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 费       
性 质

计 费        
单 位

收 费      
标 准

批 准 收 费 的       
机 关 及 文 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详见文件 鲁价费发[2011]6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4300 鲁价费发[2006]8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4700 鲁价费发[2006]8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6700 鲁价费发[2006]8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4000 鲁价费发[2006]8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在同专业基础
上上浮10%

鲁价费发[2006]8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5000
鲁价费发[2006]84号
鲁政办发[2000]68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5000
鲁价费发[2006]84号
鲁政办发[2000]68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按相应专业标
准折算学分

鲁价费发[2005]8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0000 鲁政办发[2003]6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2000 鲁价费发[2002]27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2000
鲁价费发[2002]273号  
鲁政办发[2003]6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2000
鲁价费发[2002]273号  
鲁政办发[2003]63号

事业性收费 元/学分 400 计价格[2002]665号

事业性收费 详见文件 鲁价费发[2013]136号

事业性收费 详见文件 鲁价费发[2013]136号

 

山东大学收费公示表

外语专业学费

体育专业学费

选修、辅修第二学位学费

预科生学费

收  费  项  目

学生公寓住宿费

普通本专科

热门专业学费  
（不包括体育、外语、艺术

专业）

理工专业学费

医学专业学费

艺术专业学费

其他专业学费

学分学费

专业注册学费

留学生学费

转专业本科生（2+2）

计算机软件学院高中起点全
日制本科学费

计算机软件学院转专业本科生  
（“2+2”模式）学费

计算机软件学院第二学士学
位学费



事业性收费 元/人 400-8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期 3000-100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学年 14000-260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8000-300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22000-340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4000-260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8000-300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22000-340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比照文科相应类
别学费标准上浮

10-3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比照文科相应类
别学费标准上浮

50-10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天 40-5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天 80 教外来[19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次 9900-13200 鲁价费发[2005]8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15400-20900 鲁价费发[2005]8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19800-

27500其中医学博

士33000
鲁价费发[2005]8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33000 鲁价费发[2005]83号

事业性收费 元/学分
按课程班学分

折算
鲁价费发[1997]198号

事业性收费 元/学分
按课程班学分

折算
鲁价费发[1997]198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8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外国自费来华留学生报名费

外国来华普通进修生学费（
文科）

外国来华高级进修生学费（
文科）

外国来华研究学者     
（文科）

外国理工科自费来华留学生
学费

外国留学生短训费     
（文科）

外国留学生本专科学费（文
科）

外国留学生硕士生学费（文
科）

外国留学生博士学费   
（文科）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费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费

在职申请博士学位学费

在职攻读专业硕士学费

医学、艺术、体育类自费来
华留学生学费

留学生宿费（标准间）

留学生宿费（套间）

研究生学费

进修硕士生单科课程学费

进修博士生单科课程学费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费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0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6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40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24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学年 16000
鲁价费发[2002]273号  
鲁政办发[2003]6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300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72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72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72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72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120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120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72000 鲁价费发[201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8000 鲁政办发[2003]6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3000 鲁政办发[2003]6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6000 鲁政办发[2003]6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6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4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专业型研究生学费

工商管理硕士学费

公共管理硕士学费

计算机软件学院工程硕士学
位学费

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学费

工程硕士学费

同等学力硕士学费

同等学力博士学费

工商管理硕士学费

非全日制研究生

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学费

法律硕士学费

公共卫生硕士学费

网络全日制专升本学费

理工医体外专业函授学费

文法财经专业函授学费

公共管理硕士学费

成人教育学费

网络高中起点本科学费

网络业余专升本学费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22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8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16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28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38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40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36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6200 鲁价费发[2003]8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月 360-620 鲁政办发[2000]68号

事业性收费 元/学分 140 鲁价费发[2013]93号

事业性收费 元/学分 150 鲁价费发[2013]9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3000 鲁价费发[2013]9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3200 鲁价费发[2013]9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3000 鲁价费发[2013]9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学年 3200 鲁价费发[2013]93号

鲁价费发[2012]93号 
济价费字[2013]12号

事业性收费 元/生·月 598
鲁价费幼审[2013]19

号

事业性收费 元/生·月 598
鲁价费幼审[2013]20

号

事业性收费 元/生·月 572
鲁价费幼审[2013]21

号

艺术类专业函授学费

医体外专业脱产班学费

文法财经专业脱产班学费

艺术类专业脱产班学费

进修学费、短训班学费

理工农医体外专业夜大学费

文法财经专业夜大学费

艺术类专业夜大学费

理工专业脱产班学费

成人教育（函授专科）

成人教育（函授本科）

保教费

第一幼儿园

网络教育学费（专科）

网络教育学费（本科）

成人教育（夜大专科）

成人教育（夜大本科）

第二幼儿园

第三幼儿园

报名考试费



事业性收费 元/人·次 360 鲁价费发[2000]23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次 160 鲁价费发[2000]23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次 100 鲁价费发[2000]23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科 40 鲁价费函〔2013〕7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220 鲁价费函〔2013〕75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模块 30 鲁价费函〔2014〕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72 鲁价费函〔2014〕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112 鲁价费函〔2014〕46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100
计价格[2000]1226号  
鲁价费发[2000]18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100
计价格[2000]1226号  
鲁价费发[2000]183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科 80
发改价格[2004]2839

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次 32 鲁价费发[2010]22号

事业性收费 元/科·次 30 鲁价费函[2013]94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 初试180-220 鲁价费函[200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项 复试60-90 鲁价费函[2009]87号

事业性收费 元/科次 65 鲁价费函[2012]31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次 230 鲁价费函[2012]31号

事业性收费 元/人·次 260 鲁价费函[2012]31号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   
（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   
（初级）

教师资格考试费       
（高校教师）

教师资格面试费       
（高校教师）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   
（高级）

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语
水平考试费

在职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全国
入学联考报名考试费

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报名
费

专升本报名考试费

计算机应用能力等级考核报
名考务费费

计算机等级考试费     
（一、二、三级）

计算机等级考试费     
（四级）

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
综合考试费

校内投诉电话：0531-88364534       

理科专业自考论文指导、答
辩费

研究生招生考试费

研究生招生考试费

自考实践考核费

文科专业自考论文指导、答
辩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