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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浙江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本部位于浙江省四大都市区之一

——金义都市区金华市，北依沪杭，南联闽粤，交通便捷。乘坐高铁

至杭州仅需 40 分钟车程，至上海仅需 100 分钟车程。分校区位于浙

江省省会城市杭州。校园环境清幽，绿树成荫，芳草似锦，是求知成

才的理想之地。 

  

  

浙江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的多科性全国百强高校，是

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现有初阳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

学院，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杭州幼儿师范学

院，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人文学院，外语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

院，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工学院，国

际文化与教育学院等 19个学院，面向留学生开放 68个本科专业，53

个硕士项目，28个博士项目以及 1个非学历项目（含 12个全英文授

课本科专业，18 个全英文授课硕、博士点）。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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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5000 人，研究生（含专业学位研究生）6000 余人，留学生 3000

余人。在职教职员工 2850余人，专任教师 1920余人，具有正高职称

教师 340 余人，副高职称教师 680 余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800 人。

学校教学基础设施先进、功能齐全，图书馆、资料室现有纸质图书

370余万册、电子图书 220万余种。 

 

浙江师范大学坚持开放办学，先后与 5 大洲、50 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 190 余所高等院校或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和交流关系，与 40 余

个国（境）外大学确立了校际学生交换项目。迄今已在美国、乌克兰、

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南非建立了 6所孔子学院。是中国政

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商务部援外学历学位教育项目奖学金、

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金华市政府奖学金等政府高层次奖学

金招生院校。另外，学校还设立了浙江师范大学优秀留学生奖学金。 

一直以来，学校秉着“LET YOUR FUTURE TAKE SHAPE AT ZJNU”

的留学生培养宗旨，高度重视留学生培养质量。学校学科齐全，形成

了从长、短期语言培训、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中、英文授课培养体系。

师资力量雄厚，由中外高水平教师构成的师资团队共同为留学生授课。

在浙师留学，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感知中国”、“梦行浙江”、

留学生新年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浙

江，在浙师留学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在资源保障方面，学校配备了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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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先进的教育教学设备和运动健身设施。学校的运动场、游泳馆、攀

岩墙、足球场、篮球馆、网球场、羽毛球馆等运动场所和设备可随时

供留学生使用。另外，学校还建设了功能完善、设施先进的留学生公

寓并在学生食堂专门开设了穆斯林学生餐厅，为在校学习和生活的各

国留学生提供舒适完善的学习生活条件。学校距金华市中心仅 5分钟

车程，沃尔玛、银泰百货、万达广场等大型商场、超市一应俱全，生

活非常方便。   

浙江师范大学真诚欢迎全球优秀学子来校留学。具体留学信息，

请访问我校留学生招生网 http://iso.zjnu.edu.cn 或发送邮件至

admission@zjnu.edu.cn 详细了解。 

 

  

 

 

 

 

http://iso.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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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奖学金国别双边项目 

“国别双边项目”系根据中国与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学校以及

国际组织等签订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协议或达成的共识而提供的全额

奖学金或部分奖学金。 

国别双边项目的资助类别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关于申请截止日期等具体信息请咨询

本国留学生派遣部门。 

通过向浙江师范大学申请预录取通知书，申请人可增加赢得国别

项目奖学金的机会。申请预录取通知书方式包括： 

1）将所需申请材料通过邮件发送至：admission@zjnu.edu.cn; 

2）亲自将申请材料递送至浙江师范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将在 5个工作日之内收到浙江师范大学预录取

通知书。 

一、国别项目申请指南 

1.登录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在线申请网站

（http://www.campuschina.org），完成在线申请程序，在线提交申

请表，并打印纸质申请表一份。请选择浙江师范大学作为您的唯一申

请院校。“国家留学基金委来华留学网上报名系统”操作说明和“受

理机构编号”可向本国留学生派遣部门咨询和索取。浙江师范大学招

生机构代码为 10345。 

2.向本国留学生派遣部门提交申请并取得推荐资格后，申请获得

浙江师范大学预录取通知书。预录取通知书将基本确保你会被 CSC分

配至浙江师范大学而非其他院校。 

3.请在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提交至本国留学生派遣部门 

http://www.campus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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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SC 或浙江师范大学不受理个人直接申请国别项目。请勿将申

请材料寄送至 CSC或浙江师范大学。只有获得本国留学生派遣部门

推荐资格的申请人有望获得国别项目奖学金。 

二、跟踪录取流程 

CSC 将于 7 月 31 日前将《录取名单》、《录取通知书》和《外

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JW201表）寄送中国驻所在国大使馆

（或总领事馆），由其转交各国留学生派遣部门或学生本人。 

三、联系我们 

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号浙江师范大学国

际处留学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电话：0579-82283155 

传真：0579-82280337  

邮箱：admission@zjnu.edu.cn；zjnu@vip.126.com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mailto:admission@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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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 

“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系向中国部分省、自治区

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部分中国高校提供的全额奖学金，用于部分中

国高校直接遴选和招收优秀的外国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浙江师范大学

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实施院校。 

一、招生类别： 

全日制在校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 

二、招生对象： 

只限于招收 2021年 9月入学的新生，2021年在中国学习的应届

毕业生不得申请； 

三、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须为非中国籍公民，身体健康； 

来华攻读硕士学位者，须具有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35周岁； 

在华攻读博士学位者，须具有硕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40周岁； 

申请汉语授课专业的申请人必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 HSK4 级或

以上证书，各专业入学汉语水平要求以我校当年的招生目录为准，

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安排一年汉补，通过汉补或相应 HSK等级后方可

开始专业学习。 

四、奖学金内容： 

1.全额奖学金：包含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综合医疗保险费。 

2.部分奖学金：为全额奖学金中的一项或几项内容。 

五、申请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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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上申请 

（1） 申请网址 www.campuschina.org. 选择“在线申请”进入

申请页面，点击“学生注册”一个新账号，开始填写申请

信息； 

（2）请务必仔细阅读“操作流程”后开始填写，选择申请类别

B 类，浙江师范大学招生机构代码为 10345； 

（3）上传申请材料扫描件后提交申请。 

2．申请材料 

●护照复印件 

●经公证的最高学历证明。如申请人为国外应届毕业生，需另外

提交本人就读学校出具的在学证明和预计毕业证明，获得毕业证书后

需补交。中英文以外文本需附经公证的中文或英文的译文； 

http://www.campus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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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复印件及相应成绩单（中英文以外请附

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来华学习和研究计划（不少于 800 字），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两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用中文或英文书写。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和血液检查报告复印件，原件请于来

华时随身携带。表格下载地址： 

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HSK(汉语水平考试)证书。报名英文授课专业的申请人请提交

英语水平证明。 

注：申请阶段纸质申请材料不需要邮寄到学校。 

六、申请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 

七、录取结果：  

申请受理后，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申请人并告知申请结果。 

八、联系信息： 

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号浙江师范大学国

际处留学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电话：0579-82283155 

传真：0579-82280337  

邮箱：admission@zjnu.edu.cn；zjnu@vip.126.com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http://iso.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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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援助发展中国家学历学位教育

项目(商务部奖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援助发展中国家学历学位教育项目是商务部

利用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款项，于 2008年创办。为受援国培养高端经贸商

务官员、管理人才而专门设立的，致力于培养政治、经贸、外交、农业、

科教文卫、能源交通、公共管理等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为推动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包括 1年制硕士学位项目、2

年制硕士学位项目和 3 年制博士学位项目。项目主要资助受援国在职政

府官员、学术机构研究人员、相关领域中高级管理人员等来华全英文攻

读硕士、博士学历学位。由于学制较短，要求学员必须事先获得学士学

位，并在相应领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以便及时和充分理解授课和学习

内容，要求学员有较好的健康状态，以便适应高强度学习并最终获得学

位。 

一、 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为处级（含处级）以上政府官员、院校系主任级以上的学

术机构负责人或级别相当的行政管理人员，英文水平可以胜任学业。 

二、 培养目标 

该项目旨在培养对教育学原理具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对教育政策和

实践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对国内外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较为宽广视野、

能促进中外教育交流、理解与合作的跨文化教育专业人才。 

三、 招生计划 

2021级比较教育硕士项目是 2年制硕士学位项目，面向非洲、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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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招生比较教育专业相关的在职人员，授课语言为英语。 

四、 资助内容 

该项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对外援助款项下资助学校教学及

其管理有关的费用和学员基本生活有关和往返国际机票的费用。学生免

交学费、教材资料费、调研考察费、英文授课补助费、毕业论文指导费；

学校为学生免费提供住宿；代为购买来华综合医疗保险；学校定期为学

生发放生活补助：硕士 36000 元/人/年，博士 42000 元/人/年；给予安

置费 3000 元/人，一次性拨付给学员本人。商务部为所有奖学金生免费

提供往返国际机票：1年制提供一次，2年制以上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机票，

并提供 n-1（n为学年数）回国探亲往返机票。其他费用由商务部或学校

统筹管理使用，不发放给学员。商务部仅为学员提供学制内的资助。学

员因故延期毕业，不获得继续资助。 

五、 申请办法 

（一）申请条件 

1、招生国别及要求：非洲、亚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事教育相关职

业的在职人员，如教育行政官员、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及有志于从事

教育管理和教育领导的在职人员。中央、省市教育部门中层以上教育行

政官员、各级学校中层以上教育管理工作者优先。 

2、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同时英语语言

水平符合要求。 

3、身心健康，提供当地公立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或体检表，无中国

法律法规禁止入境和禁止在华长期居留的疾病。婉拒患有严重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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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其他严重慢性疾病、精神性疾病或者有

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传染病、重大手术恢复期及急性病发作

期、肢体严重残疾的学员及孕妇来华参训。 

（二）申请程序 

1、入学申请 

（1）申请者需在浙江师范大学留学生招生网在线申请， 

网址为：http://admission.zjnu.edu.cn 

（2）说明 

A.学生需把相关申请材料扫描件直接上传到在线申请系统，无需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 

B.经费来源一栏填写商务部奖学金。 

2、奖学金申请 

（1）操作步骤：申请人须登录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来华留

学网（www.campuschina.org），注册登录后，依次选择“在线报名”、

“中国政府奖学金”后进入申请页面，并依提示填写学校、专业信息和

个人信息等内容。最后形成并打印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表，并手签姓名，

粘贴照片。 

（2）说明 

A．我校的受理机构编号为 10345，专业方向为“比较教育学”。 

B．表中生成的 CSC号码在填写来华留学签证 201表时使用。 

3、材料准备 

申请者在提交申请前请备妥以下资料： 

http://iso.zjnu.edu.cn/StuApplication/Index.aspx
http://www.campus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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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推荐信：由申请人所在的机构出具推荐信，介绍申请人基

本情况并表明愿意推荐其来华参加学习。 

（2）学术推荐信：由副教授及以上级别的个人出具推荐信，介绍申

请人的学术背景、专业方向、过往业绩和研究能力。 

（3）以往学历学位证明复印件：包括上一学历《毕业证书》、《学

位证书》等复印件。 

（4）成绩单复印件：学生在上一学历主要课程学习成绩单复印件。 

（5）个人简历：个人背景资料及高中以后学习和工作经历。 

（6）个人陈述：个人对来华学习相关专业的设想和目标。 

（7）研究计划：个人在华学习期间希望完成的学习和研究任务。 

（8）普通护照复印件：护照照片页复印件，清晰显示姓名、护照号

码等信息。请勿使用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提交申请。 

（9）语言水平证明复印件：母语、官方语言和大学授课语言皆非英

语的申请人需提供英语水平证明材料，如托福、雅思，有 GRE 考试成绩

最佳，非必须提供。 

（10）《外国人体格检查表》,该表可在 

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下

载。 

4、提交申请 

（1）将上述 1、2、3形成的原件及其扫描电子版文件递交给中国驻

所在国大使馆经商处。 

（2）书面请求经商处出具推荐函，并在该书面请求中注明，如所报

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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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额已用完，是否接受调剂到其他学校相同或类似的专业攻读学位。

如有其它特殊说明一并提出。 

（3）收到经商处出具的推荐函后再在浙江师范大学留学生招生网

（http://admission.zjnu.edu.cn）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来

华留学网（www.campuschina.org）在线申请，并上传所有申请材料扫描

件。 

（三）截止日期：待通知 

六、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号浙江师范大

学留学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9-82283155 

传真：0579-82280337 

邮箱：admission@zjnu.edu.cn；zjnu@vip.126.com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http://admission.zjnu.edu.cn/
http://www.campuschina.org/
http://iso.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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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奖学金 

为培养合格的汉语教师，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孔

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以下简称汉办）设立孔子学院奖学金，委托

孔子学院、独立设置的孔子课堂、海外部分汉语考试考点（以下简称

推荐机构）推荐优秀学生和在职汉语教师到中国大学（以下简称接收

院校）学习。 

一、资助对象 

1．非中国籍人士。 

2．身心健康，品学兼优。 

3．有志于从事汉语教育、教学及汉语国际推广相关工作。 

4．年龄为 18-35周岁（统一以 2021年 9月 1日计）。在职汉语

教师放宽至 45周岁，本科奖学金申请者一般不超过 25周岁。 

二、奖学金类别及申请条件 

类别 资助期限 课程 申请条件 

硕士研究生 
2 年 

（2021 年 9 月入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HSK（五级）210 分 

HSKK（中级）60 分 

提供毕业后拟任教机构工

作协议或相关证明者优先 

本科生 
4 年 

（2021 年 9 月入学）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具有高中学历。 

HSK（四级）210 分 

HSKK（中级）60 分 

一学年 

研修生 

11 个月 

（2021 年 9 月入学） 

不录取在华留学生 

汉语国际教育 
HSK（三级）270 分 

具有 HSKK 成绩 

汉语言文学、中国历

史、中国哲学 

HSK（四级）180 分 

HSKK（中级）60 分 

汉语研修 HSK（三级）210 分 

一学期 

研修生 

5 个月 

（2021 年 9 月、2022 年 3 月

入学） 

不录取护照上有 X1、X2 签

证者 

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言文学、中国历史、

中国哲学 

HSK（三级）180 分 

具有 HSKK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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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研修生 

4 周 

（2021 年 7 月或 12 月入学） 

不录取护照上有 X1、X2 签

证者 

汉语言+中国家庭体

验 

具有 HSK 成绩。 

孔子学院报名 

10-15 人团组 

孔子学院专项四周生 

具有 HSK 成绩。 

孔子学院报名 

10-15 人团组 

三、资助内容 

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内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四周奖

学金生除外）、综合医疗保险费。其中生活费标准为：本科生、一学

年和一学期研修生标准为 2500元人民币/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

生为 3000元人民币/月。 

奖学金生按接收院校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入学报到，否则取消

奖学金资格。9月 15日（含 15日）前到校注册者，当月发放全额生

活费；15日以后注册者，当月发放半月生活费。 

四、申请流程 

2021年 3月 1日起，登录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cis.chinese.cn），

查询推荐机构与接收院校（浙江师范大学的组织机构代码是 10345）；

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关注申请进程、审核意见与奖学金评审结果；获

奖者与接收院校确认办理来华留学手续,在线打印获奖证书；按规定

时间注册学籍后享受孔子学院奖学金待遇。 

申请截止日期为： 

1．4月 15日（7月入学）。 

2．5月 15日（9月入学）。  

3．9月 15日（12月入学）。  

4．11月 15日（2022年 3月入学）。  

五、关于汉语桥获奖者 

http://cis.chine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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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汉语桥比赛中获得 2021年度“孔子学院奖学金证书”者，

登录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凭奖学金证书向目标接收院校提交申请材

料。 

六、免责声明  

1．申请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招生条件的，概不受理。 

2. 申请材料弄虚作假，或非本人填写提交的，一经查实，申请

资格将被取消。  

3.获奖者因故不能报到，应在报到日前 15 天书面告知接收院校

并注明原因。无故未报到者，取消奖学金资格。  

4．入学体检不合格，或中途退学、休学者，奖学金资格将被取

消。  

七、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号浙江师范大学国

际处国际学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电话：+86-579-82283155  

传真：+86-579-82280337  

邮箱：zjnu@vip.126.com; admission@zjnu.edu.cn；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http://cis.chinese.cn 

汉语考试网站：http://www.chinesetest.cn 

mailto:admission@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
http://cis.chinese.cn/
http://www.chinesete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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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内容及标准 

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内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四周研

修生除外）和综合医疗保险费。 

1．学费由接收院校统筹用于奖学金生的培养与管理，开展文化

活动，组织参加汉语考试。学费不包含教材费和旅游景点门票。 

2．住宿费由接收院校统筹使用，为学生提供免费宿舍，一般为

双人间；经奖学金生申请、接收院校批准，选择校外住宿者，由学校

按月或季度发放住宿费，标准为 700元人民币/月。 

3．生活费由接收院校按月发放。本科生、一学年和一学期研修

生标准为 2500 元人民币/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为 3000 元人

民币/月。 

奖学金生按接收院校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入学报到，否则取消

奖学金资格。9月 15日（含 15日）前到校注册者，当月发放全额生

活费；15日以后注册者，当月发放半月生活费。 

奖学金生在学期间（不含寒暑假）因个人原因离开中国时间超过

15天者，停发离华期间生活费。 

奖学金生因个人原因休学、退学或受接收院校纪律处分者，停发

自休学、退学或接到处分通知之日起的生活费。 

毕（结）业生的生活费发放至学校确定的毕（结）业日期后的半

个月。 

4．综合医疗保险费参照中国教育部来华留学有关规定执行，由

接收院校统一购买。四周研修生标准为 160 元人民币/人，一学期研

修生为 400元人民币/人，一学年以上标准为 800元人民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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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孔子学院奖学金申请材料清单 

一、与所有申请者有关的证明材料 

1．护照照片页扫描件。 

2．HSK、HSKK成绩报告（有效期两年）扫描件。 

3．推荐机构负责人的推荐信。 

二、与学历生有关的证明材料 

4．提供最高学历证明（毕业预期证明）和在校学习成绩单。  

5．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须提供两名副教授以上职称导师的推

荐信。提供毕业后拟任教机构工作协议者优先资助。 

三、在职汉语教师须附上就职机构出具的在职证明和推荐信。 

四、未满 18 周岁的申请者，须提交在华监护人署名的委托证明

文件。 

五、申请者还须提供接收院校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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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奖学金 

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精神，为进一步提高孔子

学院资金使用效益，适度扩大孔子学院奖学金名额，根据《孔子学院

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与浙

江师范大学经友好协商，决定自 2019 年起配套奖学金共同设立“浙

江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奖学金”。 

一、资助对象 

1．非中国籍人士。 

2．身心健康，品学兼优。 

3．有志于从事汉语教育、教学及汉语国际推广相关工作。 

4．年龄为 18-35周岁（统一以 2021年 9月 1日计）。在职汉语

教师放宽至 45周岁，本科奖学金申请者一般不超过 25周岁。 

二、奖学金类别及申请条件 

类别 资助期限 课程 申请条件 名额 

硕士研究生 
2 年 

（2021年 9月入学） 

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硕士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HSK（五级）210 分 

HSKK（中级）60 分 

提供毕业后拟任教机

构工作协议或相关证

明者优先 

20 

本科生 
4 年 

（2021年 9月入学）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 

具有高中学历。 

HSK（四级）210 分 

HSKK（中级）60 分 

20 

一学年 

研修生 

11 个月 

（2021年 9月入学） 

不录取在华留学生 

汉语研修 HSK（三级）210 分 60 

三、资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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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内容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综合医

疗保险费。其中生活费标准为：本科生和一学年标准为 2500 元人民

币/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为 3000元人民币/月。 

奖学金生按接收院校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入学报到，否则取消

奖学金资格。9月 15日（含 15日）前到校注册者，当月发放全额生

活费；15日以后注册者，当月发放半月生活费。 

四、申请流程 

2021年 3月 1日起，登录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cis.chinese.cn），

查询推荐机构与接收院校（浙江师范大学的组织机构代码是 10345）；

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关注申请进程、审核意见与奖学金评审结果；获

奖者与接收院校确认办理来华留学手续,在线打印获奖证书；按规定

时间注册学籍后享受孔子学院奖学金待遇。 

申请截止日期为：5月 15日   

五、关于汉语桥获奖者 

在各类汉语桥比赛中获得 2021年度“孔子学院奖学金证书”者，

登录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凭奖学金证书向目标接收院校提交申请材

料。 

六、免责声明  

1．申请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招生条件的，概不受理。 

2. 申请材料弄虚作假，或非本人填写提交的，一经查实，申请

资格将被取消。  

3.获奖者因故不能报到，应在报到日前 15 天书面告知接收院校

并注明原因。无故未报到者，取消奖学金资格。  

http://cis.chine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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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学体检不合格，或中途退学、休学者，奖学金资格将被取

消。  

七、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号浙江师范大学国

际处国际学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电话：+86-579-82283155 

传真：+86-579-82280337  

邮箱：zjnu@vip.126.com; admission@zjnu.edu.cn；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孔子学院奖学金网站：http://cis.chinese.cn 

汉语考试网站：http://www.chinesetest.cn 

 

 

mailto:admission@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
http://cis.chinese.cn/
http://www.chinesete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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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为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来浙江高校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提高留

学生层次和留学生教育质量，增进外国留学生对浙江的了解和友谊，

浙江省政府于 2009年设立“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一、奖学金标准 

1.A类奖学金，每人每年 30000元。 

用于资助来浙接受研究生层次教育的优秀外国留学生。 

2.B类奖学金，每人每年 20000元。 

用于资助来浙接受本科层次教育的优秀外国留学生。 

二、申请时间 

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受理申请的时间一般为每年 1 月至 7 月，

申请截止时间为 7月 30日。 

三、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申请人就读本科学历，应获得相当于中国高级中学毕业的学

历或证书，年龄在 30周岁以下。 

2. 申请人就读硕士研究生学历，应具有学士学位或相当学历，

有 2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年龄在 35周岁以下。 

3. 申请人就读博士研究生学历，应具有硕士学位或相当学历，

有 2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年龄在 40周岁以下。 

（二）其他条件 

1. 申请人须拥有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对华友好，身体健

康。 

2. 申请人表现良好，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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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语授课专业的申请人应具有相应的汉语水平，并提供相关

证明，如 HSK证书、其他汉语学习和考试证书等。英语授课专业的申

请人应具有相应的英语水平并提供相关证明，如雅思、托福、GRE等

成绩单或其他英语学习和成绩证明等。 

4. 申请人未同时获得任何一项其他类别奖学金。 

三、申请流程  

1.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留 学 生 招 生 网 

(http://admission.zjnu.edu.cn)在线申请。 

2.我校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符合条件者择优录取。  

3.被录取后的学生支付 400 元人民币（或 70 美元）的报名费。  

4.我校制作 JW202表及录取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并寄送给学生。  

四、申请材料  

请提供以下材料的电子件或扫描件：  

1. 护照照片页扫描件。  

2.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此表格由中国卫生检疫部门统一

印制，须用英文填写。缺项、未贴有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

无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无效(表格下载地

址：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3. 最高学历证明、来华前就读学校提供的推荐证明、成绩单（需

翻译成中文或英文，并需原学校或当地公证部门确认）。  

4. 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  

5. 2封任课教师推荐信。  

五、注意事项  

http://iso.zjnu.edu.cn/StuApplication/Login.aspx
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26 
 

1．申请单中护照用名与护照扫描件信息不一致的，或相关证明

材料不全的，视为无效。  

2.获奖者如因故不能报到，需于报到日前 1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

接收院校并注明原因。无故逾期未报到者，奖学金资格不予保留，且

不能再次申请奖学金。  

3．入学体检不合格者，奖学金资格将被取消。  

六、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 号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处留学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电话：0579-82283155  

传真：0579-82280337  

邮箱：admission@zjnu.edu.cn；zjnu@vip.126.com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mailto:admission@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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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为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金华高校学习，扩大金华市的留学生招生

规模，提高留学生层次，增进留学生对金华的了解和友谊，鼓励留学

生学好中文、学好中国文化，设立“金华市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以下简称奖学金）。  

奖学金奖励范围为一学期及以上的来金留学生。  

一、奖学金标准和申请条件  

奖学金分 A、B类，实行不同奖励标准：  

1. A 类奖学金，用于资助来我市接受专科及以上层次高等教育

学历的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标准为每学年 20000元。  

2. B类奖学金，用于资助来我市接受高等教育，综合表现优秀，

品学兼优，就读时间在一学期及以上的的长期外国进修生。奖学金标

准为每学年 10000元。  

3.金华市“友城推荐生”在金高校就读的，可享受金华市政府来

华留学生奖学金。在金学习 1学年及以上（含 1学年）的留学生享受

A类奖学金标准，在金学习 1学年以下的享受 B类奖学金标准。  

二、申请时间 

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受理申请的时间一般为每年 1 月至 7 月，

申请截止时间为 7月 30日。 

三、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申请人就读本科学历，应获得相当于中国高级中学毕业的学

历或证书，年龄在 30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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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人就读硕士研究生学历，应具有学士学位或相当学历，

有 2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年龄在 35周岁以下。 

3. 申请人就读博士研究生学历，应具有硕士学位或相当学历，

有 2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年龄在 40周岁以下。 

（二）其他条件 

1. 申请人须拥有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对华友好，身体健

康。 

2. 申请人表现良好，遵纪守法。 

3. 汉语授课专业的申请人应具有相应的汉语水平，并提供相关

证明，如 HSK证书、其他汉语学习和考试证书等。英语授课专业的申

请人应具有相应的英语水平并提供相关证明，如雅思、托福、GRE等

成绩单或其他英语学习和成绩证明等。 

4. 申请人未同时获得任何一项其他类别奖学金。 

三、申请流程  

1.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留 学 生 招 生 网 

(http://admission.zjnu.edu.cn)在线申请。 

2.我校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符合条件者择优录取。  

3.被录取后的学生支付 400 元人民币（或 70 美元）的报名费。  

4.我校制作 JW202表及录取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并寄送给学生。  

四、申请材料  

请提供以下材料的电子件或扫描件：  

1. 护照照片页扫描件。  

2.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此表格由中国卫生检疫部门统一

印制，须用英文填写。缺项、未贴有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

http://iso.zjnu.edu.cn/StuApplication/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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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无效(表格下载地

址：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3. 最高学历证明、来华前就读学校提供的推荐证明、成绩单（需

翻译成中文或英文，并需原学校或当地公证部门确认）。  

4. 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  

5. 2封任课教师推荐信。  

五、注意事项  

1．申请单中护照用名与护照扫描件信息不一致的，或相关证明

材料不全的，视为无效。  

2.获奖者如因故不能报到，需于报到日前 1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

接收院校并注明原因。无故逾期未报到者，奖学金资格不予保留，且

不能再次申请奖学金。  

3．入学体检不合格者，奖学金资格将被取消。  

六、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 号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处留学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电话：0579-82283155  

传真：0579-82280337  

邮箱：admission@zjnu.edu.cn；zjnu@vip.126.com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mailto:admission@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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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金华市友城名单  

金华市友好交流城市 

洲别 

Continent 

国家 

Country 

城市 

City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印第安纳州哈蒙德市(Hammond)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印第安纳州阿尔卡特郡(Elkhart)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加利福尼亚州都柏林市(Dublin)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马里兰州华盛顿郡(Washington County)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迈阿密市(Miami)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西伊利诺伊州马克姆郡(WestIllinois 

Macomb)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印第安纳州马里恩市(Marion)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印第安纳州克林顿郡法兰克福市(Frankfort)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科科莫市(Kokomo)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San-Antonio)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Brooklyn)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美国(USA) 俄亥俄州托莱多市(Toledo) 

北美洲(North 

America) 
加拿大(Canada) 安大略省皮克灵市(Pickering)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牙买加(Jamaica) 蒙特哥贝市(Montego Bay)  

大洋洲(Oceani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新南威尔州戈斯福德市(Gosford) 

大洋洲(Oceani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阿拉瑞特市(Ararat) 

大洋洲(Oceani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新南威尔士州帕拉玛塔市(Parramatta) 

非洲(Africa) 南非(South Africa) 布法罗市(Buffalo) 

非洲(Africa)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市(Dar es Salaam) 

http://iso.zjnu.edu.cn/site/upload/201703/21/20170321164214078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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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zania) 

非洲(Africa) 
坦桑尼亚

(Tanzania) 
达累斯萨拉姆市(Dar es Salaam) 

非洲(Africa) 
毛里求斯

(Mauritius) 
弗拉克大区(Flacq) 

非洲(Africa) 埃及(Egypt) 博格阿拉伯市(Borg el Arab) 

南美洲(South 

America) 
巴西(Brazil) 圣罗克市(San roque) 

南美洲(South 

America) 
巴西(Brazil) 里约州杜克德卡西亚斯市(Duque De Caxias) 

南美洲(South 

America) 
巴西(Brazil) 瓜路佳市(Gurujá) 

南美洲(South 

America) 
阿根廷(Argentina) 贝尔维业市(Bell Ville) 

欧洲(Europe) 奥地利(Austria) 下奥州霍拉布隆市(Hollabrunn) 

欧洲(Europe) 奥地利(Austria) 克罗斯特伯格市(Kloster Berg) 

欧洲(Europe) 奥地利(Austria) 纽多夫市(Neudorf) 

欧洲(Europe) 德国(Germany) 北莱茵州迪恩市(Düren) 

欧洲(Europe) 德国(Germany) 巴伐利亚州下舒莱海姆市(Unterschleißheim) 

欧洲(Europe) 德国(Germany) 
克拉斯塔尔-采勒菲尔德市(Clausthal 

Zellerfeld) 

欧洲(Europe) 德国(Germany) 萨克森州福格兰地区普劳恩市(Plauen) 

欧洲(Europe) 芬兰(Finland) 基米省考沃拉市(Kouvola) 

欧洲(Europe) 芬兰(Finland) 罗瓦涅米(Rovaniemi) 

欧洲(Europe) 芬兰(Finland) 拉彭兰塔市(Peng lanta) 

欧洲(Europe) 法国(France) 芒东市(Menton) 

欧洲(Europe) 法国(France) 香槟-阿登大区色当市(Sedan) 

欧洲(Europe) 法国(France) 欧拜赫维利耶市(Aubervillier) 

欧洲(Europe) 瑞典(Sweden) 艾尔夫卡勒比市(Älvkarleby kommun) 

欧洲(Europe) 瑞典(Sweden) 耶姆特省(Jamtlands) 

欧洲(Europe) 
捷克( Czech 

Republic) 
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纳霍德市(Nahodder) 

欧洲(Europe) 
捷克( Czech 

Republic) 
宁布尔克市(Nymburk) 

欧洲(Europe) 英国(UK) 特尔福德-里金(Telford - Wrekin) 

欧洲(Europe) 英国(UK) 桑德维尔市(Sandwell) 

欧洲(Europe) 西班牙(Spain) 艾斯卡罗纳市(Escolona) 

欧洲(Europe) 西班牙(Spain) 巴塞罗那市(Barcelona) 

欧洲(Europe) 西班牙(Spain) 雷噶纳斯市(Legan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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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Europe) 西班牙(Spain) 富恩拉布拉达(Fuenlabrada) 

欧洲(Europe) 乌克兰(Ukraine) 波尔塔瓦州波尔塔瓦市(Poltava) 

欧洲(Europe) 希腊(Greece) 拉菲纳市(Rafina) 

欧洲(Europe) 意大利(Italy) 圣安杰洛罗马诺市(Sant'Angelo Romano) 

欧洲(Europe) 
罗马尼亚

(Romania) 
穆列什盐矿市(Mures) 

欧洲(Europe) 
罗马尼亚

(Romania) 
布加勒斯特市二区(Bucharest) 

欧洲(Europe) 匈牙利(Hungary) 布达佩斯十一区(Budapest) 

欧洲(Europe) 波兰(Poland) 亚沃日诺市(Jaworzno) 

欧洲(Europe) 

白俄罗斯(The 

Republic of 

Belarus) 

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区(Smolevichi) 

亚洲(Asia) 日本(Japan) 栃木县栃木(Tochigi) 

亚洲(Asia) 日本(Japan) 郡上市(Gujo) 

亚洲(Asia) 日本(Japan) 淡路市(Awaji) 

亚洲(Asia) 泰国(Thailand) 彭世洛市(Phitsanulok) 

亚洲(Asia) 泰国(Thailand) 那空沙旺府(Nakhon Sawan) 

亚洲(Asia) 泰国(Thailand) 乌泰他尼府(Uthai Thani) 

亚洲(Asia) 越南(Viet Nam) 河南省府里市(Phủ Lý) 

亚洲(Asia) 越南(Viet Nam) 谅山市(Lạng Son) 

亚洲(Asia) 土耳其(Turkey) 马尼萨市(Manisa) 

亚洲(Asia) 土耳其(Turkey) 埃雷利市(Eregli) 

亚洲(Asia) 土耳其(Turkey) 布尔萨市(Bursa) 

亚洲(Asia) 韩国(Korea) 长城郡(Jangseong) 

亚洲(Asia) 韩国(Korea) 首尔中区（Jung-gu Seoul） 

亚洲(Asia) 韩国(Korea) 济州市(Cheju) 

亚洲(Asia) 韩国(Korea) 平泽市(Pyeongtaek) 

亚洲(Asia) 韩国(Korea) 龟尾市(Gumi) 

亚洲(Asia)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希伯伦市(Hebron) 

亚洲(Asia) 
马来西亚

(Malaysia) 
巴生市(Kelang)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ichacha.net/smolevichi.html&q=%E6%96%AF%E8%8E%AB%E5%88%97%E7%BB%B4%E5%A5%87%E5%8C%BA%E8%8B%B1%E6%96%87&ts=1490598167&t=12d3a6824cb07c6ae805b875ff77456&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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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优秀留学生奖学金 

为吸引更多优秀国际学生来我校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扩大我校

国际学生招生规模，提高国际学生层次，同时营造良好的校园国际化

氛围，不断提高学校国际知名度，特设立“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生奖

学金”。 

一、招生类别及奖学金设置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针对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实行不同的奖励标准。 

学生类别 奖学金类型 
总额 

（元/年） 

本科生 
A类 22000 

B类 9000 

硕士生 
A类 30000 

B类 13000 

博士生 
A类 31000 

B类 13500 

二、申请时间 

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受理申请的时间一般为每年 1 月至 7 月，

申请截止时间为 7月 30日。 

三、申请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申请人就读本科学历，应获得相当于中国高级中学毕业的学

历或证书，年龄在 30周岁以下。 

2. 申请人就读硕士研究生学历，应具有学士学位或相当学历，

有 2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年龄在 35周岁以下。 

3. 申请人就读博士研究生学历，应具有硕士学位或相当学历，

有 2名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年龄在 40周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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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条件 

1. 申请人须拥有外国国籍、持有外国护照，对华友好，身体健

康。 

2. 申请人表现良好，遵纪守法。 

3. 汉语授课专业的申请人应具有相应的汉语水平，并提供相关

证明，如 HSK证书、其他汉语学习和考试证书等。英语授课专业的申

请人应具有相应的英语水平并提供相关证明，如雅思、托福、GRE等

成绩单或其他英语学习和成绩证明等。 

4. 申请人未同时获得任何一项其他类别奖学金。 

三、申请流程  

1.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留 学 生 招 生 网 

(http://admission.zjnu.edu.cn)在线申请。 

2.我校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符合条件者择优录取。  

3.被录取后的学生支付 400 元人民币（或 70 美元）的报名费。  

4.我校制作 JW202表及录取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并寄送给学生。  

四、申请材料  

请提供以下材料的电子件或扫描件：  

1. 护照照片页扫描件。  

2. 《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此表格由中国卫生检疫部门统一

印制，须用英文填写。缺项、未贴有本人照片或照片上未盖骑缝章、

无医师和医院签字盖章的《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无效(表格下载地

址：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3. 最高学历证明、来华前就读学校提供的推荐证明、成绩单（需

翻译成中文或英文，并需原学校或当地公证部门确认）。  

http://iso.zjnu.edu.cn/StuApplication/Login.aspx
http://iso.zjnu.edu.cn/wpplicationwwocuments/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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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来华学习或研究计划。  

5. 2封任课教师推荐信。  

五、注意事项  

1．申请单中护照用名与护照扫描件信息不一致的，或相关证明

材料不全的，视为无效。  

2.获奖者如因故不能报到，需于报到日前 15天以书面形式通知

接收院校并注明原因。无故逾期未报到者，奖学金资格不予保留，且

不能再次申请奖学金。  

3．入学体检不合格者，奖学金资格将被取消。  

六、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大道 688 号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处留学生办公室  

邮编：321004  

联系电话：0579-82283155  

传真：0579-82280337  

邮箱：admission@zjnu.edu.cn；zjnu@vip.126.com  

招生网址：http://iso.zjnu.edu.cn 

mailto:admission@zjnu.edu.cn
http://iso.zj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