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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首页） 

 

课程名称 工程技术法语 
授课

专业 
法语 

班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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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类别 

  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   专业必修课（ ）   专业方向课程（√）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   专业限选课（ ）  专业任选课（ ） 

课程总学时 
 

132 学时 周学时 
 

4学时 

教  学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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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教材 

教材名称 《工程技术法语》 

编（著）者 沈光临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指定参考书 

 
1. 《工程技术法语翻译实务》，沈光临，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 

2. 自编资料 

 

                                   

 



教  案 

授课章节 第八单元 采购 

本（章）节 

授课方式 
课堂讲授（√）  实践课（  ） 教学时数 4学时 

授 

课 

要 

点 

本 

（
章
） 

节 

教 

学 

目 

标 

通过了解电梯维护合同和概算书的主要内容，掌握与合同和概算书的通

用专业术语处理能力。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重点：订货和定货的差别，权力和权利的区别 

难点：合同条款的理解和翻译 

 

思考题 

或 

作  业 

教材课后练习； 

教师搜集的相关对应练习。 

 



课堂组织 

一、学生分组分别讲解课前要求准备的《Otis新合同》条款： 

    （教材 P59-62页内容：条款 1-16。） 

要求：1. 使用 PPT讲解； 

          2. 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说明条款内的专业术语； 

          3. 先讲解直译的意思，再用准确的中文进行条款内容翻译； 

          4. 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并以百分制计分，换算后计入平时成绩； 

          5. 教师在学生讲解时做笔记，在讲解完后做点评。 

    此训练旨在检查学生的译前准备是否充分，以及检查其使用现代互联网手段查阅资

料以及验证术语的能力。 

 

二、专业术语、缩写解释 

教师对以下专业术语进行解释。 

定单：定单也叫即定货单。是经营主体之间为达成自己的产品目标而进行的物料或半成

品需求请求，并以合同或其它有法律效应的形式的约定。 

合同：又称为契约、协议，是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协议。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

相一致的协议。只有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合同才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

的合同从成立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汇票：汇票是一种无条件支付的委托，有三个当事人：出票人、付款人和受票人。 

出票人（Drawer）：是开立票据并将其交付给他人的法人、其它组织或者个人。出票

人对持票人及正当持票人承担票据在提示付款或承兑时必须付款或者承兑的保证责任。

收款人及正当持票人一般是出口方，因为出口方在输出商品或劳务的同时或稍后，向进

口商付出此付款命令责令后者付款。 

付款人（Payer）：接受支付命令的人。进出口业务中，通常为进口人或银行。在托

收支付方式下，付款人一般为买方或债务人；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一般为开证行或其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21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6190/1251792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657/195956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1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8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2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6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3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2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40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3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778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3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44.htm


指定的银行。 

受票人（Drawee/Payee）：又叫“汇票的抬头人"，是指受领汇票所规定金额的人。进

出口业务中，一般填写出票人提交单据的银行。收款人是汇票的债权人，一般是卖方，

是收钱的人。 

概算书：概算书是询价单的后续。先有询价单，再有概算书。采购人人员将所需要的

材料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位等等信息制成一张单据，这便是询价单。而供应商收

到询价单后，根据材料信息将价格、到货时间、税率、付款条件等情况填写回传，便形

成了概算书。 

 

三、课文讲解 

（1）要求学生按课前预习进行翻译，教师随后立即给出点评。 

（2）着重以下两句长难句的分析，分析时重点为遵循“术语翻译—结构分析—各成

分翻译—标准汉语”的顺序。 

 

第一个长难句：  

Les conditions initialement arrêtées au contrat pourront être modifiées par avenant 

accepté des deux parties. 

1) 这句话是单句。 

2) 难点解释 

les conditions ，initialement, arrêtées, avenant, accepté 

3) 结构分析 

找出一级成分：Les conditions pourront être modifiées 

找出二级成分：initialement arrêtées au contrat 修饰 les conditions；accepté修饰

avenant 

4) 各成分翻译 

http://baike.baidu.com/view/972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9232.htm
https://www.baidu.com/s?wd=%E8%A7%84%E6%A0%BC%E5%9E%8B%E5%8F%B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WmYrAmsrjT1PhRLPHT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1njT3n1bvPW6YrjmzPHnYn0


5) 标准汉语 

标准汉语选择反应较好的学生进行整理，教师随后立即给出点评。 

第二个长难句： 

A défaut d’accord, le Contrat sera considéré comme résilié dans les 6 mois à 

compter du jour de réception de la lettre recommandée du Client informant Otis de son 

désaccord sur les modifications contractuelles proposées. 

1) 确定为单句 

2) 难点解释 

sera considéré comme, résilié, dans les 6 mois 

3) 结构分析 

找出一级结构：le Contrat sera considéré comme résilié 

找出二级结构：dans les 6 mois为主句动词的状语，表示时间；à compter du jour 

de réception de la lettre recommandée du Client 修饰 6 mois； informant Otis de 

son désaccord修饰挂号信；sur les modifications contractuelles proposées修饰 son 

désaccord 

4) 各成分翻译 

5) 标准汉语 

标准汉语选择反应较好的学生进行整理，教师随后立即给出点评。 

 

 

四、课后作业 

Exercices 

1. Traduire en français 

品名 单价 总价 总金额 价格表 付款条件 付款方式 支票 转账 现金 汇票 贴现 定金 品

牌 产品 商品 概算书 提供服务 税前 税后 增值税 先付 后付 公历年 学年 付款  权利 义



务 交货日期  包装方式 售后服务  会计年度 

2. Traduire en chinois 

Article 9 : MODALITE DE DETERMINATION DES PRIX 

9.1 - Contenu des prix 

Les fournitures faisant l'objet du marché seront réglées par application des prix unitaires ho

rs taxes 

prévus à l’acte d’engagement. 

Les prix sont réputés comprendre toutes les charges fiscales, parafiscales ou autres, frappant 

obligatoirement la prestation ainsi que tous les frais liés au conditionnement, et au transport 

jusqu'au lieu de livraison, frais généraux, impôts et taxes autres que la T.V.A., y compris tout

e 

suggestion particulière induite par des circonstances locales et les conditions imposées par l

es 

pièces contractuelles. 

9.2 - Variation des prix 

Les prix sont fermes et définitifs. 

9.3 - Application de la T.V.A. 

Au moment de l'établissement des pièces de mandatement, il sera appliqué sur les prix H.T. l

e 

montant de la T.V.A au taux en vigueur. 

9.4- Frais d’immatriculation 

Les frais de carte grise, pose de plaques ainsi que toutes options nécessaires à l’immatriculat

ion du 

véhicule doivent être chiffrés dans l’acte d’engagement. 

Article 10 : ASSURANCES 

Dans un délai de quinze jours à compter de la notification du marché et avant tout commenc

ement 

d'exécution, le titulaire doit justifier qu'il est titulaire d'une assurance responsabilité civile p

our 

l'année en cours garantissant les tiers en cas d'accident ou de dommages liés à l'exécution du

 marché 

(livraison…) sans limitation de montant. 

Article 11 : DELAIS DE LIVRAISON 

La date de livraison maximale du tracteur et éventuellement de ses options ne pourra excéde

r 3 

(trois) mois après réception du bon de commande ou de l’ordre de service. 

Il est possible de modifier ce délai contractuel à la condition de le mentionner sur l’acte 

d’engagement. 

Dans le cas où les délais ne seraient pas respectés, l’Administration se réserve le droit d’app

liquer 

les pénalités prévues à l’article 7 du présent C.C.P.(cahier des clauses particuliers) 

3.  Distinguer les clauses favorisant au Client ou Otis dans le texte. 

4. 预习下一课（译前准备）。 



填写说明： 

1、教案封面和首页每门课程按授课学期填写，只填一页。 

2、教案内容（第 3、4页）按授课次数或周次填写，平行班教学教案只填写一份。 

3、表中（ ）选项请打“√”；其中“授课方式”一栏可复选，即如果此门课程既有

课堂讲授又有实践课时复选。 

4、“指定参考书”栏，请依次列出参考书名称、编（著）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5、请按照表格中所显示的字体格式填写，封面用“宋体，小三”，正文中文用“宋

体，小四”，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 

6、表格间距可以调整，可另加附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