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出国(境)访

学资助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激励广大研究生

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开阔视野，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福

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外出访学管理规定（修订）》（闽师研〔2013〕32

号）和《福建师范大学关于开展 2019-2020 学年研究生出国（境）访

学工作的通知》(师大研[2019]64 号)的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资助对象与计划

第二条 资助对象：原则上应为学制年限内的非定向博士研究生

和特别优秀的非定向硕士研究生,已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

和正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除外。

第三条 年资助人数：1～2 人。

第四条 资助标准：每生 6～10 万元人民币，具体参照福建师范

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资助参考标准（附件 1）执行。

第五条 申请访学期限：一般 6～12 个月。

第三章 选拔原则与申请条件

第六条 访学内容须与开题后的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有关。

第七条 出国与出境（台湾地区），优先考虑出境。



第八条 访学单位应是国（境）外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

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学生须经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体投票,且需

2/3 以上的委员通过。

第十条 申请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规校纪，在学期间表现优异，无违

法违纪行为。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无学术不端行为。

（四）学习勤奋，成绩优秀，科研潜力大，成果突出。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

1.学制年限内须在校定 AB 类期刊或 CSSCI 来源期刊（不含扩展

版。以校社会科学处认定版本为准）上以第一作者署名、以福建师范

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正式刊发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2.学制年限内参加教育部、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教育

学会举办的正式文艺比赛中获得个人项目二等奖以上（不含集体项目

成员）。

3.学制年限内个人作品或个人表演在省级及以上大剧院、音乐厅

专场演出或在省级及以上电视台、广播电台专题录制播出。

4.学制年限内在相关国际国内专业比赛中获得个人奖项（附件2）。

（五）具有较强的外语读写听说能力，符合到访学国家和访学单

位的相关语言要求。外语水平应达到下列标准之一：



1.参加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或全国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

考试（BFT）并达到合格标准（考试成绩 2年内有效）；

2.托福成绩 80 分以上；

3.雅思成绩 6.0 分以上；

4.博士生在学期间英语课程成绩 80分以上，硕士生达到 90分以

上。

5.与所派往国家同一语种外语专业本科毕业；

6.近 10 年曾在与所派往国家同一语种国家留学 1 年或连续工作

1年以上；

7.曾参加教育部所属培训机构举办的相应语种高级班培训并获

得结业证书（结业证书 2年内有效）。

第四章 选拔程序

第十一条 学院本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取“个人申请、

导师和专家推荐、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择优资助”的选拔方式。

第十二条 学院于每年 9月上旬开始接受访学的申请工作。

第十三条 申请人应提交的申请材料：

（一）经导师签字同意的《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研究生出国（境）

访学资助申请表》；

（二）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的正式邀请函及复印件（含中文翻译

件）；

（三）科研成果或专业比赛获奖证明或演出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四）访学计划书（导师签字认可）；

（五）两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专家（正高级）的推荐信。

第十四条 学院组织相关人员对申请者的申请条件进行审核筛选，

学术委员会集体讨论表决确定最终资助人员，资助人选在全院范围内

公示 5 个工作日后，报学校研究生院批准。

第五章 派出与管理

第十五条 受资助的研究生及其担保人（国内研究生导师）与学

院签署《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资助协议书》，担保人

承担访学研究生按时完成访学计划并按期回国的责任。

第十六条 获资助研究生办理出国（境）手续。

第十七条 研究生在国（境）外访学期间，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和访学单位相关规章制度。

第十八条 国（境）内导师应加强与研究生访学单位和研究生的

联系，履行培养和管理职责。

第十九条 访学研究生应保持与国（境）内导师和学院的联系，

定期汇报工作、学习、生活情况。

第二十条 访学结束后，研究生按期回国报到，提交《福建师范

大学研究生访学考核表》和专业学术成果。

第六章 经费使用



第二十一条 经费从学院学科建设经费开支，资助标准参照“福

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资助参考标准”。资助经费主要用

于研究生访学期间所发生的差旅费（含国际国内）、签证费、医疗保

险费、生活费以及住宿费等。

第二十二条 出国前发放资助总额的 80%，回国办完报到手续，

经考核合格的，方可报销全部额度的资助金。

第二十三条 因个人原因中途中断访学的，视情况追回全部或部

分资助金额。

第二十四条 对于不按时回国的访学研究生，学院将追回全部资

助费用，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不能追回的费用，由担保人支付。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

释。



附件 1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资助参考标准

实际访学时间 资助上限（人民币） 备注

6个月 6.00万元

7个月 6.65万元

8个月 7.30万元

9个月 7.95万元

10个月 8.60万元

11个月 9.25万元

12个月 10万元

注：1.资助在限额内冲账报销，含签证费、往返旅费和基本生活学习

费用；

2 .冲账报销时请随附《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外出访学考核表》;

3.基本生活学习费用包干使用，包括：伙食费、住宿费、注册 费、

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零用费等， 每人

每月标准如下：美洲、欧洲、大洋洲国家及新加坡 6500 元人民

币，日本、香港 6100 元人民币，台湾 4300 元人民币。



附件 2

音乐领域相关比赛

（一）国际比赛

一类比赛

序号 名称 国家

1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声

乐）

俄 罗

斯

2
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作曲、钢琴、声乐） 比 利

时

3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波兰

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 中国

5 荷兰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 荷兰

6 匈牙利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 匈牙利

7 BBC 卡迪夫国际声乐比赛 英国

8 宋雅皇后国际声乐比赛 挪威

9
维也纳汉斯·嘉伯（美景宫）国际声乐比赛 奥 地

利

10 中国国际声乐比赛 中国

11 德国“新声音”国际声乐比赛 德国

12 威尔第国际声乐比赛 意大利

13 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 意大利

14 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 芬兰



15 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 挪威

16 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 中国

17 德国克林根塔尔国际手风琴比赛（成人组、青年组） 德国

18 美国吉他基金会国际古典吉他比赛 美国

19 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 美国

20 利兹国际钢琴比赛 英国

21 美国普林姆罗斯国际中提琴比赛 美国

二类比赛

序号 比赛 国家

1 卡尔·尼尔森国际音乐比赛 丹麦

2
乔尔切·挨奈斯库国际音乐比赛（钢琴、小提琴、作

曲）

罗马尼

亚

3 日本仙台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钢琴） 日本

4 蒙特利尔国际音乐比赛（小提琴、钢琴） 加拿大

5
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钢琴、双簧管、声乐、弦乐四

重奏）

瑞士

6
慕尼黑国际音乐比赛（大提琴，长笛，法国号、钢琴

二重奏钢琴、管风琴、双簧管、小号）

德国

7 韩国尹伊桑国际音乐比赛（钢琴、小提琴） 韩国

8 阿瑟·鲁兵斯坦国际钢琴大师赛 以色列

9 西班牙哈恩国际钢琴比赛 西班牙

10 克里夫兰国际钢琴比赛 美国



11 乌克兰弗拉基米尔·霍尔维茨国际青年钢琴家比赛 乌克兰

12 美国吉娜·巴考尔国际钢琴比赛 美国

13 斯克里亚宾国际钢琴比赛 意大利

14 多明戈国际声乐比赛 意大利

15 阿尔卡莫国际声乐比赛 意大利

16 法国图卢兹国际声乐比赛 法国

17 意大利贝利尼国际声乐比赛 意大利

18 马赛国际歌剧比赛 法国

19 西班牙弗朗西斯科·维尼亚斯国际声乐比赛 西班牙

20 毕尔巴鄂国际声乐比赛 西班牙

21 加琳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国际歌剧比赛 俄罗斯

22
罗马尼亚“金鹿”国际通俗音乐比赛 罗马尼

亚

23
哈萨克斯坦“亚洲之声”国际通俗音乐比赛 哈萨克

斯坦

24 印第安纳波里国际小提琴比赛 美国

25 若多尔夫·利皮泽国际小提琴比赛 意大利

26 希尔国际小提琴比赛 新西兰

27 维尼雅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 波兰

28 埃曼纽·费尔曼国际大提琴比赛 德国

29 莱诺·特堤斯国际中提琴比赛 英国

30 意大利卡斯特费达多国际手风琴比赛（艺术家组） 意大利

31 世界杯国际手风琴比赛（世界杯组） 克罗地亚



32 日本东京国际古典吉他比赛 日本

33 维也纳国际古典吉他演奏家比赛 奥地利

34 澳大利亚国际墨尔本室内乐比赛 澳大利亚

35 中国国际合唱节 中国

（二）国内比赛

一类比赛

序号 名称 主办单位 备注

1 中国音乐金钟奖 中国音乐家协会

2 文化奖 文化部

二类比赛

序号 名称 主办单位 备注

1 全国声乐比赛 文化部

2 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 文化部

3 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 文化部

4
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演

奏比赛

文化部

5 中国原生民歌比赛 文化部

6 全国指挥比赛 文化部

7 中国合唱节 中国合唱协会



三类比赛

序号 名称 主办单位 备注

1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中国中央电视台

2 CCTV 钢琴小提琴大赛 中国中央电视台

3 CCTV 民族器乐大赛 中国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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