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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模式之探究-以 K 市 W區為例 

滿春梅 1、黃曉薇 a 

摘要 

身心障礙者因障別、程度及資源不同，而有多元的問題及需求，需要跨

專業、跨機構的服務輸送，在身心障礙的服務中，個案管理即是常運用的工

作模式，台灣社會工作者也經常擔任個案管理者的角色。由於個案管理者會

因所處的團隊結構、機構和案主的關係，以及機構間的互動不同，而採取不

同的個案管理模式；也會因個案管理者所運用社會工作實務理論不同而影響

其所提供的服務。 

本研究以 K 市 W 區個管中心結案個案相關紀錄進行內容分析，並對 K

市 W 區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暨個案管理服務中心個案管理社工進行深度訪

談，兩者相輔作為主要分析資料來源。 

本研究顯示社工會以案主取向為主或服務供給者取向為主，取決於個人

的特質與價值判斷，當機構沒有特定的工作模式時，社工的個人特質、專業

程度、工作經驗與生命歷程等因素都會影響社工的服務模式。因此，如何定

期加強個管社工的專業知能，以及強化個管社工的自信心是當務之急。 

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出，此中心個管社工目前的困境在於個案量過多、

資源不足，導致經常只能做問題或任務的處理，無法深入陪伴與引導案主與

案家看見自身的優勢，擬定完整的處遇計畫，必須從制度面重新思考，回歸

個案管理的初衷是處理多元且複雜的個案，必須要控制案量以維持服務的完

整性與品質。 

 

關鍵詞：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模式、社會工作理論 

                                                 
1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候選人 

a
大仁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通訊：hswhuang@tajen.edu.tw 



102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八期                                                            
 

 

The Case Management Service for the Disability in K 

city W area 

Chun-Mei Man1  Hsiao-Wei Huanga 

Abstract 

Th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belong to different barriers have multiple 

problems and needs, they need trans-disciplinary service delivery. The Case 

management is often used as the work mode in supplying services and the social 

work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social workers use different model of the 

case managem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 such as the team struc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vice user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conduct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records of the 

closed cases and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case management social 

workers of the Kaohsiung West District Physical and Mental Care Career and 

Case Management Service Center, both of which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n the case management model, mainly in the mode of 

supplier orientation, in the reflection of service providers, including the lack of 

clarity of their own service model, too many cases, can not balanc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e case of the owner and the case to truthfully account for the 

resources currently enjoy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work,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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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focuses on the system theory, including the emphasis on the assessment 

of living environment, the social worker is the media, mediator, coordinator and 

advocate, the resource link as the main work service and th 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pathological attribu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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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個案管理服務對於同時面臨多重問題且又缺乏資源運用能力的案主而

言，是相當有幫助的模式，主要以強化或發展資源網絡及強化案主取得資源

與運用資源網絡的能力(王玠、李開敏、陳雪貞譯，1998)。身心障礙者因障

別、程度及資源不同，而有多元的問題及需求，身心障礙服務常運用個案管

理模式，來滿足其需求及處理多元的問題。然而，個案管理模式可能因為理

論觀點、個案的問題、環境或機構間的互動差異，而有所不同 (黃源協、陳

伶珠、童伊迪，2017)。個案管理的有效性也會因組織規模及結構、個案管

理者對“整合”服務提供的權力水準、員工的專業和技能構成及目標人群的

特徵等因素而受影響 (引自 Partridge,2004；Ross, S., Goodwin, N., & Curry, 

N.,2011) 。此外，隨著各種個案管理模式的出現，個案管理者的服務也從協

調服務轉向提供服務，其服務規劃和輸送的方法則因個案管理模式而異 

( Guarino,2011)。 

K市W區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個案管理服務中心由同一單位(T校)承接

辦理已進入第 4 年，單位名稱雖為個案管理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個管中

心」)，但機構並未清楚明訂或規定個管社工要運用何種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各個管社工以自己所熟知的方式提供服務，卻無法清楚說明自己所運用的模

式。當同一個機構中的個管社工，用各自的個管模式，未有統一的個案管理

模式，機構在服務上的一致性就值得再商榷。援此，本研究期以了解 W 區

個管中心社工採取何種個案管理模式，以及影響其在服務過程模式運用的其

他因素，以釐清 W 區的身障個管服務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服務 

個案管理是一種助人的過程，用於協助因遭遇多重問題、生活不順意且

同時需要多位助人者幫助的個人或家庭(Ballew & Mink,1996;Farley,Smith & 

Boyle,2010;DuBois &Miley,2014；王玠等人譯，1998；黃源協、陳伶珠、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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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2017)，常運用在有多元需求的身心障礙者上。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

服務（以下簡稱身障個管）是由服務提供單位透過監督與管控方式，協助身

心障礙者在服務過程當中獲得各項需求之滿足。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以下簡

稱身保法）於民國86年將「個案管理」納入法規，在政策與實務操作上，成

人身障個案管理以個案管理實務為架構，整合醫療、衛生、社政、教育、勞

政與民間相關資源，滿足障礙者及家庭多元化需求，提供完整及持續性的服

務（內政部，2002）。自民國86年各縣市陸續開辦以來，各縣市因政策、地

域特性、民間機構資源的豐沛程度不同，延伸出不同的服務辦理模式，大致

可分為公辦模式（社會處/局自行辦理）、委辦模式（委託民間單位辦理）。

目前國內所推行的身心障礙者成人個案管理服務，並未有統一的標準化服務

流程與內容，依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2014）編製的『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多

元支持暨生涯轉銜服務工作手冊』，將身心障礙者成人個案管理服務之服務

流程分為接案、需求評估、擬定服務計畫、服務處遇、定期評估、結案等階

段。 

(二)個案管理模式 

個案管理模式皆是根據臨床經驗及結果發展而來(Guarino,2011)，根據

Rose 與 Moore(1995)以案主、個案管理師(供給者)與服務提供方式的關係，

將個案管理區分為案主取向模式(client-driven model)與供給者取向模式

(provider-driven model)。案主取向模式重視案主表達不同意見，鼓勵案主發

聲，促進其選擇權，以激發案主潛能及信心，發掘案主優勢及充權案主，以

面對自己的問題。而供給者模式則考量的是效率，統整資源及監控案主行

為，以廉價服務代替昂貴服務，此模式核心即為體系控制。 

Summers(2016)以個案管理師介入服務輸送程度的深淺，將個管分為三

個層次：行政(administrative)、資源協調(resource coordination)、密集(intensive)

三種模式。行政模式適用少量協助之功能較佳的案主，個案管理師的涉入程

度較低，且不一定要有固定的個案管理師。資源協調模式則是對於處遇自己

的計畫上有困難的案主，需要更多協助來因應其長期困難，個案管理師需要

協調其他資源服務案主，其涉入程度也較深。而密集模式是指案主自己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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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在有較高的危險，需要較密集的照顧，要較多的監管及協助。 

最後，以服務對象來區分，則可分為「服務使用者為焦點模式」與「以

家庭為中心焦點模式」兩種個管模式。服務使用者為焦點模式以障礙者為主

要服務對象，問題聚焦在複雜多重的個人權益議題，工作者需針對個人給予

支持，發展障礙者的資源網絡，最終使服務使用者可以與社會連結而解決自

身問題；而以家庭為中心焦點模式服務對象以主要照顧者及服務使用者雙

方，或是以家庭為單位提供各種資源連結服務，處理議題多是照顧與照顧壓

力的處理，因此工作者除了資源連結外還需要使用家庭處遇的技術(姚奮

志，2016)。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並以四位社工之個案記錄

進行內容分析，檢視社工在服務過程會使用何種工作模式，以及使用不同工

作模式的判斷因素為何，藉此釐清 K 市 W 區的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模式。 

(一)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經常使用的方

法之一，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交談，釐清與形塑對主題的潛在動機、

信念與態度。社會工作者以專業知能加上個人的經驗，形成自己的工作模

式，因此透過對社工的深度訪談，釐清社工在個案管理的工作中，主要是以

何種工作模式。訪談採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擬定訪談方向與預設的議題，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引導互動讓受訪者能自我檢視工作過程經常使用的模

式，以及自我反思回饋工作方法的適切性，以期能重新檢討工作模式是否需

要再調整。四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為以 1 至 1.5 小時為主，其中一位因時間臨

時要處理個案，分為 2 次進行訪談。完成訪談後，研究者將受訪者錄音檔轉

謄為逐字稿，並以文獻中個案管理模式的類別作為內容分析的架構。 

(二)個案記錄分析 

透過四位社工的個案記錄分析，試圖檢視社工個別對個案的看見，以及

社工在記錄既定表單之外，是否有各自重視的個案資訊記錄，藉此可看到社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A%A8%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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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如何看待個案，以及規劃提供服務的脈絡為何。個案記錄的分析是以文獻

中個案管理模式的類別作為分析的架構，將個案記錄內容進行確認、分類，

再進一步進行詮釋。 

(三)研究對象 

W 區有 5 位社工，由於其中一位新到任，故本研究以 W 區 4 位個管社

工為研究對象，表 1 為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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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及結果 

(一)個案記錄的分析 

以 W 區社工個案紀錄進行內容分析，其結果如下： 

1.以生活環境做評估的重點 

W 區個管社工接案後，會對案主進行生理及心理及社會進行評估，瞭

解個案、家庭及社區網絡狀況。例如：案主的疾病狀況、家人互動情形、社

區支持網絡及使用社會福利資源的經驗及情形、機構團體相互之間的互動狀

況。 

雖然生態圖為個管系統中必要之資料，但以 W 區個管中心個案紀錄所

呈現之內容，對於案主的重大生活壓力事件及個人與環境間的交流與調和程

度未見紀錄，與生態系統觀點之生態評量有差異。而系統理論認為案主問題

的形成，不僅是個人內在認知偏差或行為問題，也考量案主外在環境社會支

持網絡，含概個案主生理、心理及行為的特徵，以及案主微視、居間及鉅視

各層次，與 W 區個案紀錄所呈現之內容較為符合。 

2.個管社工是媒介者、調解者、協調者及倡導者。 

W 區社工在服務過程中，常連結相關機構以滿足需求及解決問題，為

媒介者/中介者(broker)角色。例如：轉介慈善會以解決案主安置費用問題或

連結養護中心以滿足安置需求。另外，由於服務對象的特質及問題，個管社

工經常扮演調解者(mediator)，調解案主及其親友之間的人際衝突或權益糾

紛或者其社會福利身分。例如：家屬協調會、身心障礙手冊、低收入戶資格

等。再者，個管社工常因案主所獲得權益與應得權益之間的落差，為案主辯

護及協助舉證，倡導案主權益；亦需擔任協調者(coordinator)因應案主的需

求及問題，協調網絡間的機構或工作者提供完整和連續的服務，建立其服務

網絡。例如：協調醫務社工協助案主就醫問題；協調居家服務協助案主居家

照顧問題。 

在社會工作理論中，系統理論的專業人員角色，在微視層次，社工員的

角色包括媒介者、臨床治療者、教育者及調解者；在居間層次的角色，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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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擔任倡導者、社會行動者、協調者及監督者；而在鉅視層次，社會工作者

是倡導者及規劃者。而在生態系統觀點，社會工作員扮演的角色

(Pardeck,1988)則扮演：與會者(conferee)、使能者(enabler)、媒介者/中介者

(broker)、調解者(mediator)，倡導者(advocate)及監護者(guardian)等六個專業

角色。 

3.資源連結為主要的工作服務 

W 區個管社工在服務過程中，雖對個案進行生、心理及社會等面向進

行評估，然在服務提供上較少或幾乎沒有對案主內在心理及案主個人直接提

供治療。主要以運用或改善案主本身的資源解決問題(如改善親子關係)；或

者連結相關資源系統(如就業服務)；協助改善、增進和協調案主與資源間的

互動(如處理案主與安置機構間的衝突事件或失控行為)以及隨時提供案主

生活所需的各種實質協助和心理支持(如請生活補助或住宿式補助)。 

4.多以病理歸因取向的實務取向 

W 區個管社工期待以優勢觀點作為處遇的原則，也嘗試運用優勢觀點

進行處遇。然，在實務的場域中，較多數社工傾向以病理歸因取向，例如：

將服務對象視為「個案」而非被視為有個性；處遇是以問題為焦點而非以可

能性為焦點；探索個人問題成因是為了讓診斷有所依據而非是為了解及欣賞

個人；處遇計畫由主責社工員設計而非由個人及家庭來啟發；社工員是問題

解決專家而非個人或家庭；資源的動員主要是由社工員的知識及技巧而非個

人或家庭的長處、能力等。 

(二)深度訪談記錄的分析 

個案管理模式至少包括「以案主、個案管理者與服務提供方式的關係」、

「以個案管理者介入服務輸送程度的深淺」及「以服務對象來區分」等來分

類。由於個案管理者對於服務輸送的介入的深淺，與個案的功能有關，而 W

區的個管社工所負責的個案，功能強弱皆有。因此，每位個管社工在行政

(administrative)、資源協調(resource coordination)、密集(intensive)三個層次的

介入皆有。另，服務對象來區分，每位個管社工亦會協助案家屬解決問題，

但仍以案主最佳利益為目的，即以案主為中心的服務。據此，本研究在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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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主要以「以案主、個案管理者與服務提供方式的關係」來進行內容

分析。並提出個管社工在服務過程中所遭遇困境。 

1.案主取向模式與供給者取向模式 

(1)與案主共同討論：案主自決 

會跟他先從他的需求問，像譬如說他一開始跟我說安置，那我就會跟他

媽媽談安置，…，安置的優點跟缺點這些我通通都會跟他們分析…還是會比

較針對他們想要的來做討論…(C) 

工作的模式是我比較不會屬於主導性的，跟他說應該做甚麼，我會先問他你

希望、期望我們能做甚麼，你想要的是甚麼…(A) 

Moore(1995)的案主取向模式重視案主的發聲，不同意見，發掘其潛力。

A 與 C 社工會與案主共同討論，尊重案主的意見，A 與 C 的工作模式較偏

向案主取向，重視個案及其家庭成員的需求，針對需求提供優劣勢的分析，

讓案主與家人自行選擇適合的方案。 

A.優勢觀點 

我會用比較優勢的來看，…我不會只看他個人，我還會看他的生命歷程、

生命經驗。我會先去跟他聊現在遇到甚麼問題，之前是發生甚麼事情，然後

接下來你打算怎麼做。我不會跟他說你應該要怎麼做，是你打算怎麼做。…

我會先把他的生命經歷、過程聽完，稍微去整理一下。那我再去跟他討論我

們當前可以一起接下來要做的事可能是什麼，你認為最重要的。…(A) 

A 社工以優勢觀點看待案主既有的能力，並且與案主一起討論釐清接下

來最想完成的事情，並共同擬訂計畫。 

(2)供給者取向模式 

A.以服務提供者的個人經驗 

印象最深刻就是第一年年底的時候,我曾經把個案就是,想說他就照著我

的模式這樣走,對他的狀態是好的,想不到個案卻去陳情抗議，其實他自己,

他想要，回歸他自己,那他自己怎麼樣他願意自己去承擔。…(B) 

服務提供者偏向以專業角度考量案主的需要，並會努力說服案主同意社

工的方案，比較可能產生服務供給者與接受者間的拉扯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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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機構的成本考量 

我會被那個體制設的很緊。因為我覺得畢竟我們的資金來源全部都來自

政府的，有一定的規定和標準，然後我們沒有達成會變成扣我們什麼之類

的。那我會覺得我們已經想要做好但又被剝奪之後，可能會讓你更沒有力量

去堅持下去。所以我現在必須要在框架的要求下又做出我想要做的，我就是

只能解決問題，他當初進來的問題我把它解決了，但是深一點的就要看跟案

家或是個案本身有沒有想要跟我做到那一塊。…(B) 

目前大概就是資源的部分吧！雖然我們是在媒合資源，可是如果沒有資源我

們也沒辦法媒合，但他們會說我們是個管社工。…(D) 

Moore(1995)的供給者取向模式考量的是資源及效率，以體制作為優先

考量，與 B 和 D 提供服務時考量是以機構、資源為優先，較傾向於供給者

取向。社工必須兼顧個管中心的既有資源與成本，多餘的部分必須靠社工平

時累積的社會資源去補足。 

W 區的個管社工雖各有傾向案主取向或供給者取向，但有些社工在服

務過中，也不確定自己的服務模式。 

我還沒有辦法去跟家屬講到一個我們可以有的共識，我對於這一塊目前

比較困難去跟家屬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溝通的模式，通常是很容易被講到掛電

話，然後再講就是講不通了，…(D) 

姐姐說他沒有辦法出門，無力，然後只剩下衣物的部分，然後妹妹沒有乾淨

的衣服可以洗可以穿可以怎麼樣，然後希望我去家裡幫她送，然後我就會覺

得，好像真的是有點過頭…(B) 

由此可知，社工對自己的工作模式沒有自信，也不確定自己的工作是否

有一定的脈絡，當遇到較難互動的案主，就會退縮不前。此外，社工與案主

的專業界線若不明確，很可能被案主拖著走，並讓案主期待社工能提供超出

專業服務以外的服務。 

2.遭遇之困境 

個管社工不論運用何者個案管理模式，在服務過程中皆會遇到的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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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量過多，無法兼顧服務品質 

其實在求量的情況下，有時候他們想要深入，深化一些服務的話，那個

質的部分其實是，很不容易，因為時間就很有限，很不容易做到那個質的部

分…(C) 

社工的工作量是台灣現況經常被討論的議題，個案管理的工作模式就是

為了處理多元且複雜問題的個案，案量若太多會降低服務品質，同時也顯示

專業人力嚴重不足的現象。也因為案量過多，也使得個管社工在處遇時，常

以任務為導向： 

我覺得這個在制度面上需要改變的，所以跟我自己之後在自己學校碩士

論文裡寫跟這方面有關係的。因為我想談的是個管的困境，因為我們賦予太

多的任務而且大家對個管有太多的想像了。但在我們的能量、能力其實是有

限的。…(A) 

社工遇到個案多元而複雜的問題，若缺乏適度的支持，容易產生只把表

象的任務完成，無法針對個案的問題做深入的評估和處遇。 

(2)案主與案家是否如實交代目前所享有的資源 

現在家屬，讓我覺得很感慨的就是倫理概念越來越不好。他們也可能接

收外部資訊很發達，就會覺得怎麼樣社會局處理就好、社工你處理就好

了…(B) 

其實說真的家屬對於現在的社工跟外面的資源他們也都掌握得很清

楚，…社會歷練都比我們更清楚，…只是有時候是他們自己做一些隱瞞啦，

我們希望說他們拿出誠意，那我們也會說，…我們確實有那麼大的問題，你

能夠協助多少，其餘的部分我們才有可能幫忙…(B) 

社工與案家工作會反覆澄清，主要因為部分服務接受者希望得到更多的

資源，會隱藏自身擁有的資源，可能會造成社工需求評估的偏誤，以及社會

資源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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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討論 

根據 Rose 與 Moore(1995)以案主、個案管理師(供給者)與服務提供方式

的關係，將個案管理區分為案主取向模式(client-driven model)與供給者取向

模式(provider-driven model)。個案管理包含兩組相對的目標：一組以案主的

利益為出發，強調服務品質、效能、及服務協調；另一組則以機構的利益為

關注，強調資源的責信與成本效益。這兩組在實務上常無法兼顧的目標，造

成個案管理模式在實務取向上的二元化。以案主為中心的模式較強調倡導的

技巧，謀求服務體制的改變；以機構為中心的模式則強調評估與協調的技

巧，尋求案主個人對既有體制的調整與適應。個案管理的兩極化反映了社工

所處的基本社會矛盾，在服務案主的日常工作中時常要面對的抉擇：以案主

或機構的利益為中心？作案主利益的倡導者，或是機構資源的守門者？是照

顧案主，或是控制案主？社工員的功能是工具性取向，或是人際取向？是個

案「服務」，或是個案「管理」？ 

就個案管理模式而言，本研究顯示社工會以案主取向為主或服務供給者

取向為主，取決於個人的特質與價值判斷，當機構沒有特定的工作模式時，

社工的個人特質、專業程度、工作經驗與生命歷程等因素都會影響社工的服

務模式。因此，可依照中心個管社工的需求，透過定期團督或者舉辦專題工

作坊的方式，定期加強個管社工的專業知能，以及強化個管社工的自信心是

當務之急。再者，部分社工在深度訪談採取案主取向模式，在個案紀錄所呈

現則是以病理歸因的實務取向，可看見個管社工對自己所採取的個案管理模

式的不確定；抑或因案量太多，個管社工雖然期待發掘案主潛能及能力，但

實務上仍得「任務」為導向，先處理急迫性的問題。 

此外，我們也可以看出，此中心的個管社工目前的困境在於個案量過

多、資源不足，導致經常只能做問題或任務的處理，無法深入陪伴與引導案

主與案家看見自身的優勢，擬定完整的處遇計畫，必須從制度面重，新思考，

回歸個案管理的初衷是處理多元且複雜的個案，必須要控制案量以維持服務

的完整性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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