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评审通过中学高级教师名单（234 人）

一、语文（44 人）

厦门市第十一中学 许奇升

厦门市金鸡亭中学 郑树荣

厦门市大同中学 黄海丽

厦门市大同中学 刘丽燕

厦门市大同中学 苏文辉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 吴林英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 周畅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连含优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陈劲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肖认梅

厦门市梧侣学校 李栋梁

厦门市梧侣学校 施水治

厦门市育才中学 李尾红

厦门市育才中学 曾文艺

厦门市新民中学 林丽明

厦门市美林中学 林丽芬

厦门市美林中学 吕淑婷

厦门市东山中学 黄亚坤

厦门市东山中学 吕丽红

厦门市东山中学 杨美璇

厦门市五显中学 丁智惠

厦门市五显中学 苏宁晓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蔡玉虾

厦门市国祺中学 陈育蔚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李志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吕惠琳

厦门市第三中学 陈建红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杨华慧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李国卿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陈怡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杨晓艳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郑大伟

厦门外国语学校 范蕾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曹秀珍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胡卫东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陈婕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李小余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施伟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颜晓霞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陈志芳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林瑞令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彭佩枫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郑旭平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朱亚江

二、数学（45 人）

厦门市莲花中学 薛祖仲

厦门市逸夫中学 曾新毅

厦门市金鸡亭中学 孙德钦

厦门市华侨中学 王麟

厦门市大同中学 张帆

厦门市松柏中学 祁剑坤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赖荣树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夏瑞

厦门市海沧中学 肖荣星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 陈美云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曾鼎良

厦门市杏南中学 缪静

厦门市杏南中学 苏春稻

厦门市杏南中学 银集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黄永超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王喜

厦门市集美区蔡林学校 黄智谨

厦门市集美区蔡林学校 叶玉妹

厦门市竹坝学校 柯世添

厦门市梧侣学校 陈文举

厦门市东山中学 郭丽琴

厦门市东山中学 林婉莲

厦门市五显中学 郭志坚

厦门市国祺中学 吕锦秀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谢志友

厦门市湖里实验中学 阮玉英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吴光安

厦门市第五中学 高思远

厦门市第五中学 郭美颜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林舒妍

厦门市音乐学校 余阿丽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陈媚娜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黄慧萍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孙雪玉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叶翠桃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洪江东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胡学贵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唐晓燕

厦门第二中学 叶学琴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徐小平

厦门外国语学校 徐士永

厦门外国语学校 张惠瑜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林金山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张仕兴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蔡丽碧

三、英语（35 人）

厦门市第九中学 林静

厦门市逸夫中学 黄珺

厦门市逸夫中学 汪木源

厦门市大同中学 卢琳河

厦门市大同中学 肖志坚

厦门市松柏中学 黄芳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王锡莲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何丽娜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中学 吴莉娜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 谢丹丹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曾琪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黄冰慰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杨雪连

厦门市柑岭中学 柯玉惠

厦门市柑岭中学 林素娟

厦门市柑岭中学 邵玉保

厦门市莲美中学 陈建通

厦门市美林中学 林淑玲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苏美环

厦门市内厝中学 陈树林



厦门市内厝中学 郑培源

厦门市金尚中学 谢淑燕

厦门市第三中学 阮燕明

厦门市禾山中学 陈艺专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郭笑峰

厦门第二中学 林琳楠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郭丹芷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卢婉丽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苏慧琳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李锋

厦门外国语学校 江彦靓

厦门外国语学校 吴彬芬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欧溢泉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蔡文掀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黄挟治

四、物理（21 人）

厦门市第九中学 陈松檐

厦门市第十一中学 廖燕

厦门市大同中学 高飞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梁洁

厦门市集美区美山中学 范文献

厦门市集美区蔡林学校 林飞龙

厦门市梧侣学校 郭永记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银博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叶金福

厦门市内厝中学 柯海龙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林碧艺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吴一含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鲁野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陈文虎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江淑勤

厦门外国语学校 洪晓明

厦门外国语学校 赵艳娟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郭燕平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肖东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张琅钰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林丽贞

五、化学（19 人）

厦门市莲花中学 林剑毅

厦门市大同中学 连建华

厦门市大同中学 曲锐

厦门外国语学校瑞景分校 柳荣和

厦门市集美区西亭学校 吴碧燕

厦门市集美区上塘中学 曾育斌

厦门市杏南中学 陈同斌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洪冬梅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陈幼美

厦门市柑岭中学 叶国际

厦门市凤南中学 陈明致

厦门市澳溪中学 陈和北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吴春梅

厦门市国祺中学 郭常青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杨磊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邓铨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郑敏

厦门第二中学 陈建裕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钱微达

六、生物（13 人）

厦门市松柏中学 唐子斌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张美玉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 黄仙凤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赵冠军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卢丽丽

厦门市后田学校 叶雪苹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李红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柳碧晗

厦门第二中学 陈迪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林静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苏燕卿

厦门外国语学校 杨春香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杨秋乒

七、政治（14 人）

厦门市华侨中学 郭彩凤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谢黎枝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 邱伊菲

厦门市育才中学 吴萍双

厦门市东山中学 刘丁取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洪瑞钦

厦门市第三中学 杨爱华

厦门市音乐学校 钟明宝



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 许瑞敏

厦门第二中学 王芳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林洁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苏雅苹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吕冬旭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戴晓玲

八、历史（10 人）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陈伟民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陈阿音

厦门市巷西中学 陈建忠

厦门市龙湫亭实验学校 黄志清

厦门英才学校 杨兴亮

厦门市音乐学校 江团珠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郑丽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柴贺景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李强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林米晴

九、地理（5 人）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思明分校 池年中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蔡李好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 王春灵

厦门第二中学 陈梅婷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夏成志



十、体育（9 人）

厦门市大同中学 岑义

厦门市大同中学 郑艺力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陈小腾

厦门市海沧中学 汪启兴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中学 孙健

厦门市杏南中学 高进加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方外国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陈志坚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李颖

十一、音乐（3 人）

厦门市逸夫中学 徐向京

厦门市集美区青少年宫 林茂荣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周杰配

十二、美术（3 人）

厦门海沧实验中学 杨荷美

厦门市禾山中学 陈中兴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陈晓雯

十三、信息技术（6 人）

厦门市槟榔中学 赖玉清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陈超慧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林江燕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叶月娥



厦门第二中学 蔡秀文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冯延璋

十四、心理学（5 人）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龚洁

厦门市湖里实验中学 陈彦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高亚席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王嘉欣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叶思思

十五、通用技术（2 人）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潘琼芳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张恩锋



附件 2

评审通过中学一级教师名单（58 人）

一、语文（2 人）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赵飞燕

厦门康桥中学 黄世杰

二、数学（9 人）

厦门市第五中学 徐爽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郑巧斌

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 张东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郑登临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朱鸿鹄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朱振伟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秦冲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黄春霜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彭永婷

三、英语（9 人）

厦门英才学校 朱晓月

厦门市第五中学 蔡燕平

厦门市音乐学校 曹秀清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曾堇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洪淑娜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王宇欣

厦门实验中学 冯艳臣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林月平



厦门康桥中学 朱玭

五、物理（4 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林迪

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 石雅媚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黄碧玉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黄星高

五、化学（4 人）

厦门英才学校 廖爱平

厦门英才学校 杨雪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詹文丽

厦门康桥中学 张敬安

六、生物（3 人）

厦门实验中学 李新燕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郑洪美

厦门康桥中学 吁刚

七、生物实验（1 人）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叶慧娟

八、政治（3 人）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林淑雯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沈美香

厦门康桥中学 王琼



九、历史（2 人）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吴轶雯

厦门工学院附属学校 李雅玲

十、地理（2 人）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吕珊

厦门康桥中学 熊树英

十一、体育（6 人）

厦门英才学校 林烨

厦门英才学校 刘湖萍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郭舒琦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李张秋怡

厦门市启明学校 黄伟娜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张昕悦

十二、音乐（5 人）

厦门英才学校 马骁

厦门英才学校 徐妍

厦门英才学校 张欣

厦门实验中学 林琳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赖长虹

十三、美术（2 人）



厦门英才学校 郭楠捷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黄燕华

十四、信息技术（2 人）

厦门英才学校 朱新飞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洪兵寸

十五、心理学（2 人）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郑冰洁

厦门实验中学 张瑜

十六、电教（1 人）

厦门市音乐学校 林鸿辉

十七、中学特教（1 人）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沈倩



附件 3

评审通过小学高级教师名单（132 人）

一、语文（46 人）

厦门市人民小学 林琳

厦门市群惠小学 罗旭芳

厦门市滨东小学 林雅斌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洪秀梅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张雯

厦门市滨北小学 蒋瑾兰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蔡蓉萍

厦门市槟榔小学 蒋海晖

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 蔡春龙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周小兰

厦门市海沧区新江中心小学 蔡斌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陈丹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陈梅红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尤露娇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张玉环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邹淑红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朱凤玉

厦门市海沧区芸美小学 林亚凤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小学 林燕芳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吴崇榕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李若彤

厦门市集美第二小学 吴渊明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心小学 陈素芬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小学 苏小豫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 陈秀桃

集美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燕萍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叶明德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叶春跃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陈晓霞

厦门市翔安区逸夫小学 林玉梅

厦门市新圩学校 颜花真

厦门市新圩学校 叶玉勤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海燕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王雅欣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汪梅丽

厦门市湖里第二实验小学 陈丽心

厦门市天安小学 粘雪英

厦门市金尚小学 杨柳青

厦门市金尚小学 庄丽贞

厦门市康乐第二小学 陈冬云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吴惠琼

厦门市江头中心小学 王夏萍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周素梅

厦门英才学校 吕云萍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刘丽琼

厦门市音乐学校 阮宇航

二、数学（41 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叶伟敏



厦门市故宫小学 林萍

厦门市湖明小学 李剑锋

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 苏承超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颜艳红

厦门市海沧区洪塘学校 苏瑞敏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颜爱清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陈彬燕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黄明珍

厦门市海沧区青礁小学 周华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张惠英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张翠红

厦门市集美第二小学 黄美琦

厦门市集美区李林小学 王玉琼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小学 陈丽玉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小学 蓝小苗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杜莺舞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徐世凤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林华美

厦门市集美区乐海小学 王广木

厦门市集美区实验小学 叶秋红

厦门市集美区教育评估研究中心 陈建伟

厦门市集美区教育评估研究中心 卢水吉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纪秀云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张秀红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叶春梅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蔡丽妙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玉翠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王冬晖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张雅妙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许秋咏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吴丽凤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董玉云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康梅蓉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梁琼红

厦门市翔安区第五实验小学 陈炳心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朱燕芳

厦门市湖里第二实验小学 邱志伟

厦门市东渡第二小学 周光平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陈银惦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沈小燕

三、英语（10 人）

厦门市梧村小学 陈瑜

厦门市滨东小学 钟峻岭

厦门市金鸡亭小学 彭恩炜

厦门市集美区锦园小学 李娟娟

厦门市集美区顶许小学 王美秀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吴春梅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林萍

厦门英才学校 黄玉静

厦门市第五中学 林淑婷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颜艺红

六、道德与法治（2 人）



集美区教师进修学校 廖光华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颜阿珠

五、体育（5 人）

厦门市群惠小学 詹秋华

厦门市滨北小学 曾志军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杨志云

厦门市康乐第二小学 陈丽蓉

厦门市第五中学 杜亚群

六、美术（7 人）

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 黄秀菜

厦门市集美区西滨小学 张惠红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卓金镇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洪瑞桃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罗著展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杨立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柯志超

七、音乐（7 人）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张琳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朱丹红

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 郑岚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吴添启

厦门市江头第三小学 钟荔燕

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 陈亚好



厦门市青少年宫 张怀海

八、综合实践（6 人）

厦门市大同小学 庄莉

厦门市民立第二小学 林巧霞

集美区教师进修学校 陈田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中心小学 纪堪

同安区官浔小学 颜晓清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 曾静芬

九、科学（4 人）

福建省厦门何厝小学 谢蓉蓉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张超怀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杜燕婷

厦门市集美区乐海小学 孙仙伟

十、信息技术（3 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姚美妹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王莉莉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刘志东

十一、特殊教育（1 人）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黄惠卿



附件 4

评审通过小学一级教师名单（33 人）

一、语文（12 人）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洪雅萍

厦门市第五中学 陈艺婷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金梦浩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吴晓玲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钟艳新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周娇娥

厦门市音乐学校 廖淑萍

厦门市音乐学校 沈琼

厦门市音乐学校 王艳香

厦门市青少年宫 高洁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蔡欣晨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李红

二、数学（4 人）

厦门英才学校 叶妙妙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陈秀清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李爽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谢佳莉

三、英语（3 人）

厦门英才学校 黄秀娟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潘婷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王嘉玮

七、道德与法治（2 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陈晓梅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黄盈

五、体育（2 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黄聪荣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王帅

六、美术（1 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张燕菊

七、音乐（1 人）

厦门市第五中学 严峥

八、综合实践（1 人）

厦门实验中学 苏媛

九、科学（5 人）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洪晓露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洪艺燊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陈巧婕

厦门实验中学 徐文晓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刘欣吉

十、信息技术（1 人）

厦门英才学校 李元清

十一、特殊教育（1 人）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蔡静雯



附件 5

评审通过幼儿园高级教师名单（18 人）

厦门市第二幼儿园 吴白茜

厦门市实验幼儿园 李娟娟

厦门市第九幼儿园 赵菁

厦门海沧实验幼儿园 郭晓洁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湾幼儿园 林姗

厦门市海沧区芸美幼儿园 郭丽玲

厦门市集美幼儿园 杜雪鹰

厦门市集美区新亭幼儿园 陈雪云

厦门市同安区竹坝幼儿园 曾毅薪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陈达佳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第二中心幼儿园 林琳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第二中心幼儿园 王孟萌

厦门市翔安教育集团海翼幼儿园 郑展蔚

厦门市金福缘幼儿园 陈莉

厦门市五缘第二实验幼儿园 陈冉冉

厦门市禾盛幼儿园 汪怡红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杨冬梅

厦门市心欣幼儿园 庄香香



附件 6

评审通过幼儿园一级教师名单（2 人）

厦门英才学校 谢海英

厦门市心欣幼儿园 黄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