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戏剧学院 2021 年外国留学生本科招生简章

一、报考说明

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类校考专业均接受外籍学生报考，学制四年。

二、报考资格

1. 品德良好，无犯罪记录；愿意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

规章制度。

2. 身体健康；一般应满 18 周岁，原则上不超过 30 周岁。舞蹈表演专业年龄限

在 21 周岁以下（2000 年 9 月 1 日后出生）。

3. 持有（相当于）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凭，应届生由在读学校开具证明。

4. 符合外籍身份认定并持有效外籍身份证件。外籍身份认定具体规定见附件 1。

5. 获得汉语水平考试（HSK）新版四级及以上（220 分及以上）证书者（学院承

认当年 5月份的 HSK 考试结果；华裔如有接受过初中以上华文教育的相关证明，

可以免交 HSK 证书）。

三、申请时间及流程

（上海戏剧学院本科招生网报名 + 境外学生报名系统审核备案）

1.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于 2021 年 1 月 3 日 9:00 至 2021 年 1 月 8 日 15:00 登

录我校本科招生网（网址：http://zs.sta.edu.cn）进行专业考试报名注册、

缴费及打印准考证,不设现场报名。

2. 网 上 报 名 成 功 后 ， 请 即 刻 登 录 上 戏 境 外 学 生 在 线 报 名 系 统

（http://isoadmission.sta.edu.cn/）进行备案和身份的审核。请仔细阅读《上

戏境外学生在线报名系统用户指南》（访问上戏官网-留学生部-资料下载栏目，

或访问网址：http://iso.sta.edu.cn/30/list.htm），按要求填写所有必要信息，

并上传以下附件：

1) 本人有效外籍身份证明（包含但不限于护照、出生证明、出入境记录等

可以证明考生符合外籍身份认定的相关材料，非中文或英文的材料需提

供公证过的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http://zs.sta.edu.cn）进行专业考试报名
http://isoadmission.sta.edu.cn/
http://iso.sta.edu.cn/30/list.htm


2) 应届生提供由在读学校出具的在读/预毕业证明；已毕业生提供毕业学历

证明（非中文或英文的学历证明需同时提供中文或英文翻译件并加盖办

证单位的公章）；

3) HSK 成绩证明（如还未参加 HSK 考试，可以最晚 5月底补交）；

4) 本科招生网报名成功的截图（显示报名成功）。

特别说明：

中文水平 HSK 四级证书仅为报名的最低条件，不代表入学考试对中文的

要求仅限于 HSK 四级的水平。

3. 外籍考生需参加学校组织的线上专业考试，基本方案如下：

序号 院系及就读校区 专业（招考方向） 专业考试方案

1 表演系

（含音乐剧中心）

（华山路校区）

表演（戏剧影视） 初试：于 1月 10日 9:00—1月 13日 15:00

录制视频至小艺帮 APP。
视频要求见《2021 年各院系考试规程-港
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

线上复试时间：见复试榜单

三试：线上。

时间待定，具

体考试方案另

行通知

2 表演（音乐剧）

3
导演系

（华山路校区）
戏剧影视导演

4

舞台美术系

（华山路校区）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初试：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初审材

料至工作邮箱进行遴选，邮件以考生姓名

命名，所有材料打包以附件形式发送至

工作邮箱：sta_international@163.com

1. 个人陈述（报考动机、个人特长、相

关经历及所获奖项等）。

2. 就读学校出具的高中阶段至少 2 年成

绩单。

3. 绘画作品（必需）以及与报考专业方

向相关的视听艺术作品共 2-3 件。

4. 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书模板见附件

2，打印后手签姓名，提交扫描件）。

复试：线上。

时间待定，具

体考试方案另

行通知

5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

6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

7 绘画

8

创意学院

（昌林路校区）

数字媒体艺术

9 动画

10
电影学院

（昌林路校区）
播音与主持艺术

初试：于 1月 10日 9:00—1月 13日 15:00

录制视频至小艺帮 APP。
视频要求见《2021 年各院系考试规程-港
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

线上复试时间：见复试榜单

三试：线上。

时间待定，具

体考试方案另

行通知

11

戏曲学院

（莲花路校区）

表演（京剧）

初试：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初审材

料至工作邮箱进行遴选，邮件以考生姓名

命名，所有材料打包以附件形式发送至

工作邮箱：sta_international@163.com

1. 个人陈述（报考动机、个人特长、相

关经历及所获奖项等）。

复试：线上。

时间待定，具

体考试方案另

行通知

12 表演（戏曲音乐）



2. 就读学校出具的高中阶段至少 2 年成

绩单。

3. 绘画作品（必需）以及与报考专业方

向相关的视听艺术作品共 2-3 件。

4. 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书模板见附件

2，打印后手签姓名，提交扫描件）。

13 表演（木偶）

初试：于 1月 10日 9:00—1月 13日 15:00

录制视频至小艺帮 APP。
视频要求见《2021 年各院系考试规程-港
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

线上复试时间：见复试榜单

三试：线上。

时间待定，具

体考试方案另

行通知

14

舞蹈学院

（虹桥路校区）

舞蹈表演（芭蕾舞） 初试：于 1月 10日 9:00—1月 13日 15:00

录制视频至小艺帮 APP。
视频要求见《2021 年各院系考试规程-港
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

线上复试时间：见复试榜单

三试：线上。

时间待定，具

体考试方案另

行通知

15 舞蹈表演（中国舞）

16 舞蹈编导

4. 外籍考生被录取后，须在新生入学报到时携带身份、学历等申请材料原件至

上海戏剧学院留学生办公室进行信息校验。

四、录取和报到

1. 外籍考生报考我校，须参加专业考试，专业考试的报名方式、时间、地点、

科目等均遵照 《2021 年上海戏剧学院外国留学生本科专业入学考试方案 》

执行。外籍考生进入终试并完成所有考试科目后，专业成绩单独排序，通过

我校国际交流中心的资格审核，择优录取。

2. 根据学校审定结果，在我校本科招生网上公示录取名单，并于 2021 年 7 月

寄送外国留学生《录取通知书》和《外国留学人员来华签证申请表 JW202 表》。

学生本人须携带《外国来华留学人员申请表（JW202 表）》和《录取通知书》，

按通知书上所规定的日期来本校报到，并缴纳费用。

五、费 用

学 费：舞蹈/戏曲专业 48000 元/年，其它专业 36000 元/年

书杂费：入学后按需购买

住宿费：双人间 50 元/人/天



六、签 证

学校国际交流中心出具办理学习签证或居留许可的相关文件，来校时可办理

学习(X1)签证，入学后可转为居留许可。

七、保 险

按国家相关规定，外国留学生本科生必须购买“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800

元/年）。学生入学报到时将保险费用交由留学生办公室统一办理。

八、联系方式

留学生办公室电话：0086-21-62498896

招生办公室电话：0086-21-62488077

工作邮箱：sta_international@163.com

上海戏剧学院留学生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附件 1： 外籍身份认定

根据国家最新规定，以下三种情况可以认定为外籍考生身份：

1. 本人出生即获得外国国籍且出生时父母双方皆为外籍（必须提供护照或

出生证明）；

2. 本人出生时即获得外国国籍，但是出生时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中国国籍，

需要提供最近 4年（截至入学年度的 4月 30 日前）中在外国实际居住 2

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外国居住满 9个月可按一年计算，须分年

折算，以入境和出境签章为准）。

3. 本人出生时为中国国籍，后入外国籍满四年（含）以上，且最近 4年（截

至入学年度的 4月 30 日前）中有在外国实际居住 2年以上的记录（一年

中实际在外国居住满 9个月可按一年计算，须分年折算，以入境和出境

签章为准）。

除符合以上条件的，其他情况皆不能认定为外国籍，包括但不限于：

1. 仅持有绿卡（永久居留证）。

2. 出生虽为外国籍，但出生时父母中一方或双方仍为中国公民，且最近 4

年未能在国外实际居住满 2年。

3. 入外国籍未满 4年。

4. 入籍虽满 4年，但最近 4年实际居住在中国大陆境内超过 2年，就读于

国内学校的（包括国际学校）不能视为外国籍。



附件 2： 诚信考试承诺书

本人自愿参加 2021 年上海戏剧学院本科入学考试,已认真阅读并已知晓、

认可入学考试的相关规定。本人愿意在 2021 年上海戏剧学院本科招生考试全过

程自觉遵守各项考试规定，如有考试违规违纪等行为，将接受《刑法修正案（九）》

《教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

的相应处罚。

本人郑重承诺：

1、 严格按照上海戏剧学院关于本科招生报名、材料提交、考试、录取

等的相关要求，如实、准确地提交本人考试相关材料，接受学校审核。

如弄虚作假或提供错误、虚假信息，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包括取消录取资格等）。

2、 在考试期间（包括录制和提交本人视频材料、提交自创作品等环节），

自觉杜绝任何违纪、作弊行为，并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录制、提交作品。

自觉服从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自觉配合、接受学校

招生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3、 自觉遵守相关法律和考试纪律、考场规则，诚信考试，不作弊。

承 诺 人 （手签姓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