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性别 类别 学科专业 导师 申请留学学校 备注

1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2016010187 王娟 女 博士 物理化学 水玲玲 特文特大学

2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2016010184 吴昊 女 博士 光学 周国富 屯特大学

3 地理科学学院 2016010123 魏志强 男 博士 自然地理学 钟巍 美国里海大学

4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16010063 王希哲 男 博士 教育技术学 黄昌勤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5 心理学院 2016010168 林家宝 男 博士 心理学 莫雷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6 心理学院 2015010157 方颖 女 博士 心理学 陈骐 普林斯顿大学

7 生命科学学院 2015010129 袁本起 男 博士 生态学 李韶山 科克大学

8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2016010112 彭喜 女 博士 光学 邓冬梅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9 国际文化学院 2016022435 乔艳洁 女 学硕 课程与教学论 吴坚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10 地理科学学院 2015021067 高梦媛 女 学硕 人文地理学 孙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11 地理科学学院 2015021095 张磊 男 学硕 城市与区域规划 肖玲 英国利物浦大学

12 地理科学学院 2015021065 陈裕鸿 男 学硕 人文地理学 朱竑 美国俄勒冈大学

13 地理科学学院 2016022032 梁邦兴 男 学硕 人文地理学 朱竑 格拉斯哥大学

14 地理科学学院 2016022043 赵霞 女 学硕 人文地理学 张争胜 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

15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16020770 崔灿 女 学硕 教育技术学 吴鹏泽 俄亥俄州立大学

16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016020777 赖雯棣 女 学硕 教育技术学 赵建华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17 心理学院 2016022547 李思莹 女 学硕 应用心理学 曲琛
法国国家研究中心认知科学研
究所

18 心理学院 2016022627 王冉冉 女 专硕 应用心理 范方 密歇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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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心理学院 2015021379 陈雪梅 女 学硕 应用心理学 王穗苹 英国爱丁堡大学

20 心理学院 2016022625 谭捷 女 学硕 应用心理 莫雷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21 心理学院 2015021376 曾佳静 女 学硕 应用心理学 王穗苹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22 心理学院 2014021512 陈圆圆 女 学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卫 美国塔夫斯大学

23 心理学院 2016022524 邱博宇 男 学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张卫 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

24 心理学院 2015021363 杨力 女 学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莫雷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25 教育科学学院 2016020641 郑维 女 学硕 比较教育学 杨慧敏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26 教育科学学院 2016020639 徐琼 女 学硕 比较教育学 吴坚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7 教育科学学院 2015020340 白雪松 男 学硕 教育史 袁征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8 教育科学学院 2015020389 蔡丽芬 女 学硕 基础教育学 梁永丰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29 教育科学学院 2015020346 王格格 女 学硕 比较教育 马早明 奥克兰大学

30 美术学院 2015022309 邓然 女 专硕 美术 康丽娟 考文垂大学 有条件通过

31 美术学院 2015020716 杨柳 女 学硕 美术学 康丽娟 考文垂大学 有条件通过

32 生命科学学院 2016022187 张佳玮 女 学硕 生态学 吴诗宝 爱尔兰科克大学

33 生命科学学院 2015021107 翟梦怡 女 学硕 植物学 李扬 哥本哈根大学

34 生命科学学院 2015021124 朱昶宇 男 学硕 动物学 伊珍珍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35 生命科学学院 2014021276 黄淦 男 学硕 遗传学 王亚琴 赫尔辛基大学

36 生命科学学院 2015021181 李德志 男 学硕 生态学 李韶山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37 生命科学学院 2016022189 张婷 女 学硕 生态学 李韶山 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

38 生命科学学院 2015021134 陈婧一 女 学硕 水生生物学 李继秋 英国利物浦大学



39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020289 张庆 女 硕士 图书馆学 廖璠 德国雷根斯堡大学

40 计算机学院 2015021236 黄琼浩 男 学硕 软件工程 黄晋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41 计算机学院 2016010148 袁成哲 男 博士 服务计算理论与技术 汤庸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42 历史文化学院 2015020656 罗颖娴 女 硕士 世界史 周小兰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

43 信息光电学院 2015020835 刘宏峰 男 硕士 光学 兰胜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44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2016021833 欧阳智勇 男 硕士 工程硕士 张庆茂 日本冈山大学

45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2016022739 赵芬樱 女 学硕 教师发展与管理 宋春燕 美国密苏里大学

46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54 程一丹 女 专硕 英语笔译 周玉军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47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43 张国芳 女 专硕 学科教学（英语） 周榕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48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44 张丽君 女 专硕 学科教学（英语） 徐学平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49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16 李倩 女 专硕 学科教学（英语） 程杰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50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14 李婉莹 女 专硕 学科教学（英语） 唐玉柱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51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47 郑星 女 专硕 学科教学（英语） 黄丽燕 加拿大女王大学

52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03 范嘉雯 女 专硕 学科教学（英语） 徐曼菲 加拿大女王大学

53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5020908 王泰然 男 学硕 材料物理与化学 邵庆益 肯塔基大学

54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5020897 王洁琳 女 学硕 光学 唐志列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55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5020886 孙广宇 男 学硕 光学 熊建文 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

56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5020936 冯婉媚 女 学硕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崔海霞 谢菲尔德大学

57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2016022669 张佩 女 学硕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周国富 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

58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2016022663 邹艺莹 女 学硕 物理化学 水玲玲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59
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2016022649 罗淼辉 男 学硕 光学 何赛灵 丹麦奥尔堡大学

60
体育科学学院 2016020918 黄东香 女 学硕 体育教育训练学 黄波 日本筑波大学

61
法学院 2015022185 纪惠敏 女 专硕 法律硕士（非法学 曾二秀 英国切斯特大学

62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6020047 曾子洛 女 学硕 社会学与政治科学 龙向阳 英国切斯特大学

63
教育科学学院 2015020390 卢阳阳 女 学硕 基础教育学 梁永丰 英国切斯特大学

64
教育科学学院 2016020738 柯曼婷 女 专硕 学前教育 郑福明 英国切斯特大学

65
教育科学学院 2016020685 刘婧 女 学硕 基础教育学 葛新斌 英国切斯特大学

66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020404 钱舒婷 女 专硕 金融专硕 朱琪 英国切斯特大学

67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6020373 陈梦娇 女 专硕 金融专硕 朱琪 英国切斯特大学

68
音乐学院 2015020692 周娜娜 女 学硕 音乐与舞蹈学 黄汉华 英国切斯特大学

69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16021628 李锡均 男 硕士 课程与教学论 程敏熙 英国切斯特大学

70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6021202 杜嘉莉 女 专硕 学科教学（英语） 成镇权 英国切斯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