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交换学生入学申请手册

地址 :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中国大陆)
电话 : +86-931-8912854
传真 : +86-931-8617355
E-mail: gatb@lzu.edu.cn
网址 : http://www.lzu.edu.cn/

兰州大学简介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
“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是国家“双
一流”建设高校之一。
学校创建于 1909 年，其前身是清末新政期间设立的甘
肃法政学堂，是甘肃近代高等教育开端之标志，开启了西北
高等教育的先河。1928 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45 年定
名为国立兰州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大学坚持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发展壮大，迅速崛起。在高等
学校院系调整中，被确定为国家十四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在
“开发大西北” “建立战略后方”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成
为国家高等教育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一所大学，肩负
起为国家特别是西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与发展科学、技术和
文化的历史重任。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科
教兴国” “人才强国”战略和“211 工程” “985 工程”
的历史机遇，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全面
提高办学水平，2002 年和 2004 年，原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
所、兰州医学院先后并入兰州大学，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
综合优势更加突出，迎来了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2017 年，
成功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A 类），化学、大气科
学、生态学、草学 4 个一流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名
单，学校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校园面积 3545.298 亩，建有 2 个校区，3 所附属医院。
学校现有本科生 19775 人，硕士研究生 10,572 人，博士研
究生 2,559 人。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 3,718 人，其中教学科

研人员 2,135 人，专职管理人员 836 人，在站博士后 142 人，
其中师资博士后 45 人。教授等正高职 588 人，副教授等副
高职 927 人，临床医学教授 101 人，副教授 252 人。研究生
导师 1,69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578 人，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 1117 人。两院院士 15 人，“千人计划”特聘教
授 11 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0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8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2 人，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2 人，“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8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4 人，“千人计划“青年项目人选 6 人，“万人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 5 人，“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3 名，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4 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23 人，教育部新世纪(跨世纪)人才 110 人，甘肃省高等
学校教学名师 27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88 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4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8 个，国家级教
学团队 5 个。
兰州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学科特色鲜明，涵盖了 12 个
学科门类。现有 8 个国家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35 个省级重点学科，3 个省级重点（培育）学科。有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 个国
家联合实验室， 5 个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7 个高等学校
学科创新引智基地，6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 个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1 个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17 个甘肃省重点
实验室，2 个甘肃省技术创新中心，4 个甘肃省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4 个甘肃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8 个甘肃省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9 个甘肃省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2

个甘肃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3 个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2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 个教育部区域和
国别研究培育基地，4 个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
1 个省级 2011 协同创新中心，5 个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 个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基地，
1 个甘肃高校精准扶贫智库，4 个甘肃高校新型智库。
兰州大学是我国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批设置文、理科国家基础科
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首批入选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
验计划的高校之一。
经教育部批准建有研究生院。学校现有 100 个本科专业，
4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3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8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型，1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型，
19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 6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7 个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1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8 个省部级基础科学研究和教
学人才培养基地，11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7 个省级
特色专业。毕业生素以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勤奋实干而深
受社会欢迎。自建校以来，已为国家培养了 10 多万名各类
人才，许多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优秀的党政管
理人才。1999 年至今，先后有 17 位校友当选为院士。
兰州大学的科学研究素以基础研究见长，同时广泛开展
应用研究。
近年来，学校坚持贴近国家目标，立足西北特色，大力
扶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和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能力均大幅提高。已先后获得国家、部委和省级科

技成果奖 700 余项，部编辑出版各种专著、教材、译著 1400
余部。2017 以第一单位发表 SCI 论文 1,613 篇，排名全国高
校第 42 位； 2008-2017 年发表 SCI 论文 13，010 篇，被引
用 183，464 次，篇均被引 14.1 次，排名全国高校第 26 位。
2018 年 11 月，科睿唯安发布了最新基本科学指标数据 ESI，
兰州大学共有 1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分别是化学、
物理学、材料学、地球科学、植物动物学、数学、工程学、
生物和生物化学、环境和生态学、临床医学、药物和毒理学
以及农业科学,其中化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2018 年
10 月，自然指数出版集团更新自然指数排名（统计时间节点
为 2017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7 月 31 日），我校在自然指数
所认定的 82 种期刊上发表论文 209 篇，位居全球高校第 97
位，国内高校排名第 16 位。
兰州大学积极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
先后与世界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9 所高校及科研机构
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合作伙伴遍布亚、美、欧、非、大洋
洲。近五年来（2014-2018），接待来校访学交流外宾及港
澳台地区客人 7,600 余人次，教工因公出国及赴港澳台参加
学术会议、合作研究等各类活动计 3,200 余人次，派出 3800
余名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出国（境）交流、学习或攻读学位；
招收培养 1400 余名留学生。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建有 2 所孔子学院，格鲁吉亚建有 1 所孔子学堂。
兰州大学网址：http://www.lzu.edu.cn/

学院及专业简介
兰州大学下设学院：
+哲学社会学院 +经济学院 +法学院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管理学院 +艺术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 +大气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基础医学院
+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 +公共卫生学院 +药学院 +护理学院 +萃英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体育教研部 +高等教育研究院（只招收硕士研究生）
+生态学创新研究院（只招收硕士研究生）

教学单位、院系及专业介绍：
http://www.lzu.edu.cn/static/jxdw/
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介绍：
http://www.lzu.edu.cn/static/yjjd/
>>国家重点学科及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8 个国家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民族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有机化学、自然地理学、植物学、生态学、固体力学；
2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历史文献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本科课程简介
课程查询：
http://jwk.lzu.edu.cn/academic/common/security/login.jsp
用户名：liwei 密码：123456
选择：课表输出（可按照年级查询课程）
精品课程信息链接：
http://202.201.1.71/meol/homepage/common/index_jpk.jsp
(主页>国家级精品、省级精品、校级精品)

研究生课程简介
兰州大学研究生院信息请查询以下网站：
http://ge.lzu.edu.cn/
兰州大学研究生专业目录：
http://yz.lzu.edu.cn/lzupage/B20160906113140.html

兰州大学学生交流信息表
项次 学校
学生交流
1
负责部门
入学承办人
（接收）
TEL
2
E-mail
邮件地址
4

学年日程

5
6
7

入学学期
访问生名额
申请资格

8

费用：

9

申请表件

兰州大学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周尚羚
+86-931-8912854
zhoushl@lzu.edu.cn
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室
邮编：730000
秋季：2019/9-2020/1
春季：2020/2-2020/7
暑期(小学期)：暂无
不限
不限
大学部及研究生(fulltime)
住宿费：
本部校区留学生公寓 30 元人民币/天；
榆中校区学生宿舍 600 元人民币/学期
【所有交流学生（包括自费生&公费生）可根据
需要选择入住本校校区专家楼或榆中校区学生
宿舍】
生活费：约 1300 元人民币/月
1. 兰州大学港澳台校际交流学生申请表
（申请人手写签名后扫描 pdf 版）
2. 个人简历
3. 成绩单
4. 在学证明
5. 兰州大学港澳台交流生住宿信息申请表
6. 身份证扫描件
7. 台胞证/回乡证扫描件（jpg 格式，正反面在
同一页）
8. 兰州大学学生入学体检表
（申请时提交扫描件，入学注册时提交原件）
9. 1 寸电子证件照。照片规格：295*413,分辨
率：300dpi，白色背景，不大于 40KB；
10. 2019 年秋季学期兰州大学接收交流生登记

表-xx 大学（以学校为单位）
注：通过电子邮件缴交以上材料的电子版即可，
无须邮寄纸质版材料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在线课程查询
成绩单
选课期限
选课要求

请见本手册第 5 页所附链结
次一学期开学后两周内统一寄出
入学报到后两周内
每学期至少 4 门课（否则无兰州大学交流证明）
不限定（除艺术学院、萃英学院、外国语学院等
选课系所
小班教学课程）
可用校内资源 图书馆藏书借阅、体育馆运动设施
交流伙伴计划 机场接机、日常生活帮助
非医学类本科学生，本科在榆中校区，研究生在
校本部（即城关校区西校区，靠近市中心）上课；
医学类本科学生，本科、研究生课程基本都在城
校区划分及交 关校区西校区。各专业研究生在位于市内的城关
通
校区上课。榆中校区距离兰州大学本部约一小时
车程，每日有多班校车往返，车费为 6 元人民币
/次（单程）。

住宿

港澳台学生在校本部的专家楼住宿，房间为两人
间，配备独立的卫生间（内有洗浴设备及马桶）、
无线网络。宿舍楼配有管理及保卫人员，环境安
全。
港澳台学生也可根据需要申请榆中校区的宿舍，
房间为四人间，无寝具、独立卫浴设备，只能使
用公共卫生间、浴室。

附錄：部份交換生心得、感言
●
●
●
蘭州以及蘭州大學的一切，都是我這輩子最
歷了一般大學生，甚至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體驗
的大學生活。交換生的目的雖然千奇百怪，但總
會有一個體驗異域的生活，認識當地的文化。那
你換去沿海城市有什麼意思呢？就是要來最與眾
不同的地方，雖然在台灣辦離校手續時，總被問：
「你去大陸？蘭州在哪？」這些話語，眾人的不
認可，曾讓我懷疑，但來到這只要你不是嬌嬌女
公子哥，你可以過得很好的！還有最好訓練一下
吃辣的功力，這東西可是很辣的！
可以選一下蘭大的特色課，敦煌學或者是西北地區的課。在一門西北民族宗
教概論中，也讓我更瞭解伊斯蘭文化，讓我對他們改觀。蘭大這方面的學問可以
很充沛的，畢竟大陸政府是對於這方面是非常保護蘭大的，其他學校沒有辦法動
用這方面的資源。
你可以想像西部的景色是多麼的美，是一種粗曠原始的美，是一種在台灣感
受不到的氣息，是一種可以忘懷一切煩惱的地方。
(臺灣東華大學交換生 莊千儀)

●

●

●

偌大的校園，歐式的圖書館，靦腆純樸的學生，第一眼很有好感。

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學校、師生，認真積極、善良可愛。回去後這些回憶都將
成為現實的美好殘影，留給我想念、回味。
（臺灣東吳大學交流生

薑佳宜）

蘭州大學很多令人感興趣的課程在眼
前展開，像是敦煌學特別的吸引著我，聽老
師諄諄誘導我們進入那個莫高洞窟的美麗
世界，無疑的令人悠
然神往，所以我們背
起行囊奔向敦煌，親
自體會中國文明震懾人心的底蘊，在千年的古佛之
前，我才明白到蘭州是一個多麼美麗的決定，因為這
個決定我才真真實實的沐浴在一切可敬的文化裡。
（臺灣東吳大學交流生 吳玟瑾）

我很慶倖自己把握住到蘭州大
學學習的機會，到大陸一窺究竟，
從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到自助旅行，
我看到許多不同于臺灣的美景；我
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人；我感受到
每個地方特有的氣息，每一個細節
都深深的刻畫出大陸的美及特色，
也深深的留在我的心裡。感謝每一
位熱心幫助我們的同學及老師，因
為有您們，讓我們的旅途更美好；總是笑臉迎人的老師，因為你們細心的幫助，
讓我們順利的完成交換之旅，謝謝!!
（臺灣義守大學交流生 蔡旻軒）

蘭州大學的校園風氣是自由卻不失秩序的，在此學習的莘莘學子們多半都有
著質樸氣息，追求學問的態度也不因天氣狀況而停歇，圖書館永遠燈火通明，白
天至黑夜都有人在裡面奮鬥，而操場與各個球場同樣可以看到揮灑汗水的人們，
這裡的校園風氣給人一種簡單而清新的感覺。

再者，蘭州大學的各項硬體條件設施方面來看，學校對於交流生給予極優的
自由度，不僅提供交流生專用的宿舍外，你也可以選擇與一般大學生一起，體驗
他們的大學生活；學生餐廳提供多樣化的餐點讓我們選擇，價格也甚是親民，校
園周邊也有很多吃的小店，在這裡基本上不需要煩惱任何吃的問題，就算不吃辣
的學也無須擔憂；日常百貨用品的採買也甚是方便，大至超市小至攤商皆有，如
果有缺少任何物品，到這些地訪找一找肯定會有的；交通上，蘭州市區的公交車
線路十分健全，雖然尖峰時段會有些雜亂，不過本人在蘭的期間，明顯的這個城
市致力於交通改革上，地鐵線路正在修建、斑馬線與行人號誌的建立等等都是可
以看到的，而蘭州大學內部，因為有若干校區分散在蘭州市附近，因此學校同樣
也準備有交通車，可以讓在不同校區修課的同學安心學習無後顧之憂。
（臺灣大學交流生

何丞翊）

這裡的課程，讓我最喜歡的是老師對於教學的活力，讓我最驚訝的是同學認
真的態度跟獨立的思考，每位同學都認真與老師互動，參與討論及回答，雖然我
的專業是傳播，本就是擅長表達意見的科系，但這邊的風氣更為熱絡，與台灣相
比相對開放。

來蘭州，我喜歡這裡的單純，西北的大漠風情不減少人的可愛只增添了風
情。在蘭大，我喜愛老師的熱忱與同學營造出來的上課氛圍，西北的地理位置不
削減求知的心態只強化了學習的神聖。
（臺灣銘傳大學交流生

劉旻柔）

这学期从台湾来兰大交流的共有 8 位交流生，澳台办安排的兰大伙伴。我还
在台湾时，刚收到录取通知后不久，就收到了我的兰大伙伴寄来的问候 Email。
由于其中七个台湾交流生搭同班飞机抵达，当天抵中川机场后，一出关就看到兰
大伙伴们在外等候我们，一同搭巴士回兰州大学，并协助我们办理入宿；隔天带

我们办理手机门号及银行开户，真的很贴心！兰大的大四学生、研究生和大二以
上的医学生是住在兰州市里的，大一到大三则是安排在榆中校区，距离兰州市约
一小时车程。由于我选的课程都是开在榆中，我便选择在榆中校区与大陆学生同
住。榆中校区在榆中县夏官营的小村庄里，虽然不繁华，但校内有食堂、超市，
后市场也应有尽有！住榆中宿舍可以和舍友一起叫外卖吃，可以听到来自大陆不
同县城的口音、方言和故事、可以学到很多特别的大陆用语、可以尝试在校内公
共澡堂或是后市场的付费澡堂洗澡、期末考非常时期也能在图书馆或宿舍自习室
和大家一同打拼，感受大陆学子那股非赢不可的冲劲！且大部分的社团活动也都
是在榆中校区进行。住在榆中真的比较能完全融入大陆本科生的生活！
我想对想来兰大交流、或是还在犹豫要到哪间学校交流的孩子们说，如果你
想体验大西北生活，感受不同于台北、上海或香港这类繁华城市的氛围，兰州大
学真的值得你来！兰大是个学术风气很好的重点大学，兰大的学生也算是相当朴
实。此外，兰州的地理位置偏中间，四周都是值得旅行的好地方，搭火车往东西
南北向去旅行都很方便！再来就是，从你决定要踏出舒适圈的那一刻起，就不要
怕东怕西，在合理范围内及保护自己的前提下，放胆地去玩、敞开心胸地去结识
新朋友；最重要的：既要会玩，也要很能学习，这才是真本事。
现在，我也能大声的说「我，曾是兰大的少年。」谢谢我的母校─东华大学，
也谢谢兰州大学，谢谢我自己的努力，更感谢我的父母。这半年交流生涯的洗礼，
使我成为更好的陈芊伃。
照片分享：https://www.douban.com/photos/album/1650035899/
（台湾东华大学交流生

陈芊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