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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Xiamen University 

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
侨创办的大学，也是中国唯一地处经济特区的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
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一
所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居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人文社科类 RMB24,000／年;理工医类、经管法、艺术 RMB26,000／年 

英文授课(临床医学 MBBS)RMB38,000／年 
经济学院(英文授课)RMB34,000／年 

住宿：思明校区校内住宿：《详情请阅新生入学须知》 
翔安校区校内住宿：RMB2000/年/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400(网上报名时缴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法学院 法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中医学、护理学、临床医学 MBBS(6 年制)、★口腔医
学 

外文学院 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历史学(含世界史方向)、考古学、
哲学(含国学方向)、人类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经济学院 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财政学、税收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
学、统计学、经济统计学、国际商务 

经济学院(英文授课) ※金融学、※国际商务、※经济学 

管理学院 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
管理科学、电子商务、酒店管理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能源化学、化学生物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海洋与地球学院 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海洋科学 

环境与生态学院 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生态工程 

能源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公共事务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工作、社会学、行政管理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外交学 

海外教育学院 经贸汉语、汉语教育、中国文化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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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学、城乡规划、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航空航天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飞
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自动化 

奖学金 
1. 可申请“厦门市陈嘉庚奖学金(全额奖学金)”、“厦门大学国际新生奖学金”、“福建省政府外国留学生
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必须登录厦门大学国际学生网上报名系统报名 http://application.xmu.edu.cn/ 
3. 申请者需提交个人陈述、个人风彩视频、1 封推荐信(若英文授课者则用英文表达); 
(注：5-10 分钟介绍个人信息、兴趣爱好、参与活动、对厦门大学的印象及来华计划。) 
4. 2012 年始申请音乐学及音乐表演专业需进行面试; 
5. 英文授课需要提供相应的语言证明，例如：托福 80 以上、雅思 60 或以上; 
6. 国际学生经济担保书，同时提交经费担保人的工作或收入证明及护照复印件; 
7. 完成厦门大学分校预科班，无法到中国厦门就读本科专业; 
8. 其他申请材料要求必须依照该校招生简章提交; 
9.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 422号 
邮编：361005P.R.China 
电话：0086-592-2184792／2188375 
传真：0086-592-2180256 
电邮：admissions@xmu.edu.cn 
网址：admissions.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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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 
Huaqiao University 

华侨大学，是在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关怀下，国家于 1960 年创办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学校
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是中国政府重点建设大学和教育部首批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
的大学。学校在泉州、厦门两市设有校区，对外实行春、秋两季的招生制度。 

华侨大学设有研究生院，有 31 个学院，140 个研究院、所、中心;有 20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11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88 个本科专业。学校拥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12 个学科门类，形成了文理
渗透、理工结合、工管相济、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收费标准 
学费：美术及艺术 RMB18,000／年;一般科类 RMB14,000／年;预科班 RMB10,000／年 

汉语言、华文教育 RMB15,000／年;临床医学、药学 RMB17,000／年 
全英文教学(中美联合培养 121 国际班)RMB28,000／年 

住宿：泉：RMB5,800／年(单人间); 
厦：RMB3,800／年／人(双人间);RMB1,300／年／人(四人间) 
华文学院：RMB5,600／年／人(双人间);RMB2,400／年／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5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设有预科班)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国际学院(泉) 

经济学类(含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美 121 双学位班,
全英文教学，可接轨 CFA 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工商管理类(含
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中美 121 双学位班,全英文教学，可接轨
ACCA 国际注册会计师)、国际商务(全英文教学，可接轨英国名
校 3+1 或 3+1+1 本硕连读项目)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厦) 哲学(中西人才试验班)、社会学 

国际关系学院(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国际公务员实验班) 

经济与金融学院(泉) 金融学、经济学类(含经济学、投资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
务) 

法学院(泉) 法学 

体育学院(泉) 体育教育 

华文学院(厦门集美) 汉语国际教育(厦)、华文教育、汉语言、预科班 A(文)、预科班
A(理)、预科班 B(文)、预科班 B(理) 

文学院(泉) 汉语言文学、应用语言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厦)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 

外国语学院(泉) 英语、日语、翻译 

数学科学学院(泉)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信息与计算科学(移
动互联网、数据科学方向)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厦) 机械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
业设计、车辆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厦) 应用化学(拔尖人才试点班)、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化学、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拔尖人才试点班)、功能材料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应用物理学(拔尖人才试点班)、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自
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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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统计学院(厦) 统计学(金融统计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厦) 软件工程、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方向>、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安全) 

土木工程学院(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土木类(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
管理) 

化工学院(厦)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含精细化工方向、能源化
工方向)、制药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园艺
(观赏园艺) 

建筑学院(厦) 建筑学(5 年)、城乡规划(5 年)、风景园林(5 年) 

医学院(泉) 临床医学(5 年)、药学(全英文教学)、药学 

工商管理学院(泉) 会计学、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物流管理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泉) 
公共事业管理(社会保障管理方向)、行政管理(公共政策与政府治
理方向)、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规划与地价评估方向)、城市管理(城
市经济与数字化管理方向) 

旅游学院(泉) 
工商管理类(酒店管理专业，中美 121 双学位班,全英文教学，可
接轨 ACCA 国际注册会计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旅游规划与
景区管理方向)、旅游管理类(含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
与管理) 

音乐舞蹈学院(厦) 音乐表演、音乐学(师范类)、舞蹈表演、舞蹈学(师范类) 

美术学院(泉) 美术学类(含美术学、绘画)、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
计、产品设计) 

注：泉州校区-泉;厦州校区-厦 

奖学金 
1. 可向董总学生事务局申请“华侨大学奖学金”，student.dongzong.my。 
2. 华侨大学境外优秀新生奖学金(留学生)、陈嘉庚奖学金(面向厦门校区及华文学院)、福建省政府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A. 文商、理工、技职科及美术类学生，含义如下： 

文商类：华文、英语、数学及历史、地理、相关科目簿记、商概四门中的任意两门。 
理工类：华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 
技职科：华文、英语、数学及与报读专业相关的两门课程。 

2. B. 美术、音乐、舞蹈、体育教育类 
华文、英语、数学三门相关科目，同时具有相关特殊艺能表现证书，或视个别情况做个案处理。 

3. 报读华文教育、汉语言专业的马来西亚学生，有一定汉语基础者可插班学习。华文教育专业须
经中国驻外大使馆推荐报名。汉语言专业实行春、秋两季招生; 
4. 理工科高中毕业生可报读除文史类外的所有专业;文科及商科高中毕业生可报读除理工类外的
所有专业。; 
5.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及港澳台学生工作的通知》(简称《通
知》)要求，凡 2018 年报考华侨大学艺术类、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均需进行“术科”考核。相关考核
方案请参考网上通知。 
6. 选读设计学类、美术学类、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表演、舞蹈学及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加
试专业课程，但要求学生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素质和专业基础，持有相关专业等级证书或大赛获
奖证书，以供华侨大学随时审定。根据国家教育部门和该校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可申请转入
其他普通类本科专业，其他普通本科专业亦不可转入以上所述专业;该校原则上仅招收第一专业志
愿填报上述专业的考生; 
7. 报考英语专业、全英文教学专业及中美 121 双学位班的考生，该校将适当考虑英语单科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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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教学专业及中美 121 双学位班的考生入学后不可转入其他中文授课类专业学习。报考金融学、
会计学、财务管理等专业，该校将适当考虑数学单科成绩; 
8.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城华北路 269号杨思椿科学馆五楼 
邮编：362021P.R.China 
电话：0086-595-22695678 
传真：0086-595-22691575 
电邮：hqdxjwzs@sina.com 
网址：zsc.h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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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范大学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闽南师范大学是福建省重点建设的省属全日制本科院校，座落在历史文化名城、闽南开放城
市——漳州市。由 1915 年原龙溪师范发展而来，后辗转变迁，成为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与当时的
福建师范学院(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形成福建省本科师范教育一南一北的格局。2013 年 4 月更名为
闽南师范大学。2013 年起列入本一批招生。 

收费标准 
学费：RMB15,000/年 
住宿：国际学术交流中心:RMB150/天(住 2 人);学生公寓：RM1,000-1,200/年(每间住 4 人) 
报名费：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法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与金融、经济统计学(投资决策方向)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 
艺术学院 音乐学(教师教育)、音乐学、美术学(教师教育)、公共艺术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师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英语、翻译、日语 

计算机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升本) 

新闻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学(专升本) 

海外教育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人力资源管理、广播电视学(影视多媒体技术)、国际
经济与贸易、经济学(财务金融方向)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技术(师范)、小学教育(师范)、学前教育(师范)、心理学(师范) 

数学与同济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数学与应用数学(财经数学方向)、信息与计算科
学、应用统计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化学与环境学院 化学(师范)、科学教育(师范)、应用化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历史学(师范)、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文化产业管理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科学(师范)、园艺、园林、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理学(师范)、物理学(光电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 

奖学金 
1. 可申请“闽南师范大学优秀生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漳州市县前直街 36号 
邮编：363000P.R.China 
电话：0086-595-2591390 
传真：0086-595-2598865 
电邮：zzhwedu@hotmail.com 
网址：www.mnnu.edu.cn 



留华推荐专案◎集美大学 

-131- 
 

集美大学 
Jimei University 

集美大学地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村，是福建省省属重点公办的
多科性大学，拥有 98 年的办学历史。集美大学是福建省较早具有招收留学生和港澳台侨学生资格
的院校之一。学校现有 21 个学院(部)，69 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农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
学、理学、文学、法学和艺术学等 9 个学科门类。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4,000／年;理科、工科 RMB15400／年;艺术、体育 RMB21000／年 
住宿：RMB9,600／年(单人间);RMB4,800／年(双人间);RMB2,400／年(四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交通运输、物流管理 
轮机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水产学院 动物科学、水产养殖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水生动物医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含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环境工程) 
财经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会计学 
教师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审计学、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旅游管理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类(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
程、车辆工程)、能源动力类(含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工程)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地理信息科
学、应用物理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翻译 
法学院 法学、社会工作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工程技术学院 工程管理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表演 
美术学院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动画、环境设计 

奖学金 
1. 可申请“福建省政府奖学金”、“陈嘉庚奖学金“、“集美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提供两封推荐信及来华学习计划。;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银江路 185号 
邮编：361021P.R.China 
电话：0086-592-6182393 
传真：0086-592-6185889 
电邮：zsbbg@jmu.edu.cn    网址：zsb.j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