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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青春和梦想

这一刻，也许你正憧憬精彩纷呈的大学生活！

朋友，当你关注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之时，你会发现：

发展中的我们，与时俱进，始终践行“与广东崛起共成长，
为广东发展作贡献”.

我们注重学生的个人发展、个性培养和国家以及地方经济社
会的发展相适应。

我们始终“强调人文素质教育、注重语言技能训练、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齐抓，突出英汉语言运
用能力的人才培养特色。



绿树掩映，郁郁葱葱的校园，朗朗读书声，穿梭的靓丽倩影…

在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亲切博学的老师，还有各级
各类创新竞赛、多种交换留学项目，在这里你总能找到自己的航向…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你的航程不再孤单：学生论坛、青春斑斓的文艺
晚会、体育竞技、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兴趣社团… 让你尽展才华，谱写青春
诗章。

年轻的朋友们，来吧！让我们拥抱你们！

——这里，是你梦想起航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将和你一起地驶向人生的彼岸……

这里是你梦想起航的地方…



我们大家庭--外国语学院，从1993年3月创立到现在已经有20多岁了。
她于1995年9月招收本科生；2003年9月起招收日语专业本科生。现有在读学
生1600名。

2013年获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并于2015年招收第一届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我们已经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为社会输送3000多名毕业生。他们活跃在
公司、政府和学校等社会的各个行业，业已成为各个行业的业务骨干。

外国语，你要踏入的地方…



我们很专业-也很敬业…

我们的老师业务精良、精益求精：我们乐意倾听学生的诉求，愿意做
你的朋友。

我们致力于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和教学研究。

我们已经把《英语口译》建成英语专业特色课和学校精品课，把《大学
英语》建成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我们一直探讨实行模块型专业课程教学和管理，力求建设比较完善的课
程体系，推动各个专业与学科的发展，最终让你受益。



我们的人才培养流程和理念…



我院现有教职工151人，其中专任教师139名，教授、

副教授30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达85.5%，

其中博士13人，在读博士17人；有国外境外教育、研

究、培训、生活经历的教师为 55人；聘请客座教授3

名、外籍教师11名。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

蒋澄生教授、博士 林耀群副教授

方玲玲教授 王雪梅副教授 包志荣副教授

刘亚龙副教授

刘珏副教授 刘晓帆副教授

吴丽兴副教授 吴春燕副教授 张宇副教授
张淑文副教授

张道振副教授 陈晓茹教授

李向勤副教授



我们的老师（续）

李庆玲副教授 杨林云副教授 陈小明副教授 陈国崇副教授 陈映苹副教授

周慧先副教授
林青华副教授

范淑莹副教授 金石副教授 胡慧峰副教授

费敏副教授
黄广玲副教授 黄月华副教授

彭贵菊副教授
熊荣斌副教授



谭明霞副教授 李玉坤博士、讲师 欧阳东峰博士、讲师 彭永穗博士、讲师

Maria Depusoy Ramon Depusoy

Leo EvansCelso Orolfo Nora Roholt Danielle Sumerlin

我们的老师（续）

王和玉 博士、讲师
戴晖 博士、讲师

覃隆概副教授

赖小玉 博士、讲师



我们的骄人成就

近年我院教师的科研成果

我院教师发表的论文及著作、教材

语言实验室



我们的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

我院彭贵菊老师为学子带来《圣经与英语学习》讲
座

美国普渡大学荣誉校长Cohen教授做客外语大讲堂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藏中しのぶ教授做客“外语

名家讲坛”

定期举行的博士论坛



我们拥有同声传译实验室、商务英语实训室、外语学科教学网络平台、
数字化语音实验室等一批先进的教学设施，用于培养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

我们的理念是着力打造知识、能力和素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
式。我们强调凸显“人文素质教育、注重语言技能训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 的人才培养特色。

我们每年都会选拔多名学生参加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
本、韩国、瑞典等国大学合作开展的交换留学项目。自2012年开始与美国、
英国的知名高校开展“2+2”和“3+1”联合培养项目，为学生创造博采众长，
拓展国际视野的机会。

我们想和你一起创造未来…



我们的核心专业

培养模式

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手段，结合
外语教学网络平台和高级语音实验室
等教学设施与英美大学的联合项目，
培养知晓科学技术领域的基本知识，
具备较强科技英语交际能力的应用型
人才。

核心课程

综合英语、高级综合英语、语言学导
论、英美文学简史及作品选读、文化
与交际、科技英语阅读、科技英语翻
译等12门。

英语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坚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良好的综合素质，掌
握科技相关基础知识，具备科技工作环境下的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满足国家
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复合型科技英语人才。

校园一角



培养模式

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手段，利用外
语教学网络平台、同声传译实验室等教
学设施，并结合与英美大学的联合项目，
培养应用型汉英翻译专门人才；重点培
养能承担科技、外事、国际商务、教育、
传媒、法律等领域的英汉口译、笔译任
务。

核心课程

综合英语、高级综合英语、英语写作、
西方翻译理论、笔译基础、同声传译、
连续传译、商务交际与翻译、文化与交
际等12门课程。 我院学生在同声传译实验室上课

翻 译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坚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掌握良好的英汉双语运用能力和扎实的翻译知识和技巧，能胜任多个领域口笔
译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商务英语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坚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掌握
国际商务基础知识和理论，具备较强的商务操作技能和业务处理能力，能够满足国
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商务英语人才。

培养模式

以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手段，利
用外语教学网络平台、高级语音实
验室等设施及校外实习基地，结合
与英美大学的联合项目，培养“英
语+商务”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核心课程

综合商务英语、高级商务英语、商
务英语写作、笔译基础、文化与交
际、管理学概论、国际金融学、会
计学原理等12门。

我院学生在商务英语实训室上课



培养模式

采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手段，利用外
语教学网络平台、数字化语音实验室等先
进的教学设施及校外实习基地，结合与英
美大学的联合项目，培养“日语为主、经
贸为辅”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着重培养
学生的日语语言基本功、人本精神和文化
素质、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核心课程

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写作、日语泛
读、基础翻译、日语口语、日语高级视听
说、商务日语、外贸业务与单证等。

日 语

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备扎实的日语语言基本功、广博的人文
知识和良好的综合素质，掌握商务和经济贸易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具备较强的日语环境下的商务操作技能和业务处理能力，能够满足国家和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日语高级人才。

富士樱花盛开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数 理科计划数 文科计划数

英语 60 30 30

翻译 60 20 40

商务英语 120 40 80

日语 60 30 30

合计 300 120 180

2016年录取计划



我们的专业活动—丰富多彩…

“外研社杯”英语演讲比赛学院选拔赛、学校初赛（专业组、非专业组）、广东赛区比赛，
“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南部赛区）以及广东工业大学中英双语演讲比赛等。

彭科明同学（09级，左一），在2011年11月份的“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广东省决赛中荣获二等奖

王诗韵同学（09级），在2012年12月份“21世纪”全国英语演

讲比赛广东省决赛中荣获三等奖

英语演讲比赛



2012年，全院共有160名同学报名参加“传神杯”全国高校在线翻译大赛。我院翻译0802班

的何锦雯同学获全国二等奖，0803班的黄茜同学获全国第16名。

英语笔译

选拔和培训英语口译人才，参加省级、国家级口译比赛。我院学子在省大学生“蓝鸽杯”
英语口译大赛中屡有突破。

英语口译



2013年，我院的“涉外商务技能大赛”升级为“全英商务实践大赛”。结合商务课程理论，

深入社会和企业调查研究，探索可行有效的终端难题解决方案，并进行全英讲解和全英问答。

全英商务实践大赛



通过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主要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
人民、政治制度与政府、经济贸易、教育、社会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学习，提高学生对英
语国家的认知水平，促进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英语国家人文知识竞赛

日语演讲

通过组织日语演讲大赛，选拔和培训日语演讲人才，参加每年5月份的中华全国日语演讲
比赛华南地区预赛和12月份领事馆协办的广州地区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

周楚楚同学（08级），在2011年12月份广州地区大学生日语

演讲比赛中获得高年级组第三名。

钟海敏同学（09级），在第七届中华全国日语演讲比赛华南地区预赛获

得优秀奖



强化日语语音语调，夯实基本功。

日语歌咏活动、了解日本文化、丰富课
外生活。

日语语音语调大赛

日语红白歌会



学习的路上不寂寞：我们还有外语角

聚焦于提升口语能力的外语角和文学思想探讨的专业外语沙龙



学生可参与教师科研活动，申请创新训练和“

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项目、或进入创业苗圃和创

业园进行创业实践。

创新创业和“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项目

我院与信息学院合办“信息杯”社会调研竞赛



我院学生在广交会参与商务协调和翻译

学以致用



为了加强院企合作，我们先后联合各个企业，建立了
广交会电子商务公司等5家大学生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明确“携手育人，共享资源平台”的合作理念。

我们还有实习基地…



以“时代特点、专业特色、文化底蕴”为宗旨，开展系列校园文化活动

缤纷校园



外语晚会

校园歌手忘我歌唱 外院优良班风设计大赛决赛

外语嘉年华

钟爱的活动纷至沓来(1)



校园文化节之DV show 外文戏剧之夜

钟爱的活动纷至沓来(2)



每年11月份的女生节，女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在我院，

男生节成为我院女生向男生表达感谢与祝福的平台。

钟爱的活动纷至沓来(3)



每年

11月

的外

国文

化节

构成

了校

园文

化一

道独

特的

风景

钟爱的活动纷至沓来(4)

我们的班级文化丰富多彩



运动场上我们挥洒汗水！

钟爱的活动纷至沓来(5)

我院女子排球队勇夺排球锦标赛冠军



社会实践：接触社会、关注民生



亚运会、省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板球赛上都留下了我们靓丽的身影„



我院毕业生就业领域主要有外资企业、教育和政府机构等事业单位等，分布在广

州和深圳等珠江三角洲一带。每年都有学生免试推荐保研、考研或留学深造。

学院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业大赛、全职大赛

毕业了，我要去哪儿



英才乐育，桃李成行。一大批走出外国语学院的优秀学子在社会各个岗位上勤

恳工作、奋勇拼搏，为母校争光添彩；很多人仍然为实现青春梦想而努力奋斗。

学子风采

我院校友回访母校



黄岸冰，中共党员， 04级英语（经
贸方向）学生，院十佳优秀毕业生。
现任揭阳市长泰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并在广州成立了新大华贸易有限公司。
现为我院兼职就业指导教师。

师兄、师姐选录

校园一角



周燕梅，中共党员，
09级英语（经贸方向）
学生，院十佳优秀毕
业生，目前就读于英
国 University of 
Exeter, 攻读TESOL

校园一角



彭科明，09级英语（翻译方向）学生，
2013年被推荐免试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
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口译理论与实践。

伍明皓，08级英语（翻译方向）学生，

院十佳毕业生，现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



罗毅颖，中共党员，10级日语

学生，院十佳毕业生，我校

“1+3”推免研究生，目前在轻

工化工学院担任辅导员。曾任

对外汉语老师，在广交会担任

公司“VIP推广大使”一职，获

得该公司“优秀实习生”称号。

校园一角



来吧，年轻的朋友！让我们起航吧…… 

在这里，你的航程充满欢笑、没有孤单…让我们托起

明天的梦想，迎着的今天的朝霞起航吧…



外
国
语
学
院

欢
迎
你
！ 歓迎致します

Welcome 

熱烈歡迎

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