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 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一一一一、、、、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一一一一、、、、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 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



一一一一、、、、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一一一一、、、、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



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1918191819181918年年年年1111月落成的教學樓月落成的教學樓月落成的教學樓月落成的教學樓
1918191819181918年年年年1111月落成的教學樓月落成的教學樓月落成的教學樓月落成的教學樓

1918191819181918年年年年5555月落成的學生宿舍月落成的學生宿舍月落成的學生宿舍月落成的學生宿舍
1918191819181918年年年年5555月落成的學生宿舍月落成的學生宿舍月落成的學生宿舍月落成的學生宿舍

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1918191819181918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

部部部部，，，，迄今已有迄今已有迄今已有迄今已有93939393年的辦學歷史年的辦學歷史年的辦學歷史年的辦學歷史。。。。

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集美大學的建校歷史可追溯到陳嘉庚先生1918191819181918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年創辦的集美學校師範

部部部部，，，，迄今已有迄今已有迄今已有迄今已有93939393年的辦學歷史年的辦學歷史年的辦學歷史年的辦學歷史。。。。

1918191819181918年集美師範初創時全體教職員合影年集美師範初創時全體教職員合影年集美師範初創時全體教職員合影年集美師範初創時全體教職員合影



集美高等師範專科學校集美高等師範專科學校集美高等師範專科學校集美高等師範專科學校

集美航海學院集美航海學院集美航海學院集美航海學院

集美財經高等專科學校集美財經高等專科學校集美財經高等專科學校集美財經高等專科學校福建體育學院福建體育學院福建體育學院福建體育學院

廈門水產學院廈門水產學院廈門水產學院廈門水產學院

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1994199419941994年年年年，，，，集美學村五所高校集美學村五所高校集美學村五所高校集美學村五所高校

合併組建集美大學合併組建集美大學合併組建集美大學合併組建集美大學

1994199419941994年年年年，，，，集美學村五所高校集美學村五所高校集美學村五所高校集美學村五所高校

合併組建集美大學合併組建集美大學合併組建集美大學合併組建集美大學



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誠毅誠毅誠毅誠毅”為校訓為校訓為校訓為校訓。。。。

以以以以“誠誠誠誠”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

以以以以“毅毅毅毅”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

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學校以陳嘉庚先生親自制定的“誠毅誠毅誠毅誠毅”為校訓為校訓為校訓為校訓。。。。

以以以以“誠誠誠誠”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作為做人的基本要求

以以以以“毅毅毅毅”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作為做事的基本準則



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誠誠誠誠以為國以為國以為國以為國，，，，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大公無私大公無私大公無私大公無私；；；；”

“毅毅毅毅以處事以處事以處事以處事，，，，百折不撓百折不撓百折不撓百折不撓，，，，努力奮鬥努力奮鬥努力奮鬥努力奮鬥。。。。”

“誠誠誠誠以為國以為國以為國以為國，，，，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大公無私大公無私大公無私大公無私；；；；”

“毅毅毅毅以處事以處事以處事以處事，，，，百折不撓百折不撓百折不撓百折不撓，，，，努力奮鬥努力奮鬥努力奮鬥努力奮鬥。。。。”



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二二二二、、、、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嘉庚精神

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秉承秉承秉承秉承““““誠毅誠毅誠毅誠毅””””校訓校訓校訓校訓，，，，為國奉獻為國奉獻為國奉獻為國奉獻、、、、

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為母校贏得了聲譽為母校贏得了聲譽為母校贏得了聲譽為母校贏得了聲譽，，，，尤其在東尤其在東尤其在東尤其在東

南亞南亞南亞南亞、、、、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

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廣大校友大力弘揚嘉庚精神，，，，秉承秉承秉承秉承““““誠毅誠毅誠毅誠毅””””校訓校訓校訓校訓，，，，為國奉獻為國奉獻為國奉獻為國奉獻、、、、

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實現著自己的人生理想，，，，為母校贏得了聲譽為母校贏得了聲譽為母校贏得了聲譽為母校贏得了聲譽，，，，尤其在東尤其在東尤其在東尤其在東

南亞南亞南亞南亞、、、、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港澳台地區享有盛譽。。。。



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

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教學品質優異教學品質優異教學品質優異教學品質優異。。。。學校多年來生源充學校多年來生源充學校多年來生源充學校多年來生源充

足足足足、、、、品質高品質高品質高品質高，，，，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

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集美大學專業特色鮮明，，，，教學品質優異教學品質優異教學品質優異教學品質優異。。。。學校多年來生源充學校多年來生源充學校多年來生源充學校多年來生源充

足足足足、、、、品質高品質高品質高品質高，，，，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畢業生就業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



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學校以學校以學校以學校以“優秀優秀優秀優秀”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學校以學校以學校以學校以“優秀優秀優秀優秀”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成績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準評估



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

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水產等面向海洋水產等面向海洋水產等面向海洋水產等面向海洋

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

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集美大學在長期辦學實踐中形成了航海、、、、水產等面向海洋水產等面向海洋水產等面向海洋水產等面向海洋

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的學科專業特色和優勢。。。。



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

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

集美航海享有集美航海享有集美航海享有集美航海享有““““航海家的搖籃航海家的搖籃航海家的搖籃航海家的搖籃””””的美譽的美譽的美譽的美譽；；；；

集美財經素有集美財經素有集美財經素有集美財經素有““““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之稱之稱之稱之稱；；；；

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

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集美師範是我國最早創辦的師範教育之一；；；；

集美航海享有集美航海享有集美航海享有集美航海享有““““航海家的搖籃航海家的搖籃航海家的搖籃航海家的搖籃””””的美譽的美譽的美譽的美譽；；；；

集美財經素有集美財經素有集美財經素有集美財經素有““““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福建財經人才的搖籃””””之稱之稱之稱之稱；；；；

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水產學科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優勢和影響。。。。



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

集美大學現有的集美大學現有的集美大學現有的集美大學現有的63636363個本專科專業個本專科專業個本專科專業個本專科專業，，，，覆蓋了工學覆蓋了工學覆蓋了工學覆蓋了工學、、、、農學農學農學農學、、、、經經經經

濟學濟學濟學濟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教育學教育學教育學教育學、、、、理學理學理學理學、、、、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

分布面廣分布面廣分布面廣分布面廣，，，，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

集美大學現有的集美大學現有的集美大學現有的集美大學現有的63636363個本專科專業個本專科專業個本專科專業個本專科專業，，，，覆蓋了工學覆蓋了工學覆蓋了工學覆蓋了工學、、、、農學農學農學農學、、、、經經經經

濟學濟學濟學濟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教育學教育學教育學教育學、、、、理學理學理學理學、、、、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文學和法學等八個學科門類，，，，

分布面廣分布面廣分布面廣分布面廣，，，，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可供學生選擇餘地大。。。。

工學工學工學工學

農學農學農學農學

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經濟學

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管理學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理學理學理學理學

教育學教育學教育學教育學

法學法學法學法學



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三三三三、、、、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專業特色

近幾年近幾年近幾年近幾年，，，，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會計學會計學會計學會計學、、、、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國際貿易與經濟國際貿易與經濟國際貿易與經濟國際貿易與經濟、、、、金融學金融學金融學金融學、、、、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學學學學、、、、財政學財政學財政學財政學、、、、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日語日語日語日語、、、、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法學法學法學法學、、、、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對對對對

外漢語外漢語外漢語外漢語、、、、小學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音樂學音樂學音樂學音樂學、、、、美術學美術學美術學美術學、、、、電腦科學與技術電腦科學與技術電腦科學與技術電腦科學與技術、、、、軟體軟體軟體軟體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環境工程環境工程環境工程環境工程、、、、機械製造等機械製造等機械製造等機械製造等21212121個專業個專業個專業個專業。。。。

學生進校後學生進校後學生進校後學生進校後，，，，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

近幾年近幾年近幾年近幾年，，，，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香港學生來我校就讀選擇的專業主要分佈在工商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會計學會計學會計學會計學、、、、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市場行銷、、、、國際貿易與經濟國際貿易與經濟國際貿易與經濟國際貿易與經濟、、、、金融學金融學金融學金融學、、、、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學學學學、、、、財政學財政學財政學財政學、、、、英語英語英語英語、、、、日語日語日語日語、、、、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物流管理、、、、法學法學法學法學、、、、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對對對對

外漢語外漢語外漢語外漢語、、、、小學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小學教育、、、、音樂學音樂學音樂學音樂學、、、、美術學美術學美術學美術學、、、、電腦科學與技術電腦科學與技術電腦科學與技術電腦科學與技術、、、、軟體軟體軟體軟體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環境工程環境工程環境工程環境工程、、、、機械製造等機械製造等機械製造等機械製造等21212121個專業個專業個專業個專業。。。。

學生進校後學生進校後學生進校後學生進校後，，，，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還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商轉其他專業。。。。



四年藝術(文史)音樂表演(舞蹈方向) 四年藝術(文史)音樂表演 四年藝術(文理兼收)音樂學音樂學院 四年文理兼收會計學 四年文理兼收旅遊管理 四年文理兼收電子商務 四年文理兼收市場行銷 四年文理兼收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學院 四年文理兼收小學教育(學前教育方向) 四年文理兼收小學教育 四年文理兼收應用心理學 四年理工教育技術學教師教育學院 四年文理兼收投資學 四年文理兼收金融學 四年文理兼收財政學 四年文理兼收國際經濟與貿易 四年文理兼收經濟學財經學院 四年體育(文理兼收)民族傳統體育 四年體育(文理兼收)運動訓練 四年體育(文理兼收)社會體育 四年體育(文理兼收)體育教育體育學院 四年理工食品科學與工程 四年理工環境工程 四年理工生物工程生物工程學院 四年理工海洋漁業科學與技術 四年理工動植物檢疫 四年理工水產養殖學 四年理工動物科學水產學院 四年理工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四年理工船舶與海洋工程 四年理工輪機工程輪機工程學院 四年理工物流管理 四年理工交通運輸(國際航運管理方向) 四年理工航海技術航海學院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科類科類科類科類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四年理工土木工程 四年理工工程管理工程技術學院 四年文史對外漢語 四年文史漢語言文學(商務秘書方向) 四年文史漢語言文學文學院 四年文理兼收法學(海商法方向) 四年文史社會工作 四年文史法學政法學院 四年文史日語 四年文理兼收英語外國語學院 四年理工應用物理學 四年理工地理資訊系統 四年理工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 四年理工光資訊科學與技術 四年理工資訊與計算科學 四年理工數學與應用數學理學院 四年理工車輛工程 四年理工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四年理工機械電子工程 四年理工建築環境與設備工程(暖通空調方向) 四年理工熱能與動力工程 四年理工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機械工程學院
四年理工軟體工程 四年理工網路工程 四年理工電腦科學與技術電腦工程學院 四年理工通信工程 四年理工電子科學與技術 四年理工電子資訊工程資訊工程學院 四年藝術(文史)動畫 四年藝術(文史)藝術設計 四年藝術(文理兼收)美術學美術學院 學制學制學制學制科類科類科類科類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Preparatory Department For Students From 
Hong Kong,Macao and taiwan



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

1984198419841984年年年年，，，，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

2002200220022002年年年年，，，，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

1984198419841984年年年年，，，，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集美航海就开始招收港澳生。。。。

2002200220022002年年年年，，，，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学校成立了海外教育学院和港澳台生先修部。。。。



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



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四四四四、、、、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海外教育



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

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60606060周年周年周年周年““““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

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集美大學校園環境優美，，，，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學校新校區入選新中國

成立成立成立成立60606060周年周年周年周年““““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是全國高校唯一入選的專案。。。。



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

學校有學校有學校有學校有5555個標準運動場個標準運動場個標準運動場個標準運動場、、、、3333個標準游泳池個標準游泳池個標準游泳池個標準游泳池、、、、現代化的網球場現代化的網球場現代化的網球場現代化的網球場、、、、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為學生的學習為學生的學習為學生的學習為學生的學習、、、、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

學校有學校有學校有學校有5555個標準運動場個標準運動場個標準運動場個標準運動場、、、、3333個標準游泳池個標準游泳池個標準游泳池個標準游泳池、、、、現代化的網球場現代化的網球場現代化的網球場現代化的網球場、、、、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先進的綜合訓練館、、、、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學生活動中心及其它配套設施，，，，為學生的學習為學生的學習為學生的學習為學生的學習、、、、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運動休閒提供了良好的場所。。。。



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

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學生宿舍四人一間，，，，條件舒適條件舒適條件舒適條件舒適，，，，電話線電話線電話線電話線、、、、網路網路網路網路、、、、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空調等空調等空調等空調等

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

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學生宿舍四人一間學生宿舍四人一間，，，，條件舒適條件舒適條件舒適條件舒適，，，，電話線電話線電話線電話線、、、、網路網路網路網路、、、、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熱水器、、、、空調等空調等空調等空調等

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生活設施齊全。。。。



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

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文化活動科技文化活動科技文化活動科技文化活動

異彩紛呈異彩紛呈異彩紛呈異彩紛呈，，，，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

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

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

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集美大學學術氣氛濃厚，，，，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課餘文化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文化活動科技文化活動科技文化活動科技文化活動

異彩紛呈異彩紛呈異彩紛呈異彩紛呈，，，，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生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學校每年舉辦一屆校

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園文化藝術節和社團文化科技節，，，，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為學生開展課外學術活動和創業實

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踐提供了廣闊的平臺。。。。



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五五五五、、、、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校園環境

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氣候宜人氣候宜人氣候宜人氣候宜人。。。。紅牆綠瓦紅牆綠瓦紅牆綠瓦紅牆綠瓦，，，，水榭亭台掩映於水榭亭台掩映於水榭亭台掩映於水榭亭台掩映於

綠樹繁花之中綠樹繁花之中綠樹繁花之中綠樹繁花之中。。。。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

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曾經走過光曾經走過光曾經走過光曾經走過光輝而漫長輝而漫長輝而漫長輝而漫長的路程的路程的路程的路程。。。。

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集美學村環境恬美幽雅，，，，氣候宜人氣候宜人氣候宜人氣候宜人。。。。紅牆綠瓦紅牆綠瓦紅牆綠瓦紅牆綠瓦，，，，水榭亭台掩映於水榭亭台掩映於水榭亭台掩映於水榭亭台掩映於

綠樹繁花之中綠樹繁花之中綠樹繁花之中綠樹繁花之中。。。。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如詩如畫的校園風光，，，，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吸引著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

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曾經走過光曾經走過光曾經走過光曾經走過光輝而漫長輝而漫長輝而漫長輝而漫長的路程的路程的路程的路程。。。。



學歷與學學歷與學學歷與學學歷與學

位位位位

聯繫方式聯繫方式聯繫方式聯繫方式

入學與身入學與身入學與身入學與身

體檢查體檢查體檢查體檢查

學習與生學習與生學習與生學習與生

活費用活費用活費用活費用

填報志願填報志願填報志願填報志願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錄取錄取錄取錄取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一、报名一、报名

•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並符合下列條件並符合下列條件並符合下列條件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

•（（（（1111））））201220122012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

•（（（（2222））））2012201220122012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且願意且願意且願意且願意

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

•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非永久性身份證及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並符合下列條件並符合下列條件並符合下列條件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之一的：：：：

•（（（（1111））））201220122012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屆考生；；；；

•（（（（2222））））2012201220122012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年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應屆考生，，，，且願意且願意且願意且願意

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按照內地高校要求完成相應學制學習。。。。

（（（（一一一一））））报名條件报名條件报名條件报名條件（（（（一一一一））））报名條件报名條件报名條件报名條件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二二二二））））报名方式及時間报名方式及時間报名方式及時間报名方式及時間（（（（二二二二））））报名方式及時間报名方式及時間报名方式及時間报名方式及時間

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20202020日日日日----3333月月月月5555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

服務平臺報名網址服務平臺報名網址服務平臺報名網址服務平臺報名網址

（（（（http://http://http://htt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

進行網絡預報名進行網絡預報名進行網絡預報名進行網絡預報名。。。。

•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3333月月月月1111----15151515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中心進中心進中心進中心進

行現場確認行現場確認行現場確認行現場確認。。。。

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採取網上預報名及現場正式確認相結合的方式。。。。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20202020日日日日----3333月月月月5555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日期間登陸對港免試招生網絡

服務平臺報名網址服務平臺報名網址服務平臺報名網址服務平臺報名網址

（（（（http://http://http://htt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www.ecogd.edu.cn/lzbm/ks/index.jsp））））

進行網絡預報名進行網絡預報名進行網絡預報名進行網絡預報名。。。。

•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考生須在3333月月月月1111----15151515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日到中國留學交流（（（（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中心進中心進中心進中心進

行現場確認行現場確認行現場確認行現場確認。。。。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二二二二、、、、填報志願填報志願填報志願填報志願二二二二、、、、填報志願填報志願填報志願填報志願

• 考生在網上預報名時需填報志願考生在網上預報名時需填報志願考生在網上預報名時需填報志願考生在網上預報名時需填報志願。。。。

• 考生可選擇填報集美大學的四個專業志願考生可選擇填報集美大學的四個專業志願考生可選擇填報集美大學的四個專業志願考生可選擇填報集美大學的四個專業志願。。。。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三三三三、、、、錄取錄取錄取錄取三三三三、、、、錄取錄取錄取錄取

2012201220122012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我校根據考我校根據考我校根據考我校根據考

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

度會考成績度會考成績度會考成績度會考成績、、、、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並依並依並依並依

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

2012201220122012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年七月下旬進入錄取階段。。。。我校根據考我校根據考我校根據考我校根據考

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生志願以及考生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或高級程

度會考成績度會考成績度會考成績度會考成績、、、、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參考考生中學期間學習經歷，，，，並依並依並依並依

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據教育部核准的招生計劃決定學生錄取與否。。。。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最低錄取要求最低錄取要求最低錄取要求最低錄取要求

““““3333、、、、3333、、、、2222、、、、2222””””：：：：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

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達到第英國語文科達到第英國語文科達到第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333級級級級，，，，數數數數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通識教育科達到第通識教育科達到第通識教育科達到第通識教育科達到第2222級級級級。。。。

•附加要求附加要求附加要求附加要求

除除除除4444門核心科目外門核心科目外門核心科目外門核心科目外，，，，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可可可可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

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明確學生需明確學生需明確學生需明確學生需

達到的水準達到的水準達到的水準達到的水準。。。。

•最低錄取要求最低錄取要求最低錄取要求最低錄取要求

““““3333、、、、3333、、、、2222、、、、2222””””：：：：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四個核心科目的入學要求原則

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上應達到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達到第英國語文科達到第英國語文科達到第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333級級級級，，，，數數數數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通識教育科達到第通識教育科達到第通識教育科達到第通識教育科達到第2222級級級級。。。。

•附加要求附加要求附加要求附加要求

除除除除4444門核心科目外門核心科目外門核心科目外門核心科目外，，，，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可可可可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根據不同專業要求指

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定不同選修科目或非指定選修科目，，，，明確學生需明確學生需明確學生需明確學生需

達到的水準達到的水準達到的水準達到的水準。。。。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四四四四、、、、入學與身體檢查入學與身體檢查入學與身體檢查入學與身體檢查四四四四、、、、入學與身體檢查入學與身體檢查入學與身體檢查入學與身體檢查

•新生持加蓋學校公章的《新生入學通知書》報

到，入學報到時間及相關要求以《新生入學通知

書》上的規定為准。

•新生入學後，由學校進行身體檢查，對不符合報

考條件者，取消入學資格；僅專業受限者，可以

商轉其他專業。

•新生入學報到時，所持出入境證件，其有效期應

與學習期限相適應，或至少應持有有效期為一年

的出入境證件。

•新生持加蓋學校公章的《新生入學通知書》報

到，入學報到時間及相關要求以《新生入學通知

書》上的規定為准。

•新生入學後，由學校進行身體檢查，對不符合報

考條件者，取消入學資格；僅專業受限者，可以

商轉其他專業。

•新生入學報到時，所持出入境證件，其有效期應

與學習期限相適應，或至少應持有有效期為一年

的出入境證件。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五五五五、、、、學歷與學位學歷與學位學歷與學位學歷與學位五五五五、、、、學歷與學位學歷與學位學歷與學位學歷與學位

•學生在校期間學生在校期間學生在校期間學生在校期間，，，，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關於普通關於普通關於普通關於普通

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地區澳門地區澳門地區澳門地區

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可申請免修軍可申請免修軍可申請免修軍可申請免修軍

訓及政治理論課訓及政治理論課訓及政治理論課訓及政治理論課。。。。

•學生修業期滿學生修業期滿學生修業期滿學生修業期滿，，，，考試成績合格者考試成績合格者考試成績合格者考試成績合格者，，，，頒發集美大學頒發集美大學頒發集美大學頒發集美大學

畢業證書畢業證書畢業證書畢業證書；；；；畢業生符合畢業生符合畢業生符合畢業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

例例例例》》》》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

•學生畢業後學生畢業後學生畢業後學生畢業後，，，，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

•學生在校期間學生在校期間學生在校期間學生在校期間，，，，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按國家教育部發佈的《《《《關於普通關於普通關於普通關於普通

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地區澳門地區澳門地區澳門地區

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可申請免修軍可申請免修軍可申請免修軍可申請免修軍

訓及政治理論課訓及政治理論課訓及政治理論課訓及政治理論課。。。。

•學生修業期滿學生修業期滿學生修業期滿學生修業期滿，，，，考試成績合格者考試成績合格者考試成績合格者考試成績合格者，，，，頒發集美大學頒發集美大學頒發集美大學頒發集美大學

畢業證書畢業證書畢業證書畢業證書；；；；畢業生符合畢業生符合畢業生符合畢業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

例例例例》》》》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授予其集美大學相應的學士學位。。。。

•學生畢業後學生畢業後學生畢業後學生畢業後，，，，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原則上應返回原居住地。。。。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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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學習與生活費用學習與生活費用學習與生活費用學習與生活費用六六六六、、、、學習與生活費用學習與生活費用學習與生活費用學習與生活費用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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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聯繫方式聯繫方式聯繫方式聯繫方式七七七七、、、、聯繫方式聯繫方式聯繫方式聯繫方式

•通訊位址通訊位址通訊位址通訊位址：：：：福建省廈門市福建省廈門市福建省廈門市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集美區集美區集美區銀江銀江銀江銀江路路路路185185185185號號號號

• 集美大學招生辦集美大學招生辦集美大學招生辦集美大學招生辦公室或公室或公室或公室或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郵郵郵郵 編編編編：：：：361021361021361021361021

•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0086008600860086－－－－592592592592－－－－6185566618556661855666185566    6183233618323361832336183233 6182918618291861829186182918        6181301618130161813016181301

•傳傳傳傳 真真真真：：：：0086008600860086－－－－592592592592－－－－6182928618292861829286182928        6185889618588961858896185889

•網網網網 址址址址：：：：集美大學招生辦集美大學招生辦集美大學招生辦集美大學招生辦公室公室公室公室 http://zsb.jmu.edu.cnhttp://zsb.jmu.edu.cnhttp://zsb.jmu.edu.cnhttp://zsb.jmu.edu.cn

• 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集美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http://oec.jmu.edu.cnhttp://oec.jmu.edu.cnhttp://oec.jmu.edu.cnhttp://oec.jmu.edu.cn

• EEEE----mailmailmailmail：：：：oec@jmu.edu.cnoec@jmu.edu.cnoec@jmu.edu.cnoec@jmu.edu.cn

•相關鏈接相關鏈接相關鏈接相關鏈接：：：：福建廈門福建廈門福建廈門福建廈門集美大學網集美大學網集美大學網集美大學網址址址址 http://www.jmu.edu.cnhttp://www.jmu.edu.cnhttp://www.jmu.edu.cnhttp://www.jmu.edu.cn

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六六六六、、、、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錄取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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