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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对商务英语人才需求的增长及我国商务英语专业的发展,商务英语教材的出版
数量增加,种类繁多。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一本好的教材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基于McDonough和
Shaw的教材评估理论,本文对两本《商务英语写作》教材进行外部、内部和综合评价,为教师选择合适
的教材提供参考,提出教材使用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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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Textbooks
Ju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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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mand for business English tal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siness English major, the publication number of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s has increased. As the
carrier of teaching content, a good teaching material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textbook evaluation theory of McDonough and Shaw, this paper conducts external, internal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two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textbook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choose
appropriate textbooks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on the use of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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