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辅修是指学生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修习主修专业之外的其它专业。它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

供了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学习辅修专业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开拓学生眼界，培养学生多方

面的兴趣；有利于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

能力；同时，辅修在推动学生跨学科学习、促进专业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帮助学生就业等

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校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开设辅修专业，是国内最早设立校内辅修的院校之一。截止

目前，我校取得辅修学习证书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7300人。 

2008 年，学校在总结多年开办辅修经验的基础上，对辅修培养方案进行了修订。新的辅修培

养方案以专业性和实用性相结合为原则，更加注重培养人才的专业素质和动手能力。新的培养方

案涵盖了文学、理学、工学等学科门类，形成了独特的培养特色。 

目前，我校开设的大多数的辅修培养方案都设置了辅修结业、辅修专科和辅修双学位三个层

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及需要选择合适的专业及辅修层次。我们相信，随着辅修专业的不断

发展，勇于探索的莘莘学子一定能在辅修中创造出更好的成绩。 

教务处 

2012 年5 月 

 

 

 

 

 

 

 

 



一、 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辅修专业招生一览表 

 
序号 辅修专业名称 主办单位 层  次 计划人数 

1 汉语言文学 文学院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60 

2 心理学 教育科学学院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180 

3 计算机应用 信息工程学院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60 

4 音乐 音乐学院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30 

5 经济学与公共治理 管理学院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60 

6 英语语言文化 大学英语教研部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60 

7 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 40 

8 应用英语 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90 

9 日语语言文化 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100 

10 平面设计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不限 

11 网站网页设计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不限 

12 动画辅修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不限 

13 环艺建筑装饰三维设计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不限 

14 播音主持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辅修结业、辅修专科、辅修双学位 不限 

 

二、 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辅修招生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5 月 7－31 日 教务处和各院系接受学生电话咨询 

5 月 16 日 良乡校区集中招生咨询 

5 月 17 日 校本部集中招生咨询 

5 月 18 日 北一区集中招生咨询 

5 月 7 日－6 月 7 日 学生上网提交申请报名、注册；院系有特殊要求的，到院系报名 

6 月 4 日－6 月 8 日 辅修专业管理员批准申请，将注册成功名单在网络上公布 

6 月 11 日－6 月 14 日 学生网上查询注册名单。报名人数未达到招生要求的专业不招生，学生

辅修申请自动作废，学生可申请注册别的专业 

6 月 20 日 按照选课通知的时间安排，参加预选和正选阶段选课；预选阶段必须选

辅修课程，否则取消注册资格 

2012 年 9 月中旬 下学期选课结束后，按照选课学分将学费存入校园卡 

2012 年 9 月－10 月 学校统一由财务处划款 

以上日期如有改动，敬请关注“网上选课”主页辅修栏目 

 

三、 2012年辅修专业招生说明 

 
1、 招生对象： 

20010、2011 级本科生 

2、 注册日期： 

5 月 7 日－6 月 7 日 

3、 注册方式： 

网上注册，院系批准。如院系由具体规定，到教务处备案，按院系规定执行。 

4、 收费标准： 

注册被批准后，要按学校统一安排参加选课。根据选课学分总数收费，收费标准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辅

修收费一般在选课结束后 4 周内进行。 

5、 各院系咨询电话： 

 
 
 

 
 
 



 

序号 院系（专业） 联系人 办公低点 联系电话 

1 文学院 周老师 文科楼 612 68902304 

2 教育科学学院（心理） 胡老师 文科楼 717 68902414 

3 信息工程学院 杨老师 北二区 212 68901046 

4 音乐学院 刘老师 音乐学院 201 68902382 

5 管理学院 李老师 文科楼 502-1 68901329 

6 大学英语教研部 冯老师 教四楼 221 68902342-801 

7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 臧老师 外事楼 212 68902274 

8 外国语学院（英语） 刘老师、李老师 外语楼 504 68901927、68901988 

9 外国语学院（日语） 孔老师、张老师 外语楼 615 68901911、68901859 

10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钱老师、连老师 南门设计楼 68482189、68482296 

11 教务处 郑老师、李老师 教四楼 124 68902533 

 

 

 
 
 
 
 
 
 
 
 
 
 
 
 



四、 辅修专业简介 

 
1. 文学院 

辅修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 

专业介绍：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学生的高尚人文素养、雅正审美趣味和文理综合能力，让学生更多地了

解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本辅修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学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通过本专业的系统教育和基本训练，培养具备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基本能

力、具有较强的文学鉴赏能力、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 

通过本专业的辅修学习，学生将对中国古典文学诸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

以及戏剧、小说等等获得专业性的了解和把握，还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

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专业课程，具有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基本的汉语言文

学基础知识，具有较宽广的文化视野；加强和提高如下三个方面的能力：即处理古今语言文字材

料的能力、解读和分析古今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写作能力。对获得本专业学士学位的学生应获

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正确的文艺观点、语言文字观点和基本的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 

(2)基本了解中外古今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批评，具备一定的文艺审美能力； 

(3)具备汉语言文字以及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能够具备初步研究能力；具

有良好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 

(4)能够阅读一般古典文献，具有初步的古典文献阅读分析能力。 

文学院欢迎广大同学来辅修汉语言文学专业。 
 

2. 教育科学学院 

辅修专业名称：心理学 

专业介绍： 

自 1955 年起，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传鼎先生、郝德元先生等开始在我校开展心理学教学和

研究工作。林传鼎教授、郝德元教师在心理学界享有盛名，他们与其他心理学前辈共同为首都师

范大学培养了大量人才，为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3 年，本学科

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获基础心理学硕

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获心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该学科有一支结构合理、实

力雄厚的学术队伍，拥有先进的研究设备与条件。该学科在北京市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基础

上，根据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及自身特点，已建立起较完善的学科体系。 

本学科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习与认知”实验室拥有先进的 ESI-128 导和 64 导脑电记录系

统、CURRY 和 SOURCE 定位系统、透颅磁刺激系统（TMS）、眼动仪以及多导生理仪等设备。2005

年，该实验室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重点实验室。2002 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获批成为北京市重

点学科。2007 年，“基础心理学”获批成为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2007 年获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

士后流动站。2004 和 2009 年，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 2 次在全国

排名第 7。2006—2008 年近三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 121 篇，其中 SCI 收录期刊论文 9 篇，SSCI

收录期刊论文 2 篇，《心理学报》12 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5 项；国

际合作项目 1 项；获得省部级奖励 3 项。每年获得科研与学科建设经费 157 万左右。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认知、情感与行为的科学。我院心理学专业（非师范）是为了适应国家及

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心理专业人才的需求而设置的。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扎实的心理学基本理

论知识，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具有较强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心理学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是“突出基础、强化应用”，以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为前

提，以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掌握专门技能为最终目标，培养适应社

会需求、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心理学专业人才。一方面为学生将来从事专业工作（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测评、人力资源管理等）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为学生未来从事其他的与人相关的饿宽广领域

（政府机构、企业、社区、学校、医院等）的专业研究或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信息工程学院 

辅修专业名称：计算机应用 



专业介绍：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具有计算机

应用系统开发、多媒体软件制作、网站设计、教学课件制作等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问题与解决问题，在政府机关、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高等教育、科研单位等部门结合

主修专业从事相关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德才兼备的综合型、实用型的专门人才。 
 

4. 音乐学院 

辅修专业名称：音乐 

专业介绍： 

参加音乐辅修专业的学生，通过音乐相关课程的学习，加强音乐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进一

步开拓音乐学专业中如“音乐与科技”（音乐与网络、多媒体）、音乐与人文等交叉学科的研究领

域。提高综合知识运用的能力，对学生本专业系研究有所促进，培养音乐与科技、音乐与人文等

方面的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以适应社会的需求。音乐学院面向我校在读全日制本科生开设音乐

辅修专业课程。 
 

5. 管理学院 

辅修专业名称：经济学与公共治理 

专业介绍： 

我校管理学院目前下设经济管理系、公共管理系、信息管理系三个系部，有经济学与管理学

门类国际经济与贸易、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五个的

本科专业。今后，管理学院将以培养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高层次、创新型管理人才为目

标，以管理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己任，建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管理学院。为适应国家建设对跨

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现对在校全日制本科生开设经济学与公共治理辅修专业。 

本辅修专业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在培养方案上主张以专业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在课

程配置上鼓励专业融合与学科融合，在学习方式上倡导课外学习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熟悉现

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本理念、知识、方法，培养有竞争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复合人才，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人才。 

通过对本辅修专业的学习，学生将在以下四方面获得提升： 

1、了解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念，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2、掌握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3、了解和掌握与工作生活相关的金融与财务知识。 

    4、专业学习与素质教育相结合，提升修养、礼仪等综合素质。 
 

6. 大学英语教研部 

辅修专业名称：英语语言文化 

专业介绍：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复

合型人才。本辅修专业旨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学素质，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 

大学英语教研部的《英语语言文化》辅修专业分为三个层次，即：英语辅修结业、英语辅修

专科、英语辅修双学位，其中对于“英语辅修双学位”，学生可在 3—6 年内完成学业。对达到相

应要求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将授予国家承认的证书，即：“结业”、“专科”或“双学位”。 
 

7.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辅修专业名称：书法（专科） 

专业介绍： 

书法不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书法文化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在当今社会

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门深受社会大众喜爱的艺术，更是一门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自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书法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门专业在各大大专院校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成

为二十一世纪传统文化复兴的热点学科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开设书法专

业，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欧阳中石教授为本学科的带头人，在书法学科建设、教材的撰写等方面

作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色，逐步建立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善人



才培养基地，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作为本校的院系级书

法教学、研究单位，目前拥有专业教师 9 名，其中教授 6 名、副教授 1 名、讲师 2 名，在全国同

类专业中首屈一指。为培养在校本科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不同专业学生的艺术修养，发挥中国书

法文化研究所的资源优势，我院开办书法专业辅修专科班，欢迎本校同学参加专科班的学习。 
 

8. 外国语学院 

外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辅修专业名称：应用英语 

专业介绍： 

应用英语辅修专业旨在培养具备英语综合能力和专业英语素质的实用型外语人才。学生修完

本专业后能够在大学英语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并能实际运用于国际商

贸、现代信息传媒、多领域的国际交流等活动中，从而使文理各科专业的学生在发挥其本专业特

长的同时，能从事英汉语际转换和口笔头交流活动。这有利于拓宽学生的就业面，使我校的学生

的知识结构适应党政机关、跨国企业、外事机构、新闻机构等企事业单位在北京建设国家化大都

市的进程中对双语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应用英语辅修专业除了开设英语专业基础课外，还开设国际商贸、信息传媒、跨文化交际、

英汉翻译、英语语言文化等方向的英语课程，使学生修完本专业后能很快适应相关行业的工作。

英文系将选派优秀师资授课，并将组织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和外国专家讲座。 
 

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辅修专业名称：日语 

专业介绍： 

我校外语学院日语系与广岛大学北京研究中心实现共享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日本学者和教师

的师资力量，全面满足日语辅修学习需要，联合申报开设“日语语言文化辅修专业”，并向广岛大

学等日本大学推荐派遣赴日留学生和互换留学生。培养适应国际化社会需要、具有高水平日语实

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帮助学生熟练掌握日语基础知识，具备听说读写译的专业素质和日语综合

实践能力。获得辅修双学位者可以达到日语国际能力考试 2 级水平。 

 

9. 高等美术研究中心 

辅修专业：动画 

专业介绍：本专业培养具备三维动画设计制作的专门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应用

技术，能够具备三维动画设计制作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从事电视、电影、三维动画设计

制作相关的工作。 

主要开设课程：动画理论基础课程，动画技术课程（动画建模、动画材质灯光、动画动作设

计制作、动力学特效），动画应用课程（人体结构建模、动画动作规律、动画角色材质灯光、动画

高级特效），动画艺术课程（动画漫画、动漫原画设计、动画分镜头绘制）。 
 

辅修专业：建筑装修三维表现 

专业介绍：本专业培养具备广告摄影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应用技

术，能够具备数码相机、机械相机、座机的操作技能。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从事广告拍摄、广

告创意、广告摄影后期图片艺术处理等工作。 

主要开设课程：平面设计课程、电脑绘画课程、数码相机操作、机械相机操作、座机相机操

作、广告摄影后期电脑制作、广告摄影创作等。 
 

辅修专业：平面设计 

专业介绍：本专业培养具备平面设计创作的专门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

能够具备广告设计电脑制作、书籍设计电脑制作、包装设计电脑制作、电脑绘画等制作能力。并

能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在广告公司、出版单位、文教事业等单位从事教育、编辑、平面设计、形

象设计、摄影艺术、图片摄影等工作。 

主要开设课程：平面设计软件应用、数码相机、电脑绘画软件应用、平面设计输出设备实习、

包装设计等。 



 

辅修专业：网站网页设计 

专业介绍：本专业培养具备网站开发、网页设计、网站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

能够掌握网页设计软件应用技术，具备网站建设，网页设计，网站规划、网站发布与维护、网站

推广等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从事网站设计、制作、管理、维护等工作。 

主要开设课程：图片艺术加工、网页设计软件应用、网页设计制作、网站维护、网页设计高

级编程、网页动画等。 
 

辅修专业：播音主持 

专业介绍：本专业为培养播音、电视台节目、大型活动主持型人才，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电视

新闻纪实采访、大型节目主持、电台栏目播音等基本能力。毕业后主要就业方向是电视台、广播

台、企事业策划部宣传部工作。主要开设课程：形体训练、语言表达及特长、电视新闻纪实采访、

播音主持实务、Photoshop、InDesign、CorelDraw、Aftereffects、Premiere 等。 

本次招生对象：09、10、11 级本科生，招生人数不限。 

咨询时间：早 8：00——晚 9：00，周六、周日、节假日不休息。 

咨询地址：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南门西侧设计教学楼一层 

联系方式： 

http：//202.204.212.32/xkjj/minor/dnms/index.htm 
68981899  68982251 

 

 

五、 辅修学习常见问题解答 

 

1问：什么是辅修？ 
辅修是指学生在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修习主修专业之外的其它专业，它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了

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学习辅修专业有利于提高学生素质、开拓学生眼界、培养学生兴趣；有

利于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同时，

辅修在推动学生跨学科学习、促进专业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帮助学生就业等方面都起到了

积极作用。 

 

2问：学校辅修有哪些培养层次？ 

答：目前，我校开设的大多数辅修培养方案都设置了辅修结业、辅修专科和辅修双学位三个层次，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及需要选择合适的专业及辅修层次。 

 

3问：辅修专业如何收费？ 
答：一般辅修专业为80 元/学分； 语言类辅修专业为100 元/学分；艺术类辅修专业为120 元/

学分。 

 

4问：如果想报名参加学校辅修专业学习，有哪些步骤？ 
答：第一，参加学校组织的辅修咨询会，了解辅修专业和相关事宜； 

第二，根据学校发布的辅修注册申请时间，按时在网上填写辅修注册申请和个人信息； 

第三，等待各辅修单位的批复； 

第四，通过辅修单位审核的学生，按照学校的选课通知，在选课期间进行辅修选课。 

 

5问：学校开设了哪些辅修专业？ 
1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辅修专业 一般类 周老师文科楼 612 68902304 

2 教育学院心理学辅修专业 一般类 胡老师文科楼 717 68902414 

3 教育学院性健康教育辅修专业 一般类 那老师北二区 124 68901748 

4 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环境管理辅修专业 一般类 王老师教一楼 311 68982540 

5 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辅修专业 一般类 范老师北二区 212 68901046 

6 音乐学院音乐辅修专业 艺术类 刘老师音乐学院 201 68902382 

7 美术学院绘画与设计艺术专业 艺术类 马老师美术学院 102 68902396 



8 美术学院材料与工艺设计专业 艺术类 马老师美术学院 102 68902396 

9 大学英语教研部英语语言文化辅修专业 语言类 冯老师教四楼 221 68902342-801 

10 书法文化研究所书法艺术辅修专业 艺术类 臧老师外事楼 212 68902937 

11 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辅修专业 语言类 赵老师外语楼 504 68901927 

12 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化辅修专业 语言类 李老师外语楼 615 68901859 

13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电脑美术辅修 艺术类 钱老师 吴老师 本部南门设计楼 68482189 68482296 

14 动画辅修 

15 动漫绘画设计辅修 

16 多媒体技术辅修 

17 广告摄影辅修 

18 环艺建筑三维设计辅修 

19 平面设计辅修 

20 数码音乐辅修 

21 网站网页设计辅修 

22 影视技术辅修 

 
6问：参加辅修的学生需要哪些条件？ 

答：根据《首都师范大学辅修专业管理办法》规定，辅修专业招生对象为我校在校全日制本科生，

原则上限一、二年级学生。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原则上其主修专业课程应无不及格记录；修读

双学位辅修专业的学生，须学有余力，学习成绩达到中等水平，各辅修专业根据需要，对学生进

行考核，考核通过的学生方可参加辅修。 
 

7问：学校对辅修学生的学籍如何管理？ 

答：各辅修专业学生学籍由开设辅修专业的院（系、部）负责，教务处统一备案。参加辅修专业

学习的学生需要在网上报名、注册，通过辅修专业的资格审核后，获得辅修学籍，可以进行选课。 
 

8问：辅修学生的学籍如何管理？ 

答：辅修专业学生的成绩管理由学生修读的辅修专业所在院（系、部）负责，成绩由任课教师录

入成绩库。辅修专业不设重考，考核不及格课程需要重修。累计缺课达1/3 或未完成该课程所要

求的教学环节者，不得参加该课程期末考核。辅修专业课程与主修专业课程相同的，该辅修课程

不能修读，所缺辅修学分须选修辅修专业方案中其他课程补齐。 
 

9问：辅修专业的毕业资格如何审核？ 

答：学生修读完辅修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课程且成绩合格，达到辅修专业总学分要求和首都师

范大学主修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授予要求的，颁发辅修专业相应层次证书。符合辅修结业标准的，

由学校颁发“首都师范大学辅修专业结业证书”；符合辅修专科标准的，由学校颁发“首都师范

大学辅修专业专科毕业证书”；符合辅修双学位标准的，由学校颁发“首都师范大学辅修专业学

士学位证书”。学生在主修专业毕业时，因故未修满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学分的，如所缺学分

在10 分（含10 分）以下，可申请在毕业离校后两年内（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 年）以旁听形式补

修所缺课程，经考试合格，获得规定学分，颁发相应辅修证书。学生回校学习的各项费用按学校

有关规定执行。 
 

10问：如何进行注册辅修、注销和选课？ 

答：辅修注册前，学校会安排辅修招生咨询会，同学们可通过咨询会了解辅修专业信息和修读要

求。同学们获得了充分信息后，根据辅修注册通知，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提交辅修注册申请，通

过辅修专业的审核后，获得辅修专业学籍。辅修专业注册期间，同学们可以注销申请的辅修培养

方案，超过辅修注册时间，则不能注销。如果不想继续修读辅修，选课时不选修辅修课程即可。

具有辅修学籍的学生，应在选课规定时间内进行辅修选课、调课和退课。 
 

11问：修读辅修如何交费？ 

答：辅修交费实行学分制，按照学生每学期选课学分收费，未选课不收费，收费标准按照学校相

关规定执行。选课结束后学生应将学费存入银行卡，学校直接从学生的银行卡里划款。选课结果

作为学生缴费依据，参加辅修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出该课程学习或未能达到

学习要求，其所交费用不予退还。 



 

12问：辅修学生如何延长学习年限？ 

答：根据管理规定，学生可延长学习辅修修读年限。学生本人填写延长学习年限申请，交辅修单

位备案。正常毕业时，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取得辅修专科或辅修双学位规定的学分，先按照其

所修读的学分数，发给相应辅修结业证书。学生离校两年内（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 年）仍未获得

主修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不论其辅修专业学分是否修满，一律不得颁发辅修毕业、学位证书。

教务处负责审核和颁发辅修专业的各种证书。 
 

13问：如何查询辅修相关信息？ 

答：登陆教务处教务运行中心的网页，所有通知以及相关信息都会在此发布。网址：校园网主页

——〉网上选课。 

 

14问：如何理解辅修培养方案的模块？ 

答：大部分的辅修专业方案都分为结业、专科、双学位三个层次。修满每个层次要求的课程学分

后，根据毕业审核的要求可颁发相应证书。辅修双学位需要完成毕业论文或实践环节。 
 

15问：辅修学分能够顶替通识选修课学分吗？ 

答：主修和辅修是相互独立的，辅修学分不能顶替通识选修课学分，主辅修分别审核，提供单独

的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