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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高师培字〔2019〕11 号 

 

关于公布 2019年浙江省高等学校 

微课教学比赛结果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 

根据《关于举办 2019年浙江省高等学校微课教学比赛的通知》

（浙高师培字〔2019〕4 号）文件精神，经各高校推荐、专家评审、

联评复议和网上公示，现将 2019 年浙江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结果

公布如下： 

本科组：嘉兴学院安娜、钱大可的《销售兵器 FABE 销售法》

等 30 件作品被评为一等奖；浙江农林大学汪涵、杨仙玉的《关于

鸡蛋那些事儿》等 52 件作品被评为二等奖；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

院陈思的《当代西方建筑思潮》等 58 件作品被评为三等奖。 

高职组：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汤澹的《过海关（Going Through 

Customs）》等 25 件作品被评为一等奖；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杨艳、孙春华、傅嘉的《Handling of Guest Emergencies（客人突发

状况处理）》等 43 件作品被评为二等奖；湖州职业技术学院黄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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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华、沈夏威的《灵活应用 FAB 法则，助你提高汽车销量》等

49 件作品被评为三等奖。 

浙江海洋大学等 26 所高校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希望获奖教师和单位再接再厉，在教学中积极探索信息技术

与教学的融合，切实推动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信息化教学能

力，为教育强省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 

1. 2019 年浙江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获奖名单 

2. 2019 年浙江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优秀组织单位 

 

 

 

浙江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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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浙江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获奖名单 

本 科 组 

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1 销售兵器 FABE 销售法则 本科 安娜、钱大可 嘉兴学院 一等奖 

2 
七分钟带您了解内因驱动的摄像机

运动 
本科 任文轩 浙江海洋大学 一等奖 

3 如何调节情绪——合理情绪理疗法 本科 陈树婷 杭州医学院 一等奖 

4 国际贸易实务 本科 孙金秀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一等奖 

5 《音乐剧“唱词”的表达技巧》 本科 梁卿 宁波大学 一等奖 

6 
见义勇为：怎么看？怎么办？怎么

“断”？ 
本科 王震 宁波工程学院 一等奖 

7 单片机实现独立式按键控制项目 本科 
安康、张慧熙、 

孙亚萍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一等奖 

8 一键轻松实现视频抠像 本科 胡秋芬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9 
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日语会话中国相

声 
本科 张艳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一等奖 

10 消息源的使用规范 本科 曾薇 浙江传媒学院 一等奖 

11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本科 王颖 中国计量大学 一等奖 

12 企业战略选择 本科 
徐艾菂、张雪青、 

万长云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13 认识广州管圆线虫 本科 梁韶晖 温州医科大学 一等奖 

14 二重积分的计算 本科 孙庆有 杭州师范大学 一等奖 

15 《中国话语的英文表达》 本科 王一帆、应蕙蕙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一等奖 

16 跨境物流 本科 伍蓓 浙江工商大学 一等奖 

17 鸡尾酒调制方法——摇和法 本科 葛敬炳 湖州师范学院 一等奖 

18 你与优秀设计差一个探索 本科 李睿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一等奖 

19 什么是大数据？ 本科 钱璐、毛樟伟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一等奖 

20 企业社会责任导论 本科 沈奇泰松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一等奖 

21 缺铁性贫血的临床表现 本科 徐林燕、赵磊 丽水学院 一等奖 

22 病理生理学 本科 许益笑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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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23 春节福信仰的道德传承 本科 宣炳善 浙江师范大学 一等奖 

24 甲状腺的解剖与临床 本科 
郑莲顺、张晓明、 

凌树才 
浙江大学 一等奖 

25 从长征精神看中国革命道德的内容 本科 龚鹰 浙江海洋大学 一等奖 

26 国际商务用餐礼仪 本科 
薛晶晶、申屠春春、

余燕红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一等奖 

27 
摄像专业职业损伤的预防性训练—

—初级篇 
本科 张晓瑛 浙江传媒学院 一等奖 

28 双跑楼梯剖面图的画法 本科 赵欣、陈丹维 浙江树人大学 一等奖 

29 市场营销组合策略案例分析 本科 周敏 浙江海洋大学 一等奖 

30 货币时间价值的魔力 本科 蔡荣江 宁波工程学院 一等奖 

31 关于鸡蛋那些事儿 本科 汪涵、杨仙玉 浙江农林大学 二等奖 

32 主题性晚会类主持开场模拟训练 本科 陈博、李一洲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二等奖 

33 有礼助力——面试礼仪全攻略 本科 郭祺佳、黄宾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二等奖 

34 
短视频营销典范—抖音带货模式中

的营销学 
本科 李玫昌、李景瑜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二等奖 

35 《导数的概念》 本科 潘建丹、项熙丽 温州商学院 二等奖 

36 to Think at the Margin 本科 
王黎黎、李怡慧、 

刘晓丹 
浙江海洋大学 二等奖 

37 《复合节奏训练法》 本科 王晓佳 温州大学 二等奖 

38 大影视 小景别 本科 俞洁 浙江传媒学院 二等奖 

39 Culture Shock A Fish Out of Water 本科 顾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40 广告叙事的陌生化策略 本科 胡文财 浙江财经大学 二等奖 

41 创伤绷带包扎 本科 霍塞虎 浙江警察学院 二等奖 

42 科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 本科 姜珊珊 绍兴文理学院 二等奖 

43 交互英语 本科 蒋婷婷、杨玲 丽水学院 二等奖 

44 《网络公关，谁主沉浮》 本科 李巧苗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二等奖 

45 多机位剪辑 本科 任月琳 浙江传媒学院 二等奖 

46 华尔兹舞方形步训练 本科 王子豪、姜雨田 浙江音乐学院 二等奖 

47 双人舞托举——“比翼鸟与分飞燕” 本科 杨文佳 浙江师范大学 二等奖 

48 植物生理学 本科 陈哲皓 杭州师范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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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49 
Cultural Awareness in Brand Name 

Translation 
本科 沈悦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二等奖 

50 
离散数学—主析析取范式的求法与

应用 
本科 

孙志海、叶岩明、 

张海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 
二等奖 

51 电气控制与 PLC 技术 本科 王玉槐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二等奖 

52 谈粉色不变之认识粉尘爆炸机理 本科 
王正宗、李方洲、 

宋小芳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二等奖 

53 夹具设计要点与技巧 本科 夏如艇 台州学院 二等奖 

54 偏瘫运动功能评定 本科 徐琳峰 杭州医学院 二等奖 

5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科 杨伊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二等奖 

56 
有话就要直说吗？语用学之会话原

则 
本科 张华 温州医科大学 二等奖 

57 欧洲建筑艺术 本科 
包伊玲、陶锋、 

赵书松 
宁波大学 二等奖 

58 How to Describe a Modern Landmark 本科 
李娟、贾爱武、 

王甲能 
浙江工商大学 二等奖 

59 皇上去哪儿？ 本科 沈奕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二等奖 

60 “可供性”与空间环境设计 本科 徐入云 宁波大学 二等奖 

61 毫厘之间定乾坤——球后注射 本科 陈豪、陈天予 温州医科大学 二等奖 

62 有趣的地图投影变形 本科 
程春梅、朱骏、 

涂乾光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二等奖 

63 产品仿生设计 本科 林欢 衢州学院 二等奖 

64 跨越世纪的青春对话 本科 汪佳佳 浙江理工大学 二等奖 

65 “See ya”: Strategies for Leavetaking 本科 杨仙菊、慕凯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二等奖 

66 财务管理 本科 钟琮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二等奖 

67 大宗商品交易实战 本科 周巧萍 宁波财经学院 二等奖 

68 道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素和条件 本科 
管满泉、黎晓龙、 

王颖志 
浙江警察学院 二等奖 

69 News Values （新闻价值） 本科 姜希颖 浙江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70 胎儿与母亲的第 1 次对话 本科 李燕 宁波大学 二等奖 

71 财务杠杆的奥秘 本科 刘刚、杨洁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二等奖 

72 企业经典架构英语全解析 本科 刘宁 台州学院 二等奖 

73 暗箱：从绘画的辅助工具到摄影术的 本科 吕聃、施一梁、 浙江农林大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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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雏形 程杨阳 

74 文字与图片的适配度 本科 
毛碧莲、查波、 

楼文青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二等奖 

75 
西湖要改译名了吗？浙江旅游景点

之湖泊的翻译举例 
本科 沈惠佳、毛樟伟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二等奖 

76 创业团队组建的三把剑 本科 孙龙 浙江师范大学 二等奖 

77 
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民

营经济 
本科 习蓉晖 宁波工程学院 二等奖 

78 医疗教学在美国 本科 
余嫦嫦、林云、 

黄曼茜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二等奖 

79 今天你被“歧视”了吗 本科 余凯丽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二等奖 

80 Variable Costing（变动成本法） 本科 袁怡闻、傅颀 浙江财经大学 二等奖 

81 模拟信号数字化 本科 张媛 湖州师范学院 二等奖 

82 年终奖的个税政策 本科 
朱计、毛樟伟、 

王洁增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二等奖 

83 当代西方建筑思潮 本科 陈思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三等奖 

84 
谈谈混凝土的“温和气质”——混凝

土的和易性 
本科 冯蕾 宁波工程学院 三等奖 

85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原子化器 本科 胡晓斌 湖州师范学院 三等奖 

86 戏曲旦角把子功——掖花技法 本科 金彩芳 浙江音乐学院 三等奖 

87 财务杠杆 本科 章奕玲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三等奖 

88 
Cues for Identifying Definition (鉴别

讲座中的定义标记词) 
本科 陈忆玮 杭州师范大学 三等奖 

89 矩阵的化简 本科 毛小燕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三等奖 

90 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失败 本科 毛卓圣、程旭恵 衢州学院 三等奖 

91 单摆 本科 王世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92 如何在谈判中有创意地合作？ 本科 王扬眉、李爱君 浙江万里学院 三等奖 

93 播音创作基础 本科 王一婷 浙江传媒学院 三等奖 

94 
从奥体“小莲花”开合屋盖的安装来

说说建设工程施工放样 
本科 吴章土、靳建明 浙江树人大学 三等奖 

95 
为“坐”而“座”——椅类家具的功

能尺寸设计 
本科 岳秀华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三等奖 

96 二维码在室内定位技术的应用 本科 陈莎莎 浙江万里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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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97 教师口语 本科 高树昱 丽水学院 三等奖 

98 
以“证” 为帆，融通世界——走进

信用证 
本科 蒋江林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三等奖 

99 《托福英语》口语——如何做笔记 本科 孔佳鸣、庞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100 片剂 本科 李方园 浙江大学 三等奖 

101 “996 工作制”的是与非 本科 卢孔海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三等奖 

102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本科 盛囡囡、梁世斌 浙江万里学院 三等奖 

103 
积极的自我归因——远离习得性无

助 
本科 

王亚楠、陈文干、 

张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三等奖 

104 法医解惑——尸斑 vs 皮下出血 本科 午方宇、陈健、陈帆 杭州医学院 三等奖 

105 《西方建筑史早期文艺复兴》 本科 杨晓莉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三等奖 

106 健美操队形创编方法 本科 尤晓旭 浙江传媒学院 三等奖 

107 Preview news articles 本科 朱洁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08 
设计中的交响乐——三段式节奏与

韵律设计法的应用 
本科 祝小林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三等奖 

109 喷管及其工程应用 本科 
杜锦才、俞自涛、 

黄灵仙 
浙江大学 三等奖 

110 酒的分类 本科 范轶琳、孙沐 浙江树人大学 三等奖 

111 带你走进别墅建筑设计 本科 李菲 衢州学院 三等奖 

112 你的健康，要用“锌” 本科 李姗姗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三等奖 

113 创业梦之始——如何给公司取名 本科 倪龙燕 浙江理工大学 三等奖 

114 神经网络：模型与实现 本科 石向荣、黄坤 浙江财经大学 三等奖 

115 双龙大战中的“成本”玄机 本科 赵宇恒 浙江财经大学 三等奖 

116 Arrival Reception（入园接待） 本科 白晴雪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三等奖 

117 手缝针的工艺技法 本科 常婷、刘焘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三等奖 

118 电子商务实习 本科 
陈育蕾、钱存阳、 

王翎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

院 
三等奖 

119 《莎菲女士的日记》解读 本科 杜瑞华 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三等奖 

120 公共关系学 本科 蒋楠 中国计量大学 三等奖 

121 透视原理 本科 李文娟 嘉兴学院 三等奖 

122 童话世界里的“项目投资” 本科 任黛藤 宁波财经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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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123 
从瑞幸咖啡挑战星巴克看企业的迎

头定位策略 
本科 苏环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三等奖 

124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本科 陶英霞 杭州医学院 三等奖 

125 线性规划解的现实意义 本科 王明宪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126 汽车拖拉机学 本科 
徐丽君、姚立健、 

赵超 
浙江农林大学 三等奖 

127 死锁现象及应对 本科 徐志望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三等奖 

128 How to write an English résumé 本科 俞延延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三等奖 

129 大数据的价值 本科 
陈钰芬、苏为华、 

陈骥 
浙江工商大学 三等奖 

130 Oxford Word of the Year 2018TOXIC 本科 董洋萍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

学院 
三等奖 

131 耳穴疗法 本科 季超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

术学院 
三等奖 

132 
指示代词これ、それ和あれ的使用方

法 
本科 陆贝旎、柯飞 

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

术学院 
三等奖 

133 基因与人类 本科 
孟繁星、王日昕、 

黎明 
宁波大学 三等奖 

134 稀溶液的依数性——蒸气压下降 本科 韦静 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三等奖 

135 希区柯克式变焦镜头的摄制 本科 
郁从蕾、邹昱、 

曾立新 
丽水学院 三等奖 

136 三相电路的三相电源 本科 
张雪莲、李欣、 

谭勇 
衢州学院 三等奖 

137 国际商务谈判——双赢谈判 本科 张吟白 浙江理工大学 三等奖 

138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生涯意识

唤醒》 
本科 朱莹、吴燕、吴满成 嘉兴学院 三等奖 

139 会计沙盘模型解读会计对象 本科 单航英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三等奖 

140 《初级汉语听说》你去过上海吗？ 本科 杨铁铮 浙江科技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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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职 组 

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1 过海关（Going Through Customs） 高职 汤澹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点茶实操与鉴赏 
高职 康保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一等奖 

3 演员片场的工作 高职 向成龙、张鑫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一等奖 

4 邮件合并域的灵活应用 高职 叶银兰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一等奖 

5 BIM 三维施工场地布置 高职 
柴美娟、徐卫星、 

赵丹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6 
商务英语—前台接待（GREAT Tips 

for being a Great Office Receptionist） 
高职 

陈群、陈走明、 

孔珊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7 双层组织图轻松画 高职 马旭红、罗炳金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8 厨房平面布局设计 高职 
张欣、谭秋华、 

吴佳南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9 
像电影中一样启动车辆？先分析下，

车辆启动的条件！ 
高职 郑明锋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0 红色浙西南 高职 舒佳、翁婉仪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1 阿拉伯手势密码 高职 余燕芳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2 景别在电影中运用与意义 高职 刘晓东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一等奖 

13 
童心萌动 恰如其分——幼儿恰恰组

合教学 
高职 

裘静芳、冯莉霞、 

童平 
宁波教育学院 一等奖 

14 咖啡遇见甜品 高职 
杨国强、罗栋琼、 

张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一等奖 

15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 高职 
寇舒、吴湘莲、 

王海峰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6 品牌命名宝典 高职 李菁羚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7 
千金一掷 返君百金——《境外购物

退税》 
高职 李娜、林娴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18 
How to Make A Good Resume 英文

简历的制作 
高职 刘征伍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9 旅游者的气质类型 高职 孟铁鑫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0 互联网金融 高职 李方超、阮吟晖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21 Business Reception 高职 王慧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2 西餐的服务方式 高职 
徐行健、董智慧、 

姜国华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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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高职 俞亚芹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4 招贴设计 高职 黄汶俊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5 
“救”在这里，关爱生命——心肺复

苏操作方法 
高职 

上官福忠、刘翔、 

杨仲璋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6 
Handling of Guest Emergencies（客人

突发状况处理） 
高职 

杨艳、孙春华、 

傅嘉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7 
商帮文化 通古达今——晋商与徽商

的比较 
高职 季瑶娴、陈君、徐洁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8 
特殊旅客服务——轮椅旅客的服务

与沟通 
高职 姚璐艳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9 积木游戏的建构技能 高职 袁永雄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二等奖 

30 压疮的力学原因及预防 高职 陈燕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1 刚需族选房指南 高职 
骆张航之、吴育萍、

楼聪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2 网络安全基础之如何划分 VLAN 高职 黎海霞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二等奖 

33 修复老旧照片，回忆最美青春 高职 
曹琦、李如桃、 

王先花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4 当会计遇上扑克牌——借贷记账法 高职 韦世雷、蔡玉娟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5 表情礼仪 高职 杨菁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二等奖 

36 “低头族”自我放松方法 高职 
杨清颖、陈碧清、 

高梦雅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7 说“缘” 高职 陈侣君、郑茜、朱佩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38 发动机机油机滤的选择与更换 高职 洪洋、马建强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39 人际沟通的润滑剂——同理心倾听 高职 兰丽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0 悲剧美：老舍笔下的末世群生 高职 王国庆、薛素君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1 销售预测—Excel 一元线性回归 高职 陈颖达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2 
四句话轻松确定线管内导线的根数

与属性 
高职 

杜妮妮、姚静、 

卫莎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3 理化分析技术仪器讲解之—旋光仪 高职 黄涵年、冯文婕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4 Trademark Translation 商标翻译 高职 黄笑菡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5 变频器：改变生产的节奏 高职 
徐爱亲、周国良、 

周乐峰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6 Million 的数字口译 高职 许皓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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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47 罪犯心理分析 高职 张权、高斐、叶俊杰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二等奖 

48 7 Tips to Ace a Job Interview 高职 章宁、付梦蕤、赵飞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49 仁爱思想的产生与历史发展 高职 陈泗铮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0 玩转创意产品摄影之悬浮物体拍摄 高职 冯雅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1 汽车蓄电池亏电怎么办 高职 
施卢丹、周梅芳、 

龚元冰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2 轻松换装华丽变身——css 样式基础 高职 赵健、李明明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高职 郑盼盼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4 
“面试小细节，成就大梦想”——面

试礼仪 
高职 朱小怡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5 图解增值税的“前世今生” 高职 刘芳芳、刘丽霞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二等奖 

56 
车床步距规和数控机床位置精度检

测 
高职 

祝洲杰、刘健、 

尤光辉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7 快递客户流失原因分析 高职 
董海芳、王再良、 

刘国康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8 
羽毛球正手发高远球技术点线面训

练法 
高职 

汪飞潮、吴烈栋、 

朱刚勇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59 有趣的图表 高职 
查香云、孟燕、 

刘志刚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0 合理使用信用卡，确保信用不掉价！ 高职 蒋璐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二等奖 

61 汽车底盘诊断与修复 高职 王冬冬、丁青青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2 镜头形式 高职 王月婷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3 
“双十一”你真的赚到便宜了吗？—

—身边的经济学之价格歧视 
高职 熊庆云、张莉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4 货币性职工薪酬的核算 高职 
徐海燕、刘花、 

褚玲仙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二等奖 

65 “史话管理系列”之人岗匹配 高职 姚昕陶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6 大学英语拓展模块：跨文化交际 高职 张霞霖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二等奖 

67 巧用酒店英语沟通的“商务辞令” 高职 
郑羽蘅、张晶、 

周寒琼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二等奖 

68 
排队有乾坤——如何做好节事活动

入场的排队设计 
高职 

朱文婕、吴媛、 

丁文剑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69 
灵活应用 FAB 法则，助你提高汽车

销量 
高职 

黄锋、毛建华、 

沈夏威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0 名优绿茶冲泡法 高职 金霞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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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71 5 分钟学会制作 H5 视频新闻 高职 林婷、唐凡舒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三等奖 

72 从“”“蚕头雁尾”看隶书之美 高职 罗俊、李妙君、赵振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3 服饰礼仪之领带 高职 
潘雅辉、朱月双、 

沈园元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4 Telephone Message 高职 赵素君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5 正确把握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 高职 朱雪、赵效萍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6 机油的更换 高职 杜晴、徐志勇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7 手冲咖啡入门指南 高职 陶颖、张建宏、徐峰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8 经济学应用 高职 王婕佳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9 
让你的包装会说话食品包装的色彩

定位 
高职 张瑛、陈浅雨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80 
小动物、大品牌—动物形态标志设计

创意与技法 
高职 

戴瑞、华玉亮、 

范子珍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81 
“HAPS”法解读中国古诗词中的隐

喻以梅花意象为例 
高职 顾飞飞、王璞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2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生活中的货

币时间价值 
高职 洪韵华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3 《动画场景设计》——平行透视绘制 高职 茅舒青、韩越祥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4 什么是非遗？ 高职 孙非寒、叶崇凉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5 你抽的是烟还是“税”？ 高职 
孙丽鹏、张瑜、 

张燕红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6 西方古代建筑---欧洲建筑类型 高职 张倩慧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7 酒店服务中感觉的秘密 高职 章杰瑛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三等奖 

88 展位接待，五步骤助你赢得客户 高职 朱旻媛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89 依法行使法律权利 高职 池锦刚、邵方益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0 利率万花筒 高职 
史真真、朱莉妍、 

林艳琼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三等奖 

91 经济学基础 高职 
王瑞荣、魏艳秋、 

高军行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2 社交电商 高职 颜谢霞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3 高职高专英语 高职 崔红卫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4 科学高尚的人生追求 高职 
南珊妹、丁菁、 

王红辉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三等奖 

95 应收账款管理 高职 沈徐媛、王玑莹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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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赛作品名称 组别 姓名 单位 奖项 

96 
“氢”舞飞扬——燃料电池车不得不

说的故事 
高职 汪洋、蒋璐璐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7 蝴蝶兰组培快繁技术 高职 王云冰、赵国富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三等奖 

98 客厅地砖选购 高职 
张飞燕、陈云舟、 

刘瑛瑛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99 
感知生命——心电监护仪之患者端

连接 
高职 

陈井芳、黄金银、 

徐金梅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0 
从电视剧《都挺好》看自然人财产继

承—法定继承 
高职 

范南强、肖春竹、 

莫晓燕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三等奖 

101 如何介绍产品 高职 黄青青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2 
新个税法那些事儿—教你认识新个

税专项附加扣除 
高职 金强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3 汽车电子商务是神马？ 高职 盛琦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4 ABC 法让物流成本无处可藏 高职 王顺林、陈一芳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5 幼儿想象式说谎 高职 赵丹、林洁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6 
遗失护照你别慌，六个步骤来搞定—

—Losing Passport 
高职 

李剑霞、吴梅、 

林菡洁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7 个性微信头像制作 高职 
全秋燕、周晓莺、 

王英彦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8 “标题党” — 跨境产品标题 高职 黄莎莉、吴环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09 “神奇的”消防水泵 高职 蓝美娟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0 针对幼儿的奥尔夫原本性音乐实践 高职 
李芳、符丽琴、 

韩江敏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1 经济学基础——均衡价格的变动 高职 
刘志敏、许珊、 

王利东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2 
Android UI 设计——利用布尔运算

制作图标 
高职 

孟燕、查香云、 

罗盛章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3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高职 彭贵芝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4 
跨境电商“APT”精致服务，从物流

状态更新开始 
高职 

熊艾莎、朱依萍、 

李海清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5 
健脑手指操——提升学习能力的“硬

核”方法 
高职 

朱婷、方黛春、 

骆飞霞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6 
Western Dining Etiquette—Are you a 

gentleman 
高职 陶婧、陈劲节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17 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 高职 章婷婷 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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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浙江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优秀组织单位 

（共 26 所） 

 

浙江海洋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丽水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宁波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医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