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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总 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更加突

出地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

走出困境，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专业学科，其快速和稳步发展

显得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央十九部委也制定了《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此外，在政府、学术界

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与解决

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发展

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

的结合还不到位。

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基本理念、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西方文

化色彩，带有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印记。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进

程中，我国要发展社会工作事业，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优秀成果，走专业化

之路。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在此过程中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既

有成果有时并不恰当，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

西方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社会

工作本土化，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需要适

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具体环境，则是没有那么多争论的。来自西方

的社会工作理论、工作方法必须在中国能落地，能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契

合，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曾经讨论过社会工作本土化问

题，也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几种路径：第一，研究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国情



老人福利服务： 理论与实务

· Ⅱ　　　　 ·

的不相容之处，删去不适宜的部分，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第二，

对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进国际社会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

工作的比较和碰撞；第三，分析两种社会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

化它们之间的亲和性；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社会工作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

容性，以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可能的实践中，笔者还提出过一种看法：本土社

会工作学者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方面，他们熟悉产生于西方的社

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于非西方社会之中，对何种社会工

作理论、知识和方法有助于本地问题的解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能够进行

选择性“过滤”。

回到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现实处境。虽然大陆的社会工作学科重建已有

３０年，但是在学术研究、经验总结、理论反思方面还相对滞后。相比之下，我国

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早，实践比较充分。在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地

实践的磨合互动中，一些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经验模式、知识积累，这

对同具华人社会文化的大陆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出版这套“华人社会工作丛书”的重要初衷。本丛书选择工作生活于世

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资深华人社会工作学者的有分量的著

述加以印行，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能缩短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

程，也有利于向读者提供一个参照———这些优秀的学者是怎样在专业化与本土

化之间进行思考的。当然，这些学者工作、研究和进行专业实践的背景与大陆

地区也不相同，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差异

也比较明显，因此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如果大陆读者能

在这些华人学者的理论、经验与自己面对的现实之间进行比较、思考和反思，有

了新见解，那就真正从深层次上达到出版本丛书的目的了。说不定这会对华人

社会工作乃至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愿如此。



推　荐　序

我们对老年人的关心一向以家庭为主要照顾场所，几乎全由子女一肩扛起

照顾年老父母的责任。然而，面对急速高龄化的趋势，加上社会的变迁，以及家

庭结构的改变，照顾长者的责任已不是子女一肩所能负担的，尤其在传统孝道

文化下，照顾老人的压力已令子女倍感沉重。因此，认识老人、关怀老人已成为

先进国家共同的趋势。

我国台湾地区过去对老人问题的认识多以西方国家的知识为基础，并将引

进翻译后的书籍作为大学相关科系的教材，少有从中国文化和台湾本土出发的

老人福利教科书，因而其对老人问题的探讨也就无法深入到社会的真实生活

中。因此，几年前陈燕祯愿意从这个角度出发，撰写一本具本土意义的老人福

利书籍，可以说是相当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果不其然，在第一版受到社会各界

的赞许之后，这本书有了进一步更新改版的机会。这也为这本书的重要性写下

了最好的注脚。

陈燕祯曾长期服务于台湾社政单位及老人机构，取得博士学位后执教玄

奘、元智、育达等大学相关系所，其博士论文也在探讨具有百年历史的本土老人

福利机构———仁济院。这样的背景的确能让陈燕祯将本土经验融入西方理论

中，并进而建构台湾地区的老人福利服务。而在写作的取材过程中，陈燕祯除

以理论为经、实务为纬外，还广纳海峡两岸暨香港老人问题的相关信息为其所

用。本书不但是一本好教材，更是社工和产业界的重要资料，具有很大价值，故

本人为之序，更期待各界的采用与指教。

!"#
于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再版序

· Ⅰ　　　　 ·

前　　言

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由二战后的“婴儿潮”转变为目前的“老人

潮”，老人人口数量和速度的增加成为社会福利研究的显学，老人社会服务的相

关产业将成为２１世纪社会发展的新主流。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老年期是最长

的阶段，从６５岁到１００岁以上都是老年期，因此老人的需求和问题也最复杂，

异质性也比较高，但只要了解他们，并能因势利导，老年族群将成为高龄国家发

展的重要资源。

现代老人的生活模式已和从前大不相同，他们对老化的相关问题更加重

视，并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所规划，希望能让自己健康老化、活跃老化，过上自

主、充实且有尊严的老年生活。因此，提供老人福利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老化问

题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才能给老年人提供完善的福利服务。故作者再版本书

的动机，除了长期关心老人福利工作外，更期待通过本书的再版，将自己所观察

到的问题抛砖引玉，让关心老人福利的先进学者、专家、师长、社会工作者、学生

和产业界等有更多讨论，希望读者通过对本书的研读，让社会各界对老化和老

人问题有更多的认识：只有重视老人的需求，才能对老人福利的提供有更积极

的投入。

老人福利要探讨的议题相当多，但限于篇幅，本书分为五篇十六章。第一

篇为老人福利概论，首先探讨变动中的老人问题，再聚焦台湾老人问题与老人

福利。第二篇为老化相关理论和老人身心发展的介绍，包括如何成功老化、老

人生理发展、老人心理社会发展、老人常见身心疾病和需求。第三篇为老人与

社会，以老人医疗、经济、社会参与、休闲教育、年金、居住安养等重要结构问题

为主。第四篇为老人照顾和福利服务，包括老人长期照顾者的压力与调适、老

人社区照顾与社会资源、老人保护、老人福利机构的管理与评鉴。第五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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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的老人福利，作为近年来关心海峡两岸及香港老人福

利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和老人事业经营管理者，笔者力图使自己对同属中国文化

语境下的老人问题和老人福利的发展有更多的认识。

本书能够再版也历经了四年的时间，这一路走来要感谢很多人的相助。首

先感谢许多采用本书的师长和学者，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鼓励，通过你们传递

知识的力量，老人福利才能逐渐扎根，老人服务的专业工作才能越来越被社会

重视；也要感谢帮忙提供香港地区社会福利相关信息的徐永德博士和大陆老人

福利的丁华博士，因为你们的帮忙，本书才能呈现海峡两岸暨香港老人福利服

务的现况比较；还要感谢帮我在本书进行漫画插图、增加本书活泼性的资深社

工林哲丰先生，他在中国台湾地区漫画界和日本雕刻界都是享有盛名的。此

外，要感谢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我的恩师———台湾大学社工系古允文教授，是您

一直给我出版本书的动力和鼓励；也要感谢我的工作团队———陈虹瑾、林紫菱、

陈丽萍、吴雅芬、梁映君、黄美! 、赖玮玲、古玲华、陈雅琳、许涵茹等多位研究助

理的协助，因为有你们的耐心、毅力，才能应对克服出书的琐碎工作；感谢昀敏

社工督导和文满社工督导提供的案例讨论，还有许多社会福利机构和产业界好

友提供的宝贵建议和照片等资料。最后，要感谢双叶书廊罗曼瑄小姐的协助，

以及育达科大的同事和家人的全力支持。

$%&
于　苗栗育达科技大学健康照顾社会工作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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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达国家人口老化的趋势

一、各国／地区人口结构和人口老化

人口高龄化是全球化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社会现象，而各国／地区

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人口老化速度所花费的时间大不相同。比较各国／地区人口

老化的速度可以发现，人口老化由１０％上升至２０％所增加的１倍速度，在瑞典

需８５年、丹麦需３６年，而美国、德国、瑞士、荷兰等需５０年，就连世界最长寿的

日本也需２４年才能达到这个老化速度。然而，我国台湾地区将创下新纪录，预

估只需２１年就可以达到同样的老化程度。世界人口老化的速度节节攀升，而

我国台湾地区人口老化的速度更是快得惊人（见图１ １）。

图１ １　６５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的各国／地区比较

资料来源：主管部门———经济建设委员会（２０１２）。

国际上将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７％、１４％及２０％分别称为高

龄化（ａｇｅｉｎｇ）社会、高龄（ａｇｅｄ）社会及超高龄（ｓｕｐｅｒａｇｅｄ）社会。目前西欧国家

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１４％，已进入“高龄社会”；日本更高达２４％

以上，进入“超高龄社会”。不过各国／地区从７％的“高龄化社会”增加至１４％

的“高龄社会”的速度各有差异，例如法国需１２６年、瑞典需８４年、美国需７１

年、英国需４６年、德国需３９年，预估我国台湾地区约在２０２５年成为６５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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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占总人口比例２０％的“超高龄社会”。换言之，从高龄社会到超高龄社会，

台湾仅需约７年时间（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就可达成，即平均每５个人中就有１位是

６５岁以上的老人（台湾卫生福利主管部门，２０１３）。人口老化的严重性已演变成

人口海啸，因此，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或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都将人口老化问题列为近年来研究发展的重点。

二、世界各国／地区平均寿命明显增加

人口高龄化程度已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明显的转变，亦即６５岁以上的老人随

着经济发展、医学技术的进步，平均寿命（平均余命）已越来越高：２０世纪初，人类

的预期寿命约为４０岁，但到了２０１２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已达７７．２岁（男

７４．７岁，女７９．８岁），其中高收入国家及地区已达７９．８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

达６９．１岁（台湾卫生福利主管部门，２０１３）。不过男女平均寿命仍具有普遍性差

距，即女性高于男性：以２０１２年为例，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为日本，其女性平均寿

命８７．４岁、男性平均寿命８０．６岁；其次为法国，其女性平均寿命８４．７岁、男性平

均寿命７８．４岁；新加坡女性平均寿命为８６．２岁、男性平均寿命为８１．５岁；澳大利

亚女性平均寿命为８４．５岁、男性平均寿命为７９．５岁；美国女性平均寿命为８１．１

岁、男性平均寿命为７６．１岁；我国大陆女性平均寿命则为７７．１岁、男性平均寿命

为７２．８岁；巴西女性平均寿命则为７６．５岁、男性平均寿命为６９．２岁；印度女性平

均寿命则为６８．３岁、男性平均寿命为６６．１岁；而南非女性的平均寿命则比男性

低，女性为４８．５岁、男性为５０．３岁（见图１ ２及附录１ １）。我国台湾地区人民

的平均寿命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不断快速增加：２００８年，人民平均寿命女性达到８１．９

岁、男性达７５．６岁；２０１２年，人民平均寿命女性高达８３岁，男性为７６．２岁，合计已

达７９．５岁（台湾内政主管部门统计处，２０１３ａ；见表１ １）。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地

区的平均寿命都在明显增加中，而我国台湾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更是极速增加。

表１ １　台湾地区人民寿命（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年龄

（岁）

男 ７５．６ ７５．９ ７６．１ ７６．０ ７６．２

女 ８１．９ ８２．５ ８２．６ ８２．６ ８３

合计 ７８．７ ７９．２ ７９．３ ７９．２ ７９．５

　　资料来源：整理自台湾内政主管部门统计处（２０１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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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　不同国家／地区的平均寿命

资料来源：整理自台湾内政主管部门统计处（２０１３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根据统计，２０１３年，我国大陆６５岁

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１．３１亿，超过总人口的９．７％，预估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大

陆老年人口将达２．４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４）。而上海市更是我

国大陆最早进入高龄化的城市：上海市自２０１３年起，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有

２５６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７．９％；由此，上海市已进入“高龄化”人口老化阶段，并

迈向“超高龄”人口老化阶段（上海市统计局，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４）。而香港的人口

老化程度也相当惊人：２０１２年，香港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３．３％，男

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８０．７岁，女性则为８６．４岁，香港也是世界上平均预期寿

命较长的城市之一。这些数据都在显示，“人口增长率的趋缓”及“寿命延长”是

人口老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整个人口结构的改变已是大家必须共同面对的

问题。

三、犗犈犆犇对人口老化研究的焦点

因人口老化的程度相当严重，且速度相当迅猛，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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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对人口老

化的研究主要有下列三项焦点。

１．犗犈犆犇重视国家对人口老化问题及老化趋势的研究。ＯＥＣＤ按基本人

口假设做了持续性的研究，研究结果指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预期

可能自１９８０年的１２．２％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５．３％，到２０３０年增加到２０．５％。

２．在老人族群中，越高龄、越老的老年人口群增加的比例将越高、越快。

ＯＥＣＤ预估：到２０３０年，８０岁以上老年人（或称“老老人”）的比例会增

加得最大、最快，将为１９８０年的２倍多（由２．１％增至５％）。

３．国家医药费用的支出和老人族群具有密切关系。许多发达国家已不断

提倡和推出社区照顾及居家服务的相关政策方案，其目的就是希望能

节省庞大的老人医疗和照顾费用的支出。换言之，政府希望通过社区

和家庭系统所提供的照顾，以节省老人住在医院或机构的成本，并让老

人在熟悉的社会网络达成“在地老化”的目标。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人口
进入老人潮的新挑战

一、老年人口的定义

“老”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和国家社会的概念，它包含该

年龄阶段内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健康状态、个人抱负和期望等。每一个国家或

社会虽对老年人口或高龄人口都有自己的定义，但大都以“年龄”作为界定的标

准。我国台湾在１９８０年首次颁布老人福利有关规定时，定义年满７０岁的为老

人（ｅｌｄｅｒｌｙ），但至１９９７年老人福利有关规定首次修正后，就因应世界趋势而调

降至年满６５岁的即谓之老人。目前许多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都在快速增加

中，大部分国家的老人平均寿命已达８０岁以上，所以传统社会所定义的６０岁

是老人，这在现代社会已不算是老人了，最多只能称为“中高龄人口”或称为“银

发族”。因此，世界发达国家已依老人族群和中高龄族群的不同年龄层或身体

状况，为老人提供各种健康管理计划与老人福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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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婴儿潮”人口已进入“老人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ＢａｂｙＢｏｏｍ）的定义如下：

１．《英国牛津简明字典》（犜犺犲犆狅狀犮犻狊犲犗狓犳狅狉犱犇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对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婴儿潮的名词注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率突然而明显地

增高的现象。

２．《大英简明百科》（犅狉犻狋犪狀狀犻犮犪犆狅狀犮犻狊犲犈狀犮狔犮犾狅狆犲犱犻犪）则将战后婴儿潮定

义为：美国１９４６—１９６４年间出生的世代（李瑞金，２０１０）。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

的婴儿潮人口，已成为２１世纪世界

人口中的重要年龄族群，这些人已

由“婴儿潮”迈向“老人潮”。大部分

研究指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普

通接受了更高的教育，也具有较充

足的经济资源、生活水准和健康养

生的概念，所以有较长的平均寿命。

因此，在老化的过程中，婴儿潮时期

出生的人，其生活方式、预期寿命、

生活需求和老年生涯规划势必与他们的父母有很大差别。不过，战后婴儿潮的

人口虽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财力基础，但对于自我健康照

顾、营养饮食、运动等健康管理知识，大多数人仍缺乏“健康自觉”和“健康管理”，

所以在老人服务和照顾产业的供需市场上，亟须专业的老年社会工作者提供照顾

服务的规划与管理，才能让这些长者过上更健康且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第三节　高龄化与少子化问题

一、高龄化与少子化：依赖人口比例的变化

高龄化（６５岁以上）和少子化（未满１４岁）的人口是有依赖性的人口，此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