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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ome Services 

摘要

(中) 

台灣居家服務發展歷史雖有一段時日，但對於居家服務方案是否有效、是

否有資源浪費的現象，則必須藉由方案的評估來提供此方面的資訊。而透

過方案評估中的過程評估，不僅可以檢驗目前方案狀況，也能從回饋的資



訊和意見中，改進計畫和修正服務提供的方向，使得居家服務的目標可以

在不斷檢視與檢討中盡力去達成。因此，本研究將對某機構居家服務方案

進行過程評估，了解：一、目前服務現況；二、目前執行方案者在執行過

程中遭遇的問題或困境；三、對未來修正方向之建議。在研究方法上，本

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以深度訪談法為主，觀察法與文件檔案回顧為輔，

進行資料蒐集。 經過資料分析後發現： 一、在服務現況部份：目前機構

在人員任用及工作內容、流程上均符合政府規定，機構在督導頻率上十分

充裕為機構特色，另方面，機構並進行很多提升品質的相關工作，安排頻

繁充裕的社工員與照顧服務員的在職訓練課程，亦為特色之ㄧ，方案執行

人員對此表達了正向的看法，最後，機構也訂定一套明確的工作倫理守

則，以及面臨問題兩難的處理彙編，讓工作人員在服務過程中遇到倫理兩

難時，有參考處理的依據。 二、在問題或困境部份：在人力運用情形

上，為偏遠地區照顧服務員人力排班困難，與新案同時進來時照顧服務員

人力調度困難；在工作內容與工作流程方面，主管是在管理層面上的困

境，社工員則是在提供服務流程上的問題，服務員則是與案家的互動過程

中發生的問題；在督導方面，為社工員須不停的用教育者的角色督導服務

員改變其態度、社工員與服務員的關係；在工作相關紀錄方面，是服務員

會遇到案家抱怨每次服務完皆要簽名很麻煩的情形；在職訓練部份，主管

認為目前在工作中較欠缺管理與法律方面的知識，需再加強補充，少數社

工員則認為機構在職前訓練上比較不足；此外，也面臨許多倫理兩難議

題。 三、受訪者提出的建議部份：在工作內容與工作流程方面，建議社

工員對案主應說明清楚工作範圍、社工員督導服務員的標準應一致；在督

導方面，建議政府可再進一步澄清說明，所規範的督導為何；在職訓練方

面的建議，社工員部份為建議安排心靈課程或社工員間相互支持的課程，

在服務員部份則為安排與照顧服務員本身工作上的職業傷害有關之課程、

安排服務員間相互支持的活動。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研究者提出幾點建

議：（一）明文訂定出品質促進機制、（二）加強服務員權利義務之觀

念，深化其法治的態度、（三）規劃系統的社工員職前訓練、（四）加強

對居家服務使用者教育、說明居家服務之本質、（五）向政府爭取偏遠地

區交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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