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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说明

一、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与民政部共同组织实施，采用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

一时间、统一组织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参加

考试的人员，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考

试合格，颁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与民政部共同用印的本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

二、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科目为《社会工作综

合能力（初级）》《社会工作实务（初级）》。

三、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为闭卷考试，在答题

卡上作答。

四、各科目考试试题类型及时间如下：

项目名称

科目名称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

（初级）

社会工作实务

（初级）

考试时间（小时） 2 2

满分计分 100 100

试题类型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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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考点设在省会城市和

直辖市的大、中专院校或高考定点学校。如确需在其他城市

设置考点，应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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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考试大纲

考试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科目考试，考察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初步掌握和运用

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知识、工作方法，开展专业工作的综

合能力。

考试内容

一、社会工作的内涵、原则及主要领域一、社会工作的内涵、原则及主要领域一、社会工作的内涵、原则及主要领域一、社会工作的内涵、原则及主要领域

（一）社会工作的内涵

1. 社会工作的目标

2. 社会工作的功能

3. 社会工作的要素

(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原则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4. 坚持职业化、专业化、本土化的发展路径

（三）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

1. 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领域

2. 社会工作领域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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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专业伦理二、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专业伦理二、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专业伦理二、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专业伦理

（一）社会工作价值观

1. 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作用

2. 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容

（二）社会工作专业伦理

1.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内容

2. 社会工作中的伦理难题及基本处理原则

（三）社会工作专业守则

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三、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一）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1．人类需要的层次和类型

2．社会环境的构成要素

3．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二）人生发展阶段

1. 人生发展各阶段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发展特征

2. 人生发展各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

四、个案工作方法四、个案工作方法四、个案工作方法四、个案工作方法

（一）个案工作的主要模式

1.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内容及特点

2. 危机介入模式的内容及特点

（二）个案工作各阶段的工作重点

（三）个案工作的常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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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组工作方法五、小组工作方法五、小组工作方法五、小组工作方法

（一）小组工作的类型

（二）小组工作的主要模式

1. 互动模式的特点及实施原则

2. 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实施原则

（三）小组工作各阶段的工作重点

（四）小组工作的常用技巧

六、社区工作方法六、社区工作方法六、社区工作方法六、社区工作方法

（一）社区工作的目标

（二）社区工作的主要模式

1. 地区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实施策略

2. 社会策划模式的特点及实施策略

3. 社区照顾模式的特点及实施策略

（三）社区工作各阶段的工作重点

（四）社区工作的常用技巧

七、社会工作行政七、社会工作行政七、社会工作行政七、社会工作行政

（一）社会服务方案策划

（二）社会服务机构的类型与运作

（三）社会服务机构的志愿者管理

（四）社会服务机构的筹资方式

（五）社会工作督导的对象与内容

八、社会工作研究八、社会工作研究八、社会工作研究八、社会工作研究

（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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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方法

2. 个案研究方法

九、社会政策与法规九、社会政策与法规九、社会政策与法规九、社会政策与法规

（一）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及保障方式

（二）妇女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及保障方式

（三）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及保障方式

（四）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及保障方式

（五）婚姻法中有关结婚、家庭关系、离婚及救助措施

的规定

（六）社会救助政策法规

1.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法规中有关低保对象及低保待遇

申请、审批、发放程序的规定

2. 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中有关救助对象及救助形式的规

定

3.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政策法规中有关救助对象、救助

形式及内容的规定

（七）劳动就业政策法规

1. 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和工

资的规定

2. 失业保险政策法规中有关保险金领取和停止领取条

件、领取期限及监督管理的规定

3. 工伤保险政策法规中有关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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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

4. 劳动争议处理政策法规中有关劳动争议的处理范

围、处理机构、处理程序的规定

（八）医疗保障政策法规

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法规中有关覆盖范围、

缴费办法及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规定

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法规中有关筹资标准、资金

使用与管理的规定

（九）加强社区治理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法规

1. 加强社区治理的政策法规

2. 人民调解的政策法规

3. 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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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务（初级）考试大纲

考试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科目的考试，考察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针对主要服

务领域和不同工作对象，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一、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一、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一、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

（一）接案

1. 接案的步骤及核心技巧

2. 接案应注意的事项

（二）预估

1. 预估的目的和任务

2. 预估的基本步骤

（三）计划

1. 服务计划的构成

2. 制订服务计划的原则

3. 制订服务计划的方法

（四）介入

1. 介入的分类

2. 选择介入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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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

1. 评估的目的

2. 评估的方法

3. 评估应注意的事项

（六）结案

1. 结案的任务

2. 结案时服务对象的反应及处理方法

二、儿童社会工作二、儿童社会工作二、儿童社会工作二、儿童社会工作

（一）儿童的特点及需要

（二）儿童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儿童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三、青少年社会工作三、青少年社会工作三、青少年社会工作三、青少年社会工作

（一）青少年的特点及需要

（二）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四、老年社会工作四、老年社会工作四、老年社会工作四、老年社会工作

（一）老年人的特点及需要

（二）老年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老年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五、妇女社会工作五、妇女社会工作五、妇女社会工作五、妇女社会工作

（一）妇女的特点及需要

（二）妇女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妇女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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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残疾人社会工作六、残疾人社会工作六、残疾人社会工作六、残疾人社会工作

（一）残疾人的特点及需要

（二）残疾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残疾人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七、矫正社会工作七、矫正社会工作七、矫正社会工作七、矫正社会工作

（一）服务对象的特点及需要

（二）矫正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矫正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八、优抚安置社会工作八、优抚安置社会工作八、优抚安置社会工作八、优抚安置社会工作

（一）服务对象的特点及需要

（二）优抚安置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优抚安置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九、社会救助社会工作九、社会救助社会工作九、社会救助社会工作九、社会救助社会工作

（一）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十、家庭社会工作十、家庭社会工作十、家庭社会工作十、家庭社会工作

（一）家庭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家庭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十一、学校社会工作十一、学校社会工作十一、学校社会工作十一、学校社会工作

（一）学校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十二、社区社会工作十二、社区社会工作十二、社区社会工作十二、社区社会工作

（一）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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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十三、医务社会工作十三、医务社会工作十三、医务社会工作十三、医务社会工作

（一）医务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医务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十四、企业社会工作十四、企业社会工作十四、企业社会工作十四、企业社会工作

（一）企业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二）企业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



13

考试样题1

一、单项选择题一、单项选择题一、单项选择题一、单项选择题

答题要求：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

示例：

1. 下列工作模式中，（ ）属于小组工作模式。

A. 互动模式 B. 地区发展模式

C. 社区照顾模式 D. 社会策划模式

答案：A

2. 陈女士是一位单身母亲，她读初中的儿子很不听话，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和她吵架。由于没有什么朋友，陈女士感

到很孤独，很想找人谈一谈。为帮助陈女士，社会工作者拟

采取下列介入行动，这些行动中，（ ）属于间接介入行动。

A. 帮助陈女士宣泄作为单身母亲的感受，并给她情绪

上的支持

B. 向陈女士提供管教孩子的意见和建议

C. 帮助陈女士加强与孩子的沟通

D. 建立单身母亲网络，促进邻里之间相互支持

答案：D

二、多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二、多项选择题

答题要求：每题备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符合题意，

至少有一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得部分分。

1 考试样题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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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 下列选项中，（ ）属于社会工作专业方法。

A. 个案工作方法

B. 小组工作方法

C. 精神治疗

D. 社会工作行政

E. 社会工作研究

答案：ABDE

2. 张先生是一位抑郁症患者，近几个月来都不愿意出

门，感觉自己身体很虚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接案以后，

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的开始阶段比较注重发掘张先生自己感

兴趣的事情，增强张先生的行动动力；当张先生开始尝试做

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后，社会工作者相应地提供一些新的

行动方法和知识，以调整其过去的行为方式；当张先生开始

表现出寻找工作的愿望时，社会工作者进一步联系有关的社

会资源，以帮助其就业；随着社会工作服务的深入，张先生

以前不幸的经历和感受逐渐表现出来，社会工作者就与张先

生一起面对这些不幸的经历，帮助其调整情绪、行为和认知。

在上述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扮演了（ ）角色。

A. 使能者 B. 教育者

C. 联系人 D. 倡导者

E. 治疗者

答案：AB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