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教职〔2018〕16号

加 急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 2018年佛山市中等职业

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现场决赛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举办 2018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

信息化教学大赛的通知》（佛教职〔2018〕13号），2018年佛山

市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183件，其中信

息化教学设计 152件，信息化课堂教学 31件，经市教育局组织

专家初评，共 116件作品（其中信息化教学设计 91见、信息化

课堂教学 25件）参加决赛（具体名单见附件 1），现就 5月 11

日举行 2018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现场决赛

（以下简称“现场决赛”）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决赛地点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顺德区伦教街道南苑西

路 10号）7号楼教学楼 C四楼。

二、决赛时间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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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星期五）9:00-18:30。

三、分组安排

（一）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第一组：财经商贸、旅游服务

第二组：加工制造、交通运输、轻纺食品、医药卫生

第三组：公共基础、信息技术、文化艺术、教育

（二）信息化课堂教学。

第四组：信息化课堂教学组

四、决赛要求

（一）参赛要求。

1.进入决赛的作品内容如果有修改完善，允许提交最新版

本，但不允许重新更换主题和作者。

2.现场决赛允许选手自带∪盘或电脑，但要求提前把 ppt复

制到赛场的计算机中。

（二）答辩要求。

1.现场决赛每个作品 10分钟，3分钟介绍发言，7分钟答辩，

换场 3分钟。

2.选手用 ppt准备作 3分钟介绍发言（重点介绍本参赛作品

的教学过程、信息化手段的应用、解决了哪些教学难点等），由

主讲人（第一作者）进行介绍，团体项目答辩环节由参赛团队自

定人员回答。

（三）秩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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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分组抽签顺序出场参赛。

2.决赛场室实行封闭管理，候赛选手按时签到后集中在备赛

室等候。

五、赛前准备

（一）选手报到。

5月 10日下午 14:30，全体参赛选手到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

职业技术学校 5号行政楼一楼大堂签到，逾期不签到的视为自动

放弃决赛。

（二）赛前会议。

5月 10日下午 15:00，全体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在佛山市顺

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5号行政楼四楼大会议室召开赛前工

作会议，进行决赛抽签，讲解决赛要求。

（三）熟悉场地设备。

5月 10日下午 16:00，按抽签顺序试机，并上交纸质教学设

计稿、介绍发言稿各 4份，材料光盘（或 U盘）1份和 ppt。

（四）决赛报到。

1.上午比赛选手 5月 11日上午 8∶00报到，逾期不报到的

视为自动放弃决赛。

2.下午比赛选手 5月 11日下午 14∶00报到，逾期不报到的

视为自动放弃决赛。

决赛相关工作有关问题请及时反馈沟通。市教育局职成科联

系人：何爱华；联系电话：83322615；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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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联系人：冯永亮；联系电话：27720512，13392214336。

附件：2018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现场决

赛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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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佛山市中等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现场决赛名单
（一）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1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新手轻松 0元推广——淘宝客推

广
电子商务 网店运营 财经商贸类 谢小梅、卢惠贞、周毅容

2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托盘堆码
物流服务与管

理
仓储作业实训 财经商贸类 黄思艳

3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Checking in the airport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 财经商贸类 郭可莹、谢秋玲、刘巧玲

4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网店售后客服的沟通技巧 市场营销 网店运营与管理 财经商贸类 曾文芳、江婉明

5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产品包装的定义、作用和基本设

计要求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基础 财经商贸类 王杜鑫

6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网店商品拍摄摆放技巧 电子商务 商品摄影 财经商贸类 杨敏红、张志瑜、刘琳滢

7 三水区理工学校 工资薪金所得个税的计算 会计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

道德
财经商贸类 麦建华、吴明媚

8 三水区理工学校 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 会计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

道德
财经商贸类 黄铁军

9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会计 基础会计 财经商贸类 麦晓敏

10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银极袜新产品推广海报色彩的调整 电子商务 色彩构成教程 财经商贸类 暨俊钧、黄燕娜、李炳莉

11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四招房产推销术——FABE产品介

绍技能应用
市场营销 推销实务 财经商贸类 马舒琴、曾洁贤、钟燕珍

12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资金变形记—巧解供产销基本业

务
会计 基础会计 财经商贸类 龚淑芳、范楠、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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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13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化妆品直通车广告图设计 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 财经商贸类 陈悦娜、崔见芳、赖涛

14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核算运费 电子商务 网络客户服务 财经商贸类 王春桃

15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企业接受现金投资 会计 财务会计 财经商贸类 卢伟玲

16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网店视觉营销文案撰写之 FAB法

则
电子商务 网店视觉营销 财经商贸类 张梦依、骆愫颖、赵金杰

17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商品摄影中景深三要素的运用 电子商务 商品拍摄与图片处理 财经商贸类
欧阳颖妍、武青帅、劳民

权

18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发放实物福利的账务处理 会计电算化 财务会计 财经商贸类 郭俊

19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H5促销页面设计 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 财经商贸类 吴丹丹

20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手持式单指单张点钞技能 会计 会计基本技能 财经商贸类 李惠霞、郭丽珠、岑锦涞

21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Hunting for a Job，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商务英语 英语 财经商贸类 温小梅

22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微信公众号图文消息设置 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实务 财经商贸类 林锐燕、邱旭波

23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存货清查五步曲 会计 企业财务会计 财经商贸类 余俊香、张 杰、蒋俊岸

24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CSS伪类-让网页超链接“动”起

来
电子商务 网页设计与制作 财经商贸类 刘勇、陈刚、李珊

25 三水区理工学校 Can I take your order? 英语 英语基础模块 1 公共基础 何莹、包碧容、邱显聪

26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探探青春分界线 德育 心理健康教育 公共基础 张子珩、文余良

27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How to plan a Christmas party 英语
He decided to have a

big Christmas party
公共基础 罗婷、韩玉玲、汪达志

28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不再默声—探索自我嗓音的魅力 音乐 音乐 公共基础 张艳辉、杨 华

29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内蒙访古 语文 语文 公共基础 利艳兴、陈雪华、苏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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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30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拒绝不良诱惑 德育 心理健康 公共基础 张帆、欧阳俊、何培泳

31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How to express price

information
英语 英语 1 公共基础 朱晓君、陈小静、傅志锋

32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我愿意是急流 语文 语文 公共基础 卢小卫

33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What are friends for 英语 英语（基础模块三） 公共基础 李苑吟、周倩萍

34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英语 英语 公共基础 梁婉丽、罗杰华、陆建明

35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 数学 数学 公共基础 吕德元、庞曾惠、王国全

36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函数的奇偶性 数学 数学 公共基础 伍玉敏

37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I’ve tried all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英语 英语基础模块 公共基础 潘奕呈

38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雨霖铃》诗词赏析课 语文 语文 公共基础 吴楚娆

39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Tell me when the pain started 英语 英语基础模块 2 公共基础 李莉、容锦强、林晓

40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光电控制多段输送带运行
电气运行与控

制
PLC技术应用 加工制造类 胡向群、曾晓文、游家欣

41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冲孔模拆装 模具制造技术 模具拆装实训 加工制造类 张国锋、周列、郭朋飞

42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设备电机正反转常见电路的

识别与连接
机电技术应用 机床电气控制 加工制造类 杨伟锋、张文焘、杨丽华

43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剖视图的选择策略 模具制造技术 机械制图 加工制造类 陈俊清、蔡华、梁倩婷

44 三水区理工学校 车削台阶轴 机械加工技术 车工技能训练 加工制造类 唐丽君、周游

45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创造我的世界”3d打印建模与

切片
数控技术应用 3d打印 加工制造类 梁嘉添、伍健倡、常运风

46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轴承支座零件的测绘 数控技术应用 机械制图 加工制造类 阮永亮、冯坤、赵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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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47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机器人运动指令 机电技术应用
机器人实操与应用技

巧
加工制造类 刘佳东、李妍、徐登峰

48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台阶轴零件的加工 模具制造技术 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 加工制造类 孙玉生

49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电磁感应现象 电工电子 电工基础 加工制造类 周洪宜、袁青、柯华坤

50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铰链四杆机构的类型与判别方法 模具制造技术 机械基础 加工制造类 顾立丹、张基、杨智浩

51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燃气阀体零件专用夹具设计 机电技术应用 机械制造基础 加工制造类 林玉新、郭涛、梁建玲

52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搬运机器人操作应用
电气运行与控

制
工业机器人 加工制造类 伍志毅

53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创建工业机器人工件坐标和轨迹 机电技术应用 工业机器人虚拟仿真 加工制造类 孙康康

54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CAD绘制轴类零件图 数控技术应用 AutoCAD应用 加工制造类 苏娇艳

55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并联臂式 3D打印机主板线路安装 模具制造技术 3D打印技术 加工制造类 董俊权

56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心形”瓶盖模的加工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铣削编程与操作

训练
加工制造类 吴斌

57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智能电网远程抄表技术
电气运行与控

制
电能计量及装表技术 加工制造类 梁嘉晖、郑子芬、陈锦伟

58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发动机正时皮带的更换
汽车运用与维

修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交通运输类 王利伟、杨晓玲、黄浩锋

59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险象环生——活塞环的检修
汽车运用与维

修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交通运输类 蔡克平、黄棋昌、黎恒勇

60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威朗单侧近光灯不亮故障诊断
汽车运用与维

修

汽车电器系统检测与

维修
交通运输类 孙书峰、李洋、解素敏

61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盘式制动器拆装与检修
汽车运用与维

修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 交通运输类 陈华超、陈翠红、谭桂华

62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制动液的检查及更换
汽车运用与维

修
汽车维护 交通运输类 成华俊、张滔、王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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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63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进气压力传感器的检修
汽车运用与维

修
电控发动机维修 交通运输类 温宇平、谭晓霞、刘蕴丹

64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氧传感器的检测
汽车运用与维

修
汽车电控发动机检修 交通运输类 余胜伦、巫益平、简昶开

65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发动机异响诊断——汽车听

诊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

修

汽车发动机机械及检

修
交通运输类 马涛、王博、张罗杏灏

66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学前儿童科技制作活动——以大

班科技制作陀螺为例
学前教育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教育类 陈汇雯、谈舒茵

67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Kindergarten Introduction 学前教育 幼师英语 教育类 徐新润、刘伟清、林文聪

68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创意植物线描写生 学前教育 绘画基础 教育类 陈春桃、张丝婷

69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创意—增添服务的温度
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
客房服务与管理 旅游服务类 谢英来、刘凌燕、陈伟球

70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夜床服务设计
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
客房服务与管理 旅游服务类 黄丽梨、李玉葵、李晓林

71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梦中的婚礼
会展服务与管

理

婚庆现场布置及常用

道具
旅游服务类 梁颖怡、张静

72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会展节事活动主题策划
会展服务与管

理
会展概论 旅游服务类 张雪莉、何明月

73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地陪导游送团服务
旅游服务与管

理
导游服务 旅游服务类 熊婷蕾、杨华莉

74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沏泡铁观音，品味人生韵
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
茶文化与茶艺 旅游服务类 曾兰兰、邬苏梅、熊代庚

75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古典园林讲解技巧
旅游服务与管

理
导游讲解技巧 旅游服务类 周健、梁少华、谭子财

76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玩转榻榻米
家具设计与制

作
家具设计思维 轻纺食品类 杨伊纯、薛卉茵

77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3D云平台的简欧家具营销 家具设计与制作 家具设计与营销 轻纺食品类 梁金梅、陈国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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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78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床头软包的建模
家具设计与制

作
家具 3D 轻纺食品类 吴琼

79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追寻千年蓝染魅力——扎染技法

运用

服装设计与工

艺
服装材料 文化艺术类 吴茜、杨梓姗、梁淑源

80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利用“骨骼”设计图案
美术设计与制

作
平面构成 文化艺术类 吴楚菁、周彬、黄雁玲

81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翡翠 A、B、C货的鉴定
珠宝玉石加工

与营销
宝石学基础 文化艺术类 邢秋雨

82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超可爱 Q版漫画绘制
计算机动漫与

游戏制作
CG绘画 信息技术类 翟草霞、苏秦、郑英

83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网页布局分析与设计 计算机应用 网页制作 信息技术类 麦蔼岚

84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小胖变形记——用装扮打造角色

神秘色彩

计算机动漫与

游戏制作
动漫角色设计与制作 信息技术类 唐夏懿、陈梓宇

85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动画场景设计之成角透视
计算机动漫与

游戏制作
动画场景设计 信息技术类 杨柳、曾颖欣

86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图案的设计元素
计算机平面设

计
图案设计 信息技术类 宋蒙蒙、梁坚、杨华莉

87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光纤熔接
计算机网络技

术
网络综合布线 信息技术类 罗燕珊、谢世森、孙凯

88 顺德区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网页布局——CSS盒子模型 计算机应用 网页设计 信息技术类 曾俊文、莫昌惠、蓝细娜

89 顺德区容桂职业技术学校 神奇的 vlookup函数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应用基础 信息技术类 骆令健、黄新艳、林学佳

90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谐振放大器
电子与信息技

术
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 信息技术类 陈美苑、李成交、肖文杰

91 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药物抽吸法 护理 护理学基础 医药卫生类 杨天菊、邹杏婵、吴永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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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1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拣货单的填制
物流服务与管

理

物流单证制作

实务
财经商贸类 蔡闽、余波、高健

2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存货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

法
会计 企业会计实务 财经商贸类 陈丽鸣、李佩雯

3 三水区理工学校 商品定价方法 电子商务 网店运营 财经商贸类 艾辉、刘奕丽

4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会计
小企业基础会

计
财经商贸类 陈丽蓉、张省平、李艳萍

5 三水区理工学校 库存现金的清查 会计 基础会计 财经商贸类 林惠贞、张瑞芬

6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亚马逊销售技巧--跟卖 电子商务 跨境电商实务 财经商贸类 梁敏娟、蓝锦和

7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网络营销的销售促进策略 电子商务 网络营销 财经商贸类 黄楚楚

8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会计 基础会计 财经商贸类 柯婷

9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时间去哪儿了 德育 心理健康 公共基础 李海鹏、李毅、严锡恒

10 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Job Interview 英语 英语 公共基础 任红霞

11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走进铜管乐世界 音乐 音乐 公共基础 张洋

12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我的母亲 语文 语文 公共基础 赖颖飞、杨慧、袁竞智

13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像山那样思考 语文 语文 公共基础 张欢贵、钱惠、梁飞飞

14 三水区理工学校
时间都去哪儿了--中职生如

何减少拖延行为
德育 心理健康 公共基础 黄鋆、谢珊珊

15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Job interview 英语
跨境电商英语

口语
公共基础 何秋雁、林妙聪、温丽璇

16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父爱母爱亲情进行时 德育 心理健康 公共基础 陈芍颖、张谋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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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专业 课程名称 组别 作者

17 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和“小小说”有个约会 语文 语文 公共基础类 梁星华、黄叶儿、梁惠芳

18 三水区理工学校 蝴蝶 3D模型的制作 机械加工技术 线切割加工 加工制造类 张红梅

19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实训安全第一课 数控技术应用
数控车床编程

与操作
加工制造类 邓永健、黄伟锋

20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等分圆划线的检测 模具 钳工技能实训 加工制造类 李振宇、曹炬钊、祝家权

21 顺德区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 定轴轮系传动比的计算 模具制造技术 机械基础 加工制造类 贾莲、蓝高龙、蒋威华

22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活塞环的原理与检修
汽车运用与维

修

发动机构造与

维修
交通运输类 潘永基、陈述颖、罗凯

23 南海区盐步职业技术学校 中式婚宴菜单设计
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

点菜服务与营

养配餐
旅游服务类 林晓纯、王凯婷、曹振翀

24 南海区九江职业技术学校 双色油酥面团的调制
中餐烹饪与营

养膳食

中式面点制作

技术
旅游服务类 黄金淼、马友坤、陈旻旋

25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色相对比——神奇的水拓画
计算机平面设

计
色彩构成 信息技术类 丁曼华、叶家良、徐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