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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学（040108）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为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育行政及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具有较强教学、科研、管理能力

与较高综合素质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良好，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

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和学习中去；

（二）熟悉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实际情况，了解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掌握职业教育

基本理论，具有正确的现代教育理念和理论素养；

（三）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具备独立开展职业教育研究的能力；

（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和翻译相关专业著作和文献资料；

（五）能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科研及相关管理工作。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专业名称及代码

学科门类：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01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职业技术教育学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040108

（二）研究方向

该专业设有两个方向：

1.职业技术教育原理：该学科研究方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逻辑起点，以职业技术

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为研究中心，以分析职业技术教

育要素作为切入点，通过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系统认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研究中国特色

的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2.职业技术教育规划和管理：本方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般理论、现代学

校教育管理理论为指导，主要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进行规划和管理研究，为政府制定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为职业院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现科学管理和内涵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依据。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术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

课程学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院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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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并举的方法。研究生通过课程学习以掌

握坚实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的专门知识、专门技术技能，通过研究课题、实际操作和论文写

作，培养具有独立从事职业教育研究与管理的能力。加强研究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包

括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

（一）在学院领导下，成立研究生导师小组，负责研究生的政治思想、学习、科研和

其他方面的全面管理，从各方面保证培养质量。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导师负责与集体培养

相结合的方式，导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每个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由 3～5 人

组成，配合导师，充分发挥其集体培养优势。

（二）研究生导师组负责制定与修改文献阅读书目，并在每届研究生录取工作结束后，

将文献阅读书目发给录取的每位研究生。每位硕士生必须在第 2 学期期末之前至少提交

二份书面文献阅读报告 （每篇文献阅读报告 5000 字以上）。

（三）培养计划要和研究生本人商量后制定，以推进研究生的个性化培养。导师必须

在研究生入学后两个月内指导研究生制定出研究生个人学习计划；在第一学期内指导研究

生制定出论文研究计划。

（四）有计划地聘请国内外专家来我校授课，或派出硕士研究生到其他高校或科研院

所修读部分课程。提倡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互相承认学分，联合培养研究生。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

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8 1 1

必修

11 学

分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01A801 专业英语 32 2 2 考查 教育学院

专业 S01B001 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 考试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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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课

选修

4学分

S01B0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S01B003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01C801 职业技术教育原理 32 2 1

至少

选修

10 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01C802 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32 2 2 考试

S01C803 职业教育心理学 32 2 1 考试

S01C807 职业教育社会学 32 2 2 考试

S01C808 职业与技术教育哲学 32 2 2 考试

S01C806 职业教育专题研究 32 2 2 考查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职业

技术

教育

原理

S01D802 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教育学院

S01D803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32 2 3

S01D809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实务 32 2 3

S01D807 职业教育政策与法规 32 2 3

S01D805 中外教育名著选读 32 2 2

职业

技术

教育

规划

和管

理

S01D803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教育学院

S01D806 职业教育行政与管理 32 2 2

S01D809 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实务 32 2 3

S01D807 职业教育政策与法规 32 2 3

S01D808 教育评估与督导 32 2 3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教育学院

补修

课

S01F801 教育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入学后 1.5 年内，

跟随本科生学习，

由本学院自主考
S01F801 教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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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成绩，并向研究

生院备案。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一）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

课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一般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

定，考试成绩 70 分或考查成绩“中”为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成绩按

“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定。

（二）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学位英语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可申请硕士学位，

但不计学分。

七、必修环节

（一）学术活动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

至少 1次，参加活动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可折抵参加学术活动 1 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二）开题报告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

少于 5000 字。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四）实践活动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

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

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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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以

第一作者或者独撰，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完成各项必修环节，方可进入学位论

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是为了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

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可以是科研论文、学术综述、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

等多种形式。

（一）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重要依

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

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

质量，导师和学院积极抓好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课题中期检查、组织预答辩、答

辩等几个环节，并制订具体的时间安排。对预答辩过程中表现出选题及科研能力存在严重

问题者，必须推迟论文答辩时间。

（二）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的

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目录、

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三）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

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究结果。

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

4.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不得少于 3万字（各学科点也可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另行规定），

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四）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

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未完成者，

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五）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术论

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六）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各学院应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七）硕士学位论文具体环节。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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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体须进行以下环节：

1.论文研究计划

导师必须在研究生入学后一学期内与研究生共同制定论文研究计划，并按该计划指导

学生阅读相关文献、资料。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

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创新性；

2.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硕士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之前应阅读至

少 40 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计

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案、时间安排等做出论证。

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

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

做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究生院备案。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时间安排在第 3 学期末或第 4 学期初（符合

提前毕业要求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时间安排在第 3 学期初），第一次开题未通过

的硕士研究生可于第 5 学期初进行第二次开题。开题报告必须公开进行。

3.论文进展报告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开题报告通过后，要定期向导师作论文进展报告，以便

在导师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每位研究生的论文进展报告不得低于 2 次，具体时间、形

式和范围，可以由导师自行确定。

4.论文要求

论文正文的字数在 3万字以上，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

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展的水平。

5.论文发表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至少应以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公开发

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学术会议正

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文收录 1篇（若论文中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发表

学术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必须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未完成者，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6．论文评阅与答辩

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须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

了学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的有关要

求申请学位论文公开答辩）。硕士研究生论文必须由导师认可，并经过专家评阅认定合格

后，方可进行答辩。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应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论文，并再次申请答辩。

但两次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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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

论文盲审和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备注

1 《教育概论》 叶澜 人民教育出版社 必读

2 《教育哲学通论》 黄济 山西教育出版社 必读

3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丹尼尔·科顿

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吾国教育之病理》 郑也夫 中信出版社 必读

5 《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 阿兰·柯林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必读

6 《职业教育学》 刘春生，徐长

发

教育科学出版社 必读

7 《技术与文明》 刘易斯·芒福

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必读

8 《技术哲学引论》 陈昌曙 科学出版社 必读

9 《职业社会学》 叶志诚 （台湾）五南图书

出版公司

必读

10 《高职的前程》 黄达人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必读

11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

学名著选编》

米靖 教育科学出版社 必读

12 《职业教育政策研究》 和震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13 《职业教育课程论》 徐国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必读

14 《工程心理学与人的作业》 威肯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必读

15 《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 王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必读

16 《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 桑新民 教育科学出版社 选读

17 《教育心理学》 邵瑞珍 上海教育出版社 选读

18 《教学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张祖忻等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选读

19 《教学系统设计》 何克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0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 李蔺田 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21 《多元智能教与学的策略》
Linda

Campbell 等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选读

22 《职业技术教育学》 张家祥，钱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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舫 社

23
《发达国家职业技术教育

历史演进》
翟海魂 上海教育出版社 选读

24 《比较职业技术教育》 石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5 《中国教育管理史》 孙培青 人民教育出版社 选读

26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李国钧，王炳

照
山东教育出版社 选读

27 《学与教的心理学》 皮连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8 《大教学论》 夸美纽斯 教育科学出版社 选读

29 《质的研究方法》 陈向明 教育科学出版社 选读

30 《现代西方教育哲学》 陆有铨 河南教育出版社 选读

31 《现代教育哲学》 王坤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32 《教育哲学导论》 石中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33 《比较教育》
王承绪，顾明

远
人民教育出版社 选读

35 《教育政策学》 袁振国 江苏教育出版社 选读

36 《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欧阳河 教育科学出版社 选读

39 《教育社会学》 鲁洁 人民教育出版社 选读

40 《教育社会学》 吴康宁 人民教育出版社 选读

http://bookask.com/book/1388028.html
http://bookask.com/book/1388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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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040103）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根据教育和学术需要，培养具备德、学、识、才，富有历史感和使命意识，知行合一，

视野开阔，思维敏锐，善于教学，具有问题意识和探究精神的高级专业人才。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学科门类：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01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教育史 History of Education 040103

（二）研究方向

1.研究方向名称：中国教育史研究

2.研究方向名称：外国教育史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1.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下的硕士生指导小组制，导师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

2.实行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制。师生互选完成后，导师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

的个人培养方案。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具体课程信息见《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

配表》。

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公

共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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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课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1 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S01B002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03C001 中国教育史 32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C002 外国教育史 32 2 2 必修

S03C003 中国教育思想史 32 2 2 必修

S03C004 西方教育思想史 32 2 2 必修

S03C005 教育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32 2 3 必修

S03C006 专业英语 32 2 3 必修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03D001 教育史研究前沿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03D002 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史 32 2 3

S03D003 教育名著选读 32 2 2

S03D004 中国政治思想史 32 2 2

S03D005 教育法学 32 2 2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每个学院上报 1门

专题、通俗性的素质

教育课，由学校遴选

出 3门，供研究生选

修，旨提高研究生素

质教育。

S11E002 体育健康 32 2 2

S11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S12D049 音乐治疗学 32 2 2

补修

课

S03F001 外国通史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考查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S03F002 中国通史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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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 42

说明：1.专业基础课开 3门，至少选修 2门。

2.专业核心课开 6门，理工科类至少选修 3门，人文社科管理类至少选修 5门；

3.专业方向课开 5门，至少选修 4门。

4.素质教育课开 3门，至少选修 2门。（学院上报 1门，由学校选出 3门）

5.补修课开 2门：供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学习。

六、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可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70 分合格；非学

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

五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

各学科应对本学科的必修环节内容、形式、工作量以及考核作出不低于学校文件要求

的明确规定。

1.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的学术讲座不少于 6次，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学院鼓励研究

生积极参加跨学科学术交流和国内外访学活动。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开题报告一

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 位具

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导师担任。

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

究生部备案。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研究生须结合专业学习、论文写作积极参与专业实习（含教育类专业的教育实习）、

社会实践，并撰写实习（实践）报告。研究生专业实践一般在第 4或第 5学期进行，实习

时间不能少于一个月。专业实践的认定材料必须包括实习单位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报告两部

分。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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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

（一）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重要依

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

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

质量，导师和学院积极抓好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课题中期检查、组织预答辩、答

辩等几个环节，并制订具体的时间安排。在预答辩过程中发现选题及论文存在严重问题者，

必须推迟论文答辩时间。

（二）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学术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的文

章或翻译材料，不能做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及关键词、目录、论文

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

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加《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关于硕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三）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创新性；

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究结果；

3、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

4、论文正文的字数在 3 万字以上，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基本理论和应用成果须达

到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5、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

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或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

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文收录 1篇（若论文中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发表学

术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必须是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未完成者，不得申请论文的答辩。

6、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术论文

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7、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十、必读文献

序号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出版时

间

1 孔子 《论语》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2 柏拉图 《理想国》 译林出版社 2009 年

3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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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5 卢梭 《爱弥儿》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6 雅思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 三联书店 1991 年

7 康德 《论教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8 皮亚杰 《皮亚杰教育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9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0 杜威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

与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11
大河内一男

主编
《教育学的理论问题》 教育学学出版 1994 年

12 刘佛年主编

《回顾与探索——若干

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

究》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1 年

13
怀特海著、

徐汝舟译
《教育的目的》 三联书店 2002 年

14

约翰·怀特

著，李永宏

等译学出版

社

《再论教育目的》 教育科 1997 年

15

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系、

浙江大学教

育系选编，

《西方古代教育论著

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6 任钟印主编
《西方近代教育论著

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7
王承绪、赵

祥麟编

《西方现代教育论著

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8

威尔斯曼

著，袁振国

译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19 陈桂生 《教育原理》（第二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20 筑波大学教 《现代教育学基础》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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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会编，

钟启泉译

21 布鲁纳 《教育过程》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2 年

22 赞科夫 《教学与发展》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

23 叶澜 《教育概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24 张人杰主编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

文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25 吴康宁 《教育社会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26

W.F.康内尔

著，张法琨

等译

《20 世纪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27 戴本博 《外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28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2 年

29 黄济 《教育哲学通论》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30
大卫·史密

斯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

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31 库姆斯 《世界教育危机》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32 朱小蔓 《教育的问题与挑战》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3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教育

丛书

《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

动向与趋势》（1-5）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34 石中英
《知识转型与教育改

革》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35
泰勒（英汉

对照版）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

理》
轻工业出版社 2008 年

36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

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37
苏霍姆林斯

基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

议》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8 克拉克

《探究的场所——现代

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

育》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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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艾提摩 J.

艾德勒
《如何阅读一本书》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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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学（040105）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样

化需求和以创新能力为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前教育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热爱幼儿

和幼儿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2、系统掌握学前教育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具有较强

地从事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能力；掌握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前沿研究课程和

研究方法；能独立解决学前教育领域的实际问题；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学科

的外文文献，并具有初步撰写外文科研论文的能力。

3、具备在各种儿童教育机构、教育行政与科研部门、师资培训等部门从事儿童教育、

科学研究、培训、管理、传媒、康复训练等工作的岗位能力。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1、学科简介

学前教育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学科代码为 040106。学前教育专业的基

本研究范畴是通过探究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规律和行为表现，研究运用怎样生动而有效

的方法，帮助他们获得最良好的发展，协助家长和教师为儿童创造最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学前教育以生理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为学术背景，以儿童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原理

为依托，注重理论的深化及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着重解决学前教育的实际问题，提供优质

的学前教育服务。

2、研究方向

（1）学前教育课程与游戏：本研究方向关注对学前教育的课程理论与实践、幼儿各

领域的课程教学、儿童游戏的理论及指导、幼儿园活动组织与实施，并涉及学前教育基本

理论、幼儿园活动设计与实施、幼儿园管理与教育评价、儿童家庭教育及道德教育等领域

的研究。

（2）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该方向研究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内外影

响因素及其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是心理学科和学前教育学科的交叉学科。主要关注学前心

理学、发展心理学、教师教育研究、儿童健康教育等领域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术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

课程学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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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 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

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

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学前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具体课程信息见《硕士学位研究生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7 学分，学位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

必修环节不少于 5学分。

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 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

18 1 1 必修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01A501 学前教育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查 教育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S01B001 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S01B003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专

业

核

心

课

S01C501 学前课程改革研究 32 2 2

至少

选修

10 学

分

考查

教育学院

S01C502 学前儿童游戏与学习研究 32 2 1 考查

S01C503 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32 2 2 考试

S01C504 学前教育活动设计与评价 32 2 2 考查

S01C505 学前教育管理 32 2 2 考查

S01C506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32 2 2 考查

非

学

位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学

前

教

育

课

程

与

游

戏

S01D50

1

学前教育研究前沿专题讲座 32 2 1 至少

选修

8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01D502 中外学前教育论著导读 32 2 2 考查



19

S01D503 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32 2 3 考查

S01D504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专题 32 2 2 考查

S01D505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与分析 32 2 2 考查

学前

儿童

心理

发展

与教

育

S01D501 学前教育研究前沿专题讲座 32 2 1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01D502 中外学前教育论著导读 32 2 2 考查

S01D506 儿童发展理论 32 2 2 考试

S01D507 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32 2 3 考查

S01D505 学前儿童行为观察与分析 32 2 3 考查

素

质

教

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

修

课

S01F501 学前教育学

/

不

计

学

分

/ 必修

进校后 1.5 年

内，跟随本

科生学习或

自学，由本

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

向研究生部

备案。

S01F502 学前教育心理学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1、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课

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一般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

考试成绩 70 分或考查成绩“中”为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考查成绩按

“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定。

2、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学位英语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可申请硕士学位，但

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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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每次参加

活动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硕士研究生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

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

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前教育专业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一般不少于 3

万字。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

或选读）

1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 必读

2 爱弥尔 （法）卢梭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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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主主义与教育 （美）杜威 必读

4 人的教育 （德）福禄贝尔 必读

5 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 （意）蒙台梭利 必读

6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
（美）甘第尼、福尔曼、爱德

华兹
必读

7 儿童发展 （美）劳拉·E贝克 必读

8 儿童的语言与思维 （瑞士）皮亚杰 必读

9 思维与语言 （苏）维果斯基 必读

10 学前教育课程 （美）贾珀尔等 必读

11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美）拉尔夫·泰勒 必读

12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选读

13 学会生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选读

14 儿童发展心理学 方富熹著 必读

15 教育社会学 吴康宁著 选读

16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

问题
施良方 必读

17 课程流派研究 张华等 选读

18
躁动的百年——20 世纪教育改革

的回顾与展望
陆有铨 选读

19 陈鹤琴全集（第二卷） 陈鹤琴 必读

20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 戴自庵 必读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2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2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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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陶行知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戴自庵等 必读

22 教育社会学 （美）瑞依娜.F.莱文等 选读

23 儿童游戏的当代理论与研究 刘焱 必读

24 幼儿园游戏教学论 刘焱 选读

25 幼儿游戏理论 华爱华 必读

26 幼儿园游戏与指导 刘焱 选读

27
幼儿教师学做研究——学前教育

研究方法新视野
秦金亮等 选读

28 学前教育学 朱宗顺 必读

29
幼儿园教师教育基本能力实用手

册
曹树华 张莉琴 选读

30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陈水平 郑洁 选读

31 学前教育课程模式 简楚英 选读

32 当今美国儿童早期教育 （美）George S.Morrison 等 选读

33 育人三部曲
（苏）苏霍姆林斯基．育人三

部曲
选读

34 教师专业发展导论 吴伦敦 选读

35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黄瑾 必读

36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EED)
必读

37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

Practice (ECRP)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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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ECRQ)
必读

39 《学前教育研究》期刊 必读

40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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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040106）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等教育研究、管理

工作者或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本专业具体

要求如下：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敬业爱岗，

责任心强，心胸开阔，视野宽广，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二）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团结协作，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

意识、创意策划意识和市场意识，能进行终生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并努力实现。

（三）系统掌握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奠定扎实的理论功底，树立严谨治学

的态度和作风；掌握现代教育与管理的技能和方法，了解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具有从事高等教育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五）身心健康。具有健康的体魄，至少有一项体育爱好，坚持身体锻炼；心理健康，

心理自我调适能力强。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高等教育学（Higher Education），学科专业代码为 040106，所属学科门类为教育学，

它是一门以高等教育的运行形态和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综合性、理论性和应用

性的教育科学。其基本任务是从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教育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

等方面，认识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探索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学在宏

观层面主要研究国家、政府、社会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和运行机制、

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教育立法、教育政策和决策等。中观层面主要研究高等学校的管理

机制、发展模式、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教育评估等。微观层面主要研究大学教育中的教

学过程、课程改革、学生的心理发展、人格养成等。

（二）研究方向

1.高等教育政策方向：本方向以教育政策现象及其规律为对象，致力于探索教育政策

的基本理论及其实际问题，尤为侧重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研究，主要包括高等职业教育

体制政策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政策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政策研究、高等职业教育

质量政策研究等方面。

2.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方向：本方向着重研究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职业学校发展的

管理理念、办学模式、与政府及社会的关系、管理效益、院校发展等领域；关注高等教育

http://baike.so.com/doc/5397508.html
http://baike.so.com/doc/40654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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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致力于探索和解决高教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3.大学生心理学方向：本方向以学习和发展心理学等原理为基础，以大学生群体为研

究对象，研究大学生学习心理和教学心理，特别重视以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能力形成为切

入点，将心理学普遍规律与大学生职业技能训练、职业选择、职业决策、职业适应、职业

发展的实践相结合，探求面向职业学校的大学生学习与能力心理发生、发展规律。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高等教育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院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本方向遵循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特点与规律，以科学研究为主，坚持“专业

化、特色化”原则，重点培养研究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和进行创造性研究工作的能力。培

养严谨的科学作风，养成良好的学术道德。重视研究生个性发展，促进形成独特的学术风

格。课堂教学一般采讨论方式，鼓励研究生参与教学过程，切实保证研究生参与学术讨论

和学术报告等活动。

本方向实行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同时按研究方向成立指导

小组，以充分发挥集体指导优势。指导教师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培养研究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导师和指导小组要积极创造条件，为研究生营造良好

的学术氛围。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

培养计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码

课程

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课程

类别

考

核

方

式

开课

单位
学

位

课

公共课

S03A00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

18 1 1 必修 考

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3A00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36 2 2 必修 考

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5A00

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

试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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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A60

1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

查

教育学院

专业基

础课

S01B00

1

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

分

考

试
教育学院S01B00

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考

试
S01B00

2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考

试

专业核

心 课

S01C60

1

高等教育学 32 2 1

至少

选修

10 学

分

考

试

教育学院

S01C60

2

高等教育心理学 32 2 1 考

试
S01C61

0

高等教育管理学 32 2 1 考

试
S01C61

1

比较高等教育学 32 2 2 考

试
S01C60

6

大学生心理学 32 2 2 考

试
S01C61

2

中外高等教育史 32 2 2 考

试

非

学

位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高等

教育

政策

方向、

高等

教育

管理

与评

估方

向

S01D60

2

高等教育政策法规 32 2 2

每方

向至

少选

修 8

学分

考

查

教育学院

S01D60

4

高等教育经济学 32 2 2 考

查
S01D61

9

教育评价理论与技术 32 2 2 考

查
S01D62

0

高等教育经典解读 32 2 3 考

查
S01D62

1

高等职业教育专题 32 2 3 考

查
S01D62

2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32 2 3 考

查

大学

生心

理学

方向

S01D62

3

管理心理学与职业促进专题 32 2 2 考

查
S01D62

4

大学生职业咨询与指导 32 2 2 考

查
S01D62

5

职教大学生学习规律与有效

教学

32 2 2 考

查
S01D61

5

社会心理学 32 2 2 考

查
S01D61

8

心理学前沿讲座 32 2 3 考

查

素质教

育

课

S03E00

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

分

考

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

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考

查

体育学院

S08E00

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考

查

美术学院

S12E00

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考

查

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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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

S03F00

1

普通心理学
/

不

计

学

分

/ 必修

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

生学习。入学后 1.5 年内，跟随本科

生学习或自学，由本学院自主考核成

绩，并向研究生院备案。S03F00

2

教育学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高等教育学专业考核方式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70 分

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

合格”五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

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必修环节内容、形式、工作量以及考核均不低于学校文件要求的明

确规定。

（一）学术活动

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

参加活动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

文，可折抵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二）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硕士研究生

撰写开题报告之前应阅读至少 40 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

作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

案、时间安排等做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

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

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做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

究生院备案。

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四）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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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

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

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

以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

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完成各项必修环节，方可进入学位论文撰

写阶段。学位论文是为了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

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一）本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

重要依据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硕士

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

位论文质量，导师和学院积极抓好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课题中期检查等过程环节，

组织好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二）本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

成果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录、参考文献、

后记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三）本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会

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应用

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

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不得少于 3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

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四）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

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或者

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文收录 1篇（若

论文中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若论文尚未正式刊出，需有正式录用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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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者，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五）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

学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位论文

答辩。

（六）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论文采取公开答辩形式。

（七）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

位论文盲审和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

证。

十、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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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及出版单位 备注

1 什么是教育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三联书店，1991 必读

2 大学之理念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

必读

3 教育的目的 【英】怀特海，三联书店，2002 必读

4 爱弥儿 【法】卢梭，商务印书馆，2000 必读

5 民主主义与教育 【美】约翰·杜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必读

6 科学与教育 【英】托-亨-赫胥黎，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必读

7 大学的理想 【英】亨利·纽曼，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必读

8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 【美】弗莱克斯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必读

9 大学的功用 【美】克拉克·科尔，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 必读

10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 世纪的

问题

【美】克拉克·科尔，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5

必读

11 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 【美】克拉克·科尔，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2003

必读

12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 【英】阿什比，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必读

13 走出象牙塔：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 【美】德里克·博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必读

14 回归大学之道 【美】德里克·博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

必读

15 高等教育哲学 【美】布鲁贝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必读

16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分

析

【美】伯顿·克拉克，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必读

17 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的

管理革命

【美】乔治·凯勒，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0

必读

18 高等教育何以为高：牛津导师制教

学反思

【英】帕尔菲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必读

19 21 世纪的大学 【美】杜德斯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必读

20 大学的使命 【西】奥尔特加·加赛特，浙江教育出版

社，2001

必读

21 美国高等教育 【美】赫钦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必读

22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的比较

【加】范德格拉夫，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必读

23 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 【美】阿特巴赫，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必读

24 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 智效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必读

25 南渡北归 岳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必读

26 现代大学校长丛书（8册） 朱清时等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必读

27 高等教育学(上、下) 潘懋元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必读

28 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 曲士培，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必读

29 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

化冲突的世纪

【加】许美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必读

30 大学精神 杨东平，辽海出版社，2000 必读

32 中国大学十讲 陈平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必读

33 大学何为？ 陈平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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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编高等教育学 潘懋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必读

35 高等教育哲学 张楚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 必读

36 大学理念论纲 韩延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必读

37 外国高等教育史 贺国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必读

38 大学课程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唐德海，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必读

39 高等教育管理学 薛天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必读

40 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 闵维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必读

41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选读

42 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学会、华中科技大学 选读

43 教育研究 中央教科院 选读

44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选读

45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选读

46 复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 选读

47 现代大学教育 中南大学 选读

48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选读

49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 选读

50 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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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学（040107）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成人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总体目标是培养从事成人教育教学、科研、管理及培训等工

作的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通过学习，研究生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

路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学风严谨，品行端正，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创新精神，积极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通过专业训练，掌握成人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教育教

学和科学研究水平，能运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探究我国及区域成人教育领域的各种理论与

实践问题。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能熟

练掌握计算机应用及信息检索能力。

4. 毕业后可在各类学校、教育研究机构、教育事业单位、教育文化市场等行业从事

或担任教学、研究、管理、培训等相关工作。

5.具有健康的身体与心理素质。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学科门类及代码：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01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成人教育学 Adult Education 040107

（二）研究方向

1.成人教育与管理: 本方向研究新形势下成人教育管理规律、探索成人教育管理的科

学认知体系、在实践过程中引入现代科学原创性理论体系，创新成人教育管理理念、方法

与模式。

2.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 本方向研究新形势下成人教育发展现状、探索各类社会组织

的教育与学习的前沿问题、揭示人力资源开发实践的内在联系、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

方法与模式。

3.社区教育与发展：本方向研究新形势下社区教育发展现状、探索各类社区教育的前

沿问题、揭示社区教育实践的内在联系、创新社区教育发展的理念、方法与机制等。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应在 1.5

年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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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成人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侧重提高其成人教育教学、科研、管理及培训的实践能力，

培养职业教师教育技能和教育技术应用的能力。在培养过程中合理安排课程学习、教学实

践、学术交流等各个环节。

1.研究生全部培养过程主要实行导师负责和集体导师培养相结合。

2.指导教师在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对研究生的思想、学风、培养计划的制定、学位论

文的写作等负主要指导责任。导师应根据本专业培养要求、针对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研究

生开列相关研究方向课程的参考文献、书目、研究专题，进行讲授、指导阅读或组织讨论，

注重培养研究生创新实践、技术运用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3.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的范围、主题和研究框架，确定开题报

告时间，明确论文撰写进度和具体细节等。

4.实践教育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包括教学实习、市场调研、学术活动

和论文发表等。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至少发表一篇省级论文。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

类选)
18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04A005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试 继续教育学院

专业

基础

S04B001 成人教育基本原理研究 32 2 1 至少

选修
考试 继续教育学院

S04B0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系列 3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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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4学分S04B003 成人学习理论研究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04C001 成人教育管理研究 32 2 2

至少

选修

10 学

分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S04C002 成人教育比较研究 32 2 2

S04C003 成人教育社会学 32 2 2

S04C004 人力资源开发基本理论 32 2 1

S04C005 成人教育课程开发 32 2 2

S04C006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32 2 2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04D001 培训师培训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继续教育学院

S04D002 中国成人教育史 32 2 1

S04D003 社区教育专题研究 32 2 3

S04D004 名著导读 32 2 3

S04D005 成人教育实践讲座系列 16 1 3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必修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04E001 教育学原理 16 1 1

考查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S04E002 教育心理学 16 1 1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5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可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应进行考试，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成绩按

百分制评定，70 分合格。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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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必须包括实践单位

及导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必须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各学科须突出研究生科研、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

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 1 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

学位。鼓励学院对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提出更高要求。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

培养方案应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

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做出具体规定。各学

科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必须对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过程提出要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

和答辩者，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读）

1
学会生存

教育科学出版社 必读

2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教育科学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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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终身教育百科全书 职工教育出版社 选读

4 终身教育导论 华夏出版社 必读

5 终身教育导论—心理学的分析 职工教育出版社 选读

6 终身教育大全 中国妇女出版社 选读

7 成人教育史 海南出版社 必读

8 成人教育学通论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选读

9 成人教育心理学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必读

10 国外成人教育概论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选读

11 成人教育管理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

社

必读

12 成人教育的哲学基础 职工教育出版社 必读

13 终身教育——学习蕴藏的财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

必读

14 成人教育课程开发的理论及技术 上海教育出版社 选读

15 雇员培训与开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必读

16 造就组织学习力 上海三联出版社 选读

17 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选读

18 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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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职业生涯管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选读

20 组织学习 中国人大出版社 选读

21 成人学习理论的新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2 职业教育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3 战略人力资源开发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4 人力资源开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必读

25 学会如何学习——成人的应用理论 中国人大出版社 选读

26 人力资源管理：赢得竞争优势 中国人大出版社 选读

27 学科互涉视阈下人力资源开发学科

构建研究

中国劳动出版社 必读

28 Lifelong Learning – Signs,

Discourses, Practices

Springer 必读

29 Psychology and adult learning Routledge 选读

30 Global Perspectives on Adult

Educ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选读

31 The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John Wiley 必读

32 Lifelong Learning Concepts and

contexts

Routledge 选读

33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Human Resource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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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izing interviews in

HRD Research

Development

Quarterly

34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port: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

Washington DC 选读

35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Learning for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

Kogan Page 必读

36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Phase of Applied

Theory-Building Research: A

Grounded Approach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选读

37 培训革命—世界著名公司企业大学

的最佳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社 选读

38 从培训到学习：人才培养和企业大

学的中国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社 选读

39 知识的不确定性 山东大学出版社 选读

40 学科.知识.权力 三联书店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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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学（040110）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

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具有扎实的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及熟练的学习资源设计

开发应用能力和较强的研究能力，能从事教育技术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及教育技术资源设

计开发管理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敬业爱岗，责

任心强，心胸开阔，视野宽广，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2、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做事，团结协作，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

创意策划意识和市场意识，能进行终生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设计并努力实现。

3、具有扎实的中外（英）语言文字功底及口头表述能力，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较强的摄影、摄像及画面的艺术加工处理能力和多媒体作品及网页

设计能力。了解教育技术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

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系统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方法与技术；掌握多媒体

与网络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较强的现代教育技术理论研究、教学与培训规划设计、

硬件环境建设规划设计和教学资源及学习环境的设计开发、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及教学过

程的管理与评估等能力。还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促进自身教师专业化发展。能胜任本专业

的教学、科研、培训、开发工作，在教育研究和教育事业发展领域具有开拓精神。

5、身心健康。具有健康的体魄，至少有一项体育爱好支持身体锻炼；心理健康，心理

自我调适能力强。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教育技术学（Educational Technology），学科专业代码为 040110，学科门类为教育

学，教育技术学是现代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教育技术参与教育过程，改变了整个教

育过程的模式，改变了教育过程的组织序列，改变了分析和处理教育、教学问题的思路。

主干学科为教育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二）研究方向

1．虚拟现实与多媒体应用：本方向研究虚拟现实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

移动学习及职业培训中的应用与开发。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技术，以实现教学现代化的理

论与实践。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29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861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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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与远程教育：本方向研究基于网络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研究远程教学管理支

撑平台和远程教学设计，建构起整合型的信息化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及课程

实施等。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并举的方法。硕士研究

生既要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掌握职业技术教育知识，具有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的能力。要求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社会实践以及参加有关资格证书的考试。通过

课程学习以掌握坚实的教育技术学的专门知识、专门技术技能，通过研究课题、实际操作

和论文写作，培养具有独立从事教育技术学研究与管理的能力。对于缺乏实践经验和专业

知识不足的研究生，应创造条件让他们弥补不足。同时加强研究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培养，

包括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

教育技术学专业研究生全部培养过程，主要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聘请具有

本专业实践经验的导师与企业或工程、教育部门内经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指导教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

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研究生的联系，

教学相长。在保证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培养方法，不断总结和创造新的经验。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必修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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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O1A101 教育技术学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试 教育学院

专业

基础课

S01B01 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考试

S01B03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考试

专业

核心课

S01C101 多媒体课件开发 32 2 1

至少

选修

10 学

分

考查 教育学院

S01C102 学习资源设计与开发 32 2 1

S01C103 教学系统设计与开发 32 2 1

S01C104 动画设计与制作 32 2 2

S01C105 网络课程开发与应用 32 2 2

S01C106 虚拟现实技术 32 2 2

非

学

位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虚拟

现实

与多

媒体

应用

S01D101 教育技术学前沿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

分

考查 教育学院

S01D102 教育游戏开发 32 2 3

S01D103 手机软件设计与开发 32 2 2

S01D104 虚拟现实教育作品开发 32 2 3

S01D105 数字媒体技术 32 2 2

网络

与远

程教

育方

向

S01D101 教育技术学前沿 32 2 2

S01D106 远程教育研究 32 2 3

S01D107 网络数据库设计与应用 32 2 3

S01D108 网站设计与开发 32 2 3

S01D103 手机软件设计与开发 32 2 2

素质

教育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

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课

S01F101 教育技术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考查

进校后1.5年内，

跟随本科生学习

或自学，由本学

院自主考核成

绩，并向研究生

S01F102 教育传播学



43

部备案。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1、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可采用闭卷笔试、开卷考试、口试、课

程论文、实践考核（如实验）等不同的形式；学位课程一般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

考试成绩 70 分或考查成绩“中”为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考查成绩按

“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定。

2、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学位英语考试，考试合格者方可申请硕士学位，但

不计学分。

七、必修环节

各学科应对本学科的必修环节内容、形式、工作量以及考核出不低于学校文件要求的

明确规定。

1.学术活动（1 学分）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学位论文开题报告（1学分）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硕士研究生

撰写开题报告之前应阅读至少 40 篇国内外重要文献。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

作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

案、时间安排等做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

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提倡邀请外单位专家参加。

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做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

究生部备案。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1学分）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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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活动（2 学分）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完成各项必修环节，方可进入学位论文撰

写阶段。学位论文是为了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

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可以是科研论文、学术综述、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等多

种形式。

1．硕士学位论文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硕士研究生能否获得硕士学位的重要依据

之一。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

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科研课题。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

量，导师和学院积极抓好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课题中期检查等过程环节，组织好

预答辩、答辩等工作。

2．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的文

章或翻译材料，不能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目录、论

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

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

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

应用价值和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究结果；（3）

论文的结论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不得少于 3 万字，符

合学位论文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

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文收录 1篇

（若论文中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若论文尚未正式刊出，需有正式录用通

知书）；申请一项本学科领域的发明专利得到申请号视同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未完成者，

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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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技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完成了学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

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论文采取公开答辩形式。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

1

Handbook of research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David Jonassen

Missouri:Macmillan Publishers
必读

2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ast,

Present and Future

Gary J. AnglinKentucky: Libraries

Unlimited
选读

3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George Basall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必读

4

Trends and Issu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y

Robert Reiser, John V. Dempsey

Florida: Pearson Education
选读

5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Foundations

Robert M. GagneNew Jersey: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选读

6
The Evolution of Computer-Aided

Educational Delivery Systems

C. Victor Bunderson, Dillon K.

Inouye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选读

7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Barbara B.Seels, Rita C.Richey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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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and domains

8 Instructional Design Patricia L.Smith, Tillman J.Ragan 选读

9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ies

and Models
C.M.Reigeluth 选读

10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signing

Instruction, Integrating

Computers, and Using Media

Timothy J.Newby, Donald

A.Stepich, James D.Lehman
选读

11
Mak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Decisions
Barbara Seels, Zita Glasgow 选读

12

Mastering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cess: a systematic

approach

William J. Rothwell and

H.C.Kazanas
选读

13 教育概论 叶澜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选读

14 教育哲学通论 黄济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必读

15 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 桑新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必读

16 教育心理学 邵瑞珍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选读

17 思维发展心理学 林崇德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读

18 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

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奇，乌美娜、

刘雍潜等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必读

19 电化教育学（第二版） 南国农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选读

20 教育技术学基础
加涅主编，张杰夫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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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学设计的原理与方法 张祖忻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选读

22 教学设计 乌美娜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3 教学过程设计
李龙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选读

24 教学系统化设计（第五版，影印版）
Walter Dick 等 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
必读

25 教学设计原理 加涅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读

26 教学系统设计
何克抗、郑永柏、谢幼如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读

27 现代教学设计应用模式
盛群力，诸献华 杭州：浙江教育出

版社
选读

28 超越 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
斯滕伯格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9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陈向明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必读

30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威廉.维尔斯曼著，袁振国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必读

32 教育信息处理 傅德荣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读

33 现代教育技术 胡小强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必读

34 多媒体技术与网页设计（第 2版） 陈新龙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选读

35 数字媒体技术 贺雪晨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必读

36 远程教育原理与技术
王继新 ，李书明 武汉：湖北科技

出版社
选读

37 国外网络教育的研究与发展 武法提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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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38 网络课程设计与开发 武法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39 虚拟现实技术基础与应用 胡小强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必读

40 虚拟现实技术及应用 张菁等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选读

41 虚拟现实及其应用 洪炳镕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选读

42 虚拟现实技术 刘光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选读

43 虚拟现实技术
申蔚，曾文琪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
选读

44
VRP11/3ds Max 虚拟现实制作标准教

程

王正盛，陈征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

社
选读

45 三维建模与动画基础 孔令德，宋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选读

46 游戏设计基础
（美）亚当斯（Adams，E.）王鹏杰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选读

47 电视媒体策划新论 游洁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选读

48 电视策划与撰稿 许永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选读

49 Virtools 游戏创作秘笈 刘明昆 北京：中国青年电子出版社 选读

50
Android 商业软件开发全程实战：以

手机守护神为例
王家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选读

51 电化教育研究 必读

52 中国电化教育 必读

53 现代教育技术 必读

54 远程教育杂志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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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开放教育研究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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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学（0401Z1）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是培养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和

以创新能力为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要求如下：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德修养和事业心。

2.掌握坚实的教育学、伦理学等基础理论和德育学专业知识，掌握德育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和技能，具有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的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学科门类及代码: 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

一级学科名称及代码：教育学 Education Science 0401

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德育学 Moral education 0401Z1

德育学是研究德育过程的本质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是教育学科领域里一门极其重

要的理论分支学科。

（二）研究方向

1.研究方向名称：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与实践

本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及其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中国化研

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把握德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

展、过程与规律等。研究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指导下的德育实践，探讨新时期德育主要问

题，德育实践的环境、形式、模式、队伍和基地建设等，开展德育理论与实践实效性研究。

探讨新时期德育教学，建构新时期学校德育新体系。

2.研究方向名称：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本研究方向从当前学校德育现状出发，从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

从提高学校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出发，注重开展以下研究：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关系研

究；德育中心理健康教育的特点和作用研究；德育中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德育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

生课程学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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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

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

程

类

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查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

选)
18 1 必修 考查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外国语学院

S02A001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查社会科学教研部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1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2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考试

S01B003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考试

专业

核心

课

S02C001德育原理 32 2 1

至少

选修

10学

分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2C002
马克思主义德育经典著作

选读
32 2 1 考试

S02C003伦理学专题研究 32 2 2 考查

S02C004比较德育研究 32 2 2 考查

S02C005德育心理学 32 2 2 考查

S02C006中国传统道德概论 32 2 3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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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02D001学校德育问题专题研究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S02D002德育课程研究 32 2 2 考查

S02D003青少年心理专题研究 32 2 2 考查

S02D004社会心理学 32 2 2 考查

S02D005德育学理论前沿 32 2 3 考查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考查 体育学院

S08E003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考查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音乐治疗学 32 2 2 考查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01F001教育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跨学科或以同等学

力考入的硕士研究

生，进校后 1.5 年

内，跟随本科生学习

或自学。

S01F002心理学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5 必修

社会科学教研部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3／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采取考试的方式，成绩按百分制评定，

70 分合格；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方式，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中”、

“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德育学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

动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德育学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

可折抵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53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开题报告一般在第三学期进行，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

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主要是检查学生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所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德育学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

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

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1.德育学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

文工作必须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一科研课题。

2.德育学硕士学位论文必须为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

的文章或翻译材料，不能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目录、

论文主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等部分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德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会发展与

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

创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

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不得少于 3万字，符合学位论文的

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德育学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若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

可为第二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

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或者被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

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文收录 1篇；未完成者，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5.德育学硕士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

术论文发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

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论文采取公开答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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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学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

盲审和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必读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必读

3 道德教育
爱弥尔·涂尔干(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必读

4 道德教育新论
约翰•威尔逊(英)

浙江教育出版社
必读

5 道德教育原理
杜威(美)

浙江教育出版社
必读

6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
杜威（美）

人民教育出版社
必读

7
道德发展心理学:

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

柯尔伯格（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读

8 道德教育的哲学
柯尔伯格（美）

浙江教育出版社
必读

9 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苏格兰）

商务出版社
必读

10 民主主义与教育
杜威（美）

人民教育出版社
选读

11 道德的理由(第 5版)
蕾切尔斯（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选读

12 伦理学 罗国杰 必读

13 德育新论 鲁洁 必读

14 德育原理 黄向阳 必读

15 学校道德教育原理 檀传宝 必读

16 当代德育基本问题探讨 鲁洁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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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研究 李康平 必读

18 当代中国德育热点问题研究 赵志毅 必读

19 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 鲁洁 必读

20 道德哲学 高国希 必读

21 德育社会学 鲁洁 选读

22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上下） 黄钊 必读

23 中国德育问题研究 陈桂生 必读

24
回归道德智慧：转型期的道德教育与

教师
吴安春 必读

25 比较德育 李萍 林滨 必读

26 学校德育问题研究 沈壮海 方晓东 必读

27 关怀德育论 朱小蔓 选读

28 论可能生活 赵汀阳 选读

29 生活德育论 高德胜 选读

30 四书五经 天津古籍出版社 必读

31 道德经精读本 中华书局 必读

32 中国传统文化百科全书 干春松 选读

33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历代文选 黄朴民 选读

34 颜氏家训 中国文史出版社 选读

35 中国教育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读

36 外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必读

37
冲突与整合—20 世纪西方道德教育

理论
戚万学 选读

38 现代教育学基础 上海教育出版社 选读

39 周易译注 周振甫译注 选读

40 德育十论 杜时忠 选读

41 道德教育的 20 个细节 高德胜 选读

42 教育研究和方法导论 裴娣娜 选读

43 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 高德胜 选读

44 杜威德育思想与中国德育变革 刘长海 选读

45 高校德育和人的全面发展 姚晓泉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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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西方伦理学专题研究 聂文军 选读

47 大中小学德育衔接工作创新研究 鞠忠美 选读

48 德育必读 傅国本 周子涛 选读

49 职业道德 王易 邱吉 选读

50 道德教育论丛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读

51 道德教育与价值导向 教育科学出版社 选读

52 中国德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必读

53 道德与文明 天津社会科学院 必读

54 国学 南北桥杂志社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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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0401Z2）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总体要求：

教育经济学专业旨在培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教育经济学、教育财

政学和教育政策学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品

学兼优的专业人才。使之达到既掌握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学科研究前沿，又

能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后可适应教育行政部门、各

类高等院校、中小学以及有关部门的相关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

具体要求如下：

1.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道德品质良好。

2.比较系统地掌握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掌握教育学、经济学和数理统计等

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及时了解并掌握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和研究动态。

3.具有正确的学术倾向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善于运用教育经济学中的方法研究教育发展的

相关问题；能够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具有独立从事本专业教学科研工作、教育行政部

门、各类教育机构教学和管理工作。

4.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心理品质，身心健康。

二、二级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教育经济学（Economics of Education）所属的一级学科是教育学，它是上世纪 60 年

代随着经济理论在教育中的运用中孕育出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教育经济学以人力资本

理论为学科理论发源，致力于研究教育成本与收益、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教育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教育生产与供给、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等问题，揭示现代经济发展中教育

经济关系之运行规律，提供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和教育发展中经济决策与管理技术。教

育经济学是集理论与实践研究于一体，兼容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论，开拓理论新领域与提

供应用技术相结合的新兴学科。

（二）研究方向

1. 高等教育经济学：本方向围绕高等教育领域展开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地方高校与地

方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高校招生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2. 职业教育经济学：本方向围绕职业教育发展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的成本和收

益。此三个研究内容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讨论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为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办学区域、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等方面提供参考。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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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研究生的培养方式，采取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的办法。硕士研究生既要深入掌

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要掌握本专业职业技术教育知识，具有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能

力。要求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社会实践以及参加有关资格证书的考试。

研究生全部培养过程，主要实行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聘请具有工作实践经验的导师

与经单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

指导教师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

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强和研究生的联系，教学相长。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硕士研究生课程包括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大类。硕士研究生总学分应为 42 学分，

其中课程学分为 37 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课程学习中学位课程为 25 学分，非学位课程

为 12 学分（每学分以 16 学时为标准安排教学）。学位课包括学位公共课、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三类；非学位课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对于跨学科或以

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1．学位课程（共 25 学分）

（1）学位公共课（共 4门，11 学分）

学位公共课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一外国语课程和专业英语课程。

①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共 2 门 3 学分，依据中宣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设置，由历史文化学院负责开设该课

程，鼓励以专题形式开展模块化教学，注重研究生的职业道德、合作精神和坚持真理的科

学品质的培养，注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具体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18 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学分，36 学时

②第一外国语课程

共 1 门 6 学分。学校开设的第一外国语为英语，教学内容包括口语、阅读、写作等，

侧重培养研究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

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英语》， 6学分，96 学时

③专业英语课程

共 1门 2学分。按照我校办学定位与特色，要求各专业研究生必修《专业英语》。

《专业英语》，2学分，32 学时

（2）专业基础课（共 2门，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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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平台课按一级学科开设，是研究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本理论与

研究方法的基本课程。本专业开设 2门在一级学科内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方法的课程。

（3）专业核心课（共 5门，10 学分）

专业核心课是指本专业领域内具有本专业特色的、有利于学生拓展学科知识面的基本

课程，按二级学科的培养要求开设。

2．非学位课程（共 12 学分）

非学位课程主要包括专业方向课、素质教育课和补修课，其中专业方向课 4 门（8 学

分），公共选修课 2 门（4 学分），补修课 2门（不计学分）。专业方向课是为研究生进

一步拓宽专业基础理论、扩大知识面及相应能力培养而设置的方向性课程。素质教育课是

加强研究生素质教育而开设的选修课程。补修课是研究生进校后 1.5 年内，跟随本科生学

习或自学，由本学院自主考核成绩，并向研究生部备案。

具体各类课程的设置和学分要求规定如下表

教育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19A001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试 商学院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1 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选

修 4 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2 教育科研方法 32 2 1

S01B003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19C101 教育学原理 32 2 1

至少选
修 10
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19C102 教育经济学 32 2 1 考试

商学院

S19C103 量化研究设计与方法 32 2 2 考试

S19C106 SPSS 统计软件应用 32 2 2 考试

S19C104 教育财政学 32 2 3 考试

S19C105 教育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 32 2 3 考查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01D601 高等教育经济学 32 2 2

至少选

修 8 学

分

考查

商学院

S01D603 高等教育管理 32 2 2 教育学院

S01D606 职业教育与培训 32 2 3 商学院

S19D101 高等教育发展专题研究 32 2 3 商学院

S19D102 职业教育发展专题研究 32 2 3 商学院

素质
教育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选

修 4 学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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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分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19F101 计量经济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商学院

S19F103 商务管理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4、5 必修

总学分 42

说明：1.专业基础课开 3 门，至少选修 2 门。
2.专业核心课开 6 门，理工科类至少选修 3 门，人文社科管理类至少选修 5 门；
3.专业方向课开 5 门，至少选修 4 门。
4.素质教育课开 3 门，至少选修 2 门。（学院上报 1 门，由学校选出 3 门）
5.补修课开 2 门：供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学习。

六、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可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应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70 分合格；非学

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

五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 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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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

技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至少要用一年

的时间完成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或导师小组指导下，独立设计和完成某

一科研课题。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

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2.硕士学位论文应为学术性论文，凡是通俗性、泛论性或单纯叙述他人成果的文章或

翻译材料，不能做为硕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由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目录、论文主

体（含文献综述、实证部分或理论演绎分析部分、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

组成，具体格式要求参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格式的规定》。

3.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1）选题应努力体现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社会发展与国

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创

新性；（2）学位论文应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的研究结果；（3）论文的结论

和所引用的资料应详实准确；（4）论文正文的字数一般不得少于 3 万字，符合学位论文

的规范，其基本的理论和应用成果达到可以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水平。

4.硕士研究生入学后至论文答辩前，应以第一作者并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

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或者被国家一级

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全文收录 1篇（若论文中导

师为第一作者，学生可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论文答辩。

5.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了学术论文发

表的要求后，按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6.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学院采取论文公开答辩形式。

7.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

和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教育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文献阅读主要书目和期刊目录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读）

1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经济学研究会
必读

2 教育经济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 必读

3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必读

4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
必读

4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必读

5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必读



62

6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全国高等

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必读

7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工程

院教委 中国高教学会高

等工程教研会 全国重点

理工大学

必读

8 教育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

育部教育治理信息中心
选读

9 教育评论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省教育学会
选读

10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必读

11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 选读

12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必读

13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选读

14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选读

15 教育研究与实践
内蒙古师范大学主管，哈

尔滨师范大学协办
必读

16 对人进行投资
西奥多• 舒尔茨，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选读

17 人力资本研究
雅各布•明塞尔，中国经

济出版社
必读

18 人力资本理论
加里·贝克尔，中信出版

社
必读

19 教育全成本核算
马克•贝磊，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必读

20 国家的知识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 Hanushek，中信出版社 选读

21 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 王善迈，河北教育出版社 必读

22 教育经济学 范先佐，人民教育出版社 必读

23 教育经济学（第三版）
埃尔查南·科恩，格致出

版社
必读

24 教育经济学名著选读
曾满超，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必读

25 教育财政与教育发展 盖浙生，师大书院出版社 必读

26 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
布鲁斯•约翰斯通，人民

教育出版社
必读

27 教育财政学简明教程 魏新，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8 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
Martin Carnoy,高等教育

出版社
选读

29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S A.Hoenack,E

L.Collins
必读

30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Hanushek,Welch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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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3rd Edition）

Penelope Peterson, Eva

Baker and Barry McGaw
必读

30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USA) magazine and a

subject index
必读

27 Socialist Review
(UK) monthly magazine,

and a subject index
必读

28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选读

29 Curriculum inquiry 选读

30 Voc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选读

31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必读

32 中国知网 选读

33 中国期刊网（清华同方数据库） 选读

34 万方数据库 选读

35 维普数据库 选读

36 中国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选读

37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社会

科学类 政治类 文化教育类 历史

类）

选读

38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光盘 选读

39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光盘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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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原理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的职教师资和基础教育师资，同时也可以从事相关领域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要求硕士研究生应达到：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

事业心和责任感。

2.在教育学学科领域内掌握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坚实的系统理论，以及课程与教学论学科

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教育学科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技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

风，具有从事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了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课程教学的基本技能和教育技术的应用

能力，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技能与管理工作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

力。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课程与教学论原理研究方向

本方向以课程与教学原理及其运用为研究领域，应用案例反思研究性教学对教师教育

课程进行改革，探讨基础教育新课改中的现实问题，开展课程理论、课堂教学策略、教学

评估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指导。同

时运用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理论构建职教师资培养课程体系，进行中高职课程与教学

方法的设计与开发。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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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20C012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查 职业教育研究院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2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3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01B001教育哲学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20C001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至少

选修

10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20C002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考试

S20C003教师专业发展 32 2 3 考查

S20C004教学技能理论与实践 32 2 2 考查

S20C005学习科学导论 32 2 2 考试

S20C006课程资源研究 32 2 2 考试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20D007课堂教学策略与技术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教育学院
S20D008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32 2 2

S20D009国外课程改革专题研究 32 2 2

S20D010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题研究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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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D011教学评价专题 32 2 3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一般应进行考试，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

或考查方式。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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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理工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

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将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

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

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

1 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
[美]奥恩斯坦等著，柯森等译，江苏

教育出版社，2002

2 课程理论[M] (第 5 版) 黄明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3 理解课程[M] （上、下）
（美国）威廉 F.派纳,教育科学出版

社,2003

4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M]

佐藤学，钟启泉，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5 课程设计与管理[M]
饶征，吕晓航，农艳，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8

6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M]
钟启泉，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7 《课程设计基础》 钟启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8 《课程流派研究》 钟启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9 《国外中小学课程演进》 钟启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10 《现代教学的模式化研究》 钟启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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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课程论[M] 陈侠，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12 课程论问题[M] 丛立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3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 泰勒，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4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

原理与问题[M]
施良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5
课程改革与发展的比较研究

[M]
汪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16 课程研制方法论[M] 赫德永，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7 课程研究：现代与后现代[M] 汪霞，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18 现代教学论学程[M]
黄甫全，王本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8

19 初等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关文信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0 课程与教学论
黄甫全、王嘉毅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2 年

21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

天和明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丛书，教育科学出

版社，1996 年

22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丛书，教育科学出

版社，1996 年

23
教育的使命——面向 21 世纪

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丛书，教育科学出

版社，1996 年

24
从现在到 2000 年——教育内

容发展的全球展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丛书，教育科学出

版社，1996 年

25 多元智能教与学的策略
霍力岩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年

26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梅雷迪斯·D·高尔(美)，教育科学出

版社，2004 年

27 学科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期刊

28 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 期刊

29 外国中小学教育 上海师范大学 期刊

30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期刊

31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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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期刊

33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高等学

校师资培训交流北京中心
期刊

34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高等

教育学会
期刊

35 教育理论与实践
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山西省教育

学会
期刊

36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期刊

37 教学与管理 太原师范学院 期刊

38 教育科学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广播电视

大学
期刊

39 当代教育科学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教育

学会
期刊

40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Harvard University 期刊

41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期刊

42
探究式学习——学生知识的

自主建构

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年

43 课程改革的文化研究
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年

44
课程知识与个体精神自由—

—课程知识问题的哲学审思

裴娣娜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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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语文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和以创新

能力为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要求硕士研究生应达到：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

事业心和责任感。

2.在教育学学科领域内掌握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坚实的系统理论，以及课程与教学论学

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教育学科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技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

的学风，具有从事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

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了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课程教学的基本技能和教育技术的应用

能力，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技能与管理工作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

力。

5.身心健康。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2.研究方向：语文教学研究

本方向积极开展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探索，形成适应社会发展、有地方特色

的语文教师的教育教学模式；系统开展汉语言文学专业中等师资培养教育研究，形成理论

教学、实践培训、顶岗实习和系统的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培养模式；运用认知心理学规律，

研究语文教学中的习得和创造关系。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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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培

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

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2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3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01B001教育哲学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20C001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选修

12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20C002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考试 教育学院

S06C015语文教育学原理 32 2 2 考查 文学院

S06C016中国语文教育史 32 2 2 考查 文学院

S06C017语文教材教法研究 32 2 3 考查 文学院

S06C018语文学科教育测量与评价 32 2 2 考查 文学院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06D019语文学科基础与前沿问题 32 2 3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文学院

S06D020教学语言艺术研究 32 2 2

S06D021写作专题研究 32 2 3

S06D022语文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32 2 3

S06D023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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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06F003现代文学 I

/
不计

学分
/ 必修 文学院

S06F004基础写作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可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主要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70 分合格；非

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五

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各学科须突出研究生科研、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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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

的学术论文 1 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

学位。鼓励学院对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提出更高要求。

九、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理工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

培养方案应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

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做出具体规定。各学

科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必须对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提出要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

读）

1 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 单中惠．杨汉麟主编

2 教育过程 布鲁纳著，邵瑞珍译

3 智慧心理学 皮亚杰著． 洪宝林译

4 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
（英）埃德蒙·金著，

王承绪等译

5 儿童发展 （美）劳拉·E·贝克著

6 近现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 王富仁．郑国民

7 当代语文教育论争 郑国民

8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叶圣陶

9 语文教育与文学素养 方智范

10 名家解读：语文教育意蕴篇 刘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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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语文教育心理学 董蓓非

12 语文教育札记（卷五） 李镇西

13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稿 谢保国

14 夏丐尊与现代语文教育 程稀

15
语文教育哲学导论——语言哲学

视阀中的语文教育
潘庆玉

16 中美语文教育比较研究 戴前伦

17 语文教育论丛 盛时代

18 语文教育：世纪之交的嬗变 王鹏伟

19 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 周正逵

20 语文教育论稿 顾黄初

21 语文教育文化学 曹明海、陈秀春

22 文学作品解读与教学 余虹

23 语文教学内容重构 王荣生

24 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 倪文锦

25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 王荣生

26 语文是什么 叶开

27
革故与鼎新：科学主义视野下的

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改革研究
耿红卫

28 语文教学的反思与建构 郑桂华

29
于永正教育文集：于永正：我怎

样教语文
于永正

30 教室的革命——语文主题活动新 褚树荣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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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31 中外教育比较史例 张瑞瑶、王承绪

32 课程变革概论 白月桥

3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发

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1-5）

教育科学出版社

34 外国课程与教学论 戴本博

35 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张人杰主编

36 20 世纪课程与教学论
W.F.康内尔著．张法琨

等译

37 中国课程与教学论 孙培青

3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日的教育

为了明天的世界
教育科学出版社

3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 教育科学出版社

4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

富蕴藏其中
教育科学出版社

41 教育社会学 吴康宁

42 语言、文化、教学 龚秀

43 课程与教学论讲座 潘懋元

44 课程与教学论 王伟廉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CD%E2%BD%CC%D3%FD%B1%C8%BD%CF%CA%B7%C0%FD&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F%CE%B3%CC%B1%E4%B8%EF%B8%C5%C2%DB&xuan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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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数学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能力的高素质的中小学数学

课程专任教师或教学科研人员。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于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

质，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2、具有良好的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数学教育教学工作，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运

用所学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理论结合实

践，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教育教学工作。

4、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

5、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课件制作

基本技能，能运用几何画板等常用数学软件进行课件制作及数学研究。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研究方向

数学课程与教学论（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作为教育

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以认识数学课程与数学教学现象、揭示数学课程与数学教学规

律和指导数学教学实践为主要目的。本专业主要研究数学学习理论、数学课程理论、基础

数学和竞赛数学的教学实践；密切关注国内外数学课程改革发展动态；深入探究先进数学

课程教学理念；积极参与现行数学课程教学改革；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数学教学效率。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77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

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2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选) 18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07A005数学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试
数学计算机科学学

院

专业

基础

课

S20B001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20B002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20B003教育哲学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20C001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至少

选修

10学

分

考查

教育学院
S20C002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S07C003数学课程与教材分析 32 2 1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学院

S07C004数学学习理论与方法 32 2 1

S07C005中国数学教育史 32 2 2

S07C006数学教育的国际比较 32 2 2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07D001数学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学院

S07D002数学解题研究 32 2 2

S07D003数学思想方法 32 2 2

S07D004数学史与中学数学教育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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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7D005几何画板 32 2 2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中国传统文化 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体育健康 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20F001教育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考试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S20F002教育心理学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4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4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4-5 必修

总学分 42

说明：1.专业基础课开 3门，至少选修 2门。

2.专业核心课开 6门，理工科类至少选修 3门，人文社科管理类至少选修 5门；

3.专业方向课开 5门，至少选修 4门。

4.素质教育课开 3门，至少选修 2门。（学院上报 1门，由学校选出 3门）

5.补修课开 2门：供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学习。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一般应进行考试，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

或考查方式。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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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一般不少于 3万字。

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将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

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

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

读）

1 数学教育再探 （荷）弗赖登塔尔 必读

2 十二个国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国

际比较研究

史宁中，孔凡哲 必读

3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中学数学课堂微观

分析

曹一鸣 选读

4 数学思想方法与中学教学(第二版) 钱珮玲 必读

5 数学教育研究丛书:数学方法论稿(修 张奠宙等 必读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6%9B%B9%E4%B8%80%E9%B8%A3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2974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C7%AE%AB%98%C1%E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80

订版)

6 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 （日）米山国蔵 选读

7 中学数学的教与学 （美）F.H.贝尔 选读

8 Mathematics as an educational task Hans Freudenthal 必读

9 数学的发现：对解题的理解研究和讲

授

（美）乔治·波利亚 必读

10 数学与猜想（第一卷）：数学中的归纳

和类比

（美）乔治·波利亚 选读

11 数学与猜想（第二卷）：合情推理模式 （美）乔治·波利亚 选读

12 解题研究 单墫 必读

13 数学文化 顾沛 必读

14 数学教育中的数学文化 张维忠 必读

15 西方文化中的数学 （美）M·克莱因 选读

16 数学史通论(双语版) （美）卡兹 必读

17 中学数学中的数学史 汪晓勒，韩祥临 必读

18 数学教育史—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

教育

代钦，（日）松宫哲

夫

必读

19 九章筭术译注 郭书春 选读

20 秦九韶与数书九章 吴文俊 选读

21 数学学习的心理基础与过程 鲍建生，周超，顾泠

沅

必读

22 中小学生数学能力心理学 （苏）克鲁切茨基 选读

http://www.google.co.jp/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Hans+Freudenthal%22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4%B9%94%E6%B2%BB%C2%B7%E6%B3%A2%E5%88%A9%E4%BA%9A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4%B9%94%E6%B2%BB%C2%B7%E6%B3%A2%E5%88%A9%E4%BA%9A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4%B9%94%E6%B2%BB%C2%B7%E6%B3%A2%E5%88%A9%E4%BA%9A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A5%89%96&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5%8D%A1%E5%85%B9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9%83%AD%E4%B9%A6%E6%98%A5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9%B2%8D%E5%BB%BA%E7%94%9F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5%91%A8%E8%B6%85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9%A1%BE%E6%B3%A0%E6%B2%85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9%A1%BE%E6%B3%A0%E6%B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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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儿童怎样学习数学——皮亚杰研究的

教育含义

（美）R·W·柯普兰 选读

24 数学教育心理学（第 3版） 曹才翰，章建跃 必读

25 中学数学课程论 章建跃 必读

26 中学数学教学概论（第 3版） 曹才翰，章建跃 必读

27 中学数学教学设计 何小亚，姚静 必读

28 中学数学教学案例研究 涂荣豹等 必读

29 高中数学课程改革实践与探索:教学

设计与论文赏析

严士健，王尚志 选读

30 教学设计原理（第 5版） (美)R·M·加涅等 选读

31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 马云鹏，孔凡哲 必读

32 数学教育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 王光明 必读

33 教育与心理统计学 张敏强 必读

34 几何画板课件制作教程(第 3版) 刘胜利 必读

35 几何画板实用范例教程(第 3版) 陶维林 选读

36 数学教育学报 天津师范大学，中国

教育学会

必读

37 中学数学教学参考 陕西师范大学 必读

38 人大复印资料·高中数学教与学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39 人大复印资料·初中数学教与学 中国人民大学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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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英语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培养各类学校、教育科研院所、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从事英语

教学、英语教育研究和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生通过两年的学习和研究，应达到如下基本要求：

（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较高的文化素养。

（二）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学风、较高的教育学素养，勇于创新，能够全面

而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理论知识，了解本学科发展、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能独

立从事英语教学、管理、教育科研和涉外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三）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基础，能熟练运用现代外

语教育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去研究当前的外语教学问题。

（四）掌握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并将其应用于英语教学和英语教育

研究中。

（五）毕业后能够承担中等和高等院校的英语课程论、英语教学论等课程的教学、科

研工作和教育管理工作。

（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英语文献。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研究方向

本学科方向将帮助研究生系统掌握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英语方面的理

论知识，了解本领域最新发展与研究成果。根据所学理论知识，能结合自身教学环境对涉

及英语教育的有关领域展开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并由此形成严谨的学风和扎实

的学术研究能力，能在英语教育学方面开展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实践工作；关注国内外英语

教育的最新动态，重视运用现代教学与研究手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为大、中

学英语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能够培养出大批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和

教育、教学能力、研究能力的高水平的大、中学英语骨干教师，为推进基础英语教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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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发挥重大作用。

本研究方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又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强调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与

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相互交叉渗透。

本专业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有：

1.外语教学理论研究；

2.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

3.外语教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

试

历史文化学

院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8 1 1 必修

S06A001 汉语语言文学基础 32 2 1 必修 文学院

专业

基础课

S01B001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

试

教育学院S01B002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01B003 教育哲学 3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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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明

S05B001 外语教育发展史 32 2 2 必修
外国语学院

S05B002 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 32 2 2 必修

专业核

心课

S20C001 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至少

选修

10

学分

考

试

教育学院
S20C002 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S05C002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32 2 1

外国语学院
S05C001 英语课程与教材分析 32 2 1

S05C003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 32 2 2

S05C004 普通语言学 32 2 2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05D001 中西文化 32 2 2 选修

考

查
外国语学院

S05D002 英语教学评估与测试 32 2 2 必修

S05D003
外语教学研究方法

与学术论文写作
32 2 2 选修

S05D004 英语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32 2 1 选修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选修
考

查

历史文化学

院

S11E002 体育健康 32 2 2 选修
考

查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选修
考

查

艺术设计学

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1 选修
考

查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S05F001 高级英语 /
不

计

学

分

/ 必修

考

试

进校后 1.5

年内，跟随

本科生学习

或自学，由

本学院自主

考核成绩，

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S05F002 英语写作 / / 必修

必修 学术活动 1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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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明

环节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总学分 42

说明：1.专业基础课开 3门，至少选修 2门。

2.专业核心课开 6门，理工科类至少选修 3门，人文社科管理类至少选修 5门；

3.专业方向课开 5门，至少选修 4门。

4.素质教育课开 3门，至少选修 2门。（学院上报 1门，由学校选出 3门）

5.补修课开 2门：供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学习。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一般应进行考试，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

或考查方式。

七、必修环节

（一）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二）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四）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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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

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将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

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

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1]魏立明主编.英语课程与教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杨忠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3]张正东著.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科学出版社，2000 年.

[4]束定芳著.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文秋芳等著.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中文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年.

[6]文秋芳著,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sis Writing. 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2004 年.

[7]Ralph W.Tyler.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9.

[8]Jack C. Richards & Theodore S. Rodger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9]Dirven, R. & Putz. M.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eaching,1993.

[10]H. Douglas Brown.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2006.

[11]文秋芳主编.英语学习策略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2]Victoria Fromkin,etc.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3]吕良环主编.外语课程与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4]Geoff Thompson.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8.

[15]F.Ungerer,H.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87

[16]David Nunan.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1.

[17]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年.

[18]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9]Gillian Brown.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年.

[20]欧阳俊林主编.英语教学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年.

[21]外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

[22]国外外语教学，华东师范大学

[23]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

[24]现代外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5]外国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

[26]山东外语教学，山东师范大学

[27]课程.教材.教法，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

[28]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9]中国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30]外语界,上海外国语大学



88

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历史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较强的历史学科教育教学实践和一定教学研究能力的高

素质的中学历史教师。具体要求为：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培养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

任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师德修养，遵纪守法，积极进取，勇于创新。

（二）具有良好的历史学科学识修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历史学科前沿和发展趋

势。

（三）具有较强的教育实践能力，能胜任历史学科教育教学工作，在现代教育理论指

导下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熟练使用现代教育技术，解决历史教育教学中个实际问题；能

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历史教学工作。

（四）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掌握基础教育历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

法。

（五）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研究方向：历史教学研究

本方向积极开展历史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研究，探索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领域中的理

论与实践问题，努力形成适应新时期历史教师培养的教学模式，探索历史教师专业发展规

律。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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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学

位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6 1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S01B002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修 4

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01B003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考试

S01B001 教育哲学 32 2 1 考试

专

业

核

心

课

S03C001 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必修、

至少

修 10

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03C002 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S03C003 史学理论与方法 32 2 2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合作授课）

（合作授课）

S03C004 课程资源研究 32 2 2

S03C005 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研究 32 2 2

S03C006 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研究 32 2 2

非

学

位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S03D001 中学历史教学与史学理论 32 2 2 至少

修

10 学

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03D002 历史课程与教材分析 32 2 2

S03D003 历史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32 2 2

S03D004 历史教学效果评估 32 2 2

S03D005 中国史基本问题与前沿研 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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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S03D006
世界史基本问题与前沿研

究
32

2
2

素

质

教

育

课

S03E001 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 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 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

修

课

S03H008 外国通史 / / /

必修 考查

入学 1.5 年内自学

完成，考查成绩呈

报研究生院备案。
S03H009 中国通史 /

/
/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专业实践 2 3、4 必修

总学分 42

五、培养方式

1.实行学校和实践基地联合培养的方式。

2.实行校内外“双导师”负责制或导师指导小组负责制的培养方式。

六、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可多样进行，考核类别可分考试和考查。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查成绩

按“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格”五级制评定。

学位课合格成绩为：考试成绩 70 分或考查成绩为“中”。

七、必修环节

1.专题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3次专题活动，其中作专题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2.开题报告

写出论文（项目）工作计划，并通过论文开题报告论证。

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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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

组成，其中必须邀请 1位校外本行（企）业的专家参加，审核小组组长必须是硕士生导师

担任。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做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

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学习年限为 2 年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安排在第三学期进

行。

学习年限为 3年的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专业实践

（1）专业学位培养单位应积极联合相关行（企）业，建立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实践基地。明确研究生实践内容和要求，健全实践管理办法，加强实践考核评价，保证

实践质量。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工作的紧密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2）在学期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原则上保证不少于一年的专业实践（可分段

进行），其中顶岗实践不少于半年。研究生可以结合实践（项目）进行论文研究工作，边

实践边做学位论文。在职假期授课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可根据其实际情况，与学院

及导师商定，自行安排，并报研究生部备案。

（3）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生要制订并提交实习（实践）计划，撰写实习（实践）总

结报告。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未通过专业实践考核或实践总结报告不

合格者，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4）专业实践的具体环节、要求和考核工作规定参照《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要求及考核工作规定》。

（5）学习年限为 2年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考核最迟应于第四学期第 8

周前完成。学习年限为 3年的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考核最迟应于第六学期第 8

周前完成。

八、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1.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联系基础历史教育实践，来源于中小学历史教育教学中的实际

问题。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校本课程开发、教材分析、教学案

例设计等。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于 1.5 万字。

2.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该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教师职称的中小学历史

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3.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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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入学后，应至少补修 3门教师教育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和学

科教学论），不计学分。跨专业毕业生入学后，至少补修 2门学科专业基础课，不计学分。

十、必读文献

1.张瑞瑶、王承绪：中外教育比较史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

2.何成刚等：历史教学设计，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 年。

3.赵亚夫：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张静等著：历史学习方略，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5.于友西主编：中学历史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6.刘军：历史教学的新视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7.李稚勇：中美历史教科书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8.白月桥：课程变革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1-5），教育科学

出版社，1988 年。

10.戴本博：外国课程与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

11.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

12. 钟启泉：课程与教学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13. 钟启泉：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年。

14.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5. 小威廉姆 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6. 叶小兵：历史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17.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

18. 王铎全：全国优秀历史教学案例选(高中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9. 王铎全：全国优秀历史教学案例选(初中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20. 朱汉国：历史教学研究与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CD%E2%BD%CC%D3%FD%B1%C8%BD%CF%CA%B7%C0%FD&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C3%C0%C0%FA%CA%B7%BD%CC%BF%C6%CA%E9%B1%C8%BD%CF&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9%FA%BC%CA%D1%A7%CA%F5%D1%D0%CC%D6%BB%E1%BC%CD%C4%EE%CE%C4%BC%AF&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F%CE%B3%CC%B1%E4%B8%EF%B8%C5%C2%DB&xuan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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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朱小蔓：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

22. 教育科学出版社：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

23. 威尔斯曼著，袁振国译：教育研究方法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年。

24.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5.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余震球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6.[苏]赞科夫：教学与发展，杜殿坤等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

27.李定仁、徐继存主编：教学论研究二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8.裴娣娜主编：现代教学论（3卷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9.[美]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施良方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30.寥哲勋、田慧生主编：课程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1.黄光雄、杨龙立：课程发展与设计:理念与实作，（台北）师大书苑，2004。

32.施良方：课程理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33.丛立新：课程论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4. 吴式颖主编：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5.张惠芬、金忠明编著：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二版。

36.滕大春：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

37.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1-8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38. [日]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现代教育学基础，钟启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39.[日]大河内一男等著：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曲程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40. 杨小微、张天宝：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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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法律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攻读硕士学位人员的培养目标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职业教育教学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为职业

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二）应在本专业领域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与职业教学

实践有直接联系的知识、技能；具有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论基本理论基础，能够按照职

业教育教学基本规律正确地分析、评价和设计本专业的教学过程，能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

段从事教学工作；具有从事职业教育教学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应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领域文献资料，并具备一定的听、

说和写作方面的能力。

（四）应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

二、二级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是教育学

的一个分支学科，本学科着重探索先进的课程与教学理念，研究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基本问题，

积极参与现行的课程教学改革。

（二）研究方向

本方向以法律基础教学为出发点，积极开展中高职院校法律基础性课程设置、教学理

论等方面的研究，有效契合职业学校法律基础师资特点，着力体现课程教学的素质教育本

旨，凸显法律基础教育的应用课程特色。在教学内容研究方面，以实用教学内容为导向开

设“法律生活”课程；在教学方法方面，以案例教学、实践教学、法律诊所等多维教学方

法有机融合的 PCS（系统性的循回式）教学范式等实践研究，有着深厚的积淀。该研究方

向的人才培养定位为中高职法律基础课教学师资，属于实践应用型人才门类。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95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

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6 2 2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

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外国语学院

S20C01

2
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法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S01B00

1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

分

教育学院
S01B00

2
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01B00

3
教育哲学 32 2 1

专

业

核

心

课

S20C00

1
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至少

选修

10学

分

教育学院

S20C00

2
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教育学院

S18C00

3
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 32 2 2

法学院

各方向设置 6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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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S18C00

4
法理学教学原理与实务 32 2 2

S18C00

5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思想 32 2 2

S18C00

6

宪法与行政法教学原理

与实务
32 2 2

非

学

位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S18D00

1
民法教学原理与实务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

分

法学院

S18D00

2
刑法教学原理与实务 32 2 2

S18D00

3
经济法教学原理与实务 32 2 2

S18D00

4
商法教学原理与实务 32 2 2

S18D00

5
诉讼法教学原理与实务 32 2 2

素

质

教

育

课

S03E00

1
中国传统文化 2 2 2

至少

选修

4学

分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

2
体育健康课程 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

3
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

4
音乐治疗学 2 2 2 音乐学院

补

修

课

教育学

心理学
/

不

计

学

分

/ 必修

进校后 1.5 年内，

跟随本科生学习

或自学，由本学院

自主考核成绩，并

向研究生部备案。

必

修

学术活动 1 1-5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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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节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4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2-5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一般应进行考试，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

或考查方式。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

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将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

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

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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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1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 哈特:《法律的概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 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 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下） 商务印书馆

6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三联书店

7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8 史尚宽：《民法总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9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 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0 江平：《法人制度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 柯芳枝：《公司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

13 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

14 王文宇：《公司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5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 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6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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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 张明楷 《刑法新问题探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1 王保树：《经济法原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2 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

律形式》
四川人民出版社

23 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 法律出版社

24 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 中国物资出版社

25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6 边沁：《政府片论》 商务印书馆

27 维尔：《宪政与分权》 三联书店

28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9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30 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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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物理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同时具有扎实

的物理学知识，能够独立完成相关专业研究和高等院校或中学的教学工作，或能承担起科

普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要求硕士研究生应

达到：

1.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

养、事业心和责任感。

2. 在物理教育学学科领域内掌握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坚实的系统理论，以及课程与教学

论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教育学科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技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

好的学风，具有从事物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

创新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了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课程教学的基本技能和教育技术的应用

能力，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技能与管理工作能力。

4.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

力。

5. 身心健康。

二、二级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研究方向

1. 物理实验研究：

主要研究近代物理实验及基础物理实验的设计思想，实验方法和实验手段与技能．研

究其对物理理论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开发新的实验为教学所用．

2. 中学物理课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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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中等学校物理课程的课程设计，课程结构．研究中等物理教育教学的理论、

规律及其特点。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课程改革与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工类

选)
18 1 1 必修 考查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外国语学院

S16A001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查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1教育哲学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

分

考试教育学院
S01B003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01B002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专业 S20C001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至少 考试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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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课

选修

10学

分

S20C002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考试教育学院

S16C001物理课程与教材分析 32 2 2

考查
通信与电子学

院

S16C002物理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32 2 2

S16C003物理教育测量与评价 32 2 2

S16C004物理学专题研究 32 2 2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16D001中外物理教育比较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

分

考查
通信与电子学

院

S16D002物理实验设计与研究 32 2 2

S16D003中学物理教学改革与研究 32 2 2

S16D004物理教育研究方法 32 2 2

S16D005现代物理概论 32 2 2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

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教育学

/

不

计

学

分

/ 必修 教育学院
心理学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通信与电子学

院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一般应进行考试，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

或考查方式。

七、必修环节

1. 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103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 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

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将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

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

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

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

1 学与教的心理学 皮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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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研究 安忠，刘炳昇，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3 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

经验及学校

约翰·D·布兰斯特，安·L·布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读

4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 戴维·H·乔纳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5 教育大词典 顾明远，上海教育出版社 选读

6 物理能力测量研究 阎金铎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 必读

7 物理实验论 陶洪，广西教育出版社 必读

8 科学哲学 刘大椿，人民出版社 必读

9 教育统计与测量 漆书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10 物理教学论 阎金铎.查有梁，广西教育出版社 必读

11 情境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J·莱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读

1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解读 钟启泉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读

13 创设联结：教学与人脑 雷钠特·N·凯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选读

14 美国课程与教学案例透视—贾

斯珀系列

美国温特贝尔特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必读

15 情境认知与学习 王文静，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选读

16 物理教学论
李新乡、张军朋，科学出版社，2009

年
必读

17 中学物理新课程教学概论
阎金铎、郭玉英，北京范大学出版集

团，2008 年
必读

18 新课程理念下的物理教学论 刘 力，科学出版社，2006 年 必读

19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封小超、王力邦，科学出版社，2010 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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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0 现代基础物理教育学
李来政、何雄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 年
必读

21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

解读
廖佰琴，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必读

22
高中物理探究实验及案例教学

设计
冯 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必读

23 新理念物理教学论 李家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必读

24
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

与问题
施良方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必读

25 现代课程论 钟启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必读

26 教学设计原理（第五版）
（美）加涅等著，王小明等译，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选读

27 学习的条件与教学论
（美）加涅等著，皮连生等译，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选读

28 现代教学设计论 盛群力，浙江教育出版，2010 年 选读

29 教育测量与评价（第二版）
黄光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必读

30 教学中的测验与评价

Robert L. Linn & Norman E

. Gronlund 著，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2003 年

必读

31 中学物理教学设计与案例研究 王建中，科学出版社，2012 年 必读

32 中学物理教材研究与教学设计
王较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必读

33 物理比较教育 郭玉英，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 必读

34 中美加英四国基础教育研究 强海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 选读

35 物理学前沿问题 王顺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必读

36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十六讲 赵 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必读

37 近代物理学
J.BERNSTERN 原著，史斌星改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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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普通物理专题研究 李武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选读

39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 选读

40 物理教学 中国物理学会主办 选读

41 中学物理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
选读

42 物理教学研究探讨 西南大学主办 选读

43 物理通报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
选读

44 物理教师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
选读

45

Physics Review Letter (S

peicialTopics on Physics

Education)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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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音乐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的职教师资和基础教育师资，同时也可以从事相关领域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坚持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要求硕士研究生应达到：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

事业心和责任感。

2.在教育学学科领域内掌握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坚实的系统理论，以及课程与教学论学科

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教育学科的现代研究方法和技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

风，具有从事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实际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表达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

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了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课程教学的基本技能和教育技术的应用

能力，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技能与管理工作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

力。

5.身心健康。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音乐课程与教学论

本方向是在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研究音乐教育与教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音乐教

育发展的历史沿革、音乐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音乐学科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注

重从普通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角度来探析音乐感知、认知表现能力的成因及其教

育效能，切合了教育部新课程改革标准，增强音乐教育对新课程标准的时代适应性。注重

从专业教学内容与人才培养规格一体化的角度来组合合唱团、民族管弦乐队与西洋管弦乐

队等教育载体，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增强了教育效能和音乐人才的社会

适应性。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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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外语（含阅读、听力） 158 4 1、2 必修 外国语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 32 2 1 必修 教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1 选修 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2 必修 历史文化学院

学

科

平

台

课

教育哲学 32 2 1 必修

教育学院

按照

一级

学科

开设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必修

专

业

核

心

课

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必修

教育学院

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必修

音乐

课程

音乐教育学 32 2 2 必修

音乐学院

音乐课程与教学论 32 2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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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

学论
音乐教育心理学 32 2 2 必修

中外音乐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 32 2 2 选修 音乐学院

音乐教学课件设计 32 2 2 选修 音乐学院

必

修

环

节

专业实践 3 4／5 必修 教育学院

学术活动 2 5 必修 教育学院

开题报告 2 3 必修 教育学院

科研实践

3

3／6

必修 教育学院教学实践 3／6

社会实践 3／6

总学分 37

六、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学位课程一般应进行考试，非学位课可采取考试

或考查方式。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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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理工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

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将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按照学校要求进行严格管理，

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

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1. 张瑞瑶、王承绪，中外教育比较史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

2. 何成刚等：历史教学设计，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 年版。

3. 赵亚夫：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4. 张静等著，历史学习方略，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5. 于友西主编，中学历史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6. 刘军著，历史教学的新视野，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7. 李稚勇，中美历史教科书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8. 白月桥，课程变革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1-5），教育科学

出版社，1988 年版。

10.戴本博，外国课程与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

11.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12.单墫. 单壿老师教你学数学系列[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1 年版.

13.W.F.康内尔著，张法琨等译，20 世纪课程与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14.钱珮玲.数学思想方法与中学教学(第二版) [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版。

15.徐利治.徐利治谈治学方法与数学教育[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16.汪晓勒，韩祥临.中学数学中的数学史[M]，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17.孙培青，中国课程与教学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 年版。

18.何小亚．数学学与教的心理学[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1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日的教育为了明天的世界，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CD%E2%BD%CC%D3%FD%B1%C8%BD%CF%CA%B7%C0%FD&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D6%D0%C3%C0%C0%FA%CA%B7%BD%CC%BF%C6%CA%E9%B1%C8%BD%CF&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9%FA%BC%CA%D1%A7%CA%F5%D1%D0%CC%D6%BB%E1%BC%CD%C4%EE%CE%C4%BC%AF&xuanze=2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F%CE%B3%CC%B1%E4%B8%EF%B8%C5%C2%DB&xuanze=2
http://search.dangdang.com/book/search_pub.php?category=01&key2=%B5%A5%89%96&order=sort_xtime_desc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C7%AE%AB%98%C1%E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92974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B1%B1%BE%A9%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china-pub.com/s/?key1=%d0%ec%c0%fb%d6%ce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4%BD%95%E5%B0%8F%E4%B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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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

22.朱智贤，林崇德著.数学发散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23.（日）米山国蔵著；毛正中，吴素华译．数学的精神、思想和方法[M]，四川教育

出版社, 1986 年版。

24．（美）贝尔（F. H. Bell），许振声等译，中学数学的教与学[M]，教育科学出版

社，1990 年版。

25.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26. Hans Freudenthal.Mathematics as an educational task[M]，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1973 年版。

27.乔治·波利亚（美）.数学的发现：对解题的理解研究和讲授[M]，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28.尹爱青.学校音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M]，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年版。

29.曹理、何工 .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M]，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年版。

30.曹理、缪裴言.中学音乐教育研究新编[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

31、赵宋光.音乐教育心理学概论[M]，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年版。

32.（日）高萩保治 著，缪裴言、林能杰、缪力 译.音乐学科教学法概论[M]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年版。

33.（奥）沃尔夫冈·马斯物纲克著，余丹红、张礼引译.音乐教育学导论[M]，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34.郭声健等，音乐教育新概念[M]，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年版。

35.谢嘉幸、徐绪标.音乐教育的研究与实践[M]，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年版。

36.曹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

37.代钦，松宫哲夫，数学教育史——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育[M]，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1 年版。

38.龚秀，《语言、文化、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39.邹申等著，《简明英语测试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40.朱永涛，《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41.周开鑫，《学术论文写作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版。

42.李庭芗主编，《英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年版。

42.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英汉对照版），轻工业出版社，2008 年版。

43.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44.王利明主编,《民法》，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

http://www.google.co.jp/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Hans+Freudenthal%22
http://www.amazon.cn/s?ie=UTF8&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4%B9%94%E6%B2%BB%C2%B7%E6%B3%A2%E5%88%A9%E4%BA%9A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033658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C8%CB%C3%F1%D2%F4%C0%D6%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2%DC%C0%E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A%CE%B9%A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762432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C9%CF%BA%A3%D2%F4%C0%D6%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2%DC%C0%E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E7%D1%C5%E1%D1%D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006599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B8%DF%B5%C8%BD%CC%D3%F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D5%D4%CB%CE%B9%E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747906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C9%CF%BA%A3%D2%F4%C0%D6%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8%DF%C8c%B1%A3%D6%C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E7%D1%C5%E1%D1%D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C1%D6%C4%DC%BD%D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E7%D1%C1%A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189163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C8%CB%C3%F1%D2%F4%C0%D6%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CE%D6%B6%FB%B7%F2%B8%D4%A1%A4%C2%ED%CB%B9%CE%EF%B8%D9%BF%CB&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D3%E0%B5%A4%BA%E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D5%C5%C0%F1%D2%F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357153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BB%AA%B6%AB%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BB%AA%B6%AB%CA%A6%B7%B6%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9%F9%C9%F9%BD%A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171614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BA%FE%C4%CF%CE%C4%D2%D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D0%BB%BC%CE%D0%D2&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D0%EC%D0%F7%B1%E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637175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3=%C9%CF%BA%A3%D2%F4%C0%D6%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b.dangdang.com/?key=&key2=%B2%DC%C0%E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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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46.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7 年版。

47.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48.吴铎，《德育课程与教学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49.刘强主编，《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 年版。

50.阎承利，《教学最优化实施通论》（上、中、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

51.胡田庚、邝丽湛主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版

52.潘懋元（1993）：《课程与教学论讲座》人民教育出版社。

53.王伟廉主编（2001）：《课程与教学论》福建教育出版社。

54.艾伯利斯等（刘沛译），音乐教育原理，（“音乐教育学－心理学名著译丛之一”），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



113

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思政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该方向的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

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为职业

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二）应在本专业领域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与职业教学

实践有直接联系的知识、技能；具有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论基本理论基础，能够按照职

业教育教学基本规律正确地分析、评价和设计本专业的教学过程，能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

段从事教学工作；具有从事职业教育教学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应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领域文献资料，并具备一定的听、

说和写作方面的能力。

（四）应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学论

本方向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探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提供有效的思路、模式与方法。系统开展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理、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

的研究，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形成较为完备的关于思想政

治课教学技能体系。该方向的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教育理论，能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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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20C012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查 职业教育研究院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2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3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01B001教育哲学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20C001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至少

选修

10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20C002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考试

S20C003教师专业发展 32 2 3 考查

S20C004教学技能理论与实践 32 2 2 考查

S20C005学习科学导论 32 2 2 考试

S20C006课程资源研究 32 2 2 考试

非

学

位

课

专业

方向

课

S20D007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32 2 2
至少

选修

8学分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S20D008思想政治教育学 32 2 2

S20D009思想政治教学论 32 2 2

S20D010思政课程改革专题研究 3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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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D011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 32 2 3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可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主要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70 分合格；非

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

格”五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学习期间要求至少参加 6次学术活动，其中作学术报告至少 1次，参加活动

后撰写不少于 400 字的小结。

硕士生在所要求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外，在公开学术刊物多发表 1篇学术论文，可折抵

参加学术活动 1次。但最多只能用学术论文折抵学术活动 2次。

2.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进行。

3.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安排在第五学期进行。

4.实践活动



116

实践活动的形式，包括助教、助研、助管等，实践活动的认定材料包括实践单位及导

师的证明材料和实践活动报告两部分，实践活动结束后撰写一篇实践活动报告。

八、科学研究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刊物上，至少公开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

生为第二作者）；未完成者，不得申请学位。鼓励学院对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提出更高要

求，突出研究生科研、学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九、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

术工作的全面综合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3万字，理工类学科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

培养方案应对学位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包括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

位论文标准，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阅、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做出具体规定。各学

科研究生培养专业指导委员会必须对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提出要求。

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各个必修环节取得相应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盲审和

答辩，经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生毕业证。

十、必读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精读或泛读）

1 民主主义与教育
杜威．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泛读

2 爱弥儿 卢梭.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泛读

3 教育过程最优化
巴班斯基． 教育科学出版

社 2001 年版
精读

4 大教学论
夸美纽斯. 教育科学出版

社 1999 年版
精读

5 普通教育学
赫尔巴特. 人民教育出版

社 1998 年版
精读

6 审美教育书简
席勒.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泛读

7 人的教育
富禄贝尔. 人民教育出版

社 1991 年版
精读

8 教育漫话
洛克.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泛读

9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

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泛读

10 叶圣陶教育文集
叶圣陶.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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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鹤琴教育论著选
吕静等.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泛读

12 简明中国教育史
郭齐家等.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8 年版
精读

13 西方教育思想史
单中惠.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精读

14 教育哲学通论
黄济.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精读

15 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
单中惠.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泛读

16 教学论
李秉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精读

17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
沈国权.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精读

18 教学论稿
王策三.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精读

19 德育新论
鲁洁等.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精读

20 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
冯增俊.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泛读

21 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精读

22 政府论 洛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泛读

23 社会契约论
卢梭.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版
泛读

24 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泛读

25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廷顿.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98 年版
泛读

26 论民主
科恩.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版
泛读

27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泛读

28 正义论
约翰·罗尔斯.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泛读

29 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 中央编译出版

社 2008 年版
泛读

30
21 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理论体

系

陈秉公.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精读

31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
张耀灿、郑永廷等. 人民教

育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版
精读

32 教育伦理学
钱焕琦. 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9 年版
精读

33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天津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7 年版
精读

34 思想政治教育学新探
余亚平主编. 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4 年 1 月版
泛读

35 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8 年版
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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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 天津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8 年版
精读

37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新论
刘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3 年版
精读

38 教学最优化实施通论（上、中、下）
阎承利.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
精读

39 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研究
胡田庚、邝丽湛主编. 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精读

40 课程与教学论讲座
潘懋元.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精读

41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
韩玉芳、林泉主编.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泛读

42 心理学导论
黄希庭.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泛读

4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
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泛读

44 社会心理学（第 8 版）
戴维·迈尔斯.人民邮电出

版社 2006 年版
泛读

45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中央编译局、教育部社政司

选编.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版

泛读

46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
张耀灿、徐志远. 湖北人民

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精读

47 学习的条件和教学论
R·M·加涅.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1999 年版
泛读

48 教育心理学（第三版）
皮连生.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精读

49 小逻辑
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泛读

50 形而上学导论
亚里士多德.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泛读

51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
王敏.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泛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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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040102）专业（体育方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人员的培养目标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德智体

全面发展的职业教育教学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为职业

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二）应在本专业领域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与职业教学

实践有直接联系的知识、技能；具有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论基本理论基础，能够按照职

业教育教学基本规律正确地分析、评价和设计本专业的教学过程，能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

段从事教学工作；具有从事职业教育教学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三）应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领域文献资料，并具备一定的听、

说和写作方面的能力。

（四）应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

二、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一）学科简介

课程与教学论（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040102）以学习、课程、教学

与评价及其与教师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学科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注重课程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校教育的课程与

教学改革实践提供创新性理论指导与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二）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研究方向是在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研究职业学校体育教育与教学

的基本理论问题；注重从普通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角度来探析体育课程与教学的

相关理论知识，注重从专业教学内容与人才培养规格一体化的角度来组合体育教育载体，

体现了职业学校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培养具备较强科研能力，能够服

务于职业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的高级专业人才。

①专项体育课程与教学方向主要研究各运动专项在课程与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②体育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方向则主要从理论的角度研究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的相

关理论研究。

③体育与健康促进方向则主要研究如何通过体育课程与教学来实现学生的健康目标

研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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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标准学制为 3 年，最长不超过 5年。原则上普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时间不少于 1.5 年，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成绩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经导师同意可申请 2.5 年毕业，但须在预期毕业时间的前 6

个月，向研究生部提出毕业申请。

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研究生，如超过 5年，按肄业处理。

四、培养方式

采用导师负责与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导师应根据学位条例和研究生培养方案，指导每个研究生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养计

划，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设置和教学进度按 3年学习年限安排，其中，课程学习时间 1.5 年（以课程学习、

实践为主，兼顾论文的前期工作），总学分不少于 42 学分（16 学时/学分）。对于跨学科或

以同等学力考入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学科专业的本科生主干课程 2门。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配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说 明

学

位

课

公

共

课

S03A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

法论（人文社科类选）
18 1 1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3A0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
36 2 2 必修 考试 历史文化学院

S05A004 英语 96 3+3 1、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S20C012专业英语 32 2 2 必修 考查 职业教育研究院

专业

基础

课

S01B002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1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试 教育学院S01B003教育统计与测量 32 2 1

S01B001教育哲学 32 2 1

专业

核心

课

S20C001课程理论研究 32 2 1

至少

选修

10学

分

考试

教育学院

S20C002教学理论研究 32 2 1 考试

S20C003教师专业发展 32 2 3 考查

S20C004教学技能理论与实践 32 2 2 考查

S20C005学习科学导论 32 2 2 考试

S20C006课程资源研究 32 2 2 考试

非 专业 S20D007运动生理学 32 2 2 至少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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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课

方向

课

选修

8学分

S20D008体育运动心理学 32 2 2

S20D009体育教学论 32 2 2

S20D010运动训练学 32 2 3

S20D011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32 2 3

素质

教育

课

S03E001中国传统文化 32 2 2
至少

选修

4学分

考查

历史文化学院

S11E002体育健康课程 32 2 2 体育学院

S08E003中外经典艺术作品赏析 32 2 2 艺术设计学院

S12E004音乐治疗学 32 2 2 音乐学院

补修

课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

不计

学分
/ 必修

进校后 1.5 年内，跟

随本科生学习或自

学，由本学院自主考

核成绩，并向研究生

部备案。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 1 1-6 必修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3 必修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1 5 必修

实践活动（助教、助研、助管） 2 1-6 必修

总学分 42

六、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可分考试和考查。学位课主要进行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评定，70 分合格；非

学位课可采取考试或考查；考查成绩按“优秀”、“良好”、“中”、“合格”和“不合

格”五级制评定。

七、必修环节 （3学分）

（一）学术报告（0.5 学分）

每位职业学校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至少参加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讲座）

等学术活动 2 次（其中含作一次学术报告），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后需撰写不少于 300 字的

小结，并填写《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本》，学术活动环节经导

师考查合格，给予学分，并存入硕士研究生业务档案。

（二）实践技能（2学分）

实践技能为在校期间需要有一年中等职业学校或是高职院校教学实践的经历，凭实践

证明给定学分。

（三）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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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职业学校硕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结合职业教育和研究方向进行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写出一篇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与专业相关的论文，并在省

级公开刊物上发表后给予学分，并存入硕士研究生业务档案。

八、学位论文

（一）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本专业领域，注意结合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需要以及所从

事的教学实践；应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和实际价值；应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

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所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本专业领域或职业教育教学中

实际问题的能力。

开题报告由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组成。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

行总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案、

时间安排等作出论证。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

读并答辩。审核小组由至少 3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

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开题报告审核同意后，报学院和研究生部备案。

（二）论文写作

论文写作期间，研究生必须定期向导师汇报搜集文献资料和论文写作进展情况，听取

意见，接受指导。研究生所从事的论文写作和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态度严谨，真实可靠

地获取实验结果(原始资料必须保持完整，随时可查)，然后对其进行科学地归纳与分析，

不得迟于第三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提交论文，论文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数据真实、结

论确切，有一定的独立见解、文字精炼，一般不少于三万字，格式严格按照江西科技师范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论文完成后经评审、答辩通过后申请学位。

（三）论文评审与答辩

论文评阅至少要有两名相关专家，其中至少有一名是校外专家。评阅人应着重审核作

者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本专业领域或职业教育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

力。

答辩委员会一般应由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 3至 5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

至少有一名校外专家。

九、学位授予

凡按照教学计划和有关规定，修完全部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符合申请硕士学位条件

者，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可向学校提出申请硕士学位。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合

格后，可授予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硕士学位。

申请人被授予学位后，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规定等情况，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撤销对其所授学位，并注销其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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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十、必读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的名称 作者或出版单位 备注（必读或选读）

1 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文件资料汇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2 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3 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4 竞技参赛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5 运动生物力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6 最新排球训练理论与实践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必读

7 体育系统仿真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8 体育控制理论 湖南科技出版社 必读

9 美国田径训练指南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0 田径体能训练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1 现代力量训练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2 篮球运动研究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3 体育运动中的力量与快速力量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4 体育文献检索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5 竞技体操高级教程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6 运动选材原理与方法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7 体育人文学导论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18 体育科研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19 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0 运动生理学实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1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推进阳光体育运动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2 运动生物化学实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3 高级运动生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4 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5 运动训练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6 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27 体育人力资源管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必读

28 体育教育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必读

29 体育科学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124

30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1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2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3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4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5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6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7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8 体育学刊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39 体育与科学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40 体育文化导刊 北大核心体育类期刊 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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