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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设全英文 seminar 课程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2020年聘请外教来校授课及出国

交流学习均受到严重影响。为完成 2016级全英文系列课的教学任

务，同时也为了深入推进吴健雄学院拔尖创新优秀人才培养改革，

汇聚高端优质资源推动吴健雄学院英语课程改革，学院特邀著名

英语教育专家、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英语课程顾问教授、香港浸

会大学黄月圆副教授，于 19-20-3 学期面对吴健雄学院相关学生

开设 "Open Your Mind to New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 高

端课程。该课程将以线上教学模式展开。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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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课网址 

https://cswc.azurewebsites.net/index.php。欢迎同学们

选课报名。 

二、选课时间 

2020年 5月 6日 13：00至 2020年 5月 8日 23：59 

三、教学平台 

腾讯会议（具体会议号码另行通知） 

四、选课对象  

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应对方案，本次课程仅面向 2016 级尚未

获得 1学分全英文系列课学分的同学报名组班。 

五、课程简介 

见附件介绍。 

六、主讲人简介 

黄月圆教授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获硕士、博士学

位。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任教，任深圳大学高等

研究院英语课程顾问教授。正在进行“大学英语有效教学的探索”

的课题研究，为深圳大学高等研究院设计和发展一套英语课程体

系，包括：着重基本学术规范训练的大四理工科学生的“英语论

文写作及口头答辩”课程，“基于自主学习的理工科研究生以及博

士后的‘高级通用英语’和‘科技英语写作’的指导性教材”。针

对教学改革，发表十多篇相关研究论文。2019 年 11 月受邀为吴

健雄学院开设英文写作课程，内容丰富，形式灵活，选课学生给

https://cswc.azurewebsites.ne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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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很高评价。 

邀请黄月圆教授开设"Open Your Mind to New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高端课程既是完成相关教学计划的要求，同时

也是学院深化英文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希望全体选修课程的同

学深化认识、提振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高端课程的资源，认真

圆满地完成相关教学要求，在课程学习中全面提升自己的综合能

力，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领军人才。 

 

 

 

 

附件： "Open Your Mind to New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高端课程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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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Open Your Mind to New Ways of Learning 

English"高端课程相关材料 

 

一、教学目标 

We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nglish learning. However, 

time consuming with low efficiency kept to be a common 

problem. Using English language became a weak point for some 

very excellent students. In this seminar, through 

practicing new ways of study, we will help students 

construct the holistic view of English learning and obtain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upport autonomous study. We will 

organize the contents closely related to current affairs, 

in a wide range from high quality media and with rich 

information. We will practice to learn from native speakers. 

二、教学与考核方式 

Classes contain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fully in 

English and discussion is a main part. 

The final grade consists of: 

• Prepa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30% 

• Discussion on specific topic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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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minute individual oral presentation on any topic 

related to COVID-19 

• Discussion on specific topic 2:40% 

An 8-minute individual oral presentation on any topic 

related to English study 

三、课程安排 

2020年 5月 16日（周六），上午 8:30-11:30： 

Unit 1  Discussion on current affairs 

• Main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crisis 

• Thin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this crisis 

2020年 5月 17日（周日），上午 8:30-11:30： 

Unit 2  Active measures of English learning 

• Proverbs and Mottos 

• TED talks 

• Classic historical pictures and documentary films 

• Novels and films inspired by novels 

• Classic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 Humors and poems 

2020年 5月 18日（周一），上午 8:30-11:30： 

Unit 3 Learning strategy of vocabulary and the 

importance of words collaboration（词语搭配） 



 

 —６— 
 

2020年 5月 20日（周三），上午 8:30-11:30： 

Unit 4  Students presentation 

四、教材与参考书（将提供电子版） 

黄月圆编《研究生及博士后英语(1)：通用英语》(2020年 4

月版) 

黄月圆编《研究生及博士后英语(3)：学术写作的基础:从词

汇到段落》(2020年 4月版) 

Unit 2 Vocabulary: Three Types of Words 

Unit 3 Phrases: Importance of Collocations 

黄月圆编《研究生及博士后英语(2)：网络资源: 英语学习

工具》(2020年 4月版) 

 

 

 

  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2020 年 5 月 6 日    

       （主动公开） 

 

 

  

抄送：教务处  

 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