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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首页）

课程名称 口译
授课

专业
英语

班

级

2012 级外管

1-6 班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实践课（  ）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查（ ）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   专业必修课（√）

课程类别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   专业限选课（ ）   专业任选课（ ）

课程总学时
36

周学时
2

学时分配 课堂讲授 36 学时；实践课       学时

教  学

目  标

通过讲授口译基本理论、口译背景知识以及对学生进行口译基本技巧的

训练，使学生初步掌握口译程序和基本技巧，初步学会口译记忆方法、

口译笔记、口头概述、公众演讲等基本技巧和口译基本策略；培养学生

关心时事、把握信息的意识；教授学生积累知识、掌握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话语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语言组织能力和双语表达能力；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英、汉两

种语言互译的能力，为进入下一阶段讨论式、分语类对学生进行口译综

合训练打下扎实的基础。

教材名称 口译教程

编（著）者 雷天放使用教材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

指定参考书

《挑战口译——听辨》，卢信朝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英汉口译技能教程：听辨》，卢信朝编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年。

《英汉口译技能教程：口译》，卢信朝主编，旅游教育出版社，2009。

《突破英语听说要塞  连读与音变》，张卓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实战口译》，林超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英语口译笔记法实战指导》，吴钟明，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教  案

周    次 第 7 周，第 1 次课 授课时间    2014 年 10 月 13 日

授课章节 Note-taking 2

本（章）节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实践课（  ） 教学时数 2

本

（
章
）

节

教

学

目

标

1. Ss practice short-memory by retelling.

2. Ss get to know the format of note-taking.

3. Ss master signals and abbreviations of notes.

授

课

要

点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1、学习口译笔记的结构、布局。

2、口译笔记实战练习（段落练习）。

思考题

或

作  业

Assignments:

   A. Memorize all the signals and abbreviations learned this lesson.

   B. Finish listening practice.

   



教学内容与组织安排

Teaching Objectives：
1. Ss practice short-memory by retelling.

2. Ss get to know the format of note-taking.

3. Ss master signals and abbreviations of notes.

Teaching Methods：

  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法和情景教学法。

   A、传统教学法：教师讲解和复习一些口译基础理论（本章主要是讲解笔记的布局和形式），然

后学生模仿教师进行练习。

   B、任务教学法：教师给出练习文本，学生熟悉运用笔记布局，记录段落重点信息。

Teaching allotment:

1. Assignment Checking                                          10 min.
2. Retelling                                                              10 min.

3. Theory Prepa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20 min.

4. Note-taking Practice                                                     40 min.

5. Self-assessment                                                         5 min.

6. Assignments and Q&As                                                   5 min.

                                     
Teaching Procedures
Phase 1 Assignment Checking(详见 PPT)                             10 m

Phase 2 Retelling                                                 10 m
Requirements: Listen to an Chinese recording twice without taking notes, then Ss are required to retell it in 

Chinese with as many details as possible.

原文：话题：青少年心理健康面临新问题

在快节奏、高竞争和高压力的环境下，心理社会因素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正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

首先是家庭环境和父母教育方式。父母关系不和睦、单亲家庭、家庭成员有不良嗜好是常见的不良

影响因素。另外家长对孩子的情感表达不当也是重要原因。一是过度溺爱，事事替孩子想好，这时

父母们以为是爱孩子，却没考虑实际上剥夺了孩子成长中适当遭受挫折和困难、学习爱护和帮助他

人的机会和权利；二是漠视、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对他们成长中的问题置之不理，使孩子不得不

寻找其他途径解决问题或得到情感满足，又往往因为经验不足或受外界不良影响出现问题。

其次是不良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万人竞过独木桥”的升学现状，使得不少家长和教师把学习成

绩作为衡量孩子优劣的唯一标准，也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学习压力。独生子女的增多，使孩子们更加

以自我为中心，缺乏为他人着想的素质。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使青少年不知不觉增

强了对金钱和情爱的关注等等。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复述时注意点：1、篇章结构：说明文；总分结构；注意逻辑词



              2、复述要点：1）心理社会因素：

                              家庭环境和父母教育方式

                              漠视、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

                           2）其次是不良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把学习成绩作为衡量孩子优劣的唯一标准

                              使孩子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

Phase 3  Theory Prepa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20m
Part 1 Format of Note-taking                                         10m 
口译准备：

带活页圈的上翻式记录本。（课堂演示可用Ａ４纸张３或４折）。

使用纵向阶梯式缩进机构。多分行。

两边留白。（逻辑关系）

最好使用按压笔，速度快。

演示：

缩进式笔记法演示：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

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中美应携手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共同努力。

   中

     ｄｅｖｅｉｎｇ

   美

      deveped  

               共

            力

               Ø                   



记笔记的时候，笔向右走，读笔记的时候眼睛往下走。左边留白写关联词：因为；所以；第一；第

二等。方便自己清晰笔记内容的结构。右边留白做信息的补充。

Part2   Example Demonstration and Explanation                                  10m

讲话原文

The most common plastic used in water bottle manufacturing is PET, an environmentally unfriendly 

substance that actually requires 17.5 kilograms of water to produce only 1 kilogram of PET. In fact, more 

water is used to make PET bottles than is actually put into them. The production of the plastic also 

produces numerous byproducts that are extremely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 The Container Recycling 

Institute reported that 14 billion water bottles were sold in the U.S. in 2002, yet only 10 percent of these

bottles were recycled — 90 percent ended up in the trash.

  举例讲解，告一段落。笔记及其使用方法说简单，也就这么简单。但难在于能够熟练应用。而

熟练应用来自于大量练习。

Phase 2 Note-taking Practice             40 m.

Sentence 1

 I’m very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in your company, and I am particularly pleased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brilliant people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I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job for many years and you have made my dream come true.

              I   □(笑脸)  

               工   yr Co.



                    esp. □  

                        与 ☆°   中 auto    

                                           # 

                     

                       I ＞ job yrs

                      u→ 梦  V

                                 #

详解：

1、一个人的情绪：快乐、开心，可以画一张简体的笑脸表示；发愁、不乐意，可以将笑脸的嘴角

向下。

2、Especially, particularly:都可以用 esp 前三个字母来表示。

3、只需记录实词，实词中的动词不用记下来，形容词只需根据其表达意义的好坏用对勾或差号表

示。

Sentence 2

I’m deeply grateful to you and appreciate all you have done for me, especially the new residence by the 

beach that you have chosen for me. If you don’t mind, I wish to tour around your company properties and 

meet my Chinese colleagues and lab assistants tomorrow.

             Tks  

                  u  do

                     esp. 住 nr 海  （选）

                                           #

              If    介

                  I > 观 Co. 

                      见 中° &  lab ass °    d.

                                              #

Sentence 3

I’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Mr Mayor and all our Chinese friends present here tonight good 

health.

参考笔记：

译文：我要借此机会，祝市长先生和我们今晚所有在场的中国朋友，身体健康。

分析：1）只需记下能够起提示作用的关键词。这里的关键词是opportunity, Mayor, friends, good health。

关键词最好缩写。

2）“几”同“机会”的“机”，可以简写。



3）对勾表示“正确，好的，肯定”，反之差号表示“错误，否定”等。

Sentence 4

I’m delighted to convey to all the guests her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arm greetings and sincere wish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my country.

参考笔记：

译文：我很高兴向在场的来宾和中国人民转达我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问候和诚挚祝福。

解析：1） convey to sb greetings and wishes 译为“向某人传达问候和祝愿”。

2）这里的 convey=extend, 用箭头表示。

Sentence 5 

各位贵宾，尊敬的合作伙伴，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值此非常特殊的场合—庆祝西门子公司成立

150 年之际，我非常荣幸地欢迎大家的到来。

参考笔记：

译文：Excellencies, valued partner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an honor for me to welcome you today to a 

very special occasion-the celebration of Siemens’ 150th anniversary.

解析：

1）阁下或贵宾都可译为 Excellencies，都可以用符号“五角星”表示。

2）“值此”“在.......下”“就.......”等用括号扩住，表示非主干成分。

Sentence 6

值此中秋明月的良宵，我们欢聚一堂，共庆这一中国传统佳节。

参考笔记：



译文：

On this moon night of the Mid-Autumn day, we gather here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解析：

1）“聚会，回见（gather，meeting）”用符号圆圈中加一点表示。此符号还可以表示“会议，论坛，

研讨会，中心（meeting，seminar，forum，center）”等。  

学习目的：此部分除了句子有参考笔记外，还有翻译中值得注意的表达和单词，学生的学习重点应

该从对笔记的“迷恋”中走出来，因为笔记只是手段，真正的最终目的是语言表达，即翻译出来。

                       

Phase 4 Self-assessment                                           5 m

 After the students have completed all the tasks in this unit, ask them to finish the following 

assessment form by themselves. This form contains some key points of interpretation skills, words 

and expressions,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the performance they have given. The teacher 

may give the reference answers to each element they have learned during this unit where necessary.

Peer's Assessment Form

1. Delivery                                    A  B  C  D

1.1 Is the articulation or intonation unnatural?     □ □ □ □

1.2 Are there any irritating outburst or exaggerated fillers? □ □ □ □

1.3 Are there any excessive repairs or unfinished sentences? □ □ □ □

1.4 Is the voice unpleasant or unconvincing?         □ □ □ □

2. Language 

2.1 Are there any irritating mispronunciations? □ □ □ □

2.2 Are there any irritating grammatical mistakes? □ □ □ □

2.3 Are there any unidiomatic expressions?                 □ □ □ □

3. Coherence 

3.1 Are there any abrupt beginnings or endings? □ □ □ □

3.2 Is the performance incoherent? □ □ □ □

3.3 Is the message implausible or illogical? □ □ □ □

4. Loyalty

4.1 Are there any significant omissions? □ □ □ □

4.2 Are there any unjustified changes? □ □ □ □

4.3 Are there any unjustified additions? □ □ □ □



Phase 5 Assignments:

   A. Memorize all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signals and abbreviations learned this lesson.

   B. Finish listening exercises（中东英语听辨）.

Feedback and Comments 
 After they have finished the interpretation, ask the students to tell their classmates and teacher how 

they feel about the performance. Then you will make an overall comment on each of their 

performance and give your sugges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following assessment form.

教学后记：

1、此部分的理论占 20%，主要介绍笔记的基本结构和模式，让学生养成好习惯，以此

帮助翻译的完成。

2、此部分的练习以长短句为主，这样学生感觉压力不大的同时，能熟悉笔记的结构，

比一开始就用段落要好很多。

3、在练习中，教师要反复强调笔记的重点，不能记全。让学生了解笔记的真谛。

4、学习地道的中英表达对于学生后阶段口译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