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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社会工作考研 331

大纲精华以及命题趋势

来源：文都比邻

一、大纲整体情况

社会工作考研大纲是教育部指定的考试范围，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历年在考试性质、考

查目标、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方面无明显变化。各高校在此范围内进行命题，虽然各高校有

各自的参考书目。但范围一般不会超出大纲范围。

（一）考试性质

《社会工作硕士（MSW）考试大纲》是教育部出台的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招收社会

工作专硕研究生入学考试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参考标准，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

效地测试考生所掌握的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知识能否具备攻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基

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养潜能，以保证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专业上择优选拔，确保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是由教育部相关部门组织出台，规定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相关科目的考试范围、试卷结构、考试要求、考试形式等权威政策性指导性考研用书。

（二）考查目标

331 社会工作原理考试涵盖社会工作基础知识、社会学基础知识、社会政策基础知识等

学科基础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社会工作学学科和社会学学科及相近学科的基本理论、

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等，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社

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关问题。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考查内容结构

社会工作基础知识约 100-120 分（依据各高校侧重不同，总体在这个范围）

社会学基础知识约 30-50 分（依据各个高校侧重不同，总体在这个范围）

相关科目知识约 10 分左右（涉及管理学、政治学、哲学等非直接考察的拓展性知识点）

（二）试卷题型结构

题目类型 数量（个） 分值（分） 总分（分）

名词解释 5-10 5-8 25-40

简答题 4-6 8-15 32-60

论述题 2-4 12-18 24-50

材料分析题 1-2 15-20 15-30

方案设计题 1-2 15-2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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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型解读

1.常见名词解释考题

个案工作、文化堕距、差序格局、价值无涉、制度性社会福利、现实辨识性小组、地区

发展、循证社会工作

题型解读：社会工作原理部分的名词解释考察主要以社会工作、社会学中基本的名词为

主，该部分的真题设置相对来说比较侧重于理论与基础名词，除了一部分会出现在大纲的一

级标题及二级标题中之外，真题设置中也更侧重于细节性知识点和课外拓展知识点，例如现

实辨识小组实际上是考察到小组工作类型中的更小的知识点，又如差序格局在参考书中讲的

很少，需要学生具有拓展性知识点才可以作答，又比如循证社会工作在当前主流参考书目中

并未涉及，实际上属于超纲知识点，因而建议同学们一定要对知识有所敏感，同时要善于总

结和利用热点话题和课外知识等。

2.常见简答题

（1）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

（2）社会工作理论与为社会工作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3）怎样理解社会工作教育是社会工作专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社会工作为什么要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

题型解读：社会工作原理部分的简答题是社会工作考研中必考且数量较多，分值占比较

高的常考题型，从历年出题规律及方式来看，主要侧重于对社会工作方法中涉及到的具体理

论、模式的具体考察，例如考察某一个理论的概念、特征及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某一个模

式的原则、特征及运用策略等，或考察某两个相近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例如社会工作与社会

保障、社会工作与志愿者个案管理与个案工作的区别等，同时，也会考察一部分理解性知识

点，例如社会工作为什么要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这部分知识点实质上是从书本上只能找

到原本的名词解释，但是对于知识点的理解是需要结合基本知识点去把握的，因而这部分题

目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度大的，但是总体来看，简答部分考题设置总体来看都比较常规，一般

直接回归参考书就能找到答案，题型考生在备考中要重视对相关功能、特征、原则、方法、

策略、内容类知识点的整体把握，同时要结合自身理解，善于总结与梳理具有共性的知识点。

同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对知识点非常熟悉且能理解，彻底理解以后更更好的应对各类题型。

3.论述题

（1）从教育、科研、实务等角度谈谈你认为应该如何建立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2）简述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或观点？

（3）论述社会工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角色及后疫情时代的专业作用？

题型解读：论述题是社会工作考研中必考且分值最高的题目，该部分题型一般是书本知

识点原点结合社会热点话题或相关社会保障领域而综合性的理解才能作答的题目，例如上述

上述题型中要求考生从教育、科研、实务等角度谈谈对社会工作专业优势的理解吧，这部分

考察的知识点本质就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功能、服务对象、价值理念等分散在社会工作综合的

各个角落，同时考察同学门对该知识点的具体理解情况和运用能力，需要同学们对社会工作

综合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又比如简述韦伯的社会学思想？该题本质考察的是韦伯的

有关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理论，各部分知识基本全面分散在各个领域。像社会工作概论、社

会学概论中不同的部分都有韦伯关于社会学理论和观点，需要同学们在备考中及时总结，及

时归纳，同时也有部分题目考察到了新冠疫情中社会工作的角色以及社会工作在后疫情时代

所扮演的工作及功能，这部分内容本质上就需要大家的课外阅读量，对社会工作领域前沿、

热点话题等有所准备及了解，同时要训练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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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分析题

机构争取到政府购买服务“社区营造”的项目，请设计一个项目实施方案。

题型解读：这部分一般会考考案例分析题（方案设计题）或方案设计题，本部分主要以

方案设计题为例解析，方案设计主要考察同学对社会工作通过过程模式你的理解，以及对社

会工作具体方法，流程、步骤以及不同阶段工作内容的把握情况，一般会直接给一段与社会

工作相关的材料，描述材料中的主体目前的遭遇状况，或者直接给出相关的一个名词，要求

学生针对概念个材料设计一个介入方案或介入策略，实际考察学生如何运用社会工作方法、

用那种社会工作方法和模式，运用什么策略去介入的话题，尤其重点考察的是对于社会工作

实务过程的运用，这部分内容历年得分率普遍较低，主要是考生在答题中对理论运用和问题

需求分析未结合书本原理知识，因而建议各位备考的学生一定要对手社会工作实务部分的知

识有全面了解，同时要能够把握其适用范围与适用不同类型的案主，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和

规律，多做真题，提升材料的运用和实务操作能力。同时一定要善于总结模板，形成自己的

实务模板和计入模板。

三、考察范围

第一部分 社会工作基础知识

（一）考察目标

了解社会工作的产生背景及其基本假设；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把握社会工作在解

决社会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路；理解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及其本质；掌握

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包括价值理念、理论基础、过程模式等。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社会

工作的内涵与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工作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工

作的功能、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的发展等。

（二）考察范围

考察大纲 考察内容 出题形式 重要指数

社会工作概述

1.社会工作的涵义与性质
名词解释

简答题 ☆☆☆
2.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3.社会工作的对象与服务领域

4.社会工作的功能

社会工作的价值

基础

1.社会福利思想

名词解释 ☆☆
2.社会福利制度

3.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价值体系

4.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

社会工作的理论

1.社会工作理论的涵义及地位
简答题

论述题
☆☆☆2.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

3.社会工作的实践理论

人的发展与社会

环境

1.人的发展、社会环境及其关系

简答题

材料分析
☆☆

2.儿童发展与社会环境

3.青少年发展与社会环境

4.成人发展与社会环境

5.老人发展与社会环境

社会工作过程

1.社会工作过程的基本要素
名词解释

方案设计
☆☆☆2.社会工作的一般过程

3.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1.社会工作教育与训练的意义 名词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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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教育 2.社会工作教育与专业化

3.社会工作本土化

（三）常用参考书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年份

1 《社会工作概论》 王思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2 《社会工作导论》 王思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3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 /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21 年版

4 个案工作第二版 许莉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5 小组工作第二版 刘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6 社区工作 徐永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二部分 社会学基础知识

（一）考察目标

了解社会工作的产生背景及其基本假设；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把握社会工作在解

决社会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路；理解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基本特点及其本质；掌握

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包括价值理念、理论基础、过程模式等。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社会

工作的内涵与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社会工作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社会工

作的功能、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的发展等。

（二）考察范围

考察大纲 考察内容 出题形式 重要指数

社会学的对象与

功能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名词解释 ☆

2.社会学的功能

社会

1.社会及其构成 简答题

名词解释
☆☆

2.文化的类型与功能

社会化

1.人的社会化的涵义及意义

名词解释 ☆☆2.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与内容

3.社会角色

社会互动

1.社会互动的涵义及类型
名词解释 ☆☆

2.社会互动的理论

社会群体

1.社会群体的涵义及类型

名词解释 ☆2.初级社会群体

3.社会群体的变迁

社会组织

1.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类型

名词解释 ☆2.社会组织的结构

3.社会组织管理

社会制度

1.社会制度的概念与类型
名词解释 ☆

2.社会制度的功能

社会分层与社会

流动

1.社会分层的概念与功能

名词解释 ☆☆☆2.社会分层理论

3.社会流动

社区

1.社区的概念与要素
名词解释

简答题
☆☆☆2.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

3.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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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与社会

现代化

1.社会变迁的涵义与类型

简答题 ☆2.社会现代化的涵义与内容

3.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征

社会问题

1.社会问题的涵义及特点 材料分析

题

论述题

☆☆2.社会问题的类型与成因

3.当前我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越轨与社会控制

1.越轨行为及其类型

名词解释 ☆2.社会控制的概念与类型

3.社会控制体系

（三）常用参考书

序号 书目名称及版本 作者 出版社 年份

1 社会学概论新修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社 2013 年版

2 社会学教程 王思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3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 侯均生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四、各学科备考指南

（一）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备考指南

331 社会工作原理第一部分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在试题中分值占的比重最大，约占总分的

75%左右，考察的知识点十分细致，考题越发灵活，实践应用性越来越强。因而，本部分是

社会工作专硕考察的重点，在社会工作原理部分分值占比在 60%左右，部分学校甚至达到

100%考察，因而在备考过程中对社会工作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尤为重点。

本部分主要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的形式考察，名词解释一般为 3-5 个，涉及社

会工作相关的基础概念，例如社会工作伦理、伦理困境、家庭结构、社会工作支持系统等，

考察的名词解释多为细致的社会工作基础知识或相关概念，复习过程中除了掌握基本的一级

框架和二级框架的核心概念外，对细致的概念也要做细致的了解；

简答题一般为 2-3 个，主要涉及社会工作二级框架的基本内容。例如社会工作者扮演的

角色、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内容、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主要内容、增能理论的主要内容等，

考生在备考过重中要对二级框架下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基本功能等框架要做

细致梳理和了解；

论述题一般为 1-2 个，主要涉及与社会工作相关知识的运用和实践，例如价值中立原则

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结合实际，阐述家庭治疗模式的内容、社会工作理论的四大模式对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意义等，要求考生一方面对整个一级框架内容的全部内容要有良好的把

控，同时在备考过程中要和实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理论或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二）社会学基础知识备考指南

本部分作为 331 社会工作原理的组成部分相较于社会工作基础知识来讲，考察的频率和

分值占比相对较少，多数高校在该部分的考察考察分值占比 20%-40%左右，但是社会学基础

知识是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即使试卷中并非直接涉及到相

关概念和考点，但是许多的简答题和论述题需要基于社会学知识进行作答，因而在备考过程

中对社会学基础知识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本部分主要以名词解释、简答题和论述题的形式考察，名词解释一般为 1-3 个，涉及社

会学的相关的基础概念，例如差序格局、科层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考察的名词解释

多为一级框架和二级框架的社会学基础知识或相关概念，复习过程中除了掌握基本的一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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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和二级框架的核心概念外，对细致的概念也要做细致的了解，同时，对相似的概念也要注

意区分，例如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社区与社会等概念的区分；

简答题一般为 1-2 个，主要涉及社会学二级框架的基本内容。例如单位制社区的特征及

对社会工作的影响、社会越轨的分类、对文化及文化特征的理解等，考生在备考过重中要对

二级框架下的基本特征、基本内容、分类、基本功能等框架要做细致梳理和了解，并要在理

解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热点话题深入理解和分析；

论述题一般为 1-2 个，主要涉及与社会工作相关知识和社会学相关知识结合的考察点，

例如符号互动论的各代表人物及其各自的理论价值、社会运行状态的原则有哪些、影响社会

变迁的因素有哪些等，要求考生一方面对整个一级框架内容的全部内容要有良好的把控，在

整个社会学框架下理解社会学的基本要素和单位，同时要能将各个部分有机的联系起来，在

备考过程中要和实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理论或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关于社会学的知识

多与社会工作基础相结合，提醒考生要能够整体把控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和社会学基础知识，

然后将两者灵活的结合起来，使社会学知识成为社会工作开展实务的基础，社会工作实务成

为社会学的重要实践手段。两者有机结合，融汇贯通，方能取得良好的成绩。

（三）其他相近学科备考指南

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整合取向的，受到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影

响较大，尤其是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的基础理论都是来自以上几个学科，在社会工作研究

中也比较侧重于跨学科研究，因而在考试中也会涉及一部分其他学科的知识点，例如心理学

的家庭治疗、心理咨询；管理学的组织管理论；政治学中的治理问；法学中的社区矫正问题；

尽管不会直接考察，但是会间接的在相关论述题中出现，因而建议各位同学在备考过程中要

及时对其他学科中相关知识点及理论有所了解，平时可以阅读相关公众号，相关论文等扩充

补充性知识点，以应对考试。

五、比邻专属备考规划

专业课备考一定要结合好课本与热点拓展之间的关系。请大家学习一定要回归到课本，

掌握主要的理论、最少要精读核心参考课本 2-3 遍。尤其像《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学概论

新修》《社会工作理论》等理论性较强的课本一定要充分阅读，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

理解彻底的基础上进行背诵，理解更加深刻，记忆更加持久。

一般情况下，专业课备考中要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准备。第一阶段一般以所有参考

书目的精读为主，主要是对在社会工作专业整体的理解和把控情况；第二阶段是在第一轮精

细化精读课本复习之后，需要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重难点，将重要知识点和概念系统整合，

形成体系化的复习思路和框架，一般主要工作是结合课程形成框架导图；第三阶段主要是以

重点梳理为主，结合社会工作考研大纲、参考书目、历年真题等划定重点，确定 2-3 本核心

参考书目和主要考试范围，进行冲刺核心知识点梳理，第四阶段以灵活运用为主，利用目标

院校 3-5 年真题按照考试时间及形式要求作题，查缺补漏、巩固所学；第五阶段就是冲刺阶

段，最后再熟悉课本知识，记忆重点框架大纲，将知识点有效串联起来，进行综合性会议巩

固和易错点和重难点的多次记忆和背诵。

精品课程、核心资料、全年规划、全程咨询，更多核心内容和精品服务请及时关注文都

教育、文都比邻及文都比邻社会工作考研中心官方信息，考研，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

吧！未来的研究生。


	来源：文都比邻
	一、大纲整体情况
	（一）考试性质
	（二）考查目标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二）试卷题型结构
	（三）题型解读

	三、考察范围
	（一）考察目标
	（二）考察范围
	（三）常用参考书
	（一）考察目标
	（二）考察范围
	（三）常用参考书

	四、各学科备考指南
	（一）社会工作基础知识备考指南
	（二）社会学基础知识备考指南
	（三）其他相近学科备考指南

	五、比邻专属备考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