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照顧碩博士論文 

作者 出版年 出處 題目 電子檔 
邱孟玲 2009 東海大學公共

事務碩士學程

在職進修專班 

老人社區照顧-以臺中縣太平市光隆社

區發展協會 。 

 

吳媺瑩 2009 實踐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碩士

班 

宜蘭縣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資源結合與

經營模式之分析 。 

 

王慧伶 2008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與老人生活品

質之相關性研究－ 。 

 

李人杰 2008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研

究所 

台灣社區式老人照顧的解構與再建構 
 。

 

陳姵璇 2008 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

所 

高齡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參與態度與

生活滿意度關係之研究─以高雄縣為

例 。 

√ 

陳莉菁 2008 國立台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臺北市實施老人社區照顧現況分析：

以社區發展協會執行供餐服務方案為

例 。 

√ 

郭小燕 2008 元智大學資訊

社會學研究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形成過程分析:以桃

園縣蘆竹鄉為例 。 

 

蘇柏蓉 2008 南華大學建築

與景觀學系環

境藝術碩士班 

六腳鄉灣南社區的地方信仰和所在對

老人社區照顧之意涵探究 。 

√ 

蕭怡婷 2008 慈濟大學社會

工作研究所 
花蓮縣兒童少年社區照顧方案執行分

析 -以社工員角度觀之 。 

 

趙若新 2008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蛻變‧社區培力－以高雄縣政府的社

造與社照為例 。 

√ 

張秀娟 2008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研究

所 

社區式遠距照護服務模式之研究 。  

呂椿偉 2008 臺灣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 
臺北縣市政府執行「建立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實施計畫」治理模式之研究 。 

 

陳柏宗 2008 國立成功大學 社區組織推動老人社區照顧之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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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學系碩博

士班 
台南市長榮社區為例 。 

李庭志 2008 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宗教團體投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資源

運作之研究 。 

 

蕭文高 2007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臺灣社區工作的政策典範與治理–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的省思 。 

√ 

李雙生 2007 長榮大學經營

管理研究所 
中高齡族選擇社區照顧為老年安養之

研究－以高雄市為例 。 

 

鍾文君 2007 元智大學資訊

社會學研究所 
機構推展社區照顧及資源整合之研究 

 。

 

許文川 2007 靜宜大學青少

年兒童福利研

究所 

一條隱晦的鴻溝-看到老人經驗與社區

照顧制度間的距離 。 

√ 

方世雄 2006 國立中正大學

政治學所 
老人照顧社區化之研究-以台南縣村里

關懷中心為例 。 

 

林明禛 2006 東海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 
老人日間照顧服務輸送品質之研究 。  

李憶君 2006 國立中正大學

社會福利所 
嘉義縣老人社區照顧多元方案之研究-
以嘉義縣六腳鄉灣南社區為例 。 

√ 

林文明 2005 慈濟大學社會

工作研究所 
宜蘭縣實施老人社區照顧現況與分析

之研究 。 

√ 

辛榕芝 2005 國立中正大學

社會福利所 
老人社區照顧支持網絡之探討～以台

南縣佳里鎮嘉福村里關懷中心為例 。 

√ 

吳錦勳 2004 中華大學經營

管理研究所 
特需照顧獨居資深榮民生活狀況及照

顧服務需求之研究─以台北市為例 。 

√ 

羅佩思 2004 東海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 
影響老人使用居家服務相關因素之研

究-以高雄縣為對象 。 

√ 

周千清 2004 國立台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農村地區獨居老人社區照顧服務輸送

評估-以台南縣新大同社會社區照顧網

為例 。 

 

李美玉 2004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地方領袖推動老人社區照顧理念與實

務之研究－以社區發展協會之功能與

角色為例 。 

 

蘇惠君 2003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社會福利與衛生醫療部門服務整合之

研究─以臺北市文山區老人社區照顧

為例 。 

 

吳佑珍 2003 國立成功大學 社區照顧服務方案與促進婦女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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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研

究所 
以「彭婉如文教基金會」南區為例 。 

翁倖惠 2003 國立花蓮師範

學院多元文化

研究所 

私領域的性別突圍:彭婉如基金會之社

區照顧福利互助支持系統 。 

√ 

施睿誼 2002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南投縣生活重建服務中心個案管理服

務之研究 。 

√ 

吳秀琴 2002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英國社工員在社區照顧團隊中的角色

之研究 。 

 

曾竹寧 2001 東海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 
失能老人社區照顧服務網絡建構之研

究 。 

√ 

賴兩陽 2001 國立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

所 

台灣社會福利社區化之研究：政策發

展、推動模式與實施績效 。 

 

陳慶雄 1999 東吳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 
使用居家照顧服務之老人滿意度研究

─以紅心字會為例 。 

 

蕭文高 1999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英國社區照顧政策發展之研究 - 福利

多元主義的觀點 。 

 

鐘月梅 1999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英國照顧管理模式之研究_以三個老

人社區照顧計畫為例 。 

 

林惠貞 1999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慢性病老人家庭主要照顧者之困擾.需
求與社區照顧支持方案期代之初探---
以台中縣大里市為例 。 

 

沈秀卿 1999 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學系 

社會福利機構團體對福利社區化方案

參與之探討－以埔里福利社區化相關

機構團體為對象 。 

 

趙大維 1999 國立政治大學

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 

我國「社區照顧」之研究─以鳳山市服

務網絡為例 。 

 

黃秀玲 1999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銀髮小家庭居住型態之比較研究 。  

曾美惠 1997 國立台灣大學

社會學系 
接受社區照顧的老人社會調適之研

究 ......以新竹縣為例...... 。 

 

賴文茹 1995 國立臺灣大學 社區照顧福利服務模式之探討:以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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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研究所 市社區照顧實驗方案為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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