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年第三届厦门市中小学创客大赛获奖名单

优秀组织奖

厦门市槟榔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演武小学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厦门市思明小学 厦门市第五中学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优秀指导教师

姓名 学校 姓名 学校

白鹭辉 厦门市演武小学 陈烨 厦门市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邴嘉欣 厦门市新民中学 陈颖 厦门市滨北小学

蔡淑玲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陈玉茹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陈炳宇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陈钰雯 厦门市梧侣学校

陈金定 厦门市莲河中学 陈志远 厦门市演武小学

陈俊强 厦门市滨海小学 杜伟宏 厦门市集美区西亭学校

陈麟 厦门市槟榔小学 杜燕婷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陈秋燕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高松 厦门英才学校

陈蓉 厦门市民立小学 高扬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陈维佳 厦门市松柏小学 何怡君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陈伟尚 厦门市杏南中学 洪清白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陈燕彬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园博分校 洪盛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洪素萍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中心小学 阙幸福 厦门市思明区青少年宫

洪燕惠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沈忱忱 厦门市瑞景小学

洪云招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舒榕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黄采虾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宋艳军 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

黄佳玲 厦门市湖滨中学 孙娜 厦门市滨海小学

黄添妹 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王慧梅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黄文华 厦门市诗坂中学 王莉莉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康晓露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王仕达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李富勇 厦门市音乐学校 王燕冰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雪娟 厦门市槟榔小学 吴慧敏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梁婕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吴伟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梁小铿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吴旭日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林宝惜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吴燕妮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林宏宇 厦门市松柏小学 吴志群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林娜茵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谢凌鹏 厦门市瑞景小学

林青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谢晓芬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林伟婷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谢怡君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林文茹 厦门市梧村小学 熊淋婷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林雅斌 厦门市湖明小学 许华丽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林月妹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姚美妹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刘晓霞 厦门市演武小学 叶琼辉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刘阳丹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叶雅琼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刘志东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叶永恭 厦门市梧侣学校

卢惟煌 厦门市思明区青少年宫 易姗娜 厦门市集美小学

吕家扬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余佳 厦门市金鸡亭小学

吕嘉欣 厦门市新店中学 喻帅英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吕金红 厦门华侨中学 詹志娟 厦门市民立第二小学

欧阳淑娥 厦门市海沧区延奎实验小学 张国柱 厦门市群惠小学

潘利洁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晖 厦门市音乐学校



钱景隆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张茜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少芸 厦门市海沧区新安小学 钟麟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张潇雨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钟意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张滢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心小学 周巧玲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张越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庄灿慧 厦门市海沧中学

张征然 厦门实验中学 庄晖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章春庆 厦门市思明小学 庄萍萍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

小学

郑文娟 厦门市思明小学 庄晓芳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郑雅芬 厦门市嘉滨小学

手工创造创客

小学 A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

名

选手 2 姓

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何栩辰 陈臻炀 刘阳丹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市瑞景小学 林倬乐 尤晨悦 沈忱忱 一等奖

3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叶若嘉成 林恩凝 陈麟 一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金鸡亭小学 陈嘉煜 康霈文 余佳 一等奖

5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赵兆 王为为 叶琼辉 一等奖

6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戴歆悦 柯妍昕 陈钰雯 一等奖

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王钧源 蔡君浩 吕家扬 二等奖

8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戴泽宸 祖沐海 蔡梅珍 二等奖

9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李欣凝 曾思博 吴伟强 二等奖

1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颜子航 郭书辰 张艳萍 二等奖

1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童琳媛 刘梓晨 黄威 二等奖

1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翔东小学 廖桢 余宸畅 郑美虹 二等奖

1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彭子澄 彭柏文 吴丽丹 二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蔡阳睿 潘凌 陈麟 二等奖

1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温瑞祥 陈洪磊 林木尚 二等奖

1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李禹辰 蓝海阳 林青 二等奖

1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文浩宇 王嘉熙 张小华 二等奖



18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俞高航 袁子腾 洪珑 二等奖

1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康梓桐 叶明轩 张琪 二等奖

20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曾飞 李朝晖 陈蓉 二等奖

2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叶静宸 陈芷钰 魏湘湘 二等奖

2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余昕桐 戴鸿锦 邱芳 二等奖

23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谢之喆 李昀睿 田馨 二等奖

24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马烨晗 李艾珈 李雪娟 二等奖

2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涂童姝 范雪仪 林青 二等奖

26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卢泓翰 卢泓羽 章春庆 三等奖

2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王子墨 陈军令 三等奖

28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 黄泽欣 吕昱龙 胡璐瑶 三等奖

29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苏涵 马靖辰 田馨 三等奖

30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潘惠鑫 潘惠鑫 陈玉茹 三等奖

31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余承泽 黄鑫祺 陈钰雯 三等奖

3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李佳琪 康梓琳 张燕榕 三等奖

3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林可欣 石煌平 林娜茵 三等奖

3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谢逸扬 吴慧敏 三等奖

3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余嘉烨 丘政琦 张艳萍 三等奖

3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董志威 张惠红 洪咏怡 三等奖

3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翔东小学 陈钰妍 陈鸿旭 郑美虹 三等奖

3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芸景实验小学 纪泽凯 黄宇宏 陈雅彬 三等奖

3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高诗语 邵思妍 洪咏怡 三等奖

4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胡泓燊 魏皓辰 张艳萍 三等奖

4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纪宇泽 张意忻 吕家扬 三等奖

4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倪瑞婕 陈欣蕊 林青 三等奖

4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萃英小学 丁婉莹 许瑶瑶 洪剑钊 三等奖

4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林思绮 陈宇 廖蓝琪 三等奖

4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邱 奕 罗昊轩 蔡学树 三等奖

46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刘嘉然 杨萱 陈钰雯 三等奖

47 湖里区 厦门市火炬学校 陆晓漫 杨浩天 傅旭峰 三等奖

4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柳潇轶 陈俊宇 袁俐 三等奖

49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刘紫莹 张桐硕 叶淑琼 三等奖



50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苏大为 王子锴 谢怡君 三等奖

5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萃英小学 蒋燚龙 张梓洋 洪剑钊 三等奖

5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修烨浩 潘俊焘 李玉意 三等奖

53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颜湘韵 冯子轩 钱景隆 三等奖

54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宗朕 纪书舟 张小华 三等奖

5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黄昱程 林书娴 林青 三等奖

5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萃英小学 林一诺 李宇泽 洪剑钊 三等奖

57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赵恩伦 叶盛涛 吴伟强 三等奖

5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洪塘学校 郑俣程 朝乐蒙 丁文萃 三等奖

5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洪塘学校 陈烨彬 吴语轩 朱阿松 三等奖

60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芸景实验小学 陈文清 吴宝鑫 陈雅彬 三等奖

6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邱泽华 李致远 张小华 三等奖

小学 B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1姓名 选手2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周敬涵 江吉恩 章春庆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沈子云 林诗杰 姚美妹 一等奖

3 思明区 厦门市金鸡亭小学 李纪烨 肖涵瑀 余佳 一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郑施瀚 张庭赫 郑文娟 一等奖

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陈世奥 黄振宸 王慧梅 一等奖

6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夏雪菲 段雯懿 李雪娟 一等奖

7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陈正轩 林佳宇 吴伟强 二等奖

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林泽睿 陈乾瑞 吴丽丹 二等奖

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萃英小学 李语瞳 高景涵 洪剑钊 二等奖

1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江晶叶 张佳宁 陈淑缘 二等奖

11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黄诗城 蔡耀宸 傅焰金 二等奖

1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廖利莹 林玉洁 张艳萍 二等奖

13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青少年宫 纪宇翔 陈勋磊 吴伟强 二等奖

1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商宇涛 许恩恺 吕家扬 二等奖

1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林传建 吕曾缘 吴慧敏 二等奖

16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陈建池 凌若初 黄福裕 二等奖



17 湖里区 厦门市康乐小学 李家乐 张焕杰 饶颖 二等奖

1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康壹鑫 康晋熹 蔡淑玲 二等奖

19 思明区 厦门市金鸡亭小学 翁宝妮 王智扬 余佳 二等奖

2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林梦洁 陈缘星 吕家扬 二等奖

21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陈奕朗 晏梓涵 王丽丽 二等奖

2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赵彦博 王涵宇 陈慧敏 二等奖

2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郑昕 黄宇豪 叶淑琼 二等奖

2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彭泓霖 许龙臻 康晓芊 二等奖

2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刘可可 陈霖菲 李雪莲 三等奖

2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高梓涵 洪宇宸 林娟 三等奖

2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蔡与瑾 林夏彤 吴惠棋 三等奖

2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范靖炜 陈依诺 钟意 三等奖

2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许钰琪 陈雅婷 王进批 三等奖

3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林飞烨 彭旭 陈慧敏 三等奖

31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张传宏 林家润 蔡梅珍 三等奖

3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彭思涵 刘其沛 张艳萍 三等奖

33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张传琳 魏文博 姚美妹 三等奖

34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涂乐怡 李为睿 陈雨檬 三等奖

3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吕圣铱 林世衔 李江水 三等奖

36 湖里区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 叶雨辰 郑思辰 曾静芬 三等奖

3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郑凯 庄凯胜 吕家扬 三等奖

38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 张嘉伦 胡睿祺 胡璐瑶 三等奖

3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李可馨 林琳 林木尚 三等奖

4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纪宇欢 王薪沣 魏湘湘 三等奖

41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卢亮棠 熊时轩 陈蓉 三等奖

4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郭致源 祝训涵 张燕榕 三等奖

4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刘启琳 李浩阳 郭可伦 三等奖

4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康文桦 黄振洋 张琪 三等奖

45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袁子宸 梁曌瀚 田馨 三等奖

46 湖里区 厦门市康乐小学 黄仕鹏 林彦勋 饶颖 三等奖

4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林镓溦 徐靖鹏 洪奕杰 三等奖

4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邵子剑 叶艺森 陈军令 三等奖



49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翁思睿 谢织禧 傅焰金 三等奖

5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黄鑫涛 王文韬 林伯韬 三等奖

5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萃英小学 于茂轩 张思淇 洪剑钊 三等奖

52 湖里区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 杨晨晞 李家熠 曾静芬 三等奖

53 湖里区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 林世轩 林子尧 曾静芬 三等奖

54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汪仕贤 苏雯雯 蔡梅珍 三等奖

5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张睿凯 林彦承 吴丽丹 三等奖

5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芸景实验小学 胡坤祺 杨依依 陈雅彬 三等奖

5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萃英小学 杨钰婷 叶智 洪剑钊 三等奖

5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李明皓 吴慧敏 三等奖

初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姓

名

选手 2 姓

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翔安区 厦门市诗坂中学 陈晨曦 陈振晖 黄文华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中学 柯铭哲 胡恺 黄佳玲 一等奖

3 市属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 邱思哲 庄晓芳 一等奖

4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谢炜杰 江韵涵 张嘉兴 二等奖

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杨晨 黄诚 陈超慧 二等奖

6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王浩然 田茹琪 俞夏敏 二等奖

7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陶欧文 王普元 俞夏敏 二等奖

8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胡贝宁 杨诺 刘宇 二等奖

9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林安龙 陈佳雯 陈钰雯 二等奖

10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高仁杰 张浩哲 陈钰雯 二等奖

11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王钰振 唐山 蔡加河 二等奖

1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凌彩杰 白子曦 吴慧敏 二等奖

13 翔安区 厦门市诗坂中学 陈秋妤 陈彩云 黄文华 二等奖

14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谢林歌 陈卓锴 林柳娴 三等奖

1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李诗雅 周锦欢 庄耀贤 三等奖

1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傅欣睿 徐雪叶 于振辉 三等奖

17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王羿程 刘羿宏 俞夏敏 三等奖

18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许佳妍 陈熙 喻梓桦 三等奖



19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周永康 苏兆楠 庄耀贤 三等奖

20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林钰钧 刘开奇 林柳娴 三等奖

21 翔安区 厦门市诗坂中学 庄晓松 林霄 黄文华 三等奖

2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张奥 阙紫琦 于振辉 三等奖

23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曾韵涵 郑沐鑫 钱景隆 三等奖

24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陈杨逸 廖秀伟 喻梓桦 三等奖

25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项立晨 曾昀皓 刘宇 三等奖

26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潘胤希 张博福 胡艳娥 三等奖

27 同安区 厦门市莲美中学 杨雅洁 叶可欣 李阿珠 三等奖

28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学 温馨妍 卢小敏 三等奖

29 同安区 厦门市莲美中学 李宇欣 林菡倩 李阿珠 三等奖

30 同安区 厦门市莲美中学 叶筱萱 叶欣妍 李阿珠 三等奖

31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林枫 郑至钧 林柳娴 三等奖

3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刘孟林 游欢妍 张亚博 三等奖

高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1姓名 选手2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尚远鹏 林发辉 陈伟尚 一等奖

2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蒋瑞 徐子慧 陈永顺 二等奖

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王以凡 张梦兰 刘湘平 二等奖

4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许坤林 尹建毫 曾莠瑄 三等奖

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董崇宇 林炜贤 刘湘平 三等奖

6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尚子刚 郑宇浩 蔡加河 三等奖

7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汪诗雨 赵金岩 邱永祥 三等奖



3D+创客

小学 A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姓

名

选手 2 姓

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肖杨 刘鑫鹏 陈蓉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黄一城 李欣瞳 谢怡君 一等奖

3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温恒荣 周以正 喻帅英 一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赖司灏 叶锦勋 陈维佳 一等奖

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林伟博 游云帆 王仕达 一等奖

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王浩宇 林子濠 梁小铿 二等奖

7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芸美小学 连谦铠 王钇淮 邱燕斌 二等奖

8 市直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林能翔 黄荻舒 彭晓彰 二等奖

9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彭铭锴 江文轩 谢怡君 二等奖

1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黄伯宁 杨博涛 王仕达 二等奖

11 翔安区 厦门市新圩学校 陈夏磊 吴玲珊 蔡蕴琦 二等奖

1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吴青湘 林睿轩 林银芳 二等奖

1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杨舒云 刘芷昕 陈永进 二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肖心翔 方睿哲 蔡兴浪 二等奖

1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有恒 汪阳溢 李丽瑛 二等奖

16 思明区 厦门市梧村小学 陈方炜 陈思卉 林文茹 二等奖

1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黄文岑 黄宇浩 黄采虾 二等奖

1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曾梓恩 曾博宇 王仕达 二等奖

19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李恩祈 陈芷妍 杨秋媚 三等奖

2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黎涵宇 冯泉威 梁小铿 三等奖

21 市直属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吕乐凡 陈永超 李康 三等奖

22 集美区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

水学校
周光耀 翟浩霖 林莉 三等奖

23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袁自强 邹浩晨 林宏宇 三等奖

2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洪语钐 陈子垚 董文捷 三等奖

25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陈冠宇 黄思源 杨秋媚 三等奖

2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

小学
温靖翔 龙晨熙 陶诗琪 三等奖

2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黄铭江 黄晨钊 黄采虾 三等奖



28 思明区 厦门市滨北小学 韩铭远 林梓敬 纪艺璟 三等奖

2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

小学
叶永胜 林祺澍 曾珊珊 三等奖

30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陈炎超 柯轶晨 姚美妹 三等奖

31 翔安区 厦门市新圩学校 黄佳玮 沈轩锐 蔡蕴琦 三等奖

3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陈智辰 江彦泽 张建德 三等奖

3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三社小学 王艺翔 王哲 周雅娴 三等奖

34 集美区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

水学校
胡馨妍 王祉嫣 林莉 三等奖

3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林立行 柯嘉铭 杨晓燕 三等奖

3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叶可馨 张诗妤 刘佳琳 三等奖

3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九溪小学 陈佳萱 李君灏 林菁菁 三等奖

3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柯伊蓝 卢家恒 杨晓燕 三等奖

3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杨轩宇 杨益青 苏华云 三等奖

4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中心小学

队
温博彬 郭柯瀚 邵翠玲 三等奖

4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

小学
卢炳瑞 陈胜睿 王招弟 三等奖

42 翔安区 厦门市新圩学校 黄雨桐 李姝妍 陈金坂 三等奖

43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王澄楷 潘宇铖 林俊君 三等奖

44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沈宏俊 林可立 喻帅英 三等奖

小学 B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姓

名

选手 2 姓

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滨北小学 郑睿进 吴崇赫 陈颖 一等奖

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苏华煜 林意凯 王仕达 一等奖

3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张华烜 张蒋 陈蓉 一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第二小学 陈珞宁 何倞 詹志娟 一等奖

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张珉赫 黄俊宸 吕家扬 一等奖

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翁靖寅 陈奥祥 林宝惜 一等奖

7 市直属 厦门市音乐学校 戴恩润 许舒言 张晖 一等奖

8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吴梓桐 吴诗羽 张建发 二等奖



9 思明区 厦门市金鸡亭小学 林杨瀚宇 黄美琪 余佳 二等奖

1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宋艾琦 许可铭 黄采虾 二等奖

11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 卢草林 秦嘉铭 黄爱妹 二等奖

1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张煦森 许杰琛 吕家扬 二等奖

13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中心小学 刘昕榕 许淇斐 王擎欣 二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林哲睿 童翔宇 陈蓉 二等奖

1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陈煜翔 陈泽华 王进批 二等奖

16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林明谅 孙浦乔 王仕达 二等奖

17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杨子龙 官蔚韬 黄清 二等奖

1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郭麦妮 杜雨萱 陈永进 二等奖

19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第二小学 江佳灿 吴子瑞 吴志雄 二等奖

20 海沧区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小学
刘思铭 张址阳 陈妙茹 二等奖

2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九溪小学 陈翌逵 王鑫 林菁菁 二等奖

2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张刘城 范伟棋 张燕娇 二等奖

2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叶文昊 谢培风 王仕达 二等奖

24 市直属 厦门市音乐学校 林泓旭 张嘉霖 张晖 二等奖

25 思明区 厦门市梧村小学 曾子轩 林梓萌 林文茹 二等奖

26 思明区 厦门市何厝小学 张哲凡 刘依雯 林芹 二等奖

2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汤胜锦 潘旺熙 周晓园 二等奖

2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魏婧萱 陈靖妍 张茜 二等奖

2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钟子牧 沈烨旻 陈巧君 二等奖

30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黄嘉睿 周弋涵 蔡梅珍 二等奖

3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许澜欣 洪承志 王华煌 二等奖

32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中心小学 李杨 施艳欣 王擎欣 二等奖

33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陈国栋 蔡子麒 姚美妹 二等奖

34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伍皓轩 赖建源 魏松 二等奖

35 思明区 厦门市滨北小学 周楚恒 宋雨熹 陈颖 二等奖

36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骆怀杨 周昀楷 黄清 三等奖

37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刘梓墨 蔡书涵 林伟婷 三等奖

3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九溪小学 陈峥宇 柳声豪 林菁菁 三等奖

3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罗良 许宇豪 黄采虾 三等奖

4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曹珏晨 张梓涵 梁小铿 三等奖



41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巫孜行 魏煜哲 喻帅英 三等奖

42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刘粟 王浩家 傅玮霞 三等奖

4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李哲瀚 胡锦鑫 张越 三等奖

44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余博韬 王佑巍 喻帅英 三等奖

45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第二小学 林墨颜 李萱轩 吴志雄 三等奖

46 思明区 厦门市大同小学 朱靖鸿 林子喻 马纪尧 三等奖

47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林靖翔 林若希 欧阳淑娥 三等奖

4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林伊伊 吴奕琦 苏华云 三等奖

4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周林熙 许开韬 陈巧君 三等奖

5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第二小学 林传铭 郑礼贤 曾翠婷 三等奖

5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方宇腾 陈嘉筼 梁小铿 三等奖

5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阙东烨 张语欣 陈秋燕 三等奖

5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林煜铠 张晨枫 林宝惜 三等奖

5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何立威 李浩 梁小铿 三等奖

5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吴日新 许子炎 吴慧敏 三等奖

56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沈钰轩 蔡昀睿 汤岚琛 三等奖

5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叶子涵 叶灿鑫 洪雅敏 三等奖

58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黄泓凯 占昊可 郭银冰 三等奖

5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徐悯恩 郑航 林宝惜 三等奖

6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中心小学 谢梓琪 宋睿泽 张汉清 三等奖

61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林家兴 冼雨欣 张越 三等奖

6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游鲲 周梦豪 叶晓勤 三等奖

6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

小学
蓝海力 陈童穆涵 林南铭 三等奖

64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苏正嘉 郝航 吴燕妮 三等奖

6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廖志远 江雨恬 苏华云 三等奖

6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陈晨 陈定恒 苏华云 三等奖

6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张珏涵 简诗妍 杨晓燕 三等奖

68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朱梓轩 程以勒 黄清 三等奖

6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九溪小学 万许诺 王欣栎 林菁菁 三等奖

7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洪姚翔 王梓桐 陈丽菊 三等奖



初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

名

选手 2 姓

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华侨中学 吴仕铭 王俊翔 吕金红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华侨中学 陈昱翔 李柯源 吕金红 一等奖

3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陈弘烨 孟令杰 熊淋婷 一等奖

4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陈景宏 陈志琛 林伟婷 一等奖

5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王颐谦 陈墨 喻帅英 二等奖

6 市直属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李旭阳 余嘉原 梁婕 二等奖

7 思明区 厦门第十一中学 靳文熙 高宇天 朱颜 二等奖

8 思明区 厦门第十一中学 唐婧希 陈珮雯 朱颜 二等奖

9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嘉捷 王添乐 吕伟智 二等奖

10 翔安区 厦门市巷南中学 陈文浩 杨建俊 陈明昆 二等奖

1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徐宇桓 马伯奕 王胜兵 二等奖

12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陈彦若凡 王云舒 魏松 二等奖

1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苏亦萌 郑珺赫 邵艺龙 二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瑞景分校 陈明毅 叶宇晨 刘晓晓 二等奖

1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杨伊萌 聂小涵 陈颖 二等奖

16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瑞景分校 杨胡斌 汪光启 刘晓晓 二等奖

1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黄诺 吴奕炜 张潇雨 二等奖

18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王鸿泽 彭奇乐 徐志明 三等奖

19 思明区 厦门市云顶学校 林思颖 吴星瀚 李丽玮 三等奖

20 同安区 厦门市后田学校 贾国航 舒展 丘菊梅 三等奖

21 同安区 厦门市凤南中学 刘昊 江博涛 郭志民 三等奖

22 翔安区 厦门市巷南中学 郑宇晨 陈家瑜 陈明昆 三等奖

23 市直属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施纯馨 王千城 梁婕 三等奖

24 市直属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苏杰奕 王紫腾 叶晓露 三等奖

25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林锦泰 吴昱辰 蔡加河 三等奖

26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吴郁晨 林郅淇 郑平辉 三等奖

27 市直属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胡品妍 肖棋 梁婕 三等奖

28 翔安区 厦门市巷南中学 唐彬彬 陈钰琪 陈明昆 三等奖

29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龚习惟楚 张鼎正 张潇雨 三等奖



30 同安区 厦门市东山中学 叶锦维 黄起迪 毛秋容 三等奖

31 同安区 厦门市柑岭中学 谭朝玉 陈臻雅 周朝昌 三等奖

32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陈以恩 张铭恒 陈永顺 三等奖

33 同安区 厦门市柑岭中学 邵崇轶 郑泳鹏 周朝昌 三等奖

3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郑杰匀 林学恺 张潇雨 三等奖

35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学 张佳贤 徐晨睿 聂世雄 三等奖

36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徐翊萱 蔡珂莹 吕伟智 三等奖

37 湖里区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杨敏聪 张族彬 柯俊豪 三等奖

38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陈姝凤 王钦浩 魏松 三等奖

39 思明区 厦门第十一中学 李文博 尤楚航 朱颜 三等奖

40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初中 朱学颖 吴泽楠 吕伟智 三等奖

41 集美区 厦门市灌口中学 王鹤东 王曾君彤 尹超 三等奖

42 思明区 厦门市云顶学校 洪宇嶶 刘雨凡 李丽玮 三等奖

高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

名

选手 2 姓

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市直属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施烁羽 许锐宇 梁婕 一等奖

2 市直属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许莹莹 叶泽铭 梁婕 一等奖

3 集美区 厦门市灌口中学 林喻 韦敏 潘琼芳 二等奖

4 市直属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柯益婷 潘怡伶 刘欢欢 二等奖

5 市直属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纪云恺 郑加沐 王博 二等奖

6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沈泽燏 张惠 吕伟智 二等奖

7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王斌 郑楠 陈伟尚 二等奖

8 市直属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 陈宇佳 陈婕怡 王博 二等奖

9 市直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 江雪儿 赖婉蓉 袁淑华 三等奖

10 同安区 厦门市国祺中学 蔡诚恺 叶国涵 马晓阳 三等奖

11 同安区 厦门市国祺中学 续怡轩 黄晨 马晓阳 三等奖

12 市直属 福建省厦门市第一中学 广云鹏 林宇辉 梁婕 三等奖

13 市直属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 周懿 栗功蔚 郭游淑泓 三等奖

14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胡孙强 杨阳 王敏 三等奖

15 市直属 厦门实验中学 朱宸毅 林艺杨 林震苍 三等奖

16 同安区 厦门市国祺中学 余泽贤 李敬辉 叶艺驰 三等奖

17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田树贺 陈明镒 林昱潭 三等奖



机器人创客

小学 A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一）姓名

参赛学生

（二）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湖明小学 周子轩 林妍君 林雅斌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市湖明小学 程家祺 蒋昭城 林雅斌 一等奖

3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谢晨菡 陈诺 洪盛 一等奖

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米劲岳 王鹏瑞 钟意 一等奖

5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周泓锐 曾思源 庄晖 一等奖

6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王煜辰 高雨桐 叶淑琼 二等奖

7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林煜凡 陈艺严 陈麟 二等奖

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刘晨屿 柳子腾 张汉城 二等奖

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黄翛禹 张伟强 蔡淑玲 二等奖

1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卢智轩 罗煜宸 胡艺芬 二等奖

11 思明区 厦门市思北小学 林乔一 许鸿源 张城明 二等奖

1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李昊择 林泓宇 张艳萍 二等奖

13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蔡昀衡 冯煜城 陈小玲 二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耿煜城 林俊诚 林蜜英 二等奖

1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林博威 叶海锋 张汉城 二等奖

16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 胡世泽 汪桐尧 高贵琼 二等奖

1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 曾允尧 陈艺朋 孙伟义 二等奖

1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唐一 王琰 黄舒亚 二等奖

1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黄涵 陈宸 吴惠棋 二等奖

2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陈博超 林琪翔 吴慧敏 三等奖

2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李沛哲 尹子轩 郭素玲 三等奖

22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廖思源 李由 林蜜英 三等奖

2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龚文涛 罗舒默 郭素玲 三等奖

24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张宏剑 谢良树 林蜜英 三等奖

25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魏书泽 庄耀霆 刘阳丹 三等奖

2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徐博睿 王骏毅 王莉莉 三等奖

27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潘怡希 黄筱涵 薛延燕 三等奖

28 同安区 厦门市新辉小学 吕诚祥 吕亦晨 林鸿庭 三等奖



2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王金宇 张晋鹏 王莉莉 三等奖

30 同安区 厦门市新辉小学 向炳彪 李紫烨 林鸿庭 三等奖

3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陈子瑜 李烨城 杨志文 三等奖

3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张兴昊 蔡镇宇 蔡伟亮 三等奖

33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程跃翔 王浩强 钱景隆 三等奖

34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张诚恩 刘诚龙 叶丽淑 三等奖

3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芸美小学 陈俊凯 廖舒淳 邱燕斌 三等奖

3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郑宏腾 吕智煊 黄玉清 三等奖

3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六实验小学 吴晨曦 王煜晨 夏一玮 三等奖

3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芸美小学 潘沐恩 吴昊 邱燕斌 三等奖

39 同安区 厦门市新辉小学 史锦文 吴静娴 林鸿庭 三等奖

4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六实验小学 王振宇 邓炜萍 夏一玮 三等奖

4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高梓岩 陈博文 蔡学树 三等奖

42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万梓淼 单荣燊 谢怡君 三等奖

4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王妍曦 林恩灿 叶丽淑 三等奖

44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沈家辉 王柏恩 张曦文 三等奖

45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潘书霖 庄钧乐 刘胜峰 三等奖

4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沈林熙 刘哲翰 薛延燕 三等奖

小学 B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一）姓名

参赛学生

（二）姓名

指导老师

名字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陈睿毅 丁奕文 吴伟强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黄庄弘泽 骆宥彭 陈麟 一等奖

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胡珊 林钰朵 蔡淑玲 一等奖

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卢祉铭 叶贻勋 林娜茵 一等奖

5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青少年宫 谢焘 张与澄 卢惟煌 一等奖

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朱城锐 林意航 高扬 一等奖

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张文博 陈桎才 林娜茵 二等奖

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吴晨宇 杨印辉 叶淑琼 二等奖

9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张熙达 郑楚洋 庄晖 二等奖

10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郑照东 林泽鈜 吴伟强 二等奖



1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杨晨浩 王泽轩 张超怀 二等奖

1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黄天瑞 谢正锐 郭素玲 二等奖

1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沈培熠 林智宸 吴惠棋 二等奖

14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陈艺松 林岩泓 叶昕 二等奖

1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郑朗 陈诗宇 高扬 二等奖

1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瑞轩 张雯芊 张茜 二等奖

17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吴辉凡 薛喻 陈麟 二等奖

18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林辰 黄锦程 黄辉杰 二等奖

19 思明区 厦门市嘉滨小学 冯俊锡 吴昀之 郑雅芬 二等奖

2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苏熙航 蔡宇晨 康晓芊 二等奖

21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陈修远 郑胡海 黄辉杰 二等奖

2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陈劲松 程泓睿 王莉莉 二等奖

23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青少年宫 郑钡麟 黄昱玮 卢惟煌 二等奖

2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李廷豪 苏 林 郭素玲 二等奖

25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孙圣哲 郭彦景 黄辉杰 二等奖

26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 邓旭东 林子超 吴慧芬 三等奖

2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胡思涵 沈祺然 王莉莉 三等奖

28 同安区 厦门市新辉小学 张佳晨 阙德樘 林鸿庭 三等奖

29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蔡家钧 张宸铭 黄聪 三等奖

30 同安区 厦门市新辉小学 王宇宸 赖思佳 林鸿庭 三等奖

3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蔡铭浩 王声鸿 王燕冰 三等奖

3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李浩宁 陈子渝 洪奕杰 三等奖

33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陈燊宇 叶恩绮 陈麟 三等奖

3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陈泓杰 练梓铭 钟意 三等奖

35 思明区 厦门市园南小学 谢志豪 李林轩 杨雅慧 三等奖

36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王梓堉 张家祺 王婧颖 三等奖

37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丘梓珉 陈鹭阳 陈小玲 三等奖

38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颜博瑜 林睿宸 陈小玲 三等奖

39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王一坦 彭一卿 洪珑 三等奖

4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朱子俊 颜澄槿 洪奕杰 三等奖

41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严宇晨 俞博严 陈小玲 三等奖

42 思明区 厦门市思北小学 董周睿 孙国岚 吴淑瑶 三等奖

4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郑翔 杨逸程 蔡伟亮 三等奖



44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苏紫鑫 黄嘉雯 黄聪 三等奖

4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陈天浩 林锦坤 郭素玲 三等奖

46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叶修齐 唐茂宸 林蜜英 三等奖

47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 薛楚伦 张嘉洋 吴慧芬 三等奖

48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罗英辉 陈铭涛 黄聪 三等奖

4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林安炫 林城毅 蔡伟亮 三等奖

50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吴明轩 胡语桐 钱景隆 三等奖

5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王毅宸 蔡紫琰 王莉莉 三等奖

5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陈昊宇 向钊立 蔡伟亮 三等奖

53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郑楚函 孔方蔚 钱景隆 三等奖

54 市属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郑照桢 谢林轩 陈雅婷 三等奖

5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赖少翔 陈博涛 薛延燕 三等奖

56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黄晨睿 周语轩 陈婉云 三等奖

57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罗士为 吴睿哲 钱景隆 三等奖

58 市属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陈杰涛 陈陶枢 陈雅婷 三等奖

59 市属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罗桐 钟奕磊 陈雅婷 三等奖

初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一）姓名

参赛学生

（二）姓名

指导老师

名字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华侨中学 吴璟祺 陈奕欣 吕金红 一等奖

2 翔安区 厦门市莲河中学 张竣翔 张晧城 陈金定 一等奖

3 翔安区 厦门市莲河中学 高维成 王鼎昌 陈金定 一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华侨中学 孙锴彬 谢敏霆 吕金红 二等奖

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谢晓宇 张振邦 陈淑香 二等奖

6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陈艺超 叶灵暄 张潇雨 二等奖

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朱溢锋 谭卢颖 黄培妮 二等奖

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肖仕豪 黄思蜀 陈淑香 二等奖

9 翔安区 厦门市莲河中学 郭海泉 吴俊欣 陈金定 二等奖

10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陈义坤 陈清旭 陈思源 二等奖



11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林靖涵 叶鸣宇 黎光辉 二等奖

12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冯奕翔 叶梓诚 黄辉杰 二等奖

13 思明区 厦门市第九中学 于淏 邱炜峰 郑志勇 二等奖

14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高祎璞 郭茏鑫 黄辉杰 三等奖

1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卞翔卡 洪志坤 赖孟奕 三等奖

16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学 高仕勋 黄禹衡 杨湧泉 三等奖

17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郑富瑞 郑富瑜 黎光辉 三等奖

18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王艺霖 陈子皓 傅奕铭 三等奖

19 同安区 厦门市育才中学 辛逸鑫 林浚宇 杨育恒 三等奖

20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学 徐子龙 张凯杰 杨湧泉 三等奖

21 同安区 厦门市东山中学 叶怡睿 王嘉俊 陈伟钦 三等奖

2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蔡瑞阳 周铭皓 于振辉 三等奖

23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学 肖叶祺誉 刘子俊 杨湧泉 三等奖

24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邓开元 朱詹弘博 傅奕铭 三等奖

25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中学 叶垚鑫 沈恺城 田敏 三等奖

2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王植欣 任建鑫 于振辉 三等奖

27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洪渤溢 陈泽源 黎光辉 三等奖

2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学校
尚佳琪 吴馨蕾 张亚博 三等奖

29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许曼 黄智杰 周尚志 三等奖

30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潘雅鑫 林子宸 曾宇琦 三等奖

31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谢锦林 傅奕铭 三等奖

3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童宇涵 郑建冬 曾宇琦 三等奖

3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林诗音 聂慧瑛 曾宇琦 三等奖

3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东瑶学校 龚昊 高嘉惠 李志腾 三等奖

高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一）姓名

参赛学生

（二）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张小凯 韩新宇 洪清白 一等奖

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曾睿 陈嘉伟 叶志向 二等奖

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林永进 林智超 吕建坡 二等奖



4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彭嘉雯 洪李苹 陈永顺 二等奖

5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杨帆 梁鸿彬 陈思源 三等奖

6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陈煌姗 张博浩 陈思源 三等奖

7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吴彩萍 洪毅 陈永顺 三等奖

8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张婧文 付瑶 胡艳娥 三等奖

9 集美区 厦门市杏南中学 苏友坪 陈煌斌 刘宇 三等奖

1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 李鑫杰 陈文治 程京 三等奖

11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王宏宇 蔡鹭钊 傅奕铭 三等奖

动漫创客

小学 A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一）姓名

参赛学生

（二）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张宏剑 叶雅琼 一等奖

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李赵宸 张越 一等奖

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康娜宁 张茜 一等奖

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方奕杰 吕家扬 一等奖

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林玥 蔡俊哲 庄萍萍 一等奖

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林新悦 张越 一等奖

7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陈以敖 吴志群 一等奖

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岳口小学 汪心悦 陈亚阳 二等奖

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后许小学 许洪燊 邓世安 陈奕璐 二等奖

1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岳口小学 钟子豪 黄翼 陈亚阳 二等奖

1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琼头小学 林玮晨 谢文立 二等奖

12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陈语萱 卫卉 二等奖

1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林安琦 吕家扬 二等奖

1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洪绍俊 陈永进 二等奖

15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林煜杰 吴志群 二等奖

16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郑世乐 陈秋燕 二等奖

17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杨欣雨 邹柳聪 二等奖

1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顶许小学 杨舒晴 彭淑静 二等奖



1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邱宇涵 张越 二等奖

2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吴梦萱 王怡然 吴慧敏 二等奖

21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郭以凡 何怡君 二等奖

2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田泽阳 张越 二等奖

2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官浔小学 陈智文 詹海清 二等奖

24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朱静伊 周巧玲 二等奖

2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岳口小学 张恒睿 陈亚阳 二等奖

26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谢恩璐 林智峰 二等奖

2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 王梓琳 陈智敏 二等奖

28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陈予善 陈诗卉 二等奖

29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黄思源 陈琼琼 二等奖

3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李潼欣 陈美蓉 二等奖

3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汪尚坤 杨铭旭 陈秋燕 二等奖

32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李比乔 褚举明 二等奖

33 思明区 厦门市云顶学校 杨淞崴 林杨静 二等奖

34 思明区 厦门市嘉滨小学 刘延曼 郑雅芬 二等奖

35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刘萱琦 吴志群 三等奖

36 思明区 厦门市云顶学校 林柏臻 赵秋燕 三等奖

37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汤葛军 卫卉 三等奖

3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第二小学 王涵婷 欧阳晓雨 何小虾 三等奖

39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林浩铭 陈诗卉 三等奖

40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陈默垚 耿越 三等奖

4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辜琳惠 陈永进 三等奖

4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中心小学 蔡诺彤 吴美玲 三等奖

4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朱润辰 杜燕婷 三等奖

44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彭茹馨 陈燕萍 三等奖

45 市属 厦门市新翔小学 梁卓然 王语程 陈伟琦 三等奖

46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潘秦逸 杜燕婷 三等奖

4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汪博翰 陈秋燕 三等奖

48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陈芯安 周巧玲 三等奖

49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心小学 江易杭 雷一格 王丹如 三等奖

50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邱鑫泽 张越 三等奖

5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后许小学 张富轩 许智鑫 陈奕璐 三等奖



5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星小学 李俊豪 吕艺纯 三等奖

53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李毅成 侯亦莹 聂闽 三等奖

5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陈俊涵 李政浩 林木尚 三等奖

5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 潘皞泽 黄爱妹 三等奖

56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吴靖荷 吴志群 三等奖

57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黄梓妍 吴志群 三等奖

5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星小学 谢安淇 陈婷婷 三等奖

5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胡懿晨 张越 三等奖

60 思明区 厦门市云顶学校 林辰昊 陈小琪 三等奖

61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盛泽锡 邹柳聪 三等奖

62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罗心雅 林智峰 三等奖

63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续子桓 吴燕妮 三等奖

64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曾熙成 吴志群 三等奖

65 思明区 厦门市嘉滨小学 赵子雨 黄小莉 三等奖

66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邵桢 邹柳聪 三等奖

6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五实验小学 吴霏羽 陈炜煜 三等奖

68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郭君旸 吴志群 三等奖

69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李正声 邹柳聪 三等奖

70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邹灵汐 吴志群 三等奖

小学 B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一）姓名

参赛学生

（二）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常泽恩 梁小铿 一等奖

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陈苏闽 高扬 一等奖

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文永庆 林雨涵 杜燕婷 一等奖

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潘昶旭 吴宇轩 陈秋燕 一等奖

5 市属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陈翊萱 谢晓芬 一等奖

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季钰琳 何怡君 一等奖

7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张雨嘉 杜伟宏 一等奖

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赵展晖 卓琳梦 林月妹 一等奖

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兰龚睿 兰一可 吴慧敏 一等奖

1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陈俊涛 陈秋燕 一等奖



1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李文宁 陈秋燕 一等奖

1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陈皓月 田丽娅 王燕冰 一等奖

13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吴晨宁 吴志群 一等奖

1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杨瑞 陈秋燕 一等奖

1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邢乐熙 田浩宇 陈秋燕 二等奖

1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中心小学 蔡冰凡 吴美玲 二等奖

17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许珑恩 聂闽 二等奖

18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池晓睿 杜伟宏 二等奖

1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纪泽宇 叶昕 二等奖

2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林湘菱 叶晓勤 二等奖

21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林陈心 林智峰 二等奖

2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后许小学 陈欣怡 杨佩琪 陈奕璐 二等奖

2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锦里小学 肖可晨 张越 二等奖

2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孔彭诚 陈秋燕 二等奖

25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甘胤泽 刘恺 二等奖

2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张芮 张茜 二等奖

27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林艺菲 戴镁萱 林陵 二等奖

28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杨雯清 李艳蓉 二等奖

29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 叶瑄 危财金 二等奖

30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陈韵如 林智峰 二等奖

3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 张煜鹭 陈智敏 二等奖

3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刘青山 揭威祺 陈秋燕 二等奖

33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王靖舒 李艳容 二等奖

3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雷苏瑞 许娟 二等奖

3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凌佳燚 陈文芯 陈秋燕 二等奖

3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后许小学 陈志浩 陈奕璐 二等奖

37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蔡宜霖 吴志群 二等奖

3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吴炳祺 郭锦玉 林木尚 二等奖

39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林佳滢 林智峰 二等奖

4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星小学 鄢诺元 张小梅 二等奖

4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左诗滢 蒋承熙 吴慧敏 二等奖

4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黄锦超 梁小铿 二等奖

43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陈渃琳 吴志群 二等奖



44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 吕铭权 杨冬恋 二等奖

45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涂晖杰 李艳容 二等奖

46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郑齐家 邹柳聪 二等奖

4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 王哲 王博 陈智敏 二等奖

4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后许小学 黄可欣 陈奕璐 二等奖

4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陈恒毅 张建德 二等奖

50 湖里区 厦门市江头第三小学 陈玮琳 洪志衍 二等奖

51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林怡婷 刘恺 二等奖

52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陈彦彤 李艳容 二等奖

53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蔡泽昊 刘恺 二等奖

5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郭昊辰 童雁 二等奖

5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许宥希 张建德 二等奖

5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五实验小学 陈宇澎 陈炜煜 二等奖

57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陈亚楠 李艳容 二等奖

5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严诗婷 徐敏 三等奖

59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赵琳怡 刘恺 三等奖

60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蔡杭铮 吴志群 三等奖

61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张启荣 徐敏 三等奖

62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心小学 吴嘉乐 林小瑀 叶海涛 三等奖

63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叶擢榕 林智峰 三等奖

6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新江中心小学 余智恩 朱仕铭 邱晓妮 三等奖

6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星小学 高静依 熊江宁 陈婷婷 三等奖

6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郭芷涵 陈永进 三等奖

67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郭铭轩 吴志群 三等奖

68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钟佳芸 林智峰 三等奖

69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邹勍 连樾 三等奖

70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王梓晗 卫卉 三等奖

7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金山小学 涂敬儒 梁小铿 三等奖

7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岭小学 邵诗涵 叶晓勤 三等奖

73 湖里区 厦门市江头第三小学 李璟桐 洪志衍 三等奖

74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心小学 魏芷涵 叶海涛 三等奖

75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雷芷灵 李艳容 三等奖

76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李荧芷 李滟容 三等奖



77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 楼云鹏 危财金 三等奖

78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李漪朵 林智峰 三等奖

79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辛梓洋 吴志群 三等奖

8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 李彦哲 陈智敏 三等奖

81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心小学 陈聪荣 叶海涛 三等奖

8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蔡晨怡 刘钰莹 吕家扬 三等奖

8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李佳倪 徐敏 三等奖

8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林钰荞 徐敏 三等奖

8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涂昊天 周炜昊 李俊明 三等奖

86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张伊铭 林陵 三等奖

87 湖里区 厦门市江头第三小学 洪晟耀 李惠玲 三等奖

88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林桢雅 吴志群 三等奖

89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罗梓桐 卫卉 三等奖

90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林辰 李艳容 三等奖

91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王辰睿 陈琼琼 三等奖

92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 吴宇乐 危财金 三等奖

93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林思宸 刘恺 三等奖

94 湖里区 厦门市康乐小学 游子萱 张佳欣 三等奖

95 湖里区 厦门市江头第三小学 杨博轶 李惠玲 三等奖

9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陈莫 张茜 三等奖

97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林莫凡 林陵 三等奖

98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王梓博 郭晓勤 三等奖

9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潘映婷 王燕冰 三等奖

100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周可心 林陵 三等奖

101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洪雨静 刘恺 三等奖

102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温梓涵 刘恺 三等奖

103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蔡奕伟 吴志群 三等奖

104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刘永煊 刘恺 三等奖

105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许芊芊 吴志群 三等奖

106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陈晓镔 刘恺 三等奖

10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陈依乔 张建德 三等奖

108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何子晗 刘恺 三等奖

109 湖里区 厦门市江头中心小学 卢刘欣 庄梅 三等奖



110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卓心悦 林智峰 三等奖

111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林可欣 徐敏 三等奖

11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新源小学 张凌楠 王伟强 三等奖

113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周雨宁 刘恺 三等奖

11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王梓齐 陈诗卉 三等奖

11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宁宝小学 金致远 洪瑾毅 黄琛 三等奖

116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 陈伟宸 刘恺 三等奖

11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张午琦 周晓园 三等奖

118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

附属小学
何晨婕 郭银冰 三等奖

中学组

序

号

学校区

域
学校

参赛学生

（一）姓名

参赛学生

（二）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赵炳坚 许华丽 一等奖

2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肖欣瑶 叶永恭 一等奖

3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陈国仁 钟麟 一等奖

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王珏琼 肖思琪 张潇雨 一等奖

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卓润东 庄灿慧 一等奖

6 同安区 厦门市新民中学 詹莎 邴嘉欣 一等奖

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李雨涛 洪云招 一等奖

8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徐雯萱 徐志明 二等奖

9 同安区 厦门市东山中学 林睿莹 陈伟钦 二等奖

1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刘媛 王昀婧 叶培毅 二等奖

11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张馨心 陆文静 二等奖

12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思彤 纪亚萍 华亦琳 二等奖

1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李建泽 孙诗颖 叶培毅 二等奖

1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黄一茹 张潇雨 二等奖

15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郭奕超 王金山 吕嘉欣 二等奖

16 同安区 厦门市东山中学 陈隽鋆 陈伟钦 二等奖

17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廖婉婷 华亦琳 二等奖

18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刘昱琪 陈水文 二等奖



19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张震阳 叶培毅 二等奖

20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张玉洁 庄灿慧 二等奖

21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林立杨 郭莹 二等奖

22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

校
王馨宸 吴志坚 二等奖

23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白若菏 冯延璋 二等奖

24 思明区 厦门市第十一中学 陈芷宁 朱颜 二等奖

25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曾靖雯 陆文静 二等奖

26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吴秉轩 林熠 华亦琳 二等奖

27 同安区 厦门市国祺中学 赖杭安 陈金堤 二等奖

28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陈艺云 郭莹 二等奖

2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徐加鑫 庄灿慧 二等奖

3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刘慧 许华丽 二等奖

3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 方璐 程京 二等奖

32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徐思娴 黄鑫垚 华亦琳 二等奖

33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余家瑞 郭莹 二等奖

34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张诗祺 刘阳 三等奖

35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陈柏淇 刘琪 段俊 三等奖

36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秦子骞 罗晨榕 吴伯陵 三等奖

3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林怡洁 陈颖 三等奖

38 同安区 厦门市滨城中学 吕文语 苏玮祺 林天敬 三等奖

39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上塘中学 陈艺彬 李明忠 三等奖

4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林雨丹 许华丽 三等奖

41 思明区 厦门市第十一中学 王宇豪 谢弘远 朱颜 三等奖

4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林艺通 叶培毅 三等奖

43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黄禹超 张莉 三等奖

4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杨涵 庄灿慧 三等奖

45 同安区 厦门市洪塘中学 魏圣池 吴怀迪 三等奖

46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罗颜青 陆文静 三等奖

47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 陈诗涵 刘金艳 三等奖

4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吴金婷 赵钰香 庄耀贤 三等奖

49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杨紫琦 叶永恭 三等奖

50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柯袁钰 刘阳 三等奖

51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许思晗 柯祯利 三等奖



52 湖里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许鸿梅 钟麟 三等奖

53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郑熙 柯祯利 三等奖

5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上塘中学 苏淇扬 李明忠 三等奖

55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李盛唐 李宇恒 陈超慧 三等奖

56 同安区 厦门市滨城中学 高银进 李墨源 林天敬 三等奖

57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梁钰萍 杜伟宏 三等奖

58 同安区 厦门市柑岭中学 刘雨虹 张乐怡 郑晓晶 三等奖

59 同安区 厦门市洪塘中学 李诗妍 王东奋 三等奖

6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张茹滨 张瑾 叶培毅 三等奖

6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刘惠 叶培毅 三等奖

6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上塘中学 张凤莹 李明忠 三等奖

63 同安区 厦门市莲美中学 连金祥 李阿珠 三等奖

6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上塘中学 徐浩翔 陈欣怡 李明忠 三等奖

65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涂家利 黄盛月 三等奖

66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 李奕 刘成刚 三等奖

67 同安区 厦门市滨城中学 李坤 林晨馨 林天敬 三等奖

6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学 陈梦琪 陈诗韵 三等奖

6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 林舒仪 肖璐燕 三等奖

70 集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刘睿珺 张莉 三等奖

编程创客

小学 A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沙宇暄 白鹭辉 一等奖

2 市属 厦门实验中学 严浩宇 张征然 一等奖

3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黄昊翔 白鹭辉 一等奖

4 集美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园博分校 张凤琳 陈燕彬 一等奖

5 思明区 厦门市梧村小学 陈子洛 林文茹 一等奖

6 思明区 厦门市嘉滨小学 苏元植 郑雅芬 一等奖

7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潘泽 周巧玲 一等奖

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新安小学 丘新睿 张少芸 一等奖



9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翁玮杭 陈烨 一等奖

10 思明区 厦门市瑞景小学 施谦良 谢凌鹏 一等奖

11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蒋一铭 刘志东 一等奖

12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杨涵霖 刘志东 一等奖

13 集美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园博分校 郑翔 陈燕彬 一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李昊岩 陈志龙 二等奖

15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俞少博 陈烨 二等奖

16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陈凯文 白鹭辉 二等奖

17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曾俊亨 李鹭燕 二等奖

18 湖里区 厦门市翔鹭小学 陈浩宇 李素卿 二等奖

19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杨佑佳 林惠兰 二等奖

20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冯煜轩 林惠兰 二等奖

21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吴泽豪 陈烨 二等奖

2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陈炫菲 周晓园 二等奖

23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李炫洋 刘志东 二等奖

2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吴其宥 白鹭辉 二等奖

25 集美区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园博分校 徐驰山 陈燕彬 二等奖

26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郑博轩 李鹭燕 二等奖

27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郑哲韬 吴燕妮 二等奖

28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骆浩君 李鹭燕 二等奖

29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分校） 张少杰 白鹭辉 二等奖

30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古楼校区） 陈瀚卿 傅焰金 二等奖

31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新安小学 邓博仁 张少芸 二等奖

32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俞宏翔 林惠兰 二等奖

3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中心小学 胡恒瑞 徐珍妮 二等奖

34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陈冠霖 郑春玉 二等奖

3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彭峻 杨晓燕 二等奖

36 湖里区 厦门市火炬学校 杨景浩 傅旭峰 二等奖

37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陈韵哲 白鹭辉 二等奖

38 海沧区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小学 曹盛涵 陈妙茹 二等奖

39 湖里区 厦门市东渡小学 王雪意 韩芳芳 二等奖

40 思明区 厦门市故宫小学 王子政 林蔚佳 二等奖

4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崔智洋 叶昕 二等奖



4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柯嘉铭 杨晓燕 二等奖

43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陈颍洁 白鹭辉 二等奖

4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陈韬文 何怡君 二等奖

45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沈若晨 白鹭辉 二等奖

46 思明区 厦门市滨东小学 林海晨 王琳 二等奖

47 思明区 厦门市群惠小学 王际然 张国柱 二等奖

48 海沧区 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刚毅 李丽瑛 二等奖

4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新安小学 赖梓龙 张少芸 二等奖

50 湖里区 厦门市金尚小学 连程杰 沈小敏 二等奖

51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吴昊臻 陈志龙 二等奖

52 思明区 厦门市瑞景小学 潘友宸 谢凌鹏 二等奖

53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李昀达 陈志龙 二等奖

54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刘越 陈烨 二等奖

55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戴云天 白鹭辉 二等奖

5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仇昊 叶昕 二等奖

57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黄圣瀚 曾珊珊 二等奖

58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廖臻 蔡少纯 三等奖

59 思明区 厦门市滨东小学 庄司涵 王琳 三等奖

60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陈益谦 陈巧燕 三等奖

61 思明区 厦门市滨北小学（新校区） 洪尚岱 三等奖

62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陈晔 白鹭辉 三等奖

63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陈哲锋 陈巧燕 三等奖

6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黄紫桐 白鹭辉 三等奖

6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洪羽轩 洪奕杰 三等奖

66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林芃 白鹭辉 三等奖

67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黄辰宇 林惠兰 三等奖

68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李梓通 白鹭辉 三等奖

69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余若辰 陈志龙 三等奖

70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林传翔 李敏雀 三等奖

71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邢瑞祺 刘志东 三等奖

72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陈牧远 白鹭辉 三等奖

73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罗与 陈烨 三等奖

7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虞怀理 陈永进 三等奖



75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单柏言 陈志龙 三等奖

76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陈礼睿 傅玮霞 三等奖

77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林泽凯 吴燕妮 三等奖

78 思明区 厦门市湖明小学 苏奕臣 吕良佳 三等奖

7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周弘轩 何怡君 三等奖

8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梁潇予 蔡淑玲 三等奖

81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余栊 陈巧燕 三等奖

82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孟令骁 陈志龙 三等奖

83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李梓赫 白鹭辉 三等奖

8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许文睿 白鹭辉 三等奖

85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陈盈杰 陈玉茹 三等奖

86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许洲铭 白鹭辉 三等奖

87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店上校区） 苏铂恒 傅焰金 三等奖

88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古楼校区） 何沛忻 傅焰金 三等奖

8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洪塘学校 张秩赫 王聪 三等奖

9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黄麒人 叶昕 三等奖

9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郑浩轶 杨晓燕 三等奖

92 思明区 厦门市群惠小学 任康 张国柱 三等奖

93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杨博涛 李敏雀 三等奖

9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涂宏宇 陈妙稀 三等奖

9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良泽 苏莉娟 三等奖

9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陈亚城 蔡伟亮 三等奖

97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黄紫佩 白鹭辉 三等奖

9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蔡君彬 曾珊珊 三等奖

9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刘俊辰 苏莉娟 三等奖

10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孙美晨 叶昕 三等奖

101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陈泳铮 吴燕妮 三等奖

102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总校） 郭昱昕 王锦婷 三等奖

103 思明区 厦门市湖明小学 李拜天 吕良佳 三等奖

104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林绍庭 叶昕 三等奖

10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九溪小学 董源鑫 林菁菁 三等奖

106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刘燚辰 陈志龙 三等奖

107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新安小学 何宇轩 张少芸 三等奖



10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吕昕达 黄舒亚 三等奖

109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王敬臣 周巧玲 三等奖

11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叶恩喆 林银芳 三等奖

11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谢思航 林娜茵 三等奖

11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官浔小学 黄雅贤 吕春月 三等奖

11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傅品澄 陈小真 三等奖

114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王子铭 叶昕 三等奖

11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郑博捷 杨晓燕 三等奖

116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陈德轩 周巧玲 三等奖

11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中心小学 张若萱 徐珍妮 三等奖

11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九溪小学 刘沁雯 林菁菁 三等奖

11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严语辰 郭淑惠 三等奖

12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龚佳烨 苏华云 三等奖

12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许逸凡 苏华云 三等奖

12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曾佳琦 吴慧敏 三等奖

12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林运晗 吴慧敏 三等奖

124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周希纹 陈水文 三等奖

12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李海逸 吴慧敏 三等奖

12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陈诗韬 洪奕杰 三等奖

12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翔东小学 陈垚瑞 郑美虹 三等奖

12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新安小学 陈俊熹 张少芸 三等奖

小学 B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覃可 陈玉茹 一等奖

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心小学 陈煜杰 张滢 一等奖

3 思明区 厦门市群惠小学 谢东樾 张国柱 一等奖

4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肖智宸 陈玉茹 一等奖

5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许舒可 李雪娟 一等奖

6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李瀚昱 李雪娟 一等奖

7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尹俊淏 吴燕妮 一等奖

8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小学 钟丰联 易姗娜 一等奖



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洪骁俊 张茜 二等奖

10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翟珮元 李雪娟 二等奖

11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 郑柠语 罗晶 二等奖

12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荆熠洋 陈维佳 二等奖

1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苏恒隆 洪奕杰 二等奖

1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中心小学 吴坤阳 徐珍妮 二等奖

15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余亦泽 李雪娟 二等奖

16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店上校区） 陈予喆 傅焰金 二等奖

17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分校） 肖子航 吴燕妮 二等奖

18 思明区 厦门市梧村小学 刘沐岩 林文茹 二等奖

19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武筠卓 谢威 二等奖

20 市属 厦门工学院附属学校 谈敏贤 范朕恺 二等奖

21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黄虚宸 颜德雅 二等奖

22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程明锋 陈维佳 二等奖

2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廖子翔 吴慧敏 二等奖

24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总校） 李程鹏 吴燕妮 二等奖

25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郑沐天 谢威 二等奖

26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郭怡瑾 李雪娟 二等奖

27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官奕涵 李雪娟 二等奖

28 思明区 厦门市民立小学 苏砚一 陈蓉 二等奖

29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吴梓敬 林惠兰 二等奖

30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侯依古丽 林娜茵 二等奖

31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林芃州 李雪娟 二等奖

32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王子戈 李雪娟 三等奖

33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陈子璐 张雅婷 三等奖

34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陈果 蔡少纯 三等奖

3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九溪小学 董源彬 林菁菁 三等奖

36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谢梓夫 杨茉 三等奖

37 市属 厦门英才学校 夏晗 黄威 三等奖

38 思明区 厦门市湖明小学 刘雨粲 吕良佳 三等奖

39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郭怡娴 李雪娟 三等奖

4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 黄鑫豪 洪奕杰 三等奖

4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许文炫 林娜茵 三等奖



42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李炫宇 高峰 三等奖

4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小学 曾昭宇 易姗娜 三等奖

44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古楼校区） 李奕辰 许红芬 三等奖

45 湖里区 厦门市蔡塘学校 陈敬萱 曾淑琴 三等奖

4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陈王文毅 陈妙稀 三等奖

47 思明区 厦门市群惠小学 孙泽熙 张国柱 三等奖

48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谢凯博 林惠兰 三等奖

4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中心小学 屈晨曦 陈文标 三等奖

50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沈墨 陈维佳 三等奖

51 海沧区 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 鲍文鑫 李丽瑛 三等奖

5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中心小学 桂致远 徐珍妮 三等奖

53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林泽邦 郑平辉 三等奖

54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吴桐宇 陈玉茹 三等奖

55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古楼校区） 骆晨晔 傅焰金 三等奖

56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颜正航 刘志东 三等奖

57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曾志祥 李雪娟 三等奖

58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贾怡安 林惠兰 三等奖

59 思明区 厦门市人民小学(分校) 姚铄添 杨冬恋 三等奖

60 思明区 厦门市大同小学 林泽荣 王景佳 三等奖

61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小学 张轩鸣 易姗娜 三等奖

62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陈元广 陈玉茹 三等奖

6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李响 陈丽苗 三等奖

64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第二小学 林思怡 梁惠敏 三等奖

65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林子萱 李雪娟 三等奖

66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小学 朱冬旭 李川 三等奖

67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小学 王博文 易姗娜 三等奖

68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徐一展 陈巧燕 三等奖

69 市属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 庄承锴 丁皆红 三等奖

70 市属 厦门英才学校 黄子铭 付东升 三等奖

71 湖里区 厦门市吕岭小学 陈捷睿 许晓璐 三等奖

72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实验小学 苏博炜 陈玉茹 三等奖



初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李正中 吴旭日 一等奖

2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 朱嘉俊 吴旭日 一等奖

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郑宇胜 洪云招 一等奖

4 市属 厦门英才学校 苏君炫 高松 一等奖

5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吴皓泽 陈剑凯 二等奖

6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 蒋皓烨 韩永川 二等奖

7 市属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张煜晗 林芳竹 二等奖

8 市属 厦门英才学校 邹子楚 林世向 二等奖

9 思明区 厦门市莲花中学 林宇轩 吕培源 二等奖

10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瑞景分校 陈墨轩 赵亚萍 二等奖

11 海沧区 厦门市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温轩昊 罗丹 二等奖

12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中学 施海圣 张潇雨 二等奖

13 海沧区 厦门市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王梓懿 罗丹 二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中学 曾泽铭 梁娟娟 二等奖

15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中学 施秉志 陈志刚 二等奖

16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吴昀廷 时二静 二等奖

17 思明区 厦门市莲花中学 陈子烨 林晨 三等奖

18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 陈海晟 韩永川 三等奖

19 湖里区 厦门市禾山中学 黄磊 陈剑凯 三等奖

20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 谢明睿 林秉珠 三等奖

21 市属 厦门集美中学 苏泉宝 黄志坚 三等奖

22 思明区 厦门市莲花中学 叶庄翔 蒋舒涵 三等奖

23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邵奕铭 吕伟智 三等奖

2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黄钰涵 张亚博 三等奖

25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林钰瑶 俞夏敏 三等奖

2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许欣 张亚博 三等奖

27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中学 钟辰坤 陈志刚 三等奖

2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第一中学 陈熠 洪云招 三等奖

2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林阳霖 林文彬 三等奖

30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中学 周栩诺 陈志刚 三等奖



3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陈景逸 赖孟奕 三等奖

32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苏齐恩 吕伟智 三等奖

3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吴霖 赖孟奕 三等奖

34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中学 何端蒙 陈剑凯 三等奖

35 思明区 厦门市莲花中学 周江志 吕培源 三等奖

36 思明区 厦门市第十一中学 柯嘉誉 黄悦妍 三等奖

37 湖里区 厦门市蔡塘学校 黄朝圣 徐佳丽 三等奖

38 思明区 厦门市莲花中学 吴宇哲 蔡腾腾 三等奖

39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中学 康绎张 三等奖

高中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参赛学生

姓名

指导教师

姓名
奖项

1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许利鑫 吕嘉欣 一等奖

2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江子豪 陈虹霖 二等奖

3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陈福城 吕伟智 二等奖

4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孔坚威 吕伟智 二等奖

5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邓亚雷 吕伟智 三等奖

6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吕晨馨 吕伟智 三等奖

7 翔安区 厦门市新店中学 林思桐 吕嘉欣 三等奖

8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赖伟鑫 吕伟智 三等奖

实验连环创客

小学 A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名

选手 2

姓名

选手 3

姓名

选手 4

姓名

指导教

师

指导教

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滨海小学 高崇轩 陈河霖 程可昕 詹鑫玉 孙娜 陈俊强 一等奖

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二实验小学
曹宗毅 陈明瀚 范梓航 朱枢蔚 王慧梅 潘利洁 一等奖

3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

附属小学
郑观锋 游胜文 许梁晨 林雍恬 黄福裕 陈雨檬 二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 蔡彦熙 张苡宣 陈心怡 周煜权 陈志远 欧露红 二等奖

5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 徐元皓 徐梓瑜 江羽晗 叶霁锋 黄福裕 二等奖



附属小学

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

同第二中心小学
钟鹏杰 陈嘉豪 陈鸿宇 王雨晨 陈懋岚 刘泉城 二等奖

7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

海沧附属学校
闫熠辰 杨林泽 熊逸馨 苗琛晨 二等奖

8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

学
石任 章奕能 安星宇 陈思凯 陈聪川 许悦雪 二等奖

9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

门海沧附属学校
王奕涵 陈燦萌 陈奕芃 李泽熙 钱景隆 三等奖

10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

海沧附属学校
陈语萱 汤硕 薛华逸 苗琛晨 三等奖

1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

验学校
郭睿 张炜宸 王淑怡 洪子俊 曾晓倩 吴慧敏 三等奖

12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二实验小学
朱宇辰 陈博悉 林晨曦

欧阳星

尧
高秋娟 黄威 三等奖

1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

师进修学校附属

学校

任依依
徐安玉

琅
陈轩飞 陈昭睿 赵玲敏 三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市园南小学 谢雨泽 李承翼 李芃葳 杨雅慧 三等奖

1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

三实验小学
林炜泽 蔡峻昊 何钰彤 康宗恒 汪梦瑶 朱翻过 三等奖

1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

同中心小学
彭亦丞 陈子琛 严梓昂 留倩 杨志文 三等奖

1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五实验小学
陈皇钢 林彬 陈威旭 陈帅勋 吕家兴 林晓露 三等奖

1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

滨小学
江涛

上官耳

东
赖文钊 陈志鸿 廖蓝琪 张燕榕 三等奖

1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五实验小学
陈泽涛 陈凌轩 陈明杰 陈韵恒 吕家兴 林晓露 三等奖

20 思明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

附属小学
武旺钊 丘若灵 杨语菲 邱敏哲 黄福裕 王婧颖 三等奖

小学 B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名

选手 2

姓名

选手 3

姓名

选手 4

姓名

指导教

师

指导教

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青

少年宫
张恺闻 张芷淇 谢兆霆 苏泊桥 陈志远 阙幸福 一等奖

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

塘小学
伍欣 吴艺彬 杨宗曜 曾子鸿 陈炳宇 康晓露 一等奖

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

山小学
黄泓鑫 吕诚锌 吕逸琛 许多 洪燕惠 舒榕 一等奖



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二实验小学
刘蕙毓 谢觐丞 洪佳乐 朱鑫沅 许猛华 董更定 二等奖

5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

小学
王羽 潘岩 李嘉豪 关梓琳 庄晖 洪盛 二等奖

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柑

岭小学
邵天祺 莫浩喆 邵佳鹏 柯文烁 张海燕 二等奖

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教

师进修学校附属

小学

刘鹏程 谢明轩 黄异凡 张桓齐 李玉意 张琪 二等奖

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

验学校
郑斌欣 洪家乐 许永权 林永浩 曾晓倩 吴慧敏 二等奖

9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

学
吴鋆沅 邱绍勋 洪齐杨 徐振邦 吴锦福 苏友越 二等奖

1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五实验小学
唐佳佳 林珂钰 陈欣妍 田俊熙 林晓露 吕家兴 二等奖

1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教

师进修学校附属

小学

熊依依 胡思琪 吴梓涵 吴雨茜 李玉意 陈慧敏 二等奖

12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

门海沧附属学校
甘家澄 陈泓源 刘宇轩 龚博雯 钱景隆 二等奖

13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

三实验小学
许怀萱 颜嘉鸿 林煜淳 陈礼嘉 汪梦瑶 朱翻过 三等奖

1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海

滨小学
郑裕鑫 谢桂森 姬厚嵩 江卓睿 廖蓝琪 林木尚 三等奖

1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

城小学
林夕又 陈欣悦 甯紫涵 陈东岩 三等奖

16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同

安区岳口小学
黄昱焜 张宇扬 陈鑫蕾 刘睿茗 曾秀文 林小勤 三等奖

1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

验学校
吴妤欣 王楷翔 陈振皓 洪梓浩 曾晓倩 吴慧敏 三等奖

18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

沧附属学校
陈嘉俊 陈关轶 张扬 张学 蓝裕 三等奖

1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一实验小学
蔡泽翔 彭瑜浩 侯文硕 陈宇恒 林娟 陈永进 三等奖

20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

翟小学
林骞 吕伯炯 陈逸超 吕熠轩 陈晓利 张小华 三等奖

21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

柯中心小学
杨淑婷 刘宸妤 代家伟 林燕丽 三等奖

2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教

师进修学校附属

小学

肖煜阳 黄俊杰 黄海 潘梓帆 林书欣 三等奖

23 湖里区 厦门市康乐小学 刘乐晨 李牧洲 包礼昊 苏隽扬 饶颖 林雪艳 三等奖

2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杨昕燃 林羽茜 戴艺菲 李芝莹 高秋娟 许猛华 三等奖



二实验小学

25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凤

南中心小学
王智朋 吕泓珺 曹宇晨 刘博文 王莹 薛安兴 三等奖

26 湖里区 厦门市康乐小学 庄载荻 刘锦泓 郑天佑 黄佳铭 林雪艳 饶颖 三等奖

2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舫

山小学
郭玮津 苏雅琪 李亦晴 洪莺珞 洪燕惠 舒榕 三等奖

2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

一实验小学
郑和信 陈梓戈 刘恒源 洪翌槄 林娟 王华煌 三等奖

2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阳

翟小学
余敏达 贾思鹏 瞿皓 王绍辉 陈晓利 张小华 三等奖

中学组

序

号
组别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名

选手 2

姓名

选手 3

姓名

指导教

师

指导教

师
奖项

1 高中组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刘俊滔 许玮哲 李彦志 陈思源 蔡加河 二等奖

2 初中组 思明区 厦门第十一中学 丘宏铭 谢乐嘉 谢伟烨 朱颜 二等奖



物联网创客

小学 A 组

序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名

选手 2

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李明旭 高瑞其 欧阳淑娥 一等奖

2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曾思涵 杨子洁 欧阳淑娥 一等奖

3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田奕力 邱鸿毅 高照 二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梧村小学 蒋金泽 陈润予 林文茹 二等奖

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

学
陈如常 张可昕 吴惠棋 二等奖

6 市属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姜皓予 李如亮 二等奖

7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翔东小学 王菱 王洋浩 郑美虹 二等奖

8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

学
彭希 陈子恒 黄舒亚 三等奖

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施剑桥 王炎鑫 何怡君 三等奖

10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

学校
邱奕维 陈源甲 蔡爱兰 三等奖

11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桑贤齐 林宇晨 陈烨 三等奖

1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孔雨泽 张弘毅 陈妙稀 三等奖

13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

学
刘景怡 王钰杰 蔡淑玲 三等奖

1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分校） 黄心弘 李科贤 刘晓霞 三等奖

15 海沧区 厦门海沧延奎实验小学 李秭涵 何承锴 欧阳淑娥 三等奖

1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陈玥涵 张世轩 陈妙稀 三等奖

小学 B 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名

选手 2

姓名

指导教

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吴思晨 邓彦瑄 刘晓霞 一等奖

2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陈晓晓 赖蕾婷 刘晓霞 一等奖

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安韶萱 左毅泓 杜燕婷 一等奖

4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 曾瀚 张柏炜 宋艳军 一等奖

5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徐天越 陈奕赫 陈麟 一等奖

6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何栩欣 刘仲森 许雅丽 二等奖

7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蔡淳毅 黄启皓 杨秋媚 二等奖



8 思明区 厦门市故宫小学 潘瀚文 王星博 林蔚佳 二等奖

9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林李修

易
陈婧冉 刘晓霞 二等奖

10 思明区 厦门市故宫小学 陈泽荣 许哲凯 林蔚佳 二等奖

11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总校) 许子航 万威杰 汤岚琛 二等奖

12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范悠涵 陈熙元 陈麟 二等奖

1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育才小学 洪幼玲 陆之瑶 陈妙稀 二等奖

14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育才小学 任家乐 孙博韬 陈妙稀 二等奖

15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林钰轩 谢雨欣 李珊珊 二等奖

16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洪瑞 姚至谦 李珊珊 二等奖

17 思明区 厦门市槟榔小学 曹睿桐 蒋尔晴 陈麟 二等奖

18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陈立圆 朱奕菲 李珊珊 二等奖

19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李梓宁 高照 二等奖

20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陈梓平 杨晟琦 颜德雅 三等奖

21 思明区 厦门市仙岳小学 龚裕添 江雨泽 陈华 三等奖

22 湖里区 厦门市金山小学 叶德睿 陈建春 三等奖

23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孙博轩 时彬杰 王婧颖 三等奖

24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小学（总校） 石家璐 施卓延 刘晓霞 三等奖

25 思明区 厦门市故宫小学 郭弘楷 罗明昊 林蔚佳 三等奖

26 海沧区
东师理想厦门海沧东孚实验

小学
朱天阳 陈乐涵 方晓萍 三等奖

27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碧山校区) 陈锦霖 江宇宸 汤岚琛 三等奖

28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 白锦松 林立 宋艳军 三等奖

2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彭梓烨 刘梓涵 林水泽 三等奖

30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

学校
张可为 曾雨恬 喻帅英 三等奖

31 湖里区 厦门市蔡塘学校 徐睿 张金华 三等奖

32 思明区 厦门市前埔北区小学 陈龚珏 李铭杰 林丽芳 三等奖

33 集美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俞懿轩 林雨娴 林月妹 三等奖

34 思明区 厦门市仙岳小学 潘哲楷 潘金盛 三等奖

35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石傅君 黄宸炫 吴慧敏 三等奖

3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林坤灏 李郡林 吴慧敏 三等奖

37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汪洋 汪若兮 叶雅琼 三等奖

38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郑景匀 郑磊 王婧颖 三等奖

39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翔东小学 周国庆 陈轶可 郑美虹 三等奖



40 思明区 厦门市思明小学(总校) 林知邦 刘凯斌 汤岚琛 三等奖

41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翔东小学 廖天宇 施文昊 郑美虹 三等奖

42 湖里区 厦门市翔鹭小学 潘锦诚 陈柏诚 徐佳佳 三等奖

43 思明区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张集 吴燕妮 三等奖

44 市属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李权峰 陈卓 王婧颖 三等奖

45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新江中心小学 李智龙 钟明轩 张玉鸿 三等奖

46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王悦鹏 林钇宸 康晓芊 三等奖

中学组

序

号
区域 学校

选手 1

姓名

选手 2

姓名

指导教

师
奖项

1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中学 谢思勤 唐庆文 黄佳玲 一等奖

2 市属 厦门市音乐学校 王梓恒 李学谦 李富勇 一等奖

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刘禹川 林辉 庄灿慧 二等奖

4 翔安区 厦门市巷西中学 方洢晨 陈雅璇 郭文佳 二等奖

5 市属 厦门市音乐学校 周士轩 黄海川 李富勇 二等奖

6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贾若愚 钟心恒 庄灿慧 二等奖

7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陈梓贤 杨博怀 彭蓉霞 二等奖

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丘凯 盛威 庄灿慧 二等奖

9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刘博文 胡绍华 庄灿慧 二等奖

10 海沧区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薛璟晖 张宇航 彭蓉霞 二等奖

11 市属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陈柏煊 庄铭宇 周美娜 三等奖

12 翔安区 厦门市巷西中学 陈宇哲 陈雨涵 郭文佳 三等奖

13 思明区 厦门市莲花中学 葛宇锋 庄桢婕 三等奖

14 翔安区 厦门市巷西中学 梁贤平 张李珍 郭文佳 三等奖

15 湖里区 厦门市蔡塘学校 余金娴 林博文 张金华 三等奖

16 湖里区 厦门市巷西中学 熊钗婵 陈滢珊 郭文佳 三等奖

17 同安区 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苏虹睿 洪梓恒 吕伟智 三等奖

18 湖里区 厦门市火炬学校 吴隆峻 许柏涵 傅旭峰 三等奖

19 湖里区 厦门市蔡塘学校 曾凯棣 董俊涛 张金华 三等奖

20 思明区 厦门市湖滨中学 杨宜熹 邓永睿 田敏 三等奖

21 翔安区 厦门市巷西中学 叶婧怡 连佳惠 郭文佳 三等奖

2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中学 邱明洋 徐宇轩 庄灿慧 三等奖

23 思明区 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李翰墨 王禹润 林珣 三等奖



厦门市十佳创客学生社团

序号 区域 学校 社团名称
负责人（指导

教师）姓名

1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北附战队 钱景隆

2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创意编程 林青

3 思明区 厦门市松柏小学 三思科学 林宏宇

4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小小动漫创客社 吴慧敏

5 翔安区 内厝中心小学 3D 创客社团 黄采虾

6 翔安区 厦门市莲河中学 机器人创客 陈金定

7 翔安区 翔安一中 翔一创客队 许华丽

8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新创想创客社团 王莉莉

9 翔安区 大嶝中心小学 3D 创客社团 洪素萍

10 翔安区 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优芽创客 黄添妹



创客教育金牌讲师

序号 区域 学校 讲师姓名 奖项

1 翔安区 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昱潭 一等奖

2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蔡伟亮 一等奖

3 湖里区 厦门市湖里中学 蔡婷婷 二等奖

4 市属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陈雅婷 二等奖

5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郑平辉 二等奖

6 思明区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洪盛 二等奖

7 同安区 厦门市梧侣学校 张嘉兴 二等奖

8 翔安区 翔安区舫山小学 吕家扬 二等奖

9 同安区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吴丽丹 三等奖

10 翔安区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吴慧敏 三等奖

11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黄聪 三等奖

12 翔安区 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黄舒亚 三等奖

13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于振辉 三等奖

14 市属 厦门市第五中学 黄辉杰 三等奖

15 海沧区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喻帅英 三等奖

16 翔安区 翔安区海滨小学 林木尚 三等奖

17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林青 三等奖

18 翔安区 厦门市内厝中学 陈思源 三等奖

19 海沧区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卫卉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