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年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 

招  生  简  章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依据台湾地区大

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的通知》的要求，

2021 年我校将依据 2021 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

下简称学测）成绩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 

一、报名条件： 

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

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且参加 2021 年“学测”考试的台湾地

区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科目需包含语文、英文，且上述科目成绩均

需达均标级。 

二、招生名额和专业： 

2021 年我校计划招收台湾地区免试生共 10人，学制 4年，最终

录取人数将视申请者人数和水平确定。 

相关专业信息及具体招生计划见附件 1。 

三、报名申请、选拔和录取： 

1.考生报名： 

请关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招生办”微信公众号，点击公众号页

面下方“报名咨询”内的“校考报名”，选择“台湾免试生”类别注

册，根据系统提示和要求报名。每位考生最多可报考 3个专业。 

网上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 

2.申请材料提交： 



    报名考生须按要求提交下列材料： 

   （1） 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影印本、在台

湾地区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或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影印本，请注意证

件的有效期； 

   （2）台湾地区 2021 年度“学测”成绩单影印本（必须加盖中学

公章或经大学考试中心确认，包含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 

   （3）考生手写的《授权书》（授权学校查验、核准学测成绩等信

息）； 

（4）2寸报名照两张（纯白背景）； 

（5）推荐信； 

   （5）获奖证书或有关申请者经历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影印本。 

   注：申请材料请一律 A4 大小； 

       初中及以前的材料不必提供； 

       申请材料不退还，请留好备份。 

上述申请材料请以 EMS 邮政快递方式寄到我校招生办公室，件外

醒目位置须备注“台湾地区免试生申请”。材料接收截止时间为2021

年 4 月 15 日，以上海市邮政接收时间为准。 

3.选拔办法： 

（1）美术类各专业，请考生于 4月 15 日前（以上海市邮政接收

时间为准）将 3-5 幅本人作品和作品集以特快专递（EMS）形式，寄

送至：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2200 号 1 号楼 103 室，件外须在醒目处

备注“台湾地区免试生申请”。本人作品请使用 8 开大小以内的美术



画纸或素描画纸，作品集请用 A4 大小纸张装订成册。 

（2）艺术类各专业须参加校考，考试使用“小艺帮”APP 进行远

程线上录制视频提交，具体时间和要求请密切关注学校后续公告。 

注：招生专业和报考要求见附件 1，校考专业考试规程见附件 2。 

4.录取原则： 

我校将对考生提交的个人作品和校考视频作品进行评审打分（满

分 100 分，合格分为 60分）。根据得分，结合申请者的台湾地区大学

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综合考虑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择优

录取。 

四、入学及在校管理： 

1.录取通知书通常于 8月中下旬寄发，被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录取

的学生请按照录取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到学校报到。具体事宜届时参考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年新生报到须知》。 

2.台湾地区本科生的管理遵照我校大学生相关管理规定，学校将

尽力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帮助，以便学

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五、学费和其他费用： 

美术类、艺术类专业 50000 元（人民币）/年； 

住宿费 1400 元（人民币）/年（4人一间）。 

六、奖助学金制度： 

学生入校后可根据学生管理部门相关规定申请各级各类奖学金。 

七、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考生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和专业录取标准，按教育部、卫生部和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美术类各专业要求无色盲、无色弱，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要求无色盲。 

八、监督机制： 

为确保此项工作的公平公正性，学校招生监察小组全程参与，同

时接受社会监督，我校监察部门监督举报电话：021-67820592。 

九、联系和咨询方式： 

学校全称：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 2200 号 

咨询：考生可登陆我校官网查阅相关信息，也可通过我校官网内“招

生热线”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招生办”公众

号后进行网上咨询。 

官网网址：www.siva.edu.cn 

招生热线（工作日 9:00-16：00）：021－67823033、67823034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年 2 月 26 日 

*本简章的解释权归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附件 1：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年台湾地区学测考生招生专业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 类别 招生计划（人） 报考要求 

1 视觉传达设计 

美术类 5 需提交作品集 

2 环境设计 

3 产品设计 

4 动画 

5 艺术与科技 

6 服装与服饰设计 

7 工艺美术 

8 绘画 

9 雕塑 

10 公共艺术 

11 文物保护与修复 

12 数字媒体艺术 

13 摄影 

艺术类 5 需参加校考 

14 广播电视编导 

15 播音与主持艺术 

16 表演（影视与话剧表演） 

17 表演（音乐剧表演与教育） 

18 表演（时尚表演与推广） 

19 流行音乐（流行演唱） 

20 流行舞蹈（街舞） 

21 流行舞蹈（国际标准舞） 

 

 

 

 

 

 

 

 



附件 2：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2021 年台湾地区学测考生校考专业考试规程 

 

考试使用“小艺帮”APP 进行远程线上录制视频提交，具体时间和要求请密切关

注学校后续公告。 

 
 

摄影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个人情况介绍（年龄、身高、体重、兴趣爱好）。 

2、简单介绍自己拍摄的一张摄影作品。 

3、上传 4-6 张本人拍摄的图片作品。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录制总时长不超过 3 分钟，建议考生合理安排录制时长。拍摄过

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 

2、视频拍摄完成后，需在附件中上传 4-6 张本人拍摄的图片作品（请提前准备好），每张大小在 1-3MB，图

片格式可为 jpg、png、jpeg。 

3、所提交的视频及图片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或标识。 

 

 

广播电视编导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个人情况介绍（年龄、身高、体重、兴趣爱好） 

2、热点话题评述：考生自备话题进行即兴评述。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录制总时长不超过 3 分钟，建议考生合理安排录制时长。拍摄过

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 

2、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以本专业示范视频为准（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流行音乐（流行演唱）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个人情况介绍： 

身高、体重、年龄（无需其他多余信息）。 

2、无伴奏清唱一首歌（整首歌或片段均可），时长不超过 3 分钟。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视频总时长须严格控制在 3 分钟以内； 

2、全程背唱（不得看歌词、乐谱等资料）；视频中考生一律不允许化浓妆，不允许露出身上的纹身及刺字； 

3、拍摄过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画面清晰，视频景别为正面半身

近景（考生腰部以上入镜）； 

4、录制场地须为空旷室内环境，如舞蹈教室、练功房、排练厅、居家大客厅等，尽量避免嘈杂、拥挤、光



线较弱的场所； 

5、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以本专业示范视频为准（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流行舞蹈（街舞）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个人情况介绍： 

身高、体重、年龄和擅长舞种（无需其他多余信息）。 

2、流行舞蹈基本功及技巧展示： 

时长不超过 2 分钟；包括身体柔韧性、力量、控制等基本功展示；跳、转、翻等技巧展示。 

3、个人作品展示： 

时长不超过 3 分钟；个人舞蹈作品（所跳舞种必须为街舞舞种，伴奏音乐自备）。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视频总时长须严格控制在 5 分钟以内； 

2、视频中考生一律不允许化浓妆，不允许露出身上的纹身及刺字； 

3、拍摄过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伴奏音乐音质清晰、画面清晰，

视频景别为全景（考生全身入镜）； 

4、录制场地须为空旷室内环境，如舞蹈教室、练功房、排练厅、居家大客厅等，尽量避免嘈杂、拥挤、光

线较弱的场所； 

5、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以本专业示范视频为准（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流行舞蹈（国际标准舞）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个人情况介绍： 

身高、体重、年龄和擅长舞种（无需其他多余信息）。 

2、国际标准舞（拉丁或者摩登）基本功及技巧展示： 

时长不超过 3 分钟；身体柔韧性、力量、控制等基本功展示；下腰、下叉、开肩、小胯、脚背、身材比例

等技巧展示。 

3、个人作品展示： 

时长不超过 3 分钟；自备个人国标舞蹈作品（拉丁或者摩登均可）。伴奏音乐自备，可自带舞伴。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视频总时长须严格控制在 6 分钟以内； 

2、自备国标舞服装、舞鞋，男生梳头，女生梳头加盘发，穿棕色网袜，男生不允许穿内增高鞋；考生一律

不允许化浓妆，不允许露出身上的纹身及刺字； 

3、拍摄过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伴奏音乐音质清晰、画面清晰，

视频景别为全景（考生全身入镜）； 

4、录制场地须为空旷室内环境，如舞蹈教室、练功房、排练厅、居家大客厅等，尽量避免嘈杂、拥挤、光

线较弱的场所； 

5、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以本专业示范视频为准（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表演（影视与话剧表演）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朗诵（自备稿件一篇或片段）：  

朗诵自备故事、散文或寓言等一篇（或片段），考查考生的语言表现能力。时长不超过 2 分钟。  

2、演唱（无伴奏清唱）：  

演唱自选歌曲一首（或片段），考查考生的嗓音与演唱能力。时长不超过 2 分钟。  

3、形体/舞蹈（自备舞蹈、武术或体操，无伴奏）：  

展示一段舞蹈、武术或体操，考查考生的肢体协调、柔韧与形体技能。时长不超过 1 分钟。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三项科目中间不暂停，且总录制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建议考生合

理安排各科目录制时长。拍摄过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  

2、视频采集过程中要求采集区域光线充足，场地较宽裕，尽量避免嘈杂、拥挤、光线较弱的场合。  

3、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可参考本专业示范视频（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表演（音乐剧表演与教育）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演唱（自备歌曲，中外不限，无伴奏清唱）： 

演唱自选歌曲一首（或片段），考查考生的嗓音与演唱能力。时长不超过 2 分钟。 

2、朗诵（自备散文、寓言、台词或故事等片段）： 

朗诵一篇故事、散文、诗词或寓言等一篇（或片段），考查考生的语言表现能力。时长不超过 2 分钟。 

3、形体/舞蹈： 

展示一段舞蹈，考查考生的肢体协调、柔韧与形体技能。时长不超过 1 分钟。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三项科目中间不暂停，且总录制时长不超过 5 分钟，建议考生合

理安排各科目录制时长。拍摄过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录制景别

为，演唱与朗诵近景（考生半身入镜，须保证五官清晰可见），舞蹈全景（考生全身入镜，须保证肢体动作

清晰可见）。 

2、视频采集过程中要求采集区域光线充足，场地较宽裕，尽量避免嘈杂、拥挤、光线较弱的场合。 

3、建议考生着黑色形体服参加考试。 

4、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可参考本专业示范视频（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播音与主持艺术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自我介绍 

不可提及考生姓名、考号、身份证号、就读学校等个人身份信息。 

2、自备稿件 

文学作品，脱稿，限时 2 分钟。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两项科目中间不暂停，且总录制时长不超过 3 分钟，建议考生合



理安排各科目录制时长。拍摄过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技术效果。自我介绍

科目录制景别为正面近景（考生胸部以上），自备稿件科目录制景别为全景（考生全身入镜）。  

2、视频采集过程中要求采集区域光线充足，场地较宽裕，尽量避免嘈杂、拥挤、光线较弱的场合。  

3、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可参考本专业示范视频（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表演（时尚表演与推广） 

远程线上考试（分值：100）： 

1、形体观察： 

通过视频展示形体基本情况，考查考生的身高、比例及整体形象。时长不超过 2 分钟。 

2、形体/舞蹈（自备舞蹈，无伴奏） 

展示一段舞蹈或体操，考查考生的肢体协调性、柔韧性与形体技能。时长不超过 1 分钟。 

考试要求： 

1、考试采用在线录制视频并上传的方式，请考生提前准备好形体展示的服装，换装时考生本人不可离开录

制画面，建议考生合理安排各部分录制时长。拍摄过程中禁止使用剪辑、合并、暂停、美颜、滤镜等特殊

技术效果。 

2、录制形体观察内容时，女生着黑色分体的不带裙边泳装（比基尼），男生着黑色泳裤，均赤脚进行录制。

按照规定动作进行形体观察录制。 

3、形体展示部分自选舞蹈曲目（风格不限），考生统一穿黑色紧身 T 恤和黑色长裤，黑色猫爪鞋。 

注意：不允许化妆、不允许佩戴美瞳隐形眼镜，不得穿丝袜和佩戴饰品，发式扎马尾、须前不遮额、后不

及肩、侧不掩耳。 

4、两项科目中间不暂停，且总录制时长不超过 3 分钟。拍摄过程中要求采集区域光线充足、场地较宽裕、

尽量避免嘈杂、拥挤、光线较弱的场合。 

5、考试流程及相关要求可参考本专业示范视频（所提交的视频中，不得出现任何可能影响评判公正的信息

或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