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 全国最早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 全国最早的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 国家人才培养改革 17 个“试点学院”之一

◎ 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一直稳居全国高校第一

◎ 在 QS 发布的 2015 年度世界大学学科排行榜中位列全

球第 42 名

教育学部
咨询电话  010-58804093
网址  http://fe.bnu.edu.cn
邮箱  lnn@bnu.edu.cn

育人兴邦，教育为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

重要基地，国家高级教育学术人才

培养的最高学府，国家人才培养改

革 17 个“试点学院”之一。拥有博

士学位授权点 13 个，硕士学位授权

点 15 个，教育部特色本科专业 2 个，

国家级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验区。

名师荟萃，薪火相传

学部现有教师 214 人，其中教授 83

人，副教授 77 人；91% 的教师具

有博士学位 , 17% 的教师具有海外

博士学位。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 2 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北京市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

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北京市教学

名师 6 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

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3 人，百千万人

海内外学子共聚一堂

未来教育领袖的摇篮

你想了解国际教育的发展动态吗？

你想洞察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吗？

你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满意吗？

你想改变中国的教育吗？

选择教育学部，成就中国教育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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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国家级人选 2 人，教育部跨世纪

人才 / 新世纪优秀人才 26 人，他们

构成了中国教育科学的中坚力量。

科研重镇，成果丰硕

学部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桥头堡

和策源地，是国家重大教育政策的

咨询中心，广泛参与国家教育政策

和教育法规的制定工作。现有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地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教师教育研究

中心、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

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重要科研基地。

近 三 年， 承 担 省 部 级 科 研 项 目 约

137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

奖励 52 项，承担科研项目数量及

科研成果数量均居全国同领域领先

行列。

对话全球，勇立潮头

学部是我国高校教育学科对外交流

的领跑者，是“国际教育学院联盟”

的发起者。同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

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

美国威斯康星 - 麦迪逊大学教育学

院、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院、澳大

利亚悉尼大学教育学院等数十所国

外著名大学的教育学院签订了合作

协议。年均 200 余位国际知名学者

前来讲学。除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和

学校的交换生项目外，教育学部还

有自己的特色交流项目，包括：美

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交流项目、美国

长滩大学交流项目、日本北海道项

目、香港交换生项目、台湾交流项

目等，每年有近百位本科生赴境外

交流。2015 年本科生出境交流比例

达到 62%。

春风化雨，滋兰树蕙

学部以培养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

丰富的实践能力、宽阔的国际视野

和不竭创新精神的一流教育人才为

目标，培养教育研究人员、教育管

理人员、教师、国际教育事务专门

人才、教育技术工程师、教育产品

和教育传媒等研发人才等六类高端

人才。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打造

精品本科：

○加强个性化指导，配备本科生导

师，对学生进行全员全程指导，实

施因材施教；

○促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一体化，

实施学生科研能力助长计划，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实施四年一

贯制的实践方案。本科生从大一开

始，实习实践贯穿四年，让学生深

入了解教育发展和改革前沿，培养

专业认同感，提高实践能力；

○实施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通过

选派学生出国交流和请国外专家、

学生来我校交流、学习等促进学生

国际交流能力的提升； 

○ 开 展“ 领 先 一 年 级 计 划” 和

“1+1+1”就业创业推进计划，提

高就业创业竞争力。

◆专业介绍
依据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宽口径、

厚基础、个性化”的原则，本科阶

段按教育学一级学科进行大类招生，

学生在学习了两年学校通识课程和

教育学科基础课程之后，根据个人

兴趣，进行专业分流。教育学部下

设 5 个专业：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教育技术学。

教育学专业

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教育基本理论

素养、较强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能

力、熟悉中外教育发展史和国内外

教育改革最新进展、具有国际视野

的从事教育行政管理、中小学教育

教学科研管理以及教育新闻、出版

和媒体开发的高级教育学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教育学原理、德育原理、

课程理论、教学理论、中国教育史、

外国教育史、教育管理学、教育研

究方法导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

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等。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管理学和教育

科学知识以及相应的教学和管理能

力，能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管理

部门和相关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开

发部门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和人

员培训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教育管理学、教育政治学、

教育政策学、教育领导学、教育组

织发展与变革、教育行政学、教育

督导与评估、学校管理学、学校文化、

教育与公共政策、人力资源管理、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等。

外籍教授为学生作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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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

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人文、社会、

教育与心理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

全面的学前教育工作专业知识与技

能、适教乐教、具有先进教育理念

和较强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能在各

种儿童教育机构、教育行政与科研

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师资培训部门等

从事儿童教育、教学科研、培训、

管理、宣传和康复等工作的高级专

门人才。

主要课程：学前儿童心理学、学前

教育学、学前卫生学、幼儿园课程、

学前教育管理学、学前游戏论、比

较学前教育、学前儿童社会性教育、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音乐

教育等。

特殊教育专业

旨在培养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良好的特殊教育素养、富于国际视

野和创新精神的特殊教育理论与实

践的复合型人才，使其具有先进教

育理念和较强的教育教学与康复的

实践能力、一定的独立科学研究能

力，能够在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机构

从事特殊教育教学、管理、康复及

相关研究工作。

主要课程：特殊教育学、特殊儿童

心理与教育、儿童病理学、儿童早

期干预、学习困难儿童教育、康复学、

融合教育、儿童行为干预、盲文与

手语、辅助科技等。

教育技术学专业

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

系统利用各种技术与资源促进人类

学习，使其在各级各类教育部门、

教育产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从

事信息技术与教育应用的设计、开

发、应用、评价、管理、培训和学

科教学等工作。

主要课程：教育技术学、数据结构、

计算机程序设计、教学系统设计、

远程教育原理、课程开发、媒体理

论与实践、学习科学概论、教育测

量与教学评价、多媒体与网络教学

资源的设计与开发、网络教育应用

等。

◆毕业生去向
作为国内一流的教育学科人才培养

基地和全国教育学科领域唯一的“试

点学院”，近年来，除国防生和免

费教育师范生外，约 65% 的应届本

科毕业生选择继续读研深造，学生

继续深造的高校均为国内外著名大

学，如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直接选择就

业的本科生，其主要就业领域包括：

基础教育领域、新闻出版行业、教

育行政部门、企业等。本科毕业生

一次就业率为 100%。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教育学部已为莘莘学子搭建了自由飞翔、

成就教育梦想的舞台，愿集天下英才之力，共铸教育基业常青！

闵维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77级学生。

北京大学教授，我国杰出教育管理专家。

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世界银行高等教育投资顾问。

蒋雪

2015届教育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目前就

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比较和国际

教育专业。2013-2014年被选拔赴日本

大阪大学交换学习，并获得日本 JASSO

奖学金。2014年获得“京师杯”本科生

课外科研作品三等奖。

◆优秀学子

◆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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