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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汉语商务汉语商务汉语商务汉语》》》》教材参考目录教材参考目录教材参考目录教材参考目录 
 

 

 

1. 商务汉语考试实战演练 
books.google.com.hk 

周虹 -  2008 - 203 页 

An excellent book for passing the test of business Chinese. 
 

2. 国际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李忆民, 刘丽瑛, 赵雷 -  2002 

  
3. 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黄为之 -  1995 - 356 页 

  

4. 商务汉语考试大纲 

 

books.google.com.hk 

 2006 - 119 页 

本书内容包括:商务汉语考试介绍、商务汉语考试考试等级标准、商务汉语考试试卷

构成、商务汉语考试评分标准、商务汉语考试(听·读)样卷等。 
 

5. 中级商务汉语教程 

 

books.google.com.hk 

 2004 - 280 页 

本书课文选自当前报纸杂志中的相关文章,内容富于时代感,涉及从日常购物、家庭理

财到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十多个功能主题。收入大量商务新词语,配有词汇例释 ... 
 

6. BCT商务汉语考试应试指南: 听·读 

 

books.google.com.hk 

安琪·丁, 薇·岳 -  2008 - 258 页 

本书根据 BCT研发办公室公布的各种资料,结合自己日常商务汉语教学经验,专门针

对 BCT考生编写而成,百进行内容设计时紧密结合考生在商务汉语学习中遇到的难

点,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7. 商务汉语考试习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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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2007 - 164 页 

本书主要内容分成试题和试题分析两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词表作为附录,收录了本

书中出现的一些商务汉语特殊用语。 
 

8. 商务汉语考试模拟题集/BCT商务汉语备考系列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31 页 

本书包括四套完整的BCT模拟试卷,每套都包括商务汉语考试(听·读)卷和商务汉语考

试(说·写)卷。 
 

9. 商务汉语考试词汇卡片 

 

books.google.com.hk 

张进凯, 田胜泉 -  2008 - 492 页

  

10. 新丝路: 商务汉语考试仿真模拟试题集 

 

books.google.com.hk 

李海燕, 崔华山, 林欢 -  2008 - 215 页 

新丝路中国出版“走出去”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立项北大版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技能

系列北大主干基础课教材立项 
 

 

 

1. 遠東商務漢語: I 
books.google.com.hk 

Teh-ming Yeh 葉德明教授◎主編 -  2011 

  

2. 实用商务汉语课本: 汉韩版. 准中级篇 

 

books.google.com.hk 

吴春仙 -  2007 - 184 页 

商务馆实用商务汉语系列教材  

3. 中级商务汉语实用会话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32 页 

本书原名《商务汉语》,是应中央电视台之邀而编写的一部电视教学片的配套教材。

全书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 
 

4. 基础商务汉语: 会话与应用. 下 

 

books.google.com.hk 

王晓钧, 张旺熹, 孙德金 -  2005 

  

5. 商务汉语考试专题精练: 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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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丽杰·郑, 玉梅·李 -  2008 - 266 页 

本书从《商务汉语考试大纲》的“商务汉语交际功能项目”中择取了 20个专题, 每个

专题均以一套模拟试题的形式呈现. 
 

6. BCT 상무한어시작교정 BCT 商務漢語寫作敎程 

 

books.google.com.hk 

 2009 - 234 页 

本书共分八单元,主要内容包括:自我介绍、条据、通知和启事、宣传介绍、商务交际

常用文书、商务洽谈常用文书、经济图表分析、经济合同等. 
 

7. BBC初级实用商务汉语/Basic business Chinese(BBC) 

 

books.google.com.hk 

刘美如 -  2006 - 436 页 

北大版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教程系列  

8. 商务汉语金桥: 中级阅读. 下 

 

books.google.com.hk 

 2006 - 264 页 

北大版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教程系列 
 

9. Guoji Shangwu Hanyu. Xiace 

 

books.google.com.hk

Yimin Li -  1999 

  
10. BCT商务汉语考试大全 

 

books.google.com.hk 

 2007 - 355 页 

本书包含五套模拟试卷以及相应的五套录音文本、答案和解析。  

 

 

 

1. 实用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黄为之 -  2008 - 237 页 

全书共 25课,每一课都包括课文、课文汉语拼音、课文英文翻译、生词、重点句、

注释和练习。 
 

2. 实用商务汉语课本: 汉韩版. 中级篇 

 

books.google.com.hk 

 2007 - 167 页 

本书是《实用商务汉语课本》的中级篇,以宏观商贸问题及商贸文书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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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卓越商务汉语教程. 高级阅读 

 

books.google.com.hk 

任长慧, 朱敏琪, 张黎 -  2005 - 205 页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珞德国际关系研究所指定教材. 
 

4. 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2007 - 131 页 

  

5. BCT商务汉语考试: 模拟题集 

 

books.google.com.hk

 2008 - 231 页 

 
 

6. 汉大商务汉语新词典:  

 

books.google.com.hk 

韩敬体 -  1996 - 1287 页 

Chinese dicitonary. Chinese language only.  

7. 高级商务汉语阅读 

 

books.google.com.hk

华霄颖 -  2010 

 
 

8. 商务汉语写作 

 

books.google.com.hk

周红 -  2011 

  

9. 初级商务汉语听力 

 

books.google.com.hk 

 2008 - 278 页 

本书是一套有关对商务汉语听力的书籍。本书分为学生用书和录音文本两分册。主

要内容包括: 我的名片、咱们 AA制吧、便宜一点吧等. 
 

10. 商务汉语考试词语手册 

 

books.google.com.hk 

德联·刘, 华·钱, 润芝·刘 -  2007 - 617 页 

本书对 2457个商务汉语常用词语做了释义、举例的英文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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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用商务汉语课本(汉韩版)·练习答案及录音文本: 中级篇 

 

books.google.com.hk

王又民 -  2007 

 
 

2. 实用商务汉语课本(汉韩版)·练习答案: 准高级篇 

 

books.google.com.hk

王又民, 草荃 -  2007 

  

3. 商务汉语考试: 模拟试题集 

 

books.google.com.hk 

李海燕, 崔华山, 李晓琪 -  2007 - 245 页 

 
 

4. 新丝路--中级速成商务汉语: II 

 

books.google.com.hk 

李晓琪, 崔华山 -  2009 

  

5. 中级上午汉语教程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72 页 

本书主要介绍了黄金周不一定要出门旅游、新年百姓投资理财前瞻等内容. 
 

6. 实用商务汉语课本/汉韩版/练习答案及录音文本/初级篇: 汉韩版 

 

books.google.com.hk 

 2007 - 32 页 

商务馆实用商务汉语系列教材  

7. 成功之道: 中级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books.google.com.hk 

袁芳远 -  2005 - 299 页 

本书采用案例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听、说、读、写一些具体真实的案例,在讨论分析过

程中自然而然地使用学过的汉语词汇、句型及相关经贸术语。 
 

8. 实用商务汉语课本/汉韩版/练习答案及录音文本/准中级篇: 汉韩版 

 

books.google.com.hk 

 2007 - 36 页 

商务馆实用商务汉语系列教材  

9. 初级商务汉语听力/学生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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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2008 - 278 页 

新世纪商务汉语系列教程 
 

10. 新丝路商务汉语听力教程:  

 

books.google.com.hk 

李晓琪, 崔华山 -  2008 - 105 页 

  

 

 

 

1. 语言学理论与商务汉语教学研究 

 

books.google.com.hk

 2009 - 424 页 

 
 

2. 商务汉语提高: 应酬篇办公篇业务篇 

 

books.google.com.hk 

 2005 - 325 页 

商务汉语系列教材之三/张黎主编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3. 실용상무한어과본 (초급편)(한한판) 

 

books.google.com.hk 

편집부 -  2007 - 172 页 

 
 

4. Gateway to business Chinese: regular formulas and etiquette 

 

books.google.com.hk 

沈庶英 -  2005 - 195 页 

商务汉语系列教材(1)/张黎主编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1. 汉语商务通中级听力教程 

 

books.google.com.hk 

邓如冰, 董瑾, 朱瑞蕾 -  2005 

 
 

2. 汉语商务通中级听力教程/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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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邓如冰, 朱瑞蕾 -  2005 - 132 页 

北大版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教程系列 
 

3. 新丝路--高级速成商务汉语: II 

 

books.google.com.hk 

李晓琪, 李海燕 -  2009 - 147 页 

  

4. 汉语商务通中级听力教程/生词与练习 

 

books.google.com.hk 

邓如冰, 朱瑞蕾 -  2005 - 151 页 

北大版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教程系列 
 

5. 商务汉语一本通:  

 

books.google.com.hk 

王立非 -  2010 - 120 页 

  

 

 

 

1. 成功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源开发基地(北京) -  2011 - 88 页 

 
 

2. 初级商务汉语口语 

 

books.google.com.hk 

王民, 张宝玲 -  2007 - 282 页 

新世纪商务汉语系列教程  

3. 商务汉语广告案例阅读教程 

 

books.google.com.hk 

 2008 - 210 页 

商务汉语案例阅读教材系列 
 

4. 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李路波, 广州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2007 - 74 页

  

5. 商务汉语入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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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万凯艳 -  2012 - 113 页 

 
 

6. 新丝路--初级速成商务汉语: I 

 

books.google.com.hk 

李晓琪, 蔡云凌 -  2009 - 134 页 

  

7. 商务汉语随学随用 

 

books.google.com.hk 

李俊桃, 张茵楠 -  2010 - 152 页 

 
 

8. 商务汉语一本通: 汉法双语版 

 

books.google.com.hk 

Hanban, -  2010 - 119 页 

Méthode de langue du chinois commercial destinée aux étrangers travaillant en 

Chine. 
 

9. 商务汉语实用口语 

 

books.google.com.hk 

杨春宇, 刘金兰 -  2010 

  

10. 北京商务汉语: 初级 

 

books.google.com.hk

董瑾, 罗陈霞 -  2010 

  

 

 

 

1. 商务汉语听说教程 

 

books.google.com.hk 

 2008 

本书共设了 30个系列专题,每个专题下各有 4-5个不同方面的课程内容,涉及了国际

商务谈判、商品的包装与运输、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海关的流程及关税等内容. 
 

2. 北大版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系列 

 

books.google.com.hk

 2002 

 
 

3. 新丝路商务汉语写作教程: B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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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林欢, 李晓琪 -  2009 - 142 页 

 
 

4. 商务汉语写作 

 

books.google.com.hk

李浩 -  2009 - 224 页 

  

5. Business Chinese 

 

books.google.com.hk 

Sinolingua -  2005 

Designed for the beginners or the businessmen who just began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ese and want to make a quick improvement on their Chinese communicative 

ability.Combining together words, sounds, pictures, animations and music and ... 
 

6. 新丝路: 高级速成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李晓琪 -  2009 - 131 页 

  

7. 赢在中国: 商务汉语系列教程. 基础篇. Basic 

 

books.google.com.hk

季瑾 -  2010 - 169 页 

  

8. 中国之窗: 商务汉语案例集 

 

books.google.com.hk 

王惠玲, 卢惠惠 -  2010 - 595 页 

  

9. Business chinese for beginner 

 

books.google.com.hk 

Rhill Fung Ng -  2007 - 314 页 

新世纪商务汉语系列教程  

10. 赢在中国: 商务汉语系列教程. 语音篇. Pronunciation 

 

books.google.com.hk 

王正富, 曹红月, 季瑾 -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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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siness Chinese dialogues 

 

books.google.com.hk 

中華語文出版社 -  2009 

 
 

2. Business Chinese (intermediate) 

 

books.google.com.hk 

Weizhi Huang, 黄为之 -  2001 - 428 页 

本书以“大经贸”为主要内容,从“全方位开放格局”的角度,展现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专

业内容和语言,更加适应当代中国和国际经济贸易实务。 
 

3. 新汉语经济新闻阅读教程: 高级篇 

 

books.google.com.hk 

惠玲·王, 王惠成 -  2006 - 325 页 

北大版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教程系列  

4. Bùbù Gāo Zhōngwén 
books.google.com.hk 

George X Zhang, Linda M Li, William X Yu, George X. Zhang -  2009 - 202 页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8:00—9:50 语法语音商务汉语中国文学中国音

乐 10:10—12:00 中国文化中国经济汉字写作书法 2:00—3:50 书法中国文学武术

商务汉语语法 4:00—5:50 写作太极拳语音中国文化中国电影 4:00—5:50 汉字中

国舞蹈 ... 
 

5. 经理人汉语: 商务篇 

 

books.google.com.hk 

张红, 张晓慧, 王波 -  2005 - 335 页 

经理人汉语系列教程/张晓慧总主编  

6. 基础实用商务汉语:  

 

books.google.com.hk 

道雄·关, 關道雄 -  2000 - 311 页 

This textbook aims to teach Chinese fluency in business through typical activities 

and social events in the real business world. 
 

7. Advanced business Chinese 
books.google.com.hk 

Linda M. Li -  2007 - 136 页 

怪不得: no wonder 例句: )原来他不懂中文,怪不得他一句话也不说。 )她信佛教,怪

不得她吃素。 .无论......还是:no matter whether...or...例句: )无论是去北大还是清华,

你们都必须选修商务汉语课。 )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们明天的球赛照常进行。 3.

早在. 
 

8. 中国商务文化/: [中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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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杨东升 -  2004 - 262 页 

Chinese pinyin is provided for each character of the articles, and the book also has 

English translation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it but whose Chinese level is 

not good enough to read the articles"--Preface. 
 

9. 汉语商务通: 中级听力教程 

 

books.google.com.hk 

邓如冰, 董瑾, 朱瑞蕾 -  2005 

  

10. 外国人汉语过程写作 

 

books.google.com.hk 

杨俐 -  2006 - 285 页 

北大版留学生本科汉语教材·写作教程系列  

 

 

 

1. Advanced Business Chinese Vol.2 
books.google.com.hk 

Linda M Li, George X Zhang -   

生词幽默 off)受益终身名名名名动动名动/名形形 bàodá repay 测试可怜报答钥匙

固执嫁娶放弃狭隘 玛丽:李老师,我们的商务汉语课就要结束了,我很想了解一下全

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李老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增进了商品和服务的跨国贸易,

加大了 ... 
 

2. 新世纪中级商用汉语: 下 

 

books.google.com.hk 

郭珠美 -  2005 - 254 页 

海外视角商务汉语教材系列  

 

 

 

1. BCT 상무한어고시응시지남(청 독) BCT商務漢語考試應試指南(聽讀) 

 

books.google.com.hk 

편집부 -  2008 - 258 页 

 
 

 

 

 

1. 经贸汉语课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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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2007 - 240 页 

本书试图从大学教育、语言知识与能力、语言教育以及相关知识学科相结合的角度,

系统地分析汉语言专业经贸方向的性质、任务以及具体的课程与教学问题。 
 

2. 经理人汉语: 生活篇. 上 

 

books.google.com.hk 

李明, 丁安琪, 李立 -  2004 - 262 页 

  

3. Far East Busin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Version)(I)(sample ... 
books.google.com.hk 

Teh-ming Yeh 葉德明教授◎主編 - 

  

4. 中国经济专业汉语教程 

 

books.google.com.hk 

清涛·龙, 龙清涛 -  2007 - 185 页 

北大版留学生预科教材·专业汉语教程系列  

5. 经贸汉语高级教程 

 

books.google.com.hk 

罗陈霞, 朱彤 -  2004 - 452 页 

  

6. 汉语商务通: 中级阅读教程 

 

books.google.com.hk 

董瑾 -  2005 - 319 页 

한어상무통 중급열독교정.  

7. 经贸中级汉语口语 

 

books.google.com.hk 

黄为之 -  2001 - 350 页 

本书以“大经贸”为主要内容,从“全方位开放格局”的角度,展现经济贸易的各个领域,专

业内容和语言,更加适应当代中国和国际经济贸易实务。 
 

8. 经贸初级汉语口语: 下册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71 页 

 
 

9. Business Chinese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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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黄锡之 -  2000 - 432 页 

本书是“经贸汉语口语”中的最后一本。仍然以经济贸易生活为基本内容,除有关商品学

知识的汉语学习外,更偏重于国情知识和经贸文化知识的学习。下册主要是微观问题。 
 

 

 

 

1. 中国语新干线: 商务表现 

 

books.google.com.hk 

英起·杜, 富荣·冯 -  2008 - 247 页 

本书课文以中日经济贸易为主线,围绕中日两国的商务交往展开。主课文与副课文相

结合,以会话为主,具有真实感。练习结合日本学生中高级阶段特点,加强词序、近义词

及长句训练. 
 

1. 公司汉语:  

 

books.google.com.hk 

李立, 丁安琪 -  2002 - 208 页 

北大版  

2. 经理人汉语: 语音篇 

 

books.google.com.hk 

张晓慧, 李明 -  2005 - 117 页 

经理人汉语系列教程中国-欧盟青年经理培训项目资助 
 

 

 

1. 商业汉语口语研究: 现场促銷语言调查与分析 

 

books.google.com.hk 

张黎 -  2007 - 301 页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现场促销语言的词汇及语音特征、现场促销语言的句法结构分

析、现场促销交际行为的会话分析等. 
 

 

 

 

1. Business Chinese 20 Essential Topics 

 

books.google.com.hk 

Yinghong Huang, Carrie Wei -  2009 - 364 页 

Yinghong Huang, Carrie Wei. Business Chinese 20 Essential Topics 商务汉语 20

必学话题 Yinghong Huang, Carrie Wei Cypress Book Co. UK Ltd. Business 

Chinese 20 Essential Topics By Yinghong Huang, Carrie Wei. Front Cover. 
 

 

 

 

1. 法律汉语: 商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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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张泰平 -  2007 - 244 页 

北大版留学生预科教材·专业汉语教程系列 
 

 

 

1. 汉语外貿会话 

 

books.google.com.hk

 1981 - 260 页 

  

2. 经贸汉语中级教程:  

 

books.google.com.hk 

董瑾 -  2004 - 312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 
 

 

 

 

1. 经贸初级汉语口语: 汉日对照 

 

books.google.com.hk 

黄为之, 井丰·中 -  1993 - 433 页 

  

 

 

 

1. 体验汉语: Experience Chinese. 商务篇.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China 

 

books.google.com.hk 

 2006 - 122 页 

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体验汉语系列教材体验汉语短期课程系列教材 
 

 

 

1. 经贸汉语阅读与写作 

 

books.google.com.hk 

哈嘉莹 -  2003 - 165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董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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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贸汉语: Intermediate business Chinese 

 

books.google.com.hk 

梁镛, 王庆云 -  2006 - 236 页 

本书共分十课,每课分五个单元,分别是精读、阅读、写作、互动练习、综合练习. 
 

2. 经贸汉语高级教程 

 

books.google.com.hk 

陈霞·罗, 彤·朱 -  2004 - 452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  

3. 经贸汉语阅读与写作 

 

books.google.com.hk 

哈嘉莹 -  2003 - 165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董瑾主编 
 

4. Advanced business Chinese: economy and commerce in a changing ... 
books.google.com.hk 

Fangyuan Yuan -  2004 - 351 页 

This is the first business-Chinese textbook for advanced learners of Chinese in 

which current economic issues in China are addressed in depth. 
 

5. 经贸汉语中级教程: 练习册 

 

books.google.com.hk 

 2005 - 95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董瑾主编  

6. 经贸汉语 
books.google.com.hk 

黄为之 -  1998 - 327 页 

本书是《经贸汉语》电视教学片的配套教材,它的读者对象是有一定汉语基础,希望在

中国进一步拓宽业务,建立稳定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外国客商。全书 25课 ... 
 

7. 经贸汉语中级教程:  

 

books.google.com.hk 

董瑾 -  2004 - 312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  

8. 经贸汉语听和说/录音文本 

 

books.google.com.hk 

邓如冰 -  2004 - 106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 
 

9. 经贸汉语听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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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如冰·邓 -  2004 - 296 页 

《经贸汉语听和说》由练习分册和录音文本配套而成,共两册. 
 

10. 经贸汉语听和说/练习分册:  

 

books.google.com.hk 

邓如冰 -  2004 - 190 页 

新世纪经贸汉语系列教程  

 

 

 

 

 

1. 经贸汉语阅读教程 

 

books.google.com.hk 

钱玉莲 -  2012 - 263 页 

 
 

2. 经贸汉语: 下册 

 

books.google.com.hk 

金一平 -  2009 - 384 页 

  

3. 经贸汉语课程研究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40 页 

本书试图从大学教育、语言知识与能力、语言教育以及相关知识学科相结合的角度,

系统地分析汉语言专业经贸方向的性质、任务以及具体的课程与教学问题。 
 

4. 最新经贸汉语阅读教程 

 

books.google.com.hk 

杨春 -  2001 - 146 页 

全书分商标与专利;住房制度改革;下岗与再就业;广告;保险等 20个单元,每个单元由

课文、生词、练习、快速阅读文章四部分组成。 
 

5. 经贸汉语-高级教程(上册):  

 

books.google.com.hk 

Jin Dong -  2004 - 216 页 

  

6. Business Chinese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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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黄锡之 -  2000 - 334 页 

本书是“经贸汉语口语”中的最后一本。仍然以经济贸易生活为基本内容,除有关商品学

知识的汉语学习外 ... 
 

7. 经贸中级汉语口语 

 

books.google.com.hk

 2008 - 317 页 

  

8. 商贸汉语高级读本: an advanced reader 

 

books.google.com.hk 

崔颂人 -  2004 - 604 页 

With its focus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oreign trade, the book offers an 

advanced training in th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language usage and rhetoric. 
 

9. 经贸初级汉语口语: 下册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71 页 

 
 

 

 

1. Jingmao gaoji hanyu kouyu:  

 

books.google.com.hk 

Weizhi Huang -  2000 - 442 页 

  

2. 卓越商务汉语教程. 高级阅读 

 

books.google.com.hk 

任长慧, 朱敏琪, 张黎 -  2005 - 205 页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珞德国际关系研究所指定教材. 
 

3. 经贸初级汉语口语 
books.google.com.hk 

黄为之 -  1999 - 373 页 

本册包括:你爱吃什么、今年流行什么、别忘了带嘴、货比三家、麦当劳卖什么、味

道好极了、承诺以后、公关小姐、谢绝推销等 24课。 
 

4. Gateway to business Chinese: regular formulas and etiquette 

 

books.google.com.hk 

沈庶英 -  2005 - 195 页 

商务汉语系列教材(1)/张黎主编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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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汉语经济新闻阅读教程: 高级篇 

 

books.google.com.hk 

惠玲·王, 王惠成 -  2006 - 325 页 

北大版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教程系列 
 

2. 中国经济专业汉语教程 

 

books.google.com.hk 

清涛·龙, 龙清涛 -  2007 - 185 页 

北大版留学生预科教材·专业汉语教程系列  

 

1. 新编汉语经济新闻词汇手册 

 

books.google.com.hk 

惠玲·王, 惠成·王 -  2005 - 384 页 

 
 

 

 

1. 经贸初级汉语口语: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55 页 

本书包括课本和录音 CD。本教材一至四课集中教授汉语拼音,从第五课开始,每两课

一个专题,把日常经济生活分为若干层面,每个层面都用两篇课文来认识、表述 ... 
 

 

 

1. 商业汉语 
books.google.com.hk 

Jiaying Howard, Tsengtseng Chang -  2005 - 311 页 

A guide for advanced learners demonstrates the usa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a business setting. 
 

2. 实用商业汉语 
books.google.com.hk 

洪玮 -  1997 - 140 页 

Comprehensive language course designed for both independent study and 

classroom use satisfies the need for a key to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business 

practices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Chinese market. 
 

3. 商业汉语 
books.google.com.hk 

李更新, Christine M. Liao -  1990 - 220 页

  

4. 商业汉语口语研究: 现场促銷语言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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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google.com.hk 

张黎 -  2007 - 301 页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现场促销语言的词汇及语音特征、现场促销语言的句法结构分

析、现场促销交际行为的会话分析等. 
 

5. 商贸汉语高级读本: an advanced reader 

 

books.google.com.hk 

崔颂人 -  2004 - 604 页 

With its focus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oreign trade, the book offers an 

advanced training in th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language usage and rhetoric. 
 

6. 商業語言 
books.google.com.hk 

黎运汉, 李军 -  2001 - 340 页 

有些詞語漢語中已有了現成的說法,但受港澳影響,也出於趨新求異的心理,而喜歡使

用利用粵語方音音譯的詞語,形成粵音音譯 ... 第二章商業語言的基本特點與當代商

業語言的傾向□了口 進的事物本來就是中國所沒有的,漢語此前也沒有有關這些事物

的冉. 
 

 

 

1. Business Chinese 20 Essential Topics 

 

books.google.com.hk 

Yinghong Huang, Carrie Wei -  2009 - 364 页 

A tailor-made textbook for those who wish to learn Mandarin Chinese from scratch, 

for developing business links or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2. 汉语商贸文函课本 

 

books.google.com.hk 

张亚军 -  1993 - 117 页 

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1. 中级商务汉语实用会话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32 页 

本书原名《商务汉语》,是应中央电视台之邀而编写的一部电视教学片的配套教材。

全书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 
 

 

 

1. 公司汉语:  

 

books.google.com.hk 

李立, 丁安琪 -  2002 - 208 页 

北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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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语商贸文函课本 

 

books.google.com.hk 

张亚军 -  1993 - 117 页 

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1. 经理,您早!/: 办公室汉语 

 

books.google.com.hk 

 2007 - 299 页 

本书包括生活基础篇(10课)和工作基础篇(15课),是针对在华工作的韩国人编写的初

级汉语教材。本书充分考虑到韩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和优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