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东华大学优秀留学生奖学金 

 

根据“东华大学优秀留学生奖学金”有关规定，经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讨论，现将

2018-2019 年度“东华大学优秀留学生奖学金”拟定名单进行公示。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f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and discussion of ICES Scholarship Committee, 

the list of 2018-2019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is as follows. If there 

is any opinion, please contact the committee. 

公示时间(Public Notification Period)：11月 20日前             Until 20
th
 November 

联系地址(Address)：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122办公室 李丽老师         ICES 122  Ms Li 

联系电话(Tel)：62373066-51 

特等奖 Grand Prize: 

文明吉 MUN MYUNG GIL 韩国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郑善荣 CHUNG SUNYOUNG 韩国 本科生 工商管理（国际项目） 

杨心盈 NAIOON MONWAN 泰国 本科生 汉语言 

唐雅褀 TENG YAA KEE 马来西亚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陈仁杰 TAN REN JIE 马来西亚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一等奖 First Prize： 

丁明美 TECHATADAKARAWIN CHANISORN 泰国 本科生 市场营销（国际项目） 

车权 CHA KWON 朝鲜 本科生 汉语言 

塔米拉 TUMENJARGAL TAMIR 蒙古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西拉 SENGSAVANGKOUN NILAMONH 老挝 本科生 市场营销 

塗美琳 SAYXOURIYO SOUPHINDA 老挝 本科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朴季映 PARK KYEYOUNG 韩国 本科生 汉语言 

黄淑芳 NG SOCK FANG 马来西亚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二等奖 Second Prize 

帅明 HUSSAIN MUHAMMAD ATHER IQBAL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控制科学与工程 

严威 AZHAR SAYED WAQAR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纺织复合材料 

胡景 NAQVI SYED MUHAMMAD ABIS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信息与通信工程 

严荣轩 SAYED YASEEN RASHDI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韩儿 JOUN HANUL 韩国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南文昊  MUHAMMAD NADEEM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化学工程与技术 

郑文博 IRFAN MOHAMMAD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化学工程与技术 

许美琪  CYNTIA MAGGIE SOPIAN 印度尼西亚 本科生 汉语言 

张闵景 JANG MINKYUNG 韩国 本科生 国际贸易（国际项目） 

毕小龙 SISAYKEO BINLY 老挝 本科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惠珍 KIM HYEJIN 韩国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夏莉莉 LOUANGPASEUTH VATSANA 老挝 本科生 市场营销 

白敬 BABAR AIJAZ AHMED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纳米纤维及杂化材料 

权美廷 KWON MIJEONG 韩国 本科生 汉语言 

哈森 AHMAD HASSAN 巴基斯坦 本科生 工商管理（国际项目） 

李玟暻 LEE MINKYOUNG 韩国 本科生 汉语言 

李惠彬 LEE HYEBIN 韩国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菊地百华 KIKUCHI MOMOKA 日本 本科生 汉语言 

金度沅 KIM DO WON 韩国 本科生 汉语言 

 

三等奖 Third Prize 

陈恩慧 HARTANTI GRACE OCTAVIA 印度尼西亚 本科生 汉语言 

路向远 MANJ RANA ZAFAR ABBAS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材料物理与化学 

诗意 AZHAR SHANILA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企业信息化系统与工程 



李浩歌 ALI AHSAN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纺织工程 

马弘文 KAMYAB MARJAN 阿富汗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沙吉尔 AHMED SHARJEEL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材料加工工程 

许丁爱 HEO JUNG AE 韩国 博士研究生 服装设计与工程 

孟望舒 MEMON HAFEEZULLAH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纺织工程 

程景波 HAYAT SHOAIB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泽宇 NADEEM ZUHAIR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环境工程 

李乾旭 LEE KUNWOOK 韩国 本科生 汉语言 

巫美英 SHOTIPUNKUL CHALINTHIP 泰国 本科生 国际贸易（国际项目） 

刘嘉容 LAW CHIEH YOONG 马来西亚 硕士研究生 企业管理 

李谭香 MONPHANEEWONG PLOYPAILIN 泰国 本科生 汉语言 

焕发 HABBOUSH ALI 叙利亚 博士研究生 纺织工程 

安娜 BORAS ANA 克罗地亚 本科生 国际贸易（国际项目） 

玛丽亚 ZHARKOVA MARIYA 哈萨克斯坦 本科生 汉语言 

郑善美 JUNG SUN MI 韩国 本科生 汉语言 

莫丽莎 CHANTHAVIXAY MALISA 老挝 本科生 国际贸易（国际项目） 

金姬秀 KIM HEESOO 韩国 本科生 汉语言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 

                                               ICES Scholarship Committ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