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工作法规与政策》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代码：社区工作法规与政策（ ）

总学时数： 72（理论课学时数：60 实践课学时数：12）

学分数： 4 学分

适用专业：社区管理与服务

一、课程的性质

专业必修课

二、课程定位

依照国家法规与政策办事是对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之一。本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系

统地了解社会工作政策与法规的内涵、原理，初步掌握社会工作政策与法规的方法和技巧，

为服务对象提供科学合法的社会工作服务。

三、课程设计思路

《社区工作法规与政策》课程教学的设计思路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交替或融合在一

起的一体化教学方法。课程在多媒体课室进行，通过项目分解、任务引领达到理论与实操一

体化，这种综合训练方式使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课程的目标。每一部分通过 2-3 个

任务的完成培养学生理论与实操的能力，进而完成对应的项目任务，最终完成综合技能的形

成。通过学习使学生熟悉社会工作相关法规与政策并能灵活运用于实际工作。

四、课程基本目标

1、知识目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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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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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掌握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自然灾害救助等社会救助法规

与政策：

（4）掌握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以及残疾人等特定人群的合法权益保障法规与政策以

及婚姻家庭法规与政策的基本内容。

（5）掌握我国人民调解、信访工作、社区矫正与禁毒、优抚安置、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

社区建设、公益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等法规与政策的基本

内容与实际运用。

2、职业技能目标：

(1)掌握不同类型的社会救助方式、不同人群应具有的合法权益；

(2)具备灵活运用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为服务对象服务的技能。

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良好的自我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解决问

题能力；敬业爱岗的工作作风。

4、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无。

五、先修课程

《法律基础》,掌握法的基本特征、法的本质、法的渊源、法的创制、法的实施、法的效

力、法律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社会工作导论》，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六、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1、课程主要内容说明（标有“*”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课程为学年课，分上下两部分，第二学期及第三学期开课，每学

期计划课时数是 54 学时（理论课时 45，实践课时 9）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上

序 单元 教学内容 基于岗位要求课程内容的说明 重难点 学时

1

社会工作

法规与政

策概述

1、社会政策的内容、特点、基

本目标、功能及原则

2、我国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的

特点、内容与体系

知识：我国社会工作法规与政

策的特点、内容与体系；

能力：基本理论的运用
4

2

社会工作

政策与法

规的运行

过程

1、社会政策的构成要素、产生

过程；

2、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政策与法

规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知识：社会工作者在政策与法

规运行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素质和能力：简单的理论运用
2

3

我国社会

救助法规

与政策

1、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规

与政策

2、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规

与政策

3、农村五保供养法规与政策

4、城乡医疗救助法规与政策

5、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

救助法规与政策

6、城镇住房救助法规与政策

7、法律援助法规与政策

8、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规与政

策

9、自然灾害救助法规与政策

知识：掌握不同类型的社会救

助方式、不同人群应具有的合

法权益；

能力：实际运用等

*

18

4

我国特定

人群合法

权益保障

法规与政

策

1、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法规与

政策

2、妇女合法权益保障法规与政

策

3、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法规

与政策

4、残疾人合法权益保障法规与

政策

知识：掌握不同人群应具有的

合法权益及维权途径；

能力：案例分析、实际操作

*

8

5

我国婚姻

家庭法规

与政策

1、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与政策

2、收养关系的法规与政策

3、私有财产继承法规与政策

知识：结婚、离婚、亲属关系、

各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务、收养关系的成立、继承的

方式

能力：案例分析、实际操作

6



6 复习、考试 4

合计学时 42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下

序 单元 教学内容 基于岗位要求课程内容的说明 重难点 学时

1

人民调解、

信访工作、

社区矫正、

禁毒法规与

政策

1、人民调解法规与政策

2、信访工作法规与政策

3、社区矫正法规与政策

4、禁毒法规与政策

知识：人民调解的组织机构、

调解程序；信访工作的受理与

处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矫正方式、禁毒措施。

能力：程序的了解与具体适用

*

6

2

我国优抚

安置法规

与政策

1、革命烈士褒扬法规与政策

2、军人抚恤优待法规与政策

3、退伍士兵安置法规与政策

4、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法规与

政策

知识：烈士的认定、烈士家属

抚恤和优待；军人抚恤优待对

象的认定、军人抚恤待遇；退

伍义务兵、退役士官的安置形

式；军队干部离退休的条件和

待遇。

素质和能力：法规政策的具体

运用

*

6

3

我国城乡

基层群众

自治和社

区建设法

规与政策

1、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法规与政

策

2、农村村民自治法规与政策

3、城市社区建设法规与政策

4、社区服务法规与政策

知识：居民自治的内容、村民

委员会的选举、村民会议、城

市社区建设的内容、社区服务

内容及方式；

能力：基本理论的掌握

6

4

我国公益

慈善事业

与志愿服

务、民间组

织发展的

法规与政

策

1、公益慈善事业的法规与政策

2、志愿服务的法规与政策

3、社会团体管理法规与政策

4、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法规与

政策

5、基金会管理法规与政策

知识：公益事业捐赠的主要规

定；志愿者组织的职责、招募、

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团

体成立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

成立登记；基金会的设立、管

理；

能力：基本理论及程序性规定

的掌握

6

5

我国劳动

就业法规

与政策

1、促进就业的法规与政策

2、劳动合同的规定

3、工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的规定

4、劳动争议处理

5、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

6、工伤保险

知识：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

变更、解除和终止，工资制度、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劳

动争议的处理方式、工伤的认

定、工作保险待遇。

能力：案例分析、实际操作

*

10



6

我国医疗

卫生与计

划生育法

规与政策

1、公共卫生法规与政策

2、医疗服务体制法规与政策

3、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法规与政

策

4、计划生育法规与政策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

制建设；城市、农村医疗服务

体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4

7 复习、考试 4

合计学时 42

2、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课程的组织安排遵循总原则是以培养学生人力资源管理职业岗位技能为主线、以人力资

源管理实际工作任务为载体、以“教、学、做”一体化为教学方法以岗位职业标准为依据构

建本课程教学设计方案。对于理论知识方面用任务为引导切入主题，学生讨论和解决案例问

题为主线，集体归纳知识点，再安排案例用强化所学，这个部分可以在多媒体课室完成。对

于实践性教学方面，用样例的集体分析获取感性认识，在进行尝试完成任务，然后对完成的

任务进行评价，来强化能力的获得。

3、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的主要内容见上表（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部分的第一点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专业课程（课内实践的项目）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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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救助法规与

政策实训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法规与政策、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法规与政

策等

1、学生分组选题；2、

制作 PPT 课件，由一名

同学负责主讲；3、课

后自评、学生点评、老

师总结 1、案例分析把

握具体规定 2、实例解

决应用

4

2

特定人群合法权

益保障法规与政

策实训

老人、妇女、未成年人、

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

合法权益保障

分小组，组织特定人群

合法权益保障法规与

政策知识抢答或进行

典型案例分析。

4

3
婚姻家庭法规与

政策实训

结婚的条件、离婚的程

序、夫妻共同财产的分

割、子女的抚养、收养

的程序、继承的方式、

遗产人分割

播放视频，学生讨论典

型案例，掌握案例分析

方法，学会法律条文的

正确运用。

4

合计学时（课程内实践教学） 12



《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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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抚安置法规与

政策实训

革命烈士褒扬、军人抚

恤优待、退伍士兵安置

等法规与政策的正确运

用。

案例分析把握具体规

定、实例解决应用
4

2
劳动就业法规与

政策实训

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

变更、解除和终止；劳

务派遣、集体合同；休

息休假；工伤的认定；

布置典型案例，集体讨

论、个别提问，教师总

结。

4

3 综合实训 针对所授教学内容

1、学生分组选题；2、

制作 PPT 课件，由一名

同学负责主讲；3、课

后自评、学生点评、老

师总结

4

合计学时（课程内实践教学） 12

七、教学方法

1．教学设计的宗旨：以学到实用技能、提高职业能力为出发点，注重提高学生综合应用

和处理复杂劳动纠纷的能力。教学中注重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教书育人，结合社会具体现象

教育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2．采用案例教学法：使用以实际需求为题材制作的各种经典案例，采用启发式教学逐步

形成教师引导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为主的教学模式，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习兴趣。

3．采用多种方法的组合教学手段：采取多媒体教学，理论教学和实训操作相结合。积极

探索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通过课堂讨论，播放影视资料、演讲、辩论等形式。实训采用专

门设计的案例，学生操作为主，精讲多练，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八、教学评价建议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此评价为总结性评价，在教学模块结束时，进行期末考试，对学生考试结果进行评价，

建议占总成绩的 70％。

2、教学过程评价

此评价为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操作情况和实训所进行的评

价，建议占总成绩的 30％。

3、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成绩构成：考勤、作业、实训成绩（30％）＋考试成绩（70％）为最终成绩。

九、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要求说明

课程教学团队是完成教学任务的保障，本课程的主讲教师要求讲师以上，并且具有较为

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本课程教学团队见下表：



课 程 名

称

教学团队成员

排序 姓名 职称 专业 学历

社 会 工

作 法 规

与政策

课程负责人 杨青松 讲师 经济法 本科

课程组第二成员 张晓琴 副教授

课程组第三成员 柳彩霞 讲师

十、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1、对理论学时教学环境要求：理论课程教学在多媒体课室进行，课件做到内容精简、形

式直观、视觉效果较好，同时利用心理学的规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提高教学效

果。

2、对实践性教学环境要求：本课程的实践部分主要可以在多媒体课室完成，部分在实训

室进行，桌椅可自由移动。如果条件允许可到社区参观、劳动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旁听。

十一、课程建设等级说明

本课程已是院级合格课程及网络课程。

十二、教学资源的利用

使用教材：《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教材编写组，中国社会

出版社，2012 年版

实验教材：自编。

编制人：杨青松

编制单位：公共管理系

编制日期：2014 年 9 月 1 日

审核人：

教学团队负责人：李子慧

系负责人：李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