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大学录取名单 



中国共有1258所大学， 
1482所专科技术学院 

全世界约有45000所大学 



本校被录取学生 
方盈           工商管理系            获得奖学金 

西安交通大学 
2021QS世界大学排名303 位，亚洲大学排名52位。 

华小毕业：安顺钟民华小 



南京大学 
在2018 QS世界大学排名中，南京大学位列
世界第114，2020中国大学排名中位列第5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方盈           应用心理学系 
周玲           应用心理学系 

华小毕业：安顺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乌暹中华华小 



天津大学 
2021中国大学排名中，全国排
名第10名，2020软科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世界第151-200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马益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获得奖学金 
李倬辉        电子商务系                     获得奖学金  

华小毕业：民众华小 华小毕业：安顺侨民华小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培仲      经济学系 
吴良峰      视觉传达与产品设计系 
谢征宏      工商管理系 
王智伟      体育教育系                获得奖学金 
吴枝翰      金融学系  
纪晓娴      工商管理系 
陈姿恩      工商管理系 

华侨大学 
2020年校友会版全国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136名，
福建省内排名第5名 

华小毕业：华侨小学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培成华小 华小毕业：子文小学 

华小毕业：培青小学 华小毕业：培青小学 华小毕业：培青小学 



北京理工大学 
在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理
工大学综合排名位列中国大陆高校第18

位，而就业能力排名则位列中国大陆高
校第2位，仅次于清华大学。 

本校被录取学生 
谢升融        人工智能系         获得奖学金 

华小毕业：培智小学 



武汉大学 
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武汉大学位
居中国大陆第8位，全世界第246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谢妍薰       考古学系 

华小毕业：侨民小学 



西北大学 
QS世界大学排名，位列全球第751-800位，并
列中国大陆地区高校第43位，在陕高校第3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谢妍薰       考古学系        获得奖学金 

华小毕业：侨民小学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荣膺2020中国六星级大学(6★)美
誉，跻身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行列。 
也是中国体育类大学排名第1。 

本校被录取学生 
王智伟       体育教学系        获得奖学金 

华小毕业：培成华小 



中国传媒大学 
QS世界大学排名为501， 2020年校友会版全国
大学排行榜中排名第67名，校友会2020中国传
媒类大学排名第1. 

本校被录取学生 
郭莉薇       英语学系 
刘小箐       动画科系 

华小毕业：三民二校 华小毕业：水闸华小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年中国大学排名28位，位列财经外语类高

校之首。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威铨      工商管理系 
周舰翰      国际经济与贸
易系 
谢乐捷      商务英语系 

华小毕业：新邦智嘉华小 华小毕业：新民华小 

华小毕业：养成华小 



扬州大学 
2021年全中国大学排名第71名，江
苏省第9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刘诠新      汉语国际教育系  

华小毕业：三民一校 



中南大学 
2021年全中国大学竞争力总排行榜排
名第21名，泰晤士高等教育2021年度
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在国内第14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马佩仪       临床医学  

华小毕业：三育华小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21年在高职高专综
合竞争力排行榜排名第14，在广东排名第4 

本校被录取学生 
颜文安     环境设
计 

华小毕业：新民华小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科教网公布了2020-2021年财经
类大学排名，中央财经大学排名第
一 

本校被录取学生 
司家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全中国大学排名第11名。航空航天类高校排名第1、
仪器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两个学科
并列全国第1、航空航天工程学科排名世界第1 

本校被录取学生 
曹靖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国政法大学的法
学排名在101-150之间。全国法学一级学科

重点学科高校共法大、人大、北大三所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怡铮 



东北财经大学 
2020中国大学排名中，东北财经大学排在第
112位。在软科和校友会的2020中国财经类
大学排名中，都排在第6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朱梓毓 



华中师范大学 
校友会2020中国师范类大学排名中，位
列第3名；在校友会2020中国211工程大
学排名中，华中师范大学排在第39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章一杰 



华东理工大学 
在QS世界大学排名榜中，位列中国内地高
校第28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
界大学排名榜中，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28

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王乐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顶尖高校之一，
是“双一流A类”和原“985工程”、原
“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本校被录取学生 
连思慧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吴俍锋    产品设计专业      获奖
学金 

华小毕业：华侨小学 华小毕业：华侨小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台湾的大学录取名单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在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位居第163名，台湾
第2名，中国第14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王祗轩    清华学院        获得奖学金 
陈振文    清华学院        获得奖学金 
谢若苇    清华学院        获得奖学金 
马益和    清华学院        获得奖学金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新民华小 华小毕业：侨民华小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 
2019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山大
学位于第601-800位 ，全台第10名。2020年
QS世界大学排名位于第410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王祗轩        资讯工程学系 
陈振文        资讯管理学系 
李慧欣        企业管理学系 
张紫群        企业管理学系 
吴欣如        企业管理学系 
张政亿        企业管理学系 
吴蕙妤        企业管理学系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民智华小 华小毕业：中山华小 

华小毕业：冷水河华小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水闸华小 



国立台湾大学 
2016年，台大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全
球第68位，亚洲第21位，台湾地区第1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马益和       电机工程系   

华小毕业：侨民华小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在QS世界大学排名2021年排行里，
亚洲排名第581-590名，在亚洲为
第95名。在QS世界大学毕业生就业
力排名的2020年排行里，政大列于
世界大学中第301-500名之区段。 

本校被录取学生 
吴欣如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吴蕙妤       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获得奖学金 
郭莉薇       英国语文学系  华小毕业：冷水河华小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华小毕业：三民二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QS%E4%B8%96%E7%95%8C%E5%A4%A7%E5%AD%B8%E6%8E%92%E5%90%8D


台湾中原大学 
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所公布1千名大
学排行榜，中原大学荣登全台第9名、私
立综合大学第1名，全球第696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郭莉薇        心理学系 
纪清耀        商业设计系         获得奖学金 
白弘得        资讯工程学系     获得奖学金 

华小毕业：三民二校 华小毕业：培成华小 华小毕业：三民二校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 
2020-2021年度中，国立中正大
学在QS世界大学年排名榜位列全
球801-1000名。全台排名14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天乐       哲学系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为
第401-600名，教育学科方面则名列全球第
301-400名，国内排名第8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紫妍          特殊教育学系     获得奖学金 

华小毕业：水闸华小 



台湾东海大学 
“2020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东海大学与国
立台湾大学并列全球总排名101-200，私校
第一，全国第三。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俊楿         企业管理学系 
颜文安         景观设计系 

华小毕业：坤成一校 华小毕业：新民华小 



中国医药大学 
2012年列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500

大，更挺进世界临床医学与药学领域
前200强。临床医学与药学的排名中，
进入世界前200强 

本校被录取学生 
张采庭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学系 

华小毕业：循人华小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 
2021年世界大學排名結果，首度進入世界
500大，為全球第488名，全國排名第11 

本校被录取学生 
纪俊全        工业设计家具与室内设
计组 
颜文安        建筑系 

华小毕业：新民华小 华小毕业：新民华小 



台湾铭传大学 
QS亚洲大学排名:2021年排名第
401位，全台为第29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郑湘楹         企业管理学系 
蔡毅廷         新闻与大众传播 
王政达         数学媒体设计科 
周博轩         海清班-大众传播
科 

华小毕业：民智华小 华小毕业：康乐华小 华小毕业：侨民华小 华小毕业：培养华小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QS亚洲大学排名:2021年排名第451

位，全台为第34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培仲       国际企
业系 

华小毕业：钟民华小 



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台南艺术大学2020年在台湾排名为
第26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翁珥权     音乐
系 

华小毕业：培成华小 



台湾国立暨南大学
2021 QS世界大學排名：亞洲地區排
名351-400名、國立大學第18名。
2021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
全球排名第1428名，台湾排名第34

名，国立 排名第21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陈慧贤        中
文系 

华小毕业：乌暹中华华小 



台湾静宜大学 
2021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
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公
布一份“2021世界大学影响力”排
名 台湾35校上榜其中之一 

本校被录取学生 
谢裕航      海清班-厨艺与餐厅管
理科 

华小毕业：新民华小 



中国文化大学 
全球大学网排名：文大在2015年大学网站排名，全台私立第五，
世界第773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邹俊杰              海清班-烘焙科 
黄治铭              海清班-烹饪班 华小毕业：三民二校 华小毕业：平乐华小 



台湾弘光科技大学 
弘光科大在全國技職體系公私立大學中
排名第8，且在私立技職大學中排名第3 

本校被录取学生 
蔡颜俊               海清班-烘焙科 
陈俊宇               海清班-烘焙科 

华小毕业：水闸华小 华小毕业：培养华小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 
「2021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龍華科大又是唯一
入榜TOP 20的私立技專校院，再度蟬聯全國私立科大
第一名殊榮；同時在零售服務業雇主認定最佳畢業生
TOP 10中，亦是唯一入榜的私立科大，連續3年打進
總榜前20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黎文隆       海清班-动漫与游戏设计制作科 



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 
“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中，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在台湾
最佳大学总排名中排行全国第19名、技职类第5名。 

本校被录取学生 
廖家富          海青班 - 农园生产暨精致热带农业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