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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題要 面臨人口老化問題的台灣，居家服務已然是最符合能讓老人繼

續留在熟悉的家中生活的照顧措施，而居家服務品質的監督則有賴居家

服務督導員角色及功能之發揮，居家服務督導員透過督導作為協助居服

員穩定工作狀況、達成居家服務之目標，然而當居家服務督導員在面對

困境與挑戰的時候是否其身後也有人提供適切的督導作為來協助居家服



務督導員克服所面對的難題！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北市居家服務督導員對

於督導的需要情形，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 10 位居家服務督導員的訪

談資料分析，瞭解其督導需要情形，並以行政、教育、支持三種督導功

能；師徒式、訓練式、管理式、諮詢式四種督導類型；以及個案、團

體、同儕三種督導模式之督導措施與制度來看居家服務督導員對於上述

督導協助的需要情形以及居家服務機構與機構的管理者實際上所提供給

居家服務督導員的督導協助情形為何？ 居家服務督導乃居家服務實務上

之重要工作，然而督導不只是居家服務督導員的工作內涵，也是居家服

務督導員面臨工作難題時所需要被提供的協助。由於國內居家服務督導

議題的相關研究仍屬不多，其中以居家服務督導員之觀點探究其與上一

層督導者之間督導議題之研究者更是缺乏，故本研究提出二大項目的如

下： 一、以居家服務此一實務領域為範疇，拓展督導工作在實務上的研

究面向。 二、聚焦於居家服務督導員的觀點，瞭解居家服務督導員對於

督導的需要情形，以作為未來居家服務督導工作施行之規劃與參考。 這

是一份實務的研究，期待研究的結果能為居家服務領域工作者所參考及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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