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 2022 年佛山市幼儿园

自制玩教具展评活动评审结果的公示

各区教育局，市属幼儿园：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22 年佛山市幼儿园自制玩

教具展评活动的通知》（佛山教电〔2022〕14 号）及补充通知

的精神，经过各级教育部门积极组织申报和推荐，共收到作品

82 件。经相关专家结合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审，评出一等奖 19

件、二等奖 27 件、三等奖 36 件，现予以公示。其中获得一等奖

的作品均拟推荐参加广东省自制玩教具评选活动。公示时间为

11 月 4 日至 11 月 11 日，公示期间，如有意见请通过书面信函

（以邮戳为准）方式反馈至我局电化教育站。联系地址：佛山市

同济路西 9 号，联系人：杜伟洪，联系电话：83205030。

附件：2022 年佛山市幼儿园自制玩教具展评活动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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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佛山市幼儿园自制玩教具展评活动评审结果

一等奖（19 件）

作品类别 幼儿园名称 作品名称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健康类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情绪岛 祝健 林翠丽 孔秀玲

健康类 南海区丹灶金沙幼儿园 足“管”乐 张子晴 麦佩兴 张宝恩

健康类 南海区机关第二幼儿园 百变魔箱 陈宇媚 冉京先 陈国成

健康类 南海区狮山官窑中心幼儿园 百变通道 张婉华 李倩雯 何业冰

健康类 高明区英豪幼儿园 百变纸箱 谭韵英 刘瑞欣 谭明媚

科学类 南海区大沥黄岐中心幼儿园 水滴漂流记 曾敏燕 张媛媛 黄秀娴

科学类 禅城区张槎中心幼儿园 管道魔方 杨帼玉 柏鹤敏 胡文周

科学类 高明区三洲机关幼儿园 奇趣水立方 陈丽丽 谭志芳 黄晓敏

科学类 顺德区容桂街道海尾幼儿园 玩转纸筒 杜玲 陈玉云 王超英

科学类 顺德区龙江实验幼儿园
STEM 科创玩教具——智趣百宝

箱
董海怡 何秋倩 黄培明



社会类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 趣玩岭南 陈月枝 简敏姬 颜洁灵

社会类 禅城区世纪锦园幼儿园 醒狮争霸 梁锦欣 陈思妤 招栩潼

艺术类 禅城区中心幼儿园 颜色变变变 霍咏宜 梁俨丽 徐培淇

艺术类 南海区里水旗峰幼儿园 创意技画 巫嘉颖 李海兰 谢雄梅

艺术类 南海区大沥镇沥桂幼儿园 滚筒敲敲乐 陈倩婷 李飞凤 梁秀珍

艺术类 高明区蓓蕾幼儿园 神奇的艺术创想车 黄晓君 潘任芳 黎晓雯

语言类
南海区九江曾秩和纪念学校附属幼

儿园
萌说号列车 刘锦华 杨少冰 张力雄

语言类 南海区狮山松岗中心幼儿园 首播秀剧场 罗海云 叶婉婷 黄丽霞

语言类 顺德区均安中心幼儿园 翻箱倒柜 欧阳惠燕 梁婉莹 潘金群

二等奖（27 件)

作品类别 幼儿园名称 作品名称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健康类 佛山市机关幼儿园 多变的垫子 邓秀琼 陶祉烨 王雅群

健康类 顺德区龙江龙外附属幼儿园 管.你玩 彭艳媚 骆海榕 何绮湘

健康类 高明区杨梅中心幼儿园 追“竹”快乐 谢燕珍 杜志英 杜燕容

健康类 禅城区南庄镇龙津幼儿园 百变斑马 黄结 史彩群 杨树娟

健康类 顺德区均安鹤峰大地幼儿园 小小木桩大变身 陈笑敏 欧阳有弟 陈迎芳



健康类 三水区乐平小星星实验幼儿园 无敌“风火轮” 范小娟 何少颜

健康类 高明区经委幼儿园 《百变龙王》 李碧华 关惠仪 黄勇娟

科学类 南海区丹灶中心幼儿园 小齿轮 大狮傅 高绮玲 罗佩玲 邵掌霞

科学类 顺德区乐从大墩幼儿园 流光溢彩 黄洁 林凤凤 阙柳凤

科学类 顺德区龙江夏致幼儿园 小脚丫走世界 梁愉 黄舒婷 谢燕清

科学类 南海区狮山小塘中心幼儿园 奇妙的水 徐嘉嘉 黄见开 邹慧珊

科学类 顺德区陈村镇民族路幼儿园 多功能玩水器 孙春燕 胡永红 刘德贞

科学类 南海区里水和顺中心幼儿园 科学创想实验盒 高倩媚 宋舒平 马莹莹

科学类 南海区西樵镇中心幼儿园听音湖分园 奇妙的赛车跑道 黄展豪 欧丽燕 张琳珍

科学类 顺德区容桂街道华口幼儿园 声音研究所 黄秋儿 刘淑梅 班米豆

科学类 顺德区北滘镇育贤幼儿园 磁力心愿小镇 张静 张玉婷 梁佩瑜

科学类 顺德区大良街道秋实幼儿园 瓶盖总动员 李卫莉 张婉瑜 卢晓楠

科学类 顺德区伦教办事处幼儿园 探秘水世界 李海玲 龚素容 江楚瑶

科学类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幼儿园 电力梦幻游乐场 曾丽霜 李秀芬 张燕琼

社会类 禅城区石湾街道明珠幼儿园 岭南非遗文化游乐园 周丽梅 刘晓燕 马瑞婷

社会类 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幼儿园 顺德环游记 谭建英 何蕴怡 李玉虎

社会类 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幼儿园 “小镇”城市体验馆 符光明 王珮瑶 黄苑棋

艺术类 顺德区杏坛中心幼儿园 奇妙音乐亭 陈雁荷 梁翠玲 卢瑜欣

艺术类 顺德区大良街道春华幼儿园 跳动的音符 谭德锦 余莲梅 漆佳欣

艺术类 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一幼儿园 音乐奇遇记 李晓珊 黄宁 胡胜男



三等奖（36 件）

语言类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第一幼儿园 百乐门 曹坤玲 兰苗 韦婉君

语言类 顺德区陈村镇青云路幼儿园 绘声绘色 何美婷 吴东霞 曹诗婷

作品类别 幼儿园名称 作品名称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健康类 禅城区南庄镇紫洞幼儿园 防疫百变机器人 潘爱银 麦凤枝 布惠华

健康类 高明区梅沙幼儿园 创玩游戏箱 曾柳娴 何碧莹 冯婉怡

健康类 佛山市教工第二幼儿园 人体奇趣研究所 唐咏晴

健康类 顺德区勒流中心幼儿园 快乐小屋 吴焯玲 孔焕冰 黄伟娟

健康类 南海区九江沙头中心幼儿园 “撕”前顾后 卓惠君 彭秀珠 罗慧梨

健康类 禅城区明珠浅水湾幼儿园 武术乐园 梁海玲 梁玉娥

健康类 禅城区同济幼儿园 接球神器 香泳瑜 黄钰媚 张正蓉

健康类 三水区中心幼儿园 “布”一样 刘聪兰 冯浪 潘倩仪

科学类 顺德区北滘镇雅正幼儿园 水乐园 何柳珍 邱兴玲 曾春华

科学类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阳光幼儿园 多功能小火车 陈凤 姜永婵 林贵美

科学类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 长征探索棋 刘海萍 梁钰婷

科学类 禅城区南庄镇紫洞幼儿园 魔法屋 罗少明 韩碧云 刘文丽

科学类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第四幼儿园 抗疫宝箱 岑晓美 梁丽琼 杨月芬



科学类 禅城区育英幼儿园 轨道滚珠 陈晓婷 李文婷 林金兰

科学类 顺德区容桂蓓蕾幼儿园 顺德欢乐海岸 PLUS+ 郭婷炜 陈敏儿 林菁菁

科学类 南海区桂城平洲中心幼儿园 奇幻光影屋 冯小玲 邓嘉敏 马伟萍

科学类 高明区高童幼儿园 《玩转小瓶盖》 郑树兰 潘碧仪 黎芷瑜

科学类 顺德区容桂振华幼儿园 神奇的月相模拟器 刘家瑞 梁焊友 冯宝玉

科学类 三水区妇联幼儿园 多功能动力组合玩具 吴婉婷 李小清 肖小燕

科学类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玩转垃圾分类 徐洁仪 梁燕婷 陈诗敏

科学类 顺德区伦教财贸幼儿园 魔术贴贴贴 李灿 何结敏 梁翠蓝

科学类 禅城区悦雅幼儿园 小松鼠探险记 周银柳 吴佳豫

科学类 顺德区机关幼儿园 百变板 黄文婷 欧阳君卉

科学类 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华祥幼儿园 奇趣妙妙屋 陆静菲 梁顺红

社会类 顺德区陈村镇恒星幼儿园 城市防疫 欧楚媚 吴安淇

社会类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第二幼儿园 穿“粤”岭南 林晓茵 徐敏 梁欣琪

社会类 禅城区祖庙街道东海银湾幼儿园 玩转二十四节气 陈善英 何庆 沈晚霞

社会类 佛山市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 垃圾分类游戏 黄树华 黄春稚

艺术类 南海区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 繁花绘画机 梁杏好 余嘉津 李绮彤

艺术类 南海区桂城中心幼儿园 妙音坊 劳婉敏 冯斯红 关碧华

艺术类 顺德区梁銶琚夫人幼儿园 趣玩“印刷术” 帅龙斌 陈斌栎 宋 芬

艺术类 三水区大塘实验幼儿园 《渔歌晚唱》 陆思瑶 黄婉媚 卢雪媚

艺术类 禅城区石湾街道明珠幼儿园 多功能电话亭 容子君 曾敏怡 李红菊



语言类 南海区里水中心幼儿园 神奇妙妙车 蒙桂兰 黎伟婷 谭凯欣

语言类 南海区机关幼儿园 百变魔法盒 周颖施 简静贤 黄淑姝

语言类 禅城区同济幼儿园 魔法电视机 凌丽琴 霍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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