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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嵐

英語文體學

邵毅
漢英名譯導鑒與翻譯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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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敏
高級交替口譯

導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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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玉貴
「紐倫滬」金融格局圖
景與上海的戰略選擇

侯靖靖
影視翻譯漫談

導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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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簡介

戴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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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5.22 開班儀式

研修班全體合影

開班儀式 開班儀式—鄢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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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5.25 松江文化調研

佘山國家森林公園

方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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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5.26 杭州文化調研

靈隱寺

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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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1 蘇州文化調研

拙政園

寒山寺

寒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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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3-6.10 教授講座

• 吳剛教授：文學翻譯

• 萬宏瑜教授：背景知識與口譯能力的提升

• 侯靖靖教授：翻譯的聲音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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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3-6.10 教授讲座

• 章玉貴教授：金融格局與上海戰略選擇

• 吳其堯教授：文學翻譯之難

• 趙壁教授：新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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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3-6.10 教授講座

• 肖維青教授：歌詞翻譯初探

• Professor Kizito: Transl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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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7-6.9 上海市文化調研

• 參觀明珠美術館（慕夏展）

老師向同學們介紹美術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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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7-6.9 上海市文化調研

• 參觀明珠美術館（慕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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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7-6.9 上海市文化调研

• 參觀上海城市規劃館&歷史博物館

• 參觀上海中心&中共一大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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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11 滬港學生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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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11-6.13 教授講座

• 孫會軍教授：文學翻譯漫談

• 劉全福教授：英漢對比與翻譯

• 張愛玲教授：口譯技能的進階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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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15 昆山文化調研

巴城文化中心 昆曲工作室

學習昆曲

遊覽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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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16-6.20 學生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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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6.21 結業儀式

結業儀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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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感想

記得在劉全福老師的口譯課上，他給我們分享作為

口譯員必須要見多識廣，多接收不同領域範疇的知識，

才能應對不同口譯工作。我也會學習去多看多聽，比如

說看看TED Talk, Times雜誌等，以準備好翻譯和口譯不同

範疇的文章。另外，我們有機會在口譯的課堂上以普通

話翻譯，讓我們更清楚自己的普通話能力和不足，我也

會準備在香港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以提高自己普通話

的認受性，如果日後有機會的話，也能為別人提供普通

話英語口譯。

谢恩明

我非常感謝城市大學

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為我們

舉辦了這麼有意義的交流

活動，行程很豐富也安排

的非常好，翻譯口譯的課

堂和講座也讓我們獲益良

多。老師們教授們都很用

心地教導我們，也很樂意

為我們解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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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化調研，我們有機會去很多地方深入了解中

國文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昆山的巴城參觀，有一

個環節是學唱崑曲，以前我是學粵曲的，知道崑曲有”百

戲之母“之稱，便對崑曲教學很感興趣，希望以後能有機

會看一次崑劇。

我們也遊覽了上海新天地，在一個充滿歷史感的老

房子中有一個博物館，記述了國共產黨建國的歷史，讓

我們更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風貌。博物館旁邊，有很

多充滿了異國風情的餐廳和咖啡廳，在那裡可以悠閑地

坐上半天，周圍還有很多時尚的購物商場，可以購物逛

街。新天地這個景點不僅融合了中國古今的風貌，還有

中西合璧的特色，我覺得這裡突顯了上海國際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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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一個月的交流中，授課地點包括上海外國語大

學松江及虹口分校，在松江分校與上海本地本科生的上

課時間共七天，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上課，課堂每

節兩小時，當中不包括休息時間。上課時間與城大的不

同，城大的課堂大多時長三小時或是一節五十分鐘的導

修課。在上外，每天早上九時正上課就像回至中學時代

一樣。雖然對於我來說，早起床是有帶點挑戰性的，不

過這也有其好處，就是上課日及時間會比較有規律，可

以有規律地安排課後活動。

上外的講座及課堂的內容比較多元化，當中包括翻

譯及口譯課程，翻譯的比重較多，另外更安排了有關紐

倫滬金融及翻譯的科技及工具的講座，令人大開眼界。

余樂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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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虹口校區期間，獲安排與同樣到上海交流的香

港大學學生一同參與講座，促進了兩所香港大學學生

之間的交流及學習。松江校區的學生主要為本科生，

課程以基礎課程為主，而虹口校區為高級翻譯學院。

當中有一天的下午安排了與虹口校區的研究生的進行

交流活動。得悉上外高翻學院除了提供中英的口譯課

程外，還提供了其他小語種的口譯課程，例如是中文

到日語、俄語、西班牙語、法語等口譯課程。當中有

談及到香港上海兩地的特色、課程上的差異等問題。

我們不但與上外的研究生進行交流，亦有跟來自內地

的城大研究生作出討論。除了星期一至五的上課堂外，

星期六及日都安排了外出活動，作文化體驗及交流，

內容十分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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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之行，我收獲良多。插班上課期間，最令我印

象深刻則是陳瑜老師的口譯課了。與我們在香港城市大

學接觸到的口譯課相比，上外的口譯課更富有激情，授

課內容及方式也更偏向於市場化，更傾向於提供給學生

市場需求的口譯訓練，從而幫助學生更好的接觸市場，

服務市場。不僅如此，上外的口譯課所涵蓋的內容也更

加豐富，從雙語采訪到展會翻譯，從會議口譯到同傳訓

練，都有所涉及，覆蓋面相當豐富。

與插班上課相比，專題講座的主題更為明顯，針對

對象只有香港研修學生，邏輯脈絡更為清晰，與學生的

互動性也更好。在插班上課期間，由於日常課程是貫穿

整個學期的，有個別課程會出現老師講解作業，我們上

課不明所以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專題講座並不會出現，

老師的講解也會根據我們的情況做出調整。比如Kizito教

授的Translation Technology，雖然他已經預先將整個講座

分為大數據、機器翻譯、翻譯技術幾個部分，但課上會

根據我們知識儲備的不同調整側重點，著重講解同學們

不熟悉的領域。

韓佳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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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習，周末我們也去到了周邊城市旅遊參

觀。杭州之行，我們去到了千年古剎靈隱寺，體驗

當地的濃厚的佛教文化，品嘗素食美食；下午我們

在煙雨西湖中漫步廊下，遊船湖中，體會“水光瀲灩

晴光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奇妙意境，欣賞平湖秋

月、三潭映月、花港觀魚等西湖十景，可謂奇妙之

極。

杭州

Transl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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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國語大學，代表

了內地外語教育的最高水平，

是無數學子夢寐以求的地方。

這次能有機會參加上外2019

年夏季學期的翻譯及語言學

研修班，我倍感榮幸，也很

珍惜。

廖紫釵

一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一個月

裏，我們去了許多地方，從車水馬龍的上海，到煙雨

蒙蒙的杭州，既去蘇州賞園林，也去昆山學昆曲；一

個月裏，我們聽了許多課程，從松江到虹口，從筆譯

到口譯，既重溫經典，也擁抱技術；一個月裏，我們

既當學生，上課練習寫作業做報告；也當員工，實地

體驗了一把實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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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想特別感謝一下鄢秀教授，感謝她所做的

所有協調與努力，讓我們四個研究生得以參與到這個

項目中來。我知道這是第一次，所以真的覺得很幸運。

同時也非常感謝上外的老師和同學們，尤其是徐建波

老師和馬可薇、王澤聰兩位學伴，在整整一個月的時

間裏給我們提供了無微不至的幫助與支持，無論是學

習上，還是生活上。

這趟上海之旅，我作為

學生，精進了翻譯理論與語

言學習方面的知識；作為實

習生，鍛煉了實際工作中所

需的各項技能；作為遊客，

領略了長三角地區的美食美

景和風土人情，可以說是給

我在城大這一年來的碩士生

涯畫下了一個圓滿的句點。

相信就算在很久以後，我也

能清楚地記得這一個月在上

外的所學所思，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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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苑瑜

上外的老師十分細心的為我們安排了不同的課程，

當中有本科生和高級翻譯學院的翻譯及傳譯課程，還邀

請了經驗豐富的教授們為我們進行各個專題講座，令我

們獲益良多。我們在上海跳出了舒適圈，在陌生的環境

學習自己本科的知識，許多的課都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而在上海文化貿易語言服務基地的實習實踐中，體

驗了翻譯員的工作。李攀老師特意提醒我們要再三覆核

自己的譯文。與讀書不同的是，職場上譯文中一個微小

的錯誤都可鑄成大錯，因此我們需要認真查證平行文本，

避免出錯。這幾天的實習實踐讓我了解到當譯員的難處

和自己的不足，對翻譯這個行業有了新的體會。

我很榮幸能夠參加這次由

香港城市大學及上海外國

語大學合辦的翻譯及語言

學研修班，在一個新的環

境中學習和成長，獲益匪

淺。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上

海，在一個陌生的城市生

活並學習了一個多月，對我來說是另一番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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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過程當然少不了實地考察，感謝上外安排

了不少的文化調研，帶領我們參觀各個名勝古跡。遠

離都市的繁囂，杭州、蘇州及崑山的考察更令人印象

深刻。在崑山，我們十分榮幸能夠學習中國戲曲之一、

有「百戲之母」之稱的崑曲。同學們認真向老師學習

崑曲的唱腔和拍子，嘗試高歌一曲，是一個難忘的經

歷。

非常感謝鄢秀教授給予我這麼一個寶貴的機會參

加是次的翻譯及語言學研修班，讓我在大三暑假為自

己充值，在挫折與壓力中成長，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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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慧仙

在是次學習之旅中，透過結合讀

萬里書和走萬里路，後學獲益良多。

學生不僅能學會教育外國人漢語的方

法與中國傳統文化知識，更體驗到中

國傳統建築之美。透過實踐活動領略

當地風土人情，在細節上亦體會到香

港與內地的學習差異，能參與是次活

動實屬學生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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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次交流活動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逢星

期六日的文化體驗。我們探訪了蘇州、杭州、上海和崑

山，除卻上海本地外，個人比較喜歡杭州與崑山。西湖

中外聞名，在香港早有耳聞，沒想到這次有機會一窺堂

奧，縱然當天是煙雨濛濛，卻是更添美感。感受到了蘇

軾「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情懷。至於崑山，我們習得的

半曲崑曲令我印象深刻，也喚起了我們年輕一輩保護、

傳承傳統文化的認知。

在崑曲《遊園驚夢》中，在文句上，古代漢語「姹

紫嫣紅開遍」，美得令人讚嘆，然而當翻譯成現代漢語

就成了「紅花紫花開了遍」，所有詩意蕩然無存。其中

我最愛的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將《牡丹亭》中杜麗娘和柳夢梅緣起夢中的邂逅，及後

人鬼殊途，再執手一生的情義娓娓道來，更顯真摯。有

著「永結無情游，相期邈雲漢」的感慨，令

人感動不已。中國古漢語

文化以及傳統戲曲文化，

理應由我們年輕一輩保護，

不能白白造成文化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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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慧珊

在眾多課堂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文化閱讀與

創意次寫作這門課。它完全打破了我對大學課堂的認

知。一開始，老師就關了燈，讓我們閉上眼晴，要求

我們做冥想，回憶我們一生有什麼重大的事件。聽著

音樂聲冥想了差不多十分鐘後，再按照年份寫下重要

的人和事。一開始，我和同學都不知道怎麼回事，直

到老師要我們為自己寫一篇悼詞，這是我始料不及的。

更驚訝的是，老師突然搬了幾張椅子在中間，然後叫

同學出去躺著，而另一位同學則負責讀他寫的悼詞。

我在香港從未有過這樣的課堂經歷，互動性最高的活

動也只是小組討論。相比起來，上外的這堂課新穎又

有趣。

在本次的上海之旅，我不但提升了自己在翻譯以及傳譯方

面的知識和能力，更是對上海以及鄰近的地域有了更深厚的認

識。雖然只有一個月而已，但種種新鮮的體驗實在令我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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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星期六日都有文化調研的活動，去了很多旅

遊景點，也參觀了博物館和展覽。正所謂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親身來的這些景點的經驗比單單看文字

實在是實在得多了，還能體驗當地的文化。在昆山的

時候，我們在昆曲老師的指導下，成功唱了一遍昆曲。

這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忘又好玩的體驗。這令我明白

到上海的發展不但只體現在金融和經濟上，還體現在

文化和藝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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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秋旭

我們在松江校區的第一節插班課程就是由張曼老師

教授的“翻譯文學研究”。那一節課的主題是影視歌曲的

翻譯。張老師深入淺出地跟我們講解了歌曲翻譯的難點

與有趣之處，同學們的反應也是十分積極。如果出現了

同學與老師意見相左的地方，老師就會要求她/他下課與

老師單獨溝通，這在我看來是非常高效率的。因為在香

港，如果課上有同學要與老師討論，那麽勢必會一直討

論到出一個結果為止，不存在老師為了其他學生而中途

叫停的情況。這方面，我覺得上外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鑒。

五月二十一號的下午，我們到達上海外

國語大學松江校區，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夏

季學期翻譯及語言學研修班課程。在松江校

區，我們和英語學院的同學一起

上課，生活，感受上外的學習氛

圍。十天後，我們轉移到虹口校

區，每天聽兩個教授的專題講座，這期間還

穿插了上海及其周邊文化景點的

遊覽行程。這一個月實為豐富又

精彩的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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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靖靖教授的“影視翻譯漫談”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

印象。她跟我們互動很多，選材也是很新穎，從去年大

熱的“我不是藥神”到經典動畫“冰雪奇緣”，都激起了同

學們濃厚的興趣。她給了我們很多建議，告訴我們影視

翻譯的有趣之處，同時也把同一影視片段的中譯與港譯、

臺譯放在一起比較，分析各自的優劣，讓我們直觀地體

會到了好的影視翻譯的魅力。

在研修結束時，我們需要組隊選擇一個主題進行

研究並做報告。我們研究生的同學選擇了機器翻譯作為

研究方向。在此要特別感謝Kizito老師，正是他精彩的

Translation Technology 講座給了我們靈感。現在的商業

翻譯幾乎離不開機器輔助，就連口譯也要開始運用起機

器了。在香港城市大學上課的時候，與機器翻譯相關的

選修課基本沒有，而機器翻譯作為一個全新的發展飛速

的領域，應該被所有翻譯專業的學生所熟知和學習。我

們就這一點對如何利用各種

不同的機器輔助翻譯應用

做了詳細的報告，老師也

就此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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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芊晴

在松江校區裏，我感受到的是同學們對學習的熱

情，對校園生活的喜愛。日語學院舉辦的文化祭更是

令我大開眼界。墻上畫著色彩繽紛的漫畫角色，從課

室飄來使人垂涎三尺的香味，走廊上清脆悅耳的笑聲，

處處洋溢著喜悅與歡樂。頭兩個星期的生活是悠閑的，

是無憂無慮的。而在蘇州，杭州的時光更添上古雅的

情調。

在上海的生活，實在是多姿多彩,使我難忘。回到香港後，

這一段的經歷，總是讓我回味。一個月，說短不短說長不長，

卻恰恰讓我體驗到在上海生活和學習是怎樣的一回事｡在上海外

國語大學的學習經歷，老師的教導，啓發，更使我終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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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兩星期，是在虹口校區學習，上外的教授

們精心爲我們準備了精彩豐富的講座，把他們的經驗

和知識濃縮在3小時裏，傾囊相授。他們一些對翻譯和

傳譯工作的見解及經歷，甚或是做人處事的道理，更

讓我醍醐灌頂，對翻譯及傳譯的工作產生嶄新的觀點。

而在上海市中心的生活則是五光十色，馬不停蹄。在

短短的十四天裏，我們走遍了那裏大大小小的景點，

嘗遍了各色各樣的美食，用盡全身上下的精力。南京

步行街、上海外灘、陸家嘴、豫園、城隍廟、田子坊，

新天地，迪士尼樂園……博物館、畫展、相聲也都走過，

看過、聽過了。雖然這一個月已經結束，可那些教導

卻依然時刻提醒著我，陪著我走接下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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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倩璐

插班學習的課程有翻譯文學研究，翻譯與寫作，

交替傳譯，同聲傳譯等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陳瑜老

師的交替傳譯。在她的一節課上，她先給我們播放了

一段關於農業的新聞，然後讓我們三個人一組，每個

人擔任新聞短片中的一個角色，互相幫助，利用摘

錄的筆記，用英文再現這段新聞。這樣的課堂模式既

充分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度，也讓我們感受到

了真實的口譯環境中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在上海外國語大學為期一個月的研修班結束了。回顧這

一個月，短暫而充實。曾經在上海工作和生活過的我，在這

一個月中，對於這座城市也有了新的認識。這一個月的研修

項目主四部分組成：在上外松江校區的插班學習，在虹口校

區的講座，在上海文化貿易語言服務基地的實習，以及每個

周末到上海及周邊城市的文化調研活動。作為城大翻譯及語

言學系第一批參與這一暑期項目的研究生，我們感到非常幸

運，而這一項目也讓我們收獲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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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習的四天裏，我們做了兩個項目：一是嘗試翻

譯公司目前在進行的翻譯項目，有新聞類，財經類，文

學類等等。二是山西省的介紹，需要我們從不同方面來

搜集整編中英文的介紹，包括經濟，歷史，文化，旅遊

等等。工作下來最大的挑戰是，由於網絡的限制，沒有

辦法去一些網站搜集英文資料，很多時候只能靠自己查

詞翻譯。但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到，平時過於依賴科技，

記憶力卻慢慢退化了。對於一個翻譯來說，科技無疑是

提高效率，輔助工作的好工具，但也不能過於依賴科技，

而是應該不斷充實自己，通過閱讀和練習來提高自己的

知識儲備。

在上外的一個月時間裏，我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中港

兩地學習氛圍和生活習慣的差異。兩地的教學模式各有

千秋，這樣的文化交流活動不僅能讓學生開闊眼界，更

能夠通過親身感受兩地的共同點和差異來取長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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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志軒

在上海的一個月裏，我見證了上海發達和傳統之間

的平衡，親身體驗了上外專業的課堂和教學，讓我獲益

良多。我有幸作為城大的代表，參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

的教學研究，並與當地的教師和學生交流。此外，我們

藉此機會在週末訪問杭州、蘇州和上海市內著名景點。

這些實地考察亦令我對中國歷史、建築和語言方面的傳

統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上外，有專門為第二語言習

得和漢語國際教育而設的課程。而這些課程在城大十分

罕有，因此我把握機會，好好在這個學術領域探索。在

松江校區裏的課程多式多樣，

例如有我未曾接觸過的美國

文學和民俗學，讓我大開眼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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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虹口校區，除了可以體驗研究生的課堂之外，

更可參觀給外國人上的漢語課。這令我們可以親身地

觀察老師如何向外國人教授中文，和在課堂裏的理論

有何不同。通過比較兩種方式，我了解了教師在採用

不同的教學策略時的困境。我也和學生們聊了聊，並

討論了他們所面臨的學習困難和中文問題。在一個中

級水平的課堂觀察中，我們非常幸運地與學生和老師

談論學習和教學經歷。我在課堂上認識了來自美國的

Michael，他今年28歲，由於他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

所以他辭掉了工作，毅然來到中國學習中文，而我也

和他有了深厚的友誼。同學們都來自世界各地，如日

本，韓國，菲律賓和俄羅斯。這樣多元文化背景的同

學來到這裡，都旨在實現同樣的目標——學好中文，

我感到很自豪。我可以說，近年來中文作為一種全球

語言，它的重要性和水平已經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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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製作團隊

主編邱倩璐

編輯鄧秋旭方慧珊

制作這本小冊子的時候，其中兩位編輯已

從香港城市大學正式畢業，即將與最後的校園

生涯揮手作別。經歷完兵荒馬亂的畢業季，記

憶裏我們一行11人在上海度過的短暫一月似乎

已隔數年了——我們都上了什麽課？都去哪裏

玩了？學到什麽了嗎？很多細節已經在我們的

腦海中逐漸淡忘。幸好整編這本冊子的工作，

讓我們好好回憶與梳理了那一個月的點點滴滴

。挑選照片的時候，看著大家或是快樂，或是

疑惑，或是專註的表情，相信在上海的經歷對

於參與項目的每個人，都會是特殊而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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