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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集美)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
厦（集）海校友会﹝2020﹞3号

关于聘任2021届毕业生

班级校友联络员的通知

各分会：

为加强校友联络，经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审核推荐，厦门（集

美）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研究决定，同意聘任集管3181班林

少铭等125名学生任2021届毕业生班级校友联络员。

附件1：2021届毕业生班级校友联络员名单

厦门(集美)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

202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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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届毕业生班级校友联络员名单
序号 班级 姓名 序号 班级 姓名

1 集管3181 林少铭 64 环评3182 赵庭晖

2 集管3181 杜映孜 65 环评3182 许艺青

3 船检3181 邱恒鑫 66 养殖3181 叶兰雄

4 船检3181 樊 华 67 养殖3181 李怡蓉

5 报关3182 陈莉宁 68 养殖3182 李俊杰

6 报关3182 杨叶谦 69 养殖3182 陈雅静

7 港航5161 唐瑞群 70 养殖3183 魏荣埕

8 港航5161 张致辉 71 养殖3183 黄 也

9 报关3184 陈钰洁 72 港物3181 戴煜楠

10 报关3184 陈俊龙 73 港物3181 郑雪芬

11 报关3183 赖政文 74 国金3181 郑 宇

12 报关3183 王艺鸿 75 国金3181 林乔颖

13 报关3181 吴和晶 76 国金3182 陈 畅

14 报关3181 林楸鸿 77 国金3182 范晶晶

15 港航3181 张 旭 78 国商3181 林 晨

16 港航3181 陈闵祎 79 国商3181 林灿毅

17 港航3182 方梅力 80 国商3182 陈红敏

18 港航3182 吴 婷 81 国商3182 陈建南

19 港航3183 戴燕夏 82 国商3183 洪莹娣

20 港航3183 兰廖博飞 83 国商3183 蔡雨君

21 港航3184 蔡胜强 84 旅游3181 邱金榕

22 港航3184 罗奥翔 85 旅游3181 常悦钰婷

23 航海3181 卢俊林 86 旅游3182 林 晨

24 航海3181 郑森宏 87 旅游3182 刘 静

25 航海3182 张 跃 88 商英3181 陈 佳

26 航海3182 张 营 89 商英3181 沈幺梅

27 轮机3182 张靖宇 90 商英3182 管燕珠

28 轮机3182 何佳丽 91 商英3182 江晨雁

29 轮机3181 张志伟 92 物流3181 许慧妹

30 轮机3181 陈灵辉 93 物流3181 洪愉姗

31 海管3181 邓国华 94 物流3182 陈巧燕

32 机电3181 许家旺 95 物流3182 陈 思

33 机电3182 王徐杰 96 物流3183 林子健

34 机器人3181 罗伟栋 97 物流3183 刘志豪

35 机器人3182 林艺杰 98 邮轮3181 吴 凯

36 模具3182 杨茂彬 99 邮轮3181 李湘婷

37 模具3181 曹威标 100 电商3181 潘 贇

38 制冷3181 朱文鑫 101 电商3181 曾炫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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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制冷3182 林练嵘 102 电商3182 张世龙

40 机械3181 杨 翔 103 电商3182 许玲芳

41 机械3181 胡鸿伟 104 电商3183 康婉玲

42 机械3182 张程榆 105 物联网3181 黄炳源

43 机械3182 雷皇光 106 物联网3181 戴宇豪

44 数控3181 陈冠田 107 物联网3182 陈洋琴

45 数控3181 张 窈 108 物联网3182 叶俊灵

46 数控3182 张锦伟 109 物联网3183 张 海

47 数控3182 谢欣莹 110 电子3181 所毓婷

48 营养3181 赖起墙 111 电子3181 曹 通

49 营养3181 何靖宇 112 电子3182 谢意能

50 营养3182 范 勇 113 电子3182 张陶林

51 营养3182 陈 璐 114 光电3181 兰祥武

52 加工3181 张钊扬 115 光电3181 彭吉集

53 加工3181 洪小键 116 光电3182 卢志强

54 加工3182 闫嘉海 117 光电3182 郑伊龙

55 加工3182 李 雯 118 数媒3181 范瑞溧

56 商检3181 鲁星辰 119 数媒3181 周邱丰

57 商检3181 张震荷 120 数媒3182 倪 炜

58 商检3182 李馨琰 121 数媒3182 尹瑞萌

59 商检3182 白羽薇 122 智能3181 叶泽良

60 水族3181 林海山 123 智能3181 黄美瑜

61 水族3181 陈静宜 124 智能3182 杨伟明

62 环评3181 方欣欢 125 智能3182 陈晓琪

63 环评3181 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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