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交学费不含委考、统考等考试及学士学位考试费用；部分专业不含论文答辩费、学士学位答辩费。

以上专业学制两年。  

按广东省考试院收费标准，考试费37元/科次；论文及学士学位论文答辩按主考学校标准收费。

咨询电话：020-89167528  020-82347893  

朱 老 师：13512750281（微信同号）  

赵 老 师：18688875516  

潘 老 师：15707539194（微信同号）

（学士学位证样板）

我校设有专门负责本科学历教育的继续教育学

院，与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知名大学联合办学，举办

相沟通自考本科学历教育(即专本同读)，面向本校大

一、大二专科学历生招生。

文凭优势：
部分课程互认        节省精力         节省时间

文凭含金量高        考公务员         考研究生

提高就业竞争力      出国留学         节省资金

办学优势：
1.专本同读         

周一至周五学习专科课程，部分晚上或周末时间学习本
科课程，省时省钱。

2.共享名校资源     

选聘广州知名学校专业教师及我校精英教师共同授课。

3.课程互认与委考    

与专科教学计划中课程名称相同的部分课程，可以申请
互认免考，部分课程可参加委考、省考。

4.专科课程免修     

凡报读专本同读的同学，可免修专科晚选课4个学分。

专本同读招生简章
获取本科毕业证的直通车

2021年

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收费标准

说 明

报读指南

联系方式

私立华联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官方二维码

私立华联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是负责在校学生专本同读的唯一官方部门

报读条件：本校大一、大二学历生均可报读。

报名时间：2021年9月4日至10月29日。                                                                                       

报名方式：携带身份证复印件1张、小一寸彩照1张，到继续教育学院（学子楼818室）报名。

学习方式：业余时间上课；每年1、4、10月参加统考；6、12月实践考试；不及格科目可免费重修。   

缴费程序：到继续教育学院开缴费单，再到财务处（学子楼806室）交费，最后务必将缴费单交回继续教育学院。 

毕业待遇：全部课程合格，由主考学校颁发自考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主考学校授予学士学位。

（本科毕业证样板）

招生人数 学费标准 教材费用 招生人数 学费标准 教材费用

(人) (元/年) (元/年) (人) (元/年) (元/年)

1 人力资源管理 100 5000 500 8 服装设计与工程 50 5000 500

2 工商管理 80 5000 500 9 会计学 100 5000 500

3 视觉传达设计 100 6000 500 10 社会工作 50 5000 500

4 环境设计 50 6000 500 11 旅游管理 50 5000 500

5 体育教育 80 5200 500 12 商务英语 50 5200 500

6
艺术教育

（音乐教育）
50 6000 500 13 金融学 100 4800 500

7 法学 50 5000 500 14 数字媒体艺术 50 6000 500

序号 专   业 序号 专   业



各专业设置

主考院校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校内授课）

说  明

（接受本校学生报读）

人力资源管理

互认课程（2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英语(二)

统考课程（5门）：劳动社会学 、组织行为学、现代公司管理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概论、工作岗位研

                究原理与应用

委考课程（4门）：社会保障学 、人力资源统计学、现代人员

                测评、人事管理学

毕业论文（1门）

    所有专业学历生均可跨专业报读，

无需加考。

工商管理

互认课程（3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英语(二)

统考课程（9门）：客户服务管理、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现代

                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中小企业战略管理、销

                售业务管理 、现代物流学、企业管理咨询与

                诊断、资本运营与融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实践课程（2门）：现代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企业管理咨询与诊断

毕业论文（1门）

    所有专业学历生均可跨专业报读，

无需加考。

艺术教育
（音乐教育）

互认课程（3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二)

统考课程（5门）：心理学、歌曲作法(二)、和声学(二)、中国

                音乐史、外国音乐史

委考课程（4门）：音乐作品欣赏(二) 、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

                音乐、简明配器法

实践课程（3门）：指挥法、视唱练耳(二) 、钢琴即兴伴奏

毕业论文（1门）

选考实践课程（4门）：声乐 、钢琴、中西乐器(二)、舞蹈(二)

    只接受音乐和音乐教育专业的学历

生报读。

视觉传达设计

互认课程（3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二)

统考课程（1门）：设计原理

实践课程（10门）：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计算机辅助设计、艺

                 术设计基础、平面广告设计与制作 、编排设

                 计 、字体设计、系列书籍装帧设计、网页设

                 计、VI设计

艺术设计毕业设计（1门）

加考课程（3门）：素描 、色彩、设计基础

    美术学、艺术设计、动漫、工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服装设计、园林艺术设计、城
市园林、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平面与广告设计
方向）、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游戏美工方向）
等专业学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报读
须加考3门课程。

环境设计

互认课程（3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二)

统考课程（1门）：设计原理

实践课程（10门）：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计算机辅助设计、艺

                 术设计基础、立体构成、材料工艺学、设计

                 表现技法、展示设计、室内设计、 室外环境

                 景观设计

艺术设计毕业设计（1门）

加考课程（3门）：素描 、色彩、设计基础

    美术学、艺术设计、动漫、工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服装设计、园林艺术设计、城
市园林、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平面与广告设计
方向）、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游戏美工方向）
等专业学生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他专业报读
须加考3门课程。

体育教育

互认课程（3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二)

统考课程（4门）：体育史、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体育科研方

                法

实践课程（5门）：运动医学、田径（二）、体操（三）、篮球

               （二）、足球（二）

毕业论文（1门）

选考实践课程（2门）：健美操、武术

    只接受体育类专业的学历生报读。

法学

互认课程（3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二)

统考课程（11门）：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文书写作、外国法制

                 史、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概论、知识产权

                 法、婚姻家庭法、合同法、公司法、劳动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毕业论文（1门）

加考课程（6门）：宪法学、刑法学、法理学、民法学 、民事诉

                讼法学、西方法律思想史

   法律事务、法律文秘可直接报读本专

业，其他专业学生报读本专业须加考六

门课程。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主考院校 专 业
课 程 设 置

（校内授课）

说  明

（接受本校学生报读）

会计学

互认课程（ 3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英语(二)

统考课程（10门）：技术经济学、 现代管理学 、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原理、审计

                 学原理、国家税收、财务会计专题、中级财

                 务会计、管理与成本会计

毕业论文（1门）

加考课程（4门）：财政与农村金融、财务管理学、基础会计学、

                审计

   农村财会与审计、会计、财务管理、

会计电算化、财税、金融、国际贸易、

工商企业管理等可直接报考本专业；其

他专业学生报读须加考四门课程。

服装设计与工
程

互认课程（3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英语(二)

统考课程（8门）：计算机应用基础、西洋服装史、服装材料学、

                服饰文化、服装工业工程、服装国际贸易、服

                饰流行分析、服装市场调查与分析

实践课程（4门）：计算机应用基础、服装设计（一）、服装结构

                设计、成衣工艺设计

毕业论文（1门）

    服装设计与工艺、服装设计、服装

工程、人物形象设计（服装方向）等专

业学历生可直接报读。

社会工作

互认课程（3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英语(二)

统考课程（8门）：个案社会工作、社会统计学、西方社会学理论

                、社会行政、团体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

                人类成长与环境、公共管理学

实践课程（2门）：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综合能力

毕业论文（1门）

    所有专业学历生均可跨专业报读，

无需加考。

旅游管理

互认课程（2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英语(二)

统考课程（3门）：中国旅游文学作品选、旅游文化、旅游资源开

                发与环境保护

委考课程（5门）：旅游地理学、旅游饭店设备管理、旅游会计学

                、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

校考实践（1门）：国际旅游管理实习

毕业论文（1门）

加考课程（2门）：国际旅游饭店管理、国际旅游学

   旅游管理等有关旅游专业考生可直接

报读本专业，其他专业学生报读须加考

二门课程。

商务英语

互认课程（2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统考课程（7门）：高级英语、口译与听力、英语写作、 外刊经

                贸知识选读、国际贸易实务（一）、外贸函电

                、国际商务英语

委考课程（2门）：第二外语（日语）、商务英语翻译

毕业论文（1门）

加考课程（4门）：商务英语阅读、商务英语写作、商务英语口语

                、商务英语听力

    商务英语、英语、英语教育、应用

英语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可直接报

考本专业，其他专业学生报考须加考四

门课程，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

合格者可申请免考。

金融学

互认课程（2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二）

统考课程（9门）：市场与市场营销 、商务沟通方法与技能、企

                业组织与经营环境、会计原理与实务、战略管

                理与伦理、国际商务金融 、企业成本管理会

                计、管理数量方法与分析、金融 管理综合应

                用

毕业论文（1门）

所有专业学历生均可跨专业报读，无需

加考。

数字媒体艺术

互认课程（3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二)

统考课程（3门）：艺术概论、多媒体技术应用、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

委考课程（8门）：阴影与透视、文字图形创意、计算机辅助工业

                设计、设计表现技法、广告与包装设计、计算

                机三维绘图、计算机图形学、 工业设计方法

                学

毕业论文（1门）

加考委考课程（4门）：素描（五）、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实践考核（8门）：多媒体技术应用、VB程序设计、文字图形创意

                 、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设计表现技法、广

                 告与包装设计、计算机三维创图、计算机图

                  形学

加考实践（4门）：素描、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数字媒体艺术、工业设计、艺术设

计、平面（含广告、包装、装潢等）设

计、动漫设计、机械设计、产品造型设

计、室内设计专业学生可直接报考本专

业，其他专业学生报读须加考素描

（五）、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已取得相同名称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者可

申请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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