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復工準備小組  
目的  
通過參與復工準備小組，幫助有條件重返工作崗位的工傷職工瞭解自身功能狀況，通過

自我回饋結果，挖掘自身解決困難的能力。從自身因素及工作因素雙重入手，排除工傷職工

重返崗位過程中產生的障礙，最終回歸工作崗位。  
方法  
復工政策瞭解及諮詢，對自身利益充分瞭解，合理處理與用工單位的關係，為重返崗位

做好基本條件。工作行為教育及輔導，讓工傷職工更早適應工作狀態，樹立良好工作作風，

使用人單位樂意接受其重返崗位。小組交流，通過小組形式充分瞭解重返崗位的困難，通過

對自身的瞭解，從同一類型工傷職工中得到幫助。此小組訓練貫穿于整個職業康復治療中，

由作業治療師及社工師共同組織實施。 
（八）作單位協調及復工安排  
目的  
對於可重返工作崗位的工傷職工，社工師負責聽取他們的復工意願，並通過與其單位進

行溝通、協商、工廠探訪等方式，協調安置適合工傷職工功能的新崗位，促進其重返工作。  
方法  
社工師通過電話、面談、工廠探訪等方式，進行專業的評估，為工傷職工協調安置符合

其功能的工作崗位，並就工作崗位的要求，安排工傷職工進行針對性的訓練，使其可以勝任

工作。 
工傷職業康復是一條順應社會發展需求的服務，但同時也是一條正需要我們這一代康復

人的共同努力才能開創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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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要：全國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推行殘疾人就業,我們嘗試通過支援性就業為智障人士

提供一個融合的場所安置就業。實踐經驗表明，支持性就業要想取得較好的效果,家庭、支持

就業機構、職業指導師和社會工作者的合作,形成良好的夥伴關係是必不可少的。本文結合馬

斯洛需求層次理論，在對支援性就業智障人士需求進行調查的基礎上，分析智障人士需求特

點，再根據智障人士身心特徵和需求特點開展社會工作介入，解決智障人士不同心理、行為、

社會交往問題，進一步探索有效策略,以取得智障人士支持性就業的良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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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2006 年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有智力殘疾人 554 萬，同年進行

的深圳市殘疾人調查資料顯示，深圳市智力殘疾人數約 9000 人。智力殘疾人是一個人數眾

多，特性突出，特別困難的群體。2007 年，中國殘疾人聯合會在《關於進一步做好智力殘疾

人工作的意見》中明確指出，在新形勢下需要進一步做好智力殘疾人工作，改善智力殘疾人

狀況，推進智力殘疾人的社會融合，並提出“著力解決智力殘疾人的基本生活與社會融合問

題，縮小智力殘疾人狀況與社會平均水準的差距，建立長效工作機制，全面提高智力殘疾人

的康復、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水準，促進智力殘疾人以平等的地位，充分參與社會生活，



共用改革發展成果＂的任務目標。 

根據中國殘聯要求，為扎實做好深圳市智障人士職業康復工作，滿足智障人士日益增長

的康復教育需求。2007 年，深圳市殘疾人聯合會大力推進街道綜合職業康復服務中心（以下

簡稱“職康中心＂）建設，截止 2008 年 12 月，全市建立 55 家服務機構和 1 家市級智障人士

職業訓練中心，為 2300 多名智障人士提供日間照料、職業技能訓練、心理輔導、康復治療等

服務。還專門開設支援性就業服務①，為那些暫時不能進入正式職場工作，需要職業指導師工

作支援的輕、中度智障人士提供支援。支援就業機構主要提供融合式的就業訓練與安置，每

一家支持就業機構一般開發 1-3 支持性就業崗位，如清潔、餐飲、零售、保安、文員、手工

藝製作等崗位或工作安排智障人士就業。支持就業機構的規劃與佈置也會考慮智障人士的狀

況及特點，訓練的環境或工作崗位為開放的。支援就業機構提供多種配套服務，一方面，職

業指導員的輔導，以培養智障人士的工作意願、激發工作興趣、發展工作技能、建立工作態

度，提高社交技巧，養成良好的衛生習慣及人際關係等；另一方面，職業指導員評估他們的

就業能力與適應能力，並做好崗位匹配，為智障人士提供最適當的就業安置。 

實踐經驗表明，建立支持就業機構，安排智障人士就業，有助於廣大智障人士走出家庭，

融入社會，提高生活自理能力，實現人生價值，成為有益社會的人，同時也是促進社會文明

進步，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 

一、支持性就業智障人士的發展需求調研 

馬斯洛需求層次理論②認為，人的需要有五個層次，當滿足了低層次的需要後，人就會更

加關注高層次的需要。根據該理論，我們對 102 例支持性就業智障人士的發展需求進行了調

查，並對相關問題進行了分析。 

（一）馬斯洛需求層次理論 

美國心理和行為學家馬斯洛提出：人類都是有需要的，其未滿足的需要是產生他們學習

的動機，也是激勵他學習的因素。然而這些需要又是以層次的形式出現的，由低級到高級劃

分為五個層次：生理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實現的需要。 

首先，生理需要是人們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饑、渴、性等。如果不能滿足，人類

的生存就成了問題。生理需要是最強烈的不可避免的、最低層次的需求，也是推動人們行動

的最強大動力。 

安全的需要就是人類要求保障自身安全，對於周圍環境的依賴和信賴。 

情感和歸屬的需要也叫社交的需要，是指渴望得到家庭、團體、朋友、同伴的關懷愛護

和理解，是對友情、信任、溫暖、愛情的需求。它包括社交欲，即希望和同伴保持友誼和忠

誠的夥伴關係，希望得到互愛感和歸屬感。 

尊重的需要是指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穩定的社會地位，要求個人的能力和成就得到社會的

承認。它可以分為內部尊重和外部尊重。內部尊重是指一個人希望在各種不同情境中有實力,

能勝任,充滿自信,能獨立自主.外部尊重是指一個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別人的尊重、

信任和高度評價。 

自我實現的需要是最高層次的需要，它是指實現個人理想,抱負、發揮個人能力到最大程

度，達到自我實現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解決問題力增強，自覺性提高，善於獨

立處事，要求不受打擾地獨處，完成與自己的能力相稱的一切事情的需要。 

馬斯洛理論認為：較低層次的需要是先於較高層次需求，當一個基本需求被相對滿足以

後，其激發動機的作用便減弱或者失敗。此時，人們就會渴望滿足下一個更高層次的需求，

於是下一個需求的滿足就變成激發其行為的主要因素。 

（二）支持性就業智障人士的需求特點 

根據馬斯洛需求層次理論，筆者認為智障人士在支持就業機構學習、工作和生活過程中

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1.智障人士基本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現代學者把馬斯洛的生理需要和安全需要合併稱為基本需求，它是最低一級的需求，這

些需求可以通過外部條件獲得滿足。儘管層次較低，但是目前條件下智障人士的生理需要和

安全需要依然得不到充分保障。 

首先，許多智障人士往往是多病纏身，在衣食住行方面都是力不從心，學習生活和工作

受到很大影響。同時，智障人士不僅是自己的基本生活品質沒有保障，而且往往是一個智障

人士影響了一個家庭，一個智障人士有可能拖垮一個家庭。據調查，智障人士家庭有的因病

致貧、因殘致貧；還有的因為家中有一個智障人士而導致家庭關係緊張、甚至解散。 

安全需要方面存在的問題更多。智障人士由於認知功能障礙，社會適應存在一定困難，

其學習生活和工作環境往往不是很理想，由於支援就業機構特殊教育師資和康復資源難以滿

足智障人士就業發展需求，缺乏安全保障，容易出現走失、意外傷害、同事糾紛和矛盾等，

使得智障人士各種問題層出不窮，日常瑣事纏繞著智障人士及其服務提供者。 

2.智障人士社會需要難以得到實現 

情感需要和歸屬需要也叫社交需要，每個人都渴望得到家庭、團體、朋友、同伴的關懷

愛護和理解，是對友情、信任、溫暖、愛情的需要。智障人士也希望和同事保持友誼與忠誠

的夥伴關係，也希望有所歸屬，成為機構的一員，在困難時相互幫助，向熟悉的同伴傾訴，

說說心裏話。但是有一些服務機構還沒有從行動上接納智障人士，沒有真正把智障人士當成

機構的一分子，往往因為人手不足或生產力低下，不用計算勞動生產量，也不用考慮工作效

率，支持就業機構導師難以集中精力關心照顧智障人士，因此智障人士也難以得到自我提升

或其他工作機會。所以，智障人士缺乏歸屬感，難以融入服務機構，難以與其他同伴正常交

往。因此造成智障人士對導師、對其他同伴存在對立情緒或不滿，容易出現自我封閉現象或

異常行為。 

馬斯洛認為，尊重得到滿足，能使人對自己充滿信心，對社會滿腔熱情，體驗到自己活

著的用處和價值。智障人士更加渴望得到尊重，他不想讓別人輕視，哪怕是一個輕視的眼神。

然而，支持就業機構智障人士受歧視、受不公平待遇的事情依舊會時有發生。 

3.智障人士自我實現需要難以得到成功 

馬斯洛提出，為滿足自我實現的需要所採取的途徑是因人而異的。自我實現的需要是在

努力實現自己的潛力。使自己越來越成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儘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理想，

但是理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依然存在，發展道路上的困難險阻層出不窮，對於智障人士來說

更是難上加難。智障人士大部分學習困難，文化知識和工作能力都比較差，由於專業資源的

匱乏，又難以得到導師、同伴的有效輔導和關心支持，很有可能成為被遺忘的或冷落的人。

他們如果被安置在支持就業機構的角落或無關緊要的崗位，要想得到導師的有效照顧和指導

的機會大大減少。受到場地環境、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響，支持就業機構導師對支持性就業

智障人士的教育發展普遍採取按部就班、任其自然的方法和態度提供服務。要想通過智障人

士自己的努力學習和工作，實現人生自我價值的可謂鳳毛麟角。 

二、支持性就業智障人士社會工作介入方法及措施 

支援性就業智障人士的職業生涯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他們的康復發展需要特殊教育、

康復治療、心理學和社會工作等專業的有效介入。社會工作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其核心是在

一定理論指導下的一套因時因事而異的工作方法。它既包括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

等直接工作方法，也包括社會行政這一間接工作方法。在此，筆者主要運用直接工作方法來

探討解決支持性就業智障人士問題的可能性。 

社會工作是以利他主義為指導，以科學知識為基礎，運用科學的方法進行的“助人自助＂

服務活動。這一定義指出社會工作的本質是一種助人活動，其特徵是提供服務。進一步說，

社會工作既是一種科學的，又是一種專業的助人服務活動，它不同于一般的慈善活動，它以



受助人的需要為中心，並以科學的助人技巧為手段，以達到助人的有效性。 

（一）個案工作 

智障人士由於認知功能比較，社會規範意識比較薄弱，行為問題也比較凸顯。 佛洛德認

為整個人格由三大系統組成：本我、自我、超我。在一個精神健全的人身上，這三大系統形

成一個統一、和諧的組織結構。當人格的三個系統相互衝突時，人就會處於失調狀態，即不

滿意自己也不滿意社會，活動效率隨之降低。同時，他把人的動機歸納為餓、渴、睡、性等，

其中性欲占主導地位（本我）。但本我往往受到道德、社會法規等現實條件的制約(超我)，受

到壓抑得不到紓解的衝動會通過夢、失語等形式來尋求滿足。智障人士的發展階段和過程幾

乎與普通人沒有差別，其人格結構中的“本我＂同普通人一樣非常強大。由於他們對社會規

範的學習不足，其“超我＂部分顯得相當弱小，在強大的本能驅動下，容易出現一些不符合

社會規範的行為，甚至衝動行為，嚴重影響支援就業機構學習工作環境和氛圍，這對他們融

入社會是極其不利的。 

不同智障人士存在不同的問題，也有不同的需求，這就需要整合不同資源為智障人士服

務。面對這一現狀，為他們提供個案管理服務顯得尤為重要。 

個案工作主要是社會工作者對智障人士以個別化（一對一）的方式為其提供服務和幫助；

常用的個案工作模式③有：心理與社會治療模式、人本治療模式、行為修正模式、理性情緒治

療模式、結構家庭治療以及聯合家庭治療模式等。針對智障人士的一些情況和問題，筆者認

為用心理社會治療模式、理性情緒治療模式較為合適。 

心理與社會治療模式認為：人的行為是由內在的心理因素和外在的環境相互作用而導致

的。它的治療技巧有很多，但依據治療技巧的影響物件，可以分為兩大類：直接治療和間接

治療。直接治療是指工作者對求助者進行輔導、治療，不需要第三者。而間接治療則指工作

者通過改善外部環境或者輔導第三者，從而間接影響、幫助求助者。 

情緒障礙是智障人士所表現出來的共性問題，主要是因為環境適應困難、社交技能缺乏、

自身缺陷等導致自我評價失調，人格發展不健全。我們首先採取直接治療，運用反映性直接

治療技巧中的人格發展反映對其進行治療。第一，採取忽視消退法，為智障人士提供宣洩的

機會，讓他們把長期被壓抑的需要和情緒衝突宣洩出來。第二，與智障人士一起分析他們面

臨的困難和問題，把這些問題與他們現實生活中表現出來的不良行為（情緒障礙）聯繫起來，

深入分析其中的邏輯關係，共同制訂康復訓練計畫；第三，運用正向行為支持和社交技能訓

練，幫助他們修正自己的行為，讓他們在充分瞭解和認識自己不良行為的根源基礎上，幫助

他們重新評估以前的經歷，調整他們的心態，以幫助建立良性的自我評價。 

其次，我們還可以借助間接治療技巧，通過改善智障人士接觸的外部環境，來促進智障

人士情緒障礙行為的改變。這些外部環境，主要有他們的父母、朋友、同伴、導師等，多和

智障人士進行溝通，以取得他們的支持，讓他們給予智障人士更多的關愛和幫助，用愛心暖

化智障人士，使他們變得更加自信和堅強。 

（二）小組工作 

小組工作主要是把許多有相似問題的智障人士組成一個團體，讓他們共同思考、團體協

作、共同面對困難。小組工作主要有四種模式：社會目標模式、互惠模式
④、治療模式、發展

性模式。不同模式下的小組工作，目標是不相同的，比如：成長小組模式下的小組工作強調

改善組員與社會的關係，而治療模式則是協助適應不良的個人達到和恢復預期的社會功能。

針對智障人士的一些問題，我們運用互惠模式和治療模式來幫助他們走出困境。我們運用小

組工作理論和方法，動員具有類似問題的智障人士組成一個團體，也就是所謂的小組。如根

據不同智障人士面臨的社會交往問題，在服務機構設立社交小組，小組工作中互惠模式的目

標就在於改善組員與社會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借助於這一模式幫助他們。 

小組工作中，我們首先會組織智障人士做小組遊戲，使他們放鬆自己的心情。若是把具



有類似問題的同伴聚集到一起，就會給他們以平等的感覺，交流起來也會更加自在。其次，

我們鼓勵和支持他們彼此之間溝通和互動，為每個人準備一張心願卡，讓他們在上面寫一些

祝福的、激勵的話語，然後互贈，達到交流溝通的目的。最後還會組織小組成員進行一些社

交技能方面的培訓和演練，安排小組成員扮演不同角色，模擬社會環境或工作場景進行社交

技能技巧的運用和訓練，通過小組模擬活動初步掌握後，再泛化到工作崗位、社區和日常社

會生活中去。 

（三）社區工作 

社區工作是把存在類似問題的智障人士所生活的環境看作一個社區，通過有計劃地干預

幫助智障人士走出困境的工作方法。社區工作方法包括四種工作模式：地區發展模式、社會

策劃模式、社會動機和社區照顧。例如，我們可以把服務機構作為社區來看待，要解決智障

人士的學習和工作心理問題，社區照顧即服務機構社區照顧則是比較合適的。 

智障人士一般都肩負著父母的殷切期望，迫切期待能夠早日自食其力，回歸主流社會。

但現實生活中，智障人士的行為問題、自我管理，人際溝通和工作能力的差距等都使得他們

在巨大的壓力面前失去活力和朝氣，難以在短時間內融入集體和支持就業機構群體中。針對

這些情況，我們可以用社區聯絡的方式幫助他們。首先，我們通過“牽手職康服務，你我共

同進步＂活動，進行職業康復知識宣導，傳播特殊教育知識、傳遞社會工作理念、傳送人際

溝通方法，充分發動支持就業機構同工和導師，構建持續有效的自然支援系統，並充分發揮

這一資源優勢，及時有效的幫助智障人士擺脫困擾；其次，我們還積極動員那些有成功經驗

的智障人士，讓他們帶動心理上有問題的智障人士，讓他們能正確認識自己，發掘自己的潛

能，提高自己的能力，並以積極的心態、高昂的鬥志，勇敢的面對未來，迎接挑戰。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於智障人士所存在的問題，社會工作介入的方法不僅可

以提供許多有益的幫助，而且，還可以教會他們從不同的角度看問題，努力改變自己，最終

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綜上所述，支持性就業智障人士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我們不容忽視的。近年來，

社會各界雖然對智障人士群體給予了諸多的關愛和幫助，但幾乎都是僅限於物質層面上，沒

有深入他們的內心，瞭解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所以實施的效果並不明顯。通過上文的分析

可以得出，社會工作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在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卻有著獨特的方法，能從根

本上消除智障人士的心理行為問題。它主要是從精神上幫助智障人士走出困境，讓智障人士

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自我定位，從而樹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借鑒

社會工作方法來分析和研究智障人士的心理行為問題。對於智障人士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遇

到的一系列問題，從社會工作的角度進行研究，不但可以讓他們甩掉自卑的包袱、提高自己

的學習和工作能力、正確處理人際關係、對未來充滿信心，而且，還能增強他們以後解決問

題的能力。 

 
注釋： 

① 方俊明、湯淩燕：我國臺灣地區智障人士社會融合研究，中國特殊教育，2007 年 09

期，29-32 

② 劉燁編譯：馬斯洛的智慧-馬斯洛人本哲學解讀「M」，北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

年 10 月，28 

③李勇、李衛華、張金俊主編：個案工作「M」，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 年 8

月，151-188 

④朱眉華、文軍主編：社會工作實務手冊「M」，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年 2

月，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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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省工傷康復醫院職業康復科 盧訊文 

 
卷首語 

2012 年，廣東省工傷康復醫院蓬勃發展，而職業康復科則更致力於推動工

傷職工重返工作。如果將“復工＂置放於不同的時間、地點與人物之上，他們

當中有年近半百的衝壓工，意外骨折的財務文員，顱腦外傷的包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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