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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040100    培养单位：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一、学科学位点简介 

教育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和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和特色。该学科研究生

教育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与南京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1998 年、

2000 年、2005 年先后获准设立教育学原理、教育技术学、课程教学论等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010 年获得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本硕士点设有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学前教育

学、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 5 个二级学科（不含教育技术学）；现有导师 24 名，其中教授

12 名，副教授 12 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6 名。 

本学科在院校研究、教学论、课程论以及大学内部治理等领域形成自身特色与优势。“十二五”

以来，本学科获准立项一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取得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先后主持“反思

与重构：中国现代大学德性研究”、“小学生学科能力测评研究”、“我国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

程的整合研究”、“汉语聋童的叙事特征及其叙事能力发展的干预研究”等 20 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课

题； “美国院校研究的质量旨趣——基于高等教育问责制背景的历史考察”、“我国大学组织内部机

构生成机制研究”、“教学理念向教学行为转化的内隐机制”等 7 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一、二、

三等奖。本学位点已有 100 余名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有的已成为高等学校、中小学、幼儿园等单

位的业务骨干。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格健全，教育基础理论扎实，教育科研或教育实践能

力较强，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开拓创新精神，能够胜任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育行政部

门以及教育科研等机构的科学研究、教育教学、教育管理的研究与应用型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具有良好的

敬业精神和科学道德，积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掌握系统的教育科学专业知识，打好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具有较好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流畅

的口头、书面表达能力，具有独立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能力，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准、

良好的合作精神、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胜任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等实践工作。 

3．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听说读写能力和一定的语言交流能力。 

4．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 

三、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 

1．教育学原理 

（1）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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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教育管理 

（3）教师专业发展 

2．课程与教学论 

（1）课程与教学原理 

（2）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3．学前教育学 

（1）学前教育基本原理 

（2）学前儿童身心发展与教育 

（3）学前教育课程和教师发展 

4．高等教育学 

（1）高等教育基本理论 

（2）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 

（3）高校德育与学生事务 

（4）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5．职业技术教育学 

（1）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2）比较职业教育 

（3）职业教育课程论 

（4）职业生涯规划 

四、学制和培养年限 

学制为 3 年，根据《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但最多不

超过 2 年。 

五、培养方式 

培养过程突出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充分考虑研究生个人发展。采用课程

学习、实践训练和学位论文工作相结合，导师个别指导（助理导师协助指导）和导师组集体培养相

结合的方式，系统围绕教育学相关领域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实

施方面，已与国际知名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将尝试通过 1.5+1.5 联合培养或短期出国交流的形式，

切实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同时还与当地一批中小学和幼儿园形成“教学科研联合体”，为研究生培

养提供教育教学实践平台。 

六、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 

（一）课程设置 

本学科课程分为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两大类。学位课程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

修课构成。公共基础课包括政治和外语类课程，由研究生院组织开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原

则上由本学科组织开设。非学位课包括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由研究生院组织开设，

专业选修课由本学科组织开设。具体课程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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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共基础课（7 学分） 

英语阅读（2 学分） 

英语写作（2 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 学分） 

B.专业基础课（6 学分）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2 学分） 

教育心理学（2 学分） 

教育研究方法专题讲座（2 学分）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 

课程论（2 学分） 

教学论（2 学分） 

课程与教学发展史纲（2 学分） 

C.专业必修课（6~10 学分） 

1）教育学原理（8 学分） 

当代教学理论流派研究（2 学分） 

中小学课程与教学前沿问题探析（2 学分） 

教育管理专题研究（2 学分） 

近现代中外教育史（2 学分） 

2）课程与教学论（8~10 学分） 

a. 课程与教学原理方向（8 学分） 

课程论（2 学分） 

教学论（2 学分） 

课程与教学发展史纲（2 学分） 

当代教学理论流派研究（2 学分） 

b.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10 学分） 

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研究（2） 

学科教育研究方法（2 学分） 

学科教育史（2 学分） 

学科教育评价（2 学分） 

学科热点问题分析（2 学分） 

3）学前教育学（8 学分） 

学前教育基本原理（2 学分） 

儿童游戏理论与实践（2 学分） 

幼儿课程理论与实践（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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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2 学分） 

4）高等教育学（6 学分） 

高等教育学（2 学分）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2 学分） 

高等教育史（2 学分） 

5）职业技术教育学（6 分） 

职业技术教育学（2 分）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2 学分） 

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论（2 学分） 

D.非学位课程（10 学分） 

1）公共选修课（4 分） 

文献检索（2 学分） 

SPSS 应用（2 学分） 

2）专业选修课（6 学分） 

a. 教育学原理 

教育哲学（2 学分） 

教育社会学（2 学分） 

教育政策研究（2 学分） 

学校德育研究（2 学分）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2 学分） 

b.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政策研究（2 学分） 

教师教育研究（2 学分） 

综合课程研究（2 学分）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2 学分） 

c. 学前教育学 

中外学前教育史（2 学分） 

幼儿教师教育（2 学分） 

学前教育名著导读（2 学分）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2 学分） 

d.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名著导读（2 学分） 

高等学校组织与管理（2 学分）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2 学分）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2 学分） 

e. 职业技术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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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教育史（2 学分）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2 学分） 

职业生涯规划专题讲座（2 学分）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2 学分） 

E.其他环节（8 学分） 

中期考核（不计学分）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2 学分） 

学术沙龙与研讨（1 学分/10 场） 

教育实习与实践（3 学分，1 学分/22 工作日） 

校外（境外）学术交流（2 学分/22 工作日；1 学分/1 次学术会议） 

（二）学分要求 

1．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达到 37 学分，其中必修 19 学分，选修 10 学分，其他环节（科

研训练和实践）8 学分。 

2．以同等学力报考和跨专业录取的研究生，必须补修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两门本科课程，

每门课程按 1 学分计，但不计入规定的总学分之内。 

3．考核方式，学位课程采用考试形式，非学位课程采用考试或考查的形式。学位课程考核成绩

必须要达到 70 分方视为合格，其他课程达到 60 分视为合格。学位课程有不合格且参加补考后仍不

合格者，不得进入论文阶段。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照 3 年基准学制安排，具体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信息见附件 1《教育学

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七、实践活动 

为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将实践环节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必修环节。实践可分为教学实践、科研

实践、社会实践等形式，可根据研究生职业发展需要，选择适当的实践活动形式，并以调查报告的

形式考核，以 22 工作日折合 1 学分。 

八、课外阅读与科研计划 

在学期间，各方向研究生应阅读一定量的专业文献，包括书籍和专业学术期刊。建立读书报告

制度和学术沙龙制度，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0 次以上（含 10 次）的校内学术交流活动，

由导师组和导师负责对读书报告和学术沙龙的质量进行考核和评价，10次学术交流活动折合 1学分。 

为进一步拓展研究生的视野，规定研究生在学期间参与各种形式的校外、境外学术交流活动，

由双方导师参与研究活动的考核与评价，1 次学术会议折合 1 学分，22 个访学工作日折合 2 学分。

鼓励研究生积极申报、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并独立完成和撰写一定分量的科学研究报告。在研究

工作基础上，积极撰写学术论文。规定在省级公开刊物发表 2 篇论文或在核心期刊发表 1 篇论文，

作为申请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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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期考核 

在第三学期末课程学习结束之后，所有研究生必须参加中期考核，考核环节按照《江苏师范大

学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中期考核采取学院审核、研究生自评和导师评价相结合的

方式，对研究生在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情况、科研水平和实践能力等做出综合评价。中期考核

结果为合格以上的研究生，方可进入论文开题与写作阶段。 

十、开题报告 

选题及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论文写作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

查研究和文献准备，了解本人主攻方向的相关研究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的研究题

目，并作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按照《江苏师范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规定》执行，应在第三学期

末完成，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开题报告会由导师组组长负责组织

导师组成员或外请专家组成开题报告评审委员会，由报告人向评审委员会及该专业全体研究生进行

选题的陈述和论证，由评审委员会会同导师组进行考核与评价，决定是否进入论文写作阶段。 

十一、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要求具有系统的研究思路和计划，反映系统科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独

立见解和学术探索，具有一定的科学上的前沿性和重大实际工程的应用价值。论文应具有较丰富的

工作量，有明确而可信的研究结论。论文撰写应符合规定要求，具有良好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文字

表达精炼准确，格式规范，外文摘要等符合要求。 

学位论文必须在开题报告通过以后方可进行实质性写作阶段，导师必须定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论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内容、行文规范等方面进行全程指导。导师

组在第五个学期末举行论文的预答辩，根据论文完成的进度和质量决定是否进入正式答辩环节。在

论文正式答辩之前 2 个月，对所有研究生的论文实行校外双盲送审制，审核通过者方可进入答辩环

节。答辩会由导师组组长负责组织，邀请校外学科专家主持答辩会，导师组共同参与，且实行学生

导师回避制度。论文答辩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学位论文通过是硕士学位授予的必要条件。 

十二、毕业与学位申请 

硕士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其他环节，考核成绩合格，获得规定

的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条件，准予毕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有关

规定，达到硕士学位授予标准，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后，方可授予教育学硕士

学位。 

十三、必读文献 

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主要阅读书目 

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出版单位、年份 适用二级学科 

1 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 石中英，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教育学原理 

2 教育学原理 胡德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 教育学原理 

3 教育学原理 金一鸣，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教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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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出版单位、年份 适用二级学科 

4 教育社会学 吴康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教育学原理 

5 教育哲学通论 黄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教育学原理 

6 论语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教育学原理 

7 理想国 柏拉图，译林出版社，2009. 教育学原理 

8 大教学论 夸美纽斯，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9 爱弥儿 卢梭，商务印书馆，1982.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10 普通教育学 赫尔巴特，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11 民主主义与教育 杜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12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苏霍姆林斯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13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教育学原理 

14 学会生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教育学原理 

15 教育漫话 洛克，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课程与教学论 

16 教育过程 布鲁纳，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课程与教学论 

17 教学论与生活 赞可夫，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课程与教学论 

18 终身教育引论 保罗·朗格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课程与教学论 

19 课程与教学原理 泰勒，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课程与教学论 

20 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劳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课程与教学论 

21 理解课程 派纳，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课程与教学论 

22 后现代课程观 多尔，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课程与教学论 

23 课程研制方法论 郝德永，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课程与教学论 

24 课程流派研究 单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课程与教学论 

25 课程设计基础 钟启泉，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课程与教学论 

26 躁动的百年 陆有铨，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课程与教学论 

27 理解与教育 金生鈜，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课程与教学论 

28 课程史论 吕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课程与教学论 

29 课程与教师 佐藤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课程与教学论 

30 
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

意蕴 
马克斯·范梅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课程与教学论 

31 教学勇气 帕尔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课程与教学论 

32 静悄悄的革命 佐藤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课程与教学论 

33 什么是教育 
雅斯贝尔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课程与教学论 

34 被压迫者教育学 弗莱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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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名称 作者、出版单位、年份 适用二级学科 

35 心灵的探寻 钱理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课程与教学论 

36 拯救与逍遥 刘小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课程与教学论 

37 学前教育学 虞永平，王春燕，高等教育出版，2012. 学前教育学 

38 幼儿园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朱家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学前教育学 

39 幼儿教育心理学 林泳海，商务印书馆，2006. 学前教育学 

40 陈鹤琴教育论著选. 吕静、周谷平，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学前教育学 

41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 

（上下册） 
戴自俺，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学前教育学 

42 学前教育思想史. 唐淑、王雯，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 学前教育学 

43 儿童教育新论 刘晓东，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学前教育学 

44 儿童发展 劳拉·E·贝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学前教育学 

45 儿童游戏通论 刘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学前教育学 

46 高等教育系统论 [美]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1994. 高等教育学 

47 高等教育学(第 2 版) 潘懋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高等教育学 

48 高等教育学新论 胡建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高等教育学 

49 高等教育学的建构 王建华，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高等教育学 

50 高等教育哲学 
[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

出版社，2001. 
高等教育学 

51 高等教育理念 
[英]罗纳德·巴尼特著, 蓝劲松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2. 
高等教育学 

52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美]伯顿·克拉克主编, 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

出版社，2001. 
高等教育学 

53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

育管理体制比较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王承绪等译，浙

江教育出版社，2001. 
高等教育学 

54 高等教育管理学 薛天祥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高等教育学 

55 西方哲学史 罗素，商务印书馆，1963. 职业技术教育学 

56 林哈德和葛笃德 裴斯泰洛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职业技术教育学 

57 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 郑惠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职业技术教育学 

58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职业技术教育学 

59 国富论 亚当﹒斯密，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职业技术教育学 

60 天工开物 宋应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61 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科学出版社，1990. 职业技术教育学 

62 世界教育大系：职业教育卷 顾明远，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职业技术教育学 

63 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纵览 刘来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职业技术教育学 

64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

名著选编 
米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职业技术教育学 

65 未来的课程 麦克﹒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职业技术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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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主要阅读期刊目录 

序号 期刊名称 发行单位 适用二级学科 

1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 全部 

2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主办 全部 

3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主办 全部 

4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全部 

5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教育学原理 

6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主办 教育学原理 

7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 教育学原理 

8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 课程与教学论 

9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主办 课程与教学论 

10 教育理论与实践 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 课程与教学论 

11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与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主办 高等教育学 

12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 高等教育学 

13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 高等教育学 

14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主办 职业技术教育学 

15 职业技术教育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主办 职业技术教育学 

16 职教论坛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主办 职业技术教育学 

17 学前教育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主办 学前教育学 

18 学前教育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 学前教育学 

19 幼儿教育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主办 学前教育学 

20 早期教育（教科研版）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主办 学前教育学 

21 人大复印资料系列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 各学科选读 

十四、其他规定 

除按照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有关文件的补充性规定执行外，教育学一级学科将依托江

苏省优势学科平台，以卓越教师培养和“十五年一贯制”创新人才培养为项目支撑，通过各种奖励措

施，助推学生朝向更快、更高、更远、更强的方向发展，实现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品牌化、高端化、

国际化和卓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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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学科方向：1.教育学原理；2.课程与教学论（2~1 课程与教学原理方向；2~2 学科课程与学科论方向）； 

3.学前教育学；4.高等教育学；5.职业技术教育学 

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授课单位 

总学
分 

学 

 

位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SXSS0000X02 英语阅读 36 2 1 考试 外国语学院 

7 

学 

分 

SXSS0000X03 英语写作 36 2 2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XSS0000X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SXSS0000X04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8 1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
院 

专
业
基
础
课 

1、
2~1

、3、
4、5 

SXSS0909X0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6 

学 

分 

SXSS0909X02 教育心理学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X03 教育研究方法专题讲座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2 

SXSS0909X04 课程论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6 

学 

分 

SXSS0909X05 教学论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X06 课程与教学发展史纲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1 

SXSS0902X01 
中小学课程与教学前沿
问题探析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8 

学 

分 

SXSS0902X02 当代教学理论流派研究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03 教育管理专题研究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04 近现代中外教育史 36 2 3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1 

SXSS0902X05 课程论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8 

学 

分 

SXSS0902X06 教学论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07 课程与教学发展史纲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08 当代教学理论流派研究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2~2 

SXSS0902X09 
学科教学设计与案例研
究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10 

学 

分 

SXSS0902X10 学科教育研究方法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11 学科教育史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12 学科教育评价 36 2 3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13 学科热点问题分析 36 2 3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3 

SXSS0902X14 学前教育基本原理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8 

学 

分 

SXSS0902X15 儿童游戏理论与实践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16 幼儿课程理论与实践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17 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36 2 3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4 

SXSS0902X18 高等教育学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6 

学 

分 

SXSS0902X19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20 高等教育史 36 2 3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5 

SXSS0902X21 职业技术教育学 36 2 1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6 

学 
分 

SXSS0902X22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36 2 2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2X23 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论 36 2 3 考试 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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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授课单位 

总学
分 

非 

 

学 

 

位 

 

课 

公共选
修课 

由研究生院统一开设 

4 

学 

分 

专 

业 

选 

修 

课 

1 

SXSS0909F01 教育哲学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6 

学 

分 

SXSS0909F02 教育社会学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03 教育政策学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04 学校德育研究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05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2 

SXSS0909F06 课程政策研究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07 教师教育研究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08 综合课程研究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09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3 

SXSS0909F10 中外学前教育史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11 幼儿教师教育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12 学前教育名著导读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13 学前教育政策法规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4 

SXSS0909F14 高等教育名著导读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15 高等学校组织与管理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16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17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5 

SXSS0909F18 中国职业教育史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19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20 职业生涯规划专题讲座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SXSS0909F21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 36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其他培养 

环节 

中期考核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8 

学 

分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2 3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 

学术活动 1 

答辩申请前完成 实践活动 3 

校外（或国外、境外）学习、交流经历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