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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届亚太地区社工大会
将于 9月 26日在深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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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至 29 日，第 24 届
（2017） 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
联合会议将在深圳龙岗举行。 该
会议全称为“亚太区社会工作教
育协会及国际社会工作联合会
亚太区区域联合会议”， 由国际
社工联亚太区（IFSW-A&P）和亚
太 区 社 会 工 作 教 育 协 会 (A－
PASWE)联合主办。 会议每两年
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家举办
一届，为亚太地区社会工作领域
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

今年是中国大陆首次成为
这一会议的东道主：本次大会由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中国
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社会工
作学会协办，《公益时报》 社、国
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以及
深圳市社工协会等单位承办；大
会以“挑战与责任———创新社会
工作与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将
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与可持续发
展、经济转型中的公共服务与社
会风险防范、老龄化进程中的问
题与应对等 11 个议题展开。

会议将通过主旨演讲、专题
讨论会、研习会、学术会议和海
报发表等形式，展现和交流亚太
区各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成果。 通
过展览展示、晚宴、单位访问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会议将成为国
内社工机构从业者与亚太地区
社会工作者“互学习、促交流、共
享受”的学术盛会。

中国大陆第一次成为国际
社工大会的东道主

2015年 10月 22日，“2015亚
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国际社
会工作者联合会亚太区区域联合
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包括美国、
日本、 韩国等在内的 20多个国家

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参会代表向大会负责人表
达了申办“2017亚太区社会工作
教育协会及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
会亚太区区域联合会议”的意向。

2015 年 12 月 15 日，民政部
批准同意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与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联合申办第 24 届（2017）亚太地
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

2016 年 1 月 5 日，国际社工
联亚太区分部（IFSWAP）、亚太社
工教育协会（APASWE） 联合致
信， 正式确认中国社会工作联合
会和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获得第 24 届（2017）亚太地区社
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的主办权。

此次大会是中国大陆第一次
成为国际社工大会的东道主，大
会的举办将使我国社会工作进一
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也是扩大我国社会工作国际影响
力和迅速提升社会工作领域国际
地位的良机。同时，本次会议将为

我国社会服务及社会工作领域提
供一个难得的平台， 吸引更多的
高校、 社会服务机构和专业人士
参与到社会服务中， 对我国社会
工作本土化、专业化、体系化发展
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22 个国家和地区提交
255 篇参会论文

据记者了解，截止到 8 月 30
日，已有来自中国、日本、菲律
宾、土耳其、新加坡、新西兰、斯
里兰卡、印度、孟加拉国、越南、
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中
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人报名参会。 参会者大多数为社
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以及高校
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

在大会志愿者招募与培训
方面，深圳市社工协会已于 6 月
至 7 月期间开展了会议志愿者
招募工作。 经过资质筛选与面
试， 深圳市社协确定了来自彩

虹、社联、龙祥等 30 家社工服务
机构的 74 名社工入选语言类、
礼仪类及会务类志愿者。

同时，深圳市社工协会、龙岗
区民政局等分别为志愿者们开展
了“志愿者礼仪与形象塑造”“急救
知识及突发事件处理” 等多次培
训，提升了志愿者们的国际礼仪知
识、会务能力及语言能力。

根据大会组委会要求， 参会
者须向组委会提交会议论文，参
与学术研讨会。在论文收集方面，
目前筹备工作组已经收集到了来
自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巴基
斯坦、新加坡、土耳其、印度尼西
亚、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等 22 个
国家和地区的 255篇参会论文。

这些论文中，涉及中国的主
要包括留守儿童问题、城镇化问
题、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社区药
品安全服务等议题，还包括美国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种族关系中
的家庭暴力等议题，以及印度企
业社会责任、 印度移民人口、巴

基斯坦性别差距、 日本难民服
务、土耳其社工职业倦怠、菲律
宾学校社会工作等各国具有代
表性的服务领域。

目前， 经过大会论文国际国
内专家评审组的评审， 已确认将
有 178篇论文的作者在大会中发
言，分享本地社会工作经验，其余
论文将编入大会的论文集中。

此次大会将邀请亚太地区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名
社会工作者齐聚深圳龙岗，分
享、交流国际社会工作的实践经
验和方法。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首席执
行官麦克莱恩博士， 韩国社会工
作者协会国际委员会主席、 韩国
西江大学教授 Sun Kyung Kang，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区为本研究
与社会责任高等教育教席 Rajesh
Tandon， 原国际社会工作学校联
会（IASSW）主席、香港理工大学
副校长阮曾媛琪等都将出席并与
社工同仁展开交流。

9 月 4 日， 民政部网站发布
消息，“中国社会工作”主题标识
进入公众评选阶段，9 月 4 日-14
日开展网络投票，投票在网络和

移动端平台同时进行。
社会工作是指在社会服务

与管理领域， 遵循专业伦理规
范，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

方法， 帮助有需要的个
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
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
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
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
功能，促进社会和谐的职
业活动。

社会工作标识作为
一种图形符号，是社会工
作行业形象的集中体现，
是社会工作品牌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方便广
大居民识别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
会工作服务场所，增强社
会工作的认知度、认同度
和接纳度，扩大社会工作
社会影响力，2016 年 3

月， 民政部发布《“中国社会工
作”主题标识征集活动公告》，决
定开展“中国社会工作”主题标
识征集活动。

公告提出了三项设计要求：
1、主题鲜明、寓意深刻。 应征作
品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助人自
助的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体现甘
于奉献、扎根基层、为民解困、为
民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精神，体
现助力扶贫济困、 调适社会关
系、修复社会功能、舒缓社会矛
盾、促进社会融合、增进社会福
祉的社会工作专业功能，符合中
国特色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要求，
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

2、构思新颖、端庄大方。 应
征作品应为图案或字母的结合
体，形式端正庄重，色彩搭配适
宜，结构简洁明快，符合大众审
美和认知要求，具有较强亲和力
和感染力，利于明确标示，便于

识别记忆，宜于宣传推广。
3、简明易用、适用性强。 应

征作品在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
上，应适用于平面、立体、电子
媒介等传播使用和再创作要
求，满足各种材质制作需求，适
合社会工作者佩戴， 适合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和社会工作服务
场所长期悬挂， 适合在开展各
类社会工作服务和活动中印制
使用。

公告明确了评选办法。 应征
作品经初步筛选后， 将在民政部
网站、中华社会工作网、中国社会
报等媒体上公布， 通过网络投票
方式听取社会意见， 选出应征优
秀作品。 民政部成立由各有关方
面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对群
众投票选出的优秀作品进行评
审，评选出入围作品和采用作品。

对采用作品给予 10000 元奖
励， 对入围作品各给予 3000 元

奖励。 采用作品和入围作品的作
者均将获得荣誉证书。

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积极
响应并踊跃参与，共收到 321 份
应征作品。 根据公告精神，民政
部组织了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
初步遴选出 23 份应征作品接受
公众评选。

为进一步拓宽社会参与渠
道， 更广泛地听取社会各界对

“中国社会工作” 主题标识的意
见建议， 定于 9 月 4 日-14 日开
展网络投票，投票在网络和移动
端平台同时进行，可以通过中华
社 会 工 作 网（www.chinasocial－
work.cn）或“中国社会工作”微信
公众号（china_socialwork）进行投
票。

公众投票结束后，民政部将
成立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评审
委员会，对公众投票选出的优秀
作品进行评审，确定采用作品。

“中国社会工作”主题标识进入公众评选阶段

� � 8 月 31 日，亚太会筹备会在深圳举行。 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
秘书长张卓华介绍了大会筹备进展情况。

� � 在第七届（2016）中国社会工作年会上，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宫
蒲光（左）从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兼亚太区主席木村真理子手中
接过中国承办第 24届（2017）亚太地区社会工作区域联合会议确认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