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福州市教育局2022年省内本科高校优秀师范毕业生岗位计划表

用人学校 学校类型 招聘计划 招聘岗位 联系人及电话 电子邮箱

福州第四中学 高中 1 物理1 朱老师13405903290 59388377@qq.com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 初中 5 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2，物理1，体育与健康2 林老师13559430203 94561416@qq.com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 初中 3 数学3 齐老师13959138932 396787042@qq.com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 完中 6 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2，数学1，历史1，物理2 廖老师13599044626 61406758@qq.com

福州第八中学 完中 1 物理1 孙老师15080094698 2414602410@qq.com

福州第十六中学 初中 1 物理1 李老师15395916016 290698527@qq.com

福州第十九中学 初中 2 英语1，体育与健康（排球）1 林老师15980163492 237019609@qq.com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 初中 7 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2，数学2,地理1，物理1,体育与健康1 刘老师18059199588 609653693@qq.com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 初中 3 数学1，体育与健康2 叶老师13600893466 344037681@qq.com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完中 3 物理2，体育与健康（足球）1 江老师13489147957 852813676@qq.com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完中 4 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1，数学1，物理2 施老师18597708285 65995923@qq.com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 小学 1 语文1 雷老师13763855627 22823234@qq.com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 小学 3 语文2,数学1 陈老师13906925170 652224857@qq.com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晋安校区） 小学 4 语文2，数学1，音乐1 陈老师13906925170 652224857@qq.com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 小学 8 语文4，数学2，体育与健康2 黄老师18959195923 385710153@qq.com

福州市乌山小学 小学 1 道德与法治1 郑老师13705958259 1067140872@qq.com

福州市群众路小学 小学 1 体育与健康1 陈老师13805007020 53756875@qq.com

福州市群众路小学滨海校区 小学 1 语文1 陈老师13805007020 53756875@qq.com

福州市船政小学 小学 2 道德与法治1，体育与健康1 林老师13599066459 fzsczxx@126.com

福州市船政幼儿园 幼儿园 2 学前教育2 张老师13960980950 43520250@qq.com

教师资格证要求：

1.完中岗位要求具备相应学科高级中学或中职教师资格证 ；初中岗位要求具备相应学科高级中学 、中职或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小学岗位要求具备相应学科或相近学科高级中学 、初级中学、中职教师资格证或小学教师资格证；幼儿园

岗位要求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2.2022届毕业生暂未取得相应学科岗位规定的教师资格证书 ，要求面试资格审核时提供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中心颁发的相应学科种类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教师资格笔试科目成绩均合格证明 ，并在报到时提供相应学科岗位规定的教

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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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教育局2022年省内本科高校优秀师范毕业生岗位计划表（专业要求）

岗位号 主管部门 学科 招聘单位 招聘计划 用人学校、计划及需求

具体专业要求（要求所学专业〈以毕业证书上
标注的专业名称为准〉与所报学科岗位专业对
口），博士和留学人员的专业要求按相近原则

认定。

1 福州市教育局 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 市属中学 7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完中,1）
思想政治教育、政史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
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
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国际
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政治学
与行政学、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科
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
历史、中国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共党
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
教学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思想政治
教育）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完中,2）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初中,2）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初中,2）

2 福州市教育局 数学 市属中学 8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完中,1） 数学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
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计算物理与数值分析、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学科教学（数学）数学
教育、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数
理基础科学、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数理
经济与数理金融、计算物理与数值分析、课程
与教学论(数学)、学科教学（数学）

福州格致中学（保福校区）（初中,3）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初中,2）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初中,1）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完中,1）

3 福州市教育局 英语 市属中学 1 福州第十九中学（初中,1）

英语教育、英语、翻译（英语）、英语（翻
译）、英语（笔译）、英语（口译）、英语语
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应
用语言学与对外英语教学、翻译硕士、应用英
语、实用英语、课程与教学论(英语)、学科教
学（英语）

4 福州市教育局 历史 市属中学 1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完中,1）

历史教育、历史学、世界（历）史、世界历史
、世界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
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史、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
基本问题研究、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文化人
类学、海洋史学、课程与教学论(历史)、学科
教学（历史）

5 福州市教育局 地理 市属中学 1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初中,1）

地理教育、地理学、地理科学、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
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
系统、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信息与数字
技术、城市与区域规划、自然资源学、课程与
教学论(地理)、学科教学（地理）

6 福州市教育局 物理 市属中学 11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完中,2）

物理教育、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声学、理论
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原子与分子物
理、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光学
工程、无线电物理、物理电子学、能源与材料
物理、计算物理与数值分析、课程与教学论(物
理学科)、学科教学（物理）

福州格致中学鼓山校区（完中,2）

福州第八中学（完中,1）

福州第十六中学（初中,1）

福州第四中学（高中,1）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初中,1）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完中,2）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初中,1）

7 福州市教育局 体育与健康 市属中学 7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完中,1,足球）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社会体育指
导与管理、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康复与健康、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
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硕士、竞技体育
、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理、武术、民族传
统体育、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体育学科)、体育教学、学科教学（体育学
科）。 ●市属中学体育教师(足球)岗位还要求
应聘人员系足球专项，由毕业高校提供相应证
明(加盖院系公章，并附工作人员联系电话号
码)。 ●市属中学体育教师(排球)岗位还要求
应聘人员系排球专项，由毕业高校提供相应证
明(加盖院系公章，并附工作人员联系电话号
码)。

福州第二十五中学（初中,2）

福州第十九中学（初中,1,排球）

福州第四中学桔园洲中学（初中,2）

福州第二十二中学（初中,1）



8 福州市教育局 道德与法治 市属小学 2

福州市乌山小学（1）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综合）、小学品德与社
会方向教育、小学教育（品德与社会方向）、
小学教育（综合。品德与社会方向）、初等教
育、初等教育（品德与社会方向）、本表中思
想政治道德与法治学科对应的专业福州市船政小学（1）

9 福州市教育局 语文 市属小学 1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一小学（1）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综合）、小学教育（语
文方向）、小学教育（综合。语文方向）、小
学教育（中文与社会）、初等教育、初等教育
（语文方向）、初等教育（中文与社会）、初
等教育（中文与书法）、初等教育（小教文
史）、初等教育（小学教育）、人文教育(历史
学科方向)、儿童文学专业、语文教育、汉（中
国）语言文学（教育）、汉语（言）、中国语
言文学（化）、中文应用、对外汉语、汉语国
际教育、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华文教育、华语
与华文教育、应用语言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古典文献、文学、中国文学、汉语言文学
与文化传播、汉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文学、中国语言文化、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
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阅读与文
学教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语言学、
编辑学、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教学（语
文），本表中的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历史学
科对应的专业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4）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2）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晋安校区）（2）

福州市群众路小学滨海校区 （1）

10 福州市教育局 数学 市属小学 4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2）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综合）、小学教育（数
学方向）、小学教育（综合。数学方向）、初
等教育、初等教育（数学方向）、初等教育
（数学与科学方向）、初等教育（小学教育）
、初等教育（理科综合方向）、初等教育（数
学与科学方向）、科学教育（化学方向）、科
学教育（物理方向）、化学教育、化学、应用
化学、化学生物学、分子科学与工程、无机化
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材料化学、环境化学、电化学、
催化化学、物构化学、化学基地班、化学分析
技术、课程与教学论(化学)、学科教学（化
学），本表中数学、物理学科对应的专业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1）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晋安校区）（1）

11 福州市教育局 体育与健康 市属小学 4

福州市群众路小学（1）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综合）、小学体育教育
、小学教育（体育方向）、小学教育（综合。
体育方向）、初等教育、初等教育（体育方
向）、小学体育教育、本表中体育与健康学科
对应的专业

福州市船政小学（1）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2）

12 福州市教育局 音乐 市属小学 1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晋安校区）（1）

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综合）、初等教育、初
等教育（音乐方向）、小学教育（音乐方向）
、小学教育（综合。音乐方向）、小学教育
（艺术方向。尚须提供音乐分方向证明）、艺
术教育（音乐方向）、音乐教育、音乐（学）
、音乐学、音乐表演、钢琴伴奏、音乐舞蹈学
（音乐方向）、艺术教育（音乐方向）、艺术
硕士（音乐）、课程与教学论(音乐学科)、学
科教学（音乐学科）

13 福州市教育局 学前教育 市属幼儿园 2 福州市船政幼儿园（2）

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特殊方
向）、儿童教育、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学前
方向）、小学教育（学前方向）、英语教育
（幼儿英语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学前教育)
、学科教学（学前教育）、早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