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黃松林 副教授兼人文社會
學院副院長
研究室：M636
分 機 ：1920

學歷：英國新堡大學社會政策博士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 1996-10
~ 2003-10)
經歷：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 副教授兼系主任 (2013-08 ~ 2016-07)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 副教授 (2012-2013 )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 副教授 (2008-2012 )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 副教授兼系主任 (2010-01 ~ 2011-07)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 助理教授 (2008-08 ~ )
．美和技術學院社會工作系 / 系主任 (2007-07 ~ 2008-06)
．美和技術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 系主任/助理教授 (2005-02 ~ 2007-07)
．屏東科技大學 / 講師、助理教授 (1999-08 ~ 2005-01)
．內政部社會司 / 科長 (1999-07 ~ 1999-08)
．省政府社會處 / 科長、秘書、副主任、視導、專員 (1991-08 ~ 1999-06)
業界經歷
1.擔任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學會 秘書長任期自 106 年 05 月迄今。
2.擔任台灣照顧學會 理事長任期自 106 年 03 月迄今。
3.擔任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學會 理事長任期自 104 年 09 月至 106 年 04 月。
4.擔任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任期自 102 年 10 月至 104 年 09 月。
5.擔任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學會 理事長任期自 100 年 10 月至 102 年 09 月。
6.擔任 95 至 100 年內政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輔導委員。
7.擔任 98 年 99 年內政部社區發展評鑑委員。
8.擔任 94 至 101 年台灣聯合勸募協會審查委員。
9.擔任台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顧問。自 99 年 7 月至 102 年 7 月。
10.74 年至 88 年擔任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科員、專員、視導、秘書、副主任、老人福利
科科長。
11.88 年擔任內政部社會司老人福利科長。

自我介紹：
本人畢業於英國新堡大學博士畢業，現任亞洲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教授社
工理論與方法、社會政策與立法、社會福利行政、社會工作管理、社會老人學及高
齡化社會實務等課程。多年來均在社政或福利相關機構服務，初期曾任仁愛之家安
老所輔導員、其後調任啟智教養院秘書兼教保組長、台灣省政府社會處社區發展科
視導、研考室副主任、老人福利及社會救助科科長，主管全省老人福利、社會救助
機構，88 年 7 月改任內政部社會司科長，於 88 年 8 月轉任屏東科技大學擔任講師職
。
本人長期參與老人福利服務工作，自 79 年起，除曾參與全國老人福利機構考評
工作外，負責台灣省政府社會保險業務，其後又參與省府老人福利社區化推行工作
。早期規劃並促成台灣北中南區老人福利服務諮詢中心之成立，對於跨縣市老人福
利資源之整合與服務，有極重要之貢獻。87 年至 88 年初更參與社會福利白皮書之研
訂，落實社區照顧福利服務。93 學年度在美和科技大學開辦南台灣第一所老人服務
事業管理系，95 學年度在美和科技大學擔任社會工作系系主任，96 學年度接受內政
部委託辦理社區照顧據點評鑑指標設定方案，開創台灣社區照顧據點評鑑指標。99
學年度於 100 年 5 月 6 日主辦全國科技大學社工系方案設計競賽，其中三大項榮獲
全國科大社工系方案設計決賽。總決賽結果，本系在社區項目(本人親自帶領)、兒
童項目與少年項目等三大項均榮獲全國科大社工系方案設計總決賽第一名，另老人
服務方案項目競賽部分榮獲全國科大社工系方案設計總決賽第二名。
目前亦擔任社會發展研究學會理事長，另亦參與獨居老人需求調查研究，而以
從事老人社區照顧、混合式經濟照顧研究為主。相關之著作有社會工作方案設計與
評估、傳統都會區老人社區照顧服務之研究、社區照顧的工作與方法之研究、老人
懷舊處遇團體、社會照顧等。
黃松林期刊論文及研討會等著作：
(1)期刊論文
楊秋燕、黃松林、郭俊巖 （2017）。〈獨立倡導人投入長照服務因素與其問題解決方
式之研究〉，《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七卷第一期。
卓春英、黃松林（2015）。〈高雄「県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模式與服務效能提昇
之探究〉，《靜宜人文社會學報》，Vol.9,No.2,Jul. p97-142。(THCI)。(通訊作者)。
黃松林、黃怡慧（2015）。〈社區發展組織韌性與需求相關研究：以高雄市為例〉，《社會
發展研究學刊》，(16)，22-66。doi:10.6687/JSDS.2015.16.2
黃松林、楊秋燕與黃怡慧（2013）。〈大者愈優？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大小與評鑑績效相
關因素研究〉，《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三卷第三期，PP135-158。
黃松林、郭銀漢、楊秋燕及汪中華（2012）。〈社區復原韌性與社會工作災害重建的關
係〉，《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第二卷第一期，pp.1-28。
黃松林、郭銀漢（2012）。〈台灣長期照顧機構供給面之分析研究〉，《社會發展研究學
刊》，第 12 期，PP41-54。
黃松林、汪中華、楊秋燕（2012）。〈社區照顧據點服務與社區生活滿意度之探討－以彰

化縣據點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第 11 期，PP86-110。

黃松林（2012）。《原鄉獨居老人社會照顧與社會文化脈絡模型》。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
募協會。
Huang, S. L. & Yang, P. S. (2011). 〈 Evaluations of Veteran Care Homes and
their Social Work〉，《台灣健康照顧研究學刊》, 11 期, 41-47.
黃松林（2010）。活躍老化：台灣長青志工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32，pp.7392黃松林、賴紅汝、王華娟（2010）。長期照顧保險建制與社會照顧。《社區發展季
刊》，130，pp.309-318。
黃松林、白麥克、郭銀漢(2010). Leadership Traits Affecting the Social Capital
of Community Care Stations in Taiean-Case Studies from Kaohsing and Pingtung.
《社會發展研究學刊》，No.8，Oct. pp.75-100.
黃松林（2010）
。活躍老化：台灣長青志工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32，pp.73-92黃
松林、賴紅汝、王華娟（2010）。長期照顧保險建制與社會照顧。《社區發展季刊
》，130，pp.309-318。
黃松林（2009）
。生活品質、社會資本、社會品質與社會資源的永續性－從弱勢人口群
來看。《社區發展季刊》，126，pp.151-161。
黃松林（2009）
。老人長期照顧產業中的社會照顧品質。《健康照顧研學刊》，7，pp.1-12
黃松林、趙善如、陳武宗（2008）
。後現代主義下老人福利服務需求觀點——以高雄
市為例。《健康照顧研究學刊》，6，pp.56-82。屏東：台灣健康照顧研究學會。
(2)TSSCI 部分
Huang, S. L., Lee, C. M., Yang, C. Y. & Chen, J. J. (2009). The application
of Reminiscence Treatment in Older People with Dementia: A Case Study in
Pingtung, Taiwan. Nursing Research. (TSSCI).
黃松林、劉慧瑩、許秀月（2008）。〈養護機構小單元照護研究--以屏東某老人養護
中心為例〉。《台大社會工作學刊》，17。(TSSCI)
Huang, Song-lin and Chen, Yu-Chia (2005). 〈A Research of Mixed Economy of
Care: An Investigation of Domiciliary Care Service Users in Taiwan Province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No. 9(1). June. Pp.77-120. (TSSC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