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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研

簡介

社研簡介

社研背景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下稱「社研」）是香港注冊非牟利服務机

构，社研是由一群从事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的社會工作者及主管發起，并在

一九九八年成立。我們一直秉持「以人為本」的信念，致力于促進香港和內

地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的發展。社研自2007年開始在深圳啟動「先行先試」

的社工專業督導計划，現時曾接受社研香港督導及顧問培訓的學員遍布全

国。在2011年「社研青年議會」成立，以「燃亮中港社工情」為使命，承先

啟后，繼往開來。同時于2013年社研亦在广州市在广州市番禺區注冊成社工

机构，積极在各方位支持內地社工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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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地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2. 培訓

3. 調查研究

    由2007年開始，社研積极配合国家的社工發展工作。由「鹽田計划」及

「深圳計划」開始，再有及后的「東莞計划」、「广州計划」等都是社會服

務發展研究中心与內地合作的計划。透過這次香港內地之間的合作，內地可

參考香港當年建立社會工作制度的宝貴經驗、現時成熟的社會工作制度，以

及借助多位經驗資深的本地社工的力量，帮助內地更有效地發展具有內地特

色的社會工作制度。在社研与其他協辦机构合作下，派出資深社工督導為深

圳市各區社工進行督導工作，以協助內地發展社工本土化事宜。

    除了促進本港与內地的溝通和交流外，中心亦致力進行各項有關中港兩

地社會的研究調查，為兩地政府、决策者和業界提供最新的社會動向和民

意，使政策制定得宜，符合社會實際情况和需求。

    為促進本港与內地的社會福利服

務交流、協助兩地社會服務机构發展

人力資源，提升業界的服務質素，中

心積极舉辦各項專業培訓課程、研討

會和分享會，亦与不同的本地及內地

机构單位合作，舉行大型研討會議，

讓業界能交換彼此經驗，掌握最新發

展信息；亦能就業界關注的議題進行

深入的探討，擴闊彼此視野和理念。 

社研工作

社研与中国社會工作聯合會簽訂
「社會工作培訓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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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流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自一九九八年成立以來，致力舉辦多次兩地的交

流考察活動，考察社會福利服務及交流當地風土民情，促進內地与香港兩地

的相向交流、認識、了解、相互學習和借鑒，促進共融与進步，从而進一步

合作，發展兩地的社會福利服務。

社研協助安排香港浸會大學的社工學生探訪深圳首間的社工机构深圳市鵬星社會工作服務社

2014年山東社會服務考察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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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香港業界發展

6. 協助內地單位來港交流考察

    為凝聚社福界力量，關怀弱勢社群生活素質，替社工爭取權益，加強推

動內地和香港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的發展，為构建兩地和諧社會作出貢献，

本中心于2011年正式成立「社言港心」工作小組。透過舉行過不同活動，就

社福發展及民生所關心的議題直接向政府有關官員表達意見。

    社研協助內地不同單位到香港考察社會福利制度及社工發展，以加促內

地推展社工服務的步伐。當中亦透過与香港同工的互相討論和經驗分享，提

高內地人員的共識和視野，加強兩地的交流合作。

安排广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來港考察本港各院校社工系課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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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06 年，中共落實《中共中央關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

題的决定》，作出了建設宏大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戰略，造就一支結构合

理、素質优良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會工作制度

体系。

    而根据《国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划綱要（2010-2020 年）》，把社會

工作人才列為国家六大重点發展人才之一，并對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

要，以人才培養和崗位開發為基礎，以中高級社會工作人才為重点，培養造

就一支職業化、專業化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預計到2015年，国家可培養

200万社會工作人才，而到2020年，社會工作人才總量達到300万人。

    由此可見国家高度重視發展社會工作，以調和經濟發展中衍生出的社會

問題，构建和諧社會。在建立專業社工人才隊伍中，當中強調了引進外地知

識、模式、也着重多樣化。

    香港的社會服務及社工專業早在五十多年前便開始發展，香港是一个中

西文化結集的地方，于社會服務發展初期，香港大力向外国社會福利制度取

經，邀請外国專家來港作顧問及培訓，漸漸把引進的模式及專業知識吸收，

一方面擷取西方社會工作理論体系，又同時結合我国傳統文化之精粹，以回

1. 中国對社工專業化的發展需要

2. 香港社會服務發展優勢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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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發展研究中心是一个愛国愛港的机构，以協助內地建立社會工作

制度為己任。自2006年国家積极發展社工專業以來，社研致力于協助珠三角

地區及其他省市發展社工服務，透過兩地之間的合作，分享香港發展社工服

務，及建立社會工作制度的宝貴經驗，使內地能更有效地發展出一套具有本

土特色的社會工作制度。所以自2008年初開始，社研陸續開展了「深圳計

划」、「東莞計划」、「广州計划」及「番禺計划」等，都已初見成效。透

過社研的网絡平台，集結香港各个社會服務机构力量，派出香港社工督導人

社研協辦第一届亞太區呼援及關怀服務研討會（左六社社研總干事李永偉先生）

3.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應社會上實際的需求，香港現已發展出一套頗為成熟的本土化社會工作制

度、社工專業操守及質素標准，服務亦极具成效。

    現時，香港社會服務發展也走在世界的前端，其中国際社會工作學院聯

盟主席也由香港人担任，可見香港在国際社會工作界中的重要性及取得的优

勢，也特顯香港能担上為內地与世界接軌的角色。內地近年積极發展社會工

作專業，香港有能力以自身經驗協助內地發展富有中国特色的社會工作制度

体系，甚至協助內地發展出一种能影响現行主流的社會工作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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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无線翡翠台訪問社研彭盛福督導, 以了解深圳計划的工作

才到各省市工作。由計划開始至今，共有21間香港社會服務机构直接參与及

支援這些計划。而為把這些宝貴合作經驗与其他發展社工服務的省市分享，

社研已計划与中国社會工作聯合會及香港大學合作為全国內地社工提供培訓

教育。

    針對目前国家的需要，社研提供以下多層面式的培訓：

1.  培訓課程：為社工、机构管理人員、地方干部及社工系老師提供短期及

長期培訓課程；此外，內地省市如有意引進社工服務，亦可借鑒香港及

深圳、東莞、广州合作的經驗，務實地開展适切社工發展模式。

2.  短期顧問服務：設有顧問團隊進行机构及項目服務評估，并提供适切

的建議。

3.  項目策划及管理服務：研究專案可行性，并設計出規划藍圖，提供管理

項目的服務，令專案可在有限的資源下取得最大的果效。

4.  督導服務：為缺乏經驗的一線在職社工提供督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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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
社研青年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青年議會（簡稱「社研青年議會」）是属于社研

之青年會員組織，于2011年12月13日正式成立。社研青年議會以「燃亮中

港社工情」為口號，致力凝聚和吸納更多有承担的青年社工，促進兩地社福

界的社工專業交流和社會福利服務發展的工作。社研青年議會的使命包括：

1.  培訓：培訓兩地青年社福界人才，推動地社會福利發展。

2.  交流：增加兩地社福界之間的專業交流机會，啟發思維、共創亮点。

3.  网絡：凝聚社福界力量，擴大兩地青年社福界人員的网絡。

4.  研究：促進兩地院校和机构在社福和社會工作研究方面的合作。

5.  倡議：關注及倡導兩地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并提出改善建議。

    社研青年議會舉辦過多次內地社會服務交流活動、社會服務座談會、研

討會等，以推動地社工彼此交流、并建立溝通的平台，青年議會在未來將會

更加努力，為兩地的社會服務發展作出貢献！

香港青年議會啟動儀式

社研青年議會

9



昔日活動簡報：

    2011年12月：《內地社工發展的挑戰和机遇    香港社工的角色和

貢献》

    2012年6月： 深圳羅湖區舉行青年啟動儀式，舉行以《社會工作本土 

化》為研討會主題。

    2012年8月：委員參与社研舉辦之四川交流團，体驗及感受四川人民于

重建后的生活狀况。

    2013年2月28日至3月3日：江西社會福利考察交流團团

    2013年5月20日：拜訪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2013年9月6日： 《2013青年工作研討會    香港經驗分享》于東莞圖

書館舉行。

深圳羅湖區舉行青年議會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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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1月28日：《青年工作再思    不同時空下的青年工作》，于

香港舉行。

    2014年10月25日：到广州的家庭綜合服務中心與社工分享籃球事工的

實務技巧。

《2013青年工作研討會—香港經驗分享》于東莞舉行，參加人數多達300人。

《青年工作再思—不同時空下的青年工作》研討會于香港舉行，并請來香港、內地、
台灣、澳門的講者分享兩岸四地的青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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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至3日：《广東省社會服務交流考察團》，是次考察團由

37人組成，參加者來自13家香港不同的社福机构。考察團趁這机會到广東

民政廳、广州市社會工作協會、及兩家广州的社工服務机构，了解行業協

會如何推動广州市社會服務的發展，以及广州市醫務、家綜、企業及殘疾

服務的推行。

    2015年5月22日：于广州舉行《广州研討會：广東省社會工作綜合服

務反思    綜合服務合了什麼？》，邀請內地及香港學者、机构管理人員分

享，共同反思家綜的發展与服務策略。研討會下午時間，除即場最佳實務案

例選拔環節，亦同時安排香港机构分享環節，分享香港优質青少年、家庭、

長者及殘障領域案例。

《广東省社會服務交流考察團》中參加者与內地社工踴躍交流，燃亮了兩地社工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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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
計劃

東莞計划：
建立本土人才

    東莞自2009年底開展社工服務，至今已有五年半。社研派出的社工督

導，現在有20位香港督導在東莞提供督導服務。

    東莞當地的社工，現在已有部份較資深者晋升為見習督導，但仍需協助

提升他們帶領社工的能力，前線的社工仍需从旁指導，故東莞市民政局邀請

社研安排資深的香港督導到東莞督導當地的社工，以期協助社工的成長的盡

快提升他們的專業能力，以有足夠的實力在東莞全面推展社工服務。

˙  培訓及建立本地社工人才，以推展專業的社工服務；

˙  帮助本地社工，建立服務內容及方向，學習社工服務技巧，以為東莞市

的市民提供适切的社工服務；

˙  帮助政府及机构為區內發展合适的社工服務；

˙  培訓將來的督導人才，以帶領社工服務的發展；

目標

督導項目

    主要督導對象為東莞市市直單位社工及鎮街社會服務的社工，香港督導

指導剛畢業或剛取得社工資歷的社工進行社工工作。包括社工教育及培訓、

1.   一線社工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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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社工服務在東莞開展已逾五年，加上東莞市的大力培育，在社工服

務開展后兩年，一些表現出色的社工已得到提升的机會，升任本地的督導助

理，開始學習執行督導的工作。2013年，市民政局更進一步在督導助理中再

提拔有优异表現者升任見習督導，給予再進一步的培訓，以培養及儲備更多

精英作為發展本地社工服務的財產。香港督導的角色將更為重要，成為協助

東莞發展人才的重要支持。

  是指社工于東莞市內的政府或事業單位進行社工服務項目的社工，現在

有關的服務項目包括：民政、殘聯、學校、婦聯、企業、團委、市總工

會、禁毒、新莞人、醫務衛生及司法等服務。

1.2. 鎮街社區服務社工：

  是指由東莞市的鎮街聘用的社工，社工被安排在鎮街的政府或事業單位

內工作，也有安排于社區內的行政中心服務區內居民。曾与社研合作的

鎮街有清溪鎮、南城區、長安鎮及黃江鎮等。

1.1. 市直單位社工：

2. 督導助理：

    培訓是督導工作中的其中一項重要工作，香港督導會為其督導的社工安

排相關培訓，培訓工作包括：

培訓項目

行政和管理、情緒支持等：

    為到東莞上任的新社工安排的培訓，帮助社工了解他們將會面對的工作

環境和實務工作上的要求，理解个人的工作習慣及態度，使他們有面對將會

加入的社工工作的心理准備。

1. 新社工崗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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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帮助培訓本地督導人才，香港督導為督導助理及見習督導于升任工

作前安排崗前培訓工作，訓練督導助理／見習督導掌握督導工作的技巧，使

他們理解自己將會在新工作所遇到的問題，同時准備自己以担任更重要的工

作。然后，社研又為本地督導人才安排多類培訓，包括到香港澳門學習，以

及安排實務工作培訓。當提升見習督導后，社研會為他們安排更高層次的服

務技巧培訓。

    由于社工參与的社工服務領域各有不同，亦极為專門。社工除了需具備

的社工工作理論和技巧外，亦需對其所服務領域有所了解。故香港督導需針

對其督導的社工需要而提供适切的實務工作培訓，以使社工有足夠的知識、

能力和技巧進行其服務。

    在東莞的本地社工，因着服務剛起步，很多服務提供的程序、方法与技

巧，發展服務的方向，提供服務的實况等，仍在萌芽階段，為了帮助社工更

快建立對實務工作的了解，香港督導亦會在社研的協助和支持下，安排社工

到香港培訓、學習、參觀等，令社工从中觀摩學習。另一方面，香港督導亦

會安排社工到其他地區如澳門培訓。

2. 督導人才培訓：

3. 社工實務工作培訓：

4. 外地培訓：

    東莞現由社工服務机构負責聘用及管理其属下社工，向各市直用人單

位、鎮街提供社工資源。現在，部份机构已聘用逾百社工，社工的服務管理

及行政，亦成社工机构提供优質服務及推動服務發展的重要因素。所以，社

研亦提供机构顧問的服務，協助机构建立服務的愿景、發展和方向，指導及

机构顧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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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東莞已提升過百名有潜質和表現的年青社工為督導助理，他們和

以后資深社工，都是国家和東莞社工服務的中堅份子，為了培養他們成為服

務的支柱，香港督導會直接督導所有的督導助理，并提供培訓，使他們有足

夠的能力面對將來的工作挑戰。

1. 督導人才培訓及督導：

    東莞社工的服務項目及服務不斷增加，社工對培訓的需求亦相應增加。

同時，一些年資較長的社工，亦有能力依据當地的需要，為地區策划合适的

服務。故此香港督導會由指導社工的務實工作，調節至增加社工的持續培訓

及研討，一方面帮助社工建立東莞的服務，探討新的服務方向，另一方面，

針對社工及未來督導助理的需要，增加持續的培訓，使社工及督導助理有足

夠的能力，面對將來的工作發展及需求，使社工服務有更大的推展。培訓計

划包括：

˙  社工實務工作培訓

˙  社工工作進階培訓

˙  督導工作培訓

2. 培訓計划：

    香港督導工作在東莞已開展逾五年，社工質素得到提升，督導的工作方

向已由照顧剛參与服務的新社工，進而加強培訓督導人才和社工專業能力，

以訓練督導的接班人。

督導工作發展及計划

培訓机构的管理人員，以使社工服務机构能提升其服務質素，帶領社工工作

的优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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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部份社工服務已有一定的成績，也有服務尚需加強，為了推動不同

領域服務的進一步發展，在東莞舉行社工服務研討，以宣傳社工服務，同時

討論服務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東莞的社工服務，經五年多的發展，經已打下良好的根基，社工服務亦

由基本了解和試驗轉向全面發展。來自香港的督導亦視自己為東莞社工服務

的一份子，和東莞社工合力為開創社工專業服務一起努力，我們樂見東莞的

社工服務的成長茁壯，帶領国家社工專業的發展。

3. 服務研討：

總結：

在香港督導引領下，東莞社工逐步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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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莞新上任的社工安排培訓，帮助社工
了解他們將會面對的工作環境和實務工作
上的要求

東莞計划統划主任陳安發先生接受傳媒訪
問，宣傳內地社工工作

香港督導于小組督導中引導社工思考

社研理事及督導与東莞市社工一同慶祝
春節

社研理事与東莞市民政局副局長定期
會面，為東莞市社工發展提供意見

東莞督導助理來港學習3天，其中半天
安排室內歷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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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計划

    繼「深圳計划」及「東莞計划」，社研与广州市社會工作協會于2010

年開始合辦「广州計划」，為广州市社會工作督導人才培訓班學員提供督

導服務。「广州計划」有別于「深圳計划」及「東莞計划」，「广州計

划」是一个為期約6个月的短期督導計划，計划中，學員除了需要接受个

別專題式的課堂培訓，還要在其机构向所安排的一線社工進行督導實習工

作，并与香港督導匯報及討論督導技巧。到目前為止，「广州計划」已舉

行了四期，目的為：

以2015年「广州計划」為例，培訓之安排、內容及要求簡述如下：

參与學員：（1）正式學員

             來自广州市不同社會工作服務机构于各街道从事綜合服務

中心及其他相關服務共54名學員；

督導：8位社研的資深督導

每月督導天數：4天

1、短期： 開發和培養前線优秀社工的專業督導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項

目与團隊的管理及督導前線社工的能力；

2、中期： 提升各社工團隊及社工項目的專業品質，探索广州市社工督導

人才隊伍的合理架构和選拔、培養方式；

3、長期： 推進广州市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建設，推進广州市社會工作事

業的發展。

廣州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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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模式：（1）六个專題培訓講座及研討分享

  ˙  督導常見輔導與技巧

  ˙  個案工作與其督導應用

  ˙  小組工作與其督導應用

  ˙  社區專案介入與其督導應用

  ˙  朋輩學習

          （2）个別督導

  （3）小組督導（集体督導）

    整体培訓內容是完整及充實，盖其能針對在培訓一位出色督導人才時，

對被培訓者所作出之全面性專業知識之培訓，例如被培訓者在个案、小組及

社區活動之个人執行能力及其督導下属之督導能力等均有嚴格要求。

    學員除了透過培訓課程獲取香港督導的知識、技巧及經驗外，更重要者

是讓他們能養成習慣，時刻學習并觀察及思考本土問題，特別是針對本土服

務對象的需要和轉變，例如怎樣就个案之問題作出專業分析，从而訂出适切

之需求評估及輔導計划。學員要有心理准備，其不能長期依賴香港督導之指

引，其必須學會獨立地執行督導任務，因此，他們需要學習如何融會貫通地

將从香港督導身上學到的社工知識、概念与技巧加以本土化，以使他們作為

社工所提供的服務是已經顧及并針對服務對象之備受當時社會制度、以至文

化等方面之冲激与影响。

學員非常投入專題培訓講座

香港督導到學員的服務單位
了解工作開展情况

2011年督導班啟動禮 香港督導正為學員進行
小組督導

第四届督導班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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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
計劃

    番禺計划督導主要負責綜合社區家庭服務中心的督導工作。社區家庭服

務中心是民辦非企業單位，采用的是政府間接管理的模式。四大服務領域包

括：婦女及幼儿服務、青少年服務、長者及殘疾人服務、社區支援服務。中

心社工分別為各个服務組別，每組別負責一个領域的服務。

    督導策略主要是先處理宏觀的問題，再處理微觀的問題。宏觀的問題主

要与服務計划、服務策略、中心方向和管理方面有關。微觀的問題主要与社

工个人專業能力、專業理論和知識根底等有

關。起初主要進行了解和探索，以小組督導的

模式為主，并輔以現場督導。三个月之后，進

行一个SWOT分析，針對中心的強弱，机會和

威脅進行評估，以便對未來社工督導工作作出

具体的設計和建議。

    在把脉的工作之后，督導開始推動一些內

部改善措施，包括服務質素標准管理，規章和

文件表格，服務安全方面，員工績效評核，中

心的人手安排等。如果時間許可的話，半年之

督導策略

中心管理及行政方面的督導

中心管理及行政方面，督導推進一些
內部改善措施，包括服務素質標準管
理，規章和文件表格，服務安全，員
工績效評核，中心的人手安排等。

督導的策略為先處理宏觀的中心方
向和管理方向有關問題，再處理微
觀與社會個人專業能力、提升社工
專業理論和知識根底。

番禺計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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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觀方面的督導，主要是為社工進行个人督導。每个月一至兩次，社工要个

別見督導，他們要各自向督導報告他們的工作情况，交上工作文書，并与督導討

論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如有需要的話，會進行現場督導。鑒于个別中心所要求

的香港督導天數不同，如果督導天數較少的話，或者无法安排个人督導時間。

个人督導安排

    集体培訓主要集中于專業知識的傳授，每月進行集体培訓／組別培訓，次數

按需要及督導時間而訂。主要題目是各种理論重溫和學習、輔導微細技巧、需求

評估和研究方案等進行、各類專項社會工作服務、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等。

集体／組別培訓

    而對于各个組別，主要集中處理各組的年度服務計划。要求每个組別全

面掌握其領域的需要情况，从「專」開始做起，先選好某一兩類的服務群体、

某一兩个服務區域、或是某一兩間學校先做出實際效果出來。整体來說，按三

方面來作出要求，包括常規服務、特色服務、和結對服務。常規服務的要求是

要建立好一个制度出來運作，長遠來說常規服務可以交給社工助理去運作。特

色服務方面，每个組別需要做好兩至三个「專項」服務，并對此專項服務要有

詳細規划和成效評估。結對服務方面，每个組別要与其他組別合作，一同創造

服務空間并達致資源共享的效果。組別形式督

導，各組占用兩个小時督導。督導內容主要是

各組匯報、商討問題、制定服務策略、督導按

各組別需要進行培訓。

組別督導安排

2011年9月15日社研與番禺區橋創
社會服務中心簽訂合作協議，為番
禺區的試點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提供
督導服務。

后可以推動內部本土督導制度的建立，通過固定的會議和个別面談安排等，

讓本土督導制度可以發展起來，比較有效和穩定的監督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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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社工

專業培訓

全國社工專業
培訓

1. 社會工作培訓合作計划

    為把廣東省發展社工

的經驗与其他省市分享，

社研与中国社會工作協會

（現改名為「中国社會工

作聯合會」）簽訂「社會

工作培訓合作計划」協

議，定期為內地社工及全

国各地負責社會工作的地

方人員提供社會服務培訓

的計划，為內地社會福利

界人才舉辦高水平的培

訓。課程均聚焦于＜社會

工作行政管理与社工組職

發展＞這个課題，兩期學

員都是來自北京、成都、

合肥等十多个不同地區的

社會服務單位領導。社研

希望借着這个課程分享香

港社會服務的經驗，為內

地本土發展社會服務作一
社會工作行政管理与社工組織發展高級研修班

「社會工作培訓合作計划」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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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工作督導人材培養課程

    由2013年起，社研与中国社會工作聯合會社會工作師委員會合辦「社

會工作督導人材培訓課程」。督導培訓分三部份：專業培訓課程、實習及考

試，希望學員初步了解和掌握社會工作督導的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具備回

到工作崗位上在資深督導指導下開展督導工作的能力。至今已舉辦了共10期

社會工作督導培訓班行政督導班，其中5期是針對行政督導工作，另外5期則

是針對實務督導工作而設計。由于學員來自全国不同省市，為更有效為實務

督導課程學員提供專業支持，課程設有遙距督導環節，讓學員在課堂后能在

工作点學以致用，并由香港督導透過電話、視像、電郵等方式从旁指導。

第五期全国社會工作實務督導培訓班結業禮 學員正式上學前先以破冰游戲互相認識

个參考及借鏡。社研為課程精心設計了兩个互相緊扣的部分，讓學員能从多角

度了解現時香港社會福利制度、服務模式、机构過作及管理。第一个部分是講

課部份，第二个部份是參觀考察部份，所安排的參觀点都是与講課及內地現時

需要所配合的。學員表示五日四夜香港的學習，不單止令他大開眼界，亦同時

讓他广交同業的朋友。中国社會工作聯合會趙蓬奇副會長亦以「遠超期許」來

形容這次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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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貫徹落實党的十七大和《中共中央關于构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

大問題的决定》精神，努力造就一支結构合理、素質优良的社會工作人才隊

伍，初步建立具有深圳特色的社會工作制度体系，深圳市政府于2007年就加

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推進深圳社會工作發展提出了1+7文件，致力建

构一支先進及优秀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

    香港与深圳一河之隔，在地利位置靠近的优勢下，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

心應深圳市民政局及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的邀請，在中聯辦的大力支持

下，与深圳市達成了共識及協議，于2008年3月5日起派出香港社工督導，

赴深圳為當地的一線社工提供督導服務，把香港的經驗帶到深圳，協助国家

建构專業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為中国的社會工作發展寫下很重要的新一

頁。2013年4月，香港社工督導完成這个光榮的歷史任務，協助深圳培訓出

本土督導，确立了深圳市發展优秀社工人才隊伍的首要条件。

    香港社會工作發展數十年，已積累

了宝貴的實務經驗，而且建立了很多完

善的制度，包括良好及持續的督導制

度，是深圳市發展社會工作專業初期時

需要的。在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社研与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訂定了合

約，派出資深的香港督導展開督導培訓

督導工作的模式

深圳計划
深圳

計劃

社研主席邱浩波先生出席了深圳市社工
宣傳周，為深圳社工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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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至今社研已派出了超過一百位香港社工督導赴深圳工作。起初，香港

督導主要為深圳督導教育領域、司法領域、殘疾人士服務及社區民政等四个

工作領域的社工，及后擴展至督導不同領域的社工，包括團委青少年、婦女

家庭、信訪調解、禁毒、醫務、工會企業、社保、綜治辦、法援、長者等多

樣化的領域，以滿足不同社群的需要。

    深圳計划的工作分為三个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為督導及培訓深圳一線社

工。一名香港督導一般每个月提供10天的督導工作時間，為期兩年，主要

透過督導會面協助深圳社工展開工作，審批他們各項的工作方案及報告，包

括个案工作、小組工作及社區活動等各項工作，亦會組織社工所需的培訓課

程，社研經常協助組織一線社工赴港作專題的學習，以加強他們對社會工作

操作及理念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体會。

    深圳計划第二階段的工作為培訓當地的本土督導人才，香港督導除了

督導一線社工以外，亦應深圳的邀請培訓本土的督導人才隊伍，包括督導

助理，并設立了管理相關人才的制度。現

時，每六名深圳一線社工便會產生一名督

導助理，以協助香港督導及本土初級督導

進行工作。香港督導會為督導助理及見習

督導共同制定个人的成長方案，讓他們盡

早成長，以能應付巨大的督導工作需求。

社研每年均會與深圳社協合作，安排深圳

督導助理赴港進行考察培訓，讓他們更能

掌握督導技巧及實務工作的結合。

    深圳計划第三階段是由社研派出兩位

資深的社工督導，担任見習督導小組顧問

的工作，逐步讓他們學習獨自担任督導的

工作，為當時的一批見習督導作好准備，

能具信心和能力担任本土初級督導的工

社研青年議會為深圳社工舉行了社工服
務本土化研討會，得到當時深圳市社會
工作者協會秘書長李光明先生到場主禮
及為社工打氣

广東省社會工作師聯合會會長李敏蘭女
士莅臨深圳參與第四次深圳本土督導分
享會，並與大家共晉晚膳，增進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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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社工發展方向

    深圳社會工作發展自2007年至今接近五年時間，已經由大規模的崗位

購買轉化為項目購買，近年亦被發展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取而代之。深圳市

作。見習督導是當時一个暫時性的職位，隨后优秀的見習督導們都已調升為

本土初級督導。部份优秀的督導人才流動至全国不同地方，繼續開拓社會工

作先驅的工作。現時，深圳市會由优秀的督導助理直接經選拔成為深圳的本

土初級督導。

社研副主席陳聖光先生在深圳本土督導
四次分享會中勉勵出席的本土督導

社研為深圳社工督導團隊組織了兩日一
夜的團隊建設与領導力培訓活動动

    當深圳社工机构具有實務經驗后，深圳市開始發展項目購買，在原有的

崗位購買模式中作出新的措施。深圳社協在督導資源上有新的安排，容許各

深圳机构自行向国內或香港的机构訂下協議，提供項目及机构顧問工作，建

立較長遠及深入的關系，以能持續協助深圳社工机构發展。

    深圳市于2011年設立机构顧問，以推動社工机构發展，有鑒于不少「深

圳計划」協辦机构亦有与深圳社工机构合作，社研特別建立「香港机构顧問

交流平台」，目的是促進香港机构顧問的溝通和合作，也希望借着平台及

「深圳計划」的合作產生協同效應，推動內地社工服務的發展。平台共有7

家香港机构參加，為深圳12家社工机构提供顧問服務。為配合深圳机构的發

展需要，平台組織了不同的交流活動及一系列的培訓，加強深圳社工机构方

方面面的管理和服務提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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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建設考察團由深圳市委副書記王穗明的領導下，与眾机關的局長、團委

書記、婦聯主席等領導赴港到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包美達社區中心及香港

国際社會服務社深水埗南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實地考察，了解社區服務中心的

綜合化課題及實務操作，并計划在深圳每一个社區都設有一个社區合服務中

心。与此同時，為鞏固發展社區綜合服務中心的方向，每三所中心均設有資

源給机构自行聘用顧問團隊，督導社區綜合服務中心的工作，亦為机构發展

提供意見及培訓，此舉承傳了已完結的机构項目顧問工作，為深圳及香港的

社工机构搭建了一个合作的平台。

    2013年4月15日，深圳計划正式完滿結束，在這宝貴的五年，社研与

香港十多个社福机构合作，派出了超過一百位資深的同業赴深圳担任督導工

作，培養了接近二千名一線社工及本土督導人員，肩負督導及培訓的使命，

協助深圳發展的社會工作行業。督導工作完結后，現時社研為深圳數間社工

机构供社區服務中心顧問服務，以延續對深圳社工發展支持和聯系。總結這

五年的經驗，我們迎難而上，在一群充滿熱誠和使命的优秀督導支持下，創

出理想的成績，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任務。

社研安排深圳督導助理來港學習，學員
正了解歷奇的一些設施

彭盛福當選岭南社工節最佳香港督導

社研每年均舉行督導集思會，探討內地
社工本土化的課題

社研督導出席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
舉辦的优秀香港服務机构及香港社工
督導表彰儀式

28



    新疆位處于中国西北，与鄰近八国相連，邊境線是全国最長，曾是古絲

綢之路的重要通道，現在又是通往亞歐大陸的要塞，是我国軍事要地，但由

于它也是少數民族的集中地，不同族群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宗教和生活習

慣，民族矛盾与冲突一直都沒有离開這塊土地，也阻碍了整个社會的發展， 

民族和諧一直是国家對19个省市對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縣

（市）的一个重要目標。

    深圳市肩負起對口支援新疆的喀什市与塔什庫爾干縣，除了經濟建設的

帮扶以外，也關注到社會民生的建設；在2011年3月，正式挂牌成立深圳市

對口支持新疆（喀什）社會工作站，在深圳市對口支持新疆前方指揮部，深

圳民政局与深圳市社會工作協會的支持下，安排了深圳社工与香港督導駐点

開展八个社工項目，帮助當地發展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也招聘當地社工，指

導專業發展，為當地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帮扶，促進民族團結与社會和諧。社

工站截至2012年3月除了站長与香港督導以外，已有15位社工，當中7位是

新疆籍，其中兩位是維吾爾族。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在2011年8月正式派出香港督導鍾月嬌進駐新

疆，參与喀什社會工作站的發展，与指導社工在當地開展八个社會工作項

目，項目包括（1）對全国遣返新疆籍原居地為喀什地區的流浪儿童進行

的「流浪儿童救助与帮扶項目」（2）与四川海惠助貧服務中心（国際小母

牛）在喀什市多來特巴格鄉十五村合作的「農村發展項目」（3）在喀什市

東湖社區新建的「社區居家養老中心」項目（4）對領取低保人士進行就業

帮扶的「低保人士帮扶項目」（5）跟深圳市殘友公司聯動的「殘疾人帮扶

項目」（6）結對當地高等學院与大學，提供講座与實習基地，協助培訓當

新疆計劃
新疆

計劃

29



地人才的「培訓當地社工人才与義工發展項目」（7）招聘与派駐當地社工

到民政相關事業單位的社工点，提供一線与社工督導服務，手把手傳帮帶當

地社工發展專業社工服務的「派駐社工項目」（8）結對喀什家庭与深圳家

庭進行一對一帮扶与交流的「深喀1+1專案」。 

    社工發展在喀什可以說是全新的，而深圳在這方面的發展則比較全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社工積累的經驗還是不多，要走進不同民族社會

里，面臨不同語言、宗教、家庭觀念与生活習慣，對年輕的援疆社工來講无

疑是一大挑戰，加上民族冲突事件此起彼落，社工服務在喀什的發展可以說

是舉步為艱，香港督導有着丰富的国際社會工作經驗，凭借她對社會工作价

值觀的掌握与堅定，和扎實的社工一線經驗，与社工站同人肩并肩，一步一

步的把局面打開，特別在流浪儿童救助帮扶与培訓當地社工人才与義工發展

項目里，打下了穩好的基礎，并贏得了合作伙伴与社會大眾的認同。

督導為當地的農村發
展專案提供意見

供養中心足球隊（勇敢）

深喀成果匯報會

新疆大學講課 領導團隊－站長，香港督導，
站長助理與行政部部長

團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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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番禺區社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簡稱「番禺社研」）已於2013年

在內地成功註冊，番禺社研計劃與香港社福機構合作，定期在廣州舉辦專項

領域培訓，並且協助內地政府打做示範性服務單位，或設立培訓基地，方便

當地社工或本土督導接受培訓。社研再以廣州為基地，把有關工作放射到其

他省市及北京，進一步推動社研的工作和使命。

番禺社研
番禺

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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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研出版

刊物

社研出版
刊物

    社研于2008年3月5日開始推行深圳計划，為深圳社工提供專業的督導

及培訓工作，結集了很多宝貴的經驗。為使這樣宝貴的經驗得以記載和分

享給其他對国內社工發展關注的人士，社研深圳計划工作小組成立了編輯

委員會，編撰了一本名為《先行先試    深圳社工專業閃亮点》的書籍，

繁体字版于2010年10月在香港發行，而簡体字版則于2011年4月在国內發

行。本書很宝貴地得到国家民政部李立国部長、原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辦公室社會工作部張鐵夫部長、广東省民政廳劉洪廳長、原深圳市民

政局劉潤華局長、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福利署聶德權處長、香港大

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周永新講座教授及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邱浩

波主席撰寫序言，讓讀者从多

方面了解深圳社會工作的發

展。本書亦包含了深圳計划工

作經驗分享、十一篇工作案

例、香港督導文章分享、深圳

計划總結及由深圳計划工作小

組圣光主席撰寫的「深圳計

划    光榮的任務」一篇文

章，以道出這樣歷史性的光榮

任務。如閣下對本書有任何意

見或指教，請聯絡我們。

《先行先試    深圳社工專業閃亮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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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香港督導經驗彙編》（2013）

    社研于2008年起与深圳市社會工作者協會合作開展「深圳計划」，組

織香港社會服務机构派出資深社工為深圳市社工提供督導服務，取得良好

成效。

    2010年国務院提出，至2020年国家要培養到300万社會工作人才。但

直至2015年5月，香港注冊社工只有19,380人，人力及地域上的限制令在全

国提供督導服務談何容易。而內地關于各服務領域方面的理論書籍已很多，

但欠缺實務技巧指導書籍。因此，《內地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香港督導經驗

匯編》應景而生專為內地社工、督導与机构而設，我們組織有參与內地督導

計划的香港督導集結經驗撰寫套手冊，并暫時細分為六冊，包括：禁毒、學

校、醫務、家庭和社會工作，以及正向心理學，將來會出版其他領域手冊。

手冊除服務域的理論、知識，亦強調經驗分享、實務技巧及案例。簡單來

說，我們希望當一位社工閱讀這套手冊后，便能基本掌握實際服務手法从而

推行服務。

    這套實務手冊大致采用了統一的寫作与編排格式。具体來講，禁毒、學

校、家庭、社區和醫務這五本手冊都是从社會工作及領域服務的發展背景開

始，進而闡述了領域社工的目的、角色、价值、工作范圍、服務對象、服務

內容、領域社工机构与領域派駐人員的管理及權責、領域社會工作的考慮要

素、挑戰及反思、建立服務的過程及主要步驟、領域社會工作的行政要求、

領域社會工作成效評估体系、以及社工如何与不同領域及專業人士的合作。

特別是每本手冊都提供典型个案、小組和活動之分享，并附有香港督導細致

点評，以供前線社工与督導借鑒与參考。《正向心理學實務手冊》采用了較

為特別的寫作方式。在介紹「全人樂、樂傳人」培訓項目的發展背景、目

的、理論与理念意義、以及活動服務計划与實踐之外，還附有培訓工作坊的

講義与作業，使讀者如同親身參加工作坊，更好地理解和運用正向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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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手冊亦祈作拋磚引玉，令兩地業界同工及單位一同為深化社會工作

專業發展和推動社會福利服務，竭盡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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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行：香港顧問及深圳社工机构交匯点》（2015）

    于2011年，深圳市民政局創新推行「机构顧問計划」，鼓勵及安排香港

在机构管治及服務運作方面擁有丰富知識与經驗之社工担當內地社工机构顧

問，為机构在各方面，包括：机构理念、組織架构、財務管理、服務運作、

評估及發展等方面提供實效及貼心之顧問服務。

「香港机构顧問交流平台」把所有此等經驗、案

例、心得与感受，將其整理而匯集成書，并取名

為《同心同行：香港顧問及深圳社工机构交匯

点》，目的在將香港与內地社工同業在社工發展

的路途上的有關經歷，特別當面對挑戰時所作出

的适時响應。本書內容有以下部分：

1.  非政府社會福利服務机构的發展歷史編

2.  香港及內地社會福利服務發展的特征与异同編

  邀請香港及內地社會福利服務界內舉足輕重的人士探討兩地社會服務机

构發展的特色。

3.  香港机构服務運作及發展    特色案例分享編

  香港机构顧問交流平台內的香港机构撰寫其机构管理上或服務上的特色

及优勢。

4.  內地与香港机构在內地社工發展及督導計划之心得分享編

5.  社研推動內地社會服務發展的角色与貢献編

6.  內地社工發展与督導計划的意義及歷史任務編

7.  香港顧問隨笔与暢論編

    我們現將其点滴留下，以使兩地社工同業參考及相互印證，引發社工服

務向更高的台階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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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013年出版的《內地社會工作實務手冊》大受好評，社研再下一

城，出版在內地有需求的社工實務手冊。《康复社會工作實務手冊》是一套

7冊深入介紹各种康复服務介入手法的實務手冊。社研特意請來香港提供康

复服務的社會服務机构撰寫這套手冊，包括：

1. 康复服務社會工作概覽  社研及六間合作机构

2. 肢体殘疾与慢病  香港复康會

3. 精神健康  新生精神康复會会

4. 學前康复  協康會会

5. 成人康复  扶康會会

6. 視障  香港盲人輔導會会

7. 听障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会

    我們期望透過這套手冊向內地介紹香港康复服務，增進兩地業界更多的

交流，推進康复服務的發展。

《康復服務社會工作實務手冊》（快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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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計划」為社研內地專業社工發展和培訓奠定基礎，「東莞計划」

复制了相關經驗，穩步邁進。透過不同的內地計划，我們建立了內地社工專

業督導人才隊伍，促成了社研可以進軍广州及其他珠三角城市，甚至可以安

排資深督導支持「新疆計划」。

    展望將來，為了配合国家社會工作專業的建設和發展，社研會繼續結集

力量，推行以下工作：

一. 持續支持珠三角城市社工發展

二. 發展成為「境外培訓中心」

    广州市番禺區社研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已于2013年在內地注冊成功并于广

州成功申請到辦公場地。短期而言，我們計划与香港社福机构合作，定期在

广州舉辦專項領域培訓。長期來說，我們會利用這个地理优勢，按个別珠三

角城市的需要，提供适切的顧問及督導服務。

    我們与中国社會工作聯合會社會工作師委員會合辦全国性「社會工作督

導人材培養課程」相當成功，課程得到一致好評。而社研實地考察及進行拜

訪的地方包括山東、江西省等都對香港社工專業督導或顧問需求十分殷切。

社研會檢討遙距督導的推行及成效，可行的話社研會加快拓展广東省外服務

計划的步伐，特別是長三角地區。

展望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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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持內地偏遠地區社工發展

    偏遠地區极需适切的支持以發展社工專業隊伍。我們會尋求資源去延續

及開創這類計划。

四. 出版刊物承傳培訓經驗

五. 提供无縫服務協助社工專業長遠發展

    社研繼出版《先行先試    社工專業發展閃亮点》及《內地社會工作實

務手冊》后，會繼續把相關工作經驗結集成書，希望我們內地工作可以繼

往開來，持續發展。其中《康复服務社會工作實務手冊》、《同心同行》、

《督導工作在東莞》快將出版，這些書籍將會是社工、社會服務机构的重要

參考工具。對社研來說，這些刊物的出版標志着我們工作的里程，亦反映社

研重視社工的專業持續發展的需要。

    內地社工專業极速發展，年資較短社工在晋升后仍需支持和顧問服務。

有見及此，社研的管理層及督導定期安排深圳助理督導會面，分享他們在社

工專業崗位上的經驗和困難，亦師亦友地為他們提供支持，我們相信這會進

一步促進內地社工專業的成熟發展。

六.  响應新的社會現象与需求

    社研本着「以人為本」和社會工作專業的原則，客觀及科學地調研及提

出相應适切的服務模式及建議，致力為祖国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与人民

福祉作出貢献。

    社研 此机會多謝中聯辦社工部、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內地政府

單位及兩地社福机构對我們內地社工專業培訓計划的支持和協助，特別在安

排內地社工到港培訓方面，香港社工无私地分享他們經驗，令人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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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任何查詢或洽商，歡迎聯絡以下任何一位人員 :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內地社工專業培訓計划

內地社工專業督導計划工作小組主席  ： 陳圣光   (852)  2817 6033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總干事  ： 李永偉   (852) 2817 6033
深圳計划統籌主任  ： 鍾月嬌　(86) 1501 7603 495
東莞計划統籌主任  ： 陳安發   (86) 1501 2522 755
广州、番禺計划及其他省市統籌主任  ： 彭盛福   (86) 1501 2943 627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行政主任  ： 盧宝儀   (852)  2817 6033

傳真        ：(852) 2816 0677
電郵        ：issd@socialservice.org.hk
网址  ：www.socialservice.org.hk
QQ號  ：2755389992
聯絡地址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574-576號和富商業大厦 21樓

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內地社工專業培訓計划支持机构

香港国際社會服務社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复康會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鄰舍輔導會

新生精神康复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協康會

扶康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