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南師範大學 

2017 年港澳臺非全日制（兼讀制）研究生 

招生簡章 

 

華南師範大學始建於 1933 年，前身是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師範學院。1996 年進入國

家“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學行列，2015 年成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同

年進入廣東省高水平大學整體建設高校行列。學校現有廣州石牌、廣州大學城和佛山南

海 3 個校區，占地面積 3025 畝， 校舍面積 134 萬平方米，圖書 368 萬冊。 

學校設有 28 個學院（所）招收碩士研究生。現有教育技術學、發展與教育心理學、

光學、體育人文社會學（重點培育）4 個國家重點學科，9 個國家 “ 211 工程 ”重點

建設學科， 22 個廣東省重點學科（含 5 個攀峰重點學科，14 個優勢重點學科和 3 個特

色重點學科，共 18 個一級重點學科和 4 個二級重點學科）。在教育部第三輪學科評估

中，心理學、體育學和教育學 3 個學科進入全國高校前 10%；化學、植物與動物學、工

程學和數學 4 個學科進入 ESI 全球前 1%。學校擁有 84 個本科專業，32 個碩士學位授

權一級學科、200 多個碩士學位授權點、14 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15 個博士學位授權

一級學科、100 多個博士學位授權點、1 個博士專業學位授權點，17 個博士後流動站。

學科佈局覆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

管理學、藝術學 12 個門類。 

一、 報考方式 

1.報考資格 

（1）持有香港、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的香港、

澳門考生或持有《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的臺灣地區考生。 

（2）報考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以下簡稱碩士生）須具有與內地（祖國大陸）學

士學位相當的學位或同等學歷，報考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以下簡稱博士生）須具有與

內地（祖國大陸）碩士學位相當的學位或同等學歷。 

    （3）品德良好、身體健康。 

    （4）有兩名與報考專業相關的副教授以上或相當職稱的學者書面推薦。 

2.報名時間：2016 年 12 月 1 日～12 月 15 日，全天 24 小时接受网上报名。 

3.報考點 

北京：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院）     連絡人：秦彥超 

      地址：北京海澱區中關村南大街 5 號，郵遞區號：100081 

      電話：(010)68945819，圖文傳真：(010)68945112 

    廣州：廣東省教育考試院             連絡人：曹剛 

      地址：廣州市中山大道 69 號，郵遞區號：510631 



      電話：(020)38627813，圖文傳真：(020)38627826 

   香港：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連絡人：鐘惠娟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 83 號聯合出版大厦 14 樓 1404 室 

    電話：(00852)28936355，圖文傳真：(00852)28345519 

   澳門：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連絡人：盧麗萍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14A-640 號龍成大廈 5-7 樓 

      電話：（00853）28345403，圖文傳真：（00853）28701076 

        

4.報名辦法 

面向港澳臺地區研究生招生報名包括網上報名和現場確認兩個階段。所有參加港澳

臺研究生招生考試的考生均須進行網上報名，並現場確認網報信息和繳費。 

網上報名的技術服務工作由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負

責，聯繫電話：010-82199588。現場確認工作由報考點負責組織進行。 

網上報名要求： 

（ 1 ） 考 生 應 在 規 定 報 名 時 間 登 錄 “ 面 向 港 澳 臺 招 生 信 息 網 ( 網 址 爲

http://www.gatzs.com.cn/)”流覽報考須知，幷按教育部、報考點以及報考招生單位的網上

公告要求報名幷上傳電子照片。報名期間，考生可自行修改網報信息。逾期不再補報。 

（2）考生應按要求準確填寫個人網上報名信息幷提供真實材料。考生因網報信息

填寫錯誤、填報虛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試或錄取的，後果由考生本人承擔。 

（3）考生報名時只填報一個招生單位的一個專業。 

現場確認要求 

（1）所有考生均應按報考點要求進行現場確認報名信息，逾期不再補辦，具體時

間請查看報考點公告。 

（2）現場確認時應提交以下報名材料 

①網上報名編號; 

②身份證件； 

③學士學位證書或碩士學位證書（應屆畢業生可於錄取前補交）或同等學歷文

憑。 

（3）考生應對本人網上報名信息和電子照片進行認真核對幷確認。報名信息經考

生確認後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寫錯誤引起的一切後果由其自行承擔。 

（4）考生按報考點要求繳納報考費。 

（5）報考點打印《考生報名信息確認表》，考生簽字確認後交報考點留存。 

（6）考生按報考點要求提交相關報名材料副本。 

   凡報考我校 130400 美術學專業的考生，須到我校石牌校區招生考試處進行現場

確認（或函報確認）幷參加考試。（聯繫電話 020-85213863） 

    5.初試 

考生一律須參加教育部組織、華南師範大學自主命題的考試，對符合錄取條件者由

我校複試後擇優錄取。 

考試時間： 2017 年 4 月 8 日至 9 日（北京時間上午 9:00-12:00，下午 14:30-17:30） 



超過 3 個小時的考試科目安排在 4 月 10 日 9:00-15:00 進行 

考試科目：港澳臺地區考生共考三門：英語和兩門專業課（詳見“五、招生專業”） 

6.複試 

複試是研究生招生的重要組成部分，用於考查考生的專業能力和專業能力傾向、創

新精神及綜合素質等，是研究生錄取的必要環節，複試不及格者不予錄取。招生單位在

複試前應對考生的身份信息、學歷（學位）證書（或國（境）外學歷學位認證書）、報

名材料及考生資格進行嚴格審查，對不符合規定者，不予複試。推薦信由考生在複試時

直接遞交招生單位。 

複試的內容、方式、時間、地點由招生單位根據教育部規定自行確定，并通知考生。 

7、錄取 

招生單位根據考生的報名材料、初試及複試成績、體檢結果等，綜合審查后擇優確

定錄取名單。錄取標準原則上與內地（祖國大陸）考生相同。 

新生于 2017 年 9 月中旬前報到入學。具體時間由招生單位在“錄取通知書”中註

明。新生報到時，由招生單位進行身體複查，不符合入學條件者，取消入學資格。 

新生應按時報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時報到者，須書面向招生單位請假，無故逾

期兩周不報到者，取消入學資格。 

二、培養方式 

非全日制（兼讀制）研究生，在專業培養方案、學籍管理、考核標準等方面均與同

專業全日制研究生要求相同，采取自主學習與定期面授相結合的培養方式。 

三、畢業與學位授予 

凡修完該專業的全部學位課程，各科成績合格，通過學位論文答辯，符合華南師範

大學學位授予條件，發給華南師範大學研究生畢業證書和碩（博）士學位證書。如不能

如期畢業，可以適當延長。 

四、學制、收費標準及獎學金 

類型 專業名稱 學制 擬定標準（元/生·學年） 

碩士 

學科教學（英語） 3 年 20000 

工商管理碩士 3 年 35000 

英語筆譯 2 年 28000 

旅游管理碩士 2 年 22000 

其餘專業 3 年 8000 

博士 全部專業 3 年 40000 

我校基準學制內在讀的港澳臺研究生可申請臺灣學生獎學金、港澳學生獎學金，具

體名額和獎項設置根據評選當年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的文件確定。 

五、招生專業 

我校現有以下碩士專業招生，未在本簡章列出的碩士專業暫不招生。（在澳門設點



授課的課程有待澳門政府審批） 

學院及聯繫電話 
專業名稱（代碼）及研究方

向 
考試科目 備  注 

公共管理學院 

（ 86-20-39310586

） 

120403 教育經濟與管理 

01.教育管理基本理論研究 

02.教育領導力測評 

03.教育組織行為研究 

04.教育人力資源管理研究 

05.教育管理改革與發展研

究 

06.學生事務管理研究 

07.教育經濟研究 

 

①101 英語 

②203 教育學(二) 

③304 教育管理學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8 名學員以上，則擬

在澳門設點授課，

不足以上數則在珠

海拱北設點或華南

師範大學授課。 

經濟與管理學院 

（ 86-20-39310352

） 

120202 企業管理 

01.產業組織理論與產業組

織管理 

02.企業戰略管理與資本運

營 

03.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 

04.資本市場與公司治理 

05.物流與供應鏈管理 

 

①101 英語 

②208 管理學 

③310 企業管理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20 名學員以上，則

擬 在澳門 設點授

課，不足以上數則

在華南師範大學大

學城校區授課。 

125100 工商管理 

01.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 

02.組織與戰略管理 

03.創新與創業管理 

04.企業融資與資本運營 

05.公司治理 

 

①101 英語 

②207 管理類綜合能

力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10 名學員以上，則

擬 在澳門 設點授

課，不足以上數則

在華南師範大學石

牌校區授課。 

1202Z2 電子商務 

01.電子商務戰略 

02.網路行銷 

03.電子商務金融 

 

①101 英語 

②208 管理學 

③309 電子商務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20 名學員以上，則

擬 在澳門 設點授

課；不足以上人數

則在華南師範大學

大學城校區授課。 

教 育 科 學 學 院

（ 86-20-85211326

） 

040100 教育學 

01.學校領導與行政 

02.學生管理與指導 

03.教育歷史與文化 

04.課程設計與教學藝術 

05.幼稚教育與家庭教育 

06.課外輔導與家校合作 

 

①101 英語 

②201 教育學(一) 

③301 中外教育史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10 名學員以上，則

擬 在澳門 設點授

課，不足以上數則

在華南師範大學石

牌校區授課。 



教育信息技術學

院 

（ 86-20-85216460

） 

040110 教育技術學 

01. 教育技術學基本理論 

02. 信息技術教育應用 

03. 教育信息化關鍵技術與

產品 

04. 學習科學與智慧教育 

05. 遠程教育與傳播 

 

①101 英語 

②205 教育技術學 

③306 教學媒體應用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15 名學院以上，則

擬 在澳門 設點授

課，不足以上數則

在華南師範大學石

牌校區授課 

計算機學院 

（ 86-20-85211353

-108） 

081203 計算機應用技術 

01.數據庫理論與技術 

02.大數據與雲計算 

03.人工智能與智能信息處

理 

04.信息檢索與商務智能 

05.現代網絡技術與網絡安

全 

①101 英語 

②206 程序設計 

③307 操作系統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20 名學員以上，則

擬 在澳門 設點授

課；不足以上人數

則在華南師範大學

授課。 

外國語言文化學

院 

（ 86-20-85210896

） 

050201 英語語言文學 

01.語言學研究 

02.英美文學 

03.翻譯理論與實踐 

 

①101 英語 

②204 基礎英語（含閱

讀理解、成段改錯、

完形填空） 

③305 英語寫作與翻

譯（翻譯部分含英譯

漢和漢譯英） 

 

 

 

各專業方向在澳門

招收 8 名學員以

上，則擬在澳門設

點授課；不足以上

人數，則在華南師

範大學石牌校區授

課，授課時間為工

作 日（週 一至週

五）。 

050211 外國語言學及應用

語言學 

01.語料庫語言學 

02.心理語言學 

03.應用語言學 

045108 學科教學（英語） 

055101 英語筆譯  

01.翻譯研究 

02.專業筆譯 

03.文學翻譯 

體育科學學院 

（ 020-39310272-8

222） 

040302 運動人體科學 

01.運動與心血管健康 

02.運動生化與營養 

03.運動與健康 

04.激光運動醫學 

05.運動損傷與康復 

06.運動健身的生物力學 

①101 英語一 

②211 體育概論 

③318 運動生理學 

 

本專業在在華南師

範大學大學城校區

授課。 

040304 民族傳統體育學 

01. 武術教學與訓練  

02.民族傳統體育的理論與

 

①101 英語一 

②211 體育概論 



實踐  

03.民族傳統體育歷史與文

化 

 

③318 運動生理學 

 

 

 

心理學院 

（ 86-20-85212295

） 

040202 發展與教育心理學 

01.學習與學科教學心理研

究 

02.個性心理研究 

03.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與

教育 

04.心理健康教育 

 

①101 英語 

②202 普通心理學 

③302 發展與教育心

理學 

 

 

本專業在澳門招收

10 名學員以上，則

擬 在澳門 設點授

課，不足以上數則

在華南師範大學石

牌校區授課。 
040203 應用心理學 

01.管理心理與人才測評 

02.心理分析研究 

03.心理健康與心理諮詢 

①101 英語 

②202 普通心理學 

③303 社會與人格心

理學 

旅遊管理學院

（86-20-8521650

6） 

125400 旅遊管理 

01.旅遊職業教育 

02. 連鎖餐飲運營與酒店管

理 

03. 旅遊景區規劃與管理 

04. 旅遊與房地產管理 

①101 英語 

②207 管理類綜合能

力 

 

本專業在華南師範

大學石牌校區授課 

 

☆美術學在華南師範大學确认、考試及授課的專業： 

學院及聯繫方式 
專業名稱（代碼）、研究

方向及考試科目 
備註 

美術學院 

（86-20-85213550） 

130400 美術學 

01. 現代藝術與理論研究 

① 101 英語 

② 210 素描 

③ 312 油畫人物寫

生 

 

02. 新媒體理論研究與創

作 

①101 英語 

②210 素描 

③313 新媒體創作 

 

03．工業美術理論與實踐

 

 

 

 

 

 

 

 

初試：各方向科

目二素描考試時間

在第二天，考試時

間為 6 小時；科目

三考試時間在第三

天，考試時間 6 小

 

複試：創作 6 小時。 

 

 

 

複試：經典新媒體作

品分析，6 小時。 

 

 

複試：創作 6 小時。 

 

 

 

 



研究 

① 101 英語 

② 210 素描 

③314 工業設計產

品手繪 

 

04．視覺傳達藝術理論與

實踐研究 

④ 101 英語 

② 210 素描 

③ 315 平面設計 

 

05．中國畫創作與理論研

究 

①101 英語 

②210 素描 

③316 中國畫寫生 

 

06．環境藝術理論與實踐

研究 

①101 英語 

②210 素描 

③317 專題設計 

時。以上考試，考

場提供考卷、畫

紙、畫架。工具材

料考生自備。 

複試：同上 

 

 

 

 

 

複試：同上 

 

 

 

 

複試：同上 

 

博士招生專業 

學院及聯繫方式 
專業代碼、名稱及研究方

向 
指導教師 考試科目 

公共管理學院 

（86-20-39310586） 

120403 教育經濟與管理 

01.教育測量與評價 胡中鋒 

①1001 英語②2005 教育

學（二）③3012 教育管

理學（二） 

02.學校管理學 
趙敏 

林天倫 

①1001 英語②2005 教育

學（二）③3012 教育管

理學（二） 

03.教育經濟與學校效能 王紅 

①1001 英語②2005 教育

學（二）③3012 教育管

理學（二） 

04.教育政策 彭虹斌 

①1001 英語②2005 教育

學（二）③3012 教育管

理學（二） 



計算機學院 

（86-20-85211353-108

） 

0701Z1 服務計算理論與技術 

01.社交網絡大數據與服

務計算 
湯庸 

①1001 英語 

②2004 數據結構 

③3011 高級數據庫技術 

02.大數據語義分析與檢

索 
蔣運承 

03.雲計算與雲安全 趙淦森 

教育科學學院 

（86-20-85211326） 

040101 教育學原理 

01.教育基本理論 扈中平 
①1001 英語②2006 教育學

（一）③3105 中、外教育史 

02.德育原理 鄭  航 

①1001 英語②2006 教育學

（一）③3151 道德與公民教

育理論 

040102 課程與教學論 

01.課程與教學基本理論 
黃甫全 

張廣君 

①1001 英語②2007 課程與

教學論③3016 教育心理學 

02.教育與課程文化 

黃甫全 

03.小學課程與教學論 

04.教學哲學 張廣君 

040103 教育史 

01.中國現代教育研究 

黃明喜 

①1001 英語②2014 中國古

代教育史③3033 中國近現

代教育史 
02.中國傳統文化與教育

研究 

040104 比較教育學 

01.國際教育發展 

吳堅 

①1001 英語②2011 近現代

中外教育史③3022 比較教

育學 02.國別教育與區域教育 

040106 高等教育學 

01.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理

論 

盧曉中 

陳偉 

①1001 英語②2013 高等教

育學原理③3024 比較高等

教育 

02.高等教育管理 盧曉中 

①1001 英語②2013 高等教

育學原理③3025 高等教育

管理學 

0401Z2 基礎教育學 



01.教育政策與行政 

葛新斌 

①1001 英語②2014 教育管

理學（一）③3172 教育政

策與法律 

02.學校領導與管理 

03.學前教育與管理 

教育信息技術學院 

（86-20-85216460） 

040110 教育技術學 

01.教育技術學基本理論 焦建利 

張倩葦 

1001英語 2002教育技

術學3003 教育學原理 

02.現代遠程教育 

穆肅 

1001英語 2002教育技

術學3005 遠程教育理論

與方法 

03.教育傳播 
張學波 

1001英語 2002教育技

術學3006 教育傳播應用 

04.認知與技術 

徐曉東 

1001英語 2002教育技

術學3007 認知心理學與

計算機應用 

05.信息技術與教育 
謝幼如 

柯清超 

1001英語 2002教育技

術學  3008 信息技術應

用 

外國語言文化學院 

（86-20-85210896） 

040102 課程與教學論（英語） 

01.外語習得與外語教學

研究 
周榕 

①1001 英語②2001 應用語

言學③3001 心理語言學研

究 

02.外語認知與外語教學

研究 
張萍 

①1001 英語②2001 應用語

言學③3002 第二語言習得 

體育科學學院 

（86-020-39310272-

8222） 

040302 運動人體科學 

01.鐳射運動醫學  
劉承宜 

 

① 1001 英語 

② 2019 運動生理学 

③ 3040 運動生物化學 

02.運動神經生物學 
劉承宜 

 

① 1001  英語 

② 2019 運動生理學 

③ 3040 運動生物化學 

03.運動生化與營養  徐曉陽 

① 1001 英語 

② 2019 運動生理學 

③ 3040 運動生物化學 

040304 民族傳統體育學（武術） 

01.武術歷史與文化 程大力 

①1001 英語一 

②2019 中國體育史 

③3043 東西方體育文化比

較 

 040200 心理學 



 

 

 

 

心理學院 

（86-20-85212295） 

01.認知心理應用研究 劉鳴 

①1001 英語②2012 心理

學原理與研究方法③

3020 認知心理研究 

02.空間和跨通道注意的

神經機制研究 
陳騏 

03.言語的社會認知與跨

文衛華研究，兒童青少年

認知發展與促進 

陳俊 

04.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余荣军 

05.腦功能成像研究 黃瑞旺 

06.情感及社會行為的生

物心理機制 
楊莉 

07.青少年問題研究 張衛 
①1001 英語②2012 心理

學原理與研究方法③

3021 教育與發展心理研

究 

08.語言認知與交流 王穗蘋 

09.語言認知與第二語言

學習 
王瑞明 

10.心理分析研究 申荷永 
①1001 英語②2012 心理

學原理與研究方法③

3022 社會與人格心理研

究 

11.臨床心理應用研究 范方 

12.人格與社會心理（積極

心理學） 
田麗麗 

13.心理學現代統計原理

與技術 
溫忠麟 

①1001 英語②2012 心理

學原理與研究方法③

3023 结构方程模型 

★注：公共管理學院 120403 教育經濟與管理专业在澳門招收 8 名學員以上，則擬在澳

門設點授課；不足以上人數則在珠海拱北或華南師範大學授課。其餘專業在錄取學院（石

牌校區或大學城校區）上課。 

 

 

 

附 1：華南師範大學 2017 年港澳臺非全日制（兼讀制）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專業簡介和

考試大綱 

附 2：華南師範大學 2017 年港澳臺非全日制（兼讀制）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專業簡介和

考試大綱 

招生單位代碼：10574           聯繫地址：廣東省廣州市石牌華南師範大學招生考試

處 

招生單位名稱：華南師範大學    連絡人：孙老師；  聯繫電話：(020) 85213863，

85213484(fax) 

郵遞區號：510631              網址：http://zkc.sc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