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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工作领域

第一部分 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一、西方社会工作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西方社会工作的产生

三、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二部分 社会工作的内涵与构成

一、社会工作的内涵

二、社会工作的构成要件

三、社会工作的不同形态

第三部分 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

一、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与社会问题的关系

二、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领域和重要领域

第二章 社会工作的功能

第一部分 社会工作者及其角色

一、社会工作者的一般特征

二、社会工作者担当的主要角色

第二部分 社会工作的主要功能

一、社会工作的助人功能

二、社会工作对维持社会秩序的意义

三、社会工作对助人功能与维持社会秩序关系的理解

第三部分 社会工作功能的实现

一、社会工作的过程模式

二、社会工作组织模式的变量及其组合

三、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特点

第三章 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第一部分 价值在社会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前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价值观

二、早期社会工作中的价值观



三、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四、社会工作中的反价值问题

第二部分 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一、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的基础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代表性的体系

三、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的专业价值

四、中国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的专业伦理

第四章 社会工作理论

第一部分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和逻辑结构

一、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阶段

二、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内部逻辑结构的两种“理想型”描述

第二部分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流派

一、心理分析学理论

二、认知理论

三、行为主义理论

四、社会系统理论

五、标签理论

六、沟通理论

七、人文主义理论

八、激进的人文主义理论

九、马克思主义理论

十、“增权 ”或 “倡导 ”理论

十一、女权主义理论

十二、叙事治疗理论

第五章 社会福利制度

第一部分 社会福利的分类

一、社会福利的二分法

二、社会福利的三分法

第二部分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

一、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福利服务传递体系的作用和意义的主要体现

二、当今社会主要的社会福利模式

三、不同社会福利模式下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第六章 社会个案工作

第一部分 社会个案工作的涵义与历史发展

一、社会个案的涵义

二、社会个案工作的发展历史

第二部分 社会个案工作的理论模式与实务方法

一、危机介入模式

二、任务中心模式

三、社会-心理模式

四、行为治疗模式

五、叙事治疗模式

第七章 社会小组工作

第一部分 小组工作的基本概念

一、小组工作的定义

二、小组工作的发展

三、小组的特性

四、小组的类型

第二部分 小组工作的理论模式

一、小组工作的三大模式

二、相关的小组工作模式

第三部分 小组的发展阶段、成员互动和小组的社会控制

一、小组的发展阶段

二、小组的成员互动

三、小组的社会控制

第八章 社区工作

第一部分 社区工作的涵义与发展

一、社区工作的一般性定义

二、社区工作的发展

第二部分 社区工作的理论与模式

一、社区工作的基础理论

二、社区工作的模式



第九章 社会行政

第一部分 社会行政的含义

一、什么是社会行政

二、社会行政与社会管理、公共行政的区别

三、社会行政的层次

第二部分 社会行政的内容

一、社会服务计划的内容

二、社会服务组织的结构类型、机构组建方式和招聘人员的一般程序

三、社会工作督导和激励的基本含义

四、社会工作协调和控制的基本含义

五、社会工作评估的类型和方法

第十章 儿童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和涵义

一、儿童社会工作的定义

二、儿童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

第二部分 儿童社会工作的内容

一、宏观儿童社会工作

二、微观儿童社会工作

第三部分 儿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

一、生物学方面的理论

二、文化学方面的理论

方法：

一、儿童个案工作

二、儿童团体工作

三、儿童社区工作

四、儿童福利行政

五、中国儿童福利行政体系

第十一章 青少年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概念与历史

一、青少年社会工作的概念

二、青少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



第二部分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内容

一、宏观青少年社会工作

二、微观青少年社会工作

第三部分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角色扮演理论

方法：

一、个案辅导

二、团体辅导

三、社区建设

四、青少年社会福利行政——国际社会关于青少年福利政策的基本原则

五、中国青少年社会工作机构

第十二章 老年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社会变迁与老年问题

一、老年社会工作的概念

二、老龄化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二部分 老年社会工作的内容——老年社会工作实务

一、机构照顾

二、社区照顾

第三部分 老年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

一、社会撤离理论

二、活动理论

三、连续性理论

方法

一、老年个案工作

二、老年小组工作

三、老年社区工作

第十三章 妇女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妇女社会工作概述

一、什么是妇女社会工作

第二部分 妇女社会工作的内容——中国妇女社会工作实践的内容

一、三大主体活动和四项工程



二、宣传教育妇女工作

三、为妇女提供社会服务

四、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第三部分 妇女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二、方法——中国妇女社会工作实践的方法

三、中国大陆妇女工作机构

第十四章 残疾人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残疾人社会工作的涵义与发展

一、残疾人社会工作的概念

二、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第二部分 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内容

一、宏观层面

二、中观层面

三、微观层面

第三部分 残疾人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正常化理论 回归社会理论 增能理论 优势视角理论

二、方法——社会康复 社区康复 职业康复

三、中国残疾人社会工作组织体系与法规体系

第十五章 家庭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家庭社会工作的涵义与发展

一、家庭社会工作的定义

二、家庭社会工作的发展

（一）欧美和中国港台地区家庭社会工作发展简况

（二）我国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化和家庭社会工作任务

第二部分 中国大陆家庭社会工作的内容

一、家庭救助

二、婚姻家庭调解

三、家庭生活服务

四、婚姻家庭心理辅导

五、家庭能力建设

第三部分 家庭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 家庭生命周期 家庭冲突理论 性别敏感的家庭社会工作

二、方法 个案工作 小组（团体）工作 社区工作应用于家庭

三、家庭治疗

第十六章 医务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医务社会工作的概念与发展

一、医务社会工作的概念及相关概念

二、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二部分 医务社会工作的内容——医务社会工作的介入领域

一、健康照顾处境

二、预防医学与预防保健

三、临床医疗及服务流程

四、康复医学及康复服务

五、个人卫生及家庭健康

六、社区健康

七、国家健康政策及社会健康

第三部分 医务社会工作的理论

一、生理-心理-社会健康观

二、健康危机干预和压力管理

三、健康照顾或卫生保健的观点

第四部分 医务社会工作方法

一、个案取向

二、团队工作

三、社区运动和群众运动方法

四、其他——家庭治疗和社会心理康复训练 健康教育宣传和健康促进 资源动员

和社区参与

第十七章 工业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工业社会工作的概述

一、工业社会工作的概念

二、工业社会工作的历史

第二部分 工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

一、员工福利服务

二、职业生涯服务



三、员工情绪管理

四、员工闲暇服务

五、劳动关系协调

六、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部分 工业社会工作的实务理论

一、公司治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二、行为科学理论

三、职业生涯理论

四、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第四部分 工业社会工作的方法

一、微观工作方法 咨询与个案辅导 团体辅导与小组工作

二、宏观工作方法 社区组织或社区发展 社会行政和社会政策

三、实务模式 员工协助面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模式

第十八章 农村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农村社会工作的涵义与发展

一、农村社会工作的涵义

二、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简况

第二部分 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领域

一、农村反贫困工作

二、新农村建设服务

三、农村困难人群服务

四、农村留守群体服务

第三部分 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

一、反贫困理论

二、社会支持理论

三、社会资本理论

四、现代化理论

五、后现代理论

第四部分 农村社会工作的方法——实务模式

一、地区发展模式

二、社会策划模式

三、社区照顾模式



第十九章 反贫困与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贫困问题概述

一、贫困的涵义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

二、贫困的测量

第二部分 反贫困的国际经验回顾

一、反贫困的主要武器

二、西方社会福利政策的转向——资产建设理论和社会投资理论

第三部分 反贫困领域中的社会工作

一、个案辅导与团体工作

二、贫困社区的社区发展工作

三、参与设计并实施缓贫计划

第四部分 中国的反贫困与社会工作

一、中国传统的城乡社会救助

二、中国的开发性扶贫作出的调整与变化

第二十章 矫正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矫正社会工作的涵义与发展

一、矫正社会工作的定义

二、矫正社会工作的起源发展

第二部分 矫正社会工作介入途径（实务）

一、司法审判前提供的服务

二、监狱处遇中提供的服务

三、社会处遇中提供的服务

四、对刑释人员提供的服务

五、对违法青少年提供的服务

第三部分 矫正社会工作新的理论和价值理念

一、新社会防卫论

二、基本价值理念

第四部分 中国大陆的社区矫正工作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二、中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内容 适用范围 任务 分工 制度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十一章 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



第一部分 民政工作中的社会工作实务

一、民政部门社会工作的内容

（一）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

（二）社会救助

（三）优抚安置

（四）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管理

二、民政工作中的社会工作理论

（一）人道主义

（二）需要理论和分配-再分配理论

（三）社会福利社会化

三、民政工作中常用的社会工作方法

（一）社会政策的方法

（二）社区工作的方法与模式

（三）小组工作的方法与模式

（四）个案工作的方法与模式

第二部分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民政部门的角色与功能

一、中国社会工作中的“民政模式”

（一）“民政模式的”涵义

（二）“民政模式”的特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社会工作的主要努力

（一）推动社会工作的恢复发展

（二）推动社会工作的组织建设

（三）推动社会工作的基层实践

（四）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建立

三、民政系统社会工作发展的着重点

（一）完善专业社会工作政策制度

（二）提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水平

（三）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管理

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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