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暨南大暨南大暨南大暨南大学学学学



�� 在中国内地目前有在中国内地目前有27002700多所高校，暨南大学综多所高校，暨南大学综

合实力排名在合实力排名在5050位左右。位左右。

�� 国家重点建设的国家重点建设的100100间大学之一（间大学之一（““211211工程工程””）。）。
国家的国家的““十二五十二五””规划中，将投资规划中，将投资1010亿亿人民币作人民币作

为学校的办学经费。学校将在广州的番禺区新为学校的办学经费。学校将在广州的番禺区新

建一个新校区。建一个新校区。

�� 20112011年，教育部将暨南大学列入年，教育部将暨南大学列入985985优势学科优势学科

平台进行建设平台进行建设



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

� 暨南大学是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暨南大学是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暨南大学是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暨南大学是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

学学学学，，，，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在校的华在校的华在校的华在校的华

侨侨侨侨、、、、港澳台和外国学生达港澳台和外国学生达港澳台和外国学生达港澳台和外国学生达12157人人人人，，，，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暨南大学

的香港学生约占全国大学的香港学生约占全国大学的香港学生约占全国大学的香港学生约占全国大学40—45%。。。。

� 现有全日制学生中现有全日制学生中现有全日制学生中现有全日制学生中，，，，有来自香港学生有来自香港学生有来自香港学生有来自香港学生4700470047004700多人多人多人多人,,,,

澳门学生澳门学生澳门学生澳门学生3800380038003800多人多人多人多人,,,,台湾学生台湾学生台湾学生台湾学生755755755755人人人人,,,,海外海外海外海外90909090个个个个

国家学生国家学生国家学生国家学生3000300030003000多人多人多人多人，，，，有有有有““““小联合国小联合国小联合国小联合国””””之称之称之称之称。。。。



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

许敦茂许敦茂许敦茂许敦茂 吴学谦吴学谦吴学谦吴学谦 江上青江上青江上青江上青 邓肯邓肯邓肯邓肯 徐亨徐亨徐亨徐亨



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培养杰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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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锡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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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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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



汪国真汪国真汪国真汪国真

方键宏方键宏方键宏方键宏

郑耀棠郑耀棠郑耀棠郑耀棠

罗伟其罗伟其罗伟其罗伟其



知名人士知名人士知名人士知名人士

�� 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下设警下设警下设警下设警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在香港，，，，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暨南大学校友成立有香港校友会，，，，下设警下设警下设警下设警

队同学会队同学会队同学会队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队同学会队同学会队同学会队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新闻传媒同学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社会学同学会等分会。。。。

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现任立法会议员王国兴、、、、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是暨

南校友南校友南校友南校友，，，，去年去年去年去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南校友南校友南校友南校友，，，，去年去年去年去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区议会议员

选举中选举中选举中选举中，，，，有有有有选举中选举中选举中选举中，，，，有有有有88名暨南校友当选名暨南校友当选名暨南校友当选名暨南校友当选；；；；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名暨南校友当选名暨南校友当选名暨南校友当选名暨南校友当选；；；；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香港新闻界有我校校

友近友近友近友近友近友近友近友近300300人人人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人人人人，，，，其中其中其中其中2020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多人是报道大陆新闻的负责人；；；；

香港警界香港警界香港警界香港警界，，，，我校校友多达我校校友多达我校校友多达我校校友多达香港警界香港警界香港警界香港警界，，，，我校校友多达我校校友多达我校校友多达我校校友多达20002000余人余人余人余人。。。。余人余人余人余人。。。。



� 暨南大学校友在澳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暨南大学校友在澳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暨南大学校友在澳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暨南大学校友在澳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第四届澳门特区立法会在第四届澳门特区立法会在第四届澳门特区立法会在第四届澳门特区立法会29292929名议员中名议员中名议员中名议员中，，，，有有有有 4444位暨大位暨大位暨大位暨大

校董校董校董校董、、、、校友校友校友校友，，，，其中其中其中其中，，，，校友刘焯华当选为立法会主校友刘焯华当选为立法会主校友刘焯华当选为立法会主校友刘焯华当选为立法会主

席席席席，，，，校董贺一诚当选为副主席校董贺一诚当选为副主席校董贺一诚当选为副主席校董贺一诚当选为副主席；；；；行政会议员行政会议员行政会议员行政会议员10101010人中人中人中人中

有有有有5555人为暨大的校董人为暨大的校董人为暨大的校董人为暨大的校董、、、、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澳门特区的全国政协委澳门特区的全国政协委澳门特区的全国政协委澳门特区的全国政协委

员共有员共有员共有员共有32323232人人人人，，，，其中有暨南校董其中有暨南校董其中有暨南校董其中有暨南校董、、、、校友校友校友校友7777人人人人；；；；澳门特区澳门特区澳门特区澳门特区

的全国人大代表共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共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共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共有12121212人人人人，，，，其中暨大校董其中暨大校董其中暨大校董其中暨大校董、、、、校友校友校友校友4444人人人人。。。。



� 在澳门的将近两万名公务员中有在澳门的将近两万名公务员中有在澳门的将近两万名公务员中有在澳门的将近两万名公务员中有1500多人多人多人多人

是暨大校友是暨大校友是暨大校友是暨大校友，，，，300人是处级以上领导人是处级以上领导人是处级以上领导人是处级以上领导。。。。澳门澳门澳门澳门

医院医疗系统医院医疗系统医院医疗系统医院医疗系统74%的医生都是在暨南大学的医生都是在暨南大学的医生都是在暨南大学的医生都是在暨南大学

毕业的毕业的毕业的毕业的，，，，澳门日报采访部澳门日报采访部澳门日报采访部澳门日报采访部70%都是暨大校都是暨大校都是暨大校都是暨大校

友友友友，，，，中银员工中银员工中银员工中银员工1100多人中多人中多人中多人中，，，，有有有有370多人是暨多人是暨多人是暨多人是暨

南大學的校友南大學的校友南大學的校友南大學的校友。。。。

� 澳门学生司徒英杰澳门学生司徒英杰澳门学生司徒英杰澳门学生司徒英杰、、、、黄嘉颖现已经成为澳黄嘉颖现已经成为澳黄嘉颖现已经成为澳黄嘉颖现已经成为澳

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学生事务处处长。。。。

� 暨大为澳门培养了很多人才暨大为澳门培养了很多人才暨大为澳门培养了很多人才暨大为澳门培养了很多人才，，，，对澳门的繁对澳门的繁对澳门的繁对澳门的繁

荣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荣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荣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荣稳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澳门第四届立法会澳门第四届立法会澳门第四届立法会澳门第四届立法会

主席刘焯华主席刘焯华主席刘焯华主席刘焯华

校董校董校董校董---贺一诚先生是贺一诚先生是贺一诚先生是贺一诚先生是

立法会的副主席立法会的副主席立法会的副主席立法会的副主席
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副董事长--马万祺先生马万祺先生马万祺先生马万祺先生





�� 原国际奥委会原国际奥委会原国际奥委会原国际奥委会，，，，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原国际奥委会原国际奥委会原国际奥委会原国际奥委会，，，，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著名实业家王乃昌著名实业家王乃昌著名实业家王乃昌著名实业家王乃昌，，，，原立法委员原立法委员原立法委员原立法委员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著名实业家王乃昌著名实业家王乃昌著名实业家王乃昌著名实业家王乃昌，，，，原立法委员原立法委员原立法委员原立法委员

花莲县县长傅崐萁花莲县县长傅崐萁花莲县县长傅崐萁花莲县县长傅崐萁，，，，国民党现任立法委国民党现任立法委国民党现任立法委国民党现任立法委花莲县县长傅崐萁花莲县县长傅崐萁花莲县县长傅崐萁花莲县县长傅崐萁，，，，国民党现任立法委国民党现任立法委国民党现任立法委国民党现任立法委

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员罗叔蕾等都是校友。。。。

�� 台湾会计师公会台湾会计师公会台湾会计师公会台湾会计师公会，，，，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台湾会计师公会台湾会计师公会台湾会计师公会台湾会计师公会，，，，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台北和高雄市会计师

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公会主要负责人和半数以上会员都是校

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 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国民党台北国民党台北国民党台北国民党台北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台湾地区总工会副理事长，，，，国民党台北国民党台北国民党台北国民党台北

市副主委市副主委市副主委市副主委，，，，县市议员县市议员县市议员县市议员市副主委市副主委市副主委市副主委，，，，县市议员县市议员县市议员县市议员66人人人人，，，，台湾立法院立台湾立法院立台湾立法院立台湾立法院立人人人人，，，，台湾立法院立台湾立法院立台湾立法院立台湾立法院立

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法委员等领导人物的助理等都是校友。。。。



�� 1.1.地理位置如何？地理位置如何？

�� 2.2.有没有适合自己的专业？有没有适合自己的专业？

�� 3.3.能否学到知识、锻炼到各种能力？能否学到知识、锻炼到各种能力？

�� 4.4.出国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怎样？出国学习、继续深造的机会怎样？

�� 5.5.能否适应在校生活？能否适应在校生活？

�� 6.6.经济方面能否负担得起？经济方面能否负担得起？

�� 6.6.就业情况如何？就业情况如何？

�� 7.7.怎样报考？怎样报考？



暨南大学四校区暨南大学四校区暨南大学四校区暨南大学四校区



二二二二、、、、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

�� 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校设有学校设有学校设有学校设有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校设有学校设有学校设有学校设有2424个学院个学院个学院个学院，，，，个学院个学院个学院个学院，，，，4949个系个系个系个系，，，，个系个系个系个系，，，，7676个本科专个本科专个本科专个本科专个本科专个本科专个本科专个本科专

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 国际学院国际学院国际学院国际学院（（（（实行全英文教学实行全英文教学实行全英文教学实行全英文教学国际学院国际学院国际学院国际学院（（（（实行全英文教学实行全英文教学实行全英文教学实行全英文教学, , 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课程设置及教学管理上与国际接

轨轨轨轨）。）。）。）。专业包括专业包括专业包括专业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会计学会计学会计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食品食品食品食品轨轨轨轨）。）。）。）。专业包括专业包括专业包括专业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会计学会计学会计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质量与安全质量与安全质量与安全质量与安全，，，，药学药学药学药学，，，，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医医医质量与安全质量与安全质量与安全质量与安全，，，，药学药学药学药学，，，，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医医医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MBBSMBBS（（（（（（（（66年制留学生班年制留学生班年制留学生班年制留学生班）。）。）。）。年制留学生班年制留学生班年制留学生班年制留学生班）。）。）。）。

�� 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有汉语言文学有汉语言文学有汉语言文学有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文学、、、、历史学历史学历史学历史学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有汉语言文学有汉语言文学有汉语言文学有汉语言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文学、、、、历史学历史学历史学历史学33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个本科专业

�� 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外语学院：：：：英语和日语专业英语和日语专业英语和日语专业英语和日语专业；；；；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外语学院外语学院：：：：英语和日语专业英语和日语专业英语和日语专业英语和日语专业；；；；

�� 新闻学院新闻学院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广告学广告学广告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国际新闻学国际新闻学国际新闻学国际新闻学、、、、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新闻学院新闻学院新闻学院新闻学院：：：：广告学广告学广告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国际新闻学国际新闻学国际新闻学国际新闻学、、、、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播音与主持

艺术等艺术等艺术等艺术等；；；；艺术等艺术等艺术等艺术等；；；；



二二二二、、、、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

�� 理工学院理工学院理工学院理工学院理工学院理工学院理工学院理工学院

应用物理学

信息工程

土木工程

工程力学

光电信息工程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建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软件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网络工程

信息学院信息学院信息学院信息学院信息学院信息学院信息学院信息学院



二二二二、、、、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

应用化学应用化学应用化学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技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

生物科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

生态学生态学生态学生态学

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口腔医学口腔医学口腔医学

护理学护理学护理学护理学

中医学中医学中医学中医学

药学药学药学药学

中药学中药学中药学中药学

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
医学院医学院医学院医学院、、、、药学院药学院药学院药学院医学院医学院医学院医学院、、、、药学院药学院药学院药学院



二二二二、、、、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工商管理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财务管理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市场营销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国际商国际商国际商

务方向务方向务方向务方向））））****

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学（（（（金融工程方向金融工程方向金融工程方向金融工程方向））））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方向城市管理方向城市管理方向城市管理方向））））

法学法学法学法学（（（（律师方向律师方向律师方向律师方向））））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编辑与出版方向编辑与出版方向编辑与出版方向编辑与出版方向））））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方向高级文秘方向高级文秘方向高级文秘方向））））*

广告学广告学广告学广告学（（（（网络与新媒体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方向网络与新媒体方向））））*

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
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



二二二二、、、、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选择暨南大学的理由—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学科齐全

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

包装工程包装工程包装工程包装工程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软件工程软件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安全方向信息安全方向信息安全方向信息安全方向））））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旅游管理旅游管理（（（（酒店与会展酒店与会展酒店与会展酒店与会展

管理方向管理方向管理方向管理方向））））

英语英语英语英语（（（（商务管理方向商务管理方向商务管理方向商务管理方向））））

电气信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电气信息学院
旅游学院旅游学院旅游学院旅游学院旅游学院旅游学院旅游学院旅游学院

体育教育体育教育体育教育体育教育

体育部体育部体育部体育部体育部体育部体育部体育部



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

四海书院四海书院四海书院四海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经济学院经济学院经济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管理学院管理学院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应急管理学应急管理学应急管理学

院院院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法学院法学院法学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学知识产权学知识产权学知识产权学

院院院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国际商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人文学院

等十个试点单位的一年级港澳台侨学生在四海等十个试点单位的一年级港澳台侨学生在四海等十个试点单位的一年级港澳台侨学生在四海等十个试点单位的一年级港澳台侨学生在四海

书院学习和生活书院学习和生活书院学习和生活书院学习和生活，，，，一年后再在专业学院学习一年后再在专业学院学习一年后再在专业学院学习一年后再在专业学院学习。。。。

每一个学生选定一名导师每一个学生选定一名导师每一个学生选定一名导师每一个学生选定一名导师，，，，进行导学进行导学进行导学进行导学、、、、导向导向导向导向、、、、

导心导心导心导心。。。。指导学生做好大学生涯的学习规划指导学生做好大学生涯的学习规划指导学生做好大学生涯的学习规划指导学生做好大学生涯的学习规划，，，，明明明明

确学习目标确学习目标确学习目标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态度，，，，检验目标效果等检验目标效果等检验目标效果等检验目标效果等。。。。



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

� 学分制学分制学分制学分制

� 导师制导师制导师制导师制

� 专业化辅导专业化辅导专业化辅导专业化辅导（（（（心理心理心理心理、、、、就业咨询等就业咨询等就业咨询等就业咨询等））））

� 出国交换学习出国交换学习出国交换学习出国交换学习：：：：先后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先后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先后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先后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古古古古

西堡西堡西堡西堡）、）、）、）、德克萨斯州圣道大学德克萨斯州圣道大学德克萨斯州圣道大学德克萨斯州圣道大学、、、、威斯康辛威斯康辛威斯康辛威斯康辛（（（（欧欧欧欧

克莱尔克莱尔克莱尔克莱尔））））大学大学大学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学（（（（前身为日前身为日前身为日前身为日

本神户商科大学本神户商科大学本神户商科大学本神户商科大学、、、、日本姬路工业大学日本姬路工业大学日本姬路工业大学日本姬路工业大学）、）、）、）、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关西国际大学关西国际大学关西国际大学关西国际大学、、、、法国里昂天主教大学法国里昂天主教大学法国里昂天主教大学法国里昂天主教大学、、、、韩国汉韩国汉韩国汉韩国汉

城国立大学城国立大学城国立大学城国立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韩国汉阳大学、、、、菲律宾圣路易斯菲律宾圣路易斯菲律宾圣路易斯菲律宾圣路易斯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俄罗斯圣彼德堡俄罗斯圣彼德堡俄罗斯圣彼德堡俄罗斯圣彼德堡

大学大学大学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墨西哥德蒙特里科技墨西哥德蒙特里科技墨西哥德蒙特里科技墨西哥德蒙特里科技

大学以及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学等十五所高校建大学以及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学等十五所高校建大学以及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学等十五所高校建大学以及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学等十五所高校建

立了学生交换关系立了学生交换关系立了学生交换关系立了学生交换关系。。。。



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

�� 众多社会实践活动众多社会实践活动

�� 外招生部，港澳台、朝鲜、马来西亚等外招生部，港澳台、朝鲜、马来西亚等

分部分部

�� 学术文化氛围、百年暨南讲堂、学生学学术文化氛围、百年暨南讲堂、学生学

术年会术年会

�� 参加各类赛事：本科生科技创新工程、参加各类赛事：本科生科技创新工程、

““挑战杯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活动、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活动、

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专辩论赛等，多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专辩论赛等，多

次获得好成绩。次获得好成绩。



“寻寻寻寻根之旅根之旅根之旅根之旅”

对华侨对华侨对华侨对华侨、、、、华华华华人和人和人和人和
其他留其他留其他留其他留学学学学生通生通生通生通过参过参过参过参
观观观观北京文化北京文化北京文化北京文化历历历历史名史名史名史名
胜胜胜胜、、、、欣欣欣欣赏艺术赏艺术赏艺术赏艺术演出演出演出演出
，，，，展示我展示我展示我展示我国经济国经济国经济国经济和和和和
社社社社会发会发会发会发展取得的巨展取得的巨展取得的巨展取得的巨
大成就大成就大成就大成就....

“中中中中国国国国文化之旅文化之旅文化之旅文化之旅”

针对针对针对针对港澳台港澳台港澳台港澳台、、、、华侨华侨华侨华侨
学学学学生生生生，，，，通通通通过过过过考察考察考察考察国国国国家家家家经经经经
济济济济社社社社会会会会建建建建设设设设的成就和祖的成就和祖的成就和祖的成就和祖
国国国国的大好河山的大好河山的大好河山的大好河山，，，，亲亲亲亲身身身身领领领领
略中略中略中略中华华华华大地的美大地的美大地的美大地的美丽风丽风丽风丽风光光光光
，，，，体体体体验验验验不同民族文化下不同民族文化下不同民族文化下不同民族文化下
的的的的风风风风土人情土人情土人情土人情，，，，了解一段了解一段了解一段了解一段
段段段段隐隐隐隐含在含在含在含在风风风风景背后的中景背后的中景背后的中景背后的中
国历国历国历国历史史史史

突出突出突出突出侨侨侨侨校特色校特色校特色校特色，，，，
培育优秀人才培育优秀人才培育优秀人才培育优秀人才

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



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





东北助孤的爱心之旅东北助孤的爱心之旅

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



暨南大学汉语国
际推广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远赴
泰国，为汉语国
际教育事业贡献
力量。这是接受
国家汉外办派志
愿者任务的第一
批国内高校之一。

暨南大学汉语国暨南大学汉语国

际推广青年志愿际推广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远赴者服务队，远赴

泰国，为汉语国泰国，为汉语国

际教育事业贡献际教育事业贡献

力量。这是接受力量。这是接受

国家汉外办派志国家汉外办派志

愿者任务的第一愿者任务的第一

批国内高校之一。批国内高校之一。

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



教教教教

Text

丰富多彩的社丰富多彩的社丰富多彩的社丰富多彩的社团团团团活活活活动动动动

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丰富多彩的学习实践活动



1982198219821982年以年以年以年以来来来来我校先后有我校先后有我校先后有我校先后有：：：：
区锦明区锦明区锦明区锦明（（（（澳门澳门澳门澳门，，，，1982198219821982－－－－1986198619861986））））

傅明兰傅明兰傅明兰傅明兰（（（（香港香港香港香港，，，，1986198619861986－－－－1988198819881988））））

司徒英杰司徒英杰司徒英杰司徒英杰（（（（澳门澳门澳门澳门，，，，1991199119911991－－－－1992199219921992））））

李萍李萍李萍李萍（（（（香港香港香港香港，，，，1997199719971997－－－－1998199819981998））））

黄嘉颖黄嘉颖黄嘉颖黄嘉颖（（（（澳门澳门澳门澳门，，，，1998199819981998－－－－2000200020002000））））

吴彦慧吴彦慧吴彦慧吴彦慧（（（（澳门澳门澳门澳门，，，，2000200020002000－－－－2001200120012001））））

霍嘉璋霍嘉璋霍嘉璋霍嘉璋（（（（澳门澳门澳门澳门，，，，2001200120012001—2002200220022002初初初初））））

赖炳章赖炳章赖炳章赖炳章（（（（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2200220022002初初初初－－－－2002.122002.122002.122002.12））））

黄国林黄国林黄国林黄国林（（（（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2,122002,122002,122002,12－－－－2004200420042004））））

黄乾宇黄乾宇黄乾宇黄乾宇（（（（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4.62004.62004.62004.6－－－－2005.62005.62005.62005.6））））

何志强何志强何志强何志强（（（（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5.72005.72005.72005.7------------2007200720072007））））

杨杨杨杨 凯凯凯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8,20092008,20092008,20092008,2009））））

明伟杰明伟杰明伟杰明伟杰（（（（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9200920092009----2010201020102010））））

13131313位任全位任全位任全位任全国学联国学联国学联国学联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我校我校我校我校学学学学生生生生何志何志何志何志强强强强同同同同学学学学
出任出任出任出任全全全全国学联国学联国学联国学联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05.72005.72005.72005.7------------至至至至
今今今今），），），），与与与与时时时时任任任任团团团团中央中央中央中央
书记书记书记书记周周周周强强强强的合影的合影的合影的合影



国际文化 聚暨南

国际土风舞《渔歌》

培育校园国际

文化品牌

独特的校园文化



培育校园国际

文化品牌

独特的校园文化



培育校园国际

文化品牌

独特的校园文化



百年校庆庆典晚会

独特的校园文化



香港学生香港学生

自发举办的庆自发举办的庆

祝香港回归十祝香港回归十

周年活动。周年活动。

独特的校园文化



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学生宿舍



在校生活在校生活在校生活在校生活

两人房两人房两人房两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两人房两人房两人房两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四人房

住宿费（人民币/学年）：

华文学院每人每学年4500~8200元，

其他学院每人每学年3200~4000元。



学费学费学费学费

学费（元人民币/学年）

学生

类别

艺术类 国际学院

深圳旅

游学院

其他学院

导演、

播音

与主

持艺

术

其他

专业

文经

管类

会计

学

（CG

A）

理工

类

医

学

类

临床

医学

（毛

里求

斯班

）

英

语

专

业

其

他

专

业

文经

管类

理工、

外语、

体育

教育

类

医药

学类

港、

澳、

台、

华侨

学生

10000
1200

0
18000

1400

0

160

00

不招

生

6000 4560 5160 5760



奖助学金奖助学金奖助学金奖助学金

�� 政府奖学金：政府奖学金：

�� 由政府拨款设立，体现政府政策，如国家奖学由政府拨款设立，体现政府政策，如国家奖学

金（金（80008000元）、教育部港澳台侨学生奖学金、元）、教育部港澳台侨学生奖学金、

台湾学生奖学金，国家华侨华人港澳台侨和其台湾学生奖学金，国家华侨华人港澳台侨和其

他外籍学生奖学金、他外籍学生奖学金、““海外学子奖学金海外学子奖学金””等等

�� 学校自筹经费奖学金：学校自筹经费奖学金：

�� 新生奖学金、学校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奖新生奖学金、学校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奖

学金学金

�� 社会奖助学金社会奖助学金

�� 曾宪梓优秀大学生奖学金、羊城晚报仲明助学曾宪梓优秀大学生奖学金、羊城晚报仲明助学

奖学金、住友、爱普生、科海、黄乾亨、新长奖学金、住友、爱普生、科海、黄乾亨、新长

城助学奖学金，城助学奖学金，Acer CareAcer Care助学金助学金



2010年学生获教育部港澳台侨奖学金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金额金额金额金额

本科一等 432 5000

本科二等 647 4000

本科三等 1135 3000

合计 2323



就业就业就业就业

--------就就就就业业业业率保持在率保持在率保持在率保持在90%90%90%9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达达达达到优秀到优秀到优秀到优秀。。。。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就
业
率

年度

一次就业率

总体就业率

优秀就业率



就业就业就业就业、、、、招聘招聘招聘招聘

IT、、、、银银银银行行行行
专场专场专场专场招聘招聘招聘招聘会会会会



如何报考如何报考如何报考如何报考 http://lxlz.jnu.cn

�� 20112011年年1212月：月： 校长推荐校长推荐

年级成绩排名前年级成绩排名前 10%10%

�� 20122012年年55月：月： 入学笔试入学笔试

参加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两校联合招生参加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两校联合招生

考试（两校联招）考试（两校联招）

�� 20122012年年77月月：： 中七面试中七面试

1AL1AL＋＋2AS2AS（中文、英文合格）（中文、英文合格）

�� 20122012年年88月月：： 新学制中六面试新学制中六面试

3322 + 2     3322 + 2     或者或者 55科科1212分分



�� 考试地点考试地点考试地点考试地点：：：：考试地点考试地点考试地点考试地点：：：：广州、香港、澳门、福建集美广州、香港、澳门、福建集美

�� 报名地点报名地点报名地点报名地点：：：：报名地点报名地点报名地点报名地点：：：：广州市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广州市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

香港中国旅行社各分社香港中国旅行社各分社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育工作者联会

香港学友社香港学友社

�� 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复习资料复习资料：：：：《《考试大纲考试大纲》》可直接在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可直接在暨南大学招生办公

室或室或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香港中旅社的旺角和中环分社购买；购买；

《《两校联招考试复习丛书及试题集两校联招考试复习丛书及试题集》》可在可在暨南大学华暨南大学华暨南大学华暨南大学华暨南大学华暨南大学华暨南大学华暨南大学华

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文学院教材中心购买，联系电话：教材中心购买，联系电话：00860086--2020--8720505587205055。。

澳门地区可到澳门地区可到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澳门珠新图书有限公司购买（联系电话：购买（联系电话：

0085300853--2842130728421307，传真：，传真：0085300853--2852014628520146，地址：澳门，地址：澳门

望厦体育馆斜对面）。望厦体育馆斜对面）。



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 一一一一、、、、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一一一一、、、、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

地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地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510632 510632 
电话：电话：020020--8522013085220130 传传 真：真：020020--85221340 85221340 
Email: Email: ozsb@jnu.edu.cnozsb@jnu.edu.cn

�� 二二二二、、、、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二二二二、、、、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暨南大学董事会香港办事处

地址：香港干诺道中地址：香港干诺道中200200号信德中心西座号信德中心西座1010字楼字楼1007B1007B

电话：电话：852852--25404778 / 25404779    25404778 / 25404779    传真：传真：852852--2858684228586842

�� 三三三三、、、、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三三三三、、、、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暨南大学驻澳门联络处

地址：澳门和乐大马路地址：澳门和乐大马路5858号宏基大厦第一座号宏基大厦第一座11楼楼AA

电话：电话：853853--28234925  28234925  传真：传真：853853--282341212823412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欢欢欢欢迎迎迎迎报报报报考暨南大考暨南大考暨南大考暨南大学学学学欢欢欢欢迎迎迎迎报报报报考暨南大考暨南大考暨南大考暨南大学学学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