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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概览

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是 1981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

汕头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一直得到著名

学院

专业名称

国际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学院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东省属综合性大学，是教育部、广东省、李 嘉诚基金会三方

爱国人士及国际企业家李嘉诚 先生的鼎力

共建的省部共建大学，广东省首家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实

相助，李嘉诚基金会至 2025 年支持汕大

数学与应用数学

验示范校，也是全球唯一一 所由私人基金会——李嘉诚基金

发展款项将逾 100 亿 港元，此外基金会

统计学

西班牙语

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截至目前，学校占地面积 1990.20

还在香港额外付出了人力、物力和资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亩，建筑面 积 57.01 万平方米。

汕头大学是 李嘉诚先生“超越生命的承诺”
，是李嘉诚基金会的核心项目，也是推 动

汕头大学建校以来一直得到中央、省市领导的亲切关怀

理学院

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平台。长期以来，汕

应用化学

文学院

商学院

专业名称

英语

金融学

生物技术

工商管理

海洋科学

会计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新闻学

和大力支持。1986 年，邓小平同志在北京 会见了李嘉诚先

头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

生，提出汕头大学要办得更加开放一些，逐步办成重点大学

主义办学方向，努力践行李嘉诚先生“以优

。江泽民、胡锦涛、李鹏、 乔石、李瑞环、李岚清等党和国

质管理成就学术自由” 的理念，进行全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家领导人也曾亲临学校指导办学。教育部、广东省委省政府

位改革，为学者创造更自由的空间，以孕

智能制造工程

、汕头市委 市政府均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汕头大学的改革与

育创造性思 维及创新性研究。

电子信息工程

网络与新媒体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艺术设计学

通信工程

视觉传达设计

发展。

2011 年 3 月，广东省列汕头大学为自主办学教育综合
改革试点。 2012 年 6 月，教育部、广东省、李嘉诚基金会
决定三方共建汕头大学， 支持汕头大学继续深化改革。学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长江新闻与
传播学院

长江艺术与
设计学院

新闻学（国际新闻传播）
广告学

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土木工程

公共艺术

年 12 月，汕头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 创办的广东以色

环境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列理工学院获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2018 年 11 月 4 日，

建筑学

临床医学（英文授课，五年制）

汕头大学获批成为广东省首家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实验示

生物医学工程

临床医学（英文授课，六年制）

范校，深 入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校体制机制创新之路

法学

自 2015 年以来进入广东省高水平 大学建设计划高校。2016

。2019 年，汕头大 学东校区项目启动建设，东校区规划办
学规模 2 万人，项目选址于华 侨试验区东海岸新城塔岗围片
区东北角，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551 亩， 投入总资金逾 40

法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行政管理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中文授课，五年制）
护理学（四年制）

预防医学（五年制）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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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s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奖学金

申请基本条件

高中毕业或以上学历；

1. 中国政府奖学金
汕头大学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接收院校，欢迎优秀

3. 汕头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
类别

奖励内容

国际学生通过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来校学习。中国

一等奖学金

全额学费、全额住宿费及生活费

政府奖学金申请时间一般为每年11月至次年4月，

二等奖学金

全额学费及全额住宿费

具体申请时间及申请流程以申请者国籍所在国留学

三等奖学金

全额学费

生派遣部门（中国驻外使领馆或其他指定机构）公

四等奖学金

半额学费

申请人需为非中国籍公民。从中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移民外国，作为外国留学生申请者，须符合教育部教外来【2020】12号文
所列要求；

遵纪守法，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品行端正，愿意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汕
头大学校纪校规，对华友好，身心健康；

布为准。申请时请将汕头大学（院校代码10560）
作为第一志愿填报。申请时如需提交预录取通知书
，请与汕头大学国际学院联系。更多关于中国政府
奖学金的详细信息，可参考http://www.campuschina.org 。

2. 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
汕头大学所有本科专业的自费留学生均可申请广东
省政府来粤留学生新生奖学金，奖学金标准为

备注：
1. 奖学金获得者每学年9月份开学时需预交全额学

励标准为10,000元/人。该奖学金申请时间一般为

水平考试（HSK）成绩至少达4级或以上；使用汉语完成中学阶段学业的学

费或部分学费，获奖者所获奖学金将在每学年

生可申请免交此项证明；申请全英授课项目的学生无此项要求。汉语未达

第一学期期末发放，具体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标的学生可先申请到我校进行汉语学习。

2. 生活费资助额度为每年15,000元，分10个月发
放；
3. 本奖学金不适用于临床医学、护理学专业申请
者。

10,000元/人。自费本科生入学后第二年开始每年
均可申请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在校生奖学金，奖

申请汉语授课项目的学生，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外，其余专业均要求汉语

*上述三项奖学金可同时申请，但不可兼得。获奖者按照就
高原则享受奖学金待遇。

Application Deadline

申请截止日期

每年2-6月，具体申请时间及申请流程以国际学院
通知为准。

每年6月1日以前申请，当年9月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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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上述日期仍欲申请入学者，请与国际学院联系确认名额剩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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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pply

Fees

申请流程及报名材料

收费标准

申请文科、商科、新闻、艺术、理工类专业者，请向汕头大学国际学院提交入学申请。

类别

费用（人民币元）

报名方式1：登陆http://sie.stu.edu.cn/application进行网上报名；

文、商、法、新闻类专业及护理学专业

20,000

理、工类专业

23,000

艺术类专业

27,000

临床医学专业（全英授课）

40,000

临床医学专业（汉语授课）

30,000

文、商、法、新闻、艺术、理、工类专业

400

临床医学、护理学专业

600

报名方式2： 请将所有报名材料电子版（PDF扫描件）电邮至o_sie@stu.edu.cn。

报名所需材料如下（非中文或英文的文件，须提供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汕头大学国际学生入学申请表》(可在国际学院

自我介绍及来华学习计划（中文或英文，500

网站下载该表格或联系o_sie@stu.edu.cn索取)；

字以上）；

学费/学年

报名费
护照首页（剩余有效期一年以上）；

推荐信2封 （普通申请者可免交此项材料。如
申请者有意申请奖学金，则必须提交所毕业高

高中或以上毕业证书或学历证明；如有马来西亚

中的校长和1名教师共2封推荐信）；

独中统考成绩（UEC）或国中高级教育文凭（

个人彩色证件照一张(JPG文件，480*640像素)。

STPM）或教育文凭（SPM），或O-NET成绩，
或GAT/PAT成绩，或SAT 考试成绩单，或 IB 文
凭和成绩单，或 GCE A-level 证书和成绩单，或
ACT 考试成绩单，也请一并提交；

汉语水平证明（中学阶段以汉语完成学业的学生
可申请免交此项材料）；

6,000

住宿押金(离校时退还)

800

保险费/年

800

注:教材费、医疗费、餐食费、水电费等均由外国留学生自理。

*

审核期间学校可能会要求申请者提交其他补充材
料。
申请临床医学、护理学专业的申请者请直接与汕

高中阶段各学年成绩单；

住宿费/年(双人间)

头大学医学院联系(具体可查询网站http://admission.med.stu.edu.cn/)。

Contact Information

联系方式

申请文科、商科、新闻、艺术、理工等专业的申请人可

申请临床医学、护理学专业的申请人可直接与汕

直接与汕头大学国际学院联系,方式如下：

头大学医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联系，方式如下：

大学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大学路243号汕头大学

地址：中国广东省汕头市新陵路22号汕头大学
医学院对外合作交流处

办公电话：0754-86503520
0754-86502313（招生专用）
办公邮箱：o_sie@stu.edu.cn

电话：754-88900469

招生邮箱：admissions@stu.edu.cn

电邮：slzhang1@stu.edu.cn

国际合作：yiweili@stu.edu.cn

招生网站：http://admission.med.stu.edu.cn/

工作时间：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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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15041

14:30-17:30

学院网站：http://sie.s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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