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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年第四届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学生社团”
风采展示活动结果的公示

各有关技工院校：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于 2019年 5月开展了第四届

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学生社团”风采展示活动（粤职协函〔2019〕

18号），活动共收到 55所技工院校报送的学生社团资料。经过评

审，共有 131个社团入围“优秀学生社团”，其中 29个社团获评“五

星级学生社团”，45个社团获评“四星级学生社团”，57个社团获评

“三星级学生社团”，获奖社团指导老师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经

综合评审，结合各社团校内外影响和创新能力，还评选出了“最具

影响力社团”10 个、“最具创新能力社团”10 个，现将结果进行公

示，公示期 7天。

如对获奖结果存在异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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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019年第四届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学生社团”风采展

示活动结果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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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第四届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学生社团”
风采展示活动结果
五星级学生社团

序号 社团类别 学校名称 社团名称 优秀指导老师

1
技能

科创类

（4个）

广东省技师学院 博思科技协会 谢志平

2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交通行者”巴哈车队 林卓文 冼宇坚

3 珠海市技师学院 市场营销协会 覃婷 张丽丽

4 惠州市技师学院 3D打印与三维设计协会 王凯 成雯

5

思想

引领类

（9个）

广东省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张琼 谢承志

6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建工总协会 梁家胜

7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社团联合会 谭小清

8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学生青年义工社 赵彩红

9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教务学生服务社 杨莉莉 陈冠杰

10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社团联合会 杨洋 梁冰玉

11 中山市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郑雪绮

12 云浮技师学院 志愿者服务队 康晓雪 刘莹莹

13 肇庆市技师学院 暖阳志愿者协会 蒙伟潮

14

文化

艺术类

（9个）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笔韵书画社 兰婷

15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行者天空校园电视台 黄慧心 胡锦生

16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公用校园电视台 姬常君 柯金佳

17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摄影协会 李向源

18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岭南文化创新传承社 刘科 邓丽妮

19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摄影社团 孟凡涛

20 江门市技师学院 华溢话剧社 霍柳月

21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主持人协会 刘雅芬

22 清远市技师学院 团聚清技协会 何昀昕

23

音乐

体育类

（7个）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6S轮滑社 黄晓梅

24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艺术团 王玫玲

25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寻梦舞蹈团 许凡 唐剑香

26 东莞市技师学院 龙狮体育协会 黄伟超

27 深圳技师学院 SIT青年舞蹈团 王晓航

28 阳江技师学院 舞蹈队 王萌琳

29 中山市技师学院 院舞蹈队 黄帆 高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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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级学生社团
序号 社团类别 学校名称 社团名称 优秀指导老师

1

技能

科创类

（9个）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宅新仁影视协会 郑怡鑫 卢超兴·

2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3D打印社 吕俊流 王屹

3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新能源科创社 黄安琪

4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茶韵·传承”社团 胡嘉欣 孔青香

5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APP开发社团 刘珍 周同金

6 揭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深度计算机协会 吴乐璋 黄庆榕

7 韶关市技师学院 CAD工程图学学社 张本忠 赖国彬

8 广州市技师学院 科普创意社 杨子新 冯彩凤

9 汕头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协会 袁济文 赖怡丽

10

思想

引领类

（12个）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星星志愿者协会 喻晨 吴辉国

11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与发展协会 罗莉云 杨琳琳

12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谭诗怡

13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温心小屋心理委员会 肖春花

14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心理协会 李红花

15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社团联合会 范晶 杨志鹏

16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苏燕

17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陈康俏

18 深圳技师学院 心理协会 王冠恒

19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社团联合会 邓耀垣

20 梅州市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曾晓莹 王国海

21 茂名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朱冬泳 欧湘绮

22

文化

艺术类

（12个）

广东省技师学院 校园之声播音主持协会 张琼 曾未然

23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穗粤社 钟慧莹

24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演讲与辩论协会 杨锦祺

25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形象协会 史书梅

26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卓梦演讲协会 潘秀琼 黄丹

27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演讲与口才协会 陈妙敏

28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匠子设计工作室 李秀慧 吴充

29 东莞市技师学院 JD爵士社 叶桂芬

30 中山市技师学院 潇潇手工社 石进容

31 中山工贸技工学校 工贸醒獅社 黄丹 赖晶宝

32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晨曦文学社 蔡佳妮 李明

33 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 舞蹈队 王耀慧 张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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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音乐

体育类

（12个）

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柔功门龙狮队 罗成 陈卉

35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TWINKLE校舞社 刘菲菲

36 广东省核工业华南高级技工学校 “奇音妙乐”声乐队 卢欣

37 广东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团队拓展培训社团 黄学智

38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白云 BYU舞蹈协会 潘丹 纳娜

39 珠海市技师学院 德兴篮球社 曾繁骏

40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蔡李佛龙狮社团 李玉铃

41 清远市技师学院 跆拳道协会 曹向

42 云浮技师学院 跆拳道社团 陆吉彬 廖荣华

43 惠州市技师学院 团委新媒体中心 许楚欢

44 罗定市技工学校 精武会武术醒狮团 李威 陈明伟

45 韶关市技师学院 悦动音乐社 骆毅 蓝伟青

三星级学生社团
序号 社团类别 学校名称 社团名称 优秀指导老师

1

技能

科创类

（12个）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汽车协会 黄荣广

2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创业协会 吴淞耿

3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汽车医生协会 钟柳熙 黄文津

4 广州港技工学校 微信编辑社 刘草金

5 深圳技师学院 无人机俱乐部 夏清 陈琪

6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俱乐部 李志芳 李燕离

7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手工烘焙社 郑昕 陈应欣

8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CAD社团 伍步高 陆志荣

9 惠东县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淘宝社 刘石松 陈拥池

10 广州市技师学院 园艺社 朱云香 范月清

11 汕头技师学院 计算机协会 章耿城 莫永劲

12 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协会 彭小虎

13

思想

引领类

（14个）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国旗护卫队 陈少敏 李俊余

14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刘艺 陈烁

15 广东省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青春同伴社 黄彬

16 广东省交通运输技师学院 社团联合会（佛山校区） 梁家辉

17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谢小姗

18 广东华夏高级技工学校 朋辈心理互助协会 邓晶晶 陆炳林

19 广州港技工学校 南沙邮轮志愿者协会 刘草金

20 珠海市技师学院 社团联合会 吴碧君 邬婉锐

21 阳江技师学院 阳光心语社 张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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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云浮技师学院 心理心象沙盘社团 陈绮鸿 梁嵋育

23 罗定市技工学校 志愿服务队 陈锋

24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 张炽荣

25 韶关市技师学院 社团联合会 骆毅 郁智超

26 汕头技师学院 志愿者协会 林宇 吴佳洲

27 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 志愿者服务队 王耀慧 杨浪浪

28

文化

艺术类

（15个）

广东省技师学院 手工艺协会 林秀琼

29 广东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标本社 甄文超

30 广东省粤东商贸技工学校 新艺文学社 罗璇

31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翰林轩书画协会 李筠

32 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 crazy舞团 苏醒 刘茹

33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书法协会 唐锋华

34 广州造船厂技工学校 广船国际管乐团 金洪权

35 深圳技师学院 YID表演社 李秀云

36 江门市技师学院 荨之广播台 霍柳月 李坤

37 湛江市技师学院 蓝雁文学社 梁敏 黄世东

38 湛江市技师学院 春笋演讲协会 高悦芸 黄世东

39 茂名技师学院 沁馨茶艺社 林晨 江小敏

40 惠东县技工学校 DIY手工社 陈雨雯 胡海媚

41 佛山桂城技工学校 明珠艺术团舞蹈队 劳绮玲 林琳

42 广州市技师学院 面塑社 陈秋敏

43

音乐

体育类

（14个）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音乐协会 王冠楠

44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学校 舞蹈队 刘荣荣 邓雨奇

45 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 跆拳道社 刘茹

46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飞跃震世醒狮团 彭玉生 葛淑莹

47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校 歌舞社 葛淑莹 郭宇翔

48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花漾舞蹈队 何京亚

49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叶道馆（工贸跆拳道队） 王晶

50 东莞市技师学院 梦飞扬音乐协会 李盈睿

51 清远市技师学院 天空吉他协会 李海斌

52 清远市技师学院 自由武术协会 梁嘉

53 惠州市技师学院 健美操协会 邹舒欢

54 惠州市仲恺技工学校 韩舞社 黄凯丽 王学根

55 罗定市技工学校 忠武跆拳道俱乐部 陈明伟 李志雄

56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礼仪社 谢耘

57 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 合唱团 肖淑萍 罗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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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社团

学校名称 社团名称 指导老师

广东省技师学院 博思科技协会 谢志平

珠海市技师学院 市场营销协会 覃婷 张丽丽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学生青年义工社 赵彩红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教务学生服务社 杨莉莉 陈冠杰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社团联合会 杨洋 梁冰玉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行者天空校园电视台 黄慧心 胡锦生

清远市技师学院 团聚清技协会 何昀昕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6S轮滑社 黄晓梅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艺术团 王玫玲

深圳技师学院 SIT青年舞蹈团 王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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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创新能力社团

学校名称 社团名称 指导老师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心理健康与发展协会 罗莉云 杨琳琳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宅新仁影视协会 郑怡鑫 卢超兴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岭南文化创新传承社 刘科 邓丽妮

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APP开发社团 刘珍 周同金

江门市技师学院 华溢话剧社 霍柳月

江门市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主持人协会 刘雅芬

云浮技师学院 志愿者服务队 康晓雪 刘莹莹

惠州市技师学院 3D打印与三维设计协会 王凯 成雯

罗定市技工学校 精武会武术醒狮团 李威 陈明伟

韶关市技师学院 悦动音乐社 骆毅 蓝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