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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工作

•門診(精神科門診量每月7000人次)

•急性病房(48床/平均住院天數28天)

•日間照顧中心(60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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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疾病診斷
發病原因 持續時間 症狀表現
症狀如何影響日常生活功能(家務功能/工作能力/自我照顧能力)

2.家庭評估
3.出院計劃

家庭評估
家庭互動及疾病認知程度(家族治療)
家庭經濟狀況&資源運用情形
疾病衛教(建立病識感)
出院計劃討論(生活規劃/復建/安置)



資源連結



2.福利連合國(連連看遊戲)

1.你覺得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卡???

重大傷病卡 身心障礙證明

減免醫療部
分負擔

生活津貼
補助

所得稅特別
扣除額

房屋租金
補助

避孕服務
減免

悠遊卡交通
優惠



重大傷病卡



申請資格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符
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重大傷病範圍，而病情已經慢性
化者，可向健保署提出審查



精神科有哪些疾病符合重大傷病範圍？

中文疾病名稱

一、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態

二、亞急性瞻妄

三、其他器質性精神病態

四、思覺失調症

五、情感性精神病

六、妄想狀態

七、源自兒童期之精神病
1.幼兒自閉症
2.崩解性精神病
3.其他源發於兒童期之精神病
4.未明示其他源發於兒童期之精神病





補助費用

經審查後若符合核發條件，於重大傷
病卡有效期間內於當科該疾病就醫，
可免部分醫療負擔費用



重大傷病卡-有效期間

•大多都是永久卡

•若有期限以期限之日為準

•永久有效，但可以取消



重大傷病卡-影響層面

•不會影響就業。核發重大傷病紙卡，不會被雇主發現。



重大傷病卡可以使用不同科別嗎?



身心障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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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依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規定經專科醫師判定罹患慢性精神疾病，

致身體功能及結構損傷，且經足夠現代化醫療（六個月以上），

仍無法矯治使其脫離顯著失能狀態，而造成或有足夠醫學證據

推斷將造成長期(一年以上)顯著失能者，方適合接受身心障礙

鑑定。



身心障礙證明精神科開立項目

中文疾病名稱
一、老年期及初老期器質性精神病態
二、亞急性瞻妄
三、其他器質性精神病態
四、思覺失調症
五、情感性精神病
六、妄想狀態
七、源自兒童期之精神病

1.幼兒自閉症
2.崩解性精神病
3.其他源發於兒童期之精神病
4.未明示其他源發於兒童期之精神病

八、智障



1.醫師

2.鑑定
人員

3.社會局-需求評估



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間 5年







身心障礙證明-影響層面

•影響就業，雇主會知道員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如何享有福利但又不會影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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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方式: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申報資料，身障者無須
特別提出申請。

• 除非對身障者權益有不良影響時，得申請「不列入媒體
交換」，攜帶身心障礙證明至區公所填寫申請書
1.申請完成後，每月需繳保費與一般人無異
2.社會局另將於每年年底時寄保費減免申請通知(收據、
薪資條等相關證明文件需保存完整）



說明 身心障礙證明 重大傷病卡

法源依據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

負責單位 內政部 衛生福利部

執行單位 由社會局、鄉鎮公所
承辦

健保署

提供內容 提供身心障礙者獨立
生活福利資源

降低慢性病醫療
費用負擔

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卡???



團體工作

•家屬團體：自99年起提供

1.家連家-精神健康家屬教育團體

2.優勢觀點家屬團體

兩種不同的概念團體，提供病患家屬疾病衛教、情緒支

持效果，協助家屬走過疾病困境、邁向復元之路 。



家連家精神健康家屬教育團體
台灣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



優勢觀點家屬團體





團體工作

優勢觀點家屬團體

-家屬為生病的家人前來上課

-希望能將教材運用在生病的家人身上,希望生病的家人能改
變,朝向康復之路

-觀察課程有療效的發揮因素,是家屬願意先從自身身上做起



牽一隻蝸牛去散步-張文亮

上帝給我一個任務，叫我牽一隻蝸牛去散步。
我不能走得太快，蝸牛已經盡力爬了，
每次總是往前挪那麼一點點。
我催牠，我唬牠，我責備牠，
蝸牛用抱歉的眼光看著我，
彷彿說：「人家已經盡力了！」
我拉牠，我扯牠，我甚至想踢牠，
蝸牛受了傷，流著汗，喘著氣，往前爬．．．．
真奇怪，為什麼上帝叫我牽一隻蝸牛去散步？
「上帝啊！為什麼？」
天上一片安靜
「唉！也許上帝抓蝸牛去了！」
好吧！鬆手吧！反正上帝都不管了，我還管什麼？
任蝸牛往前爬，我在後面生悶氣。
咦！我聞到花香，原來這邊有個花園。
我感到微風吹來，原來夜裡的風這麼溫柔。
慢著！我聽到鳥叫，我聽到蟲鳴，
我看到滿天的星斗多亮麗。
咦！以前怎麼沒有這些體會？
我忽然想起來，莫非是我弄錯了！
原來是上帝叫蝸牛牽我去散步



團體工作

•在自然界中,萬事萬物原本就是被設計成它們應有的樣子,
發揮它們應有的功能,你生來的樣子,恰好符合整個天地宇
宙對你做的安排。

•在內心深處的那個你是完美的,以前如此,未來也如此,完美
是大自然的恩賜,你不需要努力向外求取,那是你的一部分,
不管你有多少想要改善缺點。

•當你在存在之中尋找美,你也會開始在你自己身上見到美。

上帝創造的完美皆是以不完美的形式存在,不需要追求完美,
而是接納上帝創造的剛剛好的自己。



社區業務

•衛教講座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

•學校心理衛生教育

•參訪相關領域機構



社區業務-衛教講座
每一年均辦理六場衛教講座

疾病 社工講題 主講人

淺談思覺失調症-疾病與治療 ＊精神衛生法-強制就醫篇
＊身權法-去汙名化篇
＊身權法-就學篇及就養篇
＊身權法-社會福利資源介紹
＊失智老人的照顧及相關福利介紹
＊肌肉放鬆
＊失能老人的照顧及相關福利介紹
＊老人的輔具介紹
＊精神障礙者職業訓練復健介紹－心
怡生活重建家屬聯合協會介紹
＊日間病房工作訓練介紹-OT

侯德斌 醫師
吳珮全 醫師
莊宜芳 醫師
江惠綾 醫師
張舜傑 醫師
林昌履 醫師
張世正 醫師
黎美嫻 醫師
陳 昶 醫師
蔡念倫 職能治療師
林首成 會長

淺談躁鬱症-疾病與治療

淺談失智症-疾病與治療

精神官能症及常見藥物介紹

淺談重鬱症-疾病與治療

淺談兒童精神疾病與治療



社區業務-衛教講座

•花絮照片~民眾詢問問題及肌肉放鬆



社區業務-性侵害加害人處遇

-刑法強制性社區處遇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案件犯案歷程＆危險因子＆嫌惡
源）

-協助監督加害人再犯功能

-處遇模式

•輔導教育

•身心治療每月一次

•身心治療每月兩次（重案組）



社區業務-學校心理衛生教育
• 提供多元服務方式：
(1)青少年團體—與學校輔導室
合作，以「歐曼讀夢團體」﹑
及「沙遊團體」 ，透過團體
工作與心理諮商方法，培力青
少年自我概念與自我生涯探索。

(2)青少年及成人沙遊治療：
提供成人與青少年個別心理
治療方式，非口談方式探索個
人內在與生命議題。



社區業務-參訪相關領域機構

•精神科（康復之家.精神護理之家）

•老人機構（連續性多層級.日間照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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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神或人的眼光-1

重視與老闆和同事的關係
老闆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新人工作兩年,老闆提拔我成為兼任科秘書
與老闆一同賣力地完成醫學中心評鑑
在沒有信仰的價值信念下,我變得很驕傲
後來,老闆被撤換,才發現自己內在的力量是依靠著權威
位階人士,
看見在這屬世的世上沒有任何人以及位階是永遠不變的



符合神或人的眼光-2

與新老闆互動不佳,心中認為這江山是前老闆與自己打
下來的,怎麼可以來接收成果
新老闆後來出國深造,舊老闆復職,與舊老闆的關係因為
搬遷空間,認為舊老闆沒有為社工著想
發現關係是容易被這屬世的利益而左右的
沮喪我為主管賣命,主管無法符合我期待

這所有的一切皆是屬神的而非人



符合神或人的眼光-3

當我很沮喪時,鼓勵我的是一封來自病人的鼓勵信
我覺得挺諷刺的 我為主管賣命 卻是病人鼓勵我
我去澳門旅遊 教會姊妹對我說的直接話
我生命及工作的焦點放錯了

幫助我知道工作的焦點及目光是放在服侍病人及家屬身
上



神的器皿

退回社工岡位,
面臨考證照及沒有證照的煎熬,
神的器皿,
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一切都要加添給妳



喚醒

迷失走散羊群的姊妹
年幼家內性侵 兄弟否認事件
憤怒求助 遭到姊妹疏遠 神在哪裡
我的存在代表神的同在
讓這名姊妹知道神真的與她同在



對焦

在工作上經常會以自我的立場作考量,
盤算對自我最好的打算,
但往往禱告後,神總會使我的目光以不同
的角度看待現況,
且會幫助我願意放下我內心種種的盤算,
內心有平安,
肯定我願意放下的部分,
神會在未來將更豐盛的恩典賜給我。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