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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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学院农学（农业生物技术） 梁雪 201813070108 应用经济学硕士

2 农学院农学（农业生物技术） 韩荷苑 201813070307 金融硕士

3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森林保护 田桐溪 201818200126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4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森林保护 黄滢茜 201818200107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5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园林 梁芷晴 201818130317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管理

6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园林 邱园 201818130222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设计

7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园林 何钰琳 201818130405 金融硕士

8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 池新沿 201711040202 建筑学硕士 滨水都市建筑与设计

9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 桂奕 201713070211 建筑学硕士 滨水都市建筑与设计

10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城乡规划（乡村振兴） 赵灵儿 201818250129 管理硕士

11 园艺学院园艺 陆甜枫 201816100218 外国语硕士 英语

12 兽医学院动物医学（小动物疾病防治） 黄丹林 201720010504 公共卫生学硕士

13 动物科学学院动物科学 郭晴 201819080607 公共卫生学硕士

14 动物科学学院动物科学 邱蔚洁 201819080214 管理硕士

15 动物科学学院动物科学 徐义立 201819080224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16 资源环境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周静芬 201814010130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17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爱尔兰合作班） 滕安琪 201815080116 中药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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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生物学基地班） 张婷婷 201815090224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19 工程学院车辆工程 周佳慧 201821120229 智能技术硕士

20 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杨家辉 201821020122 智能技术硕士

21 工程学院车辆工程 谭铭熙 201821120219 智能技术硕士

22 工程学院车辆工程 巢嘉豪 201816060301 智能技术硕士

23 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刘宇轩 201821030320 智能技术硕士

24 工程学院交通运输（汽车运用工程） 冯楷棠 201821040105 智能技术硕士

25 食品学院包装工程 崔敏润 201822080204 管理硕士

26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 康澳 201819080311 中药学硕士

27 食品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 蔡雪谊 201822070501 公共卫生学硕士

28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 梁嘉辉 201728080109 建筑学硕士 滨水都市建筑与设计

29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陈笑宇 201828020403 智能技术硕士

30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张宏 201828020428 智能技术硕士

31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 李翊桐 201828020610 智能技术硕士

32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水利水电工程 曾繁东 201828050327 智能技术硕士

33 材料与能源学院应用化学 简慧贤 201812060209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34 材料与能源学院木材科学与工程(索菲亚班) 张柱乐 201833010227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设计

35 材料与能源学院木材科学与工程(索菲亚班) 曹毓欣 201833010201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设计

36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工业工程 潘洁怡 201825100120 商业分析学硕士



37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牛轩哲 201812010120 应用经济学硕士

38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统计学 欧姝含 201812080215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39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统计学 潘璟 201812080216 商业分析学硕士

40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吴佩文 201814090518 空间大数据分析学硕士

41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刘廷灿 201812010117 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硕士

42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徐嘉江 201825040125 金融硕士

43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邱嘉灏 201825040120 管理硕士

44 电子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 何苑滢 201821110210 智能技术硕士

45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覃璇潼 201823280123 会计硕士

46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彭宇晴 201823280221 管理硕士

47 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ACCA班） 黄钰淇 201823280205 会计硕士

48 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 杨婧嫄 201823180522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旅游规划与管理

49 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 廖怡婷 201823020215 金融硕士

50 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 林文韬 201826050311 传播学硕士 整合行销传播

51 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马瑗 201826070318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52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陈嘉露 201826140201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53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陈可馨 201826141202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54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邢盈裳 201826140524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55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王逸飞 201826140124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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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吴晨雨 201826070218 管理硕士

57 公共管理学院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陈绿苗 201826070302 管理硕士

58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 周子莹 201826141428 管理硕士

59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保汶曦 201826141201 外国语硕士 英语

60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 陈睿 201826141104 电影管理硕士

61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 伍婉雯 201826150217 公益与社会组织管理硕士

62 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 廖芯培 201826050210 应用经济学硕士

63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王一洲 201826150121 法学硕士 民商法

64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刘力宇 201811020211 刑事司法硕士

65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蔡海扬 201811020401 法学硕士 民商法

66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陈思颖 201811020202 法学硕士 民商法

67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周晓迪 201816100235 法学硕士 民商法

68 人文与法学学院哲学 徐亦慧 201811050136 法律硕士

69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周津民 201811020928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0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周佳杰 201811020927 法学硕士 刑法学

71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梁德荣 201811020908 法学硕士 刑法学

72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谢怡涵 201811020826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3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林泽欣 201811020911 国际经济与商法硕士

74 人文与法学学院法学 赵楚翘 201811020226 法学硕士 民商法



75 外国语学院英语 林佩如 201824010516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酒店管理

76 外国语学院日语 梁苑珊 201824080208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

77 外国语学院英语 阮嘉妍 201824010524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酒店管理

78 外国语学院英语 罗静琳 201824010420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79 外国语学院日语 梁文龙 201824080207 国际汉语教育硕士

80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阳珂 201829010228 传播学硕士 整合行销传播

81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 赖锦洲 201817280209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82     艺术学院产品设计 温承睿 201817310222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83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潘芷君 201817290118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84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梁敏怡 201817290111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85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陈曼祺 201817290102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86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 黄权彪 201817280307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87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谭家宜 201817290218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88 艺术学院环境设计 邹欣宴 201817300330 设计学硕士 室内设计

89 艺术学院环境设计 郑洁纯 201817300230 设计学硕士 室内设计

90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康嘉霖 201829010112 电影管理硕士

91 艺术学院表演 赵诗琪 201817410128 传播学硕士 整合行销传播

92 艺术学院产品设计 曾晴 201817310225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93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宋逸菲 201817290322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94 艺术学院产品设计 黎淑欣 201817310112 设计学硕士 室内设计

95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 叶蕴菲 201817290124 设计学硕士 传播设计

96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 韦雨萱 201817280122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97 艺术学院产品设计 梁海怡 201817310113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98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李泽锦 201829010114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99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江雯敏 201829010210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100 艺术学院产品设计 陈峻斌 201817310302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设计

101 艺术学院音乐表演 薛鑫海 201817430119 互动媒体艺术硕士 游戏管理

102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 王芷娴 201817280218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103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胡煜苹 201829010206 传播学硕士 新媒体传播

104 艺术学院环境设计 李泽彬 201817300113 建筑学硕士 滨水都市建筑与设计

105 艺术学院表演 孟星宇 201817410116 传播学硕士 整合行销传播

106 艺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 杨淼 201817280223 设计学硕士 设计管理

107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王萧 201829010123 法律硕士

108 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任恬睿 201829010119 传播学硕士 整合行销传播

109 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 董蕾蕾 201814090204 环境科学与管理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