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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社会工作实务》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 1120302

总学时数：54 （理论课学时数：42 实践课学时数：12）

学分数：2.5 （理论课学分数： 2 实践课学分数： 0.5 ）

适用专业：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一、课程性质

1、必修课

2、专业课

二、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是社会工作方法中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三大工作方法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应用。它是一门理论和实际结合比较紧密的课程。

该课程涉及内容广泛，具应用性和实践性。该课程的教学本着理论联系实际，重点与全面兼

顾的原则，使社会工作与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学生对老年社会工作有一个全面实际的了

解。教学中，既要保持基本内容结构的系统性，又要保持具体内容的相对开放性，不断进行

课程内容开发，并持续的和养老事业的现实相结合，达到课程内容整合、体系优化，形成知

识、能力、素质并重的教学模式。

三、课程设计思路

按照“校企社政合作共建”模式，紧紧围绕老年社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以职业认知

能力培养为重点，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既让学生系统掌握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

和技巧，同时也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研究精神

和实践精神；在课程的内容编排、习题设计、课堂及实践教学等方面，注重学生多种能力的

培养，力求使学生在学习老年社会工作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地运用知

识对生活中老年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能力；通过综合利用多种教学方式，营造学习和实践

的氛围，综合运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本课程的特色是突出实践教学。通过课程讲授和实践，旨在使学生在掌握老年社会工作的基

本知识、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提高服务实践能力。能够根据所学的老年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分

析、评估和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培养学生更多关注中国的养老问题，关注养老的发展趋

势，扩展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将老年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服务与

实践，希望为我国的养老事业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

四、课程基本目标

总体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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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识目标：全面了解老年社会工作的含义、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老年社会工作的类型、

工作范围及指导原则、基本理论、老年社会工作内容。

2、职业技能目标：通过系统学习该课程，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以及实践教学，要求学

生能具体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及现行的福利制度政策为各类老年人解决问题。

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了解全球和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认识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的迫

切性和必要性。让学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刻苦勤奋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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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态度，学会关心、爱护和尊重老年人，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4、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

养老护理员初级证、 助理员证、助理社工师证

五、先修课程

先修课程：《社会工作导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六、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1、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总学时 54学时，其中理论 42学时，实训 12学时。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项目 3：老年个案工作

项目 4：老年小组工作

项目 5：老年社区工作

2、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按照“校企社政合作共建”模式，紧紧围绕岗位的实际需求，以职业认知能力培养为重

点，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既让学生系统掌握老年社会工作的内容，理论、方法和技巧，同

时，也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研究精神和实践精

神；在课程内容的编排、习题设计、课堂及实践教学等方面，注重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力

求使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地运用知识对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问

题进行分析和解决的能力；通过综合利用多种教学方式，营造学习氛围，综合运用网络、多

媒体等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为重

点，教学过程体现开放性、科学性、职业性、实践性；基于岗位工作过程——学用一致，“教、

学、做”合一。

3、课程教学内容

专业课程（含课内实践）

序

号

单元（工作任务模

块或实训项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课内学时

安排

1

项目一：老年社会

工作理论基础

任务一：了解老年群体的

基本特征、积极老龄化的

含义

任务二：说出老年社会工

作的主要理论、老年社会

工作的主要内容；

任务三：认知老年社会工

作者角色、提升老年社会

工作者伦理素质

深入养老机构或社区了

解老年群体，认知社会

工作者角色

6+3

2
项目二：多角度老

年社会工作评估

掌握多角度评估的目的、

评估的依据、评估的程

序、评估的领域、评估的

重点，能够根据要求撰写

综合评估报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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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三：老年个案

社会工作

掌握老年个案工作方法

及流程，能结合不同的情

景案例开展个案工作

个案实训：

了解老年个案工作的基

本流程和介入技巧。（通

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进

行，提前将案例分给各

小组，各小组利用 PPT
进行展示）

3+3

4
项目四：老年小组

社会工作

掌握老年小组工作的方

法及流程，并能结合不同

情景开展小组工作

前往社区老年服务机构

进行互动模式老年小组

工作实训：

任务 1 接受小组任务

任务 2 组建小组

任务 3 开启小组活动

任务 4 发展小组活动

任务 5 结束小组工作

3+3

5
项目五：老年社区

社会工作

掌握老年社区社会工作

的方法及流程，并能结合

实际开展老年社区社会

工作

3

6

项目六：老年社区

工作

1. 说出老年社区工作的

概念、目标和原则

2. 说出老年社区工作的

基本模式

3. 说出老年人社区照顾

的方法和技巧

3

7

项目七：老年机构

照顾及社会工作

的介入

1. 能说出机构照顾的含

义、类型；比较不同 国

家和地区机构照顾的异

同

2. 知道机构照顾的模式

与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的技巧

3

8 项目八：老年教育

说出老年教育的含义和

意义、我国老年人口的受

教育状况水平，教育教育

的原则和内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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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项目六：老年合法

权益保障

说出实施老年人权益保

障对我国养老的必要性，

说出老年权益保障的原

则和老年权益保障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

3

10
项目七：老年社会

保障

说出我国实施老年社会

保障的必要性、说出老年

社会保障的内容、我国老

年社会保障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

2

11
项目八：老年文化

工作

说出老年文化工作的含

义、老年文化工作的内容

和方法，老年文化工作中

应注意的问题

老年社区活动项目策划

书实训：参与或策划社

区老年活动，分组进行，

对所联系的社区进行合

作，在调查的基础上，

书写项目计划书，项目

策划书个人完成

3+3

12
项目九：老年婚姻

与家庭

1. 说出空巢老人存在的

问题及社会工作介入要

点

2. 说出老年痴呆症患者

的特点及社会工作介入

要点

3

13
项目十：老年人临

终关怀

说出临终关怀的概念和

意义、临终关怀的历史和

发展、老年人临终关怀的

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及社

会工作者的工作重点。

3

复习、考试 2

合计学时
54

（42+12）

七、教学方法

1.采用情境教学与案例教学法：配合各项目理论知识点精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可读

性的案例，模拟老年社会工作实际工作场景，采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组织教学的同时积极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

2.采用多种方法的组合教学手段：教学过程注重“讲练结合” 、“精讲多练”，加大实训

力度。理论课程采用投影+课件、网络+案例分析，情境模拟+专题讨论；实训课程组织学生

深入社区养老院一线实操，遵循及时矫正误差的原则，重视对学生整个实训流程表现与成绩

的观察与评价。

八、教学评价建议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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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平时

实训评价

教学过程评价（期末考试评价）

2、教学过程评价

①课程学习中评价。建议分情境评分，突出过程与情境或任务结果评价，结合课堂提问，

实践制作测试、课后任务，任务结考试等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教学环节的考核，平时采分。

②课程结束后评价。结合一个个学习案例或情境的实施过程（咨询、计划、决策、实施、

检查、评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考核学生所拥有的综合职业能力及水

平。

3、集中实训评价（可参照以下表格进行评价）

序号 任务模块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1 年社会工作理论

基础实训

能按要求完成

“311”探访，有

总结和体会

自评、小组评、

老师评

25

2 老年个案社会工

作实训

分工合作完成个

案实训

自评、小组评、

老师评

25

3
老年小组工作实

训

分共合作完成小

组实训的各项工

作

自评、小组评、

机构评、老师评

25

4

老年社区活动项

目策划书实训

能按要求完成策

划方案的书写，

结构完整、有可

操作性

自评、小组评、

机构评、老师评

25

4、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考勤 10%+实训 40%+期末考试 50%

九、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要求说明

专任教师 兼职教师 教学

能力要求专业能力要求 专业能力要求

专任教师在掌握丰富的社会学、老

年学理论知识及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

基础上，充分了解国内外社会老龄化的

形势与现状，了解我国老年事业发展的

最新进展及动向；在充分研究《老年社

会工作》教材基础上，热爱并积极参与

社会老年服务工作，搜集社会上老年社

会工作的典型案例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在认真传授知识的同学密切与学生沟

通交流，指导学生主动参与老年社会服

务工作，丰富实践经验；培养学生胜任

老年社会工作的综合能力。

兼职教师在丰富的老年社

会工作经验基础上，加强社会

学、老年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积

累，并充分了解国内外社会老龄

化的形势与现状，了解我国老年

事业发展的最新进展及动向；在

充分研究《老年社会工作》教材

基础上，搜集典型案例与教学实

践相结合；在认真传授知识的同

学密切与学生沟通交流，指导学

生主动参与老年社会工作；培养

学生胜任老年社会工作的综合

能力。

教师必须更新

观念，充分领会

任务引领.职业

导向的课程设

计理念，重视实

践能力的提高，

积极提升学生

综合职业素质，

培养适应社会

需求和岗位要

求的高技能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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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校内：

1.多媒体多功能教室： 进行授课、学习指导、典型案例分析等

2.实训服务中心：

3.网络资源：《老年社会工作》的网络课程 进行网络学习

校外

养老机构 南国颐景老年公寓 实践或见习

养老机构 广州寿星大厦 实践或见习

社区机构 景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实践或见习

十一、课程建设等级说明

《老年社会工作》网络课程

十二、教学资源的利用

使用教材：《老年社会工作方法与实务》，卞国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9月，第 1
版

参考书：

《老年社会工作：从理论到实践，第二版》，梅陈玉婵等，格致出版社，2017年 5月，第 1
版；

《老年社会工作教程：中级》，隋玉杰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7年 3月，第 1
版；

《老年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赵学慧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第 1版.
数字化教学资源：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录像带.视听光盘等多媒体课件，通过搭建起多维.动态.活跃.自
主的课程训练平台，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调动。

（2）搭建院（医院）校（学校）合作平台，充分利用本行业的企业资源，满足学生参观.
实训和毕业实习的需要，并在合作中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和教学内容的调整。

（4）积极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各大网站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

向多元化转变，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实验（训）室利用：

校外基地利用：养老机构 南国颐景老年公寓 实践或见习

养老机构 广州寿星大厦 实践或见习

社区机构 各社工站 实践或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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