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福州市属学校教师招考选岗结果公示

序号 姓名 考生编号 应聘学校 学校类别 应聘岗位

1 翁晗玫 70014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语文教师

2 李碧珠 70036 福州滨海实验学校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3 王子铭 70033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 中学语文教师

4 唐均婷 70021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5 张敏 70010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6 林文君 70013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7 陈柔瑜 70015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8 黄书婷 70009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9 张蝶衣 70018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10 林昕彤 70012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语文教师

11 黄佳然 70017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完中 中学语文教师

12 王昕媚 70016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语文教师

13 林铃 70011 福州外国语学校 完中 中学语文教师

14 林芳舞 70269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15 叶静 70246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16 游伟平 70247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17 任郑和铭 70256 福建省福州华侨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18 梁诗 70279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19 林胜男 70272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0 黄文娟 70255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1 叶筱铮 70259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2 林丹华 70260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3 冯莎 70249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4 林碧云 70244 福州第十一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25 林丹丹 70250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6 汪小芳 70265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7 何宇伟 70275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8 吴侗 70261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29 叶颖 70242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初中 中学英语教师

30 卞潇煜 70257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31 刘艳彬 70243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32 陈子烨 70253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33 郑丽珍 70248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34 林仪 70252 福州铜盘中学 完中 中学英语教师

35 孙婧涵 70912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音乐教师

36 李亦铮 70882 福州滨海实验学校 初中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37 彭毅君 70869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38 张思思 70867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职专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39 周焕瑛 70873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职专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40 林香儿 70864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职专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41 郑星宇 70865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职专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42 朱晓晖 70868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职专 中学信息技术教师

43 刘璐瑶 70526 福州外国语学校 完中 中学西班牙语教师

44 高梅萍 70535 福建省福州第六中学 初中 中学物理教师

45 陈至桐 70534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物理教师

46 陈嘉源 70536 福州滨海实验学校 初中 中学物理教师

47 张建敏 70531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初中 中学物理教师

48 郑好 70528 福州第十一中学 完中 中学物理教师

49 魏雪梅 70529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物理教师

50 张泽娅 70533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完中 中学物理教师

51 林惠 70860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 中学通用技术教师

52 黄哲佳 71042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初中 中学体育教师（足球）

53 唐维 71039 福州铜盘中学 完中 中学体育教师（足球）

54 毛昱尊 71035 福州第三中学 高中 中学体育教师（啦啦操）

55 甘振昆 70985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体育教师

56 李文馨 79082 福建省福州华侨中学 完中 中学体育教师

57 肖娴 70989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 中学体育教师

58 连丹莹 70981 福州第十一中学 完中 中学体育教师

59 林晨晖 70984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体育教师

60 谢正正 70987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体育教师

61 林佳 70983 福州屏东中学 高中 中学体育教师

62 冯丽玲 70698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思想政治（德法）教师 

63 高欣月 70699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思想政治（德法）教师 

64 黄文枫 70702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 中学思想政治（德法）教师 

65 唐庆燕 70703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思想政治（德法）教师 

66 林鑫怡 70697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思想政治（德法）教师 

67 林豪珍 70704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完中 中学思想政治（德法）教师 

68 张碧钰 70143 福建省福州第六中学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69 张晓玲 70128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70 施耀 70130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71 魏玮洁 70127 福建省福州华侨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72 石巧辉 70151 福州滨海实验学校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73 黄秋鑫 70141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 中学数学教师

74 曾炜强 70149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 中学数学教师

75 曾梅青 70138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76 林丽静 70131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77 游舒佳 70137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78 刘秀迪 70140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79 许楹鑫 70142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80 王惠珠 70133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数学教师

81 吴梦兰 70135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82 黄翠翠 70134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83 吴怡君 70125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84 程静 70129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85 李雯鑫 70126 福州屏东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86 黄叶璟 70132 福州铜盘中学 完中 中学数学教师

87 何婷婷 70600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生物教师

88 曾钰茹 70596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 中学生物教师

89 施燃 70598 福州第十一中学 完中 中学生物教师

90 张淑铭 70601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生物教师

91 梅杰雄 70602 福州江南水都中学 初中 中学生物教师

92 郑丁茜 70597 福州金山中学 完中 中学生物教师

93 王梅 70953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美术教师

94 洪凡鑫 70731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历史教师

95 吴芳 70734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历史教师

96 高素翩 70732 福州第十一中学 完中 中学历史教师

97 黄清莉 70739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历史教师

98 赵鑫 70735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完中 中学历史教师

99 陈婷婷 70733 福州屏东中学 高中 中学历史教师

100 薛梦滢 70585 福州第三中学滨海校区 高中 中学化学教师

101 江长华 70806 福建省福州第十八中学 完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2 吴婷婷 70794 福州第三中学晋安校区 初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3 余双 70796 福州第十一中学 完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4 赵晓婷 70792 福州第四中学 高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5 严尹羚 70798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6 傅思诗 70799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7 吴巧敏 70800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完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8 方鑫 70802 闽江学院附属中学 完中 中学地理教师

109 沈鹏 70001 福州机电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职专 职专汽车教师

110 陈晓婷 71160 福州滨海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1 李梦杨 71161 福州滨海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2 严梦佳 71153 福州船政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3 林潇 71151 福州市聋哑学校（特教学校）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4 周滢 71152 福州市聋哑学校（特教学校）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5 叶玉慧 71154 福州市聋哑学校（特教学校）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6 赖演妍 71155 福州市聋哑学校（特教学校）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7 李晓倩 71156 福州市聋哑学校（特教学校） 幼儿园 幼儿教师

118 余慧敏 71057 福州滨海实验学校 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119 杨婷婷 71050 福州滨海实验学校 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120 陈茜 71052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121 黄颖频 71049 福州金山小学 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122 江晨晞 71051 福州金山小学 小学 小学语文教师

123 郭光耀 71141 福州滨海实验学校 小学 小学体育教师

124 翁星 71090 福州船政小学 小学 福州市船政小学语文教师

125 林恬恬 71091 福州船政小学 小学 福州市船政小学语文教师

126 邱煜 71097 福州船政小学 小学 福州市船政小学语文教师

127 程姗姗 71093 福州船政小学 小学 福州市船政小学语文教师

128 黄玉秋 71098 福州船政小学 小学 福州市船政小学语文教师

129 张凌然 71092 福州船政小学 小学 福州市船政小学语文教师

130 王嘉慧 71132 福州船政小学 小学 福州市船政小学数学教师



131 张榕 70232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初中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中学英语教师

132 林鸿鑫 70856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 初中 福州三中罗源校区地理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