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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教育  弘扬学术
繁荣文化  服务社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于 1954 年，是中国教

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旗下以出版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成人与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教学

用书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始终坚持“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

服务社会”的宗旨，出版了一大批颇具影响的

优秀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其中 1000

余种产品分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

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国家和省部级

奖励，荣获“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

图书出版单位”等荣誉称号。1984 年，邓小平

同志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亲笔题写社名。进入 21

世纪后，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实践从教材出版到教学资源研发、集成、服务

的战略转型，将努力成为引领中国教育出版产

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弘扬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

阵地，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

外语出版事业部（以下简称 “事业部”）

是一支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团结向上的团队 ,

包括高等教育分社、高职高专分社、中等教育

分社、综合语种分社、数字资源分社、汉语分

社；另外，事业部还包括办公室、《中国外语》

编辑部 / 学术研究出版中心和负责市场推广的

综合业务部等机构。

作为我国外语教材的权威出版基地之一，

事业部一直承担着国家重点规划的“十五”、 

“十一五”、“十二五”、“面向 21 世纪课程

教材”、“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工程”等国家级出版任务，已

出版了数千种各层次外语类精品教材，包括研

究生、本科生、高职高专、中等职业等，还包

括成人教育和各类考试用书；语种包括英、日、

俄、德、法、泰等。

事业部拥有大批国内外高水平的专家、作

者队伍和经验丰富的职业编辑队伍。多年来，

事业部出版了多套代表国内一流水平的系列教

材、多媒体学习课件、电子教案、网络课程、

试题库、高智能的数字化学习系统和教学软件

等；在产品特色设计、版式设计、多媒体课件、

网络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方面均名列前茅；在教

材质量、教材权威性和立体化成系配套等方面

普遍受到欢迎和好评。

事业部的成长与发展得到了全国众多高等

院校教师、专家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为我国教

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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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教学 对应新课标要求

基础模块
（必修108

学时）

国规系列预备级 国规系列第一册 国规系列第二册 国规系列第三册
中职实用英语口语会话    

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实用英语
会话

水
平
一

职业英语系列
——基础职业英语

职业英语系列
——基础英语1

职业英语系列
——基础英语2

职业英语系列
——基础英语3

贯通职业英语1 贯通职业英语2 贯通职业英语3

职业模块
（限定选修 

36学时）

职业情景英语500句
系列

国规系列职业模块
（工科类）

国规系列职业模块
（服务类）

职业英语系列——
职业英语（ESP）

商务英语系列 商务英语实务

拓展模块
（任选） 英语基础教程1 英语基础教程2

英语基础教程3
国规系列拓展模块

高职升学考试英语复习指导
中职实用英语能力训练资源包

水
平
二

教学资源

国规教材、职业英语系列、
教师发展系列、能力发展系列、职业发展系列
网络备课平台：在线数字课程、音频、视频、

教学DVD、示范课、电子教案库、多媒体课件库、
单元试题库、期中期末试卷、背景资源库、

专家讲座、示范教案库、
微课视频库

教师发展 

教师能力发展系列丛书
教材、教法、科研培训、国家

级骨干教师培训教学论坛、
课题研究

赛事活动

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外语研究中心（中职英语）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英语技能”赛项

“创新杯”全国中职英语教师教学设计交流活动
中国外语微课大赛

职业发展

职业英语教材
实用英语能力训练
综合职业能力进阶

升学考试

高职升学考试英语复习指导
各地高职升学考试复习用书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 

英语学练同步

中职英语教学
解决方案

教学平台

             中职英语在线学习平台
中职英语评价试题库
高教社二维码平台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解决方案



 1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2020年版）

 1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

	 2	 基础模块

	 3	 拓展模块

	 4	 职业模块

 6	 中等职业教育教育部推荐教材系列

	 6	 基础英语

	 6	 职业英语

 8	 中职学生能力发展系列											

	 8	 中职英语教师发展系列

	 9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9										贯通职业英语系列

   10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配套升学用书     

        10	 英语基础教程

      11         新课标版新编职业英语系列 			

	 12 书目

 17 国规教材数字课程增值服务

 18 教师样书申请单

 19 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外语研究中心（中职英语）

 封三 中等教育分社人员联系方式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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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编者队伍，紧扣课改新理念

● 教材设计科学，体现职业特色

● 配套资源丰富，服务保障完善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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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结构

基础模块	 预备级（第2版）、第1－3册（第2版）

职业模块	 英语（工科类）（第2版）

	 英语（服务类）（第2版）

																									职业英语系列

拓展模块	 英语（拓展模块）（第2版）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英语》（第2版）全面贯彻中职英语课

改新理念，以培养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既实用、适用，又能满足学生就业与职业

发展需求。我们坚信，基于高等教育出版社对职业英语教育的专注与了解，凭借精

良的教材内容和完善的教学服务，这套教材将成为广大中职学生迈向职业成功的一

块基石。

  基础模块

  拓展模块

  职业模块

隆重推出第2版！
优化内容，全面升级！

● 全新配套        在线数字课程
● 提供教学资源包，解决教学后顾之忧

高等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

● 体现新精神新要求
● 凝练学科核心素养
● 明确学业质量要求
● 彰显职业教育特色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英语》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2020年版）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英语》

对 应 基 础 模 块

教材采用模块化结构，在规定的学时内为不同地区、学校、专业提供多
种选择。如：基础薄弱的学生可以先选择学习预备级；多数学生可学习第1
册和第2册；基础好的学生可以从第2册开始，学习第2册和第3册；拓展模块
主要满足升学要求。服务类和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选择《英语》（服务
类）或《英语》（工科类）教材。

彩色版

第2版增大开本，采用全新版式设计；提高内容时代性和职业

性；减少活动数量，增强基础训练环节。

第2版全面升级数字化配套资源，全新配套        中职英语

在线数字课程及中职英语评价试题库，引领中职英语教学新模式。
双色版

英语（基础模块）（第2版） 预备级，1-3册

英语（基础模块）（第 2 版）样章

2

教材特色

全新版式设计
轻松活泼，适合青少年阅读习惯 ；仿真化版面让海报、网页、
票据等实物跃然纸上

选材真实，源自生活与工作
依照英语应用能力培养和职业岗位需求，选择生活和职业场景
中最为常见的真实材料，如海报、菜谱、说明书等

活动设计形式多样，目的真实
活动设计从实用和兴趣出发，操作简单、互动性强，避免缺乏
语境的机械训练，满足生活和职业中的真实英语应用需求

分层次设置，技能训练环环相扣

活动由训练到应用，分层设置，适应不同能力学生需求

“做中学”，培养综合语言应用能力
真实语境下的任务活动，整合单元知识技能，评价学生学习效
果，增进语言学习的成就感

语法聚焦注重引导

隐性语法练习配合系统语法附录，帮助学生在运用中掌握语法

“体验式”文化、情感态度学习
将文化、情感态度融入活动中，让学生通过活动体验情感态度
和文化，形成认识

“语音训练”
用简单有趣的绕口令、笑话等形式，帮助学生巩固语音、语调

2020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英语》

对 应 拓 展 模 块

《英语高职升学考试复习指导（拓展模块）》

● 综合全国主要省市高职升学考试大纲及试题共性，由一线骨干教师及教研员编写，契合高职
入学考试复习需求

● 与《英语（拓展模块）》配合使用，是理想的升学考试复习教材

教材结构

 知识训练

 参考各地高职升学考试内容，系统复习中职阶段词汇及语法知识
 专项训练

 综合各地通用题型，进行单项选择、完形填空、阅读理解等题型的专项强化训练
 仿真模拟试题

 教材中设有适合课堂检测的仿真检测题，书后附有试卷袋，配有模拟试题，可供模考使用，
 各部分试题都配有详细的答案解析

英语（拓展模块）（第 2 版）样章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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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拓展模块）（第2版）

能力强化

应试指导

● 主教材彩色印刷，版式精美

● 教学内容全面覆盖中职阶段的

知识范围和技能目标

● 针对高职升学考试复习设计教

学活动

● “能力强化”+“复习指导”，

进一步强化语言应用的同时，

加入各省市通行的应试题型，

帮助学生适应升学考试题型及

解题思路

配套资源

教学参考书、英语高职升学考试复习指导、
录音、电子教案等



模块化结构设计，
可根据学时及不同
专业进行模块选取			

职场角色扮演，亲身
体验语言应用

对 应 职 业 模 块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英语》

《英语（服务类）（职业模块）（第 2版）》及《英语（工科类）（职业模块）（第 2版）》

建议学时

配套资源

 36 学时（周2课时×18周×1学期）

配套有教师用书、练习册、录音、多媒体课件及网络教学资源

职场通用英语应用能力培养

单元样例  

以通用能力培养为主
线，在常见职业场景下
训练语言技能，提高综
合职业能力

4

英语（职业模块）（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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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英语》

选取真实语言材料，设计
仿真任务活动

“单元任务”，解决真实语言任务，
检测单元学习效果

相关职业文化点滴，
提高综合职业素养

“兴趣阅读”，拓展文化
视野，提升阅读能力		

英语（职业模块）样章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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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教育部推荐教材系列

职业英语系列（第 2 版）

● 权威作者队伍，紧扣课改新理念
● 对应基础模块及职业模块
● 特色化配套教学资源

    对应基础模块基础英语模块

共分三级：1为入门篇，起点较低，旨在激发学生学习英语

的兴趣，学会谈论身边的事物；2为提高篇，拓宽话题的深度和广

度，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3为应用篇，旨在加强学生的职业素

养，使其学会在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职场环境中如何运用英语去生

存，去解决问题、应对挑战。

教材内容简而精，每单元有热身活动、对话、常用句型、练

习、游戏、自我检测表等。版式活泼，配有大量精美图片。全系列

教材配有练习册、教参、录音及多媒体学习课件等。

对应职业模块

职业英语系列样章

6

职业英语模块 

● 以企业和学习者的需求为中心
● 打破学科知识体系，以职业岗位的工作流程为主线
● 强调语言在真实职业场景中的应用
● 图文并茂，浅显实用
● 专业门类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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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英 语 系 列
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英语课程教学用书

职业英语系列——汽车英语（第 2 版）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英语教学用书《职业英语系列—汽车英语》的第 2 版，
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

本书特色如下 ：1、力求以工作岗位的基本职业要求与场景为主线，注重基础性和职业性。2、体
现本领域最新发展趋势，语料时效性强，重点介绍汽车构造、性能、检修、美容和驾驶等基础内容。3、
内容呈现符合本层次学生认知特点，通过多样化练习，提高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匹配相关岗位
的工作需求。4、版式设计生动新颖，用大量图片代替大段文字，改变传统教材单调的体例，有助于调
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本书配有 MP3 和网络教学资源。 

职业英语系列——数控技术英语（第 2 版）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的中等职业学校数控技术专业英语教学用书《职业英语
系列—数控技术英语》的第 2 版。

本书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习需求，使用规范的数控专业英语，全面、生动地介
绍了有关数控、数控机床的基本知识和操作程序。每课练习形式多样，难易结合，实现了数控技术
和英语学习的有机结合。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基本的数控知识，也能提高相关工作情境中的英语应用
能力。本书配有 MP3 光盘和网络教学资源。

职业英语系列——秘书英语（第 2 版）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的中等职业学校文秘（涉外文秘）类专业英语教学用书《职
业英语系列—秘书英语》的第 2 版。

本书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向学生提供其未来工作岗位所需的专业英语知识，培养学生
用英语处理秘书日常工作、开展涉外业务交际的能力。根据文秘岗位的特点和具体工作环节，本教材
设计了 12 个教学单元，内容编排由浅入深，从易到难，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训练他们在
未来职场中运用英语的能力。本书配有 MP3 光盘和网络教学资源。 

职业英语系列——幼儿英语课堂教学实训教程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的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英语课
堂教学实训教材。本教材突出幼教专业特点，选材难度适当，话题丰富有趣，与实
践紧密联系，可供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幼儿园英语教师、
广大家长参考使用。

扫描二维码

观看微视频样课

职业英语实训教程系列

职业英语系列——酒店行业英语实训教程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的中等职业学校旅游服务类专业英语
课堂教学实训教材。本教材是“互联网 +”背景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优
势建设的立体化教材，以酒店各岗位真实工作任务为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在工作情
境中运用语言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可供中等职业学校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使
用，也可供酒店培训在职员工使用。

职业英语系列——航空服务英语实训教程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的中等职业学校交通运输类专业英语
课堂教学实训教材，以航空服务真实工作任务为基础，设计教学内容，提供丰富的
数字化资源，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可供中等职业学校空乘专业学生使用，
也可供相关行业从业人员使用。



● 生活篇、职场篇分别侧重日常交际和
职业情境下的通用语言能力培养，实
用性强。

● 活动设计符合中职生学习特点和英文
水平，话题接近日常生活和实际学习
需要，职业特色鲜明。

中职学生能力发展系列

本套教材为国家规划教材《英语》的配
套听说教材，分生活篇、职场篇两册，依据
中职英语课改新理念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职业英语技能赛项的评价理念而编写，旨
在提高中职学生在工作和生活场景下的英语
语言应用能力和职场语言沟通能力。

中职情景英语会话样章

中职情景英语会话（职场篇 )

中职英语综合实践教程

中职情景英语会话（生活篇 )

中职学生能力发展系列

单元主题图，引
出本课主要话题

提炼本课重点词汇

给出情景，编演对话，从模仿到开
放式活动，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给出本课话题下更多的
常用语，丰富语言储备

语言综合能力训练

中职情景英语会话

中职英语教师发展系列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师发展系列丛书之一，主要围绕中职英语课堂活动设计
的实用技能而编写，内容实用，使用大量的课堂活动案例，从设计理念到具体课堂实施，
详细地为广大中职英语教师尤其是刚入门的年轻教师，提供实用而有价值的课堂活动设
计建议。

实用中职英语课堂教学设计案例分析

8

中职英语评价理论与实践

本书介绍了适合中职英语课程的评价理论，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中职英语形成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的开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本书也对中职英语测试的理论与实践进
行了分析（包括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英语技能赛项所折射的评价理念），提供了
丰富的案例，对相关研究者和一线教师具有较高的参考与指导价值。

2020



— English for Work and Life

主题式单元设计
—情景化交流环境，前两课生活场景、

职业场景

全景式图片开篇
—引出单元重点词汇与学习目标

内容复现设计
—让每单元语法、词汇、功能都能得到

巩固、训练

任务型活动设计
—真实英语环境下的任务活动，简单易

做，让学生快乐地融入课堂 真实语言材料
—选取生活和工作中名片、

信函、广告等真实材料，
提供真实语言环境

职业教育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中高职衔接英语系列教材——贯通职业英语

贯通职业英语样章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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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模块

设计 IT 旅游 经贸

物流 会展 机电

● 引进自全球最成功的职业英语教材之一，由我国权威职业英语专家改编

● 真实生活和职业场景下的语言应用，对应欧盟语言能力框架设置级别

● 分为基础模块与行业模块，提供职业英语教学解决方案

● 配套有教参、实训手册、网络教学资源库等资源

基础模块对应语言应用能力梯度等级，可根据学生实际灵活选取

建议学段 基础模块

中职阶段

Book	1

Book	2

Book	3

Book	4

Book	5

Book	6

高职阶段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配套升学用书

教材以中职英语课改最新理念为依据，参照各地高等职业院校入学考试大纲和考试说明，在中
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英语（基础模块）》的框架基础上，针对高职入学考试备考需求，
构建包括三个级别的系统科学的语言学习方案，并提供丰富的配套资源。

词汇学习形式多样，
方便多元记忆

阅读之前进行热身学习，
提前接触语言知识

拓展部分既可用于课后兴趣阅读，
也可作为分层教学内容灵活使用

教材特色

有的放矢，贯通中高职知识体系
知行合一，夯实各单元知识要点
兴趣驱动，创设趣味性语言实境
博闻强识，拓展学习者文化知识
实用导向，突出职业化能力训练

以生动的形式引入生词

10

英语基础教程

2020

练习设置注重实用性和
趣味性，活跃课堂教学



词汇学习形式多样，
方便多元记忆

练习设置注重实用性和
趣味性，活跃课堂教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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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版新编职业英语系列——职业模块

本系列教材根据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2020 年版）》中“职业模块”
的要求编写而成，各册内容紧密结合不同的行业和岗位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设计，帮助学生
提高职场英语沟通能力，感知中外思维差异，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职业素养，培养具有正确价值
观和职业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本系列教材配有必备的网络学习资源，可供广大教师、学生以
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学习使用。



书    号 书    名 是何规划 出版时间 (估)定价

9787040539998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标准（2020年版） 已出版 18.00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教材

9787040406931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7.00

9787040392517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第2版）（附学习卡/防伪标） (彩色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9.80

9787887765970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录音带（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393033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教师用书（第2版） （附光盘）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6.50

9787040392142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练习册（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2.80

9787887765994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练习册录音带（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7.00

9787894235718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电子教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6.00

9787040404067 英语1（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8.00

9787040391749 英语1（基础模块）（第2版）（附学习卡/防伪标）（彩色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2.20

9787887765987 英语1录音带（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391756 英语1教师用书（基础模块）（第2版）（附资源包）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80

9787887766076 英语1练习册录音带（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391763 英语1练习册（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1.60

9787894235756 英语1电子教案（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6.00

9787887767363 英语1DVD（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2.00

9787040393736 英语2（基础模块）（第2版）（附学习卡/防伪标）（彩色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3.00

9787040393729 英语2教师用书（基础模块）（第2版）（附资源包）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80

9787040393743 英语2练习册（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3.00

9787040411522 英语2（基础模块）（第2版）（双色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9.00

9787887766410 英语录音带2（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887766021 英语练习册录音带2（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393750 英语3（基础模块）（第2版）（附学习卡/防伪标）（彩色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3.00

9787040393767 英语3教师用书（基础模块）（第2版）（附资源包）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80

9787040393774 英语3练习册（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5.00

9787894236791 英语电子教案2（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2.00

9787040414363 英语3（基础模块）（第2版）（双色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8.60

9787040414066 英语（服务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9.80

9787040414059 英语教师用书（服务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6.80

9787887767127 英语录音带（服务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414042 英语练习册（服务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1.20

9787887767134 英语练习册录音带（服务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7.00

9787040414011 英语（工科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9.80

9787040414004 英语教师用书 （工科类） (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6.80

9787887767035 英语录音带（工科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413991 英语练习册（工科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1.20

9787887646699 英语练习册录音带（工科类）（职业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7.00

9787040415377 英语（拓展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2.20

9787040415391 英语教师用书（拓展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80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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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887767110 英语录音带（拓展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415384 英语高职入学考试复习指导（拓展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2.00

9787040318142 英语评价手册（基础模块）(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5.00

9787040472059 英语阅读教程（生活篇） 已出版 16.80

9787040508321 英语阅读教程（职场篇） 已出版 22.00

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新课标版教材

17-02334-001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3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教师用书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2 英语基础模块预备级练习册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4 英语1（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6 英语教师用书1（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5 英语练习册1（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7 英语2（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9 英语教师用书2（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08 英语练习册2（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6 英语3（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8 英语教师用书3（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7 英语练习册3（基础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9 英语服务类（职业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21 英语服务类教师用书（职业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20 英语服务类练习册（职业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3 英语工科类（职业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4 英语工科教师用书（职业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5 英语工科类练习册（职业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0 英语（拓展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234-012 英语教师用书（拓展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17-02334-011 英语高职入学考试复习指导（拓展模块） 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英语（引进版）（第2版）

9787040235487 英语预备级（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5.00 

M021200506 英语预备级录音带（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7.00 

9787040235500 英语练习册预备级（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7.80 

9787040235494 英语教师用书（预备级＋第1册）（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2.00 

9787040235517 英语1（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5.00 

9787040235524 英语练习册1（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8.70 

9787040235531 英语2（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5.00 

M021200508 英语录音带2（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7.00 

9787040235555 英语练习册2（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8.80 

9787040235548 英语教师用书（第2册＋第3册）（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2.00 

9787040262476  英语3（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7.00 

M021200509 英语录音带3（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262469 英语练习册3（引进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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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一般版）（第2版）

9787040235418 英语1（一般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2.00 

M0212005014 英语录音带1（一般版）（第2版）(2盒)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4.00 

9787040235432 英语练习册1（一般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8.20 

9787040235425 英语教师用书（第1~3册）（一般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00 

9787040235449 英语2（一般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2.60 

9787040235456 英语练习册2（一般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8.00 

9787040264456 英语3（一般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2.80 

9787040264449 英语练习册3（一般版）（第2版） 国家规划 已出版   9.80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模块

9787040265323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1（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5.90 

9787040265330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教学指导书1（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6.10 

M021200515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录音带1（第2版）（3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265310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练习册1（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9.80

9787894693709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1电子教案及多媒体课件（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5.00

9787040279986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2（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8.30

9787040287080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教学指导书2（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6.50

M021200516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录音带2（第2版）（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283600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练习册2（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1.60

9787894694744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2电子教案及多媒体课件（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5.00

9787040298208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3（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2.80

9787040298215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练习册3（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3.50

M021200517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录音带3（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1.00

9787894697028 职业英语系列—基础英语3电子教案及多媒体课件（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5.00

职业英语系列—职业模块

9787040199932 职业情景英语(初级·500句)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10

M021400029　 职业情景英语(初级·500句)录音带(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272260 职业英语系列—商务英语写作（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3.60

9787040272277 职业英语系列—商务英语阅读（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1.60

M021400106 职业英语系列—商务英语阅读录音带（第2版）(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395204 职业英语系列—商务英语听说（上册）（附MP3)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6.20

9787040401844 职业英语系列—商务英语听说（下册）（附MP3)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6.30

9787040330564 职业英语系列—计算机英语（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5.00

M021200525 职业英语系列—计算机英语录音带（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272246 职业英语系列—护理英语（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8.00

M020901660 职业英语系列—护理英语录音带（第2版）(3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1.00

9787040330762 职业英语系列—幼师英语（另配录音带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8.20

9787040307467 职业英语系列—会展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2.00

M021200539 职业英语系列—会展英语录音带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8.00

9787040182897 职业英语系列—会计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2.60

M021200538 职业英语系列—会计英语录音带(1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7.00

9787040414554 职业英语系列—秘书英语（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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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182880 职业英语系列—商业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2.80

M021200545 职业英语系列—商业英语录音带(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330632 职业英语系列—数控技术英语（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6.80

9787040414561 职业英语系列—汽车英语（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7.50

9787040347135 职业英语系列—物流英语（第2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8.80

9787040272253 职业英语系列—旅行社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5.80

M021200542 职业英语系列—旅行社英语录音带(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M020902420 职业英语系列—旅行社英语DVD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32.00

9787040322583 职业英语系列—机电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8.00

M021200540 职业英语系列—机电英语录音带(1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7.00

9787040272239 职业英语系列—服装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5.60

M021200536 职业英语系列—服装英语录音带(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266962 职业英语系列—宾馆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5.40

9787040263510 职业英语系列—宾馆英语练习册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1.20

M021200535 职业英语系列—宾馆英语录音带（3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369120 职业英语系列—宾馆英语教学指导书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8.80

9787040312195 职业英语系列—金融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8.00

M021200541 职业英语系列—金融英语录音带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4.00

9787040323115 职业英语系列—餐饮英语（另配录音带2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7.00

9787040152289 基础职业英语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13.60

9787040152302 基础职业英语教学指导书（附电子教案）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4.20

9787040152296 基础职业英语练习册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8.30

M020400841 基础职业英语录音带（3盒）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1.00

9787040444063 职业英语系列—幼儿英语课堂教学实训教程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32.00

9787040474442 职业英语系列—酒店行业英语实训教程 教育部 推荐 已出版 28.80

17-02204-005 航空服务英语实训教程 教育部 推荐 6月出版 28.00

9787040510867 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新形态教材—汽车英语 已出版 32.00

新课标版新编职业英语系列——职业模块

17-02383-001 新编护理英语 6月出版 25.80

17-02383-005 新编宾馆英语 6月出版 25.00

17-02383-016 新编宾馆英语教师用书 7月出版 30.00

17-02383-017 新编宾馆英语练习册 7月出版 25.00

17-02383-006 新编计算机英语 6月出版 28.00

17-02383-003 新编餐饮英语 6月出版 25.00

17-02383-004 新编商务英语阅读 6月出版 35.00

17-02383-007 新编商务英语写作 6月出版 35.00

9787040539905 新编商务英语听说 上 6月出版 25.00

9787040539912 新编商务英语听说 下 6月出版 25.00

17-02383-013 新编物流英语 6月出版 28.00

17-02383-009 新编幼师英语课堂教学实训教程 6月出版 35.00

9787040540017 新编数控英语 6月出版 25.00

17-02383-014 新编幼师英语 6月出版 25.00

17-02383-015 新编秘书英语 6月出版 25.00

17-02383-012 新编服装英语 6月出版 25.00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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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职业英语系列

9787040439656 贯通职业英语学生用书1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00

9787040439717 贯通职业英语实训教程1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2.00 

9787040437133 贯通职业英语学生用书2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00

9787040437140 贯通职业英语实训教程2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2.00 

9787040437652 贯通职业英语学生用书3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4.00

9787040437669 贯通职业英语实训教程3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2.00

9787040448450 贯通职业英语学生用书4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4.00 

9787040452792 贯通职业英语实训教程4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00 

9787040448436 贯通职业英语学生用书5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4.00 

9787040452808 贯通职业英语实训教程5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8.00 

9787040448429 贯通职业英语学生用书6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8.00

9787040466898 贯通职业英语实训教程6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2.00 

9787040449471 贯通职业英语行业模块——IT行业 国家规划 已出版 32.00

9787040441680 贯通职业英语行业模块——旅游行业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8.00

9787040449297 贯通职业英语行业模块——设计行业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0.00

9787040449464 贯通职业英语行业模块——经贸行业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1.00

9787040445640 贯通职业英语行业模块——物流行业 国家规划 已出版 18.20

9787040449228 贯通职业英语行业模块——会展行业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5.00

9787040449303 贯通职业英语行业模块——机电行业 国家规划 已出版 22.00

升学考试备考教程

9787040433524 英语基础教程1 国规配套 已出版 27.20

9787040432695 英语基础教程同步练习1 国规配套 已出版 13.80

9787040437157 英语基础教程2 国规配套 已出版 28.60

9787040437164 英语基础教程同步练习2 国规配套 已出版 16.00

9787040437171 英语基础教程3 国规配套 已出版 28.60

9787040437188 英语基础教程同步练习3 国规配套 已出版 16.00

中职公共英语教程

9787040458947 中职公共英语教程1 已出版 24.20

9787040458930 中职公共英语教程同步检测1 已出版 17.60

9787040466959 中职公共英语教程2 已出版 24.20

9787040466966 中职公共英语教程同步检测2 已出版 17.60

中职英语教师发展系列

9787040392609 实用中职英语课堂教学设计案例分析 已出版 20.00 

9787040439779 中职英语评价理论与实践 已出版 28.00

9787040448467 中职英语信息化教学设计与资源建设 已出版 28.00

职业教育英语评价方式改革 未出版 28.00

中职学生能力发展系列

9787040392616 中职情景英语会话（生活篇） 已出版 21.00 

9787040395907 中职情景英语会话（职场篇） 已出版 21.00

9787040423570 中职英语综合实践教程 已出版 29.80

9787040495652 中职学生就业英文必备 已出版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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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规教材数字课程增值服务

1. 下载客户端

● 访问 http://www.ismartlearning.cn, 
下载客户端，支持 Windows PC、
Android iOS。

2. 注册登录

● 在注册页面输入手机号码、密码、
   真实姓名及学号进行注册。

3. 扫码查看书后配套课程

    使用说明

 

 ● 已注册用户输入注册手机号 / 用户
名和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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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2016 外语教学资源  中等教育分册

教 师 样 书 申 请 单

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学校	 	 电子邮件	 	 	 	 	 	 	

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手机

一、教学信息

学校2020年计划招生人数 学校目前使用的英语教材

高职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使用数量

中职

您所授课程名称

层次 公共英语 专业英语 课时 学校准备使用的英语教材

高职 教材名称 出版社 使用数量

中职

二、您所使用教材的优点和不足及您的建议：（按具体教材说明）

三、您通过何种方式了解新书出版信息：	

四、您通过何种渠道选购教材:

五、您在选购教材时希望出版社提供那些支持与服务：

六、您可以选择我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两本教材（我们将为您免费寄送）

书名 书号(ISBN) 定价 作者 备注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交给我们《样书申请单》

将本页复印或撕下，填写完整后交给高教社工作人员或邮寄至以下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 富盛大厦22层 高等教育出版社外语出版事业部(国际语言文化出版中心）100029

联系人：李森、原平      联系电话：010-58556516、58586323

将本单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 englishsve@163.com
欢迎访问高等教育出版社网站www.he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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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教研、竞赛活动：

●	 2003年08月		宁波		全国中职英语多媒体教学课件大赛

●	 2004年05月		青岛		全国中职英语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论文交流与评比

●	 2005年12月		黄山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优质课评比

●	 2006年10月		南昌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英语创新教学设计大赛

●	 2008年06月		厦门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职业英语教学研讨会

●	 2008年03月		武汉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宣讲会

●	 2009年11月		杭州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英语创新说课比赛

●	 2011年06月		北京		首届“高教社杯”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英语技能大赛

●	 2011年12月		广州	“高教社杯”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师教学设计大赛

●	 2012年12月		天津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职业英语技能”赛项

●	 2013年06月		宁波			201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职业英语技能”赛项

●	 2013年11月		北京			2013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说课和微课教学比赛

●	 2015年04月		南京			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英语教师信息化微课设计大赛

●				2015年06月		重庆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职业英语技能”赛项

●				2016年03月		宁波			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英语教师信息化微课设计大赛

●				2016年05月		重庆			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职业英语技能”赛项

●				2016年12月		海口			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英语教师信息化微课设计大赛

●				2017年05月		常州			2017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职业英语技能”赛项

●				2017年11月		成都			2017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创新杯”英语教师信息化微课设计大赛

●				2018年12月		昆明			2018年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交流活动

●				2019年11月		西安			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交流活动

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外语研究中心（中职英语）

行业英语系列
传统、实用，满足专业教学所需

9787040096262 通信与邮政英语 王　斌 	9.70	
9787040096279 通信与邮政英语练习答案 王　斌 	3.10	
M020100610 通信与邮政英语录音带（1盒） 王　斌 	7.00	
9787040081213 文化娱乐业情景英语 郭兆康 	8.40	
9787040121391 饭店服务英语（第二版） 陈根培 	8.60	
978704006326 服务业英语800句 郭兆康 18.10	
9787040092875 饭店服务与管理英语（第二版） 郭兆康 11.00	
9787040096002 旅游服务与管理英语 郭兆康 	8.50	
M020100600 旅游服务与管理英语录音带 郭兆康 21.00	
9787040121377 新编旅游实用英语1 邱以亮 	6.80	
9787040121384 新编旅游实用英语2 邱以亮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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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分社人员

																																																												微信：高教社外语	 		

QQ学术交流群：168478737

              康冬婷 （首席编辑）
 kangdt@hep.com.cn
 010-58556559

              贺伟华 （分社长）
 hewh@hep.com.cn
 010-58556325

高教社中职英语			

              李　森 （高级编辑）
 lisen@hep.com.cn
 010-58556516

              黄　娜 （高级编辑）
 huangna@hep.com.cn
 010-58556496

植根教育  弘扬学术
繁荣文化  服务社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于 1954 年，是中国教

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旗下以出版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成人与社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教学

用书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

社始终坚持“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

服务社会”的宗旨，出版了一大批颇具影响的

优秀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其中 1000

余种产品分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

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各种国家和省部级

奖励，荣获“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

图书出版单位”等荣誉称号。1984 年，邓小平

同志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亲笔题写社名。进入 21

世纪后，高等教育出版社制定新的发展战略，

实践从教材出版到教学资源研发、集成、服务

的战略转型，将努力成为引领中国教育出版产

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弘扬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

阵地，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

外语出版事业部（以下简称 “事业部”）

是一支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团结向上的团队 ,

包括高等教育分社、高职高专分社、中等教育

分社、综合语种分社、数字资源分社、汉语分

社；另外，事业部还包括办公室、《中国外语》

编辑部 / 学术研究出版中心和负责市场推广的

综合业务部等机构。

作为我国外语教材的权威出版基地之一，

事业部一直承担着国家重点规划的“十五”、 

“十一五”、“十二五”、“面向 21 世纪课程

教材”、“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工程”等国家级出版任务，已

出版了数千种各层次外语类精品教材，包括研

究生、本科生、高职高专、中等职业等，还包

括成人教育和各类考试用书；语种包括英、日、

俄、德、法、泰等。

事业部拥有大批国内外高水平的专家、作

者队伍和经验丰富的职业编辑队伍。多年来，

事业部出版了多套代表国内一流水平的系列教

材、多媒体学习课件、电子教案、网络课程、

试题库、高智能的数字化学习系统和教学软件

等；在产品特色设计、版式设计、多媒体课件、

网络技术开发和应用等方面均名列前茅；在教

材质量、教材权威性和立体化成系配套等方面

普遍受到欢迎和好评。

事业部的成长与发展得到了全国众多高等

院校教师、专家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为我国教

育事业的优先发展，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

出版物。

              原　平 （策划编辑）
 yuanping@hep.com.cn
 010-58586323

              袁艺杰 （策划编辑）
 yuanyj1@hep.com.cn
 010-58581817

              王一慧 （策划编辑）
 wangyh2@hep.com.cn
 010-58581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