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中华留学中国校友分享会系列》 

 

清华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0日（星期四） 

时间：8.30p.m.-9.30p.m. 

使用平台：Zoom  

主讲人： 

- 李嘉    大一 经管学院（介绍经管与文科） 

- 李浓樟  大一 航空航天学院（介绍理科）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8.35p.m. 开场 

8.35p.m.-9.20p.m. 分享 

9.20p.m.-9.30p.m. Q&A 

 

分享内容： 

- 介绍大学特色（ex:无体育不清华） 

- 最强或最受欢迎的科系，进入大学标准 

- 院系介绍（特点、注意事项、感受） 

- 学习环境+校园生活 

- 简略介绍申请管道 

- 奖学金 

- 个人求学经验 

- 客观分析留学中国 

 

Q&A环节参与者： 

- 李浓樟 大一 航空航天学院 

- 陈韦璇 大一 社科学院 

- 李嘉   大一 经管学院 

- 曾子绮 大一 社科学院 

- 王奕庭 大一 社科学院 

- 黄睿宝 大一 新闻学院/计算机系 

- 陈宇轩 大一 车辆与运载学院  

- 雷凯翔 大一 土木系 

- 黄俊贤 大二 经管学院 

- 张咏境 大三 电子系 

  



北京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1日（星期五） 

时间：8.30p.m.-9.30p.m. 

使用平台：Zoom 

主讲人： 

- 谭涌宝  大一 光华管理学院 

- 张序年  大二 元培学院（介绍元培学院）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8.35p.m. 开场 

8.35p.m.-8.50p.m. 分享 

8.50p.m.-9.00p.m. 介绍元培学院 

9.00p.m.-9.30p.m. Q&A、结束 

 

分享内容： 

- 院系介绍 

- 学习环境+校园生活 

- 介绍申请管道（博雅计划、董总推荐） 

- 奖学金 

- 学习上面对的挑战 

- 介绍元培学院 

 

Q&A环节参与者： 

- 谭涌宝   大一 光华管理学院 

- 陈炜轩   大一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 武田繁典 大一 数学科学学院 

- 黄丽谨   大二 中国语言文学系、艺术学系 

- 张序年   大二 元培学院 

- 颜以恩   大三 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2日 （星期六) 

时间：8.30p.m.-9.30p.m. 

使用平台：Zoom 

主讲人： 

- 李卓恩 大一 翻译 

- 杨舜励 大一 临床医学六年制(英语授课) (MBBS) 

- 游家乐 大四 临床医学六年制(英语授课) (MBBS)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8.35p.m. 开场 

8.35p.m.-8.50p.m. 分享 

8.50p.m.-9.15p.m. MBBS 

9.15p.m.-9.30p.m. Q&A 

 

分享内容： 

- 介绍学校和环境 

- 申请标准和管道 

- 奖学金 

- 校园生活和学习经验 

- MBBS 

 

Q&A环节参与者： 

- 杨舜励 大一 临床医学六年制(英语授课) (MBBS) 

- 殷玉珊 大一 哲学系 

- 李卓恩 大一 翻译系 

- 颜思佳 大三 材料物理 

- 游家乐 大四 临床医学六年制(英语授课) (MBBS) 

  



上海交通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3日（星期日） 

时间：8.30p.m.-9.30p.m. 

使用平台：Zoom 

主讲人： 

- 江俐璇 大一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 

- 陈力宁 大一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 

- 林俊宏 大一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师系（本） 

- 黄铭文 大二 Economics 经济系（本） 

- 胡柔羡 研二 Public Relations(本)/ New Media Studies (研）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8.35p.m. 开场 

8.35p.m.-8.55p.m. 交大分享 

8.55p.m.-9.15p.m. 交大医学院分享 

9.15p.m.-9.30p.m. Q&A、结束词 

 

分享内容： 

- 城市介绍 

- 大学介绍 

- 校园生活 

- 申请流程与条件 

- 奖学金 

- 校友分享 

Q&A环节参与者： 

- 江俐璇 大一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 

- 陈力宁 大一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 

- 林俊宏 大一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师系（本） 

- 黄铭文 大二 Economics 经济系（本） 

- 胡柔羡 研二 Public Relations(本)/ New Media Studies (研） 

 

  



浙江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4日（星期一） 

时间：8.30p.m.-9.30p.m. 

使用平台：Zoom 

主讲人： 

- 林咏靖          大三       广告学（负责一切分享那 part） 

- 刘佳玮（Winnie）大二       生物医学（负责海宁校区介绍） 

- 陈思杏          大四毕业生 人力资源管理（负责学姐分享毕业以后的发展）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8.35p.m. 开场 

8.35p.m.-8.55p.m. 一切的分享（申请 奖学金 紫金港校区 经验等等） 

8.55p.m.-9.10p.m. 介绍海宁校区（申请  奖学金 环境等等） 

9.10p.m.-9.15p.m. 学姐分享毕业以后的发展 

9.15p.m.-9.30p.m. Q&A、各种补充、结束词 

 

分享内容： 

Part1 

- 浙大介绍 （学院&校区） 

- 专业介绍 （理工文商&报读注意事项） 

- 经验分享 生活与学习环境 

- 申请管道&奖学金 

Part2 

海宁国际校区简介大纲： 

1. 联合学院介绍 

-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 ZJE 

- 浙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联合学院 ZJUI 

2. 申请管道、奖学金、费用 

3. 校区环境 + 书院介绍 

 

Q&A环节参与者： 

- 蔡紫薇           大一       广播电视学  

- 许仪文           大一       生物医学  

- 黄恺轩           大一       土木工程  

- 林志诚           大一       生物医学工程 

- 颜以腾           大一       动物医学 

- 许佩恩           大二       工商管理  

- 刘佳玮（Winnie） 大二       生物医学 



- 林洛倩           大三       心理学 

- 林咏靖           大三       广告学 

- 陈思杏           大四毕业生 人力资源管理  

 

 

  



武汉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5日（星期二） 

时间：8.30p.m.- 9.30p.m. 

使用平台：Zoom 

主讲人： 

- 杨艾昕  大一  新闻与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 8.35p.m. 开场 

8.35p.m.- 9.10p.m. 分享 

9.10p.m.- 9.25p.m. 问答 

9.25p.m.- 9.30p.m. 结语 

 

分享内容： 

- 学校介绍 

- 校园环境 

- 科系介绍 

- 校园生活 

- 申请管道 

- 奖学金 

- 自身心得 

Q&A环节参与者： 

名字 年级 学院 专业 备注 

杨艾昕 大一 新闻与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校友 

苏智龙 大一 数学与统计学院 金融数学专业 外援 

陈嘉阳 大一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外援 

李俊延 大一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外交系（主） 外援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系（辅） 外援 

张銡时 大三 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外援 

 

 

  



北京理工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6日（星期三） 

时间：8：30pm - 9：10pm 

使用平台: Zoom 

主讲人：杨迦舜 大一 信息与电子学院（英文授课）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8.35p.m. 开场 
8.35p.m.-8.50p.m. 分享 
8.50p.m.-9.10p.m. Q & A，结束词 

 

分享内容： 
-介绍专业 
-北理工特色，资源 
-介绍申请管道 
-奖学金 
-介绍学校生活 
-学习挑战 

Q&A 环节参与者： 
- 杨迦舜                 大一 信息与电子学院（英文授课） 
- 蔡卓翔                 大一 计算机学院（华文授课） 
- 陈滋桦                 大一 计算机学院（华文授课）（外援） 
- 梁镇延（Lester Leong） 大二 计算机学院（华文授课）（外援） 

 

  



 

 

 

中国人民大学 

日期：2020年 8月 27日（星期四） 

时间：8.30p.m.-9.10p.m. 

使用平台：Zoom 

主讲人： 

- 黄子微  大一 新闻学院 

流程： 

时间 流程 

8.30p.m.-8.35p.m. 开场 

8.35p.m.-8.45p.m. 学校基本介绍、申请
管道 

8.45p.m.-9.00p.m. 介绍新闻学院、求学
经验 

9.00p.m.-9.10p.m. Q&A、结束词 

 

分享内容： 

- 学习环境+校园生活 

- 介绍申请管道（自主报名） 

- 奖学金 

- 个人求学经验 

- 介绍人大优势院系 

 

Q&A环节参与者： 

- 黄子微 大一 新闻学院 

- 韦昀彤 大二 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