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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开考专业 2021 年理论课程 

考试使用教材目录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考

试中心，各主考院校： 

    现将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 2021 年理论课程

考试使用教材目录印发给你们，请广泛宣传，并认真做好助

学指导工作。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文件 

 闽考院自〔2020〕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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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 

2021 年理论课程使用教材目录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张雷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0012 英语(一) 英语(一)自学教程 张敬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015 英语(二) 英语(二)自学教程 张敬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020 高等数学(一) 高等数学(一) 扈志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00023 高等数学(工本) 高等数学(工本) 陈兆斗/邢水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00024 普通逻辑 普通逻辑 杜国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00034 社会学概论 社会学概论 刘豪兴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037 美学 美学 朱立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00040 法学概论 法学概论 王  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041 基础会计学 基础会计学 徐  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0042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 统计学原理（第六版） 李洁明/祁新娥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李仁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0045 企业经济统计学 
新编企业经济统计学（第二

版） 
黄国安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6 年版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周山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054 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 白瑗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0055 企业会计学 企业会计学 刘东明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年版 

00058 市场营销学 市场营销学 毕克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00065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侯  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00067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 贾国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 3 — 

00070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昝志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071 社会保障概论 社会保障学 李晓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00076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 李  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0078 银行会计学 银行会计学 张超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00079 保险学原理 保险学原理 张栓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00087 英语翻译 英汉互译教程 孟庆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年版 

00088 基础英语 英语（上）（下） 吴顺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089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薛荣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090 国际贸易实务(一) 国际贸易实务(一) 黄国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091 国际商法 国际商法 金  春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00092 中国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 黄晓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0093 国际技术贸易 国际技术贸易 王玉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0094 外贸函电 外贸函电 方春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0096 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史天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097 外贸英语写作 外贸英语写作 王关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国际市场营销学 张静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100 国际运输与保险 国际运输与保险 叶  梅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00102 世界市场行情 世界市场行情 杨逢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0107 现代管理学 现代管理学 刘熙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122 房地产评估 
房地产估价理论与实务（第

三版） 
祝平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0144 企业管理概论 企业管理概论 闫笑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145 生产与作业管理 生产与作业管理 张仁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年版 

00146 中国税制 中国税制 梁俊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人力资源管理（一） 赵凤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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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冷柏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150 金融理论与实务 金融理论与实务 贾玉革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151 企业经营战略 企业经营战略概论 白瑷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152 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 高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0153 质量管理(一) 质量管理学 焦叔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丁栋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155 中级财务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 孟永峰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年版 

00156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 林  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 

00157 管理会计(一) 管理会计(一) 余恕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 

00158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 李胜坤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年版 

00159 高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 胡  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 

00160 审计学 审计学 丁瑞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 

00161 财务报表分析(一) 财务报表分析 袁  淳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 

00162 会计制度设计 会计制度设计 王本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 

00163 管理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 程正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0167 劳动法 劳动法 郭  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0169 房地产法 房地产法 楼建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0177 消费心理学 消费心理学 李  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178 市场调查与预测 市场调查与预测 周筱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179 谈判与推销技巧 谈判与推销技巧 王洪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0182 公共关系学 公共关系学 廖为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0183 消费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184 市场营销策划 市场营销策划 毕克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00185 商品流通概论 商品流通概论 汪旭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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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国际商务谈判 刘  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193 饭店管理概论 饭店管理概论 蒋丁新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00197 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 旅游资源学 郑耀星 
北京林业出版社、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199 中外民俗 中外民俗 杨英杰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0200 客源国概况 中国旅游客源国/地区概况 王兴斌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00207 高级财务管理 高级财务管理 汤谷良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年版 

00208 国际财务管理 国际财务管理 李胜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00223 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 王立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226 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 吴汉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227 *公司法 公司法 顾功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汪  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0230 合同法 合同法 傅鼎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0233 税法 税法 徐孟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235 犯罪学(一) 犯罪学(一) 李明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13 年版 

00242 民法学 民法学 郭明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0243 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潘剑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0244 经济法概论 经济法概论 张守文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0245 刑法学 刑法学 张明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0246 国际经济法概论 国际经济法概论 金劲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00247 国际法 国际法 黄  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0249 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 蒋新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257 票据法 票据法 傅鼎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0258 保险法 保险法 徐卫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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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9 公证与律师制度 公证与律师制度 马宏俊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0260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汪建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0261 行政法学 行政法学 湛中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法律文书写作 刘金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263 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 曾尔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264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李启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265 西方法律思想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 徐爱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266 社会心理学(一) 社会心理学 高建生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00272 社会工作概论 社会工作概论 高建生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年版 

00273 社会工作实务 社会工作实务 高建生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年版 

00274 社会政策与法规 社会政策与法规 牛  康 海风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00277 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 胡象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00278 社会统计学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 李沛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00279 团体社会工作 团体社会工作 范克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00280 西方社会学理论 西方社会学理论 宋林飞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00281 社区社会工作 社区社会工作 周  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00282 个案社会工作 社会个案工作 童  敏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 年版 

00283 社会行政 社会工作行政 张  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00284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钱铭怡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00285 中国福利思想 中国社会福利 周良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286 福利经济学 社会福利思想 陈红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00292 市政学 市政学 孙亚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00312 政治学概论 政治学概论 周光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00315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王续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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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6 西方政治制度 西方政治制度 谭君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0318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学 宁  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00319 行政组织理论 行政组织理论 倪  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00320 领导科学 领导科学 黄  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 王  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 

00322 中国行政史 中国行政史 虞崇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341 公文写作与处理 公文写作与处理 饶士奇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00355 公安秘书学 公安秘书学 魏永忠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05 年版 

00369 警察伦理学 警察伦理学 杜晋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12 年版 

00370 刑事证据学 刑事证据学 刘万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12 年版 

00371 公安决策学 公安决策学 王  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13 年版 

00372 公安信息学 公安信息学 孟宪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06 年版 

00373 涉外警务概论 涉外警务概论 向  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 
2013 年版 

00385 学前卫生学 学前卫生学 王  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00394 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 虞永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00398 学前教育原理 学前教育原理 韩映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00420 物理(工) 物理(工) 吴王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0422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 齐裕琨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00429 教育学(一) 教育学 劳凯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00458 中小学教育管理 中小学教育管理 鲍传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中外教育简史 
  

     郭法奇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00465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傅  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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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阴国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00467 课程与教学论 课程与教学论 钟启泉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0471 认知心理 认知心理学 王  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0472 比较教育 比较教育 马健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00486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 邓树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00488 健康教育学 健康教育学 吕姿之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0497 运动训练学 运动训练学 

全国体育院校

教材委员会审

定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00502 体育管理学 新编体育管理学教程 刘  兵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506 写作(一) 写作(一) 徐行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0522 英语国家概况 英语国家概况 余志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 

00529 文学概论(一) 文学概论 王一川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530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陈思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531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陈思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532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 方智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53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 方智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534 外国文学作品选 外国文学作品选 刘建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00535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齐沪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536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 王  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丁  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陈  洪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陈  洪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0540 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史 孟昭毅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0541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 沈  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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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2 文学概论(二) 文学概论 王  确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00595 英语阅读(一) 英语阅读(一) 俞洪亮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00596 英语阅读(二) 英语阅读(二) 白永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00597 英语写作基础 英语写作基础 杨俊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00600 高级英语 高级英语(上下册) 王家湘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00603 英语写作 英语写作 杨俊峰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00604 英美文学选读 英美文学选读 张伯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00633 新闻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 高金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年版 

00639 广播电视广告 广播电视广告学 朱月昌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640 平面广告设计 广告视觉语言 朱健强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641 *中外广告史 中外广告史新编 陈培爱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00642 传播学概论 传播学概论 张国良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653 中国新闻事业史 中国新闻事业史 丁淦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654 新闻采访写作 新闻采访写作 赵景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年版 

00655 报纸编辑 报纸编辑 闫  隽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656 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周  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 

00657 新闻心理学 新闻心理学 刘京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00658 新闻评论写作 新闻评论写作 曾建雄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 年版 

00659 新闻摄影 新闻摄影 毕根辉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00660 外国新闻事业史 外国新闻事业史 张允若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661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中外新闻作品研究 汤世英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662 新闻事业管理 新闻媒体经营与管理 谢新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 

00688 设计概论 室内设计与图例 苗  壮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0706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 室内设计制图 马晓星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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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8 装饰材料与构造 室内装饰材料与施工 苗  壮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712 建筑工程定额预算 
室内装饰工程预算与投标

报价 
郭洪武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年版 

00794 综合英语(一) 综合英语(一)上下册 徐克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00795 综合英语(二) 综合英语(二)上下册 徐克容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年版 

00796 商务英语 
《新编剑桥商务英语学生

用书》（初级） 
Rotf Cook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812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

究 
中国现代散文史 俞元桂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 

00813 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简史 李明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0815 *西方文论选读 西方文论选读 段建军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00821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选考）  语法讲义 朱德熙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00830 现代语言学 现代语言学 何兆熊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00832 英语词汇学 英语词汇学 张维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833 外语教学法 外语教学法 舒白梅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00836 英语科技文选 英语科技文选 李碧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00837 旅游英语选读 旅游英语选读 修月祯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00838 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 王振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00840 第二外语（日语） 新大学日语简明教程 王诗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00853 广告学(二) 广告学(二) 丁俊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882 学前教育心理学 学前教育心理学 曹中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00888 电子商务英语 电子商务英语 崔  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年版 

00889 经济学（二） 经济学 缪代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00890 市场营销（三） 市场营销 汪旭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891 国际贸易实务（三） 国际贸易实务 聂利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892 商务交流（二） 商务交流 刘  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 11 — 

00893 市场信息学 市场信息学 杨小平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9 年版 

00894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 于  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0896 电子商务概论 电子商务概论 程大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 

00898 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 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 杨  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900 网页设计与制作 网页设计与制作 于  淼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0902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赵守香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0906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 于  淼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 

00908 网络营销与策划 网络营销与策划 秦良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0910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李凤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00911 互联网数据库 互联网数据库 周志忠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00913 电子商务与金融 电子商务与金融 林  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00915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何明珂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0975 工程概预算 
室内装饰工程预算与投票

报价 
郭洪武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年版 

00994 数量方法（二） 数量方法 钱小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00995 商法（二） 商法(二) 王  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0996 电子商务法概论 电子商务法概论 周庆山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00997 电子商务安全导论 电子商务安全导论 蒋汉生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01001 物流案例与实训 物流案例与实训 李联卫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01521 导游基础知识 导游基础知识 李文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01564 工程建设监理概论 工程建设监理 詹炳根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1666 金属工艺学 金属工艺学 刘会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1667 数控加工工艺及设备 数控加工工艺及设备 赵长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01685 动漫艺术概论 动画概论 宫承波 中国广电出版社 2007 年版 

01686 动漫造型设计 动漫造型设计基础 矫  强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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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57 药物分析(三) 药物分析 刘文英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年版 

01759 药物化学（二） 药物化学 尤启东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版 

01761 药剂学(二) 药剂学 崔福德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版 

01763 药事管理学(二) 药事管理学 杨世民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版 

01792 旅游企业公共关系 旅游企业公共关系 谢  苏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01793 旅行社管理实务 旅行社运营与管理 梁  智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1797 数据库应用 
Access 数据库应用技术能

力教程 
崔雪炜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6 年版 

01802 网站设计与管理 网站设计与管理教程 石  硕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1805 网络综合布线 网络综合布线技术 贺  平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 年版 

01807 网络互联设备 
网络互联及路由器技术教

程与实训 
宁芳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1848 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制度 刘俊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01850 建筑施工技术 建筑施工技术(第三版) 姚谨英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1854 工程质量管理 工程质量管理教程 施  骞 同济大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1855 建设工程监理概论 建设工程监理概论  巩天真/张泽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1856 建设与房地产法规 建设与房地产法规 何新华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1965 食品标准与法规 食品标准与法规 张水华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 

02051 物理化学（二） 物理化学 候新朴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年版 

02087 分子生物学 药学分子生物学 史济平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年版 

02106 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 叶奕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2113 医学心理学 医学心理学 胡佩诚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2194 工程经济 工程经济 吴  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 

02195 数控技术及应用 数控技术及应用 梅雪松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 

0219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孙洪祥/张志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2198 线性代数 线性代数 申亚男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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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2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樊尚春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 

02205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 
徐骏善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 

02238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 邢毓华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02240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机械工程控制基础 董  霞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 

02275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 孙践知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 

02323 操作系统概论 操作系统概论 张琼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02324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 辛运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 

02325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系统结构 李学干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 

02326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陈向群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02331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 苏仕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版 

02333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 王立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02335 网络操作系统 网络操作系统 陈向群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 

02379 计算机网络管理 计算机网络管理 孙卫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02404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廖红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2439 结构力学（二） 结构力学 张金生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2440 混凝土结构设计 混凝土结构设计 邹超英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2442 钢结构 钢结构 钟善桐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2446 建筑设备 建筑设备（第二版） 王继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2447 建筑经济与企业管理 建筑经济与项目管理 严  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02448 建筑结构试验 建筑结构试验 施卫星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02514 食品化学（含有机化学） 食品化学 阚健全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2609 互换性原理与测量技术基础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 黄云清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286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基础 安云庆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2899 生理学 生理学 朱大年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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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01 病理学 病理学 孙保存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2903 药理学（一） 药理学（一） 董  志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2996 护理伦理学 护理伦理学 丛亚丽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2997 护理学基础 护理学基础 绳  宇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2998 内科护理学（一） 内科护理学 姚景鹏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3000 营养学 营养学 郭红卫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3001 外科护理学（一） 外科护理学 顾  沛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3002 妇产科护理学（一） 妇产科护理学 何  仲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3003 儿科护理学（一） 儿科护理学 陈京立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3004 社区护理学（一） 社区护理学（一） 李春玉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03005 护理教育导论 护理教育导论 郑修霞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3006 护理管理学 护理管理学 周颖清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3008 护理学研究 护理学研究 刘华平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3009 精神障碍护理学 精神障碍护理学 郭延庆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3034 药事管理学 药事管理学 杨世民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3047 分析化学（二） 分析化学（上、下册） 黄世德/梁生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年版 

03049 数理统计 医药数理统计 周仁郁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 年版 

03050 药理学（三） 药理学 龙子江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年版 

03052 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 中药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 刘落宪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年版 

03053 △ 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制剂分析 蔡宝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 

03142 互联网及其应用 互联网及其应用 贾卓生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03179 生物化学(三) 生物化学(三) 查锡良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3200 预防医学（二） 预防医学（二） 钟才高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3201 护理学导论 护理学导论 李小妹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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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02 内科护理学（二） 内科护理学（二） 姚景鹏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3203 外科护理学（二） 外科护理学（二） 顾  沛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3259 花卉学（一） 花卉学 鲁涤非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3277 食品分析 食品化学与分析综合实验 黄晓钰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3279 食品机械与设备 食品加工机械与设备 崔建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 

03280 食品工艺原理 食品工艺学导论 蒲彪/艾志录 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3281 食品微生物学（二） 食品微生物学 何国庆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3283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董义珍 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3285 食品工厂设计（二） 食品工厂设计 李洪军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年版 

03286 食品营养学 食品营养学 周才琼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3312 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 社会保障教程（第三版） 齐海鹏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3329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小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王守恒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03330 小学数学教学研究 小学数学专题研究 李星云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03347 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 刘鹤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3349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孙亚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03350 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 关信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3361 企业物流 企业物流管理（第二段） 赵启山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03364 供应链物流学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李诗珍/关高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03365 物流运输管理 物流运输管理 张旭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3395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护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 夏庆观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03617 采购与供应链案例 采购与供应案例 陈达强/蒋长兵 中国物质出版社 2009 年版 

03657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学前教育研究方法 秦金亮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刘瑞复/左  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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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

试学习读本 
李 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卫兴华/赵家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3894 施工项目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 危道军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 2009 年版 

03959 旅游政策与法规 旅游法规 吴洛夫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04001 数据库原理与程序设计 C 程序设计(第三版） 谭浩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4024 应用写作概论 应用文写作 刘  兴 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 2007 年版 

04026 设计美学 设计美学 徐恒醇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4053 建筑材料学 建筑材料学（第二版） 王立久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8 年版 

04059 建筑工程施工及组织 
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组织及

进度控制 
刘瑾瑜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年版 

04063 建筑工程测量 土木工程测量 过静珺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4108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顾永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04118 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 数控编程与加工技术 眭润舟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04169 食品工程原理 食品工程原理 李云飞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年版 

0417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 迟玉杰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

类） 
柳金甫/张志刚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线性代数（经管类） 
刘吉佑 /徐诚

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4231 
建设工程合同（含 FIDIC）条

款 
工程合同管理 杨  平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7 年版 

04462 设计心理学 设计艺术心理学 李砚祖/王明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4557 体育赞助导论 体育赞助 沈  佳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4562 体育经纪人 体育经纪人实务 徐爱丽/陈书睿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4563 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 吕树庭 刘德佩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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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66 体育公共关系 体育公共关系 潘肖钰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4624 工程经济学 工程经济学 郭献芳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7 年版 

04693 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与制作 康耀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04729 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 徐中玉/陶型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04735 数据库系统原理 数据库系统原理 黄  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 

04737 C＋＋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 辛运帷/陈朔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 

04741 计算机网络原理 计算机网络原理 李全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年版 

04742 通信概论 通信概论 曹丽娜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 

04747 Java 语言程序设计（一） Java 语言程序设计（一） 辛运帏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04749 网络工程 网络工程 张华忠/孙庆波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 

04751 计算机网络安全 计算机网络安全 梁亚声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版 

04758 人力资源管理（三）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刘  冰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4929 旅游市场营销 旅游市场营销 吴金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05001 市场营销学（一） 市场营销学（第三版） 吴健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05002 商务英语沟通 
剑桥国际商务英语学生用

书（第三版） 
LeoJones 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05034 旅游地理学 旅游地学原理 辛建荣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5333 服装概论 服装学概论 李  正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年版 

05424 现代设计史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版 

05522 有机化学(五) 有机化学 倪沛洲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5524 药用植物与生药学 

药用植物学 张  浩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版 

生药学 蔡少青 

05601 园林艺术原理及设计 园林艺术 过元炯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05661 机床数控原理 机床数控技术 李郝林/方键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年版 

05663 CAM/CAD 软件应用 
Master CAM 9.0 系统学习

与实训 
吴长德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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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65 模具与现代加工技术概论 模具先进制造技术 李发致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05667 数控系统维护及调试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 蒋建国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05677 法理学 法理学 周旺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05678 金融法 金融法 吴志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5679 宪法学 宪法学 胡锦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05680 婚姻家庭法 婚姻家庭法 马忆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5712 艺术设计基础 设计原理教程 杨滟君/任戬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07 年版 

05844 国际商务英语 国际商务英语 王学文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5868 职业道德与礼仪 公共关系与现代礼仪 宋常桐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5870 汽车售后服务管理 
现代汽车维修企业管理与

实务 
栾琪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05871 汽车营销技术 汽车营销 孙凤英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05872 汽车营销案例分析 汽车营销案例教程 陈文华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4 年版 

05883 园林育种学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 程金水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05884 *园林经济管理学 园林经济管理 杨立峰 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3 年版 

05963 绩效管理 战略性绩效管理（第三版） 方振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5969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赵曙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6011 旅游学概论 旅游学 李天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06045 *观赏植物栽培学 园林树木栽培学 黄成林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 年版 

06053 变态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王建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06056 心理学史 心理学史 叶浩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6059 心理学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方法 黄希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06087 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 陈  群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6089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 员工关系管理 程延园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6090 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 人员测评与选拔（第二版） 萧鸣政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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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1 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 李中斌 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06092 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 郑永武/苏志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609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萧鸣政 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6095 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概论 牛  康 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06096 社会传播学 社会传播学 牛  康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06097 社会问题(二) 社会问题(二) 高建生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年版 

06120 旅游专业英语 旅游管理英语 姚宝荣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06123 导游学概论 导游概论 赵爱华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9 年版 

06124 旅游文化学 旅游文化 尹华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06153 旅游景区管理 旅游景区开发与管理 郑耀星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06230 小学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 郭声健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06231 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学 教育测量与评价 黄光扬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2 年版 

06393 土木工程概论 土木工程概论 沈祖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06631 园林苗圃学 园林苗圃学 苏金乐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06640 园林规划设计 园林规划设计 胡长龙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年版 

06831 药理学(四) 药理学 朱依谆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 年版 

06944 中国旅游文化 中国旅游文化 都大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06947 犯罪社会学 犯罪社会学 吴鹏森 

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国社会出版社 

06948 婚姻家庭 家庭社会工作 张文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06956 经济应用数学 高等数学（上册） 常天松/秦体恒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06958 *建筑工程识图与构造 建筑工程制图与识图 白金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年版 

06959 工程经济概论 建筑技术经济分析 于立君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年版 

06960 合同法与合同管理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全国项目管理

培训编委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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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61 工程财务 施工企业会计 杨中和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06962 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 建设工程计价 编委会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3 年版 

06963 工程项目管理与监理 施工项目管理概论 编委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年版 

06964 土建工程计量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丁春静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版 

06966 土建工程施工与计划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编委会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2006 年版 

06968 安装工程技术与计量 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6 年版 

06969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建设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编委会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3 年版 

07006 供应链与企业物流管理 供应链与物流管理 赵林度 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07008 采购与仓储管理 采购与仓储管理 熊  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07015 计算机专业英语 大学计算机英语 张  政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07016 编译原理 编译原理（第二版） 徐国定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 

07017 面向网络编程技术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Java 李金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7019 分布式数据库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及其应

用（第二版） 
邵佩英 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07021 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CMM） 
能力成熟度模型（CMM）：

软件过程改进指南 
刘孟仁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年版 

07031 物流管理概论 现代物流学 初良勇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07032 运输与配送 运输与配送 刘  南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7037 信息技术与物流管理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用 谢金龙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7048 心理诊断 心理诊断学 张仲明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7049 *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 心理咨询与治疗 雷秀雅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07051 学习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 刘儒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07052 行为改变技术 行为改变技术 王  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07186 软件技术基础 软件技术基础 鲍有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 
2007 年版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7342 商务英语（二） 
新编剑桥商务英语学生用

书（中级）（第三版） 
John Hughes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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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7 园林生态学 园林生态学 冷平生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年版 

7435 园林工程学 园林工程 孟兆祯等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6 年版 

7724 物流系统工程 物流系统工程 王  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7725 物流规划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刘  刚 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07729 仓储技术和库存理论 库存控制与仓储管理 唐连生/李滢棠 中国物资出版社 2011 年版 

07802 采购管理与库存控制 采购管理与库存控制 张  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07970 国际商务合同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赵承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

社 
2002 年版 

07971 工商导论 现代商务管理学教程 周泽信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5 年版 

07972 国际支付 国际贸易结算与融资 程祖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07983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电脑硬件组装与维修应用

教程（修订版） 

孟兆宏/张喜平/

马云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08674 计算机网络基础 计算机网络基础 李志球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 

08768 房屋构造与维护管理 房屋构造与维护管理 郑  鹭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 年版 

08984 房屋建筑工程概论 房屋建筑工程概论 李  爽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 

09042 Web 程序设计               JSP 程序设计 蒋文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09043 C# 程序设计                C#程序设计教程 郑阿奇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年版 

09277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 范先佐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0029 安全管理与生产技术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技术与

管理 
董  颇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0096 劳动关系与争议处理 劳动关系管理 刘素华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0510 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 
企业连锁经营与管理(第二

版) 
肖  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11754 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二

版） 
伍双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1755 人员测评技术 人员素质测评 王淑红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1756 绩效考评技术 绩效考评 何  强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 

11759 工作分析与评价 
工作分析：基本原理、方法

与实践 
潘泰萍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1760 人力资源政策与法规 
人力资源管理法规与“ 案”

例 
高  翔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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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12339 幼儿园教育基础 幼儿园教育基础 郑三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12340 学前儿童发展 学前儿童发展 洪秀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12344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 杨莉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12350 儿童发展理论 儿童发展理论 王振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自学

考试学习读本 

孙蚌珠/冯雅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30001 学前儿童保育学 学前儿童保育学 林  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30002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组

织 
虞永平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 

30003 学前儿童游戏指导 学前儿童游戏指导 刘  焱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 

     备注:带“ *” 的课程为大纲教材有更新。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4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