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硕士生英语期末考试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研究生： 

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硕士生英语期末考试安排如下： 

一、考试时间 

2021 年 1 月 13日（第 18周周三）下午 14:00-16:00 

二、考场安排 

考场号 班级 专业名称 学院 学生数 任课教师 考生数 
监考 

教师 1 

监考 

教师 2 

监考 

教师 3 
考试教室 

考场 1 1 班 数学、心理学 理学院 38 张益琛 38 黄向辉 王瑞   10-103 

考场 2 2 班 物理学 理学院 37 刘莼 37 张益琛 余德游   10-104 

考场 3 3 班 化学 理学院 33 翁峥彦 

徐冰露 

33 范硕 陈凯   10-107 

考场 4 4 班 化学、应用心理 理学院 36 张忻波 36 周青 秦夏楠   10-108 

考场 5 5 班 材料与化工（化学工程） 理学院 39 张益琛 39 张佳文 朱晨凯   10-111 

考场 6 6 班 材料与化工（化学工程） 理学院 33 刘莼 33 刘银丽 邵怡沁   10-112 

考场 7 7 班 机械工程 机械学院 36 翁峥彦 36 郑军红 苏先创   10-115 

考场 8 8 班 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机械学院 36 张忻波 36 刘莉 韩秀荣   10-116 

考场 9 9 班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机械学院 26 黄向辉 26 陈剑 鲍佳   10-121 

考场 10 10 班 法学、法律（法学） 

法律（非法学）、社会工作 

法政学院 40 张益琛 40 杨俊秀 吴佳瑶   10-122 



 

考场号 班级 专业名称 学院 学生数 任课教师 考生数 
监考 

教师 1 

监考 

教师 2 

监考 

教师 3 
考试教室 

考场 11 11 班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学院 32 黄向辉 32 金幼芳 秦红嫚   10-125 

考场 12 12 班 纺织科学与工程 纺织学院 

服装学院 

44 林劲 44 蒋赟 张兴红   10-126 

考场 13 13 班 材料与化工（纺织工程） 

材料与化工（轻工技术与工程） 

纺织学院 37 刘莼 37 吕夏颖 杨勇   10-130 

考场 14 14 班 材料与化工（纺织工程） 纺织学院 

服装学院 

37 翁峥彦 

张益琛 

37 薛佳丹 缪茂众   10-133 

考场 15 15 班 材料与化工（纺织工程） 纺织学院 

服装学院 

38 张忻波 38 张博凯 朱晖文   10-216 

考场 16 16 班 材料与化工（纺织工程） 

新闻与传播 

纺织学院 

史量才学院 

24 黄向辉 24 郑莹莹 杨振   10-137 

考场 17 17 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 

信息学院 41 刘莼 41 甘甜 顾瑛琦   2-N416 

考场 18 18 班 电子信息（电子与通信工程） 信息学院 45 黄向辉 45 李璐 芦飞   2-N422 

考场 19 19 班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信息学院 46 林劲 46 刘祎 郭传好   10-334 

考场 20 20 班 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经管学院 38 张益琛 38 徐晓慧 胡华梁   10-222 

考场 21 21 班 马克思主义理论 

会计、物流工程与管理领域 

马院 

经管学院 

66 翁峥彦 

张忻波 

刘莼 

66 郭绍义 高金凤 向忠 10-330 



巡考：张忻波、刘莼 

合计考试人数：802 人 

三、有关要求 

请每个考场的监考教师 1 在 13:20之前到 1-439室领取试卷，其余监考教师请提前 30分钟到达考

场，考生提前 15分钟到达考场。 

 

研究生院     

2020 年 12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