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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杜克大學 

2021年本科招生簡章（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 

根據《教育部關於普通高等學校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

收臺灣高中畢業生有關事項的通知》（教港澳臺函【2017】56 號）、《普通高等學校

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地區學生的規定》（教港澳臺

【2016】96 號）及相關檔的要求，結合我校的教育理念、辦學特色和人才培養目標。

現公佈崑山杜克大學 2021 年本科招生簡章（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相關政策以中

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江蘇省教育廳最終批復為準。 

一、 學校概況 

崑山杜克大學是由美國杜克大學與武漢大學合作創辦的非營利性中外合作大學，

旨在建設一所世界一流的以通識博雅教育為特色的研究型綜合性大學，幫助來自中國

和世界各地的學生創造有意義、有成就的人生。在美國排名前十的大學中，杜克大學

是唯一一所在中國創辦中外合作大學並授予學士學位的大學。 

崑山杜克大學於 2013 年 9 月獲得中國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2014 年起開設碩士

研究生項目以及本科生第二校園國際化學習學期項目，並於 2018 年秋季迎來首批四年

制本科生，正式開始本科學歷教育。崑山杜克大學秉承美國杜克大學“知識服務社會”

的辦學理念，結合武漢大學“求是拓新”的教育思想，以“服務真理和正義、服務社會與

國家”作為辦學宗旨，旨在培養學生成長為有本民族文化之根的世界公民，以及全球範

圍內不同行業的領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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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杜克大學以引領高等教育的未來為目標，凝聚中美兩國高等教育傳統，為教

育設計和教學提供新的模式，培養世界未來的領導者和複雜問題的解決者，承載杜克

大學和武漢大學響應不斷變化的全球高等教育需求的共同願景。崑山杜克大學的使命

是建設紮根於中國並以通識博雅教育為特色的高水準研究型大學，致力於幫助來自於

世界各地的學生追求有意義、有成就的人生。學校通過提供最高水準的跨學科本科和

研究生教育，為培養學生成長為全球範圍內不同專業、學術和社會領軍人才打下堅實

基礎。作為學校教育核心的四年制通識博雅本科學位項目，其課程體系以知識集成和

多學科融合為鮮明特色，匯聚中國、美國乃至全球的先進教學方法與價值觀，並推崇

追求卓越和學術自由的文化氛圍。學校世界級的教師團隊秉持知識服務社會的宗旨，

將學生培養與創新的學術和科研相結合。作為一所中美共建的高水準中外合作大學，

崑山杜克大學致力於將全球各國家和地區的優秀思想傳統與經驗有機融合，促進跨文

化溝通理解、協同創新以及跨國合作。 

崑山杜克大學採用英文授課，教學團隊主要由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及崑山杜克大學

全球聘任的教授組成。本科課程設置採用美國杜克大學的通識博雅教育模式，入學時

不分專業，學生可通過修習不同的課程來發掘個人學科興趣與方向，在大學二年級自

主選定專業；各專業均採用了雙結構設計，在涵蓋廣義的跨學科核心內容的同時，更

聚焦本專業的深度重點知識、技術和方法。 

崑山杜克大學的本科生將有機會在中美兩個國家學習和生活。完成四年學習的合

格畢業生將獲得美國杜克大學學士學位、崑山杜克大學本科學歷證書和學士學位，並

成為杜克大學全球校友網絡的一員。杜克校友網絡是全世界聯繫最緊密、最具熱情的

校友網絡之一，目前在全球擁有 17 萬校友。著名校友包括美國第 37 任總統理查·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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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合創始人梅琳達·蓋

茨、凱雷集團聯合創始人大衛·魯賓斯坦、前 NBA球員格蘭特·希爾和肖恩·巴蒂爾、以

及證監會前副主席和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前副董事長高西慶等。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

親宋耀如是杜克大學歷史上的第一位國際學生。 

崑山市毗鄰上海和蘇州，是商業、高新技術研究和製造業中心，也是中國目前經

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榮獲 2010 年“聯合國人居獎”。地理位置得天獨厚，高速公路

和高鐵交通十分便利。崑山也是歷史文化名城，是“百戲之祖”崑曲的發源地，以秀麗

的江南水鄉風情聞名世界。 

崑山杜克大學整體校園規劃佔地 1280 畝，位於崑山陽澄湖科技園內。目前已經

投入使用的一期校園是中國第一個榮獲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整體 LEED 認證的綠色校

園，配置了先進的教室和會議設施、圖書館資源、師生公寓、餐廳及休閑運動設施；

多功能的會議室、休息室和學習區供學生自習或集體討論課程內容、完成作業、參與

豐富多樣的校園學習生活。崑山杜克大學二期校園項目建築總面積達 153132 平方米，

較一期校園擴大逾一倍，將涵蓋圖書館、社區中心、武大—杜克研究院樓、行政樓、

綜合體育館及師生公寓等設施，建有 26 個新教室和 18 至 22 個新實驗室。二期校園施

工建設工作已於 2019年 8月開始，預計將於 2022年夏季交付使用，屆時將與一期校園

共同服務於 2500 名學生和 800 位教職員工。崑山杜克大學致力於為所有學生建立一個

安全、舒適、健康、包容與和諧的生活學習環境。在這裡，來自海內外、不同文化背

景的同學共用生活空間，培養跨文化溝通、尊重與包容、合作和自我管理等能力與品

質。形式多樣的校內社團滿足崑山杜克大學學生群體的多樣化需求。學校也鼓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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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創建自己感興趣的社團。崑山杜克大學致力於發揚美國杜克大學優良的體育傳統，

為學生提供專業的運動健身設施和場所，鼓勵學生參與各類校內校外競技比賽。 

二、 招生計劃及對象 

崑山杜克大學 2021 年計劃面向全球共招收 340 名本科學生，包括中國內地、華

僑、港澳臺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地區學生。 

符合教育部有關華僑、港澳臺地區報考內地高校條件的學生均可申請報考崑山杜

克大學。學生須按教育部要求，完成有關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報考內地高校的報名

手續。 

崑山杜克大學的招生對象是學習成績優異，英語水準出色、對跨學科融合的創新

型通識博雅教育有強烈的興趣、善於溝通、好奇心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領導力

潛質，富有創造性思維，有理想並願意為之付出努力、能夠適應國際化競爭環境，並

且有志於成為世界範圍內各行業領軍者的優秀高中畢業生。 

三、 招生專業 

崑山杜克大學本科實施通識博雅教育，新生入學時不分專業。學生可在大學二年

級根據個人興趣和特長自主選擇專業。 

經教育部批准，崑山杜克大學目前已經開設的本科專業有：1、材料科學與工程

（材料科學與物理學）；2、數學與應用數學（應用數學與計算科學）；3、生物科學

（分子生物科學）；4、化學（化學和環境科學）；5、全球健康學；6、環境科學 

（環境科學和公共政策）；7、國際事務與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8、歷史學

（全球化中國研究）；9、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10、經濟學（機構和治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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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藝術(媒體與藝術)；12、英語（全球文化研究）；13、心理學（行為科學）；

14、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計算與設計）。  

四、 申請流程 

1. 線上提交入學申請 

符合報名條件並計劃申請報考崑山杜克大學的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都必須在我

校的 Slate入學系統上提交入學申請。2021年有兩個申請輪次，截止日期分別是北京時

間 2021年 1月 3日和 2月 18日。請注意，無論你在哪個輪次申請，我校都會採用同樣

的標準來對申請材料進行評估打分，但我們鼓勵申請者儘量能夠在第一輪次提交申請。

申請輪次以及相對應的主要時間節點參見表 1，申請者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任

一輪次提交申請。 

表 1：申請輪次與對應時間節點一覽表 

申請 

輪次 

申請提交截止時間 

（北京時間） 

“校園日”邀請 

發出時間 

“校園日”活動 

（面試和筆試） 

入圍名單

發佈日期 

第一輪 
2021年 1月 3日晚

11點整 
2021年 2月 10日 

2021年 3月 7日、

13日、14日 2021年 4

月 19日 
第二輪 

2021年 2月 18日

晚 11點整 
2021年 3月 15日 

2021年 4月 3日、

4日 

注：本表除申請提交截止時間外的其它日期均為預期，實際日期有可能因實際情

況而發生變動，屆時以招辦發佈的通知為准。 

2. 提交申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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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線上申請的過程中，申請者必須完整填寫 Slate 系統內要求的必要資訊，並提

交以下申請材料，所有申請材料應清晰、真實、完整。如我校發現申請者提交材料不

實或者涉嫌抄襲，經查證後一律取消學生的申請和錄取資格。申請材料包括： 

1) 用英文撰寫的短文（必須提供） 

第一篇：從 Slate系統中提供的 7個題目中自選一個題目撰寫，不超過 650字。 

第二篇：論述選擇昆山杜克大學的理由以及契合度，不超過 300字。 

第三篇（非必須）：無指定題目，申請可以通過這篇短文向錄取委員會展示

自己的特殊經歷或者資質，不超過 300字。 

2) 高中階段成績單（必須提供） 

學校出具的官方高中階段成績單（必須加蓋所在學校公章） 

3) 課外活動證明材料（如有，不超過 10個） 

• 學科競賽獲獎證書 

• 文藝或體育才能、競賽獲獎證書 

• 領導能力證明 

• 創新創作能力證明 

• 社會實踐或者志願者工作經歷證明 

• 其他展現全面發展素質和經歷的證明 

註：此項材料請不要郵寄原件，如果無法掃描，僅需提供照片，所有申請材

料恕不能退還。 

4) 英語能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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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交，我們會將其納入綜合評估範圍以作參考。如果沒有，申請者也不

會因此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例如： 

• 託福（TOEFL）/雅思（IELTS）/多鄰國（DUOLINGO）考試成績 

5) 一封推薦信（必須提供） 

可由所在高中的班主任、主課教師、升學指導老師或校領導等撰寫，除特殊

情況之外，我校不接受其他身份人士撰寫的推薦信。必須使用崑山杜克大學

制定的標準推薦信範本。推薦人將完成的推薦信放在信封中，並在信封封口

處簽名，然後由推薦人或者申請者通過快遞寄送到我校招生錄取辦公室。 

申請者需將上述第 1-4 項材料（短文為 PDF 文檔，其他為掃描件或照片）於兩個

申請輪次的截止日期之前在 Slate 系統上完成在線提交。同時，申請者或推薦人還須在

截止日期之前將第 5項材料（推薦信）快遞到以下位址（請勿使用郵政掛號信）： 

江蘇省崑山市杜克大道 8 號，崑山杜克大學中國招生錄取辦公室錄取專員（收），

郵編：215316，聯系電話：+86 512 36657028 

建議申請者按照我校招辦編制的《Slate 系統填寫指南》來進行填寫。如果在填寫

申 請 或 者 準 備 申 請 材 料 的 過 程 中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發 送 郵 件 至 China-

Admissions@dukekunshan.edu.cn（崑山杜克大學中國招生錄取辦公室）或者撥打諮詢

電話+86 512 36657028 獲取幫助。 

3. 完成教育部規定的有關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報考內地高校報名手續 

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應按照《202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

僑、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簡章》中規定的報考條件、時間、地點和要求報名。華僑、

港澳臺地區學生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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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考試（以下簡稱“聯招考試”），或者臺灣地區學測考試。除了以下兩種情況，其

他所有申請者請參考《教育部等四部門關於做好普通高校聯合招生華僑港澳臺學生工

作的通知》（教學【2018】4號）和《教育部關於規範我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有關

工作的通知》（教外來【2009】83號）檢查是否具備相應的報考資格： 

1） 只有中國國籍，包括中國大陸、港澳臺地區以及在外國出生並未獲得外國國

籍； 

2） 只有外國國籍，包括在中國出生但並未獲得中國國籍。 

五、 選拔程式 

1. 申請及材料審核 

崑山杜克大學中國招生錄取辦公室將對申請者通過網絡提交的入學申請及其申請

材料進行審核，並以電子郵件形式通知申請者初步審核結果，並同時邀請初審通過的

申請者報名參加“校園日活動”，接受面試和筆試的考核。 

此外，臺灣學測成績通常於 2 月份發佈，參加臺灣學測考試的申請者應在收到學

測成績後立即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到 China-admissions@dukekunshan.edu.cn（中國招生錄

取辦公室），以便中國招生錄取辦公室進行核查。 

2. 校園日活動 

初步審核通過的申請者將受邀到崑山杜克大學參加為期一天的“校園日活動”。通

過面試和筆試（即英文寫作測試）對學生的綜合知識基礎、思維能力、創新潛質、求

知欲、團隊精神、英語口頭及書面表達能力等進行進一步考核，同時通過校園參觀、

團隊活動、模擬課堂、在校生分享等活動讓學生和家長們對崑山杜克大學的校園設施、

教育理念、學生服務有更直觀、更深入的瞭解。另外，根據教育部相關要求，為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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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綜合素質重要組成部分的體育素質的重視，我校在 "校園日活動"中專門增加了體育

測試環節 (但不納入錄取考核分數)，考生在提供的四項活動（包括俯臥撐、平板支撐、

跳繩和投籃）中任選一項完成即可。 

 “校園日活動”將安排在 2021 年 3 月和 4 月初的週末分批進行（具體時間參見表

1），全程使用英語。學校將提前通知申請者參加活動的具體時間。"校園日活動"之後,

我校本科生錄取流程的自主綜合評估部分完成。評估結果將於 2021 年 4 月下旬以電子

郵件形式通知申請者，進入入圍名單的申請者具有被我校錄取的資格，我校將根據申

請者的聯招考試成績或臺灣學測成績作出錄取決定。 

3. 錄取辦法 

崑山杜克大學對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採用“綜合評估+港澳臺聯考/ 臺灣學測考

試”的錄取方式。在“校園日活動”後： 

a. 對於參加臺灣學測考試的入圍學生，學校將依據學測成績和自主綜合評估成

績作出錄取決定，原則上學測考試成績須達到平均前標級。對於獲得錄取的

學生，學校將以電子郵件形式發送預錄取通知書，正式錄取通知書將於 7 月

份和中國內地新生的通知書一起郵寄。 

b. 其他進入入圍名單的申請者必須報考 2021年聯招考試。學生聯招考試成績需

達到 400 分以上且第一志願填報崑山杜克大學，我校將根據綜合評定成績和

聯招計畫擇優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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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費及獎助學金政策 

1. 被錄取的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的收費標準與中國內地學生一致。2021 年入

學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本科生學費待定（2020級本科新生學費為 17萬人民

幣/年）。 

2. 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將根據學生的過往成績，發展潛質的評估結果決定授予

每名學生的獎學金額度。所有申請者都將自動納入獎學金的評估範圍，無需

單獨申請。獎學金分為全額學費、3/4 學費、1/2學費、1/4學費四擋，獎學金

將分四個學年平均發放。 

3. 對於符合學校錄取條件但家庭無法承擔學習和生活費用的申請者，在申請者

按要求提供真實有效的家庭經濟狀況資訊的前提下，學校將根據實際情況向

符合條件的申請者頒發不同額度的助學金，金額最高可覆蓋四年全額學費，

按四個學年平均發放。 

獎學金和助學金疊加最高資助金額為 4 年學費的總額。獎助學金在學生報到入學

後生效。在完成第二學年的學業後，我校將對獲獎學金的學生進行二次獎學金評估，

屆時成績平均績點不低於 3.0 分（滿分為 4.0 分）的學生方可延續獎學金資格。助學金

金額也將分四個學年發放，每年自動延續（夏季學期除外）。 

希望申請助學金的申請者需要在提交 Slate 申請時註明申請助學金。崑山杜克大

學將於 2021 年 4 月下旬以電子郵件形式把助學金申請表及遞交方式發送給自主綜合評

估入圍申請者。申請者須在 2021 年 4 月下旬前提交助學金申請表及相關輔助材料掃描

件至 China-FinAid@dukekunshan.edu.cn（崑山杜克大學中國招生錄取辦公室），以獲

得崑山杜克大學 2021年助學金評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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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紀律與行為規範 

為保證申請過程的公平性和嚴肅性，所有申請者都應當遵守誠實守信的行為準則。

若任何申請者涉及以下違反誠信原則的行為，學校保留對其採取取消錄取資格和退學

處罰的權利： 

• 提交的申請材料造假或抄襲（包括申請短文在內的所有提交給學校的入學申

請材料） 

• 由仲介機構或者他人代為撰寫申請短文或者準備申請材料 

• 不遵守“校園日活動”的安排，擾亂現場秩序 

• 不恰當地洩露、公開或虛假表述學校招生辦要求保密的資訊（例如獲得的獎

學金和助學金情況等） 

• 在社交媒體傳播散佈謠言和虛假資訊，對學校聲譽或招生秩序造成損害 

• 助學金申請表資訊以及相關證明檔案造假 

• 其他嚴重違反誠信和道德標準的行為 

八、 頒發證書 

崑山杜克大學學生符合畢業要求及學位授予要求，將獲得以下學歷學位證書： 

1. 崑山杜克大學學士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監製） 

2. 崑山杜克大學畢業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監製） 

3. 杜克大學學士學位證書（美國杜克大學頒發、美國南方院校聯盟委員會認證） 

九、 其他 

1. 崑山杜克大學 2021年不招收華僑、港澳臺地區預科生，不接受轉學生。 

2. 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在讀期間可申請中國教育部及學校各類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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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華僑、港澳臺地區學生在校期間，按中國教育部及崑山杜克大學有關規定管

理。寒暑假可自費離境探親訪友。 

4. 若中國教育部及聯招辦 2021年的相關規定有變化，以新規定為準。 

十、 監督機制 

崑山杜克大學的招生過程堅持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保證不同經濟背景、種

族、性別、宗教信仰的學生都有機會申請入學，接受考生及家長與社會各界的監督。 

監督電話：+86 512 3665 7251  

監督郵箱：DKU-Compliance@dukekunshan.edu.cn 

十一、 聯絡方式 

諮詢熱線：+86 512 3665 7028  

崑山杜克本科招生群官方 QQ群：425667325  

官方微信：崑山杜克大學招生、崑山杜克大學  

諮詢郵箱：China-Applications@dukekunshan.edu.cn 

學校官網：http://undergrad.dukekunshan.edu.cn/cn/ 

官方微博：崑山杜克大學 Duke Kunshan（新浪微博）  

官方臉譜：https://www.facebook.com/DukeKunshanUniversity  

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DukeKuns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