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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21151/09.12.2021 

2021~2023 学年招生计划，针对非欧盟国家学生 
一、时间线：

递交材料：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27 日 
完成申请：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13 日 
被录取候选人和储备名单的评估和分类：2022 年 3 月 21 日 
上诉受理：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3 日 
上诉结果公示：2022 年 3 月 24 日 
向教育部提交已接受的申请：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31 日 
二、说明：

申请学士学位需要上预科课程，您需留出学习时间和学费，并且费用必须在每个学年开始前提前支付。其中非全日制学习（PTS）和远程课程只面向在罗马尼亚生活或
工作的人（他们的罗马尼亚签证不是"D"型）。所有课程将仅在人数达到最低要求时开办，处理申请的费用为 50 欧元。 

罗马尼亚语课程（预科）是 1 年的全日制课程学习，学费为 2500 欧元/年，并且必须在学士学位课程开始之前顺利毕业。 
学士学位预科有 30 个席位（招收 30 人），每个教师有 6 个席位。下表提到了这 30 个席位的重新分配。 分配的主要标准是：高中的学士学位平均成绩/毕业平均成绩。 
叙利亚最多 10 个席位（每个教师 2 个席位） 

以下是需要上预科课程的学士学位招生项目和学费信息。课程采用罗马尼亚语教学，标注除外；全日制学习，标注除外。 

No. 学院 专业 学习内容 

1 

工程学院（四年制） 

2700 欧元/年，六个席位针对数学和物

理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 

2 环境工程 工业环境工程与环境保护 

3 食品工程 食品工程 

4 化学工程 生化工程 

5 电力工程 工业电力工程 

6 

工业工程 

机械制造技术 

7 质量管理与工程 

8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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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机械工程 工业加工设备 

10 工程与管理 力学领域经济工程 

11 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学 机电一体化 

12 

文学院（三年制） 

2500欧元/年 

语言和文学 

两个席位：英语和法语 

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学-英语语言和文学（罗-英） 

13 英语语言和文学-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学（英-罗） 

 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学-法语语言和文学（罗-法） 

14 法语语言和文学-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学（法-罗） 

15 传播学 传播与公共关系  两个席位 

16 教育学（2200欧/年）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  两个席位 

17 
 

科学院（三年制）; 2700欧元/年 

生物学 生物学 两个席位（生物或化学） 

18 信息学 信息学（其中非全日制学习是 810欧元/年）；两个席位：数学 

19 数学 数学  两个席位：数学 

20 

经济学院（三年制）; 2200欧元/年 

会计 两个席位：数学 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其中非全日制学习是 660欧元/年） 

21 商业管理 两个席位：数学 商业管理 

22 市场营销  两个席位：数学 市场营销（远程课程学习 660欧元/年） 

23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三年制） 

体育教育和运动(2700 欧元/

年) 

体能和运动教育（其中非全日制学习是 810欧元/年）一个席位：生物 

24 运动和运动操作一个席位：生物 

25 运动疗法;(2700 欧元/年） 
运动疗法和特殊运动治疗（其中非全日制学习是 810 欧元/年）两个席位：
生物 

26 心理学（2200欧元/年） 职业治疗法  两个席位：生物 

 

以下学士学位课程不需要上预科课程，最多招收五名叙利亚学生。 

No. 学院 专业  

 文学院（三年制）; 2500欧元/年 语言和文学 英语语言和文学-法语语言和文学（英-法）；招收 25 人；考核对象：英

语 

 

 

 
申请硕士学位需要上预科课程，您需留出学习时间和学费，并且费用必须在每个学年开始前提前支付。所有的课程都是全日制学习，所有课程将仅在人数达到最低要

求时开办，处理申请的费用为 5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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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语课程（预科）是 1 年的全日制课程学习，学费为 2500 欧元/年，并且必须在硕士学位课程开始之前顺利毕业。 
硕士学位预科有 15 个席位，每个教师有 3 个席位。下表中提到了这 30 个席位的重新分配。 
评估标准：1.高中毕业的通用平均数 2.学士学位学习第一年的通用平均数 3.学士学位学习第 2 年的通用平均数 
叙利亚最多 5 个席位（每个教师 1 个席位）。 

 

以下是硕士学位招生项目和学费信息。课程采用罗马尼亚语教学，标注除外；全日制学习。 

No. 学院 专业 研究项目 

1 

工程学院（2年制）； 

2700欧元/年；三个席位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工业信息技术应用 

2 化学工程 化学生物活性分子的收集，评估，控制和质量保证  

3 电力工程  电力工程现代技术装备 

4 食品工程 生态食品科学与工程 

5 机械工业 工业过程设备管理与优化 

6 
工业工程 

工业产品制造管理 

 工业质量保证策略 

7 机电一体化和机器人学 高级机电一体化 

8 环境工程 工业环境保护管理 

9 工程与管理 工业生产和服务系统管理 

10  

文学院（2年制）;  

2700欧元/年 

 

 

传播学 公共空间传播 一个席位 

11 语言学 罗马尼亚语文化和文学一个席位 

14 教育学 创新教育策略  一个席位 

15 

科学院（两年制）;  

2700欧元/年 

数学 数学教学 一个席位 

16 信息学 科学技术应用信息学一个席位 

17 
生物学一个席位 

医药生物学 

18 生物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 

19 

经济科学学院（两年制）; 2200欧元/年 

商业管理 中小企业管理与行政 

20 会计 会计、审计和管理信息系统 一个席位 

21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和商务交流一个席位 

22 运动，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两年制）； 体育与运动科学 课程和休闲运动活动设置一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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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700欧元/年 运动表演  一个席位 

24 功能教育与再教育中的物理治疗 一个席位 

 

以下硕士学位课程不需要上预科课程，课程为全日制学习，费用必须在每个学年开始前提前支付。所有学习课程将仅在人数达到最低要求时开办。处理申请的费用

为 50 欧元。  
 

No. 学院 专业  

 文学院（两年制）; 2700欧元/年 语言学 英语沟通实践（授课语言为英语），20 个席位，其中叙利亚学生占五个席位 
 

法语沟通实践（授课语言为法语），20 个席位 
 
博士学位的招生： 
学习语言：罗马尼亚语，课程分为全日制学习和非全日制学习。评审标准为：1.硕士学位学习的通用平均数 2.学士学位的通用平均数 3.硕士学位第一年的通用标准。 罗马

尼亚语课程（预科）是 1 年的学习，全日制课程，2500 欧元/年，必须在博士课程开始之前毕业。 博士学校的预科课程有 5 个席位。  
 

以下是博士学位招生项目和学费信息。课程采用罗马尼亚语教学。 

No. 学院 专业 研究项目 

1 博士学位（三年制）;  

3500欧元/年 

工业工程 - 

2 环境工程 - 

 

Professor Carol SCHNAKOVSZKY,Dr.Sc. 
校长 卡罗尔·斯汉诺夫斯基教授 

 
Eng Adrian-Laurențiu Apăvăloaei 

大学教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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