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项 姓名 学校 整体排名 指导教师

刘吴杰 莆田学院 1 郑超凡
郑艺超 福建工程学院 2 林高洁
林泽达 莆田学院 3 刘少昕
林祉欣 厦门理工学院 4 于运生
杨思琦 福建医科大学 5 蔡薇薇
黄静茹 厦门理工学院 6 刘芬
韩雨芯 华侨大学 7 石宝鹏
张子怡 集美大学 8 陈伟彬
李思思 福州大学 9 郑文
徐静颖 厦门大学 9 关欣
张雨菲 厦门大学 11 丁燕蓉
刘欣诺 厦门大学 12 丁燕蓉
王迪雅 闽江学院 13 王龑奋
陈海云 福建江夏学院 14 陈琳琳

安宸漾 华侨大学 15 王延娥
谢雨泉 福州大学 16 郑文
叶诗 福建师范大学 17 李恩福
林佳静 福建师范大学 18 刘宜平
柯怡庆 莆田学院 19 张琼瑶
罗帅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19 杨帆
俞子卉 莆田学院 19 柳明
钟芸倩 闽南师范大学 22 张艺芬
林欣玮 福建农林大学 23 蔡有恒
张思宇 华侨大学 24 王玉洁
汪锴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25 魏婷
蒋佳利 厦门工学院 26 苏睿谦

林锦康 厦门医学院 27 凌莉
林诗音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28 许修棋
赵子仪 厦门大学 29 朱丽航
郑子豪 福建医科大学 30 陈宜
叶菁 闽南师范大学 31 陈绍恋
黄瑾瑜 莆田学院 32 邓素兰
刘姝葳 宁德师范学院 33 林海英
王诗瑶 福建工程学院 34 王晨阳
曾晔 集美大学 34 陈晓铃
柯艳花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36 徐勤良
纪春燕 福建师范大学 37 李恩福
沈迦南 三明学院 38 常鸣
梅安娜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38 张维宁
夏星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40 林娟娟
赵丁玥 福州大学 41 郑文
铁凌瑞 厦门理工学院 42 朱玉敏
李翠华 集美大学 42 张志江
于泳平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44 张志江
谢佳敏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44 林琴琼
刘晓雨 福建师范大学 46 刘宜平
朱乔青 福建师范大学 47 李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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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咪 华侨大学 48 薛志娟
欧阳菲菲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49 范文斌
冯秀花 福建江夏学院 50 陈琳琳

安瑞丰 厦门理工学院 51 王建荣
叶奕超 三明学院 52 常鸣
孔雯 厦门大学 53 罗道云
何冰 集美大学 53 陈晓春
李婧凝 福建江夏学院 55 陈琳琳

陈亦妍 集美大学 56 陈黄芪
范徐源 宁德师范学院 57 林珊
陈晓敏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58 陈怡
林薇 福建江夏学院 59 陈琳琳

傅婧 福建医科大学 60 陈宜
陈雨晴 福建工程学院 61 郑鸿升
常佳瑞 福建农林大学 62 叶明光
游媛 福建农林大学 63 张云清
郑雨欣 厦门理工学院 64 于运生
张晨 闽南师范大学 65 叶淑斌
束心茹 福建医科大学 66 游晟
李梦 厦门医学院 67 黄雪霞
张朱琳 福州大学 68 郑文
林祎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69 俞丹
孙琬懿 厦门工学院 70 洪婧雯

郑婉婷 龙岩学院 71 陈维红
肖竑尧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72 廖晓丹
吴锦尧 福建商学院 73 吴春顺
吴天化 闽南理工学院 74 李栋梁
张艺 福建医科大学 75 蔡薇薇
郑铃晶 仰恩大学 76 马阿燕
兰铭杰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76 许静
练雨桐 三明学院 78 常鸣
赖秋欣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79 廖晓丹
许焮羽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80 何兰
林乐仪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80 许静
张志森 福州大学 82 郑文
陈靖婕 宁德师范学院 83 刘新颖
廖佳琪 福建工程学院 84 郑鸿升
梁超 阳光学院 85 陈宏川
叶茹萍 福建工程学院 86 邢凡夫
吴露璐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87 要建姝
蔡淑云 华侨大学 88 曾阳萍
吴羽欣 龙岩学院 89 刘甜甜
陈晓敏 泉州师范学院 89 吴景森
邱君豪 福建农林大学 91 李明涛
蔡钰婧 闽南理工学院 91 李栋梁
吴绮祺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93 林琴琼
郭君茹 福州工商学院 94 赵林静
罗越 福建农林大学 95 郭正良
张荻 厦门医学院 95 钟俊
吴壹鸣 武夷学院 97 熊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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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元昊 闽南科技学院 98 孙文缘
张颖 福州工商学院 98 张晓兰
林语心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100 黄雪冷
张子涵 福建商学院 101 周丁丁
黄艳雪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102 张维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