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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举办“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 [2014]10 号

各高职高专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及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动高职高专日语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日语人才培养质量，激

发广大学生对日语的学习热情和兴趣，经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研究决定，于 2014 年举办“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本次竞赛将紧密结合高职高专教学特点，体现工学结合特色，为高职高专院校提供

教育教学成果展示平台，为日语专业师生提供展示风采机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日语相关专业在校生（曾经在日本居住 6个月以上者除外）。

二、竞赛方式

竞赛由个人（命题演讲和问答）和团体（职场日语情景剧表演）两个赛项组成。

参赛队团体得分的 10%计入相应参赛选手个人赛项总分。

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举行。预赛由参赛学校在本校组织，最终选出 2名

个人赛选手和一组团体赛选手（限 3-5人）参加全国赛区决赛。

三、竞赛时间

决赛时间：2014年 10月 16日-19日

四、奖项设立

详见附件 1“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五、报名时间及要求

1. 2014 年 6 月 10 日开始报名，7月 31 日截止。

报名时请提交电子版“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决赛参赛

预报名表（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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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 年 8 月 31 日前，请参赛院校将以下电子版表格、材料发送至组委会指

定邮箱。

（1）“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预赛情况表（附件 3）

（2）“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决赛参赛报名表（附件 4）

（3）“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团体日语情景剧剧本

3. 组委会指定邮箱、联系人及电话

报名及材料发送邮箱：346332267@qq.com（段丽娟老师）

4. 竞赛事宜咨询电话：

0574—86891289 ；13736461661（卢杭央老师）

0574—86891307； 13516744198（卢海英老师）

六、参赛费用及其他费用

1.报名费：个人赛项 600 元/人；团体赛项 800 元/队。

2.参赛院校师生往返交通费用及食宿费用自理。

七、竞赛组织机构及实施方案

详见附件 1。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4年 6月 9日

附件 1 “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附件 2 “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决赛参赛预报名表

附件 3 “J.TEST 杯” 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预赛情况表

附件 4 “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决赛参赛报名表

附件 5 住宿指南

附件 6 交通提示

mailto:3463322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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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一、举办单位及组织机构

1.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单位：（日本国社团法人）日中教育文化振兴会

2.组织机构

成立“J.TEST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

会)、评审委员会、监审和仲裁委员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3.组织形式

为保证赛事规格和水平，竞赛分预赛和决赛。

（1）预赛：预赛由组委会授权各参赛院校自行组织。预赛结束后，各院校将

参加决赛的情景剧剧本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决赛组委会接受审查。

（2）决赛：决赛由竞赛组委会统一组织。

二、参赛对象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日语相关专业在校生（曾经在日本居住 6个月以上者除外）。

三、参赛人数及规模

1.参赛人数：每校个人赛项限报 2人，团体赛项限 3至 5 人。以院校为单位组

队，不受理个人报名。正式报名后，原则上不得变更参赛选手。

2.参赛规模：本次大赛原则上不超过 60 支参赛队，按报名先后顺序排列（以

收到的电子邮件时间为准），额满后不再接受报名。

四、竞赛方式、内容及要求

1.竞赛方式

竞赛由个人（命题演讲和问答）和团体（职场日语情景剧表演）两个赛项组成。

参赛队团体得分的 10%计入相应参赛选手个人赛项总分。

2.竞赛内容及要求

（1）个人赛项：重点考察参赛选手个人的日语表达及应变能力，分命题演讲

和即席回答问题。命题演讲题目于决赛前两周由组委会办公室通知各参赛院校（共

mailto:参赛队团体得分的10%计入相应参赛选手个人赛项总分。请于8月25日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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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个题目，选手在决赛当天现场抽签决定演讲题目）。演讲时间不超过 3分钟；

即席回答 2个问题,评委对一个问题最多重复 2遍，提问和选手回答时间不超过 2

分钟。

个人赛要求及说明：

① 演讲内容中不允许出现所属院校相关信息。

② 比赛过程中不允许使用 PPT 和背景音乐。

③ 选手进入赛场前，需提交 1份电子版和 8 份纸质版的演讲稿，供评委评分

使用。

（2）团体赛项：重点考察参赛选手日语综合运用水平、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

能力。日语情景剧表演，应体现专业特点、职业性、创新性和针对性，原则上应取

材于某一职业领域的真实情境或过程，时间为 5-10 分钟。

团体赛要求及说明：

① 表演内容中不允许出现所属院校相关信息。

② 情景剧表演所需道具原则上自带，竞赛组委会负责提供桌椅等简单道具。

③ 报到时请提交纸质版剧本 8份，供评委评分使用。

④ 团体赛比赛过程中允许使用 PPT 和背景音乐。

四、评分方法

团体赛满分 100 分。个人赛满分 90 分+10 分，其中 90 分为个人演讲得分；10

分为附加分，即该选手参加团体赛得分的 10%；未参加团体赛，个人附加分为零。

评委评出的分数总和的平均值为选手最终得分，且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数。

竞赛组委会在指定区域设置成绩发布点，定时发布成绩。

五、奖项设置

1.奖项类别

个人赛项分别设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为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

奖 30%，其余为优秀奖；团体赛项分别设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为一等奖 10%、

二等奖 20%、三等奖 30%；优秀指导教师奖授予本次大赛获得三等奖以上选手的指

导教师（1名个人赛项选手或 1个团体赛项各限 1名指导教师）；优秀组织奖授予参

赛总成绩前 30%的院校。

2.奖励形式

个人奖项：一、二、三等奖，颁发证书和奖品；优秀奖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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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奖项：一、二、三等奖颁发证书。

优秀指导教师：颁发证书。

优秀组织奖：颁发证书。

六、报名方式及要求

2014 年 7 月 31 日前，提交““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

赛决赛参赛预报名表”电子版（附件 2）。

2014 年 8 月 31 日前，提交“J.TEST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预

赛情况表（附件 3）、“J.TEST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决赛参赛报名表

（附件 4）、“J.TEST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团体赛职场日语情景剧剧

本（电子版）和注明选手姓名的 2寸彩色电子照片，同时，将盖章的正式报名表以

扫描件或图片的形式一并发送至组委会邮箱。竞赛组委会将对各参赛院校提交的团

体赛职场日语情景剧剧本内容进行审查，并于 9月 10 日前将剧本审查结果以电子

邮件方式通知各参赛学校。

注：报到时提交盖学校公章的报名表原件。

七、申诉和仲裁

1.参赛队对不符合大赛规定的设备、工具、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奖励以及

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申诉由参赛队领队在竞赛结束后 2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

时，应按照程序由领队向监审和仲载委员会递交书面申诉报告,要对申诉事件的现

象、发生的时间、涉及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事

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

领队签名。

3.监审和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6小时内书

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如受理申诉，要通知申诉方举办听证会的时间

和地点；如不受理申诉，要说明理由。

4.申诉人不得无故拒不接受处理结果，不允许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工作人

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

八、相关费用

1.报名费：个人赛项 600 元/人；团体赛项 800 元/队。请各参赛院校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前汇款或转账至以下指定银行账号，并在“备注”栏写明“日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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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的字样，保存好银行汇款凭证，以便报到后换取发票。此前无法办理银行汇

款的参赛队，经组委会同意，亦可在报到现场缴纳现金。

收款单位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学苑宾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账号 756280586610001

2.参赛队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九、时间、地点安排

1.报到时间：2014 年 10 月 16 日 10：00-19：00；19：30 召开领队会议，进行

决赛出场顺序抽签,不按时到会者视为自愿服从组委会安排。

2.决赛时间：2014 年 10 月 17 日-19 日。

3.报到地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

4.决赛地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西校区环幕报告厅、会议厅。

十、注意事项

1.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须持身份证、学生证报到，以便核实参赛资格。

2. 竞赛通知及相关信息可登陆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新闻公告-信息服务栏目

查看（http://www.tech.net.cn/web/index.aspx）

3. 若遇不可抗拒的因素，本次竞赛停办或延期举办。

4．本次竞赛不提供住宿及接站服务，请参赛队参照住宿指南（附件五）和交

通提示（附件六），自行安排住宿及到达。

未尽事宜，请直接向本次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咨询。

本方案的解释权属“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组委会。

http://www.tech.net.cn/web/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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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决赛参赛预报名表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学校地址

参加赛项/人数 个人赛 人；团体赛 人 共计： 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备注

因赛事准备工作需要，请参赛院校一定在 7月 31 日前将该表

电子版发送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

组委会指定邮箱：346332267@qq.com （段丽娟老师）

竞赛事宜咨询电话：

0574—86891289 ；13736461661（卢杭央老师）

0574—86891307； 13516744198 （卢海英老师）

请参赛院校联系人加入高职高专日语专业（主任、负责人）群。

并按照“单位简称--个人真实姓名”的格式填写信息，有问题

可随时 QQ 联系。

群名：高职日语

群号：26088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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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预赛情况表

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在校学生数 共计： 人

参加预赛人数

获奖者姓名

获奖团体名称

指导教师姓名

预赛负责人 联系电话

预赛工作总结

包括预赛总体工作概述，主要收获与体会，主要问题及工作建议

等，随该表寄本校预赛照片 3张。（可另附纸）

备注 请将该表于 8月 31 日前发送组委会指定邮箱。

组委会指定邮箱：3463322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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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J.TEST 杯”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决赛参赛报名表

学校名称

领 队
手 机

e-mai

l

联系人
手 机

e-mai

l
个人命题演讲赛

选手 1姓名 性 别 □ 男 □ 女

学 号 身份证号

专业、班级
是否参加

团体赛
□ 是 □ 否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选手 2姓名 性 别 □ 男 □ 女

学 号 身份证号

专业、班级
是否参加

团体赛
□ 是 □ 否

指导教师 联系方式

团体日语情景剧

选手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号 身份证号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手机

学校

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请将该表于 8月 31 日前发送组委会指定邮箱。

组委会指定邮箱：3463322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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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住宿指南

组委会提供以下学校附近酒店信息及联系方式，供参赛院校选择，自行预定。

序号 酒店名称 地址 房价 订房电话

1 学苑宾馆 宁波北仑区新大路 1368 号

（学校东校区门前）

220 元左右/标间

（含早餐）
0574-26888818

2 铭港大酒店 宁波北仑区新大路 1229 号

（学校东校区对面）

260 元左右/标间

（含早餐）
0574-55128999

3 金元商务宾馆 宁波北仑区新大路 1438 号

（学校旁边 50 米左右）

110-120 元/标间

（无早餐）
0574-86862286

4 华府宾馆 宁波北仑区庐山东路124号

（学校附近 300 米左右）

110 元左右/标间

（无早餐）
0574-26875666

5 老板娘 e 家酒

店（北仑学苑

店）

宁波北仑区新大路 1826 号

步行距离学校 10 分钟路程

175-218 元/标间

（含早餐）
0574-86117777

注：以上宾馆请各院校根据各自需求自行预定，房间价格是现在询问的优惠价

格，10 月份也可能会有微变，请各院校进一步网上确认。在预定时可说明是参加宁

波职业技术学院日语竞赛的人员，以便洽谈最优惠价格。

学校附件还有天港大酒店、老板娘慎业商务酒店等，可根据需要自行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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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交通提示

报到地址：宁波北仑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大路 1069 号（北仑通途路与新大路交

汇处，大润发超市斜对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东校

区）。

一、宁波栎社机场

机场打出租车到宾馆，时间约 40 分钟（走高速），费用约 150 元。

二、宁波火（动）车站

线路一：在宁波火车站前广场乘 756 路公交车到明港中学站下车，前行 6分钟

即到达学校（乘车时间约 70-80 分钟，费用 5元）。

线路二：在宁波火车站前广场乘 753 或 783 路公交车到中河路站下车（乘车时

间约 70-80 分钟，费用 3元），到对面换乘 703 或 710 路，到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下车（乘车时间约 20 分钟，费用 2元）。

三、宁波临时客运南站

线路一：在站前乘坐 750 路公交车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乘车时间约 1.5

小时，费用 3元）。

线路二：在站前乘坐 789 路公交车到塘湾站下车（用时约 1.5 小时，费用 4元），

到对面换乘 703 路或 710 路公交车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费用 2

元），塘湾站下车也可回走步行 10 分钟（去大润发超市方向）， 穿过

通途路前行 300 米左右即到学校。

四、宁波客运中心站

线路一：在客运中心乘坐 501 路，505，369 路公交车到宁波火车站下车（乘车

时间约 1小时，费用 2元），然后按火车站线路乘车。

线路二：在客运中心乘坐 505,510 路公交车到宁波临时客运南站下车（乘车时

间约 1小时，费用 2元），然后按临时客运南站线路乘车。

线路三：在客运中心站乘 504 路公交车到宁波火车东站下车（乘车时间约 1小

时，费用 2元），换乘 782 路公交车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站下车（乘车

时间约 1.5 小时，费用 3元）。

五、北仑客运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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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上海等宁波周边城市的师生，可直接乘坐到宁波北仑的长途大巴，在北

仑客运总站下车，乘坐 703 路或 710 路公交车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下车（公交车乘

车时间约 25 分钟）。打出租约 16 元左右。

因宁波新火车站刚投入使用，且市内正在修建地铁，原公交车线路或许会发生

变化，请各位老师乘车前再一次确认线路。宁波市内到北仑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交

车都是 7字开头。

温馨提示：宁波市区到北仑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公交车，晚上末班车一般在 19：

00 点左右，请各校计划好时间，提前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