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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800106 高中地理 黄岩二高 阮莹超 本科 地理科学 宁波大学 64 92.67 84.07 是
19112800110 高中地理 黄岩二高 邱佳 本科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四川师范大学 75 85.33 82.23
19112800204 高中地理 黄岩二高 戴宇欣 本科 地理科学 曲靖师范学院 69 78.33 75.53
19112800206 高中地理 黄岩二高 崔瑾 本科 地理科学 曲靖师范学院 67 76 73.30
19112800168 高中地理 黄岩二高 袁姚绮 研究生 地理学 浙江师范大学 65 缺考 19.50
19112800107 高中地理 路桥中学 钟瑶瑶 研究生 学科教学（地理） 浙江师范大学 67 93.33 85.43 是
19112800189 高中地理 路桥中学 林佳慧 本科 地理科学 浙江师范大学 73 82.67 79.77
19112800215 高中地理 路桥中学 岑明英 研究生 学科教学（地理） 浙江师范大学 71 81.33 78.23
19112800188 高中地理 路桥中学 靳洁心 研究生 学科地理 福建师范大学 60 80.67 74.47
19112800116 高中地理 路桥中学 徐晓利 本科 地理科学 赣南师范大学 70 64.67 66.27
19112800109 高中地理 台州一中 徐宇航 本科 地理科学 浙江师范大学 68 94 86.20 是
19112800201 高中地理 台州一中 许心怡 本科 地理科学 浙江师范大学 72 85 81.10
19112800113 高中地理 台州一中 陈庭宇 本科 地理科学 江西师范大学 59 86.33 78.13
19112800214 高中地理 台州一中 张倩 研究生 学科教学（地理） 浙江师范大学 68 81.67 77.57
19112800095 高中历史 洪家中学 鲍紫薇 本科 历史学师范 杭州师范大学 65 92.25 84.08 是
19112800093 高中历史 洪家中学 蒋秀林 研究生 中国史 陕西师范大学 68 87.5 81.65
19112800090 高中历史 洪家中学 林双双 本科 人文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69 80.25 76.88
19112800091 高中历史 三梅中学 陶晨晓 本科 历史学 南京晓庄学院 68 87.75 81.83 是
19112800097 高中历史 三梅中学 王红力 本科 历史学 湖州师范学院 64 85.5 79.05
19112800094 高中历史 三梅中学 黄蓉 本科 历史学 湖州师范学院 58 78.5 72.35
19112800177 高中历史 三梅中学 何佳晨 本科 人文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56 75.25 69.48
19112800200 高中历史 三梅中学 沈慧 本科 历史学 台州学院 59 缺考 17.70
19112800125 高中数学 黄岩二高 黄梦娅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绍兴文理学院 80 91 87.70 是
19112800134 高中数学 黄岩二高 晏琳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重庆师范大学 78 85 82.90
19112800133 高中数学 黄岩二高 贺王架 研究生 学科教学（数学） 广西师范学院 82.5 83 82.85
19112800137 高中数学 黄岩二高 徐孝兵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浙江师范大学 76 85.67 82.77
19112800135 高中数学 金清中学 厉晨晨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台州学院 77 90.67 86.57 是
19112800123 高中数学 金清中学 张志恒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江西师范大学 80 85.33 83.73
19112800130 高中数学 金清中学 王筱婷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 85.5 82 83.05
19112800131 高中数学 金清中学 梁瑞鑫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衢州学院 54 缺考 16.20
19112800194 高中数学 路桥中学 张幽璐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 85.5 92.67 90.52 是



19112800128 高中数学 路桥中学 蒋淳宇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台州学院 85 87.67 86.87
19112800187 高中数学 路桥中学 黄希岳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温州大学 75.5 87.33 83.78
19112800190 高中数学 路桥中学 朱涵之 本科 数学与应用数学 陕西师范大学 76 84.67 82.07
19112800124 高中数学 路桥中学 徐静怡 研究生 学科教学（数学） 福建师范大学 67 83.67 78.67
19112800100 高中物理 三梅中学 冯优 本科 应用物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75.7 87.33 83.84 是
19112800101 高中物理 三梅中学 罗娇阳 本科 物理学 台州学院 73.9 84.83 81.55
19112800099 高中物理 三梅中学 林濛 本科 物理师范 绍兴文理学院 71.8 77.33 75.67
19112800103 高中物理 三梅中学 陆林璐 本科 物理学 台州学院 54.4 缺考 16.32
19112800098 高中物理 三梅中学 李晓峰 研究生 凝聚态物理 杭州师范大学 50.9 缺考 15.27
19112800075 高中英语 黄岩中学 洪智 本科 英语师范 杭州师范大学 72.6 86 81.98 是
19112800081 高中英语 黄岩中学 郑舒影 本科 英语 台州学院 79.6 80 79.88
19112800052 高中英语 黄岩中学 黄丽丽 本科 英语师范 丽水学院 72.3 74.67 73.96
19112800062 高中英语 黄岩中学 屈虹迪 研究生 学科教学（英语） 闽南师范大学 72.4 72.33 72.35
19112800169 高中英语 黄岩中学 王慧雅 本科 英语 温州医科大学 68.1 67.33 67.56
19112800053 高中英语 金清中学 辛缘 本科 英语 台州学院 72.1 85.67 81.60 是
19112800082 高中英语 金清中学 朱文瑶 本科 英语教育 井冈山大学 72 80.67 78.07
19112800051 高中英语 金清中学 吴晨馨 本科 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 78.3 74 75.29
19112800173 高中英语 金清中学 罗闰 本科 英语教育 台州学院 71.8 73 72.64
19112800087 高中英语 金清中学 张紫燕 本科 英语 江西师范大学 71.8 缺考 21.54
19112800180 高中英语 路桥中学 江梦雅 本科 英语 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 80.5 91.67 88.32 是
19112800088 高中英语 路桥中学 洪素玉 本科 英语试验班 浙江师范大学 85.3 77.33 79.72
19112800089 高中英语 路桥中学 王宇梦 研究生 英语语言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80.6 78.33 79.01
19112800182 高中英语 路桥中学 罗高哲 本科 对外汉语 杭州师范大学 83.3 71.67 75.16
19112800191 高中英语 路桥中学 郭静 本科 翻译（英语方向） 浙江师范大学 78.3 缺考 23.49
19112800143 高中语文 金清中学 李阳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浙江师范大学 61.5 88.67 80.52 是
19112800149 高中语文 金清中学 林瑶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杭州师范大学 71.5 84.33 80.48
19112800145 高中语文 金清中学 李依婷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杭州师范大学 60.5 86.67 78.82
19112800146 高中语文 金清中学 屈春霞 本科 汉语言文学专业 浙江师范大学 65.5 81 76.35
19112800138 高中语文 金清中学 李林卓 本科 汉语言文学 浙江师范大学 62 75.33 71.33
19112800043 高中政治 金清中学 夏怡静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49 90 77.70 是
19112800171 高中政治 金清中学 罗一超 本科 思政政治教育 台州学院 46 84.75 73.13
19112800195 高中政治 路桥中学 管鸿雨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杭州师范大学 56 88 78.40 是
19112800042 高中政治 三梅中学 陈锋芝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45 92.25 78.0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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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800046 高中政治 三梅中学 杨紫微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南通大学 48 85.25 74.08
19112800048 高中政治 三梅中学 黄琼英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丽水学院 39 83.25 69.98
19112800044 高中政治 三梅中学 林奕汛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49 78.25 69.48
19112800047 高中政治 三梅中学 陈雅婷 本科 思想政治教育 台州学院 42 74.75 64.93
19112800022 通用技术 洪家中学 应剑豪 本科 机电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83.2 86.33 85.39 是
19112800028 通用技术 洪家中学 潘蕾伊 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62 89.67 81.37
19112800041 通用技术 洪家中学 吴银姣 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51.8 85 75.04
19112800164 通用技术 洪家中学 郑文远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62.2 75.33 71.39
19112800165 通用技术 洪家中学 林谦 研究生 物理学 东南大学 59.8 75.33 70.67
19112800026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黄芝晶 本科 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91 90.33 90.53 是
19112800027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李佳倩 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81.4 90.33 87.65
19112800030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陶醉 本科 车辆工程 山东农业大学 65 80.67 75.97
19112800036 通用技术 黄岩中学 周梦莎 本科 机械工程 温州大学 54 77.67 70.57
19112800034 通用技术 路桥中学 胡希友 本科 物理学 台州学院 88.6 89.33 89.11 是
19112800023 通用技术 路桥中学 梁馨伊 本科 机电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67 90.33 83.33
19112800037 通用技术 路桥中学 王宁 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74.2 83.67 80.83
19112800216 通用技术 路桥中学 赵蓄瑶 本科 机电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9.2 缺考 8.76
19112800033 通用技术 新桥中学 唐晓军 本科 物理学 台州学院 89 85.67 86.67 是
19112800202 通用技术 新桥中学 林逸波 本科 机电技术系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45 缺考 13.50
19112800217 通用技术 新桥中学 何俊乐 本科 机电技术系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24.2 缺考 7.26
19112800179 信息技术 灵石中学 李梦静 本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73 83 80.00 是
19112800007 信息技术 灵石中学 叶姿辰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外国语学院 47.5 84.67 73.52
19112800016 信息技术 灵石中学 林蔚仪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63 76.33 72.33
19112800198 信息技术 宁溪中学 林佳燕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68.5 75.33 73.28 是
19112800014 信息技术 宁溪中学 李佳丽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西师范大学 49.5 78.33 69.68
19112800008 信息技术 宁溪中学 管敏辉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台州学院 56 66.67 63.47
19112800003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学校 蔡伟娜 本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重庆师范大学 67.5 86 80.45 是
19112800004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学校 李雅文 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47 77.67 68.47
19112800002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学校 沈岗元 本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西华大学 52.5 72.67 66.62
19112800010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学校 李供宇 本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宁波财经学院 39.5 75.67 64.82
19112800006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学校 王震东 本科 网络工程 江苏大学 50.5 66 61.35
19112800020 信息技术 院桥中学 郑佳欣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台州学院 63 84.67 78.17 是
19112800005 信息技术 院桥中学 陈珂琪 本科 应用电子技术教育 浙江师范大学 61 80 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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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800001 信息技术 院桥中学 方志超 本科 教育技术学 浙江师范大学 61 78.33 73.13
19112800013 信息技术 院桥中学 陈媚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杭州师范大学 50.5 77.33 69.28
19112800011 信息技术 院桥中学 缪晶晶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浙江海洋大学 54.5 70.67 65.82
19112800213 学前教育 枫南幼儿园 陈澜 本科 学前教育 衢州学院 78.5 92.33 90.33 87.58 是
19112800156 学前教育 枫南幼儿园 陈宇娴 本科 学前教育 温州大学 73.5 86.67 87.33 82.92
19112800161 学前教育 枫南幼儿园 邵紫萱 本科 学前教育 绍兴文理学院 68.5 81 74 75.15
19112800152 学前教育 枫南幼儿园 应颖 本科 学前教育 温州大学 61.5 76 69.33 69.65
19112800160 学前教育 枫南幼儿园 郑叶申 本科 学前教育 衢州学院 50 缺考 缺考 15.00
19112800208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周心怡 本科 学前教育 温州大学 70.5 88.33 83 81.38 是
19112800209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林依依 本科 学前教育 衢州学院 52.5 67.33 67 62.78
19112800153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叶玲彤 大专 学前教育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53 66 61.67 60.80
19112800212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王超 本科 学前教育 温州大学 58.5 缺考 缺考 17.55
19112800211 学前教育 月湖幼儿园 金崇豪 本科 学前教育 衢州学院 46.5 缺考 缺考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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