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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
城市建设学院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合并成立，是首批列入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和“985 工程”建
设的大学。 

收费标准 
学费：文史法律 RMB18,000／年;理工经管 RMB25,000／年;医学 RMB33,000／年 

英文授课：理工经管 RMB30,000／年;医学(MBBS)RMB40,000／年 
住宿：RMB1,200／月／人(单人间);RMB700／月／人(双人间) 
报名费：RMB6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法学院 法学 

药学院 药学、中药学 

法医学系 法医学 

护理学系 护理学(4 年/5 年) 

社会学系 社会学、社会工作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哲学、汉语国际教育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媒体技术 

管理学院 财政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经济学院 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国际商务、经济统
计学 

临床学院 ★预防医学、★医学影像学、★口腔医学、医学检验技术、★中西医
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7 年)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物流管理、物联网工程 

基础医学院 生物制药 

外国语学院 英语、日语、德语、翻译、法语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公共事业管理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 

化学与化学工学院 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生物科学、生物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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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产品设
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电子封装技术、功能材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核技术、新能源科学与技术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土木科学与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工程力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交通运输、
交通工程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环境设计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播音与主持艺术 

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 

电子信息与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奖学金 
1. 可申请“湖北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报名网页 http://admission.hust.edu.cn/member/login.do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号 
邮编：430074P.R.China 
电话：0086-27-87542457 
传真：0086-27-87547833 
电邮：sie-hust@mail.hust.edu.cn-hust 
网址：www.hu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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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桂子山上，创建于 1903 年，
是教育部直属综合性重点师范大学，同时也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教师教育“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学校下设 25 个院系、60 余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招收 59 个本科专业,184 个硕士专业和 94
个博士专业。学校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全日制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目前全日制在校
生近 3 万人，其中研究生 8000 余人。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18,000／年;理科 RMB20,000／年;音乐、美术、体育 RMB22,000／年 
校内住宿：RMB1,200／月(单人间);RMB900／月／人(双人间) 

RMB600／月(三人间);RMB450／月／人(四人间) 
报名费：RMB3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法学院 法学 

社会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 

心理学院 心理学 

美术学院 美术学、动画、绘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音乐学院 音乐学、音乐表演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化学学院 应用化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外国语学院 英语、英语(翻译)、俄语、日语、法语、韩语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信息资源管理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言、商务汉语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贸易、工商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经济学、财务会计、金融工
程、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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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通信系统、电子信息科技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旅游管理、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地理信息科学 

奖学金 
1. 可申请“华中师范大学优秀新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http://isao.ccnu.edu.cn 
3.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52号 
邮编：430079P.R.China 
电话：0086-27-67865209／5602 
传真：0086-27-67863760 
电邮：cice@mail.ccnu.edu.cn 
网址：cice.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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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Wuhan University 

武汉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武汉大学溯源于 1893 年的自强学堂，1946 年，学校已经形成文、法、理、工、农、医 6 大学院并
驾齐驱的办学格局。1999 年，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
一”。 

收费标准 
学费：文科 RMB20,000／年;理科 RMB24,000／年;医学 RMB30,000／年 

英文授课：文科 RMB23,000／年;理科 RMB28,000／年 
医学 RMB40,000／年 

住宿：1,500／月(枫园一号楼(四室一厅));RMB1,600／月(枫园二号楼(单间)) 
RMB1,200-3,000／(枫园三号楼(单人间);RMB800／(枫园三号楼(双人间) 
医学部住宿：RMB1,200／月(7.8.9 号楼双人间);RMB800／月(10 号楼双人间) 
RMB1,600／月(6 号楼单人间);RMB1,800／月(6 号楼大单人间) 
RMB1,200／月(医学部迎宾楼);RM2,000／月(6 号楼单人大套间) 

报名费：RMB400(董总推荐豁免报名费)，临床医学本科 RMB400 

大学本科院系 

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言、商务汉语 

法学院 法学 

文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中文授课 5 年，MBBS 课 6 年制)、★口腔医学、★医学
检验、预防医学、护理学、生物制药、全球健康学、药学 

历史学院 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 

哲学学院 哲学、现代哲学国际版、宗教学、心理学 

艺术学系 戏剧影视文学、表演 

社会学系 社会学、社会工作 

测绘学院 地球物理学、测绘工程、导航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 

信息管理学院 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档案学、编辑出版学、电子商务、数
字出版 

印刷与包装系 包装工程、印刷工程 

国际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空间信息与数学技术、物联网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波传播与天线、光
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港口海岸及治河工程、农业水利工
程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城市建设学院 ★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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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院系／系 专业方向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文或英文授课) 

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财政学、保险学、工商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旅游管理、工
程管理、物业管理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传播学、※传播
学 

动力与机械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水质科学与技术、
金属材料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基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俄语、德语、法语、日语、翻译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国情监测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工程力学、给水排水科学与工程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外交学、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地资源管理、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奖学金 
1. 在籍生可申请“优秀自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备注 
1. 请依据大学的招生简章之申请资格为准; 
2. 采取网上报名：admission.whu.edu.cn/cn(全年开通)，也接受纸本; 
3. 申请者需要提供两封推荐信; 
4. 此资料仅供参考，最新资讯请浏览该大学网站。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枫园，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编：430072P.R.China 
电话：0086-27-68753912／87647553 
传真：0086-27-87863154 
电邮：sie_lhb@whu.edu.cn 
网址：sie.w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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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医药大学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湖北中医药大学创始于 1958 年,是我国首批建立的六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经过 50 多年的发
展，已成为在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高等中医药院校。
学校现有普通全日制在校生 16000 余人，正、副教授 533 人，博士生导师 103 人。 

学校设置有十三个二级学院、八所附属医院、十五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3 个二级
学科博士点，23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1 个本科专业。在半个世纪的高等中医药教育实践中，湖北
中医药大学立足湖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已形成“中医中药并举，文理工管相融”的办学格局。 

收费标准 
学费：RMB23,000／年 
住宿：RMB600／床／月(大双人间);RMB500／床／月(小双人间);RMB1,000／床／月(四人间) 
报名费：RMB500 

大学本科院系 
本科专业 
英语 生物技术 中药资源与开发 

药学 制药工程 针灸推拿学(5 年) 

中药学 药物制剂 中医学(5 年) 

医学检验 市场营销 护理学(5 年) 
针灸推拿学(针刀方向) 
(5 年) 中西医临床医学(MBBS 方向-6 年)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方向) 

中医学(应用心理学方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物流管理方向) 

医学信息工程 中医学(美容与康复方向、中医骨伤方向)(5 年) 

奖学金 
1. 可申请“湖北省教育厅奖学金”(新生)、“湖北中医药大学校奖学金”(在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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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黄家湖西路 1号 
邮编：430065P.R.China 
电话：0086-27-68890172 
传真：0086-27-68890170 
电邮：1050@hbtcm.edu.cn 
网址：www.hbtcm.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