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 师范大学网络教 育学院文件
华师网 Ez02Olzg号

华南师范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叻学行为规范 (试 行 )
根据教育部有 关文件精神 ,结 合我院网络教育实践 ,特
制订本规范 。
一、 助学行为的基本定义
助学行为是校外学习中心在合作高校的指导下为学生
提供学习支 持与服务的行为总称。它既是校外 学习中心 的基
本职能 ,也 是校外学习中心 的中心工作 ,其 主要 目的是协助
高校督促 、指导、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二 、助学行为的基本条件
(一 )硬 件条件

指为学生提供 网络学习的基础设施条件。主要包括 以下
几个方面

:

1,应 有相对独立、学习环 境 良好的助学场所 。

学习中心必须拥有 自已能够支配的联 网计算机房、多媒
体远程教 室、考场等相对独 立 的场所 ,其 周 围环境应 良好
且 符合 国家与地方有关安全、消防、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

,

2,应 有达到规定的计算机 数量与功能 。
学习中心 的联 网计算机总数量应不少于 50台 ,且 平均
每 6个 学 生应配各 一 台。计算机应 配各有基本的操作系统与
软件 (如 wind。 llrs、

WOrd、

杀毒软件等 ),其 功能应能保 证

学 生学习及参加入学考试和期末考试 (机 考 )的 需求 。

3,应 有联 网条件和配备局域 网服务器 。
学习中心 局域 网应具有百兆 以上条件 ,且 接入 带宽不应
低于 512K。 局域 网服务器的功能和数量符合教学要求 ,能 接
收、存储和共享 学院网络教育的教学资源和信息 ,设 施设各
运行稳定可靠 。

4.应 有 网络安 全保障 。
学习中心 必须遵 守国家关于计算机与网络安全管理有
关规定 ,有 专人负责 互联 网及其它通信 网络的信患安全 ,并
有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
(二
1。

)人 员配备条件
校外学习中心应至少配备 以下 三类人员

:

中心 负责人 :1-2名 ,具 有本科及 以上 学历 、或 中级及
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 、助学思想端 正、并有 2年 以上教学管理
经验 。
教务管理 人员:在 设有班 主任的学习中心 ,教 务管理人
员与学生之 比为 1:铜 0;在 没有设班 主任的学习中心 ,教 务
管理人 员与学生之 比为 1:200。
技术支持人员:在 设有班 主任的学习中心 ,技 术支持人
员与学生之 比为 l:们 0;在 没有设班 主任的学习中心 ,技 术
支持人员与学生之 比为 1:200。

中心主任可 以兼任教务管理或技术 支持人员的工作 。学
生人数在 100人 以内的 ,教 务管理和技术人员也可 以互相兼
职。
专 业辅导老师:招 生人数在 ⒛ 人以上 的专业 ,须 聘任
一位专业辅导老 师 。
建议学习中心配各 班 主任 ,班 主任与学生之 比为 1d00。
2。

各类人员职责

学习中心负责人 :全 面负责学习中心 的工 作 。
教务管理人员:负 责学生教务管理 工作 。
技术支持人员 :负 责学习中心 的技术支持与维护 工 作

,

保 证各项设施设各 正 常运转 ,为 学 生提供 技术支持服务 。
专业辅导老师的聘任与职责按 《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
学院校外辅导教师管理 办法》执行 。
(三 )办 公条件

1.应 有相对独立的学习中心 办公室、招生办公室、教
务管理 办公室 。各办公室的面积总和不应小于 ⒛ 平方米 。

2.办 公设各应配齐 ,至 少应有传真机 、电话机 、联 网
计算机、打印机 、复印机 、扫描仪 、数码相机等 。
三 、助学行为的具体 内容
(一 )为 学 生报名提供咨询服务

学生报名 时应告知 以下 内容或事项

:

1.学 习中心 的合法性 ,省 级教育行政部 门批准招生各
案文件 。

2.学 习中心 当季招生资格文件 。
3.报 名基本条件及 学费收费标准 。

4.网 络教育的学习形式 、教学形式 ,毕 业 及学位 申请
条件 。

5,强 调专升本层次者必须参加且通过 国家统一组织的
网络教育部份公共基础 课程的考试后才能领取毕业证 书 。

6,我 院 、学习中心和学生三者之 间的义务和权利 。
7.我 院的教学管理规定及学生守则 。
(二 )协 助考生报考
1.初 步 审查考生报考条件 。
2.指 导考生准确 填写报名表 上 的个人信息。
3.为 考 生参加 入 学考试提供条件与便利 。
茌。及时通知考生录取情况 。

5.协 助考生查询录取信息。
(三 )协 助学生缴费
1.告 之缴费项 目、数额 。
2。

告 之缴费方式 。

3.告 之缴费查询程序 。
4.告 之缴费后如何领取发 票 。
(四 )为 学 生提供我院备类 网络教育学习资源
1.发 放各类教材及教学材 料 。
按时提交教材订单、返 回教材清单 ,认 真记 录教材和光
盘等教学材料的发放情况 。

2.提 供有快捷访问、获取 网上 学习资源的条件 。
下载我院网上教学资源 ,方 便学 生在学习中心 的局域 网
内浏览、下载、学习。

3,提 供学生利用我校数字图书馆或社会公共数字图书
馆学习的条件。
(五

)为 学 生提供 网上 学习引导 ,督 促学 生使用 网上 学习

资源

1,为 新生开展入 学教育 ,特 别要求新 生认 真学习 《华
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教学管理办法》、 《华南师范大学
网络教育学院学生手册》 ,使 新生熟知我院各种教学管理规
定和 学习要求。

2.提 供 网络教育学习方法的指导 。
3.至 少每周检查 一次学生上 网学习情况 ,及 时提醒、
督促学生上 网学习。

4.考 试前 一个月 ,督 查每个 学 生学习情况

(如 完成作

业、参加答疑 、实时与非实时讨论交流等 )和 其它情况 (如
预约考试、参加考前辅导 等 )。
(六 )为 学 生提供各类信息

1.及 时准确传达我院的教学信息

(如 选课与开课计划、

作业 安排 、考试科 目与时间、实时授课时间、辅导答疑时间、
论文安排、统考辅导安排等 )。

2.及 时准确要求学生提供学籍管理的各类信息

(如 学

籍异动、休学、学分与课程减免、代修等 )。

3.及 时发布其它信息

(如 领取教材光 盘、催促缴费 、

催促提交 电子照片、核 对本人信息、领取毕业证 书等 )。
(七

)为 学 生提供多种渠道的咨询服务

提供多种方便学生咨询及反馈的方式 ,且 保 证 渠道畅通、
便捷 ,信 息反馈及时 (原 则 上 不超过 24小 时 )。

(八 )督 促学生完成学习任 务

1.督 促学生按时完 成作业 。
2,督 促学生按论文写作 时间安排写作与提交论文 。
3.督 促学生按时上 网与教 师实时交流 。
4,督 促学生按时进行教学实 习。
5.督 促学生按时参加 考试 。
6.督 促学生按时参加 网络教育统考 。
7.督 促学生完成我院要求的其它学习活动。
(九 )有 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 网上 小组学习活动
1.指 导学生建 立 网上 学习小组 ,有 计划地开展 网上 学
习小组活动。

2.营 造 网上校 园文化氛 围

(如 摄影 比赛 、音乐欣赏 、

同学博客、学习心得交流等 )。
(十 )配 合我校做好 考务组 织 工作

1.提 供相对独立、考试环 境 良好的考场 ,各 个考场应
方便我校人员巡考 、巡视 。

2.认 真筛选监考人员,坚 决杜绝学习中心有组织、有
计划的集体舞弊事件发生 。

3.配 合我院巡考员 ,做 好考试组织、监控各个环节的
工作 ,确 保考试 工作顺利进行。
(十 一 )认 真执行文档保管制度

1.要 善整理与保管学生的各种档案材料 。
2.及 时汇 总与保存我院各 种规章管理制度 、合作协议 、
以及往来的各种文件与资料 。

3.制 定 学习中心 的各种助 学与管理规章制度 。

4.归 类保存本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种文件与批文。
5.保 存好学生学习支持与服务的各种记 录 。
6。

借助信息化手段辅助文档资料的管理。

(十 二 )其 它

1,重 要问题和原则问题应在第一 时间与我院联系。

2.定 期与不定期反映学生学习情况及相关问题。
3.随 时向我院提出合理化意见、建议。
四、本规定从发文之 日起施行 。由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
育学院负责解释 。

华 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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