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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号：104003301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  

中文名称：社区工作 

英文名称：Community Social Work 

授课对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生 

学    分：2.5 

学    时：48学时。其中 32 理论学时、16 实践学时。 

先修课程：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心理学 

建议教材：夏建中：《社区工作》（第 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参考书目： 

1. 戴维﹒A﹒哈德凯瑟，帕翠霞﹒R﹒鲍沃斯，斯坦利﹒温内科：《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

（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 徐永祥：《社区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3. 罗家德，梁肖月：《社区营造德理论、流程与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4. 夏学銮：《社区照顾德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5. 蔡宏进：《社区工作方法与技巧》，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版 

6. 苏景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 2009年版 

7. F﹒埃伦﹒内廷，彼得﹒M﹒科特纳，史蒂文﹒L﹒麦克默特里：《宏观社会工作实务》（第

3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8. 蔡禾：《社区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9. 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0. 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11. 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 2010年版 

12. 梁鸿：《梁庄十年》，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版 

二、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层面：了解社区工作在中西方的历史沿革，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理论、过程、方

法及主要模式等 

2. 能力层面：将知识运用于本土社区工作实践，具备从事社区工作专业服务的能力 

3. 价值层面：知识传授与品德教育相结合，突出家国情怀教育、人文关怀教育、职业道

德教育等 

三、知识点 

1. 社区的涵义、类型及功能。 

2. 社区工作的含义、目标、特征及功能。 

3. 西方社区工作的实践理论和实务理论。 

4. 西方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历程。 

5. 我国近现代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当代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工作现状及趋势。 

6. 社区工作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原则。 

7. 社区工作的过程、方法及技巧。 

8. 社区工作的主要模式。 

四、教学内容 

第一章  社区与社区工作概述 

课时：4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和小组讨论，使学生了解社区的概念、功能，掌握社区工作的含义、目标、

特征及功能。通过理解社区、社区工作在当今社会治理背景下的重要性，提升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专业认同感。 

第一节  社区的概念与功能 

一、社区的概念 



二、社区的功能 

第二节  社区工作 

一、社区工作的含义 

二、社区工作的目标与特征 

三、社区工作的功能 

第二章  西方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回顾 

课时：4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了解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阶段以及西方国家社区社会工作实

践的历史，掌握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理论。 

第一节  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 

一、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阶段 

二、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理论 

第二节  社区社会工作实务理论 

一、罗斯曼的社区工作三大理论模式 

二、伯顿的“二分法”—直接干预和非直接干预 

三、泰勒和罗伯特的“五分法” 

第三节  西方国家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历史回顾 

一、中世纪的宗教慈善活动 

二、德国的汉堡制和爱尔伯福制 

三、慈善组织会社与睦邻组织运动 

四、工业革命与社会安全立法对社区工作的推动 

五、福利国家思想与社区工作的发展 

第四节  专业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一、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 



二、专业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三章  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课时：4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和文献阅读，使学生了解我国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理解当代社区建

设、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工作。课堂教学中通过加入时政环节，将国家关于社区治理的最

新政策、国家大事、时政热点、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要求融入课堂，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树立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贡献青春力量的决心和信念。 

第一节  我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和社会救助实践 

一、古代社会救济思想 

二、古代社会救助制度及其实践 

第二节  我国近现代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社区社会工作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区社会工作 

第三节  当代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工作 

一、社区建设与社区社会工作的关系 

二、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工作的关系 

三、社区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第四节  港台地区的社区工作 

一、香港地区的社区工作 

二、台湾地区的社区工作 

第四章  社区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原则 

课时：2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和小组讨论，使学生了解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理解社区社会工作的

基本价值观，掌握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 通过掌握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加强



职业道德教育。 

第一节  社区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一、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 

二、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 

第二节  西方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西方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 

二、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五章  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 

课时：8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和案例分析，使学生熟悉并掌握社区工作的实务过程，掌握社区工作的主

要方法和技巧。 

第一节   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定义和类型 

一、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的含义 

二、两类不同的社区工作的过程与方法 

三、中西方社区工作方法的比较 

第二节   社区工作的过程 

一、社区工作者的准备阶段 

二、建立专业关系阶段 

三、社区分析阶段 

四、制定计划阶段 

五、实施计划阶段 

六、评估总结阶段 

第三节   社区工作的方法 

一、建立专业关系的方法 



二、社区分析的方法 

三、社区工作组织的方法 

四、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法 

第六章  社区发展 

课时：4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文献阅读、案例分析以及社区实践，使学生了解社区发展的历史过程，

理解社区发展的概念，掌握社区发展的原则与路径选择，学会根据社区需要运用社区发展模

式开展社区活动与服务，并尝试在社区中实施。社区实践培养学生对基层社区的感情以及

对社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使命感。 

第一节  社区发展的概念与历史过程 

一、社区发展的概念 

二、社区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  社区发展的目标与模式 

一、社区发展的目标与功能 

二、社区发展的组织及模式 

第三节  社区发展的原则与路径选择 

一、社区发展的原则与推行方式 

二、社区发展的三种路径选择 

第七章  社会策划 

课时：6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参观北京规划馆以及社区实践，使学生理解社会策划的含义、

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掌握社会策划的功能、特征、内容、案主及工作者角色，学会根据社

区需要进行社区活动的策划，撰写社区活动计划书，并尝试在社区中实施。参观北京规划馆

了解北京的发展历史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第一节  社会策划的含义、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 

一、社会策划的含义 

二、社会策划的基本假设 

三、社会策划的价值取向 

第二节   社会策划的功能、特征、内容、案主及工作者角色 

一、社会策划的功能 

二、社会策划的特征 

三、社会策划的内容 

四、社会策划的案主 

五、社会策划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第三节   社会策划的基本原则、决策模式和过程 

一、社会策划的基本原则 

二、社会策划的决策模式 

三、社会策划的过程 

第四节   影响社会策划的主要因素 

一、社区的经济状况 

二、社区的政治文化 

三、政府体制或架构 

第八章  社区照顾 

课时：4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文献阅读、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以及社区实践，使学生了解社区照顾兴

起的历史背景，理解社区照顾的理论，掌握社区照顾的工作技巧与工作策略，学会运用社区

照顾模式开展社区服务，并尝试在社区中实施。 

第一节 社区照顾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正常化：对院舍化的反思 

二、福利国家的困境 

三、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四、社会对社区照顾的现实需求 

第二节  社区照顾的基本内容 

一、社区照顾的理论 

二、社区照顾的目标 

三、社区照顾的实践类型 

四、社区照顾实施中社会工作者角色、工作技巧与工作策略 

第九章  社区教育 

课时：4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小组讨论以及社区实践，使学生了解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内容类别，

掌握社区教育的目标、特点与模式，了解我国社区教育的现状：成就与问题，并尝试在社区

中开展社区教育。通过在课程内容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家风家训传承等内容，培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 

第一节  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内容类别 

一、社区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二、社区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 

三、中外对社区教育的界定 

四、社区教育的分类和内容 

第二节  社区教育的目标、特点与模式 

一、社区教育的目标 

二、社区教育的特点 

三、社区教育的模式 

四、社区教育的功能 



第三节  我国社区教育的现状：成就与问题 

一、我国社区教育取得的成就 

二、我国社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四节  国外社区教育的运行特点及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启示 

一、国外社区教育的运行机制及其特点 

二、国外社区教育的做法对我国社区教育的启示 

第十章  社区矫正 

课时：4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观看视频以及案例分析，使学生理解社区矫正的定义，了解社区矫正的

历史发展，掌握社区矫正实务工作的过程。 

第一节  社区矫正概述 

一、社区矫正的定义 

二、社区矫正的特点 

三、社区矫正的功能 

第二节  社区矫正的历史发展 

一、西方国家社区矫正的历史发展 

二、我国的社区矫正及其发展现状 

第三节  社区矫正实务工作的过程 

一、社区矫正专业关系的建立 

二、社区矫正资料收集 

三、社区矫正资料分析 

四、矫正对象问题的诊断 

五、社区矫正计划 

六、社区矫正介入 



七、社区矫正评估与跟进 

第十一章  社会行动（自学） 

课时：自学 

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社会行动的含义，掌握社会行动的策略、原则，了解社会行动的

介入目标和功能。 

第一节  社会行动的含义 

一、社会行动的道德基础 

二、社会行动产生的制度条件 

三、社会行动产生的现实原因 

四、社会行动的本质 

五、社会行动的案主 

六、社会行动的基本假设 

第二节  社会行动的策略和原则 

一、社会行动的策略 

二、运用社会行动策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三、社会行动的一般原则 

四、亚伦斯基关于社会行动的原则及权力战术 

第三节  社会行动的介入目标和功能 

一、介入目标 

二、功能 

第四节  社会行动的社区工作者、介入方法和步骤 

一、社区工作者 

二、社会行动的介入方法 

三、社会行动的步骤 



第五节  有关社会行动的评价 

一、积极功能 

二、消极功能 

第十二章  结课：汇报与交流 

课时：4课时 

通过学生对自己所开展社区实践的梳理，尤其是实践中的收获和反思的汇报交流，提

升学生的专业认同感。 

五、主要教学方法和手段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课程，要求学生掌握社区工作方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并能够运用于社

区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因此，课程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 

理论教学采用课堂讲授、启发式教学法、案例分析法等教学方法。 

实践教学采用社区服务项目小组形式，教师指导学生在合作社区开展社区漫步、社区探

访、社区调查、方案策划以及实地服务等实践。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文献阅读、社区实践等。 

六、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要求 

课程构建了德业兼顾的学习考评机制，将学生对课程知识技能掌握与思政素质提升相

结合。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过程性考核包括平时成绩

50%（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言行举止、课堂参与、出勤率、合作配合及社区实践中表现）；终

结性考核是课程的实践总结报告（社区观察/探访报告、社区问题和需求调查报告、社区服

务方案设计、服务实施及评估报告、社区实践收获与反思等），占总成绩的 50%。课程总成

绩按百分制记分。 

                             课程负责人：李敏

教研室主任：     

                2021 年 6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