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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2021 年聯合招收華僑、

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簡章

一、學校簡介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擁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廣東省高水

準理工科大學建設高校。

2016 年成為廣東省第六批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2017

年經廣東省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博士學位授予立項建設單位，

2019 年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審核評估。學校在軟科發佈的

2020 年“中國大學排名（主榜）”中位居全國第 228 位。

目前，全校上下緊抓機遇，圍繞“更名大學”“申報博

士點”等重點工程，全力推進高水準理工科大學建設再上新

臺階。

性質：公立全日制大學 。

歷史：60 多年辦學歷史，起源於 1958 年創辦的佛山師

範學院和華南農學院佛山分院。

面積：現有仙溪、江灣、河濱三個校區，總占地面積達

2206.06 畝，總建築面積 60 多萬平方米，其中仙溪校區內有

占地約 1700 畝的仙溪湖。

師資與學生：學校現有教職工 1893 人，專任教師中具

有高級職稱 600餘人，具有博士學位教師近 700人。現有全

日制在校本科生 19808 人，在校碩士研究生 1293 人，聯招

博士 39 人,成人學歷教育學生 3498 人，在校來華學歷留學

生 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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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設置及專業：設有研究生學院和 16 個二級學院，

每個二級學院與地方行業、企業共建了“產業學院”。現有

70 個本科專業，涵蓋了理、工、農、醫、管理、法學、經濟、

教育、文學、藝術等十大學科門類。現有 6 個碩士學位授權

一級學科和 5 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類別。擁有國家級特色專

業 2 個，國家級一流專業建設點 1 個，省級特色專業 11 個，

省級重點專業 4 個，省級一流專業建設點 4 個，廣東省特色

重點學科 4 個，廣東省優勢重點學科 2 個，省級“沖一流、

補短板、強特色”提升計劃重點建設學科 3 個。擁有省級精

品課程 2 門、重點課程 7 門，精品開放課程 14門。

二、周邊環境介紹

佛山市：擁有燦爛多姿的民間藝術的國際化現代都市。

佛山簡稱“禪”，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作為一

個武術之鄉，曾經走出來黃飛鴻，李小龍這樣的世界聞名的

武術宗師。此外，佛山也是中國粵劇的發源地，著名的民間

藝術之城、陶瓷之都、美食之鄉、嶺南成藥之鄉。

作為中國古代四大名鎮之一，佛山技藝精湛的民間藝術

歷史悠久，具有濃郁地方特色。佛山剪紙是中國著名的民間

傳統藝術， 源於宋代，盛於明清時期，至今已有八百多年

歷史。佛山是“南國陶都”、“中國陶瓷名都”，制陶工藝

源遠流長，有 700多年歷史。建於明代正德年間的南風古灶，

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柴燒龍窯，薪火相傳至今 500多年，被

譽為“陶瓷活化石”。 佛山是“嶺南成藥之鄉”，古方正

藥的歷史有 400餘年。

佛山位於中國最具經濟實力和發展活力之一的珠江三

角洲中部，是廣東省经济总量第三大城市，2020 年佛山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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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生產總值為 10816.47 億元。佛山是“廣佛同城”、“珠

三角經濟圈”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核心節點城

市之一，在廣東省經濟發展中處於領先地位。佛山市總面積

384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800 多萬人。佛山是著名僑鄉，祖

籍佛山的華僑和港澳臺同胞達 140 多萬人。

佛山市中心區距廣州三大交通樞紐（廣州新白雲機場、

廣州新火車站、廣州南沙港）車程均在 1 小時之內。同時，

佛山毗鄰港澳，隨著廣珠城際軌道的開通，以及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深化， 佛澳形成“1 小時交通圈”，使佛山能夠充

分利用港澳的市場優勢和國際性大都市的地位，廣泛參與世

界經濟，走向國際化。

三、在港澳臺招生專業和計劃

2021 年我校計劃招收普通類考生 5 名，招生專業見《佛

山科學技術學院 2021 年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

學生專業一覽表》。我校將結合考生志願填報、專業培養需

求和生源情況等對招生計劃做相應調整。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2021 年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專業一覽表

專業代碼 專業名稱 學費（人民幣元/學年） 層次 學制

001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5710 本科 四年

002 智能科學與技術 5710 本科 四年

003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5710 本科 四年

004 土木工程 5710 本科 四年

005 建築學 5710 本科 五年

006 口腔醫學 6380 本科 五年

007 動物醫學 4570 本科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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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學費最後以廣東省物價局核定為准；2.住宿費 600～1700 元/學年。

四、在港澳臺招生專業介紹

（一）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

動化專業是廣東省重點學科、廣東省特色專業和省級專業綜

合改革試點專業，也是廣東省首批通過國際 IEET 工程教育

認證專業。圍繞佛山市優勢產業及地方產學研合作，融合先

進製造裝備與人工智慧的集成和產業應用，結合智能裝備設

計與製造、3D列印（增材製造）、綠色再製造技術、智能檢

測等發展方向。畢業生能在製造業領域內從事機械製造、智

能裝備的設計、開發、管理、運用等方面工作。

（二）智能科學與技術：智能科學與技術專業針對當前

各行業對智能科技人才的需求，緊跟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

注重教師隊伍專業技能的提升，培養學生成為智能科技領域

的應用型技術人才。本專業培養具有從事智能信息處理和智

能系統開發的研究與開發的基本能力，能夠解決常見的人工

008 動物科學 4570 本科 四年

009 園藝 4570 本科 四年

010 食品質量與安全 5710 本科 四年

011 護理學 6380 本科 四年

012 會計學 5050 本科 四年

013 漢語言文學 5050 本科 四年

014 工商管理 5050 本科 四年

015 國際經濟與貿易 5050 本科 四年

016 旅遊管理 5050 本科 四年

017 金融學 5050 本科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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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程應用問題，勇於創新、敢於創業，具有健全心理和

健康體魄的高素質智能科技領域的科研型和應用型人才。畢

業生可在企業、事業、科研和教育等單位從事智慧城市、智

能信息處理、智能決策、智能製造、智能系統、“互聯網+”

以及“人工智慧+”等方面的科學研究、設計開發和培訓教

學等工作。

（三）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本專業按照國際工程教育認

證（EAC）人才培養的要求，培養具有良好的科學素養，系

統地、較好地掌握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包括計算機硬件、軟件

與應用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與方法；具有較強

的軟硬件開發能力和項目組織初步經驗，具有良好的創新創

業基本素養和團隊協作精神，能適應技術進步和社會需求變

化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畢業生主要面向企業、事業及行政

單位，在硬件方面能獨立從事計算機嵌入式系統產品的開

發、設計和研製，具備計算機系統的安裝、維護和改造能力；

在軟件方面能在各種平臺下從事應用軟件的設計和開發，如

數據庫管理軟件、系統監控軟件、移動終端應用軟件等。

（四）土木工程：本專業源於 1987 級路橋專業，2010

年確定為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同年被批准為廣東省特色

專業建設點。2018 年學科獲批成為廣東省優勢重點學科。

2019 年通過 IEET 專業認證，同年獲批為廣東省一流本科專

業建設點。培養適應地區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需要，德、智、

體、美全面發展，具有扎實的土木工程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

獲得土建類工程師基本實踐訓練，具有較強的工程實踐能

力、勇於創新的高素質土木工程專業應用型人才。畢業生可

以從事與土木工程專業相關的結構設計、施工、監理、造價



第 6 頁 共 11 頁

諮詢與管理等相關工作，以及教育、科研等事業單位和政府

部門等工作。

（五）建築學：本專業培養掌握建築學科的基本理論和

基本知識，具備較強的建築設計能力、較強的工程實踐能力

和創新能力以及一定國際視野的地方高級建築工程技術人

才。畢業生主要面向建築設計領域，從事建築與城市設計、

城市規劃、監理、教學、科研、開發、諮詢等方面的專業技

術工作和管理工作。畢業生能在設計部門、各相關企事業單

位從事建築設計、規劃設計、項目策劃、監理、管理、教育、

科研、開發、諮詢等方面的工作，歷年就業率達 100%。

（六）口腔醫學：培養能夠適應現代社會和醫療衛生事

業發展需要的德、智、體全面發展，具備一定的醫學知識、

堅實的口腔醫學基礎理論知識和較熟練的臨床診療技能，一

定的創新能力和創業意識，具備終生學習能力，能在醫療機

構從事口腔疾病診療和預防工作的應用型口腔醫學專業人

才。畢業後在各級醫院口腔科、醫學院校、牙病防治所、口

腔診所、科研單位從事口腔診療、預防、管理、教學、科研

等工作。

（七）動物醫學：本專業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

展，具備動物醫學專業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能

在動物醫學研究機構、動物疫病防控機構、畜禽和獸藥生產

企業、肉品食品檢驗部門、動物醫院等單位從事相關的科學

研究、管理、動物防疫檢疫、疾病診治、藥品及生物製品生

產等相關工作的應用型人才。本專業畢業生可在畜牧獸醫行

業、政府部門、教學和科研機構、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等與

動物醫學相關行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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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動物科學：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系統的動物科學

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及人工智慧養殖、鄉村振興畜牧業經濟管

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培養學生在大數據智能養殖、動物營

養調控、動物基因工程、克隆技術、動物生產方面的基本理

論和技能，具有解決動物生產、農業經營與管理方面問題的

基本能力，為新農科發展培養理論扎實、專業實踐能力強、

具有創新創業意識的畜牧業與飼料工業高素質應用型人才。

本專業畢業生可到與動物科學專業領域相關的政府機關、企

事業單位、科研院所、農業院校、動物園、農業龍頭企業、

食品公司等單位工作。

（九）園藝：本專業辦學歷史悠久，是廣東省一流本科

專業、省級特色專業、珠江學者設崗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

本專業培養具有寬厚園藝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具備作物栽

培、品種選育、植物保護和采後儲運等基本技能，具有創新

創業思維，能在都市園藝、設施栽培及城市園林綠化等相關

企事業單位從事技術與開發、經營與管理、教學與科研工作

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

（十）食品質量與安全：本專業培養具備較強的社會責

任感和良好的職業道德，基礎知識扎實、掌握食品檢測與分

析、食品質量管理等基本理論和技能、具有創新創業意識，

能夠在企業、商檢、衛生防疫、科研院所及有關部門從事技

術研發、生產管理以及品質監控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畢業

生可在相關企業或食品監督管理機構、科研單位、大中專院

校、品質認證機構、農產品檢測中心、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等

部門就業，從事生產及經營管理、產品質量檢驗與監督、質

量管理與認證、檢測分析、檢疫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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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護理學：本專業培養具有系統扎實醫學基礎理

論、護理學理論知識及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具有較熟練的護

理學基本操作技能，具有較強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能從

事臨床護理、護理教育、護理科研和護理管理工作的高素質

應用型護理崗位專業人才。本專業畢業生可到各級醫院、社

區衛生服務中心（站）、中心血站、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養

老機構、企事業單位醫療室、醫學院校等從事臨床護理、護

理管理、社區護理、預防保健、護理教育、科研等工作。

（十二）會計學：本專業培養具有基礎扎實、知識面寬、

業務能力強、較強的組織管理和創新精神，具備德才兼備、

科學素養和誠信品質，能在企事業單位和政府部門從事會計

實務、審計及財務管理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專業人才。畢業

生能勝任各類企業、會計師事務所、金融機構、事業單位、

政府部門及非營利組織的會計核算、財務管理、審計監督的

工作崗位，就業前景廣闊且崗位本身具有良好的穩定性。

（十三）漢語言文學：本專業培養具備系統的漢語言文

學專業理論知識，具有較強的語言表達和寫作能力，能在各

級機關企事業單位、文化管理、新聞出版等部門從事行政管

理、現代文秘、新聞傳播、文化宣傳等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

本科人才。畢業生能從事文秘、文宣、文案策劃寫作、新聞

編輯與採訪、自媒體運營等工作。

（十四）工商管理：本專業培養適應地方產業需求和經

濟發展需要，具備人文精神、科學素養和誠信品質，得到較

為系統的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的基本訓練，具有分析和解決

管理問題的基本能力，勝任工商企業、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

的運營管理、市場分析、管理決策支撐等相關工作，精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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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勇於創新、敢於創業的應用型工商管理專業人才。畢業

生能在政府部門、政策研究部門、工商企業及各類仲介服務

組織中從事運營管理、市場分析、管理決策支撐等相關工作，

也可以自主創業。

（十五）國際經濟與貿易：本專業培養身心健康，適應

於廣東省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需要，系統掌握經濟學基

本原理和國際貿易基本理論，具備國際貿易實務基本知識和

技能，瞭解國際經濟與貿易發展狀況，熟悉通行的國際貿易

規則、慣例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法規，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及

電腦應用技術，勝任在政府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從事涉外工作

的具有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國際視野的應用型高素質高級

專門人才。畢業生勝任涉外經濟貿易企業、外資企業、民營

企業等機構的進出口業務操作員、報關員、報檢員、國際貨

運代理業務員、單證員、銀行的國際結算職員崗位；從事海

關、商檢、外貿行政部門等實際崗位工作。

（十六）旅遊管理：本專業現有專任教師 14 人，其中

教授 2 人，副教授 4 人，講師 8 人，博士 5 人；碩士研究生

導師 4 人。有原國家旅遊局旅遊業青年專家培養人才 1 人；

國家級旅遊監督員 1 人；美國飯店協會“註冊高級飯店培訓

師”2 人；5 人入選佛山市社科專家庫。畢業生能在旅遊行

政管理（文體旅遊局）、全域旅遊創建單位、旅遊地產、酒

店與特色民宿、旅遊景區、物業管理、旅遊諮詢與商務、旅

遊策劃與規劃、行銷與廣告策劃公司、國際旅行社、等企事

業單位從事運營策劃、管理服務和規劃制訂等工作，亦可攻

讀旅遊管理、企業管理、文化遺產管理、景觀規劃、人文地

理等相關專業的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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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金融學：本專業培養勝任銀行、證券、保險、

信託等金融機構和金融監管部門以及各類企業的金融相關

工作的高素質應用型金融人才。本專業大部分學生都在珠三

角地區就業。珠三角地區是國內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對

金融人才的需求數量大、層次多。本專業學生就業前景廣闊，

就業選擇多，可在銀行、證券、保險、信託、投資等金融機

構和政府金融監管部門以及各類企業從事金融相關工作。

五、基礎設施介紹

學校規範化的管理、人性化的服務，使學子們可以集中

精力潛心於學習研究之中。學校位於珠江三角洲的腹地，環

境優美，設施齊全。校區建有行政樓、教學樓、實驗樓、圖

書館、體育場館、學生活動中心、學生公寓、食堂、校醫院、

超市、銀行、郵政代辦點等。校區門口設有公共汽車站，交

通便捷。

學生公寓採用套間結構，兩人間寢室，帶獨立的衛生間、

陽臺，配有熱水器、風扇、冷氣，並為每位學生都提供一套

自修桌、壁櫥，每間宿舍都聯通電話、校園網。學生食堂主

副食品種齊全，花樣繁多，為學生準備了近百種美味佳餚，

能滿足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同學的生活習慣。

六、學費及生活費

學費最低 4570 元，最高 6380 元，住宿費 600—1700

元/學年。

七、獎學金

成績優良或學習勤勉的港澳臺學生，可以獲得政府和學

校設立的多層次的豐厚的獎學金。

八、信息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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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招生網網址：

http://zsb.fosu.edu.cn/

微信公眾號：“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招生辦”，fosuzsb

九、招生諮詢和聯繫方式

聯繫部門：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招生辦

郵寄地址：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獅山鎮廣雲路 33 號（佛

山科學技術學院仙溪校區 D11-148 辦公室）

郵遞區號：528231

聯繫人：李老師

電話：86-0757-83989841

佛山科學技術學院網址：https://www.fo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