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

山西大学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现有 15 个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37 个硕士一

级学科授权点；另有 5个博士二级学科授权点，13 个硕士二级学科授权点；同时，学校自主

设置交叉学科博士点 2 个、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 3 个；硕士专业学位种类 18 个，涉及 40

多个专业领域。山西大学是我省国家级中职教师培训基地之一，也是我省唯一一所承担职业

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培养任务的高等院校。

山西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名师名人荟萃，办学条件优良，治学态度严谨，文化积淀深厚，

教学环境优雅。2015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山西大学继续招收法律硕士（J.M）、教育硕士(Ed.M)、

体育硕士(MPE)、工程硕士(M.Eng)、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六类在职人员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和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欢迎符合条件的人

员积极报考。

一、法律硕士（J.M）

（一）报考条件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

学位证书）的法院、检察院、司法、政法委、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员，人大系统干部以及有关

部门从事法律实际工作者。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系统考生，复试阶段所提交资格审查表除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

推荐意见外，还须经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

非政法系统考生录取比例不超过本校当年录取人数的 20%。

（二）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外国语（英语）、专业综合（含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

法制史），共计 3门。其中，英语、专业综合两门全国联考；政治理论考试由山西大学在复试

阶段单独组织，自主命题，时间另行安排。

（三）招生名额 75 人

（四）联系方式

电话及联系人：(0351) 7010799 13753482901 畅老师

网址：http://202.207.209.81/sdfxyweb/

二、教育硕士（Ed.M）

（一）报考条件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

学位证书）的在职普通中学、小学、幼儿园和其它中等学校的文化基础课专任教师或管理人

员，以及省、市、区、县教育研究部门或政府机关教育系统中有相当于中学、小学、幼儿园

教师职务的教研员或管理人员。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复试阶段所提交资格审查表必须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

见并加盖公章。

（二）招生领域

设教育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学前教育、学科教学（数学）、小学教育 5个招生领域

（三）招生名额 150 人

（四）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外国语（英语）、教育学和心理学综合、专业考试（包括面试），共计 4 门。

其中，英语、教育学和心理学综合为全国联考。其余 2门由山西大学在复试阶段单独组织，

自主命题，时间另行安排。

专业考试科目如下：

教育管理领域为“教育管理学”（参考书目为《教育管理学》第三版，主编陈孝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心理健康教育领域为“发展心理学”（参考书目为《发展心理学》，雷雳著，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学前教育领域为“学前教育学”（参考书目为《学前教育学》2006 年版，李生兰著，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科教学（数学）领域为“高等数学”（参考书目为《高等数学》（第六版），同济大学数

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小学教育领域为“教育学”（参考书目为《教育学》2009 年版，王道俊、郭文安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五）联系方式

电话：(0351) 7018698 13753141113 崔老师

13753134290 刘老师

(0351) 7010555 杜老师（学科教学（数学）领域）

三、体育硕士(MPE)

（一）报考条件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

学位证书）、具有体育运动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或者 2010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

专科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具有“运动健将”以上运动技术等级的在职人员。

专科毕业者录取人数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录取人数的 10%。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复试阶段所提交资格审查表必须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

见并加盖公章。



（二）招生领域

设置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竞赛组织 3个招生领域。

（三）招生名额 100 人

（四）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含体育综合、英语）、专业考试（包

括面试），共计 3门。其中，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全国联考。政治理论和专

业考试由山西大学在复试阶段单独组织，自主命题，时间另行安排。其中专业考试包括体育

技能测试和综合面试。

（五）联系方式

电话：13111079879 江老师

网址：http://www.sxu.edu.cn/yuanxi/tyy/

四、工程硕士(M.Eng)

（一）报考条件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获得国民教育序列大学学士学位，或者 2011 年 7 月 31 日前获得国

民教育序列本科毕业证书的在职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人员，以及在学校从事工程技术与工程

管理教学的教师。

报考电子与通信工程、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领域的考生可不受年限限制，入学前未达

到上述年限要求而被录取为工程硕士的，须修完研究生课程并从事工程实践两年以上，结合

工程任务完成学位论文（设计），方可进行硕士学位论文（设计）答辩。

报考软件工程领域的考生可不受年限限制，被录取后须修完研究生课程并结合软件工程

任务完成学位论文（设计）后，方可进行硕士学位论文（设计）答辩。

录取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学历但未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当年

录取总人数的 10%。

（二）考试科目和考试方式

1、考试科目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英文名称为 Graduate Candidate Test，简称 GCT)、专

业考试，共计 2门。其中，GCT 实行全国联考。

报考山西大学的考生要求 GCT 考试外语语种为英语。

2、专业考试方式

全国联考成绩公布后，山西大学将根据报考我校考生的 GCT 考试情况自行划定复试成绩

合格分数线。考生达到我校 GCT 成绩合格分数线，可申请参加山西大学自行组织的相应工程

领域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即第二阶段考试，时间另行安排。

山西大学根据考生的 GCT 成绩、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结果综合考虑决定是否录取。

（三）招生名额 160 人



（四）招生领域及联系方式

代码 专业领域 联系方式 复试专业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0351) 7010922 陈老师

电子线路

参考书目：《电子线路》，梁明理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085210 控制工程 (0351) 7010555 杜老师

自动控制原理

参考书目：《自动控制原理》，翁思

义，杨平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

085211 计算机技术

13934565359 李老师

C 语言程序设计

参考书目：《C 程序设计》（第三版），

谭浩强著，清华大学出版社085212 软件工程

085216 化学工程
18636868303

(0351) 7010588-808 张老师

无机化学

参考书目：《无机化学》，武汉大学，

吉林大学，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

社
085235 制药工程

085229 环境工程
(0351) 7011011

13015404767 孙老师

环境保护概论

参考书目：《环境保护概论》，林肇

信、刘天齐、刘逸农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085238 生物工程 (0351) 7010599 高老师

微生物学

参考书目：《微生物学教程》（第 3

版），周德庆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085239 项目管理

15513861188 王老师

管理学综合知识

参考书目：《管理学》（第三版），周

三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085240 物流工程

五、工商管理硕士（MBA）

（一）报考条件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

学位证书）的在职人员。重点招收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人员。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复试阶段所提交资格审查表必须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

见并加盖公章。

（二）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英语、综合能力，共计 3门。其中英语、综合能力 2门为全国联考。政治理

论考试由山西大学在复试阶段单独组织，自主命题，时间另行安排。

（三）招生名额 75 人

（四）联系方式

电话：15513861188 王老师

网址：http://mba.sxu.cn/mba/

六、公共管理硕士(MPA)

（一）报考条件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

学位证书）的在职人员。重点招收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人员。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府部门管理人员，考生资格审查表须按照国家公务员局的统一要求，

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查盖章。

非政府部门人员，考生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非政府部门人员

录取比例不超过本校当年录取人数的 20%。

（二）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外国语（英语）、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含公共管理基础、语文、数学、逻

辑），共计 3 门。其中，政治理论由山西大学在复试阶段单独组织，自主命题，时间另行安排；

其余 2门全国联考。

（三）招生名额 75 人

（四）联系方式

电话：(0351) 7018882 刘老师

网址：http://202.207.208.46/yjjg/mpa/

七、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

（一）报考条件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

学位证书）；在职业学校从事 2年以上教学工作并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在职教师，或在省、市

（地）、县级职教教研室（研究所）从事 3年以上教研工作的研究人员。

职业学校指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

业高中、技工学校等；高等职业学校包括专科层次的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和高等专科学

校。



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

（二）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CT）、专业考试，共计 3 门。其中，政治理

论和专业考试由山西大学在复试阶段单独组织，自主命题；GCT 实行全国联考。

GCT 成绩公布后，山西大学将根据考试情况自行确定本校 GCT 成绩合格分数线。达到我

校规定的 GCT 成绩合格分数线的考生，可申请参加复试阶段的政治理论和专业考试，时间另

行安排。

（三）招生领域、招生名额及联系方式

代码 招生领域 名额 联系方式 专业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045101

教育硕士

教育管理领域

(职业教育管理方向)

40 人

0351-7019612

0351-7013849

13111092262 桑老师

职业教育学综合知识

参考书目：《职业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当代探索》，薛勇民主

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045118
教育硕士

学前教育领域

0351-7018698

13753141113 崔老师

13753134290 刘老师

学前教育学

参考书目：《学前教育学》

（2006 年版），李生兰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85211
工程硕士

计算机技术领域
20 人 13934565359 李老师

C 语言程序设计

参考书目：《C 程序设计》（第

三版），谭浩强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合计 60 人

八、其他注意事项

（一）报名方式

2015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报名工作采用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

方式。



考生请于 6 月 23 日—7 月 11 日访问全国统一报名网站“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

网”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报名平台（以下简称学位网，网址

http://www.chinadegrees.cn/zzlk），按报名信息平台说明和要求注册、上传电子照片、完

成网上报名，网上缴纳报名考试费，生成并打印《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名登

记表》。

7月 12 日至 15 日，网上缴费成功且照片审核通过的报考我校省内考生须持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港澳台身份证件、华侨身份证或外籍护照）、符合报考条件的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

件以及报名系统生成的《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名登记表》（样表，考生自行

下载打印），到山西大学现场确认点核验并确认报名信息。具体步骤如下：现场确认时，考生

须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通过二代居民身份证鉴别仪验证身份。考生必须当场核对报名确认系

统打印生成的《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名登记表》，认真检查表上全部报名信

息并阅读“诚信承诺书”等内容，确认无误后，由本人在签字栏中签名确认，并在备注栏中

至少亲笔填写三行简历。报名信息一经考生签字确认后，一律不得更改，此后若发现考生报

名信息错漏，一律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后果。

特别提示：

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含现役军人和人民武装警察）须使用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报名，其他人员须使用港澳台身份证件、华侨身份证或外籍护照报名。由于证件遗失或

尚未办理等原因，无法在现场确认时出具上述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的考生，网上报名时证件

类型应选择“暂无”。在现场确认时须签署《预报名承诺书》，并于 10 月 9 日至 10 日持规定

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山西大学现场确认点修改身份证件信息和完成现场确认。届时未兑现承诺

的，将无法下载准考证，本次报名无效，所缴报名考试费不予退还。

提交报名信息时，考生须上传本人近期电子照片（具体要求见“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公告）。我校将对报考本校考生上传的电子照片按规定标准进行审核，报名信息平台将自动向

照片审核不通过的考生发送手机短信，通知其重新上传。照片未经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考生

不能进行现场确认。报考我校的山西省内考生报名时须选择山西大学现场确认点。

考生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工作，逾期不予办理。只完成网上报名

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现场确认手续的，本次报名无效，所缴报名考试费不予退还。

（二）全国联考时间

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全国联考的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5 日。考生入场时

将核验准考证、身份证件。

考生于 10 月 15 日后可登录报名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



2015 年全国联考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

时间

科目

类别

10 月 25 日

8:30-11:30

10 月 25 日

14:30-17:00

法律硕士 专业综合 英语

教育硕士 教育学和心理学综合 英语

体育硕士 体育硕士入学资格考试 无

工程硕士 GCT 无

工商管理硕士 综合能力 英语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管理综合能力测试 英语

职业学校教师在职

攻读硕士专业学位
GCT 无

（三）复试安排信息发布

山西大学将在“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网”（http://yjszsw.sxu.edu.cn）及时公布第二阶

段复试时间（预计在次年 1月）、考试科目及其它注意事项(预计 12 月份)。工程硕士参加第

二阶段考试的所有考生需填写《2015 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

考生情况登记表》，届时可在“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的“表格下载”栏目中自行下载。

（四）资格审查

考试成绩发布后，通过山西大学所公布的复试分数线的考生登录学位网下载本人《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资格审查表》，本人签名后将该表交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

管理部门，下同），核准表中内容、填写推荐意见并盖章，并在电子照片上也加盖人事部门公

章，然后按要求将《2015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资格审查表》、相关学历、学位证书

交山西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审查。如考生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

山西大学将在录取考生前对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于不符合报名考试条件，

提供虚假信息或报名信息错漏的考生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欢迎访问山西大学研究生招生网：http://yjszsw.sxu.edu.cn/

单位代码：10108 学校名称：山西大学

联 系 人：郝老师 电 话：0351-7018027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 92号山西大学研究生院

邮政编码：030006

最新招生信息及通知将会在官方微博和微信中发布，敬请关注！

官方微博：山西大学研究生院 官方微信：gs_sxu

http://yjszsw.sxu.edu.cn/
http://yjszsw.sx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