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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届（2017）亚太地区社会
工作区域联合会议明日开幕
亚太地区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社会工作国际会议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皮磊

2017 年 9 月 27 日， 第 24 届
（2017）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
合会议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中海凯
骊酒店开幕。 据了解，该联合会议
自 1971 年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
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社会工作
领域国际会议， 中国内地也是首
次作为东道主承办此届会议。

本届会议由国际社会工作者
联合会 （IFSW）亚太区分会 、亚太
区 社 会 工 作 教 育 协 会
（APASWE）、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和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共同主办，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
会和 《公益时报 》社承办 ，会议以
“挑战与责任———创新社会工作
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通过主旨
演讲 、主题研讨 、学术会议 、展览
展示、 晚宴和机构参访等丰富多
彩的形式展现和交流亚太地区各
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成果， 是亚太
地区社会工作者互学习、促交流、
共享受的学术盛会。

中国首成主办国

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
会议全称为“亚太区社会工作教
育协会及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亚
太区区域联合会议”，每两年举办
一届， 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社会公
正和可持续社会福利系统的发
展， 是亚太区域最大规模的社会
工作研讨与学术交流会议。

2015 年 10 月 22 日，“2015 亚
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
在泰国曼谷开幕， 包括美国、日
本、韩国等在内的 20 多个国家的
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参会代表向大会负责人表
达了申办“2017 亚太地区社会工
作区域联合会议”的意向。

2015 年 12 月 15 日， 民政部
批准同意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与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联合
申办第 24 届（2017）亚太地区社会

工作区域联合会议。
2016 年 1 月 5 日， 国际社会

工作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 亚太
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联合致信，
正式确认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和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获得
第 24 届（2017）亚太地区社会工作
区域联合会议的主办权。 鉴于深
圳的社会工作起步早、 发展快，
2016 年 5 月，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经反复比较， 并请示国家民政
部同意， 最终确定在深圳市举办
亚太会，后经深圳市政府同意，本
届亚太会在龙岗区举办。

第 24 届（2017）亚太地区社会
工作区域联合会议由国际社会工
作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 亚太区
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和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
作学院联合主办， 深圳市社会工
作者协会和《公益时报》社承办，
深圳市民政局、 深圳市龙岗区人
民政府、 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支
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

社会工作学会、《社会与公益》杂
志社等单位协办。

两年一届的高规格会议

上世纪战后时期， 社会工作
教育在全球层面上兴起， 但有越
来越多的声音认为， 有必要组织
区域性的研讨会对社会工作进行
本地化的探讨。 至上世纪 60 年
代，亚洲地区社会工作蓬勃发展，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也于 1967
年在泰国曼谷举办了首次地区性
会议， 及时对亚洲各国的社会工
作发展现状进行讨论。

而在社会工作教育层面，由
于当时已有日本、印度、韩国、菲
律宾等国的数十家社会工作教育
机构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工作学院
联盟（IASSW）的正式成员，各国
也迫切需要在社会工作教育层面
展开区域性的研讨。 1971 年，国际
社会工作学院联盟在印度孟买举
办了首次亚洲地区的社会工作教
育研讨会，这次主题为“课程开发
与教学” 的研讨会史称“孟买会
议”；1973 年， 新加坡承办了第二
届研讨会，主题为“计划生育与人
口活动”。

彼时， 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
盟由西方人主宰， 加之亚洲地区
的社会工作教育机构也有需要在
一个独立的架构下进行相互学习
和交流，1974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
举办的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会
议上， 亚洲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ARASWE）正式成立。 来自印
度、菲律宾、香港、孟加拉和印度
尼西亚的社会工作教育人士组成
了首届理事会， 并接手了此前已
召开了两届的区域性研讨会。 从
1975 年开始， 该研讨会都由该协
会及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联合
主办。

1981 年， 亚洲地区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更名为“亚太区社会工

作教育协会”（APASWE），以正式
接纳来自太平洋岛国社会工作教
育机构的成员， 而两年一届的区
域性研讨会也更名为“亚太地区
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并一直
延续至今。

在以往的 23 届联合会议中，
印度、 新加坡和泰国都曾三度作
为主办国，香港、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和新西兰则两度成为主办
地。 此前最近的一届联合会议于
2015 年在泰国曼谷举办， 主题为
“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危机：社会工
作与政策讨论”。 也是在这届会议
上，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向会议
负责人正式表达了申办新一届联
合会议的意向。

会议议题精彩纷呈

据了解， 本届会议共设置了
“一带一路” 社会工作研讨会、创
新社会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
转型中的公共服务与社会风险防
范、老龄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应对、
社会工作实务中的文化敏感性、
更具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发展战略、 高风险社会中的灾
害预防与救助、 城镇化进程中的
流动问题与社会工作服务、 企业
社会责任与社会工作服务、 社会
公益倡导与反贫困、 社会工作促
进社区与环境可持续性、 社会工
作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等 12 个
分论坛。

会议还设置了社会工作教
育、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的政治
背景及启示、 社区社会工作中本
土知识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气
候变化、 环境和灾害工作等四场
主题研讨。

此外， 为展现会议的多元风
貌及深圳社会工作特色， 参会的
国内外嘉宾将前往深圳七个社工
服务项目点、 两家深圳本土企业
及深圳市博物馆共计 10 个参访

点进行交流参观。
此次会议共吸引了来自中

国、日本、菲律宾、土耳其、新加
坡、新西兰、斯里兰卡、印度、孟加
拉国、越南、韩国、泰国、印度尼西
亚以及中国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300 多名社会工作领域
的专家、 学者以及社工机构代表
报名参加。

根据大会组委会要求， 参会
者须向组委会提交会议论文，参
与学术研讨会。 截至目前，筹备工
作组已经收集到了来自中国、日
本、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新加
坡、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联酋
以及中国香港等 22 个国家和地
区的 255 篇参会论文。

这些论文中， 涉及中国的主
要包括留守儿童问题、 城镇化问
题、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社区药品
安全服务等议题， 还包括美国社
会工作专业教育、 种族关系中的
家庭暴力等议题， 以及印度企业
社会责任、印度移民人口、巴基斯
坦性别差距、日本难民服务、土耳
其社工职业倦怠、 菲律宾学校社
会工作等各国具有代表性的服务
领域。

目前， 经过大会论文国际国
内专家评审组的评审， 已确认将
有 178 篇论文的作者在大会中发
言，分享本地社会工作经验，其余
论文将编入大会的论文集中。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成为国
际社工大会的东道主。 这次会议
的举办将使我国社会工作进一步
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也
是我国扩大社会工作国际影响力
和迅速提升社会工作领域国际地
位的良机。 同时，本次会议将为我
国社会服务及社会工作领域提供
一个难得的平台， 吸引更多的高
校、 社会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参
与到社会服务中， 对我国社会工
作本土化、专业化、体系化发展产
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鄄

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总部设在瑞士伯尼，是
社会工作领域的全球性组织，由
90 余个各国社会工作协会组成，
覆盖 75 万名世界各地的社会工
作者，并在联合国等全球性机构
中拥有咨商地位。 该组织旨在通
过专业的社会工作为实现社会
公正作出贡献，它与成员机构一
道制定和审核社会工作国际标
准、社会工作定义和产生积极作
用的相关政策。

1928 年，巴黎举办了首届国
际社会工作大会 ，在会上 ，国际
社会工作者联合会的前身———
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
1956 年，该协会采用了现在的会
名 ， 并在纽约设立了秘书处 。
1959 年，它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 （ECOSOC）的咨商
地位。 经过 30 年的发展，到上世
纪 90 年代，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
合会已经发展了 80 多个会员协
会。 其中，成立于 1991 年的中国
社会工作协会 （现 “中国社会工
作联合会”） 在次年就加入了国
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为正式
会员。 2001 年，联合会开始与国
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合作，它们
共同制定的全球社会工作定义

得到了广泛的采纳。

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Asian and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的前
身是成立于 1974 年的亚洲地区
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该协会在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拥有 130 多个
成员，由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院
校和教育工作者组成。 1981 年，
为了正式接纳太平洋岛国社会
工作教育机构的加盟，该协会更
名并沿用至今。

该协会的发起就是为了在该
地区组织两年一届的区域性研讨
会，此外，也赞助和支持多项国际
会议、工作坊和研究项目，并为会
员及政府部门在课程制定、 实施
和评估上提供技术支持。

从 1971 年至今 ， 该机构与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亚太区
分会举办的亚太地区社会工作
区域联合会议已举办了 24 届 。
其中 ， 今年为中国大陆首次主
办 ， 香 港 则分 别 在 1975 年 和
1991 年主办过两届。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原中

国社会工作协会）是经过中国社
会团体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国家

民政部直属主管的全国性专业
社会团体，是中国唯一代表从事
社会工作的单位和社会工作专
业人员的权威组织。

联 合 会 成 立 于 1991 年 7
月；1992 年 7 月加入国际社会工
作者联合会，成为正式会员。 目
前下设 19 个工作 （行业） 委员
会 、9 支专项基金 、11 个职能部
门、3 个直属单位。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在民政部的领导下，坚持
科学发展观 ， 促进和谐社会构
建，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社会
活动 ，并被民政部授予 “全国先
进民间组织”。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

院是由国家开放大学与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合作组建，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具体负责的国家
开放大学行业学院 ， 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正式挂牌成立。 该学
院以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为宗旨，充分利用国
家开放大学先进的现代化信息
技术平台并发挥 “学分银行”的
杠杆作用，以及中国社会工作联
合会的行业优势，努力把自身建
设成为我国的现代社工人才培
养基地和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
理论研究基地。

� � 在中国，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
业领域，已经走过了 29 年的历程。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重建，到社
工实务和职业化探索，又经历了制
度推进、 体制建设的提速发展，在
全面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
时代大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工作正
沿着“专业化、职业化、行业化”的
发展方向全面迈开步伐。

1988 年， 国家教育委员会正
式批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
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 标志着我
国社会工作正式恢复重建。 此后，
社工专业教育在各个高等院校迅
速发展，形成了大专、本科、硕士
研究生梯次结构体系。

目前， 我国有 80 余所高职院
校开展社会工作专科教育、330 余
所高校开展社会工作本科教育、
105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社会工
作专业硕士（MSW）教育，每年培
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 3万多名。

在培养社工专业人才的同
时， 社会工作专业组织也建立起
来。 1991 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成立， 并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
合会。 随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
会也在 1994 年成立。

2006 年，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培养规划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
计。 当年 10 月，中央在《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建设一
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随
后，2010 年 4 月，《国家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正式印发，《纲要》 明确了要加快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重视和
培养六类重点人才， 社会工作人
才位列其中。2011 年 9 月，中央 18
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2012 年 3 月，中央 19 个部委和群
团组织联合发布《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
2020）》， 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
教育、培训、评价、使用、激励等提
出了具体要求。

高层大力推动、 社会强烈需
求的背景下，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快速形成， 并迅速投入实践
当中。

1997 年，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
发展局开始招聘社会工作专业的
毕业生，建立专业社会服务机构。
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
见》，各类福利机构开始聘用专业
社会工作者， 引入社会工作专业
制度。 2008 年，明确要求民政事业
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原则上以社工
岗位为主。 2009 年，民政部出台文

件鼓励各地在政策、场地、资金等
方面提供宽松的环境， 这一举措
吸纳了全国近 2000 家民办社工
服务机构迅速发展。

自 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做出建设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的决策部署以来， 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 规模总量
达到 76 万人，其中持证社工近 30
万人；相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
社区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岗
位超过 27 万个；在城乡社区和相
关事业单位设置社会工作服务站
（科室、中心）13697 个；民办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达到 5880 家。

社工职业规范也正在逐步
建立。

2004 年，《社会工作者国家职
业标准》出台。 2006 年，《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
理社会工作师、 社会工作师职业
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颁发，社会工
作者开始有了独立的职业水平等
级和资质证书。 2008 年至 2013 年
6 年国家社工考试，全国有近百万
人次报名参考， 已产生十几万名
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
指引》也于 2012 年底正式向社会
发布， 这被视为社会工作者的行
为准则。

自 2008 年首次举办全国社会
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以来， 全国
共有 288768 人取得证书， 包括助
理社会工作师 219242 人、 社会工
作师 69526 人。 其中广东近 6 万
人，江苏近 4 万人，浙江、北京超
过 2 万人。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社会
工作实务已在各个领域开展。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
法， 帮助有需要的个人、 家庭、群
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
调社会关系， 预防和解决社会问
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促进社
会和谐，社会工作的价值正日益显
现。 2012年，中央六部门联合发布
了《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实施方案》。

社工实务的快速发展更离不
开资金的支持。

2012 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
出台《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的指导意见》，首次对政府购买
社会工作服务进行顶层制度设
计。 同年，中央政府首次通过建立
公共财政资助机制加强对社会工
作服务组织的培育和扶持， 中央
财政安排 2 亿元专项资金， 用于
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资助
项目， 共带动社会资金 3.2 亿元，
185 万群众直接受益。 2013 年，民
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加快推进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将社
区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
务范围，逐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同时鼓励社会资金支持购买社区
社会工作服务。

2016 年各地社会工作投入资
金量达 42.68 亿元， 比 2015 年增
长 66.23%，其中，上海、广东社会
工作投入突破 10 亿元， 北京、天
津、江苏、浙江、山东、重庆、四川
社会工作投入超过 1 亿元。

社会工作进入“专业化、职业

化、行业化”的时代，社会工作的
地位提升到法律层面。

2013 年 11 月 13 日， 全国社
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成
立， 社会工作标准管理、 标准研
制、标准审查、标准实施与评估有
了专门的机构，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的社会工作时代来临。

法律建设方面，2014 年 2 月
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已
经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要发挥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
作者的作用，为社会救助对象提
供社会融入、能力提升和心理疏
导等专业服务。 民政部指出，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者
在参与社会救助服务中能够发
挥促进社会融入、帮助救助对象
提升能力、心理疏导、资源连接、
宣传倡导等五个方面的功能作
用。 此外，《社会工作师法》也将
被提上立法日程。

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 国家
开发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等专业院
校、培训机构的建立，本土化督导
团队的培养与运用， 从实践基础
上正逐步形成本土社会工作理论
知识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固
有的单位体制，成为社区人，社会
治理日益融入社区。 社区成为了
社会工作的主阵地， 社区社会救
助、青少年服务、老年人服务、外
来人员服务、 婚姻家庭服务等一
系列工作都需要专业社工的介
入； 而社会组织的公益项目最终
也必须落地社区， 同样需要社工
的介入。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
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 2020 年我国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制度配套、功
能齐全、层次多样、服务优良、覆
盖城乡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工作体
系将基本建成。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与现状 ■ 本报记者 王勇

主办机构

����� ����	


����������� ���	

���������� !"#$��%&'(

����)*+,-��./$01

��������2#��3+456 789:	

����;<=>?@�����ABCDEFGH IJK	

����LM��NO$PQREF ���	

3+ST ����	

���	

27 日

���������	
����� �����

���������	
������������� �����

�� �!"#����$%&'�()

�� ���*+,-�./0

�� �12345��6789�����:;

�� �<=��>?�����:;

�� �����@4�A�BCDEFG HIJK�

�� �����L=	
�MNOP QRS�

TUV�

TUV�

����������	
�����������

����������������	

 !"


#$�%

会议看点

28 日

29 日
� � 2016 年 3 月 14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宫蒲光（左）从国际
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兼亚太区主席木村真理子手中接过中国承办
亚太区域联合会议的确认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