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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教师教学能力设计比赛
评审结果公示

2018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教师教学能力设计比赛评审（粤

职协函〔2018〕5号），经过评委评审，共评出 70份作品分获一、

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中一等奖 9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25

名、优秀奖 16名，现对获奖成果进行公示，公示期 7天。

如对获奖作品存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与广东省职业培训和

技工教育协会联系，电话：020-83565860。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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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广东省技工院校心理教师教学能力设计比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1 中山市技师学院 面对挫折，学会归因——学生实操损伤后的心理干预 杨芳琳 一等奖

2 中山市技师学院 从男生到男人——如何面对男生青春期问题 杨由天 一等奖

3 广州市技师学院 我人生中的那把尺——职业价值观 许玉清 一等奖

4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我的情绪我做主 钱玉娟 一等奖

5 中山市技师学院 悦纳自我 王 婷 一等奖

6 珠海市技师学院 拒绝佛系人生，为自己打 CALL---项目 11突破自我，发掘潜能 李捷华 一等奖

7 深圳技师学院 人际关系心理——架起职场人际沟通的桥梁 王 宇 一等奖

8 广东省交通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我的情绪我作主 李红花 一等奖

9 惠州市技师学院 真爱需要等待 邓超云 一等奖

10 广东省技师学院 我的情绪我做主 钟 柳 二等奖

11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突破自我，挖掘潜能 黄秀霞 二等奖

12 广东花城工商技工学校 沟通,你懂吗？ 张敏婷 二等奖

13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正确对待挫折 黄秀玲 二等奖

14 湛江市技师学院 我的情绪我做主 陈锦雄 二等奖

15 湛江市技师学院 我的情绪我做主 李丽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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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16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踏上寻找自我之旅 张 莉 二等奖

17 汕尾市技工学校 我适应 我快乐 苏爱霞 二等奖

18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我的情绪我做主 刘秀菊 二等奖

19 广东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架起职场人际沟通的桥梁 胡姗姗 二等奖

20 深圳技师学院 生如夏花 王冠恒 二等奖

21 广东岭南现代高级技工学校 职场心理短剧的制作与分析 曾丽芳 二等奖

22 汕尾市技工学校 项目十六 “战胜挫折，珍惜生命”教学设计 曹 如 二等奖

23 广东岭南现代高级技工学校 基于 GROSS情绪调节模型的京东客服人员负面情绪调节 王建侠 二等奖

24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职业心理培养之职场心理调适 陈 锐 二等奖

25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打开心扉，让心靠近 肖春花 二等奖

26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悦纳自我 郑 嫦 二等奖

27 阳江技师学院 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 付晓凤 二等奖

28 珠海市技师学院 感悟生命，尊重生命 程雯雯 二等奖

29 惠州市技师学院 悦纳自我—做自己人生的导演 许伟君 二等奖

30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性，我该如何对待 陈 雯 三等奖

31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 马海军 三等奖

32 广州市技师学院 压力的管理与调适 宋 艳 三等奖



-4-

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33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谈谈性，说说爱 李 濛 三等奖

34 惠州市技师学院 认识生命 尊重生命 李顺发 三等奖

35 汕尾市技工学校 项目十六：战胜挫折，珍惜生命 李海嫦 三等奖

36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架起职场人际沟通的桥梁 朱雨洁 三等奖

37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人际关系心理——朋友一生一起走 林慧华 三等奖

38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我的情绪我做主 王 琼 三等奖

39 湛江市技师学院 压力的管理与调适 彭小琼 三等奖

40 惠州市技师学院 学会感恩，感受美好 钟清凯 三等奖

41 广东花城工商技工学校 情绪管理 罗 凌 三等奖

42 惠州市技师学院 跟叛逆说再见 庄晓丹 三等奖

43 惠州市技师学院 相信自己永不放弃 孙慧芳 三等奖

44 广东省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模块七：人际关系心理（项目二十二：朋友一生一起走） 黄复华 三等奖

45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认识自己 喜欢我自己 刘兴玲 三等奖

46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项目十三：认识生命，尊重生命 罗莉云 三等奖

47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与挫折同行 黄少妹 三等奖

48 惠州市技师学院 学会感恩，感受美好生活 黄丹妮 三等奖

49 广东省技师学院 寻找自我 廖秋兰 三等奖

50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突破自我、发掘潜能 姚旭娟 三等奖

51 河源技师学院 我的情绪我做主 谢丽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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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申报项目 申报人 评审结果

52 惠州市技师学院 性，我该如何对待 张余别 三等奖

53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提高职场团队凝聚力 赵燕玲 三等奖

54 汕尾市技工学校 积极应对求职不良心理 陈冬蔓 三等奖

55 汕尾市技工学校 职业心理培养——创业之路，人生体验 蔡秋婷 优秀奖

56 惠州市技师学院 认识生命 尊重生命 欧阳林 优秀奖

57 广东华夏技工学校 我的情绪我做主 邓晶晶 优秀奖

58 惠州市技师学院 在压力中前行 李秀甜 优秀奖

59 江门市技师学院 模块九：幸福人生项目三十二：规划生命，精彩人生 莫小茹 优秀奖

60 湛江市技师学院 模块一：项目一：心理健康，值得拥有 柯绍明 优秀奖

61 广州市技师学院 打开心扉，让心靠近 陈素雅 优秀奖

62 阳江技师学院 我存在我珍惜我感恩 曾亮英 优秀奖

63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走近心理咨询 陈包明 优秀奖

64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值得拥有 陈英娇 优秀奖

65 阳江技师学院 学会感恩，感受美好 刘家钰 优秀奖

66 韶关市技师学院 面对挫折，学会归因 何 卓 优秀奖

67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压力的管理与调适 李 慧 优秀奖

68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一切从“心”开始 杨琳琳 优秀奖

69 汕头技师学院 我的情绪我做主 蔡璐妍 优秀奖

70 广东羊城技工学校 走进心理咨询 马永进 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