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口译 1》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课程类别：必修课

学 时：总 36 学时；2 学时/周

学 分：

适用专业： 英语

开课院（系）：英语外事管理系

开课学期：三年级上学期

二、教学目标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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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周 口译简介 (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本学期教学计划及要求。

基本内容： 1、介绍本学期教学计划及要求；

2、口译简介：口译的定义和基本特点，口译主要形式、过程、环节；

3、记忆练习：如何成功介绍自己。

重点难点： 了解口译的基本特点及记忆练习。

第二周 听取信息(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准确获取源语信息。

基本内容： 1、理论及技巧；

2、技巧练习：三种错误的饭后习惯，眉毛的功能；

3、口译练习：美国副总统上海复旦演讲。

重点难点： 如何有效获取信息及掌握礼仪性讲话的句型和表达法。

第三周 听取信息(I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准确获取源语信息。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王光亚普林斯顿大学演讲开场白，

公司落成典礼讲话；

2、礼仪常识及欢迎套语。



重点难点： 如何有效获取信息及掌握礼仪性讲话的句型和表达法。

第四周 口译记忆难点总结（I）(2 学时)

目的要求： 口译记忆的难点分析，找到提高口译记忆效率的途径。

基本内容： 1、口译记忆难点介绍及原因分析；

2、技巧练习：飞机上的电磁干扰，中国的旅馆业；

3、口译练习：《福布斯》杂志创始人关于杂志的宗旨和价值的讲话。

重点难点： 如何有效提高口译记忆效率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五周 口译记忆难点总结(I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口译记忆的难点分析，找到提高口译记忆效率的途径。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工艺品公司介绍，《财富》500 强；

2、宴会口译及 24 节气。

重点难点： 如何有效提高口译记忆效率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六周 提高口译记忆效率总结（I）(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提高口译记忆效率。

基本内容： 1、提高口译记忆效率的途径；

2、技巧练习：青少年心理健康面临新问题，

睡觉的姿势与个人性格的相关性；

3、口译练习：英国西敏寺大学介绍。

重点难点： 如何有效提高口译记忆效率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七周 提高口译记忆效率总结(I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提高口译记忆效率。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保持农历新年的核心价值观，

布莱尔访华谈教育交流；

2、菜肴翻译及学历翻译。

重点难点： 如何有效提高口译记忆效率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八周 口译笔记特点和结构安排（I）(2 学时)

目的要求： 口译笔记的结构安排建议及特点介绍。

基本内容： 1、口译笔记的结构安排建议及特点介绍；

2、技巧练习：随团旅游须知，白宫简介；

3、口译练习：温家宝在 15 届世界旅游大会上的讲话。

重点难点： 如何安排口译笔记的结构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九周 口译笔记特点和结构安排(I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口译笔记的结构安排建议及特点介绍。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世界旅游组织简介，现代化与遗产保护；

2、导游口译和中国世界遗产翻译。

重点难点： 如何安排口译笔记的结构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周 口译笔记系统设计（I）(2 学时)

目的要求： 口译笔记的设计和建议。

基本内容： 1、口译笔记的设计和建议；

2、技巧练习：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亚太经合组织简介；

3、口译练习：良好饮食习惯应从小开始培养。

重点难点： 如何进行口译笔记的设计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一周 口译笔记系统设计(I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口译笔记的设计和建议。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国际烟草控制公约，艾滋病的防治；

2、译前准备和复合名词翻译注意要点。

重点难点： 如何进行口译笔记的设计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二周 数字口译难点（I）(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数字口译的难点。

基本内容： 1、数字口译的难点；

2、技巧练习：英汉数字转换和汉英数字转换；

3、口译练习：中欧关系。

重点难点： 如何完成数字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三周 数字口译难点(II) (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数字口译的难点。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和外交为民；

2、口译失误处理和数字化概括词。

重点难点： 如何完成数字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四周 数字记录和表达（I）(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

基本内容： 1、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的方法；

2、技巧练习：单句口译和图表口译；

3、口译练习：倾销与反倾销。

重点难点：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五周 数字记录和表达(I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世界贸易组织常识问答和

胡锦涛在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口译模糊表达策略及表达排名。

重点难点：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六周 理解中的应对技巧（I）(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信息理解中的应对技巧及运用。

基本内容： 1、信息理解中的应对技巧及运用；

2、技巧练习：舒马赫，居安思危；

3、口译练习：极限运动。



重点难点： 如何运用应对技巧完成口译任务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七周 总结与回顾技巧(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口头表述的技巧并运用。

基本内容： 1、总结所学技巧；

2、口译练习：安南在联合国 50 周年大会的讲话。

重点难点： 如何运用口头表述的技巧完成口译任务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八周 考试(2 学时)

四、考核方式

考试（视译、听译）。

五、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

主要使用教材：[1]《新编英语口译教程》 (雷天放、陈菁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2] 《英汉口译技能教程：口译》，（卢信朝主编，旅游教育出版社，

2009）

主要教学参考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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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语口译笔记法实战指导》(吴钟明，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任课教师：陈玉生、刘莎、曾晖

大纲主撰人：陈玉生

大纲审核人：龚航

英语外事管理系

2014 年 6 月

《英语口译 2》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课程类别：必修课

学 时：总 36 学时；2 学时/周



学 分：

适用专业： 英语

开课院（系）：英语外事管理系

开课学期：三年级下学期

二、教学目标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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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周 回顾上学期技巧和相关句型与表达法 (2 学时)

目的要求： 回顾上学期技巧和相关句型与表达法。

基本内容： 1、回顾所学技巧；

2、口译练习：重点词汇和句子口译。

重点难点： 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二周 大会口译（I）(2 学时)

目的要求： 掌握大会致词的基本词汇表达及文化背景知识。

基本内容： 1、对话口译：活动安排

2、句子视译

3、段落翻译：春节

重点难点： 大会致词的基本表达和词汇储备

第三周 大会口译（II）(2 学时)

目的要求： 掌握大会致词模式及翻译方法。

基本内容： 1、作业检查

2、视译

3、交传：博鳌论坛

重点难点： 正式场合使用正式词汇和句型。

第四周 信息时代(I) (2 学时)

目的要求：掌握信息时代的基本词汇和表达

基本内容： 1、作业检查

2、视译：句子

3、视译：段落

重点难点： 学习信息时代的基本表达和词汇储备



第五周 信息时代（II）(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数字口译的难点。

基本内容： 1、数字口译的难点；

2、技巧练习：英汉数字转换和汉英数字转换；

3、口译练习：中欧关系。

重点难点： 如何完成数字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六周 旅游(I) (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数字口译的难点。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和外交为民；

2、口译失误处理和数字化概括词。

重点难点： 如何完成数字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七周 旅游（II）(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

基本内容： 1、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的方法；

2、技巧练习：单句口译和图表口译；

3、口译练习：倾销与反倾销。

重点难点：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八周 环境保护(I) (2 学时)

目的要求：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世界贸易组织常识问答和

胡锦涛在北京《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口译模糊表达策略及表达排名。

重点难点： 如何准确有效地进行数字记录和转换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九周 环境保护（II）(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信息表达的忠实原则及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的取舍。

基本内容： 1、了解信息表达的忠实原则；

2、技巧练习：减肥和做一个幸福的人；

3、口译练习：手机促销。

重点难点： 如何取舍主要次要信息确保忠实表达原意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周 社会问题(I) (2 学时)

目的要求： 掌握社会问题相关词汇表达、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独生子女引发的社会问题

2、句子翻译

重点难点： 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第十一周 社会问题（II）(2 学时)

目的要求：掌握社会问题相关词汇表达、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北京闯红灯现象

2、句子翻译



3、视译：人口问题概观

重点难点： 如何运用语言重组技巧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二周 公共卫生(I) (2 学时)

目的要求：掌握公共卫生相关词汇表达、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如何洗手等

2、句子翻译

重点难点：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第十三周 公共卫生（II）(2 学时)

目的要求：掌握公共卫生相关词汇表达、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下水道获救婴儿出院

儿童节礼物

2、句子翻译

3、 对话翻译：中医针灸

重点难点：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第十四周 教育(I) (2 学时)

目的要求：掌握教育话题相关词汇表达、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听译句子

2、视译

重点难点：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第十五周 教育（II）(2 学时)

目的要求：掌握教育话题相关词汇表达、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听译

2、视译

3、对话口译

重点难点：通过练习复习口译基本技能。

第十六周 话语分析和口译理解 (2 学时)

目的要求： 了解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及其在口译中的运用。

基本内容： 1、口译练习：世界贸易组织不会减少就业机会和加剧贫富差距和

发展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可以取得平衡；

2、商务口译的形式及商务口译基本表达。

重点难点： 如何运用话语分析主要方法完成口译任务及掌握相关句型和表达法。

第十七周 总结学期所学技巧及相关重点词汇 (2 学时)

目的要求： 总结学期所学技巧，归纳和复习难点词汇和相关表达法。

基本内容： 1、总结所学技巧；

2、复习重难点表达法和词汇。

重点难点： 技巧的运用和相关句型和表达法的掌握。

第十八周 考试 (2 学时)。



四、考核方式

考试（视译、听译）。

五、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

主要使用教材：[1]《新编英语口译教程》 (雷天放、陈菁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2] 《口译二阶段备考训练》（陶伟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年）。

主要教学参考书：[1] 《实战口译学习用书》(林超伦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年) 、

[2] 《英汉口译技能教程：语言进修与知识习得》(卢信朝编著, 北

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

任课教师：陈玉生、刘莎、曾晖

大纲主撰人：陈玉生

大纲审核人：龚航

英语外事管理系

2014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