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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澳門保送生考試工作已結束，共錄取951
名保送生，各高校的錄取情況（錄取專業以高校發出的錄取通知書為準）如

下。

按教育部通知，從2016年起，獲錄取的澳門保送生毋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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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手續。另外，預

計有關院校將於本年6、7月期間發出正式的錄取通知書，請注意查收。如有任

何查詢，請致電83969394、83969201或電郵admission@gaes.gov.mo與本辦人員

聯絡。

錄取名單如下：

北京大學(共2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葉沛賢 環境科學

2 曾芷瑩 臨床醫學（六年制）

3 林子樺 中國語言文學類

4 曾詩瀅 城鄉規劃

5 洪逸森 電子信息類

6 趙子鞍 公共管理類

7 曾燕妮 工商管理類

8 蔣銘權 公共管理類

9 楊靖彤 新聞傳播學類

10 陳穎瑤 工商管理類

11 黃靖琳 哲學類

12 廖泳康 阿拉伯語

13 蕭麗娜 理科試驗班類/文科試驗班類

14 郭煥敏 臨床醫學（六年制）

15 黃思如 臨床醫學（六年制）

16 陸伊蔓 新聞傳播學類

17 黃詠茵 心理學

18 何秋瑩 新聞傳播學類



19 古倩恆 臨床醫學（六年制）

20 何卉芊 電子信息類

中國人民大學(共2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李子健 公共管理類

2 曾雅雯 新聞傳播學類

3 譚禧睿 新聞傳播學類

4 楊文君 新聞傳播學類

5 梁穎桃 財政學類

6 朱明川 社會學類

7 陳子琳
人文科學試驗班（漢語言文學、漢語言、哲學、

宗教學、倫理學、中國共產黨歷史）

8 何澤亨 金融學類（金融學、信用管理、保險學）

9 李宇釩 金融學類（金融學、信用管理、保險學）

10 劉鈺祺 經濟學類

11 施柏丞 經濟學類

12 鄭茜霖 法學

13 蘭詩冉 法學

14 莊少怡 經濟學類

15 林曉欣 國際政治

16 郭玥 法學

17 施嘉馨 國際政治

18 黃美琪 金融學類（金融學、信用管理、保險學）

19 黃嘉汶 國際政治

20 伍思凝
人文科學試驗班（歷史學、考古學、世界史、國

學）

清華大學(共21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陳宗熙 建築類

2 鄭博謙 電子信息類

3 梁美鏵 經濟、金融與管理類

4 唐皓泓 計算機類

5 黎智健 數理類

6 陳希蘊 建築類

7 戴詠雅 計算機類



8 何浩賢 土木類

9 戴智龍 自動化與工業工程類

10 楊紫慧 經濟、金融與管理類

11 尹玥雯 經濟、金融與管理類

12 馮浩泉 電子信息類

13 陳怡軒 能源類

14 林媛 經濟、金融與管理類

15 黃穎欣 化生類

16 陳子筠 經濟、金融與管理類

17 葉智豐 機械、航空與動力類

18 陳嘉怡 數理類

19 劉月蓮 建築類

20 吳汶諾 數理類

21 韋嘉盈 環境、化工與新材料類

北京師範大學(共2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林櫻 歷史學

2 吳文曦 歷史學

3 林嘉欣 漢語言文學

4 黃詠欣 英語

5 陳美慈 歷史學

6 甘坤霞 漢語言文學

7 彭海欣 英語

8 李穎妍 社會學

9 蔡芷瑩 歷史學

10 劉紀樂 英語

11 蔡佩思 漢語言文學

12 侯穎嘉 心理學

13 譚熾強 歷史學

14 伍章越 數學與應用數學

15 鄭嘉誠 數學與應用數學

16 馮敏瑩 化學

17 李鈺清 漢語言文學

18 王雅婷 漢語言文學

19 梁碧盈 英語



20 馮穗慧 教育學（國家試點學院）

21 陳家雯 教育學（國家試點學院）

22 梁志恆 化學

23 葉睿琳 數學與應用數學

24 楊婉璇 教育學（國家試點學院）

25 賴婉盈 英語

北京語言大學(共18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黃詩雅 法語

2 翁倩欣 俄語

3 徐健輝 英語（“英+西”複語）

4 林綺婷 漢語國際教育

5 許雪瑤 新聞學（國際新聞傳播）

6 徐嘉保 翻譯（英語）

7 伍偉華 英語

8 黃曉丹 阿拉伯語

9 李浩賢 翻譯（當地語系化）

10 何逸軒 西班牙語

11 徐家盈 國際事務與國際關係

12 梁嘉琪 特殊教育（言語聽覺科學）

13 梁怡雯 葡萄牙語

14 溫嘉杰 翻譯（漢英法）

15 陳曉雯 朝鮮語（韓國語）

16 楊婉君 漢語言文學

17 歐柏儀 義大利語

18 胡騏淇 德語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共1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張佩琼 金融學類（金融學、金融工程、投資學）

2 黃楚盈
經濟學類（國際經濟與貿易、稅收學、財政學、

經濟學、國際組織人才基地班）

3 侯振煒 電子商務類（電子商務、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4 林啟濠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工

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5 陳一醇 經濟學類（國際經濟與貿易、稅收學、財政學、



經濟學、國際組織人才基地班）

6 洪圳
公共管理類（海關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業管

理）

7 黃曉欣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行銷、工

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8 黃君臨 英語類（商務英語、翻譯、英語）

9 方曉帆
經濟學類（國際經濟與貿易、稅收學、財政學、

經濟學、國際組織人才基地班）

10 楊敏霞 西班牙語

11 卓少婷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工

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12 劉嘉澄 英語類（商務英語、翻譯、英語）

13 鄭倩怡
經濟學類（國際經濟與貿易、稅收學、財政學、

經濟學、國際組織人才基地班）

14 陳美玲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工

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15 翟嘉穎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工

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16 黃駿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財務管理、市場營銷、工

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17 梁文靜 法學類(法學)

中央財經大學(共1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鄭兆恆 金融學

2 夏蓉 工商管理類(商學院)

3 林詩漫 財政學類

4 李玉琳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院)

5 龔嘉樂 財政學類

6 黃文俊 經濟與貿易類

7 李沛銘 金融學

8 黃子芳 金融學

9 葉漢君 工商管理類(商學院)

10 蔣曉瑩 工商管理類(會計學院)

中國傳媒大學(共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張曼盈 經濟學類

2 梁頌怡 工商管理類



3 曾子芸 文化產業管理

北京中醫藥大學(共9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鄭嘉敏 中醫學

2 岑宛潼 中醫學

3 郭金成 中醫學

4 林漢星 中醫學

5 朱妙欣 中醫學

6 陳鈺棠 中醫學

7 鄭綺媚 中醫學

8 林婷婷 中醫學

9 梁興業 中醫學

北京郵電大學(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楊浩 計算機類

2 鄭書玉 通信工程（雙一流實驗班，大類招生）

3 李鈺鏈 計算機類

4 郭俊杰 通信工程（雙一流實驗班，大類招生）

5 區國豪 計算機類

北京理工大學(共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馮華生 外國語言文學類

2 鄭志豪 計算機類

3 李君濠 計算機類

中央音樂學院(共1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潘浩天 小號

2 陳倩虹 女高音聲部

3 陳佩欣 箏

4 劉禱悅 長笛

5 張心悅 長笛

6 黃亦韻 中提琴



7 霍慧嫻 音樂治療

8 蘇子亮 笛子

9 李品毅 二胡

10 徐榮智 男高音聲部

11 梁鈺瑩 鋼琴

12 杜千芳 女高音聲部

13 馮瑋妮 提琴製作

北京外國語大學(共9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陳泳銦 新聞學

2 李月明 英語

3 阮嘉欣 葡萄牙語

4 林麗珊 阿拉伯語

5 施紫雯 金融學

6 陳善恒 英語

7 梁志鳳 英語

8 徐心暘 阿拉伯語

9 盧巧瑩 馬來語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共8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歐俐 葡萄牙語

2 卓子盈 漢語國際教育

3 王雅棐 葡萄牙語

4 譚梓烽 酒店管理

5 林寶儀 葡萄牙語

6 曾寶慧 葡萄牙語

7 李思燕 葡萄牙語

8 余穎欣 葡萄牙語

首都師範大學(共9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吳靖怡 學前教育(師範)

2 鄧穎妍 歷史學(師範)



3 黃琬珊 英語(師範)

4 梁芷晴 小學教育(中文)(師範)

5 鄭玉坤 學前教育(師範)

6 鄧泳欣 心理學

7 劉晉豪 漢語言文學(師範)

8 劉惠康 漢語言文學

9 許倩紅 漢語國際教育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共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陳苑瀅 金融學

2 倪紹廷 會計學

3 馮麒穎 金融學

北京電影學院(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陳澤嵐 電影學（製片與市場）

2 盧子健 電影學（製片與市場）

3 黃志龍 電影學（製片與市場）

4 張恬 電影學（製片與市場）

5 施莉雅 電影學（製片與市場）

北京體育大學(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謝李航 公共事業管理（體育管理方向）

2 黎毅嫦 體育教育

3 朱天正 體育教育

4 許芯 體育教育

5 葉知秋 體育教育

天津大學(共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楊竣羽 材料科學與工程

2 容俊琪 土木工程

3 馮佧雯 電子科學與技術(固體電子與微電子)

4 周建昭 自動化



5 蔡子朗 土木工程

6 李皓嚴 通信工程

7 張嘉升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南開大學(共12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吳寶瑩 旅遊管理類

2 吳惠祺 工商管理類

3 鄭文軒 環境科學與工程類

4 胡樂敏 旅遊管理類

5 許嘉琳 工商管理類

6 侯培煥 工商管理類

7 吳綺琦 廣播電視學

8 黃欣 工商管理類

9 梁玉婷 廣播電視學

10 陳硯斌 經濟學類

11 黃子力 金融學類

12 鄭澱中 電子信息類

天津師範大學(共1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李秋婷 廣告學

2 張澤熙 廣告學

3 余芷詠 漢語國際教育

4 李秋燕 漢語言文學

5 陳家俊 應用心理學

6 楊玉婷 小學教育

7 李緯琳 小學教育

8 程安琪 美術學

9 陳曉華 小學教育

10 馮文璐 漢語言文學

11 黎清怡 小學教育

12 黃健樑 社會工作

13 樊泳姿 廣播電視學



大連理工大學(共6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余泳禧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2 周文彬 土木工程

3 許安翹 化學工程與工藝

4 林曉鋒 土木工程

5 陳曉怡 環境工程

6 林志昂 工商管理

東北大學(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蔡暢挺 行政管理

2 梁偉濠 生物醫學工程

3 陳詩敏 國際經濟與貿易

4 謝家榮 土木工程

5 蔡晴怡 英語

吉林大學(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張程俊 考古學

2 李嘉碧 動物醫學(五年制)

3 梁國林 法學

4 陳梓燁 廣告學

5 黃巧欣 考古學

復旦大學(共3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黎卓杰 臨床醫學（8年制）

2 蔡泳權 臨床醫學（8年制）

3 梁昊宇 經濟管理試驗班

4 李怡晴 新聞傳播學類

5 陳澤林 臨床醫學（5年制）

6 鄭潁芝 臨床醫學（5年制）

7 黎璟樺 臨床醫學（5年制）

8 梁詩琪 經濟學類

9 曾永豪 藥學



10 林志聰 經濟管理試驗班

11 吳家宏 技術科學試驗班

12 關家禧 歷史學類

13 關家傑 經濟學類

14 黃熙庭 藥學

15 李翔偉 經濟學類

16 羅浩文 臨床醫學（5年制）

17 魏澤武 臨床醫學（5年制）

18 冼穎瑜 社會科學試驗班

19 王祺樂 微電子科學與工程

20 盧穎怡 臨床醫學（5年制）

21 鄺子峰 臨床醫學（5年制）

22 周睿哲 自然科學試驗班

23 曾柏銘 技術科學試驗班

24 林釗容 臨床醫學（5年制）

25 呂乾亨 經濟管理試驗班

26 歐陽倩明 經濟管理試驗班

27 盧慧姬 英語

28 蔡宜凡 中國語言文學類

29 李熙哲 臨床醫學（5年制）

30 甘思琪 臨床醫學（5年制）

上海交通大學(共2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余采珊 電子信息類

2 何穎雪 機械類

3 馬國瀚 電子信息類

4 林思妤 臨床醫學(英語班)(五年制)

5 江君楠 生物技術

6 梁曉進 臨床醫學(五年制)

7 林祉睿 機械類(中外合作辦學)(交大密西根學院)

8 張雅雪 臨床醫學(五年制)

9 歐凱潼 藥學

10 鄭寧兒 臨床醫學(五年制)

11 何淑儀 臨床醫學(五年制)

12 高凱琳 臨床醫學(英語班)(五年制)



13 梁雅婷 醫學技術類

14 王朝能 經濟學類

15 吳家興 建築學(五年制)

16 梁京昊 電子信息類(中外合作辦學)(交大密西根學院)

17 孔慶燊 電子信息類

18 王鑫洋 電子信息類

19 何倩頤 工商管理類

20 陳梓濠 臨床醫學(五年制)

21 陳子翹 醫學技術類

22 李永強 臨床醫學(英語班)(五年制)

23 朱澤倫 機械類

24 陳毅彬 電子信息類

25 梁珈菱 口腔醫學(五年制)

同濟大學(共11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黎嘉穎 建築學

2 黃瑞愉 土木工程

3 陸玲 風景園林

4 周佩澄 歷史建築保護工程

5 高浩深 歷史建築保護工程

6 林智傑 建築學

7 鄺昭燃 城鄉規劃

8 梁文耀 土木工程

9 黃慧涓 工業設計

10 許靖瀅 建築學

11 林嘉鴻 土木工程

華東師範大學(共2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關子晴 歷史學

2 趙展廷 生態學類

3 張家穎 教育學類

4 陳藝行 英語

5 鄭爾軒 心理學類

6 梁舒雯 教育學類



7 庄雪盈 教育學類

8 許喬楓 漢語言文學

9 陳志健 漢語言文學

10 黃少盈 心理學類

11 馮富鋒 化學

12 林玉華 翻譯

13 何婉華 物理學類

14 何曉晴 教育學類

15 郭慧琳 漢語言文學

16 霍璟樂 心理學類

17 湯曉怡 漢語言文學

18 何卓懿 教育學類

19 周詠妮 教育學類

20 鄒采伊 新聞傳播學類

上海財經大學(共11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葉靖宜 公共管理類

2 梁子健 經濟學

3 劉展詠 會計學

4 黃涵鈺 工商管理類

5 曾曉晴 公共管理類

6 梁正 法學

7 吳援迪 金融學

8 魏錦暉 工商管理類

9 鄧嘉怡 經濟學

10 王詹寶 會計學

11 周浩德 工商管理類

華東理工大學(共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方希婷 社會工作

2 關昊 化學工程與工藝

3 黃思雯 化學工程與工藝

4 梁樹威 生物工程

5 彭偉俊 食品科學與工程



6 朱詠琳 風景園林

7 潘子榮 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上海外國語大學(共1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石書霖 法語

2 葉彥彤 朝鮮語

3 邱心如 英語

4 楊欣 葡萄牙語

5 布凱文 翻譯

6 陳諾恆 英語（教育）

7 何穎鎔 公共關係學

8 李瑋珊 葡萄牙語

9 吳育瑩 葡萄牙語

10 馮澤文 英語

上海師範大學(共11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趙鳳晴 工商管理類

2 黃家詠 學前教育

3 陳家俊 小學教育

4 雷芷晴 公共管理類

5 黃菁兒 旅遊管理類

6 盧彩欣 學前教育

7 歐陽燕萍 小學教育

8 王煒 新聞傳播學類

9 蕭曉琳 公共管理類

10 鄭胤允 旅遊管理類

11 鄭曉越 新聞傳播學類

南京大學(共2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林家煒 社會學類

2 陳以政 工商管理類

3 林炫君 德語

4 李鈺婷 日語



5 呂心雄 地質學類

6 朱政頤 英語

7 林其隆 社會學類

8 江灝 工商管理類

9 麥曉琪 經濟學類

10 余智超 環境科學與工程類

11 梁欣童 軟體工程

12 羅嘉媛 新聞傳播學類

13 謝嘉訊 法語

14 郁思密 大氣科學類

15 甘海津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16 陳霖誼 天文學類

17 余翠瑩 新聞傳播學類

18 黃天茹 法學

19 呂盈盈 環境科學與工程類

20 陳文龍 軟體工程

東南大學(共1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李嘉浩 生物醫學工程類

2 梁安欣 風景園林

3 蘇澤全 軟件工程

4 樊家樂 電子科學與技術（類）

5 蔡銘傑 土木類

6 黃敏貞 臨床醫學類

7 程東元 建築學

8 潘永昌 環境工程

9 庄誠 土木類

10 梁美萱 城鄉規劃

11 洪偉傑 土木類

12 房呈祥 交通運輸類

13 鄧秀珍 化工與製藥類

南京師範大學(共28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廖彬清 學前教育（師範）



2 陳穎欣 漢語言文學（師範）

3 古穎斯 小學教育（師範）

4 楊暉 音樂學（師範）

5 余子泳 小學教育（師範）

6 吳曉詩 學前教育（師範）

7 陳雅雯 小學教育（師範）

8 卓嘉禧 歷史學（師範）

9 陳泳琪 漢語言文學（師範）

10 馮玉燕 小學教育（師範）

11 林嘉儀 學前教育（師範）

12 高彩雙 小學教育（師範）

13 梁宇靜 美術

14 梁浩然 漢語言文學

15 鄭家榮 地理科學（師範）

16 史嘉慧 小學教育（師範）

17 林建輝 新聞學

18 李駿謙 國際經濟與貿易

19 鄭培萍 漢語言文學（師範）

20 李樂瑤 英語

21 樊泳欣 英語

22 古穎姿 小學教育（師範）

23 梁碧怡 小學教育（師範）

24 李綺琪 英語

25 何秀媚 小學教育（師範）

26 林鏡清 繪畫（師範）

27 張文露 學前教育（師範）

28 陳妙萍 學前教育（師範）

南京醫科大學(共9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鍾兆庭 臨床醫學

2 曹海微 臨床醫學

3 趙靜儀 臨床醫學

4 鄭炯文 臨床醫學

5 何丁仁 臨床醫學

6 李慧霖 臨床醫學



7 何智誠 臨床醫學

8 張巧儀 口腔醫學

9 蔡偉強 臨床醫學

南京中醫藥大學(共2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鄭小咪 中醫學

2 楊逸雯 中醫學

浙江大學(共2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張珮琦 臨床醫學（5年）

2 譚嘉傑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3 黃碩文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4 麥藍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5 薛卓華 土木工程

6 郎雨萱 國際經濟與貿易

7 李慧妍 生物科學

8 謝君豪 臨床醫學（5年）

9 楊鈺鑫 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10 李武鴻 能源與環境系統工程

11 吳嘉慧 動物醫學

12 高偉傑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13 司徒儀 臨床醫學（5年）

14 曾逸凡 機械工程

15 利秀瓊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16 余景鴻 土木工程

17 林福煜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18 鄧宇軒 化學工程與工藝

19 黃泳聰 電子科學與技術

20 黃永傑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21 鄭無恙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22 劉漪鈺 藥學

23 陳詠琛 計算器科學與技術

24 羅嘉泳 工業設計

25 梁偉明 土木工程



廈門大學(共3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張芊芊 英語

2 蘇嘉烔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3 陳敏兒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4 葉家熙
人文科學試驗班（含中國語言文學類、歷史學

類、哲學類、人類學）

5 蔡思琪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6 袁耀鴻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7 黃志凌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智慧科學與技

術、網路空間安全、通信工程）

8 楊巧盈 英語

9 郭志榮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
行銷、管理科學、電子商務、旅遊管理、酒店管

理）

10 陳君怡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

學、傳播學）

11 黃志瑋
公共管理類（含政治學與行政學、社會工作、社

會學、行政管理）

12 劉梓晴 會計學（含會計學、財務管理）

13 李潤龍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14 梁貞禎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

學、傳播學）

15 戴俊美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

學、傳播學）

16 佘穎欣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17 馬文均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
行銷、管理科學、電子商務、旅遊管理、酒店管

理）

18 吳希愉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
行銷、管理科學、電子商務、旅遊管理、酒店管

理）

19 陳家銘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20 鄧子豪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
行銷、管理科學、電子商務、旅遊管理、酒店管

理）



21 鄭鈞瀚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22 鄭嘉湄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

學、傳播學）

23 余海瑩
人文科學試驗班（含中國語言文學類、歷史學

類、哲學類、人類學）

24 管迎龍 會計學（含會計學、財務管理）

25 庄楠
公共管理類（含政治學與行政學、社會工作、社

會學、行政管理）

26 黃子妍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27 何幸棋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

學、傳播學）

28 古浚榮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
行銷、管理科學、電子商務、旅遊管理、酒店管

理）

29 蔡珈琦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30 謝依玲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
行銷、管理科學、電子商務、旅遊管理、酒店管

理）

31 黃喬巧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32 葉境烽 會計學（含會計學、財務管理）

33 陳嘉杰
工商管理類（含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
行銷、管理科學、電子商務、旅遊管理、酒店管

理）

34 黃家浚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財政學、統計

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

35 李泓霆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

學、傳播學）

福建師範大學(共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羅卓琪 音樂學

2 陳芷君 小學教育

3 李曉欣 小學教育

4 黃立銘 歷史學

5 歐陽巧玲 學前教育

6 朱曉欣 體育教育

7 林曉怡 學前教育



南昌大學(共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徐泳芝
臨床醫學類(中外合作辦學)(中英雙學位合作辦

學)

2 盧品全 中國語言文學類(漢語言文學、漢語國際教育)

3 馮明俊 新聞學

山東大學(共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李景偉 土木類

2 曾梓浩 數學類

3 黃延傑 新聞傳播學類

4 許桂宗 中國語言文學類

5 李慈恩 哲學類

6 曾宇楷 數學類

7 陳澤誠 生物科學類

中國海洋大學(共2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郭志賢 海洋科學

2 王逸飛 大氣科學

武漢大學(共69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蔡志豐 工商管理類

2 陳梓鋒 臨床醫學（五年）

3 陳威 軟體工程

4 吳燕坊 新聞傳播學類

5 鄺梓傑 機械與材料類

6 鄭耀弘 新聞傳播學類

7 鄧鈞駿 土木類

8 溫景園 臨床醫學（五年）

9 鄧毅森 數學類

10 陳雅詩 生物科學類

11 佘紫圖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12 朱順富 工商管理類



13 朱學城 公共管理類

14 趙梓蕙 工商管理類

15 潘景昌 經濟學類

16 曾崇善 經濟學類

17 林珈琦 經濟學類

18 潘嘉莉 臨床醫學（五年）

19 廖樹榮 新聞傳播學類

20 梁泳珊 中國語言文學類

21 梁曉晴 公共管理類

22 李浩賢 計算機類

23 葉可盈 公共管理類

24 張明溢 臨床醫學（五年）

25 劉玳菱 新聞傳播學類

26 曾芷羚 工商管理類

27 李振耀 能源動力類

28 陳明浩 經濟學類

29 吳寶雪 建築學（五年，中外合作辦學）

30 陸浩文 工商管理類

31 胡曉彤 心理學

32 唐康懷 軟體工程

33 李佩廷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類

34 譚有翔 經濟學類

35 陳蘭馨 臨床醫學（五年）

36 練泳怡 新聞傳播學類

37 陳樂詩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類

38 彭鉞瀅 工商管理類

39 鍾雅瑜 社會學類

40 黎錦屏 新聞傳播學類

41 李秋萍 口腔醫學（五年）

42 邱淑婷 新聞傳播學類

43 林雯靜 軟體工程

44 容千慈 經濟學類

45 林依藍 新聞傳播學類

46 劉梓奇 計算機類

47 譚志江 計算機類

48 何科鏝 經濟學類

49



向才雯 工商管理類

50 周健鴻 計算機類

51 馮銳祥 經濟學類

52 羅曉彤 經濟學類

53 何佩怡 經濟學類

54 黃子瑤 經濟學類

55 楊海明 經濟學類

56 雷露淇 工商管理類

57 周恩葵 土木類

58 區煒嵐 法學

59 張晟恩 公共管理類

60 周芷晴 經濟學類

61 何俊賢 土木類

62 何嘉麗 軟體工程

63 杜慧嫻 心理學

64 陳倩婷 臨床醫學（五年）

65 陳健鴻 土木類

66 陳冶汶 口腔醫學（五年）

67 黃嘉謙 計算機類

68 徐倩婷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類

69 楊曉晴 口腔醫學（五年）

華中科技大學(共2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梁家豪 軟體工程

2 譚錦豪
機械類（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測控技術與

儀器<精密儀器>、工業工程）

3 雷晶晶 口腔醫學

4 黃嘉鋮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安全、物

聯網工程）

5 宣楊 臨床醫學

6 盧燕鈺 醫學影像學

7 梁鈺冰 預防醫學

8 陳筱雨 臨床醫學

9 葉小菁 軟體工程

10 張澤林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安全、物

聯網工程）



11 黃靜芬 臨床醫學

12 朱嘉鴻 臨床醫學

13 邵杰恒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14 吳湘杰 軟體工程

15 黃嘉禧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安全、物

聯網工程）

16 龔凱駿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安全、物

聯網工程）

17 鄭淑鈺 口腔醫學

18 曾哲賢 飛行器設計與工程

19 樂海波 電子信息工程

20 李季恩 藥學

21 朱智傑
機械類（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測控技術與

儀器<精密儀器>、工業工程）

22 袁靖雯 醫學檢驗技術

23 李健斌 口腔醫學

24 關皓琨
電子信息類（含電子科學與技術、光電信息科學
與工程、微電子科學與工程、集成電路設計與集

成系統）

25 黃婉兒 臨床醫學

26 李嘉輝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安全、物

聯網工程）

27 庄東煒 材料科學與工程

華中師範大學(共2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姚惠然 特殊教育（師範）

2 譚倩瑩 漢語言文學（師範）

3 邱詩敏 學前教育（師範）

4 張慧情 歷史學（師範）

5 毛倩如 英語(師範)

6 張雅雯 漢語言文學（師範）

7 鄭冠南 社會學類（含社會學、社會工作）

8 李倩雯 學前教育（師範）

9 陳麗睿 英語(師範)

10 歐陽銀濤 漢語言文學（師範）

11 陸浩迎 體育教育（師範）

12 林菁菁 漢語言文學（師範）



13 馮筠玲 學前教育（師範）

14 黎碧怡 學前教育（師範）

15 黃穎欣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16 陸倩雯 歷史學（師範）

17 張寶瑩 英語(師範)

18 廖永生 體育教育（師範）

19 黃詩平 學前教育（師範）

20 梁皓賢 特殊教育（師範）

21 鄺海霖 學前教育（師範）

22 陸柔柔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網

路與新媒體）

23 黃雅莉 特殊教育（師範）

湖南大學(共1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梁美玲 新聞傳播類

2 李萬基 土木類

3 陳榮慶 工商管理

4 林洸正 土木類

5 甄希然 建築學

6 高天翔 新聞傳播類

7 許秀貞 土木類

8 謝子傑 機械類

9 李嘉裕 工業設計

10 黃陳琳 工業設計

11 廖文滔 工商管理

12 吳昭曦 土木類

13 陳君霖 新聞傳播類

中南大學(共1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湯焯明 臨床醫學(五年制)

2 趙亦晴 臨床醫學(五年制)

3 張偉林 醫學檢驗技術

4 洪偉彬 通信工程

5 陳鎮鴻 臨床醫學(五年制)



6 鄧瑩瑩 臨床醫學(五年制)

7 梁美甜 臨床醫學(五年制)

8 馮嘉豪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

9 蘇林瀚 臨床醫學(五年制)

10 劉秋雲 臨床醫學(五年制)

11 陳佳盈 臨床醫學(五年制)

12 梁家強 土木工程

13 歐民傑 臨床醫學(五年制)

湖南師範大學(共1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鄭美麗 視覺傳達設計

2 周鑫炎 歷史學（師範類）

3 黃穎淇 廣播電視學

4 林智勇 美術學（師範類）

5 黃嘉雯 廣播電視編導

6 李天銳 英語（師範類）

7 鄧芷瑩 朝鮮語

8 梁思婷 美術學（師範類）

9 梁芮潼 廣播電視編導

10 黃梓傑 美術學（師範類）

11 黃穎珊 學前教育（師範類）

12 陳樂思 生物科學（師範類）

13 洪嘉穎 學前教育（師範類）

中山大學(共6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周摯格 會計學

2 朱清衡 臨床醫學（深圳）

3 任志榮 臨床醫學（深圳）

4 趙紫淇 藥學 

5 蕭名儀 臨床醫學

6 黃海玥 臨床醫學（深圳）

7 王琦琦 臨床醫學

8 何芷瀠 臨床醫學（深圳）

9 黎皓鈞 工商管理



10 許妍楓 臨床醫學（深圳）

11 梁爔彤 臨床醫學（深圳）

12 陳蔚婷 藥學 

13 楊澤昆 臨床醫學

14 林芷蓉 臨床醫學

15 何清清 日語

16 劉澤安 歷史學

17 何國樑 臨床醫學（深圳）

18 黃善豐 臨床醫學

19 吳嘉豪 臨床醫學（深圳）

20 林語嫣 口腔醫學

21 李兆祥 工商管理

22 梁家瑩 工商管理

23 何夢怡 臨床醫學

24 鍾文瀚 哲學

25 劉煜中 心理學

26 張宇安 臨床醫學（深圳）

27 吳嘉慧 臨床醫學

28 劉美儀 臨床醫學

29 林康廉 臨床醫學（深圳）

30 陳浚希 臨床醫學

31 黃昭藝 臨床醫學（深圳）

32 尹浩禮 歷史學

33 林詠琪 臨床醫學

34 陳敏儀 經濟學類（含金融學、經濟學專業）

35 何奕鋒 臨床醫學

36 唐思宏 物理學

37 徐雪影 軟件工程

38 許曉欽 藥學 

39 陳綺詠 藥學（深圳）

40 張嘉喬 藥學（深圳）

41 洪嘉怡 臨床醫學

42 何俊灝 臨床醫學（深圳）

43 梁澤賢 工商管理

44 廖靜雯 臨床醫學（深圳）

45 周嘉琪 口腔醫學

46



陳家樂 心理學

47 楊靜宜
旅遊管理類（含旅遊管理、會展經濟與管理專

業）

48 譚嶸欣 臨床醫學

49 庄永曦 臨床醫學（深圳）

50 王善葆 臨床醫學

51 梁美娟 臨床醫學（深圳）

52 阮泊詩 藥學 

53 吳偉民 臨床醫學

54 馮煥文 藥學 

55 麥思惠 臨床醫學

56 程啓臻 臨床醫學（深圳）

57 張俊浩 數學類（含數學與應用數學、統計學專業）

58 陳筱禕 藥學（深圳）

59 關穎怡 新聞傳播學類（含新聞學、傳播學專業）

60 郭柏良 金融學

61 黃澤豪 臨床醫學（深圳）

62 李進賢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安全專

業）

63 鍾偉楨 英語

64 陳家賢
計算機類（含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信息安全專

業）

65 黃燕玲
旅遊管理類（含旅遊管理、會展經濟與管理專

業）

華南理工大學(共14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梁家權 土木與交通學院-交通運輸

2 聶家文 軟件學院-軟件工程

3 劉偉卓 建築學院-建築學

4 黃健軒 經濟與貿易學院-旅遊管理

5 李俊誼 建築學院-城鄉規劃

6 周俊揚 化學與化工學院-應用化學

7 陳啟聰 土木與交通學院-土木工程

8 林子濠 電力學院-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9 李悅晴 土木與交通學院-工程管理

10 李俊星 自動化科學與工程學院-自動化

11 李浩賢 土木與交通學院-工程管理



12 呂輝毅 土木與交通學院-土木工程

13 顏世慶 建築學院-建築學

14 黃耀誠 機械與汽車工程學院-機械工程

華南師範大學(共5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莫梓琪 漢語言文學（師範）

2 鍾佩婷 漢語言文學（師範）

3 陳裕潼 應用心理學

4 鄺劍華 生物科學（師範）

5 陳嘉慧 地理科學（師範）

6 陳倩文 漢語言文學（師範）

7 胡曉峰 漢語言文學（師範）

8 洪澤瑜 應用心理學

9 廖海瑤 漢語言文學（師範）

10 譚凱盈 學前教育（師範）

11 張有辰 應用心理學

12 郭家希 生物科學（師範）

13 吳詠希 學前教育（師範）

14 郭蕙珊 小學教育（師範）

15 陳曉楠 漢語言文學（師範）

16 吳鈺欣 漢語言文學（師範）

17 林瑞琦 小學教育（師範）

18 方偉希 心理學（師範）

19 張婉婷 小學教育（師範）

20 楊厚宏 漢語言文學（師範）

21 蔡嘉暉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22 蟻美欣 學前教育（師範）

23 黃渝丹 漢語言文學（師範）

24 陳藹兒 地理科學（師範）

25 郭寶聰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26 曹美賢 漢語言文學（師範）

27 黃欣彤 漢語言

28 莫慧盈 小學教育（師範）

29 何嘉盈 歷史學（師範）

30 莫文軒 小學教育（師範）



31 杜派鳳 漢語言文學（師範）

32 鄧佩瑜 學前教育（師範）

33 張雅彬 地理科學（師範）

34 黃芷珊 漢語言文學（師範）

35 劉曉宜 小學教育（師範）

36 蘇瑋俊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37 馮汝杰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38 劉日錦 歷史學（師範）

39 陳潔樺 學前教育（師範）

40 歐陽尚銘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師範）

41 何卓華 地理科學（師範）

42 羅宇恒 心理學（師範）

43 葉瑋杰 歷史學（師範）

44 黃麗蓉 學前教育（師範）

45 曾煌 歷史學（師範）

46 廖洪濤 應用心理學

47 彭筠倪 漢語言文學（師範）

48 張梓龍 會展經濟與管理

49 何穎妍 地理科學（師範）

50 梁嘉敏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51 黃穎詩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

52 鍾淑欣 學前教育（師範）

53 楊卓君 小學教育（師範）

54 何毅龍 教育學（師範）

55 譚影紅 小學教育（師範）

南方醫科大學(共26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劉俊源 護理學

2 梁浩龍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3 高煒殷 醫學檢驗技術

4 黃榮彬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5 潘耀鵬 口腔醫學

6 羅穎瑜 藥學

7 周嘉怡 口腔醫學

8 雷君瑤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9 阮麗儀 藥學

10 唐嘉琳 藥學

11 張琳敏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12 陳雅婷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13 林浩文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14 鄺錦濠 護理學

15 萬成軒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16 劉靜維 護理學

17 梁濠輝 生物技術

18 曾暉鵬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19 陳曉彤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20 梁曉婷 護理學

21 姚穎欣 臨床醫學（第二臨床醫學院）

22 黎廣耀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23 陸煒健 護理學

24 黃家成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25 黃政揚 康復治療學

26 趙家俊 臨床醫學（第一臨床醫學院）

廣州醫科大學(共10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黃子豪 臨床醫學

2 黃詩燕 臨床醫學

3 張藝寶 臨床醫學

4 劉駿澧 臨床醫學

5 陳嘉駿 藥學

6 許瑋菁 應用心理學

7 戴俊傑 護理學

8 麥家燕 護理學

9 陳偉康 臨床醫學

10 莊銘義 臨床醫學

汕頭大學(共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盧咏詩 新聞傳播學類（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

2 王麗麗 金融學



3 袁瑋君 新聞傳播學類（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

4 祝嘉穗 工商管理類（工商管理、市場營銷、會計學）

5 朱藴晴 口腔醫學（五年制）

6 蘇靖榆 新聞傳播學類（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

7 曾子健 漢語言文學

廣州大學(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勞展濠 網路與新媒體

2 廖捷欣 網路與新媒體

3 葉嘉強 應用心理學

4 黃靜 網路與新媒體

5 郭玉娜 會計學

廣東財經大學(共4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李嘉靜 會計學

2 許梓翔 工商管理

3 吳穎心 金融學

4 黎鈺琪 工商管理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共7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鄭文俊 工商管理類（商學院）

2 黃梓泓 新聞傳播學類

3 陳怡靜 葡萄牙語

4 范嘉咏 英語

5 麥敏華 英語

6 楊嘉璐 英語

7 龔嘉儀 英語

廣州中醫藥大學(共16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沈洋 中醫學

2 林樺寧 護理學

3 張晶 中醫學



4 鄭婉瑩 中醫學

5 楊碩軒 中醫學

6 林顯徳 中醫學

7 陳韻如 中醫學

8 陳祖興 中醫學

9 李昭君 中醫學

10 鍾子燕 中醫學

11 鄭麗炫 中醫學

12 譚佩雯 中醫學

13 林萱童 中醫學

14 王培琛 中醫學

15 黃楚怡 中醫學

16 陳心怡 中醫學

深圳大學(共8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黃創新 工商管理

2 黃嘉慧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3 姚炫羽 會計學

4 施偉紅 廣告學

5 歐陽錦賢 傳播學

6 周楠雄 工商管理

7 胡綺雯 傳播學

8 何汶嘉 英語

星海音樂學院(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周俊龍 音樂學（音樂教育）

2 莫家偉 音樂表演（流行音樂演唱）

3 鄭芷晴 音樂學

4 何卓航 音樂表演（管弦樂器演奏）

5 凌飛龍 音樂學（音樂教育）

廣州美術學院(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蔡沅希 繪畫（插畫）

2 陳曉琳 視覺傳達設計

3 戴柏良 繪畫（水彩）

4 蔡沅彤 繪畫（插畫）

5 葉曉靖 動畫

中山職業技術學院(共1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梁文意 視覺傳播設計與製作

西南大學(共14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黃德華 心理學

2 陳晉賢 體育教育

3 商愷燊 心理學

4 鄧詠怡 應用心理學

5 梁國輝 經濟學類

6 李嘉寶 應用心理學

7 李泳琪 服裝與服飾設計

8 談慧心 心理學(師範)

9 張靜怡 英語

10 吳遠鋒 應用心理學

11 林敬德 經濟學類

12 朱彬 機械類

13 余舒意 學前教育

14 鄧惠寧 英語

西南政法大學(共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劉寧一 法學

2 劉沁悅 法學

3 梁浩源 法學

四川大學(共11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江明昊 藥學



2 葉柏禧 口腔醫學

3 任凱翎 臨床醫學

4 梁淑瑩 口腔醫學

5 馮彥婷 口腔醫學

6 黃煖燕 護理學

7 關愷文 漢語言文學

8 李穎怡 臨床醫學

9 趙樂娛 財務管理

10 李君欣 衛生檢驗與檢疫

11 劉萍瑜 藥學

西南財經大學(共5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黃智泓 會計學

2 張穎珊 財務管理

3 李家興 經濟學(國家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班)

4 陳道昇 金融學

5 陸米娜 會計學（註冊會計師專門化方向）

陝西師範大學(共2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關麗青 漢語言文學（師範）

2 李泳茵 歷史學（師範）

西北大學(共3人)

序號 姓名 錄取專業

1 黃傑煇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類（圖書館學、檔案學）

2 梁曉峰 地質學（基地班）

3 黃敬傑 考古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