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学院及专业 学生姓名 学号 报读澳科大课程 报读澳科大专业

1 材料与能源学院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李健燊 201933410207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2 材料与能源学院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乔思佳 201933410217 商业分析学硕士

3 材料与能源学院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李国财 201933410206 智能技术硕士

4 材料与能源学院木材科学与工程 韩佳伟 201933110105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5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旅游管理 章立 201918510232 电影制作硕士

6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旅游管理 苏巧文 201918510124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会展与节庆管理

7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旅游管理 吴宇宏 201918510229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规划与管理

8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旅游管理 吕韩文 201918510120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

9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风景园林 黄佳桐 201918210311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10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园林 陈映晖 201918710403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11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 冯傲翔 201915140403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12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 李彦蓉 201915140234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13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 邝子健 201915140110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14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 曹雪飞 201915140501 地球与行星科学硕士

15 兽医学院动物医学 祝逸飞 201820010434 公共卫生学硕士

16 动物科学学院蚕学 袁敏维 201919210127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17 资源环境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唐尔妮 201914610416 法律硕士

18 资源环境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黄倩潼 201918610106 公共卫生学硕士

19 资源环境学院地理信息科学 陈德浪 201914310101 空间大数据分析学硕士

20 资源环境学院地理信息科学 舒国宇 201914310120 空间大数据分析学硕士

21 资源环境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王镕锋 201914610217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22 资源环境学院地理信息科学 吴同 201929210121 地球与行星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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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资源环境学院地理信息科学 杨泽坤 201914310321 空间大数据分析学硕士

24 资源环境学院生态学 苏畅 201914510116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25 资源环境学院环境工程 梁正 201914410111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26 农学院农学 郑斌 201913110529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27 园艺学院园艺 区茵月 201916110225 管理硕士

28 外国语学院英语 刘豪 201924110207 外国语硕士 英语

29 外国语学院英语 熊贯希 201924110216 国际汉语教育硕士

30 外国语学院英语 徐文婕 201924110123 外国语硕士 英语

31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 王天天 201828020222 法律硕士

32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 陈思宇 201924210102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33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 张逸诗 201924210326 管理硕士

34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卢梓钊 201928110114 智能技术硕士

35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区兆尊 201925810122 理学硕士 计算机与资讯系统

36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软件工程[软件] 李睿然 201925220511 理学硕士 计算机与资讯系统

37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国内） 吴宣仪 201925320120 法律硕士

38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班（国内） 刘明佳 201925320116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39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徐佳一 201925710222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

40 电子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 赵华 201934210227 智能技术硕士

41 工程学院工业设计 刘泽新 201921410114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42 工程学院工业设计 冯俊 201921410103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设计

43 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周树基 201913110629 智能技术硕士

44 工程学院车辆工程 翁泽希 201921210321 智能技术硕士

45 食品学院包装工程 金馨 201922210210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46 食品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 李晓雯 201922410409 金融硕士



47 食品学院生物工程 佘尼卓嘎 201922310318 公共卫生学硕士

48 食品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 陈可 201913210301 公共卫生学硕士

49 食品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 陈晓蓝 201916110205 公共卫生学硕士

50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 罗贝孛 201922110114 管理硕士

51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 胡世泉 201922110106 管理硕士

52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 李珈蔚 201922110109 商业分析学硕士

53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 沈若同 201922110422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会展与节庆管理

54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 李颖琳 201926810111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55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企业行政管理) 罗惠文 201926911216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56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 乔楲 201926810121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57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江源 201926911012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58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梁洁文 201926911212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59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企业行政管理) 彭馨慧 201926910515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60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企业行政管理) 唐心雨 201926910818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61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王冠 201926911124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62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许泽希 201926911519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63 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 张炜亮 201926610130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64 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陈焜杰 201926710302 管理硕士

65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温频姿 201926910216 管理硕士

66 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 曾俊锋 201926610129 金融犯罪与监管硕士

67 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姚景涛 201926710121 商业分析学硕士

68 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庄嘉怡 201926710229 应用经济学硕士

69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劳玮 201911210210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0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蒋添琪 201911210209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1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潘宇健 201911210221 法学硕士 比较法

72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纪珂昕 201911110308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3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李易霖 201911210214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4 人文与法学学院汉语言文学 叶芳岑 201911310326 国际汉语教育硕士

75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金方洲 201911210406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6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胡静霏 201911210208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7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王丹玟 201913110618 法学硕士 刑法学

78 人文与法学学院汉语言文学 温颖超 201911310322 国际汉语教育硕士 国际汉语教育专业

79 艺术学院表演(广告表演与商务礼仪) 王佳奇 201917110225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80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曾卉 201917810133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81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管丹丹 201917810304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82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邓凌琳 201917610204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83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李莹桂 201917810114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84 艺术学院环境设计 江俊辉 201917710112 设计学硕士 室内设计

85 艺术学院环境设计 伍子晴 201917810325 设计学硕士 室内设计

86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黄钊泳 201917610118 电影管理硕士

87 艺术学院动画 李俊颖 201917010210 美术学硕士 美术史研究

88 艺术学院环境设计 方嘉儿 201917710308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89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曾梓洋 201917610231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90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 刘安琪 201917310217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91 艺术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 汪雅晴 201917510222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

92 艺术学院表演(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 田耘歌 201917110126 传播学硕士 整合行销传播

93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何佳洁 201917610206 电影制作硕士

94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韦翘珩 201917610225 电影管理硕士



95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肖俏君 201917610228 管理硕士

96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刘燕妮 201917610216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97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首饰与箱包设计) 陈景韬 201917310202 美术学硕士 绘画创作实践与理论

98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 古文迪 201917310108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设计

99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首饰与箱包设计) 谢梓浩 201917310329 设计学硕士 室内设计

100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 李万里 201917310212 电影制作硕士

101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 黄才邦 201917310208 美术学硕士 绘画创作实践与理论

102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王彦哲 201917810126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103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 胡曼乔 201917310309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104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李宛励 201917810311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105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刘畅 201917610215 电影管理硕士

106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李征 201917610120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设计

107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陈欧艺 201917610106 电影制作硕士

108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首饰与箱包设计) 王学艳 201917310124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109 艺术学院动画 郑宇柔 201917010229 美术学硕士 绘画创作实践与理论

110 艺术学院动画 李俊颖 201917010210 美术学硕士 美术史研究

111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谢钰琪 201917610129 传播学硕士 整合行销传播

112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设计) 赵梦程 201917310131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113 艺术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 梁小青 201917510215 公益与社会组织管理硕士

114 国际教育学院金融学国际班（国内） 王媛 201938110318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115 国际教育学院会计学国际班（国内） 苏晓健 201938110119 商业分析学硕士

116 国际教育学院金融学国际班（国内） 黎诗 201938110307 金融硕士

117 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许嘉莹 201923510121 应用经济学硕士

118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苏瀚 201923120120 金融硕士



119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邝文熹 201923120310 会计硕士

120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杨坤源 201923120127 金融硕士

121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朱芷琦 201923120134 会计硕士

122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薛文洋 201923120126 会计硕士

123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 李海媛 201923910811 会计硕士

124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 朱艺 201921210329 商业分析学硕士

125 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 江乐凡 201816030114 管理硕士

126 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 卢雅姗 201923910715 金融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