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学院

欢迎莘莘学子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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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
青春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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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
起航

的地方…



外国语
你要踏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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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全日制
在校本科、硕士生约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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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

我们已经做出了非凡的成绩：为社会输送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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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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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老师

我们现有教职工143人，其中教师132名，具有教

授和副教授职称者31人，其中博士26人；大部分教师

都有国境外教育、研究、培训、生活经历。



我们的老师

蔡荣寿

教授、博士

蒋澄生

教授、博士

张道振

教授、博士

张守祥

教授、博士（日语）

李道全

副教授、博士

刘珏

副教授、博士（日语）

陈国崇副教授

潘敏芳

副教授、博士

王和玉

副教授、博士

吴春燕

副教授、博士（日语）

包志荣

副教授（日语）

陈小明副教授 陈映苹副教授 费敏副教授 胡慧峰副教授



黄广玲 副教授 黄月华 副教授 李庆玲 副教授 李向勤 副教授 林青华

副教授（日语）

林耀群 副教授

熊荣斌 副教授

刘亚龙 副教授 谭明霞 副教授 王雪梅

副教授（日语）
吴丽兴 副教授

张宇 副教授 周慧先 副教授 张红 副教授 彭圆

副教授、博士

我们的老师



彭勇穗

副教授、博士

陈馨

讲师、博士（日语）

戴晖

讲师、博士

赖小玉

讲师、博士

李莹

讲师、博士(日语)

李玉坤

讲师、博士

杨燕荣

讲师、博士

刘文军

讲师、博士

陆志军

讲师、博士

欧阳东峰

讲师、博士

任朝旺

讲师、博士

张镌

讲师、博士
王雯

助教、博士

我们的老师

芦茜

讲师、博士（日语）



我们的骄人成就

近年我院教师的科研成果

我院教师的论文发表及著作、教材

语言实验室



我们的学术活动和师生风采

‘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



我们的学术活动和师生风采

首届日本学研讨会



我们的学术活动和师生风采

美国普渡大学荣誉校长Cohen教授做客外语大讲堂

定期举行的博士论坛日本大东文化大学藏中しのぶ教授
做客“外语名家讲坛”

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莅临我院
做学术讲座

我院教师参加文学经典重估与中外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



我们的学术活动和师生风采

我院李道全、杨小京二位老师在第七届“外教社杯”
全国高校外语学大赛（广东赛区决赛）获佳绩

（二排左三、左四）

我院李玉坤、杨小京、刘思雯三位老师在第十届
“外教社杯”教学大赛中荣获佳绩（从左至右）

同学们在同传实验室上课
钟鸣老师参加2019英国学术英语讲师协会年会



我们的学术活动和师生风采

我院学生参加2018年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 我院游子荆（左三）和邹文婕（左四）同学获全国
科技翻译竞赛二等奖

同学们在同传实验室上课
第七届全英商务实践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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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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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
翻译、商务英语专业）

240 140 100

日语 60 30 30

合计 300 170 130

2020年录取计划

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商务英语和翻译专业）实行大类招生，在接受1年的大类专业

通识和专业基础课程教育后，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学院在第二学期按照“学生综合成绩优先，

遵循学生所填专业志愿顺序”原则进行专业的分流。

学生综合成绩=高考折算成绩*50% +大学第一学期专业基础课平均成绩*50%

高考折算成绩= 学生高考分数（文、理）/录取当年的广东省一本线分数（文、理）*100

大学第一学期专业基础课平均成绩按第一学期专业教学计划规定修读的专业基础课程平

均成绩（百分制）计算。

大学第一学期专业基础课平均成绩=∑专业基础课期末总评成绩/专业基础课程门数



我们的专业活动—丰富多彩…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阅读大赛、演讲大赛，“第22届‘外研社杯’

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等平台成为我院学子与众多实力选手切磋比拼的舞台。

英语大赛



英语口译

我院学子在省级、华南大区级别英语口译大赛中屡有斩获。



近几年来，我院广泛开展英语、日语笔译大赛，吸引了各年级各专业的学生积极参与，覆盖
面广，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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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级英语翻译的何锦雯同学获全国二等奖、黄茜同学获全国第16名。在第
五届省翻译大赛中，在本科组英语笔译决赛中，胡巧玲（11级英语翻译1班 ）同学勇夺一等
奖（全省共6名）在本科组日语笔译决赛中，赖子轩（10级日语1班）获得二等奖（全省共8
名）。

英语笔译

全英商务实践大赛

自2013年开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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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两次参加省赛，均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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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外语专业教育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邀请院内专业教师、校外

专家开展系列讲座，主要面向特定年级的学生受众。

外语大讲堂

普渡大学教授Dr.Cohen作 《现代社会的伦理》讲座

日本驻广州领事馆田尻和宏总领事来院演讲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黄运特作《中国制造的庞德》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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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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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生项目：我校每年都有不少交换生项目，大多为
期一个学期，有些是在暑假进行。合作的院校有美国、英
国、丹麦、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境）外高校。有少量
公费名额，大多为自费。

我们还有多样的提升平台…

国际合作“2+2”、“3+1”留学项目：参与本项的学

生需完成广工两年（或三年）本科学习，对接国外两年

（或一年）课程，获取广工和国外本科学位双文凭证书。

主要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2+2（英语修辞）、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3+1（与商务有关方向均可）、日本爱
知东邦大学2+2（国际商务专业）。



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开拓了我们的国际视野

在中日学生联欢会上高歌 热情接待来中访问的日本学生

与泰国宋卡王子大学的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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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会是我们的拿手项目

校园歌手忘我歌唱 优良班风设计规划大赛决赛勇夺二等奖

外语嘉年华

钟爱的活动纷至沓来(1)



校园文化节之DV show演绎自己
的生活

外文戏剧之夜璀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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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云峰，01级英语（经贸方向）专
业毕业生。现任从化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执法员、内勤中队宣传组组长、
从化市公安局警务英语教官，因出
色的表现、敬业奉献的精神荣登
2014年5月份“广州好人榜”，并
被授予“广州好人”证书。

王笑（原名：王举贵），96级英语（经贸方向）专
业毕业生。毕业后先就业再创业，现担任广东美创
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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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政

法学院担任辅导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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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炫宇，11级英语（经贸方向）学生，院
十佳毕业生，2015年考上中山大学对外汉
语专业研究生。

杨美妮，11级英语（翻译方向）学生，

院十佳毕业生，现就职于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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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