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錄取學校 中文姓名 所屬學院 所屬系所

上海大學 邱宜瑄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上海大學 楊婷羽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所

上海大學 潘晨蕾 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學系

上海大學 王樂純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上海大學 許瀚文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所

上海交通大學 王瑋彤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上海交通大學 李沛慈 法律學院 財金法律系/所

上海交通大學 華思遠 金融科技學院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所

上海交通大學 季旭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上海交通大學 何雪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上海財經大學 簡嘉萱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上海財經大學 陳曉雯 傳播學院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上海財經大學 吳怡萱 金融科技學院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所

中山大學 鄭昱安 健康科技學院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所

中山大學 連婕伃 國際學院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中山大學 薛楚伊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中山大學 楊逸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中山大學 木村雛乃 觀光學院 觀光事業學系/所

中國傳媒大學 饒家年 設計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所

中國傳媒大學 黃敬惠 設計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所

中國傳媒大學 鄭淞文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北京交通大學 周佳臻 設計學院 商品設計學系/所

北京交通大學 林育芳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所

北京交通大學 張淑涵 社會科學院 公共事務學系/所

北京師範大學 黃正惠 社會科學院 犯罪防治學系/所

北京師範大學 尤千伊 社會科學院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所

北京師範大學 章藝菲 觀光學院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北京師範大學 張永鵬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英語學系/所

北京理工大學 黃微雅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所

北京理工大學 張庭瑜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所

四川大學 時子淇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華語文教學學系

四川大學 黃思瑩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四川大學 顏珅 法律學院 財金法律系/所

吉林大學 楊縈婕 社會科學院 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所

吉林大學 辜莉雰 法律學院 財金法律系/所

江南大學 葉雨蓁 設計學院 商品設計學系/所

江南大學 吳苡嘉 設計學院 商品設計學系/所

西安交通大學 陳俞嬛 管理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所

東北大學 蘇冠文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東南大學 梁偉聰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所

東南大學 蕭純瑩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所

武漢大學 寗子渝 金融科技學院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所

武漢大學 巫子婕 法律學院 法律學系/所

武漢大學 樊江北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武漢大學 譚杰 傳播學院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武漢大學 吳曉瑋 健康科技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錄取學校 中文姓名 所屬學院 所屬系所

南京大學 劉一璇 社會科學院 公共事務學系/所

南京大學 吳宛儒 國際學院 國際企業與貿易學士學位學程

南京大學 林函嫻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所

南京大學 邱恩嘉 管理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所

重慶大學 吳曉彤 傳播學院 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重慶大學 李耀銘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重慶大學 董羿賢 傳播學院 廣播電視學系

浙江大學 閔耘蕎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浙江大學 張家娸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浙江大學 林翊涵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浙江大學 楊宜宣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浙江大學 林遠君 設計學院 商品設計學系/所

浙江大學 金麟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浙江大學 楊泓慧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浙江大學 夏清如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浙江大學 錢可佩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浙江大學 郭臻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湖南大學 譚雅文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所

湖南大學 彭江湉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華東師範大學 王芊祺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華語文教學學系

華東師範大學 魏伶軒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學系/所

華東師範大學 吳珏 傳播學院 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所

華東師範大學 白絲甯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華南理工大學 林素櫻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所

華南理工大學 蔡馨儀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所

華南理工大學 范一航 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所

華南理工大學 益曉蓉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日語學系/所

華南理工大學 陳禹廷 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所

廈門大學 林怡妏 國際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所

廈門大學 林欣靜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廈門大學 吳信寬 設計學院 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所

廈門大學 許思晴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所

廈門大學 劉芯言 觀光學院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廈門大學 樓曉雯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廈門大學 樓順儀 金融科技學院 經濟與金融學系/所

廈門大學 黃奕瀅 傳播學院 新聞學系

廈門大學 黃子涵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中國文學系/所

廈門大學 韓靖 管理學院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所

暨南大學 饒軒羽 金融科技學院 應用統計與資料科學學系/所

暨南大學 周郁文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華語文教學學系

暨南大學 莊育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