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大学课程资料 
 

序号 专业名称 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主干课程 实践要求 

1 法学 法律职业伦理、经济法总论、知识产

权法、国际经济法导论、合同法、市

场规制法、公司法、国际投资与税收

法、环境与资源法等。 

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刑法、

民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商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

际经济法等。 

专业实践课程：观摩与调研、教学基地

实践与训练、民商法律实务讲座、刑事

法律实务讲座、模拟审判、文献检索与

论文训练、专业实习等 

2 汉语国际教育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

化传播学、现代教育技术、文艺学、

外语类课程、音乐赏析、书法、对外

汉语教学概论、词汇学、汉语语法

学、文字学等。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中

国文化概论、跨文化交际与传播、教

育学、教育心理学、语言学概论、英

汉翻译、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

职业能力拓展等。 

专业实践课程：专业实习、社会调查、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等。 

3 化工与制药类（含化

学工程与工艺） 
高等数学 A1、大学物理 A4、有机化

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

学、物理化学实验、无机化学实验、

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大学

物理实验 A4、电工电子学及实验、工

程制图、线性代数 A2、化工原理、化

工设备机械基础、化工原理实验、生

物化学、生物化学实验、化工过程控

制、化工过程控制实验等。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化工热力学、

化工设计、化工工艺学、化学反应工

程、化工创新型实验、化工分离工

程、化工专业实验、 化工传递过

程、化工安全工程、化工过程模拟

等。 

要求参加金工实习、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课程设计、认识实习、化工原理课程设

计、毕业设计项目实训、生产实习、毕

业设计(论文)。 

4 生物工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含

实验）、基础化学（无机、分析、有

机、物化）及实验、工程制图、概率

生物反应工程、生物分离工程、酶工

程、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生物工

程设备等。 

要求参加认知实习、金工实习、生产实

习、毕业实习等实习项目；参加发酵过

程案例分析与优化设计、生工创新自选



论、电工电子学及实验、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实验、细胞生物学、化工原

理、化工原理实验、化工设备机械基

础、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实验等。 

 实验、生物工程专业实验等专业实践项

目；参加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课程设计、

生物工程设备课程设计、生物工程综合

设计、毕业论文等综合性设计和研究项

目。 

5 机械工程 

 

高等数学、机械工程概论、大学物

理、大学物理实验、三维建模及应

用、工程材料、计算方法、复变函数

等。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电

工电子学、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机

电控制工程、工程图学、机械原理、

机械设计、液压传动与气动、工程材

料、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金工实习、工程材

料基础实验、生产实习、机械原理实

验、电子实训、“机械设计”课程设

计、液压传动综合实验、机械制造技术

基础综合实验、电子线路 CAD、数控实

习、控制系统 CAD、“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课程设计、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6 计算机类（含计

算机科学与技

术、人工智能、

软件工程、信息

安全） 

高等数学、高等代数、计算机导论、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实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等。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离散数学、数据

结构、计算机原理、软件工程、计算

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原理、操作系

统、编译原理、面向对象技术引论、

嵌入式系统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实习、毕业论文、

课程实验；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

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务、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7 建筑学 

 

建筑设计基础、素描、建筑概论、建

筑制图、建筑构造、建筑设计、水

彩、建筑力学、公共建筑设计原理、

Δ高等数学 A4、建筑结构、中国古代

建筑史纲、建筑物理与实验、建筑设

备、外国古代建筑史纲、外国近现代

建筑、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技术等。 

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及原理、居

住区设计及原理、公共建筑设计及原

理、城市设计及原理、中外建筑史、

建筑构造、建筑结构、建筑设备等。 

 

要求参加建筑设计与表达、素描写生实

习、水彩写生实习、古建测绘实习、建

筑师业务实践、毕业实习等相关专业实

践与社会实践。 

 



8 旅游管理类（含旅

游管理、酒店管

理、会展经济与管

理） 

管理学基础、旅游学概论、经济数

学、西方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等。 

 

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基础、会计学基

础、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心理学、

休闲与旅游学概论、旅游经济学、旅

游资源学、服务管理、旅游饭店管

理、餐饮管理学、旅行社经营管理、

旅游经营策划与管理、旅游企业 ERP

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专业实习、毕业论

文；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业实

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务、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9 设计学类（含视觉

传达设计、产品设

计） 

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概论、造型基

础、传统工艺、书法基础、设计基

础、设计思维、国画基础、油画基础

等。 

 

素描、色彩、三大构成、图案设计、

字体设计、标志设计、版式设计、书

籍装帧、招贴设计、包装设计、商业

广告、网页动画设计、室内设计、展

示设计等。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艺术设计方面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习期间通过艺术

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艺术设计方法和

设计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独立进行艺

术设计实践的基本能力，了解国内外有

关经济、文化、艺术设计的内容和发展

趋势，具备专业创新设计的基本素质。 

10 土木类（含土木

工程、工程管

理） 

 

画法几何、土木工程概论、工程化

学、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土木工程

制图、理论力学等。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土

力学、建筑材料、混凝土结构、钢结

构、土木工程施工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认识实习、生产实

习、测量实习、钢筋混凝土楼盖设计课

程设计、基础工程课程设计、钢结构课

程设计、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施工组

织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社会实

践课程设置：学术讲座、创新创业实

践、社会公益服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等。 

11 英语 

 

基础阶段的必修课程包括：口语、视

听、语音、阅读、精读、语法、写

作、英美概况、英美报刊选读、英美

专业培养阶段的必修课程包括：高级

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口译、语言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专业实习、毕业论

文；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业实



影视、词汇学等；语言文学方向的指

定选修课程包括：英语修辞、语用

学、社会语言学、英国诗歌、美国诗

歌、英国小说、美国小说、英美戏剧

等；翻译方向的指定选修课程包括：

翻译概论、商务口译、专题口译、新

闻翻译、文化翻译、影视翻译、旅游

翻译和联络口译等；商务英语方向的

指定选修课程包括：中级商务英语、

高级商务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外贸

函电、商务翻译、商务礼仪等。 

学导论、外贸与函电、英美文学选

读、学术论文写作等。 

 

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务、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12 日语 

 

会话、精读、听力、日语听解、语言

实践、泛读、写作、中日文化对比

等。 

 

日语精读、日语泛读、日本语学、日

本文学、日本文化概论、日本社会、

汉日·日汉翻译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实习、毕业论文；

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业实践、学

术讲座、社会公益服务、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等。 

13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选、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

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

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

古典文献学、基础写作、语言学概

论、中国文化史、美学、比较文学、

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海外华文文学

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

国文学、文学理论、基础写作、古代

文论、西方文论、中国文化史、现代

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美学

等。 

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业实践、社

会公益服务、学术讲座、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专业实践课程设置：毕业论

文、毕业实习、文学创作训练、学术前

沿等。 

14 新闻传播学类（含

广播电视学、广告

学） 

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

与写作、中外传播史、传播学研究方

法、新媒体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

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外传播史、传播

学研究方法、新媒体导论、媒介经营

与管理学、媒介融合导论、新闻策划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毕业实习、毕业论

文、专业实践与社会调查；社会实践课

程设置：创新创业实践、社会公益服



 学、媒介融合导论、新闻策划与编

导、国际新闻传播、广告学概论、中

外广告史、广告心理学、广告调查方

法、新媒体广告、广告策划学、广告

创意学、广告媒体策略、广告经营与

管理、广告文案写作、传播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外

传播史、传播学研究方法、新媒体导

论、媒介经营与管理学、媒介融合导

论、新闻策划与编导等。 

 

与编导、国际新闻传播、市场营销

学、数字营销、公共关系学、摄影基

础、电脑图文设计、实用美术与广告

设计、非线性编辑、影视广告制作海

外华文媒体、涉侨报道等。 

 

务、学术讲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等。 

 

15 电子信息类（含电

子信息工程） 
信息技术应用、高等数学、线性代

数、机械制图 CAD、信息科学技术概

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大学物理、

复变函数、模拟电子技术、Matlab高

级编程与工程应用、数字电子技术、

信号与系统、微电子器件与电路、传

感器实验导论、电子设计自动化技

术、电磁场与电磁波、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通信与网络等。 

电路分析基础、电子线路、信号与系

统、电磁场与电磁波、数字信号处

理、通信基本电路、微波工程基础

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课程实验、专业实

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

新创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16 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 

 

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

论、信息控制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基

本知识和一定的专业知识，并受到电

气工程、自动化及计算机技术与应用

方面的基础训练，既具有电气工程方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

电子技术基础、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理论、电

机学、电磁场、电力系统分析、电力

电子技术、电气检测技术、电气工程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课程实验、专业实

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

新创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又有自动化和

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等。 

基础、电力传动技术基础、高低压电

器、高电压技术等。 

17 临床医学 

 

有机化学、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

胎学、病理学、医学微生物学、细胞

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生

理学、医学免疫学、药理学、病理生

理学、公共卫生学等。 

 

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

学、儿科学、精神病学、眼科学、耳

鼻咽喉与头颈外科学、皮肤性病学、

口腔科学、中医学、全科医学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1、科技创新创

新项目，已明确专业、对科研感兴趣、

且学有余力的学生可跟随教师进行科研

工作；2、临床课间实习，依托学校附

属医院实习基地，学生将在临床医生指

导下，进入实习基地学习；3、毕业论

文（或毕业设计）学生在教员的指导

下，独立完成一项科研工作并撰写毕业

论文，或完成一项具有实际意义的生物

医学工程设计。毕业论文（或毕业设

计）均需通过学院统一组织的答辩。 

 

18 音乐学 

 

艺术概论、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

史、中外音乐名作、民族民间音乐；

中外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复

调、曲式学、计算机音乐；声乐基

础、钢琴基础、舞蹈；教育学、心理

学、华文教育、境外艺术实践与实

习、音乐论文写作等。 

声乐、钢琴、管弦、合唱与指挥、艺

术概论、基础乐理（西方）、基础乐

理（中国）、中国传统音乐、钢琴即

兴伴奏、曲式与作品分析（西方）

等。 

专业实践课程：艺术实践、教育见习、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等。 

19 舞蹈学 

 

艺术概论、中国舞蹈史、外国舞蹈

史、中外舞蹈名作选、舞蹈编导、舞

蹈音乐；舞蹈基训、芭蕾舞、剧目排

练；教育学、心理学、华文教育、境

中国民间舞蹈、中国古典舞、现代

舞、舞蹈名作、舞蹈教育概论、外国

代表性舞蹈、舞蹈基本训练等。 

专业实践课程：艺术实践、教育见习、

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等。 



外艺术实践与实习、舞蹈论文写作

等。 

20 公共管理类（行

政管理） 

 

法学导论、公共关系学、公共组织理

论、管理定量分析、管理文秘、管理

心理学、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学原

理、宏观经济学、会计学原理、逻辑

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社会调查

理论与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学导

论、微观经济学、行政学原理、政治

学原理等。 

管理学原理、管理心理学、人力资源

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公共事业管

理、公共政策学、公共经济学、应用

统计、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文秘、政

治学原理、社会保障概论等。 

 

实践课程设置：毕业论文、社会调查、

实习、专业实践、专业实验；课外创新

实践课程设置：毕业教育、公益劳动、

入学教育、专业教育等。 

 

21 金融学 经济数学、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

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等。 

管理学、会计学、政治经济学、微观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计量

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国际金融学、投资学、保险学、商业

银行经营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

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专业实习、毕业论

文；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业实

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务、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22 经济学类（国际

经济与贸易、电

子商务） 

经济数学、线性代数、政治经济学、

互联网+：引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法律基础、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

观经济学、会计学等。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

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

学、经济分析与预测、经济博弈论、

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

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信息经济

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货币

银行学、中国经济专题、管理学、会

计学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专业实习、毕业论

文；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业实

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务、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23 经济学类(全英文

教学，含金融

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中美

121 双学位班,可

接轨 CFA美国特

许金融分析师) 

雅思听说、国际经济学、商务写作、

计量经济学、财政学、世界经济概

论、货币银行学、概率论等。 

 

经济数学、管理学、微观经济学、会

计学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实习、国外学习交

流、毕业论文；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

新创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24 国际商务(全英文

教学，可接轨英

国名校 3+1或

3+1+1 本硕连读项

目） 

经济数学、剑桥商务英语、线性代

数、宏观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生

产与运作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

管理、国际服务贸易、跨国经营管

理、跨文化管理等。 

 

会计学、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市场

营销、财务管理、国际服务贸易、跨

国经营管理、跨文化管理、国际商务

沟通与谈判、国际商法、国际金融

等。 

 

专业实践课程设置：实习、毕业论文、

国外学习交流；社会实践课程设置：创

新创业实践、学术讲座、社会公益服

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等。 

 

25 国际事务与国际

关系（国际公务

员实验班） 

学科导论、中外关系史、中国政府与

政治、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比较政

治制度等。 

 

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史、华侨华人

与侨务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

外交史、中外关系史、国际法概论、

国际组织学、外交学、公共外交理论

与实践、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事管理

概论、专业英语、第二外语等。 

专业实践课程：全球国情调查、国际组

织学(实践)、外事管理与国际公务员制

度(实践)、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实践)

等。 

 

26 工商管理类（含工

商管理、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管

理） 

经济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管理

学、经济法、会计学、财务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微观经济

学、宏观经济学、生产与运作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等。 

统计学、战略管理、跨国公司经营管

理、创新管理、项目管理、管理沟

通、服务管理。工作分析方法与技

术、薪酬管理、招聘与录用、培训与

开发、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劳动经

济学、组织行为学、劳动关系、绩效

专业实践课程：专业实验、统计软件、

营销沙盘模拟、营销综合策划设计、人

才测评、系统行为模式、物流仿真实践

等。 

 



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战略市

场营销等。 

27 材料科学与工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大学物理、机械制图 、电工电

子学及实验、结晶学基础实验、化工

基础实验、材料近代分析测试方法、

化工基础、功能材料等。 

 

四大化学及实验（无机化学、有机化

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结晶学

基础及实验、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及

实验、材料物理、材料测试分析方法

及实验、功能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及实验、粉体材料工程及实验、新能

源与材料、特种陶瓷材料等。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具有坚实的自

然科学基础、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基

础，具有较强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

实践能力、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

素质、创业精神、广阔的国际视野、沟

通和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毕业生既可从事材料科学与工程及相关

领域理论研究，了解能源材料、陶瓷材

料等领域发展需求和前沿技术，适合在

新材料设计、新工艺和新技术研发、生

产技术开发和过程质量控制、材料应用

等领域工作，也可从事相关专业领域的

教学、管理及贸易工作。 

28 体育教育 

 

体育学概论、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体育保健学、运动生物化学、田

径、篮球、排球、足球、体操、武

术、定向越野、拓展训练等。 

 

学校体育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运

动技能学习与控制、体育教材教法、

体育保健学、体育心理学、田径、篮

球、排球、足球、体操、武术、定向

越野、拓展训练等。 

实践教学课程设置：教育实习、毕业论

文；创新实践课程设置：专业教育、入

学教育和毕业教育、公益劳动、其他

（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校

园活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