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奖项 选手学校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1 福州大学 叶静怡 戴力芬

2 华侨大学 谭颖琳 许春翎

3 福州大学 林煜玲 戴力芬

4 厦门医学院 付梦妮 邱晓琴

5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陈玲欣 肖晶

6 厦门大学 贾梦琪 肖敏

7 闽南师范大学 李天玥 郑家芳

8 华侨大学 熊嘉欣 黄娟娟

9 厦门大学 张心怡 严建明

10 福建师范大学 蔡
佳
凝 闫
小
斌

11 福建医科大学 胡厦南 林静

12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黄小莉 肖晶

13 福建工程学院 王诗瑶 王晨阳

14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卢宣颖 谭琦

15 泉州师范学院 吴琦琦 刘巧艺

16 龙岩学院 阮珊珊 揭晓凤

17 福建师范大学 郑
雨
欣 张
爱
珍

18 闽江学院 陈嘉良 许艺萍

19 福建医科大学 王子杰 林静

20 闽江学院 詹烨雯 许艺萍

21 闽南理工学院 吴心怡 林碧萍

22 闽江学院海峡学院 朱安鑫 陈津

23 宁德师范学院 刘姝葳 林丽丽

24 厦门医学院 陈斯杪 邱晓琴

25 集美大学 何依灵 黄丹

26 泉州师范学院 张菁华 林琳

27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连宏鑫 郑力

28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欧晓巧 兰丽珍

29 莆田学院 陈柯漫 翁碧琼

30 华侨大学 方婷玉 郑思

31 福建工程学院 谢慧琳 王晨阳

32 闽南师范大学 罗泽龙 邱思莲

33 厦门工学院 王欣悦 彭思嘉

34 阳光学院 任术菡 邓韵芝

35 闽南理工学院 汤宸睿 黄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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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厦门工学院 舒旖柔 喻新宇

37 福建商学院 周楚仪 黄玮

38 集美大学 苏禹珲 黄丹

39 福州工商学院 丁一格 谭淑芳

40 泉州师范学院 羊涵 林琳

41 莆田学院 黄艺玲 翁碧琼

42 福建商学院 朱再凡 柯佳音

43 福州工商学院 林志鸿 徐敏

44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王婷 肖晶

45 厦门理工学院 张越 苏恩

46 闽南师范大学 王雨薇 邱思莲

47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方梓成 谢熠焓

48 厦门医学院 陈诗妍 杨蕊

49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张子扬 田园

50 福建农林大学 孙一诺 林敏

51 阳光学院 胡周钰琳 杨佳

52 厦门大学 蒋舟与 王昕

53 宁德师范学院 王庄惠 许秀玲

54 福建农林大学 李鑫祚 刘玮

55 福建商学院 许烈章 柯佳音

56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张悦璇 陈美贤

57 宁德师范学院 李睿婕 郑观文

58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吴翠滢 陈凤芳

59 福建医科大学 陈昱翰 甘仪

60 福建工程学院 卓欣晨 王晨阳

61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柳蕊 谢熠焓

62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蔡飞燕 葛慧静

63 武夷学院 魏家铧 林丽端

64 福建农林大学 江训喆 陈隽

65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文婷 温铃

66 福建江夏学院 余铠丞 叶逢源

67 福建医科大学 宋兆祺 甘仪

68 龙岩学院 张雯婧 刘甜甜

69 集美大学 杨小桐 程敏

70 福建江夏学院 高艺娜 叶逢源

71 三明学院 罗乔菁 吴晓斌

72 莆田学院 高凌 赵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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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三明学院 李旖旎 吴晓斌

74 武夷学院 杨文菲 林丽端

75 闽江学院 林忻怡 吴铃

76 武夷学院 赵卢鑫 林丽端

77 武夷学院玉山健康管理学院 刘安迪 沈丽娟

78 福建江夏学院 李方敏 叶逢源

79 福建师范大学 汪
清
茹 张
爱
珍

80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林恩慧 任远

81 黎明职业大学 季杨倩 杨秋娜

82 三明学院 陈婷婷 吴晓斌

83 龙岩学院 凌苏源 詹芸芸

84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肖维 郑洵

85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魏琦奕 郑洵

86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丁铭仪 陈剑婷

87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邓韵涛 阮逸蓉

88 福州理工学院 蔡贵迎 吴薇

89 福州理工学院 李燕玲 王丽斌

90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刘祎霓 陈琳

91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张圆 唐美娜

92 福州大学 潘怡然 戴力芬

93 闽南科技学院 王钦钰 周琴

94 厦门理工学院 林珊珊 洪潇

95 厦门理工学院 郭宇鑫 洪潇

96 厦门华厦学院 邱琼瑶 张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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