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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考試（澳門區） 

錄取名單 

2014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台地區學生入學考試和錄取

工作已結束，本年考生共 355 人（不含保送生），獲錄取考生合計 190 人。高等

教育輔助辦公室代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辦公室公佈澳門區錄取名單。各高

校的錄取人數、考生准考證號及錄取專業如下：（註：所有修讀專業及方向以錄

取通知書為準。） 

上海交通大學（1 人）    

030220126 機械類    

     

上海政法學院（1 人）    

030310009 法學    

     

上海師範大學 （3 人）    

030210096 編輯出版學  030220308 數學與應用數學 

030210282 英語    

     

上海體育學院 （1 人）    

030210120 新聞學    

     

中山大學（3 人）    

030220127 臨床醫學  030210064 哲學 

030210069 旅遊管理    

     

中國傳媒大學（1 人）    

030110002 新聞學    

    

五邑大學（1 人）    

030210162 日語    

     

井岡山大學（1 人）    

030220252 小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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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醫藥大學（1 人）    

030220292 中醫學    

    

天津科技大學（3 人）    

030220042 工業工程  030220056 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030220097 應用化學    

    

天津師範大學（11 人）    

030210323 英語專業  030210247 世界史專業 

030210204 廣告學專業  030210319 地理科學專業 

030210154 地理科學專業  030210097 漢語國際教育 

030210093 學前教育專業  030210191 教育學專業 

030210190 學前教育專業  030210186 學前教育專業 

030210244 學前教育專業    

    

天津財經大學（2 人）    

030310001 會計學  030210301 金融學 

     

天津理工大學（1 人）    

030220307 工商管理    

     

北京中醫藥大學（1 人）    

030310003 針灸推拿學    

     

北京服裝學院（3 人）    

030210237 服裝與服飾設計  030210322 服裝與服飾設計 

030210200 服裝與服飾設計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4 人）    

030210072 法學  030220120 數學與應用數學 

030220103 數學與應用數學  030210046 教育學 

     

北京郵電大學（1 人）    

030220052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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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體育大學（8 人）    

030210278 英語  030220278 體育教育 

030210295 體育教育  030210123 休閒體育 

030220196 休閑體育  030210185 體育教育 

030210010 體育教育  030210034 體育教育 

     

四川大學（1 人）    

030210251 新聞傳播學類    

     

成都中醫藥大學（2 人）    

030310004 中醫學  030220051 中醫學 

     

江南大學（1 人）    

030210296 服裝與服飾設計    

    

西北政法大學（1 人）    

030210115 法學    

    

西交利物浦大學（1 人）    

030210082 傳媒英語    

     

沈陽藥科大學（1 人）    

030220283 藥學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1 人）    

030220201 軟件工程    

     

武漢大學（2 人）    

030220128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030220129 土木類 

     

武漢音樂學院（1 人）    

030210001 音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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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醫科大學（2 人）    

030220172 應用心理學  030220018 藥學 

     

南京大學（1 人）    

030220124 軟件工程    

     

南京中醫藥大學（5 人）    

030220249 中醫學  030220322 生物製藥 

030210113 中醫學  030220108 中醫學 

030210092 中醫學    

    

南京師範大學（2 人）    

030210196 歷史學  030210197 小學教育 

     

南京理工大學（1 人）    

030220074 機械工程及其自動化    

     

南京醫科大學（9 人）    

030320007 臨床醫學  030320003 臨床醫學 

030320004 口腔醫學  030120006 臨床醫學 

030220255 臨床醫學  030220331 臨床醫學 

030220269 臨床醫學  030220066 臨床醫學 

030220304 口腔醫學    

     

南昌大學（3 人）    

030220320 物理學  030210239 英語 

030220017 物理學    

    

重慶大學（1 人）    

030120002 法學    

     

重慶醫科大學（1 人）    

030220115 醫學檢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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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醫科大學（1 人）    

030220306 臨床醫學    

     

浙江師範大學（8 人）    

030210242 應用心理學  030210306 應用心理學 

030210206 工商管理  030210264 特殊教育 

030210016 旅遊管理與服務教育  030210189 小學教育 

030210195 小學教育  030210179 小學教育 

     

浙江理工大學（1 人）    

030220121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深圳大學（6 人）    

030310002 會計學  030120004 藥學 

030220076 工商管理  030210236 工商管理 

030220132 新聞學  030210312 哲學 

     

揚州大學（2 人）    

030210276 漢語言文學  030220231 工業設計 

     

華中師範大學（1 人）    

030220104 心理學類    

     

華東交通大學（1 人）    

030220106 土木工程    

     

華東師範大學（1 人）    

030110003 歷史學    

    

華南師範大學（6 人）    

030210085 學前教育  030210118 管理科學 

030210175 管理科學  030220226 數學與應用數學 

030220180 數學與應用數學  030220203 數學與應用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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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理工大學（1 人）    

030220254 工業設計    

     

華僑大學（21 人）    

030210252 國際經濟與貿易  030210304 國際商務 

030220321 預科  030210165 預科 

030210143 預科  030210066 設計學類 

030210136 設計學類  030220065 土木工程 

030220047 土木工程  030220045 社會學 

030220060 預科  030210177 漢語言文學 

030220232 土木工程  030210174 新聞學 

030220020 藥學  030220019 法學 

030220305 計算機類  030210211 設計學類 

030220030 計算機類  030210028 預科 

030220004 預科    

    

雲南藝術學院（2 人）    

030220326 廣播電視編導本科  030210117 環境設計本科 

     

廈門大學（1 人）    

030120005 數學類    

     

寧波大學（1 人）    

030220008 物理學類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1 人）    

030210081 葡萄牙語    

     

暨南大學（5 人）    

030210071 新聞學  030210074 歷史學 

030210065 動畫  030210168 廣告學 

030220101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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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師範大學（5 人）    

030210144 地理科學  030210146 預科 

030220116 翻譯  030210202 心理學 

030210047 預科    

    

福建醫科大學（1 人）    

030220234 臨床醫學    

     

廣州大學（20 人）    

030220040 環境工程  030220329 英語 

030210318 市場營銷  030210088 旅遊管理 

030220259 土木工程  030210089 廣播電視學 

030210297 法學  030210122 物流管理 

030210121 教育學  030220002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030210275 漢語言文學  030210289 學前教育 

030210058 學前教育  030220109 生物技術 

030220187 人力資源管理  030220015 自然地理與資源環境 

030220016 化學  030210049 心理學 

030210163 心理學  030210160 會展經濟與管理 

     

廣州中醫藥大學（5 人）    

030210249 中醫學  030210253 應用心理學 

030220282 中醫學  030220188 中藥學 

030220026 中藥學    

     

廣州醫科大學（6 人）    

030120003 臨床醫學  030220079 臨床醫學 

030220063 臨床醫學  030220279 藥學 

030220229 臨床醫學  030220021 臨床醫學 

     

廣州體育學院（2 人）    

030220265 體育教育  030210207 體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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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金融學院（1 人）    

030210260 國際經濟與貿易    

     

廣東財經大學（6 人）    

030120001 旅遊管理  030220327 人力資源管理 

030220212 旅遊管理  030220044 酒店管理 

030210153 人力資源管理  030210161 工商管理 

     

廣東醫學院（2 人）    

030220100 臨床醫學  030220211 藥物化學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