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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贺词  

作为历史转折点的 2022 年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 会长 木原 活信（同志社大学） 

 

虽然迎来了 2022 年，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不寻常的时期，和去年一样，世界还被新冠疫

情所笼罩。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相信大家的大学，福利机构等仍在遭受不便和不适。在这里

我由衷地向大家，特别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会员们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日本社会福祉学会也不例外，学会的各方面活动都受到了限制。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和其

他委员会的会议基本上都在线上举行。在大家的智慧和努力下，由东北福祉大学主办的秋季大

会也在线上成功举行。我们希望今年的大会能以某种方式在线下举行。 

世界因新冠疫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社会福祉领域尤为明显。媒体经常报

道例如裁员，失业，贫困，社会救助，留守家庭的家庭暴力，日益增长的儿童虐待，养老院的

大规模感染以及年轻女性自杀率上升等问题。然而，这些通常并没有怎么被讨论过的社会福祉

问题在新冠疫情下备受关注。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这个词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报纸上，

尽管这个词不一定只与新冠疫情有关，但是随着它的逐渐渗透，“社会工作者”似乎正在获得

“公民权”。然而，除非“社会工作者”真正被认可为支持和贡献社会的专门职业，否则它将

是毫无意义的。 

顺便说一下，2022 年是日本从 1868 年（明治元年）开始进入近代以来的第 54 年（当

然对此存有异议）。也就是说，从 1868 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77 年是近代。战

后的 77 年，从 1945 年到 2022 年，就可以划分为现代。那么，2022 年之后的 77 年会是怎

样的呢？77 年后将是 2099 年，也正是 21 世纪的结束之年，因此 2022 年很有可能会出现新

的分歧而成为历史转折的起点。 

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有迹象表明 2022 年将是一个转折点。然而，这些迹象并不一定是

充满希望的，似乎恰恰相反。近年来，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民主作为战后在发达国家建立起来

的一个“共识”，已经发生了动摇。2021 年 1 月 6 日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国会议事堂被占领

的事件令人震惊。在欧洲也是如此，移民，难民和引领世界经济形势的挑战似乎已经成为了过

去，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和平安全的。中东问题和伊斯兰社会的对话问题依然是一个棘手

难题。中国也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其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势头强劲，

激化了中美对立。而且，香港和台湾的紧张局势仍未得到缓解。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缅

甸，阿富汗的严峻政治形势，以及俄罗斯在东欧的局势。无论如何，现在的世界形势表明，我

们在二战结束后的 77 年里建立起来的，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价值观的民主，已经面临危

机。鹤见俊辅所说的“民主主义之后便是法西斯主义”这句话，在下一个时代似乎是非常现实

的事情，难道只有我自己吗？ 

如今，不仅民主的基础摇摇欲坠，而且伴随着经济差距和不平等，环境破坏也日益严重。

鉴于此，正如后起之秀斋藤幸平像“先知”一般所指出的那样，似乎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

资本主义从现代发展到今天的情况。诸如“新资本主义”这样的细微调整已经无效了，现代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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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似乎已经暴露了它的极限。斋藤提出，资本主义造成的崩溃危机，以及它对自然的破坏，

如全球变暖和异常天气等环境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基于“发展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来解决，

应该停止这种做法，我们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即“丰富的去增长经济”，这是一个激进但有

思想的建议。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的是目前的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环境问题都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 

社会福祉，无论你喜欢与否，如果不了解这些全球环境和世界形式，不了解宏观历史意识

和经济体制的背景，就不能独立存在。尽管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集中在个人的微观生活问题上，

但它与世界局势，和宇宙范围的“全球”环境紧密相关。如果说 2022 年是现代，当代和下一

个时代价值转变的黎明，那么现在就是社会福祉学主动引导世界走向这个转折点的时候了，而

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 

继去年之后，新冠疫情的形势仍不稳定，现在谈论其结束和新冠疫情之后的事情似乎还为

时过早。我认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在新冠疫情面前必须与世界人民的苦难共存，这种严峻的

形势正在考验社会福祉学在研究方面的能力，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困难的局面仍在继续，但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合作，一步一步地开展社会福祉学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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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中三国学术交流的报告 

副会长／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长 和气 纯子（东京都立大学） 

 

日本社会福祉学会与韩国社会福祉学会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签署了

《关于促进韩中日三国研究交流的备忘录》，并通过举行各自的研究大会等进行学术交流。交

流主要是通过相互邀请参加各自学会的年度大会等专题研讨会，为会员提供个人研究发表的

机会。 

然而，众所周知，新冠疫情的传播使得从 2020 年开始很难举行面对面的研究大会。介于

此情况，三国会长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在线上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将原定于本年度在

韩国举办的研讨会延期到明年。另一方面，大家同意根据备忘录的规定，保持会员发表其研究

的机会，即使在各国举行的研究大会都是在线上举行的。 

最后，三个国家都在线上举行了秋季大会，并制定了交流方案。在日本，第 69 届会议（东

北福祉大学）于 9 月 11 日至 12 日在线上举行，来自韩国和中国的自由研究发表各为 5 个和

2 个。另外，韩国于 10 月 22 日至 23 日举行了秋季大会（首尔大学），有 1 个来自日本的自

由研究发表。在中国举行的秋季大会从原定计划的 10 月 9 日至 10 日延期到 12 月 12 日，最

终在线上成功举行，并有 1 个来自日本的自由研究发表。 

尽管今年的学会活动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线上参会方式的普及让我们的会员能

够继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此外，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的留学生和国际比较研究的

研讨会上，在海外任教的会员在线上发表其研究，并进行了线上的小组讨论会。虽然存在调整

时差的问题，但是线上交流方式的引入，在某些方面使国际学术交流比以前更容易。我们希望

面对面学术交流的日子能够早日到来，但与此同时，考虑到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利用线上交流

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可能是有益的。 

此外，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不仅致力于与韩国和中国的交流，还将扩大与欧美各国的

交流和信息交换的机会，为今后将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会员和学者创造机会，并以接力的形势介

绍最新的研究动向和当地学会的信息等。而且，作为宣传委员会的一项活动，我们计划将学会

的网站进一步国际化，充实韩语，中文，英文的翻译。在这个与新冠疫情共存的时代，我们依

然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是，我们将利用各种媒体和方法，继续并进一步发展学会及其会

员之间的国际学术交流。 

 

 

  



4 

韩国社会福祉学会 

2021 年度秋季共同学术大会的自由发表报告 

川池 智子（鹤见大学短期大学部） 

 

“亚洲友谊”的价值 
 

去年 10 月，我有机会在首尔大学主办的“韩国社会福祉学会”上做了一次发表。遗憾的

是，这次发表是线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体验线上发表，虽然紧张却很有意义。 

我的发表题目是“关注作为“依赖劳动”的保育职业的脆弱性-从“照顾的伦理”来解读

保育员的“心声””。由于篇幅的关系，此次发表是依据 Kittay（2010）论，对东京都保育员

调查报告书的自由记述进行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保育员的照顾工作“照顾和抚养自己的孩

子”与监护人的父母照顾之间的冲突，被列为 “三种照顾工作的对立结构”中。参会者对我

发表的评论是“韩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期待更仔细分析的后续报告（这也许是对宾客

的一种顾虑）”。 

其他韩国学者进行了题为“新冠疫情之后在社会福祉价值方面对公平的重新解释”和“电

子福利（e-welfare）传播治理的方向”的发表。前者是对新闻上关于年轻人就业和经济不平

等的相关报道的关键词分析，后者是关于韩国提供社会福祉服务的 IT 系统的介绍。 

通过这次发表我收获到了，正如大家经常所说的那样，扭转新冠疫情的灾难。我想，与海

外的“线上：看不见的线”可能有力量，不仅可以轻轻地打破距离，也可以打破先入为主的障

碍。我还了解到，韩国正在尝试通过网络建立社会福利服务的系统，并且正在探索使用文本挖

掘的研究方法。 

韩国式的讨论是很刺激的，这是在日本的学会很少能体验到的。之前的发表也是如此，这

也促使我参加今年的大会。这次发表让我体会到了海外发表的乐趣，这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最后，虽知难以实现，依然想阐述几点对今后的期望。 

第一，希望学会能考虑对通过审查的研究提供笔译，口译和旅费的支持，就像邻近领域的

学会一样。这将确保那些有出色的研究但不懂韩语，中文，或无法负担旅费的人也可以参加。

如今，不仅只有年轻的研究生经济不富裕。退休的学者也希望可以得到发表各自“成熟研究”

的机会。第二，如果是“线上”举行的话，希望能够增加发表的机会。因为有时候数量也会超

越质量。第三，正如人们常说的，只向欧美国家学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通过在本学会的 3 次

发表，韩国社会福祉学会的 2 次发表，东亚社会福祉论坛（成都市）的发表，我意识到向亚洲

邻国的学者学习的价值。即将出版的中日学者编著的《洞察日本社会福祉的动向与未来：亚洲

福利国家的典范及比较研究的启示》（西南交通大学 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出版）成为了我与成

都结缘后的一个成果。 

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发现”置身于异国他乡，用五感去感受，面对面相互学习的价值。 

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讨论研究的同时，一边享受“正宗的鸡肉”和“正宗的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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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 

2021 年会的自由研究发表报告 

渡边 修宏（国际医疗福祉大学） 

衷心感谢那些学习社会福祉的人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1 年度的“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年会”不仅和

去年一样被迫在线上举行，而且还导致了会期的推迟。会议原定于 10 月举行，后推迟到 11

月，最后于 12 月 12 日（周日）举行。 

虽说是线上发表，但由于不是在国内的会议上发表，我非常紧张，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

更何况今年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会议一直推迟，日程安排也被多次调整。因此我在那两个

月里一直感到不安。比如“会议何时能举行？真的能举行吗？”。 

沉浸在这种不安和恐惧的心情中，我反而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的感激。 

世界各地都有人正在遭受新冠病毒的感染。其中有一些人由于自身的感染而无法参加社

会活动，也有一些人在生死关头奋斗，还有无数人因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感染而受到各种影

响，如后勤支援，接管他们的工作等等。这样看来，会议因为新冠疫情而延期举行实在是一件

微乎其微的事情。相反，我很感激。无论如何，非常感谢能让我参加此次会议，并做自由研究

发表。 

我的发表题目是“不同宗教团体之间政党支持的协助流程 Social support process 

between different religious communities”。这是基于菲律宾社区工作田野调查的发表。然

而，调查因菲律宾受到台风和当地政府职员被暗杀事件的影响，未能达到最初的目的。因此，

这个研究也成了“半途而废的研究”。 

但是，关于我的发表，当地（上海）的学者和工作人员并没有指出研究的不足之处，相反，

大家对该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换言之，大家强调的不是“哪些是没能做

到的”，而是“做到了哪些，想做的是什么”，并强调了由此产生的学习的意义。他们的这一举

动深深地鼓舞了我。感谢参会者的热情，谦虚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请允许我向参与会议

准备工作的人以及所有发表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我想对高宗女士和日本社会福祉学

会事务所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各种安排和协调所作的努力，非常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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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年轻学者网络“CS-NET” 

研究支援委员会委员 宮崎 理（明治学院大学）         

保田 真希（北翔大学短期大学部） 

 

这段时间，研究支援委员会一直在准备启动一个属于学会年轻学者的网络（Creative 

Support Network:简称 CS-NET）。CS-NET 最终将于今年的 3 月开始运作。 

CS-NET 旨在促进年轻学者的信息交换和相互交流。这里所说的年轻学者指的是刚刚开始

做研究的学者。这其中包括了不同年龄和各样经历的会员。对于年轻学者而言，与立场相近的

其他学者进行交流，这对于他们开展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与其他学会相比，本学会会员

的经历更加多样化，这使得他们更有必要相互帮助，继续开展研究。不仅有从大学直接升入大

学院（硕士，博士）的会员，也有很多会员是基于他们在社会福祉实践领域的丰富经验而开始

研究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不仅使个别年轻学者难以继续做研

究，也有可能成为社会福祉发展的障碍，因此有必要思考解决方案。 

社会福祉学也有吸收其他领域知识的发展历史。在本学会中也有共同的社会福祉学领域

的会员，但他们是基于不同的学术学科。拥有多样背景的学者在其研究事业的早期阶段进行交

流，这对学者个人来说，是一种学识上的激励。 

CS-NET 的运作是作为研究支援的纽带，以促进上述工作的开展。CS-NET 使用邮件列表

来促进年轻学者之间的日常交流。此外，在启动之后，CS-NET 还考虑组织信息交换会和开展

研究的学习会等。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与参与者一起工作，实施具体的举措。 

在 CS-NET 启动之际，研究支援委员会计划与 3 月 21 日（周一，祝日）组织一次线上活

动。届时，研究支援委员会委员将向大家解说如何参与并充分利用 CS-NET 的方法等。同时，

3 位年轻学者将提供主题演讲。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开展信息交换会，分享年轻学者面临的挑

战和网络建设的方向。 

另外，这个活动也对所有考虑加入本学会的人员开发。如上所述，“年轻学者”的定义还

有待商榷。我们期待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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