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6頁

課程名稱： 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面試日期：   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組別： A組

電郵： designa@ipm.edu.mo

QQ帳號： 3584593117
備註：

序號 姓名 身份證號最後4位 面試時間

1 王广宇 0045 19:15

2 阮翔 1029 19:30

3 胡余丹 3932 19:45

4 陈婉怡 0025 19:00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藝術高等學校

2018/2019學年內地招生面試安排

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1. 如考生姓名沒包括在名單內，即表示該考生不獲面試資格；
2. 在線面試將以QQ視訊方式進行，請考生確保視像及收音設備正常運作；
3. 請考生於4月29日晚上前，以實名及身份證號申請加入面試組別的QQ帳號（3584593117）；
4. 考生需在視頻面試開始時間前後的一個小時內在線等候。(例如：七時開始面試考生, 需於六時
    至八時在線等候)；
5. 考生須於4月29日晚上11時59分前把最少五件與設計/美術相關的創作作品(每件作品先拍攝排
    在A4大的版面中，像素不少於150dpi)，以自己姓名為存檔名稱，以PDF格式存檔（檔案總儲
    存量在10MB內），並將上述檔案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a@ipm.edu.mo；
6. 考生需在面試中出示本人身份證正本以供核對，不可戴帽與黑眼鏡及其他可遮掩面容與頭髮的
    裝飾物；
7. 考生需准備2b鉛筆及四開大小白畫紙，按主試者要求進行大約三分鐘的即場描繪，面試結束時
    考生須立刻把該即場作品拍攝，並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a@ipm.edu.mo；
8. 一般視頻面試時間大約為15分鐘；
9. 如考生未能按照指引正確加入面試QQ帳號及沒有按時提交作品，將作缺席考試處理。

（以中國美術學院校考成績兼報考生適用）

mailto:designa@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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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面試日期：   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組別： B組

電郵： designb@ipm.edu.mo
QQ帳號： 3325324905
備註：

序號 姓名 身份證號最後4位 面試時間

1 任南润 2213 19:45

2 伍盈盈 1641 19:30

3 李丹颖 2883 19:15

4 张翟雯昕 0029 19:00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藝術高等學校

2018/2019學年內地招生面試安排

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1. 如考生姓名沒包括在名單內，即表示該考生不獲面試資格；
2. 在線面試將以QQ視訊方式進行，請考生確保視像及收音設備正常運作；
3. 請考生於4月29日晚上前，以實名及身份證號申請加入面試組別的QQ帳號（3325324905）；
4. 考生需在視頻面試開始時間前後的一個小時內在線等候。(例如：七時開始面試考生, 需於六時
    至八時在線等候)；
5. 考生須於4月29日晚上11時59分前把最少五件與設計/美術相關的創作作品(每件作品先拍攝排
    在A4大的版面中，像素不少於150dpi)，以自己姓名為存檔名稱，以PDF格式存檔（檔案總儲
    存量在10MB內），並將上述檔案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b@ipm.edu.mo；
6. 考生需在面試中出示本人身份證正本以供核對，不可戴帽與黑眼鏡及其他可遮掩面容與頭髮的
    裝飾物；
7. 考生需准備2b鉛筆及四開大小白畫紙，按主試者要求進行大約三分鐘的即場描繪，面試結束時
    考生須立刻把該即場作品拍攝，並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b@ipm.edu.mo；
8. 一般視頻面試時間大約為15分鐘；
9. 如考生未能按照指引正確加入面試QQ帳號及沒有按時提交作品，將作缺席考試處理。

（以中國美術學院校考成績兼報考生適用）

mailto:designb@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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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面試日期：   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組別： C組

電郵： designc@ipm.edu.mo
QQ帳號： 3389034488
備註：

序號 姓名 身份證號最後4位 面試時間

1 邓宇涵 0029 19:15

2 苏昕 1520 19:00

3 苏诗然 0825 19:45

4 韩雨馨 3223 19:30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藝術高等學校

2018/2019學年內地招生面試安排

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1. 如考生姓名沒包括在名單內，即表示該考生不獲面試資格；
2. 在線面試將以QQ視訊方式進行，請考生確保視像及收音設備正常運作；
3. 請考生於4月29日晚上前，以實名及身份證號申請加入面試組別的QQ帳號（3389034488）；
4. 考生需在視頻面試開始時間前後的一個小時內在線等候。(例如：七時開始面試考生, 需於六時
    至八時在線等候)；
5. 考生須於4月29日晚上11時59分前把最少五件與設計/美術相關的創作作品(每件作品先拍攝排
    在A4大的版面中，像素不少於150dpi)，以自己姓名為存檔名稱，以PDF格式存檔（檔案總儲
    存量在10MB內），並將上述檔案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c@ipm.edu.mo；
6. 考生需在面試中出示本人身份證正本以供核對，不可戴帽與黑眼鏡及其他可遮掩面容與頭髮的
    裝飾物；
7. 考生需准備2b鉛筆及四開大小白畫紙，按主試者要求進行大約三分鐘的即場描繪，面試結束時
    考生須立刻把該即場作品拍攝，並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c@ipm.edu.mo；
8. 一般視頻面試時間大約為15分鐘；
9. 如考生未能按照指引正確加入面試QQ帳號及沒有按時提交作品，將作缺席考試處理。

（以中國美術學院校考成績兼報考生適用）

mailto:designc@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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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面試日期：   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組別： D組

電郵： designd@ipm.edu.mo
QQ帳號： 3208225470
備註：

序號 姓名 身份證號最後4位 面試時間

1 吴一林 1245 19:15

2 周沁原 0820 19:00

3 黄蝶 3323 19:45

4 曾加 0036 19:30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藝術高等學校

2018/2019學年內地招生面試安排

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1. 如考生姓名沒包括在名單內，即表示該考生不獲面試資格；
2. 在線面試將以QQ視訊方式進行，請考生確保視像及收音設備正常運作；
3. 請考生於4月29日晚上前，以實名及身份證號申請加入面試組別的QQ帳號（3208225470）；
4. 考生需在視頻面試開始時間前後的一個小時內在線等候。(例如：七時開始面試考生, 需於六時
    至八時在線等候)；
5. 考生須於4月29日晚上11時59分前把最少五件與設計/美術相關的創作作品(每件作品先拍攝排
    在A4大的版面中，像素不少於150dpi)，以自己姓名為存檔名稱，以PDF格式存檔（檔案總儲
    存量在10MB內），並將上述檔案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d@ipm.edu.mo；
6. 考生需在面試中出示本人身份證正本以供核對，不可戴帽與黑眼鏡及其他可遮掩面容與頭髮的
    裝飾物；
7. 考生需准備2b鉛筆及四開大小白畫紙，按主試者要求進行大約三分鐘的即場描繪，面試結束時
    考生須立刻把該即場作品拍攝，並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d@ipm.edu.mo；
8. 一般視頻面試時間大約為15分鐘；
9. 如考生未能按照指引正確加入面試QQ帳號及沒有按時提交作品，將作缺席考試處理。

（以中國美術學院校考成績兼報考生適用）

mailto:designd@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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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面試日期：   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組別： E組

電郵： designe@ipm.edu.mo
QQ帳號： 3044077342
備註：

序號 姓名 身份證號最後4位 面試時間

1 方陶然 1325 19:15

2 林煜肯 4552 19:00

3 潘婉颖 2527 19:45

4 蒋欣竹 1626 19:30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藝術高等學校

2018/2019學年內地招生面試安排

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1. 如考生姓名沒包括在名單內，即表示該考生不獲面試資格；
2. 在線面試將以QQ視訊方式進行，請考生確保視像及收音設備正常運作；
3. 請考生於4月29日晚上前，以實名及身份證號申請加入面試組別的QQ帳號（3044077342）；
4. 考生需在視頻面試開始時間前後的一個小時內在線等候。(例如：七時開始面試考生, 需於六時
    至八時在線等候)；
5. 考生須於4月29日晚上11時59分前把最少五件與設計/美術相關的創作作品(每件作品先拍攝排
    在A4大的版面中，像素不少於150dpi)，以自己姓名為存檔名稱，以PDF格式存檔（檔案總儲
    存量在10MB內），並將上述檔案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e@ipm.edu.mo；
6. 考生需在面試中出示本人身份證正本以供核對，不可戴帽與黑眼鏡及其他可遮掩面容與頭髮的
    裝飾物；
7. 考生需准備2b鉛筆及四開大小白畫紙，按主試者要求進行大約三分鐘的即場描繪，面試結束時
    考生須立刻把該即場作品拍攝，並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e@ipm.edu.mo；
8. 一般視頻面試時間大約為15分鐘；
9. 如考生未能按照指引正確加入面試QQ帳號及沒有按時提交作品，將作缺席考試處理。

（以中國美術學院校考成績兼報考生適用）

mailto:designe@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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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設計學士學位課程
面試日期：   2018年4月30日(星期一) 
組別： F組

電郵： designf@ipm.edu.mo
QQ帳號： 1239519232
備註：

序號 姓名 身份證號最後4位 面試時間

1 马乔浇 3560 19:30

2 王子祎 0920 19:00

3 刘韵 0029 19:45

4 姚智为 3736 20:00

5 熊小曈 0427 19:15

澳 門 理 工 學 院
藝術高等學校

2018/2019學年內地招生面試安排

名單按姓名筆劃排序

1. 如考生姓名沒包括在名單內，即表示該考生不獲面試資格；
2. 在線面試將以QQ視訊方式進行，請考生確保視像及收音設備正常運作；
3. 請考生於4月29日晚上前，以實名及身份證號申請加入面試組別的QQ帳號（1239519232）；
4. 考生需在視頻面試開始時間前後的一個小時內在線等候。(例如：七時開始面試考生，需於六時
    至八時在線等候)；
5. 考生須於4月29日晚上11時59分前把最少五件與設計/美術相關的創作作品(每件作品先拍攝排
    在A4大的版面中，像素不少於150dpi)，以自己姓名為存檔名稱，以PDF格式存檔（檔案總儲
    存量在10MB內），並將上述檔案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f@ipm.edu.mo；
6. 考生需在面試中出示本人身份證正本以供核對，不可戴帽與黑眼鏡及其他可遮掩面容與頭髮的
    裝飾物；
7. 考生需准備2b鉛筆及四開大小白畫紙，按主試者要求進行大約三分鐘的即場描繪，面試結束時
    考生須立刻把該即場作品拍攝，並傳送至以下郵箱：designf@ipm.edu.mo；
8. 一般視頻面試時間大約為15分鐘；
9. 如考生未能按照指引正確加入面試QQ帳號及沒有按時提交作品，將作缺席考試處理。

（以中國美術學院校考成績兼報考生適用）

mailto:designf@ip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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