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费
性质

收费标准 批准文号 收费范围、对象

专科：护理 6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 2020-2021年级学生

专科：眼视光技术 6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专升本：医学检验技术、药学 6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本科：眼视光医学、临床医学（含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口腔医学、预防医学、医学影像学 专业学费3900元，学分学费75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69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 2018-2019年级学生

“5+3”一体化：眼视光医学、临床医学(含儿科学、精神医学方向） 专业学费3900元，学分学费75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69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 2018-2019年级学生

本科：眼视光医学（含新医科班）、临床医学（含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新医科班、检验医师培养试验

班）、口腔医学、儿科学（含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预防医学（含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医学影像

学（含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

专业学费2100元，学分学费12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69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5+3”一体化：眼视光医学、临床医学(含儿科学、精神医学、麻醉学、放射医学、老年医学、医学影像学

方向）
专业学费2100元，学分学费12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69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本科：麻醉学、中医学、临床药学、儿科学、精神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医学检验技术、护理学、助产学

、中药学、药学、康复治疗学、生物制药、生物医学工程
专业学费3000元，学分学费75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6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 2018-2019年级学生

本科：麻醉学、中医学、临床药学、精神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护理学、

助产学、中药学、药学（含生物药学创新实验班）、康复治疗学、基础医学、放射医学、生物制药、生物医

学工程（含眼视光工程新工科班）

专业学费1200元，学分学费12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6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劳动与社会保障、应用心理学、生物技术 专业学费2300元，学分学费75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53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 2019年级学生

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劳动与社会保障、应用心理学、生物技术 专业学费500元，学分学费12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53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37号、浙价费〔2014〕240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全日制非定向学术型博士 1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全日制非定向专业型博士 12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全日制定向博士（含学术型和专业型） 3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13〕52号、温医大〔2014〕73号报备 2020-2022年级学生

全日制非定向学术型硕士 8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全日制非定向专业型硕士（参加规培）：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1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全日制非定向专业型硕士（不参加规培）：生物医学工程、电子信息、药学、护理、公共卫生、应用心理 8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全日制定向硕士（含学术型和专业型） 2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13〕52号、温医大〔2014〕73号报备 2020-2022年级学生

非全日制医学、工学、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含定向和非定向） 2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温医大函〔2018〕21号报备 2020-2022年级学生

同等学力医学类、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在职申请硕士学位 35000元（全程，其中：课程学习阶段15000元/生，学位论文阶段20000元/生） 浙价费备〔2013〕52号、温医大〔2014〕50号报备 2017年级学生及2017年申请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学生

同等学力医学专业在职申请硕士学位 课程学习阶段4万元/生（每年2万元，连续2年），学位论文阶段2万元/生 浙价费备〔2013〕52号、温医大函〔2020〕4号报备 2020-2021年级学生

同等学力医学专业在职申请硕士学位 20000/生·学年，缴3年 浙价费备〔2013〕52号 2022年级学生

在职临床医师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30000元/生·学年 温医大函〔2018〕21号报备、浙价费〔2014〕99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自费留学生（博士） 5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13〕51号 来华自费留学生

自费留学生（硕士） 42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06〕31号、浙价费备〔2008〕15号 来华自费留学生

自费留学生（本科）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3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06〕31号、浙价费备〔2008〕15号 2016-2022年级学生

自费留学生（本科） 药学：20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06〕31号、浙价费备〔2008〕15号 2016-2022年级学生

自费留学生（短期生） 文科类短期生：10000元/人·学期；医学类短期生：3000元/人·月 浙价费备〔2015〕35号 短期来华自费留学生

中泰护理学硕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3.9万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5〕183号、温医大函〔2019〕1号报备 2020-2021年级学生

中泰护理学硕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4.5万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5〕183号、温医大函〔2022〕2号报备 2022年级学生

中韩药学博士学位联合培养项目 3.6万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5〕183号、温医大函〔2019〕7号报备 2019-2022年级学生

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眼视光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 1万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瑞典隆德大学临床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学术型） 1万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2022年级学生

瑞典隆德大学临床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专业型） 1.2万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4〕99号 2021-2022年级学生

波兰卢布林医科大学华佗（MBBS）境外联合培养项目（学制6年） 第一学年4万，第二三四学年1.5万，第五学年4.5万，第六学年5万 国办发〔2018〕82号 2016-2022年级学生

阿尔伯塔学院联合培养项目(本科) 专业学费24000元，学分学费90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预收标准60000元/生·学年
浙教计〔2006〕124号、浙价费〔2015〕183号、浙发改价格函〔2020〕

165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浙发改价格〔2022〕227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阿尔伯塔学院联合培养项目(硕士) 7万元/生·学年
浙教计〔2006〕124号、浙价费〔2015〕183号、浙发改价格函〔2020〕

165号、浙发改价格〔2022〕227号
2021-2022年级学生

阿尔伯塔学院联合培养项目(博士) 5万元/生·学年 浙教计〔2006〕124号、浙价费〔2015〕18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学历生（医学类） 132元/学分，计费学分75学分，合计9900元，分三年平均收取 浙价费〔2014〕245号、温医大〔2014〕99号报备 2019-2022年级学生

学历生（应用心理学） 118.8元/学分，计费学分75学分，合计8910元，分三年平均收取 浙价费〔2014〕245号 2019-2022年级学生

学院路校区东楼、中楼、西楼、新东楼（不带独立卫生间）（7人间及以上） 550元/生·学年 2017-2022年级本专科生

学院路校区东楼、中楼、西楼、新东楼（不带独立卫生间）、附二医12幢、半腰桥金山公寓、教职工宿舍

（4人间）
850元/生·学年 2017-2022年级研究生

学院路校区15-16幢（6人间） 700元/生·学年

附二医12幢（6人间）、瑶溪南楼（8人间） 800元/生·学年

茶山校区学生公寓（6人间）、瓯江口3号楼（6人间）、瑶溪南楼（6人间）、魔方公寓（4人间） 1200元/生·学年

茶山校区学生公寓（4人间）、学院路校区公寓楼（4人间）、新东楼（带独立卫生间，4人间）、瓯江口3号

楼（4人间）、瑶溪南楼（4人间）、桥头河公寓
1600元/生·学年

禅街人才公寓（3人间） 2000元/生·学年

留学生 20元/床·天；4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备〔2006〕31号 来华自费留学生

全国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报名费 120元/人﹒次 国医考发〔2019〕134号 参加考试的在职博士

自费留学生报名注册费 600元/生 浙价费备〔2006〕31号 来华自费留学生

申请硕士学位报名考试费 外语水平考试100元/人、学科综合考试100元/人、自命题考试100/人 计价格〔2000〕545号 参加考试的学员

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考务费 报名费30元/人﹒次 浙价费〔2010〕331号 参加考试的学员

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报名考务费 报名费30元/人·次 浙价费〔2010〕331号 参加考试的学员

三位一体报名考试费 140元/人 浙价费〔2018〕32号 参加三位一体考试学生

研究生中英文成绩单查询、打印成本服务费 20元/生·套（含中、英各一份） 浙教计〔2006〕124号、温医〔2012〕19号报备

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英文版、学历学位证明书查询、打印成本服务费 50元/生·份 浙教计〔2006〕124号、温医〔2012〕19号报备

全日制本专科学费

研究生学费

留学生学费

中外合作办学

成人教育学费

住宿费

考试、报名费等

行政

事业

性收

费

浙价费〔2016〕209号

温州医科大学2022-2023学年收费公示
收费项目

2017-2022年级学生



收费
性质

执行标准 收费依据 收费范围、对象

临床医学（含全科医学（含定向）、精神医学方向）、麻醉学、口腔医学（含定向）、中医学（含定向）、

法医学

专业学费2025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1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625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 2018-2019年级学生

临床医学（含全科医学（含定向）、精神医学方向）、麻醉学（含定向）、口腔医学（含定向）、中医学

（含定向）、法医学

专业学费1625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2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625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药学、中药学
专业学费18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1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400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 2019年级学生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
专业学费16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2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600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1年级学生

药学、中药学
专业学费14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2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400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1年级学生

护理学（含职本）
专业学费17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1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300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 2019年级学生

护理学（含职本）
专业学费13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2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300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1年级学生

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药学、中药学、护理学（含职本）
专业学费1625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2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2625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2年级学生

眼视光学、康复治疗学、生物医学工程
专业学费13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1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1900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 2019年级学生

眼视光学、康复治疗学、生物医学工程、助产学
专业学费9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2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19000

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英语、日语、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学费11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1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

17000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 2019年级学生

英语、日语、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学费7000元/生·学年、学分学费250元/学分，一学年40学分，学年预收标准为17000

元/生
浙价费〔2018〕61号、浙发改价格〔2020〕263号 2020-2022年级学生

药学（专升本）、中药学（专升本） 24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61号 2021-2022年级学生

市场营销（专升本） 17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61号 2021-2022年级学生

眼视光学（专升本） 19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61号 2021-2022年级学生

学院路校区中楼、西楼（7人间及以上） 550元/生·学年

学院路校区15-16幢（6人间） 700元/生·学年

附二医12幢（6人间）、瑶溪南楼（8人间） 800元/生·学年

附二医12幢（4人间） 850元/生·学年

茶山校区学生公寓（6人间）、瓯江口3号楼（6人间）、瑶溪南楼（6人间） 1200元/生·学年

茶山校区学生公寓（4人间）、桥头河公寓4人间、瓯江口3号楼（4人间）、瑶溪南楼（4人间） 1600元/生·学年

洞头滨海校区（4人间） 3000元/生·学年 浙价费〔2018〕61号

报名费 三位一体报名考试费 140元/人 浙价费〔2018〕32号 参加三位一体考试学生

       2、2022级仁济学院学生2022-2023学年教材费预收800元，在学期末进行结清，多退少补。

       3、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新生入学后须进行体检，体检费按成本价55元/生收取，由学生自行承担。

       4、学生奖、贷、助、补、减的政策文件，详情咨询学生处：0577-86689730。

住宿费
浙价费〔2016〕209号

       4、学生奖、贷、助、补、减的政策文件，详情咨询学生处：0577-86689730、研究生部：0577-86699232。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2022-2023学年收费公示
收费项目

 备注：1、收费监督：校纪检监察室，0577-86689702； 校计划财务处，0577-86689866、86689867；省教育厅，0571-87052502；省发改委，12358；省纠风办，0571-87057223。

2018-2022年级学生

 备注：1、收费监督：校纪检监察室，0577-86689702；  校计划财务处，0577-86689866、86689867；省教育厅，0571-87052502；省发改委，12358；省纠风办，0571-87057223。

       2、2022级全日制本专科学生2022-2023学年教材费预收800元，在学期末进行结清，多退少补。

       3、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新生入学后须进行体检，体检费按成本价55元/生收取，由学生自行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