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來台就讀二年制學士班 
專科學校認可名冊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1 ※北京交通大學 北京 40 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2 ※北京科技大學 北京 41 南京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3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42 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 ※北京電影學院 北京 43 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5 ※北京工業大學 北京 44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6 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45 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7 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 北京 46 ※中國美術學院 浙江 

8 北京農業職業學院 北京 47 ※寧波大學 浙江 

9 北京財貿職業學院 北京 48 寧波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0 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49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浙江 

11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北京 50 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2 ※復旦大學 上海 51 溫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3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 52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4 ※上海體育學院 上海 53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5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 上海 54 浙江旅遊職業學院 浙江 

16 上海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55 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7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上海 56 杭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8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57 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9 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 遼寧 58 ※武漢大學 湖北 

20 瀋陽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59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1 大連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60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2 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61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3 遼寧石化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62 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4 渤海船舶職業學院 遼寧 63 襄陽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5 遼寧職業學院 遼寧 64 黃岡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6 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 福建 65 湖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7 漳州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66 鄂州職業大學 湖北 

28 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67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湖北 

29 福建林業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68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0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69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1 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0 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2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1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3 江蘇農林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2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4 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3 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5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4 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6 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5 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7 江蘇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6 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 廣東 

38 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7 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9 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8 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註 1：僅列計可招生之 8 省市採認校數：專科 67 所、採認大學附設專科 11 所(※)，共計 78 所。 

註 2：取消北京理工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南京郵電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共 

      計 6 所(已無畢業生)。 

製表：陸生聯招會 2018.12.26 

 



2018 年來台就讀二年制學士班 
專科學校認可名冊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1 ※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 44 南京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2 ※北京交通大學 北京 45 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 ※北京科技大學 北京 46 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47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5 ※北京電影學院 北京 48 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6 ※首都師範大學 北京 49 ※南京郵電大學 江蘇 

7 ※北京工業大學 北京 50 ※中國美術學院 浙江 

8 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51 ※寧波大學 浙江 

9 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 北京 52 寧波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0 北京農業職業學院 北京 53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浙江 

11 北京財貿職業學院 北京 54 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2 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55 溫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3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北京 56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4 ※復旦大學 上海 57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5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 58 浙江旅遊職業學院 浙江 

16 ※上海體育學院 上海 59 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7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 上海 60 杭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8 上海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61 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19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上海 62 ※華中科技大學 湖北 

20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63 ※武漢大學 湖北 

21 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 遼寧 64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2 瀋陽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65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3 大連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66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4 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67 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5 遼寧石化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68 襄陽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6 渤海船舶職業學院 遼寧 69 黃岡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7 遼寧職業學院 遼寧 70 湖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28 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 福建 71 鄂州職業大學 湖北 

29 漳州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72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湖北 

30 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73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1 福建林業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74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2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75 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3 ※福建師範大學 福建 76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4 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7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5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8 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6 江蘇農林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79 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7 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80 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38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81 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 廣東 

39 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82 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40 江蘇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83 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41 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84 ※華南師範大學 廣東 

42 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3 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僅列計可招生之 8 省市採認校數：專科 67
所、採認大學附設專科 17 所(※)，共計 84
所。 

製表：陸生聯招會 2017.12.01 



2017 年來台就讀二年制學士班 
專科學校認可名冊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1 ※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 

2 ※北京交通大學 北京 

3 ※北京科技大學 北京 

4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5 ※北京電影學院 北京 

6 ※首都師範大學 北京 

7 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8 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 北京 

9 北京農業職業學院 北京 

10 北京財貿職業學院 北京 

11 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12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北京 

13 ※復旦大學 上海 

14 ※上海大學 上海 

15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 

16 ※上海體育學院 上海 

17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 上海 

18 上海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19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上海 

20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21 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 遼寧 

22 瀋陽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3 大連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4 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5 遼寧石化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6 渤海船舶職業學院 遼寧 

27 遼寧職業學院 遼寧 

28 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 福建 

29 漳州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30 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31 福建林業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32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33 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4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5 江蘇農林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6 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7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8 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9 江蘇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0 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1 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2 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3 南京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44 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5 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6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7 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48 ※中國美術學院 浙江 

49 ※寧波大學 浙江 

50 寧波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1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浙江 

52 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3 溫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4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5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6 浙江旅遊職業學院 浙江 

57 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8 杭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9 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60 ※華中科技大學 湖北 

61 ※武漢大學 湖北 

62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3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4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5 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6 襄陽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7 黃岡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8 湖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9 鄂州職業大學 湖北 

70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湖北 

71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2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3 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4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5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6 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7 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8 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9 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 廣東 

80 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81 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僅列計可招生之 8 省市採認校數：專科 67
所、採認大學附設專科 14 所(※)，共計 81
所。 

製表：陸生聯招會 2016.12.14 



2016 年來台就讀二年制學士班 
專科學校認可名冊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1 ※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 

2 ※北京交通大學 北京 

3 ※北京科技大學 北京 

4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5 ※北京電影學院 北京 

6 ※中央戲劇學院 北京 

7 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8 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 北京 

9 北京農業職業學院 北京 

10 北京財貿職業學院 北京 

11 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北京 

12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北京 

13 ※復旦大學 上海 

14 ※上海大學 上海 

15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 

16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 上海 

17 上海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18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上海 

19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上海 

20 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 遼寧 

21 瀋陽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2 大連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3 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4 遼寧石化職業技術學院 遼寧 

25 渤海船舶職業學院 遼寧 

26 遼寧職業學院 遼寧 

27 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 福建 

28 漳州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29 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30 福建林業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31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 福建 

32 ※南京師範大學 江蘇 

33 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4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5 江蘇農林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6 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7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8 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39 江蘇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0 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1 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2 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3 南京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序 學校名稱 所在地

44 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5 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6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 江蘇 

47 江蘇農牧科技職業學院 江蘇 

48 ※中國美術學院 浙江 

49 寧波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0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浙江 

51 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2 溫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3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4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5 浙江旅遊職業學院 浙江 

56 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7 杭州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8 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 浙江 

59 ※華中科技大學 湖北 

60 ※武漢大學 湖北 

61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2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3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4 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5 襄陽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6 黃岡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7 湖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湖北 

68 鄂州職業大學 湖北 

69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湖北 

70 ※華南師範大學 廣東 

71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2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3 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4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5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6 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7 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8 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79 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 廣東 

80 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81 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 廣東 

 

官網：http://rusen.stust.edu.tw/ 

TEL:+886-6-2435163 

E-mail：rusen@st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