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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

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方案

一、工作机构

组长：李艳娥

成员：洪洲、钟碧菲、张挺、李坪、曾广琼、张晓琴、付美珍、

钟莉萍、柳彩霞、卢娓娓、 范荟、洪健荣（广州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梁骏嵘（广州市晨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陈春辉（广州市花

都区绿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陈思层（海丰县晴天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二、试点基础

（一）合作专业情况

2010年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开始招收社会工作

专业方向学生。2013年9月开设社会工作新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珠三

角，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养、文化素养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恪守社

会工作专业伦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熟悉

社会工作相关法律和政策，熟练使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技巧，具有扎

实的社会工作实务能力，能够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工站）、社区服

务中心、居家养老、社区矫治、就业辅导、社区戒毒等社工岗位就业发

展的复合型和创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2018年12月，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和广州市禁毒办筹建全国首家社区禁毒学院，参与培训的禁毒社工和禁

毒专干至今培训5424人。近五年来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100%，学生的职

业资格证书获取率连续6年达100%。专业现有专任教师10人，其中：教

授1人，副教授3人，高级职称比例为40%。博士1人，硕士9人，研究生

比例为100%。具备双师素质教师10人。1人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社工督

导；2人为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评估专家；3人为广州市社会组织联合

会资深评估专家，长期参与广州市社工站、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品牌社

会组织评估、公益创投项目的评估工作。近五年来校企双方教师共同承

担省、市级纵向课题和行业企业横向课题等20多项，获得市级教学成果

奖1项，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等。培养的学生获团中央先进个人、全

国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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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广州市社会工作实务技能大赛一等奖等。

（二）合作企业情况

1.广州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于2011年7月11日，是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民办非企业社工机构，是广州市海珠区首批获得4A级社会

组织评估等级殊荣的社工机构。目前拥有专职员工超过200人，承接品

牌养老服务、家庭综合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司法禁毒服务、创新类服

务五大类项目超过20个项目。其中，广州市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

接各类禁毒社工服务项目6个，尝试与企业合作打造社区戒毒康复人员

的就业帮扶基地；与政府共建三无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中途宿舍等；开

展禁毒社工服务研究等，在禁毒社工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

索。

2.广州市晨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晨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广州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办非营

利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自2012年12月成立以来，专注于禁毒社会工作

服务，是广州地区最早的唯一从事禁毒社会工作的专项社工机构，拥有

专职社工35人。中心本着“奉献和博爱”的原则，引进国外全新理念，

结合广州实际情况，通过整合港澳及珠三角地区优质的禁毒社工督导资

源、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优秀的禁毒社工及禁毒志愿者领袖，提供综合

治理的专项禁毒、戒毒社会工作服务。目前中心承接的政府购买禁毒服

务有无缝连接服务、社康社戒人员操守执行服务、个案辅导、同伴教育

服务、家庭辅导服务、社区适应服务、强戒所帮教服务、禁毒义工培育

服务等。中心与市禁毒办、各区禁毒办、广州市华佑戒毒医院、广州市

白云心理医院、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广东警官学院等高校，以及广

州平安建设促进会等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等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服

务的开展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和帮助。自开展服务以来，中心接待国家禁

毒委、广东省公安局禁毒局、省委宣传部、省团委、市禁毒办、区禁毒

办多次到中心进行视察、检查、调研、评估等工作，均对中心开展系列

服务表示肯定并获得良好的评价。同时，良好的服务质量和社会效果，

获得省市政府部门肯定，并对禁毒专项服务进行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3.广州市花都区绿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市花都区绿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于2010年12月6日，是花

都区首家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2017年12月被评为“4A”等级，现有

专职工作人员57名，兼职工作人员14名，属于非营利公益性组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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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州大学市政学院高校教师发起成立，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扎

根社区，服务群众”为宗旨，主要从事政府购买性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

设服务、青少年服务、老年人服务、心理咨询等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工

作培训业务。

机构承接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有：花都区花城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花都区花山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花城街居家养老综合服务

平台项目；花城街日间托老服务项目；花山镇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项

目；花山镇日间托老服务项目；花城街居民需求调研服务项目；花都区

空巢老人探访与关爱服务项目；花东镇驻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广州市

员村工人文化宫社工服务项目；2014-2019年连续六年受广州市民政局

资助实施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2012-2018年连续6年承接花都

区社会工作师考前培训项目；广州市花都区青少年禁毒社工服务项目；

花都区团委“红棉”行动系列毒品预防教育活动项目；花都区预防青少

年违法犯罪服务项目；花山镇“亲职共享”计划项目；花山镇“教子寻

方”家庭教育项目及2015至今开展的花都区“志愿在康园”计划服务项

目等。

（4）海丰县晴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海丰县晴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海丰县民政局批准注册成立的非营

利性、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民间社会服务组织机构。坚持“立足社会、

助人自助、倡导和谐、发展专业”服务理念。由一群年轻有活力、有专

业知识的社工团队组成，致力于发展成为具有本地特色的社工服务机

构，从而推动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发展道路。开展个人、家庭、组织、

群体、社区等方面的社会工作服务；承接政府部门、科研、企业、基金

会等委托的社会服务项目；开展社会工作督导、研究、培训、交流、政

策倡导等，推动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目前承接政府救助项目，聘用员工

达到140人。

（三）校企合作基础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与以上社会工作机构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课程建设、实习基地建

设，以及学生的课外教学实践、认知实习、专业实训、毕业实习方面得

到以上社工机构的大力支持。如广州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与我校社

会工作专业教师合作编撰主编社会工作专业教材——《社会工作文书》

《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与技巧》，毫无保留地将机构的服务文书资

料作为教材的案例模板；参与禁毒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座谈会，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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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多年来一直坚持到校参

加实习生和实习机构的双选招聘，连续多年为社会工作专业提供实习岗

位，并且每年都招收了我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为专业教师提供生产

实践的岗位等。广州晨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626国际禁毒日与我校社

区禁毒学院合作开展禁毒知识宣传、禁毒VR体验、禁毒小游戏等。2018

年12月，我校与广州市禁毒办筹建社区禁毒学院，依托社会工作专业为

在岗的禁毒专干和禁毒社工开展技能培训，一年来先后累计培训5424人

次。除了对禁毒社工进行培训外，学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根据实习机构

的个性化要求及时为机构的一线员工提供专业支持，如先后为广州市心

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喘息服务项目、困境儿童关爱项目等提供督导

支持。

三、工作目标

（一）总目标

创新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产教融合新路径，凸显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培养特色，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广州区域

经济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

（二）具体目标

1.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班人才培养，招收30 名现代学徒制班学

生，探索产教融合新路径；

2.共同探索1+N（一个学校多个合作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机

制，形成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

3.合作开发课程3门，制定3门课程标准并开展课程教学实践。

4.建设“双向流动、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学校与合作单位互

聘互派教师 10 人次，技师任课 4 门，教师培训员工 100 人次；

5.建设禁毒社会工作专业资源库，合作开发线上微课程10个。

6.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禁毒教育馆1 个，将禁毒教育

馆打造成融社会工作实训教学、社会工作技能竞赛、禁毒知识宣传

的三合一平台。

四、教学管理

（一）制定《社会工作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管理办法》，建立与

现代学徒制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

（二）制订《现代学徒制招生（工）管理办法》、《现代学徒制

指导教师管理办法》（含选拔、管理、培养）、《现代学徒制带教师

傅管理办法》（含选拔、管理、培养）、《现代学徒制校企定期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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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学生（徒） 转为员工（毕业）制度》等，加强过程管

理。

（三）制订《现代学徒制学生（徒）实习管理制度》、《学生

（徒）实习安全措施与违纪处理办法》等，科学安排学徒岗位、分配

工作任务，保证学生学徒津贴等合理权益，落实学徒的责任保险、工

伤保险，确保人身安全。

五、考试评价

（一）规范学徒制人才培养考核，制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考核办法》。

（二）建立多方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成立包含学校教师、机

构师傅在内的考核评价工作组。

（三）注重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结合。过程性评价关注

学员的学习态度、职业道德以及阶段性工作任务的完成质量；终结

性评价注重从整体上评核学员的专业理论与实务的运用。

（四）构建教学巡查、学生评价、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跟踪、第

三方专业机构多元诊断和社会评价的立体评价体系。

六、学生教育管理

第一学年（2020年3月—2021年2月）：以学习公共基础、专业

基础课程为主，基本技能训练在校内实训基地完成；开展专业认知

教育，组织合作机构的校外师傅为学生（学徒）讲授岗位的相关内

容。学生（学徒）考核以学校为主。

第二学年（2021年3月—2022年2月）：以工学交替方式开展岗

位任务模块训练，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在学校以专业教师为主、企

业师傅为辅，开展基于岗位工作任务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训

练；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师带徒进行岗位技能训练，完成岗位

工作任务。学生（学徒）考核根据不同时段由校企联合进行。

第三学年（2022年3月—2023年2月）：学生到合作机构进行顶

岗实习，以机构为主对学生进行培养与考核，学校选派专业指导教

师协助管理。学生考核合格者，取得大专毕业证书。

七、招生与招工

（一）合作各方共同制订并发布招工招生简章，做好招生与招

工的宣传工作。

（二）合作各方成立招生工作小组，做好学生遴选工作。

（三）合作各方做好学生“双身份”的核定工作，确保录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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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同时是合作单位的职员。

八、师资配备

姓名 年龄 学历 学位 职称/职务 备注

张晓琴 46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副

主任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李坪 51 研究生 博士 教授、主任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钟莉萍 36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付美珍 31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柳彩霞 40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卢娓娓 39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杨青松 46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王建萍 30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李霞 41 研究生 硕士 讲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李子慧 54 研究生 硕士 副教授 校内专任，双师素质

洪健荣 45 研究生 硕士 理事长 校外兼职教师

梁骏嵘 34 本科 学士 总干事 校外兼职教师

陈春辉 42 本科 硕士 督导 校外兼职教师

尚庆文 40 研究生 硕士 理事长 校外兼职教师

黄泉华 30 本科 学士 副总干事 校外兼职教师

颜琼瑶 30 研究生 硕士 服务总监 校外兼职教师

雷璐 27 本科 学士 项目主任 校外兼职教师

黄晓楠 29 本科 学士 项目副主任 校外兼职教师

九、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1.成立以学院领导为组长的社会工作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

点工作组，协调落实人员，明确责任，确保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项

目。

2.成立现代学徒制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定现代学徒制班人才

培养标准、专业课程标准，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3.成立校企合作办公室，重点负责推进和落实现代学徒制班等合

作育人模式。

4.成立校企共同参与的课程团队，全面负责课程教学改革、课程

标准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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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保障措施

1.建立健全包括项目建设领导责任制度和项目负责人制度，做到

机构落实、人员落实、责任落实、方案落实、资金落实、奖惩落实。

2.建立健全包括专业建设管理、教学督导及教学检查、教师队伍

建设、实训设施及基地建设、教学质量考核、毕业生就业指导等一系

列制度，使专业建设的各个项目及各个环节都有规范的制度管理作支

撑。

（三）经费保障措施

除了日常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外，学校将安排专项经费支持现

代学徒制项目正常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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