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财经大学学生出国访学、攻读学位项目一览表

国（境）外院校 报名对象 入学要求 所获学位
学习
期限

报名对象专业
情况

入学时间
是否交
纳学费

备注

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http://www.napierchina.com 
http://www.napier.ac.uk

在读本科三年级

大部分本科/硕士课程要求：雅
思 6.0分，各单项不低于
5.5分，在校历年平均成绩75分
以上

学士学位

1学年 所有专业 9月初 是在读本科四年级 硕士学位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年级

硕士学位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 

http://www.essex.ac.uk

在读本科四年级
雅思6.5分(部分专业要求
7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在
校历年平均成绩80分以上

硕士学位

1学年 经济、管理类 9月初 是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二年级
硕士学位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         
Heriot-Watt Universtity  

https://www.hw.ac.uk/china 
http://www.hw.ac.uk

在读本科四年级
雅思6.5分(部分专业要求
7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在
校历年平均成绩80分以上

硕士学位

1学年 经济、管理类 9月初 是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二年级
硕士学位

法国雷恩第一大学      
University of Rennes 1 
http://www.igr.univ-

rennes1.fr/en

在读本科三年级
雅思5.5分或托福IBT 79分，在
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无学位

1学年 经济、管理类 9月初

否 该校每年为我校在
读本科三年级学生
提供10个奖学金访
学名额在读本科四年级

雅思6.0分或托福IBT 100分，
在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硕士学位 是

捷克布拉格经济大学             
University of 
Eonomics,Prague      

http://www.vse.cz/index-
en.php

在读本科二、三年级
雅思6.0分或托福IBT 79分，在
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无学位 1学期 经济、管理类 9月中旬 否
该校每年为我校在
读学生提供4个奖
学金访学名额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二年级



国（境）外院校 报名对象 入学要求 所获学位
学习
期限

报名对象专业
情况

入学时间
是否交
纳学费

备注

捷克布拉格城市大学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http://www.mup.cz/en.html

在读本科二、三年级
雅思6.0分或托福IBT 79分，在
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无学位 1学期 经济、管理类 9月中旬 否
该校每年为我校在
读学生提供3个奖
学金访学名额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二年级

荷兰应用科技大学         
INHolland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http://www.inholland.com

在读本科三年级
雅思6.0分以上（单项分数均为
6.0以上），在校成绩平均绩点
2.7以上

无学位 1学年 所有专业 9月初 否

该校每年为我校在
读本科三年级学生
提供3个奖学金访
学名额

新西兰Unitec理工学院                    
Unitec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ttp://www.unitec.ac.nz

在读本科二、三年级
雅思6.0分以上（各单项成绩不
低 5.5）或托福IBT 79分，在
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无学位 1学期 经济、管理类

7月下旬 否
该校每年为我校在
读学生提供4个奖
学金访学名额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二年级

雅思6.5分（各单项成绩不低于 
6.0）或托福成绩 90分；在校
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无学位 1学期 所有专业

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   
Dalhousie University 
http://www.dal.ca

在读本科二年级
雅思6.0分或托福IBT 90分，在
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学士学位 2学年

国际经贸学院、
保险学院、统计
学院、数学与数
量经济学院等经
济管理类专业

8月底 是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http://www.ucsb.edu/

在读本科          
二、三年级

雅思 6.5分或托福IBT 80分，在

校平均绩点2.7分以上
无学位 2学期 经济、管理类 9月中旬 是



国（境）外院校 报名对象 入学要求 所获学位
学习
期限

报名对象专业
情况

入学时间
是否交
纳学费

备注

美国拿撒勒大学         
Nazareth College  
http://www.naz.edu      

在读本科二、三年级
雅思 6.0分或托福IBT 79分以
上，在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无学位
1学期
或   

1学年

所有专业 8月底 是

该校每年为我校在
读本科二、三年级
学生提供2个奖学
金访学名额

在读本科二年级
雅思 6.0分或托福IBT 79分以
上，在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学士学位 2学年

在读本科四年级
雅思 6.0分或托福IBT 79分以
上，在校成绩平均绩点2.7以上

硕士学位
1.5学
年

美国福特汉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http://www.fordham.edu                                   
在读本科四年级

雅思 5.5分或托福IBT 85分以
上，在校历年平均成绩80分以
上

无学位 2学期 所有专业 10月中旬 是
该项目为本升硕衔
接项目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
http://www1.umn.edu/twinciti

es/index.html

在读本科二、三年级

模式1：托福IBT 73分或雅思 
6.5以上，在校成绩平均分75分
以上；                       
模式2：须通过校内语言考核，
在校成绩平均分75分以上

访学无学
位；访学期
间可申请外
方学籍，录
取后有学位

1-2学
期

所有专业
8月底和 
1月初

是

每年2次报名，分
别于寒暑假开学
初，校园网另行通
知。

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Springfield）
http://www.missouristate.edu          

在读本科四年级
无托福或雅思要求，须参加我
校英语测试、培训

MBA学位
12个
月

所有专业 1月初 是
每年3月-7月报
名，校园网另行通
知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IU）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http://www.fiu.edu

在读本科四年级
雅思 6.5分或托福IBT 80分以
上；在校成绩平均成绩75以上

硕士学位
2-3学
期

所有专业 8月下旬 是
每年9月-12月报
名，校园网另行通
知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二年级
雅思 6.5分或托福IBT 80分以
上；在校成绩平均成绩75以上

硕士学位
2-3学
期

所有专业 8月下旬 是



国（境）外院校 报名对象 入学要求 所获学位
学习
期限

报名对象专业
情况

入学时间
是否交
纳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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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歌山大学
http://www.wakayama-u.ac.jp

在读本科二、三年级 日语一级（或相当于此水平） 无学位 1学期 所有专业 9月初 否

该校每年为我校在
读本科三年级学生
提供3个奖学金访
学名额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  
http://www.tku.ac.jp/ 

index.html
在读本科二、三年级 日语一级（或相当于此水平） 无学位 1学年 所有专业 9月初 是

注：1）所有项目报名均有语言要求，有意向出国（境）的同学请提前做好准备；
    2）报名时须取得相应院校（项目）所要求的雅思或托福成绩；报名时须提交正式雅思或托福成绩单；报名英国大学须提供雅思成绩，英国大学不再承认托
福成绩；
    3）报名时须提交护照、在校中英文正式成绩单和在校历年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请提前办理护照，护照有效期至少2年以上）；
    4）参加赴外短期访学、双学士学位、双硕士学位项目学生在外学习成绩、学籍管理及学位管理等事项按照我校《山东财经大学学生出国（境）学习管理规
定》、《山东财经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参加本升硕项目的学生在外学习期间，涉及成绩、学籍管理及学位管理等事项按
照外方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5）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网站。网址：http://international.sdufe.edu.cn/international/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