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精神障碍”，又称“精神疾病”，是一种思维、感知觉记忆、意志活动、情感等心理及精神活动表现

异常的慢性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等（沈渔邨，1999）。近年来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很

高，受其影响和困扰的人群众多。据估计，早在2014年，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就已超过1亿，重症

患者超过1600万（秦殊、李玲，2014）。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显示，截止2016年底，我国在册的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已达540万。面对精神障碍的高发病率，精神障碍患者除部分在精神卫生类医院及康复机构

治疗外，大部分都在家中康复。在居家康复的过程中，通常都由父母、配偶及子女承担精神障碍患者

的照顾工作，尤以父母为主。但伴随精神障碍患者未婚比例高导致配偶及子女照顾者缺乏或锐减，以

父母为主的照顾者年龄老化陷入照顾延续困境以及精神障碍家庭康复的长期性和照顾无限性的矛

盾，均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严重影响，其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家庭范畴衍生成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和社会问题，给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及精神卫生工作在内的诸多社会行政与服务系统提出新的挑

战。面对这些挑战，2017年民政部、财政部、卫计委、残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支持家庭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构建社区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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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支持体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巩固和增加家庭照护功能，促进家庭成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

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和资源”的政策要求，亟需我们去探求提升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质量的优化策

略。个案管理模式作为社区照顾的一种专业方法，倡导节约政府经济投入、整合照顾资源、优化个案

服务质量的理念，为上述政策和照顾实践所期待的社区康复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

路径。因此，本文讨论的是：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存有哪些照顾风险？这些风险的成因是什么？老年

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照顾者有哪些化解风险的需求？在个案管理的视角下，如何化解老年精神障碍照

顾者的风险？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设计

（一）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界对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的负担及其干预措

施两个方面。

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顾的负担，现有研究大多从家庭功能，照顾者生理、心理与社会情况，经

济状况三维度展开分析。Hoening较早地从主客维度分析了精神障碍对家庭造成的负担，前者强调病

人不正常的言行给家庭成员造成的焦虑、紧张、抑郁、悲伤及被污名化等精神困扰，后者更多地指向精

神疾病引起的经济损失、对照顾者活动的限制及家务负担困境等（J.Hoening, M.N.Haniton，1966）；

Lauber等则从家庭、社会、心理三维度分析了精神障碍对家庭及成员关系的威胁、伤害，对照顾者时间

和社会活动的限制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转引翟金国、赵靖平等，2012）；翟金国、赵靖平等从生理和经

济维度分析了精神疾病给患者、照料者、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担（翟金国、赵靖平，2012）；另外，还有学

者聚焦家庭照顾者，探讨精神障碍患者对其生活、心理、社交、经济造成的负担（伊瑞芳、纪桂英，2013；

邱伟芬、钱俊，2017）。

针对精神障碍家庭照顾的负担，国外对其干预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内则聚焦调查层面较少涉

及干预措施。国外研究集中对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类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健康进行干预，干预手段以

对照顾者的心理教育为主，家庭护理、社区联合护理、瑜伽训练等干预方法被采用且被证明有积极作

用（苏盼、王安妮、张杰，2016；Mcwilliams S, Hill S, Mannion N, et al，2012；Varambally S, Vidyendaran

S, Sajjanar M et al，2013；Ramos－Pichardo J D，2013；Fallahi KM，Sheikhona M, Rahgouy A，et al，

2014）。国内大多为调查和引介性研究，调查研究侧重分析不同干预方法的作用，引介性研究聚焦讨

论干预方法的内容。在调查研究方面，有学者分析了个案管理方法对精神分裂患者及重性精神病患

者症状、治疗态度、个人及社会表现、肇事肇祸、生存质量、心理状况及社会功能的效果（周强、林勇强，

2010；姚丰菊、吕路线等，2011；袁勤、陆红英等，2015；黄永梅、梁润娣，2016），也有学者从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维度阐述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社会支持的干预措施（武艳华、刘杰、陈怡，2017），还有学者从

印象中的照顾、疾病就医经验、关系互动界限、家庭位置、当事者的情绪感受等维度，阐述父母照顾与

手足照顾的差异（陈姿廷、吴慧菁、郑懿之，2014）。引介性研究中，井世洁从理念与实践层次系统论述

了美国针对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的“家庭干预”措施，尤其重点介绍了家庭心理教育、家庭教育、家庭

咨询、家庭支持和倡导小组等“家庭干预”方法对缓解家庭照顾者负担的作用（井世洁，2015）。虽然调

查个案管理模式对家庭照顾者效果的研究较多，但个案管理干预过程的研究亟需加强。

（二）个案管理模式及研究案例

本文认为要研究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的风险，就必须回归到精神障碍家庭照顾的事实本身，针对

其家庭照顾者风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才能达到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的目的。作为社区照顾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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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视角和工作方法，个案管理被应用在社会工作、医疗康复、人性化服务等领域，倡导精准管理、服

务效率与成本的控制、多维协调整合服务资源、搭建社区照顾的多元支持体系等内容，且以往研究已

证实个案管理对精神障碍康复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尝试引入个案管理模式化解精神障碍家庭

照顾者的风险，以提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质量。

自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至今，个案管理模式已形成多维的概念、模式及操作过程。结合精神障

碍家庭照顾者的风险、社区康复条件及个案管理模式的特征，本文将重点分析“责任为本的个案管理

模式”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的作用。玛丽安娜·伍德赛德和特里西娅·麦克拉姆对“责任为本的个案管

理模式”进行了论述，强调该模式将由社会服务专业人员提供的照顾转移到非专业人员提供照顾，强

调个案管理员对照顾服务的长期参与和对服务的协调、志愿者的帮助和服务对象充权，倡导个案管理

人员组建服务传输网络协调照顾服务，最终达到节省服务成本、动员社区参与服务和服务对象自立的

目的（玛丽安娜·伍德赛德等，2014）。不同取向个案管理模式的实施过程存有不同，通常来说，包括个

案的选择与关系的建立、对案主问题的初期评估、服务计划的制定、资源的协调与计划的执行、服务计

划与质量的监督和评估、结案等六个阶段（仝利民，2005）。因此，本文在搭建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

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将融合“责任为本的个案管理模式”的服务与协调理念，参照其所倡导的从个案发

掘到结案的服务模式，注重案主资源获取、网络运用与多方协调能力的培养。

个案层面，选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案是达到阐释本研究目的的关键。苏州M心理咨询中

心所开展的特殊家庭心理关爱项目的服务对象，恰好符合个案的要求。因此，本研究从该项目的服务

对象中选取23位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精神

障碍家庭照顾者的情况、家庭照顾的类型、家庭照顾中的风险等内容获取研究资料。分析发现，成年

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以退休的老年父母照顾者为主。具体来说，家庭照顾形式主要有双亲照顾、单亲

照顾、隔代照顾、配偶照顾四种，占比分别为 40%、40%、8%、12%；照顾者的年龄中低龄老人、中龄老

人、高龄老人的占比分别为39%、35%、26%。照顾者的收入来源中80%依靠退休金，20%依靠打零工

和少额养老金补贴。这些研究对象类型的多样化和照顾风险的普遍性，为后续照顾风险分析与个案

管理服务模式的设计奠定基础。

三、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的风险分析

精神障碍病情的复杂性、反复性、病程长及预后差的特点，致使对精神障碍的照顾构成了家庭压

力的来源。就对精神障碍照顾者的访谈来看，老年精神障碍的照顾者主要是退休的老年父母，在照顾

的过程中存在着生命风险、未来照顾维系风险、家庭关系风险、社会边缘化风险，严重影响了精神障碍

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的身心健康。

（一）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的生命风险

精神障碍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疾病，在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照顾过程中，照顾者表达了精神障碍不

确定的病情发作出现时自身面临的生命风险，以及由此造成的紧张感和绝望感。

“我女儿患有精神分裂症，病情非常不稳定，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到现在生活都无法自理。前

一次她发病的时候跑到小区里，把一个大伯的手表夺过来摔了。最近发病后被送进广济医院了，

临走的时候冲我喊：我知道谁送我进去的，等我出来，我弄死她。平时她发病了，情绪控制不住，

谁跟她说话，她不耐烦了，就会到厨房拿刀砍人的，也会砍我们的，发起病来谁都不认的。我跟她

爸爸每天担惊受怕的，不敢让她出去，怕万一伤着人。要是发病严重了，她不吃不喝不睡觉，把自

己一个人关在家里，房门还会反锁。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女儿具有攻击性，还会伤害到别人，要

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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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走的时候能把她带走就好了。”（摘自20170409ASD的访谈资料）

像ASD遭遇女儿精神病发作所遇到的生命风险一样，很多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在照顾过程

中，都会面临精神障碍发作时不可预知的生命危险，以及由此产生的紧张感和绝望感。这种风险的出

现主要受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精神障碍患者本身疾病的不可抗性，导致照顾者及相关人员不可避免

的陷入生命风险当中；二是家庭照顾者普遍缺乏对精神障碍康复知识的了解，对科学合理服药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出现因溺爱孩子而自作主张增减药量，所服药物与疾病类型不符而不知，不按照医生嘱

咐督促患者服药等问题，进而导致患者病情不稳定，精神疾病反复发作，攻击性强。面对随时可能出

现的生命风险，家庭照顾者表达出对危机介入服务的强烈需求，希望自己既能够具备危机处理的能

力，又能够学习精神障碍康复的知识与技巧，还希望有相关心理疏导介入。

（二）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的未来照顾风险

所调查的家庭照顾者皆为老年人，这些老年照顾者不仅要自己照顾自己，还要照顾精神障碍患

者。这使他们不仅担心自身的照顾问题，还要担心自己离世之后患儿的后续照顾问题，进而陷入自身

及精神障碍患者照顾的双重困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自身及精神障碍患者的未来缺乏安全感。

“他今年72岁，会做简单的家务，洗衣服扫地等，但是不会做饭，害怕燃气。现在他靠吃药维

持，病情比较稳定，但是还是需要我们帮助配药，并提醒吃药。我今年已经93岁了，他爸爸也95

岁了，我们照顾不了他几年了。现在他兄弟来了还能帮我照顾一下，但是我们走了，不知道能不

能坚持管他。现在他白天去工疗站，中午在那里吃饭，有站长提醒吃药，我不担心。就是担心他

早饭跟午饭。唉，现在我勉强能做，希望他兄弟以后能照顾照顾他吧。”（摘自20170409YCJ的访

谈资料）

与YCJ一样，很多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照顾者都是老年人，他们普遍表现出对自身及病患未来

照顾问题的担忧。这种风险的出现与三种因素相关：一是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年龄普遍大于精神障

碍患者的现状，自身无法或没有动员其他照顾资源的意识与能力，致使照顾者普遍担心自身的照顾问

题及自身过世后病患的后续照顾问题；二是患者自身能力差，大多不会做饭、不会配药、不会处理生理

周期（女性），致使其需要其他人协助照顾；三是政府及社会组织虽然提供了医疗康复、社区照顾的服

务，但受这些资源有限性与基本保障属性的限制，并不能完全覆盖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的需

求，致使这些家庭照顾者普遍陷入对自身及病患未来照顾风险的担忧。面对这些风险，家庭照顾者需

求减轻照顾负担、搭建替代性照顾系统解决其自身及精神障碍患者的后续照顾问题。

（三）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的家庭关系风险

在居家照顾的过程中，有些家庭照顾者并不懂得与患者沟通的技巧、心理教育的技巧，致使其家

庭关系陷入冲突与矛盾的风险。

“她是由我和她妈妈共同照顾的。她母亲比较无能，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我做主。她小

时候的学习和生活，都是我来安排的，她也基本都听我的，不敢有其他想法。前段时间医生说她

虚弱，为了让她尽快康复，我就每天带着她来回做公交两个多小时，到山上去爬山。我这么做，是

希望通过锻炼让她身体强壮，长些肌肉。不过，她好像不太喜欢，跟我闹了。我们吵了几次，但她

还是要听我的。自那以后，感觉她不爱跟我说话了，我们的关系也变差了。”（摘自20170408QSS

的访谈）

和QSS一样，很多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都陷入家庭关系矛盾与冲突的风险，主要归结于精神障

碍照顾负担过重、照顾需要技巧与照顾者照顾技巧缺失的矛盾。调查发现，在精神障碍的家庭照顾过

程中，很多照顾者不知道如何与患者相处、沟通，往往互相不理解、争吵不断，还有的照顾者在心理层

面上对患者的关注度普遍不够，对患者缺乏一定的信任和信心，导致患者失去很多自我成长和展示的

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风险化解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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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这在无形当中打击着患者的积极性，将患者推入自卑的深井，甚至坠入精神崩溃的深渊，也破坏

着照顾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情况都在侵蚀着患者居家康复的环境，给他们心理造成创伤，从而

引发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家庭关系风险的化解，照顾者期待有专业人员介入帮助改善两者

的关系。

（四）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的社会边缘化风险

由于家中有精神障碍患者，很多家庭照顾者都具有严重的病耻感、自卑感，普遍出现逃避社会交

往的行为，这不仅无形之中加大了患者被社会边缘化的风险，也给患者融入社会造成严重阻碍，还加

剧了家庭照顾者的社会边缘化。

“我其实不太愿意去参加朋友聚会，亲戚聚会什么的，即便去，也不会带着孩子去。他们每次

见到我，那种同情的目光让我很害怕。他们都不是真的关心我，事情没有摊到他们身上，他们是

不会理解我的感受的，我也不想让他们帮助我。”（摘自20170308WCD的访谈）

同WCD一样，精神障碍家庭照顾者根深蒂固的病耻感，不仅使得照顾者把自己、患者与外界隔

离，尽可能的不去跟朋友、亲戚及社会接触。这种行为方式，使其不会积极拓展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社

会支持系统日渐涣散、功能减弱，进而逐步陷入被社会边缘化的风险。对于这种问题的处理，亟需减

弱家庭照顾者的病耻感，积极为其搭建社会支持系统。

四、个案管理视角下老年精神障碍照顾的模式探索

通过对个案管理模式和服务流程设计的详细论述，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所面临的风险类型、风险

成因与需求结构的具体分析，下文将详细介绍所搭建的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的框架

思路、实现路径及操作过程。

（一）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的框架思路

在个案管理视角下所搭建的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模式，适用于问题多元且复杂的精神障碍患

者及其家庭照顾者，强调精神障碍照顾过程中的各种资源协调、非正式系统的作用、照顾计划与照顾

服务的协调，重视整合政府、家庭、单位、个人、社会组织等多维主体的资源与作用，希冀组建以社区为

依托，家庭为基础，机构为支撑，由家属照护者、社区康复协调员、残疾人专职委员、民政专干、社区医

务人员、片警等人员构建的社区精障康复支持网络，倡导支持网络能够长期输送多种服务资源与增强

案主获得和使用资源的能力，目的在于减弱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的风险，确保精神障碍

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可以在社区得到持续性照顾。

（二）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的实现路径

根据“责任为本的个案管理模式”的理论思想，践行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的框架

思路，至少需要从实务目标、资源整合路径及个案管理统筹者三个维度对其实现路径进行论述。

11..以内源复合性发展定位实务目标以内源复合性发展定位实务目标。。选择“责任为本的个案管理模式”，要求个案管理者要扮演经

纪人、拟定计划者、协调员、解决问题者和保存记录者，培训家人、朋友、社区志愿者或其他相关力量组

成的非专业人员服务团队，扮演多重角色，为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提供服务，协助他们使用

社区资源与网络的能力，对他们自身能力进行充权，最终实现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复合性发

展的目的。这里的内源复合性发展尤其强调发展精神障碍照顾者自身抗逆力，以推动其实现抗逆力

不断升级，弱化各种风险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促使其通过自身抗逆力的转型带动精障患者及其

家庭的转型，真正实现内源复合性发展。

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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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以社会网络方式协调整合医疗与社会服务资源以社会网络方式协调整合医疗与社会服务资源。。责任为本取向的个案管理模式强调个案管理

者组建网络，协调各种资源与服务，以促进案主问题的解决。立足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的实

际，个案管理者需要协调动员由家属照护者、社区康复协调员、残疾人专职委员、民政专干、社区医务

人员、片警等人员构建的社区支持网络，去争取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所需的医疗资源、康复

技巧培训、心理辅导与咨询、替代性照顾系统、社会支持网络、家庭辅导等资源与服务。

33..由社会组织实施专业的个案管理由社会组织实施专业的个案管理。。综合考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及行

政资源的现状，倡导由社会组织扮演专业的角色，运用专业的工作手法，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

顾者实施专业的个案管理。立足社会组织实施专业的个案管理的服务框架需要三个维度的专业化：

一是社会组织内部机构的专业化设置。基于个案管理的模式和流程，社会组织要实现个案管理的专

业化，至少需要在其机构内部设置接案与评估部门、资源管理部门、监督与评估部门和档案资料管理

部门，才能满足社会组织专业化运作的行政设置要求；二是社会组织机构部门职能的专业化。接案与

评估部门需要发挥个案发掘与转介的职能，资源管理部门的核心职能是关系维护与挖掘扩展资源，监

督管理部门的主要任务在于对个案进行动态评估与督导，档案资料管理部门则重在个案管理档案的

整理与存档。三是社会组织服务流程的专业化。依据个案管理的惯常流程，社会组织需要按照接案、

案主问题的初期评估、制定服务计划、执行计划、监督和评估、结案流程，开展专业化的个案管理实务。

（三）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的实施过程

明确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的实现路径后，如何进行操作则成为系统论述该模式

的必然要求。为此，下文将从接案、案主问题的初期评估、制定服务计划、执行计划、监督和评估、结案

六个阶段，详细论述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的实务操作过程。

11..接案接案。。接案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个案的选择与关系的建立。考虑个案管理对个案选择的要求，

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中所要选择的个案应该是问题复杂、有多元需求、需要多机构联

合提供帮助、想要获得持续性照顾的案主；在同案主建立专业关系时，强调通过“一对一”入户探访的

方式，利用共同参与活动的机会与平台或其他可能的方式，通过签订个案管理服务合同的方式与老年

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

22..案主问题的初期评估案主问题的初期评估。。初期评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评估个案问题和为制定服务计划做准备。

在问题评估中，个案管理者至少要确认案主需要解决的问题、案主认为解决问题可能有用的资源、案

主在使用这些资源时遇到的障碍等问题（Julius R. Ballew, George Mink，1998）。根据前述的调查和项

目实践，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中，案主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医疗康复问题、心理咨

询与辅导问题、家庭关系辅导问题、社会支持体系建构问题、持续性照顾问题、减轻照顾负担问题、生

命安全问题等，他们通常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正式照顾资源（政府、社区、工疗站、精神病医院等）和非正

式照顾资源（社会组织、志愿团队、亲朋等），但在利用资源时普遍存在正式照顾资源无法全面覆盖与

满足其复杂、多元且持续的医疗康复与社会服务需求，无法全面协调与整合非正式照顾资源的问题。

在为制定服务计划做准备的过程中，要求个案管理者要在问题初步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成本与效益分

析、案主能力分析及制定个别化服务所需的其他准备工作。

33..制定服务计划制定服务计划。。制定服务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服务目标与方法的协调过程。老年精神障碍家庭

照顾个案管理模式中，需要结合其初期评估的问题，至少需要制定包括医疗康复计划、家庭照顾计划、

再社会化服务计划在内的“一揽子服务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整合和协调多种资源与服务，实现

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的康复、长期可持续照顾、家庭关系和谐、心理健康及自身能力充

权的服务目标。考虑个案管理重成本与效益分析的属性，在制定服务计划时服务的成本与效益的关

系是需要重点衡量的内容。以家庭照顾计划为例，前文的分析提醒个案管理者在制定该服务计划时，

老年精神障碍照顾者风险化解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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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重点涉及危机介入、消除病耻感、缓解心理压力、调和家庭关系的矛盾冲突、发展替代性照顾系

统、搭建社会支持网络等服务计划内容，并考虑发展非正式网络的照顾服务，减少项目成本。总之，目

标与手段的协调、成本与效益的比例、需求与资源的匹配是制定服务计划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44..执行计划执行计划。。执行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将服务输送给服务对象的过程。当然，服务输送的过程是多

元的，通常是整合、协调、介入与干预的综合过程。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中，需要个案

管理员通过不断的协调整合，按前期所制定的“一揽子服务计划”，将医疗康复计划、家庭照顾计划、再

社会化服务计划等输送给案主。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责任为本的个案管理模式”的特点，需要个案管

理员扮演经纪人、拟定计划者、协调员、解决问题者和保存记录者等角色，通过其所搭建的传输网络、

培训的非专业照顾人员、开展的协调服务等手段，为服务对象开展服务。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资源的

协调与动员。立足本文前述提及的社会组织实施个案管理的路径，需要资源管理部门通过与社区、政

府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与辖区内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互助关系，与企业建立关系，与各界专业人士建

立关系等方式，挖掘资源、建立资源库，达到既可以为案主提供整合性资源，也可以为社会组织的其他

服务提供资源的目的。

55..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监督和评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项目的动态监控和项目效果的评估。老年精神

障碍家庭照顾个案管理模式中，项目的动态监控要求个案管理员通过专业的监控方法，调查家属照护

者、社区康复协调员、残疾人专职委员、民政专干、社区医务人员、片警等各方项目成员参与服务的情

况和质量，来掌握项目的实施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以社会组织实施专业个案管理的个案管理员通过

成本评估、效果评估或其他专业评估方式，对目标达成情况、服务对象满意度、服务效益、服务质量等

内容进行评估。

66..结案结案。。结案阶段主要是与案主结束服务关系。通常来说，在服务目标已经达成、案主要求结束

服务关系、个案管理员要求结束服务关系、服务对象因意外去世等情况下，可以考虑结束专业服务关

系。当然，对于对继续服务有强烈需求的案主，可以通过转介或后续跟踪回访等方式另行制定其他服

务方案。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搭建的个案管理视角下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服务模式，既符合《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提及的“建立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个案管理制度，大力推行精神康复”的

政策要求，又为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提供了个案管理视角的服务模式。不仅拓展了个

案管理视角的分析范围，也提供了精神障碍康复的实践路径，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个案管理

作为社区照顾的专业工作方法，在老年精神障碍及其家庭照顾者中开展实施仍具有一些挑战：一是对

社会组织专业化的挑战。前述提及由社会组织实施专业的个案管理要求社会组织内部机构设置专业

化、职能专业化与服务流程专业化，这对很多社会组织是不小的挑战，需要社会组织对自身进行提升，

以达到个案管理所提及的“三化”要求；二是对个案管理员的挑战。在个案管理过程中，个案管理员发

挥着核心的作用，要求其能够扮演多重角色，但在我国社工队伍及相关专业人员能力普遍待提升的情

况下，培养合格的个案管理员势在必行；三是对协调整合服务资源路径的挑战。个案管理模式强调服

务和资源的协调整合，但由谁进行资源与服务的协调、向谁协调服务与资源、如何协调与整合服务资

源、如何利用协调与整合的服务资源、如何评估服务与资源的效果，都需要各社会组织结合所在社区

的情况灵活处理。这种动员全局的能力与路径的挖掘，对各参与主体无疑是较大的挑战。尽管如此，

对老年精神障碍家庭照顾实行个案管理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以

达到个案管理所倡导的为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照顾者提供持续的照顾服务，对他们进行增权，

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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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其福利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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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Study on the Risk Resolution of Social Worker Interventions by Caregivers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Study on the Risk Resolution of Social Worker Interventions by Caregivers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e Management Mod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e Management Mode

WU Yanhua LI Tong LIU Jie•64•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number of mentally disordered patients in China, many concerned risks have

become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issues beyond the scope of family, which needs to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ase management mode for caregivers taking care of the elderly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 by analyzing various kinds of care risks experienced by the caregiver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inly four types of care risks, including life risk, future care maintenance risk, family relation

risk and social marginalization risk. As far as we know, current services provided by different levels of gov-

ern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not fully resolve the above risks. In our case management mode, we

combine efforts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communities, families and institutions. Through the community

supported network of family caregivers, rehabilitation coordinators,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disabled

people, civil affairs professionals, medical personnels, police, etc, we coordinate, share and integrate the so-

cial rehabilitation resources systematically,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are risks and improve the care quality

for the elderly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

（（66））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 (WHO-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item Well-Being Index (WHO-55) for) for
screening depressive disorders of children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screening depressive disorders of children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LI Xueyan•72•
The present study intends to examin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ive-

item Well-Being Index (WHO-5) for screening depressive disorders of children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

eas. A sample of 727 students from 5 primary schools, 4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3 senior high schools in 2

counties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completed the WHO-5; half of the sample was

randomly selected for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pectively to test the construct validi-

ty of WHO-5; the correlation of anxiety, social mal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with WHO-5 was computed to

evaluat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of WHO-5; the Cronbach’s α was computed. Results show: The one-fac-

tor structure of WHO-5 was confirmed; the Cronbach’s α was 0.71; th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was con-

firmed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WHO-5 and anxiety, social maladaptation and resil-

ience. The present study concludes: (1) WHO-5 has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2) It

is a valid screening tool for depressive disorders of children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3) Children in

contiguous destitute areas are exposed in a severe risk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77））Aging and CareAging and Care：：Dilemma of Long-term Care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and Social Work ServiceDilemma of Long-term Care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and Social Work Service：：Based onBased on
a Survey in the Y Community City Ba Survey in the Y Community City B

XU Xiaoyun•81•
Care for elders with disabilities faces not only the economic and physical burden，but also the nega-

tive psychological，emotional，conceptual and other negative effects，including the two-way pressure be-

tween the caregiver and the person being cared for. There is also a gap between the supply of government，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There is not on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for the aged and

long-term care reality，but also the double dilemma of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inability of 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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