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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商务英语 

专业代码：670202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本着“一线双核”（以英语为主线，以国际商务沟通能力、国际商务操作能力为

核心）的理念，培养面向珠三角地区商务服务业、批发业和零售业，在一般国际商务活动领

域、进出口贸易流程领域及拓展领域，从事商务接待服务型岗位（涉外商务助理/英语客服/

翻译人员）、国际业务操作岗位（外贸业务员/单证员/跟单员/跨境电商操作员等）的工作。 

所属专

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教育与体

育 

大类 

（67） 

语言类

（6702） 

商务服务业 

（72） 

批发业 

（51） 

零售业 

（52） 

翻译人员 

（2-10-05） 

商务专业人

员（2-06-07） 

商务翻译 

外贸业务员 

跨境电子商务运

营专员 

涉外商务助理 

国才（初级） 

剑桥商务英语

证书（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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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有宽广国际视野、良好的人文素养、

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商务惯例和业务流程，具有较强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跨文

化商务沟通能力、国际商务运作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精英语、通商务、可创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拥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有良好的服务理念、责任意识和创新创业意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热爱劳动。 

2．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的总词汇量应达到 4500个单词和 700 个词组，其中 1800个单词为积极词汇，即要

求学生能够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练运用，学生还应结合专业英语学习，认知 600个专业英

语词汇。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规则，在听、说、读、写、译中能正确运用所学语法知识。懂

得英语基本语法结构和常用句型，能正确理解用这些结构和句型写成的句子。 

（2）专业知识 

掌握国际商务礼仪的基本知识，掌握各商务活动的跨文化沟通及服务技巧，掌握商务电

话沟通礼仪与技巧。熟悉商品基础知识，了解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知识及国际贸易的法律

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了解国际商贸核心部门的运行规律，掌握对外贸易工作流程，熟悉跨

境电子商务操作规则和流程。熟悉主要外贸客商所在国家或城市概况，熟悉经营管理知识、

国际市场营销、会展营销等相关知识。  

    3．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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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使用现代办公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资源，信息收集、整理和处理能力，较强的环境

适应能力，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处理突发

问题的能力，职业规划能力。较强的组织、统筹协调能力，抗压能力，动手操作能力，解决

复杂问题能力。自我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批判性思维能力，自主

创业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国际商务沟通能力：能在 15 分钟内听写词数为 150 个左右、语速为 100 词/分钟的一

般性的英语录音材料，准确率达到 80%以上；能听懂语速为 120 词/分钟左右的一般性的商

务材料，理解正确率达到 60%以上。能读懂普通商务英语材料，阅读速度达到 100～150词/

分钟，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60%。能在一般社交场合和一般商务活动中与英语国家人士自如交

谈。能独立完成常见英语商务应用文写作。能就一般难度的商贸体裁文体进行英汉互译，翻

译速度约为 150～200 词/小时；对普通涉外商务活动进行即席口译，正确率不低于 70%。 

国际商务运作能力：客户开发与管理能力/函电处理能力/跨境电子商务操作能力/商务

谈判能力/合同拟定能力/合同执行能力/制单审单能力/报关报检能力/跟单能力/争端与索

赔处理能力/维护客户能力 

（3）职业拓展能力 

具备产品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国际会展营销管理能力，日语商务沟通及操作能力；能综

合运用所学独立创业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商务翻

译★ 

  

1.担任日常口译工作 

2.翻译日常商务文件 

1.能阅读一般的商务文件 

2.能翻译一般的涉外商务信函 

3.能中英文互译一般的商务考察 

4.能中英文互译一般的商务会谈 

商务英语阅读/实

用商务英语翻译/

实用商务英语口

译 

2 
涉外商

务助理 

1. 商务接待 

2. 会议组织接待 

3. 会展接待 

1.能够开展跨文化交际，能综合应用听说读写译，能

妥善处理服务接待中的突发事件和相关投诉。 

2.能独立处理企业日常的中英文接待事物（接听电话

/接待临时访客/涉外商务客户）；能顺利阅读英语文

件/信函/邮件并具备商务文书写作能力；能安排会议

各项接待和陪同考察和送行服务；能完成展前开发/

联系客户，展中介绍产品，展后跟进客户等项工作。 

英语视听说

I/II/商务英语视

听说 

跨文化交际 

商务英语 I/II/

会展英语 

3 
英语客

服 

1.了解产品信息/开发客

户 
1.掌握电话营销技巧，能主动引导客户的需求，能主 英语视听说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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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话推销产品并对客

户的咨询做出专业解答

及回访，维护客户。 

导电话内容 

2. 商务电话沟通能力 

商务英语视听说/

英语客服 

4 
外贸业

务员★ 

  

1.开发客户 

2.建立业务联系 

3.商务谈判、订立合同 

4.履行合同、业务善后 

1. 1.能开发与管理客户 

2. 2.能处理函电 

3. 3.能操作电子商务 

4. 4.能进行商务谈判 

5. 5.能拟定合同 

6. 6.能执行合同 

7.能处理争端与索赔 

商务英语 I/II 国

际商务函电/国际

商务谈判/国际商

务单证（双语） 

5 

跨境电

商运营

专员★ 

 1.网络营销 

2.跨境电子商务运营 

能运用国内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速卖通、阿里巴巴

国际站、敦煌网、国外主流电商平台亚马逊、e-bay

等，独揽业务，自主经营。 

跨境电商操作实

务/网页设计与制

作/图形图像处理 

6 单证员 

  

1. 信用证审核及修改 

2. 货运单证制作 

3. 报关、报检单证制作 

4.单证审核及付汇 

① 1.能根据国内采购成本进行出口报价核算； 

2.能根据交易条件填制英文出口合同； 

3.能结合合同与交易条件审核英文信用证并对不符

点作出修改； 

4.能根据信用证列明结算中各类中英文单据的要求； 

5.能熟悉出口托运订舱清关流程及相关中英文单证； 

6.能按照信用证要求正确缮制各相关英文结汇单据 

国际商务函电/国

际商务单证（双

语） 

7 跟单员 
1.生产企业跟单 

2.外贸企业出口跟单 

生产企业跟单： 

1. 能接单/审单/制作样品; 

2.能监控生产进程 

3.能监控生产质量 

4.能进行包装/交货 

外贸企业出口跟单： 

1.能选厂/验厂; 

2.能审单/下单; 

3.能跟踪/协调订单; 

4.能验货/出运;能维护客户关系 

国际商务函电/国

际商务单证（双

语）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

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

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

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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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人

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规范和法律意识）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

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成

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

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相

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

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

的能力。 

1、 毛泽东思想 

2、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

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

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

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源

库。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

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

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

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

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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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

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

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

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

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1、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

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

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

应对、生命教育）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3、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

台 

6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

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

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

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化多

媒体机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要求

具有丰富的信息技术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强，

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7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

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

作，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

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

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反省自

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国学讲坛（3 学时）、雅艺

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

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活

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

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8 大学   1、素质目标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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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

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

方法，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

划书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

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学组建团

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

系，认清自我的技能，掌

握职业环境探索的内容、

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

研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法

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9 
军事

理论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

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0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

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

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内

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

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

规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

基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

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

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1 

中西

文化

基础 

通过学习中西文化常识，比较中西方文化

差异，增进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培养学生

综合文化基础素质，提升职业素质，增强

学生在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做好专业工

作的理解能力、内涵构建能力和沟通能力，

中西文化差异、中西哲学

思想宗教文化、中西礼仪

文化、中西风俗节日文化、

中西饮食文化、中西文学、

中西艺术文化、中西建筑

除了在多媒体教学进行理论

教学外，可利用院系实训室、

各社区中心、校外画廊、文

化公司、博物院、文化景点



 8 

培养新时代有国际视野高素质应用型高职

人才。 

文化和中西科技文化。 进行实践性教学。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实用

商务

英语

翻译 

1.素质目标：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求

真务实自我学习和自我发展的素质。 

2.知识目标：了解翻译基础理论知识、

商务英语翻译的特点，掌握常用的翻译

技巧。 

3.能力目标：牢固掌握商务英语翻译的

基本技巧，能正确地翻译各种商务英语

句子短文，能从事国际商务翻译工作。 

根据在涉外企业涵盖一般对外

商务推广及商务交往中所涉及

的基本翻译类型、方法、规范和

技巧，以培养学生翻译实践能力

为核心，以商务专业知识及商务

英语真实语料为背景，锻炼学生

在商务语境下运用常用的技巧

翻译商务文本的能力。 

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开

展教学，从语料收集、

样本分析、实例翻译到

比对总结，通过启发

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完成各项任

务，在大量实例训练中

更好地体现“做中学”。 

2 

国际

商务

函电 

1.素质目标：团队协作能力、人际沟通

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职场人思维。 

2.知识目标：熟悉交易前准备、交易磋

商、执行合同、交易后续事宜的基本外

贸知识、专业术语、常用句式、写作技

巧和结构。 

3.能力目标：能用函电独立处理国际贸

易业务；国际商务函电写作能力。 

外贸函电格式与写作原则，建立

贸易关系，询盘，发盘，还盘，

寄送样品，签订合同，支付方式，

包装，保险，装运，投诉和索赔。 

以情境为媒介，根据具

体任务让学生体验不

同角色。通过丰富的案

例分析，采用建构主义

为主导的过程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

法、案例、角色扮演法、

情境、启发式、讨论式、

对比教学法等。 

3 

实用

英语

写作 

1.素质目标：清晰准确表达思维的素

质；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涉外企业职

员的素养和气质。 

2.知识目标：巩固基本句型结构和语法

知识；掌握商务英语写作的原则习惯，

写作流程、格式、习惯和常见句型。 

3.能力目标：独立思考、多角度思维能

力；短文、英文社交、商务和企业内部

文稿，简历写作能力。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English writing ， Social 

correspondence ， Employment 

correspondence ， In-house 

correspondence ， Essay 

writing 

运用案例分析，小组合

作，网络课程等方式提

高学生的基础写作能

力。 

4 
综合

英语 I 

1、素质目标：乐于探究的意识和敢于

创新的精神，主动与他人交流合作的精

神，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具有英语的语音知识、听

说读写译的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能在各种商务日常活动中

用英语进行口头、笔头的交际；较强英

语的听说读译能力。 

1.语言基础训练：结合各单元主

题进行听说模块、阅读模块、语

法、写作和翻译的训练。 

 

2.语言实操训练：结合各单元的

主题进行调查与汇报、主题介绍

的综合实操。 

运用任务驱动，小组合

作、小组讨论，成果展

示，角色扮演等方法，

提高学生语言的综合

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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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

英语

II 

1.素质目标：乐于探究的意识和敢于创

新的精神，主动与他人交流合作的精

神，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语音、听说读写译的基础

知识。 

3.能力目标：能在各种商务日常活动中

用英语进行口头、笔头的交际；较强英

语的听说读译能力。 

1.语言基础训练：结合各单元主

题进行听说模块、阅读模块、语

法、写作和翻译的训练。 

2.语言实操训练：结合各单元的

主题进行调查与汇报、主题介绍

的综合实操。 

利用多媒体教室、网络

课程平台、雅信达英语

学习平台等手段，采用

任务驱动，小组合作、

讨论，成果展示，角色

扮演等方法，进一步提

高学生语言的综合运

用能力。 

6 

商务

英语

阅读 

1.素质目标：对商务活动的意识，中外

商务礼仪素质。  

2.知识目标：熟悉理解 4000 左右的单

词，熟悉合成词、派生词的构成，语言

信号词的意义。了解基本阅读技巧，如

猜词、主题句、段落模式等。积累一定

的商务知识及英美文化背景知识。 

2.能力目标：预测能力、猜词能力，识

别作者的态度及观点能力，速度与准确

的平衡能力，信息查找能力。 

1.阅读技巧基础训练：包括：猜

词技巧和段落模式。 

2. 综合阅读训练：包括：各主

题的文章阅读和构词法。 

3. 实用商务阅读：包括：商务

名片、邀请函、菜单、图表、招

聘广告、产品目录、产品说明书。 

结合多种教学手段和

方法，如利用多媒体教

室、《商务英语阅读》

网络课程平台、雅信达

英语学习平台等手段，

采用任务驱动，小组合

作、小组讨论，成果展

示，角色模拟等方法，

提高阅读能力。 

7 

英语

语音

实训 

1.素质目标：对语音语调敏感素质。 

2.知识目标：了解英语音标的发音原

理、基础语音知识、常用语调和用途以

及朗读节奏和语速。 

3.能力目标：能读准英语音标，能正确

朗读单词和句子，能在日常商务会话中

正确使用各种基本语调。 

1.元音、辅音音标 

2.开音节、闭音节、重读规则、

连读、同化、省略、缩略音的弱

化和意群。 

3.升调、降调的应用，节奏。 

通过图片、实物投影、

录像或者课件等多媒

体辅助教学手段，搭建

互动，活跃的课程训练

平台，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以，

提高语音课教学效果。 

8 
商务

英语 I 

1.素质目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创

业精神。 

2.知识目标：掌握商务英语常用的语法

知识以及内部通讯文稿的商务英语写

作要点。掌握与岗位工作流程、任务相

关的英语语言与商务知识，如：工作方

式、公司介绍、人事管理等。  

3.能力目标：能选择恰当的创业类型，

并合作设立公司，随之完成系列任务。 

教学内容分为课程导入、创业前

准备、自主创业。又细分为 10

项目：第二模块包含工作方式与

人脉建立；第三模块包括：自主

创业、公司介绍、广告宣传、公

司福利、人事管理、任务分配、

办公场所、例行周会。教学的重

点难点项目有自主创业、公司介

绍、广告宣传、例行周会。 

运用蓝墨云班课 APP采

用“线上 + 线下”的

翻转课堂混合式信息

化教学，通过建立网上

学习资源库“商务英语

网络课程”, 让学生随

时能在网络教室或电

子阅览室里作探索性

的学习。 

9 

商务

英语

II 

1.素质目标：大公司职员的素养气质。 

2.知识目标：掌握商务英语听说读写的

常用术语及表达，具备商务英语的词汇

量。 

3.能力目标：使用商务英语执行公司的

销售部门、培训部、市场营销部、管理

层、项目部、财务部、法务部门、公关

部门等部分工作任务的能力。 

内容涉及产品销售、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证券

投资、项目管理、公关宣传、培

训管理等公司部门的工作任务

知识和相关商务英语语言知识。 

利用实训项目提高商

务英语听说读写的运

用能力，增加商务知识

和技能。 

10 
跨境

电商

1.素质目标：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精

神和协作能力。 

跨境电商英语注重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一体化，由 6 个实训
运 用 移 动 教 学 助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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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2.知识目标：了解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操

作商务技能，主要产品的常用英文表

达，如：服装、电子、家电等。 

3.能力目标：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用英

语流利解答顾客的售前询盘或顺利完

成售后服务，能运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

产品营销推介。   

项目组成。首先，介绍主流跨境

电商平台；然后，通过选用 5 种

典型产品（服装、电子、家电、

玩具、假发）作为项目依托，组

织学生进行跨境电商平台在线

交流的实训活动。 

 

“蓝墨云班课”或上

网搜索资源，让学生随

时开放能在网络教室

或电子阅览室里作探

索性的学习。 

11 

国际

市场

营销

英语 

1.素质目标：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精

神和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了解国际市场营销所涉及

的商务技能，掌握与国际市场营销相关

的英语语言与商务知识，如：营销环境、

营销组合等。 

3.能力目标：面向不同消费者群体产品

推销能力，小型企业英语调研能力，运

用“七步法”，市场细分和定位能力。 

国际市场营销英语将教学内容

分为两大模块：国际营销商务知

识、国际营销商务技能。模块一

国际营销商务知识包括市场营

销概述、营销环境、营销组合；

模块二国际营销商务技能包括

消费者购物行为、市场调研、市

场定位与细分。 

运用移动教学助手“蓝

墨云班课”或上网搜索

资源，让学生随时开放

能在网络教室或电子

阅览室里作探索性的

学习。 

12 

跨文

化交

际 

1.素质目标：良好的职业道德、创新精

神和协作能力。 

2.知识目标：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

不同文化的特点和交际类型，分析中西

方文化冲突的原因。了解跨文化交际对

国际商务谈判、管理等方面的影响。 

3.能力目标：，在涉外商务活动中能合理

分析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应注意的事项。 

教学内容分为四大模块：跨文化

意识的觉醒、跨文化知识的吸

取、跨文化情感的应对、跨文化

商务技能的获得。旨在拓宽国际

视野、突显中国情怀。 

利用蓝墨云班课 APP针

对教学模块实施“线

上 + 线下”的“听说

法 + 交际法”，提高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 

13 

国际

商务

谈判 

1.素质目标：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涉

外商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职业道德和职

业能力。 

2.知识目标：了解商务谈判的要素、流

程、类型、原则。熟悉商务谈判的三阶

段和四环节，基本方法、技巧和策略 

3.能力目标：做好谈判的准备工作，灵

活运用谈判的策略，具有一定的谈判能

力和决策能力。 

以商务谈判准备、商务谈判过

程、商务谈判结束三个项目为主

线， 从认识商务谈判、商务谈

判的准备、商务谈判心理、商务

谈判计划的制订、商务谈判开

局、 僵局与让步、价格谈判的

策略与技巧、商务谈判备忘录与

合同的签订等任务安排教学内

容。 

通过典型谈判案例分

析、谈判模拟流程等仿

暗黑“了解、熟悉、掌

握、运用谈判原则。 

14 

商 务

英 语

视 听

说 

1.素质目标：商务文化素养，国际商务

文化意识。踏实，细心，一丝不苟，合

作精神，敬业、诚信的职业素质。 

2.知识目标：熟知相关模块的商务文化

知识，掌握一般的经贸金融基础知识，

与商务知识相对应的专业术语及解释。 

3.能力目标：能听懂语速为 150 词/分

钟左右的商务会话或陈述，能领会说话

人的态度、感情和真实意图。 

侧重于企业的日常商务活动，划

分为 9 个模块，包括：面试、职

位描述、商务电话、商务会议、

商务旅行、公司展示、产品展示、

接待访客和商务宴请，每个模块

由“交际技巧”、“语言知识”和

“商务实践”三部分组成。 

运用视、听、说综合技

能训练等主要教学手

段，旨在培养学生在商

务环境中正确理解并

恰当使用英语的能力

和学生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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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语

视听

说 I 

1.素质目标：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

服务理念、忠于职守精神的职业道德。 

2.知识目标：掌握日常交际词汇、句型，

语音、语调知识，相关工作岗位、流程

知识等。掌握基本商务词汇、交际句型，

了解相关商务知识，中西方文化差异。  

3.能力目标：能用英语进行思维，积极

进行交流，能听懂、预测日常交际内容

并能得体地进行日常交际。 

教学内容以商务背景下的日常

交际为主，主要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日常基本的英语沟通能力

及创新基本能力。项目教学内容

为参加面试、结交同事。 

通过情景模拟训练，口

头报告等灵活方式培

养学生在一般商务背

景下的日常交际能力，

通过学习，学生在表达

日常交际内容时能言

之有物，并具备一定的

深度。 

16 

英语

视听

说 II 

1.素质目标：国际视野，职业道德，合

作精神，服务理念，创新意识、思维。 

2.知识目标：掌握日常交际知识、相关

工作岗位知识，基本商务词汇，句型等

知识。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 ，掌握辩

论技巧。  

3.能力目标：能听懂、预测日常交际内

容并能流畅、准确、得体地进行日常交

际；具有观察/分析/推理/归纳总结/合

理评价/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等创新能力 

以项目为依托，将基础创新能力

培养与基础商务听说能力培养

相结合，项目教学内容为英语辩

论赛（日常英语交际的内容），

组织接待工作。 

通过精心设计的课前

演讲，单元主题内容展

示，英语辩论赛，组织

接待工作及课外系列

活动，真正体现能力本

位思想，使学生学会自

我思考，思维角度更

宽，内容更深刻，口语

输出质量更高，独立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更强。 

17 

实用

英语

口语 I 

1.素质目标：谦虚、好学的素质、团队

协作精神。 

2. 知识目标：日常交流知识及技巧。 

3.能力目标：能够有效进行口头的信息

交流、口语表达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

学习能力，以及对外交往等交际能力。 

 

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

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

容，通过大量的口语练习和实

践，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用英语

进行口头交际的能力，同时帮助

学生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文化

背景和生活习俗。 

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通过轻

松幽默的课堂氛围和

多种有趣的课堂活动，

激发学生说英语的兴

趣和勇气，培养学生口

语表达能力。 

18 

实用

英语

口语

II 

1.素质目标：团队协作精神，勤于思考，

做事认真的良好作风。 

2.知识目标：相关词汇和句型知识，语

音语调基本准确。 

 3.能力目标：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能

有效进行口头信息交流。自主学习能

力，对外交际能力。 

old and new， take care

，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  must have it ，

the right kind of perso

n， building your dreams，

money money money，imagine

  

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式和多种有趣的课

堂活动，激发学生说英

语的兴趣和勇气，培养

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19 
英语

演讲 

1. 素质目标：良好的职业道德，运用

英语规范的自觉性，沟通精神；重视交

际和乐于交际的思想观念。 

2. 知识目标：理解英语演讲的重要作

用，基本原则，基本技巧和方法。 

3. 能力目标：工作场景中的演讲能力；

英语的逻辑思维能力；形成安排布局、

分析语言优劣活动的能力。 

语言表达训练， 演讲策略训练， 

演讲实操训练， 演讲心态和仪

态训练，演讲禁忌。 

运用英语趣配音，每日

英语听说 APP,TED 演

讲，提高学生的听说学

习兴趣，演讲技巧。 

20 

会 展

英语 

1.素质目标：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良

好的会展人员的责任感、职业道德 

2.知识目标：掌握与会展业相关的英语

包含展览与会议两大部分： 

1、展览部分包括展会准备、展

会推广与巡展、站位销售与申

运用各种信息技术，例

如会展网站、智慧云平

台等教学法突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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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术语及表达法，常用的会展英语写

作文体，基本口译及翻译技巧，接待礼

仪和沟通技巧知识。 

3.能力目标：能运用英语进行涉外会展

的交流和接待；接待客户时能做到语言

得体，态度端正，正确使用肢体语言。 

请、站位设计与搭建、展会服务

与展位接待、撤展与会后跟进。 

 

2、会议部分包括会议筹备与咨

询、会议接待与参会。 

难点和重点，增强学生

实践应用能力和思想

价值引领。 

21 

国际

贸易

实务

（双

语） 

1.素质目标：良好职业道德，诚信、敬

业精神、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 

2.知识目标：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的要

素、内容及框架，基本业务流程；熟悉

国际贸易各环节的工作任务。 

3.能力目标：能运用国际贸易知识，制

定国际贸易工作计划并完成国际贸易

各环节的工作任务。 

以国际货物买卖为对象，以交易

条件和合同条款为重点，以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与履行为

主线，将进出口业务各个环节串

联起来，介绍国际货物买卖的基

本知识与流程、国际贸易惯例与

法规、进出口业务的主要操作技

能与方法。 

通过模拟商务平台，实

施模块化教学，注重培

养学生良好的文化、职

业素养以及创新精神

和创业意识，实现高职

教育的核心价值。 

 

22 

国际

商务

单证

（双

语） 

1.素质目标：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和

团结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掌握单证的缮制、审核与

流转知识； 

3.能力目标：具备审证、制单、审单的

能力。 

业务准备，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缮制与备货，报检和报关，运输

和保险，结汇单证，审单、交单

和归档。 

 

运用项目教学和行动

导向的教学模式，培养

学生的制单能力。 

23 

实用

英语

口译

实训 

1.素质目标：团队合作、独立工作、困

境应对、稳定的心理素质等职业素养； 

2.知识目标：掌握基本商务口译技巧和

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语言和商务知识； 

3.能力目标：能运用基本口译技能对商

务情境进行流利的英汉互译。 

礼仪致辞，文化交流，公司及产

品介绍，商务旅行，市场营销与

促销。 

运用项目教学法、任务

驱动法和情境教学法，

培养学生的口译能力。 

24 

日 语

（ 二

外） 

1.素质目标：谦虚、好学的素养，团队

协作精神。谈吐，举止优雅。 

2.知识目标：掌握假名的正确发音及写

法，名词谓语句和存在句等动词谓语句

的基本句型。 

3.能力目标：能用日语进行自我介绍。 

主要教学内容为日语五十音图、

日语正确发音，一百个左右的词

汇、名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

及简单的自我介绍等日常寒暄。 

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法，对日本社会、文

化及语言习惯有个大

致的了解，能够用日语

进行日常生活的寒暄

和自我介绍。 

25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1.素质目标：谦虚、好学的素质，团队

协作精神；创新创业精神。 

2.知识目标： 熟悉不同相关岗位部门

运作机理。 发现、认识社会现实存在

的各种问题，并能用所学理论去加以分

析，提出解决对策 。 

3.能力目标： 观察、分析能力及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撰写实习报告的能

力。 

电话客服办公业务方面，外贸业

务方面，进出口业务方面，会展

业务方面，酒店及导游业务方

面。实习报告的具体要求，格式、

内容等方面 

 

通过亲临指导，或通

过电话等方式定期地

进行检查和不定期地

进行抽查学生的实习

情况，保障实习质量。

跟踪检查每位学生的

实习报告，确保达到合

格要求以上。 

26 

跨 境

电 商

操 作

1.素质目标：团队协作精神，勤于思考，

做事认真的良好作风。 

2.知识目标：跨境平台操作基本知识技

客户开发的前期准备，注册网

店，熟悉平台操作规则，选定产

品进行价格核算，选择产品类

运用真实的平台，让学

生注册店铺上传产品，

进行实战教学。积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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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 巧 

3.能力目标：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用英

语语流利解答顾客的售前询盘或顺利

完成售后服务；能运用社交媒体平台进

行产品营销推介。 

目，拟定产品标题，填写产品属

性信息，产品发布与优化，国际

物流与货物运输，营销手段，纠

纷处理。 

用网络资源，不断增加

教学资源的品种，不断

提高教学资源的针对

性。 

27 

商 务

管 理

实务 

1.素质目标：创新创业意识，团队协作

精神 

2.知识目标：商务管理基本知识 

3.能力目标：商务工作的管理协调能力 

商务管理知识，领导艺术，沟通

技巧等方面知识 

运用任务驱动，项目

导向方法拓宽学生的

职业能力，拥有管理能

力。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商务英语 I 

学  期 3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60 实践学时 1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创业三步曲之一： 学习案例了解特色小企业的自主创业故事。实验班同学以小组为单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综合英语 II 

 

商务英语 II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养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国际商务谈判 

实用英语口译

实训 

跨境电商英语 

会展英语 

商务管理实务 

省市英语口语

大赛 

 

英语视听说

II 

 

国际商务函电 

 

国际市场营销

英语 

 

商务英语阅读 

 

实用商务英

语翻译 

 

国际贸易实务

（双语） 

 

国际商务单证（双

语）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综合英语 I 

 

英语视听说 I 

 

英语语音实训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跨境电商操作实

务 

 

实用英语写作 

 

商务英语 I 

 

商务英语视听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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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业、公司介绍、 

广告宣传 

位，协作完成创业构思，开公司或开店；分组介绍各自的创业意图；

分组对创业意图进行 SWOT 分析，并制定商业计划。择优选出 2 组进

行 PPT 展示及公司英文介绍，其余组成员作为投资方，投票选出最

佳投资对象。利用“易企秀”app，分组设计自家公司电子招聘广告。 

2 

创业三步曲之二： 

公司福利、人事管理、 

任务分配 

探讨公司福利对人员招聘的重要性。实验班同学组内讨论并草拟各

自公司的人事管理条例。为有效地分配工作，为自己本周的任务列

出待办事项清单。 

3 

创业三步曲之三： 

办公场所、例行周会 

简要构思如何装饰办公室。实验班同学分组举办模拟会议，为办公

室或商铺选择艺术装饰品。按要求撰写会议记录，完成报告。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符合职业教育精神、教学经验丰富、教学风格各异的专兼任互补的课程教学团队。 

2.教学设施：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一体化，在 12 个项目的教学实施过程中突出能力本位、任务驱动，强

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注重项目评价方式与信息资源设计方面的改革。 

3.教学资源：纸质与网络教学资源并举，除使用教材《新编剑桥商务英语中级》外，课程组积极开发网络教学

资源，如：“商务英语”网络课程、微信公众号“翻转学习商务英语”、蓝墨云班课“商务英语”。 

4.教学方法：将创新创业意识的培养深入融进本课程的教学环节，组织以“创业”为目标进行项目化商务仿真

情景教学。普通班按传统方式进行按部就班的教学，而实验班则开展信息化教学改革，即“线上+线下”混合式

翻转课堂教学，课程采用“总任务—项目分解—线上课前自学 + 线下课堂面授 + 课后绩效评价”的教学模式。

以“创业过程”为导向对教材内容进行重组，创业项目诱发学生兴趣，团队协作尝试创业并展开后续学习。 

5.学习评价：注重考核学生商务职业素养、语言运用能力，采取开放性评价体系，在 12 个项目教学过程中，通

过学生组间互评和组内自评及教师中途介入式评价的形成性评价方式，考察学生的职业素养（学习态度、学习

能力）。此外，还运用终结性评价方式——口笔试结合的期末考试，量化考核学生的项目完成质量（学习效果）。 

 

核心课程 2 商务英语 II 

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54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销售汽车 

汽车公司销售案例分析 

汽车技术细节知识的讲解 

案例分析，用英语介绍汽车相关参数 

用英语推销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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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的过程的学习 

关于汽车的商务英语听说读

写的术语和词汇 

用英语询问汽车相关参数 

用英语介绍汽车公司 

模拟销售，用英语讨价还价 

2 推销房产 

房产公司销售案例分析 

房产技术细节知识的讲解 

房产推销的过程 

关于房产的商务英语听说读

写的术语和词汇 

案例分析，用英语介绍房产相关参数 

用英语推销房产 

用英语询问房产相关参数 

用英语介绍房产公司和房产 

模拟推销，用英语讨价还价 

3 在线营销 

在线营销公司案例分析 

在线营销的准备和实施过程 

在线营销的方法和分类 

关于在线营销的英语词汇 

用英语分析案例中的优缺点 

看懂英语销售业绩图表 

用英语讨论营销方案 

用英语撰写营销报告 

4 新产品发布会 

公司新产品发布会案例分析 

新产品发布会的准备工作介

绍和讲解 

发布会邀请函知识 

新产品发布会过程的模拟 

关于新产品发布会的商务英

语听说读写的术语和词汇 

案例分析，用英语书写新产品发布会的邀请函 

控制完成新产品发布会的全过程 

以人力资源部一般职员或经理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 

做新产品发布会的英语主持 

在新产品发布会作为记者用英语发问 

使用英语在新产品发布会中以公司管理人员及设计人员的

身份回答记者提问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本课程由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任教，组成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教学设施有语音室，网络教室，商务英语实训室等。

教学资源有校级网络课程，市级精品课程网站，和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站等。教学方法是项目教学法，包括案

例分析、角色扮演、仿真实训、调查访问，实施模块教学，任务驱动，指导学生分组完成项目等。学习评价，采取

过程评价和期末考试相结合，过程评价考核学生项目的完成质量，期末考试考核商务英语读写能力的掌握程度。 

 

核心课程 3 国际商务谈判 

学  期 5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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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商务谈判

的准备 

进行环境因素及信息的分析并完成市场调查报告； 

制定商务谈判计划书的初稿； 

对商务谈判中的人员进行合理安排 

组建商务他谈判团队；一分钟自我精

彩表达；利用 SWOT 等工具进行信息分

析主场物质准备方案设计 

2.商务谈判

的开局 

掌握在恰当的时间、地点，选择恰当的方式营造一个

热烈的气氛； 

谈判者能谋求开局中有利的地位和实现开局的控制； 

销售谈判的开局 

3.商务谈判

的磋商 

报价技巧；讨价还价前中后期的技巧；让步技巧。 实训室模拟训练：实施联想电脑价格

磋商谈判方案，应对大客户的刁难 

4.商务谈判

僵局的处理 

分析商务谈判僵局产生原因；商务谈判僵局的处理原

则 

实训室模拟训练：处理僵局；设计联

想电脑谈判中的进攻和防御策略 

5.商务谈判

的结束 

商务谈判结束时各项工作的准备； 

商务谈判结束的策略 

实训室模拟训练：联想电脑成交策略

设计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师资： 

1.专任教师／任课教师应具有商务英语相关专业的知识水平及技术能力，应具备双师素质，具有一年以上高职教

学经历以及相关企业实践经历；本科以上学历，中级或以上职称。 

2.实训指导教师／兼职教师应当具备一年或以上的实际工作和相关的商务活动经历或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具有

基于行动导向的教学设计能力; 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或部门经理级别。 

教学设施： 

本门课程的实训条件要求有教学做一体化的综合实训室，融教学与实训为一体，以及与课程相应的软件作支持。

校外要求有与学校长期合作的企业做实训基地，满足学生顶岗实习的需要。 

教学资源： 

使用教材：《商务谈判实战演练》，余娟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第 1 版(2012 年 9月 1 日)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录像带、视听光盘等多媒体课件 

2.搭建产学合作平台，充分利用本行业的企业资源，满足学生参观、实训和毕业实习的需要 

3.信息技术：充分的利用各种信息技术，例如网络、多媒体课件等，为学生提供学习的便利条件。 

教学方法： 

项目教学法：应加强对学生实际职业能力的培养，强化案例教学或项目教学，注重以任务引领型案例或创业

项目诱发学生兴趣，使学生在项目活动中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情景交融法：应以学生为本，注重 “教”与“学”的互动。通过选用典型活动项目，由教师提出要求或示范，

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融入创新创业教学内容：通过融入创业项目教学，掌握谈判的准备——>谈判的开局——>谈判的磋商——>

谈判僵局的处理——>谈判的结束等具体流程操作，从中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 

融入文化素质教育内容：通过在讲授谈判礼仪过程中，融入文明礼仪素质教育包括东西方礼仪。在教学中注

重知识与理论的结合，工作任务与未来工作岗位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外贸工作人员的综合职业素质。 

学习评价： 

课程的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都按百分制。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期末

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0％。其中平时成绩由项目分和出勤率的分数组成，总共有 9 个项目模块，共 80 分，以

项目完成的质量和情况对学生进行考核, 出勤率占 20 分。 

 

核心课程 4 实用商务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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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4 总学时 72 理论学时 45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对外商务宣传

类笔译 

商务名片翻译 分组翻译练习及演示 

商务标识翻译 标识的翻译方法 

商品商标翻译 商标翻译专题 

企业介绍翻译 分组翻译练习并演示 

产品说明翻译 分组陈述收集的产品说明书及翻译 

商务广告翻译 分组翻译练习及演示 

2.对外商务交流

类笔译 

公关文稿翻译 分组翻译练习及演示 

商务合同翻译 分组合同翻译练习及演示 

商务信函翻译 分组翻译练习并陈述 

商务报告翻译 样例分析与讨论、总结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教学师资、设施、资源 

课程由具有多年商务翻译实务经验的商务英语专任教师担任授课，并聘请翻译从业人员担任校外兼职老师，

指导学生翻译实践。 

实验实训条件有校内商务综合实训室，以及校外实训基地作保障，训练课程需要多媒体教室。 

本课程教学资源包括各种教学资料以及该课程可以利用的各种教学资源，主要包括各种案例材料和信息、光

盘、多媒体课件、图书馆书籍、电子期刊等。在校内资源上，课程充分利用装备了配置先进的电脑的现代化商务

实训室，电脑上安装了常用翻译软件和查词工具软件，课程安排在实训室里进行。任课教师为校内具有丰富口笔

译工作经验、拥有翻译职业资格证的教师。在校外资源上，该课程充分利用与校外翻译公司、校外商务公司的合

作段落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并积极参加各种省市级翻译比赛。 

教学方法 

本课程教学应以能力训练为宗旨，按照“教学做”合一的总体原则，根据课程特点和内容采用丰富多样的教

学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2、“情境”教学法 3、“合作学习”教学法 

学习评价 

本课程的考核包括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两种。形成性考核: 形成性考核占课程总成绩的 40%，成绩根据学

生的出勤率、完成作业的情况、在课堂上的综合表现以及参加实训活动的情况综合评定。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

成绩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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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 国际商务单证（双语） 

学  期 4 总学时 81 理论学时 36 实践学时 45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业务准备 

单证工作概述；交易磋商的步骤；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内容。 

1.模拟交易磋商 

2.模拟填制合同/销售确认书 

2.国际贸易支付

方式 

国际结算票据的种类；汇付、托收和信

用证支付流程；托收申请书的内容；开

证的流程、开征申请书内容及填制要

求。 

1.分组用英文表演汇付、托收和信用证支付流程 

2.模拟填写托收申请书 

3.模拟填制信用证开证申请书 

4.模拟审核与修改信用证并用英文撰写修改函 

3.外贸制单之备

货、报检报关单 

商业发票的作用、内容及缮制要点；包

装单据的作用和种类；出口托运流程和

订舱委托书的内容；报检流程及报检单

的填制要求；报关流程及报关单的填写

规范。 

1.模拟缮制商业发票 

2.模拟缮制包装单据 

3.模拟缮制托运单 

4.模拟缮制出口报检单 

5.模拟缮制出口报关单 

4.外贸制单之运

输、结汇单证 

运输单据的种类、海运提单的作用及填

制要求；保险单的内容及填制注意事

项；汇票的流转流程及缮制要点；原产

地证明书的作用和缮制要点；运输附属

单证的种类及缮制要求。 

1.模拟缮制海运提单 

2.模拟缮制投保单 

3.模拟缮制出口收汇中使用的汇票  

4.模拟缮制原产地证明书 

5.模拟缮制运输附属单证 

5.审单、交单及

归档 

进口单据的审核要点；交单的注意事项

和单证归档的要求。 

1.模拟审核进口单据 

2.模拟交单和归档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由校内专任教师和外贸相关岗位管理人员构成，校企合作，共同制订课程标准，并结

合企业实际，研讨课程教学和课内集中实训的内容和方法。课程教学过程以外贸单证实际工作任务为引领，积极与

行业企业合作，注重学生对外贸单证操作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体现了融“教、学、做”

为一体的工学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中运用案例分析法、任务驱动法、角色模拟法等教学方法，

综合运用多媒体、实训软件，“蓝墨云班课”、“批改网”等信息化教学手段，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通过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表现实行综合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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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 6 国际市场营销英语 

学  期 4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1 营销组合 

用英语描述某一产品（假发），根据定价策略中的成本加成法，对其进行定价。选

择合适的跨境电商平台或社交平台作为分销渠道，并为该产品安排一场简单的营销

活动。 

 2 

消费者购买

行为 

根据消费者的主要决策过程，思考如何更好地推销某一产品（假发）。规避影响消

费者购物行为的主要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外消费者推销该产品。 

3 市场调研 

为某公司（广州倒影贸易有限公司）设计出一份简单的英文问卷调查表，根据市场

调研结果写一份英文报告。 

4 

市场细分与

定位 

在某跨境电商平台或社交平台为某一产品（假发）进行初步的国外市场细分。根据

市场细分结果，进行初步的市场定位。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符合职业教育精神、教学经验丰富、职称结构合理的专兼任互补的课程教学团队。 

2.教学设施：秉承教中学、学中练的理念，教学流程中间穿插各种问题、活动、任务和小案例等形式，让学生深刻

领悟市场营销相关英文术语，在仿真商务情境中操练各项营销技能。本课程的教学活动设计主要围绕校外实践基地

（广州倒影贸易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假发展开，使学生真正具备必要的线上、线下国际营销综合职业能力。 

3.教学资源：主讲教材为《国际市场营销(英文版)》，并参考《国际市场营销学（英文版）》、《国际商务（英文版）》。

课程团队将合力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国际市场营销英语》网络课程。 

4.教学方法：通过选用典型活动项目，由教师提出要求或示范，组织学生进行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提高实际操作

能力。此外，充分利用智能教学助手“云班课”app 开展信息化教学，搭建多维、动态、活跃、自主的课程训练平

台，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调动。 

5.学习评价：本课程针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进行过程性完成评价，同时改革终结性评价方式，摒弃传统考核形式——

笔试，评价结果不再由试卷决定，而是让学生完成书面报告和口头陈述，综合考察学生国际市场营销方面的英语综

合技能。要求每位学生围绕 6个项目的主要内容，独立完成某公司的国际市场营销英语报告，总分 100 分，书面报

告 60 分，口头陈述 40 分。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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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 4 72 2，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2

5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6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7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8 325872 中西文化基础 2 36 26 10 * √ 2

9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

19.5 351 245 106 9 9 0.5 10 180

扩展能

力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0920226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Import & Export

Practices（bilingual）
3 54 27 27 √ 3 1

2 0920375
跨境电商操作实务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business practice
3 54 27 27 ▲ √ 3 2

3 0920524 商务管理实务 1.5 27 18 9 1.5 3

7.5 135 72 36 3 3 1.5

1 0920287  实用英语口语I  Practical Spoken English I 3 54 27 27 √ 3 1 0920282
实用英语口译实训

Practical Training
2 36 18 5

2 0920318  实用英语口语II  Practical Spoken English II 3 54 27 27 √
3

2

3 0920147
 英语语音实训    Practice for English

Phonetics
2 36 12 24 2 3

4 0920023  商务英语阅读    Business English Reading 3 54 36 18 √ 3 4

5 0920338
  实用英语写作      Practical  English

Writing
3 54 36 18

3
5

6 0920281
  实用商务英语翻译 Practical Business

English Translation
4 72 45 27 ** √

4
6

18 324 183 141 5 6 3 4 0 2 36

1 0920065  综合英语I       Comprehensive English I 4 72 54 18 √ 4 1
国才职业资格考证实训 1 18 9 3

2 0920107  综合英语 II     Comprehensive English II 5 90 72 18 √ 5 2

3 0920144
 英语视听说I   A Multimedia Approach to

English  I
4 72 42 30 4 3

4 0920364
 英语视听说II  A Multimedia Approach to

English II
4 72 42 30 * √ 4 4

5
0920360

 商务英语视听说    Business Spoken English 3 54 36 18 3 5

6 0920374
国际市场营销英语International Marketing

English
2 36 18 18 ▲** 2 6

22 396 264 132 8 9 3 2 0 1 18

1 0920088   商务英语I    Business English I 4 72 60 12 ** √ 4 1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

习报告
18 324 18 6

2 0920089   商务英语II   Business English II 4 72 54 18 ** √ 4 2

3 0920250
   国际商务单证（双语）International

Business  Documents（bilingual）
4.5 81 36 45 ** √ 4.5 3

4 0920007
  国际商务函电  International Bussiness

Correspondence
3 54 27 27 √ 3 4

5 0920010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3 54 27 27 ▲** √ 3 5

6 0920376
  跨境电商英语 Cross-boder E-Commerce

English
2 36 18 18 √ 2 6

20.5 369 222 147 7 8.5 5 18 324

1
568977  日语           Japanese 3 54 36 18 3 1 920070

广交会（春）商务实习

Canton Fair
2 36

3(固

定)
3 选一

2
0920075

 会展英语    Conference & Exhibition English 2 36 18 18 √ 2 2 920071
广交会（秋）商务实习

Canton Fair
2 36

3(固

定)
4 选一

3 0920389 英语演讲English speech 2 36 18 18 2 3 0920190
英语客服English for

Customer Care
1 18 3 选一

4 0920080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6 18 18 2 4 920072
国际物流

1 18 4 选一

5 0919771 图形图像处理 2 36 18 18 2 5

6 0919462
网页设计与制作（Web Page Design and

Making ）
2 36 18 18 2 6

7 0919153 跨境新媒体营销 2 36 18 18 2 7

11 198 108 90 0 0 4 0 7 3 54

108.5 1953 1184 769 26 28 20 20 13.5 34 612

小计

小计

小计

3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考试

方式
学期

序

号
学时 周数课程代码

核心

课程

课堂教学

综合技

能模块A

（专业

必修

课）

学期周学时数

2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必

修课)

核心

课程
实践

专业

（技

能）

课程

小计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小计

考核

方式

小计

综合实践教学

理论 学分

小计

序

号

合计

1

课程名称

教学模块

小计

序

号

小计

6

内容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公共选修课（小计）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课程

类型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小计

5

综合技

能模块B

（专业

必修

课）

4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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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4.8 1166 45.50% 

实践教学 77.7 1399 54.50%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9.5 531 20.70% 

专业（技能）课 89 1602 62.50%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7.00% 

专业（技能）课 14 252 9.80% 

总学时/学分 142.5 2565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有高校教师资格。具有与英语或商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思想品德好，熟悉高职教

育理念，具有 2年以上的商务英语教学经验，具备一门以上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能够开展课

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不低于 80%，有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专任教师队伍考虑了职称、年龄，形成了老中青配置合理的梯队结构。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具有 3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

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职务），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

导等教学任务。 

专业课程师资配置与要求  

专业课程群 专兼教师配置情况 教师专业能力要求 主要课程 课时 

英语语言基础

群 

校内教师 9 人 

企业兼师 1 人 

语言纯正，具有 1 年以上的

高校英语教学经验；具备较

为全面的语言能力/技巧及

处理突发情况的问题解决

实用英语口语Ⅰ 54 

实用英语口语Ⅱ 54 

英语语音实训 36 

商务英语阅读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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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教学能力和信息化能

力较强。 

实用英语写作 54 

综合英语Ⅰ 72 

综合英语Ⅱ 90 

英语视听说Ⅰ 72 

英语视听说Ⅱ 72 

商务英语视听说 54 

英语演讲 36 

商务英语沟通

群 

校内教师 11 人 

企业兼师 1 人 

具有1年以上的商务英语教

学经验；具备较为全面的商

务沟通能力/技巧及处理突

发情况的问题解决能力 

实用商务英语翻译 72 

商务英语Ⅰ 72 

商务英语Ⅱ 72 

国际商务谈判 54 

实用英语口译实训 36 

跨文化交际 36 

国际商务函电 54 

会展英语 36 

跨境电商英语 36 

国际市场营销英语 36 

国才职业资格考证实训 18 

商务英语实操

群 

校内教师 13 人 

企业兼师 100 人 

具有3年以上的商务英语教

学经验或企业相关工作经

历；精通国际贸易流程，具

备丰富的国际商务操作经

验；熟知外贸公司的日常运

作，精通国际贸易流程。 

国际商务单证（双语） 81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54 

广交会商务实习 36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

习报告 

324 

跨境电商操作实务 54 

商务管理实务 27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

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

项目 
对应课程        条件 

校 英语视听说实训室 英语视听说训练 英语视听说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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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南 1 教 505 英语口语 实用英语口语Ⅰ/Ⅱ  

 

 

 

 

 

 

 

 

 

 

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

响设备、WI-FI,白板等 

 

网络虚拟学习 数字化自主写作学习 

商务英语听说训练 商务英语视听说 

商务单证实训室 

商务英语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1 

国际贸易实操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商务单证制作 国际商务单证（双语） 

国际商务函电实训

室 

商务英语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2 

国际商务函电制作 国际商务函电 

国际贸易实操 跨境电商操作实务 

英语视听说实训室 

南 1 教 506 

综合英语课内实践 综合英语Ⅰ/Ⅱ 

商务英语课内实践 商务英语Ⅰ/Ⅱ 

英汉翻译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3 

英汉笔译 实用商务英语翻译 

英汉口译 
实用英语口译实训 

国际商务谈判实训

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4 

英语营销 国际市场营销英语 

跨境贸易实操 跨境电商操作实务 

模拟商务谈判 国际商务谈判 

英语视听说实训室 

南 1 教 606 

英语视听说训练 英语视听说Ⅰ/Ⅱ 

国际贸易实操 跨境电商操作实务 

会展实训 会展英语 

校

外 

珀丽酒店 

广交会实习 广交会商务实习 较为稳定，能提供广交会实习

岗位，每年两期各接收 10 名左

右学生实习，规章制度规范。 

广州交易会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 

广交会实习 广交会商务实习 有 12 年合作历史，能提供广交

会实习岗位，每年两期各接收

100 名左右学生实习，规章制

度规范。 

梦迪安娜咖啡厅 

广交会实习 广交会商务实习 较为稳定，能提供广交会实习

岗位，每年两期各接收 20 名左

右学生实习，规章制度规范。 

易时代贸易有限公

司 

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

报告 

较为稳定，能提供 5 人左右的

顶岗实习岗位，有保障实训室

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

制度。 

广州市时金网络有

限公司 

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

报告 

较为稳定，能提供 3 人左右的

顶岗实习岗位，有保障实训室

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

制度。企业兼师承担跨境电商

操作实务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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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视佳科技

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

报告 

较为稳定，能提供 8 人左右的

顶岗实习岗位，接收一定规模

学生实习，有保障实训室日常

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 

深圳头狼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实习

报告 

较为稳定，能提供 20 人左右的

企业教学，有保障实训室日常

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

企业兼师承担跨境电商操作实

务授课。校企合作开展跨境新

媒体创新创业活动。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选用大型出版社（如外教社/外研社）出版的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教材进入课堂。经过

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使用境外教材要进行书面说明审批。引进使用数字化自主学习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本专业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外语类、国际经济与贸易类、跨境电子商务类、商务管理

类、市场营销类、中西文化类、“一带一路”相关文献类和产品认证类图书和杂志；与本专

业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国际惯例、行业企业技术规范和案例等。 

3.数字资源配备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四）教学方法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改善课堂教学，运用信息化

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日常教学中，多为学生提供主动

性、探索性学习的条件，广泛运用启发式、探究式、支架式、讨论式、辩论式、主题演讲、

任务驱动、项目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灵活、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倡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广泛参与，增强课程的实用性、效率性和趣味性，让学生在生动活泼

的氛围中进行英语学习，增强教学实效。 

（五）学习评价 

运用多元化教学评价，使考核主体多元化（本人、同伴、教师、社会），考核内容多元化

（思想态度、思维能力、语言等），考核手段多样化（考试、访谈、任务完成、自评、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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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关注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提升，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相结合，采用笔试、口试、模拟表演等形式，让评价更为全面科学。 

（六）质量管理 

受学院教务处、督导室等部门的监管，我系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

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召开专业论证会议，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

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

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专业团队负责人，双带头人，骨干教师等层层负责，为专业建设

提供建议、意见，保障专业建设走向正轨，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按照专业群组建目标、原则等构建专业群，以语言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商务为共同背景，

建立以商务英语为龙头专业，整合商务日语专业，组建应用外语专业群 

（二）专业群：应用外语专业群 

1. 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共享群内三门平台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双语）、跨境电商操作实务、商务管理实务。 

2. 专业群师资共享 

共享平台课程的专任教师、企业兼职教师。 

3. 专业群基地共享 

共享国金中心雅诗阁服务公寓，广州交易会经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宝视佳科技

有限公司等实习基地。 

（三）专业特色 

基于“夯实职业基础、提升文化素质、衔接核心课程、培养创新思维”的商英专业基础

课程，以英语能力提升为主线，以国际商务沟通能力、国际商务操作能力为两个核心开展人

才培养，体现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拓宽就业面向，增加就业优势，彰显英语本色、商务特色，

构建了“一线双核”的高职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十.【创新创业教育】 

推动学生由专业到专长，由专长到创业，贯穿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将能凸显商英专业

学生语言优势的跨境新媒体营销作为专业的创新创业项目，在《商务英语视听说》 《跨境

电商英语》《国际市场营销英语》等专业课程中培养学生的英语介绍产品、公司，进行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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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营销活动的能力，实现工学结合，真正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等竞赛，让学生对创新创

业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培养学生的商务英语听说表达能力，积极检验其思维及能力的发展，

激发学生的创业意愿。强化了第二层次的自我工作岗位的创造者的创业意愿并为第三层次的

新企业的创办者的培养提供了条件。 

十一.【第二课堂】 

参加广东省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省质量工程大

学生创业实训项目、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学院大学生“挑战杯”创业竞赛、省

市院级创新创业项目及公益活动；学生组建创新创业团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参加英语口语大赛、写作大赛，英语角，英语社团活动，参观外贸公司；参加学校和系

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如国学朗诵、简历制作竞赛、班级风采大赛、节日文艺汇演、体育运

动会、社区文体活动等，丰富学生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学生美育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通用能力证书 

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至少选考一门，推荐国才考试） 

证书名称 认证单位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国才（初级）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书面沟通和口头沟通 笔试和口试 

剑桥商务英语证书（初级） 剑桥大学考英语试委员会 阅读、写作、听力，口试 笔试和口试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教学进度表所规定所有必修课程，取得必修课 118.5  学

分（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4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

学分达到 142.5    学分（学时达 2565）方可毕业。 

                                         编制人：刘向红 

审定人：刘向红、陈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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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 级）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商务日语 

专业代码：670205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专业面向珠三角地区中小型日资企业、对日贸易公司，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质、能够以

日语作为工作语言进行商务沟通，从事外贸跟单、涉外商务助理、初中级翻译、国际业务操

所属专

业大类

（代

码） 

所属专

业类（代

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代

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

技能等级证书举

例 

教育与

体育 

大类 

（67） 

语言类

（6702） 

商务服务业 

（72） 

批发业 

（51） 

零售业 

（52） 

翻译人员 

（2-10-05） 

商务专业人

员（2-06-07） 

涉外商务助理 

日语客服 

外贸业务员 

跟单员 

日语翻译 

跨境电商操作员 

日语能力测试

（JLPT） 

实用日本语鉴定考

试 （J·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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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岗位（外贸业务员/跟单员/跨境电商操作员）等工作，具有较强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跨

文化商务沟通能力、国际商务运作能力，具备“商务日语+贸易”的适应现代国际商务发展

需求的“精日语、通商务、可创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素质结构 

（1）思想政治素质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

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2）职业素质 

拥有国际视野、良好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良好的服务理念、责任意识和创新创

业意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 

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掌握国际商务礼仪的基本知识，了解各商务活动的跨文化沟通及服务技巧，熟悉商务电

话沟通礼仪与技巧。 

了解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知识及国际贸易的法律法规和国际贸易惯例，了解国际商贸

核心部门的运行规律，掌握对外贸易工作流程，熟悉电子商务操作规则和流程。 

熟悉主要外贸客商所在国家或城市概况，熟悉经营管理知识、国际市场营销等相关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日语语法、总词汇量应达到 6000个单词和 192条语法，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学会熟

练运用，掌握 600个专业日语词汇，在听、说、读、写、译中能正确运用所学语法知识。 懂

得日语基本语法结构和常用句型，能正确理解用这些结构和句型写成的句子。 

    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熟练使用现代办公设备、计算机及网络资源，信息收集、整理和处理能力，较强的环境

适应能力，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善于处理突发

问题的能力，职业规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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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组织和统筹协调能力、抗压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自我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市场洞察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自主创业能力。 

（2）职业专门能力 

国际商务沟通能力：能听懂语速为 120 词/分钟左右的商务材料，理解正确率达到 60%

以上。能在一般社交场合和一般商务活动中与日本人士自如交谈。能读懂普通商务日语材料，

阅读速度达到 100～150词/分钟，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60%；能独立完成常见日语商务应用文

写作；能就一般难度的商贸体裁文体进行日汉互译，翻译速度约为 150～200词/小时。 

国际商务运作能力：具有客户开发与管理能力；函电处理能力；电子商务操作能力；商

务谈判能力。能够拟定合同、制单审单；并能报关、跟单；能及时处理争端与索赔、维护客

户。 

（3）职业拓展能力 

初步具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外贸平台实操能力，能综合运用所学独立创业。 

（三）【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号 培养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日语翻译人员 

★ 

1.担任日常口译工作 

2.翻译日常商务文件 

1.熟悉行业术语，掌握翻译技巧； 

2.掌握产品介绍翻译；熟悉业务流程； 

3.能够处理商务文件的翻译。 

商务日语翻译/商

务日语写作 

 

2 1. 涉外商务助理 
1.会议组织接待 

2.商务接待、服务 

1. 能独立处理企业日常的中日文接

待事物（接听电话/接待临时访客/涉

外商务客户）；能顺利阅读日语文件/

信函/邮件并具备商务文书写作能力；

能安排会议各项接待和陪同考察和送

行服务；能完成展前开发/联系客户，

展中介绍产品，展后跟进客户等项工

作。 

2.具有阅读专业相关资料，自 

主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的能力， 

获取专业领域前沿信息和新知识的能

力。 

商务日语会话/商

务日语阅读/商务

日语翻译/商务日

语写作/日本文化

与礼仪 

3 日语客服 

1.了解产品信息/开发

客户 

2.电话推销产品并对

客户的咨询做出专业

解答及回访，维护客

户。 

1.掌握电话营销技巧，能主动引导客

户的需求，能主导电话内容； 

2.商务电话沟通能力 

日语视听说/商务

日语会话 

 

4 
外贸业务员 

★ 

1. 1.联系客户、进行公司

之间的业务往来 

1.熟悉外贸业务知识和操作流程； 

2.能够用日语书写商业信函； 

国际贸易实务（双

语）/商务日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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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订单处理 1. 3.懂得商务日语知识。 /商务日语会话 

 

5 

跨境电商操作

员 

★ 

1.网络营销 

2.跨境电子商务操作 

能运用国内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速

卖通、阿里巴巴国际站、敦煌网、国

外主流电商平台亚马逊、e-bay 等，

独揽业务，自主经营。 

 

国际贸易实务（双

语）/跨境电商操作

实务 

6 跟单员 
1.生产企业跟单 

2.外贸企业出口跟单 

生产企业跟单： 

1.能接单/审单/制作样品； 

2.能监控生产进程； 

3.能监控生产质量； 

4.能进行包装/交货； 

外贸企业出口跟单： 

1.能选厂/验厂； 

2.能审单/下单； 

3.能跟踪/协调订单； 

4.能验货/出运;能维护客户关系 

国际贸易实务 

（双语）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思想

道德

修养

与法

律基

础 

   1、素质目标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素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法

律素养。 

   2、知识目标 

   引导大学生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

基本内容、理论、原则，帮助大学生领会

社会主义法律精神，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

识。 

   3、能力目标 

   教会大学生正确看待各种生活问题、人

生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发展的能力。 

1、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与

训练（理想信念、人生价

值、爱国主义和核心价值

观） 

2、道德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个人品德、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规范

和意识）              

3、法律素养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规范和法律意识） 

本课程是中宣部、教育部规

定的对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

的公共必修课，是对大学生

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 要求针对大

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

想、道德和法律问题，开展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

观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思

想道德素养和法律素养，成

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2 

毛泽

东思

想和

中国

   1、素质目标 

   树立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1、 毛泽东思想 

2、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 

教师：中共党员；不仅具有

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充分

了解世情、国情和民意，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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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社会

主义

理论

概论 

   2、知识目标 

   了解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辩证思维

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深刻

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内容及对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3、能力目标 

   具有大是大非的辨别能力，准确使用相

关政治用语的能力，具有一定的信息收集

与甄别能力，运用理论分析解释社会现象

的能力。 

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悉大学生的思想实际。 

教材：中宣部指定教材，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信息化手段：BB 平台；各类

手机教学平台与电子资源

库。 

3 

形势

与政

策 

1、素质目标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2、知识目标 

了解当前的世情、国情，党和政府的

最新政策。 

3、能力目标 

提高理解和应对新形势的能力，为毕

业后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涵盖国际国内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国际战略等各主题的重大

问题 

本课程学习有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两种模式，学生必须

同时完成线上学习任务和线

下作业，学期考核方能合格。 

4 体育 

   1、素质目标 

   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备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目标 

   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术动作,了解身体

的生理健康指标和心理健康指标、常见运

动损伤和预防等，熟练掌握一定的体育裁

判法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管理，以及体育

竞赛的鉴赏。 

   3、能力目标 

   能参与体育比赛，保持适度的体育竞技

水平,组织不同规模的体育比赛,能够执裁

一定级别的体育比赛，懂得鉴赏体育竞赛，

参与并指导社区的体育事务。 

  1、体育理论和健康知识 

  2、体育实践项目 

  田径，篮球，足球，排

球（气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体育艺术类项目

（健美操、体育舞蹈、瑜

伽），太极，健身。 

1、室内外体育运动场所 

2、影像投影室 

3、体育竞赛观赏平台 

4、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5、学生体能测试查询平台 

6、阳光长跑 APP 

 

5 

心理

健康

教育

与训

练 

  1、素质目标 

  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遇到心理问

题能进行自我调适或寻求帮助，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并适应社会的生活状态。 

  2、知识目标 

  了解心理学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

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大学阶段人

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

适的基本知识。 

  3、技能目标 

  掌握自我探索能力，心理调适技能及心

理发展能力；提升人际交往、情绪管理、

1、心理健康知识概论（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 

2、心理过程与调适（学习

心理调适、情绪管理） 

3、生活与成长（人际交往、

恋爱与性心理）              

4、挫折与生命教育（挫折

应对、生命教育）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心理健康信息化管

理平台 

3、大学生心理健康活动与

技能竞赛等校内外实践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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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应对、时间管理等能力。 

6 
信息

技术 

  1、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信息化处理工作的意

识和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 Windows 的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计算机网络和安全基本知识以及 Internet

基本知识，掌握常见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3、能力目标 

  能熟练使用常用操作系统，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处理工作。 

1、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基

础知识 

2、信息检索和信息安全的

知识 

3、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

网技术 

4、Windows 操作系统的操

作技能 

5、OFFICE 基本应用 

6、Internet 的使用技能。 

1、教学场地要求：电脑机房 

2、教学环境要求：网络化多

媒体机房、局域网等。 

3、师资要求：主讲教师要求

具有丰富的信息技术教学经

验，能动态掌握目前信息技

术的更新和变化，责任心强，

教学团队至少 5 人。 

7 
国学

精粹 

  1、素质目标 

  具有完善人格修养意识，自觉践行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

养，具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2、知识目标 

  了解国学在当代的价值，熟悉儒家思想

主要旨趣，熟读《大学》《论语》等儒家

经典，知道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

作，熟读《道德经》，了解佛家的基本知

识及其中国化的历程，理解佛家智慧、慈

悲等概念的内涵。 

  3、能力目标 

  具备自主学习和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

主要概念和思想内涵的能力，具备反省自

我身心状况的能力，能自觉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对

社会现象具有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1、理论教学 

包括绪论、儒家的人生智

慧、道家的人生智慧与佛

家的人生智慧等内容，具

体设计为知理、守礼、明

德、知耻、立志、好学、

孝亲、诚信、敬业、自然、

无为、智慧、慈悲等教学

模块（每模块 1-2 学时），

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选择使

用。 

2、实践拓展教学 

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城市

国学讲坛（3 学时）、雅艺

体验（2 学时）、岭南文化

调研或其他国学实践类活

动（2 学时）、综合实践项

目（2 学时）。 

1、多媒体课室； 

2.国家教学资源库（微知库

《四书五经选读》课程； 

3.超星学习通等教学 APP 

4.配备有基本设备的茶室、

琴室、书画室等国学实训室 

8 

大学

生职

业生

涯与

创新

创业

指导 

  1、素质目标 

  培养勤于思考、有效规划未来的职业价

值观，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与创新创

业能力。 

  2、知识目标 

  掌握职业决策方式方法及职业生涯规划

书的制定与撰写；了解创新创业相关理论、

形式、政策法规，掌握团队创建的方式与

方法，了解创业企业的类型，掌握商业计

划书撰写的基本框架与要求；做好职业准

备，掌握求职技能，了解学习与工作场所

的差异、工作中需要注意问题与具备的品

质。 

  3、能力目标 

  1、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创

新创业模块  

  自我探索的方式方法，

价值观和职业选择的关

系，认清自我的技能，掌

握职业环境探索的内容、

方法，职业生涯规划书的

撰写，组建创新创业团队，

创业环境分析的因素与方

式方法，创新创业项目调

研与选择的方式方法，创

新创业融资的渠道、方法

及注意事项，创新创业实

际操作。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实践）项目等多

个校内外实践平台或活动 

2、蓝墨云班课、超星学习通

等教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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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自我认知、职业认知，能进行个人

职业生涯规划的反馈与修正；科学组建团

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为载体参与创新创业实践；能撰写规

范的创新创业商业计划书；能依流程申请

设立企业，并进行运营管理；具备求职技

能，能快速适应职场环境。 

  2、就业指导 

  选择职业，做好职业准

备，提高就业技巧，职业

适应与转换 

9 
军事

理论 

  1、素质目标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

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实施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2、知识目标 

  掌握军事基础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国

家安全意识、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

防素质。 

1、中国国防 

2、国家安全 

3、军事思想 

4、现代战争 

5、信息化装备 

 

1、智慧树学习平台 

2、学生自学平台 

 

10 

军事

技能

训练 

  1、素质目标 

  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令行禁止、团

结奋进、顽强拼搏的过硬作风。提高安全

防护能力，培养分析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全面提升综合军事素质。 

 2、知识目标 

  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条令的主要内

容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了解格斗防

卫基本知识卫生救护基本要领，了解战备

规定、紧急集合、徒步行军、野外生存的

基本要求方法和注意事项。 

1、共同条令教育与训练：

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

列动作。 

2、设计与战术训练：轻武

器射击，战术。 

3、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

练：格斗基础。 

现场教学 

 

11 

 

中西

文化

基础 

通过学习中西文化常识，比较中西方文化

差异，增进学生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培养

学生的综合文化基础素质，进而提升职业

素质，增强学生在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做好专业工作的理解能力、内涵构建能力

和沟通能力，培养新时代有国际视野高素

质应用型高职人才。 

中西文化差异、中西哲学

思想宗教文化、中西礼仪

文化、中西风俗节日文化、

中西饮食文化、中西文学、

中西艺术文化、中西建筑

文化和中西科技文化。 

除了在多媒体教学进行理论

教学外，可利用院系实训室、

各社区中心、校外画廊、文

化公司、博物院、文化景点

进行实践性教学。 

 

（二）专业（技能）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要求 

1 综合日语 1 1.素质目标：养成主动与他人交流

合作的精神，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2.知识目标：掌握正确的日语发

音；能够记住基础词汇 1000 个左

通过本课程学生掌握日语

语音、语法、词汇基本知

识及跨文化知识,获取听、

说、读、写、译言语基本

教师采用讲述法、课堂发表

等方法、利用数字化网络语

言实验室，使学生掌握正确

的日语发音和语法基础，培



 34 

右，能用日语表达简单的句子。 

3.能力目标：能运用日语进行简单

的日常会话。 

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日

语学习能力,查阅资料、分

析阅读材料的能力。 

养良好学习习惯。 

2 综合日语 2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新创业精神，协作意识强。 

2.知识目标：能准确地朗读假名；

能够记住基础词汇 1000 个左右；

理解日语基础语法的结构特点；会

在会话中运用基础日语惯用句。 

3.能力目标：能达到日语能力测试

4 级水平。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为日语

语音、语法、词汇基本知

识及跨文化知识,包括单

词、句型、生活会话等，

目的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

译言语基本技能和日本文

化的 初步了解。 

通过教师讲解、学生角色扮

演、主题发表等多种形式的

学生活动，使学生掌握简单

的基础知识，同时能够用日

语进行自我介绍等简单的对

话。 

3 综合日语 3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

创新创业精神，协作意识强。。 

2.知识目标：能熟练掌握日语能力

考试 N3 级别的单词、语法及常用

句型。 

3.能力目标：能够熟练进行简单的

商务交谈；读懂中级难度的文章。 

1.本课程在综合日语 1、2

的基础上继续教授和归纳

中级单词、语法及句型。 

同时以生活会话为辅助练

习，全面提高学生日语听

说读写及跨文化理解能

力。 

结合教材内容设置翻译、习

题、小组讨论、课题发表等

多种形式的综合技能训练，

提高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和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了解。 

4 综合日语 4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新创业精神，协作意识强。 

2.知识目标：教授和归纳中高级单

词、语法及句型。 

3.能力目标：加深学生对于日本社

会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听说读写

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本课程是以单词和句型为

基础，以涉及日本社会和

文化背景的课文为主体，

以生活会话为辅助的涉及

日语听说读写及文化理解

的多样化、全方位的学习。 

 

通过教师讲解及翻译、问

答、内容确认，主题发表等

教学活动，使学生牢固掌握

重点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听

说读写译的语言综合运用能

力。 

5 综合日语 5 1.素质目标：具有国际视野、合作

精神及创新意识 

2.知识目标：教授 N2-N1 程度的高

级单词、语法及句型，进行中高级

难度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训练。 

3. 能力目标：具备相当于日语能

力考试 N2 程度的语言水平。 

本课程以小说、散文、人

物传记、新闻报道等不同

体裁的文章为基础，说明

日语文章的类型及其特

征，讲解相应的社会文化

背景，讲授中高级日语词

汇及句型。 

通过课堂发表、朗读、问答、

翻译、写作、角色扮演等多

种形式的语言综合能力训

练，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  

6 日语视听说 1 1.素质目标：培养良好的学习习

惯，具备良好的学习意识。 

2.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正确的日

语发音，培养学生的辨音能力和基

础会话能力，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

听力及会话技巧。  

3.能力目标：学生能够运用日语进

行简单交流。 

1、発音 

2、自己紹介 

3、物の言い方 

4、呼びかけ語 

5、数字、日にち、時間 

通过听音辨音，问答，听选，

听写等训练强化基础语言知

识，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解能

力，提高学生的听力和会话

能力。 

7 日语视听说 2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新创业精神，协作意识。 

2.知识目标：了解日本的文化、社

会现状及风俗习惯，掌握日语能力

等级考试 N4 程度的常用词汇及句

型，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解习惯，提

在初级听力学习的基础

上，通过各种形式的听力

技能专项练习，将从基础

日语课程中学到的语言知

识通过大量的听力训练反

复加以强化，培养学生用

1.通过内容确认、听写、复

述、提问等多种方式检验和

巩固学生的听力能力。 

2.通过大量的听力训练反复

加以强化，提高运用日语语

言的能力。 



 35 

高学生的听力技巧。 

3. 能力目标：具备日语能力考试

N4 相当的语言水平。 

接近于母语思维的方式来

思考、运用日语语言的能

力。 

8 日语视听说 3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新创业精神，协作意识强。 

2.知识目标：能听懂、预测日常交

际内容并能流畅、准确、得体地进

行日常交际。  

3.能力目标：能够理解日本社会文

化信息的，流畅地与日本人进行沟

通。 

在学习理解日本社会文化

的基础上，能正确理解会

话中许可、禁止、动作、

行为目的及表示命令指令

的内容，熟练掌握受授关

系、阳台、传闻、推测、

假定条件以及被动的表达

方式。 

话题式教学这一教学方法，

以日本文化、社会相关知识

为话题主线。并内容确认、

听写、复述、提问等多种方

式检验和巩固学生的听力能

力。 

9 日语视听说 4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新创业精神，协作意识强。 

2.知识目标：通过听力技能专项练

习，使学生能理解较为复杂长句内

容，强化已学语言知识，加深学生

对于日本社会文化的理解，提高学

生的听说能力。 

3.能力目标：达到相当于日语能力

等级考试 N2~N3 的语言水平。 

1.在学习理解日本社会文

化背景知识，理解特定语

境中的词义、句义和段意。 

2.通过多媒体媒介的学习

复习巩固已学 N2程度常用

词汇及句型，能听懂中高

级难度的日常会话及商务

会话，能顺利地运用日语

进行语言交际。 

通过背景知识讲解了解相关

社会文化背景，强化听选、

听说、听写、听译训练，使

学生建立良好的听解习惯，

熟练掌握相应听力和会话技

巧。 

 

10 日语视听说 5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

意识、创新创业意识。 

2.知识目标： N2 级别的日常会话

及商务会话知识。 

3.能力目标：具有拓展能力，异文

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1.本课程采用话题式教学

方式，每一章设定一个与

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相关

的话题主线。通过视、听、

说的练习最终是令学生达

到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语

言交际的目的。 

 

通过大量生动的情景练习，

帮助学生理解特定语境中的

词义、句义和段意，在此基

础上用听写、复述、提问等

多种方法，并恰到好处地传

达相关日本社会文化信息，

提高学生的异文化理解和交

际能力。 

11 商务日语会话 1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

识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加强日企文化和日语

商务礼仪的学习，巩固已学知识，

掌握基础的日语会话技巧，提高学

生商务接待及处理商务文本的能

力。 

3.能力目标：能顺利运用日语进行

简单的商务交流。 

1.以常见商务场景为背

景，提高学生对于日本社

会商务礼仪的认识。 

2.以简单商务会话的学习

为基础，使学生能掌握并

熟练运用寒暄、拜访、接

送客户等一般性商务场景

中常用的词汇、句型和表

达方式等。 

以教师讲解结合视频及教材

内容，使学生理解并掌握日

本社会的商务礼仪，通过主

题发表、翻译、模拟岗位实

训等方式的练习，提高学生

商务能力及职业素养。 

12 商务日语会话 2 1.素质目标：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创新创业精神，协作意识强。 

2.知识目标：学会基本商务礼仪。 

3.能力目标：具有基础口语技能、

口译简单的商务会话的能力。 

围绕生活背景和商务背景

设计场景会话，把语言技

能和岗位技能的操练结合

在一起，传授商务会话技

巧、增强学生岗位适应能

力。 

通过背景知识讲解，观看视

频，翻译、主题发表等教学

活动，使学生了解日语商务

礼仪，掌握常用表达，具备

良好的商务交往能力。 

13 商务日语会话 3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商务交往

和沟通意识及团队协作精神。 

设置各类实际工作与商

务交往中常见的场景，通

通过背景知识讲解，观看视

频，翻译、主题发表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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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目标：使学生理解、掌握日

本社会商务礼仪知识和企业文化，

掌握不同商务场景中的常用词汇

及表达方式。 

3.能力目标：能运用日语进行中等

难度的商务交往活动。 

过典型会话的学习，使学

生了解相关企业文化、商

务礼仪，掌握接打电话、

接待、送行等常见商务场

景中常用的表达方式，使

学生有能力处理类似场景

出现的问题。 

活动，使学生了解日语商务

礼仪，掌握常用表达，具备

良好的商务交往能力。 

14 日语语法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和协作精神，提高职业素质。 

2.知识目标：旨在使学生理解和掌

握日语基础语法知识，搭建起日语

语法的基本框架，熟悉日语能力考

试 N3 语法部分的基本题型。 

3.能力目标：具备相当于日语能力

考试 N3 程度的语言水平。 

1.教授和归纳动词的活

用、动词的态、授受表现、

敬语与谦语等重点初中级

语法知识。 

2.试题讲解，使学生熟悉

能力考试题型，掌握解题

技巧。 

3．联系实际岗位工作，提

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

职业素养。 

通过教师讲解及组织翻译、

习题、小组讨论、课堂发表

等学生活动，使学生熟练掌

握初中级语法知识，掌握相

应解题技巧，提高语言运用

能力。 

15 商务日语阅读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

及团队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知识目标：掌握涉及金融、经济、

贸易三方面的专有词汇，从而提高

商务文章的阅读速度。 

3.能力目标：提高语言心理和语言

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日文汉字和

假名读音准确度达到 95%以上；强

化学生对日语文章的阅读和理解

能力。 

 

主要阅读和学习如何保持

经济活力、原油价格上涨

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本地化

生产、全球致力的节能问

题、中国 IT 产业海外生产

管理等等。要求学生在学

习贸易相关内容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对商务资料、

文献、资讯等内容的阅读

和理解，为日后的翻译工

作打下良好基础。 

1.通过讲解阅读技巧、课堂

提问、快读快译等方法，训

练学生阅读基本功。  

2.以小组为单位展开阅读竞

赛，并将成绩作为期末考核

成绩的一部分，以此督促学

生多读、多练，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16 商务日语翻译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沟通意识

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掌握本课程中关于商

务访问的基本知识，掌握国际商务

活动的程序、礼仪等。 

 3.能力目标：就商务访问所涉及

的业务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能运用日语和所学商务知识解

决商务实务上的各方面问题。 

1.该课程分为理论篇和企

业翻译实践篇，涉及会议

记录、汇款通知、发货通

知、订单、项目负责人变

更、抗议书、感谢信、签

证材料、报刊文章、问候

信的翻译等重要商务活动

场景，穿插口译的相关内

容。 

 

1.要求学生在课前对重点单

词、句型的意义与用法进行

确认，在课程中能及时比对

中日文在语言结构、表达习

惯上的异同，并能积极参与

课程中设置的各个模拟实践

环节，真正实现日语语言运

用能力的提高。 

17 日本文化与礼

仪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

识及团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能够熟悉日本企业工

作过程中的基本规则和礼仪。熟悉

日本企业面试常用礼貌用语及日

常会话用语。 

3.能力目标：能够熟悉日企面试的

1.日本文化与日资公司基

本礼仪 

2.面试技巧及简历制作 

3.日企基本运营流程及相

关专业术语 

4.日本社会相关及日常生

活中级对话与模拟面试 

通过视频观看，教师讲解，

模拟面试等课堂活动，使学

生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了

解日企文化和礼仪，掌握日

文履历书的写法和日企面试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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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基本流程，并能在面试中随机

应对各种问题。 

 

18 商务日语写作 1.素质目标：培养团队意识和协作

精神，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 

2.知识目标：学习信函、邮件的写

作格式；学以致用，模拟场景用信

函、邮件进行交流；学习日本的商

务习惯及商务用语。 

3.能力目标：最基本的社交商务信

函与邮件写作能力。 

1.掌握商务往来中常用的

最基本的社交商务信函与

邮件，如致意、祝贺、感

谢、推荐等。2.了解一般

商务往来中所必须掌握的

询价、报价、营销、催款、

抗议等信函的写作。 

3.掌握商务礼仪。 

充分利用多媒体现代教育技

术，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

的兴趣和动机，不断提高学

生的商务日语写作能力。 

19 日文打字实训 1.素质目标：培训良好的商务人员

的责任感、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2.知识目标：讲授日语文字的输入

方法，使学生熟练掌握日文文档处

理的知识和技巧，以适应外贸单位

对实用性人才的需求。 

3.能力目标：能够快速用日文输入

法录入。 

1.输入法的安装。 

2.学习日语输入方法。在

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日语输

入。 

3.常见输入问题的解决方

式。 

4.日语数据处理,学习日

文表格，常用软件，ppt 的

数据处理方式。 

通过罗马音分解、假名打字

比赛等方式夯实学生打字基

础，通过文档录入等任务教

学法，确保学生能快速输入

日语，具备良好的日语文字

处理能力。 

20 国际贸易实务

（双语） 
1.素质目标：良好职业道德，诚信、

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观

念。 

2.知识目标：掌握国际贸易实务的

要素、内容及框架，基本业务流程；

熟悉国际贸易各环节的工作任务。 

3.能力目标：能运用国际贸易知

识，制定国际贸易工作计划并完成

国际贸易各环节的工作任务。 

以国际货物买卖为对象，

以交易条件和合同条款为

重点，以国际货物买卖合

同的订立与履行为主线，

将进出口业务各个环节串

联起来，介绍国际货物买

卖的基本知识与流程、国

际贸易惯例与法规、进出

口业务的主要操作技能与

方法。 

通过模拟商务平台，实施模

块化教学，注重培养学生良

好的文化、职业素养以及创

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实现高

职教育的核心价值。 

 

21 跨境电商操作

实务 

1.素质目标：团队协作精神，勤于

思考，做事认真的良好作风。 

2.知识目标：跨境平台操作基本知

识技巧 

3.能力目标：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

用英语语流利解答顾客的售前询

盘或顺利完成售后服务；能运用社

交媒体平台进行产品营销推介。 

客户开发的前期准备，注

册网店，熟悉平台操作规

则，选定产品进行价格核

算，选择产品类目，拟定

产品标题，填写产品属性

信息，产品发布与优化，

国际物流与货物运输，营

销手段，纠纷处理。 

运用真实的平台，让学生注

册店铺上传产品，进行实战

教学。积极利用网络资源，

不断增加教学资源的品种，

不断提高教学资源的针对

性。 

22 日本语能力 3

级考证实训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谦虚、好学

的素养；培养学生的沟通意识及团

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熟练掌握日语能力考

试 N3 级别的单词、语法及常用句

型；掌握常用汉字的音读和训读、

词性、意义及用法。 

3.能力目标：使学生具备相当于日

1.根据题型及题目内容将

能力考 N3 试题细分成小

类，讲解各类型题型的解

题技巧，针对题目内容做

相应的知识汇总。 

2.组织模拟考试，模拟考

场环境，由学生自主完成

整套考试流程，结合教师

以教材内容为基础，结合大

量考试真题及模拟练习，通

过试题讲解及提问、翻译、

发表等多种方式，使学生了

解能力考试题型，掌握做题

技巧，提高过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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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能力等级考试 N3 的语言水平。 讲解，查漏补缺，巩固前

期学习的成果。 

23 日本语能力 2

级考证实训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习惯和心理素质。 

2.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中级难度

的日语词汇和语法，能理解中级难

度日语文章的大意，熟悉能力考试

N2 试卷的构成，掌握解题技巧。 

3.能力目标：具备相当于日语能力

等级考试 N2 的语言水平 

1.归纳总结常用汉字的音

读和训读、词性、意义及

用法；归纳总结 N2 级别常

用句法及句型的接续、意

义及共起表现。 

2. 讲解不同体裁文章的

结构特点及阅读技巧。 

归纳总结已学知识，夯实语

言基础。通过试题讲解使学

生掌握解题方法及技巧。设

置模拟考试，帮助学生建立

良好的备考心态。 

24 日企认知实习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

及团队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知识目标：通过校外实地参观学

习的方式了解日本企业的文化、企

业结构、经营方式。 

3.能力目标：能理解中日企业文化

和企业管理方式的差异。 

1.参观实习 

2.撰写认知实习报告 

3.认知实习经验交流分享

不同岗位的认知实习成

效，并互相分享认知报告，

检验学习成果 

带领学生参观企业，了解企

业开展工作的流程。通过直

接的感观认识可以加强学生

对专业相关工作更深入的认

知， 通过认知实习报告的撰

写，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

与综合能力。 

25 大学英语口语 1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谦虚、好学

的素养；培养学生的沟通意识及团

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掌握必要的、实用的

英语常用词汇和常用句型。熟悉日

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各种话题。 

3.能力目标：能就指定的材料进行

问答、复述和讨论。培养听懂真实

谈话的能力。 

1.通过大量的口语练习和

实践，提高学生用英语进

行口头交际的能力。 

2.帮助学生了解主要英语

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

俗。 

3.了解职业规划与创业计

划、公司介绍与产品介绍

的相关内容。 

以任务驱动教学法、项目导

向教学法为主。综合拓展模

块采用讲练结合的强化训

练，以提高学生英语读、写、

听、说的技能，达到最佳教

学效果。 

26 大学英语口语 2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谦虚、好学

的素养；培养学生的沟通意识及团

队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熟悉日常生活中经常

碰到的各种话题，做到语音、语调

基本正确，语言运用基本得体。 

3.能力目标：能就熟悉的题材进行

2 分钟左右的连贯性讲话。 

1.以口语练习为主，通过

课堂实践，提高学生用英

语进行口头交际的能力。 

2.帮助学生了解主要英语

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

俗。 

3.了解商务交往、商务接

待等的相关内容。 

以任务驱动教学法、项目导

向教学法为主。综合拓展模

块采用讲练结合的强化训

练，以提高学生英语读、写、

听、说的技能，达到最佳教

学效果。 

27 广交会 1.素质目标：培养学生谦虚好学的

精神、提高沟通及团队协作意识。 

2.知识目标：开展各项会展服务、

导游服务、餐饮服务和商务服务，

知识。 

3.能力目标：能用日语及英语与外

国客人进行商务沟通，熟练地处理

工作中的各项事务和难题。 

1. 电脑操作 

2. 接待客人 

3. 会展服务 

4. 语言技能 

 

通过现场指导，或电话、微

信等方式了解学生实习情

况，协助处理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批阅实习报告，使学

生了解真实社会状况和工作

状态。 

28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实习

报告 

1.素质目标：谦虚、好学的素质，

团队协作精神；创新创业精神。 

2.知识目标： 熟悉不同相关岗位

电话客服办公业务方面，

外贸业务方面，进出口业

务方面，会展业务方面，

通过亲临指导，或通过电话

等方式定期地进行检查和不

定期地进行抽查学生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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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运作机理。 发现、认识社会

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并能用所学

理论去加以分析，提出解决对策 。 

3.能力目标： 观察、分析能力及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撰写实习报

告的能力。 

酒店及导游业务方面。实

习报告的具体要求，格式、

内容等方面 

 

情况，保障实习质量。跟踪

检查每位学生的实习报告，

确保达到合格要求以上 。 

  

29 商务管理实务 1.素质目标：创新创业意识，团队

协作精神 

2.知识目标：商务管理基本知识 

3.能力目标：商务工作的管理协调

能力 

商务管理知识，领导艺术，

沟通技巧等方面知识 

运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方

法拓宽学生的职业能力，拥

有管理能力。 

（三）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四）专业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 1 综合日语 1 

学  期 1 总学时 144 理论学时 108 实践学时 36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

养 

 

毕 

业 

顶 

岗 

实 

习 

与 

毕 

业 

实 

习 

报 

告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综合日语 1 

 

 

日语视听说 1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养 

 

创新创业 

（社会实践）活动 

 

综合日语 2 

 

日语视听说 2 

 
日语语法 

 

大学英语口语 2 

大学英语口语 1 

广交会商务实习 

 

综合日语 3 

 

日语视听说 3 

 

日语视听说 4 

 
商务日语会话 1 

综合日语 4 

 

 

商务日语翻译 

 

国际贸易实务 

（双语） 

 

日语能力考证

实训 

 

商务日语写作 

 
职业考证实训 

 

综合日语 5 

 

 

跨境电商操作

实务 

商务日语阅读 

 

日企认知实习 

 

日语视听说 5 

 
商务日语会话 2 商务日语会话 3 

日本文化与礼仪 

 

日文打字实训 

 

能力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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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日语语音 平假名与片假名、50 音图的构

造、清音、浊音、拨音、促音、

长音、拗音、拗长音、日语单

词的音调类型、日语句子的声

调特征 

朗读、听音辨音、听写、视频观看、绕口令 

日语语法 十二品词、日语的时态和问

题、词的活用、比较与邀请、

授受关系 

问答、翻译、内容确认、主题发表、角色扮演 

日本社会文化 日本社会的风俗习惯、人际交

往的基本礼仪、常用生活用语 

主题发表、视频观看、中日文化比较 

日本企业文化 日企的企业文化、工作态度、

商务场景的应对等商务知识 

视频观看、小调研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符合职业教育精神、教学经验丰富、教学风格各异的专兼任互补的课程教学团队。 

2.教学设施：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WI-FI,白板等多媒体资源，结合学校的实训室进行

生动灵活的教学。利用数字化网络语言实验室，科学地优化与整合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自主语言交

际能力与创新能力。 

3.教学资源：纸质与网络教学资源并举，除使用教材《新经典日本语》第一册，课程组积极开发网络教学资源，

创建了《综合日语 1》网络课程，并参考《最新日语语法大全》、《新日语基础教程》Ⅰ、Ⅱ等多种全面的教学资料

进行科学、有效的教学。 

4.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创造日语学习的语境，通过大量的卡片、实物及身体语言等使学生快速有效

地理解并掌握新的知识点和语言点，培养学生用日语思维的习惯；增加综合技能训练内容，通过模拟场景会话练

习（交际性练习）和根据所学内容进行概括性复述练习或小作文练习（复用性练习）等两个环节的交叉使用，拓

展学生的思维和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归纳、总结、概括、复述、陈述、书写等综合能力，真正达到活学活用的目

的。 

5.学习评价：本课程注重考核学生的日语语音及日语基础语法的掌握程度，采取开放性的评价体系，在教学过程

中，以参与答问、主题发表、角色扮演等课堂活动的积极度和完成度为主要评价基准，结合组间互评和组内自评

以及教师中途介入式评价的形成性评价方式，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综合评判学生的表现后形成平时

成绩。此外，还运用终结性评价方式——期末考试，量化考核学生的项目完成质量（学习效果）。 

 

核心课程 2 商务日语会话 3 

学  期 5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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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求职面试 面试准备、接受面试及试后联系 模拟面试 

外事接待 接听电话、公司介绍、产品介绍、接待临时访客、

接待涉外商务客户 

角色分配、实践操作 

安排组织会议 会议接待、陪同考察、商务旅行、商务宴请、商务

服务、接送客户 

模拟实操 

突发事件处理 处理证件遗失、交通安全、行李送达等商务接待活

动中的各类突发事件 

PPT 发表、角色扮演 

解决客户纠纷 正确听取客户的意见、向上司及时汇报、妥当解决

客户纠纷 

抢答题、角色扮演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由符合职业教育精神、教学经验丰富、具备日企工作经验的教师或外教来担任。 

2.教学设施：使用虚拟情景实训室，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WI-FI,白板等多媒体资源，

结合学校的实训室进行生动灵活的教学。利用数字化网络语言实验室，科学地优化与整合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 

3.教学资源：以《新经典日本语会话教程》第二册为教材，以《实战商务日语会话》、《商务日语会话》等书籍

资料为辅助，结合大量课堂外的商务活动视频，合理灵活地运用虚拟情景实训室进行模拟实训，通过日语口语

自主学习平台，方便学生进行课后练习与自测，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4.教学方法：教学重点要把对词汇、语法、句型的学习中心逐渐转移到理解日语语言文化背景和任务语言心理

背景上来。既要强化学生语言能力的学习，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使用虚拟情景实训室，采用交际教

学法和情景教学进行教学，在注重词汇、语法、句型学习的同时，强调理解企业文化、商务交往礼仪的重要性。

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力争做到“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科学性”

的统一。 

5.学习评价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期末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考核，考试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70％），时间为 2小时。 

（2）教学过程评价 

由教师评价学生的出勤和作业情况，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20％）. 

（3）集中实训评价 

评价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10％） 

（4）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课程成绩（100 分）＝ 期末考试成绩（70%）＋平时成绩（30%） 

平时成绩（30%）＝ 教学过程评价（20%）+ 课内集中实训成绩（10%） 

 

核心课程 3 商务日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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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5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商务接待翻译 学习商务接待翻译的主要句型和注意事项 角色扮演、模拟演练 

谈判翻译 学习谈判翻译的主要句型和注意事项 小组讨论、PPT 发表 

会议翻译 学习会议翻译的主要句型和注意事项 小组讨论、角色扮演 

合同翻译 学习合同翻译的主要句型和注意事项 企业调研、发表 

小组讨论 

工厂翻译 学习汽车工厂、食品工厂、服装工厂翻译的主要词汇、

句型和注意事项 

小组讨论、主题发表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由符合职业教育精神、教学经验丰富、具备日企工作经验的教师或外教来担任。 

2.教学设施：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WI-FI,白板等多媒体资源，结合学校的实训室进

行生动灵活的教学。利用数字化网络语言实验室，科学地优化与整合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自主语

言交际能力与创新能力。 

3.教学资源：以朱丹、陈爱平主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语翻译》为教材，以国内各大出版社出版

的日语类翻译教材为辅助，结合大量实际商务翻译视频，合理灵活地运用虚拟情景实训室进行模拟实训，通过

日语口语自主学习平台进行全方位、有机高效的学习。 

4.教学方法：根据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讲解为辅；以实践操作为主，理论学习为辅的指导思想，采取任务驱

动和项目教学法，实现讲授、问题探究和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的有机结合。适时分析、总结学生的学习效果，

积极修正教学内容和方法。 

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对教材内容、结构、教学方法加以适当的取舍、调整。根据日语教

学的特点，可以适当地选用国外的教学资料，以补充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5.学习评价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教学过程评价+集中实训评价 

期末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考核，考试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70％）； 

教学过程评价：由教师评价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情况，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20％）； 

集中实训评价：由老师评价学生角色扮演、企业调研等活动内容，评价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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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4 日语视听说 1 

学  期 1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语音部分 

清音、拨音、浊音、长短音、

促音、拗音 

听音辨音、听写、听选、朗读 

视频观看 

基础会话部分 自我介绍 

各种称呼 

数字等 

观看视频 

小组讨论 

主题发表 

简单句型 1 

 

各种动作的表述 

比较句的使用 

跟读、听译、角色扮演 

模仿 

简单句型 2 对所发生的事务进行描述 

顺序和指示 

跟读、听译、角色扮演 

模仿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任课教师应具有商务英语相关专业的知识水平及技术能力，应具备双师素质，具有一年以上高职教

学经历以及相关企业实践经历；本科以上学历，中级或以上职称。 

2.教学设施：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WI-FI,白板等多媒体资源，结合学校的实训室

进行生动灵活的教学。利用数字化网络语言实验室，科学地优化与整合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自

主语言交际能力与创新能力。 

3.教学资源 

教材：《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 第一册》，刘利国、宫伟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2 月 

4.教学方法 

利用数字化网络语言实验室，科学地优化与整合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自主语言交际能力与创新

能力。使用角色扮演法、讲授法，通过大量的听力、跟读、会话练习，使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掌握听力技巧，

增强日语语感，让学习者掌握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言。 

5.学习评价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教学过程评价  

期末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考核，考试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70％）；教学过程评价：由教师评价学

生的出勤和作业情况，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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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5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学  期 4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27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国际贸易理论

与实践基础知

识 

营业通知、信用调查 

推销策略、询盘/报价、谈判/缔约、索赔/理赔 

支付方式、信用证、品质条件、价格条件、保险条件、数量条件、

包装条件、运输条件、代理条件 

讲解 

观看视频 

小组讨论发表 

 

国际贸易技能 

开展国际贸易的程式、进出口手续须知、进出口流程 观看视频 

模拟公司教学 

综合实践 

介绍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等方面的

常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运用日语（同时也

包括英语）操作国际贸易的基本技能 

讲解 

观看视频 

角色扮演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由符合职业教育精神、教学经验丰富、具备日企工作经验的教师或外教来担任。 

2.教学设施：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等多媒体设备，结合学校的实训室进行生动灵活的教学。利用数字化

网络语言实验室，科学地优化与整合课程相关的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自主语言交际能力与创新能力。 

3.教学资源：多媒体教学资源 、日本原版贸易教材、有关进出口流程的相关书籍。 

4.教学方法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外观摩教学及实地考察为辅,加上中日贸易实际案例分析和模拟公司教学

等方法力争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以学生为中心，通过任务驱动教学，实现工学结合（教学做一体化）。通

过信息化教学改革，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 

5.学习评价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期末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考核，考试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60％），

时间为 2 小时。 

（2）教学过程评价： 由教师评价学生的出勤和作业情况，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20％）. 

（3）集中实训评价：评价成绩总分 100 分（占总评成绩的 10％） 

(4) 课程成绩形成方式：课程成绩（100 分）＝ 期末考试成绩（60%）＋平时成绩（40%） 

平时成绩（40%）＝ 教学过程评价（30%）+ 课内集中实训成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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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6 商务日语写作 

学  期 4 总学时 36 理论学时 18 实践学时 1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商业活动 

 

日本的公司结构和基本活动 、商品和商品的种类 

商品贸易、贸易的基本概况 

视频观看 

讲解 

商务信函写作基础 

 

商务信函的种类、商务信函的构成要素 

商务信函的表述要点 

观看视频 

小组讨论发表 

贸易开始文书 

市场调查报告、信用询问书、 

贸易开始承诺书和贸易谢绝书 

讲解 小组讨论发表 

书写后相互修改 

买卖文书 

样本索取书和样本赠送说明书、估价要求书 

订单，订单礼单，取消订单，订货修改书，订货谢绝

书 

交货单，发货单向导书 

角色扮演 

模拟公司 

上机操作 

社交文书 寒暄书、招待书，向导书、介绍书、庆吊书/问候书 上机操作、发表后互评 

社内文书 书面请示书，报告书，申请书、联络文书 上机操作、发表后互评 

商务工作的前景 商务全球化、IT 与商务 上机操作、发表后互评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 .师资：由符合职业教育精神、教学经验丰富、具备日企工作经验的教师或外教来担任。 

2.教学设施：充分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等多媒体设备和数字化网络语言实验室，结合学校的实训室进行教学。 

3.教学资源：教材：《致用日语，商务函电写作教材》，赵平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年 4 月。 

参考书目：《新编国际商务日语实务》 南开大学出版社 张正立编 

4.教学方法：本课程是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课程。在教学中，应注意词语，句子的练习要与篇章相结合，

实践的方式应多样化，练习材料要力求新颖，以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讲授法、小组讨论法、项目法

等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5.学习评价 

（1）考核 ： 职业素质评价（出席、团队、态度；评价标准 出席：30% 态度 30% 团队合作 40%） 

过程完成评价（项目完成的数量与质量，内容：60% 准确：40% ）终结考核评价（体现能力标准 笔试闭卷） 

（2）成绩形成：课程成绩形成方式：平时成绩 40% 包括考勤，平时作业完成情况，课堂表现；期末成绩 60%。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一、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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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

1 2 3 4 5 6 （单独设置项目）

1 022000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2 54 18 * √ 4 1 0320007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2220002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

动
4 72 2,4

3 0220009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3 4320001 军事技能训练 2 36 2 1

4 0620059 信息技术（international,technoly） 2 36 18 18 2

5 2820001 国学精粹（Sinology） 1.5 27 18 9 1.5

6 402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7 432001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1

8 325872 中西文化基础 2 36 26 10 * √ 2

9 4320004
军事理论（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36 0 2

19.5 351 245 106 0.0 0.0 9.0 9.0 0.0 0.5 0.0 0.0 10 180 0 0 0 0

扩展能

力模块
10 180 90 90 4 4 2

1 325871 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国際貿易実務（二言語） 3 54 27 27 ** √ 3 1

2 3598658
跨境电商操作实务　　クロスボーダー eコマ

ース
3 54 27 27 ▲ 3 2

3 325872
商务管理实务 1.5 27 18 9 1.5

3

7.5 135 72 63 0 0 0 0 0 3 4.5 0 0 0 0 0 0 0

1 320141 综合日语 1 　　総合日本語 1 8 144 108 36 ** √ 8 1 3598662 日本语能力2级考证实训 2 36 18 5

2 320142 综合日语 2 　　総合日本語２ 8 144 108 36 √
8

2 3598663 日企认知实习 1 18 1 2 ▲

3 320143 综合日语 3 　　総合日本語３ 6 108 72 36 √
6

3 3598664 日本语能力3级考证实训 2 36 18 4

4 320144 综合日语 4　　 総合日本語４ 6 108 72 36 √ 6 4

5 320145 综合日语 5 　　総合日本語５ 4 72 45 27 √ 4 5

6 320146 日语视听说 1      日本語視聴 1 2 36 18 18 ** 2 6

7 320147 日语视听说 2      日本語視聴 2 3 54 27 27
3

7

8 320148 日语视听说 3      日本語視聴 3 3 54 27 27 3 8

9 320149 日语视听说 4      日本語視聴 4 3 54 27 27 3 9

10 320150 日语视听说 5      日本語視聴 5 3 54 27 27 3 10

11 320154 日语语法 　　日本語文法 2 36 18 18 √ 3 11

48 864 549 315 0 0 10 11 12 9 7 0 5 90 37 11 0 0

1 320157 商务日语会话 1 　　ビジネス日本語会話１ 2 36 18 18 2 1

2 320158 商务日语会话 2 　　ビジネス日本語会話２
3

54 27 27 3 2

3 320159 商务日语会话 3 　　ビジネス日本語会話３
3

54 27 27 ▲** 3 3

4 3201489 商务日语写作       ビジネス日本語作文 2 36 18 18 ▲** √ 2 4

10 180 90 90 0 0 0 0 2 5 3 0 0 0 0 0 0 0

1 3204581 商务日语翻译　　　 ビジネス日本語翻訳 3 54 27 27 ▲** √ 3 1

2 2

3598660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

实习报告Graduation

Practice

18 324 18 6

3 54 27 27 0 0 0 0 0 0 3 0
18 324 18 6

1 3201489 大学英语口语1　　　英語の会話1 2 36 18 18 2 1 3598659
广交会（秋）商务实习

Canton Fair  Pactice
2 36 3 3

2 3201490 大学英语口语2　　　英語の会話2 2 36 18 18 2 2

3 3201491 日本文化与礼仪　日本文化とビジネスマナー 2 36 18 18 2 3

4 329153 商务日语阅读 　　  ビジネス日本語読解 3 54 27 27 ▲ √ 3 4

5 3598654
日文打字实训 日本語タイピングトレー

リング
1 18 0 18 1 5

6 6868155 旅游日语会话 　　旅行日本語会話 2 36 18 18 2 6

7 1013765 会计实务（日式簿记）　日本簿記 2 36 18 18 2 7

8 1340715
日文办公技能实训　　ビジネスオフィス技能実

務
2 36 18 18 2 8

10 180 81 99 0 0 3 2 0 2 5 0 2 36 3 3 0 0

108.0 1944.0 1154.0 790.0 0.0 0.0 22.0 26.0 18.0 21.5 22.5 35 630 58 20 0 0合计 合计

说明：1、*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2、**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3、▲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   4、“√”为考试周课程；

      5、《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6.《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1学分，18学时；7.入学教育按学校校历安排。

5

综合技

能模块

B（专

业必修

课）
小计 小计

6

3

单项技

能模块

(专业

必修

课)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4

综合技

能模块

A（专

业必修

课）

小计

小计

公共选修课（小计）

2

专业

（技

能）

课程

专业群

平台课

程(必

修)

小计

小计

专业能

力拓展

模块

（专业

选修

课）

小计

核心

课程

学

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

1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

修

课）

基本素

质与能

力）

在4个学期内完成

小计

学期周学时数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周数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附件2：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序

号

课程

类型
内容

序

号

课程代

码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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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课程学时分配表（附表二） 

课程类别 

小计 

学分 学时 比例 

理论教学 64 1154 45.00% 

实践教学 79 1420 55.00% 

必修课 
公共基础课 29.5 531 20.60% 

专业（技能）课 91.5 1647 64.00% 

选修课 
公共基础课 10 180 7.00% 

专业（技能）课 12 216 8.40% 

总学时/学分 143 2574 100.00%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有高校教师资格。具有与日语或商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思想品德好，熟悉高职教

育理念，具有 2年以上的商务日语教学经验，具备一门以上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能够开展课

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不低于 80%，有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

具有 3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

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职务），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

导等教学任务。 

专业课程师资配置与要求： 

专业课程群 
专兼教师配置情

况 
教师专业能力要求 主要课程 课时 

1 专业基础培养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0 人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综合日语 1 144 

综合日语 2 144 

日语视听说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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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视听说 2 54 

大学英语口语 1 36 

大学英语口语 2 36 

日文打字实训 18 

2 综合技能培养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0 人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或外籍教师承担 

 

商务日语会话 1 36 

商务日语会话 2 54 

商务日语翻译 54 

综合日语 3 108 

综合日语 4 108 

日语视听说 3 54 

日语视听说 4 54 

日语语法 36 

 

3 跨文化国际沟通能力

培养群 

 

 

校内教师 5 人 

企业兼师 1 人 

 

由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日企工作经验的外教

承担 

商务日语会话 3 54 

商务日语阅读 54 

商务日语写作 36 

日本文化与礼仪 36 

综合日语 5 72 

日语视听说 5 54 

日企认知 18 

 

 

 

4 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群 

 

 

 

 

 

校内教师 2 人 

企业兼师 10 人 

 

 

由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工作经验 3 年以上的

企业兼师承担 

广交会商务实习 36 

日本语能力 2级考证实训 36 

国际贸易实务 

（双语） 
54 

日本语能力 3级考证实训 36 

跨境电商操作实务 54 

毕业（顶岗）实习与毕业

实习报告 
324 

商务管理实务 27 

 

 （二）教学设施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设备配置 

校内 

日语翻译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3 

日语口语训练；英语口

语实训；综合日语课内

实训实践 

综合日语、商务

日语会话、大学

英语口语 

 

 

 

 

 

 

日语翻译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3 

日语能力证书考证培

训 

日本语能力 3 级

考证实训 

日本语能力 2 级



 49 

考证实训  

 

 

 

 

 

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

音响设备、WI-FI,白板等 

日语翻译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3 

广告、饮食文化、旅游

景点、日剧翻译等翻译

相关实训 

商务日语翻译 

 

日语翻译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3 

买卖文书、社交文书、

社内文书书写实训 
商务日语写作 

日语视听说实训室 

南 1 教 505 

商务日语视听说等专

业课程教学、虚拟场景

会话练习；微课、技能

竞赛视频录制；日语视

听说平台的应用等。 

日文录入的相关实训 

日语视听说、 

商务日语会话 

日文打字实训 

国际商务谈判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4 

了解外贸单证与报关、

进出口公司进出口流

程；熟悉进出口公司外

贸单证工作要点等国

际贸易相关内容实训。 

国际贸易实务 

（双语） 

国际商务谈判实训室 

海珠 H 楼自编号 204 

国际商务、电子商务相

关专业课程的授课、跨

境电子商务创业平台

实训、电子商务相关的

创业活动。 

跨境电商操作实

务 

校外 

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对外友

好合作服务中心（赴日实

习基地） 

提供日语口译、商务沟

通、商务礼仪、跨文化

交际等实训 

商务日语会话、

日本文化与礼仪 

较为稳定，能提供日本酒

店的 3-12个月短期实习岗

位，每年可根据企业要求

安排 5~20名左右学生赴日

实习，规章制度规范。 

广州交易会经济贸易发展有限

公司 

 

广交会实习 广交会商务实习 

有 12 年合作历史，较为稳

定，能提供广交会实习岗

位，接收 30 名左右实习，

规章制度规范。  

广汽丰田汽车公司 日企见习 日企认知实习 

较为稳定，能接受每次 40

名左右学生提供参观企

业、学习日企文化的机会，

规章制度规范。 

梦迪安娜咖啡厅 广交会实习 广交会商务实习 

较为稳定，能提供秋季广

交会实习岗位，每年接收 6

名左右学生实习，规章制

度规范。 

国金中心雅诗阁服务公寓 
广交会实习 

顶岗实习 

广交会商务实习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实习报

告 

较为稳定，能提供 10 人左

右广交会实习岗位和 5 人

左右顶岗实习岗位，规章

制度规范。 



 50 

深圳市宝视佳科技有限公

司 

 

 

顶岗实习 

 

毕业（顶岗）实

习与毕业实习报

告 

较为稳定，能提供 5 人左

右顶岗实习岗位，接受一

定规模学生实习，有保障

实训室日常工作、学习、

生活的规章制度。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主要采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经典日本语》系列教材，由大连外国语大学

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组织中日两国专家和一线教师编写。该系列教材包含基础教程

及配套练习册、会话教程和听力教程，涵盖综合日语、日语视听说等多门课程，有助于帮助

学生进行阶梯式、系统化的学习。各门课程都严格尊重学校教材选用的规章制度，禁止不合

格教材进入课堂。使用境外教材要进行书面说明审批。引进使用数字化自主学习教材。 

2. 图书文献配备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需要，方便师生查阅、借阅。

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外语类、国际经济与贸易类、跨境电子商务类、商务管理类、国

际市场营销类、创新创业类、中西文化类、“一带一路”相关文献类和产品认证类图书和杂志；

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国际惯例、行业企业技术规范和案例等。 

3.数字资源配备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相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教学资料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听说、

阅读、写作等资源，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能满足教学需求。不断推进线上课程

建设，建设了《综合日语 1》校级网络课程、MYET日语自主学习平台。 

（四）教学方法 

以“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相结合的原则，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采用情景学法、任务型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分层教学法等适合学生的教学方

法进行授课。基于本专业课程全部为零基础开始的特殊性，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因材施教，

以形式多样的互动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日本文化与

企业文化融入到课堂里的案例分析法教学；利用 VR 虚拟现实技术等沉浸式教学，加强实践

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五）学习评价 

运用多元化教学评价，使考核主体多元化（本人、同伴、教师、社会），考核内容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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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态度、思维能力、语言等），考核手段多样化（考试、访谈、任务完成、自评、互评），

关注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关注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的提升，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相结合，采用笔试、口试、模拟表演等形式，让评价更为全面科学。 

（六）质量管理 

受学院教务处、督导室等部门的监管，我系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

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召开专业论证会议，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

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

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专业团队负责人，双带头人，骨干教师等层层负责，为专业建设

提供建议、意见，保障专业建设走向正轨，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专业群及专业特色】 

（一）组群逻辑 

  按照专业群组建目标、原则等构建专业群，以语言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商务为共同背景，

与商务英语专业共建应用外语专业群。 

（二）专业群：应用外语专业群 

1. 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共享群内三门平台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双语）、跨境电商操作实务、商务管理实务。 

2. 专业群师资共享 

共享平台课程的专任教师、企业兼职教师。 

3. 专业群基地共享 

共享国金中心雅诗阁服务公寓，广州交易会经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宝视佳科技 

（三）专业特色： 

推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应用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致力于国际交流合作。构建“校内

实训+校外实训+境外实训”模式，积极开拓海外实训基地，给学生提供在日本本土学习正宗

的语言与文化的机会。 

通过 6-12 个月赴日实习（温泉酒店等）、赴日就业（商务酒店、免税店等）、专插本留

学提升学历（北海道文教大学、札幌国际大学、语言学校）等实践教学与国际交流，培养学

生具有较强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跨文化商务沟通能力、国际商务运作能力，能逐步适应现

代国际商务发展需求的“精日语、通商务、可创业”的具备“商务日语+贸易”能力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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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创新创业教育】 

在课程设置中融入创新创业意识，在课程内容中增加以创业为主题的任务项目训练，鼓

励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 

（一）推动学生由专业到专长，由专长到创业，贯穿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将《国际贸

易实务（双语）》等课程融入真实的在线贸易服务项目，以真实项目为载体，学生从企业经

营的角度,考虑如何处理发盘、还盘、产品描述/制单、结汇等专业问题，提高学生的沟通能

力和国际商务操作能力，进而达到“一线双核”的目标。 

（二）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实操》等课程，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通过日常事务

处理及外贸业务实操，积极检验其思维及能力的发展，激发学生的创业意愿。强化了第二层

次的自我工作岗位的创造者的创业意愿并为第三层次的新企业的创办者的培养提供了条件。 

（三）通过《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动》、《商务日语写作》课程，优化日语专业创

新创业课程体系。通过这些课程以及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培养学生具有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和技能提出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的思辨与创新能力；具有文件查阅、资料收集、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等一定的创新实践能力。 

（四）改革教学方法。在《综合日语 1、2》、《商务日语会话 1、2》等基础日语教学

中采用交际教学法，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营造良好的日语气氛，多开展课

堂交际活动。如课前发表、会话表演、小戏剧、讨论等，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促使学生思考如何提高创新能力。 

（五）通过校企合作形式，建立健全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以顶岗实习、赴日实习

等形式，学习掌握创新创业相关知识。 

（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及各种创意设计、创意计划等专

题竞赛。通过参加比赛提高自己，积累相关经验，为日后创业打下基础；鼓励学生成立相关

社团，开展创新实践。如日语演讲社团、同声传译社团、日语广播社团和创立模拟公司等。 

十一.【第二课堂】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讲座、读书等文化素质教育活动， 各种社团活动、文体活动， 每

周一次的日语角活动， 以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形式的课外实践活动， 合作企业组织的就业

指导和专业实践活动， 其它公益与社会志愿者等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学生美育

教育。 

十二.【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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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能力证书 

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建议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四选一） 

十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三年制）学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所有课程，取得必修课 121  学分（创

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专业选修课   12   学分，公共选修课  10  学分， 总学分 

达  143   学分（学时达  2574     ）方可毕业。 

 

                                             

                                              编制人：田静 

  审定人：刘向红 

 

 证书名称 认证单位 考核内容 考 核

方式 
 

选 

 

 

考 

 

日语能力测试（JLPT）三级以上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词汇、阅读、

听力 
笔试 

实用日本语鉴定考试（J.TEST） 

D-E 级以上 
J.TEST 日本事务局／日语检定协会 

词汇、阅读、

听力 
笔试 

助理跨境电子商务师证书 
国家工信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及中国外贸协会 
跨境知识 机考 

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商务初级人才

证书 
阿里巴巴（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跨境知识 机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