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富邦杯”第三届福建省大学生海产品加工与创意大

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1. 《低糖低脂型琉璃鱼丸》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钟志宏 何书琪 陈静茹 林歆婧；

指导老师：曾红亮 

2. 《鱼晖映照》泉州师范学院，成员：岳梅 杨洋 董思思 李书亮 丁慧敏；指导老

师：陈洪彬 

3. 《鱼小方》黎明职业大学，成员：王秋霞 陈丹妮 吴鸿楠 巫佳敏；指导老师：

颜阿娜、洪燕婷 

4. 《鱼盏花》黎明职业大学，成员：唐晓丹 章俊钦 杨诗真 陈华冰 钟慧琼；指导

老师：陈紫红、薛雅茹 

5. 《鱼泥香愈》福建农林大学，成员：林瑞榕 陈雯净 孙乾；指导老师：郭泽镔 

6. 《丸转魔方》泉州师范学院，成员：刘伯骅 李鑫淼 许高悦 张景瑞 朱斯亮；指

导老师：郭娟娟 

7. 《丸味》 集美大学，成员：何慧琪 李雨函 吴嘉莹 李美秀 洪金玲；指导老师：

郑明静 

8. 《味蕾中的深海》黎明职业大学，成员：陈雪琳 顾蝶 吴聪霖 陈涛；指导老师：

薛雅茹  

9. 《食尚丸家——即食鱼丸酥》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陈佳琪 黄敏丽 曾木花 贾茹 

杨清羽；指导老师：郭泽镔 

 

 

 

 



二等奖 

1. 《紫苏特色风味鱼卷》泉州师范学院，成员：许志浩 李世乐 李章琦 黎雨轩 ；

指导老师：王宝贝 

2. 《“鱼”你相“芋”》福建农林大学，成员：熊雯宇 赵丽媛 林晓娟 陈智超；

指导老师：刘斌 

3. 《逗你玩》黎明职业大学，成员：谢欣 蔡晓琳 林毅佳 王小武 程乐芸；指导老

师：陈紫红、黄茂坤 

4. 《糕里有鱼》黎明职业大学，成员：吴箐宁 洪静怡 郭培晖 张舒琪 陈佰进，指

导老师：颜阿娜、洪燕婷 

5. 《满腹经纶的丸子》泉州师范学院，成员：王南 李清清 陈佳怡 吴玲珑 ；指

导老师：蒋璇靓 

6. 《鱼“豆花”》闽南科技学院，成员：秦润东 ；指导老师：陈惠卿 

7. 《坂上丸》泉州师范学院，成员：黄奕 杨乐彤 罗羽化；指导老师：袁建军 

8. 《“丸”美“虹”珠》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黄雅萍 杨书捷 刘霞 薛旭亮；指

导老师：邓凯波 

9. 《丸事如意》泉州师范学院，成员：冯梦棐 马苏颖 柯艳茹 蔡含娜 陈逸飞；指

导老师：陈洪彬 

10. 《鱼你所爱》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陈炜 姚颖凝 苏锦瀚 庄洁 李欣；指导老师：

曾红亮 

11. 《翡翠鱼棒》黎明职业大学，成员：章艳婷 施天佑 吴佳男 ；指导老师：薛雅

茹 陈紫红 

 

 

 

 

 

 



三等奖 

1. 《脆骨鳕鱼丸》闽南科技学院，成员：于紫月 邹守丽 陈婉婷 陈晓颖 ；指导老

师：谢三都 

2. 《鱼方方》黎明职业大学，成员：许茹婷 陈君 陈依莹 郑煌兰；指导老师：  洪

燕婷 王晖 

3. 《“丸”美伴侣》泉州师范学院，成员：吴银凤 王诗棋 王慧玲 邹文杰 曹跨越；

指导老师：郑瑞生 

4. 《小鱼滑》黎明职业大学，成员：吴小敏 钟燕梅 郭晓敏 纪文综；指导老师：

颜阿娜、洪燕婷 

5. 《花仙“紫”》泉州师范学院，成员：王璐琦 蔡怡 于子晴 吴雨萱 张慧；指导

老师：杨槟煌 

6. 《五“丸”丰登》闽南师范大学，成员：卢炜 林志 陈欣瑶 赵嘉歆 李梦萱；指

导老师：薛山 

7. 《“鱼”你相“芋”》福建农林大学，成员：刘璐 周宁 邱靖玲 刘梦婧 郑晓钰；

指导老师：庞杰 

8. 《“丸”美》黎明职业大学，成员：林钰娟、沈嘉琳、欧锦茹、陈莹欣；指导老

师：解文丽 

9. 《石距小丸子》黎明职业大学，成员：林生财 王逸雅 杜艺芳 张明云 蔡姝萍；

指导老师：王开明 

10. 《“Tea”丸》黎明职业大学，成员：林丽萍、雷文君、王丽；指导老师：解文

丽 

11. 《寻味珠》闽南科技学院，成员：柯毅杰 黄伟嘉 鲍长赓  林晓东 吴佳辉；指

导老师：谢三都 

12. 《道丁柚见系列膳食纤维鱼豆腐》闽南师范大学：成员：黄希婷 廖慧瀛      丁

一 杜宜泽 ；指导老师：薛山 

13. 《渔鱼愉》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陈培琳 刘璐 王智云 林晓丽 雷素珍；指导老

师：曾红亮 

14. 《非“肠”不可》福建农林大学，成员：曾斌芬 吴曼铃 胡锦鹏 邱靖玲 陈文宇；



指导老师：程文建 

15. 《北纬 25 度》黎明职业大学，成员：张志军 石小凤 ；指导老师：黄茂坤、薛

雅茹 

 

优秀奖 

1. 《“庆鱼年”藕粉鱼丸》福建农林大学，成员：杨大雨 黄睿 张喜鹊 戴欣忺 李

思；指导老师：严志明 

2. 《紫苏鱼丸》泉州师范学院，成员：徐发英，王佳敏，黄宇珊，袁艺萍；指导老

师：杨槟煌 

3. 《 椒逗鱼丸》泉州师范学院， 成员：习盈月 康冉 赵壹月；指导老师：袁建军 

4. 《樱桃小丸子》黎明职业大学，成员：吴志辉 洪珏 吴鸿真 周槿；指导老师：

王毅毅  胡苹 

5. 《愿你“鱼”生漫长》泉州师范学院，成员：沈邱琪 刘呈祥 王寒冰；指导老师：

邱勇 

6. 《魔丸》泉州师范学院，成员：欧阳星 刘宇松 李烨 姚井月 林嘉鸿；指导老师：

王宝贝 

7. 《魔（墨）仙（纤）堡脆脆肠》福建农林大学，成员：倪乾乾 肖怡倩 常雨 张

璐 杨熹；指导老师：郑亚凤 

8. 《薯鱼你》 泉州师范学院，成员：卢子萌 杨洋 钱慧敏；指导老师：郭凤仙 

9. 《别是一般滋味丸》闽南科技学院，成员：刘巧灵 邱雅 王文欣 王莉莉；指导

老师：周珍 

10. 《樱桃小丸子》福建农林大学，成员：李瑞丽 任馨瑜 褚杜娟 郭海艳 尹欣；指

导老师：刘宜锋 韩金志 

11. 《山海鱼丸》泉州师范学院，成员：李敏 牛晨溪 廖静茹 刘运涵； 指导老师：

郑宗平 

12. 《馋天下-鲈鱼肠》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雷彩玲 杨丽曼 刘微 刘皓良 张东伟 ；

指导老师：梁鹏 

13. 《四系( jì )鱼你》泉州师范学院，成员：孔怡晨 毛漩 赵诗淇 刘筱露 傅俊杰 ；



指导老师：董乐 陈洪彬 

14. 《理想“煮”义》闽南科技学院， 成员：黄建平 李虹 蔡秋萍 陈伟容 吴寒娟；

指导老师：陈惠卿 

15. 《山海情》黎明职业大学，成员：郭弘历 林杰 苏秋敏 黄嘉隆 陈莹；指导老师：

胡苹、王毅韶 

16. 《执子之手，“鱼”子偕老》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陈钰 江丹霞 杨颖 徐静婷；

指导老师：穆若郡 

17. 《五彩鱼丸》泉州师范学院，成员：陈伟杰，杨佳琛，魏喆，周钰澎；指导老师：

郑瑞生 

18. 《海陆双生丸》福建农林大学，成员：陈静 林梦凡 刘丽芳 陈钦 张松梅；指导

老师：张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