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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中师范大学港澳台姊妹校交换生申请须知

1. 申请资讯

学校名称 华中师范大学

学校性质

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国家教师教育“985 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首批列入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网址 http://www.ccnu.edu.cn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网站 http://hmt.ccnu.edu.cn

联络部门 华中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国际园区 1号楼 309 室，华中师范

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邮编：430079

交换生项目联络人

项目主管：董珊老师

电话：+86-27-67861824

传真：+86-27-67861824

邮箱：hmtexchange@mail.ccnu.edu.cn hmt@mail.ccnu.edu.cn

交换学生身份及人数 依据两校协议及协商确定

申请交换学期 2021 年秋季学期

学期起止时间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1 月，具体时间待定

报名申请截止时间 2021 年 5 月 20 日

材料提交要求 由各学校联络负责人统一发送，需提供申请材料电子版，不接受

学生个人申报。

保险要求
交换生需自行购买境外保险（含意外险，紧急救援险，人身医疗

保险），到校后交至本校。

选课要求

方法 本科生为线上选课，研究生为线下选课

课程

每位交换生在我校选修至少两门以上课程，课程类

型、学分数不限。本科生课程可登陆我校本科生院网

站（http://jwc.ccnu.edu.cn/index.htm）参考往年

情况；研究生课程可登陆所在学院网站了解。

住宿信息

校内住宿，宿舍内有空调及独立卫生间，根据房型住宿费为人民

币 450-750 元/月(因宿舍翻新，房型和费用有调整的可能，以实际入

住时的房型和价格为准)，床上用品需自行购买，水电费另行据实结算。

mailto:hmtexchange@mail.c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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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机服务 提供接送机服务，费用由本校承担

每月生活费 约人民币 1000-1500 元/月，仅供参考

2. 应交材料

（1）华中师范大学招收港澳台地区交换学生申报表（除签名外，其他部分请用简体

打印）；

（2）在读证明；

（3）历年学业成绩单；

（4）个人简历；

（5）最近 6个月内健康检查证明（常规项目）；

（6）台胞证/回乡证正反扫描件；

（7）电子照片（规格为白底小 2寸正面免冠登记照）；

（8）就读学校推荐函（盖有学校公章）；

（9）保险证明材料（开学报到时交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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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及学院简介

1.华中师范大学简介

华中师范大学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武汉市，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的桂子山上，

占地面积 120 余万平方米，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

点建设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首批列入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是在 1903 年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始于 1871 年创办的文

华书院，1924 年改名为华中

大学）、1912 年创办的中华

大学、1949 年创办的中原大

学教育学院的基础上，1951

年组建公立华中大学，1952

年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

校，1953 年定名为华中师范

学院，1985 年更名为华中师

范大学，并由中原大学创始人之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1993 年江泽民同志为学

校九十周年校庆题词：“发展师范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学校在百余年的

发展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汲取了外来文化的养分，更弘扬了革命文化

教育的传统，形成了“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华师精神，为国家培养了 30 多万优

秀人才。

学校下设 31 个教学科研单位，75 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具备从本科生到硕

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从全日制到成人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目前有各类全日制在

校生 31000 余人，其中本科生 18000 余人，研究生 11000 余人，国际学生 2300 余人。

现有教职工 3800 余人，专任教师 2013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240 人，博士生导师

397 人，专兼职院士、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等各类国家级人才 40 人。

学校拥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2个，国家重点学科 8个，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 1个，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 22 个。中国语言文学和物理学等 15 个专业设有博士

后流动站，2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3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个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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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二级学科，18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128 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73 个硕士学

位授权学科专业。

学校现有各类科研机构、实验室、研究院（所、中心）60 余个，其中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3个，其他省部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36 个。此外，学校

拥有国家工程实验室 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个，国家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2

个，其他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及重点研究基地 17 个。

“十二五”期间，学校科研经费快速增长，项目经费总量突破 10 亿。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方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数、重大招标项目数排名稳定在全国高校前 10

位，教育部年度项目近 10 年立项总数排名全国第一，近五年保持全国排名前三。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奖获奖总数，连续三届位于全国高校前 10 位。湖北省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获奖数，连续五届位居湖北高校前 2位。自然科学方面实现 973 项目首席、

国家创新群体、国家级研究基地等突破，累计发表 SCI 论文 3000 余篇，在 Science、

PNAS、PRL、JACS 等有关学科高水平代表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多篇。累计获得湖北省科

技奖励 19 项，其中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3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

学校努力体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创新型”的现代人才培养思想，通识

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有机结合。学校现有国家文理科基

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2个（历史学、物理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12 个，

湖北省品牌专业 17 个，是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划高校和教育部信息化试点高校。

毕业生以过硬的思想素质、良好的业务素质以及全面的综合素质赢得了用人单位的青

睐，就业率稳定在 90%以上。2013 年，教育部对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办

学方向和办学质量得到充分肯定。

多年来，学校形成了“博学、博爱、博雅”的“三博”校园文化，近 150 多个学

生社团活跃其中，“创新杯科学文化节”“树人杯艺术文化节”“博雅大讲堂”“一

二·九诗歌散文大赛”“桂苑之歌”等成为我校传统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武汉乃至全

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舞台。学校实现了校园无线网络及学

生宿舍空调全覆盖，图书馆馆藏面积 39689 平方米，藏书 300 余万册，并具有先进的

“校园文献网络化管理与服务系统”，为学生学习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学校积极开展对外学术、科技和文化交流，国际化水平位居全国高校第 27 位。先

后与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70 多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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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 100 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大批外籍专家和教师在校任

教讲学。出国（境）研修、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科研的教师人数持续攀升。与国

外大学共建四所孔子学院，积极选派汉语教师及志愿者赴国外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

国语言与文化。大力推动学生的国际双向流动，每年选派大批学生赴国（境）外交流

学习，在校长短期的国际学生来自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全体华中师大人正以昂扬的斗志，为争取把学校建设成为教师教育特色鲜

明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2. 学院及专业

各学院详情请浏览：http://www.ccnu.edu.cn/jgsz/xy_s_zx_.htm

教育学院

本科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专业 特殊教育专业

研究生

教育学（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

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与融合教育、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教师教

育、教育经济与管理） 特殊教育 教育管理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

心理学院

本科

心理学类（含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心理学

研究生

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与学校心理、

管理心理学、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网络行为与工程心理学） 心理健康教育

法学院

本科

法学（含法学、法学-经济学交叉班）

http://www.ccnu.edu.cn/jgsz/xy_s_zx_.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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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知识

产权法学） 法律（非法学） 法律（法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党的建设）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

政治学（中共党史） 学科教学(思政)

文学院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 汉语国际教育

研究生

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

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对外汉语教学）

学科教学（语文） 汉语国际教育

外国语学院

本科

英语 俄语 日语 法语 朝鲜语(韩语) 西班牙语 翻译（英语）

研究生

外国语言文学（外国文学（英、日、法、韩）、外国语言学（英、俄）、

翻译与传播（英）、外语教育研究（英））、学科教育（英语）、英语笔译、

英语口译、日语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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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

本科

历史学 历史学类（含历史学、历史学基地班、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研究生

中国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所）、

大数据历史） 世界史（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地区国别史、国际关系史）

学科教学（历史）

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经济学交叉培养班、

数学直博班）

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 数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统计学（数理统计学、应用统计学） 应用统计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科

物理学 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

物理学类（含物理学、数物直博班、化学-物理交叉培养、核物理） 物理学基地班

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物理学（理论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光学、原

子与分子物理、凝聚态物理、无线电物理）、天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快电子学与

光电 子学、电磁场与无线技术、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系统应用）、信息与通信工

程（通信理论与技术、信号与信息处理、物联网与云技术、机器学习与大数据）、

学科教学（物理）、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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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

本科

化学 化学类（含化学英才班、化学-物理交叉培养、化学-生物交叉培养、化学、应

用化学）

研究生

应用化学、课程与教学论（化学）、学科教学（化学）、化学工程、农业推广、

植物保护（农药学）、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材料与化工

生命科学学院

本科

生物科学 生物科学类（含生物技术、化学-生物交叉培养班、生物科学）

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生物）、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微生物学、遗传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态学、植物保护（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教学（生

物）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本科

地理科学 旅游管理 地理科学类（含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

研究生

课程与教学论（地理）、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旅游管理、学科教学（地理）、农村发展

新闻传播学院

本科

新闻传播学类（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 播音与主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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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新闻传播学（新闻学、传播学广播与电视、新媒介传播）、新闻与传播

计算机学院

本科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物联网工程 信息安全）

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

信息

信息管理学院

本科

电子商务 信息资源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农业工程与

信息技术、图书情报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本科

经济学类（含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工程、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教育 、法学-经济学交叉培养班、数学-经济学交叉培养）

研究生

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数量经济学、政府经济学）、

企业管理、金融、农村发展、工商管理

社会学院

本科

社会学 社会工作



11

研究生

社会学 社会工作

公共管理学院

本科

公共管理类（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研究生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MPA）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本科

政治学类（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

研究生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体育学院

本科

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

研究生

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音乐学院

本科

音乐学 音乐表演 舞蹈学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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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舞蹈学（钢琴艺术研究、声乐艺术研究、合唱与指挥艺术研究、音乐教育学、

作曲技术理论（作曲技术理论与教学研究）、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

学）、音乐

美术学院

本科

美术学 设计学类（含数字媒体艺术、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美术学类（绘画）

研究生

美术学（美术史与理论、艺术金融、油画、版画、中国画）、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学科教学（美术）、美术（新媒体艺术、艺术硕士

（油画）、艺术硕士（版画）、艺术硕士（工笔画）、艺术硕士（山水画）、美术教

育）

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研究生

农村发展（农村文化）

中国农村研究院

研究生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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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汉市及湖北省简介

1. 武汉市简介

武汉，简称“汉”，别称“江城”，是湖北省省会，中国中部地区最大都市及唯

一的副省级城市，中国内陆地区最繁华都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中心城市。早在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

生息。北郊的盘龙城遗址作为武汉建城

开端，距今有 3500 年历史。民国时期

汉口高度繁荣，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

汉三镇综合实力曾仅次于上海，位居亚

洲前列。截至 2019 年末，全市下辖 13

个区，总面积 8569.15 平方千米，建成

区面积 812.39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1121.2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62 万亿

元。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横贯市境中央，将

武汉城区一分为三，形成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唐朝诗人李白曾

在此写下“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因此武汉自古又称江城。全市现辖

13 个城区，3个国家级开发区，面积 8467 平方公里，境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上

百座大小山峦，166 个湖泊座落其间，水域面积，占全市面积四分之一，构成了极具

特色的滨江滨湖水域生态环境。

武汉是中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是中国四大科教中心城市之一。截至 2019 年

末，武汉市有普通高校 84 所，全年在校研究生 14.93 万人，同比增长 8.2%；本专科

在校生 100.69 万人，增长 3.9%；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 7.97 万人，下降 1.0%；普通

中学在校生 34.40 万人，增长 4.8%；小学在校生 62.31 万人，增长 7.7%；幼儿园在

校生 35.73 万人，增长 12.4%。2020 年 7 月，入选教育部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

国家级示范区名单。

武汉是联勤保障部队机关驻地、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区，也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中国光谷致力打造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创业中心。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武汉

列为超大城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明确要求，武汉正加快建成以全国经济中心、高水

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为支撑的国家中心城市。

https://baike.so.com/doc/1753776-1854744.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2670-3417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635518-2418883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4948-756984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90675-63037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4305-56314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44846-184470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744846-184470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93285-14729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0745-5302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94305-563141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92171-68059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68105-60809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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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北省简介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偏南、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故名湖北，简称“鄂”，

省会武汉。湖北介于北纬 29°05′至 33°20′，东经 108°21′至 116°07′，东连

安徽，南邻江西、湖南，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为邻，北接河南。湖北东、西、北三

面环山，中部为“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

湖北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是中国内陆重要的空

港。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省 1062 公里。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润泽楚天，水网

纵横，湖泊密布，湖北

省因此又称“千湖之

省”。

湖北文化底蕴深

厚，中华民族的始祖炎

帝的故里在湖北。春秋

战国时期的楚国在长达

800 多年的历史中，创造

了楚文化。

湖北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从武昌辛亥首

义到新中国成立，湖北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仅红

安县就孕育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 200 多位将军。

湖北省科教文化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是中国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湖北省科学研

究水平全国领先，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数量，连续 7年位居全国前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