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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慶市及北碚區簡介

重慶是中國著名歷史文化名城，有文
字記載的歷史達 3000 多年，是巴渝文化
的發祥地。因嘉陵江古稱“渝水”，故重
慶又簡稱“渝”
。北宋崇甯元年（1102 年）
，
改渝州為恭州。南宋淳熙 16 年（1189 年）
正月，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
位為光宗皇帝，稱為“雙重喜慶”，遂升
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而得名。1891
年，重慶成為中國最早對外開埠的內陸通
商口岸。1929 年，重慶正式建市。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期，國民政府定重慶為陪都，重慶同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一道被列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指
揮中心，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
重慶位於內陸西南部、長江上游地區，幅員面積 8.24 萬平方公里，轄 38 個區縣（自治縣）
。戶籍人
口 3375 萬人，常住人口 2991 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59.6%。人口以漢族為主體，有土家族、苗族、回
族、滿族、彝族、藏族等 55 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人口 200 萬人、占總人口 6%。地貌以丘陵、山地為主，
其中山地占 76%，有“山城”之稱。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在 16～18℃，常年降雨量 1000～
1450 毫米。重慶域內水系豐富，流經的重要河流有長江、嘉陵江、烏江、涪江、綦江、大寧河等，長江幹
流自西向東橫貫全境，流程 665 公里。旅遊資源豐富，有長江三峽、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世界自然遺
產武隆喀斯特和南川金佛山等壯麗景觀。
重慶市是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1997 年 6 月 18 日正式掛牌）
，是國家重要中心城市、長江上游地
區經濟中心、重要現代製造業基地、西南地區綜合交通樞紐、西部開發開放的重要戰略支撐、國家“一帶
一路”重要戰略節點和長江經濟帶、西部中心樞紐和內陸開放高地。直轄以來，重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
著成就，產業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老工業基地煥發生機活力，農業農村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水準大幅提
升，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提速，內陸開放格局基本形成，三峽百萬移民搬遷安置任務圓滿完成，各項社會事
業全面進步。
直轄以來，重慶市每年的 GDP 增長都保持在兩位數以上。汽車、電子資訊、裝備製造、綜合化工、材
料、能源和消費品製造等千億級產業集群全面形成，農業農村和金融、商貿物流、服務貿易等現代服務業
快速發展。以交通為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快，建成“二環八射”高速公路網和“七幹線二支線”
鐵路網，港口年貨物輸送量近 1.5 億噸，江北國際機場年旅客輸送量近 3000 萬人次。內陸開放高地加快
崛起，兩江新區開發開放全面推進，以寸灘水港、江北國際機場、團結村鐵路中心站三個一類口岸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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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路寸灘保稅港區、西永綜合保稅區、鐵路保稅物流中心（B 型）為主體的水、空、鐵全面開放格局基
本確立，以長江黃金水道、渝新歐國際鐵路等為支撐的向東向西國際貿易大通道全面形成。教育、醫療、
文化、科技、社會保障等取得新的進步。生態環境品質持續改善。
重慶，這座朝氣蓬勃、活力迸發的美麗山水之城、現代魅力之都，正以從容自信、開拓開放的姿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征程中闊步前行。
北碚區位於重慶市城區西北部，重慶主城九區之一，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事先規劃，逐步按計劃建設
的經濟開發區。因有巨石伸入嘉陵江中，曰碚，又因在渝州之北，故名北碚。北碚區背靠縉雲山，嘉陵江
環城而過，以濃郁的文化氛圍、著名的風景名勝、雄厚的科技實力、秀麗的花園城區而名揚四方。
該區環境十分優美，空氣環境品質已連續 12 年居重慶主城首位，Ⅱ級以上優良空氣品質天數長期保
持在 338 天以上。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 26.16 平方米，全區森林覆蓋率達 48.68%。素有“嘉陵江畔明珠”、
“重慶都市花園”的美譽。
北碚區幅員面積 75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77.09 萬人。
北碚區是市級風景旅遊區、智力型清潔工業基地，西部第一個國家園林城區、全國綠化模範城市、國
家環境保護模範區，國家生態示範區、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全國首批國家可持續發展先進示範區等國家
級榮譽，並被聯合國人居環境署授予“迪拜國際人居環境良好範例獎”。

二、 西南大學簡介
西南大學（Southwest University）是教育部直屬，
教育部、農業部、重慶市共建的重點綜合大學，是國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設高校。現任黨委
書記舒立春教授、校長張衛國教授。
學校主體位於重慶市北碚區，坐落於縉雲山麓、嘉陵
江畔，占地 8000 餘畝，校舍面積 165 萬平方米，綠地率達
40%，泱泱校園，宏麗莊重，氣象萬千，是聞名遐邇的花園
式學校，教育部表彰的文明校園。
學校溯源于 1906 年建立的川東師範學堂，幾經傳承演變，1936 年更名為四川省立教育學院。1950 年，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教育、國文、外文、史地、數學等系與 1940 年成立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合併建立西
南師範學院，農藝、園藝和農產製造等系與 1946 年創辦的私立相輝學院等合併建立西南農學院。1985 年，
兩校分別更名為西南師範大學、西南農業大學。2000 年，重慶市輕工業職業大學併入西南師範大學；2001
年，西南農業大學、四川畜牧獸醫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柑桔研究所合併組建為新的西南農業大學。2005
年，西南師範大學、西南農業大學合併組建為西南大學，開啟了學校發展嶄新篇章。
百餘年來，篳路藍縷，玉汝于成，數代西南大學人以其弘毅堅韌、自強不息的奮鬥鑄就了"特立西南、
學行天下"的大學精神，不斷豐富著"含弘光大，繼往開來"的校訓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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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年來，學校始終以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為己任，杏壇育人，勸課農桑，積澱了深厚的人文底蘊。
一大批名師先賢曾執教於此，春風化雨，躬耕不輟。數十萬畢業生從這裡走向四面八方，成為民族復興大
業的建設者和各行各業的中堅骨幹。
學校學科門類齊全，綜合性強、特色鮮明，現有 53 個一級學科，涵蓋了哲、經、法、教、文、史、
理、工、農、醫、管、藝等 12 個學科門類，其中有 3 個國家重點學科、2 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19
個一級學科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44 個一級學科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有 1 種專業博士學位、19 種專業
碩士學位，另有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22 個，有 6 個學科領域進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
學校堅持以人才培養為根本，培養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深厚人文底蘊、紮實專業知識、富有創新精
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學校現有 32 個學院（部），105 個本科專業，其中國家級特色專業 20 個、
重慶市特色專業 43 個。教學資源豐富，現有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4 個、國家級虛擬模擬實驗中心 3
個、重慶市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13 個，有國家級精品課程 46 門、重慶市精品課程 96 門，有國家級大學生
文化素質教育基地 1 個。現有在校學生 5 萬餘人，其中普通本科生近 4 萬人，碩士、博士研究生 11000 余
人，留學生 800 餘人。
學校現有專任教師 2968 人，其中教授 572 人、副教授 1115 人，博士生導師 331 人、碩士生導師 1398
人，中國科學院院士 1 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1 人、資深教授 1 人、國家級教學名師 3 人、國家級有突出貢
獻中青年專家 5 人、"千人計畫"入選者 12 人、"國家特支計畫"入選者 9 人、"長江學者"13 人、"國家傑出
青年基金"獲得者 2 人、"973"專案首席科學家 2 人、"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12 人、國務院學位委
員會委員和學科評議組成員 8 人，國家級教學團隊 4 個、教育部創新團隊 3 個。
學校建有國家重點實驗室 1 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1 個、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 1 個、省部共
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 1 個、教育部或農業部重點實驗室 10 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3 個、"111 計
畫"創新引智基地 3 個、國家野外科學觀測試驗站 2 個、農業部科學觀測實驗站 2 個、國土資源部野外基
地 2 個、國家大學科技園 1 個、重慶市重點實驗室 12 個、重慶市工程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25 個、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1 個、文化部公共文化研究基地 1 個、國家體育總局重點實驗室（共建）1
個、重慶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13 個。"十二五"期間，學校國家級科研立項數量達 900 餘項，科
研經費總量達到 20.35 億元，獲"973"專案、"863"項目（課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國家重點
研發計畫專案、國家重大文化工程項目等國家級專案 700 餘項，獲得授權專利 1000 餘項，育成動植物新
品種 50 個，出版專著 800 餘部，自然科學在 SCIE、EI、ISTP 在三大檢索論文數量達 5400 余篇，人文社
會科學在 SSCI、A&HCI、CSSCI 三大檢索論文數量達 3600 餘篇。"十二五"以來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2 項、
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1 項、中國專利優秀獎 1 項、教育部普通高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
20 餘項、重慶市科學技術獎一等獎 8 項。
學校注重發揮自身優勢，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堅持"立足重慶、面向西南，服務全國"，與重慶、
四川、雲南、貴州、江蘇、山東等省市 50 餘個地、市、縣建立了校地戰略合作關係，與國內 50 多家大中
型企業建立了緊密的產學研合作關係，與 26 省市 500 余個行政事業單位和 1000 多家企業開展了有效的專
案合作，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其中與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的縣校合作，受到廣泛好評，
被譽為產學研有效結合的"石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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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積極推進國際化進程，與美、加、泰、日、
韓、越、澳、俄等近 30 個國家和地區的 80 多所高
校、科研機構建立了長期友好合作關係，在泰國、
加拿大、哈薩克合作建立孔子學院 3 所。
歷經百餘年的磨礪和發展，今天的西南大學正
秉承"含弘光大、繼往開來"的校訓，堅持"學術立
校、人才強校、品質興校、管理活校"的發展理念，
全面提高人才培養品質，全面深化綜合改革，全面
推進依法治校，全面提升黨的建設科學化水準，為
建設特色鮮明的高水準綜合大學而堅實邁進。

三、 學校設施
（一） 圖書館設施齊全，校史館館藏豐富
學校中心圖書館地上 15 層，地下 1 層，建築面積 3.7 萬平方米，總投資 1 億多元。按四個功能空間
設計，其中，1 至 8 層（包括 1 至 5 層裙樓）為學習交流功能空間，主要是文獻借閱和讀者學習區，約 2
萬多平方米；9 至 11 層為學習研究功能空間，主要是特藏珍貴文獻區及側重為教師和研究生服務的學術交
流研究區，約 2400 平方米；12 至 13 層為技術及服務保障功能空間；負一樓及一樓部分區域為文化展示與
休閒功能空間，主要設計有視聽室、3D 閱覽室及配套為讀者服務的小型超市、簡餐、咖啡廳等。
中心圖書館採用了大平面、大開間設計，集借、閱、藏、諮詢於一體，可提供近 4000 個閱覽座位。
中心圖書館紙本文獻將涵蓋圖書館全部文獻類別，設有經典著作、考試考級、新書導讀、出版社新書推薦
等多個主題閱覽區和古籍保護中心、民國文獻中心、西大文庫、主題研修區等多層次、多類型文獻利用空
間。中心圖書館配備了先進的多媒體資訊技術平臺和 RFID 自助借還系統、讀者自助列印複印設備、飲水
設備、數位化自主學習中心，充分體現了現代大學圖書館智慧化、數位化和人性化的特徵。

（二） 教學樓風格各異，
西南大學共有中式、歐式等 45 座教學樓。所有教室都配備有空調、電扇及多媒體教學設施。

（三） 體育設施
學校有標準跑道運動場 5 個，多功能大型體育館 1 個，另設有籃球館、羽毛球館、室內恒溫游泳池等
各類齊全的體育設施。

（四） 學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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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水果或植物名稱命名，我校共有梅園、竹園、橘園、杏園、李園、桃園、楠園等
七大學生宿舍片區。每一宿舍區皆配備有教育超市、食堂、圖書室等便利的生活設施。宿舍
內配備有空調、獨立衛生間（淋浴和蹲位廁所）、網路介面、雙層床（上床下課桌）等設施。
本科生宿舍為 4 人或 6 人間，研究生為 2 人或 4 人間。所有交換生都能保證分配有一個校內
宿舍床位。
（五） 食堂
七大學生食堂及教職工食堂（禾豐樓）提供品種豐富、美味可口且價格低廉的食物，供
來自於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師生享用。除常規食物外，學校還提供清真食品，以及臺灣、韓國、
日本、香港等全世界各地美食。此外，學校附近的火鍋、江湖菜等眾多富有地方特色大小餐
館也是很多同學的就餐選擇。
（六） 交通
校園觀光車：學校占地面積廣大，有專門的校園觀光車穿梭於校園內，為同學們提供交
通便利。觀光車分為不同線路，可以抵達校園每一個角落。同學們憑校園一卡通乘坐。
公共交通：學校位於重慶市郊區的北碚區，一、二、三、六、八號校門處皆有往返市區
的公共汽車，單程行程約 40 分鐘。二號門外有輕軌（地鐵）6 號線前往市區，運營時間為每
天 6:00 至 22:30，單程行程約 50 分鐘。此外，還有多條公交線路前往機場、火車站、奧特
萊斯購物廣場、宜家商場等。迷人都市生活近在咫尺。
（七） 其他生活設施
學校附近其他基本生活設施包括超市、商場、電影院、公園、銀行、集市、郵局、博物
館等等，為同學們的生活提供保障。
四、 接收學院資訊
(一) 文學院
學院設有漢語言文學、漢語國際教育、影視藝術三個系，漢語言文學（師範）、漢語言
文學（非師範）、漢語國際教育、戲劇影視文學四個本科專業面向全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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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學部
學部本科專業按照教育學大類招生，分設教育學、小學教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和教
育管理等 5 個專業方向。
(三) 心理學部
心理學部擁有基礎心理學國家級重點學科，心理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心理學一級學科
博士學位授權點，涵蓋基礎心理學、發展與教育心理學、應用心理學的博士授權點和碩士授
權點，設有心理學（非師範）、心理學（師範）、應用心理學 3 個本科專業。
(四) 外國語學院
學院下設英語教育系、英語系、亞歐語系、研究生教學部、大學英語部、網路與繼續教
育中心；現有英語、日語、俄語、法語、德語、韓語、西班牙語 7 個語種，英語、日語、俄
語、德語 4 個專業；英語專業（師範）為國家級特色專業和學校優勢專業。
(五) 法學院
學院設有理論法學、刑法學、民法學與經濟法學、訴訟法學、實踐教育、雙語等 6 個教
研室，“三農”法制研究中心、社會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刑事司法研究中心等 3 個科研機
構。
(六) 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院
學院下設中國史系、世界史系、歷史教育系、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民族教育系等 5 個系，
以及歷史地理研究所、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研究中心、西亞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于右任
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目前開設有歷史學（師範）、歷史學（國學研究與應用）、民族學 3
個本科專業。
(七) 經濟管理學院
學院現有農林經濟管理系、會計系、企業管理系、旅遊管理系、物流與行銷系、經濟系、
金融系、國際貿易系等 8 個系，學科橫跨經濟學和管理學兩大學科門類。
(八) 數學與統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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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現設數學系、應用數學系、數學教育系、統計系、大學數學研究室、數學研究所，
擁有數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統計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數學博士後科研流動
站；應用統計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
(九) 園藝園林學院
學院下設園藝系、園林系、風景園林系、植物系。
(十) 資源環境學院
有農業資源與環境、環境科學、環境工程、林學、水土保持與荒漠化防治、土地資源管
理、水文與水資源工程 7 個本科專業。
(十一) 食品科學學院
食品科學學院現有食品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博士點及博士後流動站,食品科學、糧食油脂
蛋白質工程等 5 個博士點、8 個碩士點，有食品科學與工程、食品品質與安全、茶學、包裝
工程 4 個本科專業。
(十二) 農學與生物科技學院
學院設有 3 個系、1 個實驗教學中心、 9 個研究所（室），同時還招收植物學、遺傳學、
生態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專業博士、碩士研究生，有農學、生物技術和農村區域發展
3 個本科專業。
(十三) 藥學院中醫藥學院
學院設置了化學藥學、生物藥學、中藥學、藥理學、藥物製劑、藥物分析學和製藥工程
7 個教研室，現設有藥學和製藥工程 2 個本科專業。
(十四) 植物保護學院
學院涵蓋植物病理專業、農業昆蟲與害蟲防治專業、農藥學專業、生物安全專業 4 個博
士、碩士學位授權，設有植物保護、生物安全和製藥工程（農藥方向）3 個本科專業。
(十五) 紡織服裝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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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設有紡織工程、輕化工程、服裝設計與工程 3 個重點本科專業，建有“設計學”一級
學科碩士點和“纖維材料與工程”、“資源纖維學”2 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點，建有“纖維
材料與工程”交叉學科博士點。
(十六) 電腦與資訊科學學院
學院設有電腦科學系、軟體工程系、網路工程系、自動化系、電子商務系、教育技術系、
資訊管理系、教師教育系、電腦基礎系、實驗教學中心、人工智慧研究所、自動化研究所等
12 個二級單位
(十七) 電子資訊工程學院
學院目前開辦有電子資訊工程、通信工程、資訊工程、電子科學與技術四個本科專業，
現有計算智慧與資訊處理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和信號與資訊處理碩士學位授權點。
(十八) 生物技術學院
學院現有蠶學（教育部特色專業）、生物技術兩個本科專業，擁有碩士和博士學術學位
授權點各 6 個（特種經濟動物飼養、遺傳學、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微生物
學、生理學），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 1 個，博士後流動站 2 個。
(十九) 動物科技學院
學院設有動物科學系、水產科學系、動物醫學系，分別在動物科學、動物醫學、水產養
殖學和草業科學 4 個重點本科專業招收一本學生。
(二十) 生命科學學院
學院有生物科學（師範）、生物科學和生物工程 3 個本科專業，生物科學專業被教育部
列為首批特色專業建設專案，同時是學院特色專業和全英文授課專業。
(二十一)

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學院擁有物理學國家級特色專業，下設物理學師範和非師範本科專業。
(二十二)

化學化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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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現有化學博士後流動站、分析化學博士點，化學一級碩士學位點，分析化學、應用
化學、物理化學、環境科學、無機化學、有機化學、藥物分析、化學教學論 8 個碩士點，設
有化學、應用化學和材料化學 3 個本科專業。
(二十三)

地理科學學院

學院下設地理科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地理資訊與工程、教師教育系四個系，現有
地理科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管理、地理資訊系統三個本科專業。
(二十四)

工程技術學院

擁有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農業機械化及其自動化、車輛工程、農業建築環境與能
源工程、土木工程、自動化、電子科學與技術等全日七個全日制本科專業。
(二十五)

應用技術學院

學院現有工商管理、會計學、新聞學、旅遊管理、電腦科學與技術、電子商務、視覺傳
達設計七個應用技術本科專業，是西南大學下屬的 32 個二級學院之一。
(二十六)

材料與能源學部

學部擁有兩個交叉一級學科博士點(潔淨能源科學、納米生物醫學)，兩個二級學科碩士
點(材料物理與化學、材料學)，兩個本科專業(材料物理、金屬材料工程)。
(二十七)

馬克思主義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設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育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教育系、思想政治
教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育系、教師教育系和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
(二十八)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現設有哲學系、政治系和公共管理系，有哲學、公共事業管理、行政管理、政治學與行
政學 4 個本科專業，有哲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哲學一級學科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有
3 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權和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學位授予權。
(二十九)

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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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下設公共關係系、文化產業管理系、社會工作系，在教學科研上力求保持國際視野
和戰略眼光。
(三十) 新聞傳媒學院
學院現設有新聞學系、廣播電視系、傳播學系三個系以及新聞學、廣播電視編導、播音
與主持藝術三個本科專業，有一個課程與教學論博士方向，一個傳播學碩士點和中國現當代
敘事文學、電影藝術理論、現代教學傳媒技術方向的碩士。
(三十一)

美術學院

現設有美術學（師範）、藝術設計、繪畫及雕塑四個本科專業，此外學院還招收美術理
論、油畫、中國畫、視覺文化研究、雕塑、壁畫、版畫等專業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和藝術碩士
專業學位研究生。
(三十二)

音樂學院

學院下設音樂教育、音樂學、音樂表演、舞蹈學四個系。含聲樂、鋼琴、理論、器樂（西
洋及民族）、舞蹈等五個教研室、交響樂團和後勤行政部門。
(三十三)

體育學院

學院現有體育教育和運動訓練兩個本科專業，作為教育部高水準運動隊布點學校，學院
承擔了足球、游泳、網球等項目高水準運動員選拔培養工作。
(三十四)

含弘學院

含弘學院堅持多樣化與個性化培養為指導，通過自主招生、校內二次選拔、高考直接錄
取等方式每年選拔組建大文科類“吳宓班”和理工科類“袁隆平班”。
更多學院（部、所、中心）資訊，請參閱 http://swu.edu.cn/xxzl5.html 及
http://swu.edu.cn/xxzl4.html 中的“其他”欄目下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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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聯繫方式及申請資訊
（一） 聯繫方式
聯繫單位

西南大學港澳臺辦公室

聯絡人

譚飛雪

電話

+86-23-68253749

電郵

gangaotai@swu.edu.cn

地址

重慶市北碚區天生路 2 號西南大學港澳臺辦公室（郵編：400715）

傳真

+86-23-68863805

（二）2018 年秋季學期港澳臺友校交換生申請資訊
交換時間

自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19 年 1 月 12 日，一學期

交換名額

依兩校交換生協議

申請截止日

2018 年 5 月 20 日
大二、大三本科生，二年級碩士、博士研究生

申請資格

*若有大一、大四或研一、研三同學申請，只要不影響該生正常畢業或修學，我校均可接
受交換。

接收學院

西南大學所有學院（部、所、中心）

報名費用

無
1. “港澳臺學生赴西南大學交換學習申請表”（務必黏貼照片；第三頁“母校派遣證明”
欄目由貴校負責派出交換生事宜老師填寫）

申請文件
（為簡化手
續，現申請只
需提交電子版
材料即可）

2. 大學期間成績單
3. 研修計畫
4. 作品集（音樂、美術、服裝設計、景觀設計等專業同學請附作品集，與其他申請材料
一併寄送）
5. 教授/副教授推薦信一份
6. 健康檢查表（當地醫院檢查即可，可來校後補交）
*以上材料需單獨掃描為清晰的 PDF 格式。
同一學校的申請者由該校負責老師統一將申請材料發送至 gangaotai@swu.edu.cn

學雜費

免
1. 為保證西南大學全日制學生身份，每星期上課學時至少為 20 學時（每學時 40 分鐘）

選課規範

2. 主修或副修音樂樂器，另加收教師指導費。
3. 來校前，可聯繫老師索取課程資訊，開學到校後再上網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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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校後統一安排學生宿舍，但需自行購買床上用品。4 人間住宿費用為每人
住宿信息
醫療保險
志願者服務

每學期 約 500~600 元。
須提供當地醫療保險投保證明（時間段必須覆蓋在西南大學就讀時間）
。
我校為每位交換生安排對應學院的志願者，幫助交換生同學在西南大學就讀期間的各項事
宜。
西南大學所在地區生活費（根據個人習慣有所不同）
1. 手機話費：各通信公司提供不同套餐，費用約為每月人民幣 50 元至 100 元之間，包
括基本話費和上網費用

其他資訊

2. 餐費：在學校各食堂就餐，費用約為每日人民幣 30 元左右
3. 交通費：學校校園觀光車每次乘坐人民幣 1 元；前往市區大巴車單程約 10 元，輕軌
（地鐵）單程約 7 元
4. 書籍費：每學期約人民幣 200 元
5. 其它生活費用：視個人習慣，預估一個月約人民幣 1000 元

更多學校資訊，盡在 http://swu.edu.cn/index.jsp
熱忱歡迎您來到美麗的西南大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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