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1.
福建省2017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创意与实践交融，技术与艺术兼修——艺术设计类
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

                                  
徐敏、吴辉煌、陈齐、曾
岚、何守信、吴光喆、梁
祥乐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9月） 奖励：¥20000元

2.
福建省2017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产业引领，产教融合——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与实践》

张念、聂菁、庄小兰、景
宏磊、曾伟渊、朱国庆、
张天云、康志辉、陈建生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9月） 奖励：¥10000元

3. 福建省第三批现代学徒制培育项目-移动商务 外语外贸系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5月）

4. 福建省第三批现代学徒制培育项目-会计 经济管理系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5月）

5 福建省第三批现代学徒制培育项目-环境艺术设计 设计艺术系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5月）

6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群建设项
目-数字创意专业群

数字传媒系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5月）

7.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终身教育重点建设项目继续教
育示范教学点主办院校

继续教育中心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8月）

8. 福建省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项目培养学校 继续教育中心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总工会2017年8月） 

9. 福建省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项目培训基地 继续教育中心

（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总工会2017年8月）

10. 集美区第一批公共实训基地项目 继续教育中心

（集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9月 ）

11.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关于交互式界面设
计课程课证融通探索

林振文、陈  克、康志辉
、曾伟渊、林美娥、王磊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2.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工作过程的
Linux操作系统课程建设与研究

林美娥、康志辉、曾伟渊
、林振文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3.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测试结果的个
性化学习引导系统的研究

黄启昭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4.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课程融合的项
目教学模式的探究与实践——以《单片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课程教学为例

吴丽荣、张召强、施  勇
、李绿色、熊海青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5.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项目的自主学
习模式在Flash动画制作课程中的应用

谢榕琴、吴辉煌、王  刚
、蔡晓芳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6.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企业公益宣传视频
项目在《视频编辑》课程中的应用

陈群英、杨力希、吴辉煌
、王  刚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7.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动态骨骼系统在电
脑绘图教学中的应用

王  磊、吴辉煌，王刚、
冯竟立、蔡晓芳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8.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增强现实技术在室
内设计课程中的应用

梁祥乐、徐  敏、叶璐婷
、林文渊、陈娜芳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19.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高职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研究—以我院电子商务专业为例

桑  瑜、郑璐璐、姚树香
、潘振华、朱锦玲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20. 2016年院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网络广告植入
形式、受众类型的网络广告营销效果研究

何宇玫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12月）

二、荣获上级表彰单位及教职工名单
1. 第六届福建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优秀奖 肖梦云

(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2017年3月) 奖励：¥500元

2.
2016福建省高校建筑信息管理应用创新大赛——优
秀创新创业导师

徐敏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0月) 奖励：¥500元

3.
2016-2017“特步”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 优
秀裁判员

钟坚石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3月） 奖励：¥500元

4.
2016年厦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大学生联赛“优秀裁判员
”

钟坚石

（厦门市教育局/厦门市体育局2016年12年） 奖励：¥300元



5. 2015-2016年度安全稳定工作先进个人 施嘉益

（福建省高等教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2016年5月） 奖励：¥500元

6. 厦门市集美区义务交警队“突出贡献”奖 周永军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交警大队2016年12月） 奖励：¥300元

7. 厦门市集美区义务交警队“突出贡献”奖 刘成城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交警大队2016年12月） 奖励：¥300元

8. 厦门市集美区义务交警队“突出贡献”奖 朱木林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交警大队2016年12月） 奖励：¥300元

三、各类竞赛获奖名单
国家级竞赛获奖指导教师

1.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二等奖
指导教师：张天云、张秋
娜

（教育部2017年6月） 奖励：¥30000元

2.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
件开发·三等奖

指导教师：聂菁、张舜尧

（教育部2017年6月） 奖励：¥10000元

省级竞赛获奖指导教师

1.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
软件开发·一等奖

指导教师：聂菁、张舜尧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20000元

2.
2016年省高校建筑信息管理应用创新大赛·建筑信
息管理应用·一等奖

指导教师：徐敏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0月） 奖励：¥20000元

3.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艺术设计·一等
奖

指导教师：陈群英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20000元

4.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软件测试·二等
奖

指导教师：张天云、张秋
娜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4月） 奖励：¥10000元

5.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虚拟现实（VR）
设计与制作·二等奖

指导教师：杨珊、梁祥乐
、徐敏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4月） 奖励：¥10000元

6.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银行业务综合技
能·二等奖

指导教师：魏然、张泽兰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4月） 奖励：¥10000元



7.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英语口语（专业
组）·二等奖

指导教师：谭佳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10000元

8.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动漫制作·二等
奖

指导教师：苏明辉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10000元

9.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产品设计及
制作·三等奖

指导教师：罗文星、李绿
色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0.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
用·三等奖

指导教师：黄启昭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4月） 奖励：¥5000元

11.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网络应用
·三等奖

指导教师：林晓东、康志
辉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2.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物联网技术应用
·三等奖

指导教师：许姗姗、张天
云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3.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电子商务技能竞
赛·三等奖

指导教师：熊艳平、姚树
香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4.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企业沙盘模拟经
营·三等奖

指导教师：廖娟娟/周贤
东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5.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会计技能·三等
奖

指导教师：陈秀清、董静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6.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市场营销技能·
三等奖

指导教师：方晓、方伶元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7.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国家贸
易综合技能·三等奖

指导教师：欧阳莲英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4月） 奖励：¥5000元

18.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导游服务（英
语）·三等奖

指导教师：胡焱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19.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英语口语（非专
业组）·三等奖

指导教师：王珠红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20.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程造价基本技
能·三等奖

指导教师：徐敏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21.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工业产品造型设
计与快速成型·三等奖

指导教师：林文渊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22.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艺术设计·三等
奖

指导教师：郑艺玲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23.
2017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动漫制作·三等
奖

指导教师：吴辉煌

（福建省教育厅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24.
首届福建省大学生文化创新创意设计大赛·文化旅
游·铜奖

指导教师：陈楠楠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1月） 奖励：¥5000元

25.
首届福建省大学生文化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广告形
象·铜奖

指导教师：谢榕琴

（福建省教育厅2017年1月） 奖励：¥5000元

市级竞赛获奖指导教师

1.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移动互联网
应用软件开发·一等奖

指导教师：张舜尧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2.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电子商务技
能·一等奖

指导教师：熊艳平、姚树
香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3.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三维动画制
作·一等奖

指导教师：苏明辉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2月） 奖励：¥5000元

4.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三维动画制
作·二等奖

指导教师：苏明辉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2月） 奖励：¥3000元

5.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市场营销技
能·二等奖

指导教师：方晓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2月） 奖励：¥3000元

6.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移动互联网
应用软件开发·三等奖

指导教师：张舜尧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2月） 奖励：¥1000元

7.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市场营销技
能·三等奖

指导教师：方伶元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2月） 奖励：¥1000元

8.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银行综合业
务·三等奖

指导教师：魏然、方伶元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9.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银行综合业
务·三等奖

指导教师：魏然、方伶元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0.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企业沙盘模
拟经营·三等奖

指导教师：廖娟娟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1.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企业沙盘模
拟经营·三等奖

指导教师：廖娟娟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2.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会计技能 三
等奖

指导教师：陈秀清、董静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3.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会计技能·
三等奖

指导教师：陈秀清、董静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4.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会计技能·
三等奖

指导教师：陈秀清、董静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5.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会计技能·
三等奖

指导教师：陈秀清、董静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6.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会计技能·
三等奖

指导教师：董静、陈秀清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7.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会计技能·
三等奖

指导教师：董静、陈秀清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8.
2016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会计技能·
三等奖

指导教师：董静、陈秀清

（厦门市教育局2016年11月） 奖励：¥1000元



19.
厦门市第十一届高校“未来导游之星”竞赛·未来
导游之星·三等奖

指导教师：孙瑜

（厦门市旅游局2017年6月） 奖励：¥300元

20.
福建省高等职业院校2016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项目测试赛·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厦
门片区）·三等奖

指导教师：王文清、唐晓
华 马黎磊、苏文典

（福建省大学生体育协会2016年9月） 奖励：¥1000元

21.
厦门市第十四届“职教杯”职业院校篮球赛 男子
组篮球赛 第四名

指导教师：马黎磊

（厦门市中华职业教育社2017年5月） 奖励：¥2000元

22.
厦门市第十四届“职教杯”职业院校篮球赛·女子
组篮球赛·第六名

指导教师：王文清

（厦门市中华职业教育社2017年5月） 奖励：¥1000元

23.
2017年厦门市青少年、幼儿排舞比赛·高校组小集
体规定曲目·二等奖

指导教师：唐晓华

（厦门市教育局2017年5月） 奖励：¥3000元

区级竞赛获奖指导教师

1.
首届集美区大学生旅游志愿者选拔大赛暨第十一届
导游大赛·旅游志愿者·旅游志愿者

指导教师：孙瑜

（集美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2017年6月）

四、科研教研名单
学术论文部分

1. 基于Android系统的音乐播放器的设计与实现 洪丽华

（卷宗2016年08期） 奖励：¥600元

2. 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在网络工程实训中的应用与探讨 庞文宇

（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2卷20期） 奖励：¥600元

3. 楼宇可视对讲系统在智能小区的综合实现 庞文宇

（赤峰学院学报2016年第09期） 奖励：¥3000元

4.
基于LonWorks技术和DDC智能节点的教室照明节能系统
研究

庞文宇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36卷第12期） 奖励：¥600元

5.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Equip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庞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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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5000元

6. 基于策略训练提高中国大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 孙瑜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第29卷第24期） 奖励：¥600元

7. 基于asp.net的院系一级教学管理系统的设计 周雪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第18卷第4期） 奖励：¥600元

8. 高校特色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刍议 周雪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09期） 奖励：¥600元

9.
自学引导教学法在《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中的探索与
实践

周雪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5卷第06期） 奖励：¥600元

10. 程序设计实践强化教学模式研究 周雪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3卷第06期） 奖励：¥600元

11. 基于实践导向的数据库原理教学方法研究 周雪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5卷第04期） 奖励：¥600元

12.  基于VoIP的隐蔽通信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周雪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5卷第06期） 奖励：¥600元

13.
变迁与重构_当代传统手工艺设计革新的理想与现实价
值

苏茂财

（创意与设计2017年第01期） 奖励：¥4000元

14. 民办职业院校政府扶植政策研究_以厦门市为例 苏茂财

（烟台职业学院学报第26卷第72期） 奖励：¥600元

15.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技术的应用研究 林晓东

（赤峰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奖励：¥3000元

16.
电子商务专业大学生创业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厦门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魏然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第170期） 奖励：¥600元

17. 校园电子商务平台的需求分析 张泽兰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06期） 奖励：¥600元

18. 分析计算机仿真技术在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中的运用 林振文

（赤峰学院学报2017年01期） 奖励：¥3000元

19. 高校教育管理中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 周永军

（读写算2016年第01期） 奖励：¥600元



20.
基于多维图像轨迹分析的车载行人检测保护相关技术研
究

张舜尧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01期） 奖励：¥4000元

21.
Medical  Cloud Computing Risk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AHP and MRHGA-RBF Neural Networking 
Optimization

施勇

Journal of Medical Imaging and Health 
Informatics  Vol 6,Issue 4

奖励：¥10000元

22. 基于攻击图的计算机网络攻击建模方法 林美娥

（聊城大学学报第29卷第03期） 奖励：¥3000元

23. 探讨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在网络安全维护中的应用效果 林美娥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30卷第06期） 奖励：¥600元

24. 风险因子影响下的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定价 斯群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12期） 奖励：¥600元

25. 绿色发展理念培育和践行的三重立场 钟文静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03期） 奖励：¥600元

26.  计算机美术设计辅助系统的设计研究 徐敏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第19卷第06期） 奖励：¥2000元

27.
 Study on Interior Design Based on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徐敏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City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奖励：¥5000元

28.
《On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dea in the 
Application of Minimalist Style Home Design》

叶璐婷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and Energy Engineering  DEStech 
Publication Press

奖励：¥5000元

29. 车联网发展与关键技术研究 王群华

（景德镇学院学报2016第6期第31卷） 奖励：¥2000元

30.
流行音乐与当代大学生后现代价值取向研究——基于50
首流行音乐文本的分析

周卉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01期） 奖励：¥3000元

31. 福建南音在海外国家传承的影响及意义 周卉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第34卷第02期） 奖励：¥2000元

32. 台湾农产品大陆网络营销策略探究 周贤东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第04期） 奖励：¥600元

33.
Research of Logistics Cost Based on Saving 
Algorithm: A Case of A Certain Logistics 
Company’s Logistics Cost

聂菁

MATEC Web of Conferences  卷63,2016 奖励：¥5000元

34.
关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的研
究

王金珠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12期） 奖励：¥600元

35. 高职院校学生沟通能力培养问题的思考 邢海燕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04期） 奖励：¥600元

学术著作、教材、指导书部分

1. 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桑瑜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 奖励：¥60元

2. C语言程序设计 林美娥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 奖励：¥240元

3. 电子商务基础与实务 廖娟娟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 奖励：¥300元

4. 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 徐敏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奖励：¥300元

5.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徐敏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 奖励：¥300元

6. 建筑施工技术 徐敏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 奖励：¥300元

7. 《Android应用开发项目化教程》 许姗姗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年8月) 奖励：¥600元

8. 《Android应用开发项目化教程》 聂菁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年8月） 奖励：¥360元

9. 《Android应用开发项目化教程》 张秋娜

（江西高校出版社2017年8月） 奖励：¥400元

10. 《数据结构教程》 许姗姗

(汕头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 奖励：¥390元



科研课题部分

1.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交通边坡预警系统研究与应用 景宏磊

（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计划2016年5月） 奖励：¥2300元

2. 闽台合作学生赴台实训风险防控措施研究 景宏磊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11月) 奖励：¥1050元

3.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协同性研究 钟文静

(厦门市社会科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2016年
12月）

奖励：¥1050元

4. 不锈钢纤维织带产业化之经纬向张力控制系统 庄小兰

（厦门市科技计划项目2017年5月) 奖励：¥3000元

5. 汽车酒驾限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李绿色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50元

6. 鱼池增氧机智能控制系统 吴丽荣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50元

7.
基于TCP协议的Android模拟器间通信在教学上的研究与
应用

许姗姗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50元

8. 基于AR技术的景区引导系统研究与应用 杨珊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50元

9. 基于DeepLearning算法的漏洞扫描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张杰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50元

10. 基于android平台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张舜尧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50元

11.
新形势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基于VAR模型实证分析

眭川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25元

12.
代际视阈下的农民工消费价值观研究---以厦门市农民
工为例

步小东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25元

13. “翻转课堂”在高职院校电子商务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方晓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项目2017年8月) 奖励：¥1025元



科研成果部分

1. 智能小花园种植装置 徐敏

(实用新型专利2016年7月) 奖励：¥2000元

2. 智能花园灌溉系统 徐敏

(外观设计专利2016年3月) 奖励：¥1000元

3. 一种插入式土壤水分探测装置 叶璐婷

(实用新型专利2017年3月) 奖励：¥2000元

4. 探测器（湿度） 叶璐婷

(外观设计专利2017年2月) 奖励：¥1000元

5. 海量数据智能存储系统V1.0 施勇

(软件著作权2017年7月) 奖励：¥2000元

6. 综合能源管控平台V1.0 施勇

(软件著作权2017年7月) 奖励：¥2000元

7. 大数据分析报表系统V1.0 聂菁

(软件著作权2017年7月) 奖励：¥2000元

8. 综合能源管控数据分析系统V1.0 聂菁

(软件著作权2017年7月) 奖励：¥2000元

五、荣获学院表彰单位及教职工名单

1.
2017年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一等奖

崔宝礼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6月） 奖励：¥2000元

2.
2017年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二等奖

孙  瑜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6月） 奖励：¥1000元

3.
2017年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二等奖

黄  震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6月） 奖励：¥1000元

4.
2017年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三等奖

罗文星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6月） 奖励：¥800元

5.
2017年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三等奖

龚凌燕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6月） 奖励：¥800元



6.
2017年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三等奖

苏文典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6月） 奖励：¥800元

7. 2015-2016学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先进集体” 经济管理系

8. 2015-2016学年“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唐鹭悦、郑璐璐、王燕兰
、周莉、吴敬荣

9. 2015-2016学年“创新创业单项奖”
经济管理系、数字传媒系
、软件工程系

10. “莫兰蒂”灾后重建工作中获“先进个人”称号 吴敬荣

11. “莫兰蒂”灾后重建工作中获“先进个人”称号 肖梦云

12. “莫兰蒂”灾后重建工作中获“先进个人”称号 朱木林

13.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4-2016年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征文”二等奖

周永军

14.
2014-2016年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征文”优秀
奖

桑瑜

15.
2016-2017学年辅导员职业能力赛·基础知识测试第一
名

桑瑜

16.
2016-2017学年辅导员职业能力赛·基础知识测试三等
奖

卢秀娟

17.
2016-2017学年辅导员职业能力赛·基础知识测试三等
奖

刘成城

18. 2016-2017学年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主题班会一等奖 卢秀娟

19.
2016-2017学年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主题班会展示二
等奖

余伟静

20.
2016-2017学年辅导员职业能力赛·主题班会展示三等
奖

朱木林

21. 2016--2017学年“文明班级”称号、决赛一等奖
16级软件技术程序设计3
班指导老师：肖梦云

校龄十年奉献奖

1. 马黎磊（体育军事教学部 2006.9入职） 奖励：¥1000元

2. 黄仁书（信息管理中心 2006.9入职） 奖励：¥1000元

3. 胡晓晴（外语外贸系 2006.9入职） 奖励：¥1000元

4. 陈涛金（后勤保卫处 2006.9入职） 奖励：¥1000元

5. 冯竟立（数字传媒系 2006.10入职） 奖励：¥1000元



6. 唐晓华（体育军事教学部 2007.5入职） 奖励：¥1000元

7. 黄启昭（软件工程系 2007.5入职） 奖励：¥1000元

8. 杨幼林（教务处 2007.6入职） 奖励：¥1000元

9. 胡洁（思政教研部 2007.9入职） 奖励：¥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