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职教学〔2020〕10 号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关于福建省职业院校

“停课不停教”优秀管理及教学案例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关于开展福建省职业院

校“停课不停教”优秀管理及教学案例评选的活动通知》（闽

职教学〔2020〕4 号）精神，学会共收到各单位选送案例作

品 209 个，经组织专家评审和公示，现将福建省职业院校“停

课不停教”优秀管理及教学案例评选结果通知如下（详见附

件）。

附件：《福建省职业院校“停课不停教”优秀管理及教



学案例评选获奖名单》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0 年 8 月 3 日

抄送：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0年8月3日印制



附件

福建省职业院校“停课不停教”

优秀管理及教学案例评选获奖名单

高职组

优秀管理奖（单位）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黎明职业大学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应用类（课程）

一等奖（5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建筑工程测量 张敏、刘梅姜、林君强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导游业务 黄宇方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PLC 技术及应用 方凤玲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儿科护理 王会宁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口腔颌面外科学 王倩、杜颖、汪龙凤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二等奖（10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人力资源管理基础 邱静艺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GNSS 定位测量 张思慧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大学英语（二） 程妍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景观施工图识图与

制图
邹云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货物运输实物 李艳珍、苏玉娜、洪巧丽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苏瑞莹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外贸企业税收实务 高绯、苏颖宏、蔡春燕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学前儿童家庭教育 林静宜 厦门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连志霞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

学院

展示设计 林端端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三等奖（20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社区护理学 张小玲、龚国梅、池长德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仓储配送技术与实

务
林媛媛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

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钟玉梅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连锁门店运营实务 苏玉娜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建筑 CAD 邓于莘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英语 简晓艺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外科护理 康萍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与健康 郭建忠、王姗姗、赵少杰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啦啦操 操舞工作室 黎明职业大学

外科护理学 杨士来、王花萍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杨婷婷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手机应用开发 郑志娴、陈自力、王军祥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思科网络 CCNA2 黄美璇 黎明职业大学

生物化学检验 郭月丽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土建数学 沈焰焰、黄惠玲、刘淋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洪凌艳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工程测量 黎文娥、黄连英、赖晓龙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餐饮服务 张清影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连锁企业促销技巧 杨晓凌、李英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护理 肖默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优秀奖（30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疫情专题教育课程 翁秀琴、张艳君、杨敏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广告专题 姜兰花、于永宏、林阿娟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电视摄像（一） 黄明波 黎明职业大学

口语英语 2 卢丹晖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文案创意思

维与写作技巧
胡鹭展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

学院

环境模型制作 郭妍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平面构成 闫小强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苏新萍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色彩（四）—创作

与写生
林雅婷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血液学检验 刘慧丽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经济学基础 卢艺芬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化学 陈萌楠、罗彩林、郑晨娜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大学生心理辅导 教育与心理教研室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网格营销 彭元柳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营养学 吴菲菲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美学 何文静、陈凤萍、陈子爱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唐淑缓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李玲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诊断学 汪勤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键盘和声与即兴伴

奏
王葳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作业治疗学 林晓敏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数字图像设计 杨斌、刘燕江，刘碧云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沙盘 吴岚萍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会计实务 苏子、杨鑫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儿童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
王芳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机械制图与CAD（2） 林星陵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职业生涯发展与创

新思维
汪琳、孙云莉、宋凌云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大学英语 斐小洁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PHOTOSHOP 专项技

能考证
陈雅瑜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

学院

施工组织与管理 陈细红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中职组

优秀管理奖（单位）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福建省邮电学校

莆田卫生学校

福建经济学校

漳州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福清龙华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理工学校

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

福建工贸学校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

莆田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南平技师学院

教学应用类（课程）

一等奖（5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哲学与人生 李琦琳 福建经济学校

英语学考冲刺 吴秀源、黄蓉 莆田卫生学校

药物学基础 佘雪花 福建省福清卫生学校

病理学 陈云燕 福建省福清卫生学校

学前儿童卫生保健 吴晨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二等奖（10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视唱乐理 王小天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计算机应用基础 郑子伟、郑芳芳 莆田卫生学校

卫衣样衣开发实训 吕玉玲、邓江凤 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

数学 李朝萍 莆田卫生学校

英语 张缘缘 福建省邮电学校

3ds max 黄向伟 龙岩技师学院

JavaScript 对象 吴红英、吴德进、刘斌茂 厦门信息学校

旅游概论 谢怡潆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德育学业水平考试 纪惠如 集美工业学校

电子技术基础 邹兴宇 福建工业学校

三等奖（20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语文寒假在线课程 余绚、邬闽莉、郑利丹
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专

学校

福清卫校 19级英

语课程
林莺 福建省福清卫生学校

语文 许秀如 福建商贸学校

语文 范楚丹 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

基础钢琴 陈映红 福建经济学校

制冷与空调技术 黄凌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职

业中专学校

汽车电子电工基础 高辉、余茂生、邵鹭 福建工业学校

电子技术与技能 蔡前晶 福建理工学校

市场营销基础 郑莉莉 漳州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信息技术 邓萍 福建经济学校

通信电子电路 陈东升 福建省邮电学校

商业会计 徐锡光、任敬怡 福建省邮电学校

基础会计 财会组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公共艺术 林玲玲 集美工业学校

客户关系管理 狄钰杰、张丽芳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职

业中专学校

妇科护理 周清、郑智嘉、危祝平 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



哲学与人生 陈月娟 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

汽车一二级维护 刘亮亮 福建理工学校

西式面点 严爱丽 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网络传输介质 周烽 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奖（30 个）

课程名称 教师 所在单位

计算机应用基础 翁秋珠 福建工业学校

局域网管理 曾美华 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

哲学与人生 林榕 福建经济学校

网线的制作与检测 王文慧
福建省惠安开成职业

中专学校

19级语文基础 赵钰龄 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市场营销实务 郑芳舒、李玲 福建省邮电学校

计算机应用基础 卢丽华、吴智斌、林泽 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

翻转课堂与线上教

学模式相结合
林志强 永春职业中专学校

护理学基础 叶玉平 福建省福清卫生学校

哲学与人生前言课 许瑾瑜 厦门信息学校

学前儿童发展 张龙辉 泉州工商旅游学校

机械基础 机电教研组 福建铁路机电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安全
谢芳、吴春巧、陈秀乾 福建铁路机电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票务

管理
朱先威 福建工业学校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

业道德
任榕榕

福建海洋职业技术学

校

酒水知识和调酒 严娴梅 福建理工学校

疫情心理 黄艳琳、杜春美、方颖
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

专学校

基础会计 方明雯 福建建筑学校

语文 张玲、林琰、念鹏程 福建商贸学校

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研组 福建理工学校

中职语文 唐丽 集美工业学校

解剖学基础 何丹丹 福建省福清卫生学校

网店客服 林云斌 福建工业学校

英语 连小铃、黄达莎
漳州第一职业中专学

校

英语 英语组 福建理工学校

物流基础 林萍萍 福建第二轻工业学校

手工 彭柳燕 南平技师学院

机械基础 李梅贵 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书法基础知识 宋林晟
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

专学校

餐饮服务与管理 覃娟娟、张莹、郑益谦 厦门工商旅游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