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還是是是是是是還，是是是

是動動動動動動動？對動對對是是對對對對是的的，再再再再是再

述述是辯辯辯辯辯辯動是辯辯，動不辯不是，把是是把把把把把把

構構構 
，他的確確是確確 被被被、 辯與動與與是，辯然，是是少少是少少

是代 未構 是的的，「 」 面對 未構 ，的的還我我我「 」 這這 理理理「
辯」下下下？ 

 

壹壹壹壹、、、、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v.s.v.s.v.s.v.s.與與與與面面面面面面面面與與與與與與與與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動不不下構不不不不，的的理我是是

是是是不是是 是是 抑述是是是 不是 ？理對對面當當當是『 』 『 』
是，青是是不是青青青青，動不是不母 學學學學，動甚的的這甚、
青是是對對青，常常面對這甚青是是理是構是常常常常，的的我我

易易被這甚代面是易易易易是把易是易易少易動是易易，不可可可

是是的動的的的的再面對動的的的 動少這代不是青是是不是 對、 。
早早早是早早早 
易下地地 電是電電電、 、 、24小是小小小小小，是到到到到小、

Pub 網網網網小，對動從他從是從從 飆飆飆飆 檳檳檳檳 紋紋、 、 、 、

變遷年代漾動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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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穿穿穿穿穿穿 翹翹還翹 九九九九，是到的到到 不自自自對、 、 、
件 援援援援 搖搖搖 網網網網是易網是 隱隱青是是、 、 、 『 』1 ，沒…
有飆有與下少有的的是有早少對是易有有有有是不是有的的，然的

的這甚把飆少們學對是把們面們們們他的們們是是們，無無無他的

內把內內是內我有內內與，動是不不不不不不 推推不推，無是搖、
搖頭頭頭是對被他的頭頭頭頭。 
青是是常常把是易是青再是們們不是青青，網們是翹成 學、

學 對對社動社是對易，嚴嚴構嚴、 ，應是網是社少應動有與是應有

社，動甚動是無無不社是易甚。把這這是在在在下是是的在是不可
朝不朝少少 是網『 』〈不是〉下去去他的理去去是去易 找找找動、
他的不不是當他。 
青是是生存是這少這這是對對，是把大們網飆理建構是構是的

少一一一一的一 升學升升升升升一升〈 〉，這少的一是有他的是是
挫挫、再常是挫挫，辯否、動不是辯否。然朝少的把飆而而而是青
再多多是對多 角角角角 偶偶偶偶 ，把他的找在不的是在在，〈 、 〉
提提他的當當少提提動內確是網無辯提否 可以。 這甚是這去這這未

網成是青是是成成把成成成 動構是從青易，浸、 淫把多在在一、一
一值值是對對還，動不易被不不是把不理不不，他的他他無無他他

                                                 
1
 隱蔽青少年：所指的是青少年持續三個月或以上出現以下情況： 

 〈1〉 與社會上各個系統缺乏聯繫及沒有從事參與，包括工作、學校及社區等，更嚴重者甚至是與家庭也缺乏聯繫。 〈2〉 人際網絡薄弱，害怕或拒絕與人接觸或交談。 〈3〉 在不同社會緯度上面臨或遭遇社會歧視或社會排斥，如公民身份、族群、語言、性別、身體、階級等。 

 資料來源：台大社工系週五論壇（2006/03/24）   社會排斥下的青少年隱蔽現象  香港大學社工系  黃昌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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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然自自自自。 
辯然少一飆對這甚是是是些些們們是應常常是些些，訝訝他的小

小是小竟竟竟動竟 想動想是是他的不可成成無理對對是成、 動 不可、
沒有未構，害易的的不不想自無 找對找，跟這少一跟對對 跟跟少、 、
的一體體，使易的的常常使使是他的使是的的我是是一的，的的理我

切是動應是們是這甚不是是是紋。 
是我我我把是是是是是理網少是少少是是常常？還是還少還還辯

角常，跟是是少跟面對常常跟？It’s up to you! 

是不這這是早青辯不的常常，的的我我把翹少跟找是是是對對

對對是工自自，想的動再是辯透援一，藉可他而工易易。 
接下構，的的的將是把將將易將，熱切是辯把翹少跟們熱的的

把少在在在們是辯透，把他他青在，也把財財無飆將將財財財財勵

友還是〈可下以以是還是〉介介有介。 
 
 

貳貳貳貳、、、、機機機機機機機機面面面面機機機機機機機機與與與與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    

 

是還是網本動本頭本本本是，係是不財財青係係，運從運運

有知知導確確青是是，增增增不的增增，提提有提不是是提易，

體援協應翹成 學學學對對生學，並並理對對並青並並財並對運、
們為為青運運對對為為們構。 
們建本為自還是是是在在們構，提提提把常提們(還翹 自、

學 些些們們 觸無 藥多從從 性援易 參辯參參參參 成、 、 、 、 、 、 動

網性 翹竟去到 網、 、 網的常使從 未未未未 未升學、 、 未無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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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預性 竟殘殘學殘去性青在在自在、 。     
還是不而本可構，陸我接去將將 士士學士士社少易自無士、

轉介青轉轉社轉學轉青生學知導是是，早是早九把在易常早少早

社本三還是是是易網網們是是三無轉自是少在知導們構。 
隨不隨構隨再還翹生來是學來，還是早把本頭中本九是他他

早進學學是進常我未學生是網進財的，針對有學學協應學有 們、
們不是 是理學心是學生心並一是性是網進財的，、 早盼提提學生

是協應提易，可預來是學來網們常提們是是 本頭民本本是跟，。
接去將將財接接對對接接接，針對學學針針青還針翹學生，早們

追追知導並體援增追學，本頭民本九是中九，動接去將將財接接

財並接接接，網們『學學對對運在接接模殘』是去接的還，對動
內我對對運運體援青學學學生早們知導。 
近是構動鑑動是是知導對對青可預性學去這性鑑鑑-- 可成『

這在在自殘一是接觸展翹 成、 動 們們些些、 是是並提提提們提

理 們們知導 諮諮轉介 翹成我係知導 親親財並學少在知、 、 、 、
導 財的知導團為為在在、 』。財動再是青少在知導辯透學可預性
親親財並理增，們即早找是常提們青是是，有內提們提理 知導、
述轉介在在，還是接去將將財接接對對接接接網本 將將財將將『
是是在在還是 ，可成這對對 還是中中辯中 的參對對群無，』 、 、
一是主主接觸 評評常提們是是，早是他在在在青少在甚是早少、
早本本還可們，早少九少在易每每把民本甚九本還位位，理還當

含還翹 成、 動 性援易青我追追 們們些些 去竟易辯透 涉學、 、 、 、
參參參參 團是是… 。 
無再是對轉轉 竟殘殘是提殘殘中、 是可預 去這性是在在角、

常，是還是本一我本本是是辯透少本是是是少在對對，這這這近

性常是知導在在對對，雖辯把跟是是飆內雖確早是不是的雖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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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當面這是學把，辯然，的的也早青不不內少甚少甚是動在朝

『是出』邁早。 
 

 

參參參參、、、、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個面面面面個個個個個個個個 困困困困困困困困與與與與困困困困困困困困、、、、     

 

雖嚴對對對對是群無不理是再，對少在對對 財的是對將對、
對，理還少當對對群無是而工，成這對對、的透財並 冒冒冒、
閒 野易野野團團是自在動不推野是工，使易青是是對對青我使、
易本民一得得，練無少紋練是進青成，也我跟不是是們也下也。
常常對對常是學不是練動我易常勵是是參常常這甚學是 的透、 是

少甚常常，青青跟？這甚網這辯透是辯提每我應從把他的是青常

生學還？ 
這少網來構，驅是不的的自在是是少本可構理驅每是驅增，

雖辯雖雖是學把，的的少當們學把是存把然有不我我切是盼我，

盼我是是少少工是是網，少少的的辯是是共的而而是工接面。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無是是動對也動會易一是找在參援是主主構構，即使有練

是的的 協適是自在學是，、 是是常常應動是是不有提不是述內

與不不內在是是們，下讓不不網們少少在在使從青 當因，青。
是是對對常把辯這甚是是對對是少雖少，少在對對無個易不理

是的我。 
除是除近 親近 這近是少在對對係、 、 係青成，的這甚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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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對群無運從把是是 翹進學增他對對對易是紋們，使易少、
在對對易可動案為早們；也當不構的早少是是應是每少是少

的，的的動可有提成把不是們我少導自，當因，還是不理的被

少在對對，早青提把 不知他的我當 愛他的『 』、『 動我』、
陪他的我進的 是的常青下，體援早少是是少跟辯少生從還『 』
奇妙是妙是。 
這社本三是構，勵友還是勵勵辯這甚是是少跟面對他的學

把（翹成 學學協應 飆援 兩性 不的）是是的他的動是，、 、 、 、
當因因確少因因易因主不理是確在對對辯透。除是這甚是是是
紋是主性，是有對對常不理是常常青成，增他動是當因們因而

網對對常把知導是的雖還社生青再是學心學挫挫，諸諸：是在

有有這是是是使是們構理在在是少在，是我可增們們不是是代

徵構升易？抑述可對對常有提不是是提易 們構的的是機他構、
提否？把建本少在對對模殘是的雖，面對這甚 從少在 是在〝 〞
一，增從不勵性把早進運運我係是紋即是我把是常常，少諸又

把在在是的雖還有易是早們在適他的內在是在在在在，常常把

執們知導執小是的雖少，理所所是也們是不易中我所是自無學

找使！  
    

二二二二、、、、    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似    

動不辯不是，是是對對對對是易在再少是少學把，把動不

動工是對對的雖還，對對常對動不不是角角這提有是社對是易

角角角角、我係模糊述是不一性去是常常是學糊 隨不是是是。
生學的的妙是，對對常去易辯社我一是是社，成這對對動外社

生。當因，對對常辯社學對社社社，升是是少這到把到到到到
小 鑽殘鑽們成鑽、 …；隨不隨早青再是知導隨無，例諸例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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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對常辯社當當是學學社社 溯溯團；的是電，對對常少、
少我對對在翹我未是對對，是代為為的還面對在一是不母，提

提不我體援動甚不導；對對常我並理財社學是，也我提提諮諮

是陪的，動不我他在追追，也我提提親運也練升飆嚴也也，動

甚對是易動有我的是是是動又提是自的，們提陪的是是本甚易

主極在。 
三三三三、、、、    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尋一一一一    

  是進不不辯是是少跟少學，動被鑑在是學把有機他給，這 
  是的的是易驅每是自自。 

  財動勵友還是再是構是少在對對辯透，對對常社是三是 
  是是電動不是殘的 不的自被，想的確援少在對對是辯透、 ，並 
  辯電有確在辯透是不導學學，少跟早們進中財的 少在殘的、 、 
  不我是是相是的再、澄澄並澄澄建本 記記是少記在適這的確、  
  確 常提們是是是少在對對模殘、 。 

  的的升不對他 極在是不結 建本澄澄是運運我係 是是、 、 、  
  是不是的不辯們們 提殘執小是多否 自無學找使青運從辯執、 、  
  們 知導執小青評評 理內的的青運從是對對常是去易體協、 、 … 
  團自面不群，這這是殘研少雖無偶把是進的的是是是少這，三 
  常度進學把度度，動甚想我把放是增搖動不，不們是讓 的的『  
  是愛動甚動還翹 ，的的早青不不不，隨是我做運運理隨是再』  
  動再，當因這是群因使易可不因。 

  的的早我從這是群因我應的的是使從，當這因是是是飆是 
  內我，這是群因的網們青再青是是對對對對青是對電，讓的的 
  動有易提是構體援這的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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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一雖是這他是代不少在對對少雖是他這，接下構，的的升

不的少在對對是少雖切著網「處處處處處處處處初初初初初初初初」、「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初初初初」可學「處處處處處處處處
後後後後初初初初後後後後後後後後案案案案 社少大們，的早少少在在是內將學對對辯透介介有把」
翹，雖辯嚴少在對對是少雖並從雖對雖雖這這是少雖常成早們，動

的，把翹不可參升這這是少雖，自被不不是少在對對辯透，構少

在的自 吧！〝 〞  
 

壹壹壹壹、、、、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一一一一、、、、    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動嚴介還內動有與，這內是是少在對對常本冒冒是的雖，無

對在援電求求跟是跟少是他他，腦也少想是是想少件對 ：「這是
動是少是的是少在跟？ 是在是有有這是少在？ 內動」、「 」、「
內我每我是在在？ ，」 是少是不的本是的 的 的是咚是構、 、 …。
嘿～沒我係，這少切團這甚評評是極易是構青，無對揭揭啦！ 

 

 

 

 

     

 

看看下面的流程，不用擔心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這就是你經常在經歷的流程喔，仔細瞧一瞧，

哪一個部分佔據你最多的工作時程呀？ 

跟你的工作伙伴一起腦力激盪一下，想想看，

有沒有需要調整呢？ 

 

服  務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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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叮嚀：接案至開案過程時間儘量加快，       評估時間拉長將降低服務的可行性。   

社會局轉介之個案來源 

1.中輟生通報  

2.不幸少年後續追蹤 

自行開發之個案來源 

1.外展工作  2.自行求助  3.個案轉介 填寫接案表 

1.符合開案指標，且 

2.少年本人具求助意願 

開案 二週內完成「訪視回報」或「開案評估與計劃表」 

1.資料不足以判斷是否符合開案指標，或 

2.少年本人之求助意願不詳 進行開案評估 填寫「初步評估表」 二週內完成是否開案之決定 特殊情況或社工員難以判斷時， 於團體督導時討論決定。 

1.不符合開案指標，或 

2.少年本人無求助意願 

不予開案 

 

一一一一〈〈〈〈 〉〉〉〉    從從從從從從從從案案案案從從從從從從從從案案案案一一一一從從從從一一一一（（（（以以以以以以以以處處處處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案案案案一一一一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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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從從從從案案案案一一一一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開    第一階段 （ 於 重 要訊 息 收 集之前完成） ※ 案主問題危機性評估： 了解個案是否正處於性侵害、家庭暴力、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的情況中  未來發展方向： 建 立 危 機 個 案 處 理 模 式（處遇過程中遇到危機性情況均比照此模式處理） 
 

第二階段 （ 開 案 後前 三 個 月需 完 成 之重 要 訊 息收集） 

※ 處遇初期個案重要訊息收集： 1.個案特質觀察：從外表、肢體動作、表達能力、談話等觀察個人之行為、心理、情緒狀況。 2.家庭功能觀察： （1）監督功能 （2）經濟功能 （3）家庭支持性 （4）親子關係 （5）有無加害情況 3.社區功能（外在社區資源及角色功能） （1）學校狀況：與老師的關係、與同學的關係及對學習看法、課餘活動內容和地點。 （2）居住地或活動區域的環境。 （3）社會狀況 （4）同儕（非學校友伴）的關係及活動方式和地點 （5）打工經驗 （6）參與社區組織或幫派的經驗 （7）地方非學校人士的互動關係 4.對個案評估後的觀感(類似眉批的功用)，可作為未來處遇規劃的參考。 ◎ 進行資料收集時，應同時留意助力助力助力助力及阻力阻力阻力阻力兩方面的訊息。 

 
未來發展方向： 1.發展一標準化的評估工具，便於引導社工員進行初期資料收集的動作。 2.依據開案指標將個案類型分為幾大類，找出不同個案類型下的資料收集方向，如：逃家型個案一定要安排至少一次家訪。 3.依據重要訊息之正負向影響因子分析，了解服務區塊內的個案問題發展趨勢。 

 第三階段 （ 開 案 後三個月） ※ 處遇中期個案重要訊息收集： 使用心理或內在需求之量表，如：自尊量表、憂鬱量表等。  未來發展方向： 系 統 性 對 個 案 深 度 了解，以發展相關方案，如：自我概念、兩性教育、就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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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喔～臨時

性來訪的不在

此限！ 

三三三三〈〈〈〈 〉〉〉〉    依依依依案案案案個個個個個個個個////會會會會會會會會一一一一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1. 庶在性對對 
 可預預預 們構以介、  
 場易場預：場易內場升增他 

  對對常體體練使從是電 成理整整（、 的我的重我確確要練，避    
  免少在構是喔！） 倒到倒、  
2. 們接性對對 

 閱閱少在不我的重 
 可預不我使從對電，諸：不問 易代 升電團、 、 。 
 多否我不是不是 

3. 少飆性對對 
 是理可預：把放是在 
 生理可預：場們先理 

 

 

 

 

 

四四四四〈〈〈〈 〉〉〉〉    家家家家個個個個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1. 翹家在場家構在翹易家 是有了了把把，述對場或不少在、  
   應有來；是早在翹到近是，若了了把把使對對常雖易 
   動動，而不當是則易翹家（有是本雖提提少有不的轉 
   轉是護頭）。 
 
2. 想少有翹家是，女性對對常動我的每們是（男性對對 
  常也動應可性員員員然把勵），若雖易本少對對常的

建議：會談應儘量以機構 

現有場地為主，必要時才 

至速食店或公園等場所。 

 勇敢不是美德！ 

家訪首重 

安全守則安全守則安全守則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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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而網飆易易造，不可是的對述確學生的們。 
 
3. 這有翹家應避他從初是電，動翹家針還場於於於重，在翹 
  可預是到倒動少否我於從（有是有動在翹到有動整整，對 
  對常動自工於從），不可可可對自 剛網們出剛，的無案「  
  工於少於倒買，動從不不們的可預 ，避免對自雖易對對」  
  常動進在 動接不述不的不易是動不在不去，動的可青是、  
  翹家無動少否內諸因隨，不被對對常對在翹是不知不們可 
  不。 
 
4. 翹家的雖還，若雖易翹還在在述易或動或的或，應一是提 
  是還少易自出求是我在，諸： 易把的的出求練偶動不自「  
  工，不動不可還少易自出（對將並來 當速小團）、 」。 
 
5. 翹家是對對常群們應隨是轉或他們家的，並動是去在讓們 
  構的對有與翹家對易 翹家是電學可執極轉我們構是是、 電 
  ，若若的可執是電未我是們構，對對常應一是可有社社原 
  當，若無而們構的對應社電求確不因對對常是動為。 

 

 

 

家訪時，經常會遇到案家會把電視打

開，但是因為電視機的聲音通常可以

為案家帶來一些安全感，所以不必刻

意要求把電視關掉，只要將聲音轉小

一點就可以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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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是一門專業，所

以我們與案主之間關係

的建立應是「專業關係」

的建立。 

二二二二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少一少在確否是的是在在對易是，無是 
代不的的即的早進運運是我係還，這在是

電，除是對對常不不是是理可預青成，員

忘是也我參援少在要有並少的早進運運是

我係還。跟是在有有是運運我係跟？ 
 

一一一一〈〈〈〈 〉〉〉〉    專專專專會會會會專專專專專專專專：：：：    

運運我係是建本是辯我是，理對對常驅每運運我係，在

在的雖使對偶倒才才才 隨才隨愈，提殘處結使、 較我易早

網，少一不太動建本我係，無我我易把放運運我係，轉然是

網是成友我係是關網，這對讓青面是提殘我有有理早這，尤

增理在在是對易是青是是是，由動他的是不是動動把動的鑽

動澄述是沒有的鑽，當因對對常我主員或勵辯青是是是不是

的雖，動我再下青要動澄澄是的鑽我係。 
 

1. 運運我係建本是是雖 
運運我係是建本內我辯在一有三有是接觸？少一早進提殘

這早，理少在對對對常是個個個是 不可他他跟對對常出、
求 團不結建本青青，辯在一無他他是運運我係… 。 

 
2. 運運我係是否升 
〈1〉 運運是構網內我電預下專是主主： 

 理再雖中（theory） 
 主特是特提 特技（、 skill） 
 一一 理增（、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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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理（ethics） 
 不驅（accountability） 
 動不是殘不（research） 

 
〈2〉 運運我係是否升諸下： 

 是少少妙是的雖 
 可在一是為青們升易 
 參援在一澄澄不是述家在 
 辯在一少跟對對 
 我參援在一有妙是是是們 

 

理可嚴所～運運我係還，辯社我應從是諸們理述在適運

運是業件，把我係是去這還運從是有知理再學特提、有澄澄
一一理增把價青價價不，小是並小小運運自理是相是，並有

不驅是增增，可少在以青們員場升易，可動不追在運運早

甚。 
這這，的的不可我動我易易們分是運運我係辯成友我係

是動的青提囉！接下構，的的再構我少我運運我係內我我甚

我因。 
 

3. 建本運運我係是我因 
〈1〉 接不的理升接接在一 

這少大們接跟構我我易，不是有確在對對辯透是飆應有

與，增確這少大們我隨是練是動不我易是，千千我記易

動我太不評再述有建相，然是再從是接少在想可可介是

護頭喔！ 

這部分大家應該不陌

生吧！ 

雖然看起來很像〝教

科書〞，不過為了避免

以後在專業關係部分

「迷路」，所以大家還

是依照一點一點的

「指示標誌」去建立

關係吧！這真的挺重

要的部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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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運的機是設本辯把每 
的鑽是把每我的我是，少一我係的鑽模糊述若界運運的

鑽，對動對對常跟在一然社，應對提學接下構是提殘的

雖，動甚對甚自而網甚害，千千動我當們少是是千述是

頭是少在生易無忘記的鑽是的我性。 
 

〈3〉 在一不提 
對對常是推在青少，理辯無是我體援在一隨是本在適少

飆勵勵本不們是提否囉！動的還是對有例成是是社，面

對青是是在一是是社，對對常也常常對動小是使使在一

對提否是提易可學以為，這這我有不提是然這這是青是

是網進是們對。動的，求嚴我構，在一不提還是做較協
從動不勵性在一。 

 

好期待可以傾聽案主的心聲、

傾聽案主的想法，可是當案主

不斷的重複同樣的話的時候，

又會覺得挺累的，唉～這個時

候該怎麼辦呢？ 

社工員的 聲 

這種時候呀…… 

就開始偷偷的等待他

吞口水的時機吧！這

樣就可以趁機把他拉

回正題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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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處結是妙是 

少一有妙是是易，即使是我小我小是妙是，對動對對常 
跟少在構嚴，應對是在在的雖是的我易易喔！理可所～

少一跟少在一否是妙是是處結，想的 
契契是的雖，的有援動小處結是一否     Empower！         
並本不可增增在一是以提不！ 

 
〈5〉 誠是我未對自是內在  

誠是我未少在是內在對動對對常可學在一甚自構嚴，對

讓甚自讓因是不是動甚動讓讓讓讓，動甚增讓在一妙是

是勵勵，尤增對動青是是少在構嚴，對對常是動是誠是

是我未，少在是不去是不理感個是 動的對對常少否我。
記易，誠是我未少在是內在動是代介我不不在一述在一

是們們，這中不是我跟在一主員澄澄是。 
 
〈6〉 協是讓在一有與對對常是內在，學學的理。 

對對常雖對動是若飆，理可動我所 少 喔！ㄍ ㄥ 協是是讓 
在一有與對對常是內在，動不不可避免對對常被的常早

我，也不可讓在一有們對學學的理。 
 

 

案主可以對社工員生氣， 

社工員可不可以對案主 

無理的行為生氣呢？ 

 

 

社工員的 聲 
選擇對案主好的去做吧！建議

你可以在自己的情緒比較平復

以後讓案主瞭解你生氣的原

因，還有教導案主正確的人際

應對方式。記得喔！不要在公

眾的場合做這些事，這些話偷

偷的留在會談室說就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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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案主有其個

別差異，各種情境

都是有可能會發

生的呀，不要因為

一時的不愉快就

很挫折喔～ 

〈7〉 有援飆是是們 
這是少否我是啦！諸易對對援飆對對青是紋，缺缺援飆 
是是們，這這動們對對常不不動當他，在一也動對他是

是 這這下下，對對是紋無動不提每我下下。 。 
 

〈8〉 是甚自是我係 
對對常辯在一是不是少否是甚自是我係，動是升藉對對

常少飆的自面是易易述辯透無不可一導成少在在少雖，

然是我想的跟在一是不是的雖，使對動這近在一是內

在。 
 
〈9〉 動是有少飆可不 

雖辯早少少飆應有不不是一一驅增述是不練，不是紋們

少少運運是援飆對對青，動我更更不雖，避免可少飆是

可不面對在一，而網在一把提殘的雖是造造述是動動為

不。 
 
〈10〉 動少否是不當是 

在在的雖動對在是服練，在一也動少否        
應對是不勵勵適對是的常述是不感對對     
常是體援，也對是易跟對對常個跟述是 
角角團動不當是在把，對對常動我當們 
這這無雖易有的述是不不，殘是動不當 
在把是是社，場動不想想述是跟的先、 
財導的再，動我少下早無不們是不不提殘動理，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一一一一服服服服服服服服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也也也也似似似似專專專專會會會會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一一一一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一一一一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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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運運我係建本是特技 
〈1〉 內誠 

我係是建本，是構無內我少在升例早辯摸例早，把建本

運運我係是的雖還，本的我是無是 內誠 ，這也是青「 」
是是本介勵是 運運我係並從援還在針 援還的的，。 、 然

是動我有不再是一一可不（nun-judgemental）。構是
少在是是社，動應是把是少場參少在社們不。 

 
〈2〉 的理 

對對常辯社理有諸易不不被少在個雖是，這動少否是對

對常是紋動練，不提是當們介（妳）是某某們構對對常

這少少角角而網是，少在動是個雖介這少飆，然是個個

述是動成或介理是代是們構角角，當因，對對常辯社協

是的理在一是動動可學進時，感明少在青理可個雖是有

有當因，練讓少在把是，這這是的理也是我係建本是特

技青少喔！ 
 

〈3〉 澄澄援我我係關網是原當學處是 
少他他無我澄澄澄澄嚴感少在青理可接去在在是原當，

無再是無士 還翹、 、性援易青我追追述是們構不們他去
青提們少在，的的應內我我澄澄，嚴感明，讓少在澄澄

有與不不們有有對構。 
 

 

                                               

 

怎麼讓個案知道為什麼

要來中心呢？其實不只

他抗拒，我也有一點小擔

心耶！ 

社工員 聲 其實呀～ 

面對不同來源的

個案，可以有不

同的說法，看看

下面的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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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完「專業關係」，接下來要來說說「契

約訂定」的部分，但是，為什麼需要訂契

約呢？請繼續往下看就知道囉～ 

 

    對對常不可嚴：「剛開始關係的建立也許都比較難，對你來

說我是個陌生人，對我來說你也是個陌生人，我們需要一些時間

了解這些狀況，也許你會不太喜歡我介入，我不了解你、你也不

了解我，但是我們需要一點時間彼此了解，看看我需要怎麼樣來

幫你，或你需要的是什麼，我們可以再做澄清，我所知道的我會

盡我所能告訴你，但不代表這就是你所需要的，所以若是你願意

的話，你可以說說看，我所瞭解的是不是你的想法或者是不是你

的需要。」 

    對還翹少在不可嚴：「我之所以在這裡，是因為你有連續三

天以上沒有到學校的情形，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我們可以一起

討論你面對什麼樣的困難，一起想想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對性

援易青我追追是少在則可以說：「你之所以在這裡，是因為你過去

的事情，社會局通知我們每個月要與你見面，了解你的狀況，看

看你有什麼需要，我想告訴你的是過去的你是如何，並不會影響

我對你的看法，重要的是往後我們要如何的相處及互動！」。 
這甚澄澄不可讓在一澄澄有與我係是關網原當，也讓在一有

與的的是接觸，是有處是是，然處是因是不可而內是，對對常不

可嚴：「易把是諸因，然青青，的的我否早有我面是，的的不可
構構介內我是是有有，們我是的提參是，的的不可少跟構構構我

從有有自無構參援介有提這甚不是，理辯這並動是嚴理有是不是

的的應少否有並無有提，這辯社我構的的少跟是易是雖常，動的

介把是，的對我他勵跟介少跟的再 少跟有提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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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契    

1. 契契是是主 
契契是一否是代不專專專專會會會會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也以青們契 
約約約約（contracting）, 跟少一是契契不是動少這是，
應有 嚴跟？提殘的雖是契契一否是少少的雖然從極易，
動是少少每我而內是易把早們殘，也無是嚴，契契對雖雖

少在是家在隨是而內，動偶少一是契契，一否是無動我易

再而妙。 
 

2. 契契是處是 
契契少面是在當含我甚內我跟？增確契契少面應是我感明

是一否是 對對常「 是親不 升 在一是親不 ，」 「 」 可工動參

援的的的處結是一否將確讓。還換求嚴所～契契是一否不
可確轉對對常跟在一確確以是不不是親不，有們是使對有

妙是是不提性嘛！ 
甚動一否契契是員中大們，理辯無是不可 
易有讓因是早我升處結，並本不可參援少 
在升的的構是他不不是網進升妙是，主員 
是是與是妙是，不可網們辯中，契契讓不 
可參援的的確以增增以提（ empower）是 
們是是構。 

 

3. 契契是有再 
  契契動少否應是明不不不是，對對常辯在一青電理一否是     
契契不可們們出搖升分面兩有，理辯分面關殘對做出搖是

有易，不當們沒有他殘是代嚴，理可我雖雖早少少少在是

小小的改變也

會帶來大大的

動力與驚喜

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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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員家在可學內在下一否少員是契契。（到們是還是不們
設執是在在勵勵家不的不提面還參升，這這是嚴殘做較在

適青是是是主訝性，動的動少一他殘嚴殘讓是契契內我！

理辯面們構不可針對理在在對易是主性不們設執務！）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貳貳貳貳、、、、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初初初初    

 
提殘還早我隨是對在不內是動是，然本理有是對在練偶應辯社

是我的是早們少這，對對常把這少少在在千千千千我讓不可對所～

動辯介不提無對偶民不不不少這，東東檳東沒有搖東，這這動不這

苦，對少在也不提沒有參援 們我成或這少少在在是內我，無再是。
內在評評 提殘執小 找使而一，述是的的是他去團，應不可澄澄、 、
掌掌，即使的雖還不提對是易青再勵想動是是家在，不驅介應不可

迎迎然有。 
 

一一一一、、、、    需需需需需需需需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實務工作在做需

求評估還是在做

問題診斷? 

其實阿！雖說是

需求評估，但是事

實上就是在作問

題診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