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课和辅修指南 

一、 选课 

1. 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主要由专业课程、通识课程和实践类课程构成。其中通识课程，由通识课

程 I、通识课程 II 和通识课程 III 三部分组成，共计 57 学分。专业课程由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三部分组成。实践教学：由各类实验、实（见）习、学年

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社会实践活动等组成。（详见培养方案） 

2. 选课流程： 

1) 选课准备：根据培养方案、本学期开课计划和个人学习情况确定本学期修读计

划，注意安排好学习和休息的时间。 

2) 选课阶段：预选、正选、补退选（退选、补选）三个阶段。 

3) 选课问题处理：选课期间遇到选课问题，及时向开课院系和教务处联系。 

3. 常见问题： 

1) 新生需要选课吗？ 

答：本科学制四年，共 8 个学期。新生第一学年需要选课，选课范围：通识 II 课

程，通识 III 课程，体育课，院系专业选修。大学英语、通识 I 必修课程由教务处统一

置入。 

 

2) 选课分几个步骤？ 

答：我校选课一般分为预选、正选、补退选三个阶段。预选：选课无课容量限制。

预选结束后，教务处统一抽签决定选课结果是否选中。正选：该阶段有课容量限制，实

行先到先得的原则，无课容量课程将变为不可选状态。补退选分为两个阶段：退选、补

选。退选阶段：教务处会停开一些选课人数少的课程，学生可补选其他课程，可退掉不

想上的课程。补选阶段：只允许选课，不能退课。 

教务处会根据选课数据的情况，每天上午 8：00 至 9：30 微调课容量、上课教室等

信息，所以每个阶段学生都应该随时上网了解选课进度。 

 

3) 我为什么不能选课？ 

答：主要原因：网络不通、学号和密码不匹配、选课暂停、受到选课限制、未进

行教学评估。 

选课限制：所选课程有年级、院系、修读类别的限制，学生不能选修该课程； 

选课暂停：选课期间 8：00-9：30 教务处调整选课数据，此时不能选课。系统会提

示“ 对不起、非选课阶段不允许选课 ”。 

未进行教学评估：未完成教学评估的学生，在预选阶段不能参加选课。 

 

4) 自修、重修选课怎么选？ 

答：自修、重修选课在补退选阶段进行，一般在开学第一周、第二周。自修和重

修冲突导致不能选课可填写重修（自修）申请表（见教务处主页）。 

 

5) 课表里的课程与我选课结果出现差别怎么办？ 

    答：课表里的课程应包括两类：院系置入课程和学生自选课程。所有课程都应是学



生培养方案要求修读且尚未通过的课程。如果出现方案以外的课程，学生要及时向院系

反映，删除或调整课程。 

 

6) 我的学籍变动了，选课出现问题怎么办？ 

    答：学籍变动会对选课产生影响。选课是学生根据个人的方案对课程进行选修的过

程。学籍变动会导致方案变更，已修读的不在新方案中的课程需进行课程替代，已选修

的不在新方案中的课程需进行重选。 

 

7) 我要提前修读，怎么选课？ 

    答：学生可根据方案制定学习计划，每学期多选修方案内的课程。选课系统中的“方

案课程”或者“自由选择”里可查看到本学期可选的方案内课程。如果有课程限制，可

到补退选阶段选修。 

 

8) 预选抽签是怎么回事？ 

    答：选课的第一阶段属于预选，选修人数不受课容量的限制，超过课容量的课程需

要抽签。抽签原则：优先考虑按照正常计划正常修读（不含重修）而且属性是必修课的

学生需求，同时兼顾志愿优先。 

 

9) 选课密码遗忘了怎么办？ 

    答：选课密码应该妥善保管，不要让别人知道。如果遗忘了密码，跟数字校园管理

中心联系（68903051）。 

 

10) 我应该什么时候打印课表？ 

答：一般在开学第三周，同学们可打印自己的选课课表。课表是选课凭证，也可

提示学生上课的时间地点。期中以后，网上学期课表查询将关闭。 

 

二、 辅修 

1. 辅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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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层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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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收费标准： 

1) 一般辅修：80 元/学分； 

2) 语言类辅修：100 元/学分； 

3) 艺术类辅修：120 元/学分。 

 

3. 注册和辅修选课流程： 



1) 学校组织辅修咨询会，学生参加咨询会，了解辅修专业和相关事宜； 

2) 学校发布辅修注册申请时间，学生按时在网上填写辅修注册申请和个人信息； 

3) 各辅修单位根据学生申请和学习情况批复辅修注册申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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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辅修专业： 

编

号 
院 系 辅修专业 类 别 联系人 办公地点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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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常见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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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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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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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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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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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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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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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期间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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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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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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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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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