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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 18 个部门和组

织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1 后，民政部在 2012 年 4 月出台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 2020 年）》2，明确提出了：“到

2015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 50 万人……到

2020 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 145 万人。”社会工

作人才队伍的构建，离不开一批优秀的社工督导队伍。因

此，《规划》中进一步提出了培养“8 万名具有扎实理论知

识基础、丰富实务经验且能够指导解决重大复杂专业问题

的社会工作专业督导人才”。
在当前中国自上而下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进程中，督

导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和社会工作者的培养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因此，培养一支优秀的社会工作督导队伍是构建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关键所在。国内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

象虽有所改观，但机构督导方面的研究明显滞后。这不仅制

约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也不利于机构社会工作服务的进

一步发展。
一、“机构督导”
（一）机构督导的界定

有三种定义社会工作督导的取向：规范性的（norma-

tive）、经验性的（empirical）与实用性的（pragmatic）3。这里

讨论的督导特指机构督导(organizational supervisory)，而非实

习督导（fieldwork supervision）或临床督导（clinical supervi-
sion）。机构督导是“由机构内资深的专门人员，对其新进

人员或实习生，透过定期、持续的督导程序，传授专业服务

所需方法与技术，以增进执事人员的专业技巧，以确保服务

受益人之权益或产品的品质。其重要性在于：提升专业人员

专技，维持机构的专业品质，确保服务对象权益，维持社工

专业的权威”4。
（二）机构督导的功能

“督导是发展及维持高水平的社会工作实务的其中一

项核心元素，它对提供人本服务的质素及前线社工的专业

发展，至为重要。”5 督导有行政性督导、教育性督导、支持

性督导三种类型 6。行政性督导的主要功能是“订立服务目

标和其优次、厘清角色、规划和分配工作、工作检讨和评估、
以及对被督导者的工作表现的承担和问责”5。教育性督导

的主要功能是“灌输专业价值观、传授知识及训练实务技

巧，加强社工的自省能力及敏感度”5。支持性督导的主要功

能是“使被督导者更有能力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同时

能培养有利于优化工作表现的态度和情感。此外，支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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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可以维持社工的士气，并且让被督导者意识到专业上

的自我价值，以及对其雇佣机构和专业产生归属感”5。这三

种督导功能对应于社工的管理、知识、情感三个层次，相辅

相成，不可或缺。
（三）国内机构督导的四种类型

1.一线社工晋升督导：指有一定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开

展社会工作督导。其优势是，从一线社工发展而来，不仅受

过相关的专业训练，且有一定的服务经验，能够在关注工作

和服务的同时，增强对社工情绪的支持和专业的发展。但由

于自身训练尚且不足，加上理论水平的瓶颈，往往心有余而

力不足。
2.高校教师兼职督导：指由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开展社

会工作督导。其优势是，能够实现理论和实务的结合，将社

会工作者的培养从学校延伸到机构，使得社会工作人才的

训练体系更加完善。但其实务经验的层次会影响其能否成

为一个好督导。
3.境外经验社工督导：指由境外的资深社工督导开展

社会工作督导，并培养本土督导。其优势是，能够以专业化

角度的训练社工、发展服务，不仅注重服务的目标，且能关

注社工的成长。但其对本土文化缺乏深入的理解，容易将专

业服务与实际情境（如国内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

现状）脱离。
4.专业外督导：指有一定资历的非社工专业的人员开

展社会工作督导。其优势是能够从其他专业的角度，评价社

会工作的服务，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接受过专

业化、系统化的社会工作训练，对社会工作服务的目标和理

念认识不深，极易使得机构走向“管理主义”。主要表现为：

在服务上，社工面临行政化，功利性取向，以数据评估工作

绩效，注重效率和效益胜于注重过程。加上机构赋予督导管

理者的身份，对于社工有聘用、考评、奖惩等方面的权力，反

而限制了社工的发展。
以上四种督导类型，在知识、技巧、文化、价值四个层面

各有或缺，但对于本土督导来说，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实务经

验及督导经验的不足。
二、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工作机构督导

顾东辉认为“社会工作者不一定可称为督导，但督导

应该是好的社会工作者。”7 督导首先应当是一名好社工。
即应当具备：认同并内化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有专业教

育及培训的背景，在所督导的领域有丰富的一线服务经验，

有着教学的意愿和热情，有成熟的人格和进取的人生态度。
（一）营造一个成长的环境

机构督导应当营造一个安全、开放、自主、互动和分享

的环境，让被督导者在其中有强烈的学习动机。督导在开展

工作时，往往面临的是一支社工团队而非某社工个体。笔者

带领多次新入职的社工或者实习生，感到他们常会有强烈

的自我实现欲望和获得肯定的期待。因此，督导要警惕由经

验和资历、知识和学历、指导和管理，共同塑造的“专业权

威”身份，避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将“指点”变成“指

指点点”，浇灭社工的锐气和信心。如何让社工更加包容、
欣赏自己和他人，不仅需要督导的“言传身教”，也需要加

强团队内部的良性互动。
（二）发展良性的督导关系

督导与社工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工作联盟。如何

看待督导与社工的可能的多重关系（multiple relationship）：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师父与徒弟？老师与学生？社工与案主？

抑或是工作伙伴？不同的角色下对双方有着不同的心理预

期并由此形成的互动模式。由于双方有着频繁的沟通，随着

了解的深入和双方的调适，督导关系也会发生动态的变化。
因此，督导关系是影响督导工作好坏的重要因素，而发展亲

近性、信任和感同身受的督导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督导要

避免滥用自己的权力而忽视甚至压迫社工的利益。
（三）建立清晰的督导结构

督导的结构必须包含清楚的目的和明确的期待、领导

的一致性、强化学习及正向回馈。笔者在督导过程中发现，

明确的督导议题、优先次序及目标，更有利于督导工作的开

展。社工在提供服务及督导预期中，往往过分关注技巧和操

作。一个好的督导不仅应当提醒社工技巧运用的目的，服务

背后的理念和目标，自身也应当深刻理解服务地区及对象

的文化和情境。因为社会工作的目标乃是社会公义，服务对

象往往是包括个体在内的整个系统。
（四）构建良好的学习模式

“社工应当被视为有主动学习能力的人，他们需要示

范模仿、经验学习和引导式练习。”8 当社工采取的工作模

式与机构督导有明显的差异时，督导往往能立即发现，但对

于双方的互动将会有一定困难甚至冲突。但如果社工采取

的工作模式太过雷同，往往会带来服务的盲点。这就需要督

导对于不同特质的社工，以开放且包容的态度讨论，调整自

己的督导模式，“因材施教”，以适应社工的需要。这里要避

免“永无止境”的督导，甚至化身为“社工”，挤占了社工的

发展空间。还要懂得适度放手，把握“退”的时机和节奏，让

社工在一定阶段后实现“实务自主”。
（五）运用多元化的督导技巧

对社工的督导亦是一个“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其

焦点涵盖社工的价值、知识、技巧和情绪等多个方面。这些

往往体现在技术、倾听、沟通、分析、阐述和诠释等督导技巧

的运用。督导的过程应当具有同理心，尤其关注社工的情绪

和心理支持。让服务和督导多一些弹性，给予社工一定的空

间。不然，高强度的工作负荷和压力，长久得不到纾解，容易

让社工“职业耗竭”。而一个有效的督导应当是社工超越的

对象，而非社工模仿的对象。
（六）注重面对面的交流

高校兼职督导和境外资深社工督导由于不能以全职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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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身份参与服务，一般通过 QQ 等即时通讯工具、电邮、
电话等“遥控”的单向性指令，如果实务经验不足或者对情

境缺乏理解，以表象的观察、书本的知识和过往的“成功”
经验开展督导，反而难以实现督导的目标。因此，培养全职

的本土督导，学习、吸收、消化、升华高校兼职督导和境外资

深社工督导经验成为关键。
（七）理解情境和个体的特性

由于国内社工发展并不平衡，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广
东地区发展明显优于内陆地区，加上农村、城市的二元划

分，语言、民族等的文化问题，不同督导面临的宏观环境往

往差异极大。另外，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非常广泛，儿童、老
年人、妇女、康复人士等不同的服务领域，都需要有专门的

知识体系，这就需要督导本身也应当有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笔者在带领本科生或社工开展实习或服务的过程中发

现：不仅心理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等不同学

科背景的督导，而且以项目、机构服务为目标或以实习、科
研为目标的督导，以及基于不同层次实务经验、不同的人格

类型、成长环境的督导等都会形成各自的督导风格，并由此

影响被督导的实习生或社工。
三、建设和发展社工督导队伍的建议

一个有效的机构督导，会让机构、社工、服务对象受惠。
而一批有效的机构督导队伍则有利于整个社会工作事业的

发展。社工督导队伍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不同督

导培养模式的探索，并不断将本土督导经验传承和发展。
（一）制定完善的社会工作督导制度，规范化督导的角

色、目标和任务

督导制度的建立与督导人才的培养是保证社工服务质

量与成效的必要环节。在欧美社工发展成熟的国家，督导制

度也是社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社会工作发展的现

状和岗位，制订完善的社会工作督导制度。有利于发展适合

本土情境的更高层次伦理规范指引，有利于实现督导帮助

机构和社工树立专业价值观，有利于更好地为社工提供情

绪和心理的支持，也有利于教育、实训等规范化的知识、技
巧、经验的发展。

（二）建立督导准入机制，督导培养机制

将督导作为社会工作队伍中的一支重要队伍加以培

养，细化督导培养和晋升制度，有利于督导队伍的可持续发

展。如深圳“一线社工———督导助理———见习督导 / 初级督

导”9 的模式，即是一种有效的探索。
（三）机构和高校的紧密配合，培养“双师型督导”
聘请有经验的机构工作人员担任学校实习老师，让社

工老师有机会参与机构社工督导，实现机构和高校的紧密

结合，理论与实务的紧密结合，人才培养和机构发展的紧密

结合。
（四）发展适合本土情境的机构督导模式

应当参考境外督导模式，加强机构督导模式的探索和

研究，以适用于中国社会情境、社工发展阶段及其情境下机

构、社工、服务对象的需要，尤其是儿童、老年人、少数民族、
身心障碍者、农村社区等目前社工发展蓬勃的领域。

（五）建立督导网络，定期开展培训、交流

社会工作的领域不具备“权威”。一个基于平等、互信

而建立的督导网络，通过培训、分享、交流，不仅可以作为督

导间情感的支持，也可以成为专业发展和个人提升的一种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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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systems and

the training of competent supervisors are sine qua non of quality social

work service. Currently mainland China has four types of supervisors:

front line social workers who are promoted to be supervisors, academics

who become part time supervisors, expert supervisors from outside of

China mainland, and supervisors from other professions without social

work training. All four types have the common feature of not having ade-

quate local practice expertise and inadequate local social work supervi-

sion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training, relationship, models and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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