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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工作坊的缘起 

 缺乏个性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中国高校普遍性地重研究轻实务 
 对社会工作知识的误解 

 
 

文字稿1.doc


社会工作研究的定位 

• 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社会工作的研究并非只是为
了做研究而研究，建构理论而建构理论，而是为了
实践而研究。这正是社会工作知识的本质，与其他
学科分别之处。 

• 一般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主要是理解社会、描
述社会现象、以及解释社会的运作、社会问题形成
背后的原因。虽然社会工作也同样从事这样的研究，
但社会工作会更进一步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
路径。譬如社会工作研究农村贫困问题，并不只理
解农村贫困现象、解释贫困形成的原因就而已，它
更重要的是在了解贫困的根源之后，更进一步寻找
消除农村贫困的策略和方法。 



“Social Work Research: What Kind of Knowledge/ Knowledges?” 
– Steve Trevillion, 2000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social work research might be intertwined（社会工
作实务与社会工作研究应该交织在一起的） 
 We cannot grasp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social work research without 
reference to its relationship with practice （我们无法理解社会工作的特性如
果没有提到其与实务的关系） 
 Social work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rigorous examination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competent practitioners because this would enable social 
work educators to know how to teach future practitioners to think appropriately 
about their work（社会工作研究必须聚焦在严谨的研究有能力的实务者工
作过程，因为这样我们社会工作教育者才能教导未来的实务者如何适当
地思考他们的工作） 
 Social work research must accept the principle of the involvement of service 
user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社会工作研究必须接受一个原则那就是服
务使用者参与在研究的过程） 
 Social work theorizing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service users is not valid 
and the social work research community needs to get involved with service user 
for number of different purpose（社会工作理论的提炼如果没有服务使用者
的参与是无效的【站不住脚】，社会工作研究未来不同原因都需要参与
我们的服务使用者 
。。。 



 

实务研究的背景 

• 实务研究在近些年来备受实用/实践取向（practice 
oriented）的学科和关注行动(action oriented)的学者
所重视和采纳，这跟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主流实证
研究的不满有关。 

• 第一，实务界越来越多的实践者（或者称为实务
工作者practitioners）觉得学术界生产知识的研究
工作通常是由具有研究技能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垄
断占据，研究者和实践的行动者是割裂的，学术
研究生产出来的知识与实务是脱离的，其知识的
生产并不能帮助实务界的实际工作； 
 



• 第二，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也发现传统的
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并未能为政策带来实质性的
建议。 

• 第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需要更多地对自身服务
进行评估，从而证明自身服务的有效性；也需要
对服务经验的累积和总结，从而建构指导下阶段
服务的实用知识；同时需要对捐款人和服务对象
负责 

• 是故，学术内部不少具有反思力和批判精神的学
者开始提倡学术转向，他们致力寻求与实务结连
的研究方法，希望研究的结果能够对政策提出实
质性建议，能够为实践和行动带来指导意义，甚
至希望我们的知识活动（包括研究本身）能够更
好地改善现有的实务，从而更好服务在地社区和
民众。 
 



何为实务研究？ 
• 许多学者或实务界的人员（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常常无
法摆脱对于传统研究的想象，也常常用实务-研究二元
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实务研究。于是他们都会提问：实务
研究跟我们在做的实务有何分别？我们的实务算是实务
研究吗？ 

• 社会工作内部并没有一个共识，依然没有特别清晰界定 

• 简单来说，实务研究就是实务与研究结合起来，达到
“实务亦研究”的合二为一。达到研究（者）即是实践
（者）。 

• 做实务并不意谓每一个人实务者都在做实务研究，或者
每个人进行的研究都是实务研究。实务研究必然是从实
务者真实的社会位置进行观察、搜集资料、和分析。 



Salisbury Statement 

“Practice research involves curiosity about practice. It is 

about identifying good and promising ways in which to 

help people; and it is about challenging troubl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deas i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It 

recognizes that this is best done by practitioners in 

partnership with researchers, where the latter have as 

much, if not more, to learn from practitioners as 

practitioners have to learn from researchers. It is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at is 

concerned with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practice 

alongside the commitment to empower, and to realize 

social justice, through practice”  



 “实务研究包含对实践的好奇。它是关于如何寻找有
效的助人方法；它也是关于如何通过对实务的研究挑
战现有出问题的实务，以及依据我们在实务亲身的经
历发展出新的知识和想法。 大家公认实务研究最佳的
方式是实务者与研究者的协同，这样彼此可以互相学
习。这是一种建构专业知识的整合的方式，一方面研
究者在实践中能更理解实务过程的复杂性，同时另一
方面在实务过程中致力于培力和实现社会公义。” 



实务研究的目标 

 其一、是研究者是在其专业角色的社会实践中进
行研究，是为了改善实务工作和更有效的专业实
践而做研究，而不是为了研究而投身观察其他行
动者的社会实践。 

 其二、实务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通过研
究的过程，探究介入和改变的方法，从而改变现
有的社会制度和系统，打破社会压迫、消除社会
不平等、促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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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研究的三种取向 
1） 外来者实务研究：研究者研究别人的实践，从观
察者和他人的社会位置进行研究，从而提出评估、
总结实务经验、提炼理论。 

2）协同实务研究：研究者对其他实务者或其他实务
者的实践进行研究。在过程中，其他实务者不仅
只于是被研究的对象，也是平等参与研究问题的
形成、参与研究资料收集与资料解释的协同研究
者。 

3）实务者研究：实务者对其自我、对自我所处之社
会位置、情境、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结构、对自
己在某一社会情境下的行动或实践、以及/或对自
己行动和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主研究。 

 



实务研究背后的知识观 
• 有别於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实务研究有很强的实用性

(pragmatic)关怀。它背后是一种具实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concrete)的哲学；也是Flyvbjerg所言的实用性社会科学
(phronetic social science)，探索的是一种过程知识(process 
knowledge) 

• 背后强调的是：实用、变化、脉络化、和实践取向 

 它的重要原则就是希望厘清实践过程中的价值、利益和权力
关系。是故，实用性社会科学通常会提出四个重要的研究问
题： 

 (1) 我们会往哪里走？（研究方向） 
(2) 在哪一种权力机制下，谁得益？谁受损？（研究价值） 
(3)这种发展是可行的吗？（研究策略和方法）  
(4)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呢？（研究的目标与结果） 
 

 



 也有学者提出实务研究常见的9个问题(Mahrer, 2004): 

1. 这种实务是否有其他的实务模式？ 

2. 社会工作是否有效？是否有帮助？值得做吗？ 

3. 这种实务模式是否有效？是否有帮助？值得做吗？ 

4. 与其他实务方法相比，这种实务模式是否能更好解决
这个问题呢？ 

5. 这种成功的干预和处理方式是否需要后期实务工作的
跟进呢？ 

6. 这些成功的干预方法是否存在普遍性呢？ 

7. 这个实务理论好吗？ 

8. 这个实务理论比其他的好吗？ 

9. 此项研究积累实践知识有作用吗？ 



 否定实证主义科学的哲学观念 
 接受一种后实证的知识观 
 反对研究者以高高在上的专家身份从事研究工作 
 反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分界、知识生产主体与
客体的界限 

 强调民众的参与，为自己获取和创造知识的过程 
 拒绝那种研究过程可以价值中立的假设 
 预设每个行动者都不是被动的客体，他/她们不断
地影响着行动的过程 

 是一种从下到上的知识生产过程 
 将研究探索政治化（politicization） 

 



实务研究的重要步骤 
传统社会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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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研究的范围 

 实务需求的研究 

 实务教育的研究 

 实务过程的研究（探索实务手法的运用、理解过程的
动力） 

 实务机构/组织的研究 

 实务外部环境的研究 

 实务效果/结果的研究 

 实务中的行动者的研究 



四川灾后实务研究的案例 
 实务 – 灾害社会工作 

 问题 – 如何从事灾害社会工作呢？ 

 理解 – 深入理解灾区和民众的需要 

 反思 – 反思主流社会工作的理论和介入手法 

 行动 – 推动另类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 

 改变 – 人和社区的改变 

 新问题 –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脉络下发现灾害社会工作
的新议题 

 新行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