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P课程教学与研究研修班（广州） 
报名通知 

 
为进一步探讨各高校专门用途英语（ESP）课程教学与研究，推动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师

资建设，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广东财经大学

将于 2017 年 6 月 24－25 日在广州举办“ESP 课程教学与研究”研修班。 

研修班计划邀请香港理工大学 Winnie Cheng 教授、重庆大学黄萍教授、广西大学叶萍

教授、复旦大学孙庆祥副教授和广东财经大学张敏敏老师等专家主讲，系统讲解包括学术英

语等在内的 ESP 课程的定位和需求分析、设置理念与原则，结合医学英语、商务英语等具

体教学示范案例，探讨 ESP 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如何进行 ESP 信息化

教学，以及如何结合教学进行相关 ESP 的研究和论文写作等，切实提高参班教师的 ESP 教

学和科研能力，推动自身的职业发展。 
 
一、研修特色 
 

1. 研修内容实用性强：从教学、研究到教师职业发展，针对当下各高校ESP教学与科研

面临的实际困难，进行切实的答疑解惑； 

2. 研修方式多样：讲座、教学示范与讨论相结合，深入浅出，多维度提升研修效果。 

 
二、研修日程 
 

时间 课程 主讲人 

6 月 24 日 

08:30-09:0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09:00-10:30 Scope of ESP and needs analysis Winnie Cheng 

10:50-11:50 教学理念、原则与课程设置 黄萍 

11:50-12:00 问答与交流  

14:00-15:00 
教学实践分享：学术英语（通用） 
——如何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克服课程学习的

焦虑 
叶萍 

15:10-16:10 
教学实践分享：学术英语（医学） 
——以需求为导向，以内容为依托的《学术英

语（医学）》课程 
孙庆祥 



 

16:20-17:20 
教学实践分享：商务英语 
——基于案例教学法的商务英语翻转课堂 

张敏敏 

17:20-17:30 撰写反思日记  

6 月 25 日 

08:30-09:00 总结与反馈  

09:00-10:30 On-line ESP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nnie Cheng 

10:50-11:50 ESP 教师职业发展 黄萍 

11:50-12:00 问答与交流  

14:00-15:30 
Corpus-driven ESP research and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Winnie Cheng 

15:30-15:40 撰写反思日记  

15:40-16:00 闭幕式  

*注：最终研修日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三、主讲专家 
 
Winnie Cheng 
Prof. Winnie Cheng is the Associate Dean of Faculty of Humanitie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RCPCE), 

Department of English,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rit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ESP,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gmatics, corpus linguistic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er book publications include Enhanc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generic qualities through writing in English across the 

curriculum (2014), Exploring corpus linguistics: Language in action (2012), A corpus-driven 

analysis of discourse intonation (2008), and Intercultural conversation (2003), and edited books 

Teaching, learning and investigating about pragmatics: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actice s(2015),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2009), and 

Language fo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actice & training (2009). She has 

published over 100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黄萍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专门用途英语研究、语言教学研究。

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研人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专著两部，学术论文四十

余篇。现为中国 ESP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学术英语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商务英语协会常



 

务理事，英国文化协会英语教育顾问。 

 

叶萍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主管广西

大学大学英语教学，负责学术综合英语课程建设，近年致力于研究学术英语教学，在《外语

教学》发表相关论文“同伴互评法在英语演讲课堂中的应用研究”。担任多项区级教改项目和

社科项目主持人，主持获得 2012 年区级教学成果三等奖一项，2016 年区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一项。 

 

孙庆祥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医学英语教研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英语、医学术语研究、

科技翻译。主讲学术英语（医学）、医学论文写作及国际会议交流、医学英语术语学、实用

医学英语写作、医学英语视听说等课程。主编、参编《学术英语（医学）》、《医学英语术

语学及应用》、《医学英语（临床医学）》、《医学英语（基础医学）》等十余册（部）教

材和工具书，发表“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he Errors on the Use of Past Tense in English 

Interlanguage and Implications.”、“医学术语新词的来源、定名和汉译”等多篇论文。 

 

张敏敏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讲授《大学英语》、《商务英语翻译》、《雅思口语》、《语音

语调》、《英汉口译》等课程。2016 年主持《青年教师信息化新课堂》厅级项目，圆满结项，

并被评为优秀试验课程，受广东省高等教育技术中心邀请在结项大会上与与会者分享建课经

验。2015 年 7 月获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微课与翻转课堂特等奖；2013 年 12 月获全

国大学英语电子课件比赛三等奖；2013 年 10 月获广东省高校微课比赛一等奖。 

 

四、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6 月 23 日报到，24-25 日研修，预计 25 日下午 16:30 研修结束，之后可离

会。 
 

2. 研修地点：广东财经大学（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 21 号），综合楼 408 
 

3. 报到时间和地点： 
 
6 月 2 3 日 13:00-18:00；6 月 24 日 7:30-8:20 
丽枫酒店（广东财经大学校内） 
 

4. 研修日程： 
详细研修日程安排将于 6 月初公布，敬请期待。 

 



 

5. 研修费用： 
 

（1）1500 元/人（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研修期间用餐等

费用）。 
 
（2）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用由学员自理，会务组将为所有参班教师预定好丽枫酒店标

准间，价格为 329 元/天（含早餐），报到时即可办理入住。 
 
（3）研修费用可通过报名网站在线缴费、现场缴费或银行电汇至对公账户缴费，具体

方式如下： 
 
在线缴费：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并缴纳研修费用。 
现场缴费：现场可 POS 机刷卡（含公务卡）支付，也可现金支付。 
对公账户汇款： 
收款人账户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账号：620660000020100 
开户行名称：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行号：305100001598 
并请注明：广州 ESP 研修班培训费 
 
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至邮箱：training@fltrp.com，我们会及时回

复您的邮件。 
 
（4）发票事宜：研修费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发票，发票项目

“培训费”。住宿费发票由入住酒店提供。 
 

五、报名程序 

1. 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进行注册并登录。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7 年 6

月 21 日（为保证研修效果，研修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额满即止）。 

2. 主办单位将于开班前一星期内将电子版的邀请函发至学员邮箱，纸质盖章版的邀请函可

在报到时领取。报到日请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六、联系咨询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010-88819581 杨老师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QQ 学术交流群：174403624 
 微信公众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外语学术科研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广东财经大学 

2017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