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工作硕士（0352）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一章 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主要学科专业方向

一、学科概况

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秉持专业伦理和价值，运用科学的助人方法，帮助

有需要的人群特别是困难群体，解决其困境问题，调适其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服务

活动。作为一个专业教育领域，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国际上也已有 110 多年的历

史，至今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发展。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是不同

于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学术学位的应用性学位，它培养的是秉持社会工作的价值理

念，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从事社会服务和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学科专业方向

（一）社区发展与社会工作；（二）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

第二部分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专业素养

秉持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和价值，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提升人

类福祉；熟悉社会政策，善于运用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分析问题；熟练掌

握和科学运用专业方法和技能开展社会服务；有在实践中进行科学研究

的兴趣和能力。

2.职业精神

要有强烈的以人为本、竭诚服务、助人自助、公平公正的职业精神，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立志借助学科知识、专业技能和方法服务社会，

追求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发展。

3.学术道德

要比较熟悉以实践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应恪守学术道

德；在研究过程中，要恪守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和不能对研究对象造成伤



害等研究伦理；在研究成果中应尊重他人知识产权，严禁以任何方式漠

视、淡化、剽窃他人成果。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単握的基本知识

1.基础知识

要有关于国情、社会价值、政策方面的知识；要有较丰厚的社会学、

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要有关于社会组织及管理的知识。

2.专业知识

要有社会福利哲学与社会政策方面的知识；要有社会工作实务理

论和方法的知识；要有社会服务管理的知识；要有社会服务评估与研究

的知识；要有提出改善服务和政策倡导的知识。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1.社会工作实习与实践

应该接受足够的与职业发展相匹配的实践训练，包括社会工作专业

实习、社会服务实践。硕士生要求有在专业教师和有资格的实习导师督

导下完成培养计划所要求的 800 小时的实习。社会工作专业实习要求研

究生在专业教师和有资格的实习导师指导下，合理设计实习计划，运用

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尝试解决实际问题。专业实习应有系统、完整的

实习日记，专业教师和实习导师对之应该认真督导。

2.参与案例教学

为了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硕士生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案例教

学，在案例教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增强自己对现实社会及社会问题的了

解，学习案例分析的方法和技巧。在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硕士生要

积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实习和实践中的问题带入课堂讨

论，在教师的指导下，分析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应当善于运用多种方式和渠道获得所需的知识，掌握本学科的基本

理论及其观点，了解重要实践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掌握文献检索、资

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技术；熟练掌握社会研究方法和技能。

2.实践研究能力



应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尤其是在社会服务实践中进行研究

的能力。在实践研究各方面，能把社会理论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将理论用于实践。

3.发现问题的能力

本专业硕士生不但有从宏观层面发现问题的能力，而且应具备发现

服务对象个别问题的能力，既能发现问题的制度原因，也能分析导致问

题发生的个人层面的心理、人生经历方面的原因。

4.建立关系的能力

必须具备较强的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和介入服务的能力，顺利

地开展社会服务，与服务对象一起解决困境问题。必须具备与政府部门

和社会组织建立工作关系的能力，动员资源、连接网络，促进服务对象

问题的解决。

5.组织协调能力

应当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包括社会服务机构

内部的协调能力和社会服务机构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的协调能力，善

于寻找各方的共同点和结合点，建立和发展社会支持网络。

6.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能正确地识别和连接改善服务对象不利的生活状态所需要的资

源，有效动员资源、运用资源，改善他们的困难处境，改善他们的基本

生活，增强他们面对问题的能力，改善他们与环境的关系，促进社会和

谐与社会秩序。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应是以社会工作（社会政策）实务和实践为基础的研究论

文。内容可以是社会工作实务和实践的具体做法和模式分析，社会服务

机构管理实践分析，具体的社会政策（制定或实施）的调查和分析。

2.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可以是项目设计与评估、实务研究或政策研究等。

要求以研究生自己的、比较系统的社会工作实习（实践）为资料基

础，展开资料，进行相应的理论分析（包括一般理论、服务模式或理念



的阐释），并能提出自己的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社会工作（社会政策）

的见解或建议。

论文要结构完整、逻辑清晰、文字流畅，有理论分析和观点概括；

行文、图表、引文、注释、参考文献要符合学术论文要求。

3.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学位论文应该具有较高学术质量，应当观点正确、表达清晰、资料

充分、论证合理、逻辑严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并在某一社会服务领

域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或理论价值。

第二章 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类别 硕士 类别代码 0352

领域名称 社会工作 领域代码

学制

全日制：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4年

非全日制：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5年

学分

总学分： 36 学分

课程学分： 28 学分

培养环节： 8 学分，其中专业实践 8学分，其他 0学分

一、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全日制课程编号 非全日制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学位

课

（6）学分

17031000000001 170610000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2 1/2 必修

17031000000002 17061000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

科学方法论
1 1/2 必修（二

选一）
17031000000003 17061000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2

17031000000004 17061000000004 硕士生英语 3 1/2 必修

专业基础

课

( 14) 学

分

17031035200012 17061035200012 社会工作理论 2 1

17031035200009 17061035200002
社会工作质性研究

方法
2 1

17031035200010 17061035200003
社会工作量化研究

方法
2 2

17031035200015 17061035200015 社会政策分析 2 1



17031035200016 17061035200016 社会服务管理 2 2

17031035200017 17061035200017 高级社会工作实务 2 1

17031035200018 17061035200018 社会工作伦理 2 1

选修课

（8）学分

社区发展与社会工作（五选二或三，在另一方向选一或二）

17032035200017 17062035200017
残障社区康复与社

会工作
2 2

研究生在

导师指导

下选修,

完成课程

学习总学

分要求；

17032035200018 17062035200018 长者社区照顾
2

2

17032035200019 17062035200019 农村社会工作 2 3

17032035200020 17062035200020 社区发展 2 3

17032035200021 17062035200021
青少年社区矫正与

沙盘游戏
2 2

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五选二，在另一方向选二）

17032035200022 17062035200022
中国社会福利政策

与实践
2 2

17032035200023 17062035200023 减贫与社区治理 2 2

17032035200024 17062035200024
社会服务绩效管理

与政策前沿
2 3

17032035200025 17062035200025 比较社会政策 2 3

17032035200026 17062035200026 社会福利理论前沿 2 3

二、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时间安排

学分 备注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制定培养计划 第一学期开学初 -

2.开题报告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

3.中期考核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

4.专业实践（800 小时实习） 第三学期结束前 第四学期结束前 8

5.同等学力或跨学科考生补

修本学科主干课程

以同等学力和跨一级学科录取的研究生，至少应补修该专业本科阶段主

干课程 2门。是否需要补修，可由导师和学院决定。

三、培养环节具体标准及考核要求

（一）开题报告

学制为 2 年的研究生在第二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学制为 3 年的研究生在第三学期结

束前完成开题，具体要求参照学校相关文件。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无法按原开题方案

继续进行论文研究的，必须重新开题。开题报告不通过的，3 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开题。

连续 3 次开题未通过者，取消学籍，终止培养。



（二）中期考核

学制为 2 年的研究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考核，学制为 3 年的研究生在第四学期结

束前完成考核，具体要求参照学校相关文件。考核不通过者，3 个月后方可申请重新考核；

第 2 次考核仍未通过的，按程序做肄业或退学处理。

（三）实习实践

1.专业实习由同步实习、集中实习和专项实习三部分构成，实习总时长为 800 小时。

2.同步实习是形式与标准： 200 小时，全日制学生在第一、二个学期利用课余时间完

成，非全日制学生在第三个学期完成。全日制学生在导师和机构督导共同指导下到社会服

务机构完成；非全日制且在社会服务机构工作的，可以在原单位实习；非全日制但在非社

会服务机构工作或从事非社会工作的学生，参照全日制学生的实习标准。社会服务机构的

认定由 MSW 教育中心组成实习指导委员会认定。

3.集中实习的形式与标准：400 小时。全日制学生的集中实习在第三学期，由 MSW 教

育中心统一安排，根据双向原则确定实习机构，分配教师督导和机构督导，参与社会工作

实务，提高社会服务能力。非全日制学生的专业实习在第四个学期，在社会服务机构工作

的，可以在原单位实习；非全日制但在非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或从事非社会工作的学生，参

照全日制学生的实习标准。社会服务机构的认定由 MSW 教育中心组成实习指导委员会认定。

4.专项实习的形式与标准： 200 小时。全日制学生在第三学期完成，非全日制学生在

第四学期完成。学生在导师和机构督导共同指导下，结合所学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技巧，根

据自己的兴趣，可结合毕业论文选题，以实习机构为平台，实习内容为基础，展开以实务、

实践为导向的调查研究。

5.考核要求：根据实习过程中的态度、能力，实习报告的撰写质量给出成绩，成绩按

优、良、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给分，合格以上为通过。

（四）学位论文

学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论文可以是项目设计与评估、实务研究或政

策研究等。

四、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

对科研成果没有明确要求。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完成学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要求以及培养环节要求，并完成学位论

文的研究生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答辩通过者，准予毕业；达到学位授予标准

方可授予学位；最终答辩未通过者，作结业处理；未达到研究生培养环节有关

要求的作肄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