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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关于公布 2017 年温州市中职学校教师 

命题竞赛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中职学校： 
2017 年温州市中职学校教师命题竞赛活动业已结束。经

专家评审，评出一等奖 18 名、二等奖 34 名、三等奖 49 名。

现将各科获奖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2017 年温州市中职学校命题竞赛获奖名单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2017 年 12 月 4 日 

 
 

                                                            
抄送： 市教育局。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4 日印发 

                                                            



附件 

2017 年温州市中职学校命题竞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18 名） 

学校 类别 姓名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语文 卢晨静 王诗倩 戚琦琳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赵寻寻 李  静 陈彬彬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语文 蔡晓静 李陈胜 金  丹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数学 林玲利 叶婵慧 王 娜 

永嘉县职业中学 数学 叶星厚 李孙周 李雪丽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杨立群 邓佰乐 孙裕淼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林荣荣 张华丹 李珉戎 

瑞安市国际商贸学校 英语 胡振华 沈秀琼 俞曾蕾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英语 苏月芹 钟锦荷 董静静 

瑞安市国际商贸学校 计算机 高  娜 方岳跃 肖云飞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朱 昉 陈怡怡 孙雷娜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 陈海静 叶琴娜 倪伊蕾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财会 郑  雅 李建利 郑月秋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电子商务 牟丽丽 潘  雯 童丹萍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会计 邵晓荷 汪芳蕾 陈杨柳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文秘 王洛丹 陈利智 赵文锋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车运用与

维修专业 
白佳峰 陈家稀 王建广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电子 何康康 张再益 徐京岗 

二等奖（34 名）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语文 张瑶惠 董海莘 吴张玲 

鹿城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郦婷婷 任良虹 余  琼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陈  萍 虞微丹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语文 南菲菲 徐蒙蒙 李佳佳 

洞头职教中心 语文 陈卫平 范  金 陈雅梅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语文 林  达 吴丽荷 林  雪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数学 李  鸯 林美丽 邵泉取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数学 钱亦官 方  丽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数学 唐荣洲 诸葛爱道 钟松珠 

瑞安市国际商贸学校 数学 陈云飞 郑深恩 孙成红 

温州护士学校 数学 李来国 陈蓓霞 谢品杰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数学 陈远兰 刘  艳 孙根薇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英语 施曼丹 谢海丹 

永嘉县第三职业学校 英语 徐跃萍 张建晓 

鹿城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何筱佩 林雪影 黄琍静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叶文兴 朱伟芳 黄伟伟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英语 梅少敏 刘  静 邱洋洋 

永嘉县职业中学 英语 金安曼 周晓群 

洞头区职教中心 计算机 韩妙慧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化希鹏 杨  和 孙春洁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计算机 余广庆 章华吉 张夏元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商业类理论 项小增 刘德秀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财会 徐茜茜 陈  影 朱小霞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电子商务 芮彩凤 金嵘嵘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 钱小丹 李艳春 林爱娟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会计 张小燕 薛小芳 林强虎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子商务 陈章倩洁 林  鹿 李洪娟 周艳梅 
黄晓丽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国际商务 

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旅游 陈云霓 潘  优 张  艳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 陈子行 陈登曜 

乐清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电工 朱楠琳 李  旦 赵立德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 虞超超 冯锦亮 丁林捷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机械 杨义准 肖仁仕 蔡秋秋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服装 郑巨港 曾云燕 

三等奖（49 名）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杨刚华 林乐萍 陈  燕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语文 张庭洁 孙一秋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语文 陈国锋 黄爱清 马莉莉 

苍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李超英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语文 张芒芒 李若菡 王宁宁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语文 林一姬 林雪华 何伶珍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语文 张  卉 刘素芬 黄谊峰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数学 李  智 胡晓苹 黄海茹 

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数学 凌爱民 朱玲媚 陈  军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郑盈赢 潘先韵 王淑嫱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张晓琪 郑秀嫦 邵耀强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数学 杜友明 黄丽琴 陈碧雁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数学 王恩标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曾燕山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数学 何双谊 翁春芳 陈盼盼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学 杨建鸿 郑仲芳 符文芳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英语 李春花 周冰雪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英语 张  静 陈冰洁 郑巧瑾 

乐清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朱  丹 董美娜 卢林丹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英语 金冰梅 陈陪红 胡  丹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英语 洪牡丹 郭  霞 李丽琴 

温州护士学校 英语 林艳丽 林  琳 

永嘉体育运动学校 英语 陈  莹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英语 彭芍芍 罗  英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 万梅芳 邵秀芬 彭祥颜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计算机 赵小秋 孙川巨 谷婷婷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计算机 李  霞 高  烨 姜晓红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级中学 计算机 韩小慧 陈美松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计算机 陈海斌 郑淑琛 孙建芳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财会 林小丹 黄莉彬 王微妹 

瑞安市国际商贸学校 财会 林晓敏 蔡普杰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会计电算化 杨海潮 怀时彬 陈  琴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 王祎祎 施  炜 陈淑娴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商业类 虞旭熙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国际商务 陈思思 唐正正 

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电商专业 王小珍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财会 钟素雷 应丹艳 何  远 

温州护士学校 护理专业 金  哨 刘  静 张  张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财会 张林玲 陶小丹 胡燕红 

温州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文秘 蔡海红 林 韶 黄丽袅 

洞头职教中心 旅游 黄丽燕 郑芳芳 柯文琴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旅游 薛明珠 黄娇娇 李晓玲 

苍南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修 陈红英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 温正喜  苏  红 林治修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汽修 彭淑凝 郑晓晓 陈  蓉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 陈  瑜 支裕奔 江德绪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 林乐英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建筑 严立飞 吴大宽 吕伟伟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服装 谢建平 林  莉 张郑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