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四川省“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

建设项目申报书

申报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项目类别：学科专业类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通识素质类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项目类型：□在线开放课程 其他类型课程

课程名称：工程技术法语

课程负责人：沈光临

申报日期：2017 年 5月 28 日

四川省教育厅 制



填 写 说 明

一、 本《申报书》是申请单位向教育厅申请创新创业教育示范

课程申报材料的标准格式，由申请单位按照有关创新创业

教育示范课程建设项目要求，如实填写。所在学校应严格

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 本《申报书》限用 A4 纸张双面打印填报，封面之上不得另

加其他封面。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

全称和缩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本《申报书》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

栏中注明。如表格篇幅不够，可另附纸。

四、 本《申报书》中所填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近五年内的数

据。

五、 本《申报书》一式一份连同电子文档一并报送至省教育厅

高教处。



一、课程负责人

基本

信息

姓名 沈光临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8

学历 本科 职称 教授 电话 02887133850

学位 学士 职务 系主任 手机 13086667712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E-mail coucoucous@aliyun.com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工法口笔译 法语专业教学 独立学院教育

教学

情况

时间 课程 学生人数 学年课时 总课时
2005.09-2006.07 大学法语 600 560 560
2006.09-2007.07 基础法语、法国概况 105 490 490
2007.09-2008.07 法语视听、阅读 105 490 490
2008.09-2010.07 工程技术法语、外报阅读 280 420 840
2010.09-2016.07 工程技术法语 420 350 2100

研究

或

实践

情况

1.专著两部：

（1）《工程技术法语》、

（2）《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

2.科研论文 13 篇：

（1）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人力资源的开发路径—以工程技术法语人才培

养为例》、

（2）《法国公司的类型及其名称翻译》、

（3）《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rédaction du Français des technologies（关于工程技术

法语撰写的思考）》、

（4）《浅析工程技术法语课在高年级的开设》、

（5）《议“工程技术法语”与“专门用途法语”的差异》、

（6）《关于工程技术法语测评的几个原则》、

（7）《独立学院法语人才培养模式初探》等。

2.科研项目 5项：

（1）《与法语人才市场对接的法语专业课程设置改革实践》、

（2）《工程技术法语翻译能力测评的原则研究及实践》等。

指导

学生

创新

创业

实践

情况

1.多年指导学生到非洲法语国家工程技术项目承担工程技术翻译；

2.指导学生创办“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为学生从翻译公司、工程项目处承

接翻译工作提供帮助，牵线搭桥；

3. 为学生承担的工程技术翻译工作提供技术指导：新喀里多利亚南岛度假村建设

项目、乍得五星级酒店项目，阿尔及利亚住宅建设项目等等；

4.每年举办“工程技术法语翻译比赛”，并指导和训练参赛学生。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按条目式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1. 2014 年获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次高等教育学科优秀教研成果一等奖；

2. 2013 年度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3. 2014 年学院首届“教学名师”评选中获“学科带头人”称号。

二、教师队伍（专兼职教师情况）

人员构

成（含课

程负责

人、主讲

教师、辅

导教师、

实践指

导教师

及外聘

教师等）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

专业

在课程教学中

承担的工作

沈光临 男 1963.8 教授 法语
术语能力、格式能力、

工法知识能力教学

金星 女 1970.1 副教授 法语
教学大纲编写、课堂

设计

王衡 男 1966.7 副教授
法语、工

商管理
教学实践

邱枫 男 1984.5 讲师 法语
术语能力、格式能力、

工法知识能力教学

耿晓芬 女 1986.2 讲师 法语
法语能力教学、资料

整理

赵雪意 女 1985.12 讲师 法语
教案撰写、教学实践、

资料整理

倪安安 女 1988.7 讲师 法语 工法语言结构控制

李孟浩 男 1988.5 讲师
法语、IT

工程
教学实践



三、近 2年专职教师培训实践情况

（序号：1）（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沈光临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8

学历 本科 职称 教授 电话 02887133850

学位 学士 职务 系主任 手机 13086667712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E-mail coucoucous@aliyun.com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工法口笔译 法语专业教学 独立学院教育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1984-2005 非洲法语国家工程技术项目的翻译和管理实践学习；

2.2012.1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训练营；

3.2015.12“外语+”川渝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研讨会；

4. 2016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 参加由四川省教育厅在成都举办的“创新创业指导

教师业务知识“培训班。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多年指导学生到非洲法语国家工程技术项目承担工程技术翻译；

2.指导学生创办“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为学生从翻译公司、工程项目处承

接翻译工作提供帮助，牵线搭桥。参与指导翻译 15 万字；

3. 为学生承担的工程技术翻译工作提供技术指导：新喀里多利亚南岛度假村建设

项目、乍得五星级酒店项目，阿尔及利亚住宅建设项目等；

4.每年举办“工程技术法语翻译比赛”，并指导和训练参赛学生。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1. 2014 年获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次高等教育学科优秀教研成果一等奖；

2. 2013 年度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3. 2014 年学院首届“教学名师”评选中获“学科带头人”称号。



（序号：2）（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金星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0.1

学历 研究生 职称 副教授 电话

学位 硕士 职务 主任助理 手机 18980887469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E-mail 962113166@qq.com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专业法语教学 外贸法语 工程技术法语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2012.1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训练营；

2.2015.12“外语+”川渝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研讨会；

3.校本培养，参加“工程技术法语”专题系列讲座；

4.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会专门用途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5.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会工程技术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6. 2016.06.03-04 参加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主办的“创新创业基础

课程的设计理念和教学方法”专题研修班。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 指导学生创办“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为学生从翻译公司、工程项目处

承接翻译工作提供帮助，牵线搭桥。参与指导翻译 8万字；

2. 2015 年指导学生在中地海外集团喀麦隆 DOUALA 供水项目进行现场法语翻译实

践；

3.在我专业每年举办的“工程技术法语翻译比赛”中指导和训练参赛学生。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1. 2013 年，被四川省教育厅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

2. 2014 年，被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评为“中青年骨干教师”。



（序号：3）（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王衡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7

学历 研究生 职称 副教授 电话

学位 硕士 职务 无 手机 13550803717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E-mail 324021865@qq.com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法语翻译 工商管理 工程技术法语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1988-1989 年涉外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备考相关法律学科；

2.1995-1996 年建筑法规提高班培训；

3.2014 年绵阳市第二届国学智慧“易经与领导智慧”。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 2008 年创办四川变脸王翻译有限公司，历年来承接了法国 ALSTHOM、STEIN 锅炉

公司-四川江油热电厂扩建工程、青岛建设集团 QDCJ-阿尔及利亚市场开拓、中国成

套设备进出口公司 COMPLANT-马里援建、阿尔及利亚 SHERATON 酒店集团公司-工程

建设装修及设备安装等几十个项目的翻译工作；

2.2014-2015 年依托校企合作项目带队 12 名学生在中鼎公司阿尔及利亚奥兰法院

项目进行现场法语翻译实践；

3. 近年来参与指导学生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中承接的工程技术类翻译

工作，指导并交稿 6万字。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无



（序号：4）（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邱枫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4.5

学历 本科 职称 讲师 电话

学位 学士 职务 无 手机 18284554279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E-mail vincent_qf@qq.com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工程技术法语 工法教学 工法翻译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2012.1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训练营；

2.2015.12“外语+”川渝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研讨会；

3.校本培养，参加“工程技术法语”专题系列讲座；

4.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会专门用途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5.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会工程技术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6.2016.10.19-21 参加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校企合作委员会理事单位举办

的“高校转型创新创业指导教师培训班。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 近年来参与指导学生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中承接的工程技术类翻译

工作，指导并交稿 7万字；

2. 2015 年依托校企合作项目带队参与中地海外集团乍得国际商业中心项目（CIA)

一项工程施工现场法语翻译工作；

3. 在我专业每年举办的“工程技术法语翻译比赛”中指导和训练参赛学生。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1. 2013 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组织的教案比赛中获得优秀教案一等奖；

2. 2014 年，第一届“外教社杯”全国高校法语电子教案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3. 2015 年，获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优秀教职工”称号。



（序号：5）（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耿晓芬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6.2

学历 本科 职称 讲师 电话

学位 学士 职务 教研室主任 手机 13540270475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院 E-mail 418942443@qq.com

通讯地址 成都市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法语教学 工程技术法语 工程技术法语翻译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2012.1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训练营；

2.2015.12“外语+”川渝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研讨会；

3.校本培养，参加“工程技术法语”专题系列讲座；

4.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会专门用途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5.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会工程技术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6. 2016.06.03-04 参加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主办的“创新创业基础

课程的设计理念和教学方法”专题研修班。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 近年来参与指导学生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中承接的工程技术类翻译

工作，指导并交稿 4万字；

2. 2015 年指导学生在中地海外集团喀麦隆 DOUALA 供水项目进行现场法语翻译实

践；

3. 在我专业每年举办的“工程技术法语翻译比赛”中指导和训练参赛学生。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1.2012-2013 学年度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2011—2012 学年度所带领的大一教研室被评为“优秀教研室一等奖”；

3.2011 年被评为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工会活动积极分子”；

4.2010—2011 学年度被评为学院“十大杰出青年”；

5.2009-2010 学年《基础法语》教案荣获学院“优秀教案奖”；

6.2008—2009 年度获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mailto:418942443@qq.com


（序号：6）（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赵雪意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5.12

学历 本科 职称 讲师 电话

学位 学士 职务 无 手机 18782940197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E-mail 18696460@qq.com

通讯地址 四川省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法语教学 工程技术法语 工程技术法语翻译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 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 23 日 参加第七期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班；

2.校本培养，参加“工程技术法语”专题系列讲座；

3.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会专门用途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4.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会工程技术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 近年来参与指导学生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中承接的工程技术类翻译

工作，指导并交稿 2万字；

2. 2015 年指导学生在中地海外集团喀麦隆 DOUALA 供水项目进行现场法语翻译实

践；

3. 在我专业每年举办的“工程技术法语翻译比赛”中指导和训练参赛学生。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无



（序号：7）（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倪安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8.7

学历 研究生 职称 讲师 电话

学位 硕士 职务 教研室主任 手机 18980887469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院 E-mail 759079350@qq.com

通讯地址 成都市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法语教学 外贸法语 工程技术法语翻译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2012.1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训练营；

2.2015.12“外语+”川渝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研讨会；

3.校本培养，参加“工程技术法语”专题系列讲座；

4.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会专门用途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5.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会工程技术法语（FOS）分论坛学术交流；

6. 2016.06.03-04 参加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主办的“创新创业基础

课程的设计理念和教学方法”专题研修班。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 近年来参与指导学生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中承接的工程技术类翻译

工作，指导并交稿 5万字；

2. 在我专业每年举办的“工程技术法语翻译比赛”中指导和训练参赛学生。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1. 2014-2015 年被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评为校级“优秀青年教师”；

2. 2015—2016 学年度所带领的大三教研室被评为“优秀教研室三等奖”；

3. 2014—2015 学年度被评为学院“十大杰出青年”。



（序号：8）（多个教师复制表格顺序填写）

基本

信息

姓名 李孟浩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8.5

学历 研究生 职称 讲师 电话

学位 硕士 职务 无 手机 13550138293

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E-mail Morlot529@gmail.com

通讯地址 成都市都江堰市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工程技术 IT 工程 工程施工

参加

创新

创业

相关

培训

情况

1.2012.1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创新创业指导教师训练营；

2.2015.12“外语+”川渝地区国际化人才培养研讨会。

创新

创业

实践

及

指导

学生

实践

情况

请填写本人创新创业实践及指导学生实践情况。

1. 近年来参与指导学生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中承接的工程技术类翻译

工作，指导并交稿 7万字。

所获

奖励

表彰

情况

请写明奖励单位、奖项名称、奖励等级和获奖时间。

无



四、课程描述

课程名称 工程技术法语

学科专业背景 外国语言文学 课程性质 必修课程

授课对象 本科三年级 学生人数 90 人/年 学时学分 132 学时，8 学分

课

程

历

史

沿

革

1.2008 年在全国率先开设。首届 55 名学生。采用国外工程项目的真实文件作为讲义。具

有国外工程技术项目实际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授课。首届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获得

了用人单位的关注和赞赏。

2.2009-2012 年。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构建成体系的教学模块。出版教材《工程技术法语》，

并用于教学。多媒体教学手段进入课堂，增加了图片、动漫、技术视频，丰富了教学手

段，提高了教学效率。开展了课程研究，发表了数篇与课程有关的论文。

3.2013-2016 年。深入研究工法人才的职业生涯规律，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完善工法口译

板块。借四川省“民办院校特色专业提升计划”之力，建成工法翻译实验室。出版工法

研究专著《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进一步优化了教学内容和提高了教学效率。工程技

术法语毕业生走上了需要“法语+工程技术管理”能力的岗位。本课程被列入校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程建设计划。

教

学

基

本

条

件

1.顶层设计支持：学校坚持培养有创新创业精神的、1+n 综合型外语人才的办学方针有力

地支持了课程教学的执行。灵活的用人机制保证了教师合理配备的实现。

2.教学内容形成模块，具备系统的、且对接用人单位需求的《工程技术法语课程教学大

纲》。

3.教师 8 名：包括 1位教授，2位副教授，5位讲师,（含 2 位行业专家）保证了课程教

学目的实现。

4.教材建设：本课程系国内首创，编撰了《工程技术法语》教材，和《工程技术法语翻

译实务》专著作为教辅。

5.教学场所均为多媒体教室，还因课程需要，建有专门的“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验室”。

6.与多家用人单位达成合作，建成学生的海内外实践实训基地。

7.设立了“工程技术法语”博客和微信群，利用雨课堂软件等，实现了教学的互动和教

学的创新。凭此，成功引入翻转课堂、微课等教学方式。



五、课程教学大纲

（含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课程教学内容、重点、难点，课程各教学

环节要求，学时分配，与其它课程的联系，教材及参考教材等。2000 字内，可另附页。）

《工程技术法语》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 课程性质：《工程技术法语》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法语意大利语系法语专业本科

层次学生的必修专业方向课程，开课学期为三年级上、下学期。

2. 课程目的：为创新性地培养与社会、市场、岗位对接的法语专业毕业生，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号召，本课程深化“法语+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改革，培养学生对工程技术各行业的

适应性。学生上岗后，能符合企业“上升快，适应期短”的要求，使学生尽快完成工程技术法

语人才职业生涯三阶段的过渡，成为“懂法语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

3. 课程任务：在大量采用创新授课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双编码理论进行课堂讲授、

引入翻转课堂教学形式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翻译实践，同时配以大量课后实践的方式使学

生掌握重点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术语、技术知识等，培养学生创新性地解决问题和再学习的能

力，使学生具备进入工程技术各行业的基础。

4.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经过两个学期的教学（含 40 实践课时），学生应当基本掌握“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四能力”，

即普通法语知识能力、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通用专业文件格式翻译处理能力和通用工程技

术知识能力。还应基本达到“工程技术法语翻译三原则”的要求，即翻译准确性、翻译逻辑性

和标准汉语的使用。

5. 学时：总 132 学时；4学时/周

6. 学分：8学分

二、课程内容重难点

1. 重点：学生对重点领域专业词汇、通用工程技术知识的掌握以及在校外实践中的应用能

力，对学生创新能力、适应各行业能力的培养。

2. 难点：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创新性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三、与其它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基础法语、法语视听、法语阅读等法语基础阶段课程，这些课程保证



了学生的法语基础语言知识，为本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与本课程有部分交叉内容的其它课程有高级法语、法语翻译。高级法语能够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普通法语知识能力，法语翻译能力，为学生达到“工程技术法语翻译三原则”的要求提供

法语语言方面的保障。

四、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一）理论教学部分（92 学时）：

1. 产品使用说明书（2学时）

学习一般机器的工作原理，掌握使用说明书的文件格式。

2. 产品检验报告（2学时）

学习产品各种指标和特性，掌握有关产品检验报告的文件格式。

3. 生产工艺流程（4学时）

学习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和原理，掌握有关工艺流程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4. 工程技术图纸（4学时）

学习机械零件基本结构，掌握有关工程技术图纸的文件格式。

5. 第五专题 标准（4学时）

学习电气照明等设置，掌握与标准相关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6. 钢材及其它原材料（4学时）

学习钢材的冶炼过程、原理，掌握与钢材相关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7. 油料及燃料（4学时）

学习油料及燃料的主要种类和主要性能指标，掌握与油料及燃油相关的通用工程技术

知识。

8. 采购（4学时）

学习供应相关知识，掌握定单、合同和概算书等契约文件格式及其专业术语的处理能

力。

9. 机械及设备（4学时）

学习机械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掌握关于机械设备性能及操作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10. 电机（4学时）

学习电动机的原理，掌握与电动机相关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11. 电气及电器（4学时）

学习室内电气安装标准、常用输变电设备和避雷装置，掌握关于电气及电器性能特征及

操作规程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12. 仪器仪表（4学时）

学习常用传感器的种类和原理，以及二十余种检测工具的名称和用途，掌握关于仪器仪

表性能特征、精度要求及操作规程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13. 化验室（4学时）

学习化验室常用设备和酸碱测试试验操作流程，掌握关于化验室操作规程的通用工程技

术知识。

14. 销售（4学时）

学习独家销售合同，掌握有关销售合同和流程文件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15. 财务会计（4学时）

学习财务会计涉及的主要专用术语及其含义，掌握有关财务会计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

力。

16. 保险（4学时）

通过对保险的种类及术语，让学生能够读懂并翻译中等难度法语保险文件。学习保险的

种类及术语，掌握有关保险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17. 核电（4学时）

学习核电原理、核电站构成、钠块堆原理，掌握有关核电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18. 堤坝（4学时）

学习堤坝的种类和构成，掌握有关堤坝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19. 建筑设计（4学时）

通过对建筑设计说明书、墙基、地基以及附属工程的讲解，让学生能够读懂并翻译中等

难度建筑设计的法语文件和图纸。学习建筑设计中的墙基、地基以及附属工程，掌握有

关建筑设计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20. 建材及其应用（4学时）

学习常用建材种类、机器设备构词特点，掌握有关建材和机器设备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

能力。

21. 土建施工（4学时）



学习土建施工的各个阶段和水泥砖中穿接钢筋方法，掌握有关土建施工的通用工程技术

知识。

22. 道路工程（4学时）

学习达喀尔-迪亚尼亚迪奥高速公路项目，掌道路工程的通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23. 工程招标（4学时）

学习幼儿园和微缩马戏团展厅工程的招标书，掌握有关招标书的通用工程技术知识。

24. 工程投标（4学时）

学习沃尔韦克市立图书馆建设项目投标书第一标段文件，掌握有关投标的通用工程技术

知识。

（二）实践教学部分（60 学时）

课堂实践（20 课时）：

1. 适应非标准法语语音。（2课时）

2. 工程项目建设主要流程口笔译实践（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验进行）：

（1）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2课时）

（2）招标、投标（2课时）

（3）工程技术图纸（房屋、路桥等）（2课时）

（4）油料、钢材及其它原料（2课时）

（5）土建施工（房屋、路桥等）（2课时）

（6）生产工艺流程（2课时）

（7）机械与设备（2课时）

（8）电气及电器（2课时）

（9）检验报告（2课时）

课后及校外实践（40 学时）：

1. 通过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中承接工程技术类笔译工作，夯实在理论教学部分

的所学知识，掌握在实际翻译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对工程技术各行业的适应性，

并保证足量翻译实践。（法译汉：3万字以上；汉译法：2万字以上）

2. 通过在校企合作的实习基地进行工地项目现场口译实践，提升克服现场口译难题的能力，

掌握工程技术类口译技巧，积累相关词汇，熟悉项目工地实际情况。（现场实习时间：5

周及以上）



五、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

1.《工程技术法语》，沈光临（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沈光临（著），东华大学出版社。

3.《工程技术词典》，李志意，中国电力出版社

4.《法汉工程技术词汇》，范植礼，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5.《国际工程承包分类词汇》，仇道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新编五金手册》，陈勇 潘继民，机械工业出版社

7.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刘骏、傅荣译），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8. 《中国高校法语专业发展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9. 《翻译项目管理实务》，王华伟、王华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0.《翻译项目管理》，吕乐、闫栗丽，国防工业出版社

11. Le petit Compta, C.-E. Godard, S.Godard, P.Pinteaux : DUNOD

12. Le petit de la Banque, Ph. Monnier，DUNOD

13. Le petit Droit des sociétés, L. Siné，DUNOD

14. Le petit Fiscal, E. Disle, J.Saraf，DUNOD,

15. La comptabilité pas à pas, Philippe Guillermic，Vuibert

16. Cours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et seconde, Jean-Pierre Cuq, Isabelle Gruca，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Grenoble

17. Exercices de comptabilité pour les nuls, Laurence Thibault，FIRST

18. Affaires à suivre,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Grenoble, E. Szilagyi

19. La comptabilité facile, Laurent Batsch，Marabout

20. Activités commerciales et comptables,Margaret Pooley, Claude Bétrancourt, Nathan

21. Affaires.com, Jean-Luc Penfornis, CLE



六、教法改革

重点填写教学方法与手段，教材与案例建设，考核内容与方式等改革情况，500 字内。

1. 创新教学方法

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新理念的指导思想下，本课程坚持与社会对接、与市场对接、与岗位

对接，大胆探索教法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法语能力与工程技术知识能力一体化教学，通过法语学会工程技术知识，既提高法语

能力，又习得工程技术通用知识。

（2）将认知理论、教学化转变理论、双编码理论等引入本课程教学，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成绩。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引入翻转课堂、微课等教学形式。

（4）坚持小班小学（30 人以内），得以进行大量课堂实践活动，满足了学与练的要求，强

化了学习效果。

（5）强调学生实际翻译能力、解决实践中问题能力的培养，实践课时达到总课时的 45%。

2. 非同质化的教材

本课程所用教材为全国首创，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教材或专著出版。

（1）12 年出版教材《工程技术法语》，16 年出版专著《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正编撰《工

程技术法语口译教程》。

（2）教材编写路线：不以传授法语语言知识为唯一目的，以创新的“法语+工程技术知识”

为目的，以培养创新性法语人才、实现“一人模式替代二人模式”为目的，以打破法

语人才培养同质化为目的。

（3）坚持以国家外经事业发展为导向，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总体布局。

3. 突出能力评估的考试内容和方法

（1）考核四个板块：法语能力、术语能力、格式能力和工程技术知识能力。侧重评估解决

问题的能力、再学习的能力。不强调过量死记硬背知识的考核。

（2）侧重法语基础能力、通用术语、通用格式和通用工程技术知识能力的评估，不追求法

语语言学、以及某特定领域的专门术语、专门格式和专门工程技术知识深度的评估，

偏重评估学生能适应各个工程技术领域的能力。

（3）开卷考试，可利用词典和工程技术的工具书，也可以借助网络，模拟职场真实场景。

（4）由于平时课堂实践和课后实践较多，故理论课与实践课成绩所占百分比大致按课时量

划分：理论课 60%，实践课 40%。



七、实践训练

重点填写组织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和训练情况，500 字内。

学校和院系都非常重视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和训练。与本课程相对应的创新创业实践实训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的安排和效果：

1. 实践、实训、挂职顶岗

（1）与中地公司、中鼎公司、中轻公司、中水十局、中水七局、中水十六局等十余家承揽

法语国家工程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学生根据就业意愿，可去公司实践一至两个月。

（2）优秀学生根据国外项目需要可去公司国外项目临时挂职实训，根据需要可由教师带队

帮助指导工作。

（3）国内外的实习实训为学生实现工法职业生涯三阶段（学生-翻译-懂语言工程技术管理

的创新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课堂实践活动

（1）课程采取小班教学，让课堂实践活动得以大量展开，在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验室的实

践教学活动尤为突出。

（2）教学素材全部来自工程技术项目一线的真实文件，并且覆盖面广，保证了课堂实践活

动与职场实训的统一性和对接性。

（3）课堂实践须每位学生参加，保证了创新创业实践和实训的覆盖面和训练量。

3. 课后实践活动

（1）翻译真实工程技术文件的翻译比赛，人人参加。每年一次。真实文件的翻译本身就是

一种类似在工程技术项目上的实训。

（2）教师指导学生创办“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工作室”，为学生从翻译公司、工程项目处承接

翻译工作提供帮助，牵线搭桥。并且指导学生从该工作室承接的工程技术类翻译工作，

指导并交稿共计 X万字。

（3）教师指导或带队学生在工程技术项目的现场实践。主要有中地海外集团、中鼎公司在

阿尔及利亚、乍得等国家的工程技术项目。

以上创新创业的实践实训活动为学生提升就业能力、实现创新性就业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有不少学生已经在实习、实践的单位就业，有学生在短短一年就实现职业生涯三阶段的过渡。



八、教学效果

教学效果描述，500 字内。

1.培养了学生翻译工程技术文件的能力,满足了用人单位的需求

工程技术文件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和普通文章。本课程实现了法语+工程技术知识，用

法语学习工程技术知识，让学生具备了翻译工程技术文件的能力，如机械、仪表、建筑施工、

水电气等内容的文件，以及检验报告、标准、定单、合同、概算书、招投标书等文件格式的文

件。正由于此，许多学生成功应聘到承担外经工程的国企央企。

2. 培养了学生从知识到能力的提升，获用人单位好评

本课程除了传授法语工程技术技术知识外，还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比如，不仅让学

生习得法语工程技术术语知识，还培养了学生创新性地化解术语难题的能力。同时还培养学生

能看懂和分析各种工程技术文件、表格、产品检验报告、标准、会计报表等的能力。把知识提

升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满足了用人单位创新型岗位的要求，深得用人单位好评。

3.培养了学生较强的的实际应用能力，多人走上管理岗位

由于教学中采用了真实素材，使用了大量的图片视频，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训练，毕业生

能够直接与社会对接、与用人单位对接、与岗位对接。而且，这个岗位以前是“翻译+专业管

理人员”的二人工作模式，被创新性地升级为“懂法语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的一人工作模式。

有多名学生毕业后不久便担任工程项目的人事经理、物资供应经理、市场部经理、公共关系负

责人等。



九、特色示范

特色示范情况，500 字内。

1.法语专业本科人才传统培养规格和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课程实施了“法语+工程技术知识”一体化教学，能更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能让学生入

职后尽快进入角色，能让学生尽快完成工程技术法语人才职业生涯三阶段的过渡。

2. 教学范式的改革与创新

注重对学生的学习认知进行研究，强调双编码对学生理解记忆的重要性，厘清工法翻译与

术语能力、格式能力以及工程技术通用知识之间的关系，引入微课、翻转课堂，进行大量

的实践训练，保证了教与学的效果。

3. 教师团队建设的创新

凭借灵活的用人机制，选聘既有工程技术项目经验且法语教学水平高的双师型教师，选聘

工程技术项目从业人员任兼职教师，为本课程的开设提供了条件，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和社会反响。

4. 课程教学大纲的创新

坚持进行市场调研，研究法语人才市场的需求，制定出符合社会、用人单位和就业岗位需

求的课程教学大纲。正因为此，现有数家公司每年定点到我校招收工程技术法语的毕业生。

5. 教学资源建设的创新

编撰了适应市场需求的、符合学生学习能力的教材和教辅：《工程技术法语》和《工程技术

法语翻译实务》，这些教材均为国内该领域首创。建成国内首个“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验室”，

配备了工程技术方面的音视频资料，可进行仿真的实战训练，保证了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6. 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创新

始终坚持积极主动联系承揽法语国家工程项目的公司与机构，随时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

不断完善授课内容和调整能力培养方式。



十、课程建设规划方案（2年）

（2000 字内，可另附页）

本课程从开设迄今已 9年，一直坚持教改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课程各方面已经

具备一定基础，但尚需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1.教师团队建设：

（1）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全体任课教师达到双师型教师的要求。

A.通过四川省“民办院校特色专业提升计划”派出两到三名教师去法国工程师学校学

习工程技术的通识课程。强化教师的工程技术知识能力。

B.借助有合作关系的公司项目，选派一至二名教师到法语国家工程技术项目上挂职锻

炼，实际调研工程技术项目对工程技术法语人才的需求，同时提升和更新工程技术

法语知识。

C.通过校本培养提升青年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采用以老带新，跟班听课的方式学习工

程技术法语的教学内容、教法、手段和技巧。

（2）继续引进有工程技术背景的专家进校授课，强化工程技术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规范性和

专业性。

A.引进三到五名工程技术行业从业人员进校兼职授课，进一步打通人才培养和用人需

求的通道。

B.聘用一至二名法国工程师学校毕业的中国研究生。他们既懂法语又懂工程技术，能

胜任工程技术法语的教学。

（3）持续提升教师课程教学水平。

A.参加全国性的研讨会和论坛，以及与课程教学有关的培训。

B.坚持认真开展教研活动，研究用人单位需求，研究课程教学大纲，研究受众，研究

教材、教学参考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梳理教学内容，确立教学目标，找出重、难

点。

（4）举办短期培训班。主要培训内容为工程技术法语的概念，工程技术法语与普通法语、

专门用途法语之间的区别，工程技术法语翻译的基本原则、语言结构控制、体裁与领

域控制、项目管理、能力形成，以及相关辅助工具和校验技巧等，并结合实战经验帮

助课程教师提升授课水平。

（5）课题带动法。科研促教是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方式，因此鼓励老师们以工程技术法语

为研究方向申报科研项目，督促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养成观察、记录、调查、收集、实

验、比较、统计、总结和反思等良好习惯，帮助教师学会运用正向分析、逆向分析和

化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工程技术法语的应用性、时代性、灵活性、效益性和价值性

挖掘出来并进行推广，使得教师在提高自己科研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教学能力。



2. 教材和图书资料建设：

现本课程使用的《工程技术法语》和《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两本教材和教辅，自编并

正式出版发行的，是我院法语专业教材建设已经取得的初步标志性成果。下一步的系统化建设

思路是：

（1）完成《工程技术法语》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使其更符合教学的要求和用人单位的需求。

（2）继续在法语国家的工程技术项目上收集真实素材，与时俱进，补充和完善教学内容。

（3）继续并完成《工程技术法语口译教程》的撰写。完善口译教学模块的教材。

（4）法语语言能力方面：已经出版发行了专四、专八阅读、完型填空、听力和语法十余本

教材；计划于 2017 年 5-6 月份出版发行专八词汇语法和翻译教材；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份出版发行专四、专八写作教材。通过有计划地安排青年教师参与教材、书籍的编

写，来提高课程教师的法语专业水平。

（5）扩充法语专业基本课程相关图书资料：计划从 2017 年 6 月份-2018 年 6 月份继续扩充

法语专业图书资料室，通过购买、受赠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增加图书室有效藏书，并逐

步建立起有效的的图书分类和管理系统，方便教师和学生取阅和查询。

3. 实训基地建设

本专业将进一步完善与现有实训基地的长效合作机制与深度合作机制，并在此基础

上，增加更多和本课程情况相对应的企业，丰富实践教学资源，加强资源整合能力，建立

并完善网络资源库，并充分利用任务驱动教学的实习实训精神，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学生

实践能力。计划在 2017-2018 年度再发展三个大型企业作为实习基地。

4. 工法翻译训练体系建设

推进工法翻译训练的软、硬件建设。收集和补充工法翻译所需的音视频素材。完善工

法翻译实验室的管理办法，提高工法翻译实验室的使用效率，多样化工法翻译能力培养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网络和媒体资源，加强形成性评估在总体测评中的比例，提高

对学生工法翻译能力的标准。

5. 加强课程研究工作

在已经完成四川省 2013-2016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546）“与法

语人才市场对接的法语专业课程设置改革实践”的研究并结题的基础上，继续完成：

B.完成校级重点课题“工程技术法语翻译能力测评的原则研究与实践”的研究，并结题。

C.实施四川省教育厅 2017 年科研项目“四川企业在法语国家开展工程建设项目的机遇、挑

战和对策”的研究，并结题。



十一、学校工作保障（组织、人员、经费、政策）

600 字内。

1. 组织保障

（1）设立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建设领导小组。由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由

教务处处长和法语意大利语系主任任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示范课程的建设

规划和监督规划的执行。

（2）建立课程负责人制度。课程负责人由长期从事工程技术法语教学的法语意大利语系主任

担任，全面负责课程建设工作，同时担任该课程专任教师。

（3）成立课程建设组。以该课程为核心建立课程组,形成以课程负责人为核心,包括课程主讲

教师，法语能力支持教师，行业从业人员兼职教师在内的课程建设团队。课程组成员全

员、全过程参与示范课程建设。

2. 人员保障

（1）保证人员数量充足。该课程建设小组共有八名教师，包括五名双师型教师，两名在校外

有兼职的教师。 教师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成绩突出，曾获得“学科带头人”、“中青

年骨干教师”等多项嘉奖。

（2）小组成员形成梯队。该示范课程建设小组成员老中青齐全，包括 1位教授，2位副教授，

5位讲师,（含 2 位行业专家）年龄梯度合理：50 岁以上两名，40 岁以上两名，30 岁以

上四名。

（3）学缘结构合理。该示范课程建设小组成员当中，一位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三位毕业

于四川外国语大学、两位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一位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毕业于

法国大学。

3. 经费保障

学院根据省教育厅《民办高校重点特色专业质量提升计划》的要求，将法语专业列为四个

重点特色专业之一，进行集中投入，重点建设。从 2015 年至 2020 年，每年将投入约 50

万元用于法语重点特色专业建设。

4. 政策支持

学院有专门的文件明确规定，对于积极参与课程精品示范课程开发和研究的教师在学院优

秀教职工评选、期末业绩考核、教学成果评选、推荐进修以及晋职等方面给与优先考虑。



十二、其它说明

十三、学校审核和推荐意见

同意推荐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十四、专家组评审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十五、教育厅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