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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老人社會工作整體概念與理論基礎
（二）探討老人生態環境與老人社會工作者的角
色功能（三）了解國內外老人社會工作的發展及
現況（四）習得常見老人問題之處遇。

Objectives

(1) knew the old person social work overall
concept and the rationale
(2) discuss the old pers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old person
society worker's role function (3) understoo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old people social work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4)
practice the common old person question place
to 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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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教材：
梅陳玉嬋、楊培珊（2006）。〈老人社會工
作〉。台北：雙葉。
其他教材：
Antonnen, A. and Sipila, J. (1996).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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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6
(2): pp. 87-100.
Timonen, V. (2008). Aging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內政部（2006）。〈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大
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
http://sowf.moi.gov.tw/newpage/tenyearsplan.htm
王增勇（2003）。〈照顧與控制之間—以「個
案管理」在社工場域的論述實踐為例〉。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51，頁143-183。
王增勇（2004）。〈透視專家權力：以台北市
居家服務為場域的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
23,頁51-77。
呂寶靜主編。〈老人安養、長期照顧機構社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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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政編。〈新興國家與高齡社會〉。台北；松
慧。
李孟芬（2009）。〈審視現階段長期照護機構
身體約束倫理議題〉。《長期照護雜
誌》，13（2），頁143-155。
林藍萍、劉美芳（2005）。〈德日長期照護保
險制度之簡介〉。台灣老人保健學刊，1(2)，頁
75-94。
邱天助（2007）。〈台灣老人集體生命史研
究：老年生活紀事的敘事分析〉。東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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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38(2)，頁45-84。
陳燕禎（2007）。〈老人福利理論與實務：本
土觀點〉。台北：雙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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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47~169。
蕭文高（2009）。〈老人照顧服務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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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與社會工作研討會，台灣省社會發展協會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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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
績績
評評
量量
方方
式式

一、期中考30％、期末考40％、演講/參訪心得
報告10％
二、課堂參與20％（基本分15分）
加減分方式：，缺席4節次以內，不扣基本分，
第5節次起，每節扣1分，遲到、早退、視同缺
席。缺課6次以上者，無平時成績。上課私下講
話影響秩序，每次扣1分。全勤加1分。考試成
績超過75分以上，加1分，90分以上，加2分。
課堂積極參與討論者，加分。

Grading

1. mid-examination (30%),the final-examination
(40%), Report (10%)
3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ng in discussion in
the classroom (20%)

教教
師師
網網
頁頁

http://swdept.ctl.cyut.edu.tw/xms/

教教
學學
內內
容容

2月26日 課程介紹
3月5日 人口老化、聯合國老人綱領、老人社會
工作的領域
3月12日 老人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成功老化
3月19日 老人生理發展與常見生理疾病
3月26日 老人心理、靈性發展與常見心理疾病
4月2日 校慶補假，放假乙次
4月9日 專家演講：生死學、預立遺囑與與生前
契約
4月16日 老人社會發展、參與、台灣老人集體生
命史
4月23日 期中考
4月30日 我國老人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5月7日 老人（女性）貧窮議題
5月14日 長期照顧體制與我國長照制度概要
5月21日 機構式照顧
5月28日 社區式式照顧
6月4日 居家式照顧與老人居住與安養
6月11日 機構參訪或專家演講
6月18日 社會工作者之角色、技巧與挑戰
6月25日 期末考

Syllabus

The aims of this course are to:
(1) Understand the overall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work with the
Elderly.
(2) Discuss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elderly people, and the
func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 this field
(3)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y with
regard to the Elderly.
(4) Practice discussing and debating typical
questions regarding social work with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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