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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邱捷等 46 名学生来我校交换学习的通知 
 

 

各学院（系）： 

根据我校和境内外大学的有关协议，邱捷等 46 名学生将于

2009--2010 学年秋冬学期来我校交换学习（名单见附件）。请各有

关单位认真作好接待工作，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附件：2009--2010 学年来浙江大学交流学习交换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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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学生  交流  名单  通知 

抄送：计划财务处，外事处，后勤管理处，本科生院各办公室。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办公室              2009 年 7 月 7 日印发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来源学校 转入学院 转入专业班级

1 9030901001 邱捷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 法学0701

2 9030901002 唐棠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求是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801

3 9030901003 柳卓利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求是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802

4 9030901004 白映雪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 法学0702

5 9030901005 刘洋 女 中国政法大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0702

6 9030901006 王云艺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求是学院 社会科学试验班0801

7 9030901007 张正硕 男 中国政法大学 求是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803

8 9030901008 豆洋洋 男 中国政法大学 求是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804

9 9030901009 张盛平 女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哲学0701

10 9030901010 钱星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求是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805

11 9030901011 朱凯欣 女 香港科技大学 求是学院 社会科学试验班0802

12 9030901012 吴寒冰 女 香港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金融学0701

13 9030901013 潘嘉欣 女 香港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0601

14 9030901014 陈亮棋 男 香港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0701

15 9030901015 邓佩怡 女 香港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金融学0702

16 9030901016 胡文匡 男 香港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财政学0701

17 9030901017 姚媛婷 女 香港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试验班）

0701

18 9030901018 周洁媚 女 香港浸会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新闻学0701

19 9030901019 余嘉研 女 香港浸会大学 人文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701

20 9030901020 黄晋娇 女 香港岭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702

21 9030901021 秋懿真 女 香港岭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0701

22 9030901022 周炫玮 男 香港岭南大学 求是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801

23 9030901023 赖天丽 女 香港岭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0701

24 9030901024 邓伟驹 男 香港岭南大学 求是学院 人文科学试验班0802

25 9030901025 陈桂森 男 香港岭南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0601

26 9030901026 郑亦萤 女 台湾成功大学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0601

27 9030901027 金云 男 香港中文大学 求是学院 社会科学试验班0803

28 9030901028 黄嘉萤 女 香港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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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来源学校 转入学院 转入专业班级

29 9030901029 苏钜辉 男 香港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 教育学0701

30 9030901030 赵咏敏 女 香港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 教育学0701

31 9030901031 刘伟麟 男 香港城市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广告学0701

32 9030901032 王苑婷 女 香港城市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广告学0701

33 9030901033 余丽健 女 香港城市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广告学0701

34 9030901034 罗文佐 男 香港中文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

交流学院
英语0601

35 9030901035 屈赫赫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 法学0702

36 9030901036 李敏瑜 香港岭南大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0701

37 9030901037 吴宛霖 香港岭南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新闻学0700

38 9030901038 雷思洋 香港岭南大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试验班）0701

39 9030901039 萧润贞 香港岭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汉语语言文学0701

40 9030901040 钟家贤 香港岭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汉语语言文学0702

41 9030901041 夏瑞松 香港岭南大学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0701

42 9030901042 赵伟燦 香港岭南大学 经济学院 金融学0701

43 9030901043 刘少杰 香港岭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汉语语言文学0701

44 9030901044 李悅 香港岭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汉语语言文学0702

45 9030901045 罗翔 男 台湾大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0701

46 9030901046 王贞茹 女 台湾大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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