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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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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現階段的近五、六年間，二代全民健康保險及新制醫院評鑑的

相關政策與機制，都和醫院的管理型態與管理文化緊緊相扣，也因此間

接影響醫療領域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定位與發展。 本研究是探討醫務社

會工作者在醫療轉型中的角色反思與因應，其研究 目的在於提供醫務社

會工作專業一個反思的機會，並了解實務工作者的因 應之道。而研究方



法，乃是採用質化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法。總共邀請七位工作年資達五

年以上，且於近五年間確實從事醫務社會工作的實務工作者參與團體的

訪談。 從受訪者的討論與分享中，研究者發現當醫療外在的大環境開始

改變，也促使所有的醫療院所開始另謀生存之道；而一旦醫院高層具體

的經營政策成形，便會直接影響醫院中每個專業的運作；緊接著，此當

中所產生的相關變化，勢必會帶給醫務社會工作者一定程度的影響與衝

擊；最後，為了專業的發展及個人的自處，醫務社工亦必須面對挑戰，

從中尋求調適的方法及可供因應的策略。 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的發

現，嘗試就個人的觀察與體悟，點出四項特定的專業議題深入討論，並

從社會工作專業和學術研究等二個不同角度，提出相關具體之建議。 關

鍵字：醫務社會工作者、反思、因應策略、焦點團體  

摘要

(英) 

Abstract Due to the Second generation NHI policy and Reform of hospital 

accreditation which are strongly related with the management of hospitals,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ers in the medical area have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in the last five or six years.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 

refl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edical social workers under medical transformation.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let them reflect about their work and find suitable 

applications for them. Data was collected by focus group interview. The group 

included seven members, who all had more than five-year working experiences and 

have been working as a medical social worker in the past five years. Findings 

include: When the framework of medical industry is changing, the changes also 

require hospitals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to adapt; the process of policy-making 

affects every department of hospital organizations and brings some conflicts on the 

practice way; and for professional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medical social 

workers have to face the challenge and find th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e 

author has appointed four specific issues and in-depth discussion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and giv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medical 

social worker、reflection、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focu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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