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汉语进修项目招生简章
（春季入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ICES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ICES)是复旦大学对国际学生进行中国语言文化教学的专门机构，学
院师资力量雄厚，是全国首批四个对外汉语基地之一。学院长期招收汉语长期进修生、短期进修生、
普通进修生（中国文化与社会及中国经济与商务两个方向）、汉语言（对外）专业本科生，以及对外
汉语教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长期进修项目
长期进修概况
为使留学生循序渐进，以最快速度提高汉语水平，学院采取独特的教学模式，即，划分 10 个级
次，初等 4 级（ABCD）
，中等 4 级(EFGH)，高级 2 级(IJ)。每级大约 9 周，每半年，即一学期完成 2
级的教学内容。学生到校后，通过在线汉语分班测试，学生将进入相应的级次，由专职对外汉语教师
授课，从听、说、读、写等方面进行培训。学院优秀的师资力量确保最佳的教学效果。
长期进修课程
主要课程包括：汉语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等。此外，学院还为留学生开设一定数量的
选修课，包括：普通话发音、中国成语文化、上海话、影视视听说等（具体课程学生报到后咨询学院）。
为海外华裔专门开设汉字班。不同级次每周约 20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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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水平考试 HSK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是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授权考试中心，每年举办五次 HSK 考试，
方便学生学习期间报名参加考试，检验和证明自己的汉语水平。每年具体考试安排请咨询
+86-21-65642256。
语言实践及课外活动
除学习汉语外，学校拥有上百个学生社团，学生有机会参加学校和各学生社团组织的丰富活动。
教学环境
学院教学环境舒适优美，所有教室均配备多媒体设备，并有独立图书阅览室供学生查阅资料或自
主学习。

住宿选择
留学生可自主选择住宿安排。更多住宿选择信息可参阅 http://www.ices.fudan.edu.cn/6654/list.htm

学制与申请：
学
制：半年至两年。
项目学习期限如下：
2021 年春季学期，一学期项目：
预计专业学习开始时间：2021-02-22,结束时间：2021-07-03
2021 年春季&2021 年秋季学期，一学年项目：
预计专业学习开始时间：2021-02-22,结束时间：2022-01-31
★具体学期时间安排，请上网查看院历 http://www.ices.fudan.edu.cn
报 名 费：人民币 400 元
学
费（参考）
：10500 元/学期,21000 元/年
★最终学费标准以入学时学校财务处公布的定价为准。
申请条件：年龄 18—60 周岁，身心健康的外国籍公民。
申请时间：
1、 春季入学申请：10 月 8 日至 12 月 20 日。
2、 秋季入学申请：3 月 14 日至 6 月 10 日。
申请材料：
1、 在网上申请系统中完整填写相关信息（包括补充信息表
．．．．．，学习经历，家庭情况，紧急事务联系人
等），并按要求上传相关文件资料。
 补充信息表
．．．．．是必须提交的申请材料。你可以在进入申请后下载这个表格，填写完整，并手写签名。
然后扫描或拍照，上传到你的申请系统中。
2、 学习期间有效的普通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1 份。
★必要时，我校会要求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
如何申请：
1、 请登录 http://iso.fudan.edu.cn, 通过网上申请栏目进入网上申请系统。
2、 网上申请流程：注册并激活账号→填写申请→提交申请→在网上申请系统中支付报名费→等待申
请结果。
3、 如何在网上填写申请：
（1）请选择“个人自费”，学生类别：语言生，招生单位：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授课语言：汉语，
项目名称一项空白，点击查询，查看项目列表。
（2）在列表中勾选“外国留学生汉语进修项目”并点击右侧的“查看专业”按钮。
（3）点击右侧的“申请”按钮，开始网上申请。请在网上上传所有所需的文件材料。
★在网上认真填写《录取通知书》接收地址，申请完成后，不得更改地址。

成功申请后续
网上提交申请并支付报名费成功后，请继续在网上申请系统中关注申请状态及反馈。申请后，你
的申请状态会显示“审核”及“录取”
。网申录取完成后学校会为您准备纸质录取通知书及相关文件，
并按您在申请中指定的地址邮寄。如您选择自行到学校领取，请稍后电话联系确认完成后再到校领取。
制作录取文件可能需要 2-4 周，请耐心等待。您将需要学校寄出的录取文件到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来
华签证。请注意签证的有效期，通常可在报到日提前一到两日按入境，不要过早入境，以免签证过期，
影响学习。
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1 年春季学期新生入学及课程安排相关事宜仍存在不确定性，最终安排
将可能根据全球防控情况进行调整。录取通知书中的相关时间和报到安排仅供参考。如申请人春季学

期无法到校参加线下课程，我们将为同学们提供实时互动的在线学习方式。请各位同学务必随时关注
学校的相关通知和个人邮箱，了解最新发布的入学信息，务必按照最终确定的时间和要求做相应准备。
联系方式：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光华楼东主楼 909 室
邮编：200433
电话：86-21-55664859
电邮：yuyansheng@fudan.edu.cn
网址：http://www.ices.fudan.edu.cn http://iso.fudan.edu.cn

报名费和申请材料均不退还。

附件：语言生补充信息表

上海市学校招收国际学生（语言生）入学申请信息补充表
Supplementary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anguage Students)
请申请人用中文或英文印刷体认真填写以下诸项，字迹要清楚。不能缺项填写，没有的请写“无”
。
Please fill ALL the BLANKS form in Chinese or English clearly, put N/A if not applicable.

护照姓名
Name in Passport

姓 Surname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名 Given Name

在华手机
Mobile in China
最近三次入境
签证记录
3 Recent Visas
to China

最高学历
Degree Obtained
逗留时间（月）
Duration (months)

入境次数 No.

签证类型
Visa Type

原因
Reason

1
2
3
学习计划 Study Plan

学习目的
Objective
完成目标课程后打算
Plans after study in China
有无过往犯罪或违规记录， □无 None
□有 Yes
如有，请说明
Please clarify if any illegal
or criminal
以下由代理人或学校填写 For Introducer or Institutes
推荐机构或代理人 Introducer
(需提供推荐机构协议或代理人法定证件 Contract or Identification of Introducer)
代理人

推荐机构

姓名 Name:
职位 Position:
单位 Company:
地址 Address:
电话 Tel：
电子邮箱 Email：
签字 Signature：日期 Date：
申请人保证： I hereby affirm that:
1. 上述各项中所提供的情况是真实无误的。/ All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is form is true and correct.
2. 在中国学习期间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 I shall abide by the law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school.
3. 在学期间任何意外或经济问题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I w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and incidents
or financial problems.
申请人签名：
Signature:
Date

YYYY

日 期
年
MM
DD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