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僑大學 2019年採用澳門“四校聯考”成績 

招收澳門學生簡章 

華僑大學創辦於 1960 年，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設立、中國第

一所以“華僑”命名的高等學府，是中國政府重點建設的綜合性大學，

是首批獲得中國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優秀的大學，是中國國

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中國面向海外開展華文教育的主要基地

和全國深化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示範高校、福建省“雙一流”建設高

校。 

華僑大學在福建省廈門市和泉州市均有校區，設有 28 個教學學

院，94個本科專業，其中 10個專業通過工程教育認證，化學、工程、

材料科學 3 個學科進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擁有哲學、經濟學、法

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

術學等 12 個學科門類，形成理工結合、文理滲透、工管相濟、協調

發展的學科體系。2018“中國最好學科排名”排名榜單，我校本年度

共有 20個學科上榜。2018軟科中國最好大學排名我校位列中國最好

大學排名之綜合大學榜單的第 28位，總榜單第 86位。在《泰晤士高

等教育 2018年世界大學排名》中，華僑大學並列中國內地大學第 45

名。 

華僑大學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臺”為辦學方針，堅持“為僑

服務、傳播中華文化”的辦學宗旨和“會通中外、並育德才”的辦學

理念，形成了“一校兩生、因材施教”的教學特色，以中華優秀文化

為主導，博采世界各種進步文明之長，借鑒各國優秀文化，全面推進

素質教育，形成了“一元主導，多元融合，和而不同”的校園文化，

著力培養國際化、創新型、重實踐、有擔當的優秀人才。 

建校五十多年來，華僑大學培養的20萬餘名畢業生遍佈海內外，

超過 5萬名校友分佈在境外各地，主要集中在港澳臺及海上絲綢之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其中培養澳門學生有 6000 餘人，也是擁有澳門在



校學生最多的中國內地高校之一。 

根據《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在部分高校開展採用澳門“四校聯考”

成績錄取澳門學生試點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8]2 號）精神及中

國普通高校聯合招生辦公室的相關通知，我校 2019 年繼續採用澳門

“四校聯考”成績，招收符合相關條件的澳門高中畢業生。 

一、 報名資格 

凡澳門當地高中應屆畢業生或已取得澳門當地高中畢業證書高

中畢業（或同等學歷），品行端正、身體健康，具有港澳居民居住證

或澳門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可

凭借 “四校聯考”成績申请入读华侨大学。 

二、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2019年 6月 15日止。 

三、報名材料及報名方式 

1.《華僑大學澳門學生免試入學申請表》（附件 2） 

2.《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居民居住證》或澳門永久性或非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及影印本； 

3.高中畢業證書（已畢業學生）； 

4.高中三年成績單； 

5.“四校聯考”成績單； 

6.中學階段課外活動、社會實踐和個人興趣特長，附獲獎證書影

印本和其他相關證明材料。 

凡符合報名資格的學生，可持報名材料至澳門中華教育會報名 

注：考生報名前應仔細核對本人是否符合報名條件，報名務必確

保資訊及上傳材料的完整性，須對提交的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負責。凡

不符合報考條件的考生，一經查實即予取消報名或錄取資格。 

四、錄取 

2019年我校錄取名額為 15個。我校將根據學生的“四校聯考”

成績、專業志願和綜合素質等，從符合我校最低錄取標準的學生中擇

優確定預錄取名單，並報送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辦



公室審核。審核通過後辦理相關錄取手續、發放正式錄取通知書。 

五、學費(幣種：人民幣，單位：元/人/學年) 

學習 

類別 

本科專業 

一般 

科類 

設計學類、音樂

學、舞蹈學 

藥學、 

臨床醫學 

全英文教學專業、 

中美聯合培養 121國際班 

學費 5460 9360 6760 28000 

六、住宿(幣種：人民幣，單位：元/人/學年) 

住宿類型 住宿費 設施 

雙人房 3800 空調、電話、洗手間、熱水器、專線連接

Internet、書桌、24小時保安值班 四人房 1300 

注：宿舍床上用品請自備。 

七、獎學金 

成績優異的學生，入校就讀後有機會獲得相當於一學年全額/半

額學費的獎學金（免交第一學年學費或免交第一學年半額學費）獎勵、

華僑大學港澳臺僑優秀新生獎學金（金額為人民幣 1萬至 6萬不等）。 

學校設立有華僑大學澳門保送生獎學金、教育部港澳學生獎學金、

華僑大學澳門優秀學生獎學金、陳明金澳門學生獎助學金、各種單科

或專項獎學金以及其他各種助學金。 

八、入學與資格複查 

1.新生持《錄取通知書》來校報到，報到時間以《錄取通知書》

上規定的時間為准。因故不能按時報到者，應提前向學校請假並獲得

批准。在規定時間內未報到又未請假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2.新生入學報到時，所持出入境證件的有效期應與學習期限相適

應。 

3.新生入校後，我校將核查其入學資格並進行身體檢查。凡不符



合澳門免試生錄取條件或弄虛作假者，我校將取消其入學資格。對不

符合入學體檢要求者，取消入學資格。 

九、聯繫方式 

華僑大學招生處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城華北路 269號楊思椿科學館五樓 

電話：86-595-22695678     傳真：86-595-22691575 

郵編：362021              電子郵箱：hqdxjwzs@sina.com 

網址：http://zsc.hqu.edu.cn 

 

澳門中華教育會 

地址：澳門水坑尾街 78號中建商業大廈七樓   

聯絡人：樊先生 

聯繫電話：853- 28333611 

 

華僑大學澳門聯絡處 

地址：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 2001—2002室 

聯絡人：林先生 

聯繫電話：853-28702291 

傳真：853-28700399 

電子郵箱：hqumo@hotmail.com 



華僑大學 2019年面向澳門“四校聯考”學生本科招生專業目錄 

學院 代碼 專業名稱及方向 招生科類 學制 

國際學院 

(泉州校區) 

01 
國際商務(全英文教學，可接軌英國名校

3+1或 3+1+1 本碩連讀項目） 
文理兼報 4 

02 

經濟學類(全英文教學，含金融學、國際

經濟與貿易專業，中美 121 雙學位班,

可接軌 CFA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 

文理兼報 4 

國際關係學院 

(廈門校區) 
03 

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國際公務員實驗

班） 
文理兼報 4 

經濟與金融學院(泉

州校區) 

04 金融學 文理兼報 4 

05 
經濟學類（含經濟學、國際經濟與貿易、

電子商務） 
文理兼報 4 

法學院 

(泉州校區) 
06 法學 文理兼報 4 

體育學院 

(泉州校區) 
07 體育教育 文理兼報 4 

華文學院 

(廈門校區) 
08 漢語國際教育 文史 4 

文學院 

(泉州校區) 
09 中國語言文學類（漢語言文學） 文理兼報 4 

新聞與傳播學院 

（廈門校區） 
10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學、

廣告學） 
文理兼報 4 

外國語學院 

(泉州校區) 

11 英語 文理兼報 4 

12 日語 文理兼報 4 

機電及自動化學院 

(廈門校區) 
13 機械工程 理工 4 

材料科學與工程 

學院 

(廈門校區) 

14 材料科學與工程 理工 4 

信息科學與工程 

學院 

(廈門校區) 

15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理工 4 

16 電子信息工程 



學院 代碼 專業名稱及方向 招生科類 學制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學院 

(廈門校區) 

17 軟件工程 理工 4 

18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數字

媒體技術） 
理工 4 

土木工程學院 

(廈門校區) 
19 土木類(含土木工程、工程管理） 理工 4 

化工學院 

(廈門校區) 

20 化學工程與工藝 理工 4 

21 生物工程 理工 4 

建築學院 

(廈門校區) 
22 建築學 理工 5 

醫學院 

(泉州校區) 
23 臨床醫學 理工 5 

工商管理學院 

(泉州校區) 

24 會計學 文理兼報 4 

25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市場營銷、

人力資源管理、物流管理） 
文理兼報 4 

政治與公共管理 

學院 

(泉州校區) 

26 公共管理類（行政管理） 文理兼報 4 

旅遊學院 

(泉州校區) 
27 旅遊管理類（含酒店管理、旅遊管理） 文理兼報 4 

音樂舞蹈學院 

(廈門校區) 

28 音樂學 文理兼報 4 

29    舞蹈學 文理兼報 4 

美術學院 

(泉州校區) 
30 

設計學類（含視覺傳達設計、環境設計、

產品設計） 
文理兼報 4 

 

備註： 

1.理科學生可報讀理工及文理兼報類專業；文科及商科學生可報讀除文史及

文理兼報類專業； 

2.選讀設計學類、音樂學、舞蹈學及體育教育專業的學生不加試專業課程，

但要求學生必須具有相應的專業素質和專業基礎，持有相關專業等級證書或大賽



獲獎證書，以供華僑大學審定。根據國家教育部門和我校學籍管理的相關規定，

不可申請轉入其他普通類本科專業，其他普通本科其他普通本科專業亦不可轉入

以上所述專業；我校原則上僅招收第一專業志願填報上述專業的考生。 

3.本科階段學習成績良好，經學院推薦及學校審核，學生可申請免試就讀研

究生相關課程。 



 

 

澳門學生免試入學申請表 

姓 

 

名 

中 

文 
 

性   

別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婚 

否 

□已婚 

□未婚 

照 

片 

（一寸免冠） 

英 

文 

（與通行證證一致，用英文大楷繕寫） 

 通行證號碼 
 

出生地  
健 康 

狀 况 

□良好   □一般    □較差 

籍  貫  其他健康情況說明                 

高中學習科類   □文史   □理工    □商科    □其他                           

家庭詳細 
地址  

聯系電話  E-mail  

聯 系 人  
聯 系 人 

電    話 
 

學  習 

或工作 

經  曆 

（高中及 

以上）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學 校 或 工 作 單 位 名 稱 

  

  

  

  

考生在報名時如已 

繳交下列證件的複印 

件，請在方格內畫√ 

□通行證/居住證  □高中學年成績單  □“四校聯考”成績單 

□獲獎證書  □學歷證書 □其他                 共   份   頁 

澳門“四校

聯考”成績 

科目         

成績         

升學 

志願科系 

本   科 預   科 

②  ② □文科        □理科 

誠信承諾 
我謹此聲明上述所填寫諸資料完全屬實。 

                                 申請者：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20    年    月    日 

審批意見 
 

若其他疑問，歡迎致電或電郵華僑大學招生處，電話：+86595-22695678；hqdxjwzs@sina.com; 

或華僑大學澳門聯絡處，電話：+853-28702291；hqumo@hotmail.com。 

mailto:hqdxjwzs@sina.com
mailto:hqumo@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