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研究生FIST课程学员登记表

（校外学员及复旦本科生适用）

课程代码：SOCI637001 课程名称：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

开课院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主讲教师：顾东辉、赵芳、Heather 

Cameron、Jason Jabbri

总学时：2 上课时间：   7  月   11   日至  7   月   15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就读院校/工作单位
学员身份

（按选项选填）

1 李馨怡 **************102X 湘潭大学 研究生

2 林书宇 **************1523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

3 吴锦怡 **************022X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究生

4 王道亮 **************1613 厦门大学 研究生

5 王诗雨 *************1349 武汉大学 研究生

6 汪颖霞 **************6425 上海健康医学院 青年教师

7 吕恬吉 **************002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生

8 杨楠 **************6041 北京大学 研究生

9 王树兵 **************2520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生

10 朱慧敏 **************3025 九院 青年教师

11 刘明璐 **************2223 华盛顿圣路易斯大学 研究生

12 吴海燕 **************9468 哈尔滨工程大学 研究生

13 杨馥榕 **************5827 联劝 其他

14 张静 **************2741 青岛大学 现西部计划志

愿者
研究生

15 呂佳潤 **************0849 日本上智大学 研究生

16 徐文瀚 **************3015 香港中文大学 研究生

17 马悦 **************0525 甘肃政法大学 研究生

18 李善亮 **************3214 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
学校

其他



19 卢宝娟 **************0020 深圳市宝安区益民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其他

20 林琳 **************0746 上海嘉定区阅力汇家庭
公益服务中心

其他

21 刘付永达 **************0034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青年教师

22 王莉琼 **************9523 西南石油大学 研究生

23 魏玺昊 **************1436 华东理工大学 研究生

24 罗瑶 **************2444 云南大学 研究生

25 余婷婷 **************1622 复旦大学 本科生

26 殷泽恩 **************1038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

27 邵蔚 **************8220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

28 姚君仪 **************3021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

29 郑先令 **************2016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
理学院

研究生

30 李向诚 **************0026 云南大学 研究生

31 林丹霞 **************1167 深圳市光明壹家亲社工
服务中心

其他

32 高杰 **************2654 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 其他

33 陈健 **************4519 西北大学 研究生

34 郑玥 **************0928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研究生

35 许子婵 **************2049 晋中学院 青年教师

36 谢慧萍 **************5922 南京理工大学 研究生

37 纪文晓 **************5608 河南师范大学 青年教师

38 刘磊磊 **************6189 山东管理学院 研究生

39 郑秀琳 **************1627 香港教育大学 研究生

40 陈敏 **************3041 无锡市新吴区三杯茶社
会发展服务中心

其他

41 吴童 **************0629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

42 朱珕佳 **************2223 常州市众柴公益研究和
发展中心

其他



43 任芳仪 **************0520 上海师范大学 研究生

44 张子杰 **************7681 山东大学 研究生

45 田甜 **************1827 奥克兰大学 研究生

46 赖阳芳 **************0269 瀚宇学校 其他

47 徐梦茵 **************0880 中山大学 研究生

48 罗学莉 **************1724 湖北文理学院政法学院 青年教师

49 陈艺华 **************0023 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生

50 康颐 *************8649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
事务中心

其他

51 沈超 **************0611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其他

52 李红美 **************7824 河西学院 青年教师

53 蔡宜伶 ***0164 台湾南华大学/北京大学 研究生

54 苏佩怡 **************424X 华东理工大学 研究生

55 郭英慧 **************0022 重庆大学 青年教师

56 苟怡如 **************0949 西北大学 其他

57 刘英为 **************1025 湖北文理学院 青年教师

58 王梅花 **************6529 上海延泽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其他

59 吴嘉琦 **************1613 西北大学 研究生

60 李书宁 **************002X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

61 谢晓梅 **************0023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研一）重
庆两江新区博雅小学校

青年教师

62 王进霞 **************5448 河西学院 研究生

63 王寒冰 **************0105 厦门大学/厦门市霞辉老

年社会服务中心
其他

64 钱勇军 **************5716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
医院

其他

66 朱毅铭 **************3011 复旦大学 本科生

67 菅苗 **************0029 南开大学 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