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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年 SARS 的肆虐，這樣重大的災難事件帶給整個社會極大的衝

擊，一連串由 SARS 所引發的事件，在四月二十四日和平醫院宣布封院

的那一天，恐慌的情緒因著對 SARS 病毒的無知而蔓延開。  本研究採

用敘說分析來探究封院中和平醫院社工員的生命故事，藉由他們故事讓

讀者能夠進入到他們那一段生命歷程中。  本研究的目的： 一、紀錄封



院時和平醫院社會工作員的心路歷程 二、對於醫務社會工作員的角色定

位與社會工作專業來提出反思  本研究以封院之前、封院時期和封院之

後的三大時期，呈現和平社工員在這三大時期的生命歷程，面對封院之

前醫院處於忙碌的狀態，院方和員工的疏忽，直到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引發四月二十四日的和平封院，在十四天的封院中，社工員歷經十一天

半的封院生活，初期對於 SARS 的不了解因而陷入極度的恐慌，當葉金

川顧問的自願進入替他們打了一劑強心針，有效的分層隔離也讓員工慢

慢的步上軌道；離開和平醫院進入另一個十天的基河國宅隔離期，整個

心思有了沈澱的空間，他們開始思索那段歷程；現在的他們再一次重新

詮釋及建構那段封院故事，並展現走過生命幽谷的力量。  本研究中的

五位主角，在詮釋故事中，經研究者整理出他們共同呈現的生命主題： 

一、就結構面 （一） 來自醫院體制的困境 （二） 智慧的勇者 （三） 社

工專業框架的壓力與回應 二、個人生命面向 （一） 生死與共的革命情

感 （二） 創傷與復原的歷程 （三） 面對生死與生命意義的體認  經由

故事整體的呈現之後，研究者針對受訪者在故事中所引發的想法回應本

研究目的，期待對社會工作員的角色定位及社工專業提出反思： 一、結

構面向的論述與反思 （一） 面對大環境的困境 1.醫務社工面對市立醫院

民營化的浪潮 2.醫務社工在封院時的困境：社會工作倫理的反思 （二） 

社工督導的支持系統 （三） 危機處理的經驗提升 二、個人生命脈絡的

延伸 （一） 面對個人的創傷 （二） 助人者的自我照顧 （三） 揭開死亡

的禁忌 （四） 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social workers in Hoping hospital during SARS 

quarantine -- Through the valley of life In 2003, the break out of SARS virus 

brings great impact on Taiwan society. The sudden announcement of quarantine of 

Hoping hospital spreads out the panic among all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unknown of SARS virus.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narr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stories among the social workers in Hoping hospital. Through their 

stories, we are able to access the tracts during that period. Goal: 1. Record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social workers in Hoping hospital during the quarantine 2. Introspect 

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in hospital This study is composed of three sec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period of hospital quarantine. The negligence of the 

staffs and the authority of Hoping hospital caused the uncontrollable situation of 

SARS, which in term leads to a 14-days-quarantine on 24 Apr. During the first 

several days of quarantine in the hospital, the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the SARS 

virus panicked the workers in the hospital. The incoming of consultant Ye and the 

efficient isolation resolved the situation. After the quarantine in Hoping hospital, 

the social workers then shifted to the Gi-Ho residential area for another ten days’ 

isolation. The isolation gave them time to think over the days they have gone 

through. Now they tell the life story again and show their strengths through the 

valley. In this study, we organize the themes after explaining the five stories. 1. 

Structural aspect 1) Hospital system limitations 2) The braves of wisdom 2. 

Individual aspect 1) Revolutionary affections 2) The experience of trauma and 

rehabilitation 3) The recognition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By 

presenting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five social workers in Hoping hospital during the 



hospital quarantin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the introspec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Introspection of the structural aspect A.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f the hospital 1) the municipal hospitals 2) The social work 

ethics during hospital quarantine B. The supervise supporting system C. The 

improvement of crisis management 2. The extension of individual life A. Facing 

the trauma B. Self defending of the health care individuals C. Reveal the taboo of 

death D. The importance of life education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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