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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概况 

                         

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家庭教育指导师｡ 

 

1.2 职业定义 

在各类幼儿园、中小学、早教机构和家庭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的专业人员｡ 

 

1.3 职业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 家庭教育培训师(国家专业能力三级､

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专业能力二级)､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专

业能力一级)｡ 

 

1.4 职业环境 

室内,常温｡ 

 

1.5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亲和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 

 



1.6 基本文化程度 

人文社科高等教育大专学历(含)以上(含同等学历)｡ 

 

1.7 培训要求 

1.7.1 培训期限 

晋级培训期限: 家庭教育培训师不少于 300 标准学时；家庭教育指导

师不少于 420 标准学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不少于 480 标准学时｡ 

 

1.7.2 培训教师 

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具有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专

业能力证书，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满 5 年者｡ 

 

1.7.3 培训场地设备 

具有满足培训需要的标准教室和具有与家庭教育相关的多媒体教学

设备的模拟教学场所。 

 

1.8 考试要求 

1.8.1 适用对象 

家庭教育机构的师资人员，各类早教机构、幼儿园、中小学的教师，

立志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家教领域的创业培训以及部分

家长。 

 



1.8.2 申报条件 

申报等级 申报条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家庭教育培

训师 

1.连续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1年以上,经家庭教育指导师正

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2.具有大专学历(含同等学历),经家庭教育指导师正规培训

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中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 

1.连续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3年以上,经家庭教育指导师正

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2.具有大本学历(含同等学历),经家庭教育指导师正规培训

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3.取得家庭教育培训师专业能力证书 1年以上,经家庭教育指

导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高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 

1.连续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5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发

表过本专业论文一篇,经家庭教育指导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

标准学时数者 

2.具有大本学历(含同等学历),连续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3

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一篇,经家庭教

育指导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3.具有硕士学位(含同等学历),连续从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1

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本专业论文两篇,经家庭教

育指导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者 

4.取得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证书 2年以上,至少在公开刊物上

发表过专业论文一篇,经家庭教育指导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

标准学时数者 



1.8.3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包括:①理论考核:书面笔答闭卷考试；②操作考核:通过案

例分析和撰写､现场授课、论文发表等方式进行；③高级家庭教育指

导师须综合评审:结合平时工作成绩､成果进行综合评价｡ 

 

1.8.4 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考核按 15：1 监考；操作考核应设置考评小组,考评小组规模按

每一考位 3～5 名考评员配置｡ 

 

1.8.5 考核时间 

理论考核 120min；操作考核 120～180min｡ 

 

1.8.6 考核场所设备 

不小于标准教室面积的考试场地,必要的考试器具｡ 

 

 

 

 

 

 

 

 



基本要求 

                         

2.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守则 

热爱本职工作,坚定为社会做奉献的信念,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增强技

能,提高自身素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人为本,与服务对象建立良

好关系｡ 

 

2.1.2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1）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

社会主义。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履

行教师职责权利。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 

（2）爱岗敬业。忠诚于家庭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勤恳敬业，甘为

人梯，乐于奉献。对工作高度负责，认真备课上课，认真答疑解惑，

认真辅导家长。不得敷衍塞责。 

（3）为人师表。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关心集体，团结协作，尊重同事，

尊重家长。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4）终身学习。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拓宽知识视野，

更新知识结构。潜心钻研业务，勇于探索创新，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

教育教学水平。 



2.2 基础知识 

 

知识领域 知识范围 知识点 

一､ 家庭教

育基本原理 

(一) 家庭基本

教育概述 

1.家庭教育的定义及性质 

2. 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 

(二) 家庭教育

基本作用 

1. 家庭教育对子女一生的作用 

2. 家庭教育对学校的作用和影响 

3. 家庭教育对社会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4.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关系 

(三) 家庭教育

基本规律 

1. 家庭教育与家庭 

2. 家庭教育与家长 

（四）家庭教育

基本特点 

1.家庭教育的天然性 

2.家庭教育的权威性 

3.家庭教育的情感性 

4.家庭教育的渗透性 

5.家庭教育的针对性 

6.家庭教育的延承性 

7.家庭教育的灵活性 

（五）家庭教育

基本方法 

1.说服教育法 

2.行为训练法 

3.家规制约法 

4.客观评价法 

5.实际锻炼法 

6.自我教育法 

7.榜样示范法 

8.环境熏陶法 

9.艺术陶冶法 

（六）中外家庭

教育智慧大观 

1.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 

2.约翰·洛克的教育思想 

3.卢梭的教育思想 

4.杜威的教育思想 

5.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 

6.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7.陈鹤琴的教育思想 

二、家长教子

基本能力 

（一）家长把握

分寸的能力 

1.凡事皆有分寸 

2.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二）家长了解

孩子的能力 

1.了解孩子的需要 

2.了解孩子的发展状况 

3.家长如何了解孩子 

（三）家长评价

孩子的能力 

1.评价孩子 

2.再评价孩子 

3.评价教师 

（四）家长的协

调能力 

1.亲子关系的协调 

2.家长与孩子、教师的协调 

（五）家长的自

制能力 

1.孩子只是孩子 

2.成人要像成人 

3.家长为什么不能自制 

（六）家长指导

孩子学习的能力 

1.为什么家长只能是指点 

2.家长容易忽视的学习指点 

（七）家长保护

孩子的能力 

1.保护孩子的身心健康 

2.保护孩子的特长和创造潜力 

3.保护孩子的法律依据 

三、家庭教育

误区简论 

（一）家庭教育

观念的误区 

1.家长过高的期望 

2.家长教育的不一致 

3.早期教育不等于超前教育 

（二）家庭教育

内容的误区 

1.重智育轻全面发展 

2.重德育轻心育 

（三）家庭教育

方法的误区 

1.正确理解赏识教育 

2.有效的亲子沟通 

3.溺爱不是真正的爱 

4.正向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5.质疑“棍棒底下出孝子” 

（四）家庭教育

环境的误区 

1.不良的家庭关系 

2.不健康的家庭文化 

（五）家庭亲子

关系的误区 

1.亲子关系的特点 

2.不同教育方式下的亲子关系 

3.亲子依恋：婴幼儿的成长需要 

4.亲子冲突：青春期孩子的特点 



5.共依存的亲子关系 

6.亲子关系的教育特征及其影响 

（六）面对社会

时尚的误区 

1.引导孩子走出追星的误区 

2.正确看待孩子的“早恋”现象 

（七）不良家长用语和误区 

四、家庭心理

健康教育 

（一）家庭心理健康教育

基本知识 

1.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2.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3.家庭心理教育的原则 

（二）家庭心理辅导 

1.学习心理辅导 

2.性心理辅导 

3.恋爱心理辅导 

4.升学与择业心理辅导 

（三）矫正预防不良心理

的主要方法 

1.如何宣泄不良情绪 

2.如何调节孩子的情绪 

3.如何解除孩子的心理压力 

4.如何消除孩子的自卑心理 

5.如何矫正孩子的孤僻性格 

6.如何消除孩子的胆怯心理 

7.如何解决孩子的坏脾气 

8.如何消除孩子的嫉妒心理 

9.如何克服孩子的人际交往障碍 

10.如何解决孩子的烦恼问题 

11.如何缓解孩子的考试焦虑 

五、家庭教育

现代化发展

战略 

（一）家庭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 

1.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 

2.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含义与作用 

3.家庭教育现代化的特征 

4.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趋势 

（二）社会转型和社区环

境对家庭教育现代化影

响 

1.社会转型的影响 

2.社区环境的影响 

（三）家庭教育现代化的根本是建设和谐家庭 

（四）家庭教育现代化的

战略目标和重点 

1.家庭教育现代化战略目标 

2.家庭教育现代化战略重点 

（五）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原则 



（六）实现家庭教育现代

化的基本途径 

1.现代家庭教育的指导 

2.家庭教育的管理 

六、人才教育

与成长基本

原理 

（一）人才的早期教育 

1.早期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2.婴幼儿的生理、心理发展 

3.早期教育的内容、原则和方法 

（二）人才的中小学教言 

1.对人才的认识 

2.中小学教育在人才成长中的地位和

作用 

3.中小学学生生理、心理特征 

（三）人才的大学教育 

1.大学教育在人才成长中的地位和作

用 

2.大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 

3.大学人才教育的基本原则 

（四）个体人才成长规律 
1.最佳年龄成才的统计规律 

2.最佳年龄成才的特殊规律 

 

 

 

 

 

 

 

 

 

 

 
 



工作要求 

                         

★  家庭教育培训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一、教学设

计 

（一）制订课

程培训计划 

能够清楚描述家庭教育培训课程的种类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互关

系 

能够清楚描述自己所授的家庭教育培训课程的地位作用 

能够根据培训内容制订详细的授课计划和培训大纲 

（二）撰写教

案 

能够掌握撰写教案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能够掌握教材的知识结构和体系,正确把握教材的内容和重点、难点 

能够根据培训内容和家长的接受能力对教材进行恰当的处理 

能够根据培训内容和培训对象制定恰当的教学方法 

能够编制电子教案，在课上演示和供家长网上学习 

（三）使用教

学媒体 

能够运用常规教学媒体 

能够运用现代教学媒体 

能够掌握教学软件、课件的编制及其使用方法 

二、课堂教

学 

（一）组织教

学 

能够建立和维持正常课堂教学秩序 

能够创造意图明确、注意集中的交流环境 

能够掌握导入的类型，选择适当的导入方式 

能够合理控制导入时间 

（二）运用教

学语言 

能够达到二级普通话测试水平，能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讲课 

能够做到语调高低和语速快慢适中 

能够做到语言简练，逻辑性强 

能够做到语言生动、形象、优美，通俗易懂 

能够做到口头表述与体态语言相结合 

（三）设疑和

提问 

能够做到设问有针对性，富有启发性 

能够做到设问措词精当，设问时机适当 

能够做到设问速度适中，有必要的停顿，能够注意家长的反馈 

能够在家长回答问题后给予分析评价和必要的引导、总结 

（四）板书 

能够做到板书反映培训的主要内容，突出课程重点 

能够做到板书设计层次分明、简练、逻辑性强 

能够做到板书布局合理，字迹大小适宜，疏密得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F%E4%B9%A6


能够做到板书文字书写规范，并保持适宜的书写速度 

（五）讲授课

程 

能够做到讲授具有科学性、教育性、启发性和艺术性 

能够做到掌握事实、概念、原理、规律、应用等不同培训内容的讲授

方法 

能够做到善于引导家长把握家庭教育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发挥家长能

动性 

（六）总结课

程 

能够做到归纳总结简练、概括、突出重点 

能够做到总结与培训内容前后呼应，形成系统 

能够做到总结有启发性，有利于学生拓展、延伸和自学 

三、学习辅

导 

（一）布置作

业 

能够根据培训内容选择作业形式，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家长思考 

能够在家长完成作业过程中，及时予以指导 

（二）课后辅

导 

能够及时回答解决家长提出的质疑 

能够既进行培训内容的辅导，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 

四、教学研

究 

（一）掌握教

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 

能够掌握家庭教育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能够掌握选择课题、制订教学研究计划的原则和方法 

能够掌握经验总结、调查问卷、科学观察、行动研究、教育实验等教

育应用研究的基本方法 

能够掌握对教学研究资料进行统计、撰写课题总结和研究论文的方法 

（二）了解家

庭教育发展动

态和吸取科研

成果 

能够了解家庭教育发展的动态 

能够了解家庭教育和相近学科新的科研成果及其应用 

能够根据家长实际情况，在培训中吸取先进的科研成果，更新培训内

容 

（三）信息检

索 

能够掌握家庭教育领域的主要文献种类 

能够掌握图书馆书目的检索方法 

能够使用电脑在因特网上收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