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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代码：69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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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珠三角，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

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就业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掌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面向组织内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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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

与服务 

（69） 

公共管理

（6902） 

 

人力资源服

务（726）、

职业技能培

训（82）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

（2-06-08-01）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专业人员

（2-06-08-02）职业指导

员（4-07-01-02） 

行政办公人员

3-01(GBM3-1） 

社会服务人员 

4-07（GBM4-7/4-8） 

人事助理、招聘

专员、外包顾问、

行政助理 

人力资源管理员

（国家四级）； 

劳动关系协调员

（国家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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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等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人力资源服务专业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

人力资源的招聘与配置、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培训与开发、员工关系管理、人事业务

代理、职业介绍等工作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 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修养，具有正确的择业观。 

 具有敬业精神、团队精神和求索精神，具有诚实守信、严谨求实的良好品德，具有

认真的学习态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热爱劳动，遵纪守法、自律谦虚，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一线岗位适应能力。 

2.知识结构 

（1） 文化知识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管理、人际沟通等知

识 

 （2）专业知识 

 掌握管理学基础、经济学常识、劳动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创新创业相关知识 

  掌握人员招聘与配置的程序与防范 

  掌握绩效管理设计知识、绩效管理操作程序与方法、 

  掌握薪酬福利设计知识、薪酬福利管理程序与方法 

  掌握员工培训与开发方案设计知识、培训管理的程序与方法 

  掌握员工关系管理、劳动人事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相关知识 

  掌握人事代理、职业介绍等人力资源市场服务的相关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职业规划与实施的能力：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科学合理的职业规划，并为了实

现职业规划，培养相应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具备熟练的办公设备操作能力。 

 具有计算机基本操作和运用专业术语的能力及专业软件应用能力。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等基础管理能力。 

 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勇于开拓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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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业专门能力 

 具有在从事工作分析、人员招聘、配置及员工培训、开发的能力。 

 具有在员工绩效考评及薪酬福利管理实施的能力。 

 具有在员工劳动关系协调、社保办理等基础事务处理的能力。 

 具备运用有关劳动人事管理基本政策、法律、法规和制度从事人事代理服务的技能。 

 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与技能。 

（3）职业拓展能力 

 项目开发与管理能力：能有效完成工作岗位所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能独立完成并开

发人力资源服务项目，并能成功实施项目，创造效益。 

 创业能力：开发与培育创业项目，并力争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提升学生创业的成功率。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人事助理★ 

（基础类人力资源管

理综合性岗位） 

人事档案管理、培训方案的

制定、考勤管理、绩效考核

的统计汇总、薪酬统计发放、

协助招聘录用。 

能够进行人员招募、引进、培训

开发及员工考核、激励等；能够

执行并完善员工入职、转正、异

动、离职等相关政策及流程；能

够制定招聘计划、培训计划等。 

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培训与

开发；绩效管理；

薪酬管理与福利；

人力资源管理实

训 

2 

招聘专员★ 

（专员类人力资源管

理专项岗位） 

招聘渠道的管理、招募广告

的撰写、面试方法的应用、

录用手续的办理、招聘总结

的撰写。 

能够制定招聘计划；能够选择适

合的招聘渠道；能够运用测评技

术进行面试；能够进行招聘评估

报告的撰写 

招聘与录用 

招聘与录用实务 

劳动力市场调查 

3 

外包顾问（外包类人力

资源管理外包服务岗

位） 

推介公司服务项目，联系客

户需求，最大限度实现客户

满意。 

能够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主体工

作流程描述；能够进行外包服务

项目推介，能够与目标客户进行

良好的沟通 

薪酬与福利管理 

企业劳动关系管

理 

人际关系与沟通 

4 
行政助理 

（行政类工作岗位） 

管理公司内部文件、传达公

司制度、、优化工作流程，简

化汇报程序、会务安排。 

能够进行公文写作；能独立的完

成会务组织、安排、接待工作；

能够统筹安排工作、能够解决一

般的行政管理问题、能够熟练操

作办公软件。 

人事行政管理实

务 

应用写作 

档案管理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

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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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

律基

础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

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

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人

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规范和法律意识） 

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

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成

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

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相

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

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

的能力。 

1、 毛泽东思想 

2、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

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

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

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源

库。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

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

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

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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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

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

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

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

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

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

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1、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

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

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

应对、生命教育）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3、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

台 

6 

职业

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职场相

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间管理、职业

规划、创业、产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

估、销售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

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话，能

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一般题材的

英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

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

听说、自主学习，交互英

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

来、创办公司、公司介绍、

职场沟通、产品介绍、求

职招聘、联系业务、推销

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

商业调查、商务差旅、参

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

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7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

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

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

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化多

媒体机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要求

具有丰富的信息技术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强，

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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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

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

作，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

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

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反省自

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国学讲坛（3 学时）、雅艺

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

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活

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

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9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

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

方法，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

划书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

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学组建团

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

系，认清自我的技能，掌

握职业环境探索的内容、

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

研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法

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10 

军事

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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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

防素质。 

11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

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

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内

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

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

规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

基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

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

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2 

应用

写作

实训 

掌握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 OA电子公文

写作基础知识、格式 、技法、行文规则等。

能够一步到位，格式规范，快速准确地写

作以党政机关公文为核心的常用电子公

文。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协作

能力，提升职业核心竞争力。 

应用文及其写作过程、党

政机关公文办文、事务文

书办文、财经文书办文、

常用文书办文、应用写作

综合技能实战演练。 

全面体现中小型企业办文过

程的项目教学设计，使教学

成为一个完整的“OA 办文业

务实践流程”，将纷繁复杂

的理论学习转化为的生动有

趣的“办文工作模拟实训”。 

13 
高等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和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计算，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实际

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的连续问题的变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

化时的关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际问题的

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应用概率和统计

的方法对实际或然问题进行求解。 

  1、通识基础模块：基本

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简单

的一元函数积分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元

函数微分学和积分学、简

单的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元

函数微积分学，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社会组织管理 

掌握社会组织的主要知

识。能够进行虚拟社会组

织的分工与合作，并适应

社会组织概述、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和理论基础、社

会组织运行管理、社会组

注重实训，综合

运用案例教学

法、情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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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可能的变化。 

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学

习态度，以及执着探索、

创新改革的科学精神。 

织人员管理、薪酬管理、

财务管理、项目管理和评

估 

法、校内实训法

与校外实战法。 

2 劳动力市场调查 

了解调查方案和抽样方

案的设计，能够进行简单

调查方案的设计、具有设

计调研问卷、实施调研的

技能、有良好的团队合作

意识、遵守调查的基本伦

理价值规范，有较好的道

德意识、有较好的创新意

识。 

项目一绪论 

项目二选题 

项目四抽样  

项目五测量 

项目六问卷 

项目七资料收集 

项目八资料统计 

项目九调查报告的撰写 

1．任务驱动教

学 

2．小组协作完

成教学任务 

3．深入社区开

展教学。 

3 社区活动策划 

通过学习典型文案，能够

结合社区活动的策划要

求、内容，完成社区活动

策划方案的撰写，并通过

实际操作实施。树立需求

导向的意识、培养创新意

识，形成以创新社区活动

策划之本的观念。 

1. 社区活动策划导论 

2. 社区活动策划思维与

训练 

3. 社区活动策划类型 

4. 社区活动策划的写作

与实践 

1.学生为中心。 

2.任务驱动。 

3.采用教学做

一体的教学模

式。 

4.融入创新教

育。 

4 组织行为学 

理解和掌握组织行为学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能开展相关工作。 

1、组织行为学认知  

2、个性与行为 

3、知觉与行为 

4、激励 

5、群体行为 

6、管理沟通  

7、领导与权力 

8、组织结构设计 

9、组织文化 

10、组织变革与发展 

注重创设工作

情景，多考虑工

学结合，从做中

学，从动手的体

验中强化知识

体系。 

5 社区危机管理 

理解和掌握社区危机管

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

理；能使用社区危机管理

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社区危机管理的内涵和模

式；社区危机管理的识别

与评估机制；社区危机管

理的预警机制；社区危机

管理的善后处理机制；社

区危机管理的沟通机制。 

注重“讲练结

合” 、“精讲多

练”，加大实训

力度。 

6 档案与信息管理 

通过课程学习，掌握文书

处理、信息工作和档案管

理等核心知识和职业能

力，提升岗位工作“办文”

技能。 

1.信息工作流程及规范化

操作 

2.发文的规范化处理 

3.文书的立卷归档操作

4.特殊档案的保管 

通过讲授示范、

小组情境实训、

小组自评、师生

互评的环节，结

合线上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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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档案工作的要求和利用 学习，利用校内

外实训基地，实

现教学做一体

化。 

7 人力资源管理 

使学生具备 HRM 基本原

理和方法，能够初步处理

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及

行政相关事务。 

人力资源管理基本概念；

理论基础；人力资源规划；

职务分析；员工招聘与录

用；培训与发展；绩效管

理；薪酬管理；员工关系

管理与社会保障等。 

创设工作情景，

多考虑工学结

合，从做中学，

从动手的体验

中强化知识体

系。 

8 
人员测评原理与方

法 

掌握人员测评的基础知

识与原理、具备人员测评

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和常

用的测评方法。 

人员测评基本概念和基础

理论；人员测评的组织与

实施；测评标准体系的建

构；心理测验及其应用；

面试及其运用；评价中心；

其他测评方法；测评结果

的分析与报告。 

注重测评方法

与工具的使用；

加强理论联系

实际，培养创新

精神。 

9 招聘与录用 

掌握企业招聘工作的基

本流程，招聘渠道选择，

熟练使用甄选的方法，员

工录用决策和招聘录用

评估 

招聘基础知识和概念；招

聘环境分析；招聘需求的

确定；招募工作；甄选的

基本方法；面试工作；录

用工作；招聘与录用评估

工作；招聘与录用工作新

形式。 

注重使用情镜

模拟等多种教

学方法，加强多

种渠道与企业

的沟通与合作。 

10 培训与发展 

掌握培训需求调研、培训

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培训

效果评估等员工培训的

工作流程。 

包括培训基本理论、培训

需求的确定、培训方案的

设计与实施、培训效果的

评估四方面内容。 

注重使用情镜

模拟等多种教

学方法。 

11 绩效管理 

掌握绩效管理流程、绩效

考核方法运用、绩效考核

系统设计、绩效考核指标

及标准设计等方面的基

本理论知识。 

包括绩效管理概述、绩效

考核方法运用及管理、绩

效考核系统设计、绩效反

馈与改进等方面的内容。 

注重使用情镜

模拟等多种教

学方法。 

12 薪酬管理 

掌握薪酬管理流程、薪酬

制度设计、工资奖金福利

制度、薪酬福利统计计算

等薪酬管理工作过程中

的相关专业知识和能力。 

包括薪酬管理概述、薪酬

管理的原则程序、薪酬制

度的设计管理、薪酬福利

的统计计算等方面的内

容。 

注重使用情镜

模拟等多种教

学方法。 

13 劳动法 

能够运用劳动法学理论

和基本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 

劳动法概述、劳动的权利

和义务、劳动法律关系、

劳动制度和劳动标准、劳

动争议的处理、法律责任。 

通过案例分析

社会实践中出

现的新问题。 

14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能够运用劳动法律知识

进行常规劳动争议的处

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

管理、劳动安全卫生管理、

通过案例分析

社会实践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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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劳动争议处理、员工沟通

管理。 

 

现的新问题。 

15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熟练掌握人力资源管理

六大模块的理论知识和

实操技能。 

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录

用；培训与开发；绩效管

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

管理。 

综合运用多教

学种方法。 

16 
职业生涯规划与设

计 

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

本原理并运用于实践中。 

职业生涯管理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体系：职业选择

理论；职业生涯发展理

论；职业生涯管理模型。 

课堂讲授、典型

案例分析、情景

模拟训练、小组

讨论、角色扮

演、社会调查。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劳动经济学 招聘与录用

实训 

 

人力资源管

理实训 

 

第五阶段 

综合能力培养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设

计 

行业企业见习实践

与创新创业训练 

招聘与录用 人员测评原

理与方法 

企业劳动关

系管理 
企业教学 

 
薪酬福利管

理 

劳动法学 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资

格考证 

 

职业生涯规

划与设计 

社会保障概

论 

员工培训与

发展 

 

大学生就业与创

新创业训练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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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期 

管理学 

人事行政管

理实务 

组织行为学 

人力资源管

理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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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人力资源管理 

学  期 1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人力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规划概述、人力资源供需预测、

规划的控制与评价 
习题练习：人力资源规划预测 

职务分析 
职务分析概念、程序和方法职务分析说明

书的编写和实训练习 

编制职位说明书 

员工的招聘与录用 员工招聘程序、方法技巧和实训练习 

1、 编制招聘计划 

2、 模拟面试 

3、 招聘评估总结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 
概述和培训系统设计、培训系统的实施和

新员工的组织化、练习 

1、 编写培训需求调查表 

2、 准写培训总结报告 

3、 培训活动的实施 

职业生涯管理 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和个人职业生涯管理 编制职业生涯规划书 

人力资源的绩效管理 
概述、绩效考评的组织实施和影响绩效考

评因素、绩效考评反馈与改进 

1、 确定绩效考核指标 

2、 编制绩效管理制度 

人力资源的薪酬管理 概述、基本薪酬体系、奖金、福利设计 
1、 进行薪酬需求调查 

2、 薪酬体系设计 

劳动关系管理与社会保障 劳动管理、社会保障、实践练习 
1、 劳动合同的编制 

2、 劳动争议的处理 
 

教学实施说明： 

邀请企业专家作关于人力资源行业发展态势的专业讲座; 

企业现场参观、面试的角色扮演等 

 

 

核心课程 2 招聘与录用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任务设计 

基础模块 

项目一 招聘与录用工作的准备 

了解工作分析的内容和作用； 

了解人力资源规划的含义和内容 

任务一：工作分析 

任务二：人力资源规划 

项目二 招聘计划的制订 

掌握招聘需求的确定；掌握招聘时间和地

点的选择；掌握招聘渠道的选择；掌握招

聘成本预算的编制；掌握招聘计划的制定 

活动一：招聘需求的确定 

任务二：招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 

任务三：招聘渠道的选择 

任务四：招聘成本预算的编制 

任务五：制定招聘计划 

实施模块 

项目三 招募工作 

掌握招募信息发布的方式；掌握招募广告

设计的技巧；掌握招募信息库建立与管理

活动一：招募工作的准备 

任务二：招募信息的发布 

任务三：招募广告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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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技巧，了解校园招聘 任务四：招募信息库的建立与管理 

任务五：校园招聘 

项目四 甄选方法之一 —笔试 

掌握笔试试题的编制技巧 

任务一：笔试试题的编制 

任务二：笔试的组织实施 

项目五 甄选方法之二—结构化面试 

能够进行结构化面试的准备工作；能够阻

止实施结构化面试 

任务一：结构化面试的准备 

任务二：结构化面试的组织实施 

项目六 甄选方法之三——面试 

能够有效组织实施面试 

任务一：面试的准备工作 

任务二：面试的实施程序和技巧 

项目七 甄选方法之四——评价中心 

能够组织实施无领导小组讨论；能够组织

实施公文筐测试； 

能够实施组织实施一般的管理游戏 

任务一：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实施 

任务二：公文筐测验实施 

任务三：管理游戏的实施 

项目八 员工录用 

熟练进行录用背景调查； 

正确签订有关的劳动合同 

任务一：背景调查 

任务二：入职面谈 

任务三：办理录用手续 

任务四：签订劳动合同 

项目九 新员工入职培训 

编制新员工入职培训需求调查表；熟练掌

握新员工入职培训的方法；实施新员工培

训 

任务一：新员工入职需求分析 

任务二：新员工入职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任务三：新员工入职培训课程的设置 

任务四：新员工入职培训的实施 

评估模块 

项目十 招聘与录用的评估 

能够利用有关知识对招聘需求、招募工作、

甄选工作和录用工作进行正确的评估 

任务一：招募工作的评估 

任务二：甄选工作的评估 

任务一：录用工作的评估 
 

教学实施说明： 

聘请企业人力专家进行电话邀约话术培训，直接在企业专家提供的网站筛选合适简历，并直接现场电话邀

约面试；组织学生去企业现场电话实操现场邀约面试; 

采用理论授课、学生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相结合的方式 

实践安排：笔试组织、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的组织、文件筐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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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3 薪酬与福利管理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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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设计 

薪酬与薪酬管理概述 

1. 掌握薪酬的概念，薪酬的各个组成部分

的概念及特点、工资相关概念的辨析 

2. 掌握薪酬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影响要素 

3. 掌握员工工资管理表格的制作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 

设计及制作工资管理表格 

薪酬管理的原则和程序 
1.  掌握薪酬管理的原则和政策 

2. 掌握薪酬管理的基本程序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薪酬制度设计 

1. 掌握薪酬制度设计的原则 

2. 掌握工作分析的方法和步骤 

3. 掌握岗位评价的方法和步骤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 

工作分析和岗位评价实训 

员工工资制度管理 掌握不同工资制度的定义、特征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员工奖金和津贴管理 

1. 掌握员工奖金的含义、特点和设计方式 

2. 掌握员工奖金管理表格的制作 

3. 掌握员工津贴的含义、特点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 

设计、制作奖金管理表格 

员工法定福利的管理 

1. 掌握员工福利及福利管理的基本原则和

内容 

2. 掌握法定员工福利的计算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 

法定员工福利计算实训 

员工薪酬福利统计及计算 
1. 掌握薪酬福利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2. 掌握薪酬福利统计及计算的原则和实例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薪酬

福利统计及计算实训 
 

教学实施说明： 

该课程的指导思想是培养学生在薪酬福利管理实践工作中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根据

课程定位和课程设计思路，该课程以任务项目为导向，教师积极运用项目教学的方式，使学生在以团队的形式进

行模拟项目运作时，培养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团队合作的职业能力和素养，得以进一步拓展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 

教学方法上，教师运用课堂讲授、案例式、项目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相结合，注重

项目实训教学，并注重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以达到“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念。 

理论知识是学生职业技能的重要基础，教师主要运用精讲的方式讲授重要实用的理论内容；此外，通过多媒

体教学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接触层面，以激发其学习动机。在课程理论知识点的讲授过程中，教师运用案例，引

导学生进行思考、分析、拓展等内容。在一些希望学生深入思考、创新的内容上，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讨论的方法，

深入对课程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和创新。通过案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分析运用能力；通过讨论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深度。 

实训内容方面，教师根据实践工作流程，设计布置实训任务，让学生在人力资源综合实训室进行操作实践，

教师对实训过程和结果进行引导点评，提升学生薪酬管理专业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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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4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9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活动设计 

劳动关系管理概述 

1、劳动关系的含义、要素、类型和特征 
通过案例分析区分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

系与劳务关系三者的区别 

2、劳动关系管理的含义、意义及在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地位 
学生去企业调查劳动关系管理的现实状况 

3、与劳动关系有关的法律法规 查阅资料、文献研究 

劳动合同管理 

1、劳动合同的概念、订立、履行 
要求学生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为企业制作一

份劳动合同书 

2、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及终止 

给出一组企业劳动合同变更、解除、终止

的实例，要求学生办理相应的手续，并制

作相应的法律文书。 

3、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案例分析 

劳动争议管理 

1、劳动争议的概念 劳动争议的分类 

2、劳动争议的处理 安排学生去劳动仲裁庭现场 

3、劳动争议的预防 头脑风暴劳动争议预防措施 
 

教学实施说明： 

根据劳动关系管理岗位工作流程和工作内容，根据工作流程和工作任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案例教学法：

提出实例中的两难情境，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分组讨论法：

注重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使学生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情境模拟法：学生模拟扮演某一角色或在教师创设的

一种背景中，进行技能训练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安排学生分组去广州白云区劳动争议仲裁庭现场听取劳动

仲裁的内容，并做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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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学  期 4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实训项目 实训内容 实训任务 

项目一：职位说明书编写 

1、岗位描述及岗位规范的要点 

2、岗位说明书包括哪些内容 

3、岗位说明书编写方法 

编写岗位说明书 

项目二：校园招聘策划方案 
1、招聘的程序与方法 

2、校园招聘应该注意的问题 
校园招聘方案设计 

项目三：员工培训之角色扮演 
1、培训的方法与注意细节 

2、角色扮演法的程序与注意事项 
角色扮演法的应用 

项目四：绩效考评量表设计 
1、绩效考评的过程及方法 

2、绩效考评量表设计的方法 
设计绩效考评量表 

项目五：薪酬满意度调查 
1、薪酬调查的主要程序及方法 

2、并能够设计编写薪酬调查问卷 
设计编写薪酬调查问卷 

项目六：劳动合同编制 

1、劳动合同的法定条款； 

2、劳动合同的约定条款 

3、劳动合同编制的注意事项 

编制一份劳动合同 

 

教学实施说明： 

实训课采用项目驱动式教育模式。教学方法采用任务导向法、启发法、案例分析法、示范教育法、角色扮

演法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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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6 员工培训与发展 

学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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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设计 

培训基本理论 了解、熟悉培训的基本原理知识 教师讲授、案例分析 

培训需求的确定 

1. 了解、熟悉培训需求分析的原理知识 

2. 制定培训需求来源的客观依据 

3. 设计培训需求来源的现状调查工具-

培训需求调研问卷 

4. 培训需求调研问卷的发放及数据分析 

5. 掌握培训需求的确定要素、确定方式

与实施要点 

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 

活动1：学生制定培训需求来源的客观

依据 

活动2：学生设计培训需求调研问卷 

活动3：学生运用数据统计工具,对调研

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出报告并展

示 

 

培训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1. 了解培训方案的特点、实践中易出现

的问题 

2. 根据培训需求调研的结果，设计培训

方案，并实施培训方案 

3. 掌握培训方案的构成内容、设计与实

施要点 

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 

活动1：学生根据教师所给的模拟任务

要求，设计培训方案，并组织实施培训

方案 

培训效果的评估 

1. 熟悉培训评估的步骤 

2. 根据培训目标和培训过程要求，设计

培训评估问卷 

3. 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教师讲授、案例分析、实训练习 

活动1：学生根据模拟企业情况，设计

培训评估问卷 

活动2：学生根据模拟案例，对培训效

果进行评估 
 

教学实施说明： 

该课程的指导思想是培养学生在员工培训管理实践工作中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根据

员工培训的工作流程，任课教师将课程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以任务项目为导向，积极运用项目教学的方式，使学

生在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模拟项目运作时，培养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团队合作的职业能力和素养，得以进一步拓

展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根据课程定位和课程设计思路，任课教师运用课堂讲授、案例式、项目式、讨论式、情景模拟式等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和实践操作相结合，注重项目实训教学，并注重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以达到“教学做合一”的教

学理念。 

理论知识是学生职业技能的重要基础，教师主要运用精讲的方式讲授重要实用的理论内容；此外，通过多媒

体教学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接触层面，以激发其学习动机。在课程理论知识点的讲授过程中，教师运用案例，引

导学生进行思考、分析、拓展等内容。在一些希望学生深入思考、创新的内容上，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讨论的方法，

深入对课程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和创新。通过案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分析运用能力；通过讨论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深度。 

在实训内容方面，教师设计布置实训任务，让学生在人力资源综合实训室、会议管理实训室进行操作实践，

教师对实训过程和结果进行引导点评，提升学生培训专业技能水平。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17 

 

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

动
4 72

1—

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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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11 《应用写作实训》 2 36 26 10 * √

11 4320012 高等数学 2 36 36 0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9.5 531 353 178 12.5 11.5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0812543 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36 18 18 * √ 2

2 0912535 社区危机管理 2 36 18 18 √ 2 1 1120230

劳动力市场调查( Labor

Market

Investigation)

2.5 45 3

3 0820147
档案与信息管理(Archiv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 36 18 18 * 2

4 1420163 社会组织管理 2 36 18 18 2

8 144 72 72 2.5 45

1 1420099 劳动经济学（Labour Economics） 3 54 45 9 ** √ 3

2 1120013 管理学原理（Management Principle） 3 54 45 9 √ 3 1 1420030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Human Resources

Training)

2 36 4 **

3 1420029
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3 54 45 9 ** √ 3

4 1720045 人力资源市场服务 2 36 18 18 2

11 198 153 45 2 36

1 1420080
薪酬福利管理（Compensation

Management）
3 54 36 18 ** √ 3

2 1420051 绩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 3 54 36 18 √ 3

6 108 72 36

1 1420090
员工培训与发展（Employee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3 54 36 18 ** √ 3

2 1420110
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Career Planning and

Design)
2 36 18 18 ** √ 3

5 90 54 36

1 1420092
招聘与录用（Recruitment and

Employment）
3 54 36 18 ** √ 3 1 1420093

招聘与录用实训

(Recruitment and

Employment Training)

2 36 3

2 1420063
人员测评原理与方法（Employee

Assessment Principle and Method）
3 54 36 18 3 2

6 108 72 36 2 36

1 1420003 劳动法学（Labour Law） 3 54 36 18 √ 3 1120269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18 324 18 5

2 1120242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Enterprise Labor

Management)
3 54 36 18 ** √ 3 1120270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
18 324 18 6

6 108 72 36 36 648

1 1120257
人事行政管理实务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3 54 36 18 3

2 1120248
社会保障概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Security）
2 36 27 9 2

3 1120247
人力资源专业英语( Human resources

specialized English)
2 36 27 9 2

4 1120246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考证 2 36 18 18 3 1120156

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2 36 1

9 162 108 54 3 0 2 5 2 36

90.5 1629 1028 601 54.5 981

理论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小计 小计

在4个学期内完成

2

2

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学期周学时数
实践

核心

课程

考核

方式

序

号
课程代码

学

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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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课程

类型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专业

（技

能）

课程

专业群平

台课程(必

修)

小计

小计

专业能力

模块Ⅳ

（劳动关

系管理技

能）（必

修）

小计

小计

合计 合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学分 学时 周数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序

号

课程代

码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内容

小计

小计

单项技能

模块(专业

必修课)

专业能力

模块Ⅰ

（薪酬福

利和绩效

管理能

力）（专

业必修

课）
专业能力

模块Ⅱ

（员工培

训与开发

技能）

（专业必

修课）

专业能力

模块Ⅲ

（招聘与

录用技

能）（必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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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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1028 39.39% 

实践教学 87.9 1582 60.61%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9.5 531 20.34% 

专业（技能）课 95.5 1719 65.86%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90% 

专业（技能）课 10 180 6.90% 

总学时/学分 145 2610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具有管理类、心理类研究生以上学历，并持有与管理类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2）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 

（3）组织观念和责任心强，服从分配，具有吃苦耐劳和团队协作精神；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1）有一定的人力资源实际工作经验或人力资源实操授课经验； 

（2）热爱教学工作，对人力资源内容有独到研究，能透彻分析教材的重点与难点； 

（3）普通话好、有亲和力和渲染力，具有良好的演讲能力和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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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基础理论课程群 

 

校内教师 6 人 

企业兼师 1 人 

具备管理学基础和人力资

源基本理论知识 

人力资源管理 54 

劳动经济学 54 

组织行为学 36 

人力资源专业英语 36 

人事行政管理 54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实践课程群 

校内教师 6 人 

企业兼师 3 人 

具有人力资源专业实操经

验，能指导学生完成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36 

企业教学 324 

毕业（顶岗）实习 144 

毕业（顶岗）实习报告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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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考证 54 

招聘与录用课程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1 人 

掌握招聘与录用的基本流

程和操作技巧 

招聘与录用 54 

招聘与录用实训 36 

人员测评原理与方法 54 

  

  

培训与开发课程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1 人 

掌握员工培训与开发理论

知识和操作技能 

员工培训与发展 54 

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 36 

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 36 

  

  

薪酬绩效课程群 
校内教师 3 人 

企业兼师 1 人 

掌握基本的薪酬绩效管理

体系设计的流程和方法 

薪酬福利管理 54 

绩效管理 54 

社会保障管理 36 

  

  

劳动关系课程群 
校内教师 4 人 

企业兼师 1 人 

掌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

法律知识以及劳动争议案

件处理的程序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54 

劳动法 54 

劳动力市场调查 45 

社区危机管理 36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校内

实训

基地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室（N701） 

人员测评内容标准体系建构训练 人员测评原理与方法 

面试的组织实施与处理 人员测评原理与方法 

人员测评的组织与实施（公文筐测

试的组织与实施） 
人员测评原理与方法 

卡特尔 16pf 人格因素测验 
人员测评原理与方法 

考勤表设计 薪酬福利管理 

员工业绩奖金评定系统 薪酬福利管理 

员工工资管理系统——岗位说明

书的编写 
薪酬福利管理 

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

（N601）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招聘与录用实训 招聘与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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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秘实训室（N602） 档案的接收、转出等手续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会务展览实训室(N501) 

招聘会场的布置实训 招聘与录用 

面试模拟的实训 招聘与录用 

 

校外

实训

基地 

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中心  

面试模拟的实训 
招聘与录用 

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中心  

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就业指导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企业教育、

毕业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企业教育、

毕业实习 

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就业训练中心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企业教育、

毕业实习 

恒惠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外包与中介、劳动力市场

调查 
劳动力市场调查、招聘与录用 

广州创培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电话邀约、面试模拟 招聘与录用 

广州南方人才市场 提高人员面试技巧 
劳动力市场调查、招聘与录用

实训项目 

广东南油对外服务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顶岗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企业教学 

广东邮电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员工招聘实训项目及顶岗实习 员工培训与开发 

广州前程无忧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管理岗位顶岗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企业教学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本专业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 

   2、图书文献配备 

   本专业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有关人力资源管理技术、方法、思维以及实务操作类图书，

经济、管理、法律和文化类文献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备 

本专业配备有关的音频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等专业教学资源库，能

满足教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体现“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念，采用形式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例如案例式、项目式、

启发式和讨论式等，以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五）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包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价组成。课程考核涵盖素质、知识和技能的评价，过程

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采用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综合而成最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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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质量管理 

1.学院和系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

度。 

2.学院和系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

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 

3．学院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本专业服务于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领域，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市场社会服务

岗位的性质，在社区服务专业群中发挥劳动关系协调的重要作用。 

专业群：社区服务专业群 

专业群名称 社区服务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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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专业 社会工作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本专业通过社会组织管理、社区危机管理、社会调查、档案与信息管理、社区活动策划、

组织行为学、应用写作 7 门平台课，实现课程共享。 

（2）专业群师资共享 

各专业教师通过教授专业群平台课程，达到师资共享。 

（3）专业群基地共享 

校内实训室共享：N501 会务展览实训室、N601 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第一期、N603

速录实训室、N701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室 

校外实训基地：白云区民政局、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南方人才市场、前

程无忧等。 

 

专业特色： 

    推行实体经营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实现实体经营有两个主要的平台，第一，校内“白

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承担白云区社会组织招聘、培训等工

作，通过这种实践性的锻炼，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专业老师承担白云区社会组织评

估，提升了服务能力和实践能力。第二，校外广州创培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人才工作室，人才工作室既体现了“校中厂”“厂中校”的实践教育模式，也实现了文科专

业的生产性实训功能，以创培公司创聘网（www.iitop.com）为依托，以创培的真实工作项

目作为学习任务，大大增强了教育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事实证明，直接参与经

营的“实体经营人才培养模式”与以模拟活动为主的诸多教育法相比，其成效更为突出。 

十.【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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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培养阶段：启蒙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使学生了解企业创

新创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创新创业的概念、要素与特征等，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

需要的基本知识。 

◆ 能力提升阶段：培训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及技巧，结合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和企业

的要求，使学生具备相应的创新创业能力。 

◆ 实践模拟阶段：通过模拟开设社会组织、企业及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了解办理此类型公

司注册流程及素质要求，鼓励学生体验不同类型机构创业准备的各个环节。 

十一.【第二课堂】 

1.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参加广东省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课外科技作品

竞赛、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训项目、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学院大学生“挑

战杯”创业竞赛、省市院级创新创业项目及公益活动；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开展创新创

业实践；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单位科研创新技术研究。以“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白云

区民政局、白云区人社局、南方人才市场等实训基地为平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 

2.职业技能竞赛：参加校内的简历制作大赛、职业生涯规划大赛、职场模拟面试、职业礼仪

等职业技能竞赛；参加由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人力资源

管理职业技能大赛、公共管理系组织的技能竞赛、校企合作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 

3.专业社会服务：学生参加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专业技能训练和企业技术服

务，以及其他公益与社会志愿者活动。 

4.各类文体活动：学生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如国学朗诵简历制作竞赛、班

级风采大赛、节日文艺汇演、体育运动会、社区文体活动等，丰富学生课外活动，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 

5.加强美育教育：积极参加各类文艺社团，如合唱团、舞蹈队、书法班等，具有一定的审美

和人文素养，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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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人力资源管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劳动关系协调员、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

职业资格三级）、企业培训师、其他证书如秘书证等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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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学分（含创新

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达到 147 

学分方可毕业。 

                                              编制人：吕凤亚 

审定人：李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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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社会工作 

专业代码：6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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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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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理 与 服

务大类 

（69） 

 

 

 

公共事业

类 

（6901） 

 

社会工作

（85）、基

层群众自

治组织及

其他组织

（96）、 

社会工作者 

（2-07-09-01） 

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

务人员 

4-07-99(GBM4-89) 

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

其工作机构 1-03-03

（GBMO-3） 

社会组织、

社会服务

类、企事业

单位 

居委、村委

负责人，社

工、养老护

理员 

社会工作师（助

理） 

养老护理员（四

级） 

员工关系协调员

(四级) 

助理政工师 

老年照护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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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珠三角，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

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

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社会组织、社会

服务类企事业单位等组织职业群，能够从事社会工作一线服务、行政事务和基层管理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①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

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认同及恪守社会工作价值观及职业伦理。 

②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③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④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项运动技能，养 

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⑤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⑥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应变、沟通和公关能力； 

⑦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包括思想政治、职业英语、体育与健康、计算机应用基础等知识；一定的哲学、历史、

文学、艺术及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知识。 

①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②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2）专业知识 

①掌握服务对象生理、心理、社会发展特征及其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 

②熟悉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和伦理知识。 

③掌握服务对象需求调查和评估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④掌握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方法的流程与技巧。 

⑤掌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策划与管理的基本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①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具备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习惯的崇尚专业伦理； 

③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④具有良好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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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文书写作能力：具备应用写作基本知识，能够写作现代社会常用的行政公文、事务文

书、社工专业服务文书等。 

⑥具备团队合作和沟通协调能力； 

⑦具备实干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①能够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价值观和伦理守则，面向各类人群开展服务； 

②具备较强的交际、应变、心理调适和公关能力； 

③掌握社区防治与治疗技术，具备社区康复技术与手段、情绪安抚、治疗技巧能力； 

④具有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等专业方法的能力； 

⑤能够与服务对象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专业关系； 

⑥具有针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调查和评估的能力； 

（3）职业拓展能力 

①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 

②具备一定的信息搜集、整理、归纳和处理能力； 

③掌握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社工员 

主要负责民政系统、

街、居各类来访接待工

作；公共文书拟写与处

理；会议筹划与服务；

物品、场地、人员等资

源协调相关事务性工

作。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并

掌握政府、社会组织、社会

团队等部门规章法规等。 

掌握与政府、社会团体、社

会组织、社区、服务对象等

进行有效的公共关系协调与

人际关系沟通。 

进行行政公文写作与处理

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社工文书实

训 

2 ★社工助理 

负责协助一线社工拟

定专业服务（小组服

务、活动服务）计划并

协助专业服务活动开

展；收集及整理活动资

讯（相片、视频录像），

完成中心交办的各项

文书工作等相关专业

性工作任务。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并

掌握现行的社会工作法规与

政策。能协助机构一线社工

开展小组、社区活动。 

能够与服务对象及同事进行

有效的人际沟通。 

能公文书写作与处理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青少年社会

工作、家庭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社工文

书实训 

3 ★一线社工 
主要负责独立开展个

案、小组、社区活动等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并

掌握现行的社会工作法规与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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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并完成中心

交办的各项文书工作

等相关专业性工作任

务。 

 

政策。能开展个案、小组、

社区活动专业服务。 

能够熟练地与服务对象及同

事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 

能进行公文写作与处理等。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青少年社会

工作、家庭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等 

4 社区专干 

社区居委专职工作人

员，为社区居民提供行

政性、事务性服务。主

要负责民政类救助帮

扶；计划生育管理；综

合治理；环保卫生；调

解民间纠纷等相关工

作任务。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及

熟练掌握政府、社会组织等

部门法规与政策。 

能进行有效的公共关系协调

与人际关系沟通。 

能进行公文写作与处理、事

务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关文

书写作与处理、社会法律文

书写作与处理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青少年社会

工作、家庭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等 

5 

社会组织管

理人员 

各类社会组织、民间

团体等机构的日常工

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主要负责社会组织、

民间团体机构的日常

运作行政工作、文书

处理、档案管理、人

事管理等工作。 

能够独立的完成档案与信息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

策划、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 

能够独立进行行政公文写作

与处理、事务公文写作与处

理、公关文书写作与处理、

社会法律文书写作与处理

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志愿服务与

管理等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

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

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人

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

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

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

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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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

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相

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

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

的能力。 

4、 毛泽东思想 

5、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

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

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

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源

库。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

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

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

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

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

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

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

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2、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

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

4、智慧树学习平台 

5、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6、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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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

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

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

应对、生命教育）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

台 

6 

职业

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职场相

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间管理、职业

规划、创业、产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

估、销售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

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话，能

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一般题材的

英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

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

听说、自主学习，交互英

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

来、创办公司、公司介绍、

职场沟通、产品介绍、求

职招聘、联系业务、推销

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

商业调查、商务差旅、参

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

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7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

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

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

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化多

媒体机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要求

具有丰富的信息技术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强，

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8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

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

作，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

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

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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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反省自

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国学讲坛（3 学时）、雅艺

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

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活

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

目（2 学时）。 

9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

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

方法，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

划书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

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学组建团

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

系，认清自我的技能，掌

握职业环境探索的内容、

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

研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法

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10 

军事

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

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

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

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内

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

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

规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

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

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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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2 

职业

礼仪

与职

业形

象 

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语言交往的基

本礼仪；学会不同场合的穿衣原则；了解

中西餐餐桌礼仪；了解国际见面礼、宗教

礼仪。 

个人卫生礼仪；仪态礼仪；

仪表礼仪；宴请礼仪；日

常社交礼仪；涉外礼仪；

职业道德 

需要形体室：训练学生走姿、

站姿、坐姿；化妆实验室：

训练学生职业妆的化妆训

练。同时训练学生的色彩认

知与色彩搭配；多媒体教室：

用于茶道、餐饮礼仪的视频

展示。 

13 
高等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和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计算，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实际

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的连续问题的变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

化时的关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际问题的

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应用概率和统计

的方法对实际或然问题进行求解。 

  1、通识基础模块：基本

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简单

的一元函数积分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元

函数微分学和积分学、简

单的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元

函数微积分学，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社区危机管理 

理解和掌握社区危机管理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能使用

社区危机管理的基本方法和

技能。 

社区危机概述 

社区危机管理的内涵和模式；

社区危机管理的识别与评估机

制；社区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

社区危机管理的善后处理机

制；社区危机管理的沟通机制；

社区危机经典案例鉴别、筛选

与处理 

注重“讲练结

合” 、“精讲多

练”，加大实训

力度。 

2 社工文书实训 

（1）具备独立完成个案的整

套文书 

（2）具备独立完成小组工作

的整套文书； 

 “文书写作概论”、“个案工作

文书”、“小组工作文书”、“社

区工作文书”、“通用文书”五

大课程模块，以学生的“学”

项目教学法：技

能训练部分主

要采用项目教

学法。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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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独立完成社区活动

的整套文书； 

（4）能够掌握新闻稿的撰写

技巧。 

（5）具备社会工作专业反思

能力。 

为中心设计教学项目和教学活

动，在实践教学中强调以人为

本、助人自助的理念。 

法。工作实务教

学法。 

3 
档案与信息管

理 

通过课程学习，掌握文书处

理、信息工作和档案管理等核

心知识和职业能力，提升岗位

工作“办文”技能。 

1.信息工作流程及规范化操作

2.发文的规范化处理 3.文书

的立卷归档操作 4.特殊档案

的保管 5.档案工作的要求和

利用 

通过讲授示范、

小组情境实训、

小组自评、师生

互评的环节，结

合线上线下的

学习，利用校内

外实训基地，实

现教学做一体

化。 

4 组织行为学 

理解和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能运用本

课程基本知识和原理开展相

关工作。 

1、组织行为学认知  

2、个性与行为 

3、知觉与行为 4、激励 

5、群体行为 

6、管理沟通  

7、领导与权力 

8、组织结构设计 

9、组织文化 10、组织变革与

发展 

注重创设工作

情景，多考虑工

学结合，从做中

学，从动手的体

验中强化知识

体系。 

5 社会工作导论 

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三

大间接方法知识等。熟悉社会

工作的内涵和功能知识； 

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  

恪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

伦理守则，具备社会倡导的专

业情怀。 

1、认识社会工作 

2、社会工作方法 

3、社会工作实务---不同的群

体 

4、社会工作实务---不同的领

域 

（1）项目教学

法 

（2）案例教学

法 

（3）工作实务

教学法 

6 个案工作 

能熟练地撰写个案工作记录；

掌握个案工作的程序和各阶

段需要做的工作；能应用信息

社会治疗模式和危机介入模

式处理简单的个案。 

个案工作的基础知识;价值观

和伦理原则;基本流程和技巧;

服务模式。 

具体教学内容为七个部分：个

案工作的基本概念、个案工作

的价值体系、个案工作者的素

质、个案工作的基本技巧等。 

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技能、综

合素质，在实践

教学中强调以

人为本、助人自

助的理念。 

7 

小组工作 

 

 

掌握小组工作的价值理论、掌

握小组工作的基本程序等。对

既有理论持有批判性的学习

态度对小组工作在中国大陆

的本土化发展进行思考。 

小组工作的含义与特征;小组

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小

组工作的理论基础及主要模

式;小组工作的过程和技巧。工

作过程及评估。 

由学生自行选

定项目任务、项

目对象、项目内

容，并设计项目

策划书，组建团

队深入一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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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践。 

8 社区工作 

能够设计社区工作方案，并选

择适切的社区工作模式。熟悉

社区工作方法技巧。有能力胜

任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工作。 

社区工作的基础知识;社区工

作的价值观和工作原则:社区

工作的主要模式:社区工作的

过程、方法和技巧。 

学生为中心，任

务驱动教学。工

学结合。信息化

教学改革，培养

创新精神和创

业意识。 

9 社会调查 

了解调查方案和抽样方案的

设计，能够进行简单调查方案

的设计、具有设计调研问卷、

实施调研的技能、有良好的团

队合作意识、遵守调查的基本

伦理价值规范，有较好的道德

意识、有较好的创新意识。 

项目一绪论 

项目二选题 

项目四抽样  

项目五测量 

项目六问卷 

项目七资料收集 

项目八资料统计项目九调查报

告的撰写 

1．任务驱动教

学。2．小组协

作完成教学任

务。3．深入社

区开展教学。 

10 
人类行为与社

会环境 

掌握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

基本理论，能把人类行为的生

物－心理－社会系统中的多

种因素和交互性影响。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生命周期各阶

段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发展特

征与需要;社会环境的构成、类

别和特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

境的互动关系。 

以任务为驱动，

围绕服务对象

生命周期特征

认识、理解不同

生命周期行为

特点及其与环

境的互动设计

实训项目、形成

学习报告。 

11 

社会工作法规

与政策（上、

下） 

 掌握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的

特点及原则以及我国社会工

作法规体系；了解社会政策的

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工作者在

社会政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等； 

社会救助、特定人群权益保护

法规与政策、婚姻家庭法规与

政策、人民调解、信访工作、

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法

规与政策、烈士褒扬与优抚安

置法规与政策、城乡基层群众

自治和社区建设法规与政策

等。 

实训采用课程

设计的案例和

场景，学生操作

为主，精讲多

练。  

12 社会保障概论 

掌握社会保障的有关概念及

原理；掌握社会保险等；能够

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学会

正确处理职工与居民在社会

保险领域所遇到的问题。了解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

抚的主要内容。 

学习人生风险及其管理，社会

保障的一般理论，社会保障的

产生与发展，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立法

与管理体系等。 

1、采用案例教

学法 

2、采用启发式 

3、采用多种方

法。 

13 社会工作实务 

掌握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模

式和具体的实施过程。熟悉青

少年服务、家庭服务、长者服

社会工作通用过程模块，社会

工作通用技术（社会工作实务

领域）模块。社会工作综合实

针对社会工作

通用过程单元。

针对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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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不同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了解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注册的流程、条

件以及具体的运营情况。 

训模块。 通用技巧单元。

针对社会工作

综合实训单元，

主要是结合广

州本土实践。  

14 家庭社会工作 

理解家庭社会工作的专业知

识：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结构、

家庭关系、家庭系统、家庭功

能、家庭互动模式等。 

课程认识（家庭与家庭社会工

作） 

理论知识（家庭社会工作的基

本原理） 

工作方法（家庭治疗方法） 

工作实务（家庭社会工作实务） 

以行动导向为

原则，根据各学

习模块的学习

目标，设计相应

的教学方法。行

动导向教学方

法体系。 

15 
青少年社会工

作 

通过介绍青少年及青少年社

会工作的基本原理，使学生了

解理论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

重要性；掌握青少年发展问

题、困境和时事政策。 

青少年社会工作基础知识、青

少年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青

少年社会工作实务及服务评估 

采用多样化教

学方法带领学

生在青少年社

会工作情景，分

析青少年需求，

完成青少年实

训任务。 

16 
奥尔夫音乐治

疗 

 

掌握音乐治疗的服务环境。掌

握音乐活动和音乐治疗的使

用。掌握常见音乐乐器的的使

用方法。掌握支持性团体音乐

活动过程的设计。 

1、常用的社区音乐治疗，掌握

知识与能力要求，对比不同情

境下音乐治疗工作理论应用。 

2、音乐治疗工作理论及应用，

体验式音乐治疗理论应用。 

3、掌握支持性团体音乐活动过

程及评估。 

 

通过对各学习

情景中学习目

标； 

以社区服务组

织和社工机构

音乐治疗真实

活动需求作为

教学（跟学）项

目贯穿课程整

体教学；  

17 社会组织管理 

掌握社会组织的主要知识。能

够进行虚拟社会组织的分工

与合作，并适应各种可能的变

化。 

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学习态

度，以及执着探索、创新改革

的科学精神。 

社会组织概述、社会组织管理

制度和理论基础、社会组织运

行管理、社会组织人员管理、

薪酬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

理和评估。 

注重实训，综合

运用案例教学

法、情景教学

法、校内实训法

与校外实战法。 

18 社区活动策划 

通过学习典型文案，能够结合

社区活动的策划要求、内容，

完成社区活动策划方案的撰

写，并通过实际操作实施。树

立需求导向的意识、培养创新

意识，形成以创新社区活动策

划之本的观念。 

1、 社区活动策划导论 

2.、社区活动策划思维与训练 

3、 社区活动策划类型 

4.、社区活动策划的写作与实

践 

1、学生为中心。 

2、任务驱动。 

3、采用教学做

一体的教学模

式。 

4、融入创新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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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老年社会工作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

握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树立为

老服务的理念，并能熟练地运

用所学知识和解决具体养老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老年社会工作理论础，多角度

老年社会工作评估，老年个案

社会工作，老年小组社会工作，

老年社区社会工作，老年社区

工作，老年机构照顾及社会工

作的介入，老年教育。 

采用情境教学

与案例教学法，

采用多种方法

的组合教学手

段。 

20 
社区戒毒理论

与实务 

理解禁毒社会工作的内涵、服

务对象及功能，掌握禁毒社会

工作的基本相关理论知识，理

解禁毒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

知识和服务方法的知识。 

1、禁毒社会工作概论：禁毒社

会工作的内容、服务对象及功

能等。 

2、禁毒社会工作理论：禁毒社

会工作服务理念及理论。 

3、禁毒社会工作实务禁毒个案

工作等。 

项目教学法，案

例教学法。工作

实务教学法通

过工作实务深

化知识理解、熟

练工作方法、训

练实务能力和

服务创新能力。 

21 
青年志愿服务

与管理 

掌握志愿服务的构成要素，熟

悉志愿服务的重点领域如未

成年人、农民工子女、空巢老

人等领域志愿服务开展的方

法。 

1、志愿服务的基本理论模块。 

2、志愿服务的技能模块志愿等

领域的开展。 

3、志愿者与志愿组织的管理模

块。 

以任务导向模

式，以项目驱动

方式，让学生完

成志愿服务项

目的策划、设

计、管理、实施

等过程。 

22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

传统、理论倾向、本土化情况

等，理解社会心理学在当今社

会的作用和学习的意义。有能

力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调查

和研究在社会环境下人类行

为的特质和动机。 

社会心理学定义、历史发展、

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社会认

知、归因、社会行为、态度、

人际关系、社会交换和社会影

响、团体心理等理论。 

综合运用案例

讨论、情景模

拟、团体动力小

组、心理剧等方

法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 

23 社区矫正 

掌握社区矫正的含义、类型和

主要作用； 

基本原则、基本要素和基本程

序； 

社区矫正调查与评估；理解并

掌握社区矫正模型和典型方

法；掌握社区矫正的帮扶与个

案。 

社区矫正导论 

，社区矫正监管与训练，社区

国外和港台社区活动策划的成

果类型：社区矫正活动策划。 

运用参与式

的教学方法，利

用案例分析法、

头脑风暴法、小

组讨论法等；在

课堂外，开拓实

习基地最终运

用在现实工作

中。 

24 社会组织管理 

社会组织管理方法有较系统

的理解和掌握，能够结合本专

业特点理论联系实际。 

使学生“理论知识够用、实践

技能扎实”的专业品质。 

社会组织概述、社会组织管理

制度和理论基础、社会组织运

行管理、社会组织人员管理、

薪酬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

理和评估 

注重对实训的

操练与评价，综

合运用案例教

学法、情景教学

法、校内实训法

与校外实战法；

教师充当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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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色。 

25 
养老护理技能

训练 

要具备基本的老年人日常护

理理论和实践知识。其次，能

从老年人身心、社会、文化的

需要出发，提出健康问题及实

施相应的护理措施，解决老年

人的实际需要。 

1. 养老服务技能基础知识模

块 

2. 老年人生活照料模块 

3. 老年人基础护理模块 

4. 老年人康复护理模块 

5. 老年人心理护理模块 

专兼任教师团

队，多功能、多

媒体授课教室、

养老院、实训室

等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个案工作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2 实践学时 1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社工文书实训 社会组织管理 

社区活动策划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

养 

 

 

 

毕业

顶岗

实习

与毕

业设

计 

 

 

 

 

社会工作社

区实践 

 

社区教学 

个案工作 

奥尔夫音乐治

疗 

社会调查 

社区矫治 

小组工作 社会工作实务 

社区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 

青年志愿服务与

管理 

第二、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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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学期 

 

社会工作导论 

人类行为与社

会环境 

社会工作法

规与政策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社区危机管理 

社区戒毒理论

与实务 

青少年社会

工作、社会心

理学 

社会保障概论 

家庭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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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模块 

项目一 个案工作概念 

通过课程讲授与实训形式，了解个案工

作的基本概念、本质特征、目标并能够

对个案工作的应用领域初步认识。 

1、讲解个案工作的基本概念； 

2、讲解个案工作的本质特征； 

3、讲解个案工作的目标 ；                 

4、举例说明个案工作的应用领域 ；  

5、实训活动：发现在身边个案工作可介入

的领域； 

项目二个案工作价值体系及个案价值

中伦理守则 

通过课程讲授与辩论赛形式，了解个案

工作价值体系的发展；掌握个案工作价

值体系的内容；了解个案价值的伦理困

境及掌握个案价值中伦理守则。 

1、 讲解个案工作价值体系； 

2、 通过案例练习分析个案工作价值体系

中内容； 

3、 实训活动：分组辩论赛---结合案例联

系分析案例中存在的伦理困境，分组进

行伦理两难困境的辩论赛。 

个案工作基

本技巧模块 

项目三 个案工作过程技巧 

通过课程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握个

案开展过程的技巧；掌握个案工作记录

的方法；掌握个案访视的技巧以及个案

评估的方法。 

1、 通过展示个案开展的动态过程； 

2、 编制个案工作记录表； 

3、 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个案访视的过

程； 

4、 编制个案评估报告。 

项目四 个案工作专业关系建立技巧 

通过课程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了解个

案工作专业关系的性质；掌握个案工作

关系的建立技巧（同感、尊重、真诚、

简洁具体），掌握处理移情与反移情的

内容及方法。 

结合案例讲解个案工作专业关系的性质 

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个案工作过程中的同

感、尊重、真诚、简洁具体等技巧使用 

情景模拟---移情及反移情的情景并进行处

理的过程 

个案工作程

序模块 

项目五 个案工作程序 

通过课程讲授与微电影形式，掌握个案

工作开展的整体程序以及在各个程序

阶段的主要任务。 

结合家综实践案例，完成个案工作开展全过

程的微电影短片，要求展示个案探访并开展

个案工作介入实训活动 

个案工作实

训模块 

项目六 个案工作实训 

通过课程讲授与实践实训形式，掌握个

案工作的工作模式（功能派治疗模式、

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行为修正模式、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等）及其相关技巧应

用。 

课程实训活动：分组进行，前往家庭综合服

务开展个案探访并开展个案工作介入实训

活动。 

 

教学实施说明： 

重点掌握个案工作过程的会谈技巧、评估方法及个案工作开展的整个程序。能够针对不同的个案进

行专业的问题的分析并提出介入策略，撰写个案工作计划书并能对个案工作过程的开展进行有效的管

理。课程加强对基本理论的讲解与分析，使学生在理论对社会个案工作的基本理念有准确的认识，初步

掌握个案工作的一般程序与工作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2 小组工作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2 实践学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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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工作概述 

通过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

方法，使学生了解小组工作的基本含义

和功能，并能在老师引导下对小组工作

的类型进行理解和区分。 

1、 课堂讲授法使学生小组工作的相关概

念 

2、案例分析法使学生掌握小组工作的各种

类型 

3、小组讨论法回顾身边小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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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小组工作理论 

通过课堂分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方法，

使学生了解小组工作的互动模式、环境

与组织模式、行为修正模式、发展性小

组模式、预防及康复小组模式的内容，

掌握小组工作理论的适用情境，并能够

在不同的情境下区分使用。 

4、 小组工作各种模式的分组讨论 

5、 小组工作各种模式适用情境的角色体

验 

6、 学生翻转课堂小组工作适用情境的课

堂总结与反思 

小组工作过

程模块 

项目三 小组工作的前期筹备 

掌握小组工作筹备期的工作内容和方

法，并能针对筹备期的工作进行策划书

撰写，对同工的工作给出评价意见。 

1、 社区调研走访发现需求 

2、 链接资源讨论工作需求 

3、 小组讨论、协作完成前期筹备 

4、 课堂展示，互助提高筹备能力 

5、 组内分工、合作的实操训练 

项目四 小组工作的实施开展 

能够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小组工

作的各个阶段，并对各阶段工作进行反

思与总结，不断调整小组工作计划。 

1、采用小组工作坊开出小组 

2、制定单次小组工作详细计划 

3、对每次小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讨论总结 

4、对每次小组工作进行反思与改进 

5、课堂讨论小组工作中的困难与成绩 

6、课堂展示小组工作的进展 

 

项目五 小组工作的离组 

能够在小组工作计划和实际开展情况

的基础上做好离组工作。 

 

1、离组前的总结回顾 

2、离组情绪的安抚 

3、离组后的工作反思 

小组工作评

估模块 
项目六 小组工作评估的设计与实施 

1、 制定小组工作评估指标与标准 

2、 选定小组工作评估方法 

3、 开展实施小组工作评估 

4、 撰写小组工作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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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以学

生参与、自主协作为主要教学方法。能力培养项目化：整个课程围绕工作过程设计了六个项目做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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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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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区工作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2 实践学时 1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社区工作

基础模块 

项目一 通过课堂讲授的方法，了解社区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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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二 通过课程讲授的方法，了解社区发展历

史，中国社区发展的特点，具备社区工作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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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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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 

培养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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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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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工作

模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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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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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工作 

方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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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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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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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 

学  期 2-3 总学时 108 理论学时 84 实践学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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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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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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人群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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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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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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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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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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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掌握劳动就业和劳动关系法规与政策

的内容体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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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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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实务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通用 

过程 

模块 

 

 

 

 

 

项目一 接案与建立专业关系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了

解接案的准备工作；掌握接案初次面谈

的技巧及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专业

关系的技巧；掌握初次面谈记录的方

法。 

1、 展示接案的场景布置及整个动态过程 

2、情景模拟---接案视频中的案例通过角色

扮演模拟社工与案主初次见面场景，训练接

案技巧 

3、角色扮演---结合案例与角色扮演训练学

生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4、编制初次面谈记录表 

项目二 收集资料与诊断问题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案例展示形式，学

生掌握收集资料的内容及方法；掌握资

料的分析方法，编制资料分析报告；掌

握预估技巧及编制个案预估报告。 

通过展示案例，训练学生收集资料的技巧 

结合案例中收集到的资料，制定案例分析表 

结合案例的基本情况与案例分析表，编制个

案预估报告 

项目三 制定目标与服务计划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学

生掌握目标设定的 smart原则及设定目

标的技巧；掌握制定服务计划的内容与

技巧；掌握签订协议的内容和技巧 

通过展示案例，设定服务目标练习 

通过展示案例，制定服务计划书练习 

情景模拟---签订服务协议，训练签订服务

协议技巧 

项目四 实施服务计划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学

生掌握实施服务计划过程的技巧与注

意事项。 

结合展示实施服务计划的整个动态过程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计划实施的整个

过程，训练服务计划实施技巧 

项目五 结案与评估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

握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的内容及技巧；

掌握结束服务的技巧；掌握结案报告的

技巧。 

结合展示结案的整个动态过程。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结案的过程，训

练结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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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 

技术 

模块 

项目五 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1）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

握专注与倾听、情感反映、简述语意、

具体化、同理心、摘要、自我表露等实

务通用技术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各个服务技巧 

实训（1）---通过展示实务通用技术的运用，

训练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 

项目六 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2）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

握角色扮演、空椅子、怀旧技术、结构

化等实务通用技术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各个服务技巧 

实训（2）---展示实务通用技术的运用，训

练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 

综合 

实训 

模块 

项目七 社会工作实务实训（1）---儿

童、青少年、老年、妇女、残疾人等不

同人群 

通过实践实训，掌握儿童、青少年、老

年、妇女、残疾人等不同人群社会工作

实务的内容及技巧 

综合实训活动：针对各个不同服务群体，家

庭综合服务综合模拟运营实训（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项目八社会工作实务实训（2）---优抚

安置、社会救助、家庭、学校、社区、

医务等不同领域 

通过实践实训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家

庭、学校、社区、医务等不同领域社会

工作实务的内容及技巧 

综合实训活动：针对各个不同服务领域，家

庭综合服务综合模拟运营实训（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教学实施说明： 

第一是基于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这一工作过程，采用任务驱动模式开展教学，组

织学生开展社工服务机构探访，了解社会组织注册、服务和运营情况。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方式

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 

第二是问题解决导向模式，让学生在自我导向学习过程中培养问题分析，熟练掌握通过服务模式的

工作过程，并将个案、小组、社区服务手法，融汇在服务过程中。 

第三是社区实践模式，通过项目驱动教学，要求模拟运营学生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开展 3+2 服务，

实现与真实岗位的对接。 

 

 

核心课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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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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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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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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社会组

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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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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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制定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策略； 

5、 制定社会组织的整体营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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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机构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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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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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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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学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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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学结合的课程设计特征，即“学习的内容

是工作，通过工作完成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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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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

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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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89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2 36 26 10 * √

11 4320012 高等数学 2 36 36 0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9.5 531 353 178 12.5 12 0.5 10 180

扩展能

力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420086
社区危机管理(Community Crisis

Management)
2 36 18 18 2

2 1420171   社工文书实训(Social work document Practice ) 2.5 45 27 18 √ 2.5

3 1420022
档案与信息管理(Archiv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54 36 18 3

4 1420096 组织行为学(Ethology) 2 36 27 9 2

9.5 171 108 63 5.5 4

1 1120379 社会工作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4 72 60 12 * √ 4

2 1120349 个案工作（Case Work） 3 54 42 12 ▲** √ 3

3 1120375 小组工作(Group Work) 3 54 42 12 ▲** √ 3

4 1120315 社区工作(Coumminity Work) 3 54 42 12 ▲** √ 3

5 1420069 社会调查(Social Investigation) 2.5 45 45 ▲** 2.5

15.5 279 186 93 4 9 2.5

1 1120359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3 54 36 18 * 3 1 1120375 社会工作专业社区实践 1 18 1 1

2 1120380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上)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Social

WorkregulationsⅠ
3 54 42 12 ** √ 3

3 1120381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下）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Social

WorkregulationsⅡ

3 54 42 12 ** √ 3

4 1420064 社会保障概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Security） 2 36 27 9 3

11 198 147 51 3 3 6 1 18 1

1 1120382 社会工作实务Social practical work 4 72 60 12 ▲** √ 4

2 1120296 家庭社会工作(Family Social Work) 3 54 42 12 ▲ 3

3 1120358 青少年社会工作(Youth Social Work) 2.5 45 36 9 ▲ 2.5

4 1120359 奥尔夫音乐治疗（Orff music therapy） 2 36 18 18 2

11.5 207 156 51 2.5 9

1 1420163
社会组织管理（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2 36 27 9

▲**
√ 2 1 1120365 社区教学 18 324 18 5

2 1120366
社区活动策划（Community Activities

Planning）（儿童游戏治疗）
2 36 18 18 2 2 1120366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设

计
18 324 18 6

4 72 45 27 4 36 648

1 1120302
老年社会工作(Elderly Social Work)

2 36 27 9 ▲ √ 2

2 1120303
社区戒毒理论与实务(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Drug Rehabilitation )
1 18 9 9 2

3 1420194
青年志愿服务与管理(Voluntary service and

management)
1.5 27 18 9 ▲ 1.5

4 1120313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2 36 27 9 * 2

5 1420186 社区矫治（Community Correction） 1 18 9 9 ▲ 1

6 1120314 养老护理技能训练（Skill Training for the

Elderly Nursing）
2 36 9 27 2

9.5 171 99 72 2 0 3 3.5

101 1809 1184 625 21.5 30 28 17 47 846

小计

小计

3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综合技

能模块

B（专

业必修

课）

4

小计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

必修

课)

小计

小计

小计

综合实践教学

学分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期周学时数

理论

课堂教学

序

号

学

时
周数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学分

核心

课程

实

践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2

序

号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教学模块

序

号

课程

类型

2

专业

（技

能）

课程

小计

考试

方式

学

期

小计

学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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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5

2

合计合计

1

6

综合技

能模块

A（专

业必修

课）

7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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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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1184 44.60% 

实践教学 47 1471 55.40%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9.5 711 26.78% 

专业（技能）课 53.5 963 36.27%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78% 

专业（技能）课 44.5 801 30.17% 

总学时/学分 147.5 2655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队伍结构 

    双师素质教师应占专业教师较大比例，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

队结构。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认同和恪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专业伦理，具有扎实的本

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

研究，有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是本专业硕士以上毕业，具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证书(中级、社会工作师)，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

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

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

精神，专业对口，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

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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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训

基地 

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N601） 
个案工作、家庭治疗等实

训 

个案工作、家庭社会

工作、青少年社会工

作等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室（N701） 
心理实训、信息管理实

训、文书写作实训等 

社会心理学、档案与

信息管理、社工文书

实训 

会议会务实训室（N501） 
小组方法、社区工作方法

实训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个案工作、家庭社会

工作、社会工作实务 

校外实习

基地 

广州市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下

属各家综 

社区教学、毕业实习、各

专业课实训 

社工专业顶岗实习、

社工专业毕业实习、

专业社区服务与文化

实践 

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顶岗实习、毕业实习、各

专业课实训 

社工专业顶岗实习、

社工专业毕业实习、

专业社区服务与文化

实践 

白云城职社会工作服务社基地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训、社

区矫治实训 

社会工作实务、青少

年社会工作 

白云区景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实习

基地 

老年小组、社会工作调查

实训 

小组工作、社会调查

实训、专业社区服务

与文化实践 

白云区三元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实

习基地 

社区教学、毕业实习、课

内实训 

社会工作实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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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综。 

社区教学、毕业实习、课

内实训 

社会工作实务、专业

社区服务与文化实践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本专业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建立了由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

材选用机构，完善了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本专业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行业政策法规、有关职业标准、专业理论与实务、专业价

值观及伦理、实务案例类图书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备 

本专业建设、配备与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

求。 

（四）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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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等。 

（五）学习评价 

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对学生学习过程及效果进行评价。 

 （六）质量管理 

1.学院和系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

度。 

2.学院和系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

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 

3．学院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根据社会工作专业归属的公管事务管理与服务领域，结合本专业岗位的服务面

向以及工作方法、技术，归入本专业群。 

专业群：  

专业群名称 社区服务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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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专业   社区管理与服务 

群内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本专业通过社会组织管理、社区危机管理、社会调查、档案与信息管理、社区活动策划、组织

行为学、应用写作 7 门平台课，实现课程共享。 

（2）专业群师资共享 

具有丰富社会组织管理经验的及中级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等职业资格的教师承担群内专

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人力资源与管理、文秘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

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群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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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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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家社工机构及社会组

织等为大学生社区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等。 

 

专业特色： 

通过以社区为教学平台，与社工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将家庭社会工作、青

年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及社区管理与服务等学科教学结合到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社区矫治、各弱势群体服务，以及学校社工、企业社工、医务社工、戒毒禁毒等社会机构的

服务中，实现校内教学与社区教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通过与广州市的白云恒福、北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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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城职、大同、广爱等多家全国百强的社工机构合作，深入到 20 多个家综服务和近 10 个

专项服务，在构建双师团队、共建专业教学标准、编制核心课程标准、校内外实训实习、社

区教学、毕业生就业等多层次协同，通过其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等进行分析，将其应

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等进行分析，并将专业素质中助人自助、服务对象的利害为重、专

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自我约束等职业精神与伦理道德纳入到人才培养，培养行业产业和社

区急需的高技术技能社工人才。 

 

十.【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设立创新创业专

门课程，创新学习评价方式，创新教学方法。例如，将课程班分成几个小组，各小组同学到

家综或社会组织开展相应社区教学活动，激发学生自主讨论分析，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法，不

仅增加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给每一个学生以充分表达的机会，在交

流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对于课程中的内容，

在学习过程中要拓展多元化思维，从不同的视角着手分析；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形成反

向思维，有利于创新精神培养；倡导探索性学习，把研究与学习结合起来，在探索过程中学

习。建立起创新创业“双导师”制度，由学业导师和创新创业导师对学生进行联合培养。 

在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综合实训和社区教学的每个阶段，全过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活动。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相关阶梯课程，包括学院公共基础课《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

业指导》、专业课《社会组织管理》、《社区活动策划》、《社会工作实务》及专业社团的公益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社区教学等。 

利用学生专业社团社工协会，成立创新创业团队，竞投承接社会服务机构的相关服务项

目，参与或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和竞赛活动，促进学生进社会服务机构实践，

训练学生创新创业的实战能力。与社会服务机构及协同育人机构，合作开发社会服务创新知

识、服务项目设计和策划知识、社会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模式知识，并设计相应的训练项目，

注重创新创业素质在专业能力结构中的融合。系统培养学生的公益创新创业素质，训练学生

服务项目设计技能、服务活动策划技能、社会组织运营管理创新技能、公益机构创业技能。 

十一. 【第二课堂】 

（1）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社区宣传公益活动、社区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 

（2）参与社会服务机构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调研活动； 

（3）参加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举行的与专业相关社会工作技能竞赛； 

（4）学生参加学院合唱团等开展美育教育。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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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社会工作师（助理）；。 

（2）员工关系协调员(四级)； 

（3）员工关系协调员； 

（4）助理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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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机动车驾驶证。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93 学分（含创新社会实

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44.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达   

147.5   学分（学时达  2655    ）方可毕业。 

                                             

                                              编制人：钟莉萍 

审定人：李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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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秘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文秘 

专业代码：670301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3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良

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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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

体 育 大

类（67） 

文 秘 类

（6703） 

商 务 服

务业（72） 

居 民 服

务业（79） 

行政事务处理人员

3-01-02(GBM30102)

含秘书 3010202 速

录师 3010206 劳动

关 系 协 调 员

4070302 

文员类、助理类 

高级商务秘

书、 速录员、

劳动关系协

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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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掌握文秘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办文”、“办会”、“办事”技术技能，面向商

务服务、居民服务等行业文员类、助理类等职业群，能够胜任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型

企业秘书、文员、行政（业务）助理、公关等岗位以及城镇（社区）基层部门文秘、新闻宣

传等岗位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具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修养，具有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坚持职业操守，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必需的基本能力

和管理素质；脚踏实地、严谨求实、勇于创新。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了解我国国情，掌握大学专科的文化基础知识； 

掌握文秘职业道德与修养教育方面的知识； 

掌握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应用和其他办公设备操作的及速录基础知识； 

掌握秘书学及秘书工作实务方面的知识； 

掌握文秘职业形象的设计与塑造知识; 

掌握文秘职业口语表达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公务文书、事务文书、商务文书写作的知识； 

掌握文书处理及档案管理的操作方法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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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各类会议的组织、策划与服务的知识； 

掌握办公室日常各项事务及办公设备及速录的处理与操作技能； 

掌握公共关系策划与实操方面的知识； 

了解企业常用法律法规与财务管理、会计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一定商贸业务操作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①汉语运用能力：要求具备较强的书面表达与口语沟通能力，掌握熟练写作各类文书、

策划方案、创意文案等技能；擅长口语交际。 

②信息收集调研能力：认识信息收集、调研分析工作的基本知识、工作特点、基本要求，

初通调研各项工作的内容、工作程序和具体处理方法。 

③公关社交能力：掌握商务活动及社交礼仪，具备一般心理学知识，认识个性心理及社

会心理，具备一定的与人交际能力。能够拟订接待工作计划，能够正确安排礼宾次序，能够

指导安排宴请；能够选择、运用有效的网络沟通工具，完成内、外部的沟通。 

 

（2）职业专门能力 

①办公室事务管理能力：掌握办公室环境维护与管理、电话管理、邮件管理、商务接待

与宴请、办公用品管理、值班工作、印信管理、时间管理、零用现金与商务报销的方法与技

能，熟练处理日常办公事务工作。 

②办公自动化应用能力：能熟练使用现代办公室常用办公软件，具有对各类办公设备的

操作与简单维护能力，掌握较熟练的速录技能。 

③文书拟写与处理能力：具备较强文字表达能力，熟练掌握行政公文、事务文书、商务

文书的拟写与处理方法。 

④活动组织能力：具备以会务为核心的各类活动策划能力，掌握会议服务与管理技能，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熟练掌握公务摄影、速记等技能、 

⑤文档管理能力：能将所学的档案管理知识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上，并有效完成正规

档案管理工作岗位所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掌握分类、整理、录入、保管、利用等档案管理

技能。 

⑥基层公共事务管理执行能力：具备较强的政策理解领悟能力，能够适时适当的提供参

谋参考意见和建议，掌握组织主持社区、企业各类文化活动技能，有较强执行力和独立工作



 52 

能力，掌握以商务为重心的社会公关技能，能进行跨文化交流。 

⑦基础商贸实务能力：具有一定的财税会计知识和数据分析能力，具备阅读、拟写英文

经济贸易文书及处理外贸英文函电的能力。 

 

（4）职业拓展能力 

①参谋辅佐能力：了解和掌握有关领导学、社会学和哲学等方面的基本原理，能综合地

运用这些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领导问题；掌握领导计划与安排的能力，熟练掌握领导服务与管

理的技巧与技能，具备较强的事务处理能力与现场协调能力，能够灵活应对工作中可能出现

的突发和意外情况。 

②报刊编辑能力： 掌握新闻和新闻选题、新闻写作、选稿改稿、版面安排、新闻策划

知识，树立正确的新闻意识，具备理解并能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方法分析发现新

闻，处理企业新闻采编中各项业务的能力。 

③人力资源管理能力：能协助人事主管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员工招聘管理；能按照

公司培训要求进行培训需求分析及培训组织管理；能进行员工绩效考核与统计；能对员工福

利薪酬进行核算与发放；能进行人事档案管理，能为员工办理劳动合同及购买“五险一金”。 

④社区社会工作能力： 初步掌握小组、个案、社区社会工作方法，能进行小组活动及

社区各类问题协调，运用一定的方法手段妥善处理个人、人际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 

⑤客户服务与管理的能力：能正确识别客户的特征与需求，并采取有效措施满足客户的

需求，能运用各种方法与技巧提高为客户服务的能力，具备客户开发、客户维护、客户关系

处理、客户满意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商务（行政）

秘书岗★ 

（1）负责企事业单位上报、

下发的各种文书的草拟、审

核、登记、编号、送审和安

排打印、核对、存档等工作；

（2）参与起草企事业单位

各种行政公文、事务文书、

商务文书等文件；（3）负责

企事业单位各类文件材料、

电话、传真件、信函的接转

办公室事务处理技能 

文书写作与处理技能 

办公自动化应用技能 

会议组织与策划技能 

公关技能 

秘书工作理论与实务 

应用写作 

商务文书写作 

会议组织策划 

公共关系实务 

办公设备使用与管理 

常用办公软件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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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4）会议策划与服

务工作；（5）公关事务处理

工作。 

2 档案管理岗 

（1）负责企事业单位收集、

整理、分类、鉴定、统计、

保管各类档案；（2）负责

各项档案归档以及档案信

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工作。 

档案与信息管理技能 

办公室事务处理技能 

档案与信息管理 

秘书理论与实务 

3 企业文员岗 

（1）负责企事业单位上级

来文的接收、登记、呈批、

传阅、清退、归档等工作； 

（2）负责管理单位印章和

领导印章，填写对外介绍

信、证明信等材料；（3）负

责接待与处理客户来访；

（4）负责办公室环境管理

等工作。 

办公室事务处理技能 

交际与沟通技能 

档案与信息管理技能 

秘书理论与实务 

秘书沟通与口才 

商务文书写作 

档案与信息管理 

4 

 

行政(业务)助

理岗★ 

（1）负责企事业单位日常

接待工作；（2）负责企事

业单位办公室内部管理事

务、员工关系协调等；（3）

负责企事业单位会议场所

管理及各类大型会议、重要

活动的筹备、服务等会务工

作。（4）根据单位行业工

作特点，协助完成领导交办

的相关业务的开发与管理

工作。 

办公室事务处理技能 

会务组织与服务技能 

商贸实务技能 

秘书理论与实务 

会议组织策划 

会计基础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国际商务单证（双语） 

企业常用法律实务 

 

5 公关、宣传岗 

（1）从事新闻单位助理岗

位，协助新闻采访、组稿、

校对与后期编辑等工作；

（2）从事企事业单位公关

岗位，负责媒体沟通、引导

舆论、公关活动策划与组

织、编辑内刊等工作；（3）

从事企事业单位宣传岗位，

负责政策法规宣传、制作宣

传栏、编辑内刊、活动报道

等工作。 

文书写作与处理技能 

公关技能 

职业形象塑造技能 

 

应用写作 

商务文书写作 

公共关系实务 

会议组织策划 

秘书礼仪与职业形象

塑造 

6 速录员岗 

（1）熟练使用亚伟速录机

与亚伟速录软件，达到 120

字/分钟；（2）整理、校对

书面文字材料并看打录入；

速录技能 

文书写作与处理技能 

文字校对技能 

现代应用汉语 

应用写作 

商务文书写作 

普通话考证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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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像文件的语音整理

编辑并听打录入；（4）现场

会议速录、影视剧和电视新

闻及其各栏目字幕直播等

业务。 

速录员考证实训 

速录与远程平台应用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

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

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人

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

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

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

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成

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

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相

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

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

7、 毛泽东思想 

8、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

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

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

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源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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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

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

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

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

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

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

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

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

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

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3、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

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

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

应对、生命教育） 

 

7、智慧树学习平台 

8、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9、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

台 

6 

职业

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职场相

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间管理、职业

规划、创业、产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

听说、自主学习，交互英

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

来、创办公司、公司介绍、

职场沟通、产品介绍、求

职招聘、联系业务、推销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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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销售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

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话，能

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一般题材的

英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

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材料。 

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

商业调查、商务差旅、参

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

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练。 

7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

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

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

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化多

媒体机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要求

具有丰富的信息技术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强，

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8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

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

作，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

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

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反省自

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国学讲坛（3 学时）、雅艺

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

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活

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

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9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

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

方法，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

划书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

系，认清自我的技能，掌

握职业环境探索的内容、

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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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

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学组建团

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研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法

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10 

军事

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

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

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

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内

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

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

规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

基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

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

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2 

中西

文化

基础 

通过学习中西文化常识，比较中西方文化

差异，增进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培养

学生的综合文化基础素质，进而提升职业

素质，增强学生在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做好专业工作的理解能力、内涵构建能力

和沟通能力，培养新时代有国际视野高素

质应用型高职人才。 

中西文化差异、中西哲学

思想宗教文化、中西礼仪

文化、中西风俗节日文化、

中西饮食文化、中西文学、

中西艺术文化、中西建筑

文化和中西科技文化 

除了在多媒体教学进行理论

教学外，可利用院系实训室、

各社区中心、校外画廊、文

化公司、博物院、文化景点

进行实践性教学。 

13 
高等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1、通识基础模块：基本

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简单

的一元函数积分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元

函数微分学和积分学、简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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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和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计算，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实际

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的连续问题的变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

化时的关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际问题的

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应用概率和统计

的方法对实际或然问题进行求解。 

单的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元

函数微积分学，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备注 

1 现代应用汉语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为

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

文字功底，掌握现代

汉民族语言，规范听、

说、读、写，为后续

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

坚实基础。 

1.课程概述 

2.语音 

3.文字 

4.词汇 

5.语法 

6.修辞 

通过讲述、讨论、分

析、模拟、演练、调

查等多种方法，融“教

学做”于一体，结合

学生社团活动、职业

技能大赛，开展实训

环节，重视多媒体技

术的应用。 

 

2 秘书理论与实务 

围绕“会服务、懂管

理”的岗位要求，培

养学生具备必要的秘

书业务素质和较强的

秘书实践能力，重点

培养学生“会办事”

的核心职业岗位能

力。 

职场认知；秘书

职业素养；办公

室管理技巧；印

信管理方法；接

听电话技巧；秘

书时间管理方

法；领导商务旅

行安排；接待工

作程序与技巧；

基本文书处理

技能；会务组织

与服务基本技

能 

课程采用任务驱动、

工学交替等教学模

式，利用院系部各处

室、校外实训基地，

通过真实任务和顶岗

实习，巩固专业知识

与技能，利用网络资

源为学生提供参考文

献和资料。 

 

3 应用写作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掌握以党政机关公

文为核心的 OA电子公

文写作基础知识、格

式 、技法、行文规则

等；能够一步到位，

格式规范，快速准确

地写作以党政机关公

文为核心的常用电子

应用文及其写

作过程、党政机

关公文、事务文

书、财经文书、

常用文书、应用

写作综合技能

实战演练。 

教学做一体化的情境

导入和在线写作任

务，项目载体，任务

驱动，将知识转化为

技能。让学生在自主

学习完成职业任务过

程中学会“OA 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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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 

4 商务文书写作 

掌握企业经营运作中

各类常用商务文书的

基本知识及写作要

领，能够在分析、处

理材料的基础上，写

出主旨明确、格式规

范、语言得体的各类

商务文书，满足企业

办文需求。 

1.商务文书写

作基础知识 

2.商务管理与

事务文书 3.商

务告启文书 4.

商务函电 5.商

务礼仪文书 6.

商务宣传文书 

7.商务契约文

书 8.商情调研

文书 

运用网络课程，全信

息化教学。内容实战

化、项目化、任务化。

通过讲解示范、案例

分析、小组协作等多

种教学方法，全方位

提升学生“办文”实

务操作技能。 

 

 

5 办公设备使用与管理 

熟悉各种常用办公设

备的基本构成与工作

原理，能够熟练使用

各种办公设备完成办

公任务，具备对各种

办公设备的简单维护

能力。 

1.电脑硬件装

配与操作系统

维护。2.打印机

的使用与维护。 

3.扫描仪的使

用与维护、OCR

软件的使用。4.

静电复印机的

使用与维护。5.

数码相机（单

反）使用与维

护。6.其他办公

设备的使用。 

在办公设备实训室开

展教学，通过项目教

学，仿真模拟、案例

分析、小组协作、网

络课程等教学方法与

手段，锻炼学生常用

办公设备使用与维护

技能。 

 

6 常用办公软件实训 

熟悉常用各种办公软

件的基本功能，能够

熟练安装和使用各种

常用办公软件完成相

关办公室事务。 

1.Word 办公软

件的高级应用。 

2.Excel办公软

件的高级应用。 

3.PowerPoint

办公软件的高

级应用。 

4.Photoshop图

片编辑软件的

一般应用。 

5.会声会影视

频编辑软件的

一般应用。 

在安装有各种常用办

公软件的电脑实训室

开展教学，通过仿真

模拟、案例分析、小

组协作、网络课程等

教学方法与手段，锻

炼学生常用办公软件

使用能力。 

 

7 档案与信息管理 

通过课程学习，掌握

文书处理、信息工作

和档案管理等核心知

识和职业能力，提升

秘书岗位群“办文”

系列技能。 

1.信息工作流

程及规范化操

作 2.发文的规

范化处理 3.文

书的立卷归档

操作 4.特殊档

通过讲授示范、小组

情境实训、小组自评、

师生互评的环节，结

合线上线下的学习，

利用校内外实训基

地，实现教学做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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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的保管 5.档

案工作的要求

和利用 

化。 

8 会议组织策划 

了解办公会议的基本

要求与程序，熟练策

划并组织中小型企业

常用各类小型办公会

议；能够根据企业具

体情况，选择、策划

并组织常用专题会

议；具有协助策划与

管理小型展览会的能

力。 

1.会务管理的

内容：会前准

备、会中服务、

会后管理。主

2.商务专题会

议：订货会、庆

典活动、新产品

发布会。 

3.展览会的策

划与管理 

在会议组织实训室开

展教学，进行会议模

拟实训，会议方案展

示。参与实训基地会

务管理活动 

 
 

9 公共关系实务 

通过学习，能够根据

公共关系活动的目的

要求，与公关对象进

行沟通与协调；能够

根据企业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公关专题

活动策划并组织实

施；能够协助团队进

行企业公关活动调

研、实施与评估的能

力；能够协助企业做

好危机预防与应对方

面的工作。 

1.公共关系传

播的方式 

2.公共关系工

作程序。 

3.公共关系工

作任务 

4.组织形象分

析方法与组织

形象建设建立。 

教学做一体化，在会

务展览实训室开展教

学。 

 

10 秘书沟通与口才 

注重职业技能，通过

课程学习，掌握人际

沟通的基本方法与技

巧，提升学生与人沟

通能力、自我口头表

达能力。 

1.秘书沟通的

原则和艺术 2.

秘书社交口才

3.主持口才 4.

演讲口才 5.宴

会口才 6.信访

接待口才 7.场

景口才 

坚持“理论够用，

注重实践” 的教学原

则，采用讲解、示范、

录音、录像、试讲、

讲评、模拟表演、观

摩等教学方法，重视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11 速录员考证实训 

掌握 407 个各类亚伟

码及其有关技巧等速

录入门技能（初级），

能够使用亚伟速录机

与亚伟速录软件进行

看听录入，具有 100

字/分钟以上速录技

能；有能力进行文档

整理与分类，提供及

时的文件支持。 

1.坐姿实训；2.

指法实训；3.

键位码实训；4.

声码实训；5.

韵码实训；6.

各类技巧与标

点符号功能码

等实训；7.看听

打综合实训。 

信息化教学，人手一

台计算机和亚伟速录

机开展速录实训。课

赛融合，以赛带练、

以赛强技。 
 

12 
秘书礼仪与职业形象

设计 

通过课程学习, 培养

文秘专业学生塑造职

业形象、提升职业礼

1.职业形象塑

造的仪态礼仪、

仪表礼仪、仪容

运用任务驱动法、情

景教学法、案例教学

法、课内实训与校外

 



 61 

仪的能力，打造专业、

规范、知性、优雅，

形象与能力兼备的新

时代文秘专业人才。 

礼仪 2.商务接

待与交际礼仪 

3.商务电话礼

仪 4.商务宴请

礼仪 5.商务馈

赠礼仪 6.涉外

礼仪 7.求职礼

仪等 

实战等教学方法，

“教、学、做”一体

化，将秘书的礼仪与

技能融入到秘书形象

之中。 

13 秘书资格考证 

本课程根据文秘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定

位，配合我国现阶段

“学历文凭+资格证

书”并重的用人制度，

凸现现代秘书“五会”

的特色，即秘书要会

做人、会办文、会办

会、会办事、会学习。

通过课程学习，帮助

学生顺利考取专业核

心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商务秘书证书。 

1.认识秘书职

业资格考证 2.

秘书职业道德

与素养 3.秘书

办文篇 4.秘书

办会篇 5.秘书

办事篇 6.企业

管理与法律、法

规 7.模拟测试 

全真题库分析与讲

解，利用网络教学方

式，进行在线模拟测

试，提高考证通过率。 

 

14 普通话考证实训 

本结合国家普通话水

平测试的要求和方法

进行教学，让学生克

服粤方言发音影响，

掌握普通话发音练习

和提高的方法，考取

相应的普通话等级资

格证书，满足用人单

位需求。 

1.认识普通话

考证 

2.读单音节字

词训练 

3.读多音节词

语训练 

4.朗读短文 

5.命题说话 

通过示范、互动、模

拟测试、实战演练、

趣味教学等多种方法

和音视频多媒体技术

手段，提升学生普通

话水平。结合经典诵

读大赛、演讲比赛、

辩论赛等活动，加强

学生自练、互练。 

 

15 文学欣赏与创作 

通过学习，提高学生

文学的欣赏、朗读和

创作能力，突出文秘

专业写作技能和职业

素质，培养学生的审

美能力、人文情怀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 

诗歌欣赏与创

作、散文欣赏与

创作、小说欣赏

与创作、戏剧文

学欣赏与创作、

影视文学欣赏 

以工学交替，问题导

入，任务驱动，项目

教学为主要形式，网

络课程介入教学，理

论联系实际地设计有

关实训环节。 

 

16 企业常用法律实务 

通过学习，掌握

市场主体法，包括个

人独资企业法、合伙

企业法和公司法。掌

握劳动法、合同法的

主要内容。掌握工业

产权法，包括商标法

和专利法的内容。掌

经济法律基础、

个人独资企业

法、合伙企业法

和公司法。劳动

法、合同法。掌

握反不正当竞

争法、反垄断

法。工业产权

采用案例分析的方

法，突出原理与案例、

学理与法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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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内容，提高运用经

济法解决问题的能

力。 

法，包括商标法

和专利法的内

容。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17 速录与远程平台应用 

熟练掌握亚伟码及其

字词句录入技巧处

理，亚伟速录听打提

速（140-160 字／分

钟），大幅提升一次

上屏准确率与速率，

提升“熟文章”与 “生

文章”听打速度，完

成会议速录实务。 

亚伟速录“熟文

章”听打提速

（140-160字／

分钟）；会议速

录实务（包括

“生文章”听

打）。  

精讲多练，在速录实

训室教学环境中，信

息化教学，实战演练。

帮助学生考取速录师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8 组织行为学 

理解和掌握组织行为

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原理；能运用本课程

基本知识和原理开展

相关工作； 

     

1、组织行为学

认知  

2、个性与行为 

3、知觉与行为 

4、激励 

5、群体行为 

6、管理沟通  

7、领导与权力 

8、组织结构设

计 

9、组织文化 10、

组织变革与发

展 

注重创设工作情景，

多考虑工学结合，从

做中学，从动手的体

验中强化知识体系。 

 

 

19 社区危机管理 

理解和掌握社区危机

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原理；能使用社区

危机管理的基本方法

和技能。 

社区危机概述 

社区危机管理

的内涵和模式；

社区危机管理

的识别与评估

机制；社区危机

管理的预警机

制；社区危机管

理的善后处理

机制；社区危机

管理的沟通机

制；社区危机经

典案例鉴别、筛

选与处理 

注重“讲练结合” 、

“精讲多练”，加大实

训力度 

 

20 社会组织管理 

掌握社会组织的主要

知识。能够进行虚拟

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

作，并适应各种可能

的变化。 

培养学生科学、严谨

的学习态度，以及执

社会组织概述、

社会组织管理

制度和理论基

础、社会组织运

行管理、社会组

织人员管理、薪

注重实训，综合运用

案例教学法、情景教

学法、校内实训法与

校外实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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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探索、创新改革的

科学精神。 

酬管理、财务管

理、项目管理和

评估 

21 社会调查 

了解调查方案和抽样

方案的设计，能够进

行简单调查方案的设

计、具有设计调研问

卷、实施调研的技能、

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

识、遵守调查的基本

伦理价值规范，有较

好的道德意识、有较

好的创新意识。 

 

项目一绪论 

项目二选题 

项目四抽样  

项目五测量 

项目六问卷 

项目七资料收

集 

项目八资料统

计项目九调查

报告的撰写 

1．任务驱动教学。 

2．小组协作完成教学

任务 

3．深入社区开展教

学。 

 

22 社区活动策划 

通过学习典型文案，

能够结合社区活动的

策划要求、内容，完

成社区活动策划方案

的撰写，并通过实际

操作实施。树立需求

导向的意识、培养创

新意识，形成以创新

社区活动策划之本的

观念。 

 

1. 社区活动策

划导论 

2. 社区活动策

划思维与训练 

3. 社区活动策

划类型 

4. 社区活动策

划的写作与实

践 

1.学生为中心。 

2.任务驱动。3.采用

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模

式。 

4.融入创新教育。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能 力 进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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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秘书理论与实务》 

学  期 1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 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秘书职场认识

与职业道德 

1. 秘书发展历史； 

2.秘书工作现状、发展趋势； 

3.秘书工作内容及秘书素质与

职业道德 

 

 

1.组建公司与就职演讲 

2. 走访企事业单位秘书 1 名，分组形成可演示

的访谈报告。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中西文化基

础 

秘书沟通与

口才 

企业常用法

律实务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文

秘

专

业 

毕

业 

实

习

、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文秘专业 

企业教学 

应用写作 档案与信息

管理 

普通话考证

实训 

会议组织与

策划 

商务文书写

作 

会计基础 

常用办公软

件实训 

速录与远程

平台应用 

办公设备使

用与维护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职业英语Ι

Π 

现代应用汉

语 

秘书理论与实

务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速录员考证

实训 

公务关系实

务 

第六学期 

国际贸易实

务（双语） 

文学欣赏与

创作 

秘书资格考

证 

国际商务单

证（双语） 

秘书礼仪与职

业形象设计 



 65 

秘书办公室环

境管理 

办公室管理技巧,包括：办公室

布局、美化、空间、视觉、安

全管理 

 

1.办公室布局与布置设计 

2.上司办公室管理实训 

秘书印信管理 
印章刻制、介绍信写作；印信

使用程序与管理 
印信使用方法（观摩学校档案室） 

秘书电话管理 接听、拨打电话程序与技巧 

1.电话礼仪训练 

2.模拟职业情景以秘书身份接听各类电话 

3.模拟职业情景以秘书身份拨打各类电话 

秘书值班工作 
值班工作安排、来访者登记手

续 

1.人员来访记录的方法与处理 

2.电话来访记录的方法与处理 

秘书邮件处理 邮件接收、分发程序及方法 
1.收进邮件的程序、方法 

2.寄发邮件的程序、方法 

办公用品管理 
办公用品采购程序、保管注意

事项、分发方法 

办公用品管理实训：掌握办公设备管理、库存控

制的方法、办公资源采购和管理的方法（参观学

校后勤仓库） 

日常安排与管

理 

日程工作时间表编制、日程安

排、领导差旅安排技巧 

1.制定日程安排表 

2. 差旅安排实训：分公司制作领导差旅安排方

案与展示 

日常接待工作 
日程接待工作流程、礼仪及注

意事项 

1.接待方案制作 

2.有约接待和无约接待实训，分组分角色模拟演

示前台秘书接待 8 批来访客人的情景，强化介

绍、握手、接递名片、致意及分流处理等技巧。 

秘书沟通与协

调 

秘书对各级人员的沟通联系技

巧与方法 

1.以组为单位，秘书对上关系协调； 

2.以组为单位，秘书对下关系协调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实务实训室南校 n601 

2、组织学生分组到校外实训基地对资深秘书进行访谈、调研，增强岗位认识 

3、校企合作：开发课程实训教材《现代秘书工作实训项目教程》、共建网络课程。 

4、在教学企业“秘书事务所”架构下分配、组织与完成各项目教学任务，采用案例分析、模拟实操、情境

教学等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综合应用和处理“办事”的能力。 

5、充分利用《秘书理论与实务》网络课程资源，通过网上讨论、在线答疑等教学互动环节，注重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核心课程 2 《应用写作》 

学  期 2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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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1 

应 用 文 及

其 写 作 过

程 

应用文写作

基本要素的

处理 

 

项目 1 做好写作准备 

教学班成立虚拟“供销社”文秘办公室，以组为单位分为办公室若干

（老总、办公室主任、行政部经理、秘书、前台文员、跟单文员、档

案管理员等职务分配），小组讨论、师生互动（两组两办 份应用文），

做好集体办文准备，作为成员平时成绩分数依据之一）。 

写作基础：应

用文及其写

作过程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析范文“四要素” 其表达方式：“两

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 确立主题，选择材料、安排结构 遣词

造句，正确使用表达方式，网络化在线实时写作。 

 

 

 

 

 

 

 

模块 2 

党 政 机 关

公文 

办文 

党政机关公

文概述、行文

规则 

项目 2 党政机关公文写作实训：识别公文格式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角色模拟办文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体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 )成员互相修改，各办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教师讲评总结，“两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网络化在线实

时写作。 识别党政机

关公文格式 

 

党政机关公

文写作要领

（下行文） 

项目 3 党政机关公文写作实训：通知、通报、决定、通告、纪要；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角色模拟办 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体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室)成员互相修改，各办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教师讲评总结，“两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网络化在线实

时写作。 

 

党政机关公

文写作要领

（上行文） 

项目 4 党政机关公文写作实训：报告、请示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角色模拟办文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体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室)成员互相修改，各办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教师讲 总结，“两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网络化在线 

时写作。 

党  机关公

文写作要领

（平行文） 

项目 5 党政机关写作实训：函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角色模拟办文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体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室)成员互相修改，各办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教师讲评总结，“两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网络化在线实

时写作。 

模块 3 

事 务 文 书

办文 

 

事务文书写

作要领 

项目 6 事务文书写作实训：计划、总结、简报、领导讲话稿 、会议

记录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 ：分角色模拟办文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体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室)成员互相修改，各办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 师讲评总结，“两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 网络化在线实

时写作。 

模块 4 

财 经 文 书

办文 

商业合同写

作要领 

项目 7 财经文书写作实训：商业合同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角色模拟办文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体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室)成员互相修改，各办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教师讲评总结，“两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网络化在线实

时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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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5 

常 用 文 书

办文 

职业文书写

作要领 

项目 8 职业文书写作实训：求职文书（求职信与简历）、竞争上岗演讲

稿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角色模拟办文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 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室)成员互相修改，各 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教师讲评总结，“两办”（组 办文 PK 实战对抗，网络化在线实

时写作。 

常用文书写

作要领 

项目 9 常用文书写作实训：条据；礼仪文书（邀请函、贺信） 

“供销社”办公室办文实训：分角色模拟办文情境再现，小组讨论，

集体写作，拟稿后全组(办公室)成员互相修改，各办派代表互相点评

修改，教师讲评总结， 两办”（组）办文 PK 实战对抗，网络化在线

实时写作。 

模块 6 

应 用 写 作

综 合 技 能

“实战”训

练 

 

期末总复习 

项目 10 应用写作综合技能全真“实战”演练 

总复习与网络化在线期末考试模拟训练，侧重强 案 分析、综合练

习、写作论坛交流互动、模拟考试，选择正确文种，格式规范写作等

综合技能“实战”演练，网络化在线实时写作综 实训，确定平时成

绩。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速录实训室南校 n603 

2、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材《应用写作实训教程》、共建网络课程。 

3、采取“基于反映 OA 办文工作过程”的项目教学方法，依托“供销社”为教学实训平台的实践性教学方式，

虚拟“供销社”办公室，两办（组）两份应用文，PK 办文实战对抗。 

4、充分采取网络环境应用写作职业技能培养教学模式，用信息化改造传统教学模式，在线实时写作堂练，

在线交流讨论，网络化自测与在线期末考试。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办文能力。 

5、以赛带练，结合省大学生公文竞赛需要，充分运用网络课程写作实训系统强化综合技能训练，一步到位，

规范写作，力争竞赛获得好名次。 

 

核心课程 3 《商务文书写作》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 

学时 
36 

实践

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商 务 文 书

写作概述 

写作准备：写作基础要

领——确立主题、搜集

材料、谋篇布局、文章

修改与润色。 

1、根据材料提炼主题； 

2、文章结构与语言表达训练； 

 

模块二商

务管理与

商务事务

文书写作 

 

 

商务管理与事务文书

写作要领 

 

1、 商务管理文书——章程、制度的写作 

2、 商务事务文书——备忘录、介绍信、证明信的写作； 

模拟办文情境，课堂讨论；集体写作：每人执笔，拟稿后全组

成员互相修改，各公司再派代表互相点评修改，教师讲评总结，

各公司选出优秀习作展示。 

模块三 

商务告启

文书写作 

商务告启文书写作要

领 

1、启事写作 

模拟办文情境，课堂讨论；集体写作：每人执笔，拟稿后全组

成员互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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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四 

商务函电

写作 

 

 

商务函电写作要领 

 

 

1、 常用商务信函写作实训—首次联系函、推销信、询问信、

报价信、还价信、索赔信、理赔信、催款信、致歉信、婉

拒信等写作训练； 

2、商务传真的写作 

集体写作：每人执笔，拟稿后全组成员互相修改，各公司再派

代表互相点评修改，教师讲评总结，各公司选出优秀习作展示。 

模块五 

商务礼仪

文书写作 

商务礼仪文书写作要

领 

 

1、 贺信写作； 

2、 邀请书病文修改； 

模拟情境，课堂讨论；教师讲评总结，各公司选出优秀习作展

示。 

模 块 六  

商 务 契 约

文书写作 

常用商务文书写作要

领 

 

1.写作实训——意向书、协议书、合同； 

2.修改训练——招投标书 

教师讲评总 ，各公司选出优秀习作展示。 

模块七 

商务宣传

文书写作 

常用商务宣传文书写

作要领 

拟写产品说明书、创作广告文案。 

模拟创作情境，课堂讨论；教师讲评总结，各公司选出优秀习

作展示。 

模块八 商

情 调 研 文

书写作 

常用商情调研文书写

作要领 

修改训练——市场调查报告；教师讲评总结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速录实训室南校 n603 

2、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材《商务文书写作实务》、共建网络课程。 

3、以“工学结合”高职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为指导，以真实、具体的企业工作任务驱动教学，每个教学项

目以“学习目标—— 情境任务—— 任务分析—— 学习指引—— 任务实施—— 拓展训练”为设计编排思路，从实

境与虚境、解析与综合、正面与反面等不同角度，促使学生将知识与技能转化为真正的写作能力。 

4、充分利用《商务文书写作》网络课程资源，通过网上讨论、在线答疑等教学互动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 

5、依托专业教学企业“秘书事务所”，模拟商务活动过程，学习所涉及的文书写作知识，模拟过程中注意

培养学生工作创新精神，适时适度提出工作改进设想与方案。 

 

 

核心课程 4 《办公设备使用与管理》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计算机软硬件常识与常用

办公软件 

计算机硬件常识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组装实

训 

计算机软件常识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安装实

训 

各类打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打印机的构成与基本工作原理 教师讲解 

针式打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教师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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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打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激光打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静电复印机的使用与维护 

静电复印机的构成与原理 教师讲解 

静电复印机的规范操作与简单维护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扫描仪及 OCR 软件的使用

与维护 

扫描仪的构成与基本工作原理 教师讲解 

扫描仪的使用与简单维护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OCR 软件的使用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刻录机及一体化速印机的

使用与维护 

刻录原理、一体化速印机的构成与

基本工作原理 
教师讲解 

刻录机的使用与简单维护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一体化速印机的使用与简单维护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传真机的使用与简单维护 

传真机的构成与基本工作原理 教师讲解 

传真机的使用与简单维护 
教师讲解演示、学生使用实

训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实务实训室南校 n602 

2、校企合作：共建网络课程。 

3、本课程以学生实操为主进行教学，综合运用图例-演示法、启发法、互动交流法、模拟法等教学方法，增

强学生常用办公设备操作的动手能力。 

4、以赛带练，结合省、国家文秘速录技能竞赛的需要，充分利用实训室的多种办公设备，强化技能训练。 

 

核心课程 5 《档案与信息管理》 

学  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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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 1：

课程认

识 

 

项目 1：认识本课程 

1、 文秘专业培养目标 

2、秘书职业岗位群、岗位群工作任

务及能力要求分析。 

3、本课程在职业岗位群中的定位与

作用。 

教学要求：学生理解本课程与秘书

工作任务的关系，以及在职业生涯

中的定位。 

1．思考与讨论（并在课外进行调研） 

①秘书岗位群包括哪些？ 

②秘书岗位群工作任务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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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档案岗位工作认识 

1．文书、档案岗位工作内容、特点； 

2．文书、档案人员素质要求。 

调研任务：通过参观学校综合档案室，了解： 

1． 档案工作的岗位任务； 

2． 档案人员的能力、素质要求。 

模块 2：

文书处

理 

项目 1：收文处理 

教学要求： 

通过职业情境设计，使学生在情境

中模拟职业活动，掌握收文流程和

方法，实现相关技术实践知识和技

术理论知识的整合，形成收文处理

实践能力。 

设计来自职业工作领域的学习情境，情境 1：

呈现收文处理过程基本知识，学生通过此情境

活动，默会工作流程和方法，并理解工作过程

知识。情境 2：是一个变化的收文处理情境，

是对收到的机密文件传阅的处理情境。采用角

色扮演模拟活动，学生通过活动领会工作情境

的变化，以及在不同情境中的处理策略。从而

掌握工作中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项目 2：发文处理 

与项目 1 一样设计两个职业情境， 

情境 1：呈现发文处理过程基本知识，情境 2：

是一个在基本处理过程中部分处理环节发生

变化的发文处理情境，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活

动，学生默会并掌握发文处理的基本过程知识

以及变化情境中的判断知识和策略知识，显性

能力与隐性能力整合，形成综合职业能力。 

模块 3：

归 档 文

件整理 

 

项目 1:文书立卷 

教学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按

照正确步骤和方法进行文书立卷，

提交合格、完整的案卷。 

设计两个职业工作情境。 

情境 1：以公共管理系教学档案实体为道具，

通过观摩分析了解立卷基本方法，理解立卷重

点环节如归档文件的分类、排列、编目方法。 

情境 2：从学校 OA 系统提取 30份文件打印出

来，按照立卷步骤进行立卷操作。 

项目 2：以“件”为单位归档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理解“件”

的含义，能够按照正确步骤和方法

进行以“件”为单位归档，理解以

“件”归档与立卷方法、步骤的异

同。 

利用项目 1 的材料和道具，设计两个学习情

境，情境 1 通过观摩分析、讨论理解以“件”

归档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情境 2 对文件进行以“件”归档方法整理。重

点总结本方法与立卷整理方法的异同。 

模块 4：

新型载

体档案

的归档

与管理 

 

项目 1：电子文件的归档与管理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理

解电子文件的归档与管理的基本原

则和要求，能够在档案管理软件系

统中进行归档与管理操作。 

学习情境：从校园网上提取文件若干（电子

版），进行分类、排列、编号、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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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照片档案的归档与管理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会对照

片档案进行归档判断、分类、排列、

编号、装盒，理解照片档案保管的

环境和条件要求。 

学习情境：收集班级参观档案馆照片、志愿活

动照片、其他活动照片若干，进行分类、排列、

编号、编目、装盒操作。 

项目 3：声像档案的归档与管理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会对声

像档案进行归档判断、分类、排列、

编号、装盒，掌握声像档案保管的

环境和条件要求。 

学习情境：通过对文书档案、电子文件归档、

照片档案等步骤方法的归纳总结，梳理不同载

体档案归档整理的一般步骤和重点环节，从而

理解声像档案的分类、排列、编号等方法，掌

握声像档案的保管条件和要求。 

模块 5：

档案保

管 

 

项目 1：库房管理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掌握档

案库房建筑设计的技术要求、库房

布局和防护设施要求，能够按照科

学要求独立设计、布局档案室，进

行日常管理。 

 

 

问题 1:档案库房在设计、建筑、布局上有何

要求？ 

问题 2：档案装具、包装材料以及保管设备、

条件的要求。 

实训 1：档案室设计 

问题３：档案库房日常管理的技术和条件要

求.  

实训 2：档案借阅管理。 

作业：调查学校综合档案室（或其他单位档案

室）所在楼层、朝向、门窗规格、室内布局、

设施，为一中型企业设计、创立档案室，以组

为单位提交报告。 

项目 2：档案保护技术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掌握纸

质档案及其他载体耐久性的影响因

素，能够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做好防

护工作。 

 

问题１：如何保护纸质档案的耐久性？ 

问题２：破损档案如何修复？ 

实验：备宣纸、A4 纸、报纸，墨汁、签字笔、

圆珠笔、铅笔若干份，实验不同纸张、字迹的

耐久性。 

模块 6：

档案利

用 

 

项目 1：档案检索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会编制

常用检索工具，会使用检索工具和

手段进行机检和手工检索。 

情境 1:案卷目录的编制 

情境 2:专题目录的编制 

情境 3:到学校综合档案室或省档案馆目录厅

真实检索情境中学习。 

项目 2：档案编研 

教学要求：通过学习，学生会进行

文件汇编、大事记和组织沿革的编

写。 

情境 1:“文件汇编”的编写 

情境 2:大事记的编写 

情境 3:组织沿革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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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7：

信息工

作 

 

项目 1：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情境 1:模拟翔宇公司秘书苏卉对参加公司产

品发布会客户信息的收集和统计。 

情境 2:对上述信息进行分类整理。 

项目 2：信息的反馈利用 

 

情境：模拟翔宇公司秘书苏卉向姜总传递反馈

公司客户北京通达科贸公司最近五年代理本

公司产品的信息和两年来的经营情况，并据此

做出下一年生产初步的预算情景，并模拟信息

利用情况。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实务实训室南校 n601，文秘综合实训室（学校综合档案室，省特级） 

2、校企合作：共建网络课程、共同开发实训自编教材。 

3、带领学生到校外实习基地市档案馆、省档案馆实地参观考察，开展实训教学。 

4、承接白云区政府的真实档案工作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提升档案与信息管理技能。 

5、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网络课程和专业档案软件，以学生为中心，构建以 PPT、视频、

软件以及网络教学等立体化的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核心课程 6 《会议组织策划》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0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课程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会议综述 

会议内涵；会议要素；会议的

目的和作用；会议的分类；影

响会议效率的因素 

活动一：观摩会议视频 

活动二：讨论影响会议效果的因素。 

信息交流

类会议组

织与策划 

① 发言的技巧； 

② 做口头陈述所需的组织信

息技巧； 

③ 安排会议日程的技巧、； 

④ 会议议题如何制定。 

活动一：学生策划并组织“提高课内实训课质量讨论

会” 

活动二：“金钱与爱情”讨论会 

活动三：针对本课程的知识点，学生分组总结发言 

活动四：教师对知识点进行理论性总结 

解决问题

类会议的

策划与组

织 

① 如何规划互动性会议。 

② 如何将会议的各种角色分

配给与会者。 

③ 如何影响与会者。 

 

活动一：有效解决社区养狗问题（安全问题、卫生管

理）问题会议 

活动二：如何有效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活动三：针对本课程的知识点，学生分组总结发言 

活动四：教师对知识点进行理论性总结 

决策性会

议的策划

与组织 

① 如何拟定一个决策，从而

使一个问题能够从不同角

度进行探讨。 

② 如何为取得高质量的决策

设定标准。 

③ 以及如何应对妨碍会议进

程的各色人等 

活动一：校企联合开发课程活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会

议 

活动二：如何有效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活动三：针对本课程的知识点，学生分组总结发言 

活动四：教师对知识点进行理论性总结 

专题性会

议的策划

与组织 

 

1、专题性会议的策划（主题、

会场、签到、活动项目、食宿、

文书） 

2、专题性会议会前准备、会见

服务管理吧、会后工作。 

3、会议的文书处理。。 

活动一：策划召开一次年会 

活动二：策划旅游研讨会 

活动三：针对本课程的知识点，学生分组总结发言 

活动四：教师对知识点进行理论性总结 

 

 

展览会的

策划与组

1、 小型展览会的设计 

2、 大型展览会的设计过程、

活动一：广州旅业暑期旅游展策划方案 

活动二：案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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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前期宣传、展位销售等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会务展览实训室南校 n501 

2、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材《现代会议策划与组织实务》、共建网络课程。 

3、通过案例教学、小组竞赛、模拟实训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会前、会中、会后的策划与组织技能，

通过参与院系承办竞赛、庆典、会议等多种活动，提高学生的“办会”能力。 

4、充分利用《会议组织与策划》网络课程资源，通过网上讨论、在线答疑等教学互动环节，注重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5、学生依托专业教学企业“秘书事务所”，开办专业智业公司，向小企业提供会务与培训服务，比如：承接

小企业的产品发布会、旅游研讨会、周年庆典活动、野外拓展活动等项目。 

 

 

核心课程 7 《速录员考证实训》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5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坐姿与指法实

训 

坐姿实训 练习操作时的坐姿 

指法实训 练习使用亚伟速录机的指法 

 

亚伟码实训 

 

 

 

 

 

 

 

 

 

键位码使用实训 设计练习键位码的录入内容进行练习 

声码与各种略码使用实训 
设计练习声码与各种略码的录入内容

进行练习 

韵码与各种略码、全拼音节码的使用实训 
设计练习韵码与各种略码的录入内容

进行练习 

常用标点符号码与功能码、兼容码、特定码等

实训 

设计练习常用标点符号码与功能码、

兼容码、特定码的录入内容进行实操

训练 

听打看打（初

级）综合实训 

熟文章听打看打（初级）综合实训（120 字∕

分钟） 

使用亚伟速录机进行熟文章听打看打

（初级）综合实训速录的速率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速录实训室南校 n603 

2、校企合作：在校外实习基地广州中佳会议服务有限公司、广东汉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完成速

录实训工作，如录音整理、会议速录。 

3、通过讲解、演示、讨论、实操等教学方法，提升学生速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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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赛带练，结合省、国家文秘速录技能竞赛的需要，充分利用实训室的速录软件与设备，强化技能训练，

争取竞赛取得好成绩。 

 

核心课程 8 《秘书礼仪与职业形象设计》 

学  期 4 总学时 45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仪态礼

仪 

仪态礼仪——站姿、坐姿、

走姿、表情姿 

通过实训，规范学生站姿、坐姿、走姿、表情姿等 

仪态礼仪，掌握要领，通过每天训练以养成良好的 

秘书职业仪态，塑造良好的秘书职业形象。 

模块二：仪表礼

仪 

 

仪表礼仪——职场男、女服

装，配饰，围巾、打领带训

练 

讲解秘书职场男、女服装规范与搭配，职场饰物佩戴要领，女生

围巾、男生打领带实训 

模块三： 仪容

礼仪 

仪容礼仪——护肤化妆训

练 

 

1、化妆品的选择：用具种类与功能；通过化妆用 

具展示，让学生清晰每一件用具的功能性，如何区 

分化妆品优劣； 

2、面部分析法训练：五官分析；各种眉形选择分析； 

3、秘书妆容化妆步骤与方法 

模块三： 接待

与交际礼仪 

1.见面礼仪——介绍、称

呼、握手礼仪递接名片实训 

2.迎送、会谈、拜访 

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实训见面礼仪与接待礼仪的情景 

表演。 

模块四： 电话

礼仪 

电话礼仪——接听电话、打

电话 

接打电话情景实训 

模块五： 宴请

礼仪 

宴请礼仪——中式宴请、西

式宴请礼仪 

中式宴请、西式宴请礼仪实训 

模块六：涉外礼

仪 

涉外礼仪——见面、宴请、

馈赠、禁忌 

情景导入、讨论、辨识涉外礼仪，纠错实训 

模块六： 求职

礼仪 

求职礼仪——求职书面礼

仪、形象礼仪与求职技巧 

求职礼仪实训 

 

教学实施说明： 

1、校内教学实施条件：文秘会务展览实训室南校 n501 

2、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教材《职业礼仪训练》、共建网络课程。 

3、以“教、学、做”一体化为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中注重对能力模块的操练与评价，综合运用案例教学法、

情景教学法、校内实训法与校外实战法；以赛带学带练实战法，课堂上以学生活动为主，以锻炼学生自己主

动发现问题，并尝试以协作式方式分析问题、总结问题，最后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教师充当引导者

角色，帮助学生塑造现代秘书的新形象，打造知性、优雅的准秘书。 

4、充分利用《职业礼仪训练》网络课程资源，利用《吉米造型》、《商务形象塑造-服饰搭配》等视频资源，

通过网上讨论、在线答疑等教学互动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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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

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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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5147 《中西文化基础》 2 36 26 10 * √ 2

11 4320012 高等数学 2 36 36 0 2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9.5 531 353 178 12.5 15.5 0.5 10 180

扩展能力

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0820147
档案与信息管理(Archiv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54 36 18

**

▲ √
3 1

1420126

2

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
2 36 9 4

2 0812543 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2 36 18 18 2 2 0912345

社区活动策划

(Community

Activities

2 36 6 3

3 0912535
社区危机管理(Community Crisis

Management)
2 36 18 18 2 3

4 1420163
社会组织管理（social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 36 18 18

2
4

1 0920188
现代应用汉语(Modern Practical Chinese

Language)
2 36 18 18 3 1

2 1420150
秘书沟通与口才(The communication and

eloquence)
2.5 45 18 27 * √ 3 2

3 0820125
公共关系实务(Public Relations

Practice)
3 54 30 24 * √ 3 3

4 0920231

秘书礼仪与职业形象设计(Secretary of

Etiquette and Professional Image

Design)

2.5 45 18 27
**

▲
√ 3 4

19 342 174 168 3 0 8 10 4 72

1 0920178
秘书理论与实务(Secre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3 54 27 27 ** √ 3 1 0820127

会议组织策划

Organizing and

planning meeting 3 54 18 2 **▲

2 0920266 应用写作(Practical Writing) 4 72 36 36 ** √ 4 2 0820089

秘书资格考证

Secretary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2 36 9 4 ▲

3 0920254
商务文书写作 (Business Documents

Writing)
4 72 36 36 ** √

4

3 0920260

速录员考证实训

Training

Stenographer

Research

3 54 9 2 **

4 0820145

办公设备使用与管理

(The Use and Maintenance of Office

Equipment)

3 54 27 27
**

▲
√ 3 4

14 252 126 126 3 4 4 3 8 144

1 0720192 会计基础(Basis of Accounting) 2 36 18 18 * √ 2 1 0820074

常用办公软件实训

Common Office

Software Training

2 36 18 2 ▲ √

2 0920225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Intemational

Trade Practice)(Bilinggual)
2 36 18 18

2

2

1420175

企业教学（teaching

by enterprise）

18 324 18 5

3 1120258 3 0820075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

业论文（设计、实习报

告）
18 324 18 6

4 72 36 36 0 0 2 2 38 684

1 0820059
文学欣赏与创作(Literary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2 36 18 18 2 1 1420188

速录与远程平台应用

（Sulu and remote

application

platform）

3 54 6 3

2 0920227
国际商务单证(双语)（International

Business Document）(Bilinggual)
2 36 18 18 2 2 0820153

普通话考证实训

(Putonghua Training

Research)

1 18 6 2

3 0820154
企业常用法律实务(Common Law Practice

in Business)
2 36 27 9 2 3 1420189

6 108 63 45 0 0 4 2 4 72

82.5 1485 842 643 18.5 23.5 22 19.5 64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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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5

综合技能

模块B

（专业必

修课）

4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修)

2

合计

核心

课程

小计

实

践

专业

（技

能）课

程

2

小计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课程代

码

合计

1

课程名称

教学模块

小计

序

号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小计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

小计

序

号
学分 学时

6

内容
课程类

型

课堂教学

综合技能

模块A

（专业必

修课）

学期周学时数

2

单项技能

模块(专

业必修

课)

考试

方式

学

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小计

小计

小计

3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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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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842 31.50% 

实践教学 99.7 1795 68.50%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41.5 747 27.95% 

专业（技能）课 87 1566 58.59%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73% 

专业（技能）课 10 180 6.73% 

总学时/学分 146.5 2637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般不低于

60%，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具有中文、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

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有每 5年累计

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具有高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能够较好地把

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

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

业影响力。 

4.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

匠精神，专业对口，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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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室和

校外实训基地等。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

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文秘实务实训室。 

文秘实务实训室模拟公司办公环境，设有前台、经理室、会议室、档案室、茶水间、隔

离开放办公桌、活动桌椅，处于安静位置，环境布置安全；配备录像录音播放设备；用于秘

书工作实务、档案与信息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和实训。 

(2)会务展览实训室。 

会务展览实训室应具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配备大型会议长桌、可移动小会议桌、可活动

椅子、较大展示舞台，环境布置温馨、安全；配备计算机和投影设备，录像录音播放设备；

用于会议组织策划、公共关系实务、秘书礼仪与职业形象设计、秘书沟通与口才等课程的教

学和实训。 

(3)办公设备操作实训室。 

办公设备操作实训室进行可移动、开放式布置，配备投影设备、录像录音播放设备、可

移动桌椅，配备多台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单反照相机等；用于常用办公设备

使用与维护课程的教学和实训。 

（4）速录实训室 

速录实训室配备 60台计算机、60台速录机，安装有各类常用办公软件、速录软件、速

录考试系统，配备投影设备、录像录音播放设备，环境布置温馨、安全；用于应用写作、商

务文书写作、常用办公软件实训、速录考证实训、速录与远程平台应用等课程的教学和实训。 

（5）学校综合档案室 

学校综合档案室属于省一级档案室，用于档案与信息管理课程的教学、参观和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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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选择能够提供开展相关秘书岗位

工作的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及政府有关部门作为校外实训基地，实训资源充足。实训岗位

及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4.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为: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提供文员类、助理类等相关实

习岗位，能涵盖当前相关产业发展的主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应

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

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为：具有可利用的数

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等信息化条件；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

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 

 

 

内 

 

文秘实务实训室 

（南10N601） 

商务接待、办公室事务管理 秘书理论与实务 模拟现代企业

办公室环境 

档案管理实训 档案与信息管理    档案软件、

档案柜、室 

办公设备操作实训室 

（南10N602） 

常用办公设备使用与维护

实训 
办公设备使用与维护 

  各类常用办

公设备 

速录实训室（南10N603）、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室（南

10N701） 

各类文书写作实训 应用写作、商务文书写作   全电脑写作 

速录实训室（南10N603） 

办公软件操作实训 常用办公软件实训 
全电脑室、

各种办公软件 

速录实训 
速录员考证实训、速录与

远程平台应用 

全电脑室、速

录软件、速录机 

秘书职业资格考证实训 秘书资格考证   全电脑室 

会务展览实训室（南

10N501） 

会议策划、组织与服务实训 会议组织实训 全仿真会议室 

职业形象塑造、礼仪实训 
秘书礼仪与职业形象设

计 

 全仿真会议

室、展示舞台 

人际沟通与交流实训、公关

实训 

秘书沟通与口才、公共关

系实务 

 全仿真会议

室、展示舞台 

学校综合档案室（8号楼） 岗位见习、档案管理实训 档案与信息管理  省一级档案室 

 

 

 

 

广东省档案馆 岗位见习、档案管理实训 档案与信息管理 
 提供档案管理

实习实训 

广州市档案馆 岗位见习、档案管理实训 档案与信息管理 
提供档案管

理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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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外 

 

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 
办公室文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景泰街办事处 
办公室文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赤岗街办事处 
办公室文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大塘街办事处 
办公室文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三元里街办事处 
办公室文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棠景街办事处 
办公室文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登峰街办事处 
办公室文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 社会调查实训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东合富房地产置业有限

公司 

企业文员综合实训（跟岗、

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中佳会议服务有限公

司 

速录员综合实训（跟岗、顶

岗实习） 

速录员考证实训 

速录综合训练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广州电话销售中心 

企业文员综合实训（跟岗、

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东流利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企业文员综合实训（跟岗、

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东汉普人力资源有限公

司 

书记员（速录员）综合实训

（跟岗、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东千里马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企业文员综合实训（跟岗、

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广州市越秀区海心联合专

利代理事务所 

企业文员综合实训（跟岗、

顶岗实习） 

文秘专业企业教学 

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提供专业实习

岗位 

 

（三）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所需的教材、

图书文献及数字教学资源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学校应建立由专业教师、行

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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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专业理论与实务案例类图书、企业常用政策法规类资料、社会、

经济、管理和文化类文献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学要求。 

 

（四）教学方法 

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以达到

预期教学目标。根据课程特点分别采用“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模拟仿真教学、

理实一体化教学”等模式， 采用分组式、启发式、讨论式、任务驱动式”等方法。 

 

（五）学习评价 

1.职业素质评价：主要从课程学习出勤、刻苦勤奋、小组团队协作等方面进行评价，

兼顾职业操守、社会公德。 

2.过程完成评价：由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构成。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对

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表现和实训项目完成情况所进行的评价；总结性评价，是在课程教学

模块结束时，对每位学生最终知识技能掌握结果的评价。课程模块考评中形成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分值比例根据各课程具体学习内容确定。 

3.期末考核：一般由平时成绩、期末成绩构成。 

纯实践课程按五级制考评：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非纯实践课程按百分制考评。 

评定方式多元化，如观察、口试、笔试、实操、顶岗（跟岗）操作、职业技能大赛、

职业资格鉴定等方式。 

     

（六）质量管理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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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实习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

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

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

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

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 

 根据公共管理与服务领域，结合文秘专业培养胜任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型企业

秘书、文员、行政（业务）助理、公关等岗位以及城镇（社区）基层部门文秘、新闻宣传等

服务岗位，打造产业复合型人才，组建专业群。 

专业群： 

专业群名称 社区与公共管理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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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专业 社会管理与服务 

群内资源 

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本专业通过社会组织管理、社区危机管理、社会调查、档案与信息管理、社区活动策

划、组织行为学、应用写作 7门平台课，实现课程共享。 

（2）专业群师资共享 

    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

型”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实训条件共享：校内实训室 n501 会议实训室、n602、n601 秘书工作实务综合实训室、

n603 速录实训室、n701 人力资源实训室共享； 

校内实训基地共享：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共享；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共享：共享景泰街道办事处及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档案馆、城职社、广

东流利教育等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共享企业教学实践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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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特色： 

构建基于“校企社政协合作育人”的“一条主线、两个平台、三个层面”的教学体系。

以工学结合作为切入点，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岗位，依托学校、企业、社区、政府、

专业协会五方合作机制，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校内校外两类实践基地平台，从素质、

知识和职业能力三个层面开展教学；全面实施“以岗定能，课证一体”的基于职业资格标准

和工作过程的课程内容建设，将职业岗位证书培训和考证纳入课程体系，推进“就业岗位—

—专业方向——课程模块”的对接；打造“秘书专家进课堂”的专兼结合师资队伍建设品牌；

依托社区型基地，引导教师在纵横向教科研课题的开发，工学结合教材编写、社区专项服务

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合作，推行“高校师资进社区、优质课程进社区、专业服务进社区”， 以

“服务社区”为“校企社政协”合作方式实施的亮点。 

“教学企业”的工学结合实施模式。基于“校企社政协”合作方式，充分利用校内优良

的实训条件，依托文秘专业所在专业群的生产性实训基地——白云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

地，成立专业特色鲜明教学企业——“秘书事务所”，以“秘书事务所”面向社会承接项目，

以项目来促进专业与政府、社区、企业的合作，以真实项目推动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提高学

生的实战技能，以教学模式的创新在广东省“高职文科”实践教学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强化“办文、办事、办会”秘书技能，凸现速录特色。在文秘专业办文、办事、办会核

心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密切与广州中佳会议服务有限公司、广东汉普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承

担中山法院速录员外包工作）在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方面合作；通过承办、参加省、国家文

秘速录竞赛，争创佳绩，打造专业速录特色。 

 

十.【创新创业教育】 

（1）培养思路 

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根据专业所长，独立开设公司或工作室来承秘书服务工作，帮助学

生在职场上早日安身立命，促进其向“职业人”身份的转变： 

①成立秘书事务所。鼓励学生利用文秘专业现有的校内各类实训室，成立秘书事务所，

面向社会，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提供秘书事务（如各类文书撰写、会议组织策

划、礼仪接待、信息与档案管理等）帮助，为广大群众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实际需

要服务，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②设立速录工作室。鼓励学生利用本专业的速录实训室建立承接校内外速录事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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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承接省港澳范围的普通话和粤语的同声速录服务（包括现场会议速录、影像文件的语音

整理编辑、影视剧和电视新闻及其各栏目字幕直播等业务）。 

③鼓励学生开展“互联网+”创新创业项目。鼓励学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行业产业紧密结合，培育产生基于互联网的文书撰写与编辑、广

告文案策划、档案整理、商务活动方案制定以及联系客户等“网上秘书”远程新服务。 

（2）培养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二学期，通过学生对专业岗位的认识与理解，培养其创新创业意识； 

第二阶段：第三、四学期，结合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在专业“教学企业”完成真实的

工作任务，锻炼其创业能力； 

第三阶段：第五、六学期，在企业教学与毕业实习阶段，鼓励学生自主创业。 

（3）培养措施 

①创新创业主要课程支持 

基础启蒙类：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 

兴趣引导类：社会组织管理、社会调查 

知识技能类：秘书理论与实务、应用写作、商务文书写作、公共关系实务、秘书沟通

与口才、会议组织与策划、档案与信息管理、常用办公设备使用与管理、 

实践实训类：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常用办公软件实训、速录员考证实训、秘

书资格考证、文秘专业企业教学、文秘专业毕业实习 

②与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合作，建立“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全国外经贸从业

人员考试商务秘书专业培训与考试基地”，通过职业资格考证将双创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 

③专业教师指导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④ 于自主创新创业的学生在评优评先方面给予倾斜，表现突出者给予奖励。 

 

十一.【第二课堂】 

（1）以国学活动（讲座、社团、文化活动、经典宣讲、志愿者）为代表的体现文化素质

教育的学习和其它形式活动； 

（2）学生定期参加专业校企合作文化建设品牌“文秘专家进课堂”专题讲座活动； 

（3）学生定期参加专业“优质课程进社区、专业服务进社区、高校师资进社区”社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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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践活动； 

（4）加强学生美育教育，参加合唱团、舞蹈队等艺术活动； 

（5）学生参与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 

（6）学生参与学校和合作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就业指导和专业实践活动； 

（7）其它公益与社会志愿活动。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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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业核心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商务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专业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①速录员（初级）职业资格证书 

②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等级证 

③员工关系协调员 

学生优先考取专业核心职业资格证书，也可考取其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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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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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达到  146.5   学分方可毕业。 

 

                                              编制人：周俊玲 

 审定人：李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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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社会工作 

专业代码：6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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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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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理 与 服

务大类 

（69） 

 

 

 

公共事业

类 

（6901） 

 

社会工作

（85）、基

层群众自

治组织及

其他组织

（96）、 

社会工作者 

（2-07-09-01） 

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

务人员 

4-07-99(GBM4-89) 

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

其工作机构 1-03-03

（GBMO-3） 

社会组织、

社会服务

类、企事业

单位 

居委、村委

负责人，社

工、养老护

理员 

社会工作师（助

理） 

养老护理员（四

级） 

员工关系协调员

(四级) 

助理政工师 

老年照护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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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广州，面向珠三角，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

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

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社会组织、社会

服务类企事业单位等组织职业群，能够从事社会工作一线服务、行政事务和基层管理工作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①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

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认同及恪守社会工作价值观及职业伦理。 

②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③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④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项运动技能，养 

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⑤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⑥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应变、沟通和公关能力； 

⑦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包括思想政治、职业英语、体育与健康、计算机应用基础等知识；一定的哲学、历史、

文学、艺术及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知识。 

①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②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2）专业知识 

①掌握服务对象生理、心理、社会发展特征及其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 

②熟悉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和伦理知识。 

③掌握服务对象需求调查和评估的基本知识与方法。 

④掌握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方法的流程与技巧。 

⑤掌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策划与管理的基本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①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②具备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习惯的崇尚专业伦理； 

③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④具有良好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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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文书写作能力：具备应用写作基本知识，能够写作现代社会常用的行政公文、事务文

书、社工专业服务文书等。 

⑥具备团队合作和沟通协调能力； 

⑦具备实干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①能够遵循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价值观和伦理守则，面向各类人群开展服务； 

②具备较强的交际、应变、心理调适和公关能力； 

③掌握社区防治与治疗技术，具备社区康复技术与手段、情绪安抚、治疗技巧能力； 

④具有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等专业方法的能力； 

⑤能够与服务对象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专业关系； 

⑥具有针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调查和评估的能力； 

（5）职业拓展能力 

①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 

②具备一定的信息搜集、整理、归纳和处理能力； 

③掌握一定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社工员 

主要负责民政系统、

街、居各类来访接待工

作；公共文书拟写与处

理；会议筹划与服务；

物品、场地、人员等资

源协调相关事务性工

作。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并

掌握政府、社会组织、社会

团队等部门规章法规等。 

掌握与政府、社会团体、社

会组织、社区、服务对象等

进行有效的公共关系协调与

人际关系沟通。 

进行行政公文写作与处理

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社工文书实

训 

2 ★社工助理 

负责协助一线社工拟

定专业服务（小组服

务、活动服务）计划并

协助专业服务活动开

展；收集及整理活动资

讯（相片、视频录像），

完成中心交办的各项

文书工作等相关专业

性工作任务。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并

掌握现行的社会工作法规与

政策。能协助机构一线社工

开展小组、社区活动。 

能够与服务对象及同事进行

有效的人际沟通。 

能公文书写作与处理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青少年社会

工作、家庭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社工文

书实训 

3 ★一线社工 
主要负责独立开展个

案、小组、社区活动等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并

掌握现行的社会工作法规与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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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并完成中心

交办的各项文书工作

等相关专业性工作任

务。 

 

政策。能开展个案、小组、

社区活动专业服务。 

能够熟练地与服务对象及同

事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 

能进行公文写作与处理等。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青少年社会

工作、家庭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等 

4 社区专干 

社区居委专职工作人

员，为社区居民提供行

政性、事务性服务。主

要负责民政类救助帮

扶；计划生育管理；综

合治理；环保卫生；调

解民间纠纷等相关工

作任务。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及

熟练掌握政府、社会组织等

部门法规与政策。 

能进行有效的公共关系协调

与人际关系沟通。 

能进行公文写作与处理、事

务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关文

书写作与处理、社会法律文

书写作与处理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青少年社会

工作、家庭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等 

5 

社会组织管

理人员 

各类社会组织、民间

团体等机构的日常工

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主要负责社会组织、

民间团体机构的日常

运作行政工作、文书

处理、档案管理、人

事管理等工作。 

能够独立的完成档案与信息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

策划、财务管理等相关工作。 

能够独立进行行政公文写作

与处理、事务公文写作与处

理、公关文书写作与处理、

社会法律文书写作与处理

等。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社会工作法

规和政策、人类行为与

社会环境、志愿服务与

管理等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

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

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人

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

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

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

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成



 89 

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

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相

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

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

的能力。 

10、 毛泽东思想 

11、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1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

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

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

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源

库。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

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

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

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

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

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

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

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4、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

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

10、智慧树学习平台 

11、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

管理平台 

12、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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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

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

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

应对、生命教育） 

 

与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

平台 

6 

职业

英语

1、2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 

  认知 3000 个英语词汇，500 个与职场相

关的英语词汇、句型,了解时间管理、职业

规划、创业、产品及公司介绍、招聘与评

估、销售与营销、商务旅行、会展等相关

知识。 

  3、能力目标 

  听懂日常和职场活动中的英语对话，能

用英语进行基本交流，能阅读一般题材的

英文资料，能完成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借

助词典英汉互译业务材料。 

1、基础模块：日常的英语

听说、自主学习，交互英

语听说。 

2、职场英语模块：规划未

来、创办公司、公司介绍、

职场沟通、产品介绍、求

职招聘、联系业务、推销

产品和服务、电子商务、

商业调查、商务差旅、参

加会展等 

3、综合拓展模块：强化训

练和英语考证模拟训练。 

1、网络数字语言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BB 学习平台 

4、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7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

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

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

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化多

媒体机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要求

具有丰富的信息技术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强，

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8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

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

作，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

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

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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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反省自

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国学讲坛（3 学时）、雅艺

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

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活

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

目（2 学时）。 

9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

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

方法，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

划书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

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学组建团

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

系，认清自我的技能，掌

握职业环境探索的内容、

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

研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法

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10 

军事

理论

教育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

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1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

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

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内

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

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

规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

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

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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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2 

职业

礼仪

与职

业形

象 

掌握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语言交往的基

本礼仪；学会不同场合的穿衣原则；了解

中西餐餐桌礼仪；了解国际见面礼、宗教

礼仪。 

个人卫生礼仪；仪态礼仪；

仪表礼仪；宴请礼仪；日

常社交礼仪；涉外礼仪；

职业道德 

需要形体室：训练学生走姿、

站姿、坐姿；化妆实验室：

训练学生职业妆的化妆训

练。同时训练学生的色彩认

知与色彩搭配；多媒体教室：

用于茶道、餐饮礼仪的视频

展示。 

13 
高等

数学 

  1、素质目标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质和数学文化，把数

学思想、方法延伸到其它课程的学习中。 

  2、知识目标 

  掌握微积分的基本运算,熟练线性方程

组的求解，掌握古典概型的概率计算和随

机变量的数字特征计算，熟悉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等等。 

  3、能力目标 

能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实际

工作中有关数量问题,能完成非均匀变化

的连续问题的变量间关系的构建，连续变

化时的关系、变化率和累加计算,能够应用

线性方程和线性规划构建多元实际问题的

数学模型并予以求解,可应用概率和统计

的方法对实际或然问题进行求解。 

  1、通识基础模块：基本

的一元函数微分学和简单

的一元函数积分学。 

  2、专业基础模块：一元

函数微分学和积分学、简

单的一阶微分方程求解

(理工类)。 

  3、综合拓展模块：多元

函数微积分学，线性代数，

概率统计。 

1、数学实验室 

2、学生自学平台 

3、微信公众号学习平台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社区危机管理 

理解和掌握社区危机管理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能使用

社区危机管理的基本方法和

技能。 

社区危机概述 

社区危机管理的内涵和模式；

社区危机管理的识别与评估机

制；社区危机管理的预警机制；

社区危机管理的善后处理机

制；社区危机管理的沟通机制；

社区危机经典案例鉴别、筛选

与处理 

注重“讲练结合” 、

“精讲多练”，加大实

训力度。 

2 社工文书实训 

（1）具备独立完成个案的整

套文书 

（2）具备独立完成小组工作

的整套文书； 

 “文书写作概论”、“个案工作

文书”、“小组工作文书”、“社

区工作文书”、“通用文书”五

大课程模块，以学生的“学”

项目教学法：技能训

练部分主要采用项目

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工作实务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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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独立完成社区活动

的整套文书； 

（4）能够掌握新闻稿的撰写

技巧。 

（5）具备社会工作专业反思

能力。 

为中心设计教学项目和教学活

动，在实践教学中强调以人为

本、助人自助的理念。 

3 
档案与信息管

理 

通过课程学习，掌握文书处

理、信息工作和档案管理等核

心知识和职业能力，提升岗位

工作“办文”技能。 

1.信息工作流程及规范化操作

2.发文的规范化处理 3.文书

的立卷归档操作 4.特殊档案

的保管 5.档案工作的要求和

利用 

通过讲授示范、小组

情境实训、小组自评、

师生互评的环节，结

合线上线下的学习，

利用校内外实训基

地，实现教学做一体

化。 

4 组织行为学 

理解和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能运用本

课程基本知识和原理开展相

关工作。 

1、组织行为学认知  

2、个性与行为 

3、知觉与行为 4、激励 

5、群体行为 

6、管理沟通  

7、领导与权力 

8、组织结构设计 

9、组织文化 10、组织变革与

发展 

注重创设工作情景，

多考虑工学结合，从

做中学，从动手的体

验中强化知识体系。 

5 社会工作导论 

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三

大间接方法知识等。熟悉社会

工作的内涵和功能知识； 

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  

恪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

伦理守则，具备社会倡导的专

业情怀。 

1、认识社会工作 

2、社会工作方法 

3、社会工作实务---不同的群

体 

4、社会工作实务---不同的领

域 

（1）项目教学法 

（2）案例教学法 

（3）工作实务教学法 

6 个案工作 

能熟练地撰写个案工作记录；

掌握个案工作的程序和各阶

段需要做的工作；能应用信息

社会治疗模式和危机介入模

式处理简单的个案。 

个案工作的基础知识;价值观

和伦理原则;基本流程和技巧;

服务模式。 

具体教学内容为七个部分：个

案工作的基本概念、个案工作

的价值体系、个案工作者的素

质、个案工作的基本技巧等。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技能、综合素质，在

实践教学中强调以人

为本、助人自助的理

念。 

7 

小组工作 

 

 

掌握小组工作的价值理论、掌

握小组工作的基本程序等。对

既有理论持有批判性的学习

态度对小组工作在中国大陆

的本土化发展进行思考。 

小组工作的含义与特征;小组

工作的价值观和伦理原则;小

组工作的理论基础及主要模

式;小组工作的过程和技巧。工

作过程及评估。 

由学生自行选定项目

任务、项目对象、项

目内容，并设计项目

策划书，组建团队深

入一线开展实践。 

8 社区工作 

能够设计社区工作方案，并选

择适切的社区工作模式。熟悉

社区工作方法技巧。有能力胜

社区工作的基础知识;社区工

作的价值观和工作原则:社区

工作的主要模式:社区工作的

学生为中心，任务驱

动教学。工学结合。

信息化教学改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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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工作。 过程、方法和技巧。 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

识。 

9 社会调查 

了解调查方案和抽样方案的

设计，能够进行简单调查方案

的设计、具有设计调研问卷、

实施调研的技能、有良好的团

队合作意识、遵守调查的基本

伦理价值规范，有较好的道德

意识、有较好的创新意识。 

项目一绪论 

项目二选题 

项目四抽样  

项目五测量 

项目六问卷 

项目七资料收集 

项目八资料统计项目九调查报

告的撰写 

1．任务驱动教学。

2．小组协作完成教学

任务。3．深入社区开

展教学。 

10 
人类行为与社

会环境 

掌握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

基本理论，能把人类行为的生

物－心理－社会系统中的多

种因素和交互性影响。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生命周期各阶

段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发展特

征与需要;社会环境的构成、类

别和特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

境的互动关系。 

以任务为驱动，围绕

服务对象生命周期特

征认识、理解不同生

命周期行为特点及其

与环境的互动设计实

训项目、形成学习报

告。 

11 

社会工作法规

与政策（上、

下） 

 掌握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的

特点及原则以及我国社会工

作法规体系；了解社会政策的

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工作者在

社会政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等； 

社会救助、特定人群权益保护

法规与政策、婚姻家庭法规与

政策、人民调解、信访工作、

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法

规与政策、烈士褒扬与优抚安

置法规与政策、城乡基层群众

自治和社区建设法规与政策

等。 

实训采用课程设计的

案例和场景，学生操

作为主，精讲多练。  

12 社会保障概论 

掌握社会保障的有关概念及

原理；掌握社会保险等；能够

利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学会

正确处理职工与居民在社会

保险领域所遇到的问题。了解

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

抚的主要内容。 

学习人生风险及其管理，社会

保障的一般理论，社会保障的

产生与发展，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立法

与管理体系等。 

1、采用案例教学法 

2、采用启发式 

3、采用多种方法。 

13 社会工作实务 

掌握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模

式和具体的实施过程。熟悉青

少年服务、家庭服务、长者服

务等不同社会工作服务领域

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了解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注册的流程、条

件以及具体的运营情况。 

社会工作通用过程模块，社会

工作通用技术（社会工作实务

领域）模块。社会工作综合实

训模块。 

针对社会工作通用过

程单元。针对社会工

作通用技巧单元。针

对社会工作综合实训

单元，主要是结合广

州本土实践。  

14 家庭社会工作 

理解家庭社会工作的专业知

识：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结构、

家庭关系、家庭系统、家庭功

能、家庭互动模式等。 

课程认识（家庭与家庭社会工

作） 

理论知识（家庭社会工作的基

本原理） 

以行动导向为原则，

根据各学习模块的学

习目标，设计相应的

教学方法。行动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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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家庭治疗方法） 

工作实务（家庭社会工作实务） 

教学方法体系。 

15 
青少年社会工

作 

通过介绍青少年及青少年社

会工作的基本原理，使学生了

解理论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

重要性；掌握青少年发展问

题、困境和时事政策。 

青少年社会工作基础知识、青

少年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青

少年社会工作实务及服务评估 

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

带领学生在青少年社

会工作情景，分析青

少年需求，完成青少

年实训任务。 

16 
奥尔夫音乐治

疗 

 

掌握音乐治疗的服务环境。掌

握音乐活动和音乐治疗的使

用。掌握常见音乐乐器的的使

用方法。掌握支持性团体音乐

活动过程的设计。 

1、常用的社区音乐治疗，掌握

知识与能力要求，对比不同情

境下音乐治疗工作理论应用。 

2、音乐治疗工作理论及应用，

体验式音乐治疗理论应用。 

3、掌握支持性团体音乐活动过

程及评估。 

 

通过对各学习情景中

学习目标； 

以社区服务组织和社

工机构音乐治疗真实

活动需求作为教学

（跟学）项目贯穿课

程整体教学；  

17 社会组织管理 

掌握社会组织的主要知识。能

够进行虚拟社会组织的分工

与合作，并适应各种可能的变

化。 

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学习态

度，以及执着探索、创新改革

的科学精神。 

社会组织概述、社会组织管理

制度和理论基础、社会组织运

行管理、社会组织人员管理、

薪酬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

理和评估。 

注重实训，综合运用

案例教学法、情景教

学法、校内实训法与

校外实战法。 

18 社区活动策划 

通过学习典型文案，能够结合

社区活动的策划要求、内容，

完成社区活动策划方案的撰

写，并通过实际操作实施。树

立需求导向的意识、培养创新

意识，形成以创新社区活动策

划之本的观念。 

1、 社区活动策划导论 

2.、社区活动策划思维与训练 

3、 社区活动策划类型 

4.、社区活动策划的写作与实

践 

1、学生为中心。 

2、任务驱动。 

3、采用教学做一体的

教学模式。 

4、融入创新教育。 

19 老年社会工作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

握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树立为

老服务的理念，并能熟练地运

用所学知识和解决具体养老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老年社会工作理论础，多角度

老年社会工作评估，老年个案

社会工作，老年小组社会工作，

老年社区社会工作，老年社区

工作，老年机构照顾及社会工

作的介入，老年教育。 

采用情境教学与案例

教学法，采用多种方

法的组合教学手段。 

20 
社区戒毒理论

与实务 

理解禁毒社会工作的内涵、服

务对象及功能，掌握禁毒社会

工作的基本相关理论知识，理

解禁毒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

知识和服务方法的知识。 

1、禁毒社会工作概论：禁毒社

会工作的内容、服务对象及功

能等。 

2、禁毒社会工作理论：禁毒社

会工作服务理念及理论。 

3、禁毒社会工作实务禁毒个案

工作等。 

项目教学法，案例教

学法。工作实务教学

法通过工作实务深化

知识理解、熟练工作

方法、训练实务能力

和服务创新能力。 

21 
青年志愿服务

与管理 

掌握志愿服务的构成要素，熟

悉志愿服务的重点领域如未

1、志愿服务的基本理论模块。 

2、志愿服务的技能模块志愿等

以任务导向模式，以

项目驱动方式，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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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农民工子女、空巢老

人等领域志愿服务开展的方

法。 

领域的开展。 

3、志愿者与志愿组织的管理模

块。 

生完成志愿服务项目

的策划、设计、管理、

实施等过程。 

22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

传统、理论倾向、本土化情况

等，理解社会心理学在当今社

会的作用和学习的意义。有能

力运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调查

和研究在社会环境下人类行

为的特质和动机。 

社会心理学定义、历史发展、

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社会认

知、归因、社会行为、态度、

人际关系、社会交换和社会影

响、团体心理等理论。 

综合运用案例讨论、

情景模拟、团体动力

小组、心理剧等方法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

性。 

23 社区矫正 

掌握社区矫正的含义、类型和

主要作用； 

基本原则、基本要素和基本程

序； 

社区矫正调查与评估；理解并

掌握社区矫正模型和典型方

法；掌握社区矫正的帮扶与个

案。 

社区矫正导论 

，社区矫正监管与训练，社区

国外和港台社区活动策划的成

果类型：社区矫正活动策划。 

运用参与式的教学

方法，利用案例分析

法、头脑风暴法、小

组讨论法等；在课堂

外，开拓实习基地最

终运用在现实工作

中。 

24 社会组织管理 

社会组织管理方法有较系统

的理解和掌握，能够结合本专

业特点理论联系实际。 

使学生“理论知识够用、实践

技能扎实”的专业品质。 

社会组织概述、社会组织管理

制度和理论基础、社会组织运

行管理、社会组织人员管理、

薪酬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

理和评估 

注重对实训的操练与

评价，综合运用案例

教学法、情景教学法、

校内实训法与校外实

战法；教师充当引导

者角色。 

25 
养老护理技能

训练 

要具备基本的老年人日常护

理理论和实践知识。其次，能

从老年人身心、社会、文化的

需要出发，提出健康问题及实

施相应的护理措施，解决老年

人的实际需要。 

1. 养老服务技能基础知识模

块 

2. 老年人生活照料模块 

3. 老年人基础护理模块 

4. 老年人康复护理模块 

5. 老年人心理护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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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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个案工作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2 实践学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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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工作概念 

通过课程讲授与实训形式，了解个案工

作的基本概念、本质特征、目标并能够

对个案工作的应用领域初步认识。 

5、讲解个案工作的基本概念； 

6、讲解个案工作的本质特征； 

7、讲解个案工作的目标 ；                 

8、举例说明个案工作的应用领域 ；  

5、实训活动：发现在身边个案工作可介入

的领域； 

项目二个案工作价值体系及个案价值

中伦理守则 

通过课程讲授与辩论赛形式，了解个案

工作价值体系的发展；掌握个案工作价

值体系的内容；了解个案价值的伦理困

境及掌握个案价值中伦理守则。 

7、 讲解个案工作价值体系； 

8、 通过案例练习分析个案工作价值体系

中内容； 

9、 实训活动：分组辩论赛---结合案例联

系分析案例中存在的伦理困境，分组进

行伦理两难困境的辩论赛。 

个案工作基

本技巧模块 

项目三 个案工作过程技巧 

通过课程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握个

案开展过程的技巧；掌握个案工作记录

的方法；掌握个案访视的技巧以及个案

评估的方法。 

5、 通过展示个案开展的动态过程； 

6、 编制个案工作记录表； 

7、 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个案访视的过

程； 

8、 编制个案评估报告。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社工文书实训 社会组织管理 

社区活动策划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

养 

 

 

 

毕业

顶岗

实习

与毕

业设

计 

 

 

 

 

社会工作社

区实践 

 

社区教学 

个案工作 

奥尔夫音乐治

疗 

社会调查 

社区矫治 

小组工作 社会工作实务 

社区工作 
老年社会工作 

青年志愿服务与

管理 

第二、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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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学期 

 

社会工作导论 

人类行为与社

会环境 

社会工作法

规与政策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社区危机管理 

社区戒毒理论

与实务 

青少年社会

工作、社会心

理学 

社会保障概论 

家庭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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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四 个案工作专业关系建立技巧 

通过课程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了解个

案工作专业关系的性质；掌握个案工作

关系的建立技巧（同感、尊重、真诚、

简洁具体），掌握处理移情与反移情的

内容及方法。 

结合案例讲解个案工作专业关系的性质 

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个案工作过程中的同

感、尊重、真诚、简洁具体等技巧使用 

情景模拟---移情及反移情的情景并进行处

理的过程 

个案工作程

序模块 

项目五 个案工作程序 

通过课程讲授与微电影形式，掌握个案

工作开展的整体程序以及在各个程序

阶段的主要任务。 

结合家综实践案例，完成个案工作开展全过

程的微电影短片，要求展示个案探访并开展

个案工作介入实训活动 

个案工作实

训模块 

项目六 个案工作实训 

通过课程讲授与实践实训形式，掌握个

案工作的工作模式（功能派治疗模式、

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行为修正模式、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等）及其相关技巧应

用。 

课程实训活动：分组进行，前往家庭综合服

务开展个案探访并开展个案工作介入实训

活动。 

 

教学实施说明： 

重点掌握个案工作过程的会谈技巧、评估方法及个案工作开展的整个程序。能够针对不同的个案进

行专业的问题的分析并提出介入策略，撰写个案工作计划书并能对个案工作过程的开展进行有效的管

理。课程加强对基本理论的讲解与分析，使学生在理论对社会个案工作的基本理念有准确的认识，初步

掌握个案工作的一般程序与工作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课程 2 小组工作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2 实践学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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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工作概述 

通过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

方法，使学生了解小组工作的基本含义

和功能，并能在老师引导下对小组工作

的类型进行理解和区分。 

2、 课堂讲授法使学生小组工作的相关概

念 

2、案例分析法使学生掌握小组工作的各种

类型 

3、小组讨论法回顾身边小组功能                     

项目二 小组工作理论 

通过课堂分组讨论、教师讲授的方法，

使学生了解小组工作的互动模式、环境

与组织模式、行为修正模式、发展性小

组模式、预防及康复小组模式的内容，

掌握小组工作理论的适用情境，并能够

在不同的情境下区分使用。 

10、小组工作各种模式的分组讨论 

11、小组工作各种模式适用情境的角色体

验 

12、学生翻转课堂小组工作适用情境的课

堂总结与反思 

小组工作过

程模块 

项目三 小组工作的前期筹备 

掌握小组工作筹备期的工作内容和方

法，并能针对筹备期的工作进行策划书

撰写，对同工的工作给出评价意见。 

6、 社区调研走访发现需求 

7、 链接资源讨论工作需求 

8、 小组讨论、协作完成前期筹备 

9、 课堂展示，互助提高筹备能力 

10、组内分工、合作的实操训练 

项目四 小组工作的实施开展 

能够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开展小组工

作的各个阶段，并对各阶段工作进行反

思与总结，不断调整小组工作计划。 

3、采用小组工作坊开出小组 

4、制定单次小组工作详细计划 

3、对每次小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讨论总结 

4、对每次小组工作进行反思与改进 

5、课堂讨论小组工作中的困难与成绩 

6、课堂展示小组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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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 小组工作的离组 

能够在小组工作计划和实际开展情况

的基础上做好离组工作。 

 

4、离组前的总结回顾 

5、离组情绪的安抚 

6、离组后的工作反思 

小组工作评

估模块 
项目六 小组工作评估的设计与实施 

7、 制定小组工作评估指标与标准 

8、 选定小组工作评估方法 

9、 开展实施小组工作评估 

10、撰写小组工作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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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以学

生参与、自主协作为主要教学方法。能力培养项目化：整个课程围绕工作过程设计了六个项目做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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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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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区工作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42 实践学时 1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社区工作

基础模块 

项目一 通过课堂讲授的方法，了解社区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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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二 通过课程讲授的方法，了解社区发展历

史，中国社区发展的特点，具备社区工作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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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素养 

培养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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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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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工作

模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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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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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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工作 

方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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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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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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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 

学  期 2-3 总学时 108 理论学时 84 实践学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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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掌握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5、 了解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

趋势 

6、 明确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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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人群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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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掌握各个特定人群权益保护的法规与

政策。 

5、 掌握不同特定人群权益保护的救助措

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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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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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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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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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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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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掌握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与政策。 

5、 掌握社区矫正、禁毒和治安管理的实施

措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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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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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掌握烈士褒扬与优抚安置法规与政策

的内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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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掌握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法

规与政策的内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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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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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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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掌握农村村民自治法规与政策的内容

体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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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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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掌握劳动就业和劳动关系法规与政策

的内容体系。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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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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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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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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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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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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实务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通用 

过程 

模块 

 

 

 

 

 

项目一 接案与建立专业关系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了

解接案的准备工作；掌握接案初次面谈

的技巧及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专业

关系的技巧；掌握初次面谈记录的方

法。 

2、 展示接案的场景布置及整个动态过程 

2、情景模拟---接案视频中的案例通过角色

扮演模拟社工与案主初次见面场景，训练接

案技巧 

3、角色扮演---结合案例与角色扮演训练学

生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4、编制初次面谈记录表 

项目二 收集资料与诊断问题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案例展示形式，学

生掌握收集资料的内容及方法；掌握资

料的分析方法，编制资料分析报告；掌

握预估技巧及编制个案预估报告。 

通过展示案例，训练学生收集资料的技巧 

结合案例中收集到的资料，制定案例分析表 

结合案例的基本情况与案例分析表，编制个

案预估报告 

项目三 制定目标与服务计划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学

生掌握目标设定的 smart原则及设定目

标的技巧；掌握制定服务计划的内容与

技巧；掌握签订协议的内容和技巧 

通过展示案例，设定服务目标练习 

通过展示案例，制定服务计划书练习 

情景模拟---签订服务协议，训练签订服务

协议技巧 

项目四 实施服务计划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学

生掌握实施服务计划过程的技巧与注

意事项。 

结合展示实施服务计划的整个动态过程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计划实施的整个

过程，训练服务计划实施技巧 

项目五 结案与评估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

握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的内容及技巧；

掌握结束服务的技巧；掌握结案报告的

技巧。 

结合展示结案的整个动态过程。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结案的过程，训

练结案技巧 

通用 

技术 

模块 

项目五 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1）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

握专注与倾听、情感反映、简述语意、

具体化、同理心、摘要、自我表露等实

务通用技术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各个服务技巧 

实训（1）---通过展示实务通用技术的运用，

训练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 

项目六 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2） 

通过课程内容讲授与情景模拟形式，掌

握角色扮演、空椅子、怀旧技术、结构

化等实务通用技术 

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服务各个服务技巧 

实训（2）---展示实务通用技术的运用，训

练社会工作实务通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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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实训 

模块 

项目七 社会工作实务实训（1）---儿

童、青少年、老年、妇女、残疾人等不

同人群 

通过实践实训，掌握儿童、青少年、老

年、妇女、残疾人等不同人群社会工作

实务的内容及技巧 

综合实训活动：针对各个不同服务群体，家

庭综合服务综合模拟运营实训（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项目八社会工作实务实训（2）---优抚

安置、社会救助、家庭、学校、社区、

医务等不同领域 

通过实践实训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家

庭、学校、社区、医务等不同领域社会

工作实务的内容及技巧 

综合实训活动：针对各个不同服务领域，家

庭综合服务综合模拟运营实训（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教学实施说明： 

第一是基于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这一工作过程，采用任务驱动模式开展教学，组

织学生开展社工服务机构探访，了解社会组织注册、服务和运营情况。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方式

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 

第二是问题解决导向模式，让学生在自我导向学习过程中培养问题分析，熟练掌握通过服务模式的

工作过程，并将个案、小组、社区服务手法，融汇在服务过程中。 

第三是社区实践模式，通过项目驱动教学，要求模拟运营学生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开展 3+2 服务，

实现与真实岗位的对接。 

 

 

核心课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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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社会组织的定义、属性、社会功能、分

类； 

7、社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8、市场、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联系； 

9、社会组织的自身优势； 

10、社会组织管理的内容及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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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举例； 

5、契约失灵、志愿失灵与第三方管理举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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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社会组

织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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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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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开展 SWOT 分析，制定虚拟社会组织的

三年规划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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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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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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制定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策略； 

10、制定社会组织的整体营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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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制定社会组织岗位说明书； 

5、制定社会组织的培训计划； 

6、设计社会组织员工职业生涯规划。 

社工机构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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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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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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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学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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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学结合的课程设计特征，即“学习的内容

是工作，通过工作完成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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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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

活动
4 72

1—

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920047 职业英语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920004 职业英语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6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7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8 4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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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10 4320089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2 36 26 10 * √

11 4320012 高等数学 2 36 36 0

12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9.5 531 353 178 12.5 12 0.5 10 180

扩展能

力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1420086
社区危机管理(Community Crisis

Management)
2 36 18 18 2

2 1420171   社工文书实训(Social work document Practice ) 2.5 45 27 18 √ 2.5

3 1420022
档案与信息管理(Archiv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 54 36 18 3

4 1420096 组织行为学(Ethology) 2 36 27 9 2

9.5 171 108 63 5.5 4

1 1120379 社会工作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4 72 60 12 * √ 4

2 1120349 个案工作（Case Work） 3 54 42 12 ▲** √ 3

3 1120375 小组工作(Group Work) 3 54 42 12 ▲** √ 3

4 1120315 社区工作(Coumminity Work) 3 54 42 12 ▲** √ 3

5 1420069 社会调查(Social Investigation) 2.5 45 45 ▲** 2.5

15.5 279 186 93 4 9 2.5

1 1120359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3 54 36 18 * 3 1 1120375 社会工作专业社区实践 1 18 1 1

2 1120380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上)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Social

WorkregulationsⅠ
3 54 42 12 ** √ 3

3 1120381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下）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Social

WorkregulationsⅡ

3 54 42 12 ** √ 3

4 1420064 社会保障概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Security） 2 36 27 9 3

11 198 147 51 3 3 6 1 18 1

1 1120382 社会工作实务Social practical work 4 72 60 12 ▲** √ 4

2 1120296 家庭社会工作(Family Social Work) 3 54 42 12 ▲ 3

3 1120358 青少年社会工作(Youth Social Work) 2.5 45 36 9 ▲ 2.5

4 1120359 奥尔夫音乐治疗（Orff music therapy） 2 36 18 18 2

11.5 207 156 51 2.5 9

1 1420163
社会组织管理（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2 36 27 9

▲**
√ 2 1 1120365 社区教学 18 324 18 5

2 1120366
社区活动策划（Community Activities

Planning）（儿童游戏治疗）
2 36 18 18 2 2 1120366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设

计
18 324 18 6

4 72 45 27 4 36 648

1 1120302
老年社会工作(Elderly Social Work)

2 36 27 9 ▲ √ 2

2 1120303
社区戒毒理论与实务(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Drug Rehabilitation )
1 18 9 9 2

3 1420194
青年志愿服务与管理(Voluntary service and

management)
1.5 27 18 9 ▲ 1.5

4 1120313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2 36 27 9 * 2

5 1420186 社区矫治（Community Correction） 1 18 9 9 ▲ 1

6 1120314 养老护理技能训练（Skill Training for the

Elderly Nursing）
2 36 9 27 2

9.5 171 99 72 2 0 3 3.5

101 1809 1184 625 21.5 30 28 17 47 846

小计

小计

3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综合技

能模块

B（专

业必修

课）

4

小计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

必修

课)

小计

小计

小计

综合实践教学

学分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期周学时数

理论

课堂教学

序

号

学

时
周数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学分

核心

课程

实

践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2

序

号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教学模块

序

号

课程

类型

2

专业

（技

能）

课程

小计

考试

方式

学

期

小计

学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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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5

2

合计合计

1

6

综合技

能模块

A（专

业必修

课）

7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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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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 1184 44.60% 

实践教学 47 1471 55.40%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39.5 711 26.78% 

专业（技能）课 53.5 963 36.27%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6.78% 

专业（技能）课 44.5 801 30.17% 

总学时/学分 147.5 2655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1）队伍结构 

    双师素质教师应占专业教师较大比例，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

队结构。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认同和恪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专业伦理，具有扎实的本

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

研究，有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是本专业硕士以上毕业，具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

证书(中级、社会工作师)，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

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

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

精神，专业对口，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

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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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实训

基地 

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N601） 
个案工作、家庭治疗等实

训 

个案工作、家庭社会

工作、青少年社会工

作等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室（N701） 
心理实训、信息管理实

训、文书写作实训等 

社会心理学、档案与

信息管理、社工文书

实训 

会议会务实训室（N501） 
小组方法、社区工作方法

实训 

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个案工作、家庭社会

工作、社会工作实务 

校外实习

基地 

广州市白云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下

属各家综 

社区教学、毕业实习、各

专业课实训 

社工专业顶岗实习、

社工专业毕业实习、

专业社区服务与文化

实践 

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顶岗实习、毕业实习、各

专业课实训 

社工专业顶岗实习、

社工专业毕业实习、

专业社区服务与文化

实践 

白云城职社会工作服务社基地 
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训、社

区矫治实训 

社会工作实务、青少

年社会工作 

白云区景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实习

基地 

老年小组、社会工作调查

实训 

小组工作、社会调查

实训、专业社区服务

与文化实践 

白云区三元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实

习基地 

社区教学、毕业实习、课

内实训 

社会工作实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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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综。 

社区教学、毕业实习、课

内实训 

社会工作实务、专业

社区服务与文化实践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本专业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建立了由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

材选用机构，完善了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本专业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行业政策法规、有关职业标准、专业理论与实务、专业价

值观及伦理、实务案例类图书等。 

3.数字教学资源配备 

本专业建设、配备与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能满足教学要

求。 

（四）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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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等。 

（五）学习评价 

依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对学生学习过程及效果进行评价。 

 （六）质量管理 

1.学院和系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

度。 

2.学院和系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

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 

3．学院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组群逻辑：根据社会工作专业归属的公管事务管理与服务领域，结合本专业岗位的服务面

向以及工作方法、技术，归入本专业群。 

专业群：  

专业群名称 社区服务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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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专业   社区管理与服务 

群内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本专业通过社会组织管理、社区危机管理、社会调查、档案与信息管理、社区活动策划、组织

行为学、应用写作 7 门平台课，实现课程共享。 

（2）专业群师资共享 

具有丰富社会组织管理经验的及中级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等职业资格的教师承担群内专

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人力资源与管理、文秘专业群内专任教师师

资共享，建立校企“互派、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群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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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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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家社工机构及社会组

织等为大学生社区实践教学基地，校企合作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等。 

 

专业特色： 

通过以社区为教学平台，与社工机构及社会组织等建立合作关系，将家庭社会工作、青

年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及社区管理与服务等学科教学结合到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社区矫治、各弱势群体服务，以及学校社工、企业社工、医务社工、戒毒禁毒等社会机构的

服务中，实现校内教学与社区教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通过与广州市的白云恒福、北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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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城职、大同、广爱等多家全国百强的社工机构合作，深入到 20 多个家综服务和近 10 个

专项服务，在构建双师团队、共建专业教学标准、编制核心课程标准、校内外实训实习、社

区教学、毕业生就业等多层次协同，通过其应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等进行分析，将其应

具有的知识、能力、素质等进行分析，并将专业素质中助人自助、服务对象的利害为重、专

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自我约束等职业精神与伦理道德纳入到人才培养，培养行业产业和社

区急需的高技术技能社工人才。 

 

十.【创新创业教育】 

通过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将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设立创新创业专

门课程，创新学习评价方式，创新教学方法。例如，将课程班分成几个小组，各小组同学到

家综或社会组织开展相应社区教学活动，激发学生自主讨论分析，提出问题和解决方法，不

仅增加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给每一个学生以充分表达的机会，在交

流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对于课程中的内容，

在学习过程中要拓展多元化思维，从不同的视角着手分析；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形成反

向思维，有利于创新精神培养；倡导探索性学习，把研究与学习结合起来，在探索过程中学

习。建立起创新创业“双导师”制度，由学业导师和创新创业导师对学生进行联合培养。 

在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综合实训和社区教学的每个阶段，全过程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活动。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相关阶梯课程，包括学院公共基础课《大学生就业与创新创

业指导》、专业课《社会组织管理》、《社区活动策划》、《社会工作实务》及专业社团的公益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社区教学等。 

利用学生专业社团社工协会，成立创新创业团队，竞投承接社会服务机构的相关服务项

目，参与或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和竞赛活动，促进学生进社会服务机构实践，

训练学生创新创业的实战能力。与社会服务机构及协同育人机构，合作开发社会服务创新知

识、服务项目设计和策划知识、社会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模式知识，并设计相应的训练项目，

注重创新创业素质在专业能力结构中的融合。系统培养学生的公益创新创业素质，训练学生

服务项目设计技能、服务活动策划技能、社会组织运营管理创新技能、公益机构创业技能。 

十一. 【第二课堂】 

（1）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社区宣传公益活动、社区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 

（2）参与社会服务机构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调研活动； 

（3）参加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举行的与专业相关社会工作技能竞赛； 

（4）学生参加学院合唱团等开展美育教育。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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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1）社会工作师（助理）；。 

（2）员工关系协调员(四级)； 

（3）员工关系协调员； 

（4）助理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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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老年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机动车驾驶证。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93 学分（含创新社会实

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44.5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达   

147.5   学分（学时达  2655    ）方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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