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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2019 年招生简章

华南师范大学始建于 1933 年，前身是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1996

年进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15 年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教

育部共建高校，同年进入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行列，2017 年学校进

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学校现有广州石牌、广州大学城和佛山南

海 3个校区，占地面积 3025 亩，校舍面积 151万平方米，图书 392万册。

学校物理学列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有教育技术学、发展与

教育心理学、光学、体育人文社会学（重点培育）4个国家重点学科，9个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3个广东省重点学科（含 6个攀峰重点学科，14个优

势重点学科和3个特色重点学科，共19个一级重点学科和4个二级重点学科）。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心理学、体育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4个

学科进入A类学科，其中心理学获评A+学科；化学、数学、工程学、植物学

与动物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 6个学科进入 ESI.全球前 1%。学校拥有 87个

本科专业，3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0多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19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0 多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7个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布局覆盖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 12个门类。

学校教师队伍结构良好、水平较高，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专

家学者。现有专任教师 2157 人，其中副高级以上 1204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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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1131 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 1929 人。现有院士（含双聘和外籍）12

人，长江学者 16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7人，“长江学者与创新

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 3个，国家级教学名师 2人，国家级教学团队 3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27人，

“万人计划”入选者 5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6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 3人，广东省领军人才 5人，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 2个，珠江学者 26人，

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 7名，并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科评议组成员 3名，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14名。

我校成人教育创办于 1955 年，经过近 64年的办学实践，以开设专业多、

教学力量雄厚、管理严、质量高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生遍布广东省和香港、澳

门地区。我校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全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开放学院、自学考试

以及各类非学历培训、继续教育的管理。1996 年全国首次进行函授、夜大学教

育评估，我校函授教育被评为优良等级，2007 年我校有三个教学点在教学工作

水平评估中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优秀等级。2004 年起向全国招收成人教育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2006 年我校继续教育学院被评为“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先进集体”，2008 年我校被评为“广东省先进成人教育单位”；近年来，我校于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连续三次被评为“广东省先进成人教育单位”。

热忱欢迎有志学习、提高的在职教师、干部、职工和社会青年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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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专业

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英语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中医类

业....

余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法语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文史、中医类

汉语言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中医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文史、中医类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文史、中医类

新闻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中医类

传播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中医类

教育技术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教育学类

教育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教育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教育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教育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教育学类

人力资源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会计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物流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金融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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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财务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业
....

余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经济管理类

电子商务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管理科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行政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济管理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心理学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应用心理学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经济管理类

文化产业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经济管理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理工类

软件工程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理工类

网络工程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理工类

法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法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法学类

音乐学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 艺术类

舞蹈学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 艺术类

汉语言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函....

授

华南师范大学花都佰平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文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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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汉语言文学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文史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阳江职培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文史类

教育技术学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教育类

教育学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汕头龙湖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职大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花都佰平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海珠蓝星教学点 教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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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教育学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教育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教育类

学前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番禺城达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花都佰平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职大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海珠蓝星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阳江职培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教育类



7

SOUTH CHINA NORMALUNIVERSITY

学校代码：10574 华南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小学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番禺城达教学点 教育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阳江职培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教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教育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法学类

社会工作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番禺城达教学点 法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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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思想政治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法学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法学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法学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法学类

心理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应用心理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公共事业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管理科学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管理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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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管理科学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行政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海珠蓝星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会计学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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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会计学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人力资源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番禺城达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海珠蓝星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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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人力资源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汕头龙湖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物流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经济学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汕头龙湖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财务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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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专....

升....

本

财务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电子商务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文化产业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高....

起....

本

学前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业....

余

社....

会....

招....

生

五...

年

人力资源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经管理工类

音乐学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 艺术类

舞蹈学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 艺术类

财务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函....

授

会计学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人力资源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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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高....

起....

专

人力资源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五....

年

金融学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电子商务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行政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经管理工类

应用英语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业....

余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会计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文史类

人力资源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文史类

电子商务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行政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海珠蓝星教学点 文史类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理工类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理工类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理工类

学前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函....

授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汕头龙湖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文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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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高....

起....

专

学前教育

华南师范大学湛江志诚教学点 文史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职大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花都佰平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番禺城达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海珠蓝星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文史类

会计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文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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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高....

起....

专

会计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文史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电子商务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茂名青年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珠海东剑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文史类

心理咨询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文史类

工商企业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南方人才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番禺城达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黄埔弘宏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宝安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中鹏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东莞师华教学点 文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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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层次

专业名称 授课地点 招生科类
学习
形式

招生
范围

学习
年限

高....

起....

专

工商企业管理

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函....

授

社....

会....

招....

生

三....

年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华泰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卓艺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佛山七天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岭南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翠微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梅州启航教学点 文史类

华南师范大学深圳爱华教学点 文史类

以上专业均为拟开设专业，最终开设专业要以上级部门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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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条件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 身体健康，生活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 报名学历要求：

报考高中起点专科、高中起点本科：考生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证书。

报考专科起点本科：①考生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或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②我省成人高校的应届毕业

生（指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学生）；③参加自学考试各科考试成

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但未领取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生。

三、报名流程

1. 网上预报名时间：9月初（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时间为准）。考生通过互联

网进行预报名，登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址：http://eea.gd.gov.cn/.了解报考须知，

自行录入本人基本信息与绑定本人手机号码（含姓名、身份证号、通讯地址、.联系电

话、选考科目、报考志愿等），成功保存报名资料后，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ID ：

gdsksy）微信小程序采集相片，并登录报名系统缴纳报考费。

2. 正式报名时间：9月初（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时间为准）。在省招生办公室

规定的正式报名时间内到市招生办公室规定的报名点进行指纹采集及确认报名资格。

3. 正式报名办法：

（1）考生原则上在常住户口或暂住证所在地市、县（区）招生办公室报名、考试。

报考专科升本科生必须在地级市招生办公室报名，山区县的考生，可由地级市招生办

公室指定在一个山区县的报名点报名，并在地级市招生办公室指定的考场参加考试。

（2）考生报名时应按规定交验高中或专科毕业证书，二代身份证以及照顾加分

等有关证明材料，并提交身份证、专科毕业证书、照顾加分等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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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报名时，必须用户口簿或身份证上的现用姓名和身份证号，考试和录取以此为依

据，任何人不得更改考生报名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3）报考专科升本科的考生，报名时必须交验专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我

省成人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指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取得专科毕业证书的学生），可报

考我省成人高等学校，报名时需交验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核准的高等学校新生录取名

册复印件及学校出具的各科成绩（每科具体分数）合格的证明。参加自学考试各科考

试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但未领取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毕业生报名时须交验省自

考办出具的各科成绩合格的证明。凭成绩证明报考并录取的专升本考生，须在报到入

学时，出示专科或专科以上毕业证书原件（毕业日期必须早于专升本入学日期），否

则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四、考试科目和参考教材

1. 考试科目

高中起点专科各专业考试科目：语文、数学、外语三科。

高中起点本科考试科目：理工、体育类：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综合（简

称理化）；文史、外语、艺术类：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综合（简称史地）。

专科起点本科考试科目：文史类（含外语类）：政治、英语、大学语文；理工、

经济管理类：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艺术类：政治、英语、艺术概论；教育

学类：政治、英语、教育理论；法学类：政治、英语、民法。

各统一考试科目试题满分均为 150 分。

各专业招生，考生须参加上述科目考试，报考音乐学、舞蹈学专业，需加试专业课。

专业课加试科目：“舞蹈、声乐、钢琴、中西乐器（包括小提琴、二胡、手风琴、扬琴、

琵琶、单簧管、长笛、阮）”，任选一项。专业课考试时间（待定，以我院官网通知为准），

考试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咨询电话 020-85211273。

2. 参考教材

推荐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有关全国成人高考考试复习教材，可到各教材书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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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时间和地点

全国统考时间：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时间为准，请考生到准考证上指定的地

点参加考试。

考试安排、考试成绩和录取结果可通过以下网址查询：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网址：http://eea.gd.gov.cn/

广州招考网网址：http://www.gzzk.gov.cn/

六、录取和通知

成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每年按照广东省招生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开展，一般在 11

月底或 12 月初进行。凡报考我校并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均由我校录取，经广东省

招生委员会审批后由我校发放录取通知书。广州地区各专业业余班的录取通知书不寄

发，考生可到各有关专业学院领取。

七、教学安排和上课地点

1. 函授教育每学期集中面授时间约为 20天，一般安排在寒暑假。

2. 业余教育上课时间每周约 12 个学时，一般安排在工作日晚上或双休日，具体

时间由教学学院、校外教学点确定。

3. 校内班上课地点在石牌校区、大学城校区或南海校区，其他班上课地点在招生

地域所在地的办学点（校外教学点）。

八、学费

按省有关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

九、毕业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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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各专业招生均经教育部和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国家均

承认学历，其使用和工资待遇等方面，可享受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大学本科或专科毕

业生的同等待遇。本科各专业毕业生凡符合学士学位条件者，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核批准，可授予学士学位。

学生毕业后回任职单位工作，我校概不负责分配工作。

十、注意事项和联系方式

1. 上述各专业办学点，如录取人数不足开班人数，则取消在该办学点办班，所录

取新生由我校另行安排转其他办学点或转专业。

2.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与上级规定不相符者，以上级规定为准。

3. 有关具体报考、录取事宜，请咨询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或校外教

学点。

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联系电话：020-85215519、020-85211273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号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楼 205 室

网址：http://cce.scnu.edu.cn....邮编 ：510631

微信公众号：华南师大继续教育招生（微信号：hnsdjxjyzs）

十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升本考前辅导班

多年来，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以优质的师资，成功举办了成人高考考前辅

导班，受到广大考生的好评。本着为考生服务的精神，现继续举办 2019 年全国成人

高考（专升本）考前辅导班，欢迎广大考生前来报名。具体事项如下：

一、开设课程：

专升本：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

二、班型及上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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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型 课时 辅导费 上课时间

专升本全科班 60课时 800 元 周日全天

专升本双科班 40课时 600 元 周日白天

以上费用不含资料费，教材由学员自行购买

注：1. 辅导班开课时间初定 9月 8日，请考生抓紧时间报名，额满即止。

. . . . 2. 上课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三、报名方式

1. 网络报名：即日起全天候接受QQ 咨询和电话报名

咨询热线：020-85211303./.15876514896（微信同号）.吴老师

. . . . . . . 020-85211273./.17666598001（微信同号）.林老师

. . . . . . . 020-85215519./.13535359548（微信同号）.陈老师

咨询QQ ：627883059（吴老师）、3329860368（林老师）、

. . . . . . . 1603580539（陈老师）

. . . . . . . QQ 群：171617162

2. 现场报名：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08:00-12:00，下午 14:30-17:30

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楼 205、

2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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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所开设课程介绍

一、专科起点本科

●英语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第二外语 ( 日语或法语 )( 一、二、三 )、

高级英语 ( 一、二 )、英语高级听力 ( 一、二 )、英语高级口语、翻译、英语国家概况、

英语报刊选读、中学英语教学法、外语教学心理学、论文写作、英国文学、美国文学、

欧洲文化入门、国际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实务、旅游英语口译、外贸英语口译、毕业论文。

●法语专业：政治理论、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计算机应

用基础、基础法语 ( 一、二、三、四 )、法语听力 ( 一、二 )、法语阅读（一、二）、法

语口语、法语语音、法语国家及地区概况、初级法语报刊选读、实用法语语法（一、二）、

外贸函电、商务法语（一、二）、法语写作、法国文化、法国文学、法汉汉法翻译（一、

二）、人力资源管理、旅游法语、国际贸易、市场营销、餐饮法语、毕业论文。

●汉语言文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现代文学专题研究、语言学概论、新时期文学专题研究、古代汉语专题研究、美学、

现代汉语专题研究、古代文论、先秦两汉散文研究、诗词格律、唐诗宋词专题研究、

近代文学、文体写作、古代小说研究、外国文学专题研究、古代戏曲研究、中国文化

概论、语文教育研究、港台文学专题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毕业论文。

●教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教育

学、管理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心理学、教育管理史、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

学、教育法学、教育政策概论、教育经济学、学校管理心理学、班级管理概论、教育

督导与评价、教育统计与测量、课程开发与管理、课堂教学艺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校本行动研究、毕业论文。

●教育学专业（南海校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

（四）、职业教育学、职业心理学、职业教育管理学、教育管理心理学、教育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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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教育领导学、现代管理学、中外教育管理史、教育经济学、班级管理学、现

代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小学教育管理、学前教育管理、职业学校管理学、职业教育

政策与法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培训与开发理论及技术、学习科学导论、校本

行动研究、毕业论文。

●学前教育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心理学、

教育学、幼儿教育心理学、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幼儿教育研究方法、学前儿童发展心

理学、幼儿园课程论、比较幼儿教育、幼儿教育诊断与评价、幼儿游戏理论与实践、

幼儿心理健康与指导、儿童文学名著选读、幼儿园环境布置、幼儿园管理、特殊儿童

心理与教育、幼儿教师论文写作、毕业论文。

●小学教育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现

代汉语、心理学、教育学、多媒体基础应用、小学生心理发展与教育、学校管理学、

家庭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名师教育

智慧解读、小学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统计与测量、校本课程开发、班级管理概论、课

堂教学艺术、音乐理论基础与欣赏、美术理论基础与欣赏、心理咨询、毕业论文。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管理学原理、劳动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统计学原理、组织行为学、劳动法学、经济数学、

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社会保障学、工作分析与职位设计、员工招聘、人员素质测评、

绩效管理、薪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开发、员工培训方案设计、职业生涯管理、

毕业论文。

●会计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经济数学、

经济学原理、会计学原理、金融学、管理学、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

公司财务原理、审计学、高级财务会计、会计理论专题、公司财务理论专题、企业战

略管理、毕业论文。

●物流管理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市

场营销学、经济数学、管理学、统计学原理、物流企业管理、物流学原理、国际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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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运输管理、采购供应链管理、企业物流管理、物流设施与设备、仓储与配送管理、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现代物流管理实务、物流企业战略管理、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物流企业作业管理、物流专业英语、毕业论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管理学原理、微积分、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金融学、会计学原理、国

际贸易实务、跨国公司概论、外经贸英语、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国际市场营销、财

务管理、现代企业管理、报关实务、国际投资、毕业论文。

●金融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四）、大学英语（五）、经济学、

金融学、保险学、公司财务原理、税法、证券投资学、银行业务与经营、理财理论与

实务、期货投资理论与实务、财务报表分析、风险管理、金融市场营销、投资基金专题、

并购与重组专题、毕业论文。

●财务管理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四）、大学英语（五）、经

济数学、经济学原理、会计学基础、金融学导论、中级财务管理、中级财务会计、投

资学、税法、中级成本会计、中级管理会计、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资产评估学、企

业内部控制、企业并购专题、毕业论文。

●电子商务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计

算机应用、管理学、西方经济学、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运作管理、电子商务概论、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网络广告学、网络支付与结算、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电子商务

信息安全、电子商务网站开发与管理、网络经济学、企业竞争战略、网络营销、商务

交流、毕业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社会学概论、美学原理、国际政治学、法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文化学概论、思想政

治教育原理与方法、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中学政治课教学技能训练、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学、中国政府与政治、逻辑学、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教育心理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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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微

观经济学、高等数学、博弈论、宏观经济学、企业管理概论、会计学、经济法概论、

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与运营管理、投资学、物流

与供应链管理、项目管理、统计学、金融学、毕业论文。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公文写作、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管理学、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薪酬规划与管理、培训与开发、招聘与人员甄选、劳动法、员工关系管理、社会保障

概论、生产与运营管理、组织行为学、工作分析的方法与技术、心理学概论、社会科

学研究方法、劳动经济学、企业管理概论、毕业论文。

●行政管理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社

会学概论、现代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组织行为学、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学、

现代领导学、西方行政学说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经济

学、当代行政改革研究、行政法、市政学、行政管理案例分析、公共财政学、社会保障、

毕业论文。

●心理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教育

学、普通心理学、心理统计与 SPSS 应用、发展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教育原理与方法、心理咨询、心理教育

课程设计、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心理治疗、学生心理测评与档案、人才测评与选拔、

心理咨询与员工关系、毕业论文。

●应用心理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心理

测量原理与应用、心理学研究方法、人格心理学、工作分析与工作设计、绩效管理、

员工激励与薪酬规划、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心理咨询与员工关系、人才测评与选拔、

劳工关系与劳动法、心理统计与 SPSS 应用、变态心理学、毕业论文。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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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概论、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创意与策划、文化资源概论、文化传播学、

文化事业管理、大众传媒管理、文化市场营销学、中国文化史、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

公共关系、中国艺术史、艺术概论、书法、美术鉴赏、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商务礼

仪与谈判、毕业论文。

●音乐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声乐演唱、

钢琴演奏、视唱练耳、舞蹈、钢琴即兴伴奏、合唱指挥、中国音乐史、音乐作品欣赏、

和声学、外国音乐史、歌曲作法、曲式分析、复调音乐、配器、音乐教学法、中西乐

器（小提琴、手风琴、二胡、扬琴、中国竹笛、单簧管、琵琶、阮，八选一）、毕业论文、

艺术实践。

●舞蹈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舞蹈

基本功、舞蹈（一）、舞蹈（二）、舞蹈赏析、舞蹈剧目排练、中外舞蹈史、舞蹈（三）、

编导技法、舞蹈教学法、少儿舞蹈、外国代表性舞蹈、舞蹈（四）、合唱指挥、中国

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中西乐器（8选 1）、毕业论文、艺术实践。

●新闻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社会学、

中国文学、艺术概论、公共关系、美术基础、新闻学概论、文化学通论、传播学通论、

广告学、基础写作、媒介经营与管理、语言应用基础、电视节目制作、新闻编辑学、

新闻评论学、中外新闻史、网络新闻学、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摄影基础、

毕业论文。

●传播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社会学、

文学欣赏与写作、艺术概论、文化学通论、公共关系、传播学理论与应用、媒介经营

与管理、新闻学概论、广告学原理与实务、新闻采写、大众传播媒介、广告策划与创意、

营销新闻策划、品牌营销传播、电视节目制作、电视编导基础、宣传舆论学、网络传

播学、平面媒体编辑与设计、摄影基础、毕业论文。

●教育技术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教育技术学导论、计算机导论、教育传播学、教学系统设计、教育技术研究方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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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基础、学习科学与技术、教育电视节目编导与制作、远程教育应用、多媒体课件设

计与开发、计算机辅助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移动学习应用、新技术教学应用、

数字影音制作、PPT 高级应用、网站的设计与开发、文献综述与论文撰写、毕业论文。

●社会工作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社会

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社会工作伦理、非营利组织与管理、

应用心理学、社会工作行政、社会沟通技巧、社区管理与社会实践、社团管理、社会

活动组织与策划、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老年社会工作、政策学、家庭与妇女社会工作、

青少年发展与问题、管理学原理、毕业论文。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行政伦理学、世界经济与政治、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学、社会调

查原理与方法、政治学、政策学、现代领导学、西方行政学说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电子政务、中外政党概论、

管理学原理、毕业论文。

●法学专业（业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法律逻辑学、中国法制史、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仲裁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商法、婚姻法、证据法、外国宪法、物权法、犯罪学、国际经济法、

毕业论文。

●法学专业（函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法律逻辑学、中国法制史、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仲裁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商法、婚姻法、证据法、外国宪法、犯罪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实习。

●经济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微观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原理、金融学、统计学、现代企业管理、财务

管理、财务会计、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法、经济管理职业资格考证Ⅰ、经济管理职

业资格考证Ⅱ、市场营销、财政学、毕业论文、专业实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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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机组成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数据库

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工程导论、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人工智能技术

与应用、JAVA 语言程序设计、WEB 开发技术、移动应用与开发、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大数据与可视化技术、平面动画 2D、毕业论文。

●软件工程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计

算机组成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工程导论、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软件开发基础、WEB 开发

技术、移动应用与开发、需求分析与建模、软件测试、软件项目管理、大数据与可视

化技术、毕业论文。

●网络工程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计

算机组成原理、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系统原理、网络管理、网络安全、JAVA 语言程序设计、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平面动画 2D、WEB 开发技术、移动应用与开发、网络工程综合实验、软件工程导论、

毕业论文。

以上本科各专业均开设两门公共课程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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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起点本科

●应用英语专业：简明哲学原理、公文写作、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基础英语（一）、基础英语（二）、基础英语（三）、基础英语（四）、英语听力（一）、

英语听力（二）、英语阅读（一）、英语阅读（二）、英语口语、英语语音、英美概况、

初级英语报刊选读、实用英语语法、小学英语教学技能、小学英语教材分析、英语写作、

英语文学赏析、初级旅游英语口译、初级外贸英语口译、外贸函电、商务英语、专业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管理学

原理、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劳动经济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劳动

法学、经济数学、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社会保障学、工作分析与职位设计、员工招聘、

人员素质测评、绩效管理、薪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开发、跨文化管理、员工培

训方案设计、职业生涯管理、毕业论文。

●会计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 ( 一 )、大学英语 ( 二 )、

计算机应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经济数学、

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经济法、统计学原理、财务会计、会计学原理、金融学、管理学、

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公司财务原理、管理会计、审计学、高级财务会计、会计

理论专题、公司财务理论专题、公司战略管理、专业实习、毕业论文。

●金融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经济数学、

经济学、金融学、保险学、公司财务原理、税法、证券投资学、基础会计、国际金融、

银行业务与经营、理财理论与实务、期货投资理论与实务、财务报表分析、风险管理、

金融市场营销、投资基金专题、并购与重组专题、毕业论文。

●行政管理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计

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现代管理学、公文写作、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统计学原理与应用、组织行为学、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行政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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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学、领导学概论、公共政策分析、行政法、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经济学、

公共预算学、社会保障、西方行政学说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会计学、非营利组织

管理、国家公务员制度、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市场营销、当代行政改革研究、公共财

政学、行政管理案例分析、地方与区域治理、政府绩效管理、专业实习、毕业论文。

●电子商务专业：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经济数学、

电子商务原理、数据库技术、计算机网络基础、统计学、管理学、电子商务网站开发、

网络营销、现代物流管理、数据挖掘技术、网络支付、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电子商务

信息安全、网络经济学、经济法、社会调查、商务交流、毕业论文。

●学前教育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计

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普通心理学、学前教育史、幼儿教

育心理学、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幼儿教育研究方法、幼儿行为观察与记录、家庭教育学、

幼儿园课程论、幼儿教育管理、幼儿科学教育、幼儿音乐教育、幼儿美术教育、幼儿

语言教育、幼儿健康教育、比较幼儿教育、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游戏理

论与实践、幼儿心理健康与指导、儿童文学、幼儿玩具设计与制作、幼儿教育政策与

法律、特殊儿童心理教育、幼儿心理咨询、幼儿教育调查、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儿童

发展与教育名著选读、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幼儿教师论文写作、专业实习、毕业论文。

●音乐学专业：政治理论、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计算机

应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声乐演唱、钢

琴演奏、视唱练耳（上）、视唱练耳（下）、形体与舞蹈、钢琴即兴伴奏、合唱指挥、

基本乐理、音乐作品欣赏（一）、音乐作品欣赏（二）、和声学（一）、和声学（二）、

歌曲作法（一）、歌曲作法（二）、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学校音

乐教学法、中西乐器（小提琴、手风琴、二胡、扬琴、中国竹笛、单簧管、琵琶、阮，

八选一）、专业实习、艺术实践、毕业论文。

●舞蹈学专业：政治理论、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计算机

应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舞蹈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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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一）、舞蹈（二）、舞蹈剧目排练、中国古代舞蹈史、舞蹈教学法、舞蹈（三）、

舞蹈（四）、指挥法、舞蹈评论与写作、声乐（二）、少儿舞蹈（一）、外国代表性舞蹈、

中外舞蹈赏析、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欧美芭蕾史、欧美现代舞史、古典舞身韵、西方

芭蕾舞、编导技法、校园舞蹈、芭蕾舞基训、古典舞基训、现代舞基训、少儿舞蹈（二）、

中西乐器（二）、毕业论文、艺术实践。

三、高中起点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简明哲学、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计算机应

用基础、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工程导论、Java 编程基础、网页设计

与制作、WEB 开发技术、移动应用与开发、图像编辑与处理、信息系统安全、专业实习。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

（二）、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C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操作

系统概论、数据库技术及应用、网络管理技术、计算机网络安全、Python 语言程序设

计、JAVA 语言程序设计、网站设计与实现、平面动画设计、移动应用与开发、计算

机网络综合布线实施、专业实习。

●心理咨询专业：简明哲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心理测量原理、心理测量应用、心理咨询原理、心理咨询技术、团体辅导、

特殊儿童心理与教育、青少年问题行为、家庭与婚姻咨询、危机干预、专业实习。

●学前教育专业：简明哲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学、中国学前教育史、儿童文学、幼儿卫生学、

外国学前教育史、家庭教育学、儿教育管理、幼儿数学教育、幼儿科学教育、幼儿音

乐教育、幼儿美术教育、幼儿语言教育、幼儿体育教育、幼儿教育调查讲座、幼儿教

师专业发展、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幼儿心理健康档案的建设、早期阅读入门、专业实习。

●行政管理专业：邓小平理论概论、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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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基础、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简明哲学原理、社会学概论、逻辑学、公

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政治学概论、现代管理学、管理心理学、大学语文、经济法、

社区管理概论、市政学、专业实习。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管理学原理、劳动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统计学原理、组织行为学、

劳动法学、人力资源管理概论、工作分析与职位设计、人员素质测评、员工招聘、绩

效管理、薪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开发、跨文化管理、员工培训方案设计、职业

生涯管理、专业实习。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简明哲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三）、大学英语（四）、

计算机应用基础、微观经济学、经济数学、博弈论、宏观经济学、企业管理概论、基

础会计、经济法概论、市场营销学、网络推广理论与实践、统计学、消费心理学、投

资学、企业形象策划、预测与决策、金融学、战略管理、公共关系学、专业实习。

●电子商务专业：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数据库技术、网页制作、电子商务原理、

物流管理、网络营销、网络支付与结算、电子商务案例分析、商务交流、供应链管理、

国际贸易实务、电子商务信息安全、企业竞争战略、专业实习。

●会计专业（业余）：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数学、统计学、会计学原理、企业管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

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经济法、税法、社会调查、专业实习。

●会计专业（函授）：政治经济学原理、公文写作、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数学、基础会计、财政学、经济法、统计学原理、管理学、财

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学、管理会计、公司财务理论专题、会计理论专题、公司战

略管理、专业实习。

以上专科各专业分別按相关规定开设四门公共课和专业实习。

上述本、专科课程开设，最后以教学计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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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毕业证书样本

图 2 学士学位证书样本

（本科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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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校外教学点一览表

序号 校外教学点 地址 联系电话

1 东莞华泰教学点 东莞市莞城区八达路 3号 0769-22333751

2 东莞清溪教学点 东莞市清溪镇香芒中路松岗二街 2号
0769-33680656
.0769-33680626

3 东莞师华教学点
东莞市南城区三元里公寓 2号楼 A幢写

字楼 428、438 室
13360688651

4 深圳宝安教学点
深圳市宝安区 18区新安二路 122 号
宝安区职业训练中心（城市学院）

0755-27591911
0755-27590911

5 深圳翠微教学点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33 号

深圳书城（金山大厦）18楼 1806
0755-28903010......
0755-82339683

6 南方人才教学点
广州市天河路 106 号
华普大厦东座二楼

020-85586153
020-85586926

7 海珠区蓝星教学点 广州市海珠区礼岗路 13号
020-31563017

转 8038

8 增城职大教学点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塘大道中 6号

职大教育培训中心
020-82683666.........
020-82821666...........

9 珠海东剑教学点
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 1255 号

华夏大厦四楼
0756-3801919...........
0756-2316681

10 珠海国商外国语学院教学点
珠海市唐家湾大学路 101 号

清华科技园C座
13697705859

11 茂名青年辅导学校教学点 茂名市光华南路 119 号大院 1号楼
0668-2911512.......
0668-2911268

12 佛山华泰教学点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四路 33号
佛山创意产业园 23栋 4—5楼

0757-8335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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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佛山南海七天教学点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大道北 50号
恒生银行大厦 7楼天天新教育

18566006735

14 佛山卓艺教学点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樵江路 78号 18022251612

15 汕头龙湖教学点 汕头市嵩山路 69号林百欣科技中专 13302775568

16 湛江志诚教学点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国贸
新天地 A 座写字楼 1710 室

0759-2609461

17 梅州启航教学点
梅州市梅江区（江北）
赤岌一路 23号 B栋

0753-2224144..
13539159092

18 阳江职培中心教学点
阳江市东山路 213 号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教工楼一楼
0662-3410088..........
0662-3912488..

19 中山华泰教学点
中山市孙文东路 108 号

博网科技大厦 6楼华泰教育
0760-88223955

20 广州黄埔弘宏教学点
广州市黄埔区荔香一街 1号之一

自编 1号（弘宏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020-85288081

21 广州花都佰平教学点
广州市花都区云山大道 31号 A区

银丰国际 18楼.
020-36957691.....
18903004588

22 惠州岭南教学点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 75号龙珠楼

三栋 2楼.岭南教育
400-1687-663

23 深圳中鹏教学点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 3020 号湖广通大

厦 4楼（龙岗线吉祥站Ｂ出口）
18128859108
400-930-6618

24 深圳爱华教学点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38 号

爱华大厦 5楼
13922896321

25 广州番禺城达教学点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市南路 85号

（城达教育科创园）
1591596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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