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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 

合作培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硕士学位课程招生简章（研究方向：翻译学） 

（一）报考条件  

1．考生应是澳门永久居民并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者须具有与内地（祖国大陆）学士学位相当的

学位或同等学历，年龄一般在 40 岁以下。 

3．品德良好，身体健康。 

4．有两名副教授（含）以上或相当于副教授或以上职称的学者的书面推荐。 

（二）报名时间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港、澳、台学生报考的有关规定。 

（三）报名地点及方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局。 

报名时考生须交本人居住地身份证副本；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同一底片的二寸

照片两张；学士学位证书副本(应届毕业生可于录取前补交)或同等学历文凭；大

学本科学位的成绩单。 

（四）考试 

1. 初试科目 

（1）二外葡萄牙语、二外法语、二外日语或二外西语 

（2）基础英语 

（3）普通语言学（含语言学常识与翻译实践两部分） 

三门考试均为笔试。各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三小时。 

2．初试时间、地点 

时间：按教育部规定 

地点：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局指定地点 

3. 参考书 

（1）考试科目普通语言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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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教程》（修订版），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冯庆华主编，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2）考试科目二外葡语、二外法语、二外日语或二外西语的主要参考书： 

澳门理工学院二外葡语授课教材 

《大学法语简明教程》，薛建成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中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现代西班牙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五）复试时间、地点 

初试合格者，进入复试。 

复试方式：通过视频进行英语口试。 

时间：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前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视频会议室 

（六）录取 

根据考生的报名资料、考试成绩及体检结果综合评核后，确定录取名单。录

取结果于 6月中旬由北京语言大学通知考生本人。 

（七）入学 

新生于 9月中旬前报到入学。具体时间由北京语言大学在“入学通知书”中

注明。新生应按时报到，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到者，须书面向学校请假，无

故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报到地点：澳门理工学院 

交费：含学费、相关费用两项，学费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2,000 元； 

相关费用包括教师自北京至澳门的往返旅费、在澳门授课期间的市内交通、

住宿费及其它费用，该费用由学生均摊，每人每年约需交人民币 17,000 元。每

年开学初（9月）交纳上述费用。 

（八）学习年限 

学生的课程学习期限为两年，论文写作及答辩时间为一年，共计三年。因学

分未能修满、未能通过论文答辩以及其它个人原因无法完成学业者可申请延期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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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延期 长不得超过三年。延期毕业者须另交论文开题、论文指导及答辩费用，

每年每人为人民币 12,000 元，及其它相关费用。相关费用包括教师自北京至澳

门的往返旅费及其它费用，该费用由学生均摊，每人每年需交人民币 17,000 元。

每年开学初（9月）交纳上述费用。 

（九）学位 

1．学位授予条件：课程学习合格、学位论文答辩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可获相应的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2．学位授予及毕业证书颁发地点：北京语言大学。  

（十）培养目标 

本项目旨在培养通晓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并能熟练从事英汉－汉英翻译工

作的高层次人才。通过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使学员在翻译实践及与翻译研究学

科关系十分密切的语言学、文学、文化理论的主要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不仅系

统学习翻译的理论及实际操作方法，而且了解对翻译有很大影响的当代语言学理

论和文学、文化理论。 

毕业学生去向的可能选择包括：(1)从事在英汉－汉英翻译方面要求具有较

高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工作；(2)从事要求具有扎实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大

学英语教学工作；(3)申请攻读世界知名大学与语言及翻译研究相关的博士学位；

(4)从事翻译研究及其它相关工作。 

（十一）论文选题范围 

1.英汉翻译实践与理论 2.汉英翻译实践与理论 

3.口译实践与理论 4.翻译理论研究 

5.翻译批评 6.翻译与文化研究 

7.文学翻译研究 8.翻译与语言研究 

9.其他与翻译相关的选题 

（十二）教学计划 

1. 学制: 课程学习年限为两年（共计 24 个月），期间按要求修完所有课程。 

课程学习结束后可以在第三年（共计 12 个月）开始撰写学位论文，并进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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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论文需用英文撰写。 

2. 总学分:研修 12 门学位课程，共 36 学分。 

每门课程 60 学时，其中：面授 40 学时，授课语言为英、汉双语。面授结

束后进行该门课程的闭卷考试，时间为三小时，由授课教师监考；自学 20 学时，

自学材料由授课教师提供，学生必须按教授要求自学完成，并须完成一篇不少于

3000 字的文章。每门课的综合成绩由作业、课堂讨论、课程考试或课程论文三

部分组成，各部分的分数比例由授课教师决定。 

学位课程全部及格后方能进行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学位论文撰写前须确定导

师，在导师的指导下，先完成论文提纲，并通过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的时间是第二学年的 5月底或 6月初。开题组成员由北京语言大学

的三名导师和澳门理工学院的两名导师共同组成，开题方式为视频复试，地点暂

定在北京语言大学。 

3. 学位论文  

（1） 第四学期根据学生的选题为学生指派论文指导老师。 

（2） 第五、六学期为论文撰写时间，论文 后完成时间为 4月 30 日。 

学位论文完成后，学生须赴北京语言大学参加论文答辩（交通、食宿费自理）。 

（十三）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 学时 学分 专业必修课程 学时 学分 

高级英汉翻译 60 3 笔译方法论 60 3 

高级汉英翻译 60 3 语义学导论 60 3 

实用文体翻译 60 3 文体学 60 3 

口译 60 3 西方文论 60 3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60 3 文学翻译 60 3 

翻译理论与批评 60 3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6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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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课程主讲教师（均为全职教师） 

科目名称 主讲教师 

1．高级英汉翻译 李越（副教授、博士） 

2．高级汉英翻译 陈光明（博士） 

3．实用文体翻译 姚虹（副教授、博士） 

4．口译 卢宁（讲师、博士在读） 

5．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沈素琴（副教授） 

6．翻译理论与批评 姚虹（副教授、博士） 

7．笔译方法论 刘和平（教授、博士） 

8．语义学导论 张旭（讲师、博士） 

9．文体学 王振亚（教授、博士） 

10．西方文论 龚璇（副教授、博士） 

11．文学翻译 刘丹（副教授、博士） 

12．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陆薇（教授、博士） 

 

（十五）其它 

本硕士学位课程班招生人数 低为 10 人，不足 10 人原则上不开班；课程负

责人为高明乐（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主任）。有关详情可与北京语言大学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电话：86-10-82303470 

邮政编码：100083 

招生专业目录可在北京语言大学主页上查询，网址为：http://www.blcu.edu.cn 

 

 

 

 



 6

 

（十六）课程开设及学分分配计划 

 

 

 

 

 

 

 

 

 

 

 

 

 

 

 

 

澳门理工学院与北京语言大学合办 

外语语言学及应用语用言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 

课程及科目介绍 

课程介绍 

翻译研究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已经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它以

实践为基础，但却与语言学、文学、文化等人文学科在学理上关系十分密切，是

一门典型的跨学科的学科。本课程以翻译实践为出发点，注重应用性知识技能的

教授，兼顾翻译理论及相关语言学、文学、文化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1）英汉翻译实践与理论；2）汉英翻译实践与理论；3）口译实践与

理论；4）翻译理论研究；5）翻译批评；6）翻译与语言研究；7）文学翻译研究；

科目 种类 学分 

高级英汉翻译 必修 3 

高级汉英翻译 必修 3 

实用文体翻译 必修 3 

口译 必修 3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必修 3 

翻译理论与批评 必修 3 

笔译方法论 必修 3 

语义学导论 必修 3 

文体学 必修 3 

西方文论 必修 3 

文学翻译 必修 3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必修 3 

论文 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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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翻译与文化研究。 

专业必修课介绍 

高级英汉翻译 

本课程涵盖各种语篇和体裁，涉及文学、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教

授全文翻译和新闻编译、摘译、节译等常用技巧，使学生能熟练运用工具书和各

种资源查找翻译所需背景资料和专有名词，能以 300 字/小时左右速度翻译中、

高等难度的英文材料，能评析本人和他人的翻译作品。 

高级汉英翻译 

本课程从汉英翻译的理论及技巧出发，辅以定量的翻译实践，主要侧重汉英

翻译技巧；同时涉及多种文体，如公文文体、新闻文体、广告文体、科技文体和

文学文体等，帮助学生理解中英文文化及语言的差异，培养其翻译意识，使其了

解各种文体的风格差异并掌握基本的汉英翻译方法。 

实用文体翻译 

本课程为英汉互译实践课，以当代功能派理论为指导，使用多种真实英汉语

篇作为翻译实践材料，包括旅游、商贸、科技、法律以及公关宣传等各行各业的

实用文体，以培养学生的实际翻译能力为目标，使其具备良好的翻译职业素养。 

口译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含旅游、经济、贸易、教育、体育、科技、医疗等专

题。通过对学生进行口译基础知识的讲解，如口译记忆、笔记、数字表达等，帮

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口译工作的方式原理和基本技能，胜任中等程度以上的中英文

交替传译任务。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本课程以现有语言学理论以依据，从语义、语法、语篇、语用等角度，对英

语和汉语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引导学生提高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敏感

度，更加准确地辨识翻译文本中潜在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可能有效的翻译方法解

决问题。 

翻译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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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旨在帮助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了解翻译学科的性质、理论流派以及研

究方法，掌握论文写作的基本技能，能查找文献资料并进行综述，了解论文写作

的基本格式，制定论文写作计划，撰写论文大纲或开题报告，按要求撰写学术论

文。 

笔译方法论 

本课程着重讲解、讨论在当今时代下的笔译实践的步骤与方法以及作为职业

的笔译的内容与方法。本课程采用模块式教学，分为七大知识模块：1、笔译入

门；2、笔译理念；3、笔译职业；4、笔译实践；5、翻译质量与翻译服务质量；

6、笔译项目管理；7、面向翻译的术语学。 

语义学导论 

介绍有关意义研究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从逻辑、语用和认知等视角出发来考

察意义在这些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本课程试图培养学习者初步地掌握利用所

学知识独立分析和研究语义问题的能力。 

文体学 

本课程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文体学的定义、对象、范畴以及文

体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部分为实践部分，结合大量实例，分别从字系、语

音、词汇、句法四个方面讲解英语中创造不同文体效果的语言手段；第三部分介

绍新闻、广告、法律、科技英语等四类主要功能变体以及英语小说在字系、语音、

词汇、句法方面的文体特征。本课程对翻译学生识别文本文体、选择和确定翻译

风格和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文论 

本课程介绍俄国形式主义、 新批评、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

等文学理论，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和发展历程并掌握运用理论

分析文本的技巧，要求学生结合文学理论进行文本解读。本课程内容有利于学生

提高对翻译文本的理解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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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 

本课程为翻译硕士研究生的笔译技能训练与实践课程，目的在于加深和强化

学生英汉互译的基本功，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多种翻译策略，提高其对翻译策略的

识别能力和运用能力。本课程着重培养和训练学生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加强其对

不同文学体裁和文体的敏感性和语篇分析能力；二是提高其对多种典型问题的识

别能力与应对策略，从而提高学生实际的翻译操作水平。教学方法主要包括（1）

自省式学习法：学生通过书写翻译日志，总结、分析翻译策略的运用，评价译文

效果；（2）两人小组合作学习法：借助小组讨论的形式，取长补短，互相学习，

改进译文质量。同时，组织课堂讨论、对照阅读、译文评析与修改等教学活动。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本课程主要涉及中西方文化方面的对比，如西方作家与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

和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

（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接受与所产生的影响。本课程将文学置于文化、社会背景

之下进行对比研究，探讨文学和文化作品在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中在本土

和域外所遭遇的情况，试图发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本课

程将为翻译学的文化翻译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