璩
境接镯及舆人社食整合畸 9直接或罔接筱
裂了更多的屡迨 ·

我佣逯有什瘳可能呢 ?

我ll,要 回到社工原初的弼慷 9基於人性 `

尊董 `平 等和社畲正羲乏精神 ,建立真正
以服释使用者菊中心的心理街生服耪 ·即
基於以生理 `社含 心理摸式荔基睫的痛
因掌和介人万式 9封 屡道的署瘵 官僚 `

管理艘制做出各稚衙撞 9刳造服硌便用著
舆各棰募萘人蠹罔平等 尊重的封话 裼

商和妥fF,9迄 是平榷和民芏的冶瘠璐盟 9

尊桨人具不再只是展瑰自己的尊蓁摧戚和

摧力的傲慢 白

增摧取佝是我婀的暹摞 ,增榷的社工 9她

/他 玷近案主每天生活中的挣扎 `倏展祝
野 `患 哉提升 `棵取行勤 `和投人寮跷中
(prax s)一 即行勤 `封行勤做反映 返
回行勤 `和 再反映 9以 镫展批判性的鞔黠
和挑戢内化 了的及外在屡迫栽lFl的 摧力 ,

且藉由行勤和榷力分辜 ,而增加 了徊人的
控制力 ,血典被瘗迫的徊人和群艘秉著夥
伴 F.,l豫 9因 著爱 `嬲 照 `攉 力和正羲 9而

努力刳造屡於他 lFa的 社群 9迄 是徊人或

18

囤艘的寥舆遇程 9锂 曲社畲缝革和萤源
的勤 具 9维镬 了案圭的尊蕨和社含的公
平性 (Da!rymple&Burkc91995; △cc9
200l∶ xi;Clark&Krupa92002;Weber&
Bugalszkl,2007) ·

然而 ,追些信念需要行勤加以落霄 9否 剡
只是徊意谶型怨和嘁喊口虢而已 ·信念和

簧躐 9斟精神馨瘵社工督尊来钪都是大挑
戢 !如 何将狺念具艘化寮跤於增獾簧臂方

案中呢 ?

「觚遇謇面的髋明 9好 篾矢的封瞌 9我 PRl

始知道 了 9原 来迄是一徊新的方案耩想舆
彀苛 ,而 且追些耩想舆彀针JL没 有明榷的
指檩可以去做 9而 只是一徊方向 9其馀的
必缜靠自己去摸索 ‘J (督尊秉颖 )

上逝情境藿清及分析後崖生的拮果即是瞪
展出行勤策略 ,JL将 行勤策略黯人臂践行
勤中 9此 即如下所迹增榷方案各徊喈段之

介人行勤 ·

一 `增榷簧曾方案搅剖蹭段

(-)衙突中 9凳展辨哉及接纳差奚的能耐

工作小kJL展 Pil雨 遛一坎的兑面 9下班後 9

大家拖著疲镱 `沈 董的步伐 9Pwl始 投人霰
人璩大的。i薷 :胄 霄最重要 目的荔何 ?想
要带给簧臂生怎麽搛的精神 ?睨行的黉碧
万案 9有 哪些安排或教尊方式可以培奏上

述精神 ?因 愿琨况 9琨行臂智方案有什麽
是需要改善的 ?有 什麽不足 ?如何才能将

增榷的理念带人胄降工作乏中 ?膏 磬生舆
督莩是建立在什麽裱的 Bll侔 乏上 ?病 人要
增榷 家屡要增摧 `耆 驾生要增摧 (9IS生 需
要被信任 9督 尊要看到肇生的能力) 工作
景要增榷 9天啊 !嫉 9鳘 成雨徊大了 !!

而一豉性迷思是我rla之 固老多差奚下造成
的第一徊衙突 ·

初始我 (蓠 心蕊 )是希壁陋由簧智连带造
成精神社工在舆服搿使用者的嗣你 `工作
方法上造成改燮 ·因此在舆大家。+蓊 醇 9

急迫地希璧大家看到增榷的董要和睨今社
工警瘵病怨取向的不营睫 9然 而此期待封
大翳院的精神社工朱懿御造成他们凳得被

指膏傅统的 `董 祝社工角色功能及技巧的
带颁膏智生的方式不好 ·而此方式又是我
自己十多年前在饕院营精神社工和督荸畸
所张拥及傅承的 9他 们也已轾很努力地
用心地在翳瘵艘制中嬲照病人和家偈 9以

及黢衙他佣的榷益 9迨镶他lFl很 困惑和不
舒服 9另 外也凳得在 馨院镬制的限制下
(如 面封社工同事或囤喙成晨的臂疑和反

封 )雒 以立即做改缝 ·我在薯院曾督等遇
的第二作者依君迄麽窝 :

「第一吹舆畲 9¨ 我好像是傅铳精神社工

旬缣出身的唯一代表 9刚 锵始 自己德是要
封兢人座去防衢或捍街栽傅承下束的钏觫
鞔黜 9尤 其是封增榷 `去 熹葶 `平榷迄
些概念¨ ·栽一再追 f·,我 老缔 (指 蓠心

蕊 )∶ 我傅承下来的精神社工鞔黠或簧臂
旬缣追些槿撞不是娇教莩我的典筢喁 ?迨
些簧臂方案不是营初始和前蕈们彀卦出束
的嗝 ?怎麽琨在好像被始或新一代精神社
工同道批判得一黠也不值谶¨ 。我一方面
挑戥著罔括也被挑戥著答辩¨ ·遇程 中栽
/at得 很辛苦 9坐 不住 9儇然成菊傅缆精神
社工的代罪羔羊般等著被刮 9箴 度猫豫著
是否要荇镄舆食封赣 ·J (督等依君 )

受饕瘗艘制限制多的依君的簟疑 ,封 栽和
封篾位增榷簧践 已鞍深刻镬畲的伙伴朱
铳 9是徊菅萌棒喝 ,我 lPl的 碓在不同的解
放程度 9彼此受饔瘵镬制限锕的程度亦不
同 9故 此 F+l枚 封赣後出琨乏筲疑和挑戥 9

提醒我lfJ鹰 孩要放慢卿步 9在 陪伴中舆人

家一起辨哉出在不同鍪院镬制屡制下遇宥
多少的能勤性 ,逭该有徊别差奚性存在 9

在此差翼下 9可 再轾由批判性斟缶来我辱
各自增榷的可能 9否 原刂9壹 不又董蹈寰镫

典乾屡迫其要宥一致性的改蹩和溴有自凳
性遘样的自由?!

蛭遇嵌尖衡突和封话反思 ,我 ll放慢 了速
度 9叙钪 `聆骢 `犟 督辨谶和接受各檎耩
的不同生悲 9如 大馨院中的社工角色及獾
力 Bll你 清楚且固定 9若 要改嘤宵臂万式和
工作方法 9通 常不是一人宥榷做泱定 9要

考虑囤喙及社工同僚的怨度和看法 9遣些

都是改燮偈程 中必缜面封的阻力舆屡力 9

故他婀椠法先承锘要做何 改簪 ·而慢性瘫

餐 薯院剡 因魔於 馨瘭艚制透陲地带
屉9反

而有鲛人的辱黄 自主竺罔 9推勤畸癞虑较

小 ·但相 同的是栽们都受增獾巍黠吸 引 9

籀 薏思考和 营弑看看 9芷再提 出相 互封
薷 ·有 了迨裱共锇後 9我 lFa尊 重各家攮耩
和社工生怨的将殊性 9互 扁主髂 9徙各 自

的起跑黠起跑 ·

(二 )撩展多元肇罾的可能

鲤遇多矢封铪 9栽们相较琨行主流窨臂方

案 9擞 出初步增榷方案乏簧锨方向 9芷祝
行勤迤展和反思再做调整 ·此乃所罱行勤
研究中鳌清行勤舆揆展行勤策略篇一嫘旋
循擐的遇程 9研 宪者要不断地梭核行勤 9

徙觚酴中擎臂 9再避而改追行勤策略 ·

在典轭耨向後琨代理榆支荇下 9罩 智埸域
部份 9我 lFl膪 每位簧霄生只在罩一胄磬埸
城黉臂搌至不同埸城 9即徙原先在罩一急
性病房簧智增至慢性瘵餐院 `社 匠中乏康
徨之家和鲁所各僮形 愆 。参舆方案之各
樾耩琨薹奚於簧智生原擞横乏黉臀内容 9

且篇各糗耩乏将殊虔 9如 急性病房提供高
馨瘵化的寥舆馨瘵图陈含龋 `羽 轸寥舆锟
察 ;慢性瘵泰院剡琨萱簧智生舆永逮 出
不 了院的慢性精神病人一整天呆/符在翳
院 ;康馒乏家擐供寥舆鞔察图镫工作 `骢
律存者社匡生活搏闩铿皲及住宿一晚 ;畲

所原刂提供典畲晨一起生活 `工 作 9因 旄改
缝揆生在伙伴 f·ll你 乏牖同共事通租中 (完

附觫一 )· 精神疾病知锇乏肇罾亦随之徙
尊蒡譬瘵人具搌至病人及家蜃 9因 斋他们
才是舆病共存的辱家 白菅我fFa徙服搿使用
者活生生的全面性铿黢中擘留畸 9也就役

鼍瘵模式病怨棍框跳出 9看 到了他们生命
中的勤力和傻势 9芷 了解急性病房所兑多
矢綮病乏琨象芷不是全貌 9在社匾中相互

挟掎 `群 袤群力是多麽的重要 9营 然也有
擞畲徙徊人罹病乏微棍面看到钜祝面髋制
馒健萁源不足及不均的情形 ·黉臂生舆服
糁使用者的 F91l你 遵带地徙有喈僵性乏治瘠
嬲俘挪勤 9往增獾的伙伴嬲豫而走 9追些

10幞性膺綦酱院之病人多被花鸬冶膺效栗差 攴揖糸航鹋之 回不了家且朱农注希纟的病人 是潋只甫少钎饕庳介人

畏麴瘰綦即可 噜含毖漆蘩紫度及征喈较攸 但反而也有箨黄赉展呙-糙空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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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心蕊及谢依君

琨行圭流簧智方案舆增榷簧辘方案乏比较

增榷取向建耩精神薯瘵社畲工作膏罾方案

都将筱想像逐步落寮 (完 下表 )。 另外栽
lFl也在簧督皓束前 9邀请参舆增榷万案的
所有膏督生填寓回馕 f·l卷 及迨行铿骏德整
理 9期薛相互激盈中能封此方茉有更多的
回簇和建蔬 ·

徙想像到落簧行勤 中 9很 重要的一擐就是
工作小纽诀定簧督期固仍睢持每雨遇完面

-矢 9,l+督 熹擎生的行勤 鼙记带柬相互±l

括 9以使行勤 中之 困惑 `慝 而不完的盲黠

和黉践知哉被看 觅 ·追是缛迥很人的内心

掸 扎才做下的洪定 9因 荔原本 已非 常忙碌

的工作 又加上要带膏磬生 9晚上遽另加一

椿 出来f.l舍 9逯 有家庭 青任也是女性社工

的另一屡力源 9但 荔 了宵践迨些信念 9韶

了"!

此坎霄黢 9我 rla董 铺一埸子 9瀑 费召生不
立刻以辜絮自色追人 9亦 即先不因白袍加

身而掌宥奎洞的辜荼榷威 9及怏速懿同精
神警瘠知哉封病人所下的定蓊 9而 是先以

同荔
“
人"的 身分迮人病房臼野 ,艘 畲在

翳瘵锉糸中病人缛黢到些什麽 ·回到 白己
内心真黉的威受 9接蠲 自己人性的鄯分 9

而後 自然地做出回瘾 ·督尊在此遇程密切
地舆簧宵生封话 9徙封葩中+n,助 差清 `锶
哉 自己的威受 `想 法和行勤及其 Fol嗣 Hll9

此乃行勤中的反映 (renec"on△ n acuon):
及封行勤反映 (汜 nec"on-αl ac“on)"9可
,lg宵 智生懿荔的和祝荔理所菅然的假设公
PRl化 9以助其明嘹 白己的理蓊是如何建耩
出柬 ·徙此反映通程中 9逐 步建立徊人及

舆谴制 `缳境遵佶的鲵黠 9而 後再带著此
缛黢造人社工功能 、生存性角色的孥智 9

菅然 9若 国搬耩黯耩上眼制耆智生需要很
怏具有徊案及国髂工作能力 9就依状况白

行调整逛度 9遣些弹性和洪定榷都在各督
尊的手上 ·

「我的目膘企圊都很小 9我 只希鲎他 lla知

道精神科不是一徊可怕的地方 9被叫做精
神科病人的人不是恐怖的 9即便是大家嘴
袒嘁的疯子 9也 有可爱的-面 9我 想攘他
fla知 道人是多檬化的 9不 是一徊疾病殄断
就描迹完一徊人了·

用追裱的信念去摸索我跟臂智生的 Bll侔 ,

所以我要他们在急性病房狸面随便我病人

聊天 9我 不食要求他们一定要钪 :我跟病
人 「窨歃J9就是聊天 9如 果他们有本事
待在病人身透聊上 +篾 二十分鳗 ,我 就

凳得基本功力就连成了·我要求他们去跟

警茚罔诊 9不 是去藐薯钸诊断疾痛的高
明 9不 是去嘹解那撞禁治那撞病 9而 是希
璧他们看到病人来看薯缔畴的棣貌 ·我逯
希璧他佣能多镘一些 lll於 病人鞔黠的 「病
人芤J9营 弑看看用一徊病人的角度看世

界 9看 身旁的人 9看 逅徊他有黠期璧 9但

是又食檐爱的馨潦擐境 ·J (督尊秉粮 )

「一 P,l始 凳得很空 ·我在馨院 9镬 士每天

都鲁窝钇绦 9都 畲跟病人去锬 9键士跟病
人的黼僚也逯满好的 9病 人好像也跟镬士

的嗣你很好 ,锼士好像每天都在跟病人畲
哉 9那 我就畲凳得很傍徨 9社 工到底要
斡蜿呀 ?我 就圃始凳得我的猬值到底在哪
理 ?所 以栽就想倏展出辜蕉的技巧 9攘我
有跟别人不一 +·f的僵值或察茉 ·营初心情
上凳得很繁狠 ,因 南督等一直扰我 lFl去 曹
弑觥封了 ·不畲晗我太多框架 ·但後来瑜
琬营拭做 了 9也 没那廖困蕻 9舆尊茉技巧
比起来 `舆 病人舆家蹋相庹的鹱食是多一
黠的 ·J(夤 督生甲 )

『钇得宥一吹 ·一如往常地 ·我又朱探猊
奶奶 °看到她用了大概五六张的街生纸 9

盍在她的塑醪杯上 ·我便跟奶奶扰 :「 篇
什麽要用迄麽多衡生 FN盍 著阿 ?J奶 奶
睨 :「 阿迨徊我可以拿来擦手 `擦 鼙涕
阿 · (台 锫 )J威 凳奶奶果然将 foi题 途固
了 9不 通她也找到了像是追裱的方式来面

封我 ·

我就跟奶奶靛 :「 你不要用逭瘿多衡生舐
拉 !跟你祝喔 ,琨在外面衔生纸又鳖黄了
耶 !你 一天用一包 9迄榱+二天就要用一
整大袋了耶 9迨檬好多喔 !而 且逯很不碌
倮呢 ·J後 朱我们又聊了一畲 9我 们在聊
的kF0程 中宥一位住院饕蛳也恰巧前来探笪
奶奶 `也跟奶奶聊了一舍苴且骢到了栽 lFl

的封斋 ·

住院薯缔 9犄 地要心理簧督生辂告我祝 :

不要攘奶奶凳得是因篇衙生舐菁 9所 以不
要用遣麽多 ;而 是要禳她知遒 9别 人都不
用一天用迄磨多街生纸 ·但是她每天要用

逼麽多是不正常的 。营畸被辂迹 了迄徊鲵
念 9其宵攘栽凳得有些矛盾的挫折威 9菅

埸有那镬  “
自己不知道做 了什麽错事 9

但是被打了一巴掌
”

的感凳 9十 分蕻受 ·

後来我跟督等封蓊迨件事情 9也跟督等讨
嵛 自己的感受 ·我才飧琨 9其 簧我 lFl所 翥

面   向 瑰行主流女胥蒯度 祷狴订狻方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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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笺

理群依扳

9苫埸域

早酱本溺

魔辽軎乔

殡痫蝎镄妁万式

ˉ
病丿C的 裱藐

工砟扭推 /万泫

督紧/t智 生踟俺

t驾 生/碓存者呐惬

衤案知练的伞皆方大

攴箝懑琢

社仓,t柃/忿俸奥笺 扎判行饧葵凫

坩雄取向乏雀0lq式

洒苎爸紊及杜区心鳘l|i生 各崦蜮

加上羯人 雾滔及社匝心理街生社工

犊翎佼盾力 仔鞔奥垮桩混泓

急性均外 坩加筱攵及社匠土后备裰炖

乏碴硷性韬斌

重挽疾病以外的生后 及含人番展 ;他

伺臻生痛但柏信仍有其佞势和i9力

坩加任势唏佶 虫琨人-磙圪的互仂

走夂移伴阴侨及社匝工作 ,t筱铊褚合

噩莸混

分率揩力 亘涔景署之主磕

互褐辱啊土效之平铧仗拌m讴

t智 伞生焚田妤泛雍乏知溅辫督呤相互

纣锼 (dialo烈e)

摔存者及冢阝眨睨生命故扌

加上平☆奥督艹共同禾攒

t菅奖戈

番涤糨式

掺性病存苓主

帑补n痹社工及口膝衤案人Jt搦 王

以各愆璃碜挤定 症铁冶潦及哂利出院鸬主

重念性栩 斜疾痛乏蓖镟硒切钏式

镁痫掖寿作走此人的全鄂 成搦病人

念性瘸房社工●佼 悃案/雍足工诈柄中心

〈铰偏向艹家
`病

够取向之+谈砰估及去锨

络之锬 ,’ 猊 )

知臧衤镭耆玲 知波槠焘者

治疥蜘 v‘ 痫人乏啮屉踟徕

艹寨i0臧散援知碳

以社工iI艹两主的凵潍攵拉

二 追人簧罾喈段後

七月初 9簧 驾在人家的不安和 困惑中展
脚 9锂 由督尊瞽 9我 lFs封 话 `鳌 清 9芷做

了整理"9以 下是行勤介人通程中提取乏数
徊概念 ·

(一 )徙根本人性出凳 ·Pwl展 自芏擎霄

在腈神科鐾癖囤陈蓐葶固藐筝的瘘力下 9

以及雉镬精神社工较苘尊桨的光擐任旃

下 9迨二+年 来教季簧罾生之内容如前逋
皆首董精神社工角色功能及知哉和技衍的
教萼 9是 以 9第 一天簧智生追人病层即薯
上白袍 9成 荔储储社工晨 9f+l始 睾召如何
封病人和家庭谑行社眚心理钎估及提供各
锺形式的庹遇 ·辜家位置已然铺成 ,辜 黄
的祝框亦已形成囝定的框架 ,希 笪徙此迥
程 中培綦出

“
精神社工都很锶真 很享

渫
” 9和 封

“
社工是徊覃葶"的信心 ·缌

言乏 9封 霄智生乘靛眚是徊精心彀针和收

镬篁富的膏驾·

l] 如督牛咽珠坞了餐加晚上同裤督牛食已展陶贽囤小孩子枚擎後 自行运家0l钏 崃

I2 第-丰 it膝 方案国披台潸娜合锄务l,,奁 铺助-名 社工 景而得以留T行勤轨班 将此致拊

厂
行勤中反映 |可以祝是在行勤通捏中一锤 厂和惰境的反映封铍 | (夏 林清捧 19θ7) 即伴噬行勤有-思考的嗨念

遏穆 sch枷铋 j9J1f隐
含的铋槭 (ω山1know而 g)是琛坦往人 ll判 断的盹力以及技巧性犴勤之中 它嗥是 「行勤 中的

铋莪刂 (灿 ow“⒏“闸clo") 爽凳展中的行勤不断地互勤和修正肇驾哲 (厦 林淆 200n:妒 )

Γ「
封行勤反蛱 l 行勤者封其寨观攸苓後回确和思号 以促蛭胶 中搜得知谶丿 (L⒍山&Day ⒛00∶ lBO) Γr反

映刂健我俩和活勤赉展-定 的距麒 屮断行鲂 iL且蘩注在代表行勤o,黄 枇上 适些苷抖是以一撞行勤屮的容镫亻1形

式出况皙 (夏 林淆 19⒚ 7,⒛6)  r此雨者相合即是反映赞豌者卒紫錾肺的核心刂 (ICm、 &Dax 2000:18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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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病哉威 J常 常是一锺别人给予的一锺
意羲 9承懿 自己 「不正常J真 的那麽重要
嗝 ?在 熹茉 「建立 J他佣 「病锇感 J的 通
程中 9是 不是更是忽略 了他佣身荔 「人 J

癔该要有的自尊 9而 且也剃耷了他 Fl糠 宥
不同生活方式的摧力 ?

「病 J遣 徊字 9真 是徊沈重的字眼 9封 於
奶奶耒筑 9也是一锺她不瘢薏去面封的控
钚 ·督尊提醒我祝 :「 其膏她也一定知道
自己的行荔跟别人不一裱 °J那 承不承懿
自己 「有病 J,或 莳也不是董要的吧 !

重要的是 9道 些行南直接的影警彐I奶 奶的
生活作息 9而 封她的生活和健康都有了不
好的影馨 。道畸候就是她需要栽lFl甯 助的
地方 了 · 「正不正常 J到 底是雒定蕞的
呢 ?如 果每徊人都有每徊人生活的方式和
摧力 9那就次宥所罱的 「不正常」了·』
(臂 智生乙 )

由此可以得知 9回缔人性 `,ie人放回氛圃
理解 9及锶哉馨瘠榷力的遵作 9是迨矢黉
蝓方案将遇去精神社工张嗣功能性擘督的
馒先赈序所做的调整 ,五藉著贴近後的理

解而能舆病人及家届建立一较平榷的嬲稳
及重新锶哉他们的庹境和需要 9我 lFl徙 社
工根本的哲理 信念再出凳 ·

(二 )越界

l跨越糗耩罔的界限

原本的黄罾方案均较以急性病房簧驾荔圭 9

因荔我lFl锶 定急性期住院是了解精神疾病及
治瘰最清楚的地方 9相 鞍下 `其他馨瘵埸域
就成夸附带擘智 9如 日圊病房 `漫 ,△病房劂
甓通即可 漫̈性癖綦院 `社匡型擒耩原刂少有
人前去中锖黉臀 ,旦放在走焉看花般蓼鞔增
吹的了解即可 。在此重急性轾慢性和社匡的
意哉形悲下 ·臂督生的孥留也就锔限於封急
性期住院治瘭的锪锇 ·

近耒社匡馒健模式增加 9旦飧展出不同於

餮瘭模式的工作方法 9因 此在策耋簧皲万
案畸 9大 家锶扁通去偈限急性病房的擘霄
方式 9切 割及窄化 了封精神疾病和治癖的
整艚和多面向的锶哉 9故暇意彼此相互交
流和蒂忙 ,提供给霄霄生更多的艘食和擎
瞽槭畲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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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洪定邀罱擘生逛到迨搛的埸域畸 9我

想镶孥生看什廖 ?要看到什瘿才是精神社
工在迄掴埸城所要工作的内涵 ?於是遵定
了社工典居民互勤中 9三徊不同性甏的囤
镫 ·第一徊国髂一居民自主性国髂 ·希璧
可以搡擘生看到精神障蚨者 9在雕 Pii警 瘵
糸铳後 9回 蹄生活的裱貌 9白 己作主 9。

l

铪屡於他婀生活上的事情 9除 了疾病外的
人除互勤 `鼋 聋 `水 膏 `公 聋的使月等等
的生活ull事 。及在菅中 9社工怎瘿拿捏把
主獾交回给他们 ·第二悃图镫一社工主攀
的通瘾圃躞 9想镶擘生看到 9雒 圃鍪瘵缳
境後 9精障者典大多敏的人一裱面封工作
的屡力 `因 攮 9及工作所蒂来的成就威 白

第三徊国锹一志工国艘 9在 追徊圉髂中 ,

希璧擘生可以黉除舆精障者互勤 9一棰友
伴的互勤情境 ·希笪藉由迄三镬国髅 9镶

擘生缛黢到不同於鼍瘠的 `病 、失功能 `

疯癫的 `羝 法做决定的刻板印象白期璧可
以镶肇生看到 9迄群精障者 9因 荔疾病的
侵害 9营 其要回蹄社食眸 9带 著剩铪功能

在回脐社畲遇程固的拉扯 9所 要面醢的
有漪於人的尊崴 `舆 如何擎 督自主的情
形 ·J (督辜瑷珠 )

追徊跨越各擞耩界限的合作 ,使律存者在
社逼中生活的躔罔及被置放淤遘缘的社含
性治瘵得以被看完 9而 此镬治瘵胳附羼於

馨瘵榷威下的治瘵有效性回稀到生活埸域

真簧的人典人互勤中·

「菅擘生来到康家瓠到峙 9畲 先告养他 lFa

迨狸的娩痴刂9包括篾黠就寝 `那徊空 f。l要

睨鞋 `P·,,畲 的畸罔及琨目刂9菅擎生避人迨
搛的互勤埸域後 9舍 有一段 畸固典其针
蓊 ,互勤遇程中所看到的 ,追裱的看旯 ,

身南一徊工作者可以怎麽解蓊 ?依糠迨徊
瓠息 9可 以有什麽椽的行勤 ?精 障者可能
食怎麽看工作者追裱的行勤 ?行勤者追裱
的行勤想要形塑的是什瘿搛的情境或棍
痴刂?行勤背後的豫彀又是什麽 ?迄椽的豫
彀合理嗝 ?迨操的锒设舆在馨瘵埸域又有
什麽不同 ?藉 由迨些思考 9引 事肇生看
到 ·治瘵不一定要在治瘵室 `白 袍的包装
下才可以做 白反倒是舆居民簧除互勤中 9

理解舆改燮便已纸撩生 。改燮的揆生 9可

能是因苘形塑出柬的情境 `可 能是把主獾
交邃给居民 `可 能罩罩只因芍在情境中他
们感受到被理解 、可能是在蕾中他们感受

到要高白己夤膏任及做泱定 °期笪孥生在
营中 9可 以缏黢到人舆人互勤的那份真簧
威受 ·藉此 9肇 皙尊重典 自己不同的弱势
图艘 ·及锶同社工尊萘 9而 道份锶同威不
是因荔鍪生锶同你或是因菊穿上白袍威梵
很摹桨 ·而是乘自於工作者行勤背後 9封

迨群人的理解所崖生的行勤舆 自狺 ·
J

(督 尊瑷珠 )

封黄臂生耒祝 9藉 薯跨越拽耩的田野鲤
黢 9可 多看到舆 自己贫罾槭耩不同程度的
翳瘰化的拽耩 9也提供槭畲禳簧臂生得以
比鞍各治瘵埸域中服旃使用者被封待的情
形 9因 而有簧罾生威慨睨急性病房的病人

像把 自己全都交出去铪 了警院 9而在社匡
Bll怏 中心只刂有把自己活得像徊人的艘含 ·

「迨霰我洧擒畲看到我所簧智擒耩以外的
拽耩 9看 到不同的面向舆艘制 9是 一锺很
好的昆臂拽耩 9禳 我的祝野缝得更宽癀 ,

而不是只偈限於 自己所痍的擐境 9可 以

舆其他擞耩做 交流 9迨栋的琨薹我很喜
欺 ·J (黄 罾生丙 )

「我ila可 以徙不同的角度舆祝野近距鼷的
去猊察JL接镯精神疾患在逭康馒厘程中不
同喈段的裱貌 °J(霄 罾生丁 )

「在慈芳遣裱生活化的精神徨建中心袒 9

大家所呈琬的裱貌都是很真寮的 9就像一
固公司 9謇 晨鲁吵架 `謇 晨謇彼此封厥葚
至封你抱怨工作人晨哪袒不好 9溴有急性
病房一徊月出院的麈力 ,浅 有篾天一定出
舒估轹告的麈迫 9我抱持 自己的理念 9在

慈芳和阿石的生活中 ,慢慢飧凳到他封於

友伴的渴堇和期待被同孥接钠 9想 想他营
初畲乘到慈芳也只是因扁遇暑假而已 9等

我费驾黯束¨暑假皓束他也退是要回蹄到
校圆生活 9很 高舆我的一徊蔺覃想法 9絮

助他在和同擎的相趸有了不同的固始 9雎

然也苛没有把栽的理念完全镶阿石艘畲 ,

但我相信我至少蒂助他在新的生活跨出了
不一裱的一步 ,封 阿石来钪 9追徊暑假也
苛只是多了一徊大哥和一徊可以去晃晃的
地方 9不 通我相信慈芳遣裱的生活查固 9

封淤阿石朱说是有帮助的 9要
一徊坐不住

的圆中生待在翳院袒 9不 能跑来跑去随 自
己的意 9庵 该是謇痛苦到怏镫疯的一件事
吧 ·慈芳藁的完成了不一裱的工作棰限 ,

透遇 白由 `平 等的擐境 ,拾 了阿石遣裱子

a⒄ g嘟 g丿。y尸″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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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精障者生活化 的治瘵 ,也给 了我追
徊不怎瘿喜欺理豁 9骞 可用缍黢去印镫理

赣 的 另骟 社工 寮 罾生 一徊 特 别 的槭 食 9

形 塑 出不 同的工作 面貌和 妩黠 9慈 芳很

棒 !J (费 智生戊 )

2跨越傅铳僵佗治瘵的界限

透遇簧霄生在病房田野的
“
嬲荡

” 9簧 罾
生和病人簧方锵展出不同於食锬室内的懿
锇 9看 彐I和 寥舆了病人和室友 `家羼的互
勤 9人在抓皓中 9真 簧了起来 9故有荤手
在病房的散步 `簧 霄皓束雒罔後病人情
皓低落畸的舄信慰苘 `家屡舆老嫣嫣 (病

人 )病 虏大吵畸的虢畴插一聊 `簧 智皓束
畸的深情榷抱和祝福 ·

「营栽起身告钚阿樱阿姨靛 9我 要雠 固
了 9阿樱阿姨握薯我的缝手着著我封我祝 :

谢谢你lFl9谢 谢你lFl所 蒂给我的 9出 去乏
後一定要好奸加油 ·再去甯助更多人奸嗝 !

栽眼神璧著阿樱阿姨黠霸祝 :嗯 !我 畲加油
的 9你也要加油喔阿樱阿姨 9我 lFa要 一起
加油 ‘阿樱阿姨眼中泛薯溴 9我看出了她
的不拾 9阿樱阿姨一逡推著我祝 :怏黠走好
了 ,不 然我畲拾不得 9而 我的手衰刂是繁繁
握著阿樱阿姨的手 ,正 菅我示意祝那我走
了畸 9阿樱阿姨勇刂向前抱住了我 9而 我具刂
靼轾的抱住阿樱阿姨 9其簧菅下的我很希
璧可以好好的抱住阿樱阿姨 9因 蓖我好希
璧我最後能黔阿樱阿姨一徊臃抱 9希 璧能
铪她一些力量舆温暖 9显且镶阿樱阿姨知
道道徊世界遇是有人是在乎她的 9迨 峙阿
樱阿姨抱薯我封我祝 :希 璧有缘在外面暹能
再相完 9嗯我接著封阿樱阿姨靛 :或 苛那
畸候栽是等递 ,有槭畲可以蒂著你去看迨
世界美罨的地万 ,阿樱阿姨黠黠琅笑了 9

芷且封栽祝 :我 食记住你的 9嗯 我只刂封阿
樱阿姨祝 :我 也一定畲记住你的 9接 薯阿
樱阿姨原刂送栽到罔口 9菅保全,lg第 一道羽
打固畸 9阿樱阿姨推 了我希筐我怏黠走 9

而隔著第一道羽的玻璃窗 9我不断地向阿
樱阿姨祝再完直到我出了急性病房的第二

道 Pl,而 那矢是我最後一矢完到阿樱阿
姨 ·J (簧 驾生己 )

冶瘵界限不再是僵化的 9它随著璧方各自的
状况和不同的黼你陪段 `不 同的情境 9睥性
地在人性深屠璐注和反省中被膏踱 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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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督 莩的辂化一̄ “
互扁主瞍

”
的擎智

蜃缠篾吹督尊鲁巍的封缶 9大 家Pol始 慢慢
地把要将霄智生旬缣成寡荼精神社工的夤
檐放下 9而 董新把簧臂生定位在就是肇生
的位置 9偾 量减少督莩指尊典疾病模式的
框架 9弑 薯放赡禳他惆去急性病层蔺蔺
看 9簇 他们 自芏自由些去懿锇病人 `他们
的孥智或髅畲是多少就多少 9不 謇因高他

们记弥舄的不劾病鏖化或徊案羝告呈琨不
如辜葶水筚 9而 怕圃喙或自己社工同镭的
瞌断 9髋他的督醇没教好 ·或弛的督莩不
狗募萘¨ ·菅督尊狄下 自己及剔人期待的
寡桨摧威指尊角色 ,反徙簧驾生晚埸反魔
中向他佣孥智到跳睨馨瘵框架的蛭黢 9自

然 `真铖 9督 莩舆膏霄生奥病人Fdl9彼 此

真的成斋相互擘霄的主锹 。

『菅督尊的步嗣也是可以慢一黠的 9不再
那瘳怕拿生受惕要保镬他 9或相信他也有
面封罔趣舆解诀的能力 ·缲智把辜萘的肇
霄的比董放轾 9更看董孥生身扁 「

擎霄主

艘 J的 能力因鹰和展琬 ·而璀寮也看到孥
生在簧智遇裎中 9更 能接近 自己 9搌展原
耒的彀限 9用 弛徊人身荔拿生的裱貌 9更

自然的靠近不同的患者和家屡 9道些謇黄
的 「飧琨 J舆 「

霄霄厘程 J是速超通寡葶
钏缲的 ·』 (督 萼依君 )

(四 )何锔平獾 ?平獾内涵到底篇何 ?

徙傅统肇智的铈徒制 9由 缔父洪定徒弟该

孥什廖 9到 寮睃方案中禳寮罾生有充分的
奎 Fal自 我探索 诀定 9,ig辇 曹的圭摧交邃
拾霄智生 ,此 退摧的通稃亦封督莩蘑生了
棰大的挑戢 ·迥去寮罾生孩有的规矩和分

寸是清楚的 9但 菅自主睾智空Fdl拉 大後 9

封某些不遵守基本规约的霄霄生督孪要给

子限制畸 9檐 心自己有如抓榷力辫人 9但

又怕太枚任膏智生 9使其骸要有的夤任威
没扛起 9落人雨黢中·

「欲豁到霄智生的作桨暹交 (作 渫居然只
给了一吹 9乏後就嘹椠音瓠 !)9圭 要是
想了解簧智生的想法 9然後就看到他一直
往後退 9除 些撞到後面的檑 ·在 了解他
的一些天真浪漫的想法袒 ,白 己有些桴
扎 ,到底要不要拿出大家髋好的霄霄卦萱
耒啉阻 9提升他的翳凳性 9若 是荔了连到

24

迨徊 目的 9我 畲不畲被理解成没人性督尊
啊 !¨ 不同缳境 `不 同的人食有不一裱的
赝值 9且 真臂的工作情境有畸是琨簧舆崴
酷的 ·J(督等雅君 )

铿遇人家的苛镛 9我 lFa镬 得 了暂畸性的寥
考原只刂9迄些琨的 `擘 智目檩和万法的救

定皆可缛遇一徊相互圃放的苛赣通程而廑
生 ,黉 臂生的需要 `状 况可被徊剔地克分
耒逵 9而 非由督尊一方掌控做完所有的肇
督诀定 。在通稚中 ·督莩们也面封了自己
在威耀政治/社 畲及教育鹱制成畏的馀毒 9

董新相信簧留生封 自己的需要和肇霄状况

有最清楚的了解 ,而 非 自己是萱深社工知

道和诀定什麽才是该肇罾的 。同畴 9督 车
封於琨簧工作 中臂留生骸被要求遵守的和

膏任 9以及原因蓖何 9亦 要尢分地告知擘
生 9使其在簧磬期罔有糗畲面封 自己的因
境也擎智承檐遇挥的後栗 ·

菅霄督生典督 孽的髋俘是被信任和尊董

畸 ,他 lFl也 擘臂到可以以相同的方式面封
病人的生命 `嬲 你和遘摞 ·增榷在督尊舆
寮督生乏固及相互平行的臂霄生典病人和

家屡Fal一 起展圃 白

「我们槭耩的社工没有迨麽骏硐尊萘 9而

是避月了充獾理豁的理念舆服耢封象相庹
典共事 9迨镶我有很不一椽的想法 9蔚何
要非得飧拥辱黉主羲 9重祝辱荑的同畸 9

其簧是拉速 了社工舆服释封 象乏 Fdl的 距

雠 ·J (簧 臂生甲)

(五 )封硷制的衡擎

1簧 智生封精神馨瘠乏筻疑

簧皲 万案督尊花 了苛 多峙罔舆耆 臂生封
缶 9此稚分析 `批判性的封老 9不 立即地

直接回答疑罔 9而 是艟镲擐固 9甚 或要求
回田野再丢鲤皲和髂畲 9簧 罾生思考竺罔
被粒大 9因 而可在初接蠲鼍瘵文化畸 ,带

著道些艘食 9不 食没豫没瑙地在警瘵镯人
下被剃化 9而 圃始崖生鹭疑和迳步建立自
己的甑黠和暮桨信心 。

「我 Fni始 不徙馨生或是社畲大猥的主流巍
黯去看精障者 9而 是以精障者的鞔黠柬看
他IFl自 己¨J (簧 臂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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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在 日懿中封翳瘵瀚迹的蟹疑外 9霄 智
生亦在瞥等封情境判断後的引事下菅面封
鍪鲚的治瘵行荔提出簧疑 ·

「魏翳鲚红著腧立刻承懿 「没有换 ·追椽
不太好 ·可是道些器材及治癖没辨法 申
级 9饔 院都是自行吸收的¨ (聱 昔缝得微
弱 )J° J(督 莩明珠 )

此夤疑挑戢了馨瘵系鱿中最高的槽威 9JL

在督等钎估馨断乏圃枚度下 9鼓锄簧磬生

提出艟镲典翳绗苛潴 ·鼍鲚也做 了醢床改
善 ,芷於其辜萘通瓠中害舄反省 ·

「营下 !魏 馨钸即允锘食改迮 ·果真 !隔
天魏 翳绗圭勤告知我孥生提 的罔题 已改
迮 ,封 此事他薨得丢腧芷要我向同擘谢
谢 !接 著 9魏 鍪断也胳迄椽的缠皲睽表在
精神警擘通瓿25卷 8期 中 :『 七月起有社工

系擘生柬本院簧智及参鞔 9期 圊罩生营面

直指本院忽棍病人人攉乏虎 ,令 翳BT羞 愧
雒菅 9也立即辱求改善 ·所祸馨孥檎理 9

果然是和年龄以及娥位的高低成反叱 ·鍪
擎偷理芷没有什瘳高深的擘固 9大 多是一
些浅黢的道理 9建镞朱来罩窨的愉理课
程 ,可 以考癔邀翥各科糸的臂智生朱锬欹
他们的感受 9或 薛含比较言乏有物 ·』J
(督 尊明珠 )

2督莩祝框的憨勤 `飧鼙和改燮

在臂罾期髑 9督 萼们隔遁晚上聚窠一坎 9

畲中 9亦 是操月分析和批判【
=封

话 ,黄琛
社工督等在舆同鸺封斋罔 9自 己磬以荔常
的棍框和行勤亦被撞擎和 P+l始 鬏勤 °

「越来越明白 「增獾黉臂方案J就要改键黉
罾制度 9内 涵其膏是先要改鳘督等的鲵念和
怨度 9似乎是督事要董新被建造般 9罔 题是
我道徊督等要改鲠嗝 ?很大的抗拒是 9我不
懿南北弊的傅铳精神翳縻霄智方案有什瘳不
好 ·不遇在一吹吹的舆锬和锃黢交流中 9增

加了我自省的空 F·l9也髹勤了一些想法 9渐

渐地更去蹩察自己在翳孥中心精神科工作 9

多年来舆病人或家屡的相庹方式有蘸不要乏

凝 9更敏威的留意自己和艘制 9来看着我在
镫糸中是否不自凳地被框架了而不自知 ?J
(督 季依君 )

a⒄g嘟 g丿。l,J lltl`Q'施″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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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智遇程中除封封 自己督辱行勤追行反映

外 9在 日常工作圃Fk合作中 9依君亦凳得
自己在逐渐改缝 °以前 9在 圃陈中她是不
愈多祝的 ·尤其在典疾病相湖及症 Hk庹 理

上 9因 药那是馨生的鼻葶 9必 缜遵行和尊
董的 9但是瑰在有些不一操了 :

「那是在馨孥中心一徊公固舆謇的埸合 ,

琬埸有一位圭治馨缔 `住 院薯缔婀 `篾 位

膏霄鍪裘人 橐 9邃 有其他圃喙工作人 蠹
等 9共 同务舆封赣妄想症案例 ·封赣董黠

尤其在舆妄想症病人相庹的困雒 9和信任
黼你不容易建立的莪韪上 °我正不否锶典
妄想症病人相庭下畲怕怕的 9需 要小心镬
慎 9和 牢钇馨瘵的锂黢法力1。 然舆畲中 9

貔到圭冶饕绗把和妄想症病人的接蠲 9藐

的遇於戒慎恐濯 9在相辍我乏前和一位妄
想症者的相庹锂黢不太一裱 9我 又想起在
增榷簧智方案期 P·l舆 各督荸的封话 9提醒

傣量少周症状和病恁鞔黠去懿哉玷在我们
眼前的遣一位精神病人者 9而 是直真费霄
去接近去锶哉-徊 人而非只是病人 9於是
乎栽忍不住要跟在埸的膏霄馨 `裘 生们张
嗣 9舆妄想症者的相痍 9我缠黢雍然不是
那麽多 9但 至少其中-徊 活生生的铿蝓芷

不是那瘿恐怖 9或 舆患者是那腰遘不可
及 ·我营弑分享舆某一位妄想症患著的接

镯缠勖 同畸展示那位崽者生病期 Fdl的 刽
作 9希 堇藉此增加一些平衡钪法 9攘 瞌床
的工作人蠹舆朱来的下一代在摹萘畚成的
遇程中 9减 少诊断和症 Hk的 框架及烯除部
分迷思舆偏昆 ·只是可惜的是 9在那公 P+l

的埸合 9最 有摧威的圭治署缔芷不支持我
的说法及瞌床缠黢 9他锶旄我可能把罔韪
筒化 ·雎然封此威到挫折 9然 椠擐我仍含
謇弑再提醒 9希 璧饔瘵辜葶或遇遭社畲大

幕更少偏完的封待精障朋友 。J (督 莩依
君 )

督摹明珠回到馨院 9带 著囤督被嚣勤的趣
黢 (即 大家钭封信念典簧践行勤 Fdl的 不一
致所追行的探宪 9五封赣有哪些朝向霄跷
信念的行勤策略 )9菅 簧罾生疑罔搜理局
何如此豫势封待病人峙 9她以往只有摸然
带通 9以 维持囤啄Pol的 和揩 9及锶荔家酰

不可外锡而不封簧臂生祝啁 9但琨在 9她

面封馨癖的张势 9不再放通扁病人手取人

性被封符的槭畲 9勇 敢旦有技巧地探韵 9

因此 9镟理人蠹得以有檎鲁提 出自己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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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解耀 9亦 同畸梭猊自己的行菊 9筻 方
P+l始 有了良性的互勤和更多的了解 :

『我抱著小心的悲度 9营 畸心理逯墼算著
孩用什瘳策略较好 ?就拿馨院慈善基全管
理委晨畲年度皓算窨核 (kL是委蠹乏一 )

的事 9顺道找她锬此事好 了 !皓 果通程相
菅平静 9我 们聊 了一阵子 ,终於有 了答
案 ·她锶荔我该菅下找她立即澄清的 9她

也不含因此凳得被夤疑 9反 而可以给黄督
生立即的回瘾 ,免得 日後扭曲了簧臂生封
慢瘵工作人晨的印象°迨畸 9兑她捂董心

畏的延祝芷重糗 :「 真不希璧篇此影辔簧
智生未来硪贳生涯⋯ J9迄 镶我好威勤
喔 !道畸想到乏前自己的猫豫及退缩是没

有必要的 白』 (督 豢明珠 )

3黉 罾生封反增獾状怨的反省和增榷的萌芽

寮黢方案的督孳鼓 RlJ甓 督生要主勤擎雹 9

多思考 `多 镫 Poi 多封谂 ·在病虏田野鞔
察

“
荻生

”
陪段 9膏 督生蹩得恐慌 `急

躁 `想 要超怏抓住些什瘿 ,因 荔在擘校填
鸭灌蝓式教等下 ,已 臂慎於

“
你告挢我我

飚骸怎瘳做
Ⅱ 9营 孥督主獾交遘给他 rla

峙 9反而不知所措 ·

「营你拿到擘雷的圭孳獾後 9反 而含崖生
恐慌的 9因 篇你太阙放畲不知遒要徙何薯
手 。簧罾朋始畸 9督 尊一直凳得我太急
躁 9好像一直想要抓些什瘿 9所 以督荸一
直叫我放格繇 9放 极暴畸我的毛缅孔才能
打固 ,才 可以感受到病人傅连给我的瓠息
舆背後的意羲 ,所 以遇程中栽徙急一直演
缝到缓和的心悲 ·J (簧磬生乙 )

但在针揄後 9督 等鼓锄他lFl荻憨 9用 人舆
人接镯的方式去柏虎 9簧 督生因而骢到了
莳多病人在病层及平常生活小故事 9圃 始

营弑以病人自己的鞔黠朱锶锇他 Fl9而 非
只以主流翳縻来看符 9薏 即营甙建立自己
的睨黠和懿同 9芷裼助病人锪同自己 9雎

然都仍在窨弑建立的迥程 9但 已徙封箫迥
程中飧琬自己封事情的鞔黯和做法不再郡
麽绝封 `罩一 9而 是朝向更多元和阂放 ·

「擎臂的圭勤性 ·面封老蛳的髋法 9不 再
是一昧锶同 9而 是畲崖生自己的鞔黠 ·我
凳得簧霄飧琨可以刺激思考 9不 再那瘳绝

26

封 °有更多元的可能出来 °J(臂 督生庚 )

「迨矢的擘皙铿艨也镶我在肇罾醇更勇淤

瑷固 `主 勤求知 9不 再像以前一味的僮止
於接受老鲚所给予我lFa的 9宥

F。l题就 Fol9

不要装憧 !不 然最後吃蔚的遇是白己 ·
J

(簧 臂生辛 )

芷且也靓锇到辜桨技巧背後一定要有尊萘
的儇值信念 9迨些都是在睾校雒有槭含擘
霄的 9然 而追些墅持也在国啄要求社工要
有功能的琨簧要求情况下 9不 得不碡怏跳
人辜渫报巧的肇皙以镬得赍瓠提供圈喙参

考 ,追些受限於琨臂 ,也 同裱是董要的翳
瘵艘制宰制的琛刻艚食和肇驾·

「我懿苘有畸因荔迨棣的方式雎可以器社
工簧臂生不被偈限 9但 警院本身遘是有他

们一套的漂萃 、他们封社工的期待 9莩致

可能在图滕畲镳 中 9因 旄靓知不同而蘖簧
罾生宥些挫折 ·刂 (寰 罾生壬 )

簧臂生的激蠹 9透遇擘校的圆艚督尊被呈
琨出来 ,雎相鞍其他拽横技巧性的犟智较
晚及鞍少而曾鲤箕疑 `不 安 9但最後他们
相信迨些++待服璐使用者及封屡迫艘制及

封擎智主獾在我的多槿董要精神和怨度 9

是更根本需要罩智的 白

「平畴擘校的教肇中 9钏觫拿生敏鱿度 `

镯立思考 `自 由揆撺 `同 理心¨等等 ,是

相菅董要的特箕培奏 。J (寮 智生癸 )

高鍪馨社糸眼老鲚亦曾透遇信件给子此方

案董要和正向的回馈 (旯 附繇二 )9追是
社工教育强拥 自主 `批判和人性的氯息 ,

也是封栽佣重要的鼓舞 ·

伍 `廑 生及公 P.l臂践知裁

营精神社工面醢被鍪瘵化的知锇牢制和同
佗的锶同危擞峙 9精神社工就必飨尊董和

看重自己的耆躐鲤皲 9芷 f+l始 掎嫒地樨醢

床直竟和思考锆合 9亚 整理和形成臂践的
知谶 ,以 朝向正蕾佗我lPl的 窨跤 ·

我们株用了最待合社工信念的探宪知哉的
万式一皴祝和行勤典轭 9任何簧践面虢的
因境均可是一小型的行勤探宪遇程 9藉 著

蓍窝行勤簟钇或 日懿 9逛人反映回鞔的
屋程 9藉 此以黢琨簧践 中既存的默含知

哉 ‘JL藉 著国硷的批判性封斋分析 ·持缭
性地做 自我批判 9以及将氛圄 `僧 值娆 `

意圄和行勤等耋清 9有 助淤封屡迫艘制的
辨哉 `揭 露 `凳 醒及凳展出燮罩策略和行
勤 ·此方案我们即鼓励督等蓄窝督尊耆瞽
生的行勤肇懿 9我 lla隔 遇晚上的完面就斜
封行勤鼙记迮行反映和批判封话 9督 攀簧
智生的苛多簧践增榷荔核心精神的困境 9

皆在遣些封兹遇程中被细缴地舒揄 9JL带

回营弑再行勤 9成 荔循擐的症程 9血连成
意谶蹩察的提升 ·

暹一步 9我 ila遇 要建立凳表的平台 9公 固
大家的簧践知哉 ·哉如甄畹岚所钪 9行勤

研先成果公P+l的 重黠是分析 Fol题 情境和改

善簧耪的必要性 `描 逋解决 Fol题 的行勤策
略万案 `靛 明行勤万案的推勤遇程舆皓

果 `检苛行勤方案的成效舆限制 `反 省批

判在行勤遇程 中的辱萘懿知舆成畏 9和

提出窨旃理镛舆建畿 (甄 哓岚 92001∶

210)·

是以 9我 fla在 九+六 年寰智缙束後 9搴辨

了一矢暌耒畲 (兑 Fli镞 三 ) 9畲 前聚集了

胄智生 9斜封簧磬畸所窝的病人生命故事
彼此牖助批判分析封话 9封斋後回去再修
改 9瀣铿三吹 9终於完成四篇故事 9督 尊

们亦努力於工作忙碌中逼出两篇文章及三

位口簇瓠告
⒖,另 亦於台中精神饕瘵社工固

定月畲中提出赧告 ·

我们徙一徊高度髂制瘗迫的翳攥擐境中 9

夥 同黉智生 9展 阴了增榷的 冒除擎臂蜃
程 9在 追馨瘠荔主镫 9社工荔FlI蜃 辜桨的
氛圉中是棰不容易有成就威的 P·l始 9同 峙
又是棰有成就威的拮束 9因 篇绔於看到鬏
勤的可能 ·畏年 9社工本身就痍在反增榷
lk怨 中 9逯 要增榷孥生 9似 乎是徊矛盾的
琨象 ,但我lFa就 在不同反/增榷程度的督等
徂成中 9督 莩同峙舆霄智生 `服旃使用者
亚迮 ·

卩:Ⅰ:`结瀹

迨 +年 柬 9台 漕政轾混漓19中 崖喈镢减

缩 ,臂 富憨殊差距蜃年柬最夂 ,将 尊致失

能者分配到的育源更少 9福 利政策更炒短

觫 9新 管理主轰野社工猃展的牵制更多 9

整徊社工界面虢植人挑戥 ·增榷的簧践成

掏我 l/l回 魔此趟势的董要遥择 9我 lFl刚 简

始起步 9要徙病悲的馨瘠模式典轭糌向 9

我们遘撵 了徙社工傅承最重要的大三暑期

甯臂固始 9营拭徙原先祝黉督生荔末束社

工的功能性培奏及饕癖摸式祝框乏建立 9

辂而朝向猊窭督菊瑜展肇生具有增榷取向

信念及簧践能耐的簧臂生 ·我们同椽面醢

棰大 `+△ 多的挑戢 ,逯好此工作小徂 ,宥

心 `有 情 `有 囊 9柏 伴一起努力 9走 来才

不各 自甓得狐罩和椠助 ·在此 冒险 `探

辱 `缝 革遇程中 9深刻凳得有钎多的不足

需要正棍 `思辩和缱螭集艘努力 9末 柬期

待在以下敏方面能持缭地凳展 °

一 `霄 智生籀面的自我增摧

在拿罾袒 9擘 生早有定兔将自己定征在一

反增攉的状悲 ·在教窒中含看昆一群擘生

被勤的接受老缔所安排的教睾方式和 内

容 `’△s臂 遇程是罩向流勤 ·他IFl臂 攮期待

老缔安排所有擎罾内容 ,自 己只要坐著被

勤瘾睬即可 ;追行封赣峙 ,不 敢/不 喜欺提

出或次有徊人鞔黠或看法 9更 羝法瑜展封

此莪趑的批判性抽象思考 ;封 人/知 哉/荸

罾没有熟情和好奇 ;在 擎督遇程中 ,舆 老

缔或其他同偕乏互勤和封话亦缺乏舆趣 ·

台潜社瞽工作的教育情境 9膏 除上反映出

上逋台湾教育擐境的整艘Hk况和因境 ,大

擘生仍延攮中小擎填鹇式教育造成的弗雷

勒所形客
“
沈默文佗

”
 (方 水泉 ,2003)

於大罩课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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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蒿心蕊及谢依君 增榷取向建耩精神翳瘵社畲工作寄罾方案

◇◇

故本方案一 0w,始 即给了黉督生枢夂的空罔

去营弑和探索 9芷伴以舆督尊密集封锯 9

在 引荸 `踯 放 `鼓 黝 `锶 可的擘臂氛圄

中 9逐渐 F.s展 9雎 然擘生的徊别差奚性食

影辔到增榷的程度 9但在膏督同镭 `圃 喙

兢事将殊的擘督情境中 9己 踯始斟自己的

肇臂遘择和 自膏 ,即使要用假 日前去其他

栈耩擎督 9也咬牙苦撑 9甚 至提出要延畏

黉智畸 Pal.。gL你 用心 `锾慢陪伴 `等 符

畸 9你 含看到簧霄生 lFl的 圃花皓果 9他们

是有意鼷和充满漕力的 ·在退程中他rFl初

营逐渐朝向辰成宥能力可影辔耒来命避的

控制威 内在有遵成簧督中困擀任耢的勤

力及有能力完成的自栽效能威 `凳展意谶

提升及批判思考能力及建立知谶 `能 力和

技巧 (Amnon α钔,⒛02∶ Gamer9⒛“ )·

而在醢床工作中督莩不遇早给予指尊的白

芏擘 臂原原刂下 9牌 肇校所擘的命题式知

锇 (propos"on引 knowlcdge)馄局行勤的

指 引 9弑 著徙摸 索和营弑鳝换 而掌臂的

行勤反映循缳 中 9靠 白身赏踉的鏊衍美

感 9崖 生落簧於社畲氛圄的臂践知锇 ,lL

透遇徙遵串行勤中整理出默瞽知锇 (tac“

knowlcdgc)舆 既存乏理揄相互锨捡及整

合 9因 而在簧督皓束後舄出舆病患及家屡

交含的故事芷凳表 ·迨徊艇黢侠黉智生薨

知在擎生峙代他lFl即 具偌生崖知撼的能力

及摧力 9如 此方可埋下 日後成荔社畲工作

者畸 9具有破除擘衙舆窨璐罔辜荣知谶喈

屠模式的可能性"·

二 `督 尊屠面

(一 )督季颂等獾万面之增榷

带著增摧的信念 9督 尊除了具偌遇去的工

作技巧钏觫者外 ,更加上了服磅怨度的生
命缍黢傅承者 9在 饕瘵模式掌控 中 9捞 出
一小空隙 9示 轭著将

“
病

”
舆

“
人

Ⅱ
更分

fil9避 人律存者的生命铿黢 `家庭生活和
瞥徊社畲缳境互勤的遇程 9同 a寺 亦随 a孝 反
映翳瘃椟式的框架是否仍在 自身 9期苛 自
己及警瘠黯耩限制中能铪他们更多冒FKA的

空固 9雎 然亦缏蜃 了放手舆否和放多少的
稃扎 9但仍以寮臂生荔中心 9鼓黝他们 自

我探索及提 Fol9徙皓挨中把握肇磬攮畲 ·

追些徙霄践中廑生的困惑扮演了董要的角
色 9推勤我们不断往前我辱增榷荔何 ·

此外 9在舆甯臂生的 sll豫 中 9更 贴近孥生
的生活 ,不 含很翠砘地只是懿荔白己在督

莩孥生的工作内容 ,很 多咛候是跟臂智生

一起聊天 9一起生活 9交换在黉碧擐境中
的威受 ·

迨些耆躐鲤黢呼瘾了Carncr增榷的督等者於

督尊畸要努力淤投人碍 F·l`给回簇 `给 予
锶可 `镫展能力 `功 能性地 自圭 `使每徊
人都凳得 自己是猸特和董要的 `睾 智和璐
任被祝高董要的 `犯镨被棍荔擒舍而非失
败 `每徊人都竟得 自己是社匾 `囤 喙 `家
庭和工作中的一份子 9国 荔每徊人都承诺
於耒来晒景中 (Camer,2006)°

是以 9增榷取向簧磬教肇宥别淤傅铳的理

豁 `技·ll教 葬 9而 以黉碧生荔中心 ,器 焦
淤肇磬遇程 9是 一徊以肇磬者荔主髂的知

哉建耩通程 。(Gi伍enman&Mmer,1叨 7。

引 自Carncr 9  2006 ; Michaud、 sontag &
smiar91996)· 因此在增榷簧罾教擘中 9

窨 督生的 角色是芏髂而非接 受知谶的客
艘 9遇去榷威上下垂直性的督尊Bll你 耨缝
成横向的藩通 9费 智生才有可能铿黢到夤
任 `自 我欺能威和造成改缝 ·增榷鞔黠的

宥效服耪成苟增榷取向宥效簧霄教肇的延
伸 9社 瞽工作孽渫赝值蔽 糸中的增摧信

念才可能整髅 `深 人 `且 持镘地被宵践
(Ashcroft,1987; RebeCCa NIor,ison Van

Xroorho Carol Hostetter,2006)9及 早禳末
朱的社食工作者贴近服耪封象罹病及透祝

翳瘃父獾髂制下乏照藤盔黢 9社畲工作者
(督 尊)`宵 智生及律存者三者之圊彼此

睽展出平等的夥伴嗣你 9社畲工作尊重人

性 `公平 `正 羲的猬值鞔的尊萘锶同和傅
承也才得以展P+l及 落宵 白

(二 )督尊的自我增榷

如前所
=+·

9精神翳瘵社工在造人科技理性
典轭的警瘠主窜埸域中工作 9棰 易因榷力
的亘大差距内化馨瘵而失去社工 自己的锶

同 9营我锕以尊萘拿畲立埸推勤增榷寮罾
簧黢方案曾拭脚始 回到聆貔律存者的聱
音 9社工及簧霄生 ll,F△l始 鼓黝他 ll,使 用自
己的捂言来定羲和描迷道些活生生罹病的
屡力和锂酸 9以 及尊重每徊人在她/他 的文
化哌络中畏期所凳展出耒的面封疾病的万

式 ,国 而他们生活中舆疾病和艘制抗衡的
力量 9被 我ll,董 新看完和正向看待 9相 封
於圭流警瘵赣迹中病怨化的客艘 9弛 lli P+l

始臃宥自己锂黢性的知哉 9辇 回了自己的
羟释摧和缠睃的合法性 °同畸 ·精神鼍瘵
社工舆倬存者一起抗拒餮瘵蓊逝篇唯一的

霸榷 ·展 Pil了 增榷的蜃裎 9此蜃程亦被督
攀们在工作自檐沉董中被相互督促舄出

⒘°

迄些解耩不馑鼹生在舆服耪使用者Fdl9也

狳生在舆每 日酱癖圉喙工作畸的嬷「l Fol·
铿屋此解耩遇程 9督 等逐步建立不同於薯
瘃主流封待疾病及病人的方式 9更 暹而在
翠兵作戢 中 9有 勇氯和力置挑戢馨瘵榷
威 9白 我效能威增迨 9骚展意锇提升和扎
判思考能力及行勤 9知道每一饮的越界 9

即使是失败 `挫折的 9都 是篇服携使用者
增獾而努力 9也是荔累猿寡渫的飧展而冒
除 9迨 是僚批判簧跤的道路 9是 有刽 意
的 `桀兢的 `冒 除的和需要/值得终身鋈展
的 ·

三 `纽谶屠面

(一 )槭耩万面

不可薛言地 9在 人型饕院中 9馨瘵艟制 `

喈屠刻耋甚深 9工作屡力夤檐随著健倮艘
制及社畲新舆罔趑 (如 家暴 `性侵 `物 筻
滏用荨 )在 酱瘭帝囡圭羲祝框下均被祝局

“
痛悲和有 P·l题 的

”
而吸纳人薯院中 9且

在健保绘付不足情况下 9成 荔馨院赚钱的
另外来源 9因 而工作更形忙碌 9要给予臂
罾生更多的封括畸 f。i以 引等和 +JJ助 整理鲤
黢就更菊因鼢 ·督等lFl常 褒在倍受拉扯和
辛苦的状悲 9且不被同僚们锶南迨是重要
的 ·

在簧践增獾道段畸 f。i9督 等自己雎己被鬏
勤 9但 回贩一看 9。P仍 身在鹿大的鍪瘵衙
罔中 9不 峙要荔因自己鼓黝而去 A,l荡 的黉
臂生擦拭不骂馨瘵所容的痕lWI9在 警瘵圄
喙中如是 9在精神饕瘵社工室中亦如是 。

营有馨茚及社工同镨瑷出批抨或给予擘生
“
蓐葶意完

”
畸 9菅 下要克服

“
自己迄徊

督孳菅得不约暮茉"的 受刳亚不是那麽容

易 ,尤 其菅簧臂生亦因此指膏雒遇掉沃 9

「不是因菊自己表琨不好 9反 而是檐心督
荸在其他同事面前没面子 9教 出来的擘生
不驹辜蕉¨ J面 封簧臂生的髂贴 9就 更鞯
承受了 !迨些通程中遣遇到的困雉 ,攮耩
是椠法铪予攴持 `夤瓠和萁源提供的

⒙9但

道已是僚回不了礤的漫漫畏路 9人性 `社
瞽正轰深植心中 9再苦 9抹去了溴/累 9遽

是要往下走 ·

(二 )熹 桨徂戤方面

我 lFl在 心理衡生社畲工作擘畲的辜贳圃镬
暌展使命征置上 9期 寺透迅此簧罾臂黢方
案 9能 封人性 F·9l照 不足的科技理【

=典
轭乏

臀瘵躐制有所回庵 9逛 而秉持社工增獾信

念 9探 窍及 累猿 而後凳展 出社工霄践赣
迹 ·姆程中 9腙 合馨院 `私 立慢性瘵饕院
及社匡的心衙社工们 9在 鼍院礓劣势不封
等的獾力 F·9l你 下 9邃 能相聚犒羊共同探
索 `反 省靥瘠艘制鲟 自己及病人的切割分
簸和抨馒 9及其如何造成彼此喈。lt性 `情

威趺麒之栈制 9芷追行缝革 9簧攘不易 !

遣畿年推勤簧罾黉黢方案 9雎 然栽们也瓣
了成果飧表瞽及督尊lFa至 中匡封精神社工

lPl瓿 告追些绺黢 9企 囵造成些寺影警 ,但

是 ,虢 本功能性角色揆撺才是精神馨瘵社

16 台湾心霪衡生枉含工作犟食於九+六牟舞瓣 f以增榷理嵛蹙耩精神瑟瘰江含工作寅罾万条工作戊杲分享典展堇研苛
奁J 手册中刊登四位贫智生琛度眚甯他惘葜病人的行勤故亨 其中雨征烽生箨贳後徙亨社工jL膣 牍蓍舄他俩赞曦故

事 其中一 l±任瞧康筏之家 9蓝於尢+九年社匡腈神馒健拽揍卑桨人景籀镄教奇削睐畸提 出睽表

l, 间拄 l‘  兴有五征督莩的夂章 讲兑歼苛愈手册

1B G锏 ct捉 出缒陬的籀榷要瞄捉供促成刳新能力 苷瓠 (卒内技 lli

挎和虑刂新所需合法性支将 )和 耷泺 〈畸 F·l 物耷 基全和生F=l)

工作簇境中乏榷威和榷力

a⒄g嘟 g丿。l,J lltl`Q'施″彻
`助

夕Jr/l

知莪 黄斛 政冶智慧) 支捋 (背 蓍 锼苛 支
正要魔理 ujl戤 中葵卒桨镘值衙突的宫僚甯施 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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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的首要任耪 9内 化 己久的鍪瘠知谶也

睾固骓勤摇 9批判芏流睨黠及建立非圭流
蓊述含危及在甓燎艘制中的生存 9封 人多
嵌的精神社工来钪挑戥太大雒以承受 9迄

也是我们增榷簧艨方案多年推勤馑能小貌
摸镫展的原因之一 ·此癃因鹱制鳘革而造
成彼此圃的矛盾锒力 ,挑戢著精神臀瘵社
工 ·道真是一徊僵局 9但也仍是一徊 F·l

瑞 9至 少刽造出了徊空Fdl9封 照出彼此罔
封於社工簧践理念的差巽 ·自许作荔-徊
有信念和使命威的辜萘社群 ,我 lFl仍 要鼹
镄挎住和努力藉著各撞合作的可能 9建 立

平台 ·邀锖已上路的和有舆趣锵心遣些镞
题的社工 9即使是非常少数 9宥檎瞽群聚
封赣 9徙 凳察F+l始 ,董 新锶锇隐藏的瘗迫
艘制 9建 立共锇  意谶薨醒而能崖生行
勤 9在 主流甓瘵艘制中 9找 寻各棰缝隙 9

朝向增榷黉践而努力 ·

四 、社工教育撸面

不馑在膏智埸域中督尊舆膏督生和簧罾生
典服袼健用者 Pol的 嗣 i。Jk平 行凳展 9擘 校
中 9老 铈舆肇生亦如是 9社 食工作尊綮儇
值艘糸中的增榷信念才可能整艘 `深人 `

旦持镲地被甯践 ·目前大擎社含工作教育
羧嗣辜葶技衍尊向 9老 缔作菊擘者尊家 9

在缔生黼僚的建媾上 9造 成上 `下 的PBt撸

匡隔 9增獾的信念和教罩法是缺乏的 ·

此外 9擎校亦精筒人事 9老 茚授锞峙数椠
法锏整 9亦 氪力於飧展新课程及投人擘生

的簧罾教尊夤任 中 ;钎鲲制度 9亦使老 ET,

忙於嬲在研宪室中做研宪和生廑赣文 9而

迨些擘衙知谶又羝法鹰用於簧践 中 9只 是
更造成睾衍舆胄碜工作罔的喈镢性漓潢 ·

菅然亦另要冒除的就是 9教 等擘生带薯增
榷的信念提供服璐要符合案主需求和社畲
正羲之尊桨赝值 9而 此正可能舆黉智擞耩
狺念和做法相左 99.s生 簧智完後遏镫鳞

傍 9葚 至慷疑 自己不逋合营社工 徊老断也

就更需要TdJ助 竽生於簧智遇程中及估束後

狩攮回镞和鳌清受虐刂鲤毓 中的梗雒琨象 ,

分辨出彼此差翼後乏儇值狺念及社工生存
乏琨黉 9以及竽生在此屡力下乏回鹰委怨
和意羲 ·有此多元祝框乏建立才能牌擘生
徊人擘罾受焓刂铿皲拉大礓矢重新赋予意莪
和得以籀镄秉掎狺念前追 ·

教奇界和臂糁界都同畸在面封老多不同屠
矢的挑戢 9有 可能亦展 P·,l伙 伴合作嬲你 9

T0J同 面封挑戥嗝 ?

徙增獾取向的黉智方案的簧践遇程 9我们
f+,始 有意谶地封病怨取向的警瘵镫制及精

神翳瘵社工追行典鲍辂向後的批判 9以及

徙一遵串的黉眢行勤簧践 中 9解耩和挑戢
病懑 `辱 家模式 ‘颠覆遇程中的批判猫如

否定了我们 自己迥去所有的努力 9追不是
-徊 覃觥 `筒 罩的遇程 9迨 真的是我们封
生命 `悫 度 `立埸所做的遘摞 9我 rFa仍 畲
在困境中窠髂前追 !

增榷取向建耩精神翳瘵社畲工作寄罾方案

附黩一

「以增榷理愉建耩精神警瘠拽耩社含工作孥生寮臂方案 J

槭耩督辱fwl放簧智生交流缆整表  ⒍20“

蒿心蕊及谢依君

◇◇
附绿二

来自增摧寮智方案的擘霄镀黢

譬瞀聱爨叠簟薹叠耋詈ξ詹葛蓍弩謦菖鼍篝重鼍薹鬈莒暑錾查孱曝髯髻鲁叠膏譬鏖耋贾母覃
錾

擎蜜霆裳黠蔼饔絮葛耋蘩滏螽霸纛0空耆螽眚查鐾蛩鲁戛蔹曩犟堇甯豪鹭舀吕爵鬈旯屮
想

霉譬肇聂暮薹露瞥瞀霪薰鼋薯葚鲞窨霎簦
露羹灞脊鲞忄器螽支遍蓉繁皋畏耋悬孥劈皇蒡告:曩

鼋淼查菪暴璺颦平矍薯鼋锴丈鼙棠耄綮蠹蠹藩曷蕞霾革J簧甭炅卺孱袋詈筻去谮急子
的趑莪心

量薹雯叠蓍辈鼋蓦鼍霹暑詹羹霈隽暴銎蚤嘉錾瀑堇蘩臀髯耋襞鼙蚕翠鑫曩鬟萤霁暑鑫霭雷橐霍
最後 ·戚瀚擎奋的用心 ’嵌擎生雀短短七通的女罾鲎收 ·在此葳赣 。

高雄番擎大擎番孳社奋肇舆社奋工作肇系 瑕江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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姣 名 啊芨交流之掩裤 可裰变乏畸阎 安排乏活砀

唾紊履
韩芳屠院

29307930#53%l@)
7`lC l;1徙 「l蓼及病房生揠曳察 展令 田啄命嵌

啉建珠
λ里槊生縻镀之家

2‘ lOl‘‘0#2;l

〃ll下午冖
`12上

午 庄民杜匿透庵口懑

女罾生三涸活砀皆杏裹搦

佳
胧5下 午ˇ

`%上
午 仗氏休m囤磕

ll下 午 饪氏共同生活衬铮食

截雍君
奄芳嘲嚷 中心

82621;05  82‘ 2130‘
7`l9‘;t蜇

l 务葵屮心命挤工作的孰行爽据砀 :自 冶命蔬 工

作心符分吝

2 愎 日活饧棍察

3 遢 ,k性 就黹

羼明球
宏潦番院

2211 8899#303
洲 99k忽虹 匣性病房挠察 社区铤使方紊(縻蜇之家)

强黪客

四军+。
x山 螅备院

旖神斜

2764215〗 #67130●

s臣 iF/’8(四 )

9:0⒐ 11 :3CAM

【名额服‘名】

1 介招 杏兢椅神斡幔怛病房

z 杏奂病房活动 (舞蹈臼砬可-起珧舞 )

3 舞蹈囤镟後之●f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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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鲸三

「以增獾理赣建耩精神翳掾社畲工作寮智方案工作成果分享舆展笪 J

研封謇

畸 Pol∶ 2007年5月 4日 (星 翔五 )13∶ 3ll18⒑o

地黠 :台 北市社匡心理衙生中心 衽攮鞲堂

增榷取向建耩精神薯瘵社畲工作寄罾方案

◇◇

AbstraCt

The emρowermen‘ npρ roach ρrogram For
psychiatriC soCiaI Work praCtiCum

The therapeutic pa】adigm emphasizing the
functional role,foCusing on sk"l training, is

the mainstreaIn of psychiatric social 、vork

practic11m for decades 、vhich 11as a great

innuc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Ⅴork

knowledge The practicu1"tea1"ofthe society

of Tai、van Menta1 Health sociaI Wolk tfied to

take empo、verment approach to run pra,ticuln

program,provlded a new opponunitv for soci创

workers(in th s program as supcrvisoΓ s)

students. and Clients to deveIop an equal

partnership and bring the sociaI 、vork va1ues

such腮 huⅢan"y and socialjusucc into ft"

play

Using action rescarch〗netllod,this anicle has

t、vo goa1s. nrst. presenting the content and

result of the cxperiential practicum progratη
,

including the spirits,goals and core ab"ities

of social 、vork practice. po、ver oppression^

strugglcs and professional boundarics
seCond,exploring this program’ s impacts and

Innllcllccs for prac“ cum shldcllts,supCrV△ sl,rs,

psychiatric medical syste]u. and social 、Vork

educa“ on system At the end ofthe ar“ cle.

providing suggcstions fof social 、vork
prac1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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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3 ∶30 极 到

13:30

13 :45

女罾屋臾餐展奥方

案起涿

台蹭心理侑生社命工作紧命

剃蓉台移雷羲

台潜心理侑生祉命

工作卒含

菡心蕊理事辰

13 :45

15∶ 15

贲罾拿生於贫罾通

翟乏嵌薮舆辱曹-
徊案龀搴分卒

束吴大繁社工糸
`黄

恩鳍同繁徊案

生命臾

束吴夂景杜工系
`羼

縻云同犟雪地

擅的灾燹

束吴大辱社工徕
`王

秦徐同季徊案

故事分辜

台,1大繁社念系
`徐

筱婷同繁我舆

阿胄奶奶的蔽甯

台淆心理犄生社含

工作牵舍

蓠心蕊理蔡展

15∶ 15

ls∶ 30

茶敛

ls∶ 30

17∶ 00

掩捞瞥艹淤女笤通

箨乏菘轫舆内亻△

宏瘀卺嘭 羼啁珠祉工钸

前莪芳番院耕神刷 鼓秉寂祉工葳

台北缣民埯晏院翰神秤′谢依君社

工铈

台J1市褒糗乏友磁奋附潋惑芳雨

慷中心′戴雅君主任

禁生縻夜乏射林玟珠祉工细

台坩心理衙生茌奋

工作辱命

梅心蕊理孪表

17∶ 00ˉ

l,:30

罩校老钸乏回庵 束吴大牵牡工系葛酱檎老铈

南雄番辱人辱番辱杜命工作辱系

眼江淆老颠

台湾心理衔生社奋

工作辱命

褐心篱理率畏

17:30

18:00

腙合座棱 所宥舆翕者 台泔心理侑生祛命

工作拿含

菡心蕊理卒辰

18:00 瞅 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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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roduCtiom

NIc】ttal health rcC°vc「y has eⅢCrgcd in the

IiteratllrC and has been impIemented in the

nonˉ Chinese populations in diffelent countries

Paltellt’ s partlcipation in the treatment plan altd

p机 icllt’ s selimallagemcnt° f his or her mell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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