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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招生简章
深汕合作   对接帮扶

联合办学   共同发展

劳动创造世界

            成就未来技能

劳动创造世界

成就未来            技能

实习、就业单位

产教融合，实现“校、企、生”三赢良好局面校企合作

实习、就业单位实习、就业单位 共建共享，深化产教融合

技能竞赛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技能竞赛技能竞赛 粤菜师傅 让世界爱上广东味粤菜师傅粤菜师傅

学生社团 多彩社团，张扬青春学生社团学生社团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优秀组织奖”

首届全国“潮菜师傅”技能邀请大赛团体赛——金奖

省“粤菜师傅”技师工作站厨艺大比拼荣获——最佳创意奖、最具潜力团队

我校廖远帆教师被广东烹饪协会授予潮菜烹饪名师

获 奖 作 品

烹 饪 专 业 师 生 作 品 展

校企合作校企合作

郑老师、林老师

欢迎报读陆丰市技工学校

实习
就业单位

汕尾市海珍实业有限公司

汕尾市捷晟汽车有限公司

汕尾信利国际有限公司

汕尾市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陆丰市比德能源有限公司

汕尾市海丰县启阳幼儿园

深圳佳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比亚迪有限公司 东莞达达教育有限公司

广州逸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中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锦龙汽车集团

深圳新大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永达南方投资集团

广东德诚科教有限公司

南海海缆有限公司



招生计划学校简介 SCHOOL  PROEILE学校简介学校简介 ADMISSION SCHEM招生计划招生计划

学校优势 THE SCHOOL ADVANTAGES学校优势学校优势

陆丰市技工学校与深圳鹏城技师学院（原深
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对接帮扶联合办学签
订仪式

汕头技师学院与我校进行教学交流 广东省粵东技师学院粤菜师父——陆丰市技
工学校技师工作站揭牌仪式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原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
校）与我校进行教学交流

陆丰市技工学校创办于1987年，是一所经原省计委批办的全日制技工学校，也是

其时汕尾地区唯一的一所技工学校。目前已发展成集学历教育、培训就业、职业技能

培训和公职人员在岗培训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才培训基地。开设有计算机网络应用、

电子商务、烹饪、幼儿教育、会计、汽车维修等主干专业，在校生1000多人。近年

来，与深圳鹏城技师学院（原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和汕头

技师学院开展联合办学、对接帮扶，共同打造较强的主干专业和师资队伍。

     学生毕业后可在我校学习中心继续报读华南师范大学网络
教育学院高起专科或专升本科学历教育。在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就读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报考深圳市
公务员、职员和雇员等相关职位，享大专学历待遇。

     报读深圳鹏城技师学院的非深户学生，毕业后
获得学校毕业证即可根据深圳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
申请积分入户，将户口迁入深圳市(以深圳市当年政
策为准)

优势一
享大专待遇

一、

1.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参加中考在网上填报我校志愿并来电联系。

2.

二、退费办法和标准

1.申请退费

三、毕业生待遇

学生学习期满，经考试考核合格，发给国家承认的相应“职业资格证”和技工学校“毕业证

书”，同时毕业生纳入全省人才网络，推荐就业。

报名条件及方式

现场审核、注册及缴费：持初中毕业证、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一寸相片六张

直接到我校现场面试、审核资料、注册并缴费。现场缴费使用微信支付，不接受现金支付。

需提供资料：录取通知书、收费收据、退费申请书、学生本人工商银行账户和身份证

复印件（学生无银行卡，可提供同本户口本监护人工商银行账户、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办理

相关手续，方可退费。

3.面试要求：新生需面试合格方可报名注册。

4.报名时间：7月份开始接受报名，周末及节假日不接受现场报名。

5.中招平台填报我校志愿(招生代码:9800158)，也需按上述方式到校报名注册，学位额满即止。

2.退费标准：

（1）学费、住宿费：开学前按90%退费；开学后未满半学期自动退学或经批准转学，按50%退

费，超过半学期不予退费。

（2）课本费、校服费：开学前全额退还，开学后不予退费。

3.弄虚作假、经复查不符合国家招生规定入学，以及违反学校相关管理规定被勒令退学、开除学

籍、私自离校和违法犯罪等行为所交任何费用均不予退费。

   

备注：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高中起点高级技工班：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30人)、汽车钣金与涂装(30

人)，第一年在陆丰市技工学校就读。

   (名额有限，欲报从速)

高级班：五年制  与深圳鹏城技师学院联合办学“2+3” 招生专业

中级班：三年制招生专业

收费标准

学费性质

免学费 所有工种 0

250 250 200

450

2450

2100

2700

2350

700

4000

3300

高耗材工种

一般工种
自 费

工种类型 学     费
（元/学年）

课本资料费
（元/学年）

住宿费
（元/学期）

校服费
（元/一次性）

合计（元/第一学期）

外宿生 内宿生

0436-3

工种
类型

高耗

高耗

专业代码

0603-4

0435-4

招生人数 招生对象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工种类型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高耗

高耗

高耗

高耗

备 注
1.报读涉农专业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按规定可享受二年国家助学金。
 （ ，资助标准具体以当年最新政策为准）。
2.按照国家政策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困难学生享受国家免学费政策。

2000元/年

前两年在校本部，后三年经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测试录取
后在深就读完成学业后获取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并按入深户政策申请入户深
圳和在深推荐就业。

第三年起按
深圳鹏城技
师学院收费
标准收取。

烹   饪

培养从事常用中式烹调原料加工和

常见中式基础菜肴制作的中级技能

人才（中级工）。

常用烹调原料鉴别与应用、烹调原

料加工工艺与技能训练、中式热菜

工艺与技能训练、食品雕刻、凉菜

制作与拼摆等。

中式烹调师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幼儿教育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

会   计

计算机网络应用

培养立足农村和农业，从事营销、统
计与会计核算工作的中级技能人才。

计算机基础、农业经济管理、农
村社会经济统计、农产品营销、
基础会计、企业财务会计、成本
会计、会计电算化、农村政策与
法规、农产品加工、财经法规与
会计职业道德、会计综合实训等。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培养在企事业单位会计部门、从事
会计核算、出纳、税务等岗位工作
或在相关部门从事社保、文秘、仓
库管理、收银等工作的中级技能人才。

会计基础、会计基础模拟、税收实
务、企业会计实务、会计综合实训
、成本核算实务、出纳实务、财经
法规与职业道德、会计电算化、财
经基础知识、经济法基础知识、会
计基础技能等。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培养从事幼儿园日常保育、辅助性

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中级技能人才。

教师资格、保育员

学前教育、学前心理、学前卫生、

幼儿园活动设计与指导、儿童文学

、幼儿园教育课件制作、教师口语

、美术、手工制作、声乐、琴法、

舞蹈、幼儿园环境创设等。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培养从事计算机网络组建、配置和

维护的中级技能人才。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办公软件应用
、计算机操作系统安装与维护、计
算机工具软件应用、网页设计与制
作、VB程序设计与实训、计算机网
络基础、网络组建与应用、网络综
合布线实训、网络管理与安全维护
、通信应用技术基础等。

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计算机

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汽车维修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车钣金与涂装

培养从事汽车维护的中级技能人

才。

机械识图与CAD、电工电子技术、

汽车常用材料选用、汽车机械基

理钳工工艺与焊接工艺、汽车构

造与拆装、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汽车安全检测、汽车维护工艺

、汽车修理工艺、汽车驾驶技术等。

汽车维修工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培养从事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的

中级技能人才。

汽车企业信息化概论、汽车运用技

术、汽车服务企业管理、沟通技巧

、消费心理学、二手车评估、汽车

二级保养综合训练、汽车综合检测

、汽车营销专项技能训练等。

机动车检测工、汽车维修工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培养从事汽车钣金与涂装工作的高

级技能人才（高级工）。

钳工与焊接工艺、汽车构造与拆装

、汽车车身与附属设备、汽车钣金

工艺与技能训练、汽车涂装工艺与

技能训练、汽车装饰与美容等。

汽车维修工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培养从事汽车销售与技术服务工作

的高级技能人才（高级工)。

汽车企业信息化概论、汽车运用技

术、汽车服务企业管理、沟通技巧

、消费心理学、二手车评估、汽车

二级保养综合训练、汽车综合检测

、汽车营销专项技能训练等。

汽车维修工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专业介绍 ROFESSIONAL INTRODUCTION专业介绍专业介绍

电子商务
培养使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现

代信息技术从事商务活动的中、高

级技能人才。

电子商务流程、电子商务网站设计

与制作、电子商务数据安全实务、

条码编制实务等(中级工)。

电子商务师

培养
目标

主干
课程

职业
资格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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