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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社会服务从业者“前途”清晰

香港社会服务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框
架较内地更为清晰。内地行业协会应承
担起相应的角色，在系统培训和资质认定
方面借鉴香港经验，梳理出清晰的职业路
径发展框架。

谈起香港之行，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

所总干事陈蓓丽最大的感触是，香港的社

会服务从业者的职业发展框架较内地更

为清晰。

据介绍，香港社会组织遍及各个领

域，发展成熟。特别是在社工的个人职业

发展、职能培训、业务能力的提升上有着

清晰的模式。

“这次在香港，我了解到一个女孩子，

没能升上中 6（指香港本地大学预科）后，

就去社会工作了。她想以后成为一个社

工，就到香港的一些社团当社会服务活动

助理。”陈蓓丽说，香港一名社工成长之

路，一般是从一名社会服务活动助理开

始，到成为注册资质的社工，再到成为社

会服务中心主任直至督导。

而内地大部分的社会服务从业人员

的职业发展状态还没有像香港那样具体

而清晰。目前，最多就是分为注册社工

和非注册社工。而在社会组织较为发达

的上海，也只有少数的司法社团中，有一

个个人的进阶机制，根据个人学历、工作

年限及客观评审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

准。

此外，香港的社会组织更注重理论和

实践结合，这也给陈蓓丽很大启发。

在香港，许多社会组织机构会与高校

合作，意在把高校最新最前沿的研究理

论，运用在社会服务上进行理论结合实际

的实践。比如，陈蓓丽考察了一个叫“新

生精神康复会”的机构，这是个专门面向

精神障碍的机构。该机构同香港大学在

精神康复的理论研究上有专题合作，通过

这个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让机构中的病

人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据了解，目前内地对于这类患者更

多集中在药物治疗。但在香港，精神治

疗服务有一套规范的治疗流程，除了药

物治疗，还有心灵辅导。另外，考虑到

病患在病情稳定后需要与社会接轨，康

复会还会根据病患的需要进行一些就

业指导。

“内地社会服务的业务能力提高方

面，最主要还是在实际服务中累积经验。”

陈蓓丽遗憾地说。

为此，陈蓓丽建议行业协会应承担起

它相应的角色，在系统培训和资质认定方

面借鉴香港本地的一些做法，梳理出清晰

的职业路径发展框架。另外，本土社会组

织应该成立相关的服务联合会，系统化地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德国：
拳击运动挽救“问题青年”

“其实做公益，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思
考一下自己的原动力是什么。在运营社
会组织的过程中，也许会有抱怨，但是只
要你向着一个目标不断去努力、去拼搏，
就可以去实现它。”

德国与中国香港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不同，但德国在社会组织的创建上更凸

显一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先导的理念。

首先，德国有着发达的健康教育领域的

社会组织。

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主任

王莹在德国考察时，一个专门通过拳击训

练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给她留下深刻

印象。

据王莹介绍，该机构创始人原本是一

个问题青年，由于喜欢拳击，慢慢地通过

拳击运动，他感受到直面困难是最好的解

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选择逃避。通过这

一方法，他从一个问题青年变成了一个充

满正能量的青年。于是，他开设这样一个

机构，希望把这一理念传授给有需要的

人，以降低青少年的犯罪率，疏解现代人

的生活压力。

相比国内，通过单纯拳击运动方式就

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很少见。目前，

国内在处理问题青年的方法上，更多的是

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在这方面国内可以

借鉴，或许能够通过一种更柔软的，可接

受的方式进行解决。”王莹说。

更重要的是，王莹通过对近20家机构

的考察发现，在德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非

常融洽，大家都愿意帮助别人。据了解，

这源于德国从小注重培养人与人交流的

健康教育。

“世代桥梁”则是另一个让王莹印象

深刻的机构。这家机构研发的项目都是

针对养老院老人的。其中有一个项目是

专门针对失智老人的，即通过让孩子与失

智老人进行互动，丰富失智老人的生活，

也让老人在相处中获得快乐。

“创始人是德国某一银行的行长，他

创立这一机构的初衷就是让这个社会重

视这一群老人。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

个项目，让更多的人去关爱和理解这一群

失智老人。”王莹说。

“由于失智老人是一个特殊群体，社

工会先去合作的学校给老师和学生做预

先的培训，经过相关培训后，学生和老师

才可以去养老院与这群失智老人做互动

交流。”王莹补充道。

相比国内，目前一些学校也会组织孩

子去养老院看望老人和他们互动，但这只

是针对养老院中所有的老人而言。不过，

德国做的失智老人这一服务项目，更突出

他们对社会服务项目的针对性。

其次，德国有着发达的环境劳保领域

的社会组织。

上海爱拍社区公益影像发展中心是

一家通过影像表达的方式展现社区和谐

精神、推动人人参与社区发展的民间公益

组织。中心主任王海在德国汉堡、柏林考

察期间，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工作车

在路边把食物分给一些流浪汉。后来，德

国方面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告诉王海一位

叫Dose的老人的故事。

20年前，Dose在新闻里偶然了解到一

个关于收购食品的机构。于是这位老人

开着车去面包房、超市等地方去收购即将

过期的食品，把这些食品分发给街上的流

浪人员。通过这件事情，Dose感受到大家

的支持，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乐

趣，忘记了失去丈夫的悲伤。

据介绍，Dose 创立的这个机构至今

还是沿用了最初的营运模式。不过，现

在放食物的仓库比原先的要大，大概有

200 多平方米。在这个仓库里，王海看到

每个架子上整齐摆放着收购来的食物。

这里除了正式的 3 名工作者，还有 100 多

名的志愿者。目前，Dose 创建的这个机

构同时还跟其他 19 个社会机构合作，包

括德国的救助站等。而Dose创立的这个

机构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企业、社会及

个人的捐助。

“目前，在国内创建一个社会组织，运营

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资助，纯粹意义上只靠

社会的捐助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在国内

做一些公益创业相对比较难。”王海说。

据了解，在德国像这样把食品分发给

弱势群体的机构有 920个，在他们之间有

一个行业协会，但是这些机构都是独立运

作的。

“另外，对比国内把临近过期食物集

中‘甩卖’的行为，德国处理食物的行为体

现的不仅是一种环保意识，更是实实在在

地帮助真正需要食物的人。”王海说。

在德国，王海还考察了另一家专门针

对流浪人群的机构。王海感觉，这个机构

像一个社区一样，里面有各种的功能。机

构外面有两辆救护车，一辆来回巡视的

车，还有一辆专门提供食物的车。一些流

浪的人过来后，可以在这里住宿。另外，

这里还有专门的食堂、商店、医务所等，甚

至还有一些娱乐的场所，这些流浪的人也

可以去工作。

相比国内，专门救助流浪人员的社会

服务机构还比较少，最多的还是救助站在

负责救助。“在这一方面，国内的社会组织

可以向德国借鉴，并结合本土的情况做一

些改善措施。”王海建议说。

王海说：“对比了国内外的社会组织

的创建，我觉得其实做公益，我们应该更

多地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原动力是什么。

在运营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也许会有抱

怨，但是只要你向着一个目标不断去努

力、去拼搏，就可以去实现它。”

美国：
不在乎你的身份

其实，社会组织更多收获的是一种
成就感，也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种价
值观传递到周围的社区当中，并且能够
改变他们。

与德国的社会融合背景不同，美国在创

建社会组织上相对容易，而且是多元化的。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理事长张轶

超介绍了他在美国看到的两个比较特别

的社会组织，一个是解决黑帮青少年就业

问题，一个是流浪人员自主创建社会组

织，这在国内很少见。

张轶超走访了一个专门帮助黑帮青

少年就业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介绍了创

立的原因是当地的黑帮冲突不断造成无

辜的民众受伤或者遇害，包括他的儿子。

于是他想为这些年轻人解决就业问题。

但黑帮老大不配合，看了一眼就走了。在

他的不懈努力下，最终黑帮老大愿意支

持，企业同意捐钱，提供就业培训。“让参

与黑帮的年轻人得到免费的培训后，企业

能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也减少了当地的黑

帮冲突。”张轶超说。

张轶超还走访了美国的一个流浪

村。他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流浪村的

地是政府免费给流浪人员的，地的旁边堆

积着许多粪便，让其自然发酵，变肥料。

这些流浪汉们就在这块地上，自己组织人

员创建家园，自己搭建房子，做木工园

艺。流浪汉们因此与家人有了一个居住

的地方。对此，他们觉得非常开心，认为

这样比在大街上接受政府施舍要好得多。

“在美国，社会组织其实是多元化的，

就像我看到的流浪村，政府只是提供了一

块地，流浪人员就自己创建社会组织，创

立自己的自治的管理委员会，一切都是独

立运作。所以，在美国创建一个社会组

织，是不会在乎你是什么身份。”张轶超

说，“同样在美国，大家创建社会组织的状

态都是自由自在的，创建社会组织也是为

了解决某一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在乎工资

和收入等问题。而国内，往往考虑更多的

是收益。其实，社会组织更多收获的是一

种成就感，也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种价

值观传递到周围的社区当中，并且能够改

变他们。”张轶超说。

更让张轶超感慨的是在美国说起你

是做 NGO 的，所有人都会对你尊重。在

国内，向别人介绍说自己是做社会工作

的，那么可能会被问道：这究竟是个怎样

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NGO
——新区社会组织“取经”记

在美国，如果你说自己是

做NGO的，所有人都会尊重

你。但在国内，向别人介绍说

自己是做社会组织的，却未必

能被理解。

NGO是Non-Governmen-

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据维

基百科解释，NGO是一类不属

于政府且独立于政府的组织。

在美国，NGO一般被称为“非

营利组织”、“独立组织”等，

国内则通常把NGO称为“社会

组织。

最近，一场名为“比较视

野下的社会组织影响力”——

中国香港、德国、美国 NGO

（非政府组织）参访交流分享会

在浦东举行。

此前，新区多名社会组织

负责人在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

和南都基金会等部门的支持

下，分别对中国香港、德国、

美国三地的NGO发展现状进行

了实地的参访与交流。

一圈走下来，大家深有感

触：相比境外，本土社会组织

要做的，还有很多。

截至2013年12月，浦东新区社会服务

机构已发展至50家。服务领域已涵盖司法、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老年人服务、家庭服

务、来沪人员服务、少数民族与宗教人士服

务等16个领域。据对新区32家社会服务机

构的数据统计，其中工作人员100人以上的

只有1家，20-100人之间的机构有9家，其余

22家机构工作人员均在20人以下。

据了解，在这32家机构中，工作人员

年龄普遍集中在35岁以下，学历本专科居

多，另外，持有专业证书人员的比例较低。

目前，浦东新区社会服务机构收入渠

道主要来自社会捐赠、提供社会服务、政

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及其他。

浦东新区社工协会副会长顾东辉表

示，对于本土社会组织成长还需要本土的

导向，在吸取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和影

响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提炼出适合本土社

会组织的发展思路。本土的社会组织成

长过程中，要学会自我振奋，靠积极的行

动去提升服务功能，积累本土社会服务经

验，来改变整个社会服务环境。

相关链接

浦东社会服务机构百人以上仅有一家

规模偏小需提炼本土发展思路

上图：新区社会组织考
察人员与德国社会组织工作
人员交流讨论。

下图：德国教育工作者
向考察人员介绍德国健康教
育。

□本版供图 王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