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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J.TEST 杯”第四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获奖结果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2015]29号

各高职高专院校：

由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外语教指委”）主办，

日本 J．TEST 中国事务局协办，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J.TEST 杯”第四届全国高职

高专日语技能竞赛，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在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竞赛设个人赛和团体赛 2个赛项，共有来自全国 46 所高职院校的 197 名选手

参加了竞赛。其中，参加个人赛选手 84 名，参加团体赛选手 197 名。

经过专家评委会评审，个人赛项评出一等奖 9人、二等奖 17 人、三等奖 25 人，其

余为优秀奖。团体赛项评出一等奖团队 5个、二等奖团队 9个、三等奖团队 14 个。优

秀组织奖 15 个。具体获奖名单见附件。

外语教指委希望各高职高专院校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深入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进一

步提升高职日语教学水平，推动日语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同时，希望参赛院校的

老师和同学们以日语技能竞赛为平台，加强联系和交流，共同为职业教育实现内涵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附件：

1.个人赛项获奖选手名单

2.团体赛项获奖院校名单

3.优秀组织奖获奖院校名单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 年 10 月 22 日

网址： http://www.moewyjzw.com/ QQ群号：29153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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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J.TEST 杯”第四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个人赛项获奖选手名单

奖项 排名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学校名称

一等奖

（9名）

1 张漫兮 陶晓霞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2 戴林坤 金彩侠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3 范杰 卢杭央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4 韩松林 邵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5 董娜 卢杭央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 韩悦蕾 王露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7 陈红 王露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8 柳容荣 李庆君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9 张智聪 黄妍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7 名）

1 吴婷 孙雅男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2 李志鹏 吕英华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3 张钰 齐羽羽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4 王玉湖 朱丹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 曹雯洁 孙晓红 无锡开放大学

6 江市君 李广微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7 吴海燕 王芳 黎明职业大学

8 梁吉松 李喆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9 陈佳明 张东亚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10 孙思敏 崔京花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11 吴婷婷 王冬莉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12 顾康 单天洪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3 苏俊成 李瑞华 安徽外国语学院

14 李欢 李瑜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5 赵周赛 张伟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16 李静颖 董佳 黎明职业大学

17 黄芷芹 付瑶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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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25 名）

1 吴晓媛 远藤紫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 戚洁玉 卿红梅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 钟兴 董娟娟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4 王楚 董娟娟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 李婧艾 周妤帆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6 黄健美 彭丽萍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7 孔敏 龙开胜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8 郭晓 卢情恩 南通职业大学

9 张先煜 胡谦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0 王玉冲 张汝军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11 吴梦颖 张虞昕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2 张芮 胡宇琛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13 郭嘉荣 严春姬 苏州市职业大学

14 蒋春燕 张方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15 陈烁 李衡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技术学院

16 周洁 朱海淑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7 曲洺慧 赵美玲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18 刘晓璇 蓝春敏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19 王成艳 陈丽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0 周元男
安桂艳

王欣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21 张璇 钱芳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22 王鸿鹏 赵建农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3 金淑颖 黄爱华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4 张绍林 郝夜静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25 王雪云 王冬莉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优秀奖

（33 名）

1 彭佩珏 周晓瑜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吴思宇 梁丽华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3 刘菁云 王珏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4 李飞鸿 卢情恩 南通职业大学

5 刘思傲 徐航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 顾怡平 李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

7 缪冒睿 张林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8 商伟 张文池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9 江子龙 陈蜀阳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10 凌锫琰 周以德 无锡开放大学

11 陈晓燕 王春明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12 吴小穗 韦小燕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13 吴龙秋 王钰琳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4 张乙一 夏国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5 袁颖洁 韩颖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6 翁晓东 何哲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17 吴孔恩 陈其琴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18 史铠豪 汤慧芹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9 柳贵柳 罗安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 颜搏 陈其琴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21 刘梦雅 李衡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技术学院

22 史秋平 严春姬 苏州市职业大学

23 赵发发 刘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4 王强 李广微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5 张亚奇 胡谦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6 郭冬宇 蒋磊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27 李孟如 廖明珠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28 孙娜 霍国宏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29 李庆盛 孟祥梅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30 潘应超 王纪芹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31 肖民慧 雷宇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32 陈静 黄爱华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33 蒲亚岚 韦一 成都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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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J.TEST 杯”第四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团体赛项获奖院校名单

奖项 排名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学校名称

一等奖

（5个）

1
戴林坤 韩松林 李瑶

都慧玉 刘梦琦
张晓娜 苗欣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2
范杰 胡敬明 苏志颖

董娜
卢杭央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3
黄芷芹 陈丹 王玉湖

何其章 周圣淘

陈爱平 朱丹

付 瑶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4
李志鹏 王玉冲 张弘

于美艳 孙月莹

吕英华 张汝军

刘爱丽 从中题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5
陈红 韩悦蕾 陈帅

黄天琪 杨嘉伟
王露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二等奖

（9个）

1
王鸿鹏 李婧艾 林诗芸

赵颖
周妤帆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
吴龙秋 张智聪 陈鹏远

林瑶
王钰琳 黄妍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3
王瑞亮 黄雅雯 吴小穗

蒋春燕
张方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4
李静颖 吴海燕 苏茹娟

张志森
王芳 董佳 黎明职业大学

5
翁晓东 孙翡 张钰婷

张芮 茅汕汕
胡宇琛 何哲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6
王成艳 张璇 段顺然

姜瞳双 崔雪妹
金海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7
张绍林 王欣丽 汪玲玲

宫美玲
侯力军 李莹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8
陈静 金淑颖 孙颖平

万峰延
黄爱华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9
袁颖洁 柳贵柳 朱蓓芬

周怡 董芮宏
路漫漫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4 个）

1
钟兴 齐磊 顾雨蔚

王楚
董娟娟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 郭晓 李飞鸿 张莹莹 卢情恩 王梅 南通职业大学

3
谭敏 刘菁云 陈晓燕

林瑶姿
陈要勤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4
李欢 徐可欣 黄绮婷

李细娟 吴立贤
李瑜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
刘思傲 赵发发 郭晓丹

陈梦晓 康倩

庞晶 刘雯

徐航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
李云虎 张钰 柳容荣

牟思凡 仲君
齐羽羽 李庆军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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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娜 王晨 汪雪

刘鸽
窦广乐 李秀艳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8
黄红梅 朱静娅 陈有亚

毛真丽
张磊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9
黄健美 缪冒睿 亢晓丽

王嘉敏 陆佳甜
彭丽萍 张林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10
顾康 吴梦颖 刘天宇

顾伟长
张虞昕 单天洪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1 颜搏 吴孔恩 任莹子 陈其琴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12 王吉 郭冬宇 吴思宇 梁丽华 蒋磊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13 陈佳明 冯晓连 周怡 张东亚 傅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14
刘晓璇 吴婷 秦小萌

董筱慧 陈雪婷
孙雅男 蓝春敏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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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J.TEST 杯”第四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优秀组织奖获奖院校名单

排名 学校名称

1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2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3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4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6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7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8 黎明职业大学

9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0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11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2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3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4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1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