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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home care service in Guangzhou is home-centered and community-based. It recruits
specialized service as a major form, utilizes a variety of community resources to provide socialized service for in-home senior citizens. This paper discussed background and developing situation of in-home elder-care service in Guangzhou, and illustrated the role of aged society work on
community in-home elder-care service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mbining with actually situations
observed from on-site studies, the paper revealed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in-home elder-care service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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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主要形式，充分利用各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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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资源，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本文介绍了广州市居家养老服务的背景和发展现状，从三个
维度阐释了老年社会工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发挥的作用，结合笔者调研的实际情况发现了广州市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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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至 2015 年，广州市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 147.53
万，占户籍人口比重的 17.27%，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 98.77 万，占户籍人口比重 11.56%。而 80 岁及
以上老年人数有 23.81 万人，占老年人口比重 16.14%。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独居老人至 2015 年达 125,043
人，这些数据与 2012 年相比有明显的增长，并且根据相关预测，老年人数会持续上升[1]。老龄化速度快、
总量大，老龄化与高龄化、空巢化、家庭小型化“四化叠加”，导致广州养老压力与日俱增，意味着老
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2. 广州居家养老背景
广州的公办养老院床位紧缺，广州很多老人想要进入公办养老院还要排队等候空床位，甚至出现几
百人轮候的状况，如广州市老人院的轮候人数达到 715 人，而广州市黄埔区福利院的轮候人数也达 558
人[2]。为缓解老人的迫切需求，广州市加快建立公办养老院的步伐，但在建的这些养老院的已有想入住
的老人在排队，如：广州市第二老人院轮候人数有 2021 人，广州市增城区养老院轮候人数也达到 81 人
[3] (详见表 1 与表 2)。
为缓解公办养老机构床位紧缺，且综合国人在家养老的传统观念，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
结合我国养老特色的社区居家养老应运而生。广州市政府早在 2001 年就开始着手进行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着力通过星光之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紧急救援服务——平安通三大主线来建立一套富有广州特
色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本文将重点介绍广州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及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与困境。

3. 广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
目前广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下文简称家综)。不管是家综
还是下文提到的示范中心，一般都是由社工机构承接。广州很多社工机构规模比较大，机构内部组织框
架较为完善，可以承接一个以上的家综，多以街道或区域命名。如天河南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由风
向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中心就有专门以长者为服务对象的部门，提供的服务有：居家安全服务、
医疗健康服务、情感支持系列服务、展能服务和互助服务。家综里的社工面向长者、家庭、青少年等为
服务对象提供优质专业的服务。从 2010 年起广州市开始了家综的实地试点，2013 年广州市每条街道至
少建立一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类是广州市各区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或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如天河
区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实际是由嘉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业务，拥有一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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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waiting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pension institution in Guangzhou
表 1. 广州市公办养老机构轮候信息
序号

公办机构名称

位总数

空床总数

评估床位数

轮候人次

评估人数

入住人数

1

广州市老人院

1200

0

21

715

21

727

2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福利院

450

0

10

281

5

102

3

广州市海珠区社会福利院

205

0

6

463

5

116

4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颐乐园

200

0

2

335

2

71

5

广州市白云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250

55

1

0

1

200

6

广州市黄埔区福利院

240

0

2

558

2

314

7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福利院

100

19

25

0

25

49

8

广州市花都区养老院

60

0

1

4

1

30

9

广州市番禺区社会福利院

592

0

4

297

5

276

10

广州市增城颐养院

210

0

3

35

3

215

11

广州市南沙区养老院

120

0

8

10

8

139

12

广州市从化区敬老院

48

4

7

0

6

5

Table 2. Waiting information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under construction in Guangzhou
表 2. 广州市公办养老在建机构轮候信息
公办机构名称

轮候人次

广州市第二老人院(在建)

2021

广州市天河区第一老人院(在建)

663

广州市海珠区老人公寓(在建)

1763

广州市增城区养老院(在建)

81

含专业社工、医生、康复师、营养师、护理员等经验丰富的跨专业团队，服务内容有综合评估、康复保
健、居家养老、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堂、义工服务、居家养老培训与支援和养老服务资
源网络。从 2010 年起，广东省就启动了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这类型的服务中心主要面向的是长
者，也是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社工机构承接，并且由社工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专业的服务。
根据实际调研，笔者发现，家综的长者部一般由专业社工+养老护理员组成，提供的服务较为常规化，
并且很多家综提供的服务和活动都相似[4] (详见表 3)，可能是由于家综面向的是一整个街道的多种服务
对象，要兼顾资源分布、机构专业人员紧缺和相似的评估方法。但是调查中亦发现一个新变化，家综的
各部由一开始成立时候各自负责属于自己类型的服务对象到现在几个部门一起合作，从优势视角出发，
并且开始逐渐对几个部门进行资源整合，充分把各部门所负责的服务对象的优势调动起来，例如青少年
部会组织活动鼓励青少年志愿者为长者部门的长者提供志愿服务。
养老服务示范中心主要的组成人员也是社工，同时也有护理员和相关的行政人员。作为整个区的养
老服务示范中心，比起家综多样化的服务对象，示范中心专注于长者，有更多的资源投注在长者服务中，
所以这些中心能提供更为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中心为创新服务方式，探索更好的服务，如天河区居
家养老服务示范中心的跨专业团队会对社区长者进行全方位的照顾需求评估，提供专业的养老指导建议，
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从身、心、社交等方面全面满足长者的照顾需求，且机构有专门的感官训练
室，提供感官训练，延缓感官退化。
DOI: 10.12677/ass.2018.75100

653

社会科学前沿

陆泳怡，柯沛葱
Table 3. List of home care service platform i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表 3. 广州市天河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一览表
所在区

服务平台名称

功能设施

天河区

车陂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配餐助餐、日间托管、生活照料、保健康复、健康管理、文体娱乐、社区
资源链接

天河区

长兴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老、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心理慰藉、文体娱乐

天河区

员村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助餐配餐、医疗保健、康复理疗、辅具租赁、文体
娱乐

天河区

天园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理疗、文体娱乐

天河区

元岗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助餐配餐、康复护理、健康资讯、照顾需求评估、
文体娱乐

天河区

猎德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保健康复、生活照料、日间托老、文体娱乐、医疗保健

天河区

沙河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临时庇护、日间托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天河区

珠吉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

日间托管、文化娱乐、助餐配餐、保健康复、临时庇护、文体娱乐

4. 老年社会工作在广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作用与困境
方青和赵怀娟[5]提到老年社会工作是指老年社会工作机构和老年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
念、方法和技巧，为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以协助老年人解决生理、精神、情感和
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使老年人能够继续参与社会生活。作为一门职业，老年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的角色是独特的。 梅陈玉婵和齐铱[6]等人(2009)指出社工的角色是独特的，他们工作的焦点会更
多地放在老人的需要与家人的关系上，知道如何通过改变环境来支持及照顾老人的需要。而且老人服务
正处于开创阶段，需要具有很高专业技能和使命感的专业社工大展拳脚。
广州市在 2008 年发布的《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施办法》中，在第十八条就明确提到“鼓励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部设置社会工作岗位，从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等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中选聘工作
人员。政府购买服务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购买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

4.1. 老年社会工作在广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作用
广州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与广州市的社会工作发展紧密相连，在整个服务体系中，老年社会工作
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1.1. 宏观层面
在进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老年社会工作者是否把握好政策的走向和了解政策的具体要求，
对服务的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作为全国首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城市，
政府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推行和发展情况十分重视。近年来，为了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
广州市印发了《关于深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的实施意见》、《广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针对性文件，对过去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和改进办法，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服务设施、服务供给、服务资助、服务评估、监督管理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政
策落地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老年社会工作者担负着“传递者”和“行动者”的角色，“传
递者”将最新的养老政策信息及解读传递给老年服务对象，加强他们对时事政策的了解，提高他们的老
年生活质量。“行动者”则是将政策要求落到实处，充分考虑老年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从需求出发提
供专业化、个性化和可操作化的服务方案。老年社会工作者除了协助政府推行政策的实施，还扮演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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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倡导者的角色。随着近年来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老年人的服务需求逐渐变得多样化，对居家养老服
务的需求不再满足于文体活动或基本的医疗检查，而是更倾向于情感支持服务和医养结合服务。而“空
巢老人”、“失独老人”和“隐蔽老人”等多种特殊老人群体的出现，这要求老年社会工作者承担起政
策倡导者的责任，发挥深入老人服务工作前线的优势，为特殊老人群体争取相应的权益，促进我国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4.1.2. 中观层面
老年社会工作者在中观层面扮演“协调者”的角色，一方面要处理好与服务购买方的关系，另一方
面也要处理好与资源提供者的关系，最后还要处理好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首先在开展居家养老服务项目
之前，老年社会工作者能明确服务购买方的要求和期望，做好需求评估和调研工作，结合自身的专业实
力制定出适合的项目计划，为服务的开展做好准备。其次，老年社会工作者为了给长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需要联络其他部门，如社区医院、居委工作人员、养老院等等，链接长者需要的资源，并传递到长者手
上。所以，作为资源的协调者，老年社会工作者需要处理好与社区各个资源提供者的关系，与它们合作
开展活动服务，实现资源共享是最常见的手法之一。最后，作为与服务对象关系的协调者，老年社会工
作者在开展服务时，尽可能全面地接触服务范围内的服务群体，与他们建立起专业关系，了解他们之间
的社交关系网络，在日后开展个案、小组或是社区社会工作时有极大的帮助和作用。
4.1.3. 微观层面
社工携手医护人员为长者提供综合评估服务，包括身体、心理、社交、生活环境，对有需要的长者
提供专业的养老指导及转介服务，这有别于护理员对长者身体的单一评估，如社工上门为阿尔茨海默症
长者进行居家安全评估。社工运用三大手法为长者提供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个案工作针有特定需求
的长者，协助其与家人一起解决老年生活中的困难，小组工作使长者在小组交流中表达对问题的看法，
找到生活乐趣，达到互相帮助和共同成长，社区工作把服务辐射到长者生活的社区，立足社区开展社区
服务，鼓励长者携手参与社区生活，增加社区归属感。在过去，长者意味着经验与智慧，但在如今快速
发展的科技时代，长者由于学习能力不如年轻人，地位也大不如从前，而社工以尊重、接纳等专业的价
值观对待长者，减少长者的失落感和孤独感。用优势的视角，协助长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和发
动老年志愿者，在退休之后依然可以为社会贡献力量。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很多机构都会开展各种学习和
互助小组，如智能手机小组，美食分享小组，也有协助外地老人融入本地生活的小组，开展社区广场舞
活动，社工及其机构充分运用已有的资源协助长者解决问题、丰富退休生活和增加幸福感。

4.2. 老年社会工作在广州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困境
在笔者的调研中发现，虽然老年社会工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适应良好，但是也遇到很多问题，
例如专业伦理的困境、职业发展的困境等。
4.2.1. 专业伦理的困境
老年社会工作者访谈中会提到伦理困境的问题，如社会工作中的案主自决与案主难以自决的问题。
家人想把失能的长者送到养老院接受更好的照顾，而长者坚决不去，这个时候社工是该尊重长者的意见
呢？还是听从其家人的意见？老年人喜欢给上门走访的社工送礼物，这个礼物社工是接受呢还是拒绝
呢？由于老年人是人生的最后阶段，更接近生命的终结，面对长期服务的案主一个又一个的离世，社工
又该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这些伦理问题困扰着很多老年社会工作者，同时也让我们深思如何更好地将
国外的社会工作伦理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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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职业发展的困境
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常出现职业定位的问题，这通常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社
会工作者本身定位，社工长期与护理员一起为长者提供服务，社工经常会被当成护理员，而被要求做属
于护理员的护理工作，导致社工本职的工作被忽视。同时也出现另外一种现象，部分机构让护理员承担
社工的角色，在没有受过专业的社工课程培训及没有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只是稍微了解一些社工知识
的情况下，运用社会工作的三大手法为服务对象提供理应由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第二种是外界
对社工的误解，一听到老年社会工作者就会把社工等同于护理员，甚至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把社工的工
作与护工的工作混为一谈，这显然不利于专业的老年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提升专业服务。
广州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常聘用 4050 人群，职业要求不高，那老年社会工作的特色在哪里？当我们听
到脑科医生，我们知道对方是一位专注脑科医术的人员，而当我们说起老年社会工作的时候，最直接想
到的难道只有小组活动？同时，政府不断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对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要求也
不断提高。然而目前广州市仍然面临着专业人才不足、人才队伍专业能力不够、人才流失率较高等问题，
导致老年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时较为被动，服务专业性难以突出

5. 结语
2018 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屡次提到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和创新，广州市作为居家养老服
务模式探索的领头羊，在新时代来临之际，势必会面对现有的居家养老服务困境做出更多的改革和创新，
而老年社会工作者更应该迎合时代发展的需求，继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更好地在居家养老服务
中发挥专业优势，提高创新意识，促进广州市乃至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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