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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日程 

培训内容 时间 地点 

开班式：开班动员 

主讲人：学工部部长助理  孟靖岳 

7月 6日 

（周三） 
12：30-13：00 经管#201 

专题学习：充当新生“安全小顾问” 

主讲人：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郭艺伟 

7月 6日 

（周三） 
13：00-14：20 经管#201 

专题学习：教务知识全攻略 

主讲人：教务部学务管理中心 黄清梅 

7月 7日 

（周四） 

12：30-14：00 

经管#201 

专题学习：辅导员助理的主角剧本 

主讲人：国际商务学院辅导员 林琳 

7月 8日 

（周五） 
经管#201 

专题学习：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的任务与内容 

主讲人：团委副书记 李三伟 

秋季学期，具体时间待定 待定 

专题学习：从需要层次理论谈新生班级建设 

主讲人：学工部副部长 郑文钰 

专题学习：大学生党建工作相关知识 

主讲人：学工部部长助理 孟靖岳 

专题学习：学生常见心理危机的识别及处理 

主讲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谢天麒 

经验分享：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主讲人：第 16批辅导员助理代表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郑程炜 

设计与创意学院      林涛 

会计与金融学院      何梦娇 

机电工程学院       陈伟坤 

课堂实践：小组汇报 

结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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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分组 

培训班分八组，每组设小组长、副组长各一名，请各组于 7月 6

日 17:00前在微信群上报各组组长和副组长名单。 

 

组长职责： 

1.有序组织组内破冰活动，形式自定； 

2.组织本组学员进行组内讨论，分组讨论主题如下: 

第一、二组：如何发挥《我的大学——嘉庚学子成长手册》在

新生入学教育的作用 

第三、四组：如何运用网络新媒体开展新生入学教育 

第五、六组：如何帮助新生适应校园生活 

第七、八组：如何加强新生安全教育和纪律意识 

3.每组推荐发言代表进行小组汇报，需准备 ppt；  

4.其他相关事项。 

 

副组长职责： 

1.协助组长开展组内交流； 

2.负责本组学员的考勤登记； 

3.负责做好讨论记录； 

4.其他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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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具体名单如下： 

第一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齐子钧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20 

乔云路 女 法学院 法学 2020 

翁子恒 女 日本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 2020 

彭宇婕 女 音乐系 音乐学 2021 

吴幸妤 女 法学院 法学 2020 

刘欣雨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 2020 

吴滢滢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金融学 2020 

林若怡 女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0 

彭伊伶 女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21 

郑森俸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1 

李朝鑫 男 机电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2020 

王姿 女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2021 

朱培源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20 

许焮羽 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21 

杨茹 女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21 

黄添辉 男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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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邵紫涵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20 

沈柏琛 男 法学院 法学 2021 

陈怡昕 女 设计与创意学院 产品设计 2020 

刘雨晴 女 音乐系 音乐学 2021 

杨翊希 女 国际商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 

张惟妙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 2020 

杨筱彤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金融学 2020 

朱星 女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020 

韩沐彤 女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1 

王可芸 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2021 

王梦特 男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 

代雅茹 女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2021 

吴俊良 男 法学院 行政管理 2020 

曾堉茹 女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房建工程项目管理) 2020 

左璟辰 男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0 

谢韬 男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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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郑雨萱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 2020 

张颖凡 女 法学院 法学 2021 

戴楚涵 女 设计与创意学院 动画 2020 

李宛芸 女 国际商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 

李梓林 女 国际商务学院 国际商务 2020 

王育天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会计学 2020 

陈博鸿 男 会计与金融学院 金融学 2020 

黄明星 男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0 

陈诺 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21 

黄荷漪 女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 

张艾 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20 

洪婉秋 女 日本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 2021 

方心予 女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1 

耿瑞钰 女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工商项目管理） 2020 

刘寒 男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21 

周宇阳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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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金缘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 2020 

刘婉婷 女 法学院 行政管理 2020 

傅乐敏 女 设计与创意学院 环境设计 2020 

钱昊煜 女 国际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2020 

姚子豪 男 国际商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 

梅一丹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财政学 2020 

钟嘉雯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金融学 2020 

戴安哲 男 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2021 

陆智倬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21 

陈子阳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020 

柳建亿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21 

廖雨 女 建筑学院 建筑学 2020 

李幸珊 女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020 

蒋欣达 女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2020 

赵文鹤 女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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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郑婧滢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20 

郑茜 女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 2021 

包海霞 女 设计与创意学院 环境设计 2021 

孔祥熙宇 男 法学院 法学 2021 

黄嘉睿 男 会计与金融学院 会计学 2020 

徐燕青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税收学 2020 

许钰诗 女 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2021 

涂林婕 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21 

郭富新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2021 

林豪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 

马一鸣 男 建筑学院 建筑学 2021 

黄诗琪 女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2020 

金珉如 女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0 

张欣然 女 国际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2020 

黄欣宜 女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工商项目管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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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李嘉颖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20 

何丹钰 女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 2021 

李雨芝 女 设计与创意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20 

李舒萍 女 国际商务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 

潘佳城 男 会计与金融学院 会计学 2020 

黄可轩 女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20 

任泽豫 男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21 

李东明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机器人工程 2021 

张瑜璐 女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2020 

王岩钊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21 

徐亚民 男 日本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 2021 

宋昊琳 女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0 

林宇琦 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2020 

王姝人 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21 

谢睿 女 法学院 法学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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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温美兰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2020 

洪诗瑶 女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 2021 

张烨铃 女 音乐系 舞蹈表演 2021 

洪国源 男 法学院 法学 2021 

陈湲 女 国际商务学院 国际商务 2020 

何珂涵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 2020 

王依帆 女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20 

沈芷若 女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20 

蔡佳雄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1 

乔嘉怡 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2021 

吴宇航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20 

方凡 男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21 

张渝沁 女 设计与创意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21 

杨鸿达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21 

吴嘉铭 女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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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组 

姓名 性别 院系 专业 年级 

尤好 女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020 

梁楚苓 女 日本语言与文化学院 日语 2020 

毛雪 女 音乐系 音乐表演 2021 

佟雨航 女 法学院 法学 2020 

封宇宏 男 国际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2020 

谢晴媛 女 会计与金融学院 会计学 2020 

何煜林 男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021 

陆亿 男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21 

项宇华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1 

杨天捷 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2021 

赵雪君 女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20 

郑荔文 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20 

陈子涵 女 设计与创意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21 

杨楠 女 管理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2021 

吕珍珍 女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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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学习纪律：按照培训日程表安排准时出席培训活动，培训须

全程参训，原则上不能请假，如中午报告与课程冲突的学员可以向辅

导员请假，请假条统一交给各组副组长。学习研讨期间请关闭移动电

话等通讯设备。 

二、考勤要求：认真参加学习，避免迟到、早退、缺勤。 

特别说明：学工部为参加专题培训的辅导员助理颁发培训证书，

无故缺勤培训 1 次或请假 2 次者，不能取得培训证书。无故缺勤专题

培训 2 次及以上者，将解除辅导员助理职务。 

三、课堂实践：积极参加课堂实践，珍惜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

每组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交流和研讨，并推荐发言代表进行小组汇报

（需准备 ppt）。 

四、培训计划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五、课堂派班级二维码如下（请名单上的同学加入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