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粤德指委 【⒛17】 3号

关于召开中职德育课程学业质量评价改革
研讨会暨⒛1s年广东省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大赛初赛赛题编题会的通知

各位专家 :

为提升我省中职德育课程学业质量,开展课程有效评价,进
一步推动⒛18年广东省首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初赛的进行,经研

·

究,决定召开中职德育课程学业质量评价改革研讨会暨⒛18年广

东省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太赛初赛赛题编题会,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

一、会议内容

1.中 职德育课程学业质量评价改革研讨 ;

2.⒛ 18年广东省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初赛编题工作布

置。

二、与会人员

参加⒛18年广东省中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初赛编题会议

的专家 (附件 1)。

三、会议时间

⒛17年 12月 27日 (星期三)10:oo~16:00。

四、会议地点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华侨校区办公楼一楼阶梯二室 (交通指

引详见附件 2)。

五、其他事项

1.会议重要,请参加会议的专家以学校为单位填写回执 (附

件 3),并于 12月 25日 前将回执发至邮箱:DZW20170qq。 ∞m。

联 系 人:宋依琳

联系电话:13710751292

2.参加会议的交通、住宿费用,请参会学校自行解决。

附件:1。 与会专家名单

2.交通指引

3.参会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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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与会专家名单 

学校 
参与编题的德育

课程 

推荐编

题教师

姓名 

联系电话 QQ 邮箱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易梅 18924882106 Wwbym0@.sina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心理健康 张帆 18818717674 380111208@qq.com 

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成晓丽 17796155595 907092813@qq.com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韩艳蓉 13724670916 63775942@qq.com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心理健康 施培君 15986073250 85861975@qq.com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心理健康 刘一良 13415480290 47198614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哲学与人生 梁国瑞 13923183781 597938003@qq.com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李耀雄 13709653129 无 

佛山市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张翠 18566058328 857494283@qq.com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心理健康 陈泳如 15914460841 448402899@qq.com 

广东省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陈奋萍 13829700839 771379162@qq.com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谭颖思 18028083931 vincytam@qq.com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心理健康 李恩端 18928900901 12218918@qq.com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哲学与人生 郑雪柳 18928900986 601487697@qq.com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刘毓 18928900996 598234019@qq.com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张俊秀 18928900933 104443821@qq.com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周娟娟 15989186342 123749656@qq.com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涂晓琴 13640782258 384799198@qq.com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心理健康 谢晰君 13580563459 48265349@qq.com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哲学与人生 陈詠虹 13622266690 cyh66690@126.com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邱清华 13719141356 71237965@qq.com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吕晓婷 13392641860 68775129@qq.com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鄢辉毓 15013383893 1090267116@qq.com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哲学与人生 林金辉 13802808584 7425284@qq.com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朱杏梅 0763-3930691 102425738@qq.com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李锐基 13927688090 40789466@qq.com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吴文慧 18926960069 839918087@qq.com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心理健康 吴培娟 18926960841 254733386@qq.com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哲学与人生 郑慧仙 18926960807 596079462@qq.com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蒋丽萍 18926960130 507669860@qq.com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李妍 18926960720 69081438@qq.com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陈欣 13826233579 821389641@qq.com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陈书鹏 13631371751 821970082@qq.com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经济政治与社会 曾伟星 13672894820 Zengweixing01@126.com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心理健康 吴小姗 13536161421 634879077@QQ.com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李桂花 18948877978 243956998@qq.com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卓尚栋 13924994967 243311346@qq.com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任杰 18807605545 249015433@qq.com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哲学与人生 刘小梅 13702525218 149089246@qq.com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心理健康 余静冬 18022007676 569355042@qq.com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梁瑞仪 13660656602 911639681@qq.com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许郁兰 13538760678 353000496@qq.com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谭杏芳 15013263669 771714312@qq.com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谭育 13538535662 1229260834@qq.com 

湛江机电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林开慧 13729145642 519633737@qq.com 

湛江机电学校 心理健康 董文英 15218246904 418915258@qq.com 

湛江机电学校 哲学与人生 黄亚寿 13553539338 734835419@qq.com 

兴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罗茜雅 13411201019 364916868@qq.com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心理健康 曾小苑 13560995186 2216753961@qq.com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哲学与人生 李裕华 13421016300 13502379484@163.com 

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张娜 13549172503 1491535@qq.com 

广东省高州农业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梁之亮 13929736736 237520208@qq.com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邓槐 13925883090 1502636186@qq.com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阳海华 13929264250 871131154@qq.com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道德与法律 罗小清 13702723893 1064071768@qq.com 

湛江卫生学校 经济政治与社会 郑雅之 13414987780 13414987780@139.com 

顺德胡锦超职业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廖建钢 13702608270 13702608270@139.com 

中山中等专业学校 职业生涯规划 朱惠殷 13823981310 944547789@qq.com 

 

 

 

 

 



附件 2：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华侨校区交通指引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华侨新村友爱路 36 号 

 

 

 

附件 3： 

参会回执 
学校 参加者姓名 是否带司机 

   

   

   

 


	IMG_0001
	关于召开初赛编题工作会议的通知，6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