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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第二届“培材大工杯”全国高职高专韩语口语技能大赛 

获奖结果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2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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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承办，韩国培材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等协办的第二届“培材大

工杯”全国高职高专韩语口语技能大赛，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在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圆

满落下帷幕。 

来自全国 28所院校的代表队参加了个人赛项和团体赛项的角逐，其中 52名学生参

加了个人赛项主题演讲、看图描述及交流问答三个环节的韩语口语综合运用能力的比

赛，22所学校参加了以学生校园学习与生活为主题的情景短剧表演。 

经过由韩方、本科、高职与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评委的评审，个人赛项评选出特等

奖 3 名，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16 名，优秀奖 18 名。团体赛项评选出特

等奖 1组，一等奖 3组，二等奖 5组，三等奖 7组，优秀奖 6组。个人赛项特等奖、一

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与团体赛项特等奖、一等奖的学生均获得韩国培材大学一年、半

年和十周的语言研修免学费的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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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韩语专业学生的语

言综合运用能力，积极推动高职应用韩语专业教学改革，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 

1.个人赛项获奖选手和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2.团体赛项获奖组和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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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培材大工杯”全国高职高专韩语口语技能大赛 

个人赛项获奖选手和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奖项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学校名称 

特等奖 

（3 名） 

雷雅岚 赵孜荣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沈琪 朱逸雯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张薰竹 都载淑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5 名） 

汤洋 朴春实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雷星星 徐萍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张文艳 于阳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海文 富天飞 威海职业学院 

孙佳伟 王艳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二等奖 

（10名） 

李珊珊 田玉花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李冰 张善粉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吴倩倩 王芸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陶宛玥 李新永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李澄 吴善子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黄莎莎 宋开春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周洁 王芸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张留蕙 郭海燕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娟娟 马宗英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戴欢琴 顾维萍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16名） 

耿晴 燕艳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黄祯 李石哲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李雯 崔仙月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王非 鄢妮 淄博职业学院 

张晓童 全银花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旭慧 栾梅梅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黎青 金焱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张焱 唐恬恬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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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丽 江姗姗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曹海燕 丁秋瑾 威海职业学院 

朱爽 郑顺金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李静 姜贞华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张梦婷 王卿超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华闽玥 娄小琴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原也 姜毅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莫洁玲 于超群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18名） 

崔祥薇 鄢妮 淄博职业学院 

宋璐阳 高弼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赵颖 李婷 天津职业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梁玲玉 张娟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王燕 刘小玉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家欣 于超群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葛伟 娄小琴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寇春程 柳慧英 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叶陶 周律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王珊珊 刘彬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胡婉莹 丁文毅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郑茜 权纯梅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张婷 沈婧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耿倩楠 朱媛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白雪 朴龙杰 天津职业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韩溆 朴银爱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刘莹 金春子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 

黄瑶 武庆楠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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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二届“培材大工杯”全国高职高专韩语口语技能大赛 

团体赛项获奖组和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奖项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学校名称 

特等奖 

（1组） 

高莹莹   窦悦萌   柴政  

张欣瑶   宋宇 
徐承暎   崔银福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3组） 

李澄     吉俐     乔梦婷 

张陈晨 
韩贞淑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张薰竹   张雅丽   王维超 

姜晓旭   刘思冶 
琴明焕   谢梦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贾瑞     席越亚   史亚婷  

黄祯     师宁 
李石哲   姜毅 山西旅游职业学院 

二等奖 

（5组） 

黄莎莎   梁玲玉   包冰怡 

胡青芸 
高永君   张娟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李莎莎   张英伟   刘云 

王芳晶 
单明圆   孙爽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梁婉君   行滢     郑秋曼 

李智敏   左佳 
郭海燕   符向锋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秦鲁娜   唐培恩   王娟娟  

陈佳丽 
马宗英   高艺铨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杜方俊   张梦婷   陶宛玥 

刘敏 
李新永   王卿超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7组） 

曹海燕   王海文   于小轩 富天飞 威海职业学院 

朱国倩   余丽蓉   白锦一 

王莉     霍振尉 
安秀兰   金文植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赵莉     麻飞飞   郑伶莉 

郑茜     吴亚萍 
崔仙月   权纯梅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任佳佳   王倩     王一群 

高鑫     耿倩楠 
崔婧琪   崔贞兰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燕     戴欢琴   褚媛媛 

张少坤   刘惠 
阮晓文   顾维萍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瑞     石莹莹   刘畅   

陶君     滕德辉 
柳恋清   赵晓艳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范云凤   江靓怡   王瑶 

雷娜     吴倩倩 
王芸     柳多喜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优秀奖 

（6组） 

张婷     叶陶     王楠  

王欣 
周律     沈婧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黄瑶     胡婉莹   蔡声扬 武庆楠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华闽玥   葛伟     郑夸 

朱子闪   李佳斐 
娄小琴   马瑞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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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非     崔祥薇   王雅昕 朱晓玲 淄博职业学院 

张焱    张旭慧   张宇阳 栾梅梅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李静    朱爽     彭英男 姜贞华   崔松玉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