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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記錄之撰寫技巧 

 
潘淑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社會工作組） 
2004.4.13 

 

壹、前  言 

在許多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或相關研習訓練中，經常都會忽略個案記錄在專業服務過程的

重要性。這種輕忽有一部分是假設，當社會工作或相關專業人員人員投入實務工作之後，自

然而然就會學會如何撰寫服務記錄，熟能生巧之後更能寫出一份高品質的服務記錄，所以無

論是在專業教育或研習訓練過程，都沒有特別強調個案記錄撰寫的重要性。社會工作人員的

工作經驗真的與服務記錄的品質成正比嗎？事實未必如此，工作經驗或許可以改善撰寫服務

記錄的速度，但未必能達到品質保證。 

大部分的社會工作人員都已覺察到服務記錄，對專業發展的價值與意義。我相信只要時

間允許，每位社會工作人員都會願意撰寫一份好的、具高品質的個案服務記錄。然而，在面

對繁雜工作內容及龐大的個案量之際，這些期望經常變成遙不可及的理想。理想的情況，是

當社會工作人員在提供完個案服務後，就立即動手撰寫個案服務紀錄。可是，社會工作人員

在從事實務工作過程，如果不是因為工作接踵而來，讓社會工作人員沒有時間，可以撰寫個

案記錄服務；就是手邊有多項工作同時在進行著，根本無法讓工作人員完成個案服務之後，

完成個案服務記錄，再進行另一個個案服務或方案規劃與執行。當社會工作人員稍微有空，

可以靜下心來撰寫個案服務記錄時，又經常會受到自己記憶影響，無法清楚記得每個個案的

問題特質與服務內容。當個案服務記錄不特別被強調，加上工作壓力之下，人類的惰性就會

產生。這時候將常被犧牲掉的就是不屬於績效範圍、也不被上級或委託單位考核的個案服務

紀錄了。 

重視個案服務記錄的價值，可以說是專業發展趨勢中不可忽略的一環。個案記錄的撰寫

不僅表露出工作人員個人專業知能、組織與溝通能力，同時更是展現出其專業權威。要寫好

一份個案記錄並非難事，但是必須工作人員用心學習，才能寫好一份具有專業特色與價值的

個案服務紀錄。在今天的研討中，首先，我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個案記錄對社會工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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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與重要性；其次，說明如何針對專業領域之特色與案主群之需要，設計出一份完整的、

適當的個案服務紀錄格式；然後，根據次專業領域之特色與案主之需求，說明工作人員撰寫

個案服務記錄之原則與技巧；最後，透過個案實例演練過程，說明與練習如何撰寫個案服務

記錄。 

 

貳、個案服務記錄的價值與重要性 

在討論個案服務記錄的運用之前，讓我們先對「個案記錄」一詞做明確的定義之後，再

進一步說明個案服務記錄對助人專業的價值與重要性。 

一、何謂「個案記錄」（case record）？ 

個案記錄是指個案工作人員針對其所服務之個案，無論是透過面對面會談、電話訪談、

家庭或實地訪視、或提供相關服務過程，以文字記載的方式記錄服務過程，並將與個案有關

之相關資料保存在個案資料檔案中。基本上，每個個案都應該有一個個案資料夾；在這個個

案資料檔案中，應該儲存從開案到結案整個個案服務過程相關資料，包括：個案申請表、轉

介或通報單、接案表、服務登記表、服務過程記錄、轉介記錄、及結案表等相關資料。 

到底個案服務記錄中應該包括那些表單或記錄那些內容，除了必須參考社會工作人員

（師）所隸屬的機構之服務宗旨，及在整個資源輸送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之外，同時

也必須要根據服務對象的問題類型及其實際需求而定。因此，我們很難制定一套標準化的個

案服務表格，要求隸屬於不同服務類型的社會工作人員（師），在提供個案服務過程中都必須

要填寫這些標準化的表格。不過，對於隸屬於同一機構或單位，提供同一類型對象專業服務

之工作同仁，倒是可以累積經驗與專業思考，建構出符合專業服務需要的個案服務紀錄表格。 

二、個案記錄的價值 

在不同的場合，經常會聽到工作同仁抱怨：「又沒有人會看，為甚麼要寫個案服務記錄？」

「只有學者專家來評鑑時，才會看個案記錄，可是每個專家學者的意見又不一樣，我們應該

怎麼寫才好呢？」雖然，從這些抱怨中，我可以感受到實務工作的繁雜與壓力；但是，我也

看到個案服務記錄被視為是評鑑的參考資料，揣測著那些評鑑專家或學者的愛好，這些都大

大違反了撰寫個案服務記錄的意義與價值。 

到底個案服務記錄對個案工作人員具有甚麼樣的價值呢？我想，在實務工作過程中，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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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個案前來機構或經由其他機構轉入，接受工作人員的服務，或工作人員將個案轉介到其

他機構接受服務，都需要提供相關訊息，而個案服務記錄就是最好的訊息。當然，個案服務

記錄不是一種死的工具，而是一種彈性工具，個案服務記錄不僅可以反應個案類型、機構功

能、服務實際狀況、何種團體運用記錄、及何人可以運用記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幫助個案

工作者提升個案服務品質與成效。基本上，除非有特殊目的，否則個案服務記錄，絕對不是

毫無選擇的全部紀錄下來，而是工作人員根據專業知識的判斷，慎思熟慮後將服務過程之內

容，加以有系統的組織之後，以文字形式呈現。 

就實務工作立場而言，個案服務記錄具有雙重價值： 

（一）直接的價值：就社會工作人員（師）的立場而言，個案服務記錄不僅可做為提供個案

服務過程之紀錄，同時也可以做為評估社會工作人員（師）服務效果的依據。 

（二）間接的價值：除此之外，個案服務記錄也可做為專業與專業溝通之工具，督導進行督

導工作時之依據，研究與評估之根據，及未來擬定相關政策與服務方案之參考。 

三、個案記錄的重要性 

對個案服務記錄的功能與重要性，許多專家與學者都提出她們的看法，其中對於個案服

務記錄的功能與價值最一致的觀點，就是個案服務記錄不只是記錄個案服務的概況而已，同

時應該包括更廣泛的功能。綜合歸納許多學者專家的意見，個案服務記錄的功能與重要性，

包括下列十一項： 

（一）提供服務的證明： 

在講求專業責信及專業權威的時代，社會工作專業要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贊助，就

必須要提供具有服務品質的證據。 

（二）持續服務工作： 

為使個案服務訓力進行、方便其他工作人員進一步提供服務或轉介之使用，工作人員

必須把每一次接觸案主，提供個案服務之情形，摘要記錄，做為持續服務之依據。 

（三）掌握服務品質： 

從個案服務記錄內容，可以檢視工作人員資料收集方向、問題診斷、與處置是否妥當

與正確，據此可以做為評估個案服務品質之依據。 

（四）思考如何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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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具有複雜問題之個案，很難根據一次會談或訪視結果，就可以決定服務的方向，

因此個案服務記錄可以幫助工作人員做好完整的評量，並提醒自己在下一次會談或訪

視過程，應與案主或案家討論之重點。 

（五）方便督導查閱： 

個案服務記錄可以做為督導瞭解工作人員對專業知識與專業技巧運用之情況，並做為

專業與行政督導參考之依據。 

 

（六）專業之間的溝通橋樑： 

當案主所面對的問題並非機構服務範圍，而需要透過轉介到其他機構提供服務，或是

案主面對多重問題需要整合不同機構提供服務時，個案服務記錄就是提供轉介、照會

或個案聯繫會報重要的參考。 

（七）提供服務的適切性： 

進一步瞭解案主的需求是否得到適切的服務，那麼個案服務記錄正好可以提供做為評

估之依據。 

（八）自我保護的工具： 

當面對服務爭議或涉及法律問題時，個案服務記錄就是對工作人員與對機構一項有力

保障的佐證。 

（九）對案主具有治療的工具： 

新近個案服務的觀點，認為與案主分享與討論個案服務記錄的內容，往往對案主會產

生治療的功效。 

（十）做為專業教學之工具： 

個案服務記錄可以做為學校教學，培育新血輪的教材，同時也可以做為機構，訓練新

進工作人員的訓練教材。 

（十一）服務成效評估之依據： 

個案服務記錄可以做為機構服務成效自我評價研究之資料，做為改善服務方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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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個案服務記錄的內涵 

到底每一個個案服務記錄，應該撰寫那些內容呢？每一個個案服務的資料檔案中，又應

該包括那些記錄或表格呢？就一個完整的個案記錄而言，至少應該包括下列三種記錄內容： 

一、醫療訊息（medical information） 

並非每一個個案都需要有與醫療有關的記錄，必須視案主的問題與情況而定。社會工作

人員（師）可以根據案主的症狀或健康狀況，做為判定的是否需要進一步醫療檢驗。一般而

言，身心障礙的案主都會需要做進一步的醫療檢查，醫療檢查主要是根據對身體檢查的結果，

做出醫學的診斷。醫療檢查主要的目的，是幫助社會工作人員（師），瞭解案主的身體功能及

進一步復健的需要。 

基本上，醫療相關訊息應該包括二部分： 

1. 醫學診斷：醫療問題及治療。 

2. 醫療諮詢：對於醫療診斷或醫學專有名詞，提供詮釋，包括：如何確認問題及身體

功能障礙可能帶來的影響 

二、心理健康評估（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對於案主心理健康狀況，主要是由心理師根據其專業判斷進行評估。社會工作人員（師）

之所以會轉介個案，接受心理師的專業評估，主要目的有二： 

1. 瞭解案主的心理健康狀況，做為瞭解案主是否服務社會福利或相關服務之資格要件。 

2. 進一步瞭解案主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自我功能。 

三、社會史（social history） 

甚麼是「社會史」呢？主要是全貌式的瞭解案主的過去與目前的個人生活經驗、問題、

和解決問題的行為與方式。基本上，在個案服務過程，社會工作人員（師）主要的責任，在

於透過專業關係的建立，深入瞭解案主的生活經驗與問題，藉以釐清案主對服務的需求，做

為建立後續服務的基礎。當然，與案主的生活經驗或問題有關的訊息，經常會隨著時間而轉

變，所以工作人員必須切記，這些與案主有關的社會史，只是一種暫時現象，必須不定期的

重新評估，才能切合實際需求。 

社會工作人員（師）在收集與個案社會史有關之資訊時，應包括下列內容： 

1. 個人基本資料：姓名、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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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關係：家庭成員、家人關係、家庭生活形態… 

3. 經濟狀況：個人與同住家人的所得收入、經濟狀況… 

4. 目前問題：目前案主面對的問題與需求 

5. 轉介來源：轉介來源 

6. 醫療史：案主健康狀況、發病歷程、就醫史、治療經過… 

7. 家族史：家人罹患相似疾病的經驗、治療經驗與結果… 

8. 工作經驗：案主工作能力、工作經驗、目前工作狀況… 

9. 人格特質：案主的人格特質、自我功能、生活習慣、嗜好… 

工作人員在建立個案社會史的過程，應遵守下列「五不」原則： 

1. 不要讓建立社會史，成為個案服務的主要目標。 

2. 不要為了達到收集社會史的目標，而草率會談。 

3. 不要忽略案主的感受，應讓案主瞭解為甚麼要收集這些資料。 

4. 不要勉強案主回答不想回答的問題，應該尊重案主的自主權。 

5. 不要讓案主漫無目的的談話，會談應該有焦點。 

無論妳/你是運用何種方式撰寫個案服務記錄，任何一個個案服務記錄資料檔案，都應該

包括下列四大項資料： 

1. 個案資料卡：主要方便查閱 

2. 個案記錄：首頁、摘要表、家系譜、生態圖、個案的社會史、問題評估、處遇、追

蹤服務、結案記錄。 

3. 工作報表：日報、週報與月報等。 

4. 其他申請表：通報單、服務申請表、轉介單、照會單、及各種服務或補助申請單等。 

 

肆、家庭評估的方法與技巧 

一、家系譜（Genogram） 

所謂家系譜是指社會工作人員運用簡單的符號與圖形，摘要記錄家庭成員基本相關資

料，並透過不同線條運用說明家庭的成員與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通常家系譜含括成員應包

括三代或三代以上的家庭成員。 



「家系譜」（genogram）經常被視為是社會工作人員，在進行家庭評估的重要工具之一。

在會談過程中，社會工作人員藉由家系譜的建構，往往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案主的家

庭結構、家人互動關係及可能的家庭問題等。社會工作人員如何透過會談或訪視等過程，建

構個案的完整家系譜呢？家系譜的建構至少應該包括三部分： 

 

（一）家庭結構圖： 

  建構家庭成員及家人關係，需清楚畫出家庭成員的性別符號及相關基本資料如：年

齡、初生、死亡、結婚、離婚、兄弟姊妹等。 

家系譜的建構至少應該包括三部分： 
（1）家庭結構圖： 

     建構家庭成員及家人關係，需清楚畫出家庭成員的性別符號及相關基本資料如：
年齡、初生、死亡、結婚、離婚、兄弟姊妹等。 
○1 男性□ 女○；男性案主■、女性案主● 
○2 出生與死亡：出生日期   ４３－６２   死亡日期 

１９

○3   懷孕     墮胎   自動流產   胎死腹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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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婚                 同居                 分居與離婚               
 
                 

M.民 48                      met民 80                                  M.民 22  S.民 28  D.民 40        
        表示 2人於民國 48年結婚            民國 80年開始同居                        民國 22年結婚 ,28年分居, 

40年離婚   
 

○5 收養或領養               雙胞胎                                    
 
 
 
 
 
○6 居住情況：同居者以線圈在一起。 
○7 出生別與長幼順序 
 
 
 
 
 
 
 
                   年紀最大的小孩   （出生順序）    年紀最小的小孩       



（2）記錄與家庭相關之資訊： 
○1 社會人口資料：年齡、出生與死亡日期、居住地、職業與教育程度 
○2 功能資料：就醫、藥物使用、疾病診斷、住院、情緒與行為問題 
○3 重大家庭事件：習慣以「家庭重大生活事件」為主軸，並以時間先後順序發展。包括：

家庭發展週期、成員關係改變、移民、失落與成功事件。 
（3）發展家庭關係： 

    通常是以線條表現家庭成員之間的親疏遠近之互動關係。 
○1 衝突： 
○2 親密又衝突：                 
○3 溝通中斷：    

 ○4 親密關係： 
 ○5 非常親密： 
 ○6 關係疏遠： 

 

（二）記錄與家庭相關之資訊： 

1. 社會人口資料： 

年齡、出生與死亡日期、居住地、職業與教育程度 

2. 功能資料： 

就醫、藥物使用、疾病診斷、住院、情緒與行為問題 

3. 重大家庭事件： 

習慣以「家庭重大生活事件」為主軸，並以時間先後順序發展。包括：家庭發展週期、

成員關係改變、移民、失落與成功事件。 

（三）發展家庭關係： 

通常是以線條表現家庭成員之間的親疏遠近支互動關係。 

1. 衝突： 

2. 親密又衝突： 

3. 溝通中斷： 

4. 親密關係 

5. 非常親密： 

6. 關係疏遠： 

二、生態圖（Ecomap） 

生態圖是指將家庭視為是社會大系統的一部份，評估家庭與外界社會環境之互動關

係，通常圓圈代表與案主或案主的家庭有關之機構、組織或其他單位，而符號與線條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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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或案主的家庭與外界社會環境互動之關係的本質，所以社會工作人員在建構生態圖時，

應包括兩部分： 
（1）內部系統（internal system）： 指家庭系統，並以圓圈與外部系統區隔。 
（2）外部系統（external system）：外在資源系統，並以圓圈表示不同系統，在系統與系統之

間則是以線條表示家庭系統與外在系統的互動關係。 
          
 
 
 
 
 
 
 
 
 

 

 

 

伍、撰寫個案服務記錄的方式與原則 

通常，社會工作人員（師）在提供個案服務過程，可以運用錄音、錄影、或文字記錄的

方式，記錄整個個案服務的過程。這三種個案服務記錄的方式，各有其優、缺點，社會工作

人員（師）必須仔細評估每一種個案服務記錄的可行性與適切性。一般而言，透過書寫的文

字記錄方式，是目前在提供個案服務過程中，最普遍、也較經濟實用的方式。 

一、撰寫個案記錄的方式 

在實務工作領域中，個案服務記錄的形式是如此的多元，經常會讓人不知道應該運用何

種形式，記錄個案服務才適當。這種焦慮，普遍存在社會工作人員之間。要提醒大家的是，

絕對沒有任何一種個案服務記錄的形式，可以滿足所有次專業領域個案服務的目的。因此，

工作人員必須仔細評估每一種個案服務記錄的功用及特色，並參酌機構的功能與服務需求，

發展出最適當的個案服務記錄撰寫的方式。 

基本上，撰寫個案服務記錄可以區分為兩種方式： 

1. 以敘述方式撰寫個案服務記錄： 

個案服務記錄內容主要強調會談、家訪、或個案服務過程的動態事實報導，工作人

員可以運用濃縮形式、也可以運用過程形式撰寫記錄。 

2. 以摘要方式撰寫個案服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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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服務記錄內容著重於靜態的客觀事實之報導，如：診斷記錄、定期追蹤記錄、

轉介記錄、或結案記錄等。 

當然，我們也可以根據會談與個案服務的目的與需求，將撰寫個案服務記錄的方式區分

為三： 

1. 過程記錄： 

       運用敘述方式，針對服務之個案，從開案到結案過程，有關語言與非語言的訊息及內

在感受詳細記錄；記錄方式則是隨實際情況之需要，而做彈性調整。此種個案服務

記錄形式，頗適合運用於教育訓練、實習或對新進工作人員的訓練過程。過程記錄

之內容應包括： 

       1). 基本資料。 

       2). 會談內容。 

       3). 描述雙方語言與非語言之行為。 

       4). 觀察與分析性思考。 

       5). 診斷性記錄。 

       6). 處置與下一次服務之重點。 

2. 摘要記錄： 

       摘要記錄的形式需參考機構的服務目標與政策而定，但是至少應包括：基本資料、個

人發展史、診斷記錄、干預計畫、追蹤服務記錄、及結案記錄等。有別於過程紀錄，

摘要記錄較偏重於發生在案主身上的經驗與現象，而非工作人員的反思。此種形式

的個案服務記錄，較適合於運用在需要長期追蹤服務之個案。 

3. 問題取向的紀錄： 

問題取向的紀錄形式，可以說是最常被運用在重視專業整合服務的領域之中，主要

的目的是在避免專業之間的隔閡，增進專業成員之間的溝通，所以個案服務記錄的

撰寫是以特定焦點為記錄內容，並方便轉化為電腦儲存形式。此類型的個案服務記

錄內容，應包括：基本資料、主訴及問題描述、工作目標與處遇計畫、追蹤服務等

四大部分。經常被運用在專業團隊中的問題取向紀錄之形式有二： 

1). 核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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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SOAP方式撰寫個案服務記錄： 

   S   subjective 主觀感受 

O   objective 客觀感受 

A   assessment 分析問題與行為成因 

P   plan  問題處理方式與步驟  

二、撰寫個案記錄的原則 

個案服務記錄撰寫的品質與好壞，往往表現出工作人員專業知能與素養及其組織分析能

力。除了因為工作壓力大，導致抗拒撰寫個案服務記錄之外，如果工作人員對案主的問題情

境與需求愈不清楚，當然就愈無法寫好個案服務記錄。一般來說，要撰寫一份優質的個案服

務記錄，就必須要把握幾項原則： 

原則一：對服務的個案其所面對的問題與需求，及相關之基本資料，應有全貌式的瞭解。 

原則二：在進行個案服務記錄時，必須依據機構的規定與需要，並參考服務的功能與案主問

題特性；所以除了一般通用的資料之外，不要以固定格式撰寫，避免忽略案主之間

的個別差異。 

原則三：記錄內容可以提供客觀性資料，做為工作人員分析與擬訂處遇計畫的依據，工作人

員必須根據專業知識判斷那些資料，對個案服務是有意義、有價值的；除此之外，

個案記錄也必須要具體分析結論與提出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