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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學 2020 年依據臺灣地區學測成績招收 

臺灣高中畢業生招生簡章 

一、 學校簡介 

湖北大學地處國家中部地區中心城市、湖北省省會武漢市。學校

是湖北省人民政府與教育部共建的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湖北省“國

內一流大學建設高校”，被教育部認定為“全國首批深化創新創業教

育改革示範高校”。 

湖北大學迄今有近 90 年辦學歷史，前身湖北省立教育學院於

1931 年在武昌寶積庵誕生。學校雖數易校名，幾度搬遷，卻弦歌不輟，

人文日新。滋蘭樹蕙，凝練了“日思日睿，篤志篤行”的校訓箴言；

歲月鎏金，熔鑄了“自強不息，克難奮進”的“習坎”精神。設有中

華文化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古籍研究所、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文化

建設研究院、拉丁美洲民族與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學者研著《漢

語大字典》《爾雅詁林》《漢語成語辭海》等文化巨著，研創發佈《中

國文化發展報告》《巴西發展報告》等有廣泛影響的皮書作品，人文

社科研究在學界有良好聲譽。 

學校現有武昌主校區、漢口校區、陽邏校區等 3 個校區，總占地

面積 2100 餘畝。校舍總建築面積 71 萬平方米，固定資產 15.5 億元、

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 4.73 億元。圖書館總面積 4.73 萬平方米，館

藏紙質文獻 243.74 萬冊，電子圖書總量 298.63 萬冊，中外文資料庫

283 個。學校位於長江之濱，坐擁沙湖風景區，是湖北省綠化紅旗單

位、湖北省放心食堂授牌單位，有全國高校百佳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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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專業涵蓋哲、經、法、教、文、史、理、工、農、醫、管、

藝等 12 個學科門類。其中，化學、材料科學 2 個學科進入 ESI 國際

學科排名全球前 1%，躋身世界高水準學科行列。材料科學和化學 2

個學科入選 U.S.News 世界最佳學科，納米科學與技術、材料科學與

工程、能源科學與工程、化學和生物工程 5 個學科入選 ARWU（軟

科）世界一流學科，躋身世界高水準學科行列。材料科學與化學、中

國語言文學與哲學文化、生物學入選湖北省“國內一流學科建設學

科”。在全國第四輪一級學科整體水準評估中，學校有 15 個學科在

湖北省屬高校中排名第一，8 個學科在湖北地區高校中排名前三。現

設有 18 個學科性學院，本科專業 78 個。有 9 個博士學位一級學科授

權點、6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7 個碩士學位一級學科授權點，19 個

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類別。 

學校已與 39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150 所高校、科研機構建立了學

術交流與科研合作關係，並先後與美國孟菲斯大學、巴西聖保羅州立

大學、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島大學合作建立孔子學院，與波蘭雅蓋隆學

院合作建立孔子課堂。先後與美國孟菲斯大學、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

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島大學合作建立孔子學院，與波蘭雅蓋隆學院合作

建立孔子課堂。學校自上世紀 60 年代開始招收國際學生，具有面向

港澳臺地區招收學歷生資格，現有本、碩、博等各類國際學生 300 余

人。 

湖北大學主校區位於武漢市內環核心，毗鄰徐東商圈，校園周邊

交通便利，通達武漢三鎮。武漢長江公鐵隧道、武漢長江隧道、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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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二橋臨近校園；地鐵 7 號線設有湖北大學站，可高效換乘抵達武

漢天河機場；距離武漢火車站約半小時車程，可于此搭乘高鐵直達北

京、上海、香港等地。 

二、 招生計畫及專業 

擬招收 10 人以上，具體招生計畫根據生源情況調整。招生專業

目錄見附件 1。 

三、 報名條件 

1、具有臺灣居民居住證或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和在臺灣居

住的有效身份證明。 

2、參加 2020 年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以下簡稱

“學測”）的臺灣高中畢業生，語文、數學、英文三科成績均達到均

標級及以上。具特別成就或單一學科能力特別突出，或文學創新、社

會公益、體育藝術等領域具有卓越潛能及專長的學生，其語文、數學、

英文任何一科成績達到均標級及以上即可。 

四、 報名辦法 

1、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2、報名方式： 

（1）符合條件的申請者請登陸湖北大學本科招生資訊網下載《湖

北大學 2020 年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憑學測成績入學申請表》、《個人

成績查詢授權委託書》（詳見附件 2、附件 3）。 

（2）郵寄材料：前述申請表、委託書（列印並簽字）、《臺灣居民

身份證明》影本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居民居住證》影本、《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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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影本、“學測”成績單影本(含報名序號，須加

蓋學校公章)、中學成績證明影本（須加蓋學校公章）、有關申請人經

歷的其他相關證明材料。以上材料按照以上順序裝訂好後，須於報名

截止日前寄至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友誼大道 368 號，湖北大學招生辦

公室，並在信封上注明“2020 年臺灣地區高中畢業生申請材料”字

樣。申請材料一經寄出概不退還。報到時將審核原件。 

（3）上述材料郵寄後，請將快遞單號、申請表（附件 2）、委託

書（附件 3）和“學測”成績單（含報名序號）電子版發送至

zhsb@hubu.edu.cn,申請材料電子版請以“報名序號-姓名-臺灣地區

學生申請材料 ”命名。 

五、 選拔及錄取 

學校成立專家組，對申請者材料進行審核，並於 5 月 10 日前在

本科招生網上公佈面試名單。請申請者及時查看招生公告，並按時參

加面試，我校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申請者本人。 

面試時間：考試時間另行通知；面試形式：遠端視頻面試；面試

時間和地點將根據考生報名情況確定，並在我校本科招生網公告。面

試重點考察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潛質及對所報學科（類）的興趣愛好

和認識程度等。 

學校將預錄取的臺灣高中畢業生名單報送至教育部考試中心和

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辦公室（簡稱“聯招辦”）審

核，審核通過後由聯招辦統一辦理相關錄取手續。 

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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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生身體條件符合教育部、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制定

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中的規定。 

2、我校將核查新生入學資格，並進行身體檢查。凡不符合報考

條件或不符合入學體檢要求者，取消入學資格。 

3、被錄取的學生入學時，應繳納學費和雜費，收費標準與大陸

同專業學生標準一致；學生與同專業大陸學生同住，並按相同標準繳

納住宿費。 

4、學生在校學習實行學分制和彈性學制。按教育部等六部門印

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

臺灣地區學生的規定》，修完規定課程、修滿學分即准予畢業，符合

學位授予條件者，學校授予其相應學位。 

5、湖北大學 2020 年依據臺灣地區學測成績招收臺灣高中畢業生

招生聯繫方式。 

電話：86-27-88662097； 

電郵：zhsb@hubu.edu.cn； 

網址：http://zsxx.hubu.edu.cn/；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友誼大道 368 號； 

郵編：430062 

附件 1：湖北大學 2020 年招收臺灣地區高中畢業生專業目錄 

附件 2：湖北大學 2020 年招收臺灣地區高中畢業生入學申請表 

附件 3：個人成績查詢授權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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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北大學 2020 年招收臺灣地區高中畢業生專業目錄 

 

序

號 
專業（類）名稱 包含專業 

1 材料類 
材料化學、高分子材料與工程、新能源材料與器件、材料科學

與工程 

2 化工與製藥類 化學工程與工藝、製藥工程 

3 化學類 化學、應用化學、化學生物學 

4 電子資訊類 電子資訊工程、通信工程 

5 電腦類 
電腦科學與技術、軟體工程、資訊安全、物聯網工程、資料科

學與大資料技術 

6 教育學類 教育技術學、教育學 

7 心理學 心理學 

8 檔案學 檔案學 

9 
國際事務與國際

關係 
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 

10 歷史學類 歷史學、文物與博物館學 

11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12 工商管理類 工商管理、會計學、人力資源管理、市場行銷 

13 
管理科學與工程

類 
資訊管理與資訊系統、工程管理 

14 國際經濟與貿易 國際經濟與貿易 

15 金融學 金融學 

16 經濟學 經濟學 

17 旅遊管理 旅遊管理 

18 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 

19 生物科學類 生物科學、生物技術、生物資訊學 



7 
 

序

號 
專業（類）名稱 包含專業 

20 藥學 藥學 

21 數學類 數學與應用數學、資訊與計算科學 

22 應用統計學 應用統計學 

23 外國語言文學類 英語、翻譯、法語、葡萄牙語、日語 

24 中國語言文學類 漢語言文學、漢語國際教育、編輯出版學 

25 電子資訊類 電子科學與技術、微電子科學與工程、光電資訊科學與工程 

26 物理學 物理學 

27 新聞傳播學類 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傳播學 

28 哲學 哲學 

29 法學 法學 

30 公共管理類 公共事業管理、行政管理 

31 地理科學類 地理科學、人文地理與城鄉規劃、地理資訊科學 

32 環境工程 環境工程 

*具體招生專業以學校公佈的 2020 年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計畫列出專業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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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北大學 2020 年招收臺灣地區高中畢業生入學申請表 

個人基本情況 

姓名（中文）  性別  

一寸照片 

（近期免冠證件

照） 

出生日期 （西元） ____ 年____月____日 出生地  

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

行證（臺胞證）號碼 
 身份證編號  

現就讀學校  

家庭地址  

通訊位址  

聯繫電話（含區號）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緊急聯絡人及電話  

家 

庭 

成 

員 

與本人關係 姓名 任職機構及職務 聯繫電話（含區號） 

    

    

    

 

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請附考生成績通知單影本） 

學測報名序號  准考證號  

科    目 語文 數學 英文 社會 自然 

實得級分      

總 級 分  

 

選報專業類志願（按優先順序填寫） 

專業類志願順序 
專業名稱（請按“湖北大學 2020 年招收臺灣地區高中畢業生專業目錄”中“序

號”+“專業（類）名稱”填寫） 

第一專業（類）志願  

第二專業（類）志願  

如未被以上專業（類）錄取，本人是否願意被錄取到

其它專業類，請在方框內打√。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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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就讀學校名稱 
學校所在地（市/

縣） 

時間 
受教育程度（例如高

中） 開始日期（年/

月） 

終止日期（年/

月） 

     

     

     

 

所獲獎勵 

日期（年/月/日） 獎項 

  

  

  

  

 

 

個人陳述 

說明：我們希望借此機會能對你有更多的瞭解，內容可以包括你對大學學習生活等方面的計畫和設想、未來

的職業理想、你的思考和追求、希望到湖北大學深造的原因等。請在表格內填寫，字數限 10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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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本表為湖北大學招收臺灣地區高中畢業生所用。 

（2）本表請用電腦填寫列印（簡體或繁體字皆可），另需手寫簽名“申請人聲明”。 

（3）請如實填寫本表，否則將取消申請和錄取資格。 

 

 

 

 

 

申請人聲明 

本人確認所提交的申請資訊及其他申請檔均真實、完整、準確，對所有因虛假、錯

誤、缺失資訊導致的後果負全部責任。本人明確知曉，如本人在申請過程中有任何弄虛作

假的企圖或者行為都將導致本人失去被湖北大學錄取的資格。本人承諾，如被湖北大學錄

取，將認真履行瞭解並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和學校規章制度的義務。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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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個人成績查詢授權委託書 

 

授

權

人 

姓  名  
聯繫電話  

Email  

身份證  

學測成績

准考證號 
 

被授權單位 教育部考試中心 

授權事項 

授權教育部考試中心向臺灣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查

驗、核准本人基本資料及學科能力測驗相關檔案資

料 

授權時間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授權人 

簽名（或簽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