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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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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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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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承办的“J.TEST 杯”第五届全国高

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于 2016年 10月 28日在湖南长沙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竞赛设个人赛和团体赛 2 个赛项，共有来自全国 49 所高职高专院校的 214 名

选手参加了竞赛。其中，参加个人赛选手 94 名，参加团体赛选手 212名。 

经过专家评委会评审，个人赛项评出特等奖 5 人、一等奖 9 人、二等奖 20 人、三

等奖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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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三等奖

团队 14个。优秀组织奖 15个。具体获奖名单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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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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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J.TEST 杯”第五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个人赛项获奖选手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奖项 

1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周润泉 王莉薇 特等奖 

2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杨鲁娜 邵红 特等奖 

3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王欣丽 郝夜静 特等奖 

4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李奕彤 武思思 特等奖 

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续见光 李琳 特等奖 

6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黄山埔 郑丹青 一等奖 

7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杜香玲 张磊 一等奖 

8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陆莹怡 夏国锋 一等奖 

9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柯金妹 黎浩怡 一等奖 

1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琪 李姝昱 一等奖 

11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魏晓晨 孟琳 一等奖 

12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张春岩 邵红 一等奖 

13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刘文轩 陈大伟 一等奖 

14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张伟烽 张方 一等奖 

15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周厚辉 黄怀谷 二等奖 

16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黄健美 陆晶菁 二等奖 

17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周舟 吕美佳 二等奖 

18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林林 张明明 二等奖 

19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陈雪婷 曲彦杰 二等奖 

20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伍曼仪 张方 二等奖 

21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姜文心 周晓飞 二等奖 

22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郑旭东 傅晶 二等奖 

2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陶其南 卢海英 二等奖 

24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杨济铭 马佳瑶 二等奖 

2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楠 鲁文静 二等奖 

26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何晓莹 吴思佳 二等奖 

27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李夏瑜 冯涛 二等奖 

28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褚丽秀 韩明姬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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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章玲玲 陆阳洋 二等奖 

30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毛家玉 潘晶 二等奖 

31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李佳琪 霍国宏 二等奖 

32 黎明职业大学 曾鹭 林天宝 二等奖 

33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舟 权伟华 二等奖 

34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朱玮玮 周尧 二等奖 

3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李丽玲 李佳玲 三等奖 

36 扬州职业大学 朱紫砚 陈春雷 三等奖 

37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关颖 卿红梅 三等奖 

38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唐庆 罗凌寒 三等奖 

39 安徽外国语学院 常思吟 高令君 三等奖 

40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何明秋 吴思佳 三等奖 

41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詹冬玉 吕艺观 三等奖 

42 苏州市职业大学 马敏敏 马文波 三等奖 

43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冯志枫 司文娟 三等奖 

44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周美珠 郭桓 三等奖 

45 南通职业大学 韦楚楚 丁德军 三等奖 

46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潘佩琳 杨娟娟 三等奖 

47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素媛 贺文静 三等奖 

48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罗昕宇 安伟 三等奖 

49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朝辉 龙开胜 三等奖 

50 苏州市职业大学 马沈燕 骆碧筠 三等奖 

5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黄志强 田静 三等奖 

52 扬州职业大学 沈爱雯 吴玲 三等奖 

53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宫美玲 李欣 三等奖 

54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杨时立 申文亭 三等奖 

55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何芷晴 陈歆馨 三等奖 

56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陈懿敏 胡婷 三等奖 

57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赵圣洁 杨洪玲 三等奖 

58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彭健 穆牧 三等奖 

59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王璐瑶 尤东旭 三等奖 

60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尚瑞琦 王岭 三等奖 

61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纪昕妍 林芳慧 三等奖 

62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曲镜洁 辛春燕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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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徐靖雯  优秀奖 

6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闵曼  优秀奖 

65 南通职业大学 胡金梦  优秀奖 

66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李昕  优秀奖 

67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冼柏村  优秀奖 

68 成都工业学院 胡玲  优秀奖 

69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迟悦  优秀奖 

70 福建商学院 黄娜  优秀奖 

71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邓雪莹  优秀奖 

72 福建商学院 陈颖  优秀奖 

73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王嘉敏  优秀奖 

74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孟浩  优秀奖 

75 鞍山师范学院高职院 于明慧  优秀奖 

76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蔡丹妮  优秀奖 

77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黄泽奇  优秀奖 

78 安徽外国语学院 周锐  优秀奖 

79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蔡懿雯  优秀奖 

8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张雪尔  优秀奖 

81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韩琳  优秀奖 

82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庄源  优秀奖 

8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程悦  优秀奖 

84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银航  优秀奖 

85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小嫚  优秀奖 

86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刘映辉  优秀奖 

87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叶芝  优秀奖 

88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樊奭  优秀奖 

89 黎明职业大学 林灵  优秀奖 

9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潘梦杰  优秀奖 

91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李莹  优秀奖 

92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雅晨  优秀奖 

93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霞丹  优秀奖 

94 鞍山师范学院高职院 侯东阳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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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J.TEST 杯”第五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团体赛项获奖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参赛学生 指导教师 奖项 

1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李奕彤   周润泉   熊震星  

刘文杰   秦文婧 
马亚琴  付瑶 一等奖 

2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赵圣洁   尚瑞琦   赵宝林 

樊迪     权美玲 
王斌    张颖慧 一等奖 

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陶其南   朱玮玮   姜翅翔

李盼盼  
杨维波  卢杭央 一等奖 

4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蔡懿雯   孟浩     费飚 

吴向文   赵佳 
赵建农  周妤帆 一等奖 

5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李丽玲   冯志枫   高清娣

陈虹 
赵春宁  陈要勤 一等奖 

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杨时立   李夏瑜   沈夏兰 

王祬建  
申文亭  冯涛 二等奖 

7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王雅晨   银航     矫杰丽 王欣    安桂艳 二等奖 

8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朝辉   关颖     欧阳琳 

简健朗   邓嘉欣 
金兰    龙开胜 二等奖 

9 安徽外国语学院 
常思吟   周锐     李妍 

贾茹 
李瑞华  陈高峰 二等奖 

10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罗昕宇   薛欣彤   曲镜洁

徐媛婷 
辛春燕  刘柯里 二等奖 

11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魏晓晨   纪欣妍   李家兴 

文可欣   马光辉 
张爱华  孙婷婷 二等奖 

12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张春岩   杨鲁娜   刘朝晖

赵景帅   林嘉欣  
张玲    栾超 二等奖 

13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林林     王璐瑶   蔡悦 

徐阚倩   吴华  
崔京花  董琰 二等奖 

1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韩琳     闵曼     郭书含 

吴冬祥  
林银花  田琳 二等奖 

15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周舟     邓雪莹   方伟 

温素芬   涂智强  
葛建琦  黄丹 二等奖 

16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王欣丽   宫美玲   葛娟 

朱梅     吴娟  
郝夜静  侯力军 三等奖 

17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潘佩琳   柯金妹   陈丹娜

邹悦     田艳珊  
李南征  佐藤顺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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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苏州市职业大学 
马敏敏   马沈燕   罗秋鸿

陶静怡   朱丽君  
马文波  骆碧筠 三等奖 

19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琪     陆莹怡   王顺 

杨宇卿  
汪士忠  江炳坤 三等奖 

20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何晓莹   何明秋   潘焕良

魏志东   李家辉  
宋媛媛  崔文博 三等奖 

21 南通职业大学 
胡金梦   韦楚楚   马威 

王婷  
丁德军  森启 三等奖 

22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杜香玲   唐庆     杨典 

尹小丽  
张磊    罗凌寒 三等奖 

23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徐靖雯   黄泽奇   卢伟江

任明慧  
魏映双  郭晓 三等奖 

24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李佳琪   迟悦     蒋雯琪

侯晨  
霍国宏  张峦 三等奖 

25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王嘉敏   黄健美   郭希雅

蔡晓华   陆超  
徐娟    陆晶菁 三等奖 

26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郭冬宇   武索硕   邓佳琪

王明珠   贺士杰  
肖亮    王海龙 三等奖 

27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周厚辉   洗柏村   张伟娴

李焕如  
中田晶  黄怀谷 三等奖 

28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张雪尔   陈明明   谢吟子 

潘梦杰  史靖琰 
徐航    毕鲁杰 三等奖 

29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陈雪婷   刘文轩   吴楠 

杨谨嘉  
陈大伟  曲彦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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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J.TEST 杯”第五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 

优秀组织奖获奖院校名单 

序号 获奖单位 

1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2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3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4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5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6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7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8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9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10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1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3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14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15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