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 2020 年澳门地区保送生招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关于内地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的有

关规定，经我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2020 年复旦大学继

续面向澳门地区招收保送生。 

一、学校简介 

复旦大学创建于 1905 年，是囊括人文、社科、理科、工科、

医科等学科在内的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之一。复旦大学把培养具有国家意识、人文情怀、

科学精神、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人才作为育人理念，发挥综合

性大学多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实现个性化培养。 

近年来，复旦大学通过坚持内涵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国际

影响力日益上升。根据最新公布的 2019-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复旦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 40 位、

亚洲第 10 位、内地第 3 位。2020 年度全球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QS 

Graduate Employability Rankings）全球第 29 位。 

复旦在内地率先推出通识教育平台，新生入校后按书院编班，

不同专业、不同国籍、不同省籍的学生共同学习生活，达到最大

程度的交流融合。学校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每学年有 6600 余门

课程供选择，英语课程覆盖绝大多数专业（详见专业目录备注栏）。

学生可自行组织课程模块，亦可选择修读第二学位或第二专业，

或在入校后申请转专业。学校每年出国出境交流学生数达 3500 余



人次，其规模和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 

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不仅受到国内外名企名校的认可，也日益

活跃在国际舞台。例如，复旦大学培养了四位曾经在国际组织中

担任要职的中国人，他们分别是：原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校友

（1964），原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陈洁校友（1968），原世界银

行常务副行长、现花旗集团亚太区主席章晟曼校友（1978），原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校友（1982）。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

院长孟晓犂校友（1982）是首位出任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

华人。 

二、报名条件及办法 

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局相关规定，澳门保送生报名

主要通过中学推荐进行，具体要求以澳门高等教育局网站公布为

准。 

三、考核办法 

以高等教育局统一组织的笔试与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考

查学生综合素质，择优录取笔试和面试合格的学生。 

四、招生计划 

2020 年复旦大学计划招收澳门保送生人数不超过 30 名，宁缺

毋滥。 

招生专业参见附件《复旦大学 2020 年澳门保送生招生专业（类）

目录》。 

五、监督保障机制 



（一）我校在实施本简章的过程中做到招生方案公开、选拔

方法公平、录取结果公示。 

（二）复旦大学澳门地区保送生招生工作全程接受复旦大学监

察处监督。 

六、咨询及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编：200433 

招生咨询呼叫中心：86-21-5566 6668 

传真：86-21-5566 4345 

电子邮箱：admission@fudan.edu.cn 

复旦大学招生网：www.ao.fudan.edu.cn 

复旦大学本科教学信息网：www.jwc.fudan.edu.cn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shmc.fudan.edu.cn 

复旦大学主页：www.fudan.edu.cn 

复旦大学监察处：86-21-6564 2601，jiancha@fudan.edu.cn 

澳门高等教育局：www.dses.gov.mo 

七、本简章由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附件：复旦大学 2020年澳门地区保送生招生专业（类）目录 

序号 专业（类） 所含专业 备注 
专业

限制 

1 中国语言文学类 含汉语言文学、汉语言 2 个专业  文科 

2 英语 含英语、翻译 2 个专业 口试，只招英语 文科 

3 俄语  口试，只招英语 文科 

4 德语  口试，只招英语 文科 

5 法语  口试，只招英语 文科 

6 西班牙语  口试，只招英语 文科 

7 日语  口试，只招英语 文科 

8 朝鲜语  口试，只招英语 文科 

9 历史学类 
含历史学、旅游管理、文物与博物馆学 3 个

专业 

其中文物与博物馆

学色盲不宜 
文科 

10 哲学类 
含哲学、宗教学 2 个专业  文理 

兼收 

11 新闻传播学类 
含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 4

个专业 

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文理 

兼收 

12 社会科学试验班 
含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

社会学、社会工作 5 个专业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

授课 

文理 

兼收 

13 法学 

 卓越法律人才基地，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

授课 

文理 

兼收 

14 经济学类 

含经济学、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拔尖项目）、

经济学专业国际项目（UIPE）、国际经济与

贸易（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保险

学等专业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

授课 文理 

兼收 



序号 专业（类） 所含专业 备注 
专业

限制 

15 经济管理试验班 

含工商管理（战略、国际商务、人力资源方

向）、财务管理（金融工程方向）、管理科

学（供应链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

子商务方向）、会计学、市场营销、统计学、

旅游管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 

部分专业课程英语

授课 
文理 

兼收 

16 数学类 
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3 个专业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理科 

17 自然科学试验班 

含物理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气科

学、材料物理、材料化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化学、能源化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生物

科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心理

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

材料物理专业色盲

不宜，后 11 个专业

色盲色弱不宜 
理科 

18 技术科学试验班 

含智能科学与技术（卓越班，智能系统方向）、

光电信息类（卓越班）、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生物

医学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安全、

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化学、材料物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材料物理专业色盲

不宜，前 10 个专业

色盲色弱不宜 理科 

19 航空航天类 
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理论与应用力学 2 个

专业 

 
理科 

20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国家示范性微电子

学院，色盲色弱不宜 
理科 

21 核工程与核技术 
 色盲不宜，部分专业

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22 软件工程 含软件工程（卓越班）、软件工程等专业 

国家示范性软件学

院，色盲不宜，4 年

总学费人民币31000元 

理科 



序号 专业（类） 所含专业 备注 
专业

限制 

23 
临床医学 

（8年制本博连读） 

 卓越医生计划，色盲

色弱不宜，部分专业

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24 
临床医学 

（5 年制） 

 卓越医生计划，色盲

色弱不宜，部分专业

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25 基础医学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

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26 法医学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

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27 预防医学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

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28 公共事业管理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

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29 药学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

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30 护理学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

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31 
护理学 

（助产士方向） 

 色盲色弱不宜，部分

专业课程英语授课 
理科 

注：临床医学（8 年制本博连读）专业学制为 8 年，临床医学（5 年制）、基础医学、

法医学、预防医学专业学制为 5 年，其他专业学制均为 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