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一                               訪談大綱 
 

1. 學習 
  你認為小型養護機構社工員所應具備的能力與條件是什麼? 在你認知中機構內其他人員對於

小型養護機構社工員所應具備的能力是什麼?學習歷程與方式? 
    Q1、你覺得一個好的小型養護機構社工員應具備哪些知能? 
         Probe1: 能力：會談技巧、建立關係、諮商輔導、團體帶領、協調溝通、行政文書等 
                特質：壓力管理、忍受不確定性、情緒管理、衝突管理 
    Q2、你自己覺得你目前具備哪些知能? 
         Probe1: 很好 理由為何 
                 不好 哪裡需要改進 
    Q3、這些知能是你在進入職場前就具備的?還是在做中學? 
         Probe1: 學習對象：主任、護士、案主、家屬、照服員、其他 
                學習情境：在什麼情況下學習 
                學習內容：工作熟練、人際關係、政治、語言、組織目標與價值觀、歷史          
    Q4、又機構如何安排讓你學到這些知能? 
         Probe1: 訓練、督導、會議、紀錄查閱 
    Q5、能否舉例說明有哪些能力是最初擔任社工員時你覺得該具備的知能?現在你並未具備?又有

哪些知能是當時你未想到但目前覺得是社工員的知能的? 
2. 角色不明確 

(1) 對自己工作範圍/角色/目標的確認 
      Q1、你認為小型養護機構社工員在機構內的主要職責/角色/目標是什麼? 
      Probe1: 服務對象案主、家屬、工作團隊、雇主、行政等 
      Probe2: 運作方法：個案、團體、社區 

              Probe3: 角色：使能者、經紀人、倡導者、行動者、調解者、協商者、教育者、發動者、

協調者、研究者、團體催化員、發言人 
      Probe4: 現在的想法 v.s 剛開始的想法 之異同 
             說明改變的歷程 影響因素：人、事件、情境    
      Probe5: 舉例說明 剛開始做些什麼，而現在並未擔任的職責 
                      有哪些是當時未想到，但目前認為是社工員的職責 

        角色負荷：工作能力 

Q1、目前妳擔任的工作職責中有哪些是你覺得力不從心或較難勝任的? 
Probe1: 哪些工作項目、職責、角色 
Probe2: 自己如何察覺能力不足? 
       與案主/家屬的互動? 
       與工作團隊成員的互動? 
       與主管的互動? 
       訓練學習過程中? 

         Q2、你覺得自己能力有限帶來的影響是什麼? 
        角色不一致：個人多重角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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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上述不同工作職責/角色/目標間似乎有所差異?請問你覺得哪裡有差異? 
         Probe1: 相互衝突的角色與工作職責 

         Q2、為什麼會產生衝突? 

         Probe1: 產生衝突的原因  

                (1) 個人因素: 包含個人的特質（境遇、家庭、信仰、地位、需求、價值、教育、

能力、年齡、性別、學習經驗、服務經驗年資）及個人所採取的自我社會化

策略。 

                (2) 組織因素: 包含組織設計（規模、結構、目標、層級、權責區分、物理環境、

措施等）、組織文化（規範、文化、歷史、權力關係、規範的溝通模式等）、

工作設計（工作職務、角色要求、工作功能、互動要求等）、領導行為（領導

風格與領導特質等）、決策參與及組織所採取的組織社會化策略。 

                (3) 人際互動: 包括溝通模式、互動次數、角色決定者對於角色行為者的重要性、

回饋、參與、可見度、溝通場地及溝通者雙方的認知差異等。 

         Q3、衝突所產生的影響是什麼? 

         Probe1: 衝突產生的影響  

                (1) 對象：對自己 對工作團隊成員 對案主 對雇主 

                (2) 內容：認知 能力 專業 角色期待 行為 

         Q4、你如何去處理這樣的衝突呢? 

         Probe1: 處理衝突的策略 

                (1) 積極：對內修正自我對角色的定義、溝通協商瞭解差異以改變環境、避免事

件的發生、尋求資源解決。 

                (2) 消極：不處理的態度、強迫自我去滿足他人。 
         Q5、你為什麼選用這種處理方式? 
          Probe1: 選擇此衝突策略的原因: 個人 組織 人際互動 

    Q6、你覺得這樣處理所帶來的效果跟影響是什麼? 
          Probe1: 處理所帶來的影響: 對象、內容 

   (2) 組織其他成員對於工作者的角色期待 
        Q1、在你認知中機構內其他人員對於小型養護機構社工員的主要職責是什麼? 

      Probe1: 機構內其他人員: 案主、家屬、工作團隊成員、雇主 
      Probe2: 服務對象案主、家屬、工作團隊、雇主、行政等 
      Probe3: 運作方法：個案、團體、社區 
      Probe4: 現在的想法 v.s 剛開始的想法 之異同 
             說明改變的歷程 影響因素：人、事件、情境    
      Probe5: 舉例說明 剛開始做些什麼，而現在並未擔任的職責 
                      有哪些是當時未想到，但目前認為是社工員的職責 
    角色不一致：不同角色給予者間的衝突 

    Q1、上述不同的人對你的角色期待似乎有所差異?請問你覺得哪裡有差異? 
         Probe1: 相互衝突的角色與工作職責 

         Q2、為什麼會產生衝突? 

         Probe1: 產生衝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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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人因素: 包含個人的特質（境遇、家庭、信仰、地位、需求、價值、教育、

能力、年齡、性別、學習經驗、服務經驗年資）及個人所採取的自我社會化

策略。 

                (2) 組織因素: 包含組織設計（規模、結構、目標、層級、權責區分、物理環境、

措施等）、組織文化（規範、文化、歷史、權力關係、規範的溝通模式等）、

工作設計（工作職務、角色要求、工作功能、互動要求等）、領導行為（領導

風格與領導特質等）、決策參與及組織所採取的組織社會化策略。 

                (3) 人際互動: 包括溝通模式、互動次數、角色決定者對於角色行為者的重要性、

回饋、參與、可見度、溝通場地及溝通者雙方的認知差異等。 

         Q3、衝突所產生的影響是什麼? 

         Probe1: 衝突產生的影響  

                (1) 對象：對自己 對工作團隊成員 對案主 對雇主 

                (2) 內容：認知 能力 專業 角色期待 行為 

         Q4、你如何去處理這樣的衝突呢? 

         Probe1: 處理衝突的策略 

                (1) 積極：對內修正自我對角色的定義、溝通協商瞭解差異以改變環境、避免事

件的發生、尋求資源解決。 

                (2) 消極：不處理的態度、強迫自我去滿足他人。 
         Q5、你為什麼選用這種處理方式? 
          Probe1: 選擇此衝突策略的原因: 個人 組織 人際互動 

    Q6、你覺得這樣處理所帶來的效果跟影響是什麼? 
     Probe1: 處理所帶來的影響: 對象、內容 
   角色不一致：個人與他人間的衝突 

    Q1、你自己與他人對社工員的工作職責/角色/目標等認知上似乎有所差異?請問你覺得哪

裡有差異? 
         Probe1: 相互衝突的角色與工作職責 

         Q2、為什麼會產生衝突? 

         Probe1: 產生衝突的原因  

                (1) 個人因素: 包含個人的特質（境遇、家庭、信仰、地位、需求、價值、教育、

能力、年齡、性別、學習經驗、服務經驗年資）及個人所採取的自我社會化

策略。 

                (2) 組織因素: 包含組織設計（規模、結構、目標、層級、權責區分、物理環境、

措施等）、組織文化（規範、文化、歷史、權力關係、規範的溝通模式等）、

工作設計（工作職務、角色要求、工作功能、互動要求等）、領導行為（領導

風格與領導特質等）、決策參與及組織所採取的組織社會化策略。 

                (3) 人際互動: 包括溝通模式、互動次數、角色決定者對於角色行為者的重要性、

回饋、參與、可見度、溝通場地及溝通者雙方的認知差異等。 

         Q3、衝突所產生的影響是什麼? 

         Probe1: 衝突產生的影響  

                (1) 對象：對自己 對工作團隊成員 對案主 對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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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內容：認知 能力 專業 角色期待 行為 

         Q4、你如何去處理這樣的衝突呢? 

         Probe1: 處理衝突的策略 

                (1) 積極：對內修正自我對角色的定義、溝通協商瞭解差異以改變環境、避免事

件的發生、尋求資源解決。 

                (2) 消極：不處理的態度、強迫自我去滿足他人。 
         Q5、你為什麼選用這種處理方式? 
          Probe1: 選擇此衝突策略的原因: 個人 組織 人際互動 

    Q6、你覺得這樣處理所帶來的效果跟影響是什麼? 
     Probe1: 處理所帶來的影響: 對象、內容 

3. 角色負荷 
(1) 工作時間 

Q1、你目前的工作需要常常加班嗎? 
Probe1: 季節性、專案性、特殊危機事項等 
Q2、超時工作所造成的影響? 
Probe1: 超時工作的影響 

                (1) 對象：對自己 對工作團隊成員 對案主 對雇主 對家人 

                (2) 舉例說明 

Q3、機構對你超時工作的回應? 
Probe1: 人事政策 
       督導主管的反應 
       工作同仁間的反應 
Q4、任職該機構以來你認為負荷最大的時期或者事件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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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參與同意書 

 

經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林易沁詳細說明研究目的與研究程序，

我已充分瞭解研究目的與內容，同意參與「小型養護機構社工員專業角色發展歷程之

初探」之研究，願意接受小型養護機構社工員專業角色發展歷程之訪談，並知曉為了

有效整理訪談內容資料，訪談過程將會進行錄音與筆記抄寫，而訪談所得資料（包含

錄音與筆記稿）不會用於研究之外的用途。我也同意在研究者遵循保密與保護隱私原

則下，引用訪談內容於研究成果論文中。 

 
 
 

                                       參與者： 

                                       研究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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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基本資料表 

年齡  
 

婚姻家庭狀況  
 

學歷 
              大學                 系 畢業 

專長 含社工專業或其他(例如美工、電腦軟體等) 
 
 
 

過去工作經歷 
 

(含打工、家教) 
 
 
 

擔任社工員的

總年資 
 
 
 

擔任小型養護

機構社工員總

年資 

 
 
 

在目前機構服

務的年資 
 
 
 

機構的成立年

數 
 
 

機構的床數  
 

機構的組織結

構 
主任(   )人         護理長(   )人 

護士(   )人         社工(   )人 

照服員 本籍(   )人 外籍(   )人 

廚工(   ) 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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