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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美大学 2020 年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集美大学概况 

   集美大学是福建省“双一流”建设高校、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是交通运输部与福建省、

国家海洋局与福建省、福建省与厦门市共建高校，硕士推免生资格单位、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面向全国招生。 

  校史和校训 

集美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始于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1918 年创办的集美学校师

范部和 1920 年创办的集美学校水产科、商科，迄今已有百年历史。1994 年，在原集美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集美航海学院、集美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厦门水产学院、福建体育学院合并

组建集美大学。学校以“诚毅”为校训，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坚持“嘉庚精神立校，诚毅品格树人”，

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 

港澳台侨招生历程 

集美大学是福建省较早具有招收港、澳、台、华侨学生和外国留学生资格的院校之一。

经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批准，我校自 2003 年起招收港澳台侨学生，并可单独对台湾招

生；自 2011 年起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自 2012 年起

依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自 2013 年起可以通过内地（祖国大陆）面

向港澳台招收研究生统一考试招收港澳台研究生；自 2018 年起招收澳门保送生。 

学科和师资 

学校现有 21 个学院(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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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层次完

整的办学体系。全日制在校生 27000 多人,其中港澳台侨、国际学生 600 多人。专任教师 1500

多人，高职称教师 800 余人。 

国际合作交流 

集美大学重视与国（境）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先后与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 100 多所高校和

科研院所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联合培养学生，开展合作办学。 

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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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占地面积 2300 多亩，校舍面积近 100 万平方米，有 8 栋嘉庚建筑为国家重点保护

文物，新校区建筑群荣获“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是全国高校唯一入选的

项目。学校环境恬美幽雅，气候宜人。红墙绿瓦，水榭亭台掩映于绿树繁花之中,是无数海内

外莘莘学子理想的求学之所。 

一、保送条件 

（1）持有效的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符合澳门保送生资格，成绩优异，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 

（3）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4）由所在中学校长推荐； 

（5）外语语种为英语。 

 

二、录取原则与方式 

1.录取原则：我校将全面贯彻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综

合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学习能力等基本素质，择优录取，且优先录取第一志愿

考生。   

2.考核方式： 

①我校将对符合澳门保送生资格的报名学生进行面试考核。根据申请者的面试成绩、考

生中学阶段学业成绩和综合表现、专业志愿等，确定拟录取专业。 

②报考体育（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相关专业的学习基础和学科发展潜质，须同

时参加我校组织的术科考核。 

A.体育类考生必须有运动特长，具备参加体育竞赛的获奖证书或者运动员等级证书。 

B.报考音乐类专业的考生需提交个人艺术表演视频（10 分钟以内）。 

C.报考美术类的考生需要提交美术作品（素描和色彩各一张）。 

③体育（艺术）类专业术科考核作品提交要求： 

Ａ.请将体育类获奖证书、音乐和美术类作品以附件方式发送到邮箱：zsbzs@jmu.edu.cn,

邮件标题请设置为“考生中文姓名+2020 澳门保送生术科考核材料”，并在邮件中注明考生和家

长的联系电话，并保持通讯畅通，以便联系。邮件接收截止时间为面试前一天 12:00。 

B.面试当天，请考生将澳门保送生报名表和身份证复印件、体育类获奖证书原件、美术

类作品原件和音乐类艺术表演视频光盘提交给面试工作人员复核。 

④入学后我校对考生的专业水平进行复查，提交虚假术科考核材料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并由我校上报主管部门备案处理。 

3.报考体育（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入学后不能跨类转专业。 

 

三、招生计划     

mailto:zsbzs@jmu.edu.cn,邮件标题请设置为“考生中文姓名+2020
mailto:zsbzs@jmu.edu.cn,邮件标题请设置为“考生中文姓名+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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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数：10 名，学校将结合考生志愿填报、专业培养需求和生源情况等对招生计划做相

应调整。 

 

四、招生专业 

（一）师范类                                            学制：四年 

学院 专业 科类 

师范学院 
学前教育 文理兼收 

小学教育 文理兼收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史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文史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工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文理兼收 

 

   （二）普通类                                                 学制:四年 

学院 专业 科类 

航海学院  

航海技术 理工 

交通运输 理工 

物流管理 理工 

轮机工程学院  

轮机工程 理工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 理工 

船舶与海洋工程 理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 

水产学院  

动物科学 理工 

水产养殖学 理工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理工 

水生动物医学 理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理工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理兼收 

会计学 文理兼收 

http://zsb.jmu.edu.cn/zyjs/2007/jsjyxy.asp
http://chin.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w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l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wgyxy.asp
http://nav.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hh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hhxy.asp
http://mei.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ljgc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ljgc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ljgcxy.asp
http://fishery.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sc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sc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scxy.asp
http://bec.jmu.edu.cn/
http://cjc.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cjx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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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文理兼收 

财政学 文理兼收 

金融学 文理兼收 

投资学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文理兼收 

审计学 文理兼收 

市场营销 文理兼收 

旅游管理 文理兼收 

电子商务 理工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 

通信工程 理工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理工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 

网络工程 理工 

软件工程 理工 

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工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 

能源与动力工程 理工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理工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理工 

应用物理学 理工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理兼收 

日语 文理兼收 

翻译 文理兼收 

法学院  
法学 文理兼收 

社会工作  文理兼收 

http://zsb.jmu.edu.cn/zyjs/2007/cj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cj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cj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gsgl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gsgl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gsglxy.asp
http://ie.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xxgc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xxgcxy.asp
http://cec.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jsj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jsjxy.asp
http://me.jmu.edu.cn/
http://sci.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l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lxy.asp
http://sfl.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wgy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wgyxy.asp
http://soc.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zf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zfx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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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文史 

港口与环境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理工 

环境工程 理工 

地理信息科学 理工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理工 

 

（三）体育（艺术）类                                      学制：四年 

学院 专业 科类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体育 (文理兼收)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体育 (文理兼收) 

运动训练 体育 (文理兼收)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体育 (文理兼收) 

 音乐学院 

音乐学 艺术 (文理兼收) 

音乐表演 艺术 (文史) 

舞蹈表演 艺术 (文理兼收)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艺术 (文理兼收)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文史） 

动画 艺术 (文史) 

环境设计 艺术 (文史) 

备注 

1.报考体育（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入学后不能跨类转专业。 

   2.各专业对考生身体健康要求请参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集

美大学招生章程》。 

 

五、学习与生活费用 

（一）学费（币种：人民币，单位：元/人/年） 

学习类别 
学士学位课程 

预科 
一般科类 软件工程 艺术类 

学费 5460 第一、二学年 5460，第三、四学年 13000 8640 12000 

（二）住宿费（币种：人民币，单位：元/人/年） 

住宿类型 住宿费 设施 

http://chin.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wxy.asp
http://engtech.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gcjs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tyxy.asp
http://art.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ys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ysx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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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生公寓 550～1300 
费用依据住宿条件

而定 

书桌、网络、空调、热水器、洗

手间、洗衣房、24 小时物业值班 
留学生公寓 2400～9600 

 （三）生活费用：每月约人民币 2500 元左右。 

备注:学生入学注册时，应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收费标

准如有调整，按当年主管部门审批为准。 

 

六、奖学金 

1.学生可以申请教育部面向台港澳学生设立的奖学金。 

本科生：特等奖 8000 元/人/学年、一等奖 6000 元/人/学年、二等奖 5000 元/人/学年、三

等奖 4000 元/人/学年， 

硕士研究生：特等奖 20000 元/人/学年、一等奖 10000 元/人/学年、二等奖 7000 元/人/学

年、三等奖 5000 元/人/学年， 

博士研究生：特等奖 30000 元/人/学年、一等奖 15000 元/人/学年、二等奖 10000 元/人/

学年、三等奖 7000 元/人/学年。 

2.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后裔可以申请厦门市陈嘉庚奖学金。获奖者学费、教材费、住宿费、

保险费等由奖学金支付；每月生活费 2000 元，每学年发放 10 个月。 

奖学金具体标准以教育部和陈嘉庚教育基金会当年公布的为准。 

 

七、相关事项 

（一）入学与身体检查 

新生持加盖学校公章的《新生入学通知书》报到，入学报到时间及相关要求以《新生入

学通知书》上的规定为准。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查。凡不符合澳门保送生录取条件或

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也将取消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出入境证件，其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或至少应持有有效

期为一年的出入境证件。 

（二）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台【2016】96 号）文件进行管理。 

（三）简章中招生录取办法若与教育部的相关规定不符，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执行。 

 

八、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银江路 185 号 

          集美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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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361021 

电   话：0086－592－6182393 6183371 6181301  

传   真：0086－592－6185889   

E-mail：zsbzs@jmu.edu.cn 

网   址：http://zsb.jmu.edu.cn 

 

相关链接 

福建厦门集美大学网址：http://www.jmu.edu.cn 

澳门高等教育局网址：http://www.dses.gov.mo 

内地（祖国大陆）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网：https://www.gatzs.com.cn 

mailto:zsbzs@jmu.edu.cn
http://zsb.jmu.edu.cn/
http://www.jmu.edu.cn/
https://www.gatz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