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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院长培训大纲（征求意见稿）

一、培训目标

国务院同意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

养老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2022 年底前培训

1万名养老院院长”的要求。养老院院长培训拟通过科学设

置课程，开展专业化的培训，打造一支适应养老服务迅速发

展要求的高素质管理人才队伍，推动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二、培训对象

（一）养老院院长及管理人员；

（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三）养老服务企业、事业单位业务骨干。

三、培训方式及时间

（一）培训方式。

授课讲座、观摩学习、场景模拟、沙龙讨论相结合。

（二）培训时间。

建议培训总时长为 5天（40 学时），其中 3.25 天（26 学

时）为专业理论课程集中授课，观摩学习、场景模拟、沙龙

讨论共计 1.25 天（10 学时），0.5 天（4学时）为考核与结

业仪式。（以上学时分配仅供参考）。

四、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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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设置四个课程模块，分别为政策与发展趋势模块、

服务实务模块、管理实务模块和能力建设模块（见下表）。

政策与发展趋势模块帮助学员掌握养老行业尤其是养

老机构相关的宏观政策及发展趋势。服务实务模块帮助学员

了解掌握养老机构的核心业务。管理实务模块帮助学员了解

掌握养老机构的管理实务。能力建设模块帮助学员进一步提

升管理能力与技巧。

养老院院长培训课程设置和学时要求（学时分配仅供参考）

培训模块 课程名称
学

时

时间

安排
备注

政策与发

展趋势模

块

养老政策与行业发展趋

势/养老机构发展与管

理的国际经验

3
第一天

上午

授课讲

座

养老机构的发展与趋势

/养老机构的改革与创

新/

养老产业的发展与展望

/区域养老一体化发展

分析/康复辅具在养老

机构中的应用

2
第一天

下午

服务实务

模块

失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

务实务
2

第一天

下午
授课讲

座
养老机构的医护

服务实务
2

第二天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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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社工

服务实务
2

管理实务

模块

养老机构的行政管理/

养老机构的标准化管理
3

第二天

下午
授课讲

座

养老机构的质量管理 2

养老机构的风险管理/

养老机构的合同管理/

养老机构的危机管理

2
第三天

上午

能力建设

模块

养老院院长

领导力建设
2

第三天

上午

授课讲

座

养老机构文化

与团队建设
2

第三天

下午

养老机构的信息化管理

/智慧养老的应用
2

第三天

下午

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

融合发展
2

第四天

上午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

服务与管理
2 观摩学

习+

场景模

拟

+

沙龙讨

论

养老机构实景实训沙龙 4
第四天

下午

社区养老的服务与管理 2
第五天

上午智慧养老设施与平台/

康复辅具产业园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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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与结业仪式 4
第五天

下午

五、考核要求

学员完成上述学时并提交结业论文。

六、考核时间

考核时间不少于 60 分钟。

基本要求（学时分配仅供参考）

一、政策与发展趋势模块（5学时）

（一）养老政策与行业发展趋势/养老机构发展与管理的

国际经验（3学时）。

1.学习内容。

（1）养老政策与行业发展趋势。

（2）养老机构发展与管理的国际经验。

2.知识要点。

（1）了解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近年来国务院、民政部及各省

市颁布下发的各类养老服务法规、政策、标准，掌握国家养

老宏观政策、了解养老行业发展趋势。

（2）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养老机构发展的情况、特点、

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养老机构的发展与趋势/养老机构的改革与创新/

养老产业的发展与展望/区域养老一体化发展分析/康复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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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机构中的应用（2学时）。

1.学习内容。

（1）养老机构发展历程与发展趋势。

（2）养老机构的改革实践与创新发展。

（3）养老产业的发展情况与未来展望。

（4）区域养老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与分析。

（5）康复辅具在养老机构中的应用场景与现状分析。

2.知识要点。

（1）熟悉养老机构的产生、发展历程与相应的政策变

迁，了解养老机构的未来发展趋势。

（2）了解近年来各地养老机构改革实践的具体做法与

成效，了解机构的创新做法，探讨其可复制可借鉴性。

（3）掌握养老产业的政策环境、发展探索与问题瓶颈。

（4）掌握区域养老的相关养老数据、政策法规、地方

或团体标准及因地制宜的实践探索，了解区域养老一体化发

展的现状、相关政策与发展趋势。

（5）了解康复辅具的分类、在养老机构中的应用场景、

相关的政策等。

二、服务实务模块（6学时）

（一）失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实务（2学时）。

1.学习内容：养老机构失智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实务知

识。

2.知识要点：了解失智失能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

掌握失智失能老年人的照护要点及照护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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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机构的医护服务实务（2学时）。

1.学习内容：养老机构医护服务实务知识。

2.知识要点：熟悉掌握养老机构医疗护理服务相关制度、

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应急预案等。

（三）养老机构的社工服务实务（2学时）。

1.学习内容：养老机构社工服务实务知识。

2.知识要点：熟悉掌握养老机构社工服务工作制度、工

作内容、工作流程、应急预案等。

三、管理实务模块（6学时）

（一）养老机构的行政管理/养老机构的标准化管理（3

学时）。

1.学习内容。

（1）养老机构的常规行政管理。

（2）养老机构的标准化管理。

2.知识要点。

（1）掌握养老机构的常规行政管理，包括综合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信息化管理等内容。

（2）了解养老机构开展标准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掌握目前现有的养老服务国家标准（含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

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掌握标准化工作

的制定、实施与改进过程与方法。

（二）养老机构的质量管理（2学时）。

1.学习内容：养老机构的质量管理。

2.知识要点：了解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管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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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质量管理的依据、流程、质量管理的工具与方法。

（三）养老机构的风险管理/养老机构的合同管理/养老

机构的危机管理（2学时）。

1.学习内容。

（1）养老机构的风险管理。

（2）养老机构的合同管理。

（3）养老机构的危机管理。

2.知识要点。

（1）掌握养老机构常见风险的类型，如消防安全风险、

服务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灾害天气安全风险等，掌握

风险管理特点、风险管理方法、风险管理过程和实务技巧，

掌握国家强制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2）掌握养老机构格式合同文本的条款、解释，相关

的法律风险及使用方法。

（3）熟悉养老机构危机的预防、面临危机时的原则、

策略、应对与处置。

四、能力建设模块（18 学时）

（一）养老院院长领导力建设（2学时）。

1.学习内容：养老院院长的领导力建设。

2.知识要点：学习掌握养老院院长应具备的财务分析能

力、品牌管理能力、危机公关能力等。

（二）养老机构文化与团队建设（2学时）。

1.学习内容：养老机构文化建设与团队建设。

2.知识要点：了解文化建设与团队建设的内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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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养老机构开展文化建设与团队建设的方法与技巧。

（三）养老机构的信息化管理/智慧养老的应用（2学时）。

1.学习内容。

（1）养老机构的信息化管理。

（2）智慧养老的应用。

2.知识要点。

（1）了解养老机构信息化基础架构管理、信息化平台

管理、信息化日常管理。

（2）了解智慧养老的实现形式、相关产品与技术，了

解如何通过智慧养老手段的运用，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质量。

（四）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融合发展（2学时）。

1.学习内容：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的融合发展。

2.知识要点：掌握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融合发展的路径、

方法与前景。

（五）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与管理（2学时）。

1.学习内容：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服务与管理。

2.知识要点：掌握公办与民办养老机构的特点，工作难

点与要点，及其服务管理方法与技巧。

（六）养老机构实景实训沙龙（4学时）。

1.学习内容：在老师、专家引导下开展养老机构管理沙

龙互动。

2.知识要点：结合场景模拟、实地观摩，组织沙龙互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案例分析，讨论管理实践中的热点难

点问题，总结分享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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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区养老的服务与管理（2学时）。

1.学习内容：社区养老服务的特点及其服务管理方法与

技巧。

2.知识要点：了解社区养老服务的特点，工作难点与要

点，及其服务管理方法与技巧。

（八）智慧养老设施与平台/康复辅具产业园区（2学时）。

1.学习内容。

（1）智慧养老设施平台与技术。

（2）康复辅具产品产业发展情况。

2.知识要点。

（1）了解智慧养老的趋势、信息化管理和服务的技术

与方法、大数据的收集与利用，智慧手段在养老服务中的应

用。

（2）了解康复辅具产品的分类、产业发展情况与相关

支持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