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 2017 年度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建议获奖名单 

 

建议获奖 学号 姓名 

本科特等 1400016003 邓玉婷 

本科特等 1400013245 黄诗咏 

本科特等 1400011468 江嘉杰 

本科特等 1500014545 王竣 

本科特等 1600014198 张灏洋 

本科一等 1700014564 刘畅 

本科一等 1600014197 蔡坤铭 

本科一等 1600013961 丁楚晴 

本科一等 1500015543 林星辰 

本科一等 1500016333 郭纪筠 

本科一等 1210102919 李泳桦 

本科一等 1310102929 何妍君 

本科一等 1400013732 林倩如 

本科一等 1400015176 周楚乔 

本科二等 1510102405 黎毅 

本科二等 1610102419 李雅秀 

本科二等 1610102417 刘晓晴 

本科二等 1610102404 卢彦伶 

本科二等 1700016347 邓嘉怡 



本科二等 1700015964 邱楚棱 

本科二等 1600017498 谭伊琪 

本科二等 1700015183 张琳 

本科二等 1400015174 蔡冰尔 

本科二等 1500015526 郑宇西 

本科二等 1400015531 蔡纪龙 

本科二等 1400014549 魏文俊 

本科二等 1400011469 吴振鹏 

本科二等 1400016648 王艳卿 

本科二等 1700016965 欧阳安盈 

本科三等 1500012202 蔡轶男 

本科三等 1400010745 李宝华 

本科三等 1400016347 修智夫 

本科三等 1600016359 陈宝珊 

本科三等 1500016959 黄萍婷 

本科三等 1700013950 刘励颖 

本科三等 1500012200 罗曦琳 

本科三等 1700014197 冼诗晴 

本科三等 1700017863 梁凡 

本科三等 1400014946 李婉婷 

本科三等 1600018326 梁羽琳 

本科三等 1700012197 谭家豪 



本科三等 1700016964 宋韦霆 

本科三等 1400013009 伍炜怡 

本科三等 1400016005 郑嘉琪 

本科三等 1500015982 刘家仪 

本科三等 1700013378 李燕莹 

本科三等 1500014547 赖健文 

本科三等 1500015525 李敏珠 

本科三等 1500015157 林安怡 

本科三等 1600015176 李芯怡 

本科三等 1700015182 徐天赐 

本科三等 1610102406 阮慧慧 

本科三等 1310102924 李夏钰 

本科三等 1210102918 刘雪娇 

本科三等 1310102928 黄泽韬 

本科三等 1210102917 曹华辉 

硕士特等 1601212498 纪东 

硕士特等 1701211130 陈晓婷 

硕士特等 1701214740 施文纨 

硕士特等 1501211233 陈嘉琳 

硕士一等 1601211860 张思思 

硕士一等 1601211617 黄玉堃 

硕士一等 1601210331 姚琳 



硕士一等 1501213252 张俊隆 

硕士一等 1601212998 邝筱婷 

硕士一等 1501211246 高幼丰 

硕士二等 1711210498 庄俊杰 

硕士二等 1701211818 杨鉅安 

硕士二等 1601213605 苏心瑜 

硕士二等 1701214208 林英杰 

硕士二等 1701211713 金元培 

硕士二等 1601211383 廖润贤 

硕士二等 1711210595 邱善涌 

硕士二等 1501211336 杨泽江 

硕士二等 1601210433 陈浩良 

硕士二等 1601212831 郑晓熙 

硕士二等 1701214683 伍婧刚 

硕士二等 1701212592 何颖菁 

硕士二等 1501211218 曾志明 

硕士三等 1601210221 梁世文 

硕士三等 1601210215 陈子豪 

硕士三等 1701212922 孙佑圣 

硕士三等 1501212647 余彦儁 

硕士三等 1601211808 李子聪 

硕士三等 1601211909 陈渺 



硕士三等 1701211813 林佳佳 

硕士三等 1701211805 白安琪 

硕士三等 1601211544 黎广志 

硕士三等 1701211586 陈家乐 

硕士三等 1701211457 苏靖然 

硕士三等 1601214605 曾振灏 

硕士三等 1601213459 王嘉政 

硕士三等 1601214147 岳广远 

硕士三等 1701214206 梁淮亮 

硕士三等 1601211732 吴贤隆 

硕士三等 1701211381 郑婧 

硕士三等 1711210571 陈俊锴 

硕士三等 1601211331 姜子浩 

硕士三等 1701210828 周诗景 

硕士三等 1601210723 谢云腾 

硕士三等 1601210561 黄莉莹 

硕士三等 1701212484 陈嘉欣 

硕士三等 1701210038 施炜琛 

硕士三等 1601213245 刘颖青 

硕士三等 1701210290 黄颂祺 

硕士三等 1701212457 黄楠楠 

硕士三等 1701214038 陈颖 



硕士三等 1601213350 唐柔桑 

硕士三等 1601213024 潘萍 

硕士三等 1601212967 陈沛芊 

博士特等 1501110230 江恺瑶 

博士特等 1601111404 胡乔文 

博士一等 1701111785 郑彤 

博士一等 1301111673 罗文翰 

博士一等 1401111114 高金环 

博士二等 1601110397 黄祖贤 

博士二等 1701110896 李子树 

博士二等 1601111035 潘冰心 

博士二等 1701111399 高树唐 

博士二等 1401111197 赵凯欣 

博士二等 1701111182 周婉京 

博士三等 1401110791 冯骏豪 

博士三等 1601111352 何颖 

博士三等 1701110849 冯子杰 

博士三等 1701110775 李志文 

博士三等 1701111017 杨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