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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名

醫務社會工作

開課單位

社會工作系(四日)三A

修習別

選修

學分數

2
1.使學生從課程中開始探索生命、珍
惜自我 2.了解疾病對個人、家庭、社
會、環境以及交互之間的影響 3.了解
醫務社會工作的實際運作狀況 4.培養

學生面對醫務領域中不同案例之分析
問題與處置的能力 5.培養學生充分與
其他專業團隊協調以及合作的能力 6.
鼓勵學生將學理與實務工作之間作結
合課程的期待： 1.希望學生以開放的
心胸與愉快的心情來學習，並且認真
課程目標
的來生活 2.「醫療社會學」、「社會
個案工作」與「人類行為與社會環
境」這三門課程，必須常常複習，將
有助於對本課程的理解與學習 3.以
「同理」的態度多聽、多看、多思
考，來面對每種案例與情境 4.有機會
到醫院、殯儀館或者火葬場去觀察，
體會生老病死對人們的影響 5.但請記
得：「醫務社會工作」並非只限定於
在醫院內從事社會工作。
莫藜藜。（1998）醫務社會工作。
台北：桂冠。--主要參考教科書
胡幼慧。（2001）新醫療社會學：
批判與另類的視角。台北：心理出版
社。
張苙雲。（1998）醫療與社會~醫療
社會學的探索。
秦 燕。（1996）醫務社會工作。台
北：巨流。
教材
廖榮利。（1991）醫療社會工作。
台北：巨流。
謝孟雄。（1990）社會工作與醫
療。台北：桂冠。
李增祿主編。（1989）社會工作概
論。台北：巨流。
金蔚如。（1988）醫務社會工作。
台北：五南。
藍采風．廖榮利（1984）．醫療社
會學。台北：三民。
出席與平時參與成績30%、專題報告
成績評量方式 30%、期末考40%

Course Number 2476
Instructor
LIN,LI MING
Course Name Medical Social Work
Department
Required/Elective Elective
Credits
2

Objectives

The aim is to learn the theory and the
skills to help patient adapt. The
course of the medical social work
includes the basic concept of
disease,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medical regulations. To train the
ability of coordination to work with
other profession. To apply the social
casework, group social work,
community social work in the hospital.

Schlesinger, E. G.(1985).Health Care
Social Work Practice：Concept &
Strategies. New Jersey：Times
Mirror Mosby College Publishing St.
Louis.
Bracht, N. F. (1978).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N.Y.：
Haworth Press.

Teaching
Materials

Grading

1.Participation & attendance：30%
2. Report on a special topic：30% 3.
Final Exam：40% .

教師網頁
一'教學目標:
（1）介紹醫療專業體系與醫療團隊
之分工 （2）學習醫療社會工作基礎
知識、了解醫療體系之運作與醫療社
會工作環境
（3）瞭解醫療社會工作方法之運用
在個案、團體及社區工作上
（4）探討特殊案例與實務工作之服
務方案
二'課程介紹
第一週:課程介紹、醫療社會工作之
定義、功能與角色.
第二週:醫務社會工作服務之範圍與
對象'醫療體之運最介紹.
第三週:醫療服務保健體系、醫院評

1.Introduces division of labor the
medical specialized system and the
medical team.
2.Study medical service social work
elementary knowledge, operation of
and medical service social work
environment the understanding
medical service system.
3.Understands utilization of the
medical service social work method
in the Casework Groups and
community .
4.Discusses service plan the special
case and the solid service of work

鑑與健康照顧服務輸送體系之分級
第四週:醫務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與
實務基礎--問題解決取向'任務中心取
向'危機調適取向
第五週:醫務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與
實務基
以案例專題報告--運用理論(問題解決
取向'任務中心取向'危機調適取向

)

教學內容

第六週:醫務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與
實務基礎
-- 個案管理取向'生態學取向'增權激
力取向
第七週:醫務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與
實務基礎
以案例專題報告--運用理論(個案管理
Syllabus
取向'生態學取向'增權激力取向)
第八週:醫務社會工作方法之運用(接
案流程'個案紀錄撰寫'社會資源評估
與運用'處遇與轉介服務)
第九週:以特殊案例為專題報告:家庭
暴力之處遇與安置/兒童虐待之處理
與評估/性侵害之處遇與評估
第十週:醫務社會工作方法之運用(團
體工作之運用/團體開辦前之相關準
備工作/團體方案之撰寫/團體進行注
意事項/事後評估
第十一週:以病友團體為例專題報告
(糖尿病病友團體/早期療育之家屬分
享團體/器官移植之病友團體)
第十二週:醫務社會工作方法之運用
(社區工作:志工召募與運用'志工管
理'社區衛教與社區基層醫療衛教推
廣)
第十三週:以志工招募為例(報告相關
如傳道'安寧志工'與醫院服務志工招
募計畫)
第十四週:各科急診'ICU'外科醫務社
會工作之服務特色與內容
第十五週: 各科內科'婦兒科醫務社會
工作之服務特色與內容
第十六週:特殊醫務工作:出院準備計
畫'安寧'之介紹
第十七週:醫院的社會工作行政(實習
與殘障鑑定與督導)
第十八週:社會工作專業倫理與價值
在醫院環境中所面臨的兩難與挑戰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