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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介绍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和“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

读大赛三大赛事统称“Uchallenge 全国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

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和中国外语

与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外研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国外语测评中心联合承办的公

益大赛，是外研社 Unipus 为全国大学生打造的展现风采、实现自我的赛事平台。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于 2002 年创办，在国内外广受关注，已成为全国参赛人数最

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英语演讲赛事。“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于 2012 年启动，旨在

推动英语写作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写作水平，引领高校外语写作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于 2015 年举办，旨在通过比赛的设计，为大学生提供阅读实践的机会和自我

挑战的舞台。Uchallenge 系列赛事以高远的立意和创新的理念，汇聚全国优秀学子，竞技英语表

达与沟通艺术，满足当代大学生勇于挑战、乐于挑战、益于挑战的特点。同一赛场，三个舞台，

既各具特色，又互促互进，为全国大学生提供展示外语能力、沟通能力与思辨能力的综合平台。

演讲、写作与阅读能力是国家未来发展对高端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高端人才外语能力、

思辨能力、交际能力、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综合体现。Uchallenge系列赛事的设置，以“读”、

“说”、“写”三大能力的提高为驱动力，全面提升学生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赛题将以国际化人

才要求为标准，融入思辨性、拓展性和创造性等关键要素，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开拓

其国际视野，提升其国际素养。Uchallenge 系列赛事覆盖面广，选手代表性强；比赛遵循国际

规则，赛程科学，赛制严谨，程序规范；评委专业，评判严格，保证公开、公平、公正；奖

项设置合理，师生共赢，奖励丰厚。

主办单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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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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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一			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韩	 震（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胡文仲（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金永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李朋义（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

	 	 彭	 龙（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二			指导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  任 王守仁（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仲伟合（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

委  员 何莲珍（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何其莘（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贾国栋（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蒋洪新（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金	 艳（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霄翔（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黛琳（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石	 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孙有中（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王海啸（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向明友（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承办单位

北京外研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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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治中（全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余渭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张文霞（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赵	 雯（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Stephen	E.	Lucas（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总校交流艺术学院教授）

三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蔡剑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

副主任 杨治中（全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金	 艳（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徐建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总编辑）

委   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永捷（上海市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崔	 敏（吉林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崔卫成（青海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段	 峰（四川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樊葳葳（湖北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韩晓玲（山东省本科教育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莲珍（浙江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姜毓锋（黑龙江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李霄翔（江苏省高等学校外国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李	 旭（天津市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正栓（河北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刘建达（广东省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卢保江（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马占祥（内蒙古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钱建成（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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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芳（贵州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文	 旭（重庆市外文学会会长）

吴松江（福建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吴亚欣（山西省高等院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徐世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徐志英（云南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杨俊峰（辽宁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杨蕾达（海南省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	 跃（陕西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余渭深（重庆市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袁洪庚（甘肃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曾凡贵（湖南省高教学会大学外语专业委员会会长）

张文霞（北京市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赵国杰（江西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周玉忠（宁夏回族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朱	 跃（安徽省外国语言文学学会会长）

四			组委会秘书处

（一）秘书长：常小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

（二）成				员：李会钦	 徐一洁	 李	 萍	 赵	 颖

	 	 	 	 	 	 	 张	 毅	 李娟娟	 何	 研	 张师施

五			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外研社大厦 3105 室

联系电话：4008987008

官方网站：http://uchallenge.unip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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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制

（一）“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参赛资格

地面赛场：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35

岁以下，中国国籍。

网络赛场：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外

籍留学生，35 岁以下。

	 	 曾获得往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出国及港澳交

流奖项的选手不包括在内。

组织形式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包括“地面赛场”和“网络赛场”两种形式。“地面

赛场”初赛由院校组织，选拔选手参加省（市、自治区）级复赛，每个地区复赛前 3 名选手参

加全国决赛。“网络赛场”在大赛官网（http://uchallenge.unipus.cn）进行，所有符合大赛参赛

资格的选手均可报名参赛。在“网络赛场”评选中，网络投票环节所获票数前 3 名及成绩排名

前 87 的选手晋级全国决赛。主办单位还将邀请海外及港澳台选手参赛，与“地面赛场”晋级

的 90 名选手、“网络赛场”晋级的 90 名选手共同角逐大赛冠、亚、季军以及其他单项奖。

比赛方式

（一）地面赛场

初 赛

组织方式： 各参赛学校作为初赛赛点，由本校外语院（系）或大学外语教学部负责组织实施。

所在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可给予协助与支持。

参赛资格：每个初赛赛点应有不少于 20 人参赛。参赛学校应保证本校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

有公平的报名参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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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根据本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公布的时间安排举办，确保在本省

（市、自治区）复赛之前完成初赛。

比赛环节：可包括定题演讲、即兴演讲、回答问题等部分。可参考决赛形式。

演讲题目：定题演讲可参考决赛题目，也可自定。即兴演讲题目自定。

评委组成：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比赛

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以保证比赛的规范性、公平性与公正性。

可参考决赛评分标准。

赛场布置： 组委会秘书处将提供统一宣传海报模板和赛场背板设计模板（电子版），参赛院

校也可自行设计，但必须包含大赛名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主

办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

参赛培训：2017 年 5-11 月，大赛组委会将在大赛官网及 U 讲堂（http://ucourse.unipus.cn）

推出针对备赛的系列课程，邀请知名演讲专家及往年优秀选手为广大参赛者指点

方法、分享心得、交流提高，敬请关注。

特别提示

	 参赛学校可将比赛资料（照片、报道、感言等）发送至 uchallenge@unipus.cn，以便

组委会在大赛官网进行宣传。

复 赛

组织方式：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由各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指委

会）组织成立复赛组委会主办复赛，外研社驻当地机构协办。

参赛资格：复赛组委会至少提前两周将复赛通知发给本省（市、自治区）全部符合参赛资格

的院校。各省复赛组委会决定各初赛赛点进入复赛名额的原则，并预先公布。

比赛时间： 2017 年 11 月 5 日前须完成复赛，并将入围决赛的选手名单在大赛官网上提交大

赛组委会秘书处。

比赛环节：可包括定题演讲、即兴演讲、回答问题等部分。可参考决赛形式。在进入决赛选

手（前 3 名）中有并列名次时，须进行加赛。

演讲题目：定题演讲可参考决赛题目，也可自定。即兴演讲题目由复赛组委会决定，在比赛

前应严格保密。

评委组成：评委人数不少于 7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每

所学校（含复赛承办学校）只能有一人担任评委。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须规范、公平、公正，可参考决赛评分标准。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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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贯彻评分标准。复赛组委会应保存原始评分记录，并接受选手和指导教师的

查询。比赛后建议以适当方式安排评委点评，以给予参赛选手与指导教师一定的

参赛反馈。

奖项设置：各地复赛奖项与决赛一致，即包括特等奖（3人，赴京参加决赛）、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相应获得指导教师特等奖、指导教师一等奖、指导

教师二等奖、指导教师三等奖。

奖励标准：获得各省（市、自治区）复赛第一名的选手和其指导教师将获得资助，赴国外或

港澳地区进行教学交流（已获得决赛同级或更高级奖励的选手和指导教师不再

重复奖励）；获得各省（市、自治区）复赛特等奖的选手可获得“国才考试”（国

际人才英语考试	ETIC）任一科次的考试报名费奖励（有效期至2018年5月30日），

详情见国才考试官网 http://etic.claonline.cn。每位复赛获奖选手将获得外研社游

学专项基金 2000 元，可供选手在报名 2018 年外研社暑期大学生英国游学项目时

使用。鼓励复赛组委会争取当地教育部门和相关企业的支持，加大复赛奖励力度。

赛场布置：组委会秘书处将提供统一宣传海报模板和赛场背板设计模板（电子版），复赛组

委会也可自行设计，但必须包含大赛名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主办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

特别提示

1	 各地复赛组委会应向本省（市、自治区）所有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

学校发布比赛通知，保证本地区所有院校有公平参赛机会，不建议对选手的院校、年

级或专业等进行特别限制。

2	 各地复赛时间、地点、承办单位联系人确定后，主办单位将在大赛官网公布。

3	 各地复赛赛场相关设计必须包含大赛名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主办

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复赛组委会可根据需要将复赛改称为区（省）级决赛。

4	 各地复赛应遵守大赛章程，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与公开。主办单位将派员赴各赛区

进行观摩。如接到有关复赛的投诉反馈，复赛组委会协同调查。如发现选手有舞弊行

为，立即终止其参赛资格。如发现评委有徇私行为，立即终止其评委资格。

5	 复赛完成后，复赛组委会须及时上报比赛情况，并督促进入决赛的选手向大赛组委会

提供个人信息和材料。

6	 大赛组委会将为复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颁发复赛优秀组织奖证书。

（二）网络赛场

注册报名：2017 年 5 月 25 日至 10 月 22 日，选手到大赛官网的“参赛选手报名”页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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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报名。注册成功后，选手注册所用的手机号将成为登录参赛的重要信息，务

必牢记。选手须保证个人资料真实、有效，否则将被取消参赛资格，大赛组委会

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参赛方式： 每位参加“网络赛场”的选手须提交一段参赛视频。要求如下：（1）时间要求：

5 月 25 日至 10 月 22 日；（2）视频内容要求：以大赛组委会公布的定题演讲题目

视频为依据，自定标题进行 3 分钟英语演讲（定题演讲题目视频请见大赛官网），

提交视频时须提供视频标题；（3）视频质量要求：图像与声音清晰，无杂音，为

一个完整的演讲视频文件，不得进行编辑、裁剪等加工处理；（4）视频格式要求：

支持绝大多数视频文件格式，详见官网上传页面的要求；（5）视频大小要求：不

小于 50M，不超过 500M；（6）手机端不支持视频上传，请于电脑端完成报名。

选拔程序：（1）网络赛场初赛：10 月 23 日至 11 月 6 日，网络赛场组委会邀请专家组成评审	

团，对视频进行初审，大赛官网公布初审通过的 300 名选手名单。（2）网络赛

场复赛：11 月 7 日至 11 月 13 日，网络赛场组委会邀请专家组成评审团，对视

频进行复审，大赛官网公布复审通过的 150 名选手名单。（3）网络赛场决赛：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0 日，评委对复审通过的 150 名选手就参赛视频内容进行

视频提问并打分；11 月 17 日至 23 日，Unipus 注册用户在大赛官网上对 150 名

选手的演讲视频进行投票。网络赛场组委会将根据评审团评定、视频提问成绩

与网络投票票数加权得出网络赛场决赛选手成绩。网络投票环节中所获票数前 3

名直接晋级全国决赛，其余成绩排名前87的选手晋级全国决赛。（4）结果公布：

11 月 24 日，组委会在大赛官网公示网络赛场结果 2 天。公示期结束后，组委会

正式公布晋级全国决赛的 90 名选手名单。如公示期间发现选手有违反比赛要求

的行为，则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

评委组成：

 网络赛场初赛：评审团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

具有讲师以上职称。

 网络赛场复赛：评审团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

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网络赛场决赛：审团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具

有教授职称。

	 入选的评审团成员须签订诚信评判承诺书，如发现徇私舞弊行为，立刻取消评委

资格。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与决赛评分标准一致，并秉承公平、公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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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

特等奖	 90 名，赴京参加全国决赛，并获得“国才考试”（国际人才英语考试	ETIC）任

一科次的考试报名费奖励（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

一等奖	 60 名，进入网络赛场决赛但没有进入全国决赛的选手

二等奖	 150 名，进入网络赛场复赛但没有进入网络赛场决赛的选手

	 获奖选手可在大赛官网上查看并下载网络赛场获奖证书。

决 赛

参赛资格：来自各省（市、自治区）复赛前 3 名（共 90 名）的选手、网络赛场晋级的 90 名

选手，以及主办单位邀请的海外及港澳台地区的选手参加决赛。

比赛地点：北京

比赛时间：2017 年 12 月 4-8 日

抽签规则：决赛选手的选手号和各阶段出场次序均由抽签决定，所抽到的号码或次序为最终

结果，不得与任何人交换。

评委组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分赛场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评委人数不少于 9 人，其中外籍评委不少于 3 人。第一阶段至第四阶段

的中国籍评委均须具有教授职称。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

以保证比赛的规范性、公平性与公正性。

比赛环节：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地面赛场及网络赛场晋级的 180 位选手通过抽签，分为 3 个分赛场同时进行比赛，各分赛

场选手抽签决定出场顺序。

比赛时间：2017 年 12 月 4 日

比赛程序：

1 定题演讲：以大赛组委会公布的定题演讲题目进行 3 分钟英语演讲（定题演讲

题目请见大赛官网）。

2 回答问题：由提问评委就选手定题演讲内容提两个问题，选手回答时间为每个

问题 1 分钟。

3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各分赛场排名前 30 的选手进入第二阶段比赛。



10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全国英语演讲大赛777
评委评分：

1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得分；

2 前 5 位选手的成绩在第 5 位选手结束演讲后，经评委商议后统一公布；其余选手

演讲结束后当场亮分。

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Prepared Speech (60%) Response to Questions (40%)

Content 30% Content 20%

Language 20% Language 10%

Delivery 10% Delivery 10%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晋级的 90 名选手重新抽签，分为 3 个分赛场同时进行比赛，各分赛场选手抽签

决定出场顺序。第一阶段分数不带入第二阶段。

比赛时间：2017 年 12 月 5 日

比赛程序：

1 	 即兴演讲：赛题保密，选手上场前 20 分钟抽题，即兴演讲时间为 3 分钟。

2 回答问题：由提问评委针对选手即兴演讲的内容提出两个问题，选手回答时间

为每个问题 1 分钟。

3 综合知识速答：赛题保密，选手比赛时当场回答 4 个问题，每题必须在题目显

示后5秒钟内答出。每题0.25分，满分1分，直接记入总分。题目与回答均为英文，

涉及常识、语言知识、历史、文化、时事等。

4 第二阶段比赛结束后，各分赛场排名前 7 的选手进入第三阶段比赛。

评委评分：	

1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得分；

2 	 前 5 位选手的成绩在第 5 位选手结束演讲后，经评委商议后统一公布；其余选手

演讲结束后当场亮分。

评分标准（总分 101 分）

Impromptu Speech (60%) Response to Questions (40%) Quizzes 

Content 30% Content 20%

1 pointLanguage 20% Language 10%

Delivery 10% Deliver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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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晋级的 21 位选手分为 7 组，每组 3 人。每个赛场排名前两位（共 6 位）的选手

被分入 6 个不同的小组，其余选手抽签进入各组。每组 3 位选手使用同一道题目，演讲顺序由

现场抽签决定。第二阶段分数不带入第三阶段。

比赛时间：2017 年 12 月 7 日

比赛程序：

1 定题演讲：赛题保密，各组选手比赛前一天抽取赛题，分开准备；同时上场后

按抽签顺序依次演讲；演讲时间为每人 2 分钟。

2 回答问题：每组 3 位选手全部完成演讲后，按演讲顺序依次接受提问评委的

提问，每位选手回答 1 个问题，时长 1 分钟。

3 拓展演讲：每组 3 位选手逆序依次进行 1 分钟的拓展演讲。

4 知识抢答：每组 3 位选手抢答一组知识抢答题（含 5 道小题），每答对 1 小题加	

0.2 分，每答错 1 次扣 0.1 分。

5 第三阶段比赛每小组总分最高者（共 7 人）进入第四阶段比赛。在其余 14 位选	

手中，所有组委会成员投票产生 1 位“复活”选手，进入第四阶段比赛。

评委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得分。

评分标准（总分 101 分）

Assigned 
Speech (60%)

Response to 
Question (20%)

Extension 
Speech (20%) Group Quizzes

Content 30% 10% 10%

1 pointLanguage 20% 5% 5%

Delivery 10% 5% 5%

第四阶段    

	 	 第三阶段晋级的 8 名选手争夺冠军、亚军和季军。第三阶段分数不带入第四阶段。比赛形

式待定，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比赛时间：2017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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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	 以上赛制如有变化，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2	 关于抽签：选手在决赛前的抽签仪式上抽取各自选手号，如因特殊原因，选手未能

及时到场，必须指定代理人代替本人抽签。代理人须将选手签名的书面代理人委托

书交给组委会备案。抽签仪式开始后尚未指定代理人的，视为弃权。各阶段比赛次

序的抽签必须由选手本人进行，任何人不得代理。如抽签结束前未到场，则视为弃权，

由上一阶段选手顺次替补。

3	 关于加赛：决赛第一、二阶段晋级最后一名出现并列时，进行加赛。加赛出场顺序

由选手现场抽签决定。每位选手抽取一道即兴演讲题目，准备 10 分钟，演讲时间为

2 分钟。所有选手演讲完毕后当场亮分，分数高者进入下一阶段比赛；第三、四阶

段出现平分时，评委进行合议，确定晋级下一阶段比赛的选手。

4	 关于颁奖仪式：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必须出席第四阶段总决赛与颁奖仪式。

5	 关于大赛证书及奖品：大赛决赛获奖证书及奖品将在颁奖仪式上颁发，未领取者视

为放弃奖励，组委会不予补发；地面赛场复赛获奖证书由复赛组委会颁发；网络赛

场获奖证书由选手自行在大赛官网上查看并下载。

6	 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的交通费及在京食宿费用自理（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地点）。

奖项设置

参赛选手

特等奖 8 名，进入决赛第四阶段的选手，设冠军 1 名、亚军 2 名、季军 5 名

一等奖	 13 名，进入决赛第三阶段但未进入第四阶段的选手

二等奖	 69 名，进入决赛第二阶段但未进入第三阶段的选手

三等奖	 进入决赛第一阶段但未进入第二阶段的选手

单项奖	 比赛过程中某一方面表现突出的选手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特等奖  8 名，大赛冠、亚、季军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一等奖  13 名，大赛一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二等奖  69 名，大赛二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三等奖  大赛三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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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方式

参赛选手

特等奖

冠			军 获得大赛冠军奖杯及获奖证书，并赴美国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参加文化交

流活动（2018 年 7 月）。

亚	 军 获得大赛亚军获奖证书，并赴美国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参加文化交流活动

（2018 年 7 月）。

季	 军 获得大赛季军获奖证书，并赴韩国首尔 Asian	Debate	Institute 参加培训和比赛

（2018 年 8 月）。

一等奖 获得获奖证书，并赴国外或港澳地区进行教学交流。

二等奖 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

三等奖 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

单项奖 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

Unipus 奖学金  

 每位决赛获奖选手将获得价值 1000 元 U 讲堂学习卡，登录 U 讲堂（http://

ucourse.unipus.cn）即可学习优质课程，提升素养，全能发展。

外研社游学专项基金  

 每位决赛获奖选手将获得外研社游学专项基金 5000 元，可供选手在报名 2018

年外研社暑期大学生英国游学项目时使用。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特等奖

	 冠军指导教师	 获得大赛指导特等奖获奖证书，并赴英国参加“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

（IATEFL）大会”（2018 年 3 月或 4 月）。

	 亚军指导教师	 获得大赛指导特等奖获奖证书，并赴英国参加“国际英语外语教师协会

（IATEFL）大会”（2018 年 3 月或 4 月）。

 季军指导教师	 获得大赛指导特等奖获奖证书，并参加“Asia	TEF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18 年 8 月）。

指导教师一等奖	 获得大赛指导一等奖获奖证书，并赴国外或港澳地区进行教学交流。

指导教师二等奖	 获得大赛指导二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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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三等奖	 获得大赛指导三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

Unipus 智慧教师研修基金

 获得全国决赛奖项的指导教师将获赠价值 10000 元 Unipus 高校外语

教师发展 U 会员智慧研修卡（个人版），登录 U 讲堂（http://ucourse.

unipus.cn）即可学习精品教师发展课程。

出国或港澳交流奖项的说明

1	 以上奖项所涉及的国际及港澳交流活动如因活动主办方原因临时调整时间或地

点，外研社将及时通知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或视情况另行安排其他类似活动。

若获奖选手或指导教师无法与外研社达成一致，则视为获奖选手或指导教师自动

放弃奖励。

2	 外研社提供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北京至目的地的往返国际机票、报名注册费和住

宿费，其他费用由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自行承担。

3	 指导教师须是在决赛报到时登记、确认的唯一指导教师，不可由他人代替。

4	 出国及港澳交流奖项一年内有效。因护照未能在规定时间办理或签证被拒签等非

大赛主办单位方面原因而不能参加的人员不再享受奖励。

5	 在同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写作大赛、阅读大赛及辩论赛中获得出

国奖励的选手，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奖励方式。

关键时间点

2017 年 5月 18日	 召开大赛启动仪式暨筹备会议，讨论本章程并确定

2017 年决赛定题演讲题目

2017 年 5月 25日 -10 月 22日	 网络赛场报名，提交定题演讲视频

2017 年 6月 30日前	 各省（市、自治区）召开工作会议，确定比赛程序与章程，

发布比赛通知

2017 年 9月 30日前	 各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确定复赛承

办单位，发布复赛通知

2017 年 11 月 5日前	 各省（市、自治区）完成复赛

2017 年 11 月 24日	 网络赛场公布比赛结果

2017 年 12 月 4-8日	 决赛

2017 年 12 月 9-10 日	 第六届全国英语演讲与写作教学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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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程序

初 赛

组织方式： 各参赛学校作为初赛赛点，由本校外语院（系）或大学外语教学部负责组织实施，

所在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给予协助与支持。参赛学校可适当收

取报名费，也可邀请社会各界赞助合作。每个初赛赛点应有不少于 100 人参赛。

参赛学校应保证本校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都有公平的报名参赛机会。

比赛时间：根据本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公布的时间安排举办，确保在本省

 （二）“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FLTRP Cup”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参赛资格

	 	 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35 岁以下，

中国国籍。曾获得往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出国及港澳交流奖项的选手不包括在内。

参赛方式

初赛：符合参赛资格的高校学生可直接向本校外语院（系）或大学外语教学部咨询、报名和

参加初赛。

复赛：初赛结束后，举办初赛的外语院（系）或大学外语教学部向本省（市、自治区）大学

外语教学研究会报名参加复赛。每校参赛人数由本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确定并公布。

决赛：复赛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将获得决赛资格的 3 名选手向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报名参加全国决赛。

参赛注册

大赛官网将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开放参赛报名页面。所有参赛的选手必须在大赛官网的

“参赛选手报名”页面进行注册。参赛选手在大赛官网注册时所用的手机号将作为参加线上初

赛、复赛和决赛时登录大赛系统的重要认证信息。没有注册的选手无法参加复赛。参赛选手注

册的个人信息须准确、真实。如经组委会查证与真实情况不符，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参与主办单位组织的线上初赛的院校请指定初赛网络管理员，提前在大赛官网中选定拟参

与的初赛场次，上传本校参加初赛的选手名单，并通知选手登录大赛官网进行认证，认证完成

后方可视为报名成功。请务必早于选定的比赛时间一周完成所有选手的认证工作，以保证比赛

当天选手正常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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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复赛之前完成初赛，并将入围复赛的选手名单在大赛官网上报送

复赛组委会。

比赛方式：现场写作或线上写作。比赛不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不允许使用网络。参赛院校可

自行组织初赛，也可参加由主办单位统一举办的线上初赛。主办单位通过大赛官

网发布线上初赛，共发布 4 场，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22 日、9 月 23 日、10 月 13

日和 10 月 14 日。具体线上初赛时间请关注大赛官网通知。

	 参赛院校可选择其中任何一场线上初赛时间，提前将本校所有参赛选手完成注册

报名，届时组织本校所有参赛选手登录大赛官网进行比赛。线上初赛场次仅可选

择一场，一经选定，无法更改。

	 线上初赛赛题由主办单位提供，考试发布由大赛专用赛事系统——iTEST	3.0 大

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支持。大赛指定 iWrite	2.0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进行机评支持。

评委组成：评委人数根据参赛选手人数而定，但不得少于 5 人。中国籍评委须具有讲师以上

职称，有英语写作教学经验。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以保

证比赛的规范性、公平性与公正性。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须规范、公平、公正，可参考决赛评分标准。

奖项设置：各参赛学校应设置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特等奖获奖选手代表本校参加复赛	

（每校参加复赛人数由各省复赛组委会确定）。一、二、三等奖获奖人数分别占

本校参赛选手总数的 1%、3%、6%。所有获奖选手将获得由大赛组委会颁发的

电子版获奖证书。大赛组委会将为初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

赛场布置：组委会秘书处将提供统一宣传海报模板，参赛院校也可自行设计，但必须包含大

赛名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主办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

参赛培训：2017 年 5-11 月，大赛组委会将在大赛官网及 U 讲堂（http://ucourse.unipus.cn）

推出针对备赛的系列课程，邀请知名写作专家及往年优秀选手为广大参赛者指点

方法、分享心得、交流提高，敬请关注。

特别提示

1	 各初赛院校须指定初赛网络管理员，负责大赛官网系统中的本校赛务。初赛网络管理

员拥有审核本校选手资料、下载本校选手名单、向本校选手发送初赛通知、公布本校

初赛结果、提交本校初赛信息及其他比赛宣传资料等权限，并可通过系统向复赛组委

会提交本校进入复赛的选手名单。

2	 参与主办单位组织的线上初赛的院校管理员，须提前在官网中选定拟参与的初赛场次，

并务必早于选定的比赛时间一周完成所有选手的认证工作，以保证比赛当天选手正常

比赛。初赛场次一经选定，无法更改。

3	 各校初赛网络管理员的账号和密码由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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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赛组委会将对网站注册信息以及初赛院校在系统中提交的初赛信息、获奖选手名单

及获奖作品电子版进行核实，确认后在大赛官网按数量颁发电子版获奖证书，参赛选

手可自行登录官网查看并下载。

复 赛

组织方式：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由各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组织成

立复赛组委会，负责确定承办院校、组织实施复赛、安排参赛作品评阅等工作。

要求复赛承办院校提供能设置局域网的机房，有一台服务器，并有能满足参赛人

数的电脑。

参赛资格：各初赛赛点的特等奖获奖选手进入复赛。复赛组委会至少提前两周将复赛通知发

给本省（市、自治区）所有符合参赛资格的院校，并预先公布复赛名单。

比赛时间： 大赛指定复赛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21 日、10 月 28 日、11 月 4 日，时间均为

9:00-11:00。同一时间比赛的省（市、自治区）采用相同赛题。各省（市、自治区）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须在9月30日前确定复赛时间与承办院校，发布复赛通知，

同时报送大赛组委会。

比赛题目： 由组委会拟定，由专人送到复赛地点，比赛开始时当场公布。比赛题目在比赛

前严格保密。复赛赛题为议论文写作 1 篇（500 词左右）、说明文 / 应用文写作

1 篇（300-500 词），写作时间共 120 分钟。

比赛方式： 现场写作，使用大赛专用评阅系统 iWrite	2.0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进行

机评支持。比赛不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不允许使用网络。

评委组成： 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须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有英语写作教学经验。每所学校（含复赛承办学校）只能有一人担任评委。

评分方式： 写作系统评阅、人工评阅。两篇作文分数相加得出每位选手总分。须于比赛当日

将所有复赛作品（电子版）提交大赛组委会，并于比赛结束两日内将复赛成绩单

和入围决赛的选手名单提交组委会。组委会将对复赛成绩进行复核，并在大赛官

网公布决赛选手名单。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须规范、公平、公正，可参考决赛评分标准。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

论并贯彻评分标准。复赛组委会应保存原始评分记录，并接受选手和指导教师的

查询。比赛后建议以适当方式安排评委点评，以给予参赛选手与指导教师一定的

参赛反馈。

奖项设置： 复赛设置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其中特等奖 3 名。特等奖获奖选手代表本省	

（市、自治区）参加全国决赛，并获得“国才考试”（国际人才英语考试	

ETIC）任一科次的考试报名费奖励（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详情见

国才考试官网 http://etic.claonline.cn。每位获奖选手将获得外研社游学专项基金

2000 元，可供选手在报名 2018 年外研社暑期大学生英国游学项目时使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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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赛

参赛资格： 各省（市、自治区）复赛特等奖获奖选手（限 3 人）。

比赛地点：北京

比赛时间：2017 年 12 月 6 日 9:00-12:00

比赛方式：现场写作，使用大赛专用评阅系统 iWrite	2.0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进行

机评支持。比赛不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不允许使用网络。组委会统一提供词典。

评委组成：评委人数不少于 7 人，其中外籍评委不少于 2 人。中国籍评委具有教授职称，有

英语写作教学经验。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以保证比赛的

规范性、公平性与公正性。每位评委须审阅所有参赛作品。

评分方式：写作系统评阅、人工评阅。两篇作文分数相加得出每位选手总分。决赛结果及获

奖情况将于 12 月 8 日公布。

比赛题目：题目共分为两部分，比赛现场公布。

获奖选手都将获得由复赛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及奖品。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相

应获得指导教师特等奖和指导教师一、二、三等奖。

赛场布置： 组委会秘书处将提供统一宣传海报模板，复赛组委会也可自行设计，但必须包含

大赛名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主办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

复赛组委会可根据需要将复赛改称为省（市、自治区）级决赛。

特别提示

1	 各地复赛组委会应向本省（市、自治区）所有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

学校发布比赛通知，保证本地区所有院校有公平参赛机会，不建议对选手的院校、年

级或专业等进行特别限制。

2	 各地复赛时间、地点、承办单位联系人确定后，主办单位将在大赛官网公布。

3	 各地复赛应遵守大赛章程，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公正性与公开性。主办单位将派员赴

赛区进行观摩。如接到有关复赛的投诉反馈，复赛组委会协同调查。如发现选手有舞

弊行为，立即终止其参赛资格。如发现评委有徇私行为，立即终止其评委资格。

4	 各复赛组委会须指定复赛网络管理员，负责大赛官网系统中的本省（市、自治区）赛

务。复赛网络管理员拥有审核本省（市、自治区）内各初赛单位提交的复赛选手资料、

下载复赛选手名单、发送复赛通知、公布复赛结果、提交比赛宣传资料等权限，并可

通过系统向大赛组委会提交本省（市、自治区）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

5	 各地复赛网络管理员的账号和密码由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发放。

6	 复赛获奖证书将按照网上注册实名颁发。同时大赛组委会将为复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

位颁发复赛优秀组织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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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类型  议论文写作（Argumentative Writing）

比赛内容： 选手完成一篇议论文写作（800 词左右）。侧重考查选手的文献阅读理解、信息

综合处理、判断分析、逻辑思辨、评价论述等能力，展示选手的知识广度、视野

维度、思想深度等综合素质。

评分标准（总分 100 分）：

Content/Ideas 40%

Organization/Development 30%

Language 30%

第二部分

	 	 从以下两种写作类型中选择一种。

  类型 1   记叙文写作（Narrative Writing）

比赛内容： 选手完成一篇记叙文写作（600-800 词）。侧重考查选手的阅读理解、语言运用、

细节描写、形象思维、创意构思、人文素养等综合能力。

评分标准（总分100分）：

Content/Ideas 40%

Organization/Development 30%

Language 30%

  类型 2   说明文写作（Expository Writing）

比赛内容： 选手完成一篇说明文写作（600 词左右）。侧重考查选手解说事物、阐明事理的

能力，以及运用知识、观察理解、梳理分析、提炼总结、跨文化沟通的综合能力。

评分标准（总分100分）：

Content/Ideas 40%

Organization/Development 30%

Languag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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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		 以上赛制如有变化，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2	 参赛选手应秉持诚信态度，保证作文为本人原创，不得抄袭、作弊。如经组委会查实

有抄袭或作弊情况，将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

3	 选手风采：为展示参赛选手及所在院校风采，请决赛选手按要求提供相应素材，供组

委会进行宣传。

4	 颁奖仪式：大赛颁奖仪式与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2017“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阅读大赛颁奖仪式同台举行。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必须出席颁奖仪式。

5	 大赛证书及奖品：大赛决赛获奖证书及奖品将在颁奖仪式上颁发，未领取者视为放弃

奖励，不予补发。

6	 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的交通费及在京食宿费用自理（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地点）。

奖项设置及奖励方式

参赛选手

 特等奖 6 名（冠军 1 名、亚军 2 名、季军 3 名），获得获奖证书并赴国外或港澳地区进

行学习交流。

 一等奖	 10 名，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平板电脑一台）。

  二等奖	 30 名，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

 三等奖	 未获得上述奖项的其他决赛选手，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

 Unipus 奖学金

   每位决赛获奖选手将获得价值 1000 元 U 讲堂学习卡，登录 U 讲堂（http://

ucourse.unipus.cn）即可学习优质课程，提升素养，全能发展。

 外研社游学专项基 金

	 	每位决赛获奖选手将获得外研社游学专项基金 5000 元，可供选手在报名 2018 年

外研社暑期大学生英国游学项目时使用。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特等奖 大赛特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特等奖获奖证书，并赴国

外或港澳地区进行学习交流。

指导教师一等奖	 大赛一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一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平

板电脑一台）。



21

指导教师二等奖	 大赛二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二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

指导教师三等奖	 大赛三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三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

Unipus 智慧教师研修基金	 	

	 获得全国决赛奖项的指导教师将获赠价值 10000 元 Unipus 高校外语

教师发展 U 会员智慧研修卡（个人版），登录 U 讲堂（http://ucourse.

unipus.cn）即可学习精品教师发展课程。

出国或港澳交流奖项的说明

1	 以上奖项所涉及的国际及港澳交流活动如因活动主办方原因临时调整时间或地

点，外研社将及时通知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或视情况另行安排其他类似活动。

若获奖选手或指导教师无法与外研社达成一致，则视为获奖选手或指导教师自动

放弃奖励。

2	 外研社提供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北京至目的地的往返国际机票、报名注册费和住

宿费，其他费用由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自行承担。

3	 指导教师须是在决赛报到时登记、确认的唯一指导教师，不可由他人代替。

4	 出国及港澳交流奖项一年内有效。因护照未能在规定时间办理或签证被拒签等非

大赛主办单位方面原因而不能参加的人员不再享受奖励。

5	 在同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写作大赛、阅读大赛及辩论赛中获得出

国奖励的选手，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奖励方式。

关键时间点

2017年 5月 18日	 召开大赛启动仪式暨筹备会议，讨论本章程

2017年 6-10月	 初赛

2017年 10月21日-11月 4日	 复赛

2017年 12 月 6日	 决赛

2017年 12 月 9-10日	 第六届全国英语演讲与写作教学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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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FLTRP Cup” English Reading Contest

参赛资格

全国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35 岁以下，

中国国籍。曾获得往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出国及港澳交流奖项的选手不包括在内。

参赛方式

初赛：符合参赛资格的高校学生可直接向本校外语院（系）或大学外语教学部咨询、报名和

参加初赛。

复赛：初赛结束后，举办初赛的外语院（系）或大学外语教学部向本省（市、自治区）大学

外语教学研究会报名参加复赛。每校参赛人数由本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确定并公布。

决赛：复赛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将获得决赛资格的 3 名选手向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报名参加全国决赛。

参赛注册

大赛官网将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开放参赛报名页面。所有参赛的选手必须在大赛官网的

“参赛选手报名”页面进行注册。参赛选手在大赛官网注册时所用的手机号将作为参加线上初

赛、复赛和决赛时登录大赛系统的重要认证信息。没有注册的选手无法参加复赛。参赛选手注

册的个人信息须准确、真实。如经组委会查证与真实情况不符，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参与主办单位组织的线上初赛的院校请指定初赛网络管理员，提前在大赛官网中选定拟参

与的初赛场次，上传本校参加初赛的选手名单，并通知选手登录大赛官网进行认证，认证完成

后方可视为报名成功。请务必早于选定的比赛时间一周完成所有选手的认证工作，以保证比赛

当天选手正常比赛。

赛题构成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比赛内容包含四个环节：

Part I.  Read and Know（读以明己）

Part II.  Read and Reason（读以察世）

Part III. Read and Question（读以启思）

Part IV. Read and Create（读以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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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

组织方式：各参赛学校作为初赛赛点，由本校外语院（系）或大学外语教学部负责组织实施，

所在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给予协助与支持。参赛学校可适当收

取报名费，也可邀请社会各界赞助合作。每个初赛赛点应有不少于 100 人参赛。

参赛学校应保证本校符合参赛资格的学生都有公平的报名参赛机会。

比赛时间：根据本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公布的时间安排举办，确保在本省

（市、自治区）复赛之前完成初赛，并将入围复赛的选手名单在大赛官网上报送

复赛组委会。

比赛方式：参赛院校可自行组织初赛，也可参加由主办单位统一举办的线上初赛。主办单位

通过大赛官网发布线上初赛，共发布4场，时间为2017年 9月 22日、9月 23日、

10 月 13 日和 10 月 14 日。具体线上初赛时间请关注大赛官网通知。

	 参赛院校可选择其中任何一场线上初赛时间，提前将本校所有参赛选手完成注册

报名，届时组织本校所有参赛选手登录大赛官网进行比赛。线上初赛场次仅可选

择一场，一经选定，无法更改。

	 线上初赛赛题由主办单位提供，考试发布及客观题评阅由大赛专用赛事系统——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支持。

评分方式：机器评阅——大赛指定系统为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

奖项设置：各参赛学校应设置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特等奖获奖选手代表本校参加复赛	

（每校参加复赛人数由各省复赛组委会确定）。一、二、三等奖获奖人数分别

占本校参赛选手总数的 1%、3%、6%。所有获奖选手将获得由大赛组委会颁发

的电子版获奖证书。大赛组委会将为初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证书。

赛场布置：组委会秘书处将提供统一宣传海报模板，参赛院校也可自行设计，但必须包含大

赛名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主办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

特别提示

赛题的具体形式和内容详见大赛官网“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样题 :

1	 线上初赛赛题仅为客观题，即 Read	and	Know，Read	and	Reason，Read	and	Question

三个模块。机器评阅并给出分数及报告。

2	 复赛和决赛包含客观题和主观题，即 Read	and	Know，Read	and	Reason，Read	and	

Question，Read	and	Create 四个模块。

3	 客观题采用机器评阅；主观题考查读后论述，采用机评和人评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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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培训：2017 年 5-11 月，大赛组委会将在大赛官网及 U 讲堂（http://ucourse.unipus.cn）

推出针对备赛的系列课程，邀请知名阅读专家及往年优秀选手为广大参赛者指点

方法、分享心得、交流提高，敬请关注。

特别提示

1	 各初赛院校须指定初赛网络管理员，负责大赛官网系统中的本校赛务。初赛网络管理

员拥有审核本校选手资料、下载本校选手名单、向本校选手发送初赛通知、公布本校

初赛结果、提交本校初赛信息及其他比赛宣传资料等权限，并可通过系统向复赛组委

会提交本校进入复赛的选手名单。

2	 参与主办单位组织的线上初赛的院校管理员，须提前在官网中选定拟参与的初赛场次，

并务必早于选定的比赛时间一周完成所有选手的认证工作，以保证比赛当天选手正常

比赛。初赛场次一经选定，无法更改。

3	 各校初赛网络管理员的账号和密码由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发放。

4	 大赛组委会将对网站注册信息以及初赛院校在系统中提交的初赛信息、获奖选手名单

及获奖作品电子版进行核实，确认后在大赛官网按数量颁发电子版获奖证书，参赛选

手可自行登录官网查看并下载。

复赛

组织方式：  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由各省（市、自治区）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组织成

立复赛组委会，负责确定承办院校、组织实施复赛、安排参赛作品评阅等工作。

要求复赛承办院校提供能设置局域网的机房，有一台服务器，并有能满足参赛人

数的电脑。

参赛资格： 各初赛赛点的特等奖获奖选手进入复赛。复赛组委会至少提前两周将复赛通知发

给本省（市、自治区）所有符合参赛资格的院校，并预先公布复赛名单。

比赛时间： 大赛指定复赛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21 日、10 月 28 日、11 月 4 日，时间均为

14:00-16:10。同一时间比赛的省（市、自治区）采用相同赛题。各省（市、自治区）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须在9月30日前确定复赛时间与承办院校，发布复赛通知，

同时报送大赛组委会。

比赛方式： 登录“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赛事系统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	

统，现场线上答题。比赛不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不允许使用网络。

评委组成： 评委由复赛组委会拟定，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包含外籍评委）。中国籍评委须具

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有英语阅读教学经验。每所学校（含复赛承办学校）只能有

一人担任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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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方式：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评阅客观题，机评加人工评阅主观题。客观

题与主观题分数相加得出每位选手总分。须于比赛当日将所有复赛作品（电子版）

提交大赛组委会，并于比赛结束两日内将复赛成绩单和入围决赛的选手名单提交

组委会。组委会将对复赛成绩进行复核，并在大赛官网公布决赛选手名单。

评分原则： 评分标准须规范、公平、公正，可参考决赛评分标准。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

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复赛组委会应保存原始评分记录，并接受选手和指导教

师的查询。比赛后建议以适当方式安排评委点评，以给予参赛选手与指导教师

一定的参赛反馈。

主观题评分标准：

Content/Ideas
(60%)

1. Writing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topic and the task.
2. Writing is based on the key point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cited text.

Organization/Development
(20%)

1. Writing is well-organized and well-developed, using 
appropriate rhetorical devices.

2. Writing is no less than 300 words.

Language(20%)
1. Writing uses accurate spelling and correct grammar.
2. Writing demonstrates syntactic variety, and effective 

use of vocabulary.

奖项设置：复赛设置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其中特等奖 3 名。特等奖获奖选手代表本省	

（市、自治区）参加全国决赛，并获得“国才考试”（国际人才英语考试	

ETIC）任一科次的考试报名费奖励（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详情见

国才考试官网 http://etic.claonline.cn。每位获奖选手将获得外研社游学专项基金

2000 元，可供选手在报名 2018 年外研社暑期大学生英国游学项目时使用。所有

获奖选手都将获得由复赛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及奖品。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相

应获得指导教师特等奖和指导教师一、二、三等奖。

赛场布置：	组委会秘书处将提供统一宣传海报模板，复赛组委会也可自行设计，但必须包含

大赛名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主办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

复赛组委会可根据需要将复赛改称为省（市、自治区）级决赛。

特别提示
1	 各地复赛组委会应向本省（市、自治区）所有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

等学校发布比赛通知，保证本地区所有院校有公平参赛机会，不建议对选手的院校、

年级或专业等进行特别限制。

2	 各地复赛时间、地点、承办单位联系人确定后，主办单位将在大赛官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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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地复赛应遵守大赛章程，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公正性与公开性。主办单位将派员

赴赛区进行观摩。如接到有关复赛的投诉反馈，复赛组委会协同调查。如发现选手

有舞弊行为，立即终止其参赛资格。如发现评委有徇私行为，立即终止其评委资格。

4	 各复赛组委会须指定复赛网络管理员，负责大赛官网系统中的本省（市、自治区）

赛务。复赛网络管理员拥有审核本省（市、自治区）内各初赛单位提交的复赛选手

资料、下载复赛选手名单、发送复赛通知、公布复赛结果、提交比赛宣传资料等权限，

并可通过系统向大赛组委会提交本省（市、自治区）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

5	 各地复赛网络管理员的账号和密码由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发放。

6	 复赛获奖证书将按照网上注册实名颁发。同时大赛组委会将为复赛组织工作突出的

单位颁发复赛优秀组织奖证书。

决赛

参赛资格： 各省（市、自治区）复赛特等奖获奖选手（限 3 人）。

比赛地点： 北京

比赛时间： 2017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4:00-16:10

比赛方式： 登录“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赛事系统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	

统，现场线上答题。比赛不允许携带电子设备，不允许使用网络。

评委组成： 评委人数不少于 7 人，其中外籍评委不少于 2 人。中国籍评委具有教授职称，有

英语阅读教学经验。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贯彻评分标准，以保证比赛的

规范性、公平性与公正性。每位评委须审阅所有参赛作品。

评分方式：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评阅客观题、机评加人工评阅主观题。主观

题与客观题分数相加得出每位选手总分及排名。决赛结果及获奖情况将于 12 月

8 日公布。

主观题评分标准：

Content/Ideas
(60%)

1. Writing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topic and the task.
2. Writing is based on the key points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cited text.

Organization/Development
(20%)

1. Writing is well-organized and well-developed, using 
appropriate rhetorical devices.

2. Writing is no less than 300 words.

Language(20%)
1. Writing uses accurate spelling and correct grammar.
2. Writing demonstrates syntactic variety, and effective 

use of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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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	 以上赛制如有变化，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2	 参赛选手应秉持诚信态度，不得作弊。如经组委会查实有抄袭或作弊情况，将取消

该选手参赛资格。

3	 选手风采：为展示参赛选手及所在院校风采，请决赛选手按要求提供相应素材，供

组委会进行宣传。

4	 颁奖仪式：大赛颁奖仪式与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2017“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颁奖仪式同台举行。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必须出席颁奖仪式。

5	 大赛证书及奖品：大赛决赛获奖证书及奖品将在颁奖仪式上颁发，未领取者视为放

弃奖励，组委会不予补发。

6	 参赛选手及指导教师的交通费及在京食宿费用自理（组委会统一安排住宿地点）。

奖项设置及奖励方式

参赛选手

 特等奖  6 名（冠军 1 名、亚军 2 名、季军 3 名），获得获奖证书并赴国外或港澳地区进

行学习交流。

 一等奖	 10 名，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平板电脑一台）。

  二等奖	 30 名，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

 三等奖	 未获得上述奖项的其他决赛选手，获得获奖证书及奖品。

 Unipus 奖学金
	 	每位决赛获奖选手将获得价值 1000 元 U 讲堂学习卡，登录 U 讲堂（http://ucourse.

unipus.cn）即可学习优质课程，提升素养，全能发展。

 外研社游学专项基金
	 	每位决赛获奖选手将获得外研社游学专项基金 5000 元，可供选手在报名 2018 年

外研社暑期大学生英国游学项目时使用。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特等奖 大赛特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特等奖获奖证书，并赴国

外或港澳地区进行学习交流。

指导教师一等奖	 大赛一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一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平

板电脑一台）。

指导教师二等奖	 大赛二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二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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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三等奖	 大赛三等奖获奖选手指导教师，获得大赛指导三等奖获奖证书及奖品。

Unipus 智慧教师研修基金

  获得全国决赛奖项的指导教师将获赠价值 10000 元 Unipus 高校外语

教师发展 U 会员智慧研修卡（个人版），登录 U 讲堂（http://ucourse.

unipus.cn）即可学习精品教师发展课程。

出国或港澳交流奖项的说明

1	 以上奖项所涉及的国际及港澳交流活动如因活动主办方原因临时调整时间或地点，

外研社将及时通知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或视情况另行安排其他类似活动。若获奖

选手或指导教师无法与外研社达成一致，则视为获奖选手或指导教师自动放弃奖励。

2	 外研社提供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北京至目的地的往返国际机票、报名注册费和住宿

费，其他费用由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自行承担。

3	 指导教师须是在决赛报到时登记、确认的唯一指导教师，不可由他人代替。

4	 出国及港澳交流奖项一年内有效。因护照未能在规定时间办理或签证被拒签等非大

赛主办单位方面原因而不能参加的人员不再享受奖励。

5	 在同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写作大赛、阅读大赛及辩论赛中获得出国

奖励的选手，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奖励方式。

关键时间点

2017 年 5月 18日	 召开大赛启动仪式暨筹备会议，讨论本章程

2017 年 6-10 月	 初赛

2017 年 10 月 21 日 -11 月 4日	 复赛

2017 年 12 月 6日	 决赛

2017 年 12 月 9-10 日	 第六届全国英语演讲与写作教学学术研讨会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组委会秘书处

2017 年 5月



备赛系列课程

  2017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将于

6 月至 9 月持续推出备赛课程。大赛选手及英语爱好者均可登录外研社“U 讲堂（http://ucourse.unipus.cn）”

线上课程平台，使用 PC 端、手机端同步学习课程。选手也可关注“外研社 Unipus”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大赛

备赛资源信息。

扫码关注“U 讲堂”

大赛备赛课程

扫码关注“外研社 Unipus”，

了解大赛最新动态

 演讲备赛课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定题演讲破题》

《演讲大赛全程通关》

《演讲大赛知多少》

主讲专家：任文	 田朝霞

 

●  课程特邀大赛评委任文、田朝霞两位英语教育资深专家深度

解读 2017 年定题演讲赛题，同时针对往届赛题总结、剖析

破题技巧，深挖破题思路，点拨演讲技巧。

主讲专家：Stephen	E.	Lucas	 任文	 田朝霞	 顾秋蓓	 杨莉芳

●  课程针对备战“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学生专门定

制，汇聚国内外顶级演讲教学专家，帮助学生夯实演讲基础，

了解大赛要点，掌握现场致胜技巧，有效备战演讲大赛。本

课程也可作为高校英语演讲课程学习资源。课程包含《强化

演讲基础》、《攻破定题演讲》与《直通决赛现场》三门子

课程。

●  课程介绍了 2017 演讲大赛最新赛制、网络赛场参赛技巧以

及往届选手心得分享，帮助同学们全面了解2017“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熟悉赛制，有针对性备赛。



《强化演讲基础》

主讲专家：Stephen	E.Lucas	 任文	 顾秋蓓	 杨莉芳

●  课程以国际演讲学权威学者Stephen E.Lucas 教授的《演

讲的艺术》为蓝本，邀请 Lucas 教授本人以及国内高校演

讲名师联盟授课。课程可作为演讲学习入门课程，帮助学生

掌握公共演讲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攻破定题演讲（VIP 特训营）》

主讲专家：时丽娜	 戴融融	 克非	 杨玲

●  课程全面揭秘定题演讲方法与技巧。“演讲开篇”、“逻辑结

构”、“案例使用”、“演讲结尾”四大环节系统讲授演讲稿准

备流程；“巧用语言”、“有效说服”、“气场营造”三大策略

帮助学生提升现场演讲技巧。课程提供 1V1 服务，特邀演

讲教学专家帮助学生打磨完美演讲稿。

《直通决赛现场（VIP 特训营）》

主讲专家：任文	 杨莉芳	

●  课程揭秘演讲大赛决赛各环节应对策略，带领学生走近“即

兴演讲”、“机智问答”与“Challenge”三大现场环节。

课程提供VIP 社群服务，特邀演讲教学专家在线模拟问答，

提供个性化反馈，帮助学生提高现场反应能力。

《2008-2016“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速答题真题题库》

 

●  课程精选近九年大赛决赛阶段速答题真题，囊括四百多道赛

题，多种题型，依托外研社Unipus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

试与训练系统，方便学生在线练习，即时获得反馈。



《2016“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视频集锦》

 

●  课程呈现2016“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现场盛况，

精选 2016 演讲大赛优秀选手演讲视频，全面展示决赛四个

阶段的赛况，为学生提供优秀演讲范例。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备赛夏令营》

主讲专家：时丽娜	 戴融融	 杨莉芳	 Colin	Osland

●  课程特邀金牌导师讲解定题演讲、全面传授演讲技巧；大赛

评委独家揭秘大赛环节，赛场实战全真模拟，赢取网络赛场

复赛晋级名额；更有往届获奖选手担任助教，从切身体会出

发，分享宝贵大赛经验。

《写作大赛知多少》

 

●  课程介绍了 2017 写作大赛最新赛制，并邀请往届冠军指导

教师王绪东老师和冠军选手杜砚分享写作及备赛经验，帮助

同学们全面了解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熟

悉赛制、科学备赛。

   写作备赛课

演讲备赛课配套图书

演讲的艺术 （第十版）

作者：Stephen	E.	Lucas（美）

978-7-5135-3798-8 978-7-5600-9239-3（01）

（中文版） （英文版）

英文演讲圣经，备战演讲大赛不二之选

本书由国际演讲学权威学者Stephen E. Lucas 教授

针对中国英语演讲学习者“量身定制”，既保留原书

精髓，又融入中国特色，更具实用性与适用性。



《4 大文体写作全攻略》

主讲专家：田朝霞	 丁维莉	 黑玉琴	 邵珊	 陈玉洪	 但汉松	 夏婉璐	 邹云敏

●  课程专项解析大赛主考四大文体（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

应用文），以“两步走”方式逐个突破各文体写作：第一步

专注讲解各文体写作要点；第二步点评典型学生作文，有针

对性地剖析文体写作常见问题。

《7 大必破写作重难点》

主讲专家：田朝霞	 邵春燕	 杜寅寅

●  课程从写作技巧至思维方法展开讲解，重点关注观点与事实、

连贯与衔接、人物的刻画、修辞的运用、逻辑与论证、批判

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以及“写”从“读”中来七大写作重

难点，逐个突破，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写作大赛全程通关》

主讲专家：田朝霞	 刘应亮	 邵春燕	 杜寅寅

●  课程由外研社Unipus 携手英语写作教学专家精心打造，紧

密结合历届大赛比赛要点、考查文体、评判标准，多维度、

全流程深入讲解，帮助广大师生高效备赛。课程同时提供小

试牛刀的模拟练习，邀请写作教学专家 1V1 评阅反馈，进

一步巩固所学。课程包含《3步解密写作全流程》、《4大

文体写作全攻略》与《7大必破写作重难点》三大子课程。

《3 步解密写作全流程》

主讲专家：刘应亮

●  课程完整呈现写作流程三大步骤——“谋篇布局”、“行文

写作”与“修改润色”，有效梳理写作思路，引导学生逐步

掌握写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阅读大赛知多少》

 

●  课程涵盖 2017“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赛制介绍以

及 2016 阅读备赛特训营精华盘点两大模块，主要针对大赛

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帮助大家走进大赛、了解大赛。同时，

还有专家揭秘英语阅读技巧，助力选手全面备赛。

《阅读能力诊断测试》

 

●  课程由外研社 Unipus 英语阅读专家团队打造，甄选阅读

大赛全真赛题，帮助选手熟悉大赛题型，全面检测自己的

阅读能力和水平；依托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

统，方便学生在线测试，即时获得反馈，帮助学生找到自

身阅读短板。

《阅读大赛全程通关》

主讲专家：田朝霞	 邓红风	 付珺	 苏乐舟

●  课程结合 2016年阅读大赛真题，从“掌握英语阅读技巧”、

“破解英语阅读逻辑”和“揭秘批判性阅读”三大角度出发，

层层深入，构建出一个完整的英语阅读链条，全程指导选手

如何提升阅读水平和能力。本课程既可供阅读大赛参赛选手

自主学习，也可供高校的英语阅读课堂教学使用。

《阅读大赛名家领读指定书目》

主讲专家：田朝霞	 赵国新	 代显梅

●  课程特邀英语语言文学领域资深专家带你解读 2017 年阅读大赛官方指定阅

读书目。课程以提升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为目的，让学生在掌握阅读方法和

技能的同时，激发英语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英语阅读习惯，提高学生的思

辨能力。

 阅读备赛课



高校外语教师发展演讲、写作类数字课程

系统讲解英语演讲教学理念，全面展示演讲教学创新模式，深度评析演讲课堂教学

案例，带您领略英语演讲震撼人心的力量！  

演讲教学与研究系列

系统讲解英语写作教学理念与评

估策略，深度剖析二语写作研究

方法与发展趋势，为您的英语写

作教学与研究提供全方位的协助

与支持！

写作教学与研究系列

扫一扫，了解更多课程详情

扫一扫，了解更多课程详情



对答如流——综合知识篇

编者：“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  本书收录了“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千余道速答题，配有CD-ROM 光盘，以

多媒体方式呈现试题，助你了解大赛规则、感受大赛氛围，同时开拓视野、通晓文化、

锻炼思维、提升素养。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备赛秘籍

●  权威 集作者20余年英语写作教学经验之大成，数次再版，是历经锤炼的经典写作教材。

●  系统  详细介绍写作过程，讲解九种作文的写作方法，评析学生习作，选用名家作品

供分析和模仿。

●  实用 讲解常用体裁的写作，切实提升写作能力。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
作者：John	Langan（美）	 	 导读：姜亚军		史宝辉

总主编：孙有中

书号：978-7-5135-5015-4

讲解知识  全面提升写作能力

●  主题导引，培养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每单元配若干范文供学生分析和讨论，使其

在打开思路、观摩经典作品的同时，反思社会和人生。

●  循序渐进，系统训练英语写作各项技巧  1-4 册分别训练记叙文写作、说明文写作、

议论文写作和学术写作。每单元围绕写作技巧专题展开，讲练结合，巩固写作技巧。

大学思辨英语 写作 1-4

978-7-5135-5782-5	 写作 1	 记叙文写作	 39.90
978-7-5135-6930-9	 写作 2	 说明文写作	 39.90
978-7-5135-7591-1	 写作 3	 议论文写作	 39.90
978-7-5135-6257-7	 写作 4	 学术写作	 	 45.90

磨砺思维  深刻思想升华写作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赛题锦囊

灵思泉涌——即兴演讲篇

编著：杨莉芳	 Mark	Levine（美）

●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提问评委杨莉芳女士和外籍教师Mark Levine 专门

针对本大赛历年即兴演讲真题点评讲解，助你了解大赛规则、感受大赛氛围、提升

即兴演讲能力，同时锻炼演讲思维与应变能力。

书号：978-7-5135-5986-7

书号：978-7-5135-3592-2

高分必备“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即兴演讲

通关必备“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综合知识速答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

系统专为高校外语测试与评价设计，

是集高质量试题库，智能组卷，题库

自建，听、说、读、写、译全题型

智能批改，测评管理和学生自主训练

于一体的一站式测试云系统，并致力

为高校等教育机构提供专业、严谨、

智能、高效的一站式外语教育测评解

决方案。

海量优质试题库资源，支持院校试题库自建：

●	独家授权使用外研社教材配套题库；

●	 	英、日、俄、韩、法、德、西等综合语种试题库

●	2016  年 9-12 月，iTEST 3.0 成功支持“外研

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和写作大赛的模拟赛、初赛、

复赛、总决赛，总计来自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的选

手参加比赛

●	2017 全新上线“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真题题库，以及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速答题库，帮助学

生备战大赛

●	2017 年，“外研社杯”阅读大赛和写作大赛的所

有赛事将通过 iTEST 3.0 举办

独家研发客户端机考系统，完美支持高利害考试：

●	本地、服务器答题数据双重存储

●	考试界面最大化，有效防止作弊

●	不受浏览器性能影响，稳定可靠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唯一指定赛事系统

Needs analysis
需求分析

Test design
考试设计

Item writing
试题编写

Item review
试题审核

Testing service
考试服务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

Pilot and adjustment
试测与优化

Testing system
customization

系统定制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内容编校

Automated/Human
scoring

机器 / 人工评分



iWrite 2.0 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iSpeak 爱口语 APP

    iSpeak 爱口语是一款帮助大学生进行

四六级口语备考的移动端学习产品。最新大

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全部在线自动化完成，

考生要实现人机互动、基于机器的人人互动，

全新的题型和机考体验对大学生来说充满挑

战，而对口语交际能力的考查，更需要学生

加强日常的对话训练。iSpeak 爱口语支持一

对一实时在线口语对话，提供从输入到输出的

全流程口语学习与训练，全真模拟四六级机考

流程，有效帮助学生进行口语学习与备考。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唯一指定作文评阅系统

    iWrite 2.0 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基于对高校大学英语写作教

学的深入研究而设计，能够实现语言、内容、篇章结构及技术规范

四个维度的智能批改和自动评分，全面助力教师提升教学效果，帮

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iWrite 2.0 将独家支持“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阅读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的作文智能评阅，全力支

持参赛院校选拔优秀选手。



国 才 证 书 ， 通 往 职 场 成 功 的 护 照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

服 务 职 场 · 聚 焦 沟 通 · 权 威 认 证

考    试    时   间： 2017年 5月13日—5月14日（上半年）

                                 2017年 11月11日（下半年）

上半年考试科目：国才中级、国才高级、国才高端、  国才高翻（笔译）、

                                 国才高翻（交传）、国才高翻（同传）

下半年考试科目：国才初级、国才中级、国才高级

报    名    地    址：http://etic.claonline.cn

国才微信客服二维码国才考试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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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经英国文化教育处认证，融“语言学习”、“文化体验”、“留学准备”、与“国

际交流”于一体，旨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与开放心态，为学生走

向国际社会打下良好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2018 年暑假，让我们相聚英伦！

真实体验英式课堂，

全面了解英国教育，

提前感受留学人生

课堂学习

领略知名教授风采，

浸染英伦历史文化，

融入斑斓海外生活

文化体验

多所名校面对面交

流，获取第一手留学

申请讯息

留学咨询

走进牛津剑桥，寻访

莎翁故居，穿行伦敦

巴斯，拥抱多面英伦

英伦漫步

游学实践
外研社暑期大学生

孙老师   010-88819590

sunliyuan@fltrp.com

QQ 群：578270445

2018 年 7月中旬至 8月中旬

项目时间

项目咨询

扫描查看游学项目官网
了解项目详情

◎	进入 2017 年“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

读大赛复赛的选手报名参加

2018 年游学项目，可获得由

外研社提供的专项游学基金

2000 元。

◎	进入 2017 年“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

读大赛决赛的选手报名参加

2018 年游学项目，可获得由

外研社提供的专项游学基金

5000 元。



国 才 证 书 ， 通 往 职 场 成 功 的 护 照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

服 务 职 场 · 聚 焦 沟 通 · 权 威 认 证

考    试    时   间： 2017年 5月13日—5月14日（上半年）

                                 2017年 11月11日（下半年）

上半年考试科目：国才中级、国才高级、国才高端、  国才高翻（笔译）、

                                 国才高翻（交传）、国才高翻（同传）

下半年考试科目：国才初级、国才中级、国才高级

报    名    地    址：http://etic.claonline.cn

国才微信客服二维码国才考试官微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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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经英国文化教育处认证，融“语言学习”、“文化体验”、“留学准备”、与“国

际交流”于一体，旨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与开放心态，为学生走

向国际社会打下良好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2018 年暑假，让我们相聚英伦！

真实体验英式课堂，

全面了解英国教育，

提前感受留学人生

课堂学习

领略知名教授风采，

浸染英伦历史文化，

融入斑斓海外生活

文化体验

多所名校面对面交

流，获取第一手留学

申请讯息

留学咨询

走进牛津剑桥，寻访

莎翁故居，穿行伦敦

巴斯，拥抱多面英伦

英伦漫步

游学实践
外研社暑期大学生

孙老师   010-88819590

sunliyuan@fltrp.com

QQ 群：578270445

2018 年 7月中旬至 8月中旬

项目时间

项目咨询

扫描查看游学项目官网
了解项目详情

◎	进入 2017 年“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

读大赛复赛的选手报名参加

2018 年游学项目，可获得由

外研社提供的专项游学基金

2000 元。

◎	进入 2017 年“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

读大赛决赛的选手报名参加

2018 年游学项目，可获得由

外研社提供的专项游学基金

5000 元。



Everyone thinks; it is our nature to do so. But much of our thinking, left to itself, is biased, 
distorted, partial, uninformed or down-right prejudiced. Yet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and that of 
what we produce, make, or build depends precisely on the quality of our thought. Shoddy 
thinking is costly, both in money and in quality of life. Excellence in thought, however, must 
be systematically cultivated.

— Richard Paul & Linda Elder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由外研社原版引进，供读者培养、提升思辨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使用。

作者 Richard Paul 和 Linda Elder 是两位专门从事思辨能力研究的专家，他们创办的专门研究和培训

思辨能力的机构 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 享誉全球。Richard Paul 和 Linda Elder 认为，思

辨能力并不是玄虚的存在，而是有方法可依、有规律可循，他们将长期研究发现并总结的方法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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