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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教材-写教材-用教材：来源与数量

2004至2014年间，北青政英语教材
41册。

35册为院级及以上教改类项目成果，
占总量的85%；2册获市级奖，占
4.9%，2册获院级奖，占4.9%。

十年北青政英语教材总量

14册配备交互软件（单机版或网络
版），占总量的34%；2册多媒体课
件获市级奖，占4.9%，2册获院级奖，
占4.9%。

国家-省部-院校：纵向教改项目

政府-行业-企业：横向委托项目 ↑
出版社：特色品牌项目、国际合作项目

教师个人：兴趣、专长

教 师：考核或职称 / 收入或名誉

出版社：码洋 / 地位 …
学 校：地位 / 师资… 

发
展



编教材-写教材-用教材：设计与质量

2004至2014年间，北青政主编英语
教材39册。

18名专职英语教师中，主编人数为
14人（非挂名），占77.8%。人均参
编3册。

十年北青政主编英语教材

历届英语专业学生中，参编人数累计
近20人（电子内容为主）。

主编-编者（排名）：教科研质量指数

册数-字数（比例）：教科研数量定额

教务处/系部：管理绩效 / 团队发展 / 评奖

出版社：编辑、编者、主编（品牌出版
社、对口出版社）

主编英语教材39册中，企业参编册
数14册，占35.9%。

竞 赛 教材开发
副产品

论 文

学生科研

信息化
（交互软件）

实训指导书



旅游英语产品（含教与学课件）

•旅游职业英语（10册）含单机/网络
• — 凯撒旅游、凤凰假期、众信国旅
• —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10个公园）

•文秘英语速记、视听速记（旅游）含单机/网络
• — 北京音像（录音部）、北京中旅

•法务学习绘本（旅游法、出境入境管理法）-英文版

• — 安捷之旅、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旅游英语顶岗实训指导书
• — 北京双雄对外服务公司、安捷之旅

旅游产品/英语产品

•跨文化学习系列读本（人文篇、商务篇）-中文版

• — 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
•APEC读本-中文版

• —北京市颐和园公园管理处
•行业英语速记系列（10册）
• — 北京双雄对外服务公司
• —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
•会展英语实训指导书
• — 万嘉国际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英语语法实训指导书
• — 北京市顺义区政府外事办

编教材-写教材-用教材：案例与思考

职业教育“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北京市人才强教深化计划项目、北京市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

中国职教学会高职外语教学研究会重点项目



高等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旅游职业英语

英汉（汉英）口笔译实务（1‐2册）
中国旅游地理（1册）
英文报刊选读（1册）
听说实务（1-3册）
读写实务（1-3册）

校企

英语速记

文秘英语速记
实用英语视听速记实训教程（旅游专业）

——单机版和网络版——

专业目录修订、顶岗实习标准
慕课资源平台

专
业
标
准

行
业
标
准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讲解员岗前培训

中海油中石化
国际化人才培训 反哺企业

反哺行业

反哺社会
社区与市民服务

反哺学生 就业 择业 创业

教材再生性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教学资源建设项目–为资源模块式定制奠定基础）

听说读写-1
主题内容

听说读写-1
单项核心能力

素质培养
文化风采

Scenic Spots
景点景区导游
场馆讲解员

（境内为主）

Travel Agencies
涉外旅游咨询
涉外旅游销售
涉外旅游证照

（境内为主、境外为辅）

Hotels
涉外酒店接待
涉外酒店前台
涉外酒店销售
（境内为主）

听读(Imitation) + 听写(Dictation)
会话(Conversation) + 陈述(Presentation)

精读(Intensive-Reading) + 泛读(Extensive-Reading)
基础写作(词、句、段、篇)

涉外旅游礼仪常识（境内；境外）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京内；京外）

听说读写-2
主题内容

听说读写-2
单项核心能力

素质培养
才艺风采

Scenic Spots
境内地接
入境全陪

（境内→境外）

Travel Agencies
出入境计调
出入境团组
出入境客服

（境内→境外）

Hotels
涉外酒店客房
涉外酒店餐厅
涉外酒店休闲

（境内→境外）

听记(Note-taking) + 听释(Interpretation)
演讲(Making Speech) + 研讨(Discussion)

精读(Intensive-Reading) + 泛读(Extensive-Reading)
应用写作（表、函、信、文）

涉外旅游安全常识（境内；境外）

中国传统技工技艺（京内；京外）

听说读写-3
主题内容

听说读写-3
综合实操能力

素质培养
竞技风采

Scenic Spots
境外地接
出境领队
（境外）

Travel Agencies
涉外旅游娱购
涉外旅游休闲
涉外旅游管理

（境内→境外）

Hotels
涉外酒店会展
涉外酒店行政
涉外酒店管理
（境内→境外）

根据全套出入境旅游的工作流程编制
（导游实务项目1-2、旅行社实务项目3-5、酒店实务项目6-8）

根据英语语言核心技能综合应用编制

涉外旅游应急常识（入境；出境）

职业技能大赛与职业资格证书
（大赛；证书）

以培养英语语
言实际应用能
力为龙头

以旅游行业知
识为载体

以强化岗位群实
操技能为核心

以提高职业竞争
力和岗位提升潜
力为目标



教材建设与专业基础调研相结合

在领会国家发展战略和法规政策基础上，
坚持各类专业的基础调研工作，在深入行
业企业和国内同类院校开展专业调研的过
程中，注重搞懂企业运作与管理关键要素，
有效搜集一线岗位群实际案例，了解现有
教材应用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影响因子，
分析研讨专业英语类教材建设的实用性、
职业性、前瞻性和再生性，为不断优化专
业定位，拓展专业方向，整合教学资源，
提升教材建设质量奠定扎实的基础。

教材建设与师资队伍建设相结合

把组织一线教师编写教材的过程视为教师
发展和队伍建设的有效手段之一。坚持教
师全员参与教材编写工作制，积极搭建与
教师教科研项目配套执行的平台，认真帮
助教师解读教材与专业建设、教材与课程
设置、教材与教学实施、教材与信息化、
教材与教师发展的相关性，注重有序开展
教材的设计、选材和编纂等基本功培训，
做到“编中学-学中编→编中思-思中编”，
为提高教材应用的实效性奠定良好的基础。

编教材-写教材-用教材：案例与思考

职业教育英语教材的顶层设计要跳出“唯英语”的圈圈，教材建设要提升宏观视野，夯实微观内
涵；教材编写既要从行业视角、企业视角切入，强调职业性和针对性；又要从教师视角、学生视
角出发，突出应用性和实用性，要力争在教材建设的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社会化等方面不
断有所突破。



联系我们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www.bjypc.edu.cn 北京中美亚
英语速记精品课程 国际旅行社
www.yysjlq.com www.zmstravel.com
北青政英语系网页
http://webg.bjypc.edu.cn/eng/
老青联系方式 郭健忠联系方式
laoqing@bjypc.edu.cn 1043034993@qq.com 
010-84778277 / 64722375               13901059459
13001957025, qq:1665916664 ， 010-64176232

学校通信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
花家地街九号
（100102）

http://www.bjypc.edu.cn/
http://www.yysjlq.com/
http://webg.bjypc.edu.cn/eng/
mailto:laoqing@bjyp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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