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美大學簡介 

集美大學地處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廈門集美學

村，是福建省重點建設高校，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已有百年的辦學歷

史。學校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27000 多人，專任教師 1500 多人，其中

高級職稱教師 800 餘人。 

集美大學是福建省較早具有招收國際學生和港澳臺僑學生資格

的院校之一。學校現有 21 個學院(部)，68 個本科專業，覆蓋工學、

農學、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理學、文學、法學和藝術學等 9 個

學科門類。1個水產學科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水產、船舶與海洋工程

2 個一級學科博士點；水產、船舶與海洋工程、食品科學與工程、交

通運輸工程、應用經濟學、體育學、數學、中國語言文學、生物學、

機械工程、資訊與通訊工程、工商管理、設計學等 13 個碩士學位授

權一級學科點；農業、工程、教育、稅務、社會工作、體育、會計、

藝術等 8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具有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和本

科等層次完整的辦學體系，形成了以航海、水產等面向海洋的學科專

業特色和優勢。 

集美大學十分重視與國（境）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交流與合作，

先後與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義大利、日本、韓國、

新加坡等 20個國家和地區 100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簽訂合作協議，

開展合作辦學。 

集美大學占地面積 2300 多畝，校舍面積 100 萬平方米，新校區入

選新中國成立 60 周年“百項經典暨精品工程”，是全國高校唯一入



選的專案。學校環境恬美幽雅，氣候宜人。紅牆綠瓦，水榭亭臺掩映

於綠樹繁花之中,是無數海內外莘莘學子理想的求學之所。 

集美大學以“誠毅”為校訓，“誠以為國，實事求是，大公無私；

毅以處事，百折不撓，努力奮鬥。”這是校主陳嘉庚先生留給集美學

校的寶貴精神遺產。 

蜚聲海內外的集美學村，曾經走過光輝而漫長的路程。今天的集

美大學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正以嶄新的面貌開拓進取，迎接

挑戰，努力把學校辦成一所面向世界、面向海洋，特色鮮明，具有較

強國際競爭力和較高水準的大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银江路 185 号 

邮编：361021 

学校网址：http://www.jmu.edu.cn 

集美大学微信公众号： （扫码关注） 

 

附：1、集美大学专业设置 

2、集美大學交換生申請方法及相關資訊 

3、申请表 

4、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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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大學專業設置 

（一）普通類： 

學院 專業 科類 

航海學院 

航海技術 理工 

交通運輸 理工 

物流管理 理工 

輪機工程學院 

輪機工程 理工 

船舶電子電氣工程 理工 

船舶與海洋工程 理工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理工 

水產學院 

動物科學 理工 

水生動物醫學 理工 

水產養殖學 理工 

海洋漁業科學與技術 理工 

食品與生物工程學院 

食品科學與工程 理工 

生物工程 理工 

環境工程 理工 

財經學院 

國際經濟與貿易 文理兼收 

會計學 文理兼收 

經濟學 文理兼收 

財政學 文理兼收 

金融學 文理兼收 

投資學 文理兼收 

教師教育學院 
學前教育 文理兼收 

小學教育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學院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審計學、市場

行銷） 
文理兼收 

旅遊管理 文理兼收 

電子商務 理工 

資訊工程學院 

電子資訊工程 理工 

電子科學與技術 理工 

通信工程 理工 

電腦工程學院 

電腦科學與技術 理工 

網路工程 理工 

軟體工程 理工 

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 理工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院 能源與動力工程 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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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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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jy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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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理工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理工 

機械電子工程、 理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工 

車輛工程 理工 

理學院 

數學與應用數學 理工 

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 理工 

光電資訊科學與工程 理工 

地理資訊科學 理工 

應用物理學 理工 

外國語學院 

英語 文理兼收 

日語 文理兼收 

翻譯 文理兼收 

法學院 
法學 文理兼收 

社會工作 文理兼收 

文學院 
漢語言文學 文史 

漢語國際教育 文史 

港口與環境學院 
工程管理 理工 

港口航道與海岸工程 理工 

（二）藝術（體育）類： 

體育學院 

體育教育 體育  

社會體育指導與管理 體育 

運動訓練 體育  

武術與民族傳統體育 體育  

音樂學院 

音樂學 藝術 

音樂表演 藝術  

舞蹈表演 藝術  

美術學院 

美術學 藝術  

視覺傳達設計 藝術 

動畫 藝術 

環境設計 藝術 

 

 

 

 

 

 

 

 

 

 

 

http://sci.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lx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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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j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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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gtech.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gcjsxy.asp
http://phys.jmu.edu.cn/
http://zsb.jmu.edu.cn/zyjs/2007/ty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ysxy.asp
http://zsb.jmu.edu.cn/zyjs/2007/ysxy.asp


集美大學交換生申請方法及相關資訊 

一、基本資料及聯繫方法 
學校名稱 集美大學 
地址 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銀江路 185 號 
聯絡人/ 部門 林老師/港澳臺事務辦公室 
電話 86-592-6188013 
郵箱 gjhz@jmu.edu.cn 

傳真 86-592-6180247 
學校網站 http://www.jmu.edu.cn 

二、學生交換計畫資訊 

允許接納交換學生人數 根據協議及雙方協商制定交換生（公費生）數 

申請截止日期 2019 年 11 月 20 日 

申請方法 向所在學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報名 

申請交換所需檔 1、交換生申請表 

2、大通證/臺胞證掃描件 

3、成績單 

4、學習申請書/學習計畫 

5、健康證明/體檢單 

6、聲明書 

7、人身保險 

以上材料均提供掃描件 

學習方式及要求 一學期或一學年學習； 

對應專業學習，允許跨專業、年級學習； 

根據學生所在學校要求選修學分數； 

課程要求與集美大學本地生相同。 

學習時間 2020 年春季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7 月 3 日 

學生報到時間 2020 年 2 月 16 日 

三、生活相關資訊 

住宿安排 4-6 人間學生宿舍，儘量安排與本系、本班同學

同一宿舍 

自理費用 往返旅費、保險費、水費、電費、網路費、餐費、

相關證件辦理費用等個人生活所需費用。 

學校及周邊 學校分多個校區，周邊交通便利，老校區位於生

活區內，每個校區均有學生餐廳、圖書館、體育

場、超市或便利店等學習、生活配套設施；新校

區南大門正對面為萬達商業廣場，生活便利；進

出島可乘坐公車、BRT、地鐵；學校餐卡可通用

於各校區餐廳、超市、便利店、圖書館及校內電

瓶車。 

建議 普遍使用手機支付，可提前下載微信或支付寶，

聯絡更方便，支付更快捷。為方便出行，如有需

要，可於到校後前往學村派出所辦理居住證。 



集美大學臺灣交換生申請表 

學期：2020 年春季班  

姓名  

照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女 

通訊位址  手機  

E-mail  健康狀況  

證件类型 

證件號 
 證件有效期  

緊急 

聯絡人 

姓名 
與申請人 

關係 
 

居住地址 電話  

目前所在學校就學概況 

學制 學校名稱 主修學系(所) 副修學系(所) 
就 讀 年

級 

大學/學院     

所在學校/院系審

核意見（是否同意） 

 

（簽章） 

擬申請于本校研修之學院、專業 

學院  專業  

年級 □一□二□三□四 公費/自費  

其他申請材料 

□大通證/臺胞證掃描件 

□歷年成績單掃描件 

□學習申請書/學習計畫 

□健康證明/體檢單掃描件 

□聲明書掃描件 

□人身保險掃描件 

擬申請學院審核意

見（是否同意） 

 

（簽章） 

 



聲明書 

一、本人保證於 貴校短期研修期間，確實遵守 貴校交換生短期研修之相關規定，如住宿規定、生

活輔導規定等；如有不符或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經查證屬實時，本人願意接受 貴校終止

研修處分，絕無異議。 

二、本人所提供之所有相關資料(包括在成績單、健康檢查表及其他相關文件之正本或影本)均為合

法有效之文件，如有不符規定或變造之情事，經查證屬實即取消短期研修資格，且不發給任何

有關之學分證明。 

四、上述任一事項，本人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之情事，於來校後經查證屬實者，

本人願意接受 貴校註銷研修申請之處分，絕無異議。 

五、本人同意於 貴校短期研修期間，如遭遇危及身心健康或發生生活不適應之情事，得由雙方學

校進行評估與研議，以決定是否立即終止研修。 

六、本人保證於 貴校短期研修期程(一學期或一學年)結束後，根据申請相關規定返回台湾，如有

逾期滯留未歸等違反規定之情事，本人願意承擔所有責任，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________ 年 ________ 月________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