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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篇論文以一位身處在綜合醫院精神科的就服員為出發，探究所處的部門

歷年來承攬政府就業服務方案的歷史，瞭解在醫院的生態中如何構思就業

服務的理念與實踐的行動過程，藉由分析就服員與就業服務方案自處於醫



院環境的內涵，瞭解執行的真實樣貌。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行動研究為方

法，透過研究者參與精障者就業服務方案的經驗，和來自職場共同參與業

務的相關伙伴們的訪談對話等，集結而成這一篇在中興院區的精障者就業

服務經驗的反思記錄。 在精障者服務行動的層面，依部門歷年來發展不

同服務型態的背景與環境脈絡，共分為三階段： 1.行動一描述部門對於精

障者社區復健的觀點及院內工作訓練的興起，進而將訓練場拉到社區職場

與雇主合作，嘗試性的向政府申請經費來提供專職服務。 2.行動二則記錄

了自 2001 年起同時申請的方案：庇護性園藝坊就業訓練及社區化就業服

務，呈現出方案功能互補、精神科團隊合作概念以及新嘗試服務的創意

等，同時，受到補助政策變動及政府對資源切割分明的方式等，對就業服

務方案及工作者造成的衝擊。 3.行動三則記錄在部門這幾年申請的新興方

案，包括了：就業準備課程訓練、就業適應團體、庇護性工作隊等三種服

務，在這些服務當中展現與社區化就業服務的銜接機制、團體式服務及資

源縮減不補助專職人力的現象等。 在討論分析的層面，則以就服員及就

業服務方案各置身於醫療環境中進行探討，瞭解進駐醫院體系運作的勞政

就業服務資源的適應狀態。在就服員與醫院環境互動的部分，細分為與行

政層級及精神科的互動和因應策略。而就業服務方案置身於醫院環境中，

則可從就服員認識方案的歷程開始，進而辨識出「服務」與「方案」的差

異性來進行檢視反思，並討論對於服務者及被服務者的影響；也藉由不同

伙伴對於專業服務的回顧與回應，整理出屬於中興院區精神科內就業服務

方案的特色。 研究結論的部分針對以下三個議題來做說明：1.就服員置身

在醫療環境中；2.就業服務方案置身在醫療環境中；3.醫院內就業服務方

案置身在勞工局的補助政策。有關研究建議的部分則從就服員、醫療機

構、職場雇主、政府角色與研究本身等五個部分，分別對於精障者的就業

服務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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