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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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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
校区 授课语言 学制 专业

教育学部 18600 本部
中文 3 年 教育学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 教育史 比较教育学 农村教育 教师教育 学前教育学

英文 3 年 课程与教学论 比较教育学

政法学院 18600 净月 中文 3 年
法学理论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刑法学 民商法学 中外政治制度 中共党史 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 行政管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政治学理论 法律

经济与管理

学院
18600 净月 中文 3 年

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世界经济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区域经济学 财政学

国际贸易 产业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会计学 旅游管理 技术经济与管理 社会保障

企业管理 工商管理

文学院 18600 本部 中文 3 年
文艺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对外汉语 中国古代文学 广播电视

历史文化学

院
18600 本部 中文 3 年 考古学 世界史 中国史 旅游管理 文物与博物馆

外国语学院 18600 本部 中文 3 年
英语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俄语笔译 英语口译 英语笔译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音乐学院 26000 净月 中文 3 年 艺术学理论 音乐与舞蹈学 音乐 舞蹈

美术学院 26000 净月 中文 3 年 美术学 设计学 艺术学理论 艺术设计

马克思主义

学部
18600 本部 中文 3 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 外国哲学 伦理学 中共党史 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技术哲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党的建设 社会工作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心理学院 18600 本部 中文/英文 3 年 基础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数学与

统计学院
23000 本部 中文 3 年 基础数学 计算数学 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统计学 应用统计

物理学院 23000 本部 中文 3 年
理论物理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凝聚态物理 光学 应用物理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化学学院 23000 本部 中文/英文 3 年 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化学工程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 年国际学生硕士专业目录

学院/部
学费

元/年
校区 授课语言 学制 专业

生命科学

学院
23000 本部 中文/英文 3 年

植物学 生物学 生理学 微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遗传学 生态学 草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物理学

地理科学学

院

23000 本部 中文 3 年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区域经济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城乡规划学

英文 3 年 自然地理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湿地科学 人文地理学

体育学院 26000 本部 中文 3 年 体育人文社会学 运动人体科学 体育教育训练学 民族传统教育学

信息科学

与技术学院
26000 净月 中文 3 年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应用技术 教育技术学 软件工程 图书馆学 情报学 计算机技术

图书情报 现代教育技术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智能科学与技术

传媒科学

学院
18600 净月 中文 3 年 新闻学 传播学 戏剧与影视学 艺术学理论 新闻与传播 广播电视

环境学院 26000 净月 中文/英文 3 年 生态学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国际汉学院 18600 本部 中文 2 年 汉语国际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