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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社会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3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儿

童福利院、郑州市儿童福利院、无锡市社会福利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褚晓瑛、王翠萍、马尚竹、崔焱、童小军、杜勇、范篆玲、李燕、

侯晓学、管华盈、陈国梅、曲正、王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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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的服务原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

服务方法和督导。

本文件适用于民政部门主管的儿童福利机构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MZ 010-2013 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MZ/T 058-2014 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MZ 010-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社会工作服务 social work service

社会工作者秉持儿童权利理念，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儿童（以下简称“儿童”）

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运用儿童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帮助儿童发挥最大潜能、

实现最大利益而开展的工作。

3.2

安置服务 placement service

社会工作者以儿童能够进入永久性自然家庭为首要目标，根据儿童需求，协调养育、医

疗、教育、康复等专业团队，主要依托收养、寄养、类家庭和机构安置等安置方式，促进儿

童进入最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环境而开展的工作。

4 服务原则

4.1 利益最大原则

社会工作者应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利益出发提供专业服务，最大限度

保障儿童权益。

[来源：MZ/T 058-20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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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伤害最小原则

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如果无法避免造成伤害，尽量选择对儿童造成最小伤害的方案，或

者是最容易从伤害恢复的方案。

[来源：MZ/ T058-2014，4.3]

4.3 永久安置优先原则

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应以儿童能够永久进入自然家庭，获得法定监护人照料和稳

定生活环境为首要服务目标。

4.4 全程服务原则

儿童福利机构应确保每名儿童从入院到离院始终有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服务。

5 基本要求

5.1 组织管理

5.1.1 儿童福利机构应设置社会工作部门或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负责为儿童提供安置服务。

每一名社会工作者服务的儿童人数不宜超过 40名。
5.1.2 儿童福利机构应将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纳入专业技术系列管理范围，明确社会工作专业

技术岗位职级，建立相应的社会工作职级体系。

5.1.3 儿童福利机构应根据工作需要制定社会工作服务相关规章制度。

5.1.4 儿童福利机构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时，社会工作部门或岗位应与相关部门配合，制定并

组织实施年度社会工作服务方案。

5.2 人员要求

5.2.1 社会工作者应通过无相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并满足以下一项条件：

——取得社会工作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并登记注册。

5.2.2 社会工作者应认同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掌握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方法和技巧，熟悉儿

童福利相关政策法规，知悉儿童发展、儿童教育等相关学科知识，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5.2.3 儿童福利机构应鼓励和支持社会工作者参加形式多样的继续教育，包括与社会工作

专业和儿童工作相关的学历教育、现场培训、远程培训、工作坊、论坛、讲座、研讨会、调

研、实习和督导等活动。

5.3 安全管理

5.3.1 社会工作者应配合开展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对遭受影响的儿童做好应急处置，联

系医护人员，并及时向儿童福利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5.3.2 社会工作者应配合排查服务场所安全隐患，遇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时，社会工作者应

立即救助，帮助儿童脱离危险，并及时向儿童福利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5.3.3 社会工作者应保护儿童身心健康，防止儿童发生忽视、虐待、歧视、欺凌、性侵等人

为伤害。一旦发现，社会工作者应为儿童提供保护服务，并及时向儿童福利机构和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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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6 服务内容

6.1 儿童评估

6.1.1 社会工作者应依据生态系统和儿童发展等儿童社会工作相关理论，通过实地走访、观

察、会谈、查阅资料等方法，对儿童及所在环境进行调查、收集并分析信息资料，明确儿童

生理、心理、情感和认知方面的需求，特别是儿童对家庭监护照料的需求。

6.1.2 儿童评估应贯穿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始终，包括儿童需求评估、安置服务过程

评估和结案评估，可根据儿童的年龄、身心发展状况、康复教育情况、安置方式等变化适时

提出。

6.2 家庭招募

6.2.1 社会工作者应面向社区招募家庭，明确家庭条件，挖掘收养、寄养和类家庭等各类家

庭资源。

6.2.2 社会工作者应面向社会传播儿童福利理念，广泛开展家庭动员、教育、支持和维护，

储备家庭资源，满足儿童回归家庭的需求。

6.3 家庭评估

6.3.1 社会工作者应面向收养/寄养申请人及相关人员开展家庭评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收
养/寄养申请人、亲属、朋友、同事、邻居、社区工作人员、村居委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工
作人员等。

6.3.2 社会工作者应采用入户走访、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电话访谈、查阅资料等方法开

展评估调查，排查有无不适宜的情况。

6.3.3 家庭评估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收养/寄养动机、收养/寄养意愿和准备、文化程度、健
康状况、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及道德品行、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社区环境、家庭关系、共同

生活家庭成员意见和邻里关系。

6.4 儿童辅导

6.4.1 社会工作者应根据儿童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自身特点，提供与其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辅

导，帮助儿童改善情绪和行为问题，提高家庭融合和社会融入能力。

6.4.2 儿童辅导包括普适内容和个别化内容。普适内容指社会工作者帮助儿童理解家庭关

系，适应家庭生活，将要面临的挑战及应对办法，处理好因离院带来的与分离有关的感受和

情绪等内容。个别化内容指社会工作者结合家庭情况以及家庭所在地区的特点，为儿童提供

有针对性的辅导和准备。

6.5 家庭培训

6.5.1 社会工作者应在收养、寄养和类家庭安置前和过程中，为儿童顺利实现家庭安置，通

过必要时长、频次和内容的培训，帮助家庭做好相应的准备。

6.5.2 家庭培训包括普适内容和个别化内容。普适内容指社会工作者帮助家庭确认收养/寄

养意愿，理解收养/寄养意义，介绍儿童特点、养育技巧、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应对办法、突

发事件及处理方式、需要完成的程序和手续等。个别化内容指社会工作者根据儿童性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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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性格特征和生活习惯，有特殊需求儿童的护理、康复方法和技巧等开展个别化、有针对

性的培训。

6.6 融合服务

6.6.1 社会工作者应在儿童与家庭初次见面、儿童离开福利机构、儿童进入家庭初期提供融

合服务。

6.6.2 社会工作者应安排儿童与家庭在儿童福利机构内或儿童熟悉的其他日常生活环境中

安排见面与互动，提供情绪安抚、疏导和陪伴，促进双方接纳和融合。

6.7 跟进服务

6.7.1 社会工作者应定期评估安置服务情况，为儿童、家庭和照料者提供持续性支持，帮

助解决困难和突发问题。社会工作者应适时开展儿童需求评估，对需要变更安置方式的儿童，

及时调整安置服务计划，促进儿童实现永久性家庭安置。

6.7.2社会工作者跟进服务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儿童健康及生长发育状况、日常照料情况、生

活规律、室内外活动、就学就医情况、落户情况、依恋关系的建立、家庭关系、亲戚邻里的

看法、有无伤害事件等方面。

6.8 儿童保护

6.8.1 社会工作者发现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或疑似侵害的，应及时研判，提供紧急介入、紧急

庇护和危机干预等应急处置措施。

6.8.2 社会工作者应在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中积极宣传儿童保护理念，参与建立儿童

权益侵害预防与发现机制。

7 服务流程

7.1 入院接案

7.1.1 社会工作者应根据入院儿童情况，协助开展健康检查和留院观察，并收集儿童资料，

详细记录接收情形，填写《儿童入院信息登记表》（参见附录 A）。
7.1.2 经确认入院的无法查明父母的儿童，社会工作者应帮助其尽快落户，完成儿童监护权

转移程序。经确认入院的其他困境儿童，社会工作者应帮助其完成临时监护权的转移程序。

7.2 安置需求评估

7.2.1 社会工作者应在进行儿童需求预估的基础上，初步判断安置方式，并填写《儿童入院

预估记录表》（参见附录 B）。
7.2.2 社会工作者应组织养育、医疗、教育、康复等部门专业人员，召开儿童福利机构跨专

业联席会议，进行儿童安置需求综合评估。

7.2.3 社会工作者应根据安置需求预估和综合评估结果，做出安置方式决议，并填写《儿童

安置需求记录表》（参见附录 C）。
7.2.4 安置方式决议宜在儿童福利机构接收儿童 15 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安置方式包括下列

四种：

——收养安置服务,分为国内收养安置服务和涉外收养安置服务；

——寄养安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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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家庭安置服务；

——机构安置服务。

7.2.5 社会工作者应通过个案讨论会集体评议安置方式决议，复审通过。

7.3 安置服务计划

7.3.1 社会工作者应根据安置方式决议制定以儿童为中心的安置服务计划。

7.3.2 安置服务计划的内容包括并不限于：

——总目标与阶段目标；

——服务步骤；

——服务内容；

——资源网络；

——挑战与应对策略；

——时间安排。

7.3.3 社会工作者应填写《安置服务计划书》（参见附录 D）。

7.4 安置服务介入

7.4.1 社会工作者应通过跨专业联席会议等方式告知养育、医疗、教育、康复等相关部门协

同落实安置服务计划。

7.4.2 国内收养安置服务介入

社会工作者在国内收养安置服务介入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招募收养家庭；

——指导收养申请人填写《收养申请表》（参见附录 E）；
——审核收养申请，并在接收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审核结果；

——开展收养家庭评估，出具评估意见，填写《收养评估家访记录表》（参见附录 F）
和《收养评估面谈记录表》（参见附录 G）；

——开展收养前家庭培训；

——提供收养前儿童辅导；

——综合儿童需求与家庭评估情况，为儿童匹配收养家庭；

——对需要提前进入家庭入户融合的儿童，提供融合服务，评估融合情况，填写《收养

融合记录表》（参见附录 H）；
——协助办理收养手续。

7.4.3 涉外收养安置服务介入

社会工作者在涉外收养安置服务介入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召集养育、医疗、教育、康复等部门，评估更新儿童情况；

——报送被收养儿童材料，补充儿童相关信息；

——结合收养家庭情况，提供收养前儿童辅导；

——提供融合服务，填写《收养融合记录表》（参见附录 H）；
——协助办理收养手续。

7.4.4 寄养安置服务介入

社会工作者在寄养安置服务介入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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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寄养家庭；

——指导寄养家庭填写《寄养家庭申请表》（参见附录 I）；
——开展寄养家庭评估，出具评估意见，填写《寄养家庭评估记录表》（参见附录 J）；
——开展寄养前家庭培训，填写《寄养家庭培训记录表》（参见附录 K）；
——综合儿童需求与家庭评估情况，为儿童安排寄养家庭；

——指导签订寄养融合协议，提供融合服务，评估融合情况；

——指导签订寄养协议。

7.4.5 类家庭安置服务介入

社会工作者在类家庭安置服务介入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招募类家庭，开展家庭培训，帮助了解儿童基本情况和照料需求，做好相应准备；

——提供融合服务，协助完成入户安置；

——按月填写《儿童福利机构安置记录表》（参见附录 L）。

7.4.6 机构安置服务介入

社会工作者在机构安置服务介入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按照儿童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为其安排生活区域，协助儿童规划个人空间；

——协调养育、医疗、教育、康复等部门，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为照料者提供培训和支持；

——按月填写《儿童福利机构安置记录表》（参见附录 L）。

7.5 安置服务跟进

7.5.1 国内收养安置服务跟进

社会工作者在国内收养安置服务跟进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在儿童收养后 6个月内提供不少于 3次跟进服务；

——应儿童和家庭申请随时提供帮助和支持；

——每次服务后填写《收养跟进服务记录表》（参见附录M）。

7.5.2 涉外收养安置跟进

社会工作者在涉外收养安置服务跟进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遇被收养儿童与外国收养家庭有融合问题、被收养儿童寻根回访、其他重大变故或

突发事件等情况，应有关机构的申请或转介提供帮助和支持；

——每次服务后填写《收养跟进服务记录表》（参见附录M）。

7.5.3 寄养安置跟进

社会工作者在寄养安置服务跟进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每月提供不少于 2次跟进服务；

——开展寄养家庭养育时效评估，重点关注和评估寄养家长的照料技能；

——定期组织开展寄养家庭培训；

——每次服务后填写《寄养跟进服务记录表》（参见附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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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类家庭安置跟进

社会工作者在类家庭安置服务跟进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每周提供不少于 1次跟进服务；

——定期组织开展类家庭培训；

——按期填写《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周记录表》（参见附录 O）、《儿童福利机构跟
进服务季度综合记录表》（参见附录 P）和《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年度综合记录
表》（参见附录 Q）。

7.5.5 机构安置跟进

社会工作者在机构安置服务跟进中应主要完成下列工作：

——每周提供不少于 1次跟进服务；
——定期组织开展照料者培训和团队建设；

——按期填写《儿童福利机构跟踪服务周记录表》（参见附录 O）、《儿童福利机构跟
进服务季度综合记录表》（参见附录 P）和《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年度综合记录
表》（参见附录 Q）。

7.6 离院结案

7.6.1 结案情形

社会工作者可在以下情形下结案：

——依法完成收养；

——回归原生家庭；

——转入其他福利机构；

——成年后社会安置；

——死亡。

7.6.2 结案准备

社会工作者应对儿童做好结案前辅导工作，包括提前告知结案时间，协助其适应新的生

活环境，处理好因结案带来的与分离有关的感受和情绪等。

7.6.3 结案评估

7.6.3.1 对于进入收养家庭或回归原生家庭的儿童，经过社会工作者评估，儿童生活状况良

好，各方面条件满足其成长需求，能够融入适应新的环境，可结案。

7.6.3.2 对于转入其他福利机构、成年后社会安置的服务对象，经过社会工作者评估，服务

对象已有能力自己应对和解决问题，无后续服务需求，可结案。

7.6.3.3 经过社会工作者评估，服务对象无法独立生活或存在后续服务需求，社会工作者应

了解转介条件，妥善完成转介服务后，可结案。

7.6.3.4 社会工作者应在结案评估后填写《结案评估记录表》（参见附录R）。

7.6.4 结案报告

社会工作者应依据儿童全部服务档案，以儿童成长大事件为线索，简要且综合描述儿童

生活的全过程，总结儿童需求评估、安置服务计划、曾接受过的各类服务、服务目标达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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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结案过程等，对儿童未来成长发展提出建议，形成儿童的结案评估过程描述和结案综述，

填写《结案记录表》（参见附录S）。

7.6.5 服务档案

7.6.5.1 整理

社会工作者应以时间为线索，从儿童进入儿童福利机构为开端，按照时间顺序搜集和整

理儿童所有的社会工作服务记录。

7.6.5.2 归档

社会工作者应为每一名儿童制作统一格式的档案封页、档案目录和档案封底，形成完整

的社会工作服务档案。参见《档案封页》（参见附录T），《档案目录清单》（参见附录U），
《档案封底》（参见附录V）。
7.6.5.3 查阅

儿童福利机构应建立儿童档案查阅制度，对查阅主体、程序、内容及记录等做出明确规

定，确保儿童隐私得到保护。

8 服务方法

8.1 儿童服务通用方法

社会工作者应根据儿童安置服务的需要, 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社
会工作直接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等间接方法。

8.2 儿童服务特殊方法

8.2.1 个案管理

社会工作者为了促进儿童实现最佳安置的服务目标，针对安置服务过程中每一个儿童的

个别化和多样化需求，协调多方服务提供者，整合各种服务资源，提供统筹服务的方法。

8.2.2 心理创伤治疗

社会工作者针对因日常生活中目睹或者经历了忽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侵、家庭

暴力、学生欺凌或严重车祸、自然灾害、丧亲而产生急性或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躯体化障

碍、适应障碍等后果的儿童，以儿童或者家庭为单位，提供系统、全面干预，以改善儿童的

心理社会适应水平，发挥儿童最大潜能的方法。

8.2.3 社会资源管理

社会工作者为了能够及时、全面和精准地满足儿童安置服务的需要，对相关社会资源进

行动员、培育、维护并综合使用的方法。社会资源主要包括家庭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

康复资源、就业资源和志愿者资源等。

8.2.4 友好环境营造

社会工作者从儿童健康成长需求出发，面向社区宣传儿童权利理念，倡导儿童优先原则，

建设方便儿童安全学习、娱乐和生活的社区，完善与儿童成长发展相关的政策，形成有利于

儿童妥善安置的友好环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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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督导

9.1 督导对象

儿童福利机构内的社会工作者。

9.2 督导者

9.2.1 概述

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督导者应根据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熟练运用

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方法、技巧，根据督导对象的需求和机构工作安排，制定督导计划，帮

助解决专业问题和疑难个案，从而促进督导对象专业能力发展，提高社会工作服务质量，保

证机构正常运行。

9.2.2 资格要求

督导者应至少满足以下一项条件：

——取得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历，且从事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不少于 3年；

——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且从事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不少于 2年；

——取得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且从事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不少于 5年；

——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且从事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不少于 1年；

——在普通高等教育院校社会工作专业任职讲师以上职位，且具有 2年以上儿童社会工

作实务经验。

9.3 督导内容

儿童福利机构的督导工作应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教授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方法和技巧，特别是与儿童相关的理论和知识；

——指导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儿童福利机构的具体实践；

——教授儿童评估方法和实操技能；

——教授家庭评估及服务方法；

——参与儿童福利机构建立或修改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和制度；

——协助促进社会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合作；

——提供个案咨询与专业指导；

——参与团队建设；

——给予社会工作者激励和支持；

——评估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表现。

9.4 督导方式

9.4.1 督导者与督导对象主要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定期、定时围绕工作内容进行面

对面的讨论交流。

9.4.2 督导形式有小组督导、个别咨询、会议、工作坊、现场示范、书面指导和远程视频会

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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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督导记录

9.5.1 督导者和督导对象应分别如实记录督导情况，理清需求、分析问题、确定服务策略和

方法，以此提升督导对象的工作能力。

9.5.2 督导者记录主要形式包括：

——督导年度计划；

——《督导记录表》（参见附录W）；
——督导阶段性评估报告，可分为季度评估、年中评估和年度评估。

9.5.3 督导对象记录主要形式包括：

——督导需求记录；

——《社工督导记录表》（参见附录 X）；
——督导阶段性自评报告，可分为季度评估、年中评估和年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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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儿童入院信息登记表

表 A.1 规定了儿童入院信息登记表的样式。

表 A.1 儿童入院信息登记表
编号 □□□□□□□□□（编号可参照《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编制）

姓名* 性别 □男 □女 □其他（ ）

年龄* 身高/长 体重

目测身体状况

来 院 情 况

入院方式 口公安送入 口救助站转介 □其他方式 （ ）

护送入院

主要人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电话

单位

身份证

号码

接收记录

入院原因
□被遗弃 □流浪未找到家庭 □父母服刑/戒毒

□打拐解救 □其他（ ）

儿童

来院前

经历简述

相关物品清单

01 04

02 05

03 06

送入人员签字 时间

处置记录

儿童

安置情况

抄送部门
□社工科 □教育科 □康复科 □医疗科 □抚育科

□其他科室，请注明

社工签字 日期

注：*表示填写人需要依据实际情况酌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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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童入院相关的正式文件粘贴处，

如捡拾证明/DNA检测结果等，

服刑人员子女的司法或者居委会报送证明等）

社工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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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儿童入院预估记录表

表 B.1 规定了儿童入院预估记录表的样式。

表 B.1 儿童入院预估记录表

编号 □□□□□□□□□ 儿童姓名

社 工 预 估 记 录

时 间

年 月 日

地 点

□留观室

□上午 时间： □评估室

□下午 时间： □生活区（ ）

□晚上 时间： □其他 ____________

评估方式 □观察 □面谈 □游戏 □测试（量表： ）

评估过程记录

评估分析和

结论记录

社工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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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儿童安置需求记录表

表 C.1 规定了儿童安置需求记录表的样式。

表 C.1 儿童安置需求记录表

档案编号 □□□□□□□□□ 儿童姓名

安置需求评估

养育评估陈述

教育评估陈述

治疗评估陈述

康复评估陈述

综合评估陈述

安置决议

类型 □国内收养 □涉外收养 □家庭寄养 □类家庭 □机构养育

说明

抄送部门 □社工科 □教育科 □康复科 □医疗科 □抚育科 □其他

相关部门

签字

姓 名 时 间

社工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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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安置服务计划书

表 D.1 规定了安置服务计划书的样式。

表 D.1 安置服务计划书

编号 □□□□□□□□□ 儿童姓名

安置服务计划

总目标

阶段目标

1.

2.

3.

4.

……可增项

服务步骤

步骤一：

服务内容：

介入策略：

步骤二：

服务内容：

介入策略：

步骤三：

服务内容：

介入策略：

……可增项

资源网络

挑战及应对策略

时间框架

社工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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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收养申请表

表 E.1 规定了收养申请表的样式。

表 E.1 收养申请表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职业状况

受教育程度 年收入（元）

住房面积 同住人口数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申请人家庭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申请人关系 健康状况 职业状况 是否同住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申请人儿童家庭收养意愿

01 您收养儿童的原因是________？

口 不能生育 口 公益热情

口 孩子都成年离家了

口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 您希望收养________的孩子？
口健康的 口轻度残疾/智障的

口看缘分 □其它________________

03 您的配偶支持您收养孩子吗？
口 支持 口 比较支持 □反对

口 无所谓 口 没问过他/她

04 您的子女或亲属支持您收养孩子吗？
口 支持 口 比较支持 口 无所谓

口 反对 口 没问过他/她（们）

05 您愿意接受我们的收养家庭评估吗？ 口 愿意 口 无所谓 口 不愿意

申请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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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收养评估家访记录表

表 F.1 规定了收养评估家访记录表的样式。

表 F.1 收养评估家访记录表

申请人姓名 年龄 配偶姓名 年龄

联系手机 家庭座机

家 访 记 录

（家庭环境、夫妻互动以及收养资格确认）

可增页

家庭关系图 综合分析

评估结论 口继续 口终止（ ）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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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收养评估面谈记录表

表 G.1 规定了收养评估面谈记录表的样式。

表 G.1 收养评估面谈记录表

申请人姓名 年龄 配偶姓名 年龄

联系手机 家庭座机

面 谈 记 录

（收养动机和意愿）

（申请人个人成长史和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

（健康状况）

（经济及住房条件）

（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及道德品行）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情况和意见）

（育儿理念、收养准备、抚育计划）

（支持资源与网络）

（挑战与应对措施）

（收养后愿景）

……

可增页

社工

综合分析

评估结论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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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收养融合记录表

表 H.1 规定了收养融合记录表的样式。

表 H.1 收养融合记录表

儿童姓名 档案编号 □□□□□□□□□

收养母亲姓名 身份证号

收养父亲姓名 身份证号

时间 至

地点 第 次

互动

状况描述

（儿童与家长的语言、肢体交流情况）

（儿童情绪变化）

社工分析

结论 □继续融合 □推荐办理收养手续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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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寄养家庭申请表

表 I.1 规定了寄养家庭申请表的样式。

表 I.1 寄养家庭申请表

申请人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职业状况

受教育程度 年收入（元）

住房面积 同住人口数 健康状况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申请人家庭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申请人关

系
健康状况 职业状况 是否同住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口是 口否

寄养意愿和经验

01 您从哪里了解到的家庭寄养信息？

口 从网络上 口 从朋友那里

口 从福利院的宣传海报/活动上

口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02 您认为您了解儿童福利院吗？ 口 了解 口 不太了解 口 不了解

03 您的配偶支持您做家庭寄养工作吗？
口 支持 口 比较支持 口 无所谓

口 反对 口 没问过他/她

04 您的子女支持您做家庭寄养工作吗？
口 支持 口 比较支持 口 无所谓

口 反对 口 没问过他/她（们）

05 您愿意接受我们的寄养家庭评估吗？ 口 愿意 口 无所谓 口 不愿意

申请人签名 日期

注：“健康状况”的选择答案为： A.良好 B.一般 C.有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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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寄养家庭评估记录表

表 J.1 规定了寄养家庭评估记录表的样式。

表 J.1 寄养家庭评估记录表

家长姓名 年龄 配偶姓名 年龄

家庭住址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评估方法

□观察 □面谈 □问卷 □测试（量表： ）

评估发现 （描述后绘制家庭结构图）

评估分析

和结论

评估结论 口录取 口后备 口婉拒（ ）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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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

寄养家庭培训记录表

表 K.1 规定了寄养家庭培训记录表的样式。

表 K.1 寄养家庭培训记录表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参与培训

情况

参培日期 时长 培训主题

特殊情况

备注

家长参训

体会

家长培训

需求

家长签名 日期

社工评价

（从一般寄养家长来看）

（从个别化，即个性与照顾对象的匹配来看）

评估结论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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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 录 L

（资料性）

儿童福利机构安置记录表

表 L.1 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安置记录表的样式。

表 L.1 儿童福利机构安置记录表

儿童姓名 档案编号 □□□□□□□□□□

安置区域

安置时间 年 月 日

安置

过程

描述

后续服务

需求及安排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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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资料性）

收养跟进服务记录表

表M.1 规定了收养跟进服务记录表的样式。

表M.1 收养跟进服务记录表

儿童姓名 档案编号 □□□□□□□□□

本次服务类型 常规家访 结案家访 接报家访 服务链接、转介

时间 年 月 日 第 次

现状描述

（看到了什么，交谈了什么，获得了怎样的信息）

问题及服务

（对上述信息的分析、评判及回应）

未来工作安排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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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资料性）

寄养跟进服务记录表

表 N.1 规定了寄养跟进服务记录表的样式。

表 N.1 寄养跟进服务记录表

儿童姓名 档案编号 □□□□□□□□□

本次服务类型 常规家访 结案家访 接报家访服务链接、转介

现状描述

（看到了什么，交谈了什么，获得了怎样的信息）

问题及服务

（对上述信息的分析、评判及回应）

未来工作安排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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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O

（资料性）

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周记录表

表 O.1 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周记录表的样式。

表 O.1 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周记录表

儿童姓名 档案编号 □□□□□□□□□

安置区域 服务日期

儿童

生活规律

身心发育状况

日常行为与情绪

康复治疗情况

其他情况

照料者

工作情况

困难与问题

综合陈述与跟进服务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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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P

（资料性）

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季度综合记录表

表 P.1 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季度综合记录表的样式。

表 P.1 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季度综合记录表

儿童姓名 档案编号 □□□□□□□□□

安置区域

季度时间 从 至

记录依据 本记录的依据是上述时间段内（ ）份周服务记录。

季度综合描述

分析及

后续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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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Q

（资料性）

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年度综合记录表

表 Q.1 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年度综合记录表的样式。

表 Q.1 儿童福利机构跟进服务年度综合记录表

儿童姓名 档案编号 □□□□□□□□□

安置区域

年度时间 从 至

记录依据 本记录的依据是上述时间段内（ ）份服务季度综合记录表。

年度综合描述

分析及

后续工作安排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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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 录 R

（资料性）

结案评估记录表

表 R.1 规定了结案评估记录表的样式。

表 R.1 结案评估记录表

儿童姓名 编号 □□□□□□□□□

结案类型
国内收养□ 涉外收养□ 回归原生家庭□ 转入其他福利机构□ 成年后社会

安置或转介□ 死亡□

服务时间 从 到

评估内容

社工分析

结论 □可以结案 □结案前还需完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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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S

（资料性）

结案记录表

表 S.1 规定了结案记录表的样式。

表 S.1 结案记录表

儿童姓名 编号 □□□□□□□□□

结案类型
国内收养□ 涉外收养□ 回归原生家庭□ 转入其他福利机构□ 成年后社会

安置或转介□ 死亡□

服务时间 从 到

结案缘由

结案评估

过程描述

结案综述

社工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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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

（资料性）

档案封页

图 T.1 规定了档案封页的样式。

图 T.1 档案封页

档案编号： □□□□□□□□□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 别：

出生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院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档案装订日期：________年_____月___日

儿童福利机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会工作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儿童照片 1
（入院时）

儿童照片 2
（出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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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U

（资料性）

档案目录清单

表 U.1 规定了档案目录清单的样式。

表 U.1 档案目录清单

编号 档案内容 对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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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V

（资料性）

档案封底

图 V.1 规定了档案封底的样式。

图 V.1 档案封底

档案编号： □□□□□□□□□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 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_____________________

装订日期：________年_____月___日

社工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档案封底



MZ/T 167—2021

34

附 录 W

（资料性）

督导记录表

表W.1 规定了督导记录表的样式。

表W.1 督导记录表

机构

名称
时间

督导

日期
序次 第□□次

督导

基本

信息

定期督导□ 临时督导□

补充

信息
团体□ 个案□ 综合□

面对面□ 视频□ 电话□

督导

对象

督导

过程

记录

督导

分析

督导

建议

督导

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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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X

（资料性）

社工督导记录表

表 X.1 规定了社工督导记录表的样式。

表 X.1 社工督导记录表

督导

姓名
性别

督导

资质
□有□无

就职

机构

专业

职称

督导记录

时间 月日时间： 类型 □一对一□集体□其他（）

缘由 □常规/定期□督导者发起□被督导者发起□其他（）

目标

过程

效果

反思

社工

签字
时间

督导

审阅

回应

督导

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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