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丁大学 EAP 教师研修报名通知 

 

在文化全球化、学术研究国际化大背景下，学术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指出，大学英语在注重发展学生通用语言能力的同时，应

进一步增强其学术英语交流能力，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专业学习和职业岗位等不同领

域或语境中能用英语进行恰当有效的交流。  

 

为推动 EAP 教学提升与科研创新，助力教师专业化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英

国雷丁大学将于 2021 年 4 月 12—29 日联合举办“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for EAP 

Teachers”线上国际研修，引进国外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充分发挥雷丁大学 EAP 教学经验与

优势，帮助参班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拓展国际视野，提升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 

 

雷丁大学简介 

英国雷丁大学创建于 1892 年，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之一，其前身为牛津大学基督教

会学院雷丁分院，曾先后 4 次荣获代表英国学术界最高成就之一的英国女王周年纪念

奖。雷丁大学国际教育与语言学院（International Study And Language Institute）是英国

久负盛名的教师培训及教育研究机构，师资雄厚，实力卓著，在语言教学和教师专业

发展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尤其是在 EAP 教学与研究领域，经验丰富，学术积淀深厚。 

*外研社与雷丁大学合作举办研修已有七年历史，丰富而又充实的学习经历、成熟而又

高效的组织模式获得历年参班教师的好评。 

 

研修安排 

研修时间： 

直播课程：4 月 12—29 日，以周为单位授课，每周 3 次课，授课时间为北京时间晚上

19:00—21:00，共计 24 课时。 

回放课程：5 月 31 日前可观看回放课程。 

研修形式：线上研修 

* 具体形式将于开班前 5 天内发送至报名邮箱。 

 

研修对象 

全国高校外语院系负责人及骨干外语教师。 

 

研修内容 

本次研修将围绕 EAP 教学与科研两大核心主题，通过线上讲座、工作坊、交流问答等形式，

讲解国际前沿 EAP 教学理念，展示课堂教学实践，指导 EAP 论文写作与发表，以帮助参班

教师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多维提升。 

Week Date Time Weekly focus 

Week 1 

April 12th  

Beijing time 

19:00—21:00 

• Key principles of EAP; varieties of EAP 

• Transitioning from General English to EAP 

teaching; EAP teacher competencies 

• EAP course design 

April 14th 

April 16th 

Week 2 April 19th 



April 21st • Teaching and assessing EAP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 Teaching academic vocabulary 

April 23rd 

Week 3 

April 26th 

• Research writing skills for publication 

• Corpus analysis tools for disciplinary writing 
April 27th 

April 29th 

*具体课程内容以最终课程方案为准。 

 

研修特色 

1. 师资阵容强大 

研修由雷丁大学 EAP 专业教学团队主讲，该团队在 EAP 教学与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的经

验和丰硕的成果，所教授的 EAP 课程受到国际 EAP 教师论坛——英国学术英语讲师

协会（BALEAP）的高度认可。目前已通过 FutureLearn 平台成功开发三门国际 EAP 慕

课，并参与牛津大学出版社 Epigeum EAS 在线课程项目，与英国境内及海内外 24 所

高校共同开发在线 EAP 课程。 

2. 理论与实践融合 

研修内容理论联系实践，从学术英语内涵出发，讲授学术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及思

辨能力培养策略，展示 EAP 课程教学设计思路与实施步骤，启迪教学智慧，激发教学灵感。  

3. 教学与科研共促 

课程设计兼顾教学与科研，引导参班教师立足教学实践，发掘科研选题，开拓学术视野，拓

展研究思路，掌握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技巧，助力教学与科研融合发展。 

 

主讲专家 

 

Mr. Seb Watkins, Programme Director for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r. Seb Watkins has successfully managed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s campus-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s for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of English over many years. He is the co-

author of Speaking: English for Academic Study. He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of delivering online 

courses, both for students and staff, including as Educator on the MOOC, A Beginner’s Guide to 

Writing in English for University Study and as the lead trainer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s 

for EAP teachers at partner universities.  

 



 

Mr. Colin Campbell,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Mr. Colin Campbell has worked as a teacher, teacher trainer, writer and consultant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or over 40 years. In the field of EAP, he is the author of Vocabulary: English 

for Academic Study and co-author of Listening: English for Academic Study. He has worked on 

man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s for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of English. 

 

 

Dr. Karin Whiteside, Programme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English Programme 

Dr. Karin Whiteside has worked in the field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since 2004. Her 

recent work has focused on discipline-specific academic language and literacy, and the teaching of 

research writing. As a practitioner and researcher, she is interested in genre, disciplinary discourse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approaches. 

 

报名程序 

1. 研修费用：3690 元/人（含专家授课、教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等费用） 

2.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21 年 4 月 6 日 

3. 支付方式：研修支持支付宝、微信缴费、对公账户汇款三种方式，具体程序如下： 

· 支付宝缴费：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并缴纳研

修费用。 

· 微信缴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按提示进行报名缴费。 

 

* 如学校报销要求，请在缴费前将公务卡绑定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时选择公务卡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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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雷丁大学 EAP 教师研修 

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至邮箱：guoting@fltrp.com。 

缴费后，如因故不能按时参加研修，支持限定时间内扣除微信、支付宝手续费后退费： 

·3 月 22 日前：退费金额=全款交费金额-微信/支付宝手续费 

·3 月 23 日至 4 月 6 日：退费金额=全款交费金额-微信/支付宝手续费-500 元项目运营管理

费 

·4 月 6 日起：不再退费 

4. 2021 年 4 月 6 日前报名并完成缴费视为报名成功。会务组将于缴费后 5 个工作日内，发

送邀请函至您报名所填邮箱，并于研修开始前 5 天内，发送具体研修方式。（请务必在报名

时准确填写电子邮箱地址。） 

5. 研修发票：研修费电子发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发票项目为“*

非学历教育服务*培训费”，如需开具发票，报名时请务必填写准确完整的发票抬头、纳税人

识别号等信息；电子发票将于研修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统一开具并发送至您报名所填邮箱。 

6. 研修证书：凡参加全部课程且考核合格者，可获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雷丁大学联

合颁发的结业证书。 

 

报名咨询 

1.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2. 咨询邮箱及电话：guoting@fltrp.com，010-88819033（郭老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雷丁大学 

2021 年 1 月 

 

mailto:guoting@fltr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