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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orrows the theory about the intertwining of knowledge and power which is taken
from Foucault by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and voluntary service to describe the reason of social work’s predicamen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main body of service, the way of service and the object of service. At the e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roposals from building social work servi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voluntary servic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system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and “social worker and volunteers” linkage mechanism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practice environment, and realizing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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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尝试借用福柯眼中的知识与权力关系，通过专业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差异分析，从服务的主体、
方式以及客体三个方面阐释专业社会工作困窘的缘由。文章从建立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的社会互动
机制、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体系和“社工 + 义工”联动机制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倡导
有助于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环境，促进和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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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汶川、玉树等灾害事件的发生，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者服务受到当地群众和社会
的关注和认可，获得社会各界给予的好评。社会工作和志愿者服务的价值理念中的利他主义，服务他人，
奉献社会已被人们所接受。志愿服务作为一种服务形式最早出现在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志愿服务和
社会工作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社会工作的先声是志愿服务，19 世纪，美国社会的志愿服务如慈善
组织运动(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ty movement)和睦邻好友运动(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直接
推动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1]。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
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2]。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国家给予的地方政策力度有差异，在广西，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作为一股新
生的力量正在蓬勃发展。本文尝试用福柯知识权力思想来阐释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差异，倡导有助于
社会工作发展的实践环境，从而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

2. 福柯的知识权力论
知识权力思想可以说是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福柯通过揭
示底层日常生活现象，进而深刻洞察微观知识权力在社会空间当中的产生、发展及演进，提出 “知识权
力” “规训权力”等权力形式。
(一) 知识的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
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3]。每一门学科都具备独特的知识，且操控人们的话语。人们用
这些知识来解读周围的世界，不同的解读方式代表了不同的话语，而话语又支配着各自所代表的权力。
福柯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人文科学，而在其具体论述中往往同真理、理性或科学等说法交替互换。本
文中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属于福柯的“知识”范畴。
(二) 权力的范畴：福柯认为“现代权力关系就像是一张没有中心而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网，每个
人都被安置在了这张网中，在不同的点之间变动，这种点与点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所谓的权力关系”[4]。
福柯所说的“权力”比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在范围上要宽泛得多，主要指现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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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化权力，即制度与人的权力关系[5]，也被称为微观权力。在社会工作的领域中，不同领域的服务关系
有着相对应的权力。
(三) 权力与知识的关系
“权力产生着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的彼此包含的；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与
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者权力关系”[6]。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种种制度的理性化和
功能化，权力同知识已融为一体——权力变成了知识化的权力，而知识变成了权力化的知识。知识和权
力相互作用，互为依靠，知识无处不在，权力也无处不存。在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拥有专业知识，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力，即社会的尊重权和认同权。

3. 知识权力视角下专业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差异分析
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有着许多一脉相承的地方。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有共同的发展渊源，一定的相
同价值理念，以及在社会问题凸显的形势下，二者所肩负共同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功能。但作为专业社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在专业理念、专业方法、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知识权力理论假设等方面存在差异如表 1
所示。
在福柯眼中，每一门学科都具备独特的知识，且操控人们的话语。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社科学科，具
有独特的知识，在社会工作的关系的范畴内，是有话语的操纵权的。福柯所说的“权力”主要指现在社
会的各种制度中的知识化权力，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知识，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比如专业教学、专业实习
以及社会实践中，应该是处于知识化权力的主体地位，因为权力关系是以相应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并
且与此同时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者权力关系，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一) 从服务的主体方面
首先社会工作是舶来品，虽然它属于福柯眼中的“知识”，但社会工作在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制度化
的规范体系，社会工作的专门人才极大的匮乏，人们对这个领域很陌生，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度不高。
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正处在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起步阶段，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还比较微弱，
身处行政力量和志愿服务的夹缝之中[7]；其次社会工作要遵循严格的专业伦理和价值，有些甚至跟中国
社会传统的价值观相冲突，虽然志愿者也要遵循社会的伦理和价值，但没有严格和专业要求。由于中国
没有建立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工作规范体系，专业伦理和价值与中国传统有冲突等问题，社会工作知识虽
然是一门学科，却没有相应的知识领域，所以无法构建对应的社会权力。
(二) 从服务的方式方面
社会工作是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以专门的方法和技巧为手段,调动和运用社会资源、帮助案主解决困
难、提供及增进其福利为追求,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及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助人活动[8]。志愿服务是
Table 1. Comparison of social work service and volunteer service
表 1. 社会工作服务与志愿工作服务差异比较
差异

社会工作服务

志愿服务

专业理念

助人自助，严格的专业伦理和理念

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

专业方法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有关专业方法

没有严格的服务方法

专业技术人员

持有社会工作资格的相关证书的高校专业教师和学生

热心助人的普通大众

知识权力理论假设

拥有知识，掌握权力；权力产生知识，
权力关系是以相关的知识领域为前提的

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权力

社会现实存在问题

社会认知度低，专业学生不愿意从事相关服务工作

社会参与度高，社会认同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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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人出于自愿的目的、无偿投入时间、精力等、帮助有需要的人和群体的助人活动。志愿服务是免
费的，大多具有无偿性；而社会工作的服务大多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是有偿性的工作。一般来说人们更
倾向于免费服务，不愿意花钱购买服务。由于社会对社会工作缺乏认识和认可，社会工作知识的价值常
常被社会和人们及专业学生人为性缩减，在面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时候，被社会和人们忽略和剥削，甚至
主动退让和放弃。
(三) 从服务的客体方面
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服务场所如民政局、妇联、残联、居委会和专业的社工机构。
虽然深圳、上海、广州等地区的社工机构蓬勃发展，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服
务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管理，服务对象仍然接受着采取传统的说教式，行政式的管理服务。福柯认为
传统的权力理论属于宏观。它重视国家机构这样的权力中心,从权力中心构成对局部的支配、控制,形成单
一的统治大厦。福柯反对权力中心化，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分散的关
系存在。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的权力属于行政式的服务部门，而服务对象位于权力的被支配和被控制地
位。志愿服务属于群众自发组织，助人者和被助者之间是非中心化的，多元的，非强制的关系。

4. 对策与建议
2015 年政府报告中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内容，国家提出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
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综合社会工作服务与志愿服务的发展历程，社会工作服务与志愿服
务的发展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探索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协同共进发展符合当今社会治理下的
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 建立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的社会互动机制
国家政府牵头和各级政府配合下，完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政策法规建设，社会工作服务与志愿
服务的发展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动力机制，促进协调两者共同发展，政府的职能要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
型政府转变，政府相关部门要建设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为社会工作服务和志愿服务提供广阔的服务空
间。民政等相关部门设立专项资金，鼓励支持社会服务机构的孵化，购买社会服务岗位，加大对志愿服
务的经费支持；加速社会服务领域的法律和政策建设，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开展提供制度和法律保
障。创新管理体制，对于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机构组织严格审批，发挥社会服务机构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引导社会志愿服务文化精神，转变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观念；培育民众的志愿精神和公民意识，增加社会
工作和志愿服务的社会认可度。
(二) 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体系
2014 年我国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考试人数首次突破 20 万，全国持证上岗的社会工作师已达 15.9 万。
由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社工岗位以及薪酬体系建设滞后，造成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无形流失，
如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曾说，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工作仍是一个“社会知晓度低、社会认
知度差、没有或者很少职业岗位的事物”，从而形成了每年具有一万人以上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中国社
会工作服务领域内依然供需不足的悖论现象。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内功修炼的重要环节，国
家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体制进行适度的改革，同时加大对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普及，对从
事社会福利领域工作的人员的薪酬待遇和继续教育力度，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理论知识水平。同时要
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使用机制和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加强政策制度建设。
(三) “社工+义工”联动机制
在深圳地区，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的互动发展机制是中国内地首先探索开展。2008 年发布了《深圳
市“社工、义工”联动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等文件。深圳市等发达城市已形成市、区、街道、社区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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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服务网络，并建立了“社工、义工”联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在社会服务中，社会组织采用“社工
指导志愿者开展服务，志愿者协助社工提供服务”的运行机制，可以形成“1 + 1 ＞ 2”的局面。因为社
工和志愿者在大量的服务领域是重合的，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志愿者可以充分利用自
己的优势资源，从旁协助社会工作者提供高服务水平，减轻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负担，扩大社会工作者的
工作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积极帮助志愿者在社会服务中注入专业的元素，提高志愿服务的水平
和质量，促进志愿者自身专业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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