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招收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选拔办法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有生物学系、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系、生物医学科
学系、农业生物技术系等四个系，拥有细胞应激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传
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然产物源靶向药物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寄生动物学研究室、分子诊断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教学与科研平台。
学院的前身为生物学系，创建于 1922 年，迄今已培养造就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
盛誉的著名专家学者。
学院现有教职工 170 人，专任教师 92 人。教授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
人，教授 52 人，副教授 2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46 人。专任教师中，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6 人，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11
人、国家“973 计划”、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5 名，青年千人计划 10 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 10 人。
学院拥有近 5 万平方米的教学科研用房和超亿元的现代生物学实验仪器设
备，形成了生物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免疫学、代谢
生物学、肿瘤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寄生动物生物学、水生生物学和农业生物技
术等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近五年来，学院共承担国家 973 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
重大专项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和省部级课题 400 余项，到位科研经费近 5
亿元。近五年，学院以第一作者单位共发表 SCI 论文近 600 余篇，其中在 Science、
Nature、Lancet、Nature Methods、Cancer Cell、Nature Immunology、Nature Cell
Biology、Cell Metabolism、
Cell Stem Cell、Molecular Cell、Nature Chemical Biology、
Cell Host Microbe、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国际
一流刊物上发表影响因子 10.0 以上论文 53 篇，获得授权专利 129 项，出版教材
和专著 20 余部。
生命科学学院 2018 年在生物学一级学科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博
士生实行申请考核选拔办法。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报考资格
1．港澳地区考生持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台湾地区考生持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
2．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位相当的学位或同等学历。
获得学士学位满六年（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入学之日），或硕士结业，达
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须同时符合我校规定的以下两项条件：①进修
过至少 5 门所报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且考试合格（须提供授课单位教务
部门盖章的成绩证明）；②在有关学术期刊曾发表与报考学科相关的论文（提供
发表论文的摘要），或获得与报考学科相关的成果奖励。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有两名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的学者书面推荐。
5．需提交以下英语水平证明之一：国家英语四级 425 分以上；PETS-5（WSK）
60 以上（35 岁以下）；职称英语 60 分以上（35 岁以上）；托福 80 分以上；雅
思 6 分以上；或与以上英语水平相当的证明。
二、招生类别
自费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考生被录取后可申请奖、助学金和住宿。
我院博士生招生专业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植
物学、动物学、发育生物学、水生生物学和遗传学等八个专业。具体研究方向和
导师信息参照http://zsb.xmu.edu.cn/d5/4a/c5832a316746/page.htm。
三、学制和在学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
学制 4 年。在校年限 4 — 8 年（含休学），在校年限是指学生学籍在校的
年限。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提前毕业。
四、报名方式
1．按学校招生办统一要求，报名分两个步骤进行：
（1）网上报名及网上支付报考费；
（2）向校招生办寄（送）相关报名材料。
以上两个步骤缺一不可。
2．网上报名和网上缴费时间：

（1）网上报名时间是 2017 年 12 月 1 日－2018 年 1 月 5 日，网
址：http://bsbm.xmu.edu.cn/xmuphd/login。具体的报名要求、流程请查阅我校考
试中心网页的相关通知；
（2）报考费每人 160 元（参照大陆博士申请考核制收费标准）。考生报名
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参加考核，
报考费均不予退还。
3．寄（送）报考材料：
网上报名及网上缴费完成后，请务必将报考资料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前寄（送）
达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22 号邮编：361005，
电话：+86-(0)592-2188375 封面注明:港澳台博士申请考核资料）。逾期不再受理。
寄送的报考材料包括：
（1）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的《厦门大学 2018 年博士（含港澳台）研究生
报名登记表》，考生本人须在报名登记表末页“本人自述”栏落款处亲笔签名确
认；
（2）硕士学位证书及硕士毕业证书复印件（若无硕士毕业证书者可免交硕
士毕业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生须提供教务部门出具的预毕业证明）；
（3）本科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果以大专的身份考上硕士研
究生者，提交大专毕业证书即可）；
（4）教务部门盖章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成绩单；
（5）身份证件复印件（香港、澳门考生持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考生持台湾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
（6）两名与所报学科专业领域内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及以上专家的推
荐书；
（7）硕士学位论文或硕士学位论文摘要、或其它科研成果和获奖证书等资
料的复印件；
（8）CET、GMAT、TOEFL、GRE、PETS 等相关外语水平能力证书复印件；
（9）同等学力考生还须按“报考资格”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10）在境外取得硕士学位或学历的考生，我校有要求的应到中国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认证方准予考试。持预毕业证明者报考者须在开学报到前提交最高学
位证书，否则录取资格将被取消。
★请考生将上述申请考核材料按以上顺序整理后一并寄来。申请者必须对所
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不论录取与否，以上材料一律不予退还。若在
中国境内寄送资料，建议使用中国邮政 EMS，以确保资料及时准确寄达。
五、资格审查
1．审核并确定考核名单：招生办公室将对考生资料进行资格初审，通过审
查者将转送学院进行资格复审。我院将根据报考者提供的报考材料、网上报考信
息，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将符合申请条件的材料递交我院专
家组审核。专家组对考生提供的申请材料所体现的学术背景、科研经历及学术成
果、专家推荐情况、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等进行认真评审，由我院研
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评审结果确定入围考核名单，考核名单报学校招生办
审核并在我院网站公示，同时通知入围者参加笔试和面试考核。
2．考核前资格复查
收到考核通知的考生须亲自携带本人以下材料到我院接受资格复查：
（1）身份证件原件：港澳地区考生持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地区考生持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2）本科毕业证书及学士学位证书原件。
（3）硕士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生须提供教务部门出具的预毕业
证明原件，我校资格初审有要求提供境外学位学历认证书的须提供认证书原件）；
（4）相关外语水平证书原件。
（5）一张近期 1 寸免冠彩照，用于体检；体检表（须在厦门大学医院体检，
可在考核后补交）。
（6）考生自述（主要包括考生本人的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能力、研究计
划等方面内容）。
凡未进行资格复查或资格复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考核。
六、考核
申请考核方式录取的港澳台博士生与国内博士生一起参加由学院自行组织

的考核。考核时间：2018 年 3 月中旬-3 月底，具体考核时间由学院根据学校的
统一要求来确定。考核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1．笔试 (占总成绩 10%)：
笔试满分 100 分，占总成绩 10%，考试时间为 2 小时。笔试内容包括两部分：
（1）专业基础：主要考察考生对生物学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综合
应用能力（不指定参考书）；
（2）专业英语：主要考察考生的专业英语基础及其综合应用能力。
2．面试 (占总成绩 90%)：
面试满分 100 分，占总成绩 90%。
由我院面试考核小组负责组织考生进行面试，并进行综合评价。面试考核小
组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不少于 5 人）。考核小组对每个申请人分别进行面试，
每个申请人的面试时间一般不得少于 30 分钟。面试采取申请人进行 PPT 陈述（20
分钟）和现场答疑（10 分钟）的方式进行。主要考核申请人专业基础知识是否
扎实、是否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是否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好的研究
工作背景、是否具有独立的工作能力、逻辑思维是否清晰、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
素质、科学问题的陈述能力如何以及是否具有良好的培养前景等。考生需准备
20 分钟的 PPT，PPT 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2 分钟）、硕士期间和/或工作
期间主要研究成果介绍（8 分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拟致力于解决的科学问题
及其研究方案（10 分钟）以及申请人在面试时对考核小组专家的提问进行答疑
（10 分钟）。
3．录取
我院在完成笔试和面试考核工作后，将根据考生的考核最终结果，结合考生
的申请意愿，在充分征求相关导师组的意见后，召开我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分专业按照考核总成绩来研究确定拟录取名单及备选名单。拟录取结果可于 6
月中旬在我校招生办网页查询。已进行学历学位认证的非应届考生的录取通知书
于 6 月下旬寄发给考生本人。持预毕业证明参加考核的应届考生须在 8 月 1 日
前将学位证书扫描件发送至 ccp@xmu.edu.cn，我校将在收到学生最高学位学历
证书扫描件后向录取学生寄发正式录取通知书。
七、其他

其它未尽事宜请详见《厦门大学 2018 年面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招收博
士研究生简章》http://zs.xmu.edu.cn/da/be/c5799a318142/page.htm；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欧阳老师
联系电话：0592-2185631、0592-2185360
地址：厦门大学翔安校区生命科学学院黄朝阳楼 B305-2
邮编：361102
网址: http://life.xmu.edu.cn/
E-mail: smyj2@xmu.edu.cn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7 年 11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