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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院简介】

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成立于 1985年，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汉语国际教

育基地之一，辽宁省首批来华留学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来华留学教育先进集体。

是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大连考试中心，《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考点及

培训点，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大连基地重要的依托部门。国际学生教育教学层次

包括长、短期汉语进修教学、本科教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学。2017
年全年，有来自 56个国家的 1800多名国际学生在这里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暑假短期班】

汉学院暑假期间举办短期汉语研修项目，为海外汉语学习爱好者提供在中国

学习汉语、提高汉语水平、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

开班时间： 暑假短期班共分两期，每期为期四周。

课程 开班时间

第一期 2018 年 7 月 30 日～8月 24 日（4 周）

第二期 2018 年 8 月 6 日～8 月 31 日（4 周）

※ 每期课程内容相似，时间不同，学生可根据个人安排自由选择，一至四周学习期限皆可。

※ 团队如有入学时间及其他特殊要求，请致电 86-411-86115286咨询。

班型安排：周一至周五上午为汉语课程。根据学生汉语水平分为入门班、初级班、

中级班、高级班等不同层次；人数每班不超过 25 人，5人以上成班,学院将根据

人数为学生调剂班级；人数不足 5人的团队如申请独立成班，按 5人标准收费。

文化体验：周一至周五下午安排免费文化体验课程，包括中国画、书法、剪纸、

中国结、武术、太极拳、茶艺欣赏等，学院还将适时组织开展城市观光、博物馆

参观、购物体验等丰富多彩的课外语言实践活动。周末安排市内景点游览、周边

城市短途旅行等活动，学生可自费自愿参加。

HSK考试：免费参与一次相应级别的汉语水平考试（HSK）。

【报名方法及相关事宜】

报名条件：学生需热爱中国文化，喜爱学习汉语，身心健康。60 岁以上须提供

六个月内身体健康检查证明原件。15 岁及以下未成年人须监护人陪

同。

报名时间：2018 年 3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

报名材料及程序：

※ 登录网上报名系统（https://dlufl.17gz.org/)，选择“汉语进修生”，进行在线报

名；交换生请选择“汉语进修生（校际交流）”进行在线报名，派遣学校通过

Email方式提供学生名单以便核实。

※ 通过邮寄、传真、Email等方式递交《留学生入学申请表》和护照首页复印

件至汉学院招生办公室。

报名通过后，持《入学通知书》到本国的中国大使馆办理 X2 签证入境，到

学校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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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人民币)：

1.学杂费：

学习期限 注册费 学费 杂费 合计

一 周 400 1500 750 2650

两 周 400 2300 850 3550

三 周 400 2700 950 4050

四 周 400 3150 1050 4600

※ 费用入学报到时一次性付清；

※ 杂费包括教材费、资料费、活动费、管理费等。

2.宿费：

双人间 50元/天/人；六人套间 50元/天/人；单人间 100元/天/人。

※ 设施：独立卫生间/24小时热水淋浴/洗衣房/公共厨房/卫星电视/校园网络（20元/12G）。

※ 住宿费用按天计算，入住时一次性付清。

3.保险费：

为学生安全考虑，学生入学后须购买短期人身意外保险，费用为 50 元/人。

4. 接/送机费：

8:00～18:00 提供有偿接/送机服务。

人数 费用（单程）

个人 200 元/人

团队：1～7人 200 元/人

团队：8～20 人 1500 元/团/车

团队：20 人以上 以实际用车数量为准

付费方式：所有费用均以人民币计算，可在入学报到时以人民币现金支付，也可

提前以人民币或美元汇款（仅限学费）。

汇款路径：

国内人民币 国外美元

户名：大连外国语大学

开户行：建行大连旅顺口支行

账号：21201500510059345678

SWIFT CODE: PCBCCNBJDLX

收款行：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分行

IN FAVOR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ALIAN BRANCH.

开户行地址：中国大连市旅顺口区九三路 137 号

ADDRESS:137 JIUSAN ROAD,LVSHUN KOU DISTRICT,

DALIAN,LIAONING,CHINA

受益人名称：大连外国语大学

BENEFICIARY：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受益人帐号：BENEFICIARY A/C NO：

2121 4500 5002 2300 0902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辽宁省大连旅顺南路西段 6号 邮编：116044

电子邮箱：scs@dlufl.edu.cn 传真：86-411-86115296

咨询电话：86-411-86115286（工作日 8:30-16:00）

mailto:scs@dluf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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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短期班（四周）日程安排样例

时 间 上午

8:30-11:45

下午

13:00-14:30

星期一 分班考试 领教材、换钱、熟悉周边环境

开班仪式暨欢迎宴会

星期二 汉语课程 文化考察--大连市城市观光

星期三 汉语课程 团队协作训练-拓展训练

星期四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书法

星期五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茶艺欣赏

星期六

星期日
葫芦岛、兴城二日游（自费）

星期一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中国画

星期二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太极拳

星期三 汉语课程 文化考察--参观旅顺博物馆

星期四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剪纸

星期五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泥塑

星期六 金石滩一日游（自费）

星期日 横山寺半日游（自费）

星期一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中国结

星期二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武术

星期三 汉语课程 文化考察--参观旅顺闯关东影视基地

星期四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书法

星期五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脸谱画

星期六 旅顺一日游（自费）

星期日 大连森林动物园一日游（自费）

星期一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扎染

星期二 汉语课程 文化体验--太极扇

星期三 汉语课程 中华美食体验--包饺子

星期四 汉语课程 购物体验---万达广场购物

星期五 汉语课程、

HSK 考试

结业典礼

※ 1）以上安排仅为预案，活动会因天气等原因做适当调整，具体以通知为准；

2）具体日程可根据团队要求另行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