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上 海 杉 达 学 院 文 件 
 

 
杉达内(教)〔2017〕27 号 

 
 

上海杉达学院关于聘任 2017~2018 学年 

教学工作学生信息员的决定 

 

各学院：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扎实推进教风与学

风建设，及时准确地了解、收集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充分发挥
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的主体作用，确保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根据《上
海杉达学院教学工作学生信息员制度(试行)》文件要求，经研究决
定聘任陈子薇等 325 名学生为学校 2017~2018 学年教学工作学生信
息员，名单如下。  

一、 胜祥商学院 
总联络员：陈子薇 
信息员：62 名  
二、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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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联络员：陈佩佩 
信息员：19 名 
三、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总联络员：赵志阳 
信息员：25 名  
四、外语学院 
总联络员：罗艳旻 
信息员：14 名  
五、艺术与设计学院  
总联络员：朱冠颖 
信息员：13 人 
六、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总联络员：谢伊妮 
信息员：20 名 
七、传媒学院 
总联络员：赵思迪 
信息员：16 人  
八、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总联络员：陈佩佩 
信息员：9人 
九、国际教育学院 
信息员：1人 
十、 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 
总联络员：陈莎莎 
信息员：1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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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沪东工学院 
总联络员：杨招弟 
信息员：11 人  
十二、时尚学院  
总联络员：朱冠颖 

  信息员：6名 
 

附件：上海杉达学院 2017-2018 学年教学工作学生信息员名单 
 
 

     上海杉达学院  
                     2017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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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达学院 2017-2018 学年教学工作学生信息员名单 
 
一、胜祥商学院(62 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会计学 f150316 f15031603 陈子薇 总联络员 

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办) f160211 f16021120 陈伟丰  

3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办) f160212 f16021202 雷文静   

4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60213 f16021315 王文婷   

5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60214 f16021432 唐钰清   

6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60215 f16021507 龚静怡   

7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60216 f16021630 刘镇珲   

8 市场营销 f160221 f16022101 曹玮玥   

9 市场营销 f160222 f16022225 刘俊翔   

10 市场营销 f160223 f16022316 范斯文   

11 市场营销 f160224 f16022403 黄雪怡   

12 会计学 f160311 f16031136 黄星   

13 会计学 f160312 f16031227 张潺媛   

14 会计学 f160313 f16031341 王铭正   

15 会计学 f160314 f16031417 史佳柔   

16 财务管理 f160331 f16033138 张科   

17 财务管理 f160332 f16033209 何浩婧   

18 财务管理 f160333 f16033305 符文青   

19 财务管理 f160334 f16033416 田玮   

20 金融学 f160411 f16041136 张益   

21 金融学 f160412 f16041212 童婷婷   

22 金融学 f160413 f16041323 刘亚   

23 金融学 f160414 f16041432 王琪皓   

24 金融学 f160415 f16041512 王曦晨   

25 金融学 f 160416 f16041634 姚川   

26 法学 f160241 f16024113 卢琲清   

27 法学 f160242 f16024216 舒智悦   

28 财务管理 f150331 f15033102 夏丽苗   

29 财务管理 f150332 f15033219 叶粤婷   

30 财务管理 f150333 f15051413 唐嘉玲   

31 财务管理 f150334 f15033417 龚崔伟   

32 财务管理 f150335 f15033503 李娜   

33 法学 f150241 f15024125 陈奕腾   

34 法学 f150242 f15024212 鲍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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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50213 f15021314 陈佳仪   

36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50214 f15021410 常婷婷  

37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50215 f15021509 朱雪祎   

38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50216 f15021601 陈雅玲   

39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50217 f15021715 沈妍菁   

40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f150211 f15021119 蒋晓文   

41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f150212 f15021216 黄艺楠   

42 会计学 f150311 f15031112 武树祎   

43 会计学 f150312 f15031206 林越碧   

44 会计学 f150313 f15031325 姜迎夏   

45 会计学 f150314 f15031413 盛雅琪   

46 会计学 f150315 f15031524 郭嘉   

47 会计学 f150317 f15031123 沈本杰   

48 会计学 f150318 f15031431 周嘉瑞   

49 金融学 f150411 f15041101 贾京京   

50 金融学 f150412 f15041201 吴泫慧   

51 金融学 f150413 f15041324 张云川   

52 金融学 f150414 f15041418 黄博文   

53 金融学 f150415 f15041513 李悦凝   

54 市场营销 f150221 f15022106 许静文   

55 市场营销 f150222 f15022214 沙琳琳   

56 市场营销 f150223 f15022308 万蒙   

57 市场营销 f150224 f15022402 吕晶晶   

58 市场营销(快时尚营销方向) f160851 f16085114 徐至萱   
59 国际经济与贸易 b170211 b17021132 许鑫  
60 会计学 b170311 b17031117 周思懿  
61 市场营销 b170221 b17022119 胡梦瑞  
62 金融学 b170411 b17041110 张文炜  

 
二、管理学院(19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行政管理 f150732 f15073215 陈佩佩 总联络员 

2 工程管理 f160711 f16071102 戴雯昕   
3 工程管理 f160712 f16071231 尚荣涛   
4 工程管理 f160713 f16071330 吴正义   
5 行政管理 f160731 f16073109 李倩   
6 行政管理 f160732 f16073212 梅添晴   
7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60721 f16072112 孟譞   
8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60722 f16072214 徐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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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食品质量与安全 f160751 f16075107 李馨妤   
10 食品质量与安全 f160752 f16075227 潘志霖   
11 工程管理 f150711 f15071105 屠钦钦  

12 工程管理 f150712 f15071204 姚玲娜  

13 工程管理 f150713 f15071332 周瑜晟  

14 行政管理 f150731 f15073125 吴张隆  

15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50721 f15072117 尹香玲  

16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50722 f15072216 陈晖  

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f150751 f15075129 颜志民  

18 食品质量与安全 f150752 f15075225 傅敏毅  

19 工程管理(智能建筑运维方向) b170711 b17071103 陆琰  
 
三、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5 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50115 f15011532 赵志阳 总联络员 

2 电子商务 f160231 f16023118 朱丽梅   
3 电子商务 f160232 f16023228 罗伟忠   
4 电子商务 f160233 f16023304 黄丹茗   
5 电子商务 f160234 f16023405 贺一蔓   
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60111 f16011118 梁子维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60112 f16011231 王舒源   
8 计算机信息与技术 f160113 f16011331 臧秋宇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60114 f16011421 宋朝远   
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60115 f16011526 魏华龙   
11 软件工程 f160117 f16011709 成子彦   
12 软件工程 f 160118 f16011819 李铁城   
13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信息) f160121 f16012137 朱真珏   
1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据安全) f160122 f16012209 陈威廉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50111 f15011112 郑志翔  

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50112 f15011231 崔黎明   

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50113 f15011310 方正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50114 f15011430 汪保序   

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50116 f15011627 屠天元   

2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f150121 f15012106 施曹怡   

2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f150122 f15012221 包宇力   

22 电子商务 f150231 f15023117 齐凯   

23 电子商务 f150232 f15023202 谢敏玉   

24 电子商务 f150233 f15023327 苏航   

25 电子商务 f150234 f15023406 王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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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语学院(14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英语 f150614 f15061406 罗艳旻 总联络员 

2 英语 f150611 f15061105 陈洁如   

3 英语 f150612 f15061208 王柏宁   

4 英语 f150613 f15061330 黄鑫   

5 英语(新闻英语方向) f150631 f15063105 唐静   

6 英语(新闻英语方向) f150632 f15063231 钱一航   

7 日语 f150621 f15062124 胡清清   

8 日语 f150622 f15062202 张建芳   

9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f150651 f15065103 朱音瑶   

10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f150652 f15065209 曹怡   

11 西班牙语 f150641 f15064127 王玉心   

12 西班牙语 f150642 f15064111 吴翠萍   

13 朝鲜语 b170661 b17066101 傅倩倩  

14 英语 b170631 b17063119 张羽  
 
五、艺术设计学院 (13 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环境艺术设计 f150821 f15082117 朱冠颖 总联络员 

2 环境艺术设计 f150822 f15082207 华晓云  

3 视觉传达设计 f150811 f15081111 朱颖  

4 视觉传达设计 f150812 f15081203 程佳慧  

5 产品设计 f150841 f15084107 曹玥  

6 环境设计 f160821 f16082101 曾嘉敏   
7 环境设计 f160822 f16082222 诸轶玮   
8 视觉传达设计 f160811 f16081118 钟甜甜   
9 视觉传达设计 f160812 f16081202 方瞿苇   
10 产品设计 f160841 f16084117 张婷卉   
11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方向) f160842 f16084211 邱嘉慧   
12 环境设计 b170821 b17082107 钱贝妮  
13 视觉传达设计 b170811 b17081105 刘瑾贤  

 
六、国际医学技术学院(20 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护理学 f151112 f15111111 谢伊妮 总联络员 

2 护理学 f151113 f15111112 王碧丹  

3 护理学 f151114 f15111225 李欣  

4 护理学 f151111 f15111407 吕莎  

5 康复治疗学 f151121 f15112105 毛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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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康复治疗学 f151122 f15112202 杨辉  

7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f151131 f15113112 陈思怡  

8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f151132 f15113203 黄添鸿  

9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f151133 f15113301 姜欣怡  

10 教育学(卫生教育方向) f151134 f15113407 马宇静  

11 护理学 f161111 f16111522 秦雨  
12 护理学 f161112 f16111120 倪陈宇  
13 护理学 f161113 f16111308 李芳  
14 护理学 f161114 f16111420 司马赞奇  
15 护理学 f161115 f16111503 樊嘉薇  
16 康复治疗学 f161121 f16112105 刘牧冉  
17 康复治疗学 f161122 f16112212 王俊雯  
18 教育学 f161131 f16113126 朱雨沁  
19 教育学 f161132 f16113227 陶逸凡  
20 护理学 b171111 b17111101 陈晓涵  

 

七、传媒学院(16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

名 
备注 

1 新闻学 f150912 f15091215 赵思迪 总联络员 

2 新闻学 f160911 f16091135 朱庆裕  
3 新闻学 f160912 f16091208 林星彤  
4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f160921 f16092105 康云鹤  
5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f160922 f16092203 高婧洁  
6 网络与新媒体 f160931 f16093109 贺江敏  
7 网络与新媒体 f160932 f16093233 刘宗典  
8 网络与新媒体 f160933 f16093321 王沁语  
9 新闻学 f150911 f15091113 季欣越  

10 新闻学 f150913 f15091320 张碧薇  

11 新闻学(传媒经营) f150921 f15092117 钱依芸  

12 新闻学(传媒经营) f150922 f15092224 杨捷  

13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f150931 f15093116 李佳婕  

14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f150932 f15093202 何常昊  

15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f150933 f15093303 陈玥  

16 新闻学(网络与新媒体) f150934 f15093418 吴晨林  

 

八、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9 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行政管理 f150732 f15073215 陈佩佩 总联络员 



— 9 — 
 

2 旅游管理 f150512 f15051216 金滟傈   
3 旅游管理 f150513 f15051302 黄亚平   
4 旅游管理 f150514 f15051416 陈福聪   
5 酒店管理 f150521 f15052101 张勤   
6 酒店管理 f150522 f15052208 张念   
7 酒店管理 f150523 f15052319 余一枫   
8 酒店管理 f150524 f15052427 孙天宇   
9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f150525 f15052512 陶燕琼   
10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f150526 f15052603 施倩影   

 
九、国际教育学院(1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汉语国际教育 f162101 f16210107 李睿怡   
 
十、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129 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酒店管理 f160523 f16052302 陈莎莎 总负责人 

2 新闻学 f170911 f17091123 张晨璐  

3 新闻学 f170912 f17091208 韩绮婷  

4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f170921 f17092116 谢爽  

5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f170922 f17092224 庄如意  

6 网络与新媒体 f170931 f17093122 顾逸豪  

7 网路与新媒体 f170932 f17093213 杨思凡  

8 网络与新媒体 f170933 f17093301 卜怡丹  

9 网络与新媒体 f170934 f17093420 段懿轩  

10 护理学 f171111 f17111116 汪晨璐  

11 护理学 f171112 f17111329 石智超  

12 护理学 f171113 f17111214 沙铭  

13 护理学 f171114 f17111419 王玲娇  

14 护理学 f171115 f17111522 吴燕雯  

15 康复治疗学 f171121 f17112113 盛文婷  

16 康复治疗学 f171122 f17112228 黄鹏飞  

17 卫生教育 f171131 f17113102 陈杰  

18 卫生教育 f171132 f17113206 胡嘉依  

19 西班牙语 f170641 f17064106 楼佳婧  

20 西班牙语 f170642 f17064219 周朱盈  

21 日语 f170621 f17062105 程子禾  

22 日语 f170622 f17062228 田逸夫  

23 日语 f170623 f17062310 马正莹  

24 日语 f170624 f17062417 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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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f170651 f17065125 徐鸽鸽  

26 翻译(俄语翻译方向) f170671 f17067116 卢静怡  

27 朝鲜语专业 f170661 f17066104 刘佳晶  

28 英语 f170611 f17061128 朱晓悦  

29 英语 f170612 f17061233 赵秦峰  

30 英语 f170613 f17061311 梁婷婷  

31 英语 f170614 f17061430 黄万斌  

32 英语 f170615 f17061525 张思怡  

33 英语 f170616 f17061629 曹亦贝  

34 机械电子工程 f173111 f17311124 乔天添  

35 机械电子工程 f173112 f17311226 徐俊  

36 软件工程 f170151 f17015126 王吕正  

37 软件工程 f170152 f17015203 彭洁  

3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 f170121 f17012112 田佳雯  

39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f107122 f17012214 邓勇成  

40 电子商务 f170231 f17023120 马快龙  

41 电子商务 f170232 f17023218 丁逸张  

42 电子商务 f170233 F16061424 周慧  

43 电子商务(商务数据方向) f170234 f17023408 钱熠秋  

4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70111 f17011131 张岩  

4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70112 f17011202 陆怀楠  

4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70113 f17011311 黄家健  

4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70114 f17011406 章雯  

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70115 f17011528 张翔  

4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f170116 f17011611 李彤  

50 视觉传达设计 f170811 f17081123 刘杰  

51 视觉传达设计 f170812 f17081220 黄少丞  

52 视觉传达设计 f170813 f17081319 邹媛  

53 环境设计 f170821 f17082112 武冰  

54 环境设计 f170822 f17082213 王玮  

55 产品设计 f170841 f17084117 仇金强  

56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 f170842 f17084206 李雯婷  

57 食品质量与安全 f170751 f17075104 胡晓禹  

58 食品质量与安全 f170752 f17075229 张展诚  

59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70721 f17072128 于海欣  

60 劳动与社会保障 f170721 f17072125 徐伟  

61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 170731 f17073120 陈俊文  

62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 f170732 f17073225 卢灿群  

63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 f170733 f17073303 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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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工程管理 f170711 f17071105 何姝雨  

65 工程管理 f170713 f17071322 龚益天  

66 工程管理 f170713 f17071324 李傲阳  

67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 f170211 f17021107 王梦瑶  

68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 f170212 f17021218 彭云帆  

69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70213 f17021328 郭颖韬  

70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70214 f17021435 肖沁庆  

71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70215 f17021524 常星星  

72 国际经济与贸易 f170216 f17021608 蒋雨蔚  

73 会计学 f170311 f17031125 张桐菡  

74 会计学 f170312 f17031232 徐天毅  

75 会计学 f170313 f17031308 顾雯雯  

76 会计学 f170314 f17031406 黄金钰  

77 会计学 f170315 f17031517 王安怡  

78 市场营销 f170221 f17022127 王磊  

79 市场营销 f170222 f17022202 陈璐  

80 市场营销 f170223 f17022323 祁杰  

81 市场营销 f170224 f17022411 吴宇娜  

82 财务管理 f170331 f17033124 杨易  

83 财务管理 f170332 f15061432 余志成  

84 财务管理 f170333 f17033303 高倩瑶  

85 财务管理 CIMA f170334 f17033413 谭雨羚  

86 财务管理 CIMA f170335  f17033501  陈诗涵  

87 金融学 f170411 f17041110 李佩  

88 金融学 f170412 f17041203 常丹  

89 金融学 f170413 f17041326 黎阳  

90 金融学 f170414 f17041403 冯小雨  

91 金融学(CFA) f170415 f17041524 张莺莺  

92 金融学(CFA) f170416 f17041637 薛康乐  

93 法学 f170241 f17024137 周跃政  

94 法学 f170242 f17024209 王瑷迪  

95 法学 f170243 f17024335 杨皓然  

96 旅游管理 f170511 f17051109 陆海莹  

97 旅游管理 f170512 f17051233 冯文涛  

98 旅游管理 f170513 f17051338 黄谟震  

99 酒店管理 f170521 f17052118 宋停  

100 酒店管理 f170522 f17052218 谢雨欣  

101 酒店管理 f170523 f17052307 李倩  

102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 f170524 f17052426 徐羽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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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小学教育 f172111 f17211118 钱书慧  

104 小学教育 f172112 f17211207 范舒燕  

105 汉语国际教育 f172101 f17210113 李晓琰  

106 服装与服饰设计 f170831 f17083109 金怡  

107 服装与服饰设计 f170832 f17083212 林嘉琪  

108 市场营销(快时尚) f170851 f17085102 戴安娜  

109 日语 f160621 f16062112 秦安迪  

110 日语 f160622 f16062210 陆帅颖  

111 日语 f160623 f16062315 舒婷  

112 翻译(韩语翻译方向) f160653 f16065332 朱旖霖  

113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f160651 f16065123 朱雪涵  

114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f160652 f16065217 项一舟  

115 英语 f160611 f16061135 徐子恺  

116 英语 f160612 f16061210 刘艳芳  

117 英语 f160613 f16061325 张静怡  

118 英语 f160614 f16061413 沈佳佳  

119 英语 f160615 f16061503 黄沁雯  

120 英语 f160616 f16061623 张丽菁  

121 西班牙语 f160641 f16064107 姜筱筱  

122 西班牙语 f160642 f16064231 杨喆  

123 旅游管理 f160511 f16051118 王洁  

124 旅游管理 f160512 f16051230 顾嘉晖  

125 旅游管理 f160513 f16051303 方佳珍  

126 酒店管理 f160521 f16052104 陈依林  

127 酒店管理 f160522 f16052226 赵宇菲  

128 酒店管理 f160524 f16052404 蒋敏洁  

129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 f160525 f16052525 王信盛  
 
十一、沪东工学院(11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物流管理 t161041 t16104117 杨招弟 总联络员 
2 船舶工程技术 t161031 t16103214 王波   
3 船舶工程技术 t161032 t16103214 王波  
4 电气自动化 t161021 t16102121 王龙峰   
5 电气自动化 t161022 t16102208 顾宇清   
6 智能控制技术 t161023 t16102325 赵超   
7 智能控制技术 t161024 t16102409 包勇勇   
8 集装箱运输管理 t161044 t16104421 周梦佳   
9 物流管理 t161042 t16104203 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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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流管理 t161043 t16104310 吕思念   
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t161011 t16101143 吴晗骁   
12 机电一体化技术 t161012 t16101225 吴越麟   

 
十二、时尚学院 (6名) 
序号 专业 班级代号 学号 信息员姓名 备注 

1 环境艺术设计 f150821 f15082117 朱冠颖 总联络员 

2 服装与服饰设计 f160831 f16083121 赵玲浠   
3 服装与服饰设计 f160832 f16083205 蒋怡欣   
4 服装与服饰设计 b170831 b17083102 畅兴娜  

5 
服装与服饰设计(人物形象设计

方向) 
b170832 b17083202 常青  

6 服装与服饰设计 b160831 b16083116 郑静秋  

7 
服装与服饰设计(人物形象设计

方向) 
b160832 b16083211 徐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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