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是上海市最早开展留学生汉语教育的高校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ICCS）的留学生汉语教育包括：

语言进修（初、中、高）和学历教育（本、硕、博）。

“后疫情时代”，ICCS 为您提供了线上/线下、长期/短期、白天/

晚上/周末等多种学习模式。

ICCS 欢迎您！



一、语言进修课程

二、本科课程

三、研究生课程

四、私人定制及团体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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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2022 年秋季学期安排

附３：学校银行账号



一、语言进修课程

招生对象：希望在短期内快速提高汉语水平的学习者

（16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报名费：450 元

类别 招生班级
上课时间

（北京时间）
学费 备注

普通语言班

（一学期 18 周）

初、中、高

（含 6 个等级）

2022.9.5-2023.1.6
周一到周五

9000 元/学期
1.根据疫情形势决

定上课方式，线上或

线下。

2.强化汉语连续报

读 两 个 学 期 优 惠

1000 元

强化汉语班

（一学期 18 周）

初级强化汉语

中级强化汉语
17000 元/学期

商务汉语班

（一学期 18 周）

中级商务汉语

高级商务汉语
9000 元/学期

商务汉语周末班

（一学期 15 周）

中级商务汉语

高级商务汉语

2022.9.17-2023.1.14
周六 09:00-12:00

3800 元/期
线上或线下

上期结束后下一期继

续学习优惠 400 元

早班

（8 周）
初级汉语

2022.5.3-2022.6.24
2022.9.12-2022.11.3
2022.11.7-2023.1.5
周一、周二、周四

早班：09:45-11:15
晚班：18:30-20:00

3800 元/期

线上

上期结束后下一期继

续学习优惠 400 元

晚班

（8 周）

HSK5 级

HSK6 级

商务汉语中级

商务汉语高级

3800 元/期

7 月暑假班

（4 周）
初级、中级、高级

2022.7.4-2022.7.29
周一到周五

3800 元/期

8 月暑假班

（4 周）
初级、中级、高级

2022.8.1-8.26
周一到周五

3800 元/期



二、本科课程

专业名称：汉语言专业（专业方向：商务汉语、旅游文化）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专业方向：汉语教育、中国语言文化）

秋季入学考试：2022 年 6 月 18 日（周六）13:00 （北京时间）

2022 年 9 月 3 日（周六）13:00 （北京时间）

考试平台：腾讯会议 APP（VooV Meeting）

上课开始日期：2022 年 9 月 12 日（秋季入学，日期暂定）

报 名 费：520 元

学 费：本科一年级、本科二年级 9000 元/学期

本科三年级、本科四年级 9900 元/学期

入学条件：

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非中国国籍者。

非中国国籍认定方式根据《教育部教外函[2020]12号文》相关规定。

招收年级 学历
入学

考试
HSK 等级 备注

本科一年级 上 高中毕业及以上

通过

升入二年级前提交 HSK4 级 210
分以上成绩单

本科一年级 下
高中毕业及以上；

大学 20学分以上
HSK4级180分以上

无 HSK4 级成绩者，可作为试读

生就读，升入二年级前通过入学

考试且通过 HSK4级 210 分即可

本科二年级 上
高中毕业及以上；

大学 40学分以上

HSK4级210分以上

HSK4 级 195 分以上学生，可作

为试读生就读，升入二年级下前

通过入学考试且通过 HSK4 级

210 分即可

本科二年级 下
高中毕业及以上

大学 60学分以上

HSK4 级 195 分以上学生，可作

为试读生就读，升入三年级前通

过入学考试且通过 HSK5 级 180
分即可

本科三年级
高中毕业及以上;
大学 80学分以上

HSK5级180分以上



三、研究生课程

硕士研究生专业名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

博士研究生专业名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入学考试：2022 年 5 月 25 日（周三）09:00 （北京时间）

考试平台：腾讯会议 APP（VooV Meeting）

上课开始日期：2022 年 9 月 12 日（日期暂定）

报 名 费：520 元

学 费：硕士研究生 11500 元/学期

博士研究生 14000 元/学期

入学条件：

四、私人定制及团体课程

上课内容、时间、费用议定

类别 学历 HSK 等级 推荐信 入学考试

硕士研究生 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

HSK5 级 180 分以上
2 封副教授以上

推荐信
通过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或以上学历



 全程直播授课

 免费提供电子教材

 每周一次中外学生课外线上交流

 使用平台：微信（WeChat）

Classin

腾讯会议（Tencent meeting)







附 1：

入学流程

一、提交申请

通过邮箱申请 iccs@shnu.edu.cn，提交以下材料：

1.《上海师范大学申请表》

下载地址：http://iccs.shnu.edu.cn/lxs/9477/list.htm

2. 护照首页复印件

3. 1 张 3M 大小的电子照片

4. 其他

申请本科: 相关学历证明、成绩单、HSK 等级证书

二、测试

1. 语言生分班测试：

线上课程提前一周分班测试，线下课程提前两周分班测试

2. 本科生秋季入学考试：

第一批：2022 年 6 月 18 日（周六）13:00 （北京时间）

第二批：2022 年 9 月 3 日（周六）13:00 （北京时间）

3. 考试平台：腾讯会议 APP（VooV Meeting）

三、缴纳学费

缴纳学费并发邮件提交“学费支付凭证” 邮件：iccs@shnu.edu.cn

四、入班上课

接到学校确认缴费邮件后，入班上课（调班结束后，5人以上开课)



附件 2：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2022年秋季学期留学生日程安排
（2022 年 9 月 5 日～2023 年 1 月 6 日）

周

次
日 期 内 容 时间 备注

0
6 月 18 日（周六） 本科生入学考试(1) 13:00 线上

任选一次9月 3日（周六） 本科生入学考试(2) 13:00

1

9 月 5 日（周一） 语言生分班测试 13:00 线上

9月 6日～9月 8日（周二～周四） 语言生、本科生、研究生注册报到 & 在线注册 详见通知

9月 8日（周四）
开学典礼 14:00

全体本科生会议 15:00

9 月 9 日（周五） 公布课程表、分班名单，领取电子教材（部分）

9月 10 日（周六） 中秋节

2 9月 12 日(周一) 开始上课 见“课程表” 暂定

3
9 月 19 日～23日(周一～周五) 选修课、兴趣小组报名

9月 21 日（周三） 特色汉语角：盘古开天，精卫填海——走进中国神话故事

4

5 10 月 1 日～7日 国庆节休息

6

7
10 月 19日（周三） 特色汉语角：勾心斗角，雕梁画栋——中国古代建筑知多少

10月 20日（周四） 唱中文歌比赛

8
10 月 27日（周四） 朗读演讲比赛报名、教学测评周

10月 28日（周五） 语言实践活动

9 11月 2日（周三） 班长座谈会

10 11 月 7 日～11日（周一至周五） 期中考试（随堂考）

11
11 月 14 日(周一) 公布下学期日程安排

11月 16日（周三） 特色汉语角：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走进中国的茶文化

12 11 月 23日（周三） 朗读演讲比赛

13 11月 28日～12月 2日（周一至周五） 下学期继续学习的学生付学费、延长签证、预订校内宿舍

14

15 12 月 12 日～14 日（周一至周三） 申请结业证书

16 12 月 23日（周五） 中外学生新年晚会

17 12月 28日（周三） 本科生毕业典礼 暂定

18

2023年 1月 3日～5日（周二至周四） 期末考试 暂定

1月 6日(周五) 结业典礼 14:00 暂定

1月 7日(周六) 学期结束，寒假开始

备注：

1. 以上安排如有变动，以 ICCS 微信公众号和 ICCS 网站（http://iccs.shnu.edu.cn/cn）的通知为准

2. 对外汉语学院 ICCS 电话：+86-021-64322824 +86-021-64322452 iccs@shnu.edu.cn

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电话：+86-021-6432-3905 iec@shnu.edu.cn



附 3：

学校银行账号

境外汇款必须汇美元，境内汇款（香港、澳门、台湾除外）必须汇人民币。

人民币汇款或转账的信息

账户名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民币帐号 03387208017004511

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支行

美元汇款或转账的信息

账户名称

上海师范大学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美元帐号 441665865071

开户行名称

中国银行 上海漕河泾支行

BANK OF CHINA, SHANGHAI CAOHEJING BRANCH

银行识别码 BKCHCNBJ300

银行地址

中国 上海市 桂平路 391号

NO.391 GUIPING ROAD SHANGHAI, P,R.C

银行电话 +86-21-63606360

学校地址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NO.100 GUILIN ROAD,
SHANGHAI, 200234 P. R. CHINA

备注：汇款或转账后请把汇款、转账的凭证扫描后发到: iccs@shnu.edu.cn ，以便我们到银行

查收。谢谢！



报名电话：64322824 （中文、韩文）

64322452 （英文）

64328693 （日文）

网 址：http://iccs.shnu.edu.cn

地 址：上海市桂林路 100号对外汉语学院 206 办公室 (邮编：200234）

电子邮件：iccs@shnu.edu.cn （中文、英文）

iccspanchenfeng@shnu.edu.cn（中文、英文）

yeewen@shnu.edu.cn （中文、韩文）

ysm@shnu.edu.cn （中文、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