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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惠州学院 2018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  

（共 23人） 

地理与旅游学院（1 人） 

黄君婷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3 人） 

黄余凤 蔡杜荣 郑晓纯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1 人） 

王逸雪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1 人） 

叶东繁        

教育科学学院（1 人） 

黄  妍        

经济管理学院（3 人） 

李培嘉 林  博 黄倩怡      

美术与设计学院（1 人） 

廖嫦巧        

生命科学学院（1 人） 

刘雯静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2 人） 

卢小格 林漫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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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1 人） 

黄秋琪        

外国语学院（1 人） 

朱翠琪        

文学与传媒学院（2 人） 

李雪华 余佳琪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 人） 

戴文治 阮梓坤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1 人） 

刘  倩        

政法学院（1 人） 

林  红        

音乐学院（1 人） 

郑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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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惠州学院 20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名单 

（共 545人） 

地理与旅游学院（ 27 人） 

赵  粤 卢淑娴 杨楚铃 杨洁利 蔡桂珊 林佩云 余晓婷 毛书敏 

邱志红 曾春玲 李楚海 张亿纯 谢东林 陈英杰 郑建明 陈芷茵 

 张泽丹 梁尧宁 朱佳怡  沈翠珊 傅小红 马忆蓉 戴雅婷 冯景明 

陈琳滢 高淑仪 郭慧敏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65 人） 

林智珊  黄慰杰 彭裕培 周育献 张婵婷 罗德龙  方浩群 陈泽南 

胡  巧  邓鼎凤 黄隆在 曾  杰 钟弘基 陈国壮  邢钰楷  郑洁豪 

廖月辉  马培朝 郑树钳 林标威 阮平玉 李文欣 叶光泰 刘雨戈 

沈爱榕 赵佳铭 钟杏花 郑少玲 李洁标 林雪冰 李集浩 陈旭源 

杨洁东 陈传桂 林天宇 吴婉琪 郭景涛 丁秋钰 黄学谦 林思敏 

刘  斯 黄俊滨 郑漫淇 郭奕裕 薛永新 陈梦兰 陈钰盈 陈桂林 

史锐涛 何绮雯 刘浩然 陆清文 陈杰坪 林璇 罗建东 黄海涛 

施绍龙 侯裕锋 刘敏莹 郑耿鑫 田家炜 符加劲 黄志远 刘建军 

丁琼敏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33 人） 

 康馥莲 江燕旋 钟献伟 陈衍其 林维敏 方燕娃 苏  镘 陈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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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静如 杨黄丽 邹振锋 陈惠格 周君仪 潘梓欣 郑敏燕 黄奕婷 

李映霞 王楚涛 王思琪 谢  婕 傅小玲 黄雁昆 翁丹阳 冯锦荣 

赵敏娜 庄森燕 邓碧兰 马丽璇 林晓纯 李婉 欧阳珊珊 刘锦强 

林楚园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31 人） 

林  君 李文倩 周伊娜 刘裕佳 董晓阳 黄文俊 林  敏 侍明成 

郑文秋 邓冠荣 陈旭池 吴烈鑫 陈晓格 王燕妹 赖丽丹 梁秋生 

李晓华 陈燕玫 张晓如 罗瑞雨 郑杰鑫 蔡泽涛 林夏曼 何漫琳 

李宝瑜 叶红敏 陈悦顶 曾晓萍 吴文慧 陈铎童 罗岸霖  

教育科学学院（9 人） 

邢丽娥 杨  璇 苏秀丹 周丽虹 李美凤 魏楚文 郑依涵 彭晓清 

张莹莹        

经济管理学院（75 人） 

邓舒婷 唐汶金 黄泽容 吴美君 欧清香 林秋萍 梁雅婷 郑婉娴 

郑妙枝 张仕颖 吴海波 曾婷婷 陈立勤 陈嘉欣 谢婉玲 李  勇 

陈广权 黄  锐 陈志鑫 黄葵香 陈美玉 苏文静 赖会群 李小洁 

叶亦珍 吴伟洪 黄铭浩 李冰琳 张林驹 马婕媛 彭丽娜 黄纯梓 

林冰璇 林立构 林海丹 陈穗蕊 林庆堉 王美华 杨秀君 王燕云 

温淑慧 许淑瑜 郑楷锐 陈少娜 陈  洁 张雯妍 吴幸萍 蔡嘉涛 

吴曼楠 陈霞 郑燕真 陈梦婷 许佳琳 林晓燕 郑紫虹 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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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蘅蘅 李晓燕 蔡浩洁 郭彩鸿 蔡婉瑶 黄梅萍 王  敏 李慈霞 

林丽凤 吴桂够 许  悦 韩均胜 钟燕琪 郑丽端 洪淑婷 江钰婷 

王丽芳 邱丽婷 陈界萍      

美术与设计学院（18 人） 

张泽鉴 陈泽宇 吴永通 温斯媛 左  萌 王  悦 吴秋萍 谢  琳 

熊恒瑰 吴燕欢 杨  苗 侯煜妍 廖  雅 蔡汝炜 朱静妍 周穗晶 

王锦铃 颜碧连       

生命科学学院（34 人） 

刘婷婷 张贤芳 黄淑银 付秀娴 陈岸妃 廖少芬 陈玫君 温秀娉 

唐  颖 郑佳涵 王丽瑶 杨静园 柯永腾 吴琳芝 付晓晴 冯嘉琪 

邹文敏 曾丽书 麦  景 吴伊晴 赵少添 曾慧琴 郑晓娜 余运妹 

张丹珣 卢小玉 江傅焜 温晓静 黄琳娜 林桂格 郑希绵 蔡畅佳 

叶  欢 李雪莹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35 人） 

周木森 林佳陆 曾桂玉 黄夏虹 周艳婷 陈宝珠 邱漫菲 郑燕珊 

陈佳佳 刘俊强 林丽琴 梁怡欣 李佳佳 陈露琪 刘承荣 张丽琼 

元妙丹 罗凯方 黄婉莎 翁佳霓 郑少婷 徐晓冬 林少玲 陈细玲 

曾淑慧 叶丽佩 林燕佳 蔡妙雪 黄俊辉 王豪元 钟汉生 范映惠 

陈文敏 洪燕纯 廖妙丹      

体育学院（16 人） 



 6 

孙惠玲 谢燕秋 骆舒婷 陈嘉雯 叶碧清 蔡金飞 杨裕康 廖寿钻 

廖仲欢 叶伟坤 王志成 袁德玉 钟福权 刘宇航 李珉熠 何境钦 

外国语学院（28 人） 

杨晓塘 李丹萍 陈奕红 卜梓佳 陈  妍 曾小凤 李敏兰 林妮妮 

胡穗婷 张意芳 邝燕琪 郑晓琳 林  京 刘华舒 时兰兰 吴彩云 

郭奕婵 骆  燕 杜栋杰 钟宇玲 杨适意 江欣欣 张绮婕 陈洁琼 

林忠玲 柳镇平 罗凯欣 卓瑞玺     

文学与传媒学院（35 人） 

陈芷芸 叶瑞佳 廖静敏 徐洁欣 吴少琴 王树萍 卢梦辉 赵慧玲 

何菲雅 翁冰婷 林  莉 陈小洁 李宁宁 林晓琴 叶春红 苏泽霞 

刘钰清 许淑钰 何  静 梁素茵 郑思晴 李欣荣 张茗洋 徐淑兰 

吴  哲 陈祥佳 黄晓璇 肖倩诗 康美兰 李小瑞 彭嘉怡 刘慧贤 

崔映红 杨倩兰 刘  星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47 人） 

陈泽鹏 黄声杰 陈晓升 庄禧涵 柯国成 郑蓓 叶捷杰 萧晓强 

莫秀珠 卜鲸寓 黄梓鹏 罗伟豪 罗钦灿 林创杰 许佳鸿 庄宇鹏 

林文棵 吴泽权 潘康柱 洪茂盛 赖彦宏 王庆如 林子鑫 黄  艺 

蔡晓敏 李煜鑫 叶晋军 陈昕宇 朱俏威 林晓莉 黄灿鹏 吴锡壮 

吴丰涛 张  锐 马桐全 陈欣敏 杨楚榛 张康 蔡英浩 郑泽楷 

叶丽寒 冯嘉玲 廖美健 肖劲远 谢晓雯 陈雄彬 陈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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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广东服装学院（38 人） 

戴君兰 林晓纯 余焱盈 游泽璇 张佳佳 郭润云 陈妙娜 唐  琪 

郑彩京 姚佳欣 过施羽 蔡丽娟 郑静选 庄楚津 罗海燕 罗  婷 

刘裕娜 洪少萍 洪美娟 凌小燕 黄茜媛 曾锐娜 王泽漫 郑茵妮 

曾婉毅 陈足娇 张雅婷 张楚柔 洪月娥 梁珊珊 林燕鸿 梁妙慈 

林士雄 何金姣 赖家怡 麦小玉 张  鑫 庞绚兮   

音乐学院（18 人） 

黄绿茵 吴晓筝 李颖然 黄秋婷 李心言 吴燕林 吴佩瑜 陈家群 

杨晓瑜 梁梓珊 谢  敏 潘玉娴 万静怡 殷祝依 范琪琪 陈秋园 

赵春丽 李金冬       

政法学院（30 人） 

陈正浩 吕俞蒸 赖达红 吴敏杏 吴丽丽 吴秋娜 许晓绵 张嘉惠 

朱用香 陈铂冰 叶嘉明 赖晓坚 李沅穗 黄斯婷 温文君 高衔宜 

黄春微 黄洁莉 冯培桩 杨彩燕 马玉凤 李欢欢 王佳琳 郭楚曼 

许金婷 陈雅婷 杨文君 庄晓薇 卢雪莹 陈  艳   

马克思主义学院（6 人） 

江燕玲 陈晓南 方英佩 陈  欢 蔡妙冰 李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