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范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学术型)
联系电话：朴老师
0433-2732341

专业（领域）名称： 040100教育学 学制：3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成人、自考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
专升本身份报考考
生外语必须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教育学原理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课程与教学论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3：比较教育学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4：教育技术学 201：英语一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拟招人数：27人
(不含推免)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615：教育学综合

教育学原理 朴泰洙、金哲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学校教育心理学 金河岩 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金哲华、俞爱宗 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教育史（第3版）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 周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无

1：教育学原理

1、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 陈旭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民族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通论 哈经雄、腾星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课程与教学论

1、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皮连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 陈旭远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3：比较教育学

1、民族教育学 民族教育学通论 哈经雄、腾星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比较教育学 比较教育学 吴文侃、杨汉青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4：教育技术学

1、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论新编信息技术教学论 祝智庭、李文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教学媒体理论与实践
教学媒体的理论与实践
（第2版）

徐福荫、李运林、胡小
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教育学 教育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心理学 心理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师范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45101教育管理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成人、自考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
专升本身份报考考
生外语必须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教育行政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中小学学校管理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拟招人数：10人
(不招推免)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04：英语二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33：教育综合

教育学原理 朴泰洙、金哲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学校教育心理学 金河岩 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金哲华、俞爱宗 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教育史（第3版）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 周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40：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 陈孝彬、高洪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复试科目名称：

1、教育行政学 教育行政学 孙锦涛 华中师范出版社，2007

2、现代学校管理学 现代学校管理学 闫德明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教育学               教育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心理学 心理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师范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45114现代教育技术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成人、自考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
专升本身份报考考
生外语必须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研究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中小学数字化学习资源设计、开

发与管理研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拟招人数：8人
（不不含推免）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04：英语二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33：教育综合

教育学原理 朴泰洙、金哲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学校教育心理学 金河岩 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金哲华、俞爱宗 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教育史（第3版）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 周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49：教育技术学导论

教育技术学导论（第二
版）

李芒，金林，郭俊杰编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教育技术学导论
黄荣怀，沙景荣，彭绍

东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复试科目名称：

1、信息技术课程与教学论新编信息技术教学论 祝智庭、李文昊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教学媒体理论与实践
教学媒体的理论与实践
（第2版）

徐福荫、李运林、胡小
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教育学 教育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心理学 心理学基础 全国13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师范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45115小学教育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成人、自考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
专升本身份报考考
生外语必须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小学教师教育研究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小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拟招人数：30人
（不含推免）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04：英语二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33：教育综合（自命
题）

教育学原理 朴泰洙、金哲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学校教育心理学 金河岩 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金哲华、俞爱宗 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教育史（第3版）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 周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50：小学教育理论
小学教育学 黄济、劳凯声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小学课程与教学论 蒋蓉、李金国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复试科目名称：

1、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皮连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 张作玲、宋立华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教育学               教育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心理学 心理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师范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45116心理健康教育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成人、自考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
专升本身份报考考
生外语必须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心理健康教师教育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教学研

究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3：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拟招人数：18人
（不含推免）

204：英语二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33：教育综合（自命
题）

教育学原理 朴泰洙、金哲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学校教育心理学 金河岩 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金哲华、俞爱宗 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教育史（第3版）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 周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51：心理健康教育概论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论 姚本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程 叶一舵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

复试科目名称：

1、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2、咨询心理学 学校心理咨询 郑日昌 陈永胜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教育学               教育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心理学 心理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师范学院2022年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表(专业型)

专业（领域）名称： 045118学前教育 学制：2年 学费8000元/年 备注

研究方向
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成人、自考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
专升本身份报考考
生外语必须通过全

国大学英语
（CET）四级

考试科目 参考书（版本） 作者 出版社及年月

1：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 第一单元初试科目

2：幼儿园课程与教师专业发
展

101思想政治理论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拟招人数：10人
（不含推免）

第二单元初试科目

204：英语二或203：日语 国家统考无参考书目

第三单元初试科目

333：教育综合

教育学原理 朴泰洙、金哲华 科学出版社，2011

学校教育心理学 金河岩 科学出版社，2008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金哲华、俞爱宗 科学出版社，2011
中国教育史（第3版） 孙培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外国教育史 周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四单元初试科目

852：学前教育理论
学前教育原理（第二版） 傅建明、虞伟庚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幼儿园课程(第二版) 朱家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复试科目名称：

1、学前游戏论 学前游戏论 丁海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2、儿童发展心理学 儿童发展心理学(第三版) 刘金花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加试科目名称：

同等学力、跨学科
考生需加试

1、教育学               教育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心理学 心理学基础
全国12所重点大学联

合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