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堂教学
2019年5月18日上午8:00

专业能力测试
2019年5月19日上午8:00

面试环节
2019年5月19日下午2:30

地点 专业能力测试方式和地点 地点

20191011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

教学（语文）

笔试
逸夫楼401B

（笔试时间：8:00-10:00）

20191013
广播电视编导（摄影摄像方
向或影视后期制作方向）

专业能力展示
集中地点：410A
测试地点：逸夫楼506A（非线性编
辑机房）、504A（影视灯光实训
室）
（上午8:00开始）

历史地
理与旅
游学院

20191041
旅游管理/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专业能力展示
逸夫楼209B机房
（上午8:00开始）

20191021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学科

教学（英语）

20191023 英语语言文学

20191022 英语笔译/英语口译

20191031 行政管理

20191032 国际法学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2019107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
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

代史/中共党史

20191051 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方向）

20191052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20191053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物理

、化学或生物方向）

20191054 教育学

20191055 教育史

20191056 教育学原理

20191057 学前教育

20191061 国际贸易学

20191062 金融学

20191063 会计学

20191083
大数据技术类专业（信号与信息处

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

20191085 应用数学

物理与
电子信
息学院

20191091
教育技术学（远程开放教育
或信息技术教育方向）

专业能力展示
综合楼809机房

（上午8:00开始）

20191101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学科

教学（化学）

20191102 环境工程

20191111 农业推广

20191113 植物学

笔试
逸夫楼403B

（笔试时间：8:00-10:00）

笔试
逸夫楼405B

（笔试时间：8:00-10:00）
数学与
计算机
科学学

院

化学与
环境科
学学院 笔试

逸夫楼407B
（笔试时间：8:00-10:00）

集中：逸夫楼416A
备课：逸夫楼414A
试教：逸夫楼407A
休息：逸夫楼411A

上饶师范学院2019年公开招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教学岗位考试流程一览表

集中：逸夫楼408B
备课：逸夫楼406B
试教：逸夫楼401B
休息：逸夫楼405B

集中地点：逸夫楼407B
准备地点：逸夫楼405B
面试地点：逸夫楼403B
休息地点：逸夫楼401B

集中地点：逸夫楼413A
准备地点：逸夫楼411A
面试地点：逸夫楼409A
休息地点：逸夫楼407A

集中地点：逸夫楼408B
准备地点：逸夫楼406B
面试地点：逸夫楼404B
休息地点：逸夫楼402B

笔试
逸夫楼401B

（笔试时间：8:00-10:00）

集中：逸夫楼408B
备课：逸夫楼406B
试教：逸夫楼403B
休息：逸夫楼405B

集中：逸夫楼409B
备课：逸夫楼407B
试教：逸夫楼404B
休息：逸夫楼402B

生命科
学学院

部门

集中：逸夫楼415A
备课：逸夫楼413A
试教：逸夫楼412A
休息：逸夫楼410A

集中：逸夫楼308B
备课：逸夫楼306B
试教：逸夫楼303B
休息：逸夫楼305B

集中：逸夫楼416A
备课：逸夫楼414A
试教：逸夫楼409A
休息：逸夫楼411A

文学与
新闻传
播学院

外国语
学院

政治与
法律学

院

教育科
学学院

经济与
管理学

院

岗位代码 需求专业（方向）



课堂教学
2019年5月18日上午8:00

专业能力测试
2019年5月19日上午8:00

面试环节
2019年5月19日下午2:30

地点 专业能力测试方式和地点 地点

部门 岗位代码 需求专业（方向）

20191121 体育学（体育舞蹈）

20191122 体育学（健美操）

20191123 体育学（体育绘图）

20191124 体育学（体育统计）

20191131
音乐与舞蹈学（合唱与指

挥）

20191132 音乐与舞蹈学（琵琶）

20191134 音乐与舞蹈学（钢琴）

20191135 音乐与舞蹈学（声乐）

20191136
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基础

理论或舞蹈史方向）

20191137
音乐与舞蹈学（舞蹈表演方

向）

20191141 书法学

集中：逸夫楼315A
备课：逸夫楼313A
试教：逸夫楼312A
休息：逸夫楼310A

20191142 美术学（国画或版画方向）

20191143
环境艺术设计（室内设计或

景观设计方向）

20191144
视觉传达设计（影视广告设
计或平面广告设计方向）

20191145 设计学

考生注意事项：
1.课堂教学环节
考生提前20分钟至集中教室等待，抽签完毕后，按抽签顺序依次在备课室独立备课每人30分钟，试教室教学30分钟，教学结束后到休息室等待（请注
意考生只能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备课室，备课结束后仅可将在备课室内现场准备的备课纸带入试教室，其余一切材料均须放置在备课室内，同时
本人不得再进入备课室和集中室），直至本人签字确认分数后方可离开；
2.专业能力测试
（1）本次考试专业能力测试环节分为专业能力展示、笔试两种方式，具体岗位的测试类型已在上述流程表中公布，其中音乐舞蹈学院和体育学院岗
位的专业能力展示须进行指定技能展示和个人自选才艺展示两项环节，其余岗位的专业技能展示无自选才艺展示环节；
（2）音乐舞蹈学院岗位考生在专业能力展示环节中，如需伴奏的请自行准备伴奏（伴奏人员一律在考场警戒线外等候），相关大型乐器如：钢琴等
由音乐舞蹈学院提供，其余所需考试器具如琵琶、服装等由考生自备；
（3）美术与设计学院书法学岗位专业技能测试分为毛笔书法和篆刻两部分，考生自备笔墨、刻刀等相关工具，宣纸、毛毡和石头由美术与设计学院
提供；国画或版画岗位的考生自备笔墨、刻刀等相关工具，宣纸、刻板等由美术与设计学院提供；
（4）体育学院岗位专业技能展示中指定技能展示环节所需器具由体育学院提供，个人自选才艺展示环节中须自备服装和音乐；
（5）其余测试类型为笔试的岗位请考生自行准备水笔、铅笔、橡皮等相关文具。
3.面试
面试为结构化面试，参加面试的考生根据入闱名单到指定教室抽签，抽签结束后，按抽签确定的顺序进行面试。考生面试结束后，到休息室等待，直
至本人签字确认分数后方可离开。
4.本次考试的所有环节考生均不得在考试过程中透露任何个人信息，违者该环节成绩按零分处理。
5.以上注意事项由上饶师范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美术与
设计学

院

集中地点：逸夫楼307B
准备地点：逸夫楼305B
面试地点：逸夫楼303B
休息地点：逸夫楼301B

集中地点：逸夫楼416A
准备地点：逸夫楼414A
面试地点：逸夫楼412A
休息地点：逸夫楼410A

专业能力展示
集中地点：新体育馆东门

测试地点：新体育馆舞蹈房
（上午8:00开始）

专业能力展示
书法学集中地点：逸夫楼410A
书法学测试地点：逸夫楼505B、
507B
国画或版画方向、环境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学岗位集中地
点：美术楼二楼会议室
国画测试地点：美术楼109室
版画测试地点：美术楼113室
环境艺术设计岗位测试地点：美术
楼305室
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学岗位测试地
点：美术楼307室
（上午8:00开始）

体育学
院

集中：逸夫楼308B
备课：逸夫楼306B
试教：逸夫楼301B
休息：逸夫楼305B

音乐舞
蹈学院

笔试
逸夫楼407B

（笔试时间：8:00-10:00）

专业能力展示
集中地点：音乐楼305室
20191131合唱与指挥、20191132琵
琶、20191134钢琴、20191135声乐
岗位测试地点：音乐楼309室
20191136舞蹈学基础理论或舞蹈史
方向和20191137舞蹈表演岗位测试
地点：音乐楼503舞蹈房
休息地点：音乐楼307室
（上午8:00开始）

集中：逸夫楼316A
备课：逸夫楼314A
试教：逸夫楼311A
休息：逸夫楼309A

集中：逸夫楼309B
备课：逸夫楼307B
试教：逸夫楼304B
休息：逸夫楼302B



笔试
2019年5月18日上午8:00

业务能力测试
2019年5月19日上午8:00

面试环节
2019年5月19日下午2:30

地点 业务测试方式和地点 地点

后勤与
基建管
理处

20193011 土木工程
笔试

逸夫楼403B
（笔试时间：8:00-10:00）

计算机
网络中

心
20193021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网络工

程

计划财
务处

20193031
会计学/财务
管理/审计学

图书馆 20193041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图书
馆学或情报学

方向）

20193051 专业不限

20193052 专业不限

上饶师范学院2019年公开招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非教学专业技术岗位考试流程一览表

岗位代码

逸夫楼202B
（笔试时间：8:00-10:00)

逸夫楼201B
（笔试时间：8:00-10:00)

考生注意事项：
1.非教学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考试分为：笔试、业务能力测试和面试。
2.笔试请考生提前15分钟至考场等待，自带水笔、橡皮等文具参加考试，手机、计算器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一律不得带入考场。
3.业务能力测试分为笔试和实物操作两种方式，具体岗位的测试类型已在上述流程表中公布，请考生提前15分钟至测试地点候考。
4.面试为结构化面试，参加面试的考生根据入闱名单到指定教室抽签，抽签结束后，按抽签确定的顺序进行面试。考生面试结束后，到休息
室等待，直至本人签字确认分数后方可离开。
5.以上注意事项由上饶师范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集中地点：逸夫楼308B
准备地点：逸夫楼306B
面试地点：逸夫楼304B
休息地点：逸夫楼302B

需求专业
（方向）

专职学
生辅导

员

部门

实务操作
测试地点：逸夫楼503B机房
（实务操作时间：上午8:00开

始）

笔试
逸夫楼405B

（笔试时间：8:00-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