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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早期療育(簡稱早療)是一個跨專業團隊整合的服務，在推動的過程中，

社會工作(簡稱社工)專業功能的發揮攸關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的社會

性需求是否得到滿足，而在不同專業主導的早療服務體系中，社工能有

多少的角色與功能發揮並沒有獲得實際的驗證，研究者以自己的推動經

驗及蒐集的文獻，將早療服務歸納為以特殊教育、醫療、家長團體及社

工為主導等四種推動模式。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個案研究法採立意取樣

的方式，約訪家扶基金會目前推動早期療育服務方案的主導社工督導、

社工員及負責政策制度面的總會社工處主任共五人，並輔以相關資料文

獻的蒐集調查，據以分析整理早療社工模式的優勢及特色。主要研究目



的有二：（一）彙整主導推動歷程、重點與困難及解決之道，提供相關

單位規劃參考。（二）整理家扶基金會早療服務成果及以社工專業推動

早療的價值與特色，提供實務界推展服務時運用社工的參考。 本研究發

現如下： 一、早療社工模式主要由背景因素、定位因素及決策因素所形

塑而成。 二、早療社工模式對於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的介入功能及特

色，主要展現在操作個案管理、結合專業團隊及運用社會資源的三大手

段上。 本研究的結論有五點，分別是（一）社工在早療服務的發展及空

間發揮導源於天時、地利、人和。（二）早療社工模式即是由社工專業

所主導、操作的早療服務推動與介入模式。（三）對弱勢兒童及家庭的

服務宗旨是家扶基金會投入早療服務領域的順勢而為。（四）家扶社工

專業的優勢是建立及發揮早療社工模式的關鍵要素及力量。（五）家扶

基金會的系統資源是支持早療社工模式發揮的一大後盾力量。而研究者

也拋出研究中值得有關單位深思的議題，包含資源操作是早療社工的優

勢專業，也是社工在早療操作無力感的所在，以及公私部門合作推動早

療角度的探討等。 本研究最後分別就對政府及政策倡導者、對家扶基金

會、對推動早療服務單位、對早療社工實務工作者及對未來研究等五方

面提出建議以供參考，期望相關單位對早療服務的關注，及落實整合改

善服務推動的困難及障礙，共同為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而盡心力。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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