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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綉蘭（1986）
。
〈傷殘重建之社會工作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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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綉蘭（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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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福利月刊》，第 122 期，頁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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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綉蘭（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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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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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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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綉蘭（2000）
。
〈從公私部門福利角色功能談社會福利社區化之運作模式〉
。
《空中大
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8 期，頁 165-195。
陳宇嘉、王綉蘭（2001）
。
〈震災兒童少年創傷處置〉
。
《研考月刊》
，第 25 卷，第 1 期，
頁 89-96。
王綉蘭（2003）
。
〈社會福利訓練機構的誕生與轉型—以內政部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
中心為例〉。《社區發展季刊》，第 99 期，頁 198-213。
邱汝娜、王綉蘭（2003）。〈從志願服務談社會關懷之實踐〉。國家文官培訓所《T&D
飛訊》，第 12 期。（網頁：
http://www.ncsi.gov.tw/NcsiWebFileDocuments/5e19c48030178124977a20834
ab83247.pdf）。
王綉蘭（2009）
。
〈如何準備志願服務評鑑〉
。
《宜蘭縣志願服務協會半年刊》
，頁 1-7。
王綉蘭（2016）
。
〈社會工作倫理是心中一把尺之一的初探〉
。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53
期，頁 409-425。
王綉蘭（2017）
。
〈從臺灣推行商業型以房養老商品--談維護老人權益議題〉
。
《社區發
展季刊》，第 158 期，155-173 頁。

B.研討會論文
陳宇嘉、王綉蘭（2001）。〈震災兒童少年創傷處置〉。發表於《九二一震災心理復健
學術研討會》，教育部、教育部學生輔導支援中心(彰化師範大學) 主辦。
劉麗雯、王綉蘭（2000）
。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伙伴關係：中央與地方分權化之影響
層面分析初探〉
，發表於《『非營利組織研究的本土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中正
大學社會福利學系主辦，2000.04.15.。
王綉蘭（2002）
。
〈內政部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之過去、現在及未來的功能與角
色分析〉
。發表於內政部補助《「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與在職訓練諮詢會議」手冊》，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頁 119-144。
王綉蘭（2003）
。
〈公部門社工人員工作權益之探討〉
。發表於《「社工員權益在那裡？」
座談會手冊》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主辦，1993.1.18.。臺北市：臺北基
督教女青年會，頁 5-24。
王綉蘭（2005）。〈從決策/責信評估模式探討政府採購評選過程—以居家服務方案
委託為例（初稿）〉。發表於靜宜大學《2005 年『新世紀社會福利省思與展望』
學術研討會論文》，2005.11.25.，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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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綉蘭（2006）。〈如何與政府建立夥伴關係—以政府採購與核銷為例〉。發表於《社
會福利組織中基層主管管理研討會手冊》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衛生署臺中醫院主辦。2006.12.22.-23.，頁 1-32。
王綉蘭、羅振慶（2007）
。
〈關懷認養社區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居家服務—以內政部中區
老人之家為例〉。發表於《全國社區營造學術研討會》，桃園縣政府主辦，
2007.11.17.-18.，頁 160—189。
羅振慶、王綉蘭（2007）。〈內政部中區老人之家—機構式照顧實務現況與展望〉。發
表於《中部六縣市老人保護及諮詢服務網絡研討會》
，財團法人曉明社會福利基
金會主辦，2007.11.29.，頁 1—18。
王綉蘭（2008）
。
〈社會福利方案委託—政府採購之檢討與改進〉
。發表於《「如何建立
福利服務輸送之有效管理機制」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
，內政部社會福利工作人
員研習中心、朝陽科技大學主辦，2008.10.23.-24.，頁 61-70。
王綉蘭（2009）。〈女性參政的新思維－如何接受挑戰與突破障礙〉。發表於《臺灣女
性山與地方政治之展望論壇會》，內政部、嘉義市政府主辦，2009.02.13.，頁
1—12。
王綉蘭（2009）。〈宜蘭縣婦幼安全之社會福利政策執行現況〉。發表於《攜手共構婦
幼安全網—婦女團體公共論壇》，宜蘭縣政府主辦，2009.04.03.
王綉蘭（2012）。〈「以良知為本，用心實踐」談公部門社政體系督導社工實習生之挑
戰與省思〉
。發表於《臺灣社會工作實習的制度、能力建構與挑戰國際研討會手
冊》，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2012.04.20.，頁 143—159。
王綉蘭（2012）
。
〈臺灣地區推行以房養老方案評估研究〉
。發表於《挑戰 2025 超高齡
社會：101 年度社會福利實務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弘光科技大學銀髮族全人
健康照顧管理中心主辦，2012.04.20.，頁 288-273。
(http_tao.wordpedia.com_result.aspx)。
王綉蘭（2013）。〈臺灣社會工作教育與實習之省思〉。發表於《第一屆「南方社工」
論壇手冊》
，廣州市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主辦，2013.05.18.，頁 21-30。
王綉蘭（2015）。〈檢視督導港澳陸生社會工作實習之經驗與反思〉。發表於《104 年
Glo-cal Supervision：社工督導國際視野與在地經驗研討會手冊》，社團法人
臺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主辦，2015.03.20.，頁 67—83。
王綉蘭、賀志峰、吳品儀（2015）
。
〈推動老人社區照顧之經驗研究--以臺中市與珠海
市為例〉
。發表於《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研討會：促進人性尊嚴與價值手
冊》
，國際社會福利協會中華民國總會、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國立臺北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主辦，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2015.09.11.，頁
150-165。
王綉蘭（2015）。〈社會工作倫理是心中的一把尺之一〉。發表於《104 年度「社會工作
倫理守則」修訂方案-社會工作倫理守則運用與修訂實務研討會》(北區臺北市，南區
高雄市兩場)，2015.10.22-23.，頁 8-22。
吳品儀、廖文偉、蔡政忠、王绣蘭、武季亞(2016)。〈探討以房養老政策試辦後何去
何從?--中港臺兩岸三地的對比分析〉。發表於。《2016 年臺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齡世代的社會福利轉型—科層治理、政黨與公民運動的交
織對話」》，20160513-14 兩天，主辦單位：臺灣社會福利學會、國立中正大學社
會福利學系、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頁 1-21。
王绣蘭、武季亞(2016)。
〈因應長期照護人力需求—談兩岸社工人才培育之芻議〉
。發
表於《「迎向挑戰的未來-社會工作實務與創新的下一哩路」暨全國社會福利與社
會工作研究生研討會》。2016.05.28，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主辦，
頁 1-29。
王绣蘭、邱怡薇(2016)。〈體驗式學習運用於照顧(居家)服務員團體工作之理念與策
略—兼論照顧(居家)服務人力發展議題〉
。發表於 2016.10.28 長榮大學主辦「長
照、托育暨就業」三合一照顧體系之整合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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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著及專書、研究論文
◎王綉蘭（1986）
。
《傷殘重建服務功能之評估研究-以榮民總醫院傷殘重建中心為例》
。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hBR2D/record?r1=1&h1=1)。
王綉蘭（1988）。「運用傳播媒體推展社會福利」--〈主動出擊推銷服務〉，中華民國
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印行，《社會工作員訓練叢書之三十六》，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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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照顧的工作技術方法之研究—照顧
管理制度的探討》。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專案研究計畫委託。
鄭讚源、王綉蘭（1999）
。
《苗栗縣新苗智能發展中心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社區照顧
方案評估研究計畫」》，財團法人苗栗縣新苗智能發展中心出版。
◎王綉蘭（2007）。《地方政府老人居家服務方案委託政府採購評選過程之評估—多
元競合模式的初步建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hBR2D/record?r1=1&h1=2)。
王綉蘭（2007）。〈志願服務評鑑之芻議〉。《彰化縣 96 年度社會福利績優志願服務團
體評鑑結果分析手冊》，彰化縣政府社會局，頁 3-9。
王綉蘭（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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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義與福利服務輸送—政府採購之檢討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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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第 14 輯》。南投縣:內政部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頁 16-24。
王綉蘭、楊秀川（2009）。《宜蘭縣社會資源與非營利部門策略聯盟之可行性研究》。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自行實務研究。
◎王綉蘭（2012）。《臺灣地區推行以房養老方案評估研究》。清華大學高階經營管理
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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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燕、王綉蘭、許玢妃等（2015）。《104 年「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修訂方案》。衛生
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專案研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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