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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案

周    次 第 6 周，第 1 次课 授课时间  2014 年 10 月 6 日

授课章节 Note-ta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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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notes are, why taking notes and what to take.

3. Ss master signals and abbreviations of notes.

授

课

要

点

教

学

重

点

和

难

点

1、口译笔记是什么？为什么要记笔记？记什么？

2、口译笔记实战练习（段落为主的简单练习）

3、通过复述锻炼短时记忆能力。

思考题

或

作  业

Assig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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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hort-term memory training.



教学内容与组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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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s get to know what notes are, why taking notes and what to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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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是讲解为什么记笔记和记什么），

然后进行段落的笔记练习，学生进行模仿学习。

   B、任务教学法：教师给出中文或英文段落，让学生看着边看边做笔记，教师进行重点的指导和

详细讲解。

Teaching Allotment:
1. Retelling                                                              10 min.

2. Theory Prepa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40 min.

3. Note-taking Practice                                                     30 min.

4. Self-assessment                                                         5 min.

5. Assignments and Q&As                                                   5 min.

                                     
Teaching Procedures
Phase 1 Retelling                                                    10m.
Requirements: Listen to an English recording twice without taking notes, then Ss are required to retell it in 

English with as many details as possible.

原文：Topic: Rain Forests

A representative of an ecological organization is talking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benefits for humans of 

the rain forests. 

Four out of five of all children who got leukemia in 1960 died. Now four out of every five survive. The 

secret of this miraculous change is the rosy periwinkle a forest flower which tribal doctors had used for 

centuries.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has identified more than 2000 tropical rain forest plants with 

the ability to fight cancer. In fact about 40 percent of all drugs given 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owe 

much of their strength to chemicals from wildlife largely from the rain forest. 

Other drags include quinine which comes from a South American tree and drugs to relieve high blood 

pressure are derived from the snakeroot plant from Indian forests. The armadillo of South America is 

helping us find a cure for leprosy. 

The tropical forests also contain large amounts of new foods. For example the winged bean of New Guinea 

is now grown in about 50 different countries. Japanese scientists have found a calorie-free substance in 

Paraguay which is 300 times sweeter than sugar and a coffee free of caffeine has been found in the small 

forests of the Comoros islands. 

Every day we use products from the rain forests--robber spices and oils and of course wood.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the forest plants have been examined for their potential but the remaining 99 percent is 

threatened by our endless search for wood. The South American Indians say the trees hold up the sky and 

if they come down there will be a catastrophe.

听力和复述要求：1、文章结构为总分结构

                2、核心词：a. advantages and benefits of rain forests

                           b. Fight cancer

                           c. Provide new foods

                           d. Products from rain forests

学习目标：这部分主要是培养学生在听力理解的基础上学会把握文章结构，并梳理逻辑，进而目的

语表达的能力。是口译的基础。

                

Phase 2 Theory Prepa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40m

Part 1 Note-taking related theories                                     10m 
Why Note-taking          

• Effort model
• Phase one:
• Interpreting=L+N+M+C
•    L=Listening and Analysis
•    N=Note-taking
•    M=Short-term memory
•    C=Coordination
• Phase two:
•  interpreting=Rem+Read+P
•     Rem=remembering
•     Read=reading note-taking
•     P=production
•

Characteristics of Note-taking
• 1. It is crucial as a technique of CI.
• 2. The objective is to supplement memory efficiently.
• 3. Notes are essentially individual.

What to Take Down?
• 1. The first things: main idea.
• 2. Links between ideas.
• 3. specific point of view of speaker.
• 4. Things you cannot remember: figures, proper names, etc.

Summary
The interpreter’s notes should give at least the main ideas of a speech with the links 
between these ideas, points of views, tense of verbs, and modal verbs; to relieve their 
memory, the interpreter should note numbers, names, dates.



口译笔记的原则

1）听辨为先：保证听懂的前提下才可以去记笔记，要注意听辨和笔记的注意力分配。

2）脑记为主：脑记占 70%，笔记占 30%，要注意脑记和笔记的平衡协调。

3）得意忘形：记的是意思和逻辑关系而不是字词。

4）快速准确：使用精简缩略，用最少的符号代表尽量完整的意义。快速书写但不潦草。

5）清楚易认：书写规范，结构清晰，明确结束。

口译笔记中的缩略和符号（附有笔记符号总表 需打印）

口译笔记中的缩略和符号书写原则应该是好写、易认、意义明确。

1）缩略 abbreviation

写下的缩略语应该是一个意群里的中心词，使用缩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常用词缩略：BJ gov med

专有名词缩略：NATO SOE

前后缀缩略：psbl shpg

固定短语：ASAP ICO FYI

缩略方法：

英文：

取前 1-3 个字母，如 stu 代替 student，sch 代替 school

取音节中的辅音字母，如 dfc 代替 difficult，dfr 代替 different

中文：

取汉字的连笔或简化：如用“ 亻丁 ”代替“停” 

2）符号 symbol

口译笔记中的符号可以是笔记法专用符号、习惯俗成符号、临时符号等。

符号通常用于常用词和逻辑关联词两种：

常用词： □ 国家，○世界，h 主席

逻辑关联词：﹥ ﹤ ∵ ∴ ∈ →

符号的来源：

数学符号：+ - = ≈

箭头：→← ↑ ↓ ↗ ↘

标点符号：？ ！ ：

象形符号： :）

工具符号：$

学习目的：此部分主要让学生对口译笔记有最初的了解，不要觉得它神圣，高不可攀。

Part2 Example Demonstration and Explanation                                  30m

讲话原文（1）

The first is HM Treasury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economic framework and for fiscal policy in 

particular. It is lead by the Chancellor, Gordon Brown who is an elected politician. He is supported by 4 

junior ministers.



  第一层次：顺手一个"1"带圈(不带圈容易误解)。写"财"带圈表示财政部。 至此不难说出："第

一个是财政部"。

  第二层次：顺手划垂直线表示关联，写"全"字加圈，提醒字后有话。此时听到"and…"，知道是

并排关系，一条下斜线，写"P" 加圈，提醒字后有话。此时又听到"in particular"，在右下角重划两

道，表示强调。至此不难说出："财政部负责整体经济框架，尤其是财政政策"。

  第三层次：听到"it is lead by…"，顺手一条左斜线，右拐弯，写"大"加圈，写"GB"，接着划下

斜线联写"选"字。 就此不难说出："财政部由布朗大臣领导。他是当选的政界人士"。

  第四层次：听到"he"，还是他，顺手从"GB"下端再划一条下斜线，表示支持关系，接着写"4"，

如不放心再加"部"。 据此不难说出："他由4位次长支持工作"。

  最后划个圈，顺手一横杆，表示本段讲话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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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如有充裕的时间，教师可让一名学生上黑板做，示范性更强。

Phase 2 Note-taking Practice             40 m

Part 1 Paragraph Practicing                                           30 m

Play a short paragraph twice. Ask some students to try to catch the key words and logical connections 

while practicing note-taking format and techniques. Then interpret it in their own words with the help of 

the notes.

http://www.kouyi.org/uploads/userup/0810/06153S41J1.jpg1. Following the 1997 election, in which the 

Labour Party came to power, the macroeconomic policy framework has been reformed.



  第一层次：一个箭头，加 97，再加"选"，足以帮助短期记忆，说出译文："1997 年大选之后"。

  第二层次：一个"工"加圆圈，提醒"工"字后面还有话。另外，一条垂直线体现出第二层与第一

层有关联。此后一个箭头，再加"权"，足以帮助短期记忆，说出译文："工党上台掌权"。

  第三层次：一个"M"加圆圈，提醒"M"字后面还有话。从短期记忆中回顾出 "宏观经济框架"。

  接着，一条横线体现关联，线后一个"改"字，于是补齐译文："对宏观经济框架进行了改革"。

  最后划圈，带横杆，表示本段讲话到此结束。

  备注：使用的 4 个汉字都经过"理顺"。其中 2 个是一笔成字。

2. The aim of this reform is to help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improve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承上启下：一划从上段的"改"字左斜拉下来，接着往右一拐弯。足以从短期记忆中回顾出："

改革的目的"。

  第一层次：写一个 "框"字。从短期记忆中顺着上文，不难说出："是为了提供一个框架"。

  届此，听到"improved"，随之划一条上行箭头，再补一个"M"加圈， 提醒"M"字后面还有话。

这样就不难说出："以改善宏观经济稳定"。

  若担心"M"不够，则可以加"稳"字，或一条水平横线代表之。

  第二层次：此时，已听到"and economic growth"，于是在"M"之下写"经"字，或"E"外带上弧线。

这就不难说出："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划个圈，顺手一横杆，表示本段讲话到此结束。

  备注：采用了同传里的断句和变通技巧，在"框架"后断句，"improved"翻做"改善"；加"经济增

长"前加"促进"两字完句。

3.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UK economic policy framework, identify the key 

institutions, their leaders and their main responsibilities. There are three main institutions.

  第一层次：首先写一个理顺过的"我"字，一横杆代表所做之事，写一个"特"字加圈， 提醒字后



有话。至此不难说出："我想解释一下"。

  第二层次：谁的特点呢，正好是下一层的意思，于是，划垂直线表示关联，写"U" 加圈代表英

国，接着写"E"，如感不够，再加"P"。既然前面已经写过"框"字，回手一条斜线代表之。 至此已不

难说出："英国经济政策框架的特点"。

  第三层次：此时听到"identify the key…"，警觉到这是与上文排比，立刻从"我"划下斜线，线尾

接着写"机"加圈， 提醒字后有话。据此不难说出："指出主要机构"。

  此时听到"their leaders"，顺手一横杆，写"领"字。

  此时听到"their main responsibilities"，顺手又一横杆，写"责"字。 至此不难说出："他们的领导

人，他们的主要职责"。

  此时听到"there are three main institutions"，顺手划下斜线，写"3"。 据此不难说出："一共有三

个主要机构"。

  最后划个圈，顺手一横杆，表示本段讲话到此结束。

讲话原文（汉语实例）

海关总署3月10日发布的最新统计表明，今年1-2月，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实现全面快速增

长。前2个月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总额达296.4亿美元，增长29.2%，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地位。美国仍居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位置。前2个月，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266亿美元，增长21.5%。

列居第三的日本仍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双边贸易总额达245.7亿美元，增长10.6%。东盟首次

成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前 2个月，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166.3亿美元，增长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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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pret and record a Chinese passage on a welcoming speech..

Feedback and Comments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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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是口译笔记学习的第一课，是了解什么是笔记、为什么做笔记、笔记记什么，让学生慢

慢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始记笔记，为实现语言输出打基础。

2、此部分，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以前觉得神秘的笔记以非常“平民”的姿态出现，让他们觉得新

鲜，有挑战性。

3、但是，由于笔记本身还涉及学生听、动笔习惯、笔记符号熟练度、语言输出的限制，在授课时，

教师还应放慢速度，配合学生，尽量讲详细一些。



附最常用和通用的笔记符号

(Note-taking: Useful Signs and Abbreviations)

1．常用笔记符号：

符号       信息意义

箭头符号

↑         上升；提高；增强；上涨；增长；扩大；起飞；升空；提拔；晋升 （grow, expand, develop, 

rise, go up, increase , ascend, launch, skyrocket, soar, appreciation 涨价, promote, upwards）

↓         下降；下沉；降低；滑坡；轰炸；减少；恶化；降职；削减/裁减（drop to, bomb, jump, 

go down, descend, decrease, deteriorate 腐烂变坏, depreciation 小看轻视贬值减价 reduce, 

downwards）

↗         上扬；渐渐好转（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         下挫；不断亏损（become worse and worse）

→         出口；去；向前；出国；前往；运往；导致；发展成为… （export to, enter, arrive in/at, 

present to, result in, send to, transmit to, lead to, export to, cause）

←         回顾；从前；进口；倒退；来自；源于（come from, originate from, receive from, go back 

to, import from）例如：café ← French 意为: café 源自于法语

数学符号

+          增加；补充；除此之外另外(furthermore, in addition to, with, and, besides, etc)

— 减少；删除；缺乏（minus, lack）

×         表示“不对的，错的，坏的，不好的，臭名昭著的”（incorrect, wrong, bad, inappropriate, 

notorious）

>          超过，大于，胜过，优于（more than, bigger than, surpass, better than, superior to）

<          小于，不足，次于，逊色（fewer than, less than, worse than, inferior to）

=         等于符号（equal) 在听力笔记中相当于“与…一样”（equal to, the same as)，另外可以表

示“是…的对手“（a ri-val, a competitor)等意思。那么，

≠         表示否定意思“不等于”（not equal to )，或者“不是…对手”（no match for）

≈         表示“大约，左右”（approximately, around, about, or so）

∑         总和；总数（total, the total number/sum, totally）

∵         表示“原因，理由”（because, owing to, thanks to, due to）

∴         表示“结果、结论”（therefore,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so）

标点符号

：         表示“说，告诉，认为，宣称，声明，抗议，譬如”（say, speak, tell, declare, announce, protest, 

such as）

?          表示“问题，疑问，问”（question, doubt, suspicious, skeptical, ask）

·         （1）表示“观点，意见，注意，论点”（viewpoint, opinion, idea, point）

（2） 表示不同的时间概念。如用“d”表示“今天”（today)，那么“昨天”（yesterday)即

用“·d”表示，“前天”（the day before yesterday)同理类推，可记为“··d”，3 天前

（Three days ago)可写成“·3d”；“d·”表示“明天”（tomor-row)，“d··”表示“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         表示“惊讶，很重要”(very important, vital, crucial, critical)



( )         表示“包括，在…之中”（including, within, among, inside）

其他符号

⊙         表示会议室的圆桌（round table)，中间的一点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烟灰缸或一个花瓶，

因此整个符号表示“会议，开会”（meeting, meet)，或者“讨论”（discussion)等意思。

∪         这个符号形似一个杯子（glass)，在听力测试记录中可用来表示“协议、协定、合同”

（agreement, contract, Treaty)，因为人们签约时，往往会举杯祝福，非常形象。表示双

边 协 议 （ Bilateral Agreement) ， 三 边 协 议 （ Trilateral Agreement) 或 多 边 协 议

（Multi-lateral Agreement)，也很容易，只要在∪中分别加 2，3 或 m 就可以了，即 2 3

或 m。

><         表示“对立，冲突”（confrontation, conflict）

     表示交流，沟通等（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 表示国家（country, state, nation）

&          和；与；共同；与…在一起；陪同（and, together with, accompany）

√        表示“正确，对，好，肯定，著名，同意，支持”（correct, good, affirmative, certain, well 

known, famous, agree, support）

°         表示“人，人民”(person, people)。如：中°，US°，经°，物°

～         表示“交流，交换，替代，相互”（exchange, replace, mutual, each other）

//          表示“停顿/止，终止”（stop, halt）

 表示高兴（happy, glad, pleased, delighted, enjoy）

∈         表示“属于” (belong to)

☆        星号常表示“优秀、杰出、榜样和重要的”（Outstanding, best, model and important)   

⊕      表示“医院，红十字”（hospital, red cross）TM         商标                     

￡          英镑                     

＄          美元                     

￥          人民币                   

2. 以下是常用的英文字母缩写和汉字所代表的信息：

信息意义                缩略语(Abbreviation)联合国                  UN

安理会                  SC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UNDP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东盟                    ASEA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欧盟                    EU

世贸组织                WTO

世界卫生组织            WHO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洛杉矶                  LA

纽约                    NY



北京                    BJ

上海                    SH、沪/申

香港                    HK

国民生产总值            GNP

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五年计划                5y 计/p

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CN

中国共产党              CPC

人民代表大会            NPC

政协                    CPPCC

社会保障体系            社保/SSS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PICC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COCSO

经济特区                SEZ

国有企业                SOE

合资企业                JV

信息技术                IT

研究和发展              R&D

投资回报率              ROI

外国直接投资            FDI

汇丰银行                HSBC

并购                    M&A

By the way               BTW

As soon as possible        ASAP

其他一些常见表达/短语的所略形式

…主义             …sm

…性               …x

...化                …h

四个现代化         4m

宾馆，饭店         HTL

房间               RM

问候               RGDS

相信               BLV

注意               ATT

承认               ACK

政府               GOV

部门               DEPT

如下               AF

感谢               TKS

你，你们           U

To                 2

Through            thru

Though             tho



首先               1st

其次               2nd

回答               ANS

服务               SERV

市场               MKT

Business            Biz

Economy           Eco

常见国家缩略语

美国               US

英国               UK

法国               F

德国               D（Deutchland）

俄国               R

日本               Jap

韩国               K

新加坡             S

台湾               TW

澳大利亚           AUS

瑞士               Sz

瑞典               SD

奥地利             A

印度               IN

越南               V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