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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皇太后大学成立于1998年，是一所公立自
治大学，座落于通往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门
户、东盟地区的心脏地带泰国清莱府。
该大学的创立是为了满足泰北地区及周边
邻国人民的需要，同时也为纪念国王母
亲的仁慈贡献，她就是被人民亲切唤为 
“皇太后”的诗娜卡琳达公主殿下。

十五年来的发展已经使皇太后大学被认可
为泰国发展速度最快的高等教育机构。在
这里英语是大部分课程授课的主要媒介语
言，同时“问题导向学习”是大学的基本 
教学方法。

以“公园里的大学”为理念，皇太后大学
提供了一个极利于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和氛
围，它每年都吸引着来自许多国家的无数
访客。这促进了各种形式的相互交流与合
作，激励了数量猛增的国际学生。

无论是初步咨询阶段、申请程序辅助，还
是入境移民信息和旅游指南方面，外事处
（IAD）都将提供友好且有益的帮助。我们
真诚地希望您考虑把皇太后大学作为您今
后学习道路上的选择。



化妆品科学学院
作为整个东盟地区第一所开设化妆品研究的院系，
该学院是对这个专业领域感兴趣的学生的理想选择。
所有专业的设置都将为希望在化妆品行业里有所发
展的学生们提供化妆品科学的先进知识与技能培训。
本科专业

•	美容科技
•	化妆品科学

研究生专业
•	化妆品科学硕士及博士

牙科学院
该学院致力于培养专业扎实、技能娴熟的毕业生，他
们充满求知欲，善于自我发现，能力卓越，也有适合
学医和从事牙科工作的优良心态。
本科专业

•	牙医学士（仅限于泰国公民）

抗衰老与再生医学学院
以把泰国建为该领域研究和技术的领军者为目标，该
学院在采用最高新技术和最精良设备服务患者的同
时，推进学生的研究。学院非常有信心能够在不久的
将来成为全球该领域科研的领导者之一。
研究生专业

•	抗衰老与再生医学硕士及博士
•	抗衰老与再生科学硕士及博士
•	皮肤学硕士及博士

授课地点在位于曼谷 Asoke 路的皇太后医院

学院及专业设置

农产品加工业学院
以成为东盟地区的农产品中心为愿景，农产品加工
业学院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与科研。该学院致力于
培养有能力的、有专业素养的农产业技术人员，
使其成为有责任通过不断扩充专业知识和专业熟
练度来维持和提高自身专业能力的优秀人才。
本科专业

•	食品工艺
•	农产品和包装技术管理

研究生专业
•	食品工艺硕士及博士

•	农产品和包装技术管理硕士



文学院
该学院旨在提高学术质量，增强语言、文化和人文学
习的可持续性国际化发展。作为泰语和外国语教学的
绩优中心，学院提供丰富多样的学科和语言门类，对
于想要获取必要专业知识的学生而言，再也没有比文
学院更理想的场所了。
本科专业

•	英语
•	泰语语言与文化

研究生专业
•	职业英语硕士及博士（国际项目）

信息技术学院
皇太后大学发展速度最快、屡获殊荣的信息技术学院
致力于保持和发展高品质的毕业生和国际一流的研究
人员。该学院提供高端独特的多维专业设置，这些专
业是由活跃的IT从业人员所开发，并在国际知名团队
的指导下完成，其团队成员都是在IT产业和先进IT研
究领域内有着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本科专业

•	计算机工程
•	信息与通信工程
•	计算机科学
•	信息技术
•	多媒体技术与动画
•	软件工程

研究生专业
•	计算机工程硕士及博士
•	信息技术硕士

法学院
该学院被公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最新、最健全的以实
践为导向的法学院。学院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给学生予
指导，旨在培养知识广博，具有专业法学理论和实践
知识的毕业生，他们坚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正义。
本科专业

•	法学（申请者必须熟练掌握泰语）
研究生专业

•	法学硕士（申请者必须熟练掌握泰语）

健康科学学院
 

该学院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出具备高专业水平和优良道
德品质的健康科学毕业生，并持续发展教学和研究以
超越国际标准。该学院一直积极开发结合传统知识精
华和本土智慧的项目，并在项目中融入最先进的替代
技术。
本科专业

•	应用泰国传统医药（申请者必须熟练掌握泰语）
•	中国传统医学
•	物理治疗（申请者必须熟练掌握泰语）
•	公共卫生
•	职业健康与安全
•	环境卫生
•	体育与健康科学

研究生专业
•	公共健康硕士



护理学院
该学院是一所领先的护理学术机构，所培养出的优质
护理毕业生受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认可。学院是泰国最
北地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护理和医务人员的继续
教育中心，并发挥着指导社会健康的灯塔性作用。
本科专业

•	护理学（仅限于泰国公民）

科 学学院
以不断在科学、技术和国际认可上追求卓越为愿景，
科学院通过优质的教学培养毕业生，并向学生灌输诚
信，以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
发展。
本科专业

•	应用化学
 - 分析化学
 - 天然产品或科学
 - 高分子科学与技术

•	生物科学
•	材料工程

研究生专业
•	应用化学硕士及博士
•	生物科学硕士及博士
•	生物技术硕士及博士
•	计算科学硕士及博士
•	材料科学硕士及博士
•	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硕士及博士（NREM） 
（国际项目） 

医学院
 

该学院成立的主旨在于培养以家庭和社区医学为主，
专注于从整体上照顾病人、家庭和社区的医科人才，
他们能把医疗科学学科和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相结
合，把教学与研究整合为一体，并主要侧重于患者的
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本科专业

•	医学学士（仅限于泰国公民）

管理学院
学院的主旨是精心培养专业熟练的毕业生，以满足快
速增长的东盟工商业及整个泰国和东盟地区政府部门
的需求。作为领先的商学院之一，该学院提供广泛多
样的课程，采用现代教学方法，以确保最大限度地使
学生获益，同时还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与合作机构交换
学习的机会。
本科专业

•	会计
•	航空业务管理

 - 航空服务
 - 航空物流业务
 - 航空运营

•	工商管理
•	酒店管理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旅游管理
•	经济学

研究生专业
•	工商管理硕士及博士
•	创业管理硕士（国际项目）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硕士
•	旅游管理硕士



汉学院
该学院旨在与中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
绩，并培养有知识、有技能的毕业生，让他们对中国
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在内的汉学的
方方面面产生有根有据的理解。
本科专业

•	商务汉语
•	汉语言文化
•	汉学（着眼于中国政策和战略）
•	汉语师范（5年制）

研究生专业
•	汉泰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

   （*不招收华籍学生）
   （**申请者须熟练掌握泰汉双语）

•	对外汉语教学硕士

社会创新学院
该学院的重点在于培养能够处理世界性社会问题的毕
业生，并开发与全球社区和国家进步相关的项目和业
务。该学院有决心找到解决全球缺乏成功发展的办
法，并通过多样的文化资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学生
提供第一手讯息。
本科专业

•	国际发展

如何申请
1. 选择专业
• 选择您想要申请的专业

4. 抵达皇太后大学校园
• 国际学生必须在开学报到注册日前1周抵达校园。

3. 接收确认

5. 注册课程

2. 提交申请表
• 申请表格可从网站上下载 
• 填写表格，并提交到以下地址：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IAD)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333 Moo 1, Thasud, Muang  
           Chiang Rai 57100 Thailand
           E-mail: inter@mfu.ac.th  Fax: +66 53 916023

申请者会在大约两周内收到电子邮件或者电话确认。
面试可能通过电话或Skype视频。若需提供其他相关文
件，校方将另行通知。
面试成功后将收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包括有必要的
签证申请文件在内的文件包。

•
•

•

•
•
向注册处提交所有必要文件的原件。
全部费用必须用泰铢支付。完成以上程序，即可成为
皇太后大学的正式学员！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Bachelor’s Degree Master’s Degree Doctoral Degree

1. APPLICANT INFORMATION

First Name
Middle Name
Last Name
Passport Number Place of Issue
Date of Issue Date Month Year

/ / Expiration Date Date Month Year

/ /

2. PERSONAL DETAILS Male Female

Nationality Religion

Place of Birth Date of Birth
Date Month Year

/ /
Age Blood Group

(a) Address

Permanent Address

Postal Code
Telephone (Home) Telephone (Mobile)
Fax Email

(b) Current address used for postage (if different from permanent address)

Current Address

Postal Code
Telephone (Home) Telephone (Mobile)
Fax Email

(c) Contact person (in case of emergency)

Name Telephone

 

 
Attach 
photo 
here 

(size 1”) 

 

Application No:                                          



3. EDUCATIONAL BACKGROUND

3.1 List all schools or colleges you are currently attending or have previously attended beginning with the most recent.

NAME OF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CITY & COUNTRY START DATE FINISHED DATE G.P.A. AWARD GRANTED

***Please Note: If you are applying as a transfer student, please add all course descriptions of the courses you would like to be transferred as an 
attachment to the application, so they may be reviewed by the appropriate departments.

Name and Description of Previous Awards or Scholarships Date Received

Name and Description of Previou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ate Attended

*** Please add additional sheets of paper as an attachment to the application to the application if space is insufficient.

3.2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s Best Scores Date Taken

TOEFL

IELTS

Other.............................

*** If you do not have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results, an Intensive English Course at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is required.
3.3 Details of Language Abilities

Language
Level of Proficiency (Excellent, Good, Fai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4. PROPOSED PROGRAMME OF STUDY
     (Example: School of Management,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Tourism Management) 

School of

Bachelor of in

Master of in

Doctor of in

Proposed starting date of study

5. PARENT OR GUARDIAN INFORMATIONS

/ /
Date Month Year

(a) Primary Guardian

First Name Last Name

Current Occupation Title

Employer/Company

Home Address

Telephone Email

(b) Secondary Guardian

First Name Last Name

Current Occupation Title

Employer/Company

Home Address

Telephone Email

Sources of financial support during your period of study:
Parent/Guardian………………… Scholarship/Grant (name)…………………………           Other........................................



6. SUPPORTING DOCUMENTS (In English)
Only one copy of each document is required. All documents should be in English or have a certified translation. Originals of documents 
should not be sent. Tick boxes where appropriate.

Enclosed To Follow

A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A single 1-inch photograph

A copy of original Passport

Academic Transcripts from high school level and above

Graduation Certificates from high school level and above

English proficiency score report (TOEFL, IELTS) if any

Doctor’s Medical Report (certification)

Application Fee (300 THB paid upon registration)

Other (please list).........................................................

I certify all of the above given information and statements to be true and correct.

How did you hear about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Applicant’s signature ...................................................................
/ /

Date Month Year

Online Embassy University

MFU Newsletter From a Friend Other ........................................

Send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by post, fax, or email to one of the addresses listed below:

Address: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Chiang Rai 57100 Thailand
Tel:       +66 (0) 5391 6024
Fax:      +66 (0) 5391 6023
E-mail: inter@mfu.ac.th
Web:       www.mfu.ac.th
Facebook: facebook.com/inter.mfu



学士学位
  • 高中毕业证或经教育部认证的12年同等学历证明
  • 英文要求
 o 托福纸考450  或网考32
 o 雅思4.5
    条件： 
 a.英文水平低于上述要求者需注册学习强化
          英语课程。 
 b.英文水平达到上述要求者可直接注册高级
   强化英语课程。
 c.在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中学有三年
   以上的学习经历者可直接注册高级强化                  
          英语课程。
 d.英语母语申请者可直接注册强化英语课 
   程。
 e.凡非上述英文水平证书均需交予文学院审
   核。 
  • 中文要求（只对汉语专业学生） 
 o HSK三级
    条件： 
 a.中文水平低于上述要求者需注册学习强化
          汉语课程。
 b.中文水平达到上述要求者可直接注册高级
          强化汉语课程。

硕士学位
  • 本科学位或被认可的大学同等学历，且成绩的  
平均积分点(GPA)不得低于2.5（包括2.5在内）。
  • 英文要求
 o 托福纸考500  或机考200  亦或网考70
 o 雅思5.5 
 o 皇太后大学英语水平考试40

博士学位
  • 硕士学位或被认可的大学同等学历亦或相关领域
的荣誉学士学位，且成绩的平均积分点（GPA）不得
低于3.25（包括3.25在内）。
  • 英文要求
 o 托福纸考500  或机考200  亦或网考70
 o 雅思5.5 
 o 皇太后大学英语水平考试60

皇太后大学入学要求

校历
第一学期
   • 开学  
   • 期中考试 
   • 课程结束         
   • 期末考试       
   • 学期结束        

第二学期
   • 开学  
   • 期中考试 
   • 课程结束         
   • 期末考试       
   • 学期结束        

暑期班
   • 课程开始         
   • 课程结束         
   • 期末考试        
   • 暑期班结束         

八月下旬 
十月下旬
十二月中旬
十二月中旬
十二月下旬

一月下旬
三月下旬
五月中旬
五月下旬
五月下旬

六月下旬
八月上旬
八月上旬
八月上旬



大致费用

学费 
本科平均学费/学期
研究生学费范围/学期 

其他费用
新生包裹（第一学期）**
强化英语课程 ** 
校园生活学习指导项目 **
住宿费/学期
常规维护/学期 
损失保险费（毕业后可退还）
健康/意外保险费（每年）

注：*1美元=32泰铢，以实时汇率为准。
    **仅对本科生
    皇太后大学保留无预先通知而调整学费之权利。

费用 泰铢

30,400
25,000 - 117,000

1,000
3,600
2,200
4,000

800
2,000
2,310

美元 *

950
780 - 3,656

31
113
69

125
25
62
72



皇太后大学医院
使用替代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技术，皇太后大学校
内医院提供急诊、诊断、医疗、牙科、皮肤科和整体健
康服务，此外还有替代医学和中医诊所。

住宿
所有国际学生在皇太后大学学习的第一学年内都有校园
学生宿舍（4人间）的保证。

交通
在校园内，提供免费的公共交通工具EVT（电子车辆运
输）。若需进城或到其他地方，出租车或迷你巴士方便
可得。

运动设施
•	室内体育馆和体育中心
•	健身房
•	篮球场
•	羽毛球场
•	室外田径场
•	网球场
•	奥运标准泳池
•	健身公园
•	跑道
•	自行车道



学术支持中心
• 学术服务中心
• 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 学习资源和教育媒体中心（皇太后大学图书馆） 
• 科技仪器中心 
• 语言自学中心

资源中心 

• 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所（NREM）
• 诗琳通中国语言文化中心
• 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
• 湄公河流域文明博物馆
• 皇太后大学商业基地（MFUBI）
• 茶研所
• 法国-上湄公河次区域学术合作中心
• 边境经济与物流研究办公室（OBELS）
• 区域导向-社会创新研究中心（Ab-SIRC）



MFU

Myanmar

China
(Yunnan)

Vietnam

Thailand

Cambodia

Lao 
PDR

Malaysia

Singapore

Brunei Darussalam

Philippines

Indonesia

公园里的大学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门户

东盟地区的心脏地带



皇太后大学外事处
泰国 清莱  

邮政编码 57100
联系电话: +66 53 916024

传真: +66 53 916023

www.mfu.ac.th
inter@mfu.ac.th
facebook.com/inter.mfu

皇太后大学
将助您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