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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浙高师培字〔2021〕9 号 
 

关于做好2021年秋季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
理论在线培训及上机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人事处： 

根据省教育厅部署，定于 2021 年 10~12 月举行 2021 年秋季

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理论上机考试（以下简称“岗前培训考试”）。

考试由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省高培中心”）

统一组织，分两轮进行。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以学校为单

位举行第一轮考试，各高校自行组织本校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考

试（高校附属医院，由归口高校通知并组织考试）。党校、广播

电视大学及专修学院不设考点，由学校联系统一调整至其他高校

考点。由省高培中心遴选高校设补考考点进行第二轮考试。为规

范、有序推进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前培训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新补充到高等学校从事教育教学

工作的教师或其他人员，需自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高等教育

法规、教师伦理学等相关内容。各高校人事、教务和科研管理等

部门要根据本校情况和对新入职教师的要求，为青年教师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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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校本培训课程，以便其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和胜任岗位工作。

学员可在岗前培训考试报名平台注册账号进行在线视频学习，进

入“我要练习”栏目进行答题练习。视频学习平台全年开放，为

避免报名前在线视频学习过于拥堵，请各高校通知教师尽早登录

平台（PC 端或手机端）完成规定学时。 

二、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为在线考试，包括《高等教育学》《大学心理学》

《高等教育法规》《教师伦理学》四个科目，每科目考试时间均

为 30 分钟。四科考试合为一场，连续进行，每场考试的时间均

为 120 分钟。每份试卷均包括单项选择题 40 分、多项选择题 40

分和判断题 20 分，满分为 100 分。75 分（含）以上方为合格。 

三、第一轮考试 

（一）报名条件 

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完成 600分钟在线视频培训学习方可报名

考试。首考考生和再考考生的在线视频培训学习时间都须满 600

分钟且在两年有效期内，未满 600 分钟或未在有效期内的考生须

重新学习。 

（二）报名缴费 

1．报名时间：2021 年 9 月 26 日（周日）9:00—9 月 28 日（周

二）17:00。 

2．缴费时间：2021 年 9 月 26 日（周日）9:00—9 月 30 日（周

四）17:00。逾期未缴费视为放弃考试。一旦支付无法退费，请考

生谨慎操作。 

3．缴费标准：每次考试 70 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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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流程 

1．考生报名：符合条件的考生（首次报名的考生使用个人

身份证号注册账号）登录报名系统（http://zjzx.zjnu.edu.cn/bm/）

完善个人信息，确保所填个人信息完整无误。第一轮线上考试时，

系统默认考生所在单位为报考考点。 

2．单位初审：由考生所在单位负责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的信

息联络员登录报名系统管理后台（http://zjzx.zjnu.edu.cn/admin），

在 9 月 29 日（周三）12:00 前完成资格初审工作。审核内容包括：

（1）考生类型是否相符；（2）考生身份信息是否填写正确完整；

（3）考生照片是否符合证书打印要求（2 寸免冠电子证件照）。 

3．省高培中心复审。与初审同步进行。 

4．在线缴费：考生登录报名平台实时查看资格审核情况，

审核通过后在平台上完成自助缴费，收到缴费成功短信提示，即

为报名成功。 

5．打印准考证：考生可于 10 月 21 日（周四）11:00 后登录

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考点及场次在准考证上明确。 

（四）考试安排 

第一轮线上考试时间：10 月 23 日（周六）—10 月 26 日（周

二）每天 4 场，第一场：8:30—10:30，第二场：11:00—13:00，

第三场：13:30—15:30，第四场：16:00—18:00。《2021 年秋季

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批次安排表》将于 10 月 13 日（周三）

在报名平台公告栏及岗培考试钉钉工作群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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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点设置 

为加强管理确保考试秩序，报考人数≤20 人的高校、党校、

广播电视大学及专修学校（院）等单位均不设考点。请相关单位

联系附近其他高校考点，协调好机位、校园进出审批等事项，并

于 10 月 9 日（周六）15:00 前将《考点调整说明》（附件 4）加

盖公章扫描成 PDF 后发送至 gpks@zjnu.cn，由省高培中心在报名

平台统一调整相关考生考点。请各考点在 10 月 15 日（周五）15:00

前将第一轮考试的考场机房号、机位数、监巡考人员、技术保障

人员等信息（附件 3）发送至 gpks@zjnu.cn。 

四、第二轮考试（补考） 

（一）报名条件 

在线视频培训学习满 600 分钟（在两年有效期内），且已参

加过考试的考生。考生可自行选择所有补考考点不同时间段的两

场考试进行报名。 

（二）报名缴费 

1．报名时间：2021 年 11 月 23 日（周二）9:00—11 月 25

日（周四）17:00。 

2．缴费时间：2021 年 11 月 23 日（周二）9:00—11 月 26

日（周五）17:00。逾期未缴费视为放弃考试。一旦支付无法退费，

请考生谨慎操作。 

3．缴费标准：每次考试 70 元/科。 

（三）报考流程 

1．考生报名：符合条件的考生登录报名系统自行选择补考

考点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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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格审核：由省高培中心对考生补考条件进行审核。补

考考点管理员可登录报名系统管理后台查看考点报名情况，提前

安排考务工作，并于 12 月 3 日（周五）15:00 前报送考场机房号、

机位数等（附件 3）。 

3．报名缴费：符合补考条件的考生登录报名平台完成自助

缴费，收到缴费成功短信提示，即为补考报名成功。 

4．打印准考证：考生可于 12 月 9 日（周四）11:00 后登录

报名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考点及场次在准考证上明确。 

（四）考试安排 

第二轮考试（补考）考点安排详见附件 2。《2021 年秋季岗

培第二轮考试（补考）日程安排》将于 11 月 18 日（周四）在报

名平台公告栏发布。 

五、考试纪律 

1．考生须持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证件不全

者，不得进入考场。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入场，开考 15 分钟后方

可交卷离开。参加第二轮考试（补考）的考生须同时携带《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附件 5），

符合报考考点疫情防控要求方可参加考试。 

2．进入考场后，禁止使用一切电子设备，考生必须将手机

关机装入密封袋，考试结束前禁止拆封、使用。考生须将资料存

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地方，不得将资料、U 盘（试题、教材、纸

质材料等）带入座位，否则以作弊论处。考生须自觉遵守考场纪

律，不得有夹带资料、抄袭、代考等作弊行为。一经发现有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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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弊行为，将被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12 个月之内不得

参加同一考试，相关材料将上报给省教育厅。 

六、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岗前培训考试的组织实施，明确责任

人，制定严密的考试组织方案，安排好监考、巡考人员，开展考

务培训，严肃考风考纪。及时通知本校符合条件的教师准时参加

考试。同时，还要根据各单位疫情防控要求制定完善的防疫措施。 

2．试场须设在校内指定专用机房，按每 30 名考生配备 1 名

监考员。每个考场配备 1 名技术人员，负责保障机房设备、网络

安全等。同时，要按实考人数 5%~10%的数量配备备用考试机。

每个考场须确保网络畅通，考试机上预先安装谷歌浏览器（v80

以上版本）。 

3．各单位要根据岗培考试工作日程安排（附件 1、2），积

极配合省高培中心完成各项工作。 

七、参考教材 

1.《高等教育学》，顾建民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大学心理学》，林正范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5 月第 1 版。 

3.《教师伦理学》，朱法贞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 月第 1 版。 

4.《高等教育法规基础》，王爱国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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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项 

1．有效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考生在线学习时间有效

期为 2 年。考生在未取得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结业

证书前，已合格的考试科目成绩有效期为 2 年。 

2．补换证：浙江省外新调入教师的岗培合格证书换发（由

省高培中心负责）及 2020 年之前的纸质证书补办（杭州地区高

校由浙江大学负责）每年集中统一办理，受理申请时间春季为 4

月、秋季为 10 月。2020 年之后已采用电子合格证书，考生可登

录平台直接下载。 

九、联系方式 

为便于工作联系，请各高校（高校附属医院）、党校、广播

电视大学等单位分管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的部门负责人、信息联络

员加入钉钉“全省岗前培训考试工作群”，钉钉群号：31358667。 

省高培中心联系人：吴盼、傅新忠，0579-82299590，邮箱：

gpks@zjnu.cn。 

 

附件：1．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日程安排 

2．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补考考点 

3．2021 年秋季岗前培训考试考点安排表 

4．考点调整说明 

5．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考生健康

承诺书 

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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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日程安排 

日期 具体事项 

报名时间截止前 考生在线视频学习 

9 月 26 日（周日） 9:00 开放报名、在线缴费 

9 月 28 日（周二） 17:00 报名截止 

9 月 29 日（周三） 
1.考生所在单位 12:00 前完成资格初审 

2.省高培中心 17:00 前完成资格复审 

9 月 30 日（周四） 17:00 考生报名缴费截止 

10 月 9 日（周六） 

报考人数≤20 人的高校、党校、广播电视大学及专修

学校（院）等单位，在 15:00 前将《考点调整说明》

（附件 4）发送至 gpks@zjnu.cn 

10 月 11 日（周一）

—10 月 12 日（周二） 
制定第一轮线上考试安排批次表 

10 月 13 日(周三) 
公布《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线上考试批次

安排表》 

10 月 15 日（周五） 15:00 前各考点单位报送考点机房号、机位数等 

10 月 16 日（周六） 

—10 月 18 日（周一） 
省高培中心汇总各考点考场安排，导入报名系统 

10 月 19 日（周二） 
省高培中心组织全省考点信息联络员及技术人员以

钉钉视频会议形式进行考前培训 

10 月 20 日（周三） 各考点完成本单位考务培训 

10 月 21 日（周四） 11:00 后考生自行打印准考证 

mailto:%E5%8F%91%E9%80%81%E8%87%B3gpzx@zj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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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周一) 

—10 月 22 日（周五） 
考试机房测试（每天 9:00-17:00） 

10 月 23 日（周六）

—10 月 26 日（周二） 
省高培中心组织分批次在线考试 

11 月 3 日（周三） 发布第一轮考试成绩，考生自行打印电子合格证书 

11 月 18 日（周四） 公布《2021 年秋季岗培第二轮考试（补考）日程安排》 

11 月 23 日（周二） 9:00 开放补考报名 

11 月 25 日（周四） 17:00 补考报名截止 

11 月 26 日（周五） 17:00 考生补考缴费截止 

12 月 3 日（周五） 15:00 前补考考点报送考场机房号、机位数等 

12 月 6 日（周一） 汇总各考点考场安排，导入报名系统 

12 月 7 日（周二）—

12 月 8 日（周三） 

1.考点进行机房测试 

2.安排考务工作 

12 月 9 日（周四） 
11:00 后考生自行打印准考证，下载并填写考生健康

承诺书 

12 月中下旬 
1.组织补考考点在线考试 

2.发布补考成绩，考生自行打印电子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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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补考考点 

补考考点 地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浙江大学 杭州市/西湖区 李老师 0571-88981188 

浙江师范大学 金华市/婺城区 吴老师 0579-82299590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市/江干区 邹老师 0571-86915050 

温州医科大学 温州市/瓯海区 林老师 0577-86689797 

温州大学 温州市/瓯海区 王老师 0577-86591585 

浙江海洋大学 舟山市/定海区 张老师 0580-2550098 

嘉兴学院 嘉兴市/南湖区 曾老师 0573-83640237 

绍兴文理学院 绍兴市/越城区 赵老师 0575-88346469 

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市/鄞州区 张老师 0574-88229998 

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市/吴兴区 蒋老师 0572-2322773 

台州学院 台州市/椒江区 卓老师 0576-88661767 

 



11 
 

附件 3： 

2021 年秋季岗前培训考试考点安排表 

 
请于 10 月 15 日（周五）15:00 前将本表电子稿发送至 gpks@zjnu.cn。 

单位名称（考点）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机房所在位置 如：海洋大楼（）-计算中心 1 楼 

机房对应公网 IP  

部门分管领导（主考）  手机号码  

联络员（系统管理员）  手机号码  

机房技术总协调  手机号码  

考场安排 
本考点共（    ）名考生 

安排考场（    ）个 

考试开始时间 考场序号 机房号 机位数 监考人员 技术人员 

2021-04-13  8:30 考场一 如：信息楼（2 幢）
101 50 张三、李四 王五 

2021-04-13  8:30 考场二     

2021-04-13  11:00 考场一     

2021-04-13  11:00 考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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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考点调整说明 

省高培中心： 

经沟通协调，我单位                          （单位名称）已

取得                        （考点名称）同意，由我单位审核本次

报名考生的相关信息后，将本单位    名考生并入对方组织的 2021 年

秋季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线上考试。具体考生名单如下： 

序

号 
考生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考点名称 考试时间 

1 张三 33070211988662271 浙江师范大学 2021-04-13 11:00 

     

     

     

     

     
 

请于 10 月 9 日（周六）15:00 前将本表盖章后扫描成PDF 发送至 gpks@zjnu.cn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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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秋季浙江省高校岗前培训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准考证号码  

健 

康 

声 

明 

1. 是否为新冠肺炎疑似、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或密切接触

者？ 

□是    □否 

2. 是否为新冠肺炎治愈者？ 

□是    □否 

3. 考前 14 天内，是否出现发热（体温≥37.3℃）或其他呼吸道

疾病症状？ 

□是    □否 

4. 考前 21 天内，是否从疫情中高风险等级地区回考区？ 

□是    □否 

5. 考前 14 天内，是否从疫情中风险等级地区回考区？ 

□是    □否 

6. 大数据疫情防控行程卡是否为绿码？（支付宝或微信查询） 

□是    □否 

考 

生 

承 

诺 

本人如实逐项填报健康申明，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不

良后果，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考生签名： 

2021 年   月   日 

注：“健康声明”中有一项为“是”的，考生入场前须提供考前 7 日内有

效核酸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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