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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原则、内容、方法、流程、管理和保障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青少年为对象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青少年 adolescences

本标准所指的青少年，年龄范围是6－35周岁（标准中涉及婚姻、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时，

年龄界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2

青少年需要 adolescences’needs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所需的条件、机会和资源的总和。

2.3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service of social work with adolescences

以青少年为对象，运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论、方法和技巧帮助其解决现实问题、促进其全面发

展的社会服务活动。

2.4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agency of social work with adolescences

从事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组织。

3 原则

3.1 党管青少年原则

坚持党对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领导，坚持把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教育青少年作为服务的重要内

容，坚持通过服务让青少年切实感受到党的关心和温暖，从而把青少年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3.2 主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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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青少年主体地位，承认与接纳青少年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充分照顾青少年的特点和利益，开展

有针对性的服务。

3.3 发展性原则

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理解青少年，强调青少年自身蕴含的发展潜力和成长的内在动力，重视经

济社会发展对青少年福利的影响作用。

3.4 整体性原则

重视青少年与其家庭、学校、社区、朋辈及服务机构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全面系统地识别青少年的

需要，提供整合性社会工作服务。

4 内容

4.1 思想引导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开展国情政策教育和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

——开展网络素养教育。

4.2 身心健康促进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为青少年提供社会实践教育和学业支持服务；

——开展青少年文化体育兴趣和爱好的培养活动、青少年文体交流活动；

——引导青少年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帮助青少年学习保护生命的方法；

——帮助青少年掌握应对风险的方法，引导青少年对风险形成正向认识；

——帮助青少年了解青春期相关生理和心理知识，积极应对心理困惑，增强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能力；

——帮助青少年自我认识，并实现自我肯定；

——帮助青少年形成健康的人格，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4.3 婚恋交友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帮助青少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提供婚恋教育和指导，开展婚恋交友服务；

——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家庭观，传承优良家风家教；

——开展性健康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服务；

——协助青少年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4.4 就业创业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服务；

——协助链接就业创业资源；

——帮助提升就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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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就业创业指导及职业生涯规划服务。

4.5 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支持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协助青少年建立良性社会支持系统；

——提升青少年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的能力，帮助青少年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

——营造青少年社会融入的良好环境；

——提升青少年参与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的意识与能力。

4.6 社会保障支持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残疾青少年关爱和扶持保障服务；

——开展困境青少年帮扶服务；

——开展青少年社会救助服务。

4.7 合法权益维护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青少年权益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服务；

——拓展青少年权益表达渠道，支持普遍性利益诉求表达和反馈；

——开展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预防和干预服务；

——协助青少年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营造家庭、校园和社区的安全环境。

4.8 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服务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协助开展青少年社会文化环境、网络环境优化和整治服务；

——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工作；

——提供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

4.9 其他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政策倡导及咨询研究；

——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督导及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培育；

——开展受委托的其他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5 方法

5.1 基本方法

根据青少年问题及需求，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直接服务方法及社会

工作行政、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等间接服务方法。

5.2 针对特定需要的介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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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危机介入

以多专业合作方式对青少年面临的最迫切问题，特别是可能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的问题实施紧

急干预，遏制危险发生；通过协调整合资源，以中途之家、类家庭、收寄养等方式为不适合家庭居住的

青少年提供安置服务，进行综合援助。

5.2.2 家庭治疗

以家庭为介入单位，探索青少年问题背后的家庭结构和互动关系，促进家庭内在系统的改变，优化

青少年成长的家庭环境。

5.2.3 外展服务

深入青少年经常出入的场所，主动与青少年接触并发现其问题和需求；对处于风险状态的青少年进

行保护、辅导和安置。

5.2.4 历奇辅导

有目的地把青少年带离安适区，进入低冒险区，通过体验性活动经历新奇，促进青少年自我探索、

自我觉察与自我成长。

5.2.5 朋辈辅导

通过发现、培训和搭建平台，组织年龄相仿、生活环境和经历、文化相似，或由于某些原因使其

具有共同语言的青少年交流互动、分享经验、唤起共鸣、持续支持和互助成长。

6 流程

6.1 接触预估期

在接触预估期应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

——评估青少年个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发展状况；

——评估青少年的成长经验和生命历程；

——评估青少年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所在社区的情况；

——评估青少年的问题和需要；

——评估青少年及环境的资源和优势。

6.2 服务设计期

在服务设计过程中应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确定服务的主题；

——明确服务的理念和理论依据；

——确定服务的目的和目标；

——识别服务对象系统、目标系统及行动系统；

——选择介入策略；

——签订服务协议；

——配置资源；

——预估服务风险，设计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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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评估指标，选择评估方法。

6.3 服务实施期

在实施过程中应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分解服务任务；

——明确人员分工；

——控制服务进度；

——优化服务内容；

——应对服务风险。

6.4 成效评估期

在评估过程中应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自我评估和接受第三方评估；

——测量目标达成情况；

——评估服务满意度；

——评估服务对象及环境系统的改变；

——服务的结束及跟进。

7 管理

7.1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并根据需要进行修订。

7.2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对本机构内的服务进行质量管理，确保达到预期标准，符合青少年的

需要。质量管理的任务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估机制；

——对相关社会工作服务情况进行信息公开，确保青少年知情权；

——根据服务质量评估情况改进服务，完善制度。

7.3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建立社会工作督导制度，开展督导工作，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社会工作督导制度，明确督导关系；

——定期为督导对象提供恰当的督导服务。

7.4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加强服务档案管理，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基本服务档案，包括青少年的基本信息、服务提供者、服务场所、服务过程及服务成效等；

——建立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估档案，包括是否符合基本服务要求、目标完成情况、服务评估情况等；

——根据青少年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档案，做好信息的保密工作。

8 保障

8.1 人员素质要求

8.1.1 基本资格要求

开展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获得国家颁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具备国家承认的社会工作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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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伦理要求

应自觉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遵守《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

8.1.3 继续教育要求

应按照《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办法》，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职业素质和专业服务能力。

8.2 岗位设置

8.2.1 各级共青团组织及青少年服务组织和机构中应设置青少年社会工作岗位。

8.2.2 各级政法委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中应设置青少年社会工作岗

位。

8.2.3 开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校宜按学生比例设置青少年社会工作岗位。

8.2.4 街道（乡镇）社区服务中心、城乡社区服务站宜设置青少年社会工作岗位。

8.2.5 其他涉及青少年服务的相关单位、社会组织宜根据实际需要设置青少年社会工作岗位。

8.3 经费保障

按照《关于做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要求，将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资金

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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