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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外国学生入学申请表
请填写此表格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们  
postgraduate@shenzhou.com 

如果您在填写表格时有任何问题，请立即和我们联系。

1.	 课程信息

a.	 您计划哪一年入学:		

2018 2019

b.	 您选择攻读的学位是:	

中医学硕士 中医学博士 

c.	 你计划攻读的专业:	

针灸学 中医妇科学

推拿 中医皮肤科学  

中医内科学

d.	 请选择其中之一	

我相信自己具有符合攻读相关学位要求的学历。 

我相信自己具有符合攻读相关学位要求的同等学力。 

 必填项目

mailto:postgraduate@shenzh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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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2.	 个人信息

学位:  出生日期   
(日 日/月 月/年 年) 

男 女

姓 
(请用拼音填写)

名 
(请用拼音填写)

中文姓名 

婚姻状态 单身 结婚 子女 
(未成年子女数目)

职业 

最高 相关学历  

地址 

邮编 

手机号码  
(包括国家代码)

家庭电话号码
(包括国家代码)

电子邮箱 

国籍 

出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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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3.	 教育学位	

这应该包括你从高中毕业以后获得的任何教育经历和资格。 请首先列出与本学位课程最相关的经历。

学科名称/科目范围 起始时间 学位/资格 培训机构

4.	 职业继续教育		
这里应该包括你在完成学位教育之后，进行的相关专业学习。

学科名称/科目范围 日期 资格 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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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5.	 专业学会		
您加入了哪些专业协会:

协会名称 何时成为会员 会员号码

6.	 目前医疗活动	

您目前从事中医临床活动吗?

是 否

7.	 个人陈述		
请在以下空格里自我介绍，包括您的个人性格、兴趣爱好、对所选专业的学习动因和其他关于您自己的事项  

（5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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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8.	 推荐人	
请填写2个推荐人的信息，推荐人必须对您的中医学术有2年以上的接触了解，并愿意作为您的推荐人。

推荐人 1

姓名 

职业 

如何相识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推荐人 2

姓名 

职业 

如何相识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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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9.	 声明	

请您将表格及所有相关的证书或文件，以附件形式发送到此邮箱:postgraduate@shenzhou.com ,我们收到您的
申请邮件后，会回复一封确认函，并会在14天内与您联系，进入下一申请程序。

我在此确认，我提供给神州中医大学的信息以及文件属实。 我同意荷兰神州中医大学依照《欧盟
通用数据条例》使用我的个人信息。

如果提供不确切的信息，申请人将承担一切责任（包括预付款、学费在内的损失）。 

申请资格说明
本中医药硕士和博士项目不向仅持有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及香港护照的人士开放。

申请人和临床工作
所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申请人都需要正在进行全职或兼职临床工作。这是因为在硕士和博士的教育课程中，你需要运
用到你现在和过去的临床实践经验。

例外情况：申请人目前中止临床工作，但若能证明此前已有足够丰富的临床经验，仍可被录取。

专业学会资格
所有申请人都需要是所在国专业学会的成员，并持有相关的执业保险。

学分转换
所有硕士和博士项目都可以与其他教育项目的相关课程转换学分。其中，转换学分不能超过整个硕士/博士项目的
50%（也就是10个学分）。1个学分相当于18小时学时。

入学面试
一但申请人的资料被接受并通过审核，申请人需要通过学科主任和项目负责人的面试。我们将因应你的需要邀请你
透过Skype或亲临我校进行面试。

录取决定与通知
成功录取的硕士或博士候选人将在面试2周内收到正式录取的通知。申请人可以在21天之内告知学校是否接受录
取。课程表和缴费通知会在随后的数周内送达。

请准备以下相关资料副本：
1.请提供所有相关的证明文件、或证书复印件

2.近期正规护照照片1张

mailto:postgraduate@shenzh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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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表

申请条件
硕士项目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硕士学位项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最终批准入学。
• 持有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香港护照以外的护照。
• 拥有中医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例如荷兰神州中医大学或同等3年制中医学历）；
• 具有至少2年的中医药工作经历；或：拥有两个学士学位（专业不限）。 
• 申请人必须按照规定提交申请材料。
• 所有申请人均通过申请-评估-录取环节。

博士项目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博士学位项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最终批准入学。
• 持有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香港护照以外的护照。
• 拥有中医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历（例如6年高等职业教育经历，或拥有两个学士学位）
• 具有至少6年的中医药工作经历；或：拥有两个硕士学位（专业不限）。 
• 申请人必须按照规定提交申请材料。
• 所有申请人均通过申请-评估-录取环节。

南京中医药大学也接受拥有其他科学类学位、拥有中医工作经验和（等同于）中医基础教育经历的申请人申请硕士
或博士项目。
如果您没有中医本科学位（或等同于荷兰神州中医大学颁发的针灸、中草药、和推拿学位证书），请注意：
本硕士和博士学位项目将给予您一个学术学位，但不能给于您进行中医临床活动的资质。

本文件及附带信息均为保密信息，仅供荷兰神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和申请人使用。
未经神州中医药大学明确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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