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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報名 
2011 年 4 月 14 日至 5 月 6 日 

列印報名表、繳費說明及寄件封面

2011 年 4 月 14 日至 5 月 6 日 

繳費及繳寄資料(EMS 或航空掛號)
2011 年 4 月 14 日至 5 月 6 日 

網路查詢寄件狀態 
2011 年 4 月 21 日至 5 月 13 日 

網路查詢錄取結果 
2011 年 6 月 8 日上午 10 時 

網路報到 
2011 年 6 月 24 日下午 5 時前 

網路報到後應辦理事項 

至本委員會網站點選報名系統 
http://rusen.stut.edu.tw 或 
http://www.rusen.org.tw 

1.依照上述繳費方式辦理繳費 
2.依照繳寄說明繳寄資料 

至本委員會網站報名系統查詢

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 

至本委員會網站報名系統辦理

請參考次頁的說明 

向大陸「海峽兩岸招生服務中心」

申請代辦學歷文件認證 

往屆生：包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

及歷年成績單 
應屆生：在校歷年成績單 
申請網址為 http://hxla.gatzs.com.cn

三種繳費方式：(方式 1、3 為新臺幣)
1.網路刷信用卡(VISA、MASTER) 
2.至大陸各銀行進行境外電匯(美金) 
3.透過親友在臺灣銀行進行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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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錄取學校郵寄之錄取通知 
(6 月 15 日尚未收到，請跟學校聯絡)

1.應屆生補學歷及學位認證 
2.進行健康檢查 

(國際旅行衛生保健中心、三級甲等

醫院或醫療機構辦理) 

辦理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公證 
(學校代辦申請入臺使用) 

郵寄辦理入臺許可所需文件 
(2011 年 7 月 20 日前以 EMS 寄出)

等待錄取學校郵寄之入臺許可 
並同步辦理文件公證及保險 
(應屆生須補認證學歷證件) 

入境來臺 

錄取學校最晚於 2011年 6月 10日前寄

出錄取通知單及錄取陸生應辦事項 

1.依規定，辦理入臺許可須先通過健檢

2.至大陸地區各地公證處(地址請至各省

市司法局/廳網站查詢)辦理 

請將招生簡章內所要求的文件儘早郵

寄錄取學校(最好於 7 月 20 日前寄出)

1.收到入臺許可後即可辦理審批作業 
2.畢業證書、學位證書、歷年成績單、

財力證明、健檢合格證明及投保證明

皆須辦理公證 

依照錄取通知書內所定期間，攜帶學校

規定應繳證件原始正本及公證書正本來

臺報到並註冊 

1.應屆生報名時僅繳交歷年成績單，錄

取後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須補認證 
2.健檢項目及保健中心等資料可至本

會網站下載專區內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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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年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聯合招收大陸地區學生簡章 
 

本簡章係依據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六條訂定之。 

壹、報名 

一、 報名資格 

凡符合下列資格者，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來臺升學： 

（一）應屆畢業生當年參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時之戶籍所在地、非應屆畢業

生之現在戶籍所在地，為大陸北京、上海、江蘇、浙江、福建及廣東六省市之

大陸地區人民，年齡在45歲以下（1966年8月31日以後出生者），且有下列情形

之ㄧ者，始具備報考博士班資格： 

1. 持臺灣認可名冊所列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以下簡稱大陸地區高等學校

或機構）之碩士學位畢業證（明）書及學位證（明）書。 

2. 具符合臺灣採認規定之香港或澳門大學校院碩士學位者。 

3. 具臺灣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校院碩士學位或具報考博士班同等學力資格

者。 

4. 具符合臺灣採認規定之外國大學校院碩士學位或具報考博士班同等學力資格

者。 

（二）應屆畢業生當年參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時之戶籍所在地、非應屆畢業

生之現在戶籍所在地，為大陸北京、上海、江蘇、浙江、福建及廣東六省市之

大陸地區人民，年齡在40歲以下（1971年8月31日以後出生者），且有下列情形

之ㄧ者，始具備報考碩士班資格： 

1. 持臺灣認可名冊所列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之學士學位畢業證（明）書及

學位證（明）書。 

2. 具符合臺灣採認規定之香港或澳門大學校院學士學位者。 

3. 具臺灣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校院學士學位或具報考碩士班同等學力資格

者。 

4. 具符合臺灣採認規定之外國大學校院學士學位或具報考碩士班同等學力資格

者。 

（三）上開所稱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係指北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北京理工大學、北京航空航天大學、北京師範大學、中央美術學院、中央音樂

學院、北京體育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

東北大學、大連理工大學、吉林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

大學、華東師範大學、復旦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

技術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

湖南大學、中南大學、中山大學、華南理工大學、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

重慶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北工業大學、西北農林科技大學和蘭州大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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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所。 
 

二、 報名時間 

2011 年 4 月 14 日起至 5 月 6 日晚上 12 時截止。 

三、 報名費 

每報名一個志願，須繳交之報名費如下：碩士班為新臺幣 1,350 元（相當於人民幣 300

元或美金 45 元），博士班為新臺幣 2,475 元（相當於人民幣 550 元或美金 82.5 元）。

申請人依據報名系統產生之繳費說明進行繳費，繳費後一律不予退費。 

四、 報名手續 

（一） 一律網上報名，報名網址為：http://rusen.stut.edu.tw/。 

（二） 報名後申請人須保留自己的密碼，以利日後登錄大學校院招收大陸地區學生聯

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報名系統。 

（三） 申請人於網上報名後，以航空掛號或 EMS（全球郵政特快專遞）方式繳寄資料

（郵寄地址為：臺南市 71005 永康區南台街 1 號，收件人為：大學校院招收大

陸地區學生聯合招生委員會）。 

（四） 資料寄出 1 週後，申請人可至本會網站查詢收件狀態。 

（五） 2011 年 5 月 13 日前，本會未收到申請人繳寄資料，或申請人有以下情形之一

者，視為未完成報名： 

1. 未上網報名或報名不完全者。 

2. 未繳費者。 

3. 未繳寄資料或繳寄資料證件不齊全者。 

五、 繳寄資料及注意事項： 

（一）繳寄資料：包含基本資料及各招生學校規定資料兩項。 

1.基本資料：以下資料各準備 1 份並依序裝訂。 

（1）報名表：由報名系統列印，須貼妥相片並於簽名欄處親筆簽名。 

（2）大陸居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原始正本須於抵臺入學時繳交學校審查）。 

（3）學歷證明文件： 

A.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非應屆畢業生：須向大陸地區「海峽兩岸招

生服務中心」（網址為 http://hxla.gatzs.com.cn）申請代辦畢業證（明）

書、學位證（明）書、歷年成績單之認證，並同意由該中心將認證報

告寄送本會。未依規定申請認證，可能會影響錄取結果，請申請人特

別注意。 

B.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應屆畢業生：須向大陸地區「海峽兩岸招生

服務中心」（網址為 http://hxla.gatzs.com.cn）申請代辦歷年成績單（不

包含最後一學期）之認證，並同意由該中心將認證報告寄送本會。未

依規定申請認證，可能會影響錄取結果，請申請人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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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陸地區以外之高等學校非應屆畢業生：須繳交學歷（力）證件影本

（原始正本須於抵臺入學時繳交學校審查）。 

D.大陸地區以外之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須繳交在校歷年成績單正本

（不包含最後一學期）。 

（4）繳費收執聯（以境外電匯繳費者才需繳交）。 

（5）財力證明（指報名前 3 個月內銀行所開立申請人本人、申請人父母或法

定監護人之人民幣 10 萬元（約等值新台幣 45 萬元）以上之存款證明）。 

2.招生學校規定資料：申請人每報名 1 所學校，均須準備以下資料各 1 份並分

別裝封。 

（1）招生學校申請表：由報名系統列印，須貼妥相片並於簽名欄處親筆簽名。 

（2）招生學校規定應繳交之資料（請至本會網站查閱各招生學校應繳資料）。 

（二）注意事項： 

1.每份招生學校書面資料請依序裝訂成冊，並各自裝置於 A4 信封內，信封外黏

貼由報名系統列印之招生學校收件封面。 

2.所有 A4 信封連同基本資料請置於大型信封內（B4 大小為佳），信封外黏貼由

報名系統列印之本會收件封面。 

3.凡證件不齊全、填寫不詳盡、影印本不清晰或有違反本簡章規定者，視為資

格不符，不再通知補正，事後申請人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繳或追認。申請

人於寄件前務必檢查應繳資料是否齊備。 

4. 所繳各項證件，如發現有與報考資格不符，或有偽造、變造或冒用等情事者，

則撤銷錄取資格；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不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

畢業後始發現者，由學校撤銷畢業資格，並追繳或註銷學歷證件。 

5.繳寄資料一律不予退還。 

六、 填報志願 

申請人應依個人意願順序，至多報名 5 所學校，且每所學校限填 1 個志願。 

貳、各校審查 

各校根據申請人之在校歷年成績單及應繳交資料等，進行綜合審查。 

參、分發錄取 

一、本會依據各校系所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申請人於網路報名時所選填之志願順序

進行統一分發，各校系所可不足額錄取。 

二、 申請人可於 2011 年 6 月 8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錄取結果。 

肆、網路報到 

申請人獲錄取後如欲來臺就讀，須於 2011 年 6 月 24 日下午 5 時前至本會網站辦理網路報

到；逾期未完成者，一律視為放棄錄取資格。 

伍、申請來臺入境準備事項 

一、申請人完成網路報到程序後，應郵寄下列證件至錄取學校，由錄取學校代辦申請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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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申請書格式由本會網站下載）。 

（二）大陸居民身分證影本。 

（三）委託學校代為辦理進入臺灣申請手續之委託書影本（申請書格式由本會網站下

載）。 

（四）經大陸公證處公證之國際旅行衛生保健中心、三級甲等醫院或大陸醫療機構出

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或經我國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我國

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我國駐外館處）驗證之第三地區醫療機構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健康檢查項目請至本會網站下載）。 

二、錄取考生經許可來臺者，應於來臺前完成下列事項： 

（一）投保來臺在學期間有效之醫療、傷害保險。保險證明文件在大陸開具者，須

經大陸公證處公證；在第三地區開具者，須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 

（二）報名時所繳寄之財力證明，在大陸開具者，須經大陸公證處公證；在第三地

區開具者，須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 

（三）辦理學歷（力）證件公（認）證： 

1.非應屆及應屆畢業生所持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畢業證（明）書、學位證

（明）書及歷年成績單，均須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 

2.應屆畢業生之畢業證（明）書及學位證（明）書，仍須先向大陸地區「海峽

兩岸招生服務中心」（網址為 http://hxla.gatzs.com.cn）申請代辦認證。 

3. 持香港或澳門學校學歷（力）證件，須經中華旅行社（香港）或臺北經濟

文化中心（澳門）驗印（辦事處資料請至本會網站查詢）。 

4. 持外國學校學歷（力）證件，須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駐外館處資料請至

本會網站查詢）。 

陸、抵臺入學注意事項 

一、錄取考生須依各校規定入學時間抵臺，開學具體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依錄取學校

寄發之錄取通知書為準。 

二、錄取考生持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之學歷證件、健康檢查合格證明、醫療傷害保險證

明、財力證明，須另於入學時，由錄取學校代辦或自行將公證書正本送財團法人海峽

交流基金會辦理文書驗證，文書驗證應備證件及辦理流程，請至該會網站查詢

（http://www.sef.org.tw；電話：+886-2-2713-4726） 

柒、註冊 

錄取考生入學註冊時，應繳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學歷（力）證件（含原始正本、經驗

（認）證資料）、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正本等文件交學校審查，並應依各校規定繳交學雜費

及有關費用。 

捌、學習年限 

博士學位之修業年限為二至七年；碩士學位之修業年限為一至四年。 

玖、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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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取考生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且通過學位考試者，由就讀學校授予學位，發給證

書。 

拾、其他 

一、 錄取考生來臺就學期間應遵守臺灣有關法規。 

二、 在臺就學期間，改以就學許可目的以外之身分在臺停留或居留者，學校應予退學。 

三、 在臺就學期間，有休學、退學或變更或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應於生效之翌日起十日

內離境，屆期未離境者，視為逾期停留，列入未來入境申請資格之考量。但應屆畢業

學生得於畢業後一個月內離境。 

四、 在臺就學期間，不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違反規定者，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

人民關係條例」第 18 條規定強制其出境。 

五、 1992 年 9 月 18 日至 2010 年 9 月 2 日期間取得臺灣認可名冊所列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

機構學士以上學位之申請人，如通過報考學校所設招生條件、歷年成績及（碩、博士）

論文審查，得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獲發相當學歷證明。 

六、 考生對招生事宜或成績有疑義，最遲應於錄取結果公告後一週內向本會提出申訴或成

績複查，本會應於一個月內正式答覆。 

七、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大陸地區學歷採

認辦法」及臺灣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八、 本簡章若有所修訂時，概以本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Q&A(研究所) 
Q1 ：何謂生源地？ 
A：就是指最後一次參加高考時戶籍所在的省市，本科應屆生及碩士應屆生之高考生源地必

須是北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及廣東這 6 省市才可以參加今年度的研究所招生。 
 

Q2 ：我是應屆生，即使現在戶籍是在 6 省市，但是高考的生源地不是這 6 省市，也不可以參

加嗎？ 
A：不可以。 
 

Q3 ：報名前要準備哪些事情呢？ 

A：首先要先申請銀行存款證明，必須超過人民幣 10 萬元以上才可以。另外要先到本會網站

查詢可以報名的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還有那些專業要繳交的材料，先做準備。再來

就是要向大陸「海峽兩岸招生服務中心」（網址為：http://hxla.gatzs.com.cn，電話：

010-82338418，電子信箱：hxzs@chsi.com.cn）申請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及歷年成績單認證

（如果您是應屆生，則只需要不含最後一學期的在校成績單認證就可以了），申請完後，

認證報告會由該中心直接郵寄給本會。務必要去申請，否則可能會影響錄取結果。 

 

Q4 報名方式為何？ 

A：一律網路報名，報名網址為：http://rusen.stut.edu.tw/、http://www.rusen.org.tw/。1 校僅 1

志願（專業），最多 5 校 5 志願。 

 

Q5 ：報名費要如何繳交？ 

A：報名完成後，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繳費： 
(1) 網路刷信用卡（限 VISA 及 MASTERCARD）方式繳費，不需本人的信用卡，父母親

或親戚朋友的信用卡都可以。刷卡時是以新臺幣付費，請注意螢幕上出現的幣別是否

為新臺幣，金額是否正確。 
(2) 境外電匯美金：至大陸銀行填寫境外匯款申請書，幣值為美金，請依報名系統產生的

繳費說明填寫，特別注意，國內外費用承擔那個欄位要勾選匯款人（OUR），手續費

由匯款人自行負擔。中間銀行要收取 15~25 美元的費用，假如是 15 美元，而要匯款

到委員會的金額為 135 美元，則全部的匯款金額要填 150（=135+15）美元。中間銀行

要收取多少美金，請跟大陸銀行人員詢問。臺灣這邊銀行的手續費不必包含進去，但

是如果大陸的銀行堅持要加進去的話，則再加上 7 美元。 
(3) 由在臺灣的親友匯款：幣值為新臺幣，請將報名系統產生的繳費說明轉給親友，由其

代為匯款。 
 
Q6 ：報名後要郵寄哪些文件？  

A：每間學校每個專業要求繳交的文件不一定相同，請根據報名系統列印的繳交內容去準備。

材料準備好後，請用航空掛號或 EMS(全球郵政特快專遞)寄出。在報名截止日前一週才報

名者，最好用 EMS 寄，以免影響報名結果。 

 

http://hxla.gatzs.com.cn/
http://hxla.gatzs.com.cn/
http://rusen.stut.edu.tw/


Q7 ：我怎麼知道報名文件已經寄到了呢？ 

A：大約寄出 1 星期後可到當初的報名系統內登錄，可查詢郵件是否已收到。 

 
Q8 ：何時能知道錄取結果？ 

A ： 2011 年 6 月 8 日 上 午 10 時 可 以 到 招 生 委 員 會 網 站 (http://rusen.stut.edu.tw/ 、

http://www.rusen.org.tw/)查詢結果，錄取學校會寄送錄取通知書給錄取學生。 

 
Q9 ：錄取後要做哪些事？ 

A：首先要先到招生委員會網站(http://rusen.stut.edu.tw/、http://www.rusen.org.tw/)辦理網路報

到，如果在 2011 年 6 月 24 日下午 5 時前沒有完成網路報到手續，就當作是自願放棄錄取，

也就是說，不可以來臺灣唸書。 

決定要來臺灣唸書，接下來要辦理的事項會由錄取學校寄發的錄取通知內說明，也可以參

考本會網站「研究所入學」內的「標準作業流程」。 

 
Q10 ：健康檢查項目有哪些？要到哪裡檢查？ 

A：健康檢查項目包括：愛滋病毒（HIV）抗體檢查、胸部 X 光檢查肺結核、腸內寄生蟲糞

便檢查、梅毒血清檢查、麻疹及德國麻疹（風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及

漢生（麻風）病視診檢查。健康檢查證明參考格式可在本會網站「下載專區」內下載，亦

可由醫院另行開立健康檢查證明。 
 
Q11 ：要去哪裡辦公證？ 
A：至大陸地區各地公證處辦理，地址請至各省市司法局/廳網站查詢。 

 
Q12 ：來臺灣就讀可以參加臺灣的醫療、傷害保險嗎？ 
A：不可以。註冊後，學校會幫忙保平安險，所以才要陸生入境來臺之前辦好醫療、傷害保

險。 
 
Q13 ：來臺灣就讀可以打工、兼差嗎？ 
A：不可以。 
 
Q14 ：臺灣認可的香港地區高等學校有哪些？ 
A：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理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

學、嶺南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演藝學院及香港珠海學院等 11 所，

學士到博士學位皆有承認。 
 
Q15 ：臺灣認可的澳門地區高等學校有哪些？ 
A：僅有澳門大學 1 所，僅承認到學士學位。 
 
Q16 ：臺灣認可的外國高等學校有哪些？ 
A：可以連結到下列網站查詢，如果無法連結，請來信詢問，務必先確認您所持的外國高等

http://rusen.stut.edu.tw/
http://rusen.stut.edu.tw/


學校學歷是被臺灣認可的，才不會影響報名結果。 

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87 

 
Q17 ：可以進行調劑嗎？ 
A：沒有。 
 
Q18 ：財力證明要在報名前 3 個月內開具，是指報名開始日還是報名那一天呢？ 
A：以報名開始日(4 月 14 日)往前推 3 個月，也就是開立日期要在 1 月 14 日以後。 
 
Q19 ：財力證明如果是父母親的存款證明，還要附親屬證明嗎？ 
A：不用。我們採信任原則，來臺灣是不能打工的，因此必須有足夠的經濟基礎，才能來讀

書。 
 
Q20 ：推薦書有統一的格式嗎？ 
A：推薦書並沒有統一的格式。可以請推薦者自行撰寫，並由推薦者將推薦函彌封，在封口

處親筆簽名後交由申請人置入招生學校應繳材料的信封內。 
 
Q21 ：可以以碩士學歷來報名碩士班嗎？ 
A：可以，但仍須符合戶籍地在沿海 6 省市的規定。 
 
Q22 ：就讀臨床醫學專業，可以報名嗎？ 
A：不可以。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2 條及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第 8 條規

定，大陸地區有關醫療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學歷不予採認。如涉兩岸系所差異時，將請

衛生署及考選部進行個案認定。 
 
Q23 ：自傳、推薦函、研究計畫要用正體字撰寫嗎？ 
A：如果可以用正體字最好，不行的話就用簡體字。 
 
Q24 ：香港、澳門學歷如何檢覈及採認？ 
A：學歷證件、歷年成績證明(應分別經香港「中華旅行社」或澳門「台北經濟文化中心」驗

證，外文應附中譯本)、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入出境日期紀錄等相關文件，屬實者予以採

認。 
香港「中華旅行社」聯絡資料如下： 

地址：香港金鐘道八十九號力寶中心第一座四十樓(40th Fl., Tower One, Lippo Centre, 89 
Queensway, Hong Kong) 

電話：(852) 25301187 傳真：(852) 28100591 
澳門「台北經濟文化中心」聯絡資料如下： 

地址：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場 411- 417 號皇朝廣場 5 樓 J-O 座(Al. Dr. Carlos d'Assumpcao, 
No. 411- 417, Edif. Dynasty Plaza, 5 Andar J-O, Macau) 

電話：(853) 28306282, 28306289 傳真：(853) 28306153 



 1 陸生聯招會 

2011 年大學校院博士班招收大陸地區學生 
招生學校及招生名額表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博士班名額 

新北市 淡江大學 1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3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15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3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2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5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3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5  

桃園縣 中原大學 1  

桃園縣 長庚大學 1  

桃園縣 元智大學 1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7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7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3  

臺中市 逢甲大學 1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1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1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1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3  

雲林縣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2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7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1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4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1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1  

 合計 82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1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2011 年大學校院博士班招收大陸地區學生 
招生學校及招生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新北市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歷史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微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物理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理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商管理研究所博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天文研究所博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博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博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2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桃園縣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科學學系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系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歷史研究所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聯合招生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科技管理研究所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電信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物理研究所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學系博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博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博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 

雲林縣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化學暨生物化學系博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博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博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微電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博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基礎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機械與能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3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應用數學系博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博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研究所-機械組博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博士班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經濟學系博士班 

 



 1 陸生聯招會 

2011 年大學校院碩士班招收大陸地區學生 
招生學校及招生名額表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碩士班名額 

新北市 國立臺北大學 1  

新北市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1  

新北市 輔仁大學 8  

新北市 淡江大學 10  

新北市 華梵大學 2  

新北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2  

基隆市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7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17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58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14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6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18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18  

臺北市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2  

臺北市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  

臺北市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4  

臺北市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2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7  

臺北市 世新大學 3  

臺北市 銘傳大學 5  

臺北市 臺北醫學大學 2  

臺北市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1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22  

桃園縣 國立體育大學 1  

桃園縣 中原大學 12  

桃園縣 長庚大學 7  

桃園縣 元智大學 8  

桃園縣 龍華科技大學 2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24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27  

新竹市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1  

苗栗縣 國立聯合大學 1  

苗栗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1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15  

臺中市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2  

臺中市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4  



 2 陸生聯招會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碩士班名額 

臺中市 國立臺灣體育學院 1  

臺中市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2  

臺中市 東海大學 10  

臺中市 逢甲大學 12  

臺中市 靜宜大學 4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9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2  

臺中市 嶺東科技大學 3  

臺中市 亞洲大學 2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10  

彰化縣 大葉大學 5  

彰化縣 明道大學 1  

南投縣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2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13  

雲林縣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7  

雲林縣 環球科技大學 1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12  

嘉義市 國立嘉義大學 2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27  

臺南市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1  

臺南市 國立臺南大學 2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7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6  

臺南市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4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19  

高雄市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5  

高雄市 國立高雄大學 1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8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9  

高雄市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1  

高雄市 義守大學 5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4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1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4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11  

屏東縣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1  

屏東縣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3  

宜蘭縣 國立宜蘭大學 3  



 3 陸生聯招會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碩士班名額 

宜蘭縣 佛光大學 3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15  

花蓮縣 慈濟大學 2  

臺東縣 國立臺東大學 1  

金門縣 國立金門大學 9  

澎湖縣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5  

 合計 571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1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2011 年大學校院碩士班招收大陸地區學生 
招生學校及招生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新北市 國立臺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動畫藝術碩士班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歷史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應用美術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數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德語語文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化學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英文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碩士班 

新北市 淡江大學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新北市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班 

新北市 華梵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新北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自動化及機電整合研究所碩士班 

新北市 聖約翰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碩士班 

基隆市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基隆市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基隆市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碩士班 

基隆市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光電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勞工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2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戲劇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物理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心理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地理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藥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微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醫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森林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動物科學技術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農業經濟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園藝暨景觀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食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3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電子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資訊網路與多媒體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法律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大學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資訊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力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機電科技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應用電子科技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表演藝術研究所(劇場組)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營與策略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餐旅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生理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藥理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物理治療暨輔助科技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陽明大學 生醫光電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財務金融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工商業設計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數位與學習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機電整合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製造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4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經營管理系碩士班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資訊與運籌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服務與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新媒體藝術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藝術行政與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旅遊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國立臺北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碩士班碩士班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地學研究所地理組碩士班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法律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易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美術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世新大學 新聞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世新大學 口語傳播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世新大學 行政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銘傳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銘傳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銘傳大學 傳播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銘傳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北市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臺北醫學大學 生醫材料暨組織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臺北市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數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物理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5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化學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人力資源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大氣物理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中央大學 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國立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中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長庚大學 生物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長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長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料學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6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桃園縣 元智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管理學院經營管理碩士班碩士班 

桃園縣 元智大學 管理學院商學碩士班碩士班 

桃園縣 龍華科技大學 商學與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桃園縣 龍華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物理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動力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材料科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人類學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聯合招生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計量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清華大學 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電信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電控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顯示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管理科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7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財務金融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新竹市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心理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苗栗縣 國立聯合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苗栗縣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歷史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物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獸醫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植物病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中興大學 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數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冷凍空調與能源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勤益科技大學 研發科技與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理學系(嘉義校區)碩士班 

臺中市 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8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臺中市 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東海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電聲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國際貿易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逢甲大學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碩士班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理系碩士班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藥用化妝品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醫務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嶺東科技大學 財務金融研究所碩士班 

臺中市 嶺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 

臺中市 嶺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中市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中市 亞洲大學 數位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數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碩士班—甲組、藝術學組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9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會計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應用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彰化縣 大葉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大葉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大葉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大葉大學 分子生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彰化縣 大葉大學 設計暨藝術學院文化產業組碩士班 

彰化縣 明道大學 設計學院碩士班 

南投縣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南投縣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財務金融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會計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國際文化設計研究所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設計運算研究所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設計工程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雲林縣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雲林縣 環球科技大學 中小企業經營策略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歷史學系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地球與環境科學系地震學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生命科學系分子生物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社會福利學系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心理學系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經濟學系國際經濟學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10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法律學系碩士班 

嘉義縣 國立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學系碩士班 

嘉義市 國立嘉義大學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嘉義市 國立嘉義大學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碩士班)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物理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材料科學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測量及空間資訊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財務金融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環境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分子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成功大學 法律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臺南藝術大學 民族音樂學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臺南大學 行政管理學系碩士班 

臺南市 國立臺南大學 經營與管理學系科技管理碩士班碩士班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碩士班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碩士班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11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數位生活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房地產開發與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化粧品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臺南市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應用數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財務管理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人力資源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地理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數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音樂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系統資訊與控制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金融理財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口筆譯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旅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會計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人力資源發展系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財經與商務決策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金融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國立高雄餐旅大學 餐旅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義守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12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高雄市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義守大學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義守大學 管理學院管理碩士班碩士班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人類性學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設計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碩士班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料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組碩士班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休閒組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森林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理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財務金融研究所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景觀暨遊憩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企業電子化研究所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 

屏東縣 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碩士班 

宜蘭縣 國立宜蘭大學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宜蘭縣 國立宜蘭大學 動物科技學系碩士班 

宜蘭縣 國立宜蘭大學 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 

宜蘭縣 佛光大學 樂活生命文化學系生命學組碩士班 

宜蘭縣 佛光大學 資訊應用學系網路與多媒體組碩士班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藝術與設計系碩士班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財務金融學系碩士班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花蓮縣 國立東華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花蓮縣 慈濟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臺東縣 國立臺東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資料提供：陸生聯招會 13 主辦學校：南臺科技大學 

所在縣市 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學程名稱 

金門縣 國立金門大學 土木與工程管理學系碩士班 

金門縣 國立金門大學 觀光管理學系碩士班 

金門縣 國立金門大學 建築學系碩士班 

金門縣 國立金門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碩士班 

金門縣 國立金門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 

金門縣 國立金門大學 國際暨大陸事務學系碩士班 

澎湖縣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服務業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澎湖縣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資源與養殖研究所碩士班 

澎湖縣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事業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澎湖縣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電資研究所碩士班 

澎湖縣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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