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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0级现代学徒制）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社区管理与服务 

专业代码：690104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及所属专业类应依据现行专业目录；对应行业参照现行的《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主要职业类别参照现行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根据行业企业调研，明确主
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根据实际情况举例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所属专
业大类
（代码

） 

所属专业
类（代码

）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
类别（或
技术领域

）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公共事

业大类

（69） 

公共事业

类（6901

） 

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

及其他组

织（96）

、社会工

作（85） 

1-05-

00基层群众自治组

织负责人（GBM1050

0）含居民委员会负

责人1050001村民委

员会负责人1050002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2

-07-09(GBM20709) 

生活照料服务人员4

1001(GBM41001) 

居委、村委

负责人及专

职系列岗位

，社区老年

照护系列岗

位、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

系列岗位 

老年护理师、

老年康复师、

老年能力评估

师、养老服务

质量评估师、

保育员、失智

老人照护师、

员工关系协调

员（四级）、

秘书（四级）

、中小学教师

资格证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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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广州和珠三角，培养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所需要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

人员。培养学生优良的政治素质、文化素养和社区服务专业价值观、恪守社区工作专业伦

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社区工作专业知识、社区老年照护、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

业知识，熟悉社区工作、老年服务相关法律和政策；熟练运用社区工作、老年照护等专业

方法和技巧开展工作，胜任社区老年照护和养老服务评估、管理等岗位任务，具备熟练的

社区工作和老年照护的实务能力，能够在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社区养老、理念照护、社

区禁毒、社区建设等领域的管理和服务岗位就业发展的复合型和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2）职业素质 

把思想政治素质融合到职业素质中，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修养、良好的职

业伦理与法律素质。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

精神和严谨求实的作风；具有团队协作、自助助人、务实创新意识，崇尚劳动精神和工匠

精神。 

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广博的科学视野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思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

分析力，能够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养成严谨理性的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素

质和信息化素质。 

具有良好的职业安全素质，注重生活安全、学习安全实习实训安全和工作安全，。 

具有一定的抗压力、抗逆力和情绪管理能力，养成健康乐观的人格品质。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基本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数学、外语、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3 

（2）专业知识 

社区管理知识：了解社区管理基本模式；熟悉社会组织运营管理机制；掌握社区管理

公关沟通与协调、公文撰写、文档管理等基本理论知识。 

社工服务知识：掌握社会工作服务基本伦理、掌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方法知识、熟悉

社会工作的政策与法规以及社会工作的通用实务流程知识，掌握社区主要人群的社会心理

学知识。 

老年照护知识：老年心理学、社会学知识，老年护理知识、认知障碍照护知识、老年

康复知识、老年照护及质量评估等相关知识。  

老年照护机构管理知识：照护机构的运营管理知识、照护服务的组织、照护服务

管理制度、照护计划、照护服务质量管理、照护服务信息化管理等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A、具有较强的信息化能力，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信息管理和信息交流； 

B、具有良好的外语能力、运用专业语言的能力； 

C、具有良好的职业规划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D.良好的劳动能力和审美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A、具有良好的社区服务意识，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区服务价值践行于服务过程；

熟练运用社区管理与服务法规和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手法为社区不同群体提供适切的

服务。 

B、熟练掌握老年照护各项技能，能够为失能、失智等各类服务对象进行专业照护； 

C、具备老年照护机构运营和管理能力，熟练掌握老年照护评估和照护质量评估技能，能够

对老年一般照护、长期照护和特殊照护进行评估； 

D、具备良好的文书能力，能独立完成工作岗位上的各类文书撰写工作； 

E、较强的反思能力，能在服务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成长。 

 

（3）职业拓展能力 

A、能够开展社区禁毒宣传、教育和服务活动； 

B、能根据社区老年服务需求情况进行服务规划和设计； 

C、掌握老年照护绩效管理能力； 

D、能够进行照护服务质量的管理、评估和控制； 

E、能够针对老年康复需求开展园艺治疗服务和音乐治疗服务。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4．【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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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社区

专干

★ 

城镇居民委员会和农

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

和工作人员 

（1）熟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

进行宣传和贯彻； 

（2）能够熟练开展社区工作； 

（3）能运用专业方法服务社区居民； 

（4）能够依法开展社区自治； 

（5）能顺利完成岗位的文书写作和档案

整理。 

社区概论、社区工作、社

区工作法规和政策、社会

保障概论、社区危机管理

、社区活动策划、社区实

践活动、社区工作实务、

社区工作文书、档案与信

息管理等。 

2 

老年

照护

师★ 

街道设立的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托老服务中心

、街道社工站长者领域

，各类养老院、颐养院

、老年公寓等护理师、

康复师、评估师岗位 

（1）熟练开展日常照护和管理服务； 

（2）能够对失能失智老人进行专业照护

； 

（3）能够对一般照护和长期照护进行需

求评估和照护质量评估； 

（4）能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和

援助； 

（5）能为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生活照

护； 

（6）能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 

（7）能为老年人开展康乐服务。 

社区工作法规和政策、社

会组织管理、老年社会工

作、老年健康照护（上、

下）、老年康复训练、认

知障碍综合照顾、园艺治

疗、残疾人社会工作、社

区活动策划、社区工作文

书等 

3 

社会

工作

者★ 

社会组织、社工机构、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一

线工作人员；社会福利

机构、养老机构等管理

、服务人员；企业、医

院、学校等附属社工机

构的社工人员。负责完

成岗位专业工作任务。 

（1）能熟练地开展各类专业小组工作； 

（2）能辅导各类专业个案，并保证专业

成效； 

（3）能开展社区活动； 

（4）能做好沟通协调工作，能链接资源

； 

（5）能完成岗位工作各项文书的写作和

归档整理。 

社会工作导论、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

区工作、社区工作法规和

政策、社区禁毒实务、人

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区

工作实务、青少年社会工

作、家庭社会工作、老年

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

作、社会组织管理、社区

活动策划、社区工作文书

等 

4 

行政

助理

岗 

民政、妇联、共青团、

工会、卫生、司法、教

育等系统和城乡社区组

织、社会团体、社会服

务机构从事行政管理工

作。 

（1）能撰写日常工作文书； 

（2）能策划与管理服务项目； 

（3）能胜任机构的组织管理与沟通协调

工作 

（4）能够胜任老年照护机构的日常管理

工作。 

社会组织管理、组织行为

学、社区心理学、职业礼

仪与职业形象、社区危机

管理、社区禁毒实务、社

会保障概论等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应准确描述各门课程的课程目标、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落

实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落实国家有关

规定和要求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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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势与政策     

 体育  
  

 

 职业英语1、2  
  

 

 计算机应用基础  
  

 

 国学精粹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

新创业指导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

象》、《交际与口才

》、《商务文书写作

》、《应用写作实训

》、《中西文化基础

》 

 

  

 

 高等数学、经济数学  
  

 

 军事理论教育  
  

 

 

（二）专业（技能）课程（应准确描述各门课程的课程目标、主要内容和教学要

求，增强可操作性）。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备注 

1 社区概论 

掌握有关社区的基

本知识，学会运用

有关理论和方法开

展社会学的社区研

究。 

社区基本知识、社

区人口、社区资源

、社区组织、社区

理论、社区服务、

社区发展等 

教学做一体化 

 

2 社区工作 

掌握社区工作理论和

方法，能够胜任社区

居（村）委、社区工

作机构等岗位工作任

务 

社区工作内容、社

区工作理论、社区

工作模式、社区工

作过程和方法 

教学做一体化 

 

3 老年社会工作 

掌握老年社会工作理

论和方法，能够胜任

社会工作机构、各类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养老院等社工岗位工

老年社会工作理论

、老年人服务需求

、老年社会工作方

法和技巧。 

专兼任教师团队

，多功能、多媒

体授课教室、养

老院、实训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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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 

4 养老护理员技能训练 

面向各种形式的

养老机构、医院老年

病房、社区老年护理

岗位，培养具有护理

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

识、掌握老年人的身

体和心理特点，具有

规范熟练的基础护理

和老年专科护理操作

技能和良好的服务态

度，并能顺利通过老

年护理专业人员资格

考试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养老服务技能基础

、生活照料、基础

护理、康复护理、

心理护理等 

专兼任教师团队

，多功能、多媒

体授课教室、养

老院、实训室等 

 

5 认知障碍综合照顾 

了解老年人认知障碍

发生的原理，掌握认

知症老人照顾的方法

和技巧 

认知障碍发生的原

理、认知症的心理

学知识、认知症老

人的直观方法和技

巧 

教学做一体化 

 

6 老年康复训练 

了解老年人常见综合

征的基本知识，掌握

老年人常见综合征康

复训练的方法 

老年中枢神经系统

、骨关节、心血管

等疾病，老年常见

综合征的康复方法 

教学做一体化 

 

7 社区工作实务 
掌握社区工作实务通

用过程和实务能力 

社区工作实务通用

过程、社区居家养

老实务、社区专职

实务、社区矫治实

务。 

教学做一体化 

 

8 社会组织管理 

了解社会工作机构

及其他类型社会组

织运作管理的基本

逻辑，掌握社会组

织管理实务能力 

社会组织的起源

、特质和使命，

探讨社会组织的

领域结构和组织

间关系，深入解

析社会组织内部

的重要决定因素

，探讨组织发展

和变迁潜力 

教学做一体化 

 

9 社区工作文书 

了解社区工作、社区

服务各类常用应用文

，掌握常用文书的写

作方法。 

社区工作常用行政

公文、通用文书、

礼仪文书、社工文

书。 

教学做一体化 

 

10 个案工作 

了解个案工作的理论

和方法，掌握个案工

作的方法和技能。 

个案工作理论、个

案工作方法 

教学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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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组工作.. 

了解小组工作的理论

和方法，掌握小组工

作的过程和技能。 

小组工作理论、小

组工作方法 

教学做一体化 
 

12 社区活动策划 

了解社区活动类型、

社区活动策划的过程

和方法、掌握社区活

动策划方案写作能力

、具备开展社区活动

的实务能力。 

社区活动类型、社

区活动策划的过程

和方法、社区活动

策划方案写作、社

区活动实训。 

教学做一体化 

 

13 社会调查 

了解社会调查的理论

和方法，具备社会调

查的实务能力 

社会调查含义、社

会调查类型、社会

调查方法、调查报

告写作 

教学做一体化 

 

14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

环境的理论知识，能

够运用人类行为与社

会环境的关系视角服

务困境人群。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

境的理论基础；人

类胎儿期、婴儿期

、幼儿期、儿童期

、青少年期、成年

期、中年期、老年

期等各阶段身心特

征。 

教学做一体化 

 

15 家庭社会工作 

了解家庭社会工作的

理论知识，掌握家庭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能够胜任家庭社会

工作岗位能力。 

家庭的结构和功能

、家庭社会工作理

论、家庭治疗方法 

教学做一体化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能力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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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

社会调查、

组织行为学、

档案与信息管

理

社会组织管理

社区危机管理

第五阶段

综合能力培养 毕

业

实

习

、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养老护理技能

训练（上）
社会工作法规

与政策

社区工作实务

社区活动策划

社区工作文书

老年社会工作

、青少年社会

工作

职业礼仪与

职业形象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人类行为与社

会环境

社区概论

社区工作

社区心理学

社区实践活动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家庭社会工作

、残障社会工

作、养老护理

技能训练（下

）

认知障碍综合

照顾、老年人

康复训练、园

艺治疗、音乐

治疗、

社区教学：

社区服务能力

训练

社区管理能力

训练

社工服务能力

训练

长者服务能力

训练

 

（四）专业核心课程 （6-8门） 

 
核心课程1 社区工作 

学  期 2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30 实践学时 1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项目一：通过课堂讲授的方法，社区工作的概

念界定及内涵，社区与社区工作的特点和功能

，掌握社区与社区工作的概念与特征，具备一

定社区工作的知识基础。 

1、通过课堂讨论，让学生结合实际掌握社区

与社区工作的基本内涵，达到理解社区基本理

论的能力。 

2.通过社区实地参观，让学生了解社区工作的

现状，达到对于社区工作的理解，具备社区工

作的基础知识。 
社区工作

基础模块 

项目二 

通过课程讲授的方法，学习社区工作的理论基

础。 

1、通过课堂小组讨论的方法，掌握社区工作

历史理论的特点与本质。  

2、 

通过参观之后的课堂分享活动，具备分析与深

刻理解中国社区工作特点的能力。 

项目三 

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与小组辩论的方式，

掌握社区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提升

学生对于社区工作的素质的认识。 

1、通过案例分析了解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

中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2、通过课堂小组

辩论，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素质，具备培养自

身素质意识的能力。 职业素养 

培养模块 
项目四 

通过课程讲授、小组辩论的方法，深刻理解社

区社会工作者基本的工作价值观，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社区工作的价值观。 

1、通过小组辩论，掌握社区工作中的工作价

值观，树立在社区工作中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第二、三学期第一、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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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社区工作的三大基本模式 

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的方法，掌握社区工

作的三大基本模式“社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

模式、社会行为模式，具备使用三种基本模式

开展社区工作的能力。 

1、通过小组个案分享，掌握社区工作三大模

式的工作特点，具备使用三种模式进行社区工

作的能力。 

2、通过社区实践活动-

社区活动策划与执行，掌握社区策划的方法，

具备独立的社区活动策划能力。 社区工作

模式模块 

项目六：其他社区工作模式 

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的方法，掌握社区工

作的其他模式“社区照顾、社区教育、社区矫

正，具备使用不同模式开展社区工作的能力。 

1、通过参与社区实践活动—

社区老年人照顾、儿童照顾，掌握社区照顾的

一般模式，具备开展社区老年与儿童照顾工作

的一般能力。 

2、通过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掌握社区教育的

一般方法，具备开展社区教育的工作能力。 

项目七：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 

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社区实践活动的方

法，掌握社区工作最一般流程与方法，具备开

展社区工作的最一般的能力。 

1、通过社区实践活动—

参与社区年度计划制定的协助工作，掌握社区

工作的一般流程与方法，具备在专业人士指导

下开展社区工作的一般能力。 社区工作 

方法模块 项目八：社区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 

通过课堂讲授、社区实践活动、课堂总结与分

享等方法，掌握社区日常管理工作的流程，具

备协助开展日常管理工作的能力。 

1、通过社区实践—

参与社区日常管理，掌握社区行政管理工作的

特点与方法，具备初级的社区管理的能力。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采用了“教学做一体化，能力培养项目化”的新型教学模式。整个课程围绕岗位设计了八个项目做为教

学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任务，通过完成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达到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

的目的。教学做一体化：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及与岗位的对接性，课堂讲授与社区

实践结合，利用社区居委、街道家综、街道居家养老服务部和日间托老中心、街道康园工疗站等实践教学基地

实训内化专业知识。 

 
核心课程2 老年社会工作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项目一 老年人的群体特征 

通过讲授、视频展示、案例分析及体验

性活动的形式，了解老年人群体的生理

特征、心理特征及社会特征，掌握老年

人的三大特征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1、通过视频展示老年的生理特征 

2、通过案例分析讲解老年的心理特征及社会特

征 

3、通过案例练习，分析老年人生理、心理、社

会特征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老年社会工

作基础模块 
项目二 老年人的需求、问题及权益保障 

通过讲授、案例分析的形式，掌握老年

人的需求及问题，掌握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及老年人维权的途径及方法。 

1、通过多媒体展示讲解老年人的普通需求及特

殊需要 

2、通过案例分析讲解老年人问题及运用案例练

习巩固知识 

3、通过多媒体展示讲解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容 

4、通过案例分析及练习讲解并巩固老年人维权

的途径及方法 

老年社会工

作技巧模块 

项目四 老年社会工作技巧及应用 

通过讲授、视频展示、案例分析的形式

，掌握老年人专业服务过程运用的技巧

（怀旧、空椅子、生命缅怀等）及结合

案例分析运用。 

1、通过讲解及视频展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运

用技巧的动态过程 

2、通过案例分析及案例练习模拟老年社会工作

服务过程技巧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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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  老年社会工作方法基本程序 

通过讲授、视频展示、案例分析的形式

，掌握老年社会工作中个案工作、小组

工作、社区工作的工作程序及技巧并结

合案例分析运用。 

1、通过讲解及视频展示老年社会工作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等工作程序的动态过程。 

2、通过案例分析及案例练习模拟老年社会工作

服务的工作程序及技巧的运用 

项目八 机构老年人社会工作内容和方法 

通过讲授、视频展示、案例分析的形式

，掌握机构老年人的需求及机构老年人

社会工作的内容及技巧。 

1、通过讲解及视频展示机构老年人的工作内容

及技巧使用的动态过程 

2、通过案例分析及案例练习情景模拟，模拟机

构老年人社会工作过程及技巧的运用 

老年社会工

作实务模块 
项目九 特殊老人社会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通过讲授、视频展示、案例分析的形式

，掌握特殊老年人（服务有认知与情绪

问题老年人、服务受虐和疏于照顾老年

人、）的需求及特殊老年人社会工作的

内容及技巧；掌握处理死亡问题与临终

关怀的内容与方法。 

1、通过讲解及视频展示有认知与情绪问题老年

人、服务受虐和疏于照顾老年的动态过程 

2、通过案例分析及案例练习情景模拟，模拟机

构处理死亡问及临终关怀的过程及技巧的运用 

教学实施说明： 

重点掌握老年社会工作领域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方法，采用情境教学与案例教学法，配合各

项目理论知识点精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可读性的案例，模拟老年社会工作实际工作场景，以校内教学和

社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教学过程注重“讲练结合” 

、“精讲多练”，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制定相对介入计划书有针对性的

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核心课程3 养老护理技能训练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4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项目一：养老护理绪论 

通过讲授、视频展示、案例

分析及体验性活动的形式，

讲解职业道德基本知识，护

理的道德标准和执业标准及

职业守则 

1. 通过视频展示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日常； 

2. 通过案例分析，讲解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3、通过案例学习，讲解分析养老护理的道德标准、执业标

准及职业守则； 

4、分小组讨论加深以上知识的理解。 养老服务技能基

础知模块 

项目二：通过PPT讲解养老护

理基础知识、护理方法、老

年人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知

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掌握养老护理基础知识、护理方法、老年人安全卫生、

环境保护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2、以组为单位，分析在养老照护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的一

些案例。 

项目三：饮食照料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协

助老人完成正常进膳、正常

饮水，并能帮助吞咽困难的

老人进食进水，能协助医护

人员完成高蛋白等治疗饮食

的喂食、导管喂食等。 

1. 掌握老年人饮食种类的相关知识 

2. 掌握老年人治疗饮食的相关知识 

3. 掌握不同的喂食方法 

4. 分组到养老院实训，能进行饮食照料各个环节的实操。 

老年人生活照料

模块 项目四：清洁卫生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帮

助老人清洁口腔、修剪指（

趾）甲；为老人洗头、洗澡

；为老人修饰仪容仪表；为

老人更衣、更换床单，整理

老人衣物、被服和鞋等个人

1. 口腔卫生及假牙的一般养护方法 

2. 掌握为老人更换衣物、被服的方法 

3. 洗头、洗浴方法 

4. 褥疮护理的相关知识 

5. 分组到养老院进行各种操作的实训，做到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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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能预防褥疮、照料有

褥疮的老人。 

项目五：睡眠照料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为

老年人布置睡眠环境，帮助

老人正常睡眠，能照料有睡

眠障碍的老人，能分析造成

非正常睡眠的一般原因并进

行解决。 

1. 了解老年人生理节奏的相关知识 

2. 了解老年人睡眠障碍的相关知识 

3. 了解疼痛护理方法和松弛肌肉方法 

4. 掌握更换卧位的方法 

5. 分组到养老院实操训练。 

项目六：排泄照料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协

助老人正常如厕；能采集老

人的二便常规标本；能对呕

吐老人进行护理照料；能配

合护士照料二便异常的老人

。 

1. 了解胃肠及排尿活动的相关知识 

2. 掌握二便标本采集方法 

3. 掌握便器与纸尿裤使用的相关知识 

4. 分组到养老院实操训练 

项目七：安全保护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协

助老人正常使用轮椅、拐杖

等助行器官；能对老人进行

扶持抱搬移；能正确使用老

人其他保护器具；能预防老

人走失、摔伤、烫伤、互伤

、噎食、触电及火灾等意外

事故。 

1. 掌握轮椅、拐杖等助行器使用操作知识 

2. 掌握扶抱搬移方法 

3. 了解相关保护器具应用操作知识 

4. 掌握预防意外事故的相关知识 

5. 分组到养老院进行安全保护类的实操训练 

项目八：给药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配

合医护人员协助完成老人的

口服给药；能配合医护人员

协助保管老人的口服药；能

配合医护人员完成吸入法给

药。 

1. 了解药物疗法的相关知识 

2. 掌握口服给药方法 

3. 掌握褥疮换药方法 

4. 了解吸入法给药注意事项 

5. 分组到养老院进行给药的实训练习 

 

项目九：观察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测

量老人的体温、脉搏、血压

、呼吸；能对老人呕吐物进

行观察；能协助医护人员完

成各种给药后的观察。 

1. 了解药物过敏的相关知识 

2. 掌握体温、脉搏、血压、呼吸的测量方 法 

3. 分组实训，到养老院进行实训练习，达到熟练掌握的目

的。 

项目十：消毒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用

常用物理消毒法进行消毒；

能用常用化学消毒方法进行

消毒。 

1. 了解消毒灭菌的相关知识 

2. 掌握消毒隔离的操作方法 

3. 分组实训，到养老院进行反复练习，熟练掌握操作。 

项目十一：冷热应用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给

老人进行温水擦浴和湿热敷

；会使用热水袋、冰袋。 

1. 掌握温水擦浴和湿热敷的方法 

2. 掌握热水袋、冰袋的使用方法 

3. 分组到养老院实训，进行操作。 

老年人基础护理

模块 

项目十二：急救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对

外伤出血、烫伤、噎食、摔

1. 掌握氧气吸入方法 

2. 掌握吸痰方法 

3. 掌握胸外心脏按压与人工呼吸法 

4. 掌握止血、包扎、固定的简单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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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等意外及时报告并做出初

步的应急处理；能进行心脏

按摩和人工呼吸；发生意外

后，能进行止血、包扎、固

定和搬运。 

5. 分组到养老院进行实训，以达到熟练掌握。 

项目十三：常见病护理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配

合医护人员完成对老年人高

血压、冠心病、中风、帕金

森病、糖尿病、退行性关节

炎、痛风、便秘、老年性痴

呆症等常见病的护理。 

1. 了解老年常见病的相关知识 

2. 掌握各种常见病的护理方法 

3. 分组到养老院进行实训练习 

 

项目十四：护理记录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读

懂一般的护理文件、能进行

简单的护理记录；能对特殊

老人护理进行记录；能对护

理文件进行保管。 

1. 了解护理文件的相关知识 

2. 掌握简单的护理记录 

3. 了解护理文件记录与保管的相关知识 

4. 掌握正确书写老人护理记录的方法  

5. 分组到养老院进行实训练习 

项目十五：环境设计、护理

计划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对

老人护理环境进行设计，能

制订改善老人护理环境的方

案；能制定老人护理计划 

；能检查老人护理计划的实

施。 

1. 了解环境与老人健康的相关知识 

2. 了解护理计划的相关知识 

3. 掌握进行环境设计的方法 

4. 掌握老人护理计划的方法 

5. 分组制定环境设计和护理计划。 

项目十二：肢体康复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配

合医护人员帮助特殊老人进

行肢体被动运动；能配合医

护人员开展常用作业疗法；

能指导老人使用各类健身器

材。 

1. 了解肢体康复的相关知识 

2. 了解健身器材使用知识 

3. 掌握老年人康复训练的知识 

4. 分组实训，能养老院进行康复训练 

老年人康复护理

模块 

项目十三：闲暇活动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组

织老人开展小型闲暇活动。 

1. 了解常用娱乐方法 

2. 掌握兴趣活动与大型文体娱乐活动的组织方法 

3. 分组实训，为养老院老人们组织闲暇活动。 

项目十四：沟通协调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对

老人的情绪变化进行观察，

并能与老人进行心理沟通；

能对老人人际交往中存在的

不和谐现实与矛盾进行分析

指导；能协助解决临终老人

的心理与社会需求。 

1. 掌握与老人进行心理沟通的技巧 

2. 了解老人心理咨询的相关知识 

3. 了解临终关怀的相关知识 

4. 分组实训，到养老院或社区与老人们进行沟通协助的练

习 

项目十五：心理保健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向

老人宣讲心理保健知识。 

1. 了解老年人心理保健的相关知识 

2. 分组实训，组织心理保健知识的宣讲活动 

 

老年人心理护理

模块 

项目十六：情绪疏通 

通过课堂讲授、实训室训练

及养老院实践等形式，能对

老人忧虑、恐惧、焦虑等不

良情绪进行疏导；能与老人

1. 了解老人情绪疏导与情感交流的相关知识 

2. 进行案例分析，加深对老年人常见不良情绪的理解 

3. 分组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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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情感交流并予以心理支

持。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本课程采用“能力培养项目化、学习工作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整个课程围绕岗位设计了十六个项目做为教

学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任务，通过完成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达到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

目的。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及与岗位的对接性。依托实训室、合作的养老院等基地，

选择具有真实背景的工作任务作为学习项目，利用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包括音像资料、案例分析，教师讲解，

学生动手，讨论答疑，交流共享，成果评价等），为学生建立起工作背景，指导学生完成工作任务，从中训练学

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并获取相应的知识。 

 
 

核心课程4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项目一 

社会工作专业和人才队伍建设法规与政策 

了解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特点，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并

能在老师指导下掌握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

务的特色与要求。 

1、掌握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2、了解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趋势 

3、明确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必要性 

基础模块 
项目二  社会救助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的方法，了解社会救助法规

与政策的内容，掌握低保及特困救助、受灾人

员救助与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与住房救助、就

业救助、临时救助与法律援助等救助措施，并

能够运用到社会救助实践中。 

1、掌握社会工作救助法规与政策的体系 

2、掌握低保及特困救助、受灾人员救助与医疗

救助、教育救助与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

救助与法律援助等救助措施。 

3、达到以组为单位，分析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生

活困难的救助案例，制定救助方案的能力。 

项目三 特定人群权益保护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老

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定人群权

益保护的法规与政策，掌握特定人群权益保护

的救助措施，并能够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具体实

施。 

1、掌握各个特定人群权益保护的法规与政策。 

2、掌握不同特定人群权益保护的救助措施。 

3、达到以组为单位，分析不同特定人群权益保

护的案例，制定相应的救助计划和措施，并撰

写详细的救助方案。 

项目四 

婚姻家庭关系、人民调解、信访工作和突发事

件应对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了解婚姻家

庭关系、收养关系、财产继承等法规与政策，

以及人民调解、信访工作和突发事件应对法规

与政策，掌握不同事件应对的救助方法与措施

，并能够根据法规与政策适时制定救助计划和

措施。 

1、掌握婚姻家庭关系、收养关系、财产继承等

法规与政策，以及人民调解、信访工作和突发

事件应对法规与政策。 

2、掌握掌握不同事件需要应对的救助方法与措

施，并能够达到根据法规与政策适时制定救助

计划和撰写详细的案例分析和救助报告。 

特定人群

模块 

项目五  

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社

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与政策，掌

握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的实施措施，并

能够结合社会问题进行相应的救助。 

1、掌握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与

政策。 

2、掌握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的实施措施

。 

3、达到能独立分析问题青少年接受社区矫正、

外来务工人员戒毒以及小区居民与物业发生纠

纷等案例，并策划相应的救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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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  烈士褒扬与优抚安置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烈

士褒扬与优抚安置法规与政策的内容，掌握烈

士家属、退伍军人等人群的救助措施，并能够

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救助。 

1掌握烈士褒扬与优抚安置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2掌握烈士家属、退伍军人的安置和救助措施，

达到能独立分析烈士人员及家庭人员的社会性

和功能性需求，并能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结合法规与政策制定救助计划和措施，撰写救

助方案。 

项目七  

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城

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掌握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的救助措

施，并能够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救助。 

1、掌握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法规与政

策的内容。 

2、掌握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的救助措

施，达到能独立分析如何丰富小区居民文化生

活、加强小区文化建设等案例，并能够针对实

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救助计划和措施。 

项目八  

公益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以及社会组织法规与

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公

益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以及社会组织法规与政

策的内容，掌握公益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以及

社会组织的救助措施，并能够结合现实情况进

行相应的救助。 

1、掌握公益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以及社会组织

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2、掌握公益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以及社会组织

的救助措施，达到能独立分析公益慈善事业或

社会组织发展分别陷入困境的案例，并能够制

定相应的救助计划和措施，撰写方案报告。 

项目九   农村村民自治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农

村村民自治法规与政策的内容，掌握农村村民

自治的救助措施，并能够结合现实情况进行相

应的救助。 

1、掌握农村村民自治法规与政策的内容体系。 

2、达到能独立分析村民维权案例，根据村民的

实际需求，协调村民和基层单位的关系，缓解

社会矛盾，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措施。 

项目十  劳动就业和劳动关系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劳

动就业和劳动关系法规与政策的内容，掌握劳

动保障的救助措施，并能够结合现实情况对弱

势群体进行相应的救助。 

1、掌握劳动就业和劳动关系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体系。 

2、达到能独立分析弱势群体面临劳动权益被侵

犯的案例，并能制定合适的救助计划和方案。 

就业模块 
项目十一   

健康与计划生育以及社会保险法规与政策 

通过PPT成果展示和案例讲解的方法，学习健

康与计划生育以及社会保险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掌握健康与计划生育以及社会保险的救助措

施，并能够结合具体情况对弱势群体进行相应

的救助。 

1、掌握健康与计划生育以及社会保险法规与政

策的内容和救助措施。 

2、达到能独立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工伤医疗救助

、失业人员寻求失业救助、已婚妇女生育救助

等案例，并能够分别制定相应的救助计划和方

案。 

教学实施说明： 

本课程改革了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能力培养项目化、学习工作一体化”的新教学模式。能力培养项目化：

整个课程围绕岗位设计了十一个项目做为教学项目，每个项目又分解为若干个任务，通过完成每一个具体的工作

任务，达到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的目的。学习工作一体化：在课程内容选取上，充分考虑教学内容的实

用性及与岗位的对接性。 

 

核心课程5 社会组织管理 

学  期 4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基础模块 

项目一 社会组织概论 

了解社会组织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能在

老师指导下完成虚拟社会组织分组。 

以组为单位，运用社会组织基本概念构建一个虚拟社

会组织，并分析： 

1、社会组织的定义、属性、社会功能、分类； 

2、社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3、市场、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4、社会组织的自身优势； 

5、社会组织管理的内容及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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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社会组织的理论基础、原则和方法。我

国的规程，大类的规范。 

1、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举例； 

2、契约失灵、志愿失灵与第三方管理举例； 

3、社会资本与社会善治举例 

项目三 

国外社会组织类型详解，具体内容，大

类操作规范实例。 

以绿色和平组织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为例分析国外

社会组织的类型与活动 

项目四 

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自主治理、

进入规制及发展构想 

以组为单位，确定成立的虚拟社会组织的类型与运作

方式及发展构想。 

项目五 

了解社会组织战略的意义、分析其的战

略管理过程、掌握环境分析的方法和工

具、区别可能采取的战略类型、明确战

略实施的条件、掌握战略控制的方法，

了解检测和评估机制。 

以组为单位，确定成立的虚拟社会组织的下列工作： 

1、描述社会组织的使命、进行利益相关者、竞争对

手、资源与能力、核心竞争力分析； 

2、开展SWOT分析，制定虚拟社会组织的三年规划和

行动计划。 

项目六  

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定财务管理的

功能与目标，开展成本分析、投资管理

和财务分析；了解财务情况说明书，进

行财务与筹资管理。采用项目预算法开

展预算。开展外部审计，出具社会组织

审计报告。 

以组为单位，确定成立的虚拟社会组织的下列工作： 

1、设计社会组织的会计系统方案； 

2、分析社会组织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

表和现金流量表。 

项目七 社会组织营销 

明确营销的核心概念；了解营销对社会

组织的意义；理解社会组织营销的特点

；描述营销的“4P”；掌握社会组织的

营销活动；理解营销与公共关系，了解

如何定位并成功地塑造社会组织的理想

形象。 

以组为单位，确定成立的虚拟社会组织的下列工作： 

1、制定社会组织的目标市场定位和服务供给设计与

品牌策略方案； 

2、制定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策略； 

3、制定社会组织的整体营销方案。 

一般社会组

织模块 

项目八 社会组织的领导与人力资源管理 

了解领导与管理的区别，掌握社会组织

领导的特点；理解社会组织的领导素质

要求和技能培养；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

和决策；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规划、招

聘、录用与培训、薪酬与绩效、员工关

系 

以组为单位，确定成立的虚拟社会组织的下列工作： 

1、制定社会组织岗位说明书； 

2、制定社会组织的培训计划； 

3、设计社会组织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项目九 社工机构的项目管理 

了解项目与项目管理的含义，掌握项目

启动、项目计划、项目实施和项目结束

的基本流程 

以组为单位，制定成立的社会组织的项目可行性计划

书，并尝试开展相关创新创业项目。 

 

社工机构模

块 
项目十 社工机构的评估 

1.定义社会组织评估的概念 

2.区分社会组织评估的类型 

3.区别评估与监测 

4.明确评估指标 

5.对比各种评估的方法 

以组为单位，了解社工机构的业务评估和等级评估，

并参与相关实践教学项目。 

教学实施说明： 

依托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选择具有真实背景的工作任务作为学习项目，根据项目选择教学内容，

利用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包括音像资料、案例分析，教师讲解，学生动手，讨论答疑，交流共享，成果评价等

），为学生建立起工作背景，指导学生完成工作任务，从中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并获取相应的知识。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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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对专兼职教师数量、结构、素质等提出有关要求） 

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中级以上职称，并具备社会工作师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双师素质，能胜任本专业课

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 

  

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行业任职5年以上，具备社会工作师（中级）或者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专业课程师资配置与要求 

专业课程群 专兼教师配置情况 教师专业能力要求 主要课程 课时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54 

社区工作法规与政策 72 

社区活动策划 36 

社区管理与服

务基础课程群 

 

校内教师6人 

企业兼师1人 

校内专任：中级以上职称，并具备

社会工作师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双师素质，能胜任本专业课程的理

论和实践教学。 

企业兼师：行业任职5年以上，具

备社会工作师（中级）或者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社区实践 
18 

社区工作 45 

小组工作 45 

个案工作 54 

社区工作文书实训 45 

社区概论 54 

社区管理与服

务通用能力课

程群 

校内教师7人 

企业兼师1人 

校内专任：中级以上职称，并具备

社会工作师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双师素质，能胜任本专业课程的理

论和实践教学。 

企业兼师：行业任职5年以上，具

备社会工作师（中级）或者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社区教学 
324 

社会组织管理 36 

社区危机管理 36 

组织行为学 36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毕业实习 
144 

社区管理实务

课程群 

 

校内教师6人 

企业兼师1人 

校内专任：中级以上职称，并具备

社会工作师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双师素质，能胜任本专业课程的理

论和实践教学。 

企业兼师：行业任职5年以上，具

备社会工作师（中级）或者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毕业实习报告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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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实务 72 

社会调查 45 

家庭社会工作 45 

社区服务实务

课程群 

校内教师6人 

企业兼师1人 

校内专任：中级以上职称，并具备

社会工作师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双师素质，能胜任本专业课程的理

论和实践教学。 

企业兼师：行业任职5年以上，具

备社会工作师（中级）或者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 
青少年社会工作 45 

老年社会工作 54 

认知障碍综合照顾 36 

老年康复训练 36 

残疾人社会工作 36 

社区养老服务

特色课程群 

校内教师6人 

企业兼师1人 

校内专任：中级以上职称，并具备

社会工作师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双师素质，能胜任本专业课程的理

论和实践教学。 

企业兼师：行业任职5年以上，具

备社会工作师（中级）或者心理咨

询师资格证书。 养老护理员技能训练 72 

 

（二）教学实施（对教室，校内、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等提出有关要求）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

地N601、N501 

社区工作模式实训、小组工作实训、

个案情境模拟 

社区工作、小组

工作、个案工作 

 校 

内 

校 

外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室N701 组织机构设计、社区文书实训等 社会心理学 

 

广州南国颐景老年公寓 养老护理技能实训          
养老护理技能训

练 

 

景泰街道各居委会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区工作实务 
社区教学、毕业

实习 

 

政通居委 社区工作过程和方法实训 社区工作 
 

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社区实习、毕业实习、各专业课实训 

社区实习、毕业

实习、专业社区

服务与文化实践 

 

白云区景泰社工站 家综模拟运营 

小组工作、社区

工作、社会工作

实务 

 

广州市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

务社 
社区照顾活动 

认知障碍综合照

顾 

 

广州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 社区服务 社区工作 
 

 

广州市友好老年公寓 长者照顾 老年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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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福瑞馨养老公寓 长者照顾 老年社会工作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

会 
社区实习、毕业实习 

社区工作实务、

专业社区服务与

文化实践 

 

广州三元里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实务 

社区教学、毕业

实习 

 

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区工作实务 

社区教学、毕业

实习 

 

广州市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区工作实务 

社区教学、毕业

实习 

 

黄埔区同人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实习 
社区实习、毕业实习 

社区工作实务、

专业社区服务与

文化实践 

 

广州市白云区、荔湾区、越

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黄

埔区等各社工机构、社养老

服务机构。 

社区实习、毕业实习、课内实训务 

社区工作实务、

专业社区服务与

文化实践 

 

海珠区心乐园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实习基地 
社区实习、毕业实习 

社区工作实务、

专业社区服务与

文化实践 

 

   
 

（三）教学资源（对教材选用、图书文献配备、数字资源配备等等提出有关

要求） 
    具备满足专业教学、实训的教材、文献资料、数字资源库。 

（四）教学方法（对实施教学应采取的方法提出要求和建议） 

    

根据高职教育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任务导向，

采用项目教学法，实施“教学做一体化” 。 

（五）学习评价（对学生学习评价的方式方法提出要求和建议） 

采用形成性评价方法，注重过程评价，评价主体多元化：既有校内教师评价

也有企业指导教师评价，也有有学生互评、自评。 

（六）质量管理（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管理提出要求） 

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并严格执行，以教学质量为中心，改革教学

理念和方法，确保学生毕业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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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群 

群内专业 1、社区管理与服务  2、社会工作   3、 人力资源管理   4.文秘 

核心专业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群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平台课程共享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要求 任课教师资质要求 

1 
社会组织管

理 

培养专业群基础能力、工学结合、教学做一

体化 
中级以上职称 

2 社会调查 
培养专业群基础能力、工学结合、教学做一

体化 
中级以上职称 

3 
社区活动策

划 

培养专业群基础能力、工学结合、教学做一

体化 
中级以上职称 

4 
社区危机管

理 

培养专业群基础能力、工学结合、教学做一

体化 
中级以上职称 

5 组织行为学 
培养专业群基础能力、工学结合、教学做一

体化 
中级以上职称 

6 
档案与信息

管理 

培养专业群基础能力、工学结合、教学做一

体化 
中级以上职称 

7 
职业礼仪与

职业形象 

培养专业群基础能力、工学结合、教学做一

体化 
中级以上职称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以专业平台课为载体，社区管理与服务、社会工作、人力资源与管理、文秘专业教师之间实

现师资队伍共享。 

（3）专业群基地共享 

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广州市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南国怡景老年公寓、广州福瑞

馨老年公寓、广州广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州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

务所、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广州市白云城职社会工作服务社、远洋椿萱茂老年公寓

。 

 

专业特色： 

1.适应社会老龄化迅速发展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以及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设为国赛、

省赛，本专业在培养社区工作通用能力的基础上突出社区养老服务人才。建构老年社会工

作、老年人康复训练、养老护理技能训练、认知障碍综合照顾、园艺治疗、音乐治疗等养

老服务特色课程模块。 

2.依托学院“服务产业、服务社区、服务市民”的办学定位，适应珠三角地区社区治

理社区服务需求，整合造以社区概论、社区工作、社区工作实务、社区实践活动、社区活

动策划、社区禁毒实务、社区工作文书等社区工作特色课程群，打造社区工作、社区服务

、社区教育特色。 

 

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序号 主要合作企业 合作形式 主要合作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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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云区民政局 
校企社政合作 共建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 

2013年省质量工程项目 

2 
广州市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务

社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2014年省质量工程项目、2016年校

级实践教学基地立项 

3 白云城职社会工作服务社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白云区景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市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务

社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海珠区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2017年校级实践教学基地立项 

 广州市福瑞馨养老公寓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南国颐景老年公寓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务所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广州市海珠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远洋椿萱茂老年公寓 

企业教学、协同育人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十一.【创新创业教育】 

第一阶段：创新创业启蒙阶段。第一学期开展社区综合实践，组织学生考察社区各类

服务机构，同时通过建立优秀毕业生、行业CEO和新生的人才培养对接机制，为学生进行创

新创业教育启蒙。 

第二阶段：知识储备阶段。通过系统学习专业知识，深化行业认知。社会保障概论、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等课程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政策保障；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小组

工作、社区工作、个案工作等课程教会学生与不同人群打交道的技能和技巧。同时，成立

创新创业团队，参与社会各类创新创业服务项目的策划、比赛和招投标。 

第三阶段：创新创业训练阶段。通过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工作实务等课程开展创新创

业实操，模拟成立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工作协会、创新创业团队等平台，孵化学生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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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项目，承接社会服务项目，由学生自主管理自主运营。 

第四阶段：创业体验阶段。第五、六学期结合社区教学、毕业实习，指导学生在实习

岗位开展创新创业。 

建立专业导师制度，聘请优秀毕业生和行业资深人士担任新学生专业导师，加强学生

与本专业优秀毕业生和业界资深人士的互动，鼓励学生参与行业人士的服务团队；成立学

生创新创业团队，组织学生开展社区服务实践，参与各类社会服务创投，承接社会服务项

目，由学生自主管理自主运营。建立创新创业辅导制度，加强社工服务机构CEO 

与学生的互动，通过创业人士的亲自指导，为有志于创新创业的学生提供指导，培养创业

精英。 

 

十二.【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1）有计划组织学生去进行社区调研、实训，了解不同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重点掌握广

州地区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 

（2）组织学生开展社区人群探访，了解社区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深入掌握社区长者的生

理心理社会适应性特征。 

（3）重点开展对社区长者服务活动，运用所学专业服务方法开展志愿服务。 

（3）组织去养老院、养老公寓等开展服务活动。 

（4）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培训与考证。 

（5）参加各类社团活动、创新创业训练活动，锻炼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十三.【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通用能力证书 

（1） 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 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职业资格（专业技能）证书 

老年照护“1+X”证书中其中一种、保育员、员工关系协调员（四级），其他证书如中

小学教师资格证、秘书证等职业资格证书。 

学生须至少获得一种职业资格证书。 

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老年照护（初级）、老年照护（中级） 

十四.【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教学进度表所规定所有必修课程，取得必修课 122  

学分（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8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达到 140    学分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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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附录】（教学进程安排表、变革审批表等） 

 

                                              编制人：李子慧 

审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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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序号 课程类型 内容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核心

课程

考核

方式

学期周学时数 序

号
课程代码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学时 周数 学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公共基础

课程（必

修课）

基本素质

与能力）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0 53 17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

4 72 54 18 √ 4 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

动
4 72 1—4

3 形势与政策（ ） 1 18 12 6 在4个学期内完成 3

4 职业英语 （ ） 4 72 36 36 √ 4

5 职业英语 （ ） 4 72 36 36 √ 4

6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2

7 国学精粹（ ） 1.5 27 18 9 1.5

8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9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交际与口才》、《商务文

书写作》、《应用写作实训》、《中西文化基础》(五

选一)

2 36 26 10 √

11 高等数学、经济数学（二选一） 2 36 36 0

12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2220002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1420022 2 36 18 18 1120366 社区活动策划 2 36 4

组织行为学(Ethology) 2 36 18 18

1420163 社会组织管理 2 36 18 18
▲
**

√

1420086 社区危机管理 2 36 18 18

8 144

1420069 社会调查(Social Investigation) 2.5 45 20 25 ▲ 920244 社区实践活动 1 18 5 1 ▲

社区心理学(community psychology) 2 36 27 9

小组工作Group Work 2.5 45 30 15

社区工作Community Work 2.5 45 30 15

个案工作 Case Work 3 54 36 18

社区工作文书 2.5 45 27 18

社区概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3 54 36 18

3 54 36 18

4 72 54 18 √ 4

社区工作实务 3 54 36 18 ▲

1420064 2 36 27 9

1120302 老年社会工作(Elderly Social Work) 3 54 36 18
▲
**

养老护理技能训练 3 54 18 27
▲
**

1420192 园艺治疗 1 18 9 9 ▲

老年人康复训练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72 0 2

小计

扩展能力

模块
公共选修课（小计）

2

专业（技

能）课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必

修)

1 1

2 2

3 3

4 4

小计 小计 2 36

3

单项技能

模块(专业

必修课)

1 2.5 1

2 2

3 2.5 3

4 2.5 4

5 5

6 2.5 6

小计 15 270 170 100 2 8 0 5 小计 1 18

4

综合技能

模块A（专

业必修

课）

1 1

2 2

3 3

4 4

5 2 5

6 6

小计 15 270 189 81 6 0 6 3 小计 0 0

5

综合技能

模块B（专

业必修

课）

1 3 1

2 3 2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18 324 18 5

3
1

3
毕业（顶岗）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8 144 8 6

4 2 4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actice）
4 72 4 6

5
1.5

5

6 6

小计 11.5 207 108 90 7 4.5 小计 30 540 30

6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1 2.5 1

2 2.5 2

3 2 3

4 1 4

5 5

6 6

7 7

8 8

小计 8 144 108 36 0 0 5 3 小计 0 0

合计 97 1744 1125 646 20 23.5 26 22 合计 43 774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0220007 *

0220003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0220009 Situation and Policy

0920047 1 profession English1 *

0920004 2 profession English2 *

0620059

2820001 Sinology

4020001

4320010

*

4320004

2.0 36 18 18 ▲

1420180 认知障碍综合照顾 1.5 27 18 9 ▲

音乐治疗（Msic therapy） 1 18 9 9 1

1120358 青少年社会工作(Youth Social Work) 2.5 45 36 9

1120296 家庭社会工作(Family Social Work) 2.5 45 36 9

1120295 残疾人社会工作 2 36 27 9

社区禁毒实务 1 18 9 9

29.5 529 388 177 12.5 11.5 0.5 小计 10 180

10 180 90 90 4 4 2

档案与信息管理(Archiv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

2

2

2

2

3

3

3

1420096

1120375

1120315

1120349

1120359

1120380 ▲**

社会保障概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Security

72 72 0
0

4 4

▲ √

▲** √

▲ √

√

√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Regulations and Polities of Social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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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

总学时/学分

62.5 1125 44.64%

77.5 1420 55.36%

39.5 709 28.21%

82.5 1485 58.93%

10 180 7.14%

8 144 5.71%

140 2518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