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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miec.fzu.edu.cn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福建省唯
一一家双授学士学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教育部批准
号: MOE35IEA02DNR20181907N），为福州大学直属
二级学院（非独立学院），不具有法人资格。

学院于2019年开始按照国家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政策
规 定 进 行 招 生 ， 学 制 为 4 年 ， 录 取 批 次 为 本 科 一
批。第一年招收自动化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Devices)、软件工程 (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数字媒体技术 (Multimedia, 

Mobile and Web Development) 和电子信息工程
(Electronic Engineering）四个本科专业，计划招生
300人。合格毕业生同时获得福州大学和爱尔兰国立
梅努斯大学两校学位。

学院依托福州大学自身办学优势，进一步引进爱尔兰
国立梅努斯大学优质教育资源，为中国学生提供高品
质、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培养符合中国产业发展需
求，同时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

福州大学简介
www.fzu.edu.cn

学校设有21个学院（含1个独立学院和1个中外合作办
学学院）；现有在校普通本一批学生24164人，各类
博、硕士研究生近10500人。学校现设84个本科专
业；39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2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其
中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含22个工程领域)；11个
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不含一级学
科覆盖）；11个博士后流动站。学校拥有1个国家重
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化学科学与工程
学科群”入选国家公布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化
学学科进入国际ESI学科排名前1‰，3个学科进入国
际ESI学科排名前1%。学校综合实力在美国新闻网、
泰晤士、上海软科等权威世界大学排行榜名列全球第
601-800名，内地高校第26-62名。

双方校长揭牌

了解我们

福州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211工
程”重点建设大学、福建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教育部共建
高校、福建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
校。学校创建于1958年，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
主、理工结合，理、工、经、管、文、法、艺等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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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简介 
www.maynoothuniversity.ie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Maynooth) 系爱尔兰国立大学的成员大学，前身是建
立于1795年的圣帕特瑞克学院，是仅次于三一学院的
爱尔兰最古老的著名大学，在1997年改制成为综合国
立性大学。

目前有在校学生12530人，其中本科生10465名，硕
士、博士研究生2065名。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在
计算机科学、英语文学以及地理专业世界排名前150; 
下 属 7 所 国 家 级 别 的 研 究 所 ， 并 曾 出 过 2 位 诺 贝
尔奖得主。

- 排名 -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351-400 
( 福州大学排名601-800）

#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80

#2017年《普林斯顿评论》“最佳381所高校”

#2016年Study Portals
欧洲国际学生满意度调查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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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56%女生/44%男生
84% 本科生
16% 硕士、博士研究生
86%全日制学生/14%非全日制学生

93%
教师具有
博士学位

数字梅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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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0 =学生总人数
10465名本科生
2065名硕士、博士研究生

学生来自95个国家

图书馆馆藏
46万多份出版物，并可网上查阅约 
8万份期刊的全文。

科研与创新 

5000万欧元科研在研经费
175 个行业和企业合作项目
480 篇论文年均发表
21 个高科技孵化公司
2013年来20项专利申请
2 位诺贝尔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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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2019

毕业文凭
符合两校学位颁发条件的毕业生将获得以下学位：
福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固态电子学、电子工程基础、信号与系统、信号处理导
论、面向对象的编程、实时和嵌入式系统、计算机通信网
络、调制和编码技术、射频电路与系统、无线数字通信。

培养目标
通过实施国际合作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培养掌握电
子信息工程领域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电子信息工
程理论前沿、前景，具备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进行系统分
析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国际化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国内外从事电子系统设计、嵌
入式软硬件设计、信息系统研发、图像处理及分析、物
联网技术及通信设备研发及维护等工作；也可报考电子
信息工程、电子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赴
国外一流学府继续深造。

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大学城学园路2号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86-0591-22801500, +86-0591-22801600

传真：+86-0591-22801500         

邮箱：miec@fzu.edu.cn, miec_fzu@163.com  

邮编：350116

电子信息工程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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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文凭
符合两校学位颁发条件的毕业生将获得以下学位：
福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电路、电子工程基础、系统与控制导论、信号处理导论、 
现代机器人与智能机器、机器人驱动系统、机器学习与神
经网络、机器视觉、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控制系统。

培养目标
通过实施国际合作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培养掌握
扎实的机器人技术及智能设备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
和实验技能，了解机器人技术及智能设备理论前沿、
前景，具有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国
际化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国内外
从事与机器人以及智能设备相关的技术开发、产品与
系统设计及应用、设备与技术管理等相关工作；也可
报考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赴
国外一流学府继续深造。

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大学城学园路2号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86-0591-22801500, +86-0591-22801600

传真：+86-0591-22801500         

邮箱：miec@fzu.edu.cn, miec_fzu@163.com  

邮编：350116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2019

自动化专业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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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文凭
符合两校学位颁发条件的毕业生将获得以下学位：
福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科学导论、程序语言设计和编译、
离散结构、计算机系统结构、算法与数据结构、软件测
试、软件工程与软件过程、软件设计、计算理论。

培养目标
通过实施国际合作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培养具有扎
实的软件工程学科基础理论，能够系统熟练应用工程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具
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与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应
用型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既可以从事软件
工程、计算机应用及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科研、开发和
生产工作，也可以从事软件工程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管理
工作；也可报考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赴国外一流学府继续深造。

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大学城学园路2号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86-0591-22801500, +86-0591-22801600

传真：+86-0591-22801500         

邮箱：miec@fzu.edu.cn, miec_fzu@163.com  

邮编：350116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2019

软件工程
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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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2019

毕业文凭
符合两校学位颁发条件的毕业生将获得以下学位： 
福州大学工学学士学位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
算法与数据结构、软件测试、Web信息处理、多媒体 
技术、多媒体编程、软件工程与软件过程、人机交互、 
软件设计、多媒体通信、移动应用开发。

培养目标
通过实施国际合作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培养掌握扎
实的数字媒体技术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具
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具有团队合作能力的复
合型、创新型、国际化的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学生毕业
后能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图形化的界面
设计、医学成像、多媒体系统开发、电子出版、计算机
辅助翻译、电子学习系统开发、游戏开发、网站设计和
开发等方面的科研、开发和管理工作；也可继续攻读数
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赴
国外一流学府继续深造。 

联系我们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福州大学城学园路2号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

联系电话：+86-0591-22801500, +86-0591-22801600

传真：+86-0591-22801500         

邮箱：miec@fzu.edu.cn, miec_fzu@163.com  

邮编：350116

数字媒体技术
Multimedia, Mobile and Web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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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
中国政府与爱尔兰政府支持项目。福建省人民政府杨贤
金副省长、爱尔兰教育部约翰·郝利根副部长以及爱尔
兰驻华大使李修文等领导共同参加学院揭牌仪式。杨贤
金副省长在《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立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
工程学院的函》（教外函〔2018〕49号）上做出重要
批示，强调要办好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

强强联手
自动化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Devices) 
软件工程 (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数字媒体技术 (Multimedia,Mobile and Web Development) 
电子信息工程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均为福州大学和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的优势学科。

双注册双学位
福州大学和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双注册，合格毕业生
同时获得两校学位。

双导师制
在学期间，每生均配有中方和外方导师，充分保障学生
学习和生活顺利进行。

质量保障
学院相关专业的教学质量及评估纳入福州大学及爱尔兰
国立梅努斯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同时接受中国教育
部、爱尔兰教育部严格的教学质量认证和评估。梅努斯
大学保证其所授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标准与其向本国校区
学生提供的类似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标准完全相同。

英语课程
对考生英语笔试及口语考试成绩不作硬性要求，但是建
议考生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以满足入学后全英文学习
要求。为了帮助学生全方位提高英语技能，学生入学前
可免费享受小班制英语强化课程，此外，在学期间英语
总学时达到320学时（福州大学常规公共英语总学时为
128学时）。

特色与优势

师资力量
教学团队由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高水平师资及福州大
学学术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组成，每位教师的
聘任必须经过联合管理委员会及院长同意。

培养模式
“4+0”培养模式，获得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学士学位

不以前往该校学习为必要前提。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培养分析论证、科研技能、团队合作、演讲、

证据评估、专业写作等核心技能。

实验条件
学院依托福州大学优越的实验条件。福州大学各相关专业
实验室均对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学生全天候开放，为学院
基础和专业课程及学生科研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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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信息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四个专业均为福州大学本科一批次单列代码招生。

招生专业
自动化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Devices) 

软件工程 (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数字媒体技术 (Multimedia,Mobile and Web Development) 

电子信息工程 (Electronic Engineering)

学费
6万元（人民币）/年。按闽发改价格函〔2019〕96号文件执行。

毕业证书
福州大学毕业证书、福州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学士学位证书

2019年拟招生人数
300人  
分省份专业招生计划请关注福州大学本科招生网： 

 zsb.fzu.edu.cn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2019

报考信息

奖学金设置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学生完全享受
福州大学所有的奖、助、贷政策。
同时，优秀学生还有机会享受梅
努斯国际工程学院专项奖学金： 
一等奖3万/每年/每生，二等奖2万/
每年/每生，三等奖1万/每年/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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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何选择国际学院而不是出国读书？

国际学院的核心特色是基于国内的环境进行国际化培
养。国际化的教学理念和全外教教学队伍对学生们在语
言、批判性思维、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浸入式培养。
同时，也帮助刚刚迈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在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避免由于国内外教育体制
以及培养理念差异带来的不适应问题，从而为学生之后
出国深造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2.学生如何应对在学期间可能出现的语言问题？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将于开学前开设免费的英语强化课
程，为学生适应接下来的全英文授课做好充分的准备。
同时，为了帮助学生全方位提高英语技能，在学期间英
语总学时达到320学时（福州大学常规公共英语总学时
为128学时）。如有学生未通过英语考试，梅努斯大学应
为学生提供英语培训，学生应被给予不少于两次的补考
机会。

3.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各专业与福州大学传
统的专业有何区别？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各专业在培养模式和专业内涵上
与福州大学的传统专业均有所不同。梅努斯国际工程学
院的各专业完全采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的培养方案
和课程体系，为双方学校学科优势的综合展现，更侧重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批判性思维。

福州大学传统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电子、通信、产品研
发、设备维护以及信息处理等领域更为侧重。梅努斯国际
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Electronic Engineering）倾
向于培养电子、通信、人工智能、自动控制以及工程设计
等相关领域的国际化工程技术型人才。

福州大学传统的自动化专业主要是进行自动化相关基础
理论与技术的学习，而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自动化专
业（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Devices）则以机器人技术及
智能设备为背景进行自动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福州大学传统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主要方向是“互动
技术与艺术”，主要研究基于视觉效果的互动技术的知
识和技能的学习，而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数字媒体技
术专业（Multimedia，Mobile and Web Development）是
以软件设计以及多媒体编程为对象进行数字媒体技术知
识和技能的学习。

福州大学传统的软件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
计算机软件理论基础及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具有软件系
统开发能力、项目实践经验及良好的软件工程师职业素
养。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软件工程专业（Computer 

Science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则是通过计算机科
学与软件工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备计算机和软件开发
等方面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范围更广。

4.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课程和梅努斯大学相
同专业的课程有何不同？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开设的四个专业与爱尔兰国立梅努
斯大学相同专业的课程设置完全相同。同时，根据福州
大学授予学位的要求，增加了相应的课程设置，如思政
及体育。合格毕业生将同时获得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
和福州大学两校的学位。

5. 在学期间是否有出国的机会？
学生将在福州大学本部完成四年的课程学习。在学期间
优秀学生均有机会申请出国实习、交流以及继续深造。

6. 为什么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学费比福州大
学的学费高？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的全部专业课程均由来自爱尔兰国
立梅努斯大学的高水平国际教师团队授课。而梅努斯国
际工程学院的学费仅为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国际学生
学费的50%。因此，选择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是一种获
得国际化教育的高性价比途径。

常见问题
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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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咨询电话：+86-0591-22801500

+86-0591-22801600

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网站:   miec.fzu.edu.cn

招生咨询QQ群: 752142496



www.maynoothuniversity.iemiec.fzu.edu.cn www.f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