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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8 年市局直属初中教师 

教学常规·单元试卷命题竞赛结果的通知 
 

市局直属各初中： 

2018 年温州市局直属初中教师教学常规·单元试卷命题

竞赛活动业已结束。经评议，共评出一等奖 16 名、二等奖

27 名、三等奖 40 名。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2018 年温州市局直属初中教师教学常规·单元试

卷命题竞赛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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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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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温州市局直属初中教师教学常规·单元试卷命题竞赛 

获奖名单 

语  文 
一等奖（3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陈珊景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七上第 1 单元 
刘婷婷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上第 1 单元 
潘学学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七下第 6 单元 

 
二等奖（5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陈  煜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九上第 4 单元 
戴彬彬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九上第 4 单元 
张跃丰 温州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 1 单元 
郑大转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九上第 1 单元 
叶嘉逸 温州市第八中学 八上第 2 单元 

 
三等奖（6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应文琦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七下第 6 单元 

宋夏芒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

校教育集团学院路分校 七上第 1 单元 

郑虹林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七上第 3 单元 
赵青静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七上第 1 单元 
胡绮莎 温州市第四中学 八上第 1 单元 

郑佩芳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

校教育集团江滨分校 七下第 2 单元 

 

数  学 
一等奖（3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彭希鹏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南浦实验教

育集团惠民路分校） 八下《第 4 章平行四边形》 

林  超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七上《第 4 章代数式》 
潘芳芳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二等奖（5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黄  瑶 温州市九山学校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郑雪莲 温州市第二中学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张富冬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陈  晨 温州市绣山中学 七上《第 2 章有理数的运算》 
李斯斯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八上《第 5 章一次函数》 

 
三等奖（8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童宗雨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陈晓慧 温州外国语学校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麻聪聪 温州市第三中学 八上《第 2 章特殊三角形》 
黄信永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苏  斌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校教

育集团江滨分校 九上《第 1 章二次函数》 

詹涵静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八上《第 5 章一次函数》 
周泽施 温州市东瓯中学 八上《第 1章三角形的初步知识》 
李  慨 温州市第四中学 八下《第 5 章特殊平行四边形》 

 

英  语 
一等奖（3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夏  卉 温州市第二中学 9AM10 
张  琳 温州市绣山中学 9AM10 
胡畅畅 温州市第三中学 7AM10 

 
二等奖（5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刘文钊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9AM10 
陈依乐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8AM10 
张颖雅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8AM10 
林颖洁 温州外国语学校 8AM10 

丁凡真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校教

育集团江滨分校 9AM10 

 
三等奖（7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戴维敏 温州市第四中学 9AM10 
郭芊芊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8AM10 
白炳烛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9AM10 
罗亭亭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8AM10 
徐  超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7AM10 
叶沐然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7AM10 
陈益珠 温州东瓯中学 8AM10 



 

科  学 

一等奖（3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金  辉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八上第四章 
陈庆旦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上第三章 
赵玉晶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九上第三章 

 
二等奖（5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张  键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八上第四章 
周梦云 温州市第二中学 九上第三章 
黄旭东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九上第二章 
金一驰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九上第一章 
徐  佳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九上第三章 

 
三等奖（7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蔡南科 温州市第八中学 八上第一章 
陈思辰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上第一、二章 

伍海龙 温州市南浦实验教育集团惠民

路分校 八上第一章 

郑瑶瑶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

校教育集团学院路分校 九上第三章 

吴婕琦 温州市第四中学 八上第四章 
苏  丹 温州东瓯中学 九上第三章 
郑晓孟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七上第四章 

 

历史与社会 
一等奖（2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周永明 温州市东瓯中学 八上第三单元  
陈飞展 温州市第四中学 八上第四单元  

 
二等奖（3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林  窗 温州市第八中学 七上第二单元 
吴瑶瑶 温州市绣山中学 九上第三单元 
王晨访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八下第六单元 

 
 



三等奖（5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陈伊文 温州外国语学校 八上第三单元 
朱开怀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九上第三单元 

潘圆圆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

校教育集团学院路分校（温州市

第十二中学） 
九上第四单元 

侯彬彬 温州市第二中学 八下第八单元 
杨慧洁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九上第三单元 

 

道德与法治 
一等奖（2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叶丽芳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九上第二单元 
吴陈洁 温州市绣山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二等奖（4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金  亮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八上第二单元 

曾苗苗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附属学

校教育集团学院路分校 八上第二单元 

程思思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三等奖（7 名） 
姓名 学校 单元名称 
李思然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七下第四单元 
倪佩佩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七下第四单元） 
林韵佳 温州市第四中学 九上第二单元 
姜  慧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七上第四单元 
张静静 温州市第三中学 八下第二单元 
林  芬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七上第四单元 
邱若茜 温州市第八中学 八上第二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