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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 離港赴滬 

5月 22日 上午：交替傳譯－戴惠萍教授 

          下午： 參觀上海外國語大學虹口校區 

                與高翻學院學生交流 

5月 23日 同聲傳譯－張愛玲教授(旁聽) 

5月 24日 上午：翻譯技巧－史志康教授 

          下午：與復旦大學學生交流 

5月 25日 參觀上海外國語大學松江校區 

          遊覽江南水鄉朱家角 

5月 26日 口譯技巧及小組報告－王恩銘教授 

5月 27日 上午：學習評估－王恩銘教授 

          晚上：聯歡晚會 

5月 28日 離滬回港 

遊學團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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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愛玲教授和高翻學院學生合照 

與戴惠萍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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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恩銘教授合照 

與史志康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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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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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心聲

︻的心 
在上外的短短數天，我看到了城大和上外在翻

譯及傳譯的教育方法和環境上的差別。在我修讀過

的城大傳譯課程裡，我發現導師偏向理論教育和自

身經驗分享。然而我在上外看到的教育是，大部分

的導師都著重課堂上的傳譯練習，和學生之間的互

動，會立即就學生的表現給建議。後者的教育方式

比較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透過和上外碩士班的

學生交談，我知道他們的老師偶爾會佈置一些情景

練習給學生，在傳譯課上做角色扮演，像是辯論和

開會等，讓學生能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情況下練

習傳譯。這聽上去非常吸引，這樣上課肯定能令學

生更加投入。第二個不同的是教育環境。上外的傳

譯課室設備齊全又專業，不少傳譯課室都具備優質

的隔聲傳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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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莉 Lily 

我覺得良好的隔聲傳譯間對世界上任何一個

傳譯課程來說都很重要。因為這一個空間能讓學

生投入到傳譯的真實情況，一個設備良好的課室

可以提升學生的表現。雖然城大的傳譯課室有高

端設備，可是卻沒有好的隔聲傳譯間，在這方面，

我覺得學校可以參考上外的課室加以改進。 

經過這次到上海遊學，我除了從上外的諸位教

授身上學到翻譯和傳譯上的知識以外，還有一些

課外學到的東西都讓我終身受用。還有那些我在

交流中認識的朋友，在校園內認識的外國交換生

都為我這次的遊學增色不少。這上海遊學團籌備

仔細，令參加的學生獲益良多。我非常希望類似

的課外教學活動能一直舉辦下去，或是多增加數

量和種類，讓城大的學生能擁有更多的機會放眼

世界，增廣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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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八天的旅程轉眼便過去，途中拍下的照

片，抄下的筆記，化為段段美好的回憶，留在我

的腦海裡好讓我慢慢回味。每天的行程都很充

實，我跟其他同學們參觀了上海名勝，看到上海

繁華璀燦的一面；又與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復旦大

學的學生交流，了解他們學習讀書的心得。雖說

每天大清早便要起來上課，但每節課都十分精

彩，無論是要動筆做的、動口說的、還是旁聽的，

我都能學到很多實用的知識…… 

內地的學習環境很不錯，硬件設備都很齊全，

同聲傳譯室與現實工作環境也很相似，而教傳譯

的老師們全都經驗豐富，清楚了解學生的學習需

要，能針對個別同學的問題給予適當的提議，這

就是小班教學的好處。香港的學習環境在設備上

可能不及內地的齊全，而且班上的同學比較多，

老師很難根據每個同學的水平設計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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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彥雯 Mandy 

也不可能每個星期都給同學建議，但學生接觸英語

的機會卻比較多。另外，內地學生都很主動學習，

下課後願額外花時間相約練習傳譯技巧，這樣可以

互相學習，進步應該會比較快。普遍香港學生習慣

獨立學習，以我自己為例，我通常會自己做錄音，

看報紙來改善我的傳譯水平…… 

總的來說，我覺得我在翻譯和語文方面的確有

一點進步，我對中英文諺語有了更深刻認知和理

解。我在說普通話時的自信心提升了，做翻譯時也

懂得考慮各方面的問題，亦會更注重讀者的需要。

此外，當遇到有外國人問路，而保安員又不會說英

語時，我也會主動上前幫忙。雖然這些都是很微不

足道的小事，但我相信，憑著每次積累下來的經

驗，我將能學會如何當一個出色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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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翻學院的碩士生作交流。那位學姐叫

Jane，來自東北，她的英文發音很標準。她跟我組

分享了在上外讀的科目以及平日的學習，原來每天

她自己也會花上三小時練習傳譯，讓我們很是驚

訝，感覺上內地學生的生活很刻苦、努力。而且，

他們個人的邏輯思維比香港學生成熟…… 

……我們有機會旁聽張愛玲教授的同聲傳譯

課，從耳筒內親耳聽到高翻學院學生的漢英及英漢

的同聲傳譯。他們的上課模式是老師先說題目及一

些內容，然後同學們一個個進入自己的「傳譯廂」

內，等待講者開始說話，再即時傳譯。過程中每位

老師會聆聽兩位學生的表現。當中有兩名外國男學

生，他們的普通話比我還要標準。我還記得當天課

堂的題目是有關中國歷史、美國夢，還有匯豐銀行

的高層會議。 

基本上，差不多每位學生在進行傳譯時，都有如

講者演講似的。不但聲線清楚、語速跟講者一致，

而且所有人都操流利英語、記憶力強、反應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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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蓉芬 Yuna 

我一邊聆聽，一邊不禁在心中暗嘆：這群大學生真

的很厲害…… 

離港前一天晚上，王征先生特意到銀樂迪頒發

證書給我們十一位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學生，令我

們深感榮幸。整趟上海交流之旅，除了要感謝上海

外國語大學每位老師的悉心教導外，還要感謝曾照

顧和幫助我們的人，如顧老師、Christine、Grace、

旅遊巴士司機，以及我們最敬愛的鄢老師。 

在這短短八天中，我比平常多說了普通話，不

敢說大有進步，但最少有跟上海當地人溝通一下

下，是難忘的體驗。做報告的時候，一直有特別留

意路上的招牌、標誌，因此明白到文化認知對翻譯

有很大的影響。要走翻譯這條路，就必須對兩種語

言及兩國文化有充分認識，否則，怎能翻出好作品

呢？ 

23 



24 
 

 

這次我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學習經歷非常難

忘。上外高級翻譯學院的老師除了為我們準備了實

用的課堂內容外，還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怎樣學

翻譯和口譯的心得。比方說，戴惠萍教授提醒我

們，一個口譯員應該是健談以及充滿活力的。他的

話給了我很大的提醒，叫我重新思考平常應該怎麼

樣才能跟別人溝通得更好。另外，張愛玲教授建議

我們在做同聲傳譯的時候要抓前後主要信息，只有

把邏輯和整體結構弄清楚，才能把口譯做好。史志

康教授則教了我們許多漢語諺語的英語翻譯，也向

我們展示了他自己創作的漢英對譯諺語，令我獲益

良多。最後，王恩銘教授為我們的報告提供了很多

寶貴的意見，同時也告訴我們一些英語單詞在使用

上的細微差別也許會給譯文的意思帶來很大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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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翠儀 Elise 

高翻的學生十分刻苦，下了課也不忘努力裝備

自己成為專業譯者，每天花整整三個小時練習口

譯，真是叫我萬分佩服。 

我們雖然只有一個下午的時間交流，但是我們

深入探討了很多話題，例如怎樣加強自己的口譯能

力等等。另外，她們也很樂意跟我們分享宿舍生活

的點點滴滴…… 

雖然這次的交流團只有一個多星期，但是我覺

得自己的翻譯和口譯技巧都有一點點進步。上外老

師所提到的翻譯技巧叫我印象深刻，我會在以後翻

譯漢語或英語文章的時候，試著運用那些技巧。另

外，我變得對自己更有信心，不再像以前那樣害怕

上口譯課，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害怕別人批評我的口

譯技巧。當然，我現在還不能夠用非常流利的普通

話進行口譯，而這也是我需要多多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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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四天的課中，每課所學的雖然都不盡相同，

但都是對於我們翻譯及傳譯系學生十分有用的。第

一課是由戴惠萍教授指導的交替傳譯課，戴惠萍教

授曾任聯合國的即時傳譯員多年，即時傳譯對戴教

授來說可算是爐火純青。戴教授除了向我們展現了

一些口語傳譯的技巧外，還一一指導了同學的口譯

練習，讓同學可以從而改善自己的不足，提高口語

傳譯的準確度。第二課是旁聽張愛玲教授的即時傳

譯課，當時上課的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翻譯系碩士

生。雖然我們只是在旁邊聽課，可是對於翻譯及傳

譯本科生的我們來說真的獲益良多。同學們於課堂

上認真地進行即時傳譯，如同在進行真正翻譯工

作。我認為同學們上課的模式以及態度十分值得我

們學習。第三課是由史志康教授演講的翻譯技巧

課，史教授向我們教授了多個和中文諺語對應的英

文短句，不但對我們的翻譯有幫助，還讓我們學到

了更多西方的語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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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敏 Hailey 

最後一課是由王恩銘教授演講的口譯技巧課，

王教授在大學任教多年，在講解口譯技巧上十分清

晰易明，另外，王教授還會在課堂上會提出很多有

趣的例子，令同學能更具體明白。 

在這八天裡，我們除了上課外，還得到了與內

地大學生交流的寶貴機會……一開始見面時，同學

們之間都有點拘謹，可是因為老師給予我們足夠自

由空間與內地的學生交流，加上彼此的年齡相約，

大家很快就能夠自在交談起來…… 在這兩次短暫

的交流中，認識了親切友好的朋友真的令我十分開

心。 

雖然八天七夜的時間十分短暫，可是因為行程

十分充實，感覺在上海度過了比一星期還長的時間

似的，好像已經適應並融入了上海的生活，到了交

流團最後一天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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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在上海交流八天，時間雖短，但獲益良多。

在上外大學上了筆譯課和口譯課，讓我學到了很多

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印象最深刻的，是旁聽同聲

傳譯課，學生的表現非常專業，令人大開眼界，也

讓我明白到兩校學生的差異。此外，在上海遊覽，

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也是非常珍貴的體驗…… 

若比較香港和內地的學習環境，兩者各有優勢，

也有不足的地方。在香港，電子資源比較豐富，可

以容易從不同途徑取得資訊，對學習有很大的幫

助。每年，大學都會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

生，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文化，互相認識和學習。

但相對內地而言，香港的學習氣氛不如內地濃

厚…… 

在上課和參觀以外，我們還要做一份報告，關於

在文化體驗中的所見所聞。我們選的題目是菜單翻

譯，這個題目讓我們特別留意菜單上的譯名，這些

名字有值得借鏡的地方，也有需要改進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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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婷 Jenny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並不難發現與翻譯有關的東

西。若能養成一種習慣，多留意這些生活上的細

節，相信對學習翻譯會帶來一定的幫助。 

在交流團中學到的翻譯、傳譯技巧，對於學習

翻譯有很大的幫助。記得口譯課上老師多次提到，

要等待，要抓住主要的訊息，要理解邏輯關係，這

些都要靠日後多練習才能真正學會如何應用，但記

住了做口譯時也就能事半功倍。 

另外，上海提供了一個以普通話溝通的語言環

境，讓我們有更多機會練習普通話。當地人的普通

話有些會帶點上海口音，說話也特別快，因此在跟

他們溝通時要特別專心地聆聽，訓練自己的聆聽能

力。另外，普通話的口語結構跟廣東話不同，因此

會特別留意自己的用字，避免用了廣東話的表達方

式，同時也會留意其他人的用詞，學習如何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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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上海遊學團非常充實，除了能在著名的上

海外國語大學上課，還能在上海到處遊覽，寓學習

於娛樂，我從這次旅程中獲益良多，也有不少體會。 

在短短八天裡，我們在上外一共上了四節課，做了

小組報告，跟上外高翻學院和復旦大學的同學交

流，也去了朱家角、東方明珠塔、豫園和上海博物

館等等的景點參觀遊覽，每天都過得非常充實愉

快，認識了一些新朋友，也跟同學們建立了更深厚

的感情…… 

我覺得內地和香港的大學都提供了很好的學習

環境，學校裡的設備很齊全，也有很多舒適的地方

讓學生溫習。可是我覺得內地的學生比較專注於學

業，因為他們比較少參加社團活動和做兼職。另

外，他們的學習風氣比較濃，常常會跟同學們一起

練習或溫習，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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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美如 Ada 

我覺得要成為一名出色的翻譯一定要對每個範

疇的知識都略知一二，文化知識更是重要。我們常

常會遇到一些跟地方文化有關的文章，例如是上海

的歷史背景。通過這次遊學團，我對上海的了解增

加了不少，如果日後需要翻譯與上海文化歷史有關

的文章，我能更容易明白文章的意思，把原文的意

思翻譯得更貼切準確。 

只上四節課當然不可能大大提高我的傳譯技

巧，可是旁聽了高翻學生的課和參加學習評估後，

我更清楚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要更努力。在未來

的一年，我會多花課外的時間練習傳譯，上課前多

準備，上課時更專心，希望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作最

後努力，提升自己傳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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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上海之旅，在短短八日間便結束了。時間雖

短，但期間的生活卻是十分充實。除了上傳譯和翻譯

技巧課外，也旁聽了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即時傳譯課，

以及跟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學生進行交

流。另外，在課餘時間，我和同學更走訪上海各處名

勝和大街小巷，享用不同的上海美食之餘，也窺探了

上海當地的風土人情和當地人的生活狀況…… 

隨著對國內的教學方法的了解加深，我更嚮往國

內的教育，不但是由於國內的大學匯集了更多來自五

湖四海的同學，也是由於國內的教育更為緊迫，學生

需在短短一個學期內修讀三十多個學分，足足是香港

的兩倍。雖然有可能是「貪多嚼不爛」，但有道是「熟

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學多總比學少

好…… 

總括而言，是次交流團的各個安排都十分周到，

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課程增進了我的翻譯和口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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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海的學生交流學習心得使我反思自身的不

足，學習別人的長處；上海美食和風土人情讓我更

熱愛中國文化；而翻譯報告亦讓我在翻譯和口譯時

更著重一些平常會忽略的細節，使我以後會深思熟

慮一番，才選擇譯文所用的詞彙，務求盡善盡美，

達到傳情達意的效果。最後，我想在此再一次感謝

鄢老師帶領和安排我們到上海交流，也感謝上海外

國語大學的行政人員和教授為我們安排接送、帶我

們到處參觀、為我們解決各種疑難以及用心教導我

們…… 如果下次有類似的交流團，我都一定會參

加，這不單單是一個中港兩地學生的交流團，也是

堅定我要成為一個翻譯人員的決心的鍛練過程，沒

有參加這個交流團，我永遠都只會做一隻井底之蛙

坐井觀天，不會反思自己的不足，也不會下定決心

努力學習。 

文雪盈 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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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八日的遊學團，校方安排同學早上在上海高

翻學院上課；下午跟高翻學院和復旦大學的學生交

流；自由時間則遊覽上海景點。在這個安排下，我們

能在課堂上學習到有關翻譯及傳譯上的知識，加深體

驗上海文化，更重要的是從香港與上海之間的文化差

異中自我反省。 

在眾多課堂裡，我最難忘的是旁聽張愛玲老師的

傳譯課。第一次聽見張愛玲老師的名字，難免聯想起

文學才女張愛玲，讓人好奇高翻學院裡的張愛玲老師

與前者是否有共通之處。一進課室，我們就聽見老師

嘹亮的聲音，滔滔不絕地向同學講解。那時，心裡覺

得若作家張愛玲是文筆上的才女，那老師則是說話上

的才女。課室內的同學人數跟我們大學傳譯課裡的差

不多，令人驚訝的是班上有兩位外國同學，外國同學

也能好好地傳譯中英語嗎？老師詳細提醒每個同學

要注意的地方後，同學便到傳譯室裡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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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慈 Adelaide 

 

 

BALS Year2 

如果說城大的傳譯室設備已經很好，那高翻裡的設

備就是專業，每個同學也有自己的傳譯室，從傳譯

室的玻璃窗看出去，還可清楚看見講者，與我在視

像看的真實傳譯情景一模一樣…… 

在今次的遊學團中，我所獲得的遠比預期多。

我原本只想到上海練習普通話，希望在這幾天多聽

多說，克服在別人面前說普通話的恐懼，讓自己能

更說出更流利自然的普通話，卻意外的讓我對內地

傳譯教學實踐及傳譯專業的前景發展有更深更廣

的體會和反思。我以為在學校畢業後應該可以當個

傳譯「新手」，但是在參觀及交流以後，才發覺內

地原來有很多人為了當傳譯，正在刻苦耐勞地學

習，也讓我重新認識傳譯是一門認真嚴謹，充滿挑

戰性的專業，絕不是社會一般的認知：只要懂中英

文，誰也可以當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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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整個上海遊學團的安排都很好、很妥善。

我們下榻的酒店非常鄰近上海外國語大學，十分方

便我們上課跟交流。行程的安排也是鬆弛有序，既

能讓我們學習翻譯和傳譯，也能讓我們在課餘的時

間自個兒去發掘上海獨特的文化。我知道這一切都

有賴各位老師和行政人員的努力，不僅把一切的活

動都安排妥當，而且還為我們提供經濟上的資助，

讓我們全體參加者都能無後顧之憂，更積極參與各

項活動。所以，我認為整個遊學團真的讓我們獲益

匪淺…… 

我覺得每一位老師在這短短的課時裡都很認真

的教導我們。他們都準備好教學材料，在課堂裡將

自己對翻譯或傳譯的教學心得傾囊相授，上完每一

節課我都覺得自己是腦袋是滿載而歸的。其中一節

是旁聽上海外國語大學張愛玲教授的即時傳譯課，

這可讓我印象深刻。雖然張教授不時說這些學生在

即時傳譯各有各不足，並一一點評了各人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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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敏儀 Maren 

 

譯技巧，但我自己在聽各位學姐學長的傳譯時，卻

覺得他們每個人都厲害非常，我實在找不出什麼茬

來。我自己雖然完成了大學的翻譯課程，但能力跟

他們相比是望塵莫及…… 

能跟上外傳譯碩士班和復旦大學同學交流，是一

個很好的經驗。正值他們課業繁忙的季節，所以很

感謝他們能百忙中抽空跟我們聊聊天。我們大家各

自談到香港跟上海兩地的翻譯課程編排，也分享了

大家在學業上的問題。總的來說，我認為上海的同

學比我自己在課業上努力的多，也認真的多。整個

遊學團很鼓勵我們自己走出去看看上海的文化和風

貌，所以給予我們的自由度很高，自我探索上海的

時間也很多。這非常好，因為畢竟我們也是大學生

了，自主獨立還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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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八天七夜的上海遊學團已經圓滿結束了，從

各項活動的安排和設計上也可以看到香港城市大學

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老師的用心。在這次遊學團

中，我很榮幸能夠和同學們一同參與上外教授們的

課堂，學習到不少有用的翻譯及傳譯技巧。除了課

堂體驗，我很高興能夠和當地的學生交流，以及到

上海多個地方遊玩，讓我可以更了解上海這個充滿

活力的都市。 

在這八天裡，我和同學們參與了上外高翻學院的

教授所教授的交替傳譯及翻譯技巧課。雖然我們只

是以短期交流生的身份來上課，但是每位教授把我

們看成當地學生一樣，耐心地教導我們…… 

這次交流團對我的學習很有幫助，同時也豐富了

我的閱歷。我在這次遊學團學到了不少有助於翻譯

的重要技巧，也有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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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曉瑜 Emily 

雖然我的普通話可能沒有很大的進步，但我覺得自

己說普通話時比以前更自信，更勇於身處在一個普

通話的環境。另外，我們是在比較趕緊的時間下做

報告，可是整個過程讓我們更留意當地和香港的文

化異同，以及注意到跟同學之間合作的重要。最

後，我希望在此感謝安排這次活動的上外和城大的

老師。他們在課堂編排、交流活動和文化體驗上都

花了不少心思，可以看出他們為我們一群同學做了

不少準備。有賴多位老師的幫助，我們才能渡過一

次開心而難忘的上海遊學之旅。希望未來有機會再

次到上海外國語大學交流，能夠和當地的學生一同

上課，更深入了解這個培育不少翻譯界人才的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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