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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密西根学院是上海交通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

学（安娜堡）共同创办的国际化学院，是中国教

育部特批设立的高等教育改革特区。2011 年 12 月

国家教育体制领导小组将交大密西根学院作为中

国高校改革的楷模，并下发《上海交大密西根学

院从师资、管理和教学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人才

培养体制改革》一文给全国十七所教育改革试点

高校，推广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办学经验。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从获得“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

示范性机构”到“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从 2014

年获得国际教育最高荣誉之一的海斯克尔国际教

育革新奖，再到 2016 年获得了国际权威的 ABET

（美国工程技术认证委员会 ) 的专业认证，交大

密西根学院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取

得的累累硕果，是国际化工程教育的典范。

2011

交大密西根学院成为中国高校改
革的楷模

2014

获得海斯克尔国际教育革新奖

2016

获得国际权威的 ABET 专业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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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的师资

学院的师资队伍实行全球公开招聘，聘任及考核晋升

完全参照美国一流大学标准执行，所聘终身系列教师

100% 具有世界顶尖高校博士学位，且绝大多数具有在

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全球跨国公司从事前沿科研的经历。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牛津大学

斯坦福大学

密西根大学

超过 56%，他们毕业于或曾任职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理工学院

普林斯顿大学

东京大学

等世界顶尖大学

全职外籍学者

入选中央“千人计划”

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入选上海“千人计划”

入选“东方学者”

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

位国家外专局文教类“高端外国专家”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

获得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和“烛光奖”等

3 位

5 位 

5 位

2 位

12 位

3 名

4 名

3 位

多名教师

本院学者

交大密西根学院教师的科研方向涵盖

光学与光电子研究中心和先进计算科学与工程中

心，并拥有包括机器人创新与交互实验室、智能

设计与优化实验室、动态系统控制实验室、纳米

能量实验室等 28 个科研实验室。

密西根学院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级、省部级以及企

业委托的科研项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并

与国外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国际

合作科研关系。

科研中心与实验室

教师科研

通信与网络

光学和光电子

机电控制

计算机工程

设计与制造

动力学与振动

生物医学技术

控制理论

信号处理

能源与动力系统

微米 / 纳米 / 生物器件

结构与材料

热 / 流体力学

等学科的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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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专业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

模式无缝接轨，所有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案设计、

实践训练等教学环节均与密西根大学相关专业同步。

机械工程专业按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培养计划和标

准设计，培养学生具备机械学科多个基础领域的知识和

应用能力，涵盖设计与制造、流体、热力学、材料与固

体力学、动力学、机电控制和机电一体化等方向。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是按照密西根大学电气工程和计

算机工程专业的培养计划和标准设计，是两个学科的交

叉复合专业，涵盖电路、半导体与器件、电磁、通信、

光学和光电物理、纳米科学、计算机工程、控制理论等

方向。

独特的专业培养模式：学生进院时不分专业，统一按理

工科通识培养，升入大二年级前根据个人意愿（不受高

考志愿影响）和成绩进入专业学习，这种起步不分专业

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们能在接触到相关专业内容后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未来的专业方向。

学院的课程体系除工程基础和专业课外，还涵盖科技写

作与交流、职业道德、商业管理、创业实践、语言文化、

文学、历史、哲学等大量人文社科类课程，学院开设的

所有课程使用全英文教学，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让学生

从大学本科阶段开始体验多元化、国际化的学术氛围。

专业设置

机械工程专业和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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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专业组合方面，学院将进一步打造“工程 + 工程”、“工程 + 科学”、“工

程 + 商学”、“工程 + 经济学”、“工程 + 法律”等模式，培养跨学科的、极具国

际竞争力的复合型精英。

多元化交叉学科培养模式
交大密西根学院通过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工学院、文理学院、商学院以及其他全球知名高校合作的学位项目

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多元化的学习经历。

交大本科学位项目
本科四年在交大密西根学院完成专业学习，毕业后可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的毕

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密西根学院的学习证书。

交大硕士 / 硕博 / 直博项目
大四学生本科毕业后可申请本院硕士，及学院的硕博连读，或直博项目，研

究生期间可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另外，研究生科研活动丰富，已有同学参

加海外顶级国际会议交流。

交大 - 密西根本科双学位项目
本院学生在大二的时候自愿申请该项目，被录取的学生于大三赴密西根大学

学习，选择的专业包括密西根大学工学院和文理学院的 17 个专业，如工程类

的船舶建造与海洋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工业运营、生物医疗工程、化学

工程、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

大气海洋与太空科学等，以及非工程类的数学和物理专业。学生在满足两校

的毕业要求后将分别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两个不同专业的本科学

士学位。

交大 - 密西根大学本硕连读以及其他海外名校本硕连读项目
所有专业的学生在大三自愿申请该项目，被录取的学生可以选择在密西根大

学工学院或者罗斯商学院进行本硕连读，构建跨学科交叉培养模式。学生也

可以在大三申请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本硕 3+2 项目，五年后获得交大本科

以及瑞典皇家理工的硕士学位。本硕连读项目旨在打造创新型、国际化、复

合型高端人才。

交大密西根学院创造各种机会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海外学习体验，鼓励学生走出

国门，体验异国文化，边游历边学习，开阔眼界，丰富自身阅历，提高生活能力，

成为优秀的世界公民。每年的秋季、春季和夏季学期，学生都可以申请参加各

类海外合作高校的交换项目，包括拥有 70 多个成员学校的 Global E3 全球工

程交流组织、加州大学包括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在内的所有 10 个校区、

马里兰大学、德国慕尼黑工大、德国亚琛工大，荷兰代尔伏特理工、瑞典皇家

理工等，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提供的交流交换项目。每年寒假期间，学院为学生

设计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短期冬季海外游学项目，目的地国包括德国、法国、

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近年来，到交大密西根学院攻读学位或

交流交换的的国际学生逐年增长，每年有 100-150 位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

德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加纳、巴西等国

家的留学生在密西根学院学习，是一个真正的跨国跨文化的国际化社区。

全球交换生项目和海外国际游学项目

交大本科学位项目

交大硕士 / 硕博 / 直博项目

交大 - 密西根大学本科双学位项目

目前学院的学位项目

交大 - 密西根大学本硕连读项目

交大 -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本硕 3+2 项目

交大 - 密西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本硕 4+1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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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权威认证的专业优势

交大密西根学院致力于精心营造沉浸式国际化氛围，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密切

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国际化的学习体验和深造交流机会。学院机械工程专业

和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已在国内率先获得国际权威的 ABET 认证（ABET 认

证是国际公认的最具权威性和普遍性的工程专业认证体系）。目前全球已有

30 个国家超过 750 所高校近 3700 个项目获得 ABET 认证，这其中包括美国

MIT、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及所有常春藤名校。因为 ABET 认证是一种质

量的保证，这就使得通过 ABET 认证的项目之间可以更容易实现学分互认，

这对于学院拓展国际合作，促进学生交流交换，以及吸引优质留学生具有巨

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学院学生在申请工作时也会更容易得到业界认可和青睐。

ABET 认证，意味着从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具有坚实的工程教育基础，

可以在各种新兴技术领域引领创新，具备工程师所必须的社会责任和安全意

识，并能参与并适应国际竞争。 

密西根学院注重知识传授过程由浅入深，覆盖面广，跨学科，贴近前沿，使

得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深造或就业的领域范围更宽。密西根学院注重激发学

生的专业兴趣和创新潜力，通过大量特色实践项目边学边用，以用促学，训

练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团队协

作力、交流沟通能力、组织领导力等各项综合能力。学院每年二期的“设计展”

更是给予学生更多和企业相互合作的机会。学院毕业生扎实的专业背景、出

色的双语能力以及对跨文化交流和沟通方式的精熟程度都使他们受到大学和

雇主的青睐。

ABET 认证
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和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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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培养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领袖人才

从 2010 年到 2016 年，密西根学院一共毕业本科生 1531 人， 80% 以

上的学生进入国内外一流大学继续深造，其中 90% 是全球顶尖的大学。

选择直接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就业去向多元化，强劲的竞争力使得

100% 就职于国内外重点行业和跨国企业，如：华为、苹果、微软、英

特尔、博世、通用、西门子、上海大众、中国商用飞机、麦肯锡咨询、

波士顿咨询等公司。

就业行业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汽车、机械、金融等领域，其他还包

括石油化工、军工、微电子、电网电力、建筑、有色金属、运输、能

源等行业。工作地域除中国大陆地区外，包括美国、英国、新加坡、

日本、中国香港等。

密西根学院学生以出色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快速学习和流利的英

文表达，获得用人单位的一致青睐和好评。

2010 届 -2016 届
七届本科毕业生海外深造的部分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

哈佛大学

加州伯克利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

卡耐基梅隆大学

密西根大学安娜堡

普林斯顿大学

佐治亚理工大学

伊利诺伊香槟分校

普渡大学

得克萨斯奥斯汀分校

德州农工大学

南加州大学

康奈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耶鲁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西北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7

38

2

29

2

40

390

7

24

14

12

15

12

46

17

47

26

2

32

5

25

5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2010-2016

汽车、交通部门

计算机硬件

计算机软件与服务

咨询业

电子行业

金融业

政府机关、教育机构

制造业

科研院所

23% 3% 8% 5%

3% 11% 9% 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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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吴炯孙洁腾飞奖学金
John Wu and Jane Sun Merit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洁永久基金”捐

赠人——企业家、投资家吴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

俪全额赞助。旨在特别奖励在密西根学院就读大

三大四、成绩优异、综合能力突出的学生。每年

秋季学期向学生开放申请，综合评定申请学生的

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后，获奖学生可获得 2 万到

4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两年最高可获 8 万人民币

的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洁永久基金”捐

赠人——企业家、投资家吴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

俪全额赞助。旨在奖励第一志愿报考密西根学院，

高考总分（不含加分）在考生数达 50 万以上的省

前 100 名学生，考生数在 30 万到 50 万的省前 50

名学生和考生数 30 万以下的省（直辖市）前 30

名的优秀学生在交大密西根学院完成本科学业。

获奖学生每年可获得 5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四年

最高可获 20 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

吴炯孙洁卓越奖学金
John Wu and Jane Sun Excellence Scholarship

俞黎明奖学金 
Yu Li Ming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俞黎明永久基金”捐赠

人——企业家、慈善家俞黎明先生和郑晓敏女士

伉俪全额赞助。旨在奖励和支持成绩优秀的学生

在交大密西根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同等条件下家

庭经济条件相对困难者优先）。每年秋季学期向

学生开放申请，综合评定申请学生的学习成绩和

家庭经济情况后，获奖学生可获得 1 万到 4 万元

人民币不等的奖学金，四年最高可获 16 万人民币

的奖学金。

密西根学院状元奖学金
I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for the Top Student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和美国密西

根大学为报考密西根学院、当年高考各省（直辖市）

第一名的优秀学生专项设立。如果未参加双学位

项目，获奖学生每年可获得 5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四年最高可获 20 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如果参

加密西根大学本科双学位项目，获奖学生可获前

两年密西根学院学费的全额奖学金和后两年美国

密西根大学学费的全额奖学金，即总额超过 70 万

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

密西根学院励志奖学金
Institutional Scholarship for the Need Based Student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为报考密西

根学院、高考成绩优异且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优

秀学生专项设立。高考总分（不含加分）在考生

数达 50 万以上的省前 150 名的学生，考生数在

30 万到 50 万的省前 100 名学生和考生数 30 万以

下的省（直辖市）前 50 名的优秀学生，根据其家

庭经济情况的不同每年可申请获得 1 万到 4 万人

民币不等的奖学金，四年最高可获 16 万人民币的

奖学金。

吴炯孙洁阳光奖学金
John Wu and Jane Sun Sunshine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洁永久基金”捐

赠人——企业家、投资家吴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

俪全额赞助。旨在奖励和支持成绩优秀的学生在

交大密西根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同等条件下家庭

经济条件相对困难者优先）。每年秋季学期向学

生开放申请，综合评定申请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家

庭经济情况后，获奖学生可获得 1 万到 4 万元人

民币不等的奖学金，四年最高可获 16 万人民币的

奖学金。

吴炯孙洁英才奖学金
John Wu and Jane Sun Talent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洁永久基金”捐

赠人——企业家、投资家吴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

俪全额赞助。旨在奖励第一志愿报考密西根学院，

高考总分（不含加分）名列所在省（直辖市）被

上海交通大学录取学生的前 5% 的优秀学生在交

大密西根学院完成本科学业。获奖学生可获得 2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四年最高可获 8 万人民币的

奖学金。

为鼓励帮助成绩优异和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就读密西根学院，密西根学院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的各种

奖学金的基础上增设多种奖学金

唐君远密西根学院奖学金
Tang Jun Yuan Michigan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唐君远密西根学院奖学

金”捐赠方——上海唐君远教育基金会全额赞助。

旨在奖励密西根学院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表

现突出、具有卓越领导力的双学位学生在美国密

西根大学完成学业。获奖学生可获得 12.5 万人民

币的奖学金，两年最高可获 25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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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郑钧奖学金 
The Dr. David K. Cheng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是“The Dr. David K. Cheng Scholarship 

Fund” 捐 赠 人 —— 美 籍 华 人 投 资 家 Eugene A 

Cheng 先生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工学院设立的一项

专项基金。旨在奖励和支持密西根学院录取双学

位的优秀学生（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困

难者优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工学院完成本科学

业、以及支持密西根大学学生到交大密西根学院

学习。

金乐琦奖学金 
The Roger King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是“The Roger King Scholarship Fund”

捐赠人——美籍华人企业家、慈善家金乐琦先生

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工学院设立的一项专项基金。

旨在奖励和支持密西根学院录取双学位的优秀学

生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工学院完成本科学业。

上海交通大学朗基全球英才奖学金 
Longey Global Leader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朗基全球英才奖学金”

捐赠方———朗基地产集团全额赞助的一项专项

永久基金。旨在鼓励、支持和引导上海交通大学

的优秀学子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活动，特别是到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实习等。获

奖学生中密西根学院的学生名额不少于三分之一。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科磊奖学金”捐赠方——

KLA-Tencor 科磊半导体设备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全额赞助。旨在奖励和支持密西根学院品学兼

优的在读研究生和博士生，鼓励他们刻苦学习研

究，成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专业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科磊奖学金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KLA-Tencor Scholarship

程氏家族奖学金
The Cheng Family Endowed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是“The Cheng Family Endowed Funds”

捐赠人——经济学家程强先生和张婧晓女士伉俪

为纪念家族成员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以及上海交通

大学的深厚渊源，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设立的一项

专项永久基金。旨在奖励和支持密西根学院录取

双学位的优秀学生（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条件相

对困难者优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完成本科学业。

获奖学生可一次性获得 0.25 万美元的奖学金。

林积顺赵妙霞奖学金 
Jackson and Muriel Lum Endowed Scholarship

该 奖 学 金 由“Jackson and Muriel Lum Endowed 

Scholarship Fund”捐赠人——企业家、美国爱国

华侨林积顺先生和赵妙霞女士伉俪为纪念金婚在

美国密西根大学设立的一项专项永久基金。旨在

奖励和支持密西根学院录取双学位的优秀学生、

以及录取密西根大学的本硕连读项目的优秀学生

（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困难者优先）在

美国密西根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获奖学生

可获得 0.5 万到 2 万美元不等的奖学金，两年最

高可获 4 万美元的奖学金。

上海交通大学博世奖学金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Bosch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博世奖学金”捐赠方——

博世集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全额赞助。旨在

奖励和支持密西根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同等条

件下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困难者优先），鼓励他们

更努力学习，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除以上所列奖学金项目外，学生在校期间，还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上海交通大学

设置的各类奖助学金，以及密西根学院为学生设置的其他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和海外交流研修奖学

金等。其中，密西根学院状元奖学金、密西根学院励志奖学金、吴炯孙洁卓越奖学金、吴炯孙洁英

才奖学金等同类奖学金不可兼得。

关于奖学金、助学金等更多详细信息，可咨询密西根学院吴琦老师：

电话：021-34206045 转 3192 

邮箱：wu_qi_223@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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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选择交大密西根学院？

离开学院已经多年，还始终受益于学院庞大的学生网络，如今校友们已遍布

美国各个角落。我没法知道如果没有加入密西根学院，我的生活会是怎样。

就职于美国沃尔玛实验室

蒋俊豪 2006 级

当初学院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性领袖型人才这

一办学宗旨，在这里的四年经历让我感觉到，我和身边许许多多同学都在离

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就职于美国沃尔玛实验室

刘宗长 2008 级

密院给了我一个去接触比我想象中更大、更广阔世界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真

正属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和生活快乐的源泉！

曾就职于美国硅谷的互联网创业公司 , 目前正在上海创业

金钟书 2008 级

在这里，我收获的不仅是流利的英语，杰出又知心的朋友，更是全球化的视

野和胸怀。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双硕士 , 目前在硅谷创业

王雨舟 2009 级

与更优秀的人为伍才能追求卓越，看过更宽广的世界才能走在前沿。专业精神、

国际视野和职业道德是密西根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让我抱着坚定的信念实

现我的人生理想。

就职于上海电气中央研究院

朱凤天 2007 级

这里更注重的是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发现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是在训练思考者，而不仅仅是学习者，来到密西根学院我是幸运的。

就职于西门子并取得突破性科研成果

吴笛 2007 级

国际化办学的理念，海外名校毕业的优质师资，注重实践，强调质量的课程

设置，让我选择了密西根学院。以学术大师为榜样，与精英同学为益友；修

精品课程，砥砺学识；选国际项目，开拓视野。这四年的生活，对我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就职于美国甲骨文公司

张博 2010 级

密院的平台可以在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个层面为大家树立起开阔创新的思维角

度，这对于大学时代的青年人来说，无异于奠定了一生发展的重要基石。

成立萝卜太辣（ROBOTERRA）公司

隋少龙 2007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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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密院本科生涯，成长于密院家的氛围，少了套路，多了真诚。既有院长见

面会的开诚布公，又有教授午餐会的其乐融融。在我于因特尔公司实习的时

候，我更加体会并感谢密院教给我的批判性、创新性思维，让我总能在不同

的视角审视一切。选择交大，就选择了责任，选择密院，则选择了改变世界！

我在新世界的路上等着你！

就读普渡大学全额奖学金博士

张恒 2012 级

在我担任密院离散数学的助教的时候，我的学术知识得到充分的提升，运用

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完成与通用电气、英特尔等大公司毕业设计的合作项目。

也因此得到在通用电气的实习机会。依托于密院丰富的学术与社会资源，我

得以充分发展自我，与社会、时代接轨。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一名密

院人！ 

就读密西根大学

王天宇 2012 级

在密院的四年，是我成长最快的四年；在这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

一种乐观自信、追求卓越的人生态度，最重要的是，密院教会了我如何去热

爱生活。

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

袁鹏 2012 级

在密院四年的收获远大于迈入交大那一刻自己的期待。这里不仅有国际化的

教学条件，更有全球化的平台与资源分享；这里不仅有完善的理论教学体系，

更有多种多样的课题项目帮助我们理解并应用课堂所学。密院给了我宽广的

平台，助我成长，实现自身理想。选择交大，选择密院，是我做的最为幸运

和正确的决定。

就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

孙向明 2011 级

交大密院帮助实现了从一个学生到一名工程师的转变。在交大的两年为我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密西根大学的两年让我开阔了眼界。非常感谢密院为我提

供的平台和机会以及老师教授们的谆谆教诲。

现就职于谷歌公司

洪大鹏 2012 级

始于勤，终于信。人有两种失败，第一种是有能为力的失败，第二种无能为

力的失败”。无能为力，莫过于生老病死，让人聊发感慨。有能为力，即仍有

能力挽回倾颓之势，即使脚下的路被堵住，也能开拓出新的可能。不急躁冒进，

不求速效，有条不紊地积累实力，从而收获成果。

就职于苹果公司

晏敏宽 2012 级

从来没有给自己加上任何限制——因为你是小白，所以学的没有别人好；因

为你是女生，所以工科没有男生强；因为你内向，所以你做不了学生工作……

能突破，是因为脑海中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刻板印象。不会为了证明自己而做

无用功，因为专注于提升自身的成就感胜于外在的肯定。

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章悦宁 2012 级

密西根学院不仅带给了我知识的积淀，教会了我探求未知的方法，培养了我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我追求梦想的信念，更提供了国际化层面展示才华的

舞台，让学习生活充实而快乐。

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

夏方洲 2011 级

19 20



录取方式：高考统招

密西根学院作为一个专业大类纳入上海交通大学统一招

生计划，即考生必须达到上海交大所在省的录取分数线

才能进入专业录取程序（上海交大的自主招生优惠政策

同样适用于密西根学院）。

报考方式与上海交大其他专业相同，要求考生将上海交

大作为学校志愿，并在专业志愿中填报密西根学院。

大陆地区、港澳台招生详情请参照：

上海交大本科招生网 http://admissions.sjtu.edu.cn

学费

交大密西根学院学费为每年 5 万人民币

双学位学生本科阶段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期间学费约

为每年 4.2 万美金

期待在全新的交大密西根学院里看到一个全新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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