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大学 2020 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 
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广州大学是以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广州”命名的综合性大学，有

着 90 多年的办学传统，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广

州市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学校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按照内

涵建设、创新引领、特色发展、开放办学的发展理念，锐意改革，开

拓进取，已建设成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居全国同类院校和广东省高校

先进行列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在“U.S.News 2020 世界大学排名”中，

广州大学列中国内地高校第 82位。 

学校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涵盖十大学科门类。构建文理工

相互支撑、交叉融合、协同发展的学科体系，形成由四个省“冲一流”

重点建设学科、14个省级重点学科和 16个市级重点学科和重点扶持

学科构成的重点建设学科体系。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进入 ESI全球前

1%。在《软科 2019年中国最好学科》榜单中,网络空间安全列全国第

4 位，统计学列全国第 7 位。在教育部公布的 2019 年度国家级和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中，我校分别有 18 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8个专业获批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引进和培育并举，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学术

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学校现有两院院士 4人，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 1 人，副高以上职称者 1195 人，雄厚的师资团队，上

千名教授博士将成为你人生成长的引路人。 

学校有本硕博完整的培养体系，注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打造

了多样性开放式的人才培养体系。教学设施开放共享，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开放实验教学、参加科学研究和自选实验课题的研究，培养大学

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日常授课采用普通话教学，公共外语教学为

英语。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努力拓展国际化办学格局。先后与 33 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 200 所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派出约

1000名学生交流学习，学生可望获得最高 10万元资助。 

学校坚持把创新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学生在“互联网

+”“挑战杯”“创青春”等国家创新创业竞赛成绩位居广东高校乃

至全国同类高校前列。“三创营”众创空间获批国家级众创空间。为

学生提供多元的创业实践，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学校设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建立“奖、贷、助、补、减”一套

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港澳台学生可参评学校奖学金和教育部港澳台

学生奖学金。 

博学笃行、与时俱进。广州大学不断追求学术卓越，培养高素质

创新人才，为把学校建设成为与广州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与广州城市

地位相得益彰，具有学科、城市区域和国际化特色的高水平大学而努

力奋斗。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我校 2020 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

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成绩免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

生。 

一、 招生专业及计划 

2020 年我校计划招收台湾学测免试生 10 名，招生专业见下表。

我校根据生源情况，可对招生总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序号 专业名称 学位 学制 

1 网络与新媒体 文学 4 

2 金融学 经济学 4 

3 工商管理 管理学 4 

4 会计学 管理学 4 

5 应用心理学 理学 4 

6 旅游管理 管理学 4 

7 学前教育（师范） 教育学 4 



8 机器人工程 工学 4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学 4 

10 
土木类（大类招生，含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工学 4 

11 环境工程 工学 4 

12 城乡规划 工学 5 

 

二、 报名条件及办法 

1. 报名条件 

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

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2)参加 2020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语文、数

学、英文考试均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2. 报名办法 

符 合 条 件 的 台 湾 高 中 毕 业 生 在 广 州 大 学 本 科 招 生 网

（http://zsjy.gzhu.edu.cn/）下载《广州大学台湾学测免试生申请

表》， 填写完毕将表格及相关附件扫描发送至广州大学招生办官方

邮箱 zhaosb@gzhu.edu.cn（只受理电子邮件）。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5月 6日，当日下午公布申请名单。 

附件清单如下： 

(1) 《广州大学台湾学测免试生申请表》电子版（附件 1，手写

签名后扫描）； 

(2)《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扫描版（附件 2，手写签名后

扫描）； 



(3)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扫描电子版； 

(4)有效的台湾居民居住证件扫描电子版； 

(5)加盖学校公章的高中历年成绩单扫描电子版； 

(6)加盖学校公章的 2020年度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

力测验考生成绩通知单”扫描电子版（学测成绩通知单要扫

描完整，其中左下角有“报名序号”）； 

(7)毕业中学推荐信扫描电子版； 

(8)近期彩色免冠登记电子照片 1张。 

(9)体现申请人自身情况的证书材料扫描件（仅限高中阶段）； 

报名材料填写不符合要求、资料不全及逾期发送者一律视作报

名无效。 

 

三、 志愿填报 

每位考生可填报 2个专业志愿。 

 

四、 录取 

1. 我校将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依据学测考试科目的分科成绩

及相应标级并结合申请材料择优录取。 

2. 我校将在广州大学本科招生网上公示拟录取名单，公示无异

议的拟录取“台湾免试生”名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考

试中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

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以下简称“联招办”）审核通过

后，由“联招办”统一办理入学录取手续，学校寄发录取通

知书。 



五、 报到与体检 

1. 新生入学报到时，须持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所持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报到时间以

《录取通知书》上规定的时间为准； 

2. 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提前向所在学院请假，并获得批准。

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3. 新生入学报到时需携带附件中扫描件的原件供查验。新生入

校后，我校将核查其入学资格。凡不符合“台湾免试生”录取

条件或弄虚作假者，我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4. 新生入校后，由学校进行身体检查，对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

者，取消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它专业。 

 

六、 收费 

各普通类专业学费标准为人民币 5000-7000元不等，住宿费约为

人民币 1000 元，需缴纳的其他学杂费标准与祖国大陆同专业学生标

准一致。 

 

七、 管理 

台湾免试生的管理与祖国大陆学生基本相同，按教育部发布的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省

学生的暂行规定》进行管理，可参评学校奖学金和教育部设立的港澳

台学生奖学金。 

若教育部及联招办的相关规定有变化，以新规定为准。 

 

 



八、 联系方式 

广州大学招生办公室 

办公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 230号行

政东楼后座 224 

联系电话：020-39366232 

电子邮箱：zhaosb@gzhu.edu.cn 

网 址：http://zsjy.gzhu.edu.cn 

微信公众号：广大招生 

 

 

 

广州大学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4月 21日  



附件 1 

廣州大學臺灣學測免試生入學申請表 

個人基本資訊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照片 
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臺胞證）號碼 

 

電子郵箱 
 

聯繫電話 
 

中學名稱  籍贯  

通訊地址  

家庭成員及基本資訊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任職機構及職位 聯繫電話（含區號） 

       

       

        

本人學習經歷 

學習起止日期 就讀學校 受教育程度 

      

      

      

專業志願填報（優先滿足第一專業錄取） 

專業志願 1 
 

專業志願 2  

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科目 語文 數學 英文 社會 自然 

成績      

實得級分 
     

標級      



學測報名序號 
 

獎項及證書（高中階段） 

獲得時間 獲獎名稱 

  

  

個人陳述 

說明：內容可以包括你的大學學習計畫和未來的職業理想與追求、希望

到廣州大學學習的原因等。字數控制在 1000字左右。 

 

 

 

 

 

 

 

 

 

 

 

 

申請人聲明 

本人確認所提交的申請資訊及其他附件內容均真實、正確，本人知曉并將承擔因資訊虛假、

錯誤產生的全部後果。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備註：本表請用電腦錄入，打印后在申請人簽名處手寫簽名并掃描上傳。 

  



附件 2 

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 

 

授

权

人 

姓  名  
联系电话  

Email  

身份证  

学测成绩

报名序号

（或应试号码） 

 

被授权单位 教育部考试中心 

授权事项 
授权教育部考试中心向台湾大学入学考试中心查

验、核准本人学科能力测试成绩等信息 

授权时间 2020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授权人 

签名（或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