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科类别 参赛作品 姓名 单位名称 地区

1 德育类 职业生涯规划 严海燕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 德育类 职业生涯规划 李小燕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 德育类 职业生涯规划 姚忠洪 深圳市博伦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4 德育类 职业生涯规划 蔡易彤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5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贾慧咏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6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赖秋波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7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李海清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广州

8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罗莎莎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9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何倩明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广州

10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邹小琼 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1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林冰 揭阳市卫生学校 揭阳

12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邱小妹 陆河县职业技术学校 汕尾

13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陈晓君 台山市联合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14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谢媚 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茂名

15 德育类 职业道德与法律 黄凯诗 湛江中医学校 湛江

16 德育类 哲学与人生 邱雪红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17 德育类 哲学与人生 黄靖茵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8 德育类 哲学与人生 马丽莉 广东省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19 德育类 哲学与人生 吴鸿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0 德育类 心理健康 徐杰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东莞

21 德育类 心理健康 黄小燕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22 德育类 心理健康 李亚男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3 德育类 心理健康 胡艳冰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4 德育类 心理健康 梁婷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5 德育类 心理健康 刘焕芳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6 德育类 心理健康 梁嘉晖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佛山

27 德育类 心理健康 熊炜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8 德育类 心理健康 谭菁菁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29 德育类 心理健康 陈秋影 阳江市卫生学校 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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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服装工美类 特异构成 黄真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1 服装工美类 男西服制作工艺 卢娟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2 服装工美类 服装设计 王朱珠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3 服装工美类
女西裤挺缝线的偏移
修正

吴倩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4 服装工美类 针织服装制版 庄梦辉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5 服装工美类 异影构成 邹芷然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6 服装工美类 民间扎染体验 吴艺玲 恩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37 服装工美类 色彩 暨俊钧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8 服装工美类
色相对比——神奇的
水拓画

丁曼华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9 服装工美类 服装缝制工艺 唐丹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0 服装工美类 服装电脑绘画教程 王刚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1 服装工美类
服装设计风格的表现
要素

夏芬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2 服装工美类 素描 廖国源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3 服装工美类
做足表面“纹”章—
—探究肌理构成

郭咏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44 服装工美类 图形创意与联想 吴晓鸿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45 服装工美类 裙裤纸样制作 许燕丽 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46 服装工美类 时装画技法 薛嘉雯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广州

47 服装工美类
针织物结构与产品设
计

杨跃芹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广州

48 服装工美类 时装画 姚玉莉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广州

49 服装工美类 色彩的搭配 林芬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50 服装工美类 服装结构制图 钟洁思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51 服装工美类 服装工艺实训 李伯强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52 服装工美类 服装工艺实训 梅妍冬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53 服装工美类 色彩搭配方法 周路方 仁化县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54 服装工美类 素描 吴丽君 韶关市振华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55 服装工美类 服装CAD 陈思雅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56 服装工美类 服装COREDRAW 弓明超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57 服装工美类 服装缝制工艺 胡建儿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中山

58 服装工美类 室内设计 李杏华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中山

59 服装工美类 服装结构设计 李莹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中山

60 服装工美类 平面构成的基本要素 张利锋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61 服装工美类 服装工艺基础 马思茜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62 机械类 制作六角螺母 张岩坤 东莞理工学校 东莞

63 机械类 单相半波整流电路 梁佩珊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64 机械类 工业机器人技术 温沃滢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65 机械类
PLC控制技术项目训练
教程

邹美燕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66 机械类 零件的测绘 阮永亮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67 机械类
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
算

贾莲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68 机械类
机床夹具设计-以企业
专用零件加工为例

林玉新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69 机械类 工业机器人搬运编程 伍志毅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70 机械类
并联臂式3D打印机主
板线路安装

董俊权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71 机械类 CAD绘图 苏娇艳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72 机械类
数控铣削编程与操作
训练

吴斌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73 机械类 攻螺纹 李娟 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茂名

74 机械类 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何芸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75 机械类 机械制图 李小英 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76 机械类
车工工艺与技能训练

陈伟才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77 机械类 普通车床 蓝嘉敏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78 机械类 机械制图 汤善雯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79 机械类
数控车削编程与操作
训练

钟少佳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80 机械类
数控加工软件
Mastercam训练教程

刘平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江门

81 机械类
三视图形成及投影规
律

黄丽君 江门市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82 机械类 低压断路器 李一鸣 清远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83 机械类 数控车编程与操作 戴永就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84 机械类 AutoCAD 邓丽玉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85 机械类 PLC原理及应用 廖文婷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86 机械类 电梯运行管理与维修 苏灿明 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87 机械类 钳工工艺与实训 陈彩梅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88 机械类
数控车削编程与加工
技术

李辉龙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89 机械类 模具工程技术基础 李永良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90 机械类 PLC与变频器应用技术 赖望春 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 云浮

91 机械类 液压与气动技术 苏嘉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肇庆

92 机械类 数控车削螺纹零件 谢飞县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肇庆

93 机械类 车工一体化 邓依婷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94 机械类 电力拖动 王倩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

95 机械类 电子技术基础 陈金坡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 珠海

96 计算机类
DNS服务器的搭建与应
用

傅伟司 东莞理工学校 东莞

97 计算机类 绘制路径 张雪莹 东莞理工学校 东莞

98 计算机类 固态硬盘的安装 江洪燕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东莞

99 计算机类 图层样式 邓爱玲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100 计算机类 手机动态壁纸设计 黄秀青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101 计算机类 设置段落格式 朱彩蝶 佛冈县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102 计算机类 蒙版 卢嘉玲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03 计算机类
网页布局——CSS盒子
模型

曾俊文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04 计算机类 海报设计 刘银枝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05 计算机类 网页设计与制作 刘勇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06 计算机类 Flash动画制作 李莹莹 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茂名

107 计算机类 Photoshop图像处理 陈晓燕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108 计算机类 数字影音编辑与合成 贺辉平 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109 计算机类 摄影构图 许桂骏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广州

110 计算机类 图形图像处理 毕婉文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111 计算机类 影视制作 陈惠惠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112 计算机类 EXCEL图表制作 郭伊葭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113 计算机类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陈荣聪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14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闾小燕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15 计算机类
五种不同状态的人物
侧面行走动画

熊达文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

116 计算机类 创意标志设计 杨柳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17 计算机类 AppInventor手机编程 郭晓花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18 计算机类 数字影音特效 区焕恒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江门

119 计算机类 FLASH动画设计 刘斌 江门市开平吴汉良理工学校 江门

120 计算机类 编辑曲线 冯巾英 江门市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121 计算机类 制作flash遮罩动画 曾擎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122 计算机类
图形图像处理
CorelDraw

蒋紫露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123 计算机类 专题设计 肖婵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124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卢崇泽 汕头市潮阳建筑职业技术学校 汕头

125 计算机类 Logo设计 吴昀
汕头市林百欣科学技术中等专业学
校

汕头



126 计算机类 三维建模 李芳鹏 韶关市振华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127 计算机类 广告设计 张莹 韶关市振华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128 计算机类 APP Inventor 邝继赛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129 计算机类 图层蒙版的应用 陈芳 兴宁市技工学校 梅州

130 计算机类 编辑演示文稿对象 曾亮英 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131 计算机类 计算机应用基础 陈文平 阳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132 计算机类 3dsMax图形设计 乔珊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肇庆

133 计算机类 多媒体制作 李慧连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134 计算机类 二维动画制作 李伟波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135 计算机类 图形图像处理 王昌昌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136 计算机类 实用美术基础 薛丹纳 中山火炬开发区理工学校 中山

137 计算机类 摄影创作与分镜 曹丽婵 中山市建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

138 计算机类 摄影摄像 李玉华 中山市建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

139 计算机类 网络综合布线 方灏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140 计算机类 影视后期制作 孙妍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141 计算机类 创建数据图表 叶文秀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142 计算机类
游戏角色三维头部模
型制作

范云龙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

143 计算机类
色彩分析与表现的方
法

宋泽琳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 珠海

144 建筑类
框架梁钢筋翻样与模
型制作

曾世开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145 建筑类 绿色建材 张博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146 建筑类 建筑识图与构造 何罗平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47 建筑类 装饰工程计量与计价 何韵仪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48 建筑类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柳红燕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49 建筑类 建筑工程基础 石明霞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50 建筑类 建筑力学与结构知识 魏宜达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51 建筑类 建筑工程测量 余金艳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52 建筑类 建筑材料与检测 张海燕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153 建筑类
建筑设备识图及施工
技术

李刚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广州

154 建筑类 工程造价电算化 傅则恒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55 建筑类 建筑装饰表现技法 金林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56 建筑类 桥梁工程施工技术 刘超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57 建筑类 给水处理与运行 唐霂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58 建筑类 市政工程计量与计价 冼洁仪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59 建筑类 物业会计 黄文燕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广州

160 建筑类 物业环境管理 许燕丹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广州

161 美育类 色彩构成 汪宝玉 大埔县田家炳高级职业学校 梅州

162 美育类 音乐 张艳辉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63 美育类 中国古典舞身韵摇臂 杜宇峰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64 美育类 芭蕾遇上街舞 何娟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65 美育类 通俗歌曲 黄妙琦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广州

166 美育类
交响乐队中的乐器—
—打击乐

李玉婷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广州

167 美育类 绽放——舞蹈造型 蔡琳琳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广州

168 美育类 中国民歌 罗澜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169 美育类 秀出青春梦 黄淑敏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170 美育类 维吾尔族民间舞 刘璀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171 汽修类
点火系故障诊断与排
除

黄光树 东莞理工学校 东莞

172 汽修类 汽车空调 邹丽霞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173 汽修类
汽车制动防抱死系统
ABS

陈浩辉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74 汽修类 起动系统故障检修 邱加龙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75 汽修类 维护汽车制动系统 成华俊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76 汽修类 起动系故障的检修 臧敏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77 汽修类
进气压力传感器的检
修

温宇平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78 汽修类
检修发动机进气控制
系统

余胜伦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179 汽修类
汽车空调制冷剂的添
加

郭采颖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180 汽修类
热线式空气流量传感
器的检查

刘斌 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181 汽修类 火花塞的检测 陈文杰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82 汽修类 汽车故障诊断技术 李健平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83 汽修类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毛晓哲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84 汽修类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
修

石永波 海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185 汽修类 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付兆民 揭阳市综合中等职业学校 揭阳

186 汽修类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
维修

黄健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187 汽修类
汽车零配件的仓库管
理

曾艳 深圳市龙岗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188 汽修类
汽车发动机控制系统
及检修

梁强 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茂名

189 汽修类 汽车维修与保养 刘付敬东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190 汽修类
汽车发动机、底盘电
控系统故障诊断与检

邹光裕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191 汽修类
汽车空调维修技能训
练

韦荣泽 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192 汽修类
汽车发动机维修基本
技能

黄巧婷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肇庆

193 汽修类
汽车电气系统故障诊
断与维修

黄利强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 珠海

194 汽修类 电控发动机 邱飞勇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 珠海

195 商贸类 网店运营 孙令 东莞市电子商贸学校 东莞

196 商贸类 海报设计 陈兵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197 商贸类 入库作业 雷金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198 商贸类 认识陆运货代业务 刘姿慧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199 商贸类 入库作业 吕天旭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200 商贸类 缮制装箱单 吴昊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201 商贸类 网店开设 姚林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202 商贸类 网店运营实务 邹闽阳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203 商贸类 如何注册个人订阅号 梁慧如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204 商贸类 网上开店 赵美玲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205 商贸类 海报设计 林小婷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206 商贸类 电子商务应用 王强珍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207 商贸类 电商运营 朱燕燕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208 商贸类 商品摄影 陈培英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09 商贸类 推销实务 马舒琴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0 商贸类 商品经营 吴建平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1 商贸类 网络广告的制作 黄一心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2 商贸类 电子商务物流 王春桃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3 商贸类
运用FAB法则制作网店
产品主图

张梦依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4 商贸类 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 欧阳颖妍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5 商贸类 电商美工 石丽芳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6 商贸类 微信营销 吴丹丹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7 商贸类 网店退款处理 张映娥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18 商贸类 国际贸易实务 陈韵辉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省属

219 商贸类 网络推广 蔡宗霞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0 商贸类 搜索引擎优化 裴祥静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1 商贸类 跨境电商实务 石智丰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2 商贸类 网店商品摄影 吴浩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3 商贸类 商品拍摄与美工技术 饶磊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4 商贸类 结汇单证 陈钰 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5 商贸类 网上创业 黄会玲 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6 商贸类 网店运营 何嘉茵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7 商贸类 策划微信活动 尹秀华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8 商贸类 门店运营 沈秋雅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29 商贸类 搭建网上商店 蔡雯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0 商贸类
图像选区的创建与编
辑

李妮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1 商贸类 物流装备与技术 黄淑婷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2 商贸类 寻找你的目标顾客 刘晓媚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3 商贸类 编写推介文章 朱峰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4 商贸类 商务人员见面礼仪 朱利珠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5 商贸类 外贸单证实务 余剑琴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236 商贸类 市场营销基础 朱园园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237 商贸类 国际商务单证 耿辰璐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8 商贸类 市场营销 韦春艳 广州市市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39 商贸类 当上帝说贵了时…… 冯欣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

240 商贸类 网络推广 黄军梅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广州

241 商贸类 电子商务物流 曹宁燕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242 商贸类 商务软文写作 李颖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243 商贸类 医药市场营销 周毓娴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广州

244 商贸类 推销与沟通技巧 单锦怡 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45 商贸类 淘宝主图制作 罗娜 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46 商贸类 市场营销学 朱洪 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247 商贸类 掌握微信营销 江媛媛 河源理工学校 河源

248 商贸类 进出口贸易实务 张淑芳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江门

249 商贸类 公共关系实务 林凤平 江门市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250 商贸类 公路运输货物交接 周慧群 江门市新会区冈州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251 商贸类 物流基础 罗丽华 陆河县职业技术学校 汕尾

252 商贸类 银行产品营销与服务 彭婷婷 陆河县职业技术学校 汕尾

253 商贸类 市场营销基础 朱美玲 陆河县职业技术学校 汕尾



254 商贸类 物流仓储实务 邝丽如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255 商贸类 仓储作业实务 莫伟玲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256 商贸类 网店美工 谢瑞敏
汕头市林百欣科学技术中等专业学
校

汕头

257 商贸类 缮制拣货单 吕学燕 深圳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258 商贸类
Dreamweaver网页制作
标准教程

陈苏瑶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259 商贸类 拣货作业 张彩云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260 商贸类 经济学基础 张敏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261 商贸类 电子商务实务 何力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262 商贸类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与
运营

陈郑路 阳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263 商贸类
个人推销与团队推销
的技巧

李佳 云浮市中等专业学校 云浮

264 商贸类 信用证 房昱芳 湛江财贸中等专业学校 湛江

265 商贸类 物流地理 蒋健和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肇庆

266 商贸类 多媒体技术应用 陈艳美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267 商贸类 网店美工与装修 陈倩 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

268 商贸类 推销实务 曾珣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中山

269 商贸类 网络营销 李婧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270 商贸类 推销技术 覃婷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271 商贸类 电子商务网站建设 张卫涛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272 商贸类 仓储作业实务 许本勇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珠海

273 商贸类 网络营销 何桂英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 珠海

274 商贸类 推销实务 林巧妍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 珠海

275 商贸类 电子商务实务 张亚楠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斗门校区 珠海

276 数学类 频率分布直方图 苏美婷 东莞理工学校 东莞

277 数学类
指数函数及其图像与
性质

谢灼枢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东莞

278 数学类 圆的标准方程 刘书林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279 数学类
椭圆的定义与标准方
程

何青青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280 数学类 直线与平面垂直 周永添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81 数学类 函数的奇偶性 伍玉敏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82 数学类 函数的单调性 汪巧平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83 数学类 函数的单调性 陈嫚虹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广州

284 数学类 集合 张慧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广州

285 数学类 对数函数 卢翠婷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286 数学类 交集与并集 陈伟慧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

287 数学类
椭圆的定义与标准方
程

高斯慧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

288 数学类 对数的概念 严科娜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

289 数学类 程序框图的基本图例 陈曦耀 汕尾市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汕尾

290 数学类 解一元二次方程 陈鉴华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291 数学类 概率与统计初步 龚玉燕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292 数学类 分段函数 李红梅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293 数学类 数学 宋萍萍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294 体育与健康类 50米快速跑 农宇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95 体育与健康类 体育龙舟选修 张波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96 体育与健康类
气排球--正面双手垫
球

邱丽燕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297 体育与健康类 野外运动 梁杰彬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298 体育与健康类 篮球三步上篮 商侠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299 体育与健康类 足球脚内侧踢球 黄振锋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广州

300 体育与健康类 排球运动 蔡玲怡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301 体育与健康类 舞动青春炫彩人生 肖莉琴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珠海

302 体育与健康类 健美操--基础创编 任斌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303 物理化学类 电磁感应现象 周洪宜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04 物理化学类 酸碱滴定法 郭春香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05 物理化学类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李婷菲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06 物理化学类 缓冲溶液 唐璐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07 物理化学类 荧光灯的工作原理 黎素云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

308 物理化学类 探寻摩擦力的奥妙 曾思胜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广州

309 物理化学类
正确使用万用表测电
阻

陈娴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广州

310 物理化学类 食品理化检验技术 骆东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广州

311 物理化学类 酸碱滴定法 胡碧波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312 物理化学类 向心力向心加速度 何凌燕 中山市坦洲理工学校 中山

313 物理化学类 乙醇 赵晶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珠海

314 学前教育类 舞蹈 丁雪花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315 学前教育类
民间舞-山东胶州秧歌
组合

韩明玉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316 学前教育类
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
指导

刘美琴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317 学前教育类 幼儿文学 吴劲茵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18 学前教育类 口语实践课 徐新润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19 学前教育类 幼儿卫生保健 陈思婉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20 学前教育类 创意植物线描写生 张丝婷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21 学前教育类
幼儿情绪和情感的发
展

林小婷 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茂名

322 学前教育类 舞蹈 陈茜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23 学前教育类
与家长沟通的准备与
技巧

陈思陶 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24 学前教育类
学前儿童自我意识与
教育

沈敏珊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325 学前教育类 幼儿教师礼仪 邹菊 江门市开平吴汉良理工学校 江门

326 学前教育类 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 贺张真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江门

327 学前教育类 学前教育基础知识 李焕霞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江门

328 学前教育类 学前儿童文学活动 张丽莎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江门

329 学前教育类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 胡晓婷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330 学前教育类 钢琴 林行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331 学前教育类 剪纸 丘彩华 清远市清新区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332 学前教育类
幼儿园的打击乐器演
奏活动

莫非 韶关市振华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333 学前教育类 即兴舞的训练 朱婷妍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334 学前教育类 幼儿游戏与指导 黄妙兰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335 学前教育类
学前儿童艺术教育
（音乐分册）

王峥 湛江市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湛江

336 学前教育类
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
指导

傅嘉敏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肇庆

337 学前教育类 幼儿教育心理学 陈志杏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338 医药卫生类 中药鉴定技术 谭银平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39 医药卫生类
急危重症急救护理技
术

徐现斌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40 医药卫生类 药液抽吸法 许淑梅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41 医药卫生类 望诊之舌诊 郑颖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42 医药卫生类 中医美容 李佳能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43 医药卫生类 解剖学基础 林小红 广东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344 医药卫生类 薄膜衣片的制备 黄兰兰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45 医药卫生类 革兰染色法 黎欢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46 医药卫生类 局部麻醉药 刘洋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47 医药卫生类 药物制剂基础 刘素英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广州

348 医药卫生类 药物制剂基础 易润青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广州

349 医药卫生类 药理学 郑思嘉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广州



350 医药卫生类 护理学基础 马莉莎 河源市卫生学校 河源

351 医药卫生类 妇产科护理学 陈丽萍 揭阳市卫生学校 揭阳

352 医药卫生类 病理学基础 王雯 揭阳市卫生学校 揭阳

353 医药卫生类 外科护理 鄞若娜 揭阳市卫生学校 揭阳

354 医药卫生类 营养与膳食 敖华英 阳江市卫生学校 阳江

355 医药卫生类 人体解剖学 黄艺华 阳江市卫生学校 阳江

356 医药卫生类 内科护理 伍红梅 阳江市卫生学校 阳江

357 医药卫生类 解热镇痛药复方制剂 唐言利 湛江卫生学校 湛江

358 医药卫生类 护理学基础 李晓敏 珠海市卫生学校 珠海

359 医药卫生类
传染病与流行病学概
论

朱丽娟 珠海市卫生学校 珠海

360 英语类
So Much to do
Before we travel

曹秋实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东莞

361 英语类 Severing Customers 刘小芬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62 英语类
Listening and
speaking

杨晓丽 东莞市商业学校 东莞

363 英语类
So much to do
before we travel

盘蔼然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364 英语类 Job Interview 许美笑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65 英语类 online service 李华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66 英语类
I saw a terrible
movie

蔡莉静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67 英语类
I saw a terrible
movie

姚昶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68 英语类
What are friends
for

李苑吟 佛山市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69 英语类
Everyting is made
in China

黄琼燕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70 英语类 Job Interview 何秋雁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71 英语类
I've
triedallthemeansoft

潘奕呈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72 英语类 Job Interview 任红霞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73 英语类 旅游英语 李雪盈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74 英语类
How can I get to
the nearest bank

谢炜帆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375 英语类 Travel Ads 朱楠楠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广州

376 英语类
I Work at a Travel
Agency

彭婧婕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

377 英语类 At Home 邱丹妮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

378 英语类
So much to do
before  we travel

郭冬妹 怀集县职业技术学校 肇庆

379 英语类
So much to do
before we travel

黄晶晶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江门

380 英语类 I am a volunteer 吴伟文 江门市新会区冈州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381 英语类
A Two-day tour in
Sydney

许莹 韶关市北江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382 英语类 How much is it 白玉萍 韶关市振华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383 英语类 HotelReservation 梁名川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384 英语类
How to prepare for
a job interview

王鑫磊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385 英语类 应用写作 黄蔼嫦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386 英语类
Listening and
Speaking

黄丹 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茂名

387 英语类 Whatareyoudoing? 高东 阳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388 英语类
Can I Speak to Sara
Please

梁竞文 阳江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阳江

389 英语类 How much is it 张开秀 阳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清远

390 英语类
Can I take your
order

黄秋虹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肇庆

391 英语类
He decided to have
a big Chritmasparty

李惠 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山

392 英语类
How to Make
Vegetable Salad

何明丹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393 英语类
So much to do
before travel

万缘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394 语文类 南州六月荔枝丹 丘辉兴 大埔县田家炳高级职业学校 梅州

395 语文类 依奇克里克 曾莉琪 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东莞

396 语文类 荷塘月色 蔡怡芳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397 语文类 将进酒 吴箫箫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东莞

398 语文类 内蒙访古 利艳兴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399 语文类 我愿意是急流 卢小卫 佛山市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00 语文类 沁园春·长沙 高育玲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01 语文类 等待散场 李丽妍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02 语文类 走进我们的传统节日 陈碧兰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

403 语文类 将进酒 卢炳辉 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茂名

404 语文类
品味散文--散文鉴赏
活动

周萍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省属

405 语文类
一图懂文--说明文阅
读专项训练

钟茵倩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广州

406 语文类 口语交际协商 高蓓虹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广州

407 语文类 乡愁 刘子蔚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

408 语文类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白巧玲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广州

409 语文类 永远的蝴蝶 梁明霞 广州市增城区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

410 语文类 致橡树 罗凤梅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江门

411 语文类 好雪片片 王秋萍 江门市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412 语文类 我的空中楼阁 钟星 韶关市振华中等职业学校 韶关

413 语文类 议论文写作 黄晓娜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



414 语文类 士兵突击 周会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江门

415 语文类 将进酒 何婉儿 肇庆市四会中等专业学校 肇庆

416 语文类 好书伴随我成长 周珍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珠海

417 语文类 致橡树 方红 珠海市技师学院 珠海

418 语文类 荷花淀 陈志红 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