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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总 序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思斌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生问题、社会治理问题更加突

出地摆在政府和社会面前。社会工作作为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其基本生活困难、

走出困境，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进步的专业学科，其快速和稳步发展

显得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中央十九部委也制定了《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此外，在政府、学术界

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与解决

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发展

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

的结合还不到位。

社会工作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基本理念、工作方法带有浓厚的西方文

化色彩，带有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印记。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进

程中，我国要发展社会工作事业，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优秀成果，走专业化

之路。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在此过程中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既

有成果有时并不恰当，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与

西方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关于社会

工作本土化，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如果说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要适应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解决问题的具体环境，则是没有那么多争论的。来自西方的

社会工作理论、工作方法必须在中国能落地，能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契合，

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曾经讨论过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

也提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几种路径：第一，研究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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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容之处，删去不适宜的部分，再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第二，对

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促进国际社会工作经验与本土社会工

作的比较和碰撞；第三，分析两种社会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

它们之间的亲和性；第四，在此基础上从事社会工作实践，扩大两者之间的相容

性，以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可能的实践中，笔者还提出过一种看法：本土社会

工作学者在其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方面，他们熟悉产生于西方的社会

工作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他们长期生活于非西方社会之中，对何种社会工作

理论、知识和方法有助于本地问题的解决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而进行选择性

“过滤”。

回到当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现实处境。虽然大陆的社会工作学科重建已有

３０年，但是在学术研究、经验总结、理论反思方面还相对滞后。相比之下，我国

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较早，实践比较充分。在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本地

实践的磨合互动中，一些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经验模式、知识积累，这

对同具华人社会文化的大陆地区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出版这套“华人社会工作丛书”的重要初衷。本丛书选择工作生活于世

界各地（主要是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的资深华人社会工作学者的有分量的著

述加以印行，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能缩短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

程，也有利于向读者提供一个参照———这些优秀的学者是怎样在专业化与本土

化之间进行思考的。当然，这些学者工作、研究和进行专业实践的背景与大陆

地区也不相同，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差异

也比较明显，因此对他们的理论、观点我们也不能照抄照搬。如果大陆读者能

在这些华人学者的理论、经验与自己面对的现实之间进行比较、思考和反思，有

了新见解，那就真正从深层次上达到出版本丛书的目的了。说不定这会对华人

社会工作乃至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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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社会工作的本质

１．１　前　　言

“Ｔｏｂｅｏｒｎｏｔｔｏｂｅ？”

我是谁？

我是什么？

我将成为什么？

社会工作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

为什么应该是“什么”？又不应该是“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读社工？帮助别人为什么还需要学位？

为什么我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是我的义务或是使命？

快乐是什么？幸福又是什么？为什么助人会快乐？

社工所谓的“助人”会不会太肤浅？

（什么叫做有深度？什么又叫肤浅？）

怎么样才是最好的社工处遇或治疗？凭什么说那是最好的？

若你对这些问题仔细思考，也试着用心去回答时，或许你已进入了阅读本

书的第一道门槛。

早期社会工作专业曾经被认定是“一群没有理论背景的实务工作者”，仿佛

社会工作人员只是四肢发达、用脑不多、认真工作却无深度的善心人士。近年

来，社会工作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可谓快速，但仍不免被其他专业看为只是

“稍受一些基本训练、富有爱心、工作认真、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的第一线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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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而已。我们当然否认以上的认知形象，但平心静气地问自己：社工专业

的“深度内涵”是什么？在哪里？可能我们会回答得支支吾吾。

理论借自于别的专业并不可耻。一两百年来，社会科学（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各

个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个专业之间还不都是充满着科际间的流通性？试

问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的学说果真只有精神医学在使用？行为主义的理论

还不是被应用到经济学、市场学、教育学、心理学甚至是政治学？时代在进步，知

识的流通与科际的整合是好事也是必然的趋势。知识本身没有专利，知识应该被

各类科际所共享。知识越好，被其他科际使用的概率就越高。社工专业可以脸不

红气不喘地向各个相关的专业借理论来用，但社工专业更应该有信心地说，这些

理论经过社会工作人员的使用后，一定会产生新的面貌、新的历练，甚至有新的

发现。

一百多年前，社会工作仍不被认定为“专业”，因为少了理论的支撑。所以

芮奇蒙（ＭａｒｙＲｉｃｈｍｏｎｄ）赶紧从当时最流行的弗洛伊德学说（Ｆｒｅｕｄｉａｎ）搬了理

论过来（不管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否与弗洛伊德的学说相契合）。问题是把理论

搬过来以后又怎样？理论上，一个专业应用了别的专业的理论后，它应设法使

外来的理论适用自己的专业，使用后若发现缺点便会设法修正它，必要的时候，

专业会衍化或创造一个新的理论，如此一来，新的理论不断地被创造、被发展、

被修正、被摒弃……每个专业也因此更加丰富、更加朝气蓬勃。但社工专业从

１８９８年以来，到底使用了哪些理论？修正了哪些理论？创造了哪些社会工作本

身的理论？这些理论的使用情况如何？在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的领域里，社会

工作又贡献了哪些理论？社会工作的学者应该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

社工专业的理论状况已经面临一些困境与障碍，原因有三。

一、理论分析能力不足

无法分辨理论的优劣与适用性。如何才算是一个理论？成为好的理论应

有哪些条件？理论的适用范围是在何种界限之内？任何理论都有它的范围与

限制，所以运用任何理论时，都应对该理论有分析与判断的能力。

二、对理论背后的哲学渊源理解不够

当我们对理论的来源不熟，对理论的“ＤＮＡ”鉴别力也不足时，习惯上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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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看起来与研究的主题相关的理论不明就里地搬过来；不然就把全部的理论

综合放在一起，美其名曰“折中派”，其实只是研究不专精、对理论不清楚、研究

态度太模棱两可的托词而已。

三、建构理论的能力不足

百年来，社会科学的种种理论（如行为主义或精神分析理论）同样在各个专

业被使用。用在心理学时，他们据之创造了各种治疗模式，并陆续地修正或创

造了相关的理论；用在教育学或社会学时，他们也有不错的成果，相关的理论也

逐一成形。然而用在社工专业里，我们的成长并不多。究其原因是我们对理论

的态度不正确，我们太喜欢膜拜“真理”，我们抓紧“真理”不放，把这些理论称为

“典范”，却以为典范也是真理，不用也不能更改，如此一来完全违反典范的

意义。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不会运用社会工作的优势来创造理论。社会工

作有着丰富的实务背景，因此社会工作的学者与研究者应该有较多机会去检视

各类理论的准确性与实用性，也更应该有较高的概率去建构属于社会工作实务

的理论，可惜四五十年来情况并非如此，社工专业的理论建构相当贫乏，我们自

创的理论品质不高，哲学的渊源也不清楚，我们一直停滞在实用性阶段，而且在

国内社会工作研究的教学中，并没有理论建构课程的教导。

１．２　助人的专业

把助人当作专业是社会工作的特色。但助人的内涵可能比我们能想象的

还复杂，助人的哲学考量也相当玄奥，社会工作的“助人范畴”其实也有本质上

的限制。分述如下。

一、人溺己溺、性命危急时的协助———人性反应式的协助

看到一个小孩掉到水缸中，我们直觉的反应就是赶快把他救出来，我们不

会问是谁家的孩子，更不会关心他的父母是好人或坏人；碰到有人遭遇车祸意

外躺在路边，我们会赶快去营救。这些都是人性善良的一面，因为不做的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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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良心不安，我们的心灵会受到谴责。人的良心是善良社会的重要资产，这

种人溺己溺拯救性命危急的人，任何正常的人都会直觉地做出来，问题是这种

“资产”已逐渐被扭曲了。

（一）社会价值已逐渐被扭曲

当今的中国台湾社会，若碰到倒在路边的伤患，大人会教导小孩不要多管

闲事，免得惹祸上身。不少歹徒居然也利用人性的善良面，用手机信息、孩子的

啼哭声来行骗与敲诈，弄得整个社会逐渐丧失了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信任与友

爱，人溺己溺的善良人性已遭摧残。

（二）成本效益的考量

为了去救一个在水中即将溺毙的人，好多人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水中，哪知

因为水势凶猛，造成了五六个人的死亡。请问，这种因为要救一个人而发生更

大规模的灾难，值不值得？对于这一涉及伦理的议题，陈之藩在《剑河倒影》一

书中有精彩的分析，若从“数字”来看，本来一个人溺死就可，现在死了五六个

人，当然不值得；若从“成本”来看，为救一条命却牺牲了另外五六条命，更是不

划算。但从“人本主义”或“以人为主体”的观点来看，五六条命的牺牲更显露出

人性的美感，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人”而不是“数字”。如果这个观点你不同意，

那请再思考下列“个案”：三五个受过社会工作研究训练的资深社会工作人员，

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去协助一个受家暴的妇女，也帮她申请了保护令，哪知却

因此惹火了施暴的先生，在大街上当众把太太打死了。中国古有明训，清官难

断家务事，你不管，不会有人死；随便管（安慰受害者）一下就好，千万不要做专

业处理（申请保护令），再怎么样结局都不会这么惨，据此你会不会说，社会工作

专业人员的做法是不恰当且无意义的呢？再比如，围捕通缉要犯，枪弹对决，警

员伤亡四五人，歹徒也中弹就范，紧急送医，用最好的医疗技术救活他，然后移

交司法审判，再来枪毙他。请问这事笨不笨？（美不美？）以上案例将引发如下

思考：到底我们应该以成本效益来计算？还是以人性的互助合作为美？或是以

尊重司法制度为唯一考量？

（三）伦理的两难

或许你看过这则新闻：日月潭船难时，一个深谙游泳的父亲被同时溺水的

两个儿子抱住大腿无法抽身游泳救人，眼看三人将同时罹难，作为父亲必须将

其中一人踹开，救起另一人后再回头救第二个。危急中他踹开缠住右腿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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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把老二带上岸后，赶快回头去救被他踹开的老大，哪知找了很久都没找着，

直到第二天清晨找到的却是大儿子的尸体。事隔多年，这个父亲仍然悲伤难

过，深觉对不起大儿子。请问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安慰这位父亲？在当时有没

有更完美的做法？性命攸关之际，危急存亡之时，一些人性都会暴露出来，有些

人性善良无比，有些却是丑陋不堪，有些则是爱恨交织、美丑混杂。救人性命显

然也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

二、人饥己饥、生活困苦时的协助———福利体制式的协助

对饥饿的人伸出援手是人饥己饥式的协助，它不像人溺己溺式的协助那么

复杂。某个人穷得三餐不继，可送他一些吃的东西；或某人盘缠用尽，送他一些

金钱使其可以回家，何难之有？但其实这种协助也不是那么简单。

请问在街上看到一个乞童向你要钱，要不要给他？相信每个人的答案不尽

相同。谁知道这个小孩是不是真正的乞丐，若不是，随便给他钱不就害了他？

是不是应该通知该县市的社会工作者来处理，把小孩安顿在适当的机构？这个

小孩是不是应该安顿在机构或是找到他的父母，让他有家庭的温暖比较重要？

怎样帮助穷人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所有人都知道“给鱼吃不如教他如何去钓

鱼”，但问题是：怎么去做？初看这些问题，好像都是鸡毛蒜皮之事，仔细思考，

你会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中，忙了一两千年还是没有办法轻易解决的大事。各国

的社会福利不就是从一开始就忙着如何济贫？盘算着如何管理乞丐与穷人？

规划着如何缩短贫富差距？但时至今日，其实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以社工专业

来说，社会工作者起初是被称为“亲善访问员”（ａ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ｖｉｓｉｔｏｒ），一些家境还

算不错的主妇或少奶奶们，星期六刚做完礼拜觉得应该去做点好事，因此就把

家中没吃完的水果、蛋糕、蔬菜之类的东西放进菜篮里，三五成群地一起到贫民

区去探望贫民，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也就成了今天所谓的社会工作者。看来

协助穷困生活的工作与社工专业一直脱离不了关系。

三、帮案主解决问题———专业辅导式的协助

每个个体在成长的阶段中都会产生问题。从婴儿到幼儿、少年到青年、壮

年到老年、老年到死亡，每个阶段都有成长的任务与危机。人与人、人与团体、

团体与团体的互动过程中也难免会有问题产生，例如人际关系问题、夫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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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职业升迁问题、亲子教育问题、事业危机问题等。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

九，在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能化危机为转机，有人却使小事转化为大事，大事变

得一发不可收拾。在种种危机中，生理的疾病可由医生处理，严重的心理疾病

可由精神科医师及他的团队处理，至于一般的适应问题、互动的障碍与危机、沟

通问题、资源的介绍及信息的提供等由社会工作者来处理恰到好处。社会工作

不仅是助人的专业，也是解决生活适应危机的专业。从治疗到修补，从复原到

资源提供，社会工作已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专业，如何把问题最好地解决

是社工专业不断要努力的方向与目标，因为社会工作既是专业学科，也是我们

的职业。

四、使生活更舒适、更具功能———教育规划式的协助

教育规划式协助的目标是造就公民，使其在生活中更具功能，懂得学习各

类技艺（礼、乐、射、书、御、数等）。政府所该考量的是教育的内容应如何规划、

教育的制度应如何制定，这类内容的讨论社会工作者可以参与的并不多。但从

微观角度来看，有效帮助案主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协助其更有技能，更有能力

去处理问题，即是充权（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的过程，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工作实务不

断探讨的内涵。社会工作要与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划清界限最好的策略就是

从充权及资源应用的方向着手。面对生活各个阶段、各种状况难以避免的问

题，与其社工终日奔波劳苦，不如着眼于如何增强案主的能力，使其自己克服问

题，自己解决问题。

五、理念的衍化与扩展———宗教衍化式的协助

把助人的理念不断衍化扩展，甚至化出做好事有好报，将来后代必定荣华

富贵，死亡以后必定到极乐世界的说辞，大家耳熟能详。宗教对一个人所能产

生的改变绝对不是行为科学里的各个专业所能比拟的，但是这不是社工专业的

目标。不管东方或西方，社会福利的源起与宗教当然息息相关，说宗教奠定了

社会福利的基础并不为过，但社会工作未来发展的目标却不能宗教化。宗教团

体做了不少社会福利，宗教可以协助社会工作实务的推展，宗教亦可提升社会

福利的境界，但宗教不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也不是宗教。针对当前国内宗教

团体的庞大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其有别于一般专业的运作方式，可能还需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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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做更多的分析与探讨。

六、世界大同式的协助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

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大同篇》

《礼运·大同篇》是社会福利的最高境界，它涵盖了人性反应的协助、福利

体制的协助、专业辅导的协助、教育式以及宗教式的协助。

当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身齐家后”，辅导专业能做的已经不多；“治国平天

下”后，社会福利措施完备，所有的身心健康问题，完全由政府买单，这已是幸福

的境界。再加上男有分、女有归、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终、货不弃于地、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种境界若不要考虑真实性与现实性，应该是社会福利永

远的目标。

从以上六个层次来看，社工专业的助人范畴并不是无所不包的。

（一）人溺己溺的生命拯救工作

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要勇于面对，社工专业不必独揽，也无力完全承接。

（二）人饥己饥的贫民救助工作

这是传统的社会福利服务，仍然有待社工专业不断地努力。

（三）帮助案主解决问题，增强其适应的辅导工作

这是当代社工专业直接服务的主轴工作，但与其他专业重叠性颇高，有必

要厘清与划分。而有关如何解决问题的技巧与模式，社工专业仍有很大的开发

空间。

（四）教育规划式的协助

教导公民使其生活更具功能、更加丰富，这类任务由国家教育单位去规划

实施。教育制度越好，国民的素质越高；生活品质越好，各个公民的生活功能也

就相应增强。很多民间社会福利团体也是在办理这些工作（在老人之家、各类

的收容所等也大都安排了一些课程），但学习画画、插插花、跳跳舞、办办全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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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班等使生活多彩多姿的工作，虽也可以勉强说是充权的一种（与早期美国社

区的赫尔馆〔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与目前的社工专业仍有距离。

为了解决案主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充权案主（ｅｍ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ｃｌｉｅｎｔ），使其对

自己更具信心，对资源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对问题的分析更有逻辑，解决问题

的策略更成熟，执行的能力也越强，这些带有解决问题、实现理想的充权，才是

社工专业应去努力的目标。

（五）理念的扩展、教义的繁衍等宗教式的协助

社会福利的措施越推广越好，人民的生活也将越有保障。为此，宗教所提

供的福利措施对社会应有正面的意义。台湾早期的社会福利措施大多由教会

提供，我们应予感谢。目前已由行政当局主导，乐见未来的福利措施更加具体、

丰富。近年来，本土宗教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积极付出与贡献，大家有目共睹。

但宗教与社工专业的分际仍应持守，未来的方向应是制度化而非个人化；专业

化而非宗教化；资源共享化而非独享化。

（六）世界大同的社会福利概念

这是社会福利事业的长远目标，也是社工专业发展永远的方向。

１．３　社会工作的本质与功能

在探讨社会工作的哲学与理论之前，我们应该先回到社会工作的主体，确

定社会工作定义、价值、原则与前提，分析社工员所需的基本知识及技巧，以便

在后面的章节中，再从哲学的角度来评估当今社工理论的状况及可能的趋势。

一、社会工作的定义

“社会工作”是什么？让我们从美国社工专业人员协会（ＮＡＳＷ）所出版的

《社会工作字典》（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的定义来说明：

１．社会工作是帮助人们达到有效的心理社会功能的一种应用科学。

２．根据ＮＡＳＷ的定义，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个人、团体、社区的专业活动，

通过增强或储存他们的能量，达到社会功能及社会所乐见的目标。

３．社会工作实务包含着社会工作价值、原则及技巧的专业应用，使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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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的服务，并提供个体、家庭与团体相关的咨询与心理治疗，帮助社区或团体

提供或改善社会性或健康性的服务，同时参与相关的立法活动。

４．社会工作的实施需要人类行为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机构以及各种因

素交叉互动的相关知识。

简单地说，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学科，借助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原则、技

巧的运用，使个体、团体、社区等得到适合的服务，以增强社会功能并达到社会

所预期目标的专业。

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为何社会工作的目标是要增强个人、团体及社区的心理及社会功能？它是

基于何种价值观念才会有如此的目标？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宣示了下列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Ｂｏｅｈｍ，１９５９：５４）。

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实现自我成就。实现自我成就若是一个人的“权利”，

那他就可以要求政府、学校或是整个社会来帮助他实现他的权利。从这个观点

来分析，一个好的政府、制度或社会环境其责任就是使更多的成员达到实现自

我成就的目标。

２．每个人都有义务去寻求自我成就的方法。既然是义务，那当事者也要努

力去实现。

３．社会有义务去协助个人发挥潜能，也有权利借个体对社会的贡献，使个

体去实现自我（可见，自我成就的实现乃是个体、环境相互交织的权利与义务的

关系）。

４．每个人都需要社会提供保护的机会，和谐地使用其能力，以满足其在生

理、心理、经济、文化、美学以及灵性上的需求（所以社会工作具有浓烈的“全人

关怀”的价值观）。

５．社会越复杂，也越相互依赖，所以日渐专业化的机构必须能够帮助个人，

使其努力去自我实现（社会越复杂，专业化的程度就应越细致，对当事者充权的

需要性亦越高）。

６．为使个体能达到自我实现，使其对社会有贡献，机构应该提供各种被认

可的策略，在范围、类别与品质上，来满足个体需求，达到他们的目标。专业发

展的主轴就是设法使种种方案更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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