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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奖 次 学 校 获奖教师 指导老师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林倩倩 苏蜜团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许薪新 陈秋梅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洪塘中心小学 刘佳苗 陈随治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新城小学 陈晓静 吴启智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洪娟 吕英姿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柑岭小学 陈雯静 邵素云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小学 方虹 林银环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小学 徐燕梅 杨秋婉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小学 陈文静 黄宝贝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西塘小学 陈小娜 黄小燕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杨秋月 叶重庆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五显竹山小学 李阿香 郭志气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纪秋雯 叶丽纯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黄淑娟 朱欢欢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卢钰莹 吕秀宝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颜妙瑜 黄丽玉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新辉小学 林雨晗 叶胜利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后田小学 汤琳洁 叶婷婷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西塘小学 庄燕红 叶倩妮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后田小学 林丹媚 陈艺燕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西塘小学 杨丽珠 庄燕红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蔡小媚 陈少敏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邵秋兰 叶琴

小学学语文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章玉婷 陈拱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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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奖 次 学 校 获奖教师 指导老师

小学数学 同安区凤南中心小学 邵艺光 吴亚梅

小学数学 同安区祥平中心小学 张瑜婷 邵坤沙

小学数学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陈淑娟 邵年轻

小学数学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王育平 洪彩云

小学数学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纪金禀 苏茸花

小学数学 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吕晓兰 林振克

小学数学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何玉玲 刘志艺

小学数学 同安区新城小学 许琳泓 叶剑波

小学数学 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小学 林剑玲 林开场

小学数学 同安区柑岭小学 翁娟娟 张秀红

小学数学 同安区阳翟小学 陈小娇 陈美艺

小学数学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叶佳佳 张玉翠

小学数学 同安区新星小学 陈丽琼 叶国远

小学数学 同安区新辉小学 纪晓妍 杨彩珍

小学数学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蔡烨峤 蔡丽妙

小学数学 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黄青青 陈明云

小学数学 同安区美星小学 陈培超 林秀丽

小学数学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王彩萍 苏佩瑜

小学数学 同安区官浔小学 杜彩玲 陈冬梅

小学数学 同安区洪塘中心小学 蔡美蕉 吴夏燕

小学数学 厦门市竹坝学校 颜阿勤 叶丽璇

小学数学 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颜玉旋 林芬

小学数学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余嘉靖 吕月秀

小学数学 同安区西塘小学 陈晓聪 叶春梅

小学英语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王瑛珏 叶秀女

小学英语 同安区新城小学 郑水仙 林龙泉

小学英语 同安区卿朴小学 陈心怡 叶妙松

小学英语 厦门市竹坝学校 童婷婷 陈原

小学英语 同安区柑岭小学 王雅婷 庄茗媚

小学英语 同安区西塘小学 童草梅 叶小缓

小学英语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刘雨如 童玉菁

小学英语 同安区西洪塘小学 柯荷花 庄燕云

小学英语 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叶志敏 胡艳霞

小学英语 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谢伟婷 洪水女

小学科学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叶小婷 王育平

小学科学 同安区祥平中心小学 黄志红 陈炳宇

小学科学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林慧玲  蔡冬梅

小学科学 同安区埭头小学 邵雅纯 吕琼招

小学科学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魏湘湘 张小梅

小学科学 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柯小静 郭同溪

小学科学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陈懋岚 彭嬖琛

小学科学 同安区柑岭小学 王雪青 翁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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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奖 次 学 校 获奖教师 指导老师

小学体育 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李燕华 马彩云

小学体育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陈晨 王银江

小学体育 同安区西塘小学 陈荷莲 邵海南

小学体育 同安区后田小学 林天雄 陈添福

小学体育 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林建通 林秀婷

小学体育 同安区新星小学 陈燕丽 李仁宗

小学体育 同安区祥平中心小学 陈佳兵 陈鸿源

小学体育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心怡 王英明

小学体育 同安区官浔小学 廖秋华 颜晓清

小学体育 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郭金灿 林加祝

小学美术 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洪欣 洪炳豪

小学美术 同安区新城小学 陈雅晖 张娜静

小学美术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叶亚妮 张静娴

小学美术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苏媛 陈拱汉

小学美术 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张海燕 叶进兴

小学美术 同安区新城小学 陈琳琳 张娜静

小学美术 厦门市梧侣学校 蔡媛媛 郭清惠

小学美术 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梁婧 黄志新

小学美术 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陈珣珣 叶建平

小学美术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陈绿娜 于瑶

小学美术 同安区五显中心小学 纪怡婷 吴瑞德

小学音乐 一等奖 同安区凤南中心小学 任婉钦 陈旭民

小学音乐 同安区西塘小学 洪石韦 熊婷婷

小学音乐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林佳玉 卢晶晶

小学音乐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林舒婷 陈菁菁

小学音乐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林玮泓 苏蜜团

小学音乐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韩浩宇 洪艳艳

小学音乐 厦门市竹坝学校 萧燕 吴志荣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新城小学 林惠真 陈志能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新辉小学 吕思婷 邵雪如

小学道德与法治 厦门市梧侣学校 周佳惠 林秋玲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叶锦填 陈秋梅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谢秋香 宋晓春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苏秋双 杨欣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滨城小学 杨阿红 杨艺婷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阳翟小学 欧秀金 林慧慧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小学 余美兰 许惠欣

小学道德与法治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池慧敏 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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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奖 次 学 校 获奖教师 指导老师

小学心理 一等奖 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小学 许惠欣 余美兰

小学心理 同安区西洪塘小学 黄蕾 陈亚婉

小学心理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晓梅 苏晓沄

小学心理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张细凰 杨梅

小学心理 同安区祥平中心小学 郭燕妮 邵雅兰

小学心理 厦门市梧侣学校 林娟娟 蔡玲燕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叶鸿冰 蔡丽妙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西塘小学 陈建平 吴芳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陈美梅 邵年轻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滨城小学 苏维祥 陈笔家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阳翟小学 杨龙旗 苏招治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徐奕纯 叶聪敏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厦门市梧侣学校 邵东海 童丽红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庄嘉倩 叶兰兰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新城小学 吕燕妮 叶剑波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同安区凤南中心小学 张婷婷 吕育双

小学信息技术 一等奖 同安区阳翟小学 林少观 陈亚阳

小学信息技术 同安区西塘小学 陈燕萍 林宝惜

小学信息技术 同安区滨城小学 吴婉璐 纪国用

小学信息技术 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曾珊珊 池慧敏

小学信息技术 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燕冰 苏莉娟

小学信息技术 厦门市梧侣学校 张嘉兴 陈东珍

小学信息技术 同安区新城小学 蔡伟亮 杨晓燕

小学信息技术 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叶昕 林芬

小学信息技术 同安区新星小学 洪瑞妹 杨遵贤

幼儿园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陈雅唯 陈达佳

幼儿园 同安区天骄幼儿园 陈晓倩 苏丽旋

幼儿园 同安区莲花中心幼儿园 陈艺敏 叶秋芬

幼儿园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李伟琼 陈达佳

幼儿园 同安区兴国幼儿园 叶晴霞 陈晓勤

幼儿园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张淑贞 李明霞

幼儿园 同安区西溪幼儿园 徐丽萍 柯丽端

幼儿园 同安区兴国幼儿园 许舒怡 林小萍

幼儿园 同安区阳翟幼儿园 吕莹莹 陈小鹭

幼儿园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园 吴晓熙 李明霞

幼儿园 同安区兴国幼儿园 吴颖璨 杨惠真

幼儿园 同安区祥平中心幼儿园 陈心绮 卓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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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同安区实验幼儿园 高春桃 颜毅真

幼儿园 同安区莲花中心幼儿园 苏伟玲 叶彩云

幼儿园 同安区洗墨池幼儿园 黄艳云 林少云

幼儿园 同安区天骄幼儿园 孙雅双 邵伟妮

幼儿园 同安区梧侣幼儿园 邵艺娟 洪素琴

幼儿园 同安区同城四季幼儿园 吴小花 洪认市

幼儿园 同安区第三实验幼儿园 陈红梅 朱玉燕

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凤岭幼儿园 叶晓燕 张育玲

幼儿园 同安区实验幼儿园 林黎峰 陈淑媚

幼儿园 同安区阳翟幼儿园 陈思捷 陈秀梅

幼儿园 同安区五显中心幼儿园 徐燕红 潘小燕

幼儿园 同安区实验幼儿园 叶彩霞 梁媛玲

特殊教育 一等奖 同安区特殊教育学校 许凯丽 胡序延

特殊教育 同安区特殊教育学校 陈旖旎 杨阿芳

特殊教育 同安区特殊教育学校 郭志维 魏志坤

特殊教育 同安区特殊教育学校 叶腰治 王萍萍

特殊教育 同安区特殊教育学校 江诏祺 翁茜

同安区教育局

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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