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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考情综述

一、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

年份

章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社会工作实的目标、对象及主要领域 8 8 7 8 9 9 49

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专业伦理 7 7 7 8 6 8 43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8 7 8 6 6 5 40

个案工作方法 10 11 11 10 13 12 67

小组工作方法 11 11 11 11 10 11 65

社区工作方法 11 11 11 12 11 13 69

社会工作行政 8 8 8 8 5 5 42

社会工作研究 7 7 7 7 10 7 45

社会工作政策与法规 10 10 10 10 10 10 60

2012~2017 年《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考点分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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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工作实务（初级）

年份

章节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 7 10 8 9 7 4 45

儿童社会工作 7 9 6 6 6 5 39

青少年社会工作 5 8 7 6 7 8 41

老年社会工作 3 4 5 7 8 7 34

妇女社会工作 7 3 5 6 6 5 32

残疾人社会工作 7 5 3 4 6 5 30

矫正社会工作 7 3 9 5 5 4 33

优抚安置社会工作 7 5 6 6 5 5 34

社会救助社会工作 5 6 6 4 6 6 33

家庭社会工作 6 9 9 8 5 9 46

学校社会工作 6 5 6 7 5 5 34

社区社会工作 8 9 7 4 4 7 39

医务社会工作 5 4 4 5 5 6 29

企业社会工作 3 5 4 12

2012~2017 年《社会工作实务（初级）》考点分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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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部分高频考点展示

第一节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

【高频考点一】社会工作的特点

社会工作是帮助有困难群体的活动，与一般助人活动相比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专业助人活动；（二）注重专业价值；（三）强调专业方法；

（四）注重实践；（五）互动合作；（六）多方协同。

【典型例题】

1.小林是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他在服务中始终认为“服

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受到保护，得到教育，健康快乐地成长”。上

述小林的观点体现的社会工作特点是：

A.注重专业价值 B.强调专业方法

C.促进互动合作 D.推动多方协同

【中公答案】A

【中公解析】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强调平等之爱，要帮助所有有困难、有需要的

人。社会工作助人为乐，以帮助人作为自己的职责，在它的所有活动中充满了对人的

尊重、对社会生活的热爱。它有崇高的理念，同时又脚踏实地工作。在本案例中，小

林在服务中始终认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受到保护，得到教育，

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故选 A。

【高频考点二】社会工作的目标

（一）服务对象层面的目标

解救危难、缓解困难、激发潜能、促进发展

（二）社会层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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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

（三）文化层面的目标

弘扬人道主义、促进社会团结

【典型例题】

2.为了协助社区老年人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工作者邀请大学生志愿者为有兴

趣的老年人举办智能手机培训班，讲授微信等常用手机软件的操作方法。在服务对象

层面上，本项活动体现的社会工作目标是：

A.促进社会团结 B.缓解困难 C.促进社会公正 D.促进发展

【中公答案】D

【中公解析】社会工作在服务对象层面的目标有：（1）解救危难、（2）缓解困

难、（3）激发潜能、（4）促进发展。其中促进发展的目标是指通过增加知识、学习

技能、学习建立人际关系等方式，使个人或群体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

本案例中，社会工作者邀请大学生志愿者为有兴趣的老年人举办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班，

促进老年人的发展，正是体现了社会工作促进发展的目标，故选 D。

【高频考点三】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难题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难题本质上是价值观优先性与行动选

择的秩序所产生的矛盾。伦理难题是人类社会道德困境和实践矛盾性的具体呈现，也

反映了人类自身在认识与行动上所面临的困难。就社会工作过程而言，社会工作实践

的困境主要是如何平衡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个人与专业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

益关系。而面对伦理难题，社会工作者必须作出适当的决定，处理好复杂情境下人的

问题，协调好专业关系，做到关怀、治疗和改变三者目标的统一。

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伦理困境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专业关系、价值观冲突、实

践原则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具体而言，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保密问题、人情与法制及规定的冲突问题、价值介入与客观性的矛盾、社会工作

者的个人利益满足与职业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自我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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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题】

3.吴大爷因患癌症在医院治疗，但病情一直没起色。子女们为了不加重吴大爷的

心理负担，要求医务社会工作者小杨和他们一起向吴大爷隐瞒病情。在小杨前来探访

时，吴大爷希望其告知病情。此时，小杨面临的伦理难题是：

A.保密和告知的冲突

B.人情和法理的冲突

C.价值介入与客观性的冲突

D.对服务对象负责和对机构负责的冲突

【中公答案】A

【中公解析】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不受侵害，这也是社

会工作伦理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这一原则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并不容易把握。在本案例中，子女要求医务社会工作者小杨和他们一起向吴大爷隐瞒

病情，但吴大爷希望其告知病情，这是一个保密问题的伦理困境，故选 A。

【高频考点四】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家庭教养模式

家庭教养模式：娇纵型、支配型、专制型、放任型、冲突型、民主型。

【典型例题】

4.李先生认为自己的孩子现在小，还不懂事，要严格管教，不能由着孩子，因此

孩子一犯错就打一顿，根据上述情况，李先生的教养模式属于：

A.专制型 B.支配型 C.娇纵型 D.放任型

【中公答案】A

【中公解析】专制型的家长对于孩子的管理简单粗暴，缺少耐心。家庭亲子关系

实质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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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五】个案会谈——支持性技巧

1.专注。社会工作者借助友好的视线接触、开放的姿势以及专心的态度关注服务

对象的表达。例如，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的对话交流过程中眼睛需要看着对方，

保持视线的交流；同时，身体略微前倾，让服务对象感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心和专注。

2.倾听。社会工作者用心聆听服务对象传达的信息，理解服务对象的感受。

3.同理心。社会工作者设身处地体会服务对象的内心感受，理解服务对象的想法

和要求。

4.鼓励。社会工作者运用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的方式肯定服务对象的一些积极表

现。例如，点头、微笑等，是社会工作者常用的鼓励方式。在个案会谈开始时，社会

工作者需要放下手边的工作，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把注意力集中在服务对象身上，

用心倾听服务对象的谈话，设身处地理解服务对象的内心感受状况，体会服务对象在

生活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及时回应和鼓励服务对象的感受表达。

【典型例题】

5.王女士向社会工作者老刘寻求帮助。老刘说，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挺不容易

的，说明你想改变自己的现状，很了不起。上述情景中，社会工作者老刘运用的个案

工作技巧是：

A.形象性技巧中的同理 B.引领性技巧中的摘要

C.支持性技巧中的鼓励 D.支持性技巧中的忠告

【中公答案】C

【中公解析】本题考查个案工作之支持性技巧，社工在与服务对象交流沟通的过

程中，一边聆听，一边鼓励。不断鼓励服务对象敞开心扉，解决思想问题。

【高频考点六】小组工作的类型

小组工作的类型划分与确定，是开展小组工作实务的基础。社会工作学科中有关

小组的分类标准很多，一般依据小组的目标、服务对象的特点、实际需要、小组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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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方式、服务对象的参与动机以及小组采用的结构等，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具体为：

教育小组、成长小组、支持小组、治疗小组。

【典型例题】

6.社会工作者小姜在某康复中心为精神障碍者家属开展小组服务，在小组中，小

姜向组员介绍精神康复知识与精神障碍者相处技巧，并向组员传授缓解照顾压力的方

法，小姜主持的这个小组属于：

A.教育小组 B.成长小组 C.支持小组 D.治疗小组

【中公答案】A

【中公解析】教育小组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成员学习新的知识与技巧，补充相关知

识之不足，促使成员改变原来对自身问题的不正确看法及解决方式，从而实现小组成

员的发展目标。教育小组在实务开展过程中，首先要帮助小组成员能够认识到自我存

在的问题并有自我解决问题的需要；其次，促使小组成员能够确立新观念、新视野，

从而改变看问题的角度；最后，开展干预服务，降低小组成员的问题行为特征，以达

到改变自我的目的。

【高频考点七】社区工作目标的分类

了解社区工作的目标可以对社区工作的意义形成更深刻的认识。美国著名社区工

作专家罗斯曼（J.Rothman）将社区工作的目标分为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

（1）任务目标

所谓任务目标，是指解决一些特定的社会问题，包括完成一项具体的工作，满足

社区需要，达到一定的社会福利目标等，如修桥铺路、安置无家可归者、解决社区环

境污染问题等。这些活动所带来的改善是具体而实在的。

（2）过程目标

所谓过程目标，是指促进社区居民的一般能力。如加强社区居民对公民权利和义

务的了解，增强居民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信心和技巧，发现和培育社区居民骨干参

与社区事务建立社区内不同群体的合作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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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题】

7.针对某社区老年活动室存在日常管理松懈、使用率偏低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小

刘拟通过动员居民参与来改变这种状况。从社区工作的目标分类看，下列做法中，属

于“过程目标”的是：

A.增加老年活动室的活动器材 B.调整老年活动室的幵放时间

D.编制老年活动室活动课程表 D.提高值班志愿者的责任意识组

【中公答案】C

【中公解析】社区工作的过程目标和任务目标是社区工作的两大目标。过程目标

强调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的过程，认为只要过程详尽充实，任务就一定会达成。ABD

属于结果，即直接的结果（答案），C是社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的过程。

【高频考点八】地区发展模式的特点

地区发展模式是社会工作者协助社区成员分析问题、发挥其自主性的工作过程，

目的是提高他们及地区团体对社区的认同，鼓励他们通过自助和互助解决社区问题。

地区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有：

（1）较多关注社区共同性问题

（2）注意通过建立社区自主能力来实现社区的重新整合

（3）在地区发展模式中，过程目标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任务目标

（4）地区发展模式特别重视居民的参与。

【典型例题】

8.关于地区发展模式特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A.强调遵循理性原则 B.注重培育社区自主能力

C.体现自上而下的改变 D.主要关注任务目标的实现

【中公答案】B

【中公解析】地区发展模式强调社区成员通过参与和合作，以集体的形式来挖掘

和利用社区资源，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其



9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中公教育学员专用资料 报名专线：400-6300-999

主要特点有：①较多关注社区共同性问题；②注意通过建立社区自主能力来实现社区

的重新整合；③在地区发展模式中，过程目标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任务目标；④地区

发展模式特别重视居民的参与。在本案例中，注重培育社区自主能力属于地区发展模

式的特点，故选 B。

第二节 社会工作实务（初级）

【高频考点一】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之接案

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包括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和结案六个阶段或

称步骤，每个阶段或步骤都有各自不同的工作任务、内容、方法和技巧。

接案阶段的主要工作和步骤包括：了解服务对象的求助原因和求助过程、初步评

估服务对象的问题、决定是否接案、订立初步协议。

【典型例题】

1.小红最近与同学发生了争吵，觉得委屈，找班主任哭诉。班主任将小红转介给

社会工作者小王。小王在与小红接触中初步了解小红的情况。小红同意让小王帮助她。

上述小王所做做得工作属于________阶段的任务。

A.接案 B.预估 C.介入 D.计划

【中公答案】A

【中公解析】“接案”是社会工作助人活动的开端，是社会工作者与潜在服务对

象开始接触，了解其需要，帮助其逐渐成为服务对象并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小

王在与小红的接触过程中，初步了解其情况，属于接案阶段。故选 A。

【高频考点二】儿童社会工作的类型

（1）支持性儿童福利服务

这类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儿童及其家庭，尤其是家庭监护状况良好的家庭。其内容

主要包括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个别化咨询辅导，为儿童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为准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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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提供咨询以及协助办理新生儿户籍登记服务。这类服务的目的是支持父母履行教养

职责，以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

（2）补充性儿童福利服务

这类服务的对象是父母亲职能力不足的儿童及其家庭，内容主要包括为经济困难

家庭连接资源，为儿童提供经济补助；为时间和精力不足的父母提供托育服务；为新

生儿及其父母提供健康育儿资讯和技能培训服务。这类服务的目的是通过弥补父母亲

职能力的不足，改善父母的亲职状况，以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

（3）替代性儿童福利服务

这类服务的对象是亲职不当和亲职缺失的儿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收养、家庭寄

养和机构养育或教养。这类服务的目的是通过替代儿童的父母履行亲职职责，使儿童

回归家庭环境，健康成长。

（4）儿童保护服务

这类服务的对象是遭受到人为伤害，包括虐待、忽视、剥削和暴力伤害的儿童及

其家庭，内容主要包括伤害预防和伤害应对服务。伤害预防服务是通过对有伤害风险

儿童及其家庭的介入逐步减少直至消除风险的过程，包含的服务可以是支持性的也可

以是补充性的。伤害的应对服务通常是指儿童伤害发生后，为受到伤害的儿童提供家

庭外安置服务的过程，多数时候是替代性服务。

【典型例题】

2.单亲妈妈小芳向社会工作者小李诉说，10岁的儿子小明常因打网络游戏，不能

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不好。小芳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没有足够时间照顾儿子，小

李邀请小芳参加社区“四点半课堂”，并联系退休党员王阿姨与小芳家结对，在小芳

下班前替她照顾儿子，同时，小李还介绍小芳加入“助苗成长微信群”，向心理专家

学习亲子沟通的方法，以提高其亲职能力。小李为小芳家提供的上述服务属于________

儿童福利服务。

A.治疗性 B.补充性 C.替代性 D.保护性

【中公答案】B



11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中公教育学员专用资料 报名专线：400-6300-999

【中公解析】补充类服务的对象是父母亲职能力不足的儿童及其家庭，内容主要

包括为经济困难家庭连接资源，为儿童提供经济补助；为时间和精力不足的父母提供

托育服务；为新生儿及其父母提供健康育儿资讯和技能培训服务。这类服务的目的是

通过弥补父母亲职能力的不足，改善父母的亲职状况，以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

【高频考点三】青少年社会工作之生涯规划

【典型例题】

3.在青少年生涯规划小组中，社会工作者小秦开展了一系列探索青少年兴趣爱好

的活动。依据“生涯选择配合论”，这些活动内容对应的是职业工作世界中的：

A.职业所需特质 B.职业所需能力

C.职业分类和内容 D.各种职业报酬率

【中公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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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解析】生涯选择配合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的内容是一一对应的。

一方面是个人的内在世界：能力、兴趣、人格和需求与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工

作世界：职业所需的能力、职业的分类与内容、职业所需的特质及各类职业的报酬率。

其对应关系如下：

能力—职业所需的能力

兴趣—职业的分类与内容

人格—职业所需的特质

需求与价值观—各类职业的报酬率

根据其对应关系，可知题目中提到的探索青少年兴趣爱好的活动应该对应职业的

分类与内容，故选 C。

【高频考点四】老年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

老年社会工作会面临许多老年人的人生问题，如疾病、伤残、死亡等，社会工作

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的晚年，对处理这些问题感到焦虑、沉重。而个人以往与老

年人打交道的经历，特别是跟家中老人的交往也可能会导致对老年服务对象抱有特殊

的感情，出现反移情。这可能会表现为对老人特别不好，缺乏耐心和关怀，也可能表

现为对老人过度保护，想要“拯救”老人。社会工作者对此要特别注意。此外，长期

做有些服务对象的工作，如患老年痴呆症的服务对象的工作，可能会让人感到倦怠，

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社会工作者应当敏锐地体察自己的情绪状态，及早发现工

作耗竭的征兆，并采取减压措施。

【典型例题】

4.社会工作者小陈在福利院从事失智老人的服务工作，看到院内有些老年人的失

智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无论怎么努力都改善不了她们的状况，久而久之感到自己的

工作没有价值。上述情况表明，小陈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A.移情 B.缺少工作方法

C.工作倦怠 D.丧失价值信念

【中公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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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解析】长期做有些服务对象的工作，可能会让人感到倦怠，觉得自己的工

作没有价值。小陈在作出了诸多努力之后，老人失智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小陈开始

怀疑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是否有价值，是工作倦怠的表现。

【高频考点五】妇女社会工作——受虐妇女综合征

受虐妇女综合征：长期遭受婚姻暴力的妇女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称之为“受虐

妇女综合征”。其特征如下：

（1）低自尊，认为自己应该对施暴者的行为负责，有严重的罪恶感和心理压力，

并带有身心疾病，相信除了自己外没有人能够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2）暴力循环：婚姻暴力是有规律的，呈现出周期性循环发生的特征，分为愤怒

情绪积蓄期、爆发期、道歉、宁静、爱、喘息期等不同阶段，有时也被人们称作“螺

旋状”的暴力。每次暴力不仅有周期而且深度也相同。

（3）暴力正常化：长期和反复经受暴力的妇女，不是不愿反抗暴力，而是逐渐将

暴力行为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其正常化。她们被暴力控制了身心，否定自己的

能力，不相信自己能够摆脱暴力等。

【典型例题】

5.（多选）长期遭受婚姻暴力的妇女会认为自己应该对施暴者的行为负责，有严

重的罪恶感和心理压力。逐渐将暴力行为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否定自己的能力，

不相信自己能够摆脱暴力。导致遭受的婚姻暴力周期性发生。上述现象可概括为“受

虐妇女综合征”，其特征包含：

A.低自尊 B.以暴制暴

C.暴力循环 D.暴力转移

E.暴力正常化

【中公答案】ACE

【中公解析】受虐妇女综合征的特征包括：低自尊、暴力循环和暴力正常化。故

答案选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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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六】光荣院社会工作——服务对象需要

光荣院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需要。主要包括：婚姻家庭的需要。幸福美满的家庭

生活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标，孤老优抚对象对美好的婚姻家庭尤为向往，情感方面的需

求尤为强烈。健康维护的需要。老年期是疾病多发期，健康维护是孤老和生活不能自

理的优抚对象最为关注和渴望满足的需要。社会参与的需要。孤老优抚对象非常渴望

与他人交往，渴望获得亲情与温暧，渴望发挥自己的作用。社会尊重的需要。常年相

对封闭的院舍生活加深了一些孤老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优抚对象“被社会遗弃了”的感

觉，他们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尊敬、重视和赞赏。

【典型例题】

6.某光荣院中的伤残退役军人因行动不便，日常生活和活动仅局限于院内，感觉

生活单调、枯燥。为此，社会工作者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时常来探望他们，还请他

们外出为中小学师生作事迹报告。上述案例中，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了：

A.健康咨询 B.心理治疗 C.情绪辅导 D.社会支持

【中公答案】D

【中公解析】光荣院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需要主要包括：（1）健康维护的需要。

（2）婚姻家庭的需要。（3）社会参与的需要。孤老优抚对象非常渴望与他人交往，

渴望发挥自己的作用（4）社会尊重的需要。常年相对封闭的院舍加深了一些孤老优抚

对象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弃了”的感觉。他们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尊敬、重视和赞赏。

社工请这些伤残退役军人外出为中小学师生作事迹报告，加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故

选 D。

【高频考点七】社会救助社会工作——特困人员供养

国家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

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

的未成年人，给予特困人员供养。各地依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

456号）开展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属于特困人员供养范畴。特困人员供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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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提供基本生活条件；（2）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3）提供疾病治

疗；（4）办理丧葬事宜。特困人员供养采取在当地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或在家分散

供养两种形式，由特困供养人员自行选择。

【典型例题】

7.赵大爷年近七旬，生活在农村。几年前赵大爷的独子因交通意外身亡，老伴受

不了打击也去世了。目前赵大爷无亲无故，以拾荒为生。社会工作者老宋计划协助赵

大爷申请救助。下列救助类别中，最能帮助赵大爷解决生活困难的是：

A.最低生活保障 B.特困人员供养

C.就业救助 D.临时救助

【中公答案】B

【中公解析】国家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

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

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给与特困人员供养。赵大爷年近七旬，无亲无故，符合特困

人员供养。

【高频考点八】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学龄子女家庭阶段

根据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面临的任务，可以把家庭生命周期分为 8个阶段：

家庭组成阶段、学前子女家庭阶段、学龄子女家庭阶段、青少年家庭阶段、子女独立

家庭阶段、家庭调整阶段、中年夫妇家庭阶段以及老年人家庭阶段。每个阶段家庭成

员面临的任务和要求是不同的。

学龄子女家庭阶段的任务和要求：

（1）培养子女的独立性

（2）对学校等新机构和新社会成员保持开放的态度

（3）接纳家庭角色的变化。

【典型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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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多选）小丽开始上小学了，父母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小丽妈妈每天早

上需要早起，负责送小丽上学；小丽爸爸每天下午需要准时下班，接小丽回家。根据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小丽父母在此阶段需要承担的新的任务包括：

A.调整夫妻角色 B.规范夫妻角色分工

C.接纳家庭角色的变化 D.培养小丽的独立性

E.关注小丽所在学校的要求

【中公答案】CDE

【中公解析】在学龄家庭阶段，家庭需要承担的任务包括：（1）培养子女的独立

性；（2）对学校等新机构和新社会成员保持开放的态度；（3）接纳家庭角色的变化。

第三章 高分指南

一、考试科目

根据《考试大纲》规定，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科目共有两科：《社会工

作综合能力（初级）》、《社会工作实务（初级）》。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共 9章内容，具体可分为 3部分。第一部分是第

1〜3章，是社会工作基本概述，讲述社会工作的目标、对象及领域，社会工作价值观

与专业伦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等内容。此部分主要学习社会工作基本概念、发展

历史、特点、目标、功能、要素、领域、专业价值观、专业伦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

境的关系、人类生理和心理发展阶段等基础知识。第二部分是第 4〜8章，主要介绍社

会工作直接和间接工作方法，直接工作方法包括个案工作方法、小组工作方法和社区

工作方法；间接工作方法包括社会工作行政和社会工作研究。教材重点介绍了各种方

法的概念、工作模式、通用过程、各阶段工作重点和工作技巧等，这些都值得考生认

真复习领会。第三部分是最后一章“社会政策与法规”。该章在中级考试中成为独立

的一科，在初级考试中被归入社会工作综合能力考査范围。本章简单介绍了社会工作

开展服务的法规政策依据，包括特定人群（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等）和

特定领域（婚姻家庭、社会救助、劳动就业和医疗保障等）政策法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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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务（初级）》共 14章内容，可分为 3部分。第一部分是第 1章，主

要讲述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接案—预估—计划—介人—评估—结案）。此部分

是该科考试的基础，也是贯穿该科考试的主线，需要考生尤其注意该章内容的识记和

理解。第二部是第 2~8章，讲述特定对象的社会工作实务，包括儿童、青少年、老年

人、妇女、残疾人、矫正对象和优抚安置对象等。该部分重点介绍不同服务对象群体

的特点和对其工作的内容、方法，尤其注重结合不同的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模式来

解决特定人群的问题。第三部分是第 9~14章，主要介绍特定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

包括社会救助、家庭、学校、社区、医务和企业 5个方面。每个特定领域的社会工作

服务都有其特点，需要考生理解不同领域的工作范围、特定内容，研习各领域的工作

方法。

二、考试题型

根据《考试大纲》中考试说明的规定，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的题型均以

客观题（选择题）的形式出现，而且题量和题型都是一样的，共 80题，其中单项选择

题 60道，多项选择题 20道。

单选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个最符合题意。

多选题：每题的备选项中，有 2个或 2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 1个选项。错选

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毎个选项得 0.5分。

三、高分方法

（1）了解考情

复习初期，建议大家简单了解一下考情和高频考点，以便考生对容易出题的考点

有大概的概念。了解了这些内容以后就要回归教材。教材包含了命题范围和答案规范，

考生想获得高分就要用教材中的观点和总结去回答考试中的问题。最后阶段复习，考

生要在教材具体内容上标记重难点，反复记忆。要得到高的分数，考生还要学会总结，

最后复习阶段，对于教材考点的总结尤为重要，考生可以参考已划定的重难点，做出

符合自己情况的重难点总结。

（2）查缺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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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一阶段的了解和基础知识的积累之后，中公教育老师建议考生从真题入手

进行大量练习。因为这些题目的设计非常科学，对大纲的把握也最为精准。通过真题

练习，对练习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形成自己的答题思路并找

到适用自己的方法，也可以查漏补缺，尤其是自己的弱项要进行重点突破、反复练习，

重点是注意提高答题速度和准确率。

（3）大量模拟

经过前面两个阶段的准备，已经具备了社会工作考试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下一阶

段的重点是通过大量的模拟考试提升心理素质和考场应变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在模

拟考试中，必须严格按照考试时间来答题，以便答题能力全面提高。在复习备考阶段，

考生必须有针对性的做一些仿真模拟题，在练习中找考点更容易记忆。另外练习中可

以发现自身的薄弱环节，更加有针对性的提高，要学会能够举一反三。

（4）整体回顾

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要有整体观，需要对模拟考试中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和改正，

对基本知识做复习和回顾。在整体回顾这一阶段也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提高答题的准

确率，对于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最好优先考虑。

（5）技巧事项

考生要注意，多项选择题，错选不得分，少选，所选每个选项得 0.5分。切勿小

看每个选项累计的分数，没有把握的最好不选。

最后，中公教育老师提醒考生要注意，初级社会工作师考试都是选择题，很多考

生就放松了记忆。其实客观题也需要记忆，只有理解并且准确记住常考知识点才能在

选择的时候节省时间，提高准确性。希望各位考生以好的心态对待考试，最后，中公

教育老师祝大家考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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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公 寄 语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那你就应该

静下心来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

那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梦想，不是浮躁，而是沉

淀与积累，只有拼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机会永远是留给最渴望的那个人，学会与内心深处

的你对话，问问自己，想要怎么样的人生，静心学

习，耐心沉淀，送给自己，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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