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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大要本書大要本書大要本書大要 

  

本書旨在探討海峽兩岸文教交流中，為何會有愈來愈多的台灣民

眾赴大陸求學？這些人是如何進入大陸高校就讀？在過程中遭遇到

哪些問題？大陸大學對台招生工作又是如何？背後的動機與影響哪

些？尤其近年來大陸高等教育發展迅速，有意前往大陸求學的民眾如

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與專業？這些問題都在本書中加以探討。此外，

台灣與大陸的大學教育有何不同？如何看待大陸大學排行榜？台灣

學生畢業返國後，如何面對懸而未決的大陸學歷認證問題？另外，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兩岸高等教育又將面臨何種變化？這一

連串問題都在本書中一併予以討論。 

  

全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台生留學大陸的背景分析，第二章、

大陸高等教育，第三章、兩岸高等教育比較，第四章、台生赴大陸求

學的研究，第五章、大陸學歷認證問題，第六章、世貿組織（WTO）

下的兩岸高等教育交流，第七章、如何進入大陸大學和研究所就讀，

及第八章、大陸大學和科系評鑑。透過上述各章的討論，希望能為海

內外讀者，提供一些關於台生赴大陸高校求學的相關議題及資訊作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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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國內高等教育環境的變化，台灣

民眾赴大陸求學的人數日增。根據統計，從一九八０年代中期迄今，

透過正式管道進入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灣學生已超過三千多人。這些人

士大多年齡在二十一歲以上，在大陸所讀的專業大多集中在中醫藥、

政法、文史及商業貿易等；分佈的學校從北大、清華到廣州暨南、廈

門華僑大學等都有他們的足跡。從研究中可看出，雖然每位台生赴大

陸求學的動機不一樣，但畢業後卻都面臨著共同的難題-----大陸學歷

不被台灣當局所承認。於是有些人留在大陸繼續發展，有的返台後到

私人企業工作或自行創業，有些人轉赴歐美等地區求學；還有些人乾

脆回到台灣，重考研究所，從頭再來…。 

        從一般留學的定義來看，赴大陸求學嚴格來說只能算是「准留

學」關係，因為中國大陸究竟屬於「國內」或「國外」尚定位不明，

而台生赴大陸求學，也因有著語言、文化等共同基礎，縮短了一般到

其他國家求學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等適應過程。儘管如

此，這些台生在兩岸關係中可說是極為特殊的一群，在大陸高校中，

當地人對他們另眼相看，因為他們是「台胞」，所以必須付出更高的

代價求學-----包括須繳交高出本地生數倍的學費、住在留學生樓、免



修政治課程、由學校專人負責輔導。為此，憑著經濟上的優勢，台生

在大陸校園中十分特殊。然而回到台灣後，他們又被「特殊對待」，

由於學歷尚未被承認，所以求職過程中常無法獲得同等待遇；又因為

曾經前往大陸求學，學力水準雖免遭人質疑，甚至懷疑其對台灣的忠

誠度，令這些台生的處境更加尷尬。 

        如前所述，正因為特殊，這些台生也可能成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

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原因很簡單：他們比較懂得大陸人的想法。由

於兩岸交流已是大勢所趨，故如何掌握台灣現有優勢、培養熟悉兩岸

事務的專才，以應付日益繁雜的兩岸交流問題，是開創兩岸新局的關

鍵。換言之，與其每年投資大量經費邀請對岸人士來訪交流，甚至送

人到西方國家取經、研究大陸事務，不如全力加強本土人才的培育；

一方面不但可建立一批長期致力於兩岸學術研究的專業隊伍，鼓勵年

輕人從事兩岸法律、經貿、文學、教育種種方面的學習與考察；另一

方面亦可以疏導、輔助之方式代替消極限制，對台生赴大陸就學問題

採取更具長遠、開創性的作法。 

        以美國培養大陸事務專家的經驗為例，根據學者何漢理（Harry 

Harding，1994）的說法，可分為四個階段：1.一九六０年代：由於美

國高等教育迅速擴充以及來自政府與民間充沛基金的結果，促成美國

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力研究；自以往傳統漢學重點走向中國大陸研究，



並根據中共官方資料分析大陸政權。2.一九七０年代：由於美國經過

越戰的痛苦教訓，加上對大陸文革悲劇的省思，改採批判理論，由於

整體發展轉向個案研究，套用各種社會科學模式來分析中國的政治變

化。3.一九八０年代：「中」美建交後，美國研究人員得以深入大陸

考察，採用社會科學的語言和方法，進行田野調查；除了學者之外，

亦有大批美國大學或研究生前往大陸，學習漢語，並瞭解大陸民情。

4.一九九０年代迄今：美國學界改變過去只重經驗性事務的研究，借

用社會科學的概念和法則。在此時間，由於天安門事件發生，致使許

多大陸學生滯留不歸，使得美國的中國大陸研究領域突然加入一批通

曉中文與中國基層社會且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生力軍。如今美國學界

不乏影響該國對中國大陸政策訂定之人士，主要歸功於冷戰間長期對

大陸投入觀察，並且開放美國青年進入大陸學習語文、文化等交流措

施。 

        反觀國內在培養兩岸事務人才，除了維持政策的穩定性與一貫

性之外，還必須造就一批熟悉大陸社會背景、具解構大陸情境脈絡能

力的人士；不但能夠理解大陸當局與人民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並

可就此提出合適的相應措施，在兩岸談判桌上掌握先機，深入問題所

在。因此無論開放台生赴大陸就讀或學者到大陸短期研究，可說都是

為了培養兩岸事務人才長遠目標著想。無論對岸是敵是友，我方迫切



面對大陸越來越龐大的經濟競爭壓力是不爭的事實。誠如今年八月政

府召開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中提出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

「戒急用忍」政策，希望政府當局以更前瞻開放的胸襟面對兩岸交流。

會議中，政務委員鍾琴提出：對於大陸最有自信的投資政策，應該是

鼓勵強勢企業與產業前往大陸發展，掌握大陸市場，發揮主導優勢。

同理可證，在台生赴大陸求學的議題中，何嘗不能參考鍾委員的積極

態度，派遣最優秀的人才前往大陸取經。一方面知己知彼，另一方面

廣結善緣，誰知道二、三十年後兩岸的領導人不會有同窗之誼出現？ 

        基於上述的理由，作者覺得有義務撰寫本書，一方面瞭解國人何

以赴大陸求學，另一方面藉此釐清若干兩岸文教交流中的問題，讓有

意赴大陸求學的人士作一參考。 

        至於此書的完成，首先要感謝兩年前國內教育部高教司的委託，

有幸與政治大學劉興漢、王瑞琦、譚志強及王文杰等教授合作，完成

「大陸高等學校招收台生制度之相關研究」。在那一年中，作者有機

會走訪了數十位台生及兩岸學界的有關人士，並實施問卷等調查，在

研究過程中於是興起了撰寫本書的構想。兩年來，經過相關研究的佐

證補充及調整下重新改寫，而有了目前本書的風貌。基本上，這是一

本學術著作，但其中也包含實務層面的參考價值，例如本書所討論的

不僅僅是大陸台生問題，尚且包括兩岸高等教育的比較對照、WTO



與高等教育的關係、大陸大學的水準與排行，還有著名高校的簡介等，

在本書中皆有所著墨。 

        本書的完成除了要感謝上述的同仁外，還有以下人士在寫作過程

中的協助，他們是：教育部高教司張秀玉科長、倪周華先生、前中原

大學校長張光正教授、政大國研中心劉勝驥教授、淡江大學楊景堯教

授及他的子弟游騰穎先生，還有北大的蕭弘德先生，他們的著作與意

見，都是作者撰寫此書不可或缺的靈感泉源。另外，國內暨南國際大

學的姜麗娟教授提供了 WTO 相關方面的資訊，彌補了國內有關議題

的不足，在此一併感謝。此外，北京政法大學博士、政大法律系博士

生王文杰先生，始終是作者對於大陸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諮詢顧問，

儘管王博士因大陸學歷不被採認而暫時受挫，但瑕不掩瑜，未來兩岸

法律事務終有仰賴之日。 

        本書的最後撰寫工作主要集中在今年夏天，還記得作者身扛二

十多公斤的書與資料，往返於太平洋兩岸；期間承蒙舍妹祝惠與美芳

的生活照顧，令我能夠處在炎熱的邁阿密一角，無後顧之憂，全力以

赴。更重要的是作者的一對兒女顥、穎及外子膺宇的大力支持與配合，

是完成本書的主要因素。另外，作者的研究助理：常志環、陳雅惠、

關友鈞、李逢堅及陳柏年等人，不時接受作者越洋電話及電子郵件的

資料質詢，他們不但是本書完成的幕後功臣也將會是未來學術界的生



力軍。最後，要感謝聯經出版公司林載爵總編輯不吝賜教並概允出版。

書中如有任何疏漏之處，尚祈讀者不吝指正。謝謝！ 

                             

  

 周祝瑛 謹誌於 

2001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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