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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大學部分 
以※表示者為現行已採認之大陸高校  

102 年 3 月 12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20035777 號函公告  

序號 校名 網址 所在地 

1 ※中央民族大學 http://www.muc.edu.cn/ 

北京(26) 

2 ※中央音樂學院 http://www.ccom.edu.cn/ 
3 ※中央美術學院 http://www.cafa.edu.cn/ 
4 中央財經大學 http://www.cufe.edu.cn/ 
5 ※中國人民大學 http://www.ruc.edu.cn/ 
6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 http://www.cup.edu.cn 
7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http://www.cugb.edu.cn 
8 中國政法大學 http://www.cupl.edu.cn/ 
9 中國傳媒大學 http://www.cuc.edu.cn/ 

10 ※中國農業大學 http://www.cau.edu.cn/ 
11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http://www.cumtb.edu.cn 
12 ※北京大學 http://www.pku.edu.cn/ 
13 北京工業大學 http://www.bjut.edu.cn/ 
14 北京化工大學 http://www.buct.edu.cn/ 
15 北京外國語大學 http://www.bfsu.edu.cn 
16 北京交通大學 http://www.njtu.edu.cn/ 
17 北京林業大學 http://www.bjfu.edu.cn/ 
18 北京科技大學 http://www.ustb.edu.cn/ 
19 ※北京師範大學 http://www.bnu.edu.cn/ 
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http://www.buaa.edu.cn/ 
21 ※北京理工大學 http://www.bit.edu.cn/ 
22 北京郵電大學 http://www.bupt.edu.cn/ 
23 ※北京體育大學 http://www.bsu.edu.cn/ 
24 ※清華大學 http://www.tsinghua.edu.cn/  
25 華北電力大學(北京) http://www.ncepu.edu.cn/ 
26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http://www.uibe.edu.cn/ 
27 ※天津大學 http://www.tju.edu.cn/ 

天津(3) 28 ※南開大學 http://www.nankai.edu.cn/ 
29 河北工業大學 http://www.hebut.edu.cn/ 
30 華北電力大學(保定) http://www.ncepu.edu.cn/ 河北(1) 
31 太原理工大學 http://www.tyut.edu.cn/ 山西(1) 
32 內蒙古大學 http://www.imu.edu.cn/ 內蒙古(1) 
33 大連海事大學 http://www.dlmu.edu.cn/ 

遼寧(4) 
34 ※大連理工大學 http://www.dlut.edu.cn/ 
35 ※東北大學 http://www.neu.edu.cn/ 
36 遼寧大學 http://www.l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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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吉林大學 http://www.jlu.edu.cn/ 
吉林(3) 38 延邊大學 http://www.ybu.edu.cn/ 

39 東北師範大學 http://www.nenu.edu.cn/ 
40 東北林業大學 http://www.nefu.edu.cn/ 

黑龍江(4)
41 東北農業大學 http://www.neau.edu.cn/ 
42 哈爾濱工程大學 http://www.hrbeu.edu.cn/ 
43 ※哈爾濱工業大學 http://www.hit.edu.cn/ 
44 上海大學 http://www.shu.edu.cn 

上海(9) 

45 上海外國語大學 http://www.shisu.edu.cn/ 
46 ※上海交通大學 http://www.sjtu.edu.cn/ 
47 上海財經大學 http://www.shufe.edu.cn 
48 ※同濟大學 http://www.tongji.edu.cn/ 
49 東華大學 http://www.dhu.edu.cn 
50 ※復旦大學 http://www.fudan.edu.cn/ 
51 ※華東師範大學 http://www.ecnu.edu.cn/ 
52 華東理工大學 http://www.ecust.edu.cn/ 
53 中國礦業大學(徐州) http://www.cumt.edu.cn/ 

江蘇(10) 

54 江南大學 http://www.jiangnan.edu.cn/ 
55 ※東南大學 http://www.seu.edu.cn/ 
56 河海大學 http://www.hhu.edu.cn/ 
57 ※南京大學 http://www.nju.edu.cn/ 
58 南京師範大學 http://www.njnu.edu.cn/ 
5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http://www.nuaa.edu.cn/ 
60 南京理工大學 http://www.njust.edu.cn/ 
61 南京農業大學 http://www.njau.edu.cn/ 
62 蘇州大學 http://www.suda.edu.cn/ 
63 ※浙江大學 http://www.zju.edu.cn/ 浙江(1) 
64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http://www.ustc.edu.cn/ 

安徽(3) 65 合肥工業大學 http://www.hfut.edu.cn/ 
66 安徽大學 http://www.ahu.edu.cn/ 
67 福州大學 http://www.fzu.edu.cn 

福建(2) 
68 ※廈門大學 http://www.xmu.edu.cn/ 
69 南昌大學 http://www.ncu.edu.cn/ 江西(1) 
70 ※山東大學 http://www.sdu.edu.cn/ 

山東(3) 71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http://www.upc.edu.cn/ 
72 ※中國海洋大學 http://www.ouc.edu.cn/ 
73 鄭州大學 http://www.zzu.edu.cn/ 河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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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http://www.znufe.edu.cn/ 

湖北(7) 

75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http://www.cug.edu.cn/ 
76 ※武漢大學 http://www.whu.edu.cn/ 
77 武漢理工大學 http://www.whut.edu.cn/ 
78 ※華中科技大學 http://www.hust.edu.cn/ 
79 華中師範大學 http://www.ccnu.edu.cn/ 
80 華中農業大學 http://www.hzau.edu.cn/ 
81 ※中南大學 http://www.csu.edu.cn/ 

湖南(3) 82 ※湖南大學 http://www.hnu.edu.cn/ 
83 湖南師範大學 http://www.hunnu.edu.cn/ 
84 ※中山大學 http://www.sysu.edu.cn/ 

廣東(4) 
85 華南師範大學 http://www.scnu.edu.cn/scnu/ 
86 ※華南理工大學 http://www.scut.edu.cn/ 
87 暨南大學 http://www.jnu.edu.cn/ 
88 廣西大學 http://www.gxu.edu.cn/ 廣西(1) 
89 海南大學 http://www.hainu.edu.cn/ 海南(1) 
90 西南大學 http://www.swnu.edu.cn/ 

重慶(2) 
91 ※重慶大學 http://www.cqu.edu.cn/ 
92 ※四川大學 http://www.scu.edu.cn/ 

四川(5) 
93 四川農業大學 http://www.sicau.edu.cn/ 
94 西南交通大學 http://www.swjtu.edu.cn/ 
95 西南財經大學 http://www.swufe.edu.cn/ 
96 ※電子科技大學 http://www.uestc.edu.cn/ 
97 貴州大學 http://www.gzu.edu.cn/ 貴州(1) 
98 雲南大學 http://www.ynu.edu.cn/ 雲南(1) 
99 西藏大學 http://www.utibet.edu.cn/ 西藏(1) 

100 西北大學 http://www.nwu.edu.cn/ 

陝西(7) 

101 ※西北工業大學 http://www.nwpu.edu.cn/ 
102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http://www.nwsuaf.edu.cn/ 
103 ※西安交通大學 http://www.xjtu.edu.cn/ 
104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http://www.xidian.edu.cn/ 
105 長安大學 http://www.chd.edu.cn/ 
106 陝西師範大學 http://www.snnu.edu.cn/ 
107 ※蘭州大學 http://www.lzu.edu.cn/ 甘肅(1) 
108 青海大學 http://www.qhu.edu.cn/ 青海(1) 
109 寧夏大學 http://www.nxu.edu.cn/ 寧夏(1) 
110 石河子大學 http://www.shzu.edu.cn/ 

新疆(2) 
111 新疆大學 http://www.x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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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專科學校部分 

102年 5月 2日臺教技(四)字第 1020063572B號函公告 
   

序號 校名 網址 所在地 

1 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bgy.org.cn/  

北京市(6) 

2 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 http://www.dky.bjedu.cn/  

3 北京農業職業學院 http://www.bvca.edu.cn/  

4 北京財貿職業學院 http://www.bjczy.edu.cn/  

5 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bitc.edu.cn/  

6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http://www.bvclss.cn/ 

7 天津職業大學 http://www.tjtc.edu.cn/ 

天津市(6) 

8 天津中德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zdtj.cn/ 

9 天津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tjdz.net/ 

10 天津交通職業學院 http://www.tjtvc.com/ 

11 天津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http:// www.tjlivtc.edu.cn/ 

12 天津現代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xdxy.com.cn/ 

13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 http://www.shgymy.com/ 

上海市(4) 
14 上海旅遊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sitsh.edu.cn/ 

15 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tiei.edu.cn/ 

16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sppc.edu.cn/ 

17 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qipc.net/ 

重慶市(6) 

18 重慶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qvie.com/ 

19 重慶電子工程職業學院 http://www.cqcet.com/ 

20 重慶電力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cqepc.com.cn/ 

21 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 http://www.cswu.cn/ 

22 重慶工商職業學院 http://www.cqtbi.edu.cn/ 

23 邢臺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xpc.edu.cn/ 

河北省(7) 

24 承德石油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cdpc.edu.cn/ 

25 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bcit.edu.cn/ 

26 石家莊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irt.edu.cn/ 

27 邯鄲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dvtc.edu.cn/ 

28 唐山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tsgzy.edu.cn/ 

29 秦皇島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qhdvtc.com/ 

30 山西省財政稅務專科學校 http://www.sxftc.edu.cn/ 

山西省(5) 

31 山西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xgy.cn/ 

32 山西煤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xmtxy.com.cn/ 

33 山西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xatc.com/ 

34 山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xzy.edu.cn/ 

http://www.bgy.org.cn/
http://www.dky.bjedu.cn/
http://www.bvca.edu.cn/
http://www.bjczy.edu.cn/
http://www.bitc.edu.cn/


第 2 頁，共 6 頁 

 

序號 校名 網址 所在地 

35 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lncc.edu.cn/ 

遼寧省(7) 

36 瀋陽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vtcsy.com/ 

37 大連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dlvtc.edu.cn/ 

38 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lnnzy.ln.cn/ 

39 遼寧石化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lnpc.edu.cn/ 

40 渤海船舶職業學院 http://www.bhcy.cn/ 

41 遼寧職業學院 http://www.lnvc.cn/ 

42 青島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qtc.edu.cn/ 

山東省

(13) 

43 威海職業學院 http://www.weihaicollege.com/ 

44 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ict.edu.cn/ 

45 淄博職業學院 http://www.zbvc.cn/ 

46 日照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rzpt.cn/ 

47 山東科技職業學院 http://www.sdzy.com.cn/ 

48 濱州職業學院 http://www.bzpt.edu.cn/ 

49 煙臺職業學院 http://www.ytvc.com.cn/ 

50 山東職業學院 http://www.sdp.edu.cn/ 

51 東營職業學院 http://www.dyxy.net/ 

52 青島港灣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qdgw.edu.cn/ 

53 濟南職業學院 http://www.jnvc.cn/ 

54 山東畜牧獸醫職業學院 http://www.sdmyxy.cn/ 

55 長春汽車工業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caii.edu.cn/ 

吉林省(4) 
56 長春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vit.com.cn/ 

57 吉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vcit.edu.cn/ 

58 吉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jtc.com.cn/ 

59 黑龍江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cc.net.cn/ 

黑龍江省

(7) 

60 黑龍江農業工程職業學院 http://www.hngzy.com/ 

61 大慶職業學院 http://www.dqzyxy.net/ 

62 黑龍江農業經濟職業學院 http://www.nyjj.net.cn/  

63 哈爾濱鐵道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txy.net/ 

64 黑龍江職業學院 http://www.hljp.edu.cn/ 

65 哈爾濱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zjxy.net/ 

66 福建船政交通職業學院 http://www.fjcpc.edu.cn/ 

福建省(5) 

67 漳州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fjzzy.org/ 

68 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mitu.cn/ 

69 福建林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fjlzy.com/ 

70 閩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mxdx.net/ 

 

http://www.nyjj.net.cn/
http://www.htx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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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iit.edu.cn/ 

江蘇省

(15) 

72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wxit.edu.cn/ 

73 江蘇農林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safc.net/ 

74 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cit.js.cn/ 

75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ipivt.edu.cn/ 

76 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ttec.edu.cn/ 

77 江蘇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sjzi.edu.cn/ 

78 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tsc.edu.cn/ 

79 常州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zmec.cn/ 

80 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gmart.com/ 

81 南京化工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jcc.edu.cn/ 

82 南京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jcit.cn/ 

83 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seti.edu.cn/ 

84 江蘇食品藥品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sfsc.edu.cn/ 

85 江蘇畜牧獸醫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sahvc.edu.cn/ 

86 寧波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bptweb.net/ 

浙江省

(10) 

87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 http://www.zfc.edu.cn/ 

88 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zime.edu.cn/ 

89 溫州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wzvtc.cn/ 

90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hc.edu.cn/ 

91 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zjtie.edu.cn/ 

92 浙江旅遊職業學院 http://www.tczj.net/ 

93 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zjvtit.edu.cn/ 

94 杭州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zvtc.edu.cn/ 

95 浙江建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zjjy.net/ 

96 蕪湖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whptu.ah.cn/ 

安徽省(8) 

97 安徽水利水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ahsdxy.ah.edu.cn/ 

98 安徽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avtc.cn/ 

99 安徽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ahcme.cn/ 

100 安徽電氣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aepu.com.cn/ 

101 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abc.edu.cn/ 

102 安徽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ahctc.com/ 

103 阜陽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fyvtc.edu.cn/ 

104 九江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vtc.jx.cn/ 

江西省(5) 

105 江西現代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xxdxy.com/ 

106 江西財經職業學院 http://www.jxvc.jx.cn/ 

107 江西應用技術職業學院 http://www.jxyyxy.com/xy/ 

108 江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xjtx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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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黃河水利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yrcti.edu.cn/ 

河南省(7) 

110 平頂山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pzxy.edu.cn/ 

111 商丘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qzy.com.cn/ 

112 河南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nzj.edu.cn/ 

113 河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npi.cn/ 

114 河南農業職業學院 http://www.hnac.com.cn/ 

115 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zzrvtc.edu.cn 

116 武漢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wtc.edu.cn/ 

湖北省(9) 

117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wspc.edu.cn/ 

118 湖北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bvtc.edu.cn/ 

119 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wru.com.cn/ 

120 襄陽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bxftc.com/ 

121 黃岡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gpu.edu.cn/ 

122 十堰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yzy.com.cn/ 

123 鄂州職業大學 http://www.ezu.net.cn/ 

124 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 http://www.whvcse.com/ 

125 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smzxy.com/ 

湖南省(9) 

126 湖南鐵道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nrpc.com/ 

127 永州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nyzzy.com/ 

128 湖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njtzy.com.cn/ 

129 湖南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unangy.com/ 

130 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nmmc.cn/ 

131 湖南科技職業學院 http://www.hnkjxy.net.cn/ 

132 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 http://www.hnmeida.com.cn/ 

133 婁底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ldzy.com/ 

134 廣州番禺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zpyp.edu.cn/ 

廣東省

(11) 

135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zpt.edu.cn/ 

136 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aac.net/ 

137 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dqy.edu.cn/ 

138 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dpt.com.cn/ 

139 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new.gdcp.cn/ 

140 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dsdxy.edu.cn/ 

141 廣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txy.cn/ 

142 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 http://www.gdit.edu.cn/ 

143 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ziit.com.cn/ 

144 中山火炬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zstp.cn/ 

145 海南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cvt.cn/ 
海南省(2) 

146 海南經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hnjmc.com/ 

http://www.szii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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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davtc.edu.cn/ 

四川省

(11) 

148 四川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cetc.net/ 

149 四川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vtcc.net/ 

150 四川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catc.net/ 

151 綿陽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myvtc.edu.cn/ 

152 四川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xy.sc.sgcc.com.cn/ 

153 成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cdtc.edu.cn/ 

154 四川郵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ptpc.com/ 

155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cdvtc.com/ 

156 宜賓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ybzy.cn/ 

157 四川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cemi.com/ 

158 貴州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zjtzy.net/ 
貴州省(2) 

159 銅仁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trzy.cn/ 

160 雲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yncs.edu.cn/ 

雲南省(3) 161 昆明冶金高等專科學校 http://www.kmyz.edu.cn/ 

162 雲南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ynmec.com/ 

163 楊凌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ylvtc.cn/ 

陝西省(5) 

164 西安航空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xihang.com.cn/ 

165 陜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xpi.com.cn/ 

166 陝西鐵路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xri.net/ 

167 陝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spvec.com.cn/ 

168 蘭州石化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lzpcc.com.cn/ 

甘肅省(5) 

169 甘肅林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sfc.edu.cn/ 

170 酒泉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jqzy.com/ 

171 蘭州資源環境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lzre.edu.cn/ 

172 武威職業學院 http://www.wwoc.cn/ 

173 青海畜牧獸醫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qhxmzy.com.cn/ 
青海省(2) 

174 青海交通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qhctc.edu.cn/ 

175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cvt.net/ 

廣西自治

區(5) 

176 柳州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lzzy.net/ 

177 廣西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xcme.edu.cn/ 

178 廣西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xzjy.com/ 

179 廣西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gxsdxy.cn/ 

180 寧夏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xtc.edu.cn/ 
寧夏自治

區(3) 
181 寧夏財經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xcy.edu.cn/ 

182 寧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xgs.edu.cn/ 

 

 

http://www.ylvt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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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西藏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xzgzy.cn/ 
西藏自治

區(1) 

184 內蒙古建築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imaa.edu.cn/ 

內蒙古自

治區(4) 

185 包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btzyjsxy.cn/ 

186 內蒙古化工職業學院 http://www.hgzyxy.com.cn/ 

187 內蒙古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nmgjdxy.com/ 

188 新疆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xjnzy.edu.cn/ 

新疆自治

區(4) 

189 克拉瑪依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kzjsxy.net/ 

190 新疆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http://www.xjqg.edu.cn/ 

191 烏魯木齊職業大學 http://www.uvu.edu.cn/ 

備註:本部「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大學部分」所列大學下設之

專科學制，併予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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