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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科技校院二年制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常見問題 Q&A
【報名方式】
Q1： 報名方式為何？
A： 一律網路報名，報名網址為：https://rusen.stust.edu.tw/。
申請人至多可選填該批次 30 個校系志願，所選填志願中，國立大學共可選填 10 個
志願，每校至多選填 3 個志願；私立大學共可選填 20 個志願，每校至多選填 6 個志
願。所選志願應與申請人所學專業相同或相近，避免來臺銜接課程有困難或產生學
習挫折感。志願順序是要把自己最想就讀的校系組排在最前面，不要把自己認為最
容易錄取的排在最前面。
陸生聯招會官網有各個學校大三大四要修的課程
EX：2019 招生學校招生資料查詢系統
https://webap.rusen.stust.edu.tw/Rusenview/2019/univdepC_T.aspx
查詢後下載「課程時序表」
，一定要確認是否是你感興趣或者能修的，也可以上打算
申請的學校官網裡面看這個學校大一大二的課程安排，看看是不是你已經學過的。
EX：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官網(https://www.ntust.edu.tw/home.php)，然後進各個系
所的網頁看課程介紹，有沒學過的也沒關係，錄取結果出來的那個暑假還有時間可
以自學一下，一般一些基礎課都是差不多的，部分課程和大陸有所區別就要自己抓
緊時間自學了。
Q2： 來臺就讀是否一定要走統招通道？如果有心儀的學校對口專業並不在統招範圍內，
我可不可以同臺灣專科學生一起參加招生考試，而不走此通道?
A： 一律透過本會聯招管道於官網「線上報名」區提出申請。
Q3： 報名前要準備哪些事情呢？
A： (1) 確認學歷是否符合簡章採認規定。
(2) 瞭解學校情況，選擇系組(專業)(至官網「招生學校招生資料查詢系統」查詢招生
的系組)。
(3) 開立金融機構存款證明，至少須有人民幣 5 萬元(含)。(相關規定可參考 Q17)
(4) 錄取生經許可來臺者，應於來臺前完成學歷證件查驗：畢業證書及在校修業期間
完整之成績單，須向「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申請代辦查驗。（網址為：
https://hxla.gatzs.com.cn，電話：010-62167181，電子信箱：
hxzs@chsi.com.cn）。
若確定來臺就讀，務必要去申請，否則即使註冊入學了，也會被退學。
【採認學歷】
Q4： 採認校，是哪幾所?
A： 採認學校已公告於官網「下載專區-學歷採認」
，網址為：https://rusen.stust.edu.tw/。
如臺灣認可之學校有異動時，將以官網公告之名冊為準。
Q5： 我的戶籍不在規定的八省內，但我有參加申請來臺當年度的專升本/專轉本/專插本考
試並取得成績，且就讀於簡章規定的採認校，我可以申請來臺就讀嗎？
A： 2019 年起，戶籍必須在開放省市才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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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A：
Q7：
A：

Q8：
A：
Q9：
A：

目前開放省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遼寧(須為正式戶籍；
因就讀而遷至學校，該學校集體戶口不予採計)
我的畢業學歷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畢業證書，層次屬於專科，我可以提出申請嗎？
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的第八條，三、經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通過後入學，不
予採認，所以無法提出申請。
我的條件符合簡章規定，有意去臺灣就讀，可以同時報名大陸和臺灣的院校嗎？可
以同時被錄取嗎？如果同時被錄取，我可以怎麼選擇？
臺灣跟大陸的校院是採分開報名、分開錄取的作業方式，也就是說，您可以同時報
名臺灣的二年制學士班跟八省市的專升本考試，有機會同時被兩岸的高校錄取，但
是您只能選擇 1 校註冊。
就學期間有掛科，記過處分等，能不能報考呀？
能，但要能按時畢業，因入學時需驗學歷證件，如無法提供，則取消入學資格（2019.09
秋季開學）。
我是來自香港或澳門的學生，請問一下香港或澳門學生也歸納到大陸學生的類別
嗎？雖我是香港或澳門居民，但暫時還不是永久性居民，我能去到臺灣升學嗎？
1. 本管道(陸生聯招會)是針對陸生(持大陸地區居民身份證)，如果你沒有大陸地區居
民身份證，就不適用本管道(仍須符合簡章規定之戶籍)。
2. 港澳生(持香港或澳門居民身份證)請洽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

若你不符資格，也會不適用港澳生身份申請來臺。
3. 外籍生請洽各校國際事務相關招生單位。
4. 以上身份都不符時，建議留在大陸或港澳或出國就讀，將來有機會可透過就讀校
來臺當交換生。
【報名系統】
Q10： 報名系統上的「考生通訊方式」都要填寫嗎？
A： 電話及移動電話，至少填寫一項。
Q11： 報名系統上的「親屬狀況：需填姓名、職業、通訊地址、聯繫電話(國碼、區碼、號
碼)」，若聯繫電話寫手機號，區碼如何填寫？
A： 若填移動電話，區碼請填 NA(沒有、無的意思)、國碼請填 86。
Q12： 親屬狀況那裡，若財力證明提供者為申請人的父母親，請將父母親填寫於「父母親」
親屬狀況。聯絡人是不是可以不填了？
A： 聯絡人是可以不用填了。但如有可以聯絡到你的親友同學，建議可以填。
Q13： 我在上傳身份證時正反面的順序弄反了，請問有關係嗎？
A： 順序弄反了沒有關係，可以彩色掃描或黑白掃描原件上傳(清晰即可)。
Q14： 報名階段若出現紅色字體提示「醫事人員相關之學歷有報考限制，為了避免影響您
的權益請洽詢本會。」時該怎麼辦？
A： 請提供報名號及姓名，並將您的(畢業證書、歷年成績單) 掃描存檔後以電子郵件發
到本會郵箱：rusen@stust.edu.tw，由本會先行確認是否符合報名資格後再行繼續報
名程序，千萬不要隨便填一個專業逃過系統檢查。
Q15： 成績單需要英文的嗎?
3

A： 歷年成績單一定要開立中文(正體、簡體)，須有開立日期，若無請於空白處手寫註明。
可以彩色掃描或黑白掃描原件上傳(一定要清晰)
Q16： 於報名系統查到「您已通過資格審查」是代表我正取了嗎?
A： 「您已通過資格審查」：是指通過本會的初步資格審查。(非錄取哦!)
錄取審查是由各招生學校系組根據申請人之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大陸地區專升本考試
成績（由本會向「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索取）進行綜合審查。
請等待預分發結果：
第一批次為 2019 年 05 月 28 日 10:00；第二批次為 2019 年 07 月 04 日 10:00。
【財力證明】
Q17： 開立財力證明，有什麼規定?
A： 開立金融機構存款證明，至少有人民幣 5 萬元(含)。
(1) 財力證明開立日期:
第一批次：必須在 2018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05 月 02 日這段期間內。
第二批次：必須在 2018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06 月 10 日這段期間內。
(2) 請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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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力證明如果是父母親的存款證明，不需附親屬證明，但請於報名系統填寫
與陸生的關係（親屬狀況欄位）。
若財力證明提供者為申請人父母親，請將父母親填寫於「父母親」。
若財力證明提供者為法定監護人，請將法定監護人填寫於「聯絡人」。
若財力證明提供者為申請人本人，則「父親」、「母親」或「聯絡人」親屬
狀況至少填寫1項。
(3) 以下是有關開立財力證明的相關說明：
A. 不要求存多久。
B. 不要求凍結。(若銀行要求需要凍結、請自行決定凍結區間)
C. 考生本人或父、母親或祖父、母或配偶的戶頭於報名時有 5 萬元人民幣
(全部的人加起來 5 萬人民幣也可以)(等值的外幣也可以）
。
D. 銀行、信用合作社、中國郵政等金融機構，開立的定存、活期存款證明
都可以(沒有限定必須哪家金融機構開立，範本僅供參考)。
E. 帳戶歷史明細清單最後一筆餘額有 5 萬元人民幣(同頁需列有銀行名
稱、戶名)。
F. 5 萬元人民幣定期儲蓄存單也可以。
G. 大專校院、民間機構等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5 萬元人民幣，等值
的外幣也可以)。
H. 支付寶個人資產證明不可以代替財力證明：因支付寶納入個人資產證
明，很容易引發混亂。支付寶裡的錢是全部要從銀行轉帳的，既然如此，
那證明用支付寶的人完全可以接觸銀行。用支付寶的人去銀行開具證明
不費任何時間。
I. 理財產品、房屋所有權證、商品房買賣合同、有價證券證明（例如：基
金、股票、債卷等）不可以代替財力證明。
J. 所開立證明需要有開立單位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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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

請於規定期間內開立，報名時請上傳正本(原件)的掃描檔，格式為 pdf
或 jpg。
正本（原件）紙本請自行收好。

【繳費】
Q18： 臺灣高校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的招生管道與報名費用？
A： 本會並未委託任何仲介機構招生，請考生和家長謹防詐騙。只有透過本會的網路報
名系統報名才可以，並無其他費用。(另，大陸學歷由本會委託大陸「海峽兩岸招生
服務中心」代為查驗，查驗費用由本會收取後支付該中心)如有任何其他單位或個人
要求繳付多少錢就可以保證被臺灣的學校錄取，請勿相信。
Q19： 重覆繳費，該怎麼辦？
A： 請註明考生姓名、報名號、報考學制並提供相關繳款資訊，發 e-mail 至陸生聯招會
郵箱：rusen@stust.edu.tw，待本會確認是否有收到重覆款項，若有收到重覆款項將
會把多繳的款項退給您。
【選填志願】
Q20： 想問是否可以接受跨專業申請?
A： 建議把志願數填滿，所選志願應與申請人所學專業相同或相近，避免來臺銜接課程
有困難或產生學習挫折感。
來臺就讀後，依就讀學校學則規定辦理，原則上可以轉系組或轉學。
可關注官網[在臺陸生轉學專區]
 暑轉約 5 月陸續公告、9 月入學
 寒轉約 11 月陸續公告、2 月入學
Q21： 志願次序是否會影響錄取機率？是不是志願排在越前面，錄取機率越大？
A： 志願次序不會影響錄取機率，學校是看不到你的志願順序。
報名截止後，學校統一收到學生的專升本考試成績和在校成績，是同步審查。假設
某生申請 2 個志願，有可能 2 個志願都是正取、或者都是備取、或者都不錄取、也
或者 1 個正取另 1 個備取。雖然志願次序不會影響錄取機率，但是會影響錄取結果，
比如第一志願正取，那第二志願就沒有機會錄取了，因此在選志願時，要依據想就
讀的校系順序去填(越想就讀的排越前面)。
【審查錄取】
Q22： 對考生參加的各省市專升本考試的成績有什麼具體要求沒有？
A： 各招生學校系組根據申請人之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大陸地區專升本考試成績（由本會
向「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索取，或由申請人上傳至報名系統）進行綜合審查。
專升本考試成績必須達到一定分數標準才予以審查，此分數標準於各省市專升本考
試成績揭曉後在本會網站公告。
省市

考試名稱

北京

北京市 2019 年高職升本科考試

江蘇

江蘇省 2019 年專轉本考試

浙江

浙江省 2019 年專升本考試

福建

福建省 2019 年專升本考試

廣東

廣東省 2019 年專插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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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湖北省 2019 年專升本考試

遼寧

遼寧省 2019 年專升本考試

上海

大學英語四級考試

Q23： 何時能知道錄取結果？
A： 2019 年招生分二批次進行，第一批次包括就讀北京、江蘇、浙江和廣東 4 省市學校
之專科應屆畢業生，第二批次包括就讀上海、福建、湖北和遼寧 4 省學校之專科應
屆畢業生。
第一批次：
一、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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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招生學校系組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可於 2019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預分發
結果，獲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第一批次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一）第一批次預錄生須於 2019 年 5 月 28 日上午 10 時至 5 月 29 日下午 5
時止，至本會網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定期限內上網
登記者，即視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第一批次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
時產生之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第
一批次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
查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
學資格。
第二批次：
一、 預分發：
（一）本會依據各招生學校系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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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招生學校系組可不足額錄取。
（二）申請人可於 2019 年 7 月 4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詢預分發結
果，獲得正取和備取者，稱為第二批次預錄生。
二、正式分發：
（一）第二批次預錄生須於 2019 年 7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 7 月 5 日下午 5 時
止，至本會網站報名系統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未在規定期限內上網登
記者，即視同自願放棄正式分發資格。
（二）本會依據預分發及第二批次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
時產生之缺額可流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第
二批次正式分發結果可於 2019 年 7 月 8 日上午 10 時起至本會網站查
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
資格。
 前述兩批次預分發及正式分發時間如因大陸地區各省市專升本考試分數線
揭曉時間延後，將調整作業時間並於本會網站公告。
Q24： 預分發後，某生是 A 校備取，B 校正取~正式分發後，若 A 校正取有缺額，該學生可
以正取到 A 校嗎 ?
A： 會被列為備取的志願其志願序一定在正取志願之前，因此若 A 校正取有缺額，該生
有機會可以正取到 A 校；如果該生係備取第一名，正取有 1 個缺額則會遞補為正取，
若該生為備取第二名，只有備取第一名正取到其他學校去，這時備取第二名才能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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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為正取。
預分發放榜時你會看到正取之前的每一個志願的備取或不錄取狀態(如果沒有任何正
取，則會看到所有志願的備取或不錄取狀態)。登記參加正式分發時、你可以勾選或
不勾選來決定正取志願和每個備取志願 是否要參加正式分發。最後依有勾選的志願
去分發。如果某生預分發後第一志願是備取，第二志願是正取，且 2 個志願都勾選
要參加正式分發，如果正式分發時第一志願 之校系組有缺額並獲遞補為正取，則第
二志願就變成無效志願了；如果第一志願未獲遞補為正取，則還是錄取原正取志願(第
二志願)。
Q25： 分發方式為何？何謂正取、備取？
A： 一、每位陸生最多可報名 30 個志願，國立大學共可選填 10 個志願，每校至多選填
3 個志願；私立大學共可選填 20 個志願，每校至多選填 6 個志願。
二、本會依據每個校系組志願的名額、正取和備取順位，以及每位陸生填報的志願
順序進行預分發。原獲得多個正取的陸生，預分發時只有排在最前面順位的志
願會被保留，其餘的正取志願會被視為無效志願，所空出來的名額就會由該志
願的備取生依照備取順位遞補為正取生。因此，預分發結果於放榜時可至本會
網站查詢，每位陸生查詢的結果為以下 3 種情況之一：
（一）有 1 個正取：如該正取志願前面還有更優先的備取志願，有可能在正式
分發時因備取志願遞補為正取，使得該陸生錄取到更優先的志願。
（二）只有備取：原備取志願沒有機會遞補為正取，但有可能在正式分發時遞
補為正取。
（三）全部未錄取：所申請的校系組志願皆被評定為不錄取。
獲得請況（一）或（二）之陸生稱為預錄生。
三、預錄生必須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會報名網站決定正取和備取志願是否要參加正
式分發，未上網登記或勾選放棄者，其遺留的正取名額將由該志願的備取陸生
依順位遞補。
四、本會依據預分發及預錄生登記結果再次進行統一分發，分發時產生之缺額可流
用至同校其他系組，流用順序由招生學校定之。正式分發結果於放榜時可至本
會網站查詢。本次分發不再列備取生，獲錄取者，稱為錄取生，取得來臺就學
資格。
Q26： 可以進行調劑嗎？
A： 本會招生並不進行調劑。
【錄取來臺】
Q27： 錄取後要做哪些事？
A： 決定要來臺灣就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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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制學士班」線上報名/「標準作業流程」或「下載專區」/
「錄取來臺就讀準備事項指南」。
Q28： 健康檢查項目有哪些？要到哪裡檢查？
A： 1. 2012 年起，來臺註冊後，由錄取學校安排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健檢
指定醫院及訂定之健康檢查證明應檢查項目表辦理(如有突發疫情，依本會網站最
新公告之健康檢查措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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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
A：

Q30：
A：

2. 健康檢查項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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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臺灣就讀可以參加臺灣的醫療、傷害保險嗎？
可以。註冊後，學校會幫忙投保醫療傷害保險。投保者皆可至健保醫療院所先自費
看診，再持門診收據向保險公司申請支付看診費用。享受的權益和參加全民健保一
樣，但投保金額略低。
※若於大陸地區投保，則需在大陸公證處公證，抵臺後送海基會驗證。
來臺灣就讀可以打工、兼差嗎？
以「陸生就學」事由者來臺就讀不可以打工、兼差。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5 條(摘錄)，大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
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之工作。違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強制出境。
※如屬必修課程或畢業條件之要求，可以實習或擔任學習型助理(由就讀學校所定相
關章則規定，認定是否屬課程學習範疇)。
※課程學習必須是「有學分」的必修或選修課程、論文研究，或為畢業條件，例如：
實習課程、田野調查、實驗研究等。

Q31： 來臺就讀後，可以轉系組(專業)嗎？
A： 依就讀學校學則規定辦理，原則上可以。
Q32： 來臺就讀後，可以轉學嗎？
A： 依就讀學校學則規定辦理，原則上可以。
【其他】
Q33： 簡章報名資格規範須為[應屆畢業生]，想了解何謂應屆畢業生?
A： 應屆畢業生指：就是在應該畢業的年份畢業的畢業生。簡單地說，學生在大學的最
後一年，就是應屆畢業生。當一名學生進入其教育層次中的最後一學年的時候，這
一年當中，該學生為應屆畢業生。比如：三年制專科的大三在校生。
PS. 延畢或暫緩就業，於新年度是不算為應屆畢業生。
Q34： 在臺求學費用高嗎？
A： 以下資訊僅供參考，以各校公告、就讀學校所在區域及個人消費而有不同：
學雜費 1 年約 2 萬 5 千 RMB 左右
生活費 1 個月約 2,000 -3,000 RMB 左右（每餐約 10～50 RMB 不等）
住宿費 1 學期 1,800-2,500 RMB 左右
書籍費 1 學期(半年)約 600-1,200 RMB 左右
其他
Q35： 請問今年招生學校有提供獎助學金嗎？
A： 請上本會網站查詢(線上簡章/優秀陸生獎助學金查詢系統)，如果沒有出現這個學
校，就表示該校尚未提供獎助學金，若有申請問題須諮詢，請直接洽學校承辦人員。
Q36： 請問在臺灣就讀取得的學位，大陸地區承認嗎？
A： 1. 被錄取考生必須在臺灣修完全部規定課程，並取得臺灣高校頒發的學位證書，方
可作為大陸有關部門認證的依據。在臺灣「陸生聯招會」和「海峽兩岸招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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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7：
A：

Q38：
A：

中心」備案的大陸學生在臺灣學業期滿，獲得臺灣高校頒發的學位證書，大陸教
育行政部門是予以承認的。
2. 臺灣高等教育實行單證書制度，學生所獲不同層次學位表明其具有相應的學歷。
3. 畢業返陸後，記得至「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https://hxla.gatzs.com.cn/）」及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http://www.cscse.edu.cn/）」進行臺灣學歷認證。
我看到招生網路上對廣東省專插本考試只要求採用省統考的三門科目，那我可不可
以在參加廣東省專插本考試的時候只考省統考的那三門學科呢？
廣東專插本考試科目，廣東省統考三科，報考學校出題兩科，報考廣東省不同的學
校後面兩科考試的科目是不同的。只考省統考三科，如達分數線，只是符合報名資
格，但還是會把所有考科成績提供給申請的學校，如果未考學校出題的科目，恐對
錄取結果會有影響，請自行斟酌。
返陸後可以任職於國營單位嗎？
若符合大陸地區國營單位報考資格就可以提出報名。
（2015.04）畢業生並供職於深圳一國營單位，此前有向《旺報》投稿，撰寫了求職
期的一些心得，供參。附：文章連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08000894-26030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20000864-26030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27001059-26030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704001044-260306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711000992-260306
※2014 年 6 月 30 日，大陸地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與國臺辦、公安部、教育部共
同發出《關於做好赴臺陸生回大陸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人社部發[2014]44 號）》，
其中明確，赴臺陸生回大陸工作，在落戶、工作、創業及相關公共服務方面，參照
留學人員享受相關政策待遇﹔赴臺陸生回大陸機關、事業和企業等單位就業，可享
受大陸高校畢業生政策待遇﹔赴臺陸生符合條件的，憑學位證書和由教育或臺辦有
關部門認證的在臺灣學習證明，在各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申請辦理相關公共服
務手續。

Q39： 畢業之後能夠在臺灣就業嗎？
A： 畢業後不可續留臺灣就業（若有外企或陸企派駐來臺則可，出境→被雇用：換工作
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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