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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会工作在线课程资源索引（第一版）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对高校正常开学和课堂教学造成的影响，日

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

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实现“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 

为了协助全国社会工作教师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实施方案，提高教学

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对国内现有社会工作相关的在线课程加以梳理，以期

为广大教师提供便利。 

以下内容基本源自教育部提供的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本索引仅对现有课程

资源进行梳理，课程内容与质量由各位授课教师自行甄别。亦期待有更多社会工

作教师能够投入在线课程建设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工作教学方式与教学

质量贡献己力。 

本指引可在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

育协会的官网下载。 

 

 

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20年 2月 7日 

 

附件下载地址：http://www.caswe.org.cn/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本索引难免有误。有任何课程更新信息，敬请联络（shenlisw@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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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专业基础类课程 

 

一、社会工作概论 

1. 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孙唐水（南京邮电大学） 

课程简介：主要介绍社会工作的概念、内涵、功能，社会工作的起源与发展，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理论体系，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与个各法的一般过程及

基本模式，社会工作实务的一般过程以及社会工作在基于人群为服务对象的各

领域的具体应用。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 

 

2. 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吴同、韩晓燕（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一门学科基础课程，课程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注重突出

社会工作作为学科基础课程的学理性和实务性、学科性和研究性、国际性与本

土化的统一，能够帮助学生很好地把握社会工作的主要理论、六大专业方法以

及实务操作技巧。 

 

3. 社会工作概论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孙迎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社会工作是指社会(政府和群众团体)以物质、精神和服务等方式对那

些因外部、自身和结构性原因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个人与

群体提供帮助，使他们恢复社会生活能力，改善社会互动关系，提高社会生活质

量，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社区工作概论主要介绍社会工作发展、

社会工作价值、社会工作理论及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社会个案工作、社会群体工

作及社区工作。针对不同的工作对象，还将具体学习老年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206649808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ECNU-1002860004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1hzdaiwnjltoquq1ovp5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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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残疾人社会工作、医疗社会工作、工业社会工作、矫治社会工作、扶贫社会

工作和社区福利服务。 

 

4. 社会工作导论 

课程来源：优课联盟 

主讲教师：李晓凤（深圳大学） 

课程简介：  社会工作是一门助人自助的专业，透过微观宏观视角、直接间接方

法、理论实务整合，在公平正义的理念下，依据优势、系统观点及社会改良，

协助服务对象拥有资源，以突破个人、社会困境，促使其生活更美好。本课程

是指导学生认识社会工作专业、规划未来职业发展的导论性课程。 

 

5.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初级 

课程来源：优学院 

主讲教师：余晶、张潇颖（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社会工作能力的指南，包括社会工作的目标、社会工作价值

关与专业伦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个案工作方法、小组工作、社会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研究和社会政策与法规等内容，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入门

课程。同时按照《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大纲》的要求，本教材是必考科目。

本微课最大程度保留考证所需重点，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让更多对社会工作专业

感兴趣的学员能够认识社工、了解社工并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二、心理学概论 

1. 心理学导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曾维希、李媛、崔茜、张琴（电子科技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将以精要简约的课时为你勾勒出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框架，助你

了解人类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动机过程和心理发展的历程，以及人格心理学

与社会心理学等知识范畴。希望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你能学会运用科学的心理

学观点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和积极应变，做一个幸福的进取者。 

http://www.uooc.net.cn/course/881738241
https://www.ulearning.cn/ulearning_web/web!courseDetail.do?courseID=3788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UESTC-10030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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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学概论 

课程来源：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彭凯平（清华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心理学基础导论课，以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和最新实证研究为

蓝本，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介绍科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领域

和研究进展。 

 

3. 心理学概论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刘美丹 （东北农业大学） 

课程简介：本门课程将带领你走进心理学的前生今世，从历史发展到现代应用。

依托人的生理基础产生的纷繁复杂的心理现象，引导着你去认识自己，了解他人，

应对环境，调整身心……这一切就组成了我们人类的世界，精彩纷呈，妙趣横生。 

 

三、社会学概论 

1. 社会学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杨建科、童梅、彭瑾、陈皆明、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学概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课程，更是学习和了解社会学理论

与方法的重要引介。本课程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学习窗口，把最贴近现实生活的日

常现象与社会学的理论内涵联系起来，将科普性与学理性、时代化与生活化内嵌

于课程的讲授中，深入解读社会学与生活的本质关系，从不同角度诠释社会学的

时代内涵，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和运用社会学的理论知识。 

 

2. 社会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黄建新（福建农林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讲授基本知识和核心概念，包括社会化与社会角色、社会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THU07111000416/1516445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102121873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001596004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AFU-1002769008


7 

互动、社会群体；讲授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讲授现代社会社会组织、社区与城

市化；社会如何分层与流动；讲授社会问题如何控制。本课程将各章知识进行分

类重组，精心设计各种生动形象的案例，贯穿于各个知识点，优化智慧教学设计，

引导学生更有条理地进行知识建构，实现社会学知识获取的“零存整取”。 

 

3. 社会学概论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嵇雷（湖北经济学院） 

课程简介：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获得社会学理论知识，加深对社

会现象的新认识，而且可以掌握许多分析与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理论和方法，从

而丰富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为我们科学认识个人、社会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奠

定良好的基础。 

 

4.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课程来源：超星尔雅 

主讲教师：郭于华、晋军（清华大学） 

课程简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都能体验到这个社会的阴晴冷暖。各种社会问

题会不断影响着人们。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身边的世界，认识我们自身和

我们的同类，并找到与之相处相知、共存共荣之道。本课程将详细讲解社会学

的基础内容，并深入剖析中国社会现存的问题与出路。同时，也会通过严谨的

分析和丰富的知识带您从社会学的角度探寻我们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5. 社会学概论 

课程来源：智慧树 

主讲教师：李梅娟、马晓辉、张西勇、刘子平（聊城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学概论可以帮我们打开分析社会生活的窗口，让我们更加清楚的

认识，我们周遭的社会及所属的群体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的。 

 

6. 社会学概论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4617655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0047356.html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2468#teachTeam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20074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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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袁小平（南昌大学） 

课程简介：无 

 

7. 生活中的社会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杨建科、童梅、彭瑾、陈皆明、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 

课程简介：从理解现实生活出发，提供社会学视角的独特分析，用富有时效的

故事和案例解析概念和理论，通过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比较，揭示中国社会的

运作逻辑。 

 

8. 生活中的社会学 

课程来源：智慧树 

主讲教师：杨建科、童梅、彭瑾、孙晓东（西安交通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学的本质是超越个人视野，用群体性与文化的视角看待社会现象。

因为文化的整合，个人才能构成社会，因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才得以长存。

基于个体生活的体验是零散的、模糊的，碎片化的，而超越个体，以群体和文化

的视角看世界，我们就更能正确把握社会运行的真相。同样，社会学也用文化和

群体性思维分析社会问题。如果说医学是研究人体结构，解除人体疾病的学科，

那么，社会学就是认知社会结构，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也就是说，医学为人问

诊把脉，消除病痛，而社会学则致力于分析社会结构，例如社会的阶层结构，职

业结构，收入结构，人口结构等，进而为医治社会疾病开出一味良药。寒门还能

否出贵子？医患之间相爱相杀为那般？剩男剩女能否牵手以结秦晋之好？以上

这些社会问题产生是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又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开出了什么药方？

请同学们跟我走进《生活中的社会学》，开启认知社会，提升智慧的奇妙之旅。 

 

9. 生活中的社会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林姝敏(福建农林大学)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003368017#/info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5350#teachTeam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AFU-1003349001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200820623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2008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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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本课程的内容主题选取基于社会学经典教材，郑杭生编著的《社会学

概论》，在社会学理论主题的基础上做全新的设计，第一章 社会学的想象力对

应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理论内容；第二章 饮食男女皆文化

对应文化的结构与功能等理论内容；第三章 人生如戏，你是哪个角色？对应人

的社会化、社会角色失调等理论内容；第四章 社会互动学问大对应社会互动理

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内容；第五章 群体聚散的来龙去脉对应社会群体、群体

极化等理论；第六章 谈婚论嫁说家庭对应家庭婚姻等理论内容。 

 

10. 生活中的社会学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陈云（中南民族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生活中的社会学》是从社会学专业本科通时必修课《社会学

概论》改编而来。《社会学概论》是社会学专业的入门课程，主要是介绍社会学

的学科性质、学科内容和研究主题，课程内容丰富、视角独特，其中的很多理论

观点对于现实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社会心理学概论 

1. 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冯跃（首都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研究影响人思想、感觉和行为的社

会情境的力量。帮助学习者扩大人生视野，增强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理解个人

与社会间相互性作用的内在机理，掌握社会心理调查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通

过模块式知识体系的学习，辅助课后训练与研讨，培育自我探究意识，提升社会

探究能力。 

 

2. 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童梅、王渭玲、王瑜萍、钱玉燕、 倪晓莉（西安交通大学）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204285519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NU-120645982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205921805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942915161319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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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社会心理学就是研究社会情境如何影响个体和群体的思想与行为的

科学，它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社会认

知，攻击行为、利他行为、态度理论、偏见、从众、说服、人际吸引和群体影响

等。 

 

3. 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周晶晶、李艳红、陆潭晟、周长青（南京邮电大学） 

课程简介： 在课程教学设计上，本课程秉承“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社会心理学问

题为导向”的教学理念，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案例教学、实验教学，以视

频、游戏、社会新闻等内容为载体，充分调动慕课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

课程内容的设计上，本课程有效体现趣味性、理论性以及创造性的特点，一方面

涵盖学科专属的核心内容，并结合单元测验进行知识巩固；另一方面通过讨论、

单元作业等方式，引入社会热门话题，提高慕课学习者理性认识、客观分析社会

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能力。 

 

4. 看不见的影响力：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程玲、顾永红、陈琦、向德平（华中师范大学 ） 

课程简介： 在课程教学设计上，本课程秉承“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社会心理学问

题为导向”的教学理念，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案例教学、实验教学，以视

频、游戏、社会新闻等内容为载体，充分调动慕课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

课程内容的设计上，本课程有效体现趣味性、理论性以及创造性的特点，一方面

涵盖学科专属的核心内容，并结合单元测验进行知识巩固；另一方面通过讨论、

单元作业等方式，引入社会热门话题，提高慕课学习者理性认识、客观分析社会

心理和社会行为的能力。 

 

5. 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44943816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CNU-120593580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6646712185613782
https://www.icourse163.org/u/788512915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779582983559082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7970431112585221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CCNU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6655#tea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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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杨保国、高月芳、李尚儒、司申丽（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应用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是一门

应用性很强的课程；《社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主要分支学科，越来越得到社会

的重视；目前，高职院校《社会心理学》开设较少，但学生学习意愿强烈。欢迎

同学们选修本课程！ 

 

6. 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赵维燕、李文福、李青青、段熙明、李妮娜（济宁医学院） 

课程简介：认识自我 了解他人 诠释社会 解读生活。 

 

7. 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张庆、王雯雯、陈晨、于凤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课程简介：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研究个体和群体在社会相互作用

中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及变化规律。社会心理学在个体水平和社会群体水平上对人

际关系进行探讨。在个体水平上进行研究的内容有：个体社会化过程，交往，言

语发展,伙伴，家庭和居住环境及学校对个人的影响等。在社会群体水平上进行

研究的内容有：群体交往结构、群体规范,态度、种族偏见攻击行为、风俗习惯

和文化等。 

 

8.社会心理学 

课程来源：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平台 

主讲教师：李强、管健、乐国安、汪新建、周一骑、李磊（南开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研究个体和群体在社会相互作用

中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及变化规律。社会心理学在个体水平和社会群体水平上对人

际关系进行探讨。在个体水平上进行研究的内容有：个体社会化过程，交往，言

语发展,伙伴，家庭和居住环境及学校对个人的影响等。在社会群体水平上进行

研究的内容有：群体交往结构、群体规范,态度、种族偏见攻击行为、风俗习惯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52187#teachTeam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54779#teachTeam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120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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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等。 

 

9. 社会心理学与生活 

课程来源：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 

主讲教师：许志红（浙江传媒学院）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个体社会心理、群体心理社会心理两个层面，讲解个体、群

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并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阐述社会心理学的基本

原理。课程共有九个专题，从个体的社会化、社会认知与认同、态度改变、社会

行为、人际关系与亲密关系、群体心理与行为、社会影响与相符行为等多角度提

升学生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学会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社会现象，解

决现实问题。 本课程主要采取网络视频课程的教学方式，同时结合课堂教学，

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课前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知识内化和课后日常习

惯养成”三个环节，实现学习结构和方式的新改变。选课学生需要在“浙江省高

等学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注册学习。 

 

五、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或：发展心理学、人类发展） 

1.发展心理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 苏彦捷（北京大学） 

课程简介： 发展心理学是关于人类个体从生命的孕育到生命的结束这一毕生过

程中心理发展基本规律的学科。课程以随年龄的心理发展为主线，介绍了体能大

脑、运动动作、认知、言语、社会性和个性等发展的过程及相互关系，有助于学

生深入理解发展心理学重要理论、主要研究思路和典型研究范式，构建学科整体

知识体系。 

 

2. 发展心理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优学院 

主讲教师： 张春妹、赵俊华、张文娟、姜兆萍、钟年 （武汉大学） 

课程简介： 关于人生发展、关于为人父母等，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诸多疑惑。本

http://zjedu.moocollege.com/course/detail/5000213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PKU-1206624828
https://www.icourse163.org/u/5160426387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PK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100292302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241726672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6050856247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680253733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386039407313301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841355214776457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W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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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以横剖面为线索，深入揭示个体在生理、认知、个性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具体

发展规律，在经典的理论学习、最新进展介绍、现实生活分析中，让你既有理论

深度，又贴近现实，具有矛盾发展意识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一个毕生不断发展的

有心人。 

 

3. 心理发展与个体成长——发展心理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任金杰、李飞、柳世玉（ 通化师范学院 ） 

课程简介： 《心理发展与个体成长——发展心理学》课程以年龄阶段作为主线，

完整揭示了个体从受精卵到出生、成熟，直至衰老的生命全程中各个年龄阶段的

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它将帮助你了解心理发展与个成长的奥秘，使你更从容地

应对生命的挑战,更好地完成各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引导你成为更好的自

己、更好的子女、更好的父母。 

 

4. 发展心理学 

课程来源：优课联盟 

主讲教师：李晓东（深圳大学 ） 

课程简介：发展心理学是面向所有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课程。发展心理学是

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兼具基础性与应用性。本课程以年龄为主线，从生理、认知

和人格与社会性三个方面介绍婴儿、幼儿、学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发展特点。

本课程共包括八章内容，第一章让你了解发展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与方法；第二章

带你欣赏皮亚杰、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班杜拉等心理学大师的思想精髓；第三

章让你知晓怎样才能生育健康的新生儿；第四章让你掌握婴儿动作与语言发展的

里程碑，明白母婴依恋的性质对儿童成长的意义；第五章让你明白游戏是儿童的

天性与权利，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长大后发展会更好；第六章教你做智慧型父母；

第七章让你理解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所经历的困惑与冲突。第八章与你讨论如何建

立幸福的婚姻与家庭、怎样平衡工作与生活，以期度过充实而完美的人生。 

 

5. 发展心理学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HNU-100293900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493980032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643233660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81183378749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THNU
http://www.uooc.net.cn/course/1699524949
http://www.ehuixue.cn/index/Orgclist/course?cid=3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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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来源：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平台（e会学） 

主讲教师：陈庆华（合肥师范学院） 

课程简介：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发展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

识，系统掌握个体毕生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和相关发展规律，能够熟练应用发展

心理学的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为学生具备心理测评、心理教育、

心理咨询等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以期为学生培养良好的专业胜任力。本课程除

了适用于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外，还可适用于教育学、小学教育等其他相关

专业的大学生、以及对发展心理学知识有着浓厚学习兴趣与热切学习需求的其他

学习者。 

 

六、社会问题 

1. 中国社会问题与当代大学生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 郑佳然（北京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面向本科学生或对社会现象感兴趣的青年学生开设的一门

通识课程。课程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在课程专题设置与内容选择

等各个环节均融入学生参与的环节，并特别设置社会实践环节，使学生能够真正

在“做”中“学”；此外，课程强调“价值引领”，通过对社会热点的剖析力求

在价值观方面对学生进行必要引导，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问题观”，

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社会生活。课程以专题形式开设，主要内容包括：老年社

会问题、女性社会问题、青少年社会问题、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自杀问题、网络社

会问题等贴近青年人生活的专题。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类课程 

 

一、社会工作研究方法 

1. 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 

http://www.ehuixue.cn/index/school/teacherview?uid=243405
http://www.ehuixue.cn/index/school/school?oid=30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IT-120667784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39220711803070527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BIT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PKU-1002531002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6602#tea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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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网；华文慕课 

主讲教师：邱泽奇 （北京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首先，是一套观察社会现象、测量社会现象的

工具；其次，是一套分析和运用社会现象数据的科学方法；最高境界，则是一套

针对社会、经济、教育、政治、法律、管理、公共卫生、新闻报道等人类的生产

与生活现象，进行科学沟通的思维逻辑与表达方式。 

 

2. 社会调查与统计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董海军（中南大学） 

课程简介：本门课程《社会调查与统计》课程围绕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过程展开，

包括导论、选择调查课题、调查设计、问卷设计、抽样、定量资料收集、定量资

料的处理、定性资料收集与分析、统计基础知识、单变量和多变量统计分析、多

变量统计分析、报告撰写共十二个章节，使学习者了解社会调查与统计的基本理

论，形成对社会调查研究原理的初步认识，熟悉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过程，掌握

研究设计、抽样、测量、问卷制作、资料收集、统计分析等基本方法，最后能够

成功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为学习者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方法基

础。 

 

3.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卢小君（大连理工大学 ） 

课程简介：《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课程结构主要围绕社会调查过程展开，包括

社会调查概述、选择调查课题、调查设计、抽样、测量、问卷设计、资料收集与

资料整理、单变量分析、双变量分析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共十个章节，将社会调查

方法的基本概念、主要原理和实际操作过程紧密结合。同时贯穿课程的理论讲授，

设置“实验”和“实训”环节，并辅以案例分析和拓展阅读等内容，使课程教学

理论学习与实践演练兼顾。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16341748421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PK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SU-120717280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397791084545955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CS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UT-1002083018
https://www.icourse163.org/u/4628197091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D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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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研究方法 

课程来源：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刘志林（清华大学） 

课程简介：每个人是生活的观察者，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的研究者。本课程将

告诉你如何设计与实施一项社会研究，老师将结合多年教学与研究经验，介绍社

会研究的基本过程、方法与技巧，更重要的是分享社会研究的科学精神。 

 

5.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牛喜霞、陈静、李德营（山东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所运用的项目化和混合式对分教学方法已受邀在高校进行了十

多次交流分享。团队负责人牛喜霞教授担任山东省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山东高校专业宣讲团专家、山东省社会学学会社会学方法专委会副主任，

陈静博士为山东省社会学学会社会学方法专委会理事。团队成员多次获校教学质

量奖和教学优秀奖,是一个经验丰富、综合素质高、教育理念先进，深受学生喜

爱的团队。 

 

6.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杜婷婷、韩晶、刘慧、房亚玥、赵抗抗、王婷婷（山东管理学院） 

课程简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工具，更是学生去了解社会、

研究社会的一扇窗户。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教学目的，在课程

设计过程中，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培养方案和教学

方案；以“突出应用性”为特征，构建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将教学主体从

“教”转移到“学”，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通过视频教学、小组讨论、弹题

互动等教学方法，使学生能够将理论融入实践，在未来就业时能够顺利的完成知

识嫁接，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 

 

7.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THU03031000666/1515443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6271#teachTeam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2818#teachTeam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mkubaagnvjxlplpobqg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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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李良进、李良进（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实用、操作性强，学会社会调查三大核心技术：抽样、问卷设计、统

计分析。培养严谨求实、勤奋探究的职业素养。 

 

8. 社会研究方法 

课程来源：优学院 

主讲教师：胡仕勇、徐向丹、余艳萍（武汉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科必修的实习，是社会工作学生

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技术等知识，结合社会工作理论，独立展开研

究实践环节。通过社会调查研究实践环节，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践结合，

能独立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资料收集工作以及数据分析工作，掌握需求评估的

各项技术要求。 

 

二、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比较 

1.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比较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 秦金亮（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 

课程简介：引导学生初步掌握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异同，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区

别。 

 

 

三、质性研究方法 

1. 定性研究方法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 连宏萍（北京师范大学 ） 

课程简介：本门课程将探讨定性研究理论问题，培养定性研究实践能力，塑造定

性研究思维方式。学习本门课程，将解决如下问题：定性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方

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什么关系？如何应用定性研究方法开展一项具体的

https://www.ulearning.cn/ulearning_web/web!courseDetail.do?courseID=8602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search/search.html?keyvalue=%E9%87%8F%E5%8C%96%E7%A0%94%E7%A9%B6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003403003
https://www.icourse163.org/u/6803910384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B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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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 

 

2. 质性研究方法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 林小英（北京大学 ） 

课程简介：本课程旨在介绍质的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在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动手操作,对这一研究方法及其所基于的理论基础和思维

方式获得比较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并能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操作方

法,独立开展初步的研究工作。同时，通过这个课程,学生应该能够同时对社会科

学研究的思考和评判能力有所提高,养成更为严谨的研究态度,认真细致地从事

研究工作。 

3. 教育质性研究：理论与实践 

课程来源：重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主讲教师： 李玲（西南大学 ） 

课程简介：本课程强调从知识理论与实践操作两个层面深入探讨质性研究方法，

侧重于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将质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实际教育问题的研

究与解决，让学生在课本中学、在拓展阅读材料中学、在田野中学、在行动中学、

在自主性的深入思考中学，从而切实地理解和掌握该研究方法。 

 

四、论文写作 

1. 科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 卢宝荣（复旦大学 ） 

课程简介：掌握科学研究方法、论文写作技巧以及了解论文发表的过程，是每一

个科研工作者（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必不可少的训练过程和必备的基本能力，

对于科研工作者学术生涯和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课程将通过上篇（科学研究

方法）、中篇（学术论文写作方法）和下篇（学术论文投稿与发表）共三个课程

模块，讲授如何进行规范的科学研究、如何撰写和凝练学术论文以及如何发表学

术论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你将完整和系统地了解从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到论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PKU-100253500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16590287049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PKU
http://www.cqooc.net/course/online/detail?id=94761613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PK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UDAN-120636280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98934104087619154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FU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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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发表的全过程，并且掌握正确的方法。本课程的特色与亮点是以“科学假设为

驱动的研究方法”为主导，将科学研究、论文写作和论文发表，系统总结为三个

课程模块，并凝练成为科学发现和传播“三驾马车”的知识网体系，每一驾马车

包含的知识都相互联系而且同等重要。 

 

2. 文献检索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吉久明（华东理工大学 ）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设计基于以下理念：当今社会的人已经离不开信息，应该掌

握科学有效的信息问题解决方案、了解相关领域常用检索工具及其操作方法，并

精通各种检索技巧。除检索工具收录的文献有所侧重外，不同领域的人所需要的

文献检索及利用技巧没有显著差别、解决不同信息问题的方案逻辑基本一致、文

献管理与分析工具的原理基本类似。提高文献检索与利用能力的捷径就是常检索

文献、善于分析并利用文献。因此，主要介绍综合性检索工具，辅以部分领域的

专门性检索工具，以及代表性的文献管理工具及文献分析工具、课题研究入门及

专利规避入门，以利于学习者举一反三。 

 

3. 信息素养：开启学术研究之门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张倩苇、尹睿、水玲玲（华南师范大学 ） 

课程简介：《信息素养》以提升学习者的学术研究能力为核心目标。通过理论讲

授和实践演练，引导学习者学会确定研究选题，灵活利用信息资源、学术搜索引

擎和专业数据库搜集文献信息，使用文献管理软件对文献信息进行整理加工，学

会文献综述的写作和论文发表的方法，从而形成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掌握科学

的学术研究规范，树立良好的学术诚信意识，为学术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4. 做好研究，写好论文——掌握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李孜（重庆工商大学）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ECUST-100257500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17554258463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ECUST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cnu-100291901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183118631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6217994090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6210392747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scnu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590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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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做好研究，写好论文——掌握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一门强调从

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开展社会调查或学术研究的一门重要的、

基础性的方法论课程。坦率地说，高校本科生普遍缺乏一种科学认识社会、分析

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解释和预测社会发展变化的方法技巧，这也间接影响了大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本课程拟通过教师团队长期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经验的积

累，突出实用性，向学生介绍社会研究的特征、基本原理、程序、具体方法和技

术，并通过的大量的社会研究案例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掌握并融会贯通应用方法体系中的理论研究视角、中观研究方式和微观的具体方

法技术。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善于发现问题和意义选题、科学设计研究方案、

明确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处理、分析方法，并成功撰写研究报告。课程学习能

够为学生毕业论文撰写和社会实践实习打下坚实的方法学基础。 

 

5. 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规范 

课程来源：优学院 

主讲教师：李顺梅、程芳、韩永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课程简介：课程系统地介绍了如何进行论文选题和文献调研，如何检索文献和获

取文献，以及如何管理和筛选文献，如何评价和分析文献，并且在遵守学术规范

的前提下合理合法利用文献，培养学术思维，撰写学术论文，解决现实问题。 

在研究生培养目标中，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本学科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分析能

力、实践能力，也对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五、社会统计（SPSS） 

1. 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陈耀辉、王芳、王庚、韩中、张艳芳、黄莉芳（南京财经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运用统计数量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紧密结合社会经济实

践，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规律的一门方法论科学。

该课程首先对统计学的概念进行了描述,并介绍了统计学的发展简史、统计学的

内容,以及统计学的应用领域；其次介绍了统计学的基本问题，包括数据的类型、

https://www.ulearning.cn/ulearning_web/web!courseDetail.do?courseID=11097
https://www.ulearning.cn/ulearning_web/web!courseDetail.do?courseID=11097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E-100175203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3299647865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9871644968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330010687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9517183635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98782681355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39967455732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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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常用术语、统计指标与统计指标体系、统计计算工具；再次介绍了描述

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包括统计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统计表与统计图、集中趋势的

描述、离散程度的描述、分布偏态与峰度的测度、指数体系与因素分析、几种常

用的经济指数以及综合评价指数等；最后介绍了推断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参

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在讲述理论

知识与计算方法的同时，密切结合当前常用的 Excel、SPSS等数据分析软件进行

实际操作演示，旨在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真正达到学以至用的目的，并在

最后的综合测评中予以体现。本大纲适用经济及管理类本科专业的所有学生。 

 

2. 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郭国峰、肖占峰、庞玉萍、左宇晓、何永涛、郭敬、杜文胜（ 郑州大

学 ） 

课程简介：统计学作为一门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的方法论科学。从统计数据的搜

集、数据的整理、数据的综合性度量，以抽样作为获取统计数据主流的方式，抽

样推断显得更加重要，从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样本量确定、抽样方式的选择，

到后期的相关和回归分析的引入，统计指数的编制，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等

内容，串联起了整个经济统计学的内容结构。通过学习统计学知识，学生应该掌

握基本统计分析方法和技能，能够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基本的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

分析，更好地认识和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这门课结合了统计软件的学习和案例分

析的引入，能够快速进入新知识点的学习。 

 

3. 教育统计与 SPSS应用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倪惠莲（浙江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教育统计学是运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一门应用科

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搜集、整理、分析由教育调查和教育实验等途径所获

得的数字资料，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科学推断，从而揭示蕴含在教育现象中的客

观规律。SPSS 是进行教育统计分析的重要工具软件。《教育统计与 SPSS 应用》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ZU-120719380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43959353158035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44310433852702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74291512852255617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7429530104329810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11977572092692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510302801845420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5168070242343282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ZZU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ZZ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NU-120659081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99311218263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ZJ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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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将从教育统计概述、SPSS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

分析、回归分析、卡方检验、项目分析、因子分析、信度分析以及图形统计分析

等方面对 SPSS 在教育统计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介绍。力图帮助学习者学习该课

程后能掌握各种教育统计的方法与技术；掌握用 SPSS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的基本

方法与技术；学习正确理解和解释各种统计分析结果。 

 

4. 心理统计与 SPSS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 孟迎芳（福建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在理论授课方面侧重统计思想、原理和方法，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及样例来描述统计公式的来源与原理，不拘泥于公式的数学证明，因此非常适

合初次接触统计学的学生。在内容上，主要偏重实验研究中较为常用的一些统计

方法，并通过研究实例和 SPSS 视频操作演示让学生逐步学会何分析数据并最终

得出研究结论，以利于学生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实际的研究领域中，应用性非常强。 

 

5. 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 刘定平、王一惠、李霞、李艳玲（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将从实际应用出发，阐述统计数据的收集方法、展示方法和利

用统计数据对实际问题分析的方法。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并能运用统

计基本方法和技术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并据此对问题做出正确的认

识，从而培养学生探索数据数量规律性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应用统计方法

为自己所学专业服务。 

 

6. 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学银在线；好大学在线 

主讲教师：单薇、方茂中、陶爱元、叶晓佳、俞昊东、吴佳（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 ） 

课程简介：统计学是一门提供数据信息的搜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JNU-120705780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920101443402497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FJN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EL-100179300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6666144562
https://www.icourse163.org/u/27103345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729302516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6947012231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HUEL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LIXIN-120651580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9252318982891083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88842760189559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51050549771749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72666932247085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1929098630958230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73574683458623013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LIXIN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L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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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课程。 参与本课程授课的全体教师，长期致力于统计教学和统计研究工作，

探索出一套适应于经管理类专业学生学习统计学的教学方法。本课程于 2010 年

获得上海市精品课程，2018年获上海市优质在线课程称号。 

 

7. 走进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丁帮俊（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走进统计学》是大学文科专业的通识基础课程，该课程以案例教学

为主，并利用 Excel进行数据分析。课程设计以科学性、实用性及趣味性为原则，

以探索数据背后的规律为目标，为适应大数据时代储备必要的基础知识。 

 

8. 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李金昌（浙江财经大学 ） 

课程简介：《统计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应用性广泛的方法类课程。

结合社会经济实践，顺应大数据分析需求，运用统计数量分析的理论、方法和大

数据分析技术，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数量的表现、关系和变化规律，使学生了解统

计思想，培养数据应用思维，学会用统计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分析和解决社会经

济问题。 

 

9. 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马立平、郭洪伟、任韬、吴慧珊、李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课程简介：统计学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方法论学科，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具

有重要的应用。统计学知识理论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一样必不可少，是现代

高级人才必备一种素质。希望同学们通过统计学的学习，能够掌握统计学的基本

理论，并能够熟练运用统计方法搜集、处理数据，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10. 有用的统计学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ECNU-1003540115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3378292973274324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ECN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UFE-100284400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0171012514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ZUFE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EB-120712480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294163988452352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476198038649484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7644858862404228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718088668700511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4675663219692509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CUEB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FE-100343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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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刘扬、马景义、关蓉、王会娟、潘蕊、王慧颖、王思洋、刘苗、刘玉

涛、李丰（中央财经大学 ） 

课程简介：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本课程有三个部分：数据收集；数据整理

和数据分析。在数据收集阶段，将介绍取得数据的各种调查方法，如何控制误差？

如何通过网络爬虫获取数据，等等。在数据整理阶段，讲授数据的整理方法，对

数据做分类和可视化。在数据分析阶段，我们将讲授统计学中最基础的估计和检

验，掌握生活中“平均”、“显著”等表述背后的“统计”含义。多元统计是数

据分析中很有用的方法，我们还将学习如何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 

 

11. 统计学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魏娟、吴先华、李琰、郭建平、姚天祥、张三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学生的主干课。设置在线课程

的目的在于形象化地培养学生有关统计知识方面的基本技能，以及应用统计方法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在线课程主要讲授每一个教学单元的重点和难

点，实体课程与之相结合，通过更多的案例、习题和讨论加深学生的印象，使其

真正掌握所学内容。 

 

12. 基于 R语言的社会统计分析 

课程来源：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罗昊（清华大学 ） 

课程简介：本课程将借助开放源统计软件 R语言所带来的强大功能，介绍探索数

据的必备技能。接着，我们将对抽样分布、估计以及假设检验等统计学核心理论

进行讲解。最后，我们将结合来自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实例，

对多元回归、逻辑斯蒂回归、多水平模型等高级统计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进

行探讨。 即使你以往的数学学习困难重重，也并不意味着你在这门课的学习中

将处于劣势。我们相信，逻辑思维的训练比计算能力更重要。课程结束，你将对

如何提炼纷繁数据中的有效信息有更好的感觉；别人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将不再是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281993587841767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231880101259197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798087591004524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798883325848559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422586647456663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422500975366217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7751707263412000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7884234310212987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411992362186503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411992362186503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4224988765707125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CUFE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UIST-100175421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0466424906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473298945700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6149507709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537875655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5377902964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6288682393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NUIST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THU07011000324/151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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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阅读禁区；你将学会如何作为统计学原理的消费者，将统计思维应用到自己

的研究中去。 

 

13. 应用统计学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陈钦（福建农林大学）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统计学的基本问题、图表描述、描述性统计量、参数

估计、假设检验、列联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八大模块的内容。课程设计基

于内容的科学性和方法的实用性，简化统计学各个章节的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

立足实践，确保课程内容通俗易懂。注重 EXCEL 和 SPSS 实操演练，结合例题合

理安排操作演示。要求学生既能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也能掌握 EXCEL 和

SPSS这两个常用的数据分析软件。 

 

14. 应用统计学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郭红卫（长沙学院） 

课程简介： 该课程以湖南省信息化教学改革项目《应用统计学》“名师空间课

堂”和校级优秀网络课程建设为基础，联合六所高校《统计学》专任教师共同

编写课程教材，共同拟定课程体系，系统地讲述了《应用统计学》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课程以案例导入，设置了一系列虚拟场景，并运用探究式教学方

法进行教学，分别介绍统计学概论、数据来源与整理、数据静态分析、数据动

态分析、季节分析、指数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与回归等应用统计

分析方法。该课程教学团队突出体现课程的应用性、层次性和趣味性，坚持体

系的完整性，注重传统与创新的统一及统计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便于

授课与学习者自主学习使用。 

 

15. 妙趣横生统计学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郑卫军（浙江中医药大学）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5917813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4644650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443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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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妙趣横生统计学》特点在于采用通俗化、趣味性的内容设计和授课

方式、短视频的慕课教学模式，推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全课程一共分为 8章，分别是统计学是虐待学吗、基本统计思维方法、统计描述

方法、正态分布、统计推断原理、常用假设检验方法、相关与回归方法、统计方

法应用指南。全篇一共 51讲，每讲 8-13分钟不等，此外还配套包括部分软件操

作视频 

 

16. 轻松学统计 

课程来源：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平台 

主讲教师：罗良清（江西财经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将系统地介绍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及其实际应用。课

程内容设置去繁就简，以生动的生活场景动画案例作为开篇导入，主要内容讲述

中引用的例子也紧贴生活，增强了课程的趣味性和现实感，使学生可以在轻松有

趣的氛围下完成该学习。通过学习，不仅能够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统计思想，培养

学生学习统计的兴趣，而且能够一定程度地提高学生掌握基本统计方法和应用统

计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为后续进一步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 

 

17. 社会统计学 

课程来源：优学院 

主讲教师：徐向丹、张峻豪、胡仕勇、陈满堂（武汉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统计学是社会学主干课之一，与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结合起来，

完整的介绍了当代社会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研究处理技术，社会统计学则侧重

介绍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推论的处理技术。从事社会工作研究理论和实践

的人都有必要掌握社会统计学这门有用的工具。 

 

18. 统计学 

课程来源：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平台（e会学） 

主讲教师：余晓美   滁州学院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0001825.html
https://www.ulearning.cn/ulearning_web/web!courseDetail.do?courseID=8251
http://www.ehuixue.cn/index/Orgclist/course?cid=31712
http://www.ehuixue.cn/index/school/teacherview?uid=497674
http://www.ehuixue.cn/index/school/school?oi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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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统计学是以“数据信息”为核心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如何搜集、整理、

反映事物总体数字的信息资料，并以此为依据，对总体特征进行推断的原理和方

法。该课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统计学概述，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显示，

数据分布特征的描述，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统计指数的编制，抽样推断，假设

检验与方差分析等内容。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基本统计思想，

提高学生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规律的能力。 

 

六、循证社会工作 

1. 循证社会科学 

课程来源：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讲教师：拜争刚 童峰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循证社会工作为例，系统介绍了循证社会科学的起源、发展

和现状，以及循证社会工作的概念、方法和运用。其中方法包含：证据分级与推

荐、干预研究开展、系统评价撰写、质量评价撰写以及中英文数据库检索；循证

社会工作的实践与运用包含：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简介、循证社会

工作决策以及定性证据合成在项目开发中的应用。 

 

2. 循证社会工作概述 

课程来源：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讲教师：齐铱 何雪松 拜争刚 童峰 

课程简介：循证社会工作（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即社会工作的循证实

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是以证据为本、实践研究为

其研究方式的一门科学。在如今社工不被重视、资助少的挑战之下，其不断挖掘

拥有自己专业属性的原创性理论、与交叉学科合作、推动理论整合与学科对话的

综合等来把握社工当今的机遇。此外课程还讲述了发表国际同行刊物的方法、写

作时的技巧以及期刊评审后的应对；最后以项目评估研究提出了社会工作应有的

精神。 

 

3. 系统评价方法学 

http://www.smartsowo.com/application/video/course/7/detail
http://www.smartsowo.com/application/video/course/5/detail
http://www.smartsowo.com/application/video/course/3/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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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来源：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讲教师：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团队 

课程简介：本课程系统介绍循证实践科学的理念、发展、现状；Campbell系统评

价的撰写方法，包括定量研究系统评价、Meta分析选题、系统评价在不同领域决

策和项目评估方面的应用等内容，从而提升中国循证社会科学与循证社会工作研

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此课程还讲述了信息提取步骤，中文数据库 CNKI、万方、

CBM、CSSCI的检索方法及外文数据库 Cochrane Library、Pumbed、Embase、Web 

of Science 的检索方法，如何运用 EndNote 软件进行文献全文查找；运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质量评价；运用 Revman、Stata-meta、CMA 进

行数据录入分析及结果图标输出。 

 

4. 定性系统评价 

课程来源：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讲教师：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团队 

课程简介：本单元共计 15 节课时，主要围绕定性研究进行，由定性研究的定义

介绍开始，逐步涉及定性研究的检索、设计、评价等完整的调查过程。 课时十

一围绕定性研究的深入进行详细介绍，从其所独有的特性出发区分其与定量研究

的区别，由浅及深，逐步引入构建问题模型；课时十二就检索词出发，帮助学习

者了解做定性研究调查时所需的基本检索操作，以及文献筛选提取时的注意事项；

课时十三引入适用于评价定性研究证据的质量评级与方法工具——CERQual 工

具，从其背景、内容、相关性、一致性等方面做相关介绍；课时十四介绍了对该

工具使用的评价与说明，以及其如何在定性系统评价中进行合理运用；课时十五

对 CASP课程量表的摘选问题做出了详细的使用介绍。 本单元旨在通过较短时间

内的学习，帮助学习者充分利用短时间内的所学，就定性研究的研究设计，目的

确定，文献筛选的等最初开始的工作，到研究结束之后的系统分级与评价等系列

过程。试运用专业化的相关工具如：CERQual工具、CASP课程量表等工具，在定

性研究的过程中进行专业化的设计与分析评价。 

 

七、研究伦理 

http://www.smartsowo.com/application/video/course/4/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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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印波（北京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本门课程涵盖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引论、引注规范及其盲区、学术不

端行为及其治理、科研利益冲突与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与受

试者相关的伦理原则等六个部分的内容。 相对于更为其他通识课程而言，本门课

程的内容无疑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一门培养科研底线意识、教授普遍性学术规范、

致力于学术风险避免的课程。 

 

2. 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叶茂、赵志为（电子科技大学） 

课程简介：获取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投稿流程）本课程讲述了学生应明确什么

是学术研究，从事学术研究应做好什么心理准备；其次，学生明确如何开始学术

研究，知道选择一篇好论文的方法，掌握如何选择研究课题的技巧；然后，讲述

学生应该遵守的学术道德和基本规范；最后，学习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及了解投

稿流程。 

 

3. 知识创新与学术规范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叶继元、陈铭、袁曦临、郑德俊（南京大学 ）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介绍知识发展谱系和研究（学术）规范的基本知识和最新

进展，着重讲述学术研究、学术规范的基本概念、大学及学术系统的作用、学者

治学的素质、学术忠诚与学术道德、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问题意识、各种研究

方法的使用、学术论著的撰写等）、出版与知识产权、文献包括电子文献的组织

与检索和最基本的各种学术规范，尤其强调规范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4. 漫谈学术道德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NU-120600080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8720026767014339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BN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UESTC-100235500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1010793286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534760361089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UEST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44934116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6913635598639220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7906258982356194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017338262480112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0426240888678277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NJU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EUET-10029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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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 武建奇、张润锋、武建敏（河北经贸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探讨了学术发展规律，明确了学术道德内涵，揭示了学术道德

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从“全流程”意义上合理界定学术不端的外延，

区分了知识产权的民事侵权和学术机构的学术管理，比较分析了古今中外的学术

道德问题，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开展科学、规范的学术活动很有意义。 

 

5. 学术的道德与学术规范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平台 

主讲教师：林嘉（武汉大学） 

课程简介：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是学术共同体内形成的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道德

准则和具体行为规范。课程介绍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基础知识和法规政策，剖析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特点以及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的学术规范。运用大量案

例，分析科研周期常见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帮助学习者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维

护良好的学术生态。 

 

 

第三部分  专业核心类课程 

 

一、社会保障 

1. 社会保障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刘璐婵、葛芳、王静文（南京邮电大学 ）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对象，重点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等内容

进行全面讲解，使学生比较广泛、系统地学习和理解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掌握社会保障的概念、性质、作用，以提高学生对我国现行社会保

障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2. 社会保障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网 

https://www.icourse163.org/u/585578031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852037225967405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648181611469613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HEUET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5388544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20636080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290816879376297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2804411900127588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5325904406480762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NJUPT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DCJDX-144949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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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贾海彦、罗微、曲夏夏（山东财经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对社会保障发展历史、国内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等内容进行全

面讲解，使学生广泛、系统地学习和理解社会保障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社

会保障的概念、性质、作用，使学生获得对社会保障理论、制度及问题的理解、

分析和解决能力。本课程以《社会保障概论》马工程教材为蓝本编制教学内容。 

 

3. 社会保障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宋春玲（山东工商学院） 

课程简介：本课程对社会保障发展历史、国内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等内容进行全

面讲解，使学生广泛、系统地学习和理解社会保障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社

会保障的概念、性质、作用，使学生获得对社会保障理论、制度及问题的理解、

分析和解决能力。本课程以《社会保障概论》马工程教材为蓝本编制教学内容。 

 

4. 社会保障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孙中艮（河海大学 ） 

课程简介：社会保障概论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主要讲授包含基

本功能、历史进程、核心内容和管理模式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主要知识点。通过学

习该课程，不仅能够了解社会保障基本知识，还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养老、

医疗、救助等热点社会问题做基本的思考和分析。 

 

5. 社会保障学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于景辉（ 东北林业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保障学属于社会学范畴，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为社会

工作课提供理论基础。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今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实施的一项社会

政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保

障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保障的基金、管理、水平、理论和制度改革，老年社会保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5800422724070452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110763662740987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38344591807739814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SDCJDX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CEC-1449631165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64687265385361784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CCE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HU-1207110801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5362445235724808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HHU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563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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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妇女儿童社会保障、社会优

抚、残疾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住房社会保障、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扶贫

的基本知识。通过学习认识和掌握社会保障的理论和知识，完善自己的有关社会

学的知识体系。 

 

6. 社会保障学 

课程来源：优学院 

主讲教师：赵曼、吕国营、于长永、薛新东、李波、周红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课程简介： 《社会保障学》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主要研究人类生

命周期中生、老、病、死等各类风险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本课程以知识点讲解

的形式全面阐释社会保障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客观理性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热点与难点问题，澄清公众关于社会保障的种种误区、

并介绍了我国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最新动向。课程包括五章内容，涉及基

本理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希望大

家通过学习，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保障问题有科学全面的理解和分析判断能

力。 

 

7. 人人应该知道的社会保障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刘钧（中央财经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保障是公民比较关注的热门话题，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人

人应该知道的社会保障》这门课程主要讲述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享有的权

利和义务，社会保障的保障原则和保障的项目，本课程附有案例分析，可以为您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参考，可以为您答疑、解惑。 

 

8. 社会保障概论 

课程来源：重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主讲教师：成新轩（河北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保障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分配制度，是国家干预市场初次分配

https://www.ulearning.cn/ulearning_web/web!courseDetail.do?courseID=9394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FE-1003616003
http://www.cqooc.com/course/detail?id=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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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一个工具，是一个相信市场效率，还是相信政府公平的问题。虽然不同的

国家在不同时期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界定，在不同的社会保障

计划中，国家介入再分配的深度不同，比如，在一些国家养老社会保险中全部或

部分实行了个人账户制度，但是，作为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各种措施

和事业总和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本质属性仍然是一种再分配制度，是国家对市场

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整以保证社会公平的制度。同时，一部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

就是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互动的历史。 

 

二、社会福利思想 

1. 社会福利思想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丁建定（华中科技大学） 

课程简介：学习社会福利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人类关于社会福利基本主张的发展

演变，探寻出社会福利思想与其他各种社会思想的相互区别与内在联系；有助于

把握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别特征；使得人

们树立起科学合理的责任与权利意识，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既注意维护自己的社会

福利权益，更能充分地履行自己在社会福利中的责任。 

 

三、社会政策 

1. 社会政策概论 

课程来源：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满小欧（东北大学） 

课程简介：在这门课程中，我们将从社会政策的起源及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基本

理念、基本原则与基本要素讲起，进而具体学习社会政策的一般过程，最后，我

们期待大家可以运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不同领域的社会政策。因为，学习社会政

策不仅要关注社会政策自身，更要深刻理解它对我们社会生活产生的现实影响。 

 

2. 社会政策与法规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206694846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2564932030298092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HUST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EU-1206867803
https://www.icourse163.org/u/mooc41638040993561202
https://www.icourse163.org/university/NEU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vvaiagakz45lmfuuh1uu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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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杨柳（连云港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社会政策与法规》是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课，它以

社会政策于法规为对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系统介绍社区工作中有关的法

规与政策体系，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学生如何系统利用政策与

法规资源，妥善地解决现实问题。 

 

3. 社会政策与法规（2016版）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杨柳（连云港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社会政策与法规》是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课，它以

社会政策于法规为对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系统介绍社区工作中有关的法

规与政策体系，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学生如何系统利用政策与

法规资源，妥善地解决现实问题。 

 

四、社会工作理论 

1. 社会工作理论 

课程来源：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讲教师：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社会工作理论，共 5 节，系统介绍了社会工作理论的内涵、

外延、历史发展、认识论及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老师引经据典，

在介绍国内外重要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工作新三角以及社会工作未来

趋势等独到的新见解。 

 

2. 社会工作理论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刘宏宇（中南民族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是想通过理论结合实际，向大家传授一种互相尊重与理解，

接纳与包容思想和行为模式。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人们不仅可以抓住现象后面的

本质，学到一定的解决方法，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成为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的同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vizxaa-mj69exqjlouiz0q
http://www.smartsowo.com/application/video/course/10/detail
http://www.xueyinonline.com/detail/20221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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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深切感受社会工作学科中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独特魅力。它既不失处理问题时

闪耀的理性光辉，又涌动着利他主义所蕴含的令人敬佩的热情，所以不论是否是

社会工作专业的同学，有没有相关的学科背景，都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多的思考，

都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处理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的能力。 

 

五、社会工作伦理 

1. 社会工作伦理（ppt素材）（课程暂无找到资源） 

资源来源：智慧职教 

 

 

第四部分  社会工作方法 

 

一、个案工作 

1. 个案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倪赤丹、苏敏（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社会工作三大介入方法之一。 

 

2. 个案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职校 

主讲教师：姜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个案工作》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职业能力核心课程之一。从社会

工作服务方法来看，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重要工作手法之一，价值观的内化、理

论学习和技巧掌握是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三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本课程通过学习个

案工作的价值理念、基本概念、基本工作原理和基本技术技巧，使学生能够进行

个案工作的实务操作，具备运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论和手法为服务对象开展

个案工作的职业能力。本课程为职业能力课，后续课程有《小组工作》、《青少

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等专业方向课程。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search/search.html?keyvalue=%E7%A4%BE%E4%BC%9A%E5%B7%A5%E4%BD%9C%E4%BC%A6%E7%90%86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h80-aagna4xjldz-sgi3rw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z-bhaysn0lxazgvcir8j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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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组工作 

1. 小组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刘云（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课程简介：《小组工作》课程主要通过小组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教学，传授给学生

基本的小组工作知识，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运用小组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具

体问题的能力。《小组工作》课程的目标是在社会工作专业培养目标中承担专业

价值观、技能训练和培养的职责，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进一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

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专业认同，掌握小组工作的基础理论、工作原则和技能，在实

践中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 

 

2. 团体心理辅导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王素华、罗春燕、黄永吉、邬德利（北部湾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文化素质公共课。通过理论掌握、体验学习和观察学习，

认识自己，悦纳自己，理解他人，改善沟通，同时提升带队团体工作的能力，

并迁移到生活实际中。 课程内容：团体辅导理论，团体领导者素质与要求，团

体辅导发展过程、影响机制、操作方法与技术，团体方案设计与实施、团体练

习与评估。 

 

三、社区工作 

1. 社区工作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李学斌（南京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社区工作将为同学们讲授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工作模式、

工作方法和工作技巧等知识，培养学生进行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的实务能力，为

走上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岗位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zwhcajgnezvl-ku41vbkzw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ZXY-1449609169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ST-144963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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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区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倪赤丹（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学习本课程能使学生了解专业社区工作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掌握社区

工作的基本理论、模式和方法，并能够在社区工作实践中运用，为从事专业社会

工作奠定基础。 

 

3. 社区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张文华、斯满红、王晓恬、宋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性质是专业核心课，3学分，48学时。本课程在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它承担着培育社区工作人才的主要任务，同时也

是学习后续实务课程的基础。本课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四、社会工作行政 

1. 社会行政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王玥（首都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行政是社会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会政策的实施，社

会福利制度的运行和社会服务的有效提供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课程主要内容包

括社会行政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管理技术，中国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问

题。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社会行政》这门课程吧。 

 

五、非营利组织管理 

1. 非营利组织管理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罗辉、肖华蓉、谢昕、张光进（中国地质大学） 

课程简介：组织是人类合作的结果，不同组织因为不同的交换方式而形成各自的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brsgarsmgz9bhek6cxhhwg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72203#teachTeam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NU-1205684805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G-120670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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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本课程从合作行为和交换行为的一般理论出发，对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属性、

内容框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国家-经济-社会-个人的复杂关系，对

从事公共治理研究以及非营利组织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有参考价值。 

 

 

第五部分  社会工作实务 

 

一、社会工作实务 

1. 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 

课程来源：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讲教师：朱眉华（华东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共 7节，系统介绍了社会工作个

案工作介入的全过程，具体包括：接案、预估、计划、实施、评估、结案。每

一节的内容不仅包含基础知识，更结合具体案例介绍了社会工作者如何参与和

回应。 

 

2. 社会工作实务领域创新服务 

课程来源：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 

主讲教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创新服务，共 8节，介绍了临终关怀服

务、儿童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社区社

会工作 7个方面的内容。内容不仅包含基础知识，更结合时政热点论述了社会工

作的参与和回应。 

 

二、儿童社会工作 

1. 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刘淑娴（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smartsowo.com/application/video/course/9/detail
http://www.smartsowo.com/application/video/course/8/detail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wq-oansoqk1ky6ieb0ko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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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及其相关专业最常学习的专业拓展课

程之一，本课程从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不同服务领域入手，结合现代儿童青少

年社会工作的服务手法，从实务的角度分析服务对象的需求与服务方法，对在校

学生及行业从业人员都有积极的意义 

 

2. 走进儿童的心理世界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何洁、张琼、卫薇、王腾飞、叶艳（浙江大学） 

课程简介：小小孩童究竟在想什么？他经常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为什么他在父

母面前激烈反抗、在同伴面前却温顺乖巧？……这些问题我们作为过来人、甚至

作为父母，都不一定真正了解。这门课的特色在于从儿童的视角入手，了解儿童

的心理发展特点。这些规律不仅对于我们了解自身有用，也有益于解决儿童实际

教养问题。 

 

3. 儿童发展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王晓萍、周舟、王艳慧（南京晓庄学院） 

课程简介：儿童的世界总是那么美好！在成人的眼中，儿童是可爱的，又是懵懂

无知的；喜爱没意思的追逐打闹，精力过剩。真是如此吗？怎样才能让老师的课

堂更高效、更吸引孩子呢？摸不透孩子心思的父母，总是想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成

长，该如何做呢？ 如果你想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和我们一起来探秘儿童的

世界吧。 

 

4. 儿童发展心理学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单爱慧、王惠萍、郑淑杰、张美峰（鲁东大学） 

课程简介：儿童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在儿童期心理发生与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阅读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为合格的父母，学习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为优秀的

教师，思考它，可以让我们对“人何以为人”的终极问题有更多的理解。所以，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20645884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XZC-1001753223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5227#tea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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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儿童发展心理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5. 儿童发展心理学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廖雪霏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它既服务于学前专业的教育

认识活动，又服务于学生技能水平的培养及教师资格证的获取。 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生能够了解世界最顶级的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原汁原味的心理学实验

以及最前沿的教育方法与启示。为形成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奠定坚实的理论基

础并指导实践工作。 

 

三、青少年社会工作 

1. 青少年社会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王玉香、张庆、孙艳艳、宫秀丽、温欣、宋婷（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课程简介：1.青少年历来被认为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青少年是国家建设

和社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生力军和现实力量。2.青少年生理、心理一般都不太成

熟，并常常面临许多成长烦恼，因此需要国家、学校、社区和家庭的关心爱护和

指导。3.青少年社会工作就是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念的指导

下，根据青少年身心特点，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巧，协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获得全面发展的一种服务性工作。 

 

四、老年社会工作 

1. 老年社会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赵雪慧（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课程简介：本课程培养学习者掌握老年社会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能

在养老机构独立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的能力。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100082201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72196#teachTeam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6usgadymr4fcaw8qcnms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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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年社会工作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李佳丽（闽南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 这门课程将带你走进一群可爱的老人、发现他们的需求、策划专业的

社会工作服务，帮助他们拥有更加美好的老年生活，这是一个专业学习的过程，

也是一个体验衰老的过程。让我们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为老人服务，也为老人

呼声，给予老年人尊重与接纳，为拥有一个更加积极的老龄社会而努力！ 

 

3. 老年社会工作实务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皮楠楠、赵雪慧（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课程简介：老年社会工作实务是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以老年人及其相关人

员和系统为工作对象，帮助老年人特别是处境困难的老年人，改善社会功能，提

高生活质量，使老年人有更好的社会适应和福祉。 

 

4. 乐龄乐活：老年休闲活动设计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吴旭平、刘学莘（福建农林大学） 

课程简介：“时光不老，初心不忘”，来自宝岛台湾的热血教师吴旭平，通过《乐

龄乐活：老年休闲活动设计》这门课，以实境拍摄手法带领您走入福建乡村乐龄

学堂，并一同探讨新时代老年人生理与心理需求，借鉴台湾、欧美等地经验提出

五步休闲活动设计，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本课程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既适合

社会学类、公共管理类、心理学类、教育学类等专业学生学习，更适合有关老人

产业、休闲产业与其他专业学生、社会爱好者，以及关心老年人的伙伴加入。 

 

5. 生死学 

课程来源：优课联盟 

主讲教师：张文、胡宜安、石若坤（广州大学）、崔红丽（广东省女子职业技术

学院）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206013782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umfway6nvydgdximb36hra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AFU-1002768007
http://www.uooc.net.cn/course/12262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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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主要涉及生死本质与尊严，死亡意识（畏死体验、死亡恐惧、

濒死体验、临终心理等），个体死亡（疾病、衰老、灾难），社会死亡（战争、

贫穷、堕胎、死刑、动物生命权），生死两安（临终关怀、伤痛恢复、丧葬礼俗），

死亡优化（安乐死、脑死亡、器官移植），自杀问题等内容。本课程以生死为核

心概念，以当下生命为立足点，通过解除生死问题的神秘性，赋予生死问题以神

圣性，旨在以死观生，优化自我生命。 

 

五、妇女社会工作 

1. 透过性别看世界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沈奕斐（复旦大学） 

课程简介：什么是社会性别？性别对人有什么影响？……“透过性别看世界”

课程既面向高校本科生开设，也面向所有对社会性别话题感兴趣的社会学习者

开设。该课程用生动有趣的案例分析了社会中对于性别的各种价值观，解答潜

伏在学习者们内心关于性别的种种疑问，力图让不同专业的人具备透过性别看

世界的能力。 

 

2. 女性学：女性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挑战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老师：陈梅芳、吴敏（四川大学） 

课程简介：女性是什么？是柔情似水？还是热情如火？在男性眼中，她可以是

一首诗，温婉动人；也可以是一幅画，仪态万千。在社会的仪式中，她是母

亲、爱人、姐妹。然而女性会怎样描述自己，在一个时间的车轮疾驰的时代，

她的灵魂应当安置何处？这就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六、矫正社会工作 

1. 司法社会工作实务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马升、瞿卫平、金明、林妍、徐平、张天勇、陈丹、胡永秀、刘阳、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UDAN-1205701807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42217#onlineCourse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4610#teach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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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林（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课程简介：随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也逐步引入社会

工作专业参与到纠纷调解、犯罪预防、权益维护、罪犯矫治等领域，司法社工在

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运用丰富的工作方法开展助人服务，改善了司法治理的效

果。本课程依托司法部门和社工机构进行课程内容设计，结合司法工作的需要，

以项目为载体，以实践为基础，坚持学做一体化，提升学习者的实务技能。 

 

2. 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干预 

课程来源：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平台（e会学） 

主讲教师：姚峰（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课程简介：《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干预》是社区矫正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

根据社区矫正专业的培养目标，适应基层社区矫正工作者工作岗位的需要而设置，

是一门综合训练学生从事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干预职业技能的课程。本课程的设置，

是在专业基础课《心理学基础》、《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开设的。主要让学生

了解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干预的基本方法，学会如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对他们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筛选心理不健康的服刑人员，掌握基本的心

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咨询方法。课程内容包括基本原理和实务两部分。第一部分重

点讲解心理干预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心理评估的基本方法、心理健康教育、

危机管理、心理咨询的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内容包括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分析、心

理评估、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咨询等五大项目，以维护社区服刑

人员心理健康为基点，采用“项目引导、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着重培养学生

的心理干预的工作技能。  

 

3. 犯罪问题与预防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王薇、杨学峰、姜兰昱（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课程简介：对于犯罪，你想知道点什么？什么样的人会犯罪？什么原因导致了犯

罪的发生？犯罪趋势是什么样的？不同犯罪类型有什么特点？自己如何能够避

免成为犯罪被害人？快来本课程学习吧！这里，我们将分析犯罪原因、讨论犯罪

http://www.ehuixue.cn/index/Orgclist/course?cid=31784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SJC-120719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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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提出犯罪对策，解答你所有关于犯罪的疑问！ 

 

4. 犯罪心理学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刘建清、郑红丽（中国政法大学） 

课程简介：只有真正解析了犯罪人的内心世界，了解其隐藏的犯罪动机与犯罪

性人格，才能更好地把握其犯罪行为模式，才能更有效地来打击犯罪、预防犯

罪与罪犯改造。 在犯罪心理学的学习中，以犯罪动机与犯罪性人格为核心主题

的探索，旨在重新建构起对犯罪人内心世界的科学认知，同时，这也是对我们

自身心灵的反观。 

 

5. 犯罪心理学 

课程来源：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周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课程简介：《犯罪心理学》课程追踪心理学视角越轨行为归因研究的最新发展方

向，以犯罪学行为归因理论发展为线索，一步步深入心理学视角犯罪归因的核心

领域。通过对犯罪原因的心理学解读，我们将以科学的方法揭示犯罪的内在诱因，

剥去所谓“犯罪心理”神秘化的面纱，回归人类行为归因的客观逻辑本源。 

 

6. 青少年犯罪心理学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郭学文、雷振斌、山文岑、陈瑛、李宝忠、申静梅（鲁东大学） 

课程简介：青少年犯罪被称为世界三大害之一。守护青春，预防青少年犯罪和被

害，是全社会的责任。心理学无处不在，法律是青春的保护伞。学习青少年犯罪

心理学，开启一次暖“心”的法律之旅！ 

 

七、医务社会工作 

1. 医务社会工作（2020上）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upl-1003410001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zuel07111002225/1497596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5200#teachTeam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20610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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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郑立羽（福建医科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一是基本概念与基础知识。阐述医务社

会工作定义及历史，医务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医务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医务社

会工作的实务环境。 二是医务社会工作的主要工作模式和技巧。包括病情告知、

术前紧张缓解、疾病适应、临终关怀、哀伤辅导、出院计划、病友支持团体建立

及经济支持；个案、小组、社区。 

 

2. 健康教育学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高俊岭、傅华、杜娟（复旦大学） 

课程简介：健康教育学是一门以健康相关行为为对象，研究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和艺术。公共卫生很多干预项目乃至医疗服务最终都会涉及到

人的行为上，对行为的干预成为了公共卫生的核心功能之一。当今很多的健康问

题都和行为相关，所以，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已成为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重要

的学科。 

 

2. 社会医学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闫贵明（天津医科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医学》课程的建立符合群众对健康信息的获得的专业性，能够

帮助广大群众了解正确的生活方式，为提高民众健康素养，接受科学的健康指导

和正确的健康消费提供理论支持。 

 

3. 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 

课程来源：超星尔雅 

主讲教师：王云岭（山东大学） 

课程简介：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多数人不愿意在生活中

谈论死亡，思考死亡，而是用日常热闹的生活将死亡问题遮蔽起来，或者存而

不论。本课程的开设，目的是通过帮助学生了解与死亡相关的医学、哲学、社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UDAN-1206699810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JYKDX-1205580801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TJYKDX-1205580801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36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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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大学生正确看待人生，恰当对待生活中的挫折与失

意，坦然对待死亡，科学规划人生。 

 

九、家庭社会工作 

1. 家庭社会工作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蒋国河、王青、蔡前等（江西财经大学） 

课程简介：家庭社会工作是以家庭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即动员社会及家庭资源，

促进家庭正常运转及发展的社会福利与服务。本课程主要介绍家庭社会工作的内

容、理论、方法和实务技能，通过学习本课程教学，使学生能够从不同角度和层

次对家庭矛盾、冲突进行专业分析，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具体解决家庭

问题的方法，“知道未来应如何处理自己家庭的问题”。 

 

2. 家庭社会工作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李飞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课程简介：家庭社会工作是以家庭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即动员社会及家庭资

源，促进家庭正常运转及发展的社会福利与服务。本课程系统介绍家庭社会工

作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基本方法与技巧，重点阐述不同类型家庭问题的表现形

式、形成原因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帮助同学们全面认识不同

类型的家庭问题，提高分析和解决不同类型家庭问题的能力。 

 

3. 家庭社会学导论 

课程来源：华文慕课 

主讲教师：杨善华（北京大学） 

课程简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中，但恰恰因为如此，很少会有人去想家

庭对我们、对社会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借用苏轼的名言，我们不能识得家庭

的真面目是因为我们置身在家庭之中。“导论”就是要帮助大家跳出自身的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XUFE-1206610804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6sewaxkqhrxgow7fupaieq
http://www.chinesemooc.org/mooc/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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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认识到家庭对自身、对社会的意义，理解为什么“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4. 家庭塑造人-让生命更有质感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顾永红、程玲、项德平（华中师范大学） 

课程简介：家庭塑造人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大学》中说道，“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良好的人格构建与家庭塑造的重要性。课程

以促进自我觉察，提升个人价值为主线，嵌入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以形象生动

的“身边事”从三个维度展开。 

 

十、学校社会工作 

1. 学校心理学：让每一个学生顺利成长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汤永隆（西南大学） 

课程简介：学校心理学着眼于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介绍什么是心理健康？

以及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如何处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家长、教师

以及学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参考性信息，帮助中小学生族群更好的茁壮成长，为国

家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2. 校园心理学：让每一个学生顺利成长 

课程来源：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汤永隆（西南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在心理学知识的讲解中穿插有大量实践案例，通俗易懂，对于

开展学校、班级心理建设有针对性的指导。此外，我们也推荐家长朋友加入学习，

对于您更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加强亲子沟通也会有很大帮助。 

 

十一、个案管理 

1. 个案管理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CNU-120593080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WU-1205915811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SWU07111001620/1076364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search/search.html?keyvalue=%E4%B8%AA%E6%A1%88%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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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谢泰澍 

课程简介：个案管理简介、个案管理的过程 

 

2. 个案管理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陶书毅 

课程简介：个案管理的工作流程、个案管理者的角色、个案管理的原则 

 

 

第六部分 社会科学类课程 

 

一、社会学理论 

1. 社会学理论 

课程来源：优学院 

主讲教师：邓万春（武汉理工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为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专业选修课。它旨在系统介绍西方社

会学理论流派和代表性理论，并紧密联系我国社会实际，理论色彩和现实感兼

具。本课程旨在指导学生掌握社会学的理论流派、理论观点，以及理论在社会

实践中的运用。 

 

2. 古典社会学理论 

课程来源：学堂在线 

主讲教师：张翼飞、苏国勋、郑莉（哈尔滨工程大学） 

课程简介：学习经典社会学理论，是思考和理解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本门

课程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社

会交换论和符号互动论的讲述，为大家铺就了一条通向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现实道

路。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search/search.html?keyvalue=%E4%B8%AA%E6%A1%88%E7%AE%A1%E7%90%86
https://www.ulearning.cn/ulearning_web/web!courseDetail.do?courseID=9207
https://next.xuetangx.com/course/HEU03031001316/107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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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典社会学理论 

课程来源：智慧树 

主讲教师：郑莉、苏国勋、张翼飞、殷亚迪（哈尔滨工程大学） 

课程简介：学习经典社会学理论，是思考和理解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本门

课程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社

会交换论和符号互动论的讲述，为大家铺就了一条通向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现实道

路。 

 

二、中国社会学史 

1. 那些人 那些事——中国社会学百年 

课程来源：学银在线 

主讲教师：储庆，卢飞，李国珍，刘宏宇（中南名族大学） 

课程简介：将社会学思想及社会学家置于重大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特定的文

化传统和学术流派之中，以学理脉络的历史为“经”，以不同历史时期的专题研

究为“纬”，概述中国社会学从社会哲学发展为当代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理论与

政策研究相结合的社会学，从而概括出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行程。 

 

三、社会治理 

1. 社会治理概论 

课程来源：智慧职教 

主讲教师：余江玲（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简介：《社会治理概论》（原名《社会管理概论》）为关注或即将从事社会

治理的学习者开设，在具体讨论社会治理的意义和主要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

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构建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建设、

提供社会保障、规划社会发展）基础上，就社会治理的特点和基本方法、社会治

理的难点及能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创新及社会转型等专题进行了讨论。本课程以

数字形式通过网络实现不同学习者泛在学习的现实要求，既适合高等学校公共管

理类专业作为专业课，也适合作为选修课，还可以作为管理干部培训课程。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5618#teachTeam
http://xueyinonline.com/detail/204175549
https://www.icve.com.cn/portal_new/courseinfo/courseinfo.html?courseid=na3taeko8rbpylgskgrirq


50 

 

2. 新媒体与社会治理 

课程来源：好大学在线 

主讲教师：李明德、张立、蒙胜军 

课程简介：新媒体的发展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课程从新媒体的角度

切入，结合大量最新典型案例，分析新媒体发展为社会治理带来的新局面、新范

畴和新路径，继而对如何运用新媒体开展网络问政、应对社会风险、优化服务方

式、发起社会动员、进行舆论监督、促进虚拟社会自治等问题进行讲解和叙述，

能够为提高大学生提高媒介素养、避免媒介盲从及创新媒介应用提供帮助。 

 

四、社会分层 

1.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课程来源：重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主讲教师：郑昊、姚明月、陈璐玭（四川外国语大学） 

课程简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社会学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它对今后从

事与社会学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都有重要的作用。本课程通过对国内外社

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的介绍和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现实关怀，重点在于

提高学生的社会学素养和用社会学进行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了解中国社会

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现状，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五、社会救助 

1. 社会救助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李静（河海大学） 

课程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弱有所扶”，而“社会救助”就是实

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同时，社会救助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生保障网的“网底”。让我们跟随老师一起，探究社会救助源起、生活救助、

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问题。 

 

https://www.cnmooc.org/portal/course/5130/14782.mooc
http://www.cqooc.com/course/online/detail?id=334565830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HU-14495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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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土化议题 

1. 华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尚会鹏（华侨大学） 

课程简介：主要利用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解析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阐

释中国人的行为原理，为现代中国人分析自身的心理和行为提供方法和工具，不

仅能够提高听课者认识中国社会的能力，也有助于解决听课者自身遇到的心理和

行为上的问题。 

 

2. 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课程来源：超星尔雅 

主讲教师：吕艺（北京大学）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新闻职业的特点、职责及其弱点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社会

发展的状况以及一些现象和问题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旨在使同学对中国当代

社会、文化和生活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七、心理咨询 

1.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会谈技巧 

课程来源：爱课程 

主讲教师：陈昌凯、徐花（南京大学） 

课程简介：心理咨询似乎很神秘，我们常常想靠近它，但又害怕靠近它！ 绝大

多数的心理咨询都是以谈话的形式展开的，所以不会“说话”，那就谈不上专

业的心理咨询！ 其实，心理咨询并不是什么神秘、高深的技术。只要愿意学

习，你也可以掌握其中的基本方法；只要运用得当，你会让你自己和你身边的

人从中受益！ 

2. 心理咨询基本技能训练 

课程来源：智慧树网 

主讲教师：谢静涛、肖长根、李希彤、彭妤（湖南中医药大学）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QU-1205836824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01748992.html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1001893005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2066573#cours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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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曾经，在一场万众一心的危机干预中奋不顾“心”，心理咨询师却

要面对“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尴尬；过去，精神疾病与经济发展齐

头并进，心理问题与心理咨询师量价齐升；恰逢，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的美好时代，心理咨询师已经在“速成一学就会”、“一招包治百病”、“神

奇无人不催”的困苦中千帆竟过。如果说这些困苦是心理咨询行业发展必经的

绊脚石，但却不是心理咨询师个人成长的磨刀石。心理咨询师需要“宽口径、

厚基础”的理论素养，更需要“千言万语听说问，具体概述知情意”的基本技

能。才能脚踏实地的开始“不平却是大道的旅程”。 

 

3. 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 

课程来源：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 

主讲教师：马淑琴、高飞、冉俐雯（西安交通大学） 

课程简介：《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课程由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马淑琴副教授

携手高飞老师和冉俐雯老师共同精心打造。三位老师均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和心

理咨询工作多年，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本课程旨在通

过学习和掌握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技术，培养心理咨询专业人才及使心理学爱好

者了解心理咨询 。 

 

 

第七部分 社会工作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课程名称：社会工作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线课程计划 

课程来源：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课程类型 主要内容 

系列一：社会工作参与防疫服务

指引课程 

1、社会工作参与防疫工作的基本原则 

2、社会工作参与防疫工作的伦理守则 

3、社会工作参与防疫工作的实务指引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WJTU-120747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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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工作者特殊时期的自我照顾 

系列二：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防

疫专业服务课程 

1、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防疫的工作目标 

2、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防疫的人员构成 

3、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防疫的运作模式 

4、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防疫的工作原则 

5、社会工作参与社区防疫的工作流程 

系列三：社会工作防疫危机干预

课程 

1、危机介入的发展历史与主要概念 

2、危机干预的七步理论与 ACT框架 

3、危机管理介入方法与体系 

4、个人危机介入：SAFER模式与心理急救

理论 

5、团体危机介入：重大事件压力解说会 

系列四：医务社工危机介入实务

课程 

1、医院环境下危机介入服务对象的特性 

2、危机心理反应的甄别与风流 

3、危机介入体系介绍 

4、危机介入会谈方法 

 

 

  

https://wxac7e8a341514bb59.h5.xiaoe-tech.com/v1/course/column/p_5e36bbd95e39d_UvbcdJjB?type=3
https://wxac7e8a341514bb59.h5.xiaoe-tech.com/v1/course/column/p_5e36bbd95e39d_UvbcdJjB?type=3
https://wxac7e8a341514bb59.h5.xiaoe-tech.com/v1/course/column/p_5e380ef3604b4_ovBqEilL?type=3
https://wxac7e8a341514bb59.h5.xiaoe-tech.com/v1/course/column/p_5e380ef3604b4_ovBqEilL?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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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资源库 

（一）教育部提供的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 

1. 爱课程（中国大学 MOOC）：www.icourse163.org 

2. 学堂在线：www.xuetangx.com 

3. 智慧树网：www.zhihuishu.com 

4. 学银在线：http://xueyinonline.com/ 

5. 超星尔雅网络通识课平台：http://erya.mooc.chaoxing.com/ 

6. 人卫慕课：www.pmphmooc.com 

7. 优课联盟：www.uooc.net.cn 

8. 好大学在线：www.cnmooc.org 

9. 融优学堂（原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会）：www.livedu.com.cn 

10. 华文慕课：www.chinesemooc.org 

11. 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http://moocs.unipus.cn 

12. 高校邦：https://imooc.gaoxiaobang.com/ 

13. 优学院：www.ulearning.cn 

14.人民网公开课： 

http://mooc.people.cn/publicCourse/index.html#/index/portal 

15. 智慧职教：www.icve.com.cn 

16. 高校一体化教学平台：http://chinaacc.edu.chinaacc.com/ 

17. 正保云课堂：https://edu.netinnet.cn/ 

18. 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www.zjooc.cn 

19. 安徽省网络课程学习中心平台（e会学）：www.ehuixue.cn 

20. 重庆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平台：www.cqooc.com 

21. 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www.ilab-x.com 

22. EduCoder在线实践教学平台：www.educoder.net 

 

（二）非教育部提供的在线课程平台 

23.社会工作互联网教育平台：www.smartsowo.com 

 

http://www.icourse163.org/
http://www.xuetangx.com/
http://www.zhihuishu.com/
http://xueyinonline.com/
http://erya.mooc.chaoxing.com/
http://www.pmphmooc.com/
http://www.uooc.net.cn/
http://www.cnmooc.org/
http://www.livedu.com.cn/
http://www.chinesemooc.org/
http://moocs.unipus.cn/
https://imooc.gaoxiaobang.com/
http://www.ulearning.cn/
http://mooc.people.cn/publicCourse/index.html
http://www.icve.com.cn/
http://chinaacc.edu.chinaacc.com/
https://edu.netinnet.cn/
http://www.zjooc.cn/
http://www.ehuixue.cn/
http://www.cqooc.com/
http://www.ilab-x.com/
http://www.educod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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