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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于2002 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并经国家教育部备案，

是我国中部地区第一所专门培养具有外语特长的高级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普通高等职业学

院。学院共设有 37 个专业，其中“多语种跨境贸易”专业群为湖北省重点专业群，“高速

铁路客运服务”专业为湖北省品牌专业，“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为强势就业专业，有在校生1万人，已累计为社会培养了4万余名毕业生。学院与英国、美国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西班牙等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已有500 

多名学生通过国际合作办学渠道，走出国门，提升学历层次。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落雁岛校区（图）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藏龙岛校区（图）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创建于 1937 年，是以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国王皇后的名字命名的泰国

一流国立综合性大学。在全泰国 40 余所皇家大学中，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在泰国国家高等教

育质量的综合评估连续十四年排名第一。宣素那他皇家大学设有 15 个学院以及附属小学和

附属中学。大学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35000 余名，本科、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科学 120 个。大

学有六大校区，主校区坐落在首都曼谷市中心紧邻皇宫的宣素那他皇家园林，另外五个校区

分别是佛统校区、拉廊校区、夜功校区、乌汶校区和春武里校区。

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博物馆（图） 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教学楼（图）

项目介绍

“泰国本科联合培养项目”是由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联合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响

应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共同创办的国际高等学历教育项目，项目学分课程获得武汉



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和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认可。

该项目无语言预科，适应泰国教育体制，本科学制三年，英文授课。学生将于第一阶段

（第 1 学年）在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学习，第二阶段（第 2、3 学年）赴泰国宣素那他皇

家大学学习。学生完成所有课程学习并达到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和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

学位颁发条件后，可以获得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颁发的全日制大专文凭，同时获得泰国宣

素那他皇家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证书，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学位证书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认证，国家承认学历，享有国内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同等待遇。

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毕业证（图）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录取通知书样本（图）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学位证书样本（图）

项目优

中国教育部学历认证证书样本（图）

势

1. 入学注册学籍（1+2 双学籍注册）

受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委托，学生在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国际学院进行测试和面

试，获得本项目预录取通知书，参加宣素那他皇家大学的面试，合格后获得宣素那他皇家大

学录取通知书，按规定时间报到入学，注册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学籍；在国内进入学分课程学

习。



2. 无雅思、托福要求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注重学生个性化培养，针对学生语言基础进行教学，学生通过大学入

学委员会面试审核后可以入学，无需雅思、托福等语言成绩要求，为语言基础薄弱的学生获

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提供了机会。

3. 国际教育中心为在泰留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有中英泰三语辅导老师，能为中国留学生在泰的生活提

供必要的帮助。国内第一学年学习期间会对学生做基础的语言培训，学生赴泰学习时基本无

语言障碍，可直接进入专业课程学习。

4. 留学性价比高

泰国传承英联邦教育体制 150 多年，教育国际化程度在世界领先，每年中国赴泰留学新

生近万人。泰国留学总体费用约为欧美留学费用的四分之一，且留学申请无需经济担保，是

工薪家庭留学的最佳选择。同时通过宣素那他皇家大学的学习，可以作为进入欧美国家留学

的跳板。

5. 中国教育部认证

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是中国教育部正式认证的首批泰国高校之一，中国教育部留学监

管机构优先推荐的泰国高校之一。 (http://jsj.moe.gov.cn/n1/12048.shtml)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优先推荐院校名单（图） 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院校

6. 中外校际合作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与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签订中泰校际合作项目，两校共同创建

“中泰跨境贸易创新实践教学基地”和“中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有着扎实的合作

办学基础，两校共同培养符合国际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满足 “一带一路”跨文化创新型人才

需求。

两校签订合作项目（图） 两校共建实训基地（图）



7. 优质教学资源

大学设有 15 个院系，以及附属小学和中学。大学总共分为六大校区：曼谷主校区（位

于宣素那他皇家园林旁）、佛统校区、那朗校区、夜功校区、乌汶校区、春武里校区，学校

目前现有全日制在校生约 35000 人，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学位学科 120 余个，截至 2022

年，大学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 1000 余人。

曼谷主校区教学楼（图） 佛统校区教学楼（图）

中泰双方大学均有多媒体教室、图书馆、校医院、学生食堂、游泳池等各类学习与生活设

施，位于佛统校区的学生公寓配有空调、洗衣机和热水供应设施。泰国校内建有三星级酒店，

配有游泳馆、健身房以及自助早餐服务。校内食堂餐饮品种丰富齐全，全天冷气开发。校内

图书馆、运动馆设施齐全。

曼谷主校区教学大楼（图） 校园实景（图）

佛统校区留学生宿舍（图） 佛统校区游泳池（图）



8. 实习就业优势

泰国作为东盟贸易、金融和物流中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泰国 4.0”战略

的提出，以及中泰铁路的修建，中泰两国在经贸、投资、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

拥有专业技能的“中英泰”三语复合型人才就业前景广阔。宣素那他皇家大学与各大企业有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如：实习和工作期间，学生可参与中文教师实习、工作。

中文教师岗位实习（图）

毕业生回国后教育部办理文凭认证，国家承认学历，可报考国内研究生、公务员及入职

企事业单位，享受海归人才落户政策相关福利待遇。

9. 文化环境和谐

武汉是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

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是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城市。

泰国是“佛教之国”、“大象之国”、“微笑之国”，人与人相处非常融洽，该国地

处东南亚中心，气候温和，物美价廉，美食多样，社会治安良好，是全球最适宜居住、学

习、生活和工作的国家之一。曼谷是泰国首都，是世界一线城市，被誉为“佛教之都”，

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包罗万象的“天使之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总部所在地。

中国光谷（图）

泰国曼谷（图）



培养模式

欧美教学体系，学分制记分法。两校联动，合作办学，确保教学质量。

1. 第一阶段：国内 1 年在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本部学习部分专科专业课程，同时学习泰

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本科部分的专业课程；

武汉外语外事专业课课堂（图） 武汉外语外事公共课课堂（图）

2. 第二阶段：国外 2 年在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学习大学本科大二、大三的专业课程，完

成所有课程，获得相应学分。达到毕业条件后即可获得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大专文凭，以及泰

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课堂实景（图）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学术会议（图）

学生获得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本科学士学位后，可继续攻读该校硕士学位，学习 1-2 

年，达到毕业条件后，可获得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硕士学位。









学生获得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学士学位后，可以选择：

攻读宣素那他皇家大学硕士、博士

攻读欧美高校硕士、博士

攻读中国高校硕士、博士

直接在国内外就业



部分专业师资力量

Nalin SimasathiansophonYingsak Vanpetch 博士 博士 Denis Ushakov 教授

大学拥有专业的师资团队，教职员

工总人数达到 3000 余名

至今已有包含本科、硕士和

博士在内的 120 多个专业学科，

在校生已达 35000 余人

师资力量 在校学生

Ratirath Na Songkhla Peeranthon Seansook Pannalin Suchookorn

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部分教师情况：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部分教师情况：

   刘升民 教授

 

熊莺 

 

杨文秀 博士生导师

邱丽娟 副教授

副教授  

付小云 副教授

刘林娴 副教授



2.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应用外国语学部、财经与商贸学部大一学生

专业介绍

数码国际商务

毕业生可在国际贸易、进出口、营销、物流、商务管理、金融、行政等领域从事商务管

理工作，或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及政府机构从事对外经营管理、政策法规制定以及国际化

该课程的开发是为了培养能够应对数字时代全球商业挑战的国际商业管理人员。本专

业培养面向国际市场，具有开阔的视野，扎实的国际商务理论和经济学基础，基本掌握国

际法规、国际惯例，并能较熟练应用国际法规开展商务活动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商务动策划等工作。

招生计划

报名时间

每 年 1 月 到 8 月

招生对象

专业 科类 人数

国际商务及创新管理 文理科 120

数码国际商务 文理科 120

本专业注重传授国际营销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拓展学生对营销管理的战略眼光和能力，旨

1. 国际商务及创新管理

在使毕业生具备分析国家经济、制定社会发展计划的知识和技术。

毕业生可成为优秀的市场企划者、具有创造力的思想者和一个真正了解顾客需求的实践

性人才。本专业毕业后，学生可担任专业型企业家，进出口商和国际贸易工作，企、事业单

位及政府部门国际商务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



报名程序

（二）考生准备申请资料，发送至负责老师邮箱；

（一）考生准备申请资料：

1. 入学申请表（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官网或微信公众号下载）

2. 个人信息表

3. 两寸蓝底电子版证件照

4. 护照或身份证扫描件

5. 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证扫描件

6. 高中或同等学历总成绩单(三年)扫描件

7. 毕业证双认证(中英文)原件、成绩单双认证(中英文)原件（可入学后统一办理）

8 . 护照（可入学后统一办理）

（三）申请资料审核和测试通过后，发送录取通知书。

录取条件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部、财经与商贸学部的大一学生，需要通过泰国

宣素那他皇家大学面试。

注：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国际交流中心老师全程指导面试。

入学流程

1. 新生抵达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提交申请资料原件并缴费；

2. 领取校园卡、宿舍钥匙、电卡入住学生公寓；

3. 办理入学登记、学籍注册、体检，次年 8 月进入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学习。



项目费用

第 1 学年

学费：

国内（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根据实际学费缴纳

国外（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无

第 2 学年

国内（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根据实际学费缴纳

国外（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入学前交学费人民币82,400元＋报名费600元＝

共计83,000元

第 3 学年

国内（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根据实际学费缴纳

国外（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入学前提交人民币57,400元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15927047107 联系方式：18202748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