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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澳門保送生 

錄取名單 

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更新日期：2012-04-10 

2012 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澳門保送生考試工作結束，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收到共 39 所高校的

保送生錄取名單，合共錄取 344 名應屆畢業生。高教辦亦提醒獲錄取的同學於 3 月 30 日前連同簽署的預報

名表、有效期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及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影印本、2 吋 x1.5 吋正面半

身免冠同一底片的近照兩張（現場報名除外）及繳付澳門幣 550 元報名費，於所屬中學（只限參加集體報

名中學）或高教辦辦理確認報名。錄取名單如下：  

北京大學十人： 

公共管理類：溫詠儀 

化學類：黎正貞 

國際政治：梁俊傑 

心理學：姚琳 

新聞傳播學類：黃建瑩 

法學：洪芷瑩 

考古類：廖潤賢、鄺嘉欣 

電子信息科學類：李達謙、陳嘉輝  

清華大學十人： 

工業工程：張錦富 

數學與應用數學：廖偉駿 

機械工程及自動化：施偉斌、溫紫峰 

法學：李華鋒 

生物科學：梁倬坤、高艷君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梁錫豪 

計算機軟件：傅展昇、馮志斌  

中國人民大學七人： 

人力資源管理：蕭素敏 

公共事業管理（環境經濟與管理方向）：陳皚臻 

公共管理類：李少為、梁偉傑 

工商管理類：庄杜杰 

新聞傳播學類：鄭麗芳 

統計學：梁敏聰  

北京師範大學六人： 

教育學：李芯怡、翟安怡、莫嘉敏 

歷史學：梁芷彤 

漢語言文學：江翠雯、蕭欣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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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經大學九人： 

國際經濟與貿易：李穎欣、林榮華、梁祺昀 

會計學：王嘉政、蘇心瑜 

財務管理：程淑榮、陳淑芬 

財政學：羅駿軒 

金融學：官顯彤  

北京語言大學十人： 

法語：陳貞維 

翻譯（英語方向）：吳妙玲、吳珮瑜、童鈺怡 

英語：周源淑、尹可嘉 

葡萄牙語：吳家如、賴艷玲、陳凱琪 

西班牙語：蘇嘉敏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七人： 

會計：徐麗華、李芷惠、陳佳慧 

財務管理：周以毅、鄭東耀 

金融：蕭雪瑩、鄭兆恩  

北京郵電大學二人：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林青有、梁家權  

北京理工大學一人： 

國際經濟與貿易：賴英傑  

中國傳媒大學六人： 

公共關係學：李家儀、洪少雄 

對外漢語：張妙瑩 

新聞學：劉寶倩、張悅言 

英語（國際新聞方向）：余玉儀  

北京中醫藥大學四人： 

中醫學：孫敏施、趙穎稚、鄭森橋、鍾炘燮  

南開大學五人： 

化學：林僑珊  

歷史學：鄭健超 

經濟學：陳穎山 

金融學：黃明山 

金融工程：戴健勇  

天津大學二人： 

工商管理：陳婉瑩 

電子信息科學類：羅子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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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師範大學二人： 

工商管理：龔美欣 

朝鮮語：廖碧怡  

東北大學二人： 

數學與應用數學：羅嘉彥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林周燊  

復旦大學九人： 

經濟管理類（含經濟學、國際經濟與貿易、金融學、財政學、保險、公共事業管理、旅遊管理、工商管理、

市場營銷、財務管理、會計學、管理科學、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統計學 14 個專業）：李心怡、梁雅瑩 

臨床醫學（8 年制博士學位）：陳嘉俊 

英語（含英語、翻譯 2 個專業）：高筱茹、黃麗銘 

醫學類[含臨床醫學（5 年制）、基礎醫學（5 年制）、預防醫學（5 年制）、藥學 4 個專業]：林毓澤、梁

威、黃嘉蕊、黎美欣  

上海交通大學八人： 

土建類：黃振豪 

建築學：吳頴賢 

數學與應用數學：孫家偉 

英語：鄭倩雅 

藥學：李艷餘 

軟件工程：梁祖聯 

電氣信息類：林嘉敏、盧永強  

同濟大學三人： 

臨床醫學（五年制）：黃逸龍 

電子信息科學類：林志榮、黃文  

華東師範大學六人： 

應用心理學：巫黎娜 

數學類：甘偉俊 

歷史學：陳浩楠 

法語：李懿 

物理學：譚嘉豪 

英語：呂嘉寶  

華東理工大學一人： 

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潘韋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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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財經大學六人： 

工商管理：江良里 

會計學：繆振煇、龍宏海 

法學：胡綺婷 

經濟學：劉俊杰、黎兆輝  

南京大學十三人：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歐陽小渟 

公共管理類：李小燕 

化學類：李軍賢、王永棣 

天文學類：李偉鴻 

工商管理類：羅俊豪、陳俊龍、陳旭楨 

戲劇影視文學：邱敏儀 

物理學類：何綺瀅 

環境科學類：邱凱欣 

英語：林慧睛、辛嘉怡  

東南大學五人： 

土木工程：何駿傑 

建築學：伍詠茵 

機械工程及其自動化：歐陽豪昌 

自動化：何駿賢 

軟件工程：黃詩衡  

南京師範大學六人： 

博物館學：郭小欣 

地理教育：施玉兒 

學前教育：余展碧 

小學教育：張玉貞 

廣告學：陳亦彤 

美術系（師範）：陳嘉妍  

浙江大學十四人： 

化學：歐陽文宇 

土木工程：劉志堅、陳漢烽 

建築學：盧百浩 

應用心理學：趙惠娟 

數學與應用數學：蘇偉奇、許少軍 

機械工程及自動化：劉英濠 

機械電子工程：李宇君 

統計學：高嘉輝 

自動化（控制）：林達鑫 

英語：黃詩雅 

金融學：林慶強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廖展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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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十人： 

公共管理類：吳嘉華、熊一丹 

城市規劃：李嘉嘉 

工商管理類：蔡志成 

會計學：孫詠虹 

藥學：傅冬儀 

財務管理：陳綺琪、黃嘉雯 

財政學：霍俊偉 

金融學：蘇佩姿  

武漢大學四十四人： 

公共管理類：余海騰、呂倩玉、蔡佳偉、蔡雅雯 

化學類：曹嘉欣、阮展雄 

口腔醫學（五年）：張雅麗、黃嘉敏 

圖書館學：蘇利利 

土木工程：吳健偉、吳超慧、梁偉豐 

城市規劃（五年）：劉家琪 

工商管理類：余德鋒、李振洪、林鴻虹、楊嘉雯、歐陽素凌、許榮貴、鍾詠欣、馮健豪、黃中永、黃嘉艷 

建築學（五年）：潘詠雪、陳強 

新聞傳播學類：伍秀燕、方婉琪、林婉萍、林漢、邱楚楓 

漢語言文學：洪斯堅 

環境工程：羅均騰 

環境科學：梁健斌、王天佑 

生物制藥：劉倩盈 

經濟學類：李浩然、陳智超 

臨床醫學（七年）：李嘉嫦 

臨床醫學（五年）：鄭嘉怡 

臨床醫學（八年）：霍偉健 

藥學：朱健恆、郭健豪 

金融工程：王鍾豪 

電子商務：李錦鴻  

華中科技大學十七人： 

口腔醫學：邱善湧 

土木工程：謝瑋豐 

建築學：孫蘊盈、翁婷婷、黃寶如 

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何加強 

臨床醫學：劉艷鳴、吳嘉嘉、吳錦權、庄俊杰、洪梓欣、鄭仲坤、陳榮傑、陳潔儀 

自動化：胡嘉儒 

藥學：李靖雯 

通信工程：薛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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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師範大學八人： 

人力資源管理：梁延偉 

地理教育（師範）：余展晴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關添鵬 

歷史學（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方向）：梁小青 

漢語言文學（師範）：區靖歡 

英語（師範）：李佩欣、杜靜雯、陳曉婷  

湖南大學七人： 

市場營銷：胡冰 

建築學：楊海珊 

新聞學：梁曉雯 

環境工程：余康妍 

金融學：鄭偉樂、陳俊峰、陳國豪  

中南大學三人： 

土木工程：蔡嘉樂 

數學與應用數學：陳英家 

臨床醫學（五年制）：陳愛萍  

湖南師範大學四人： 

學前教育：潘潔玲 

數學與應用數學：王家輝 

漢語言文學：曾綺賢、黃雪妮  

中山大學三十一人： 

公共管理類：趙泳嫦 

口腔醫學：陳俊鍇、黃美寶 

圖書館學：廖泳釗 

工商管理（國際商學院）：古煥兒、呂悅歡、施文文、李嘉茹、畢兆源 

新聞傳播學類：羅念玲 

旅遊管理：陳嘉茵、黃潔思 

漢語言文學：李嘉明 

生物科學類：周樂喬、林得志、趙俊龍、陳嘉慧、黃蔚婷 

經濟學（國際商學院）：吳雯怡 

臨床醫學：余嘉欣、孫嘉瑩、楊佩兒、莫志權、葉健斌、黎慶文 

藥學：冼曉霞、唐啟楓、孫家敏、蔡其琨、陳子俊 

護理學：張佩敏  

 



2012 年澳門保送生錄取名單  7/7 

華南理工大學五人： 

信息工程：鄭堯 

土木工程：蔡奕楠 

工商管理類：袁雀賢 

建築學：楊文俊 

食品質量與安全：陳葆兒  

廣州大學五人： 

工商管理：譚振耀 

數學與應用數學：李顯揚 

會計學：李倩婷、林志恆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陳 龍  

華南師範大學二十一人： 

地理科學（師範）：利思彤、黃志杰 

學前教育（師範）：古家玲、梁正影、蘇詠旋、郭雪鋒、鍾瑩潮、陳家嬉 

心理學（心理諮詢與輔導方向，師範）：李惠紅、陳顏纓 

數學與應用數學（師範）：洪曉雯、蕭浩邦 

歷史學（師範）：梁翠兒 

漢語言文學（師範）：朱寶玲、洪貽添、王靖煒、謝冰怡、陳妹仔 

生物科學（師範）：黃秋婷 

行政管理（大類培養）：吳嘉欣、譚錦萍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八人： 

商務英語（國際貿易）：李頴雯、蘇淇 

工商管理類：朱嘉儀 

英語（語言學）：廖冠茵、梁健豪、蕭麗珊、陳逸友、黃嘉慧  

南方醫科大學二十三人： 

中醫學：梁詠詩、王萍萍 

口腔醫學：吳靜儀、黃偉健 

康復治療學：李嘉敏、陳巧妍 

臨床醫學：楊懿恩、歐陽宏輝、聶柏藝、謝自強、阮嘉隆、陳詠珊 

臨床醫學（全科醫學）：張麗君、洪曉東、黃麗華、黎穎鈞 

臨床醫學（婦幼醫學）：林慧君、梁淑敏、葉嘉裕 

藥學：區志強 

護理學：李倚雯、陳婉儀 

預防醫學：林玉慶  

汕頭大學四人： 

工商管理類：馬麗絲 

新聞傳播學類：陳佳宜 

經濟學類：成思敏 

臨床醫學：陳嘉偉  

（完） 

更新日期：10/04/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