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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夏季学期香港学生翻译研

修班项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与香港

城市大学、香港大学以及岭南大学联

合举办，获得教育部“港澳与内地高

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万人计划）”

项目立项资助。本项目将通过线上授

课方式举行，邀请来自上海外国语大

学高级翻译学院和英语学院的知名专

家教授，讲授英汉/汉英笔译、口译、

同声传译等方面的翻译学专业知识及

实务，帮助香港学生提高翻译理论和

实务能力；让香港学生感受香港与内

地翻译课程教学的异同，加强对内地

教学特色和优势的认识。另外，研修

班还将安排两地学生线上学术沙龙，

交流学习心得，增进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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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



考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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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

本项目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缺席项目活

动超过三分之一者，不予结业。 学生进入

线上会议室需注明真实姓名，标注“学校

-姓名”，例如“城大-张三”，以便工作

人员点名。

评估

本项目最后将由专业教师对学生的口译水

平进行评估。



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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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以上安排若有调整，将另行通知。

日程安排



教师简介

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会员。上海外国语大
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教授。自1983年被联合国总部
录用为会议口译员以来，从事专业口译工作近三十年。
其间参加同声传译的国际会议达数千次，涉及的专题种
类数不胜数。并为数百次中美高级别交流做交替传译，
参与的中美部委和省州级单位会谈达几十个。除联合国
以外，还为以下机构提供过口笔译服务：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化学武器公约、
欧盟、亚太经社理事会、美国国务院、美国联邦法院等
机构。

教授，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执行
院长，曾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会管理部口译司
司长，负责领导、规划、管理以联合国六种工作语
文提供的同声传译以及口译人才的培养、考试、招
聘、录取等工作，是至今唯一一位负责所有工作语
文管理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李正仁教授参与指导学
院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培养、国际组织研究、实践
型硕博士研究生教学指导工作，负责学院国际组织
合作与交流、国际合作办学资源开发、国际课程建
设和海外优秀师资引进等。

-5-

李正仁
（瑞士籍）

戴惠萍
（美国籍）



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
院副院长，上海市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一九九一年毕业
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
位，留校任教后又相继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和博士学
位。长期从事文学与翻译学方面的研究。写有专著《奥
斯卡·王尔德文艺理论研究》，另发表有《走出文论研究
的误区》等多篇论文，参与编著《美国文学背景概观》
、《简明英国文学史》和《文体翻译论》；长期从事文
学翻译，译作有《霍比特人》、《美与孽》、《莎乐美
》、《战时灯火》、《我们的村庄》、《勇敢的船长》
、《野性的呼唤》等近四十部，逾五百万字。担任过十
几门本科与研究生课程，现为本科生开设《王尔德戏剧
赏析》、《英语散文赏析》、《笔译基础》等课程；为
研究生开设《文学翻译实践与批评》、《十九世纪英国
散文研究》等课程。

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学专业，研究生学历，
获博士学位。联合国签约资深会议口译员。现任上海
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上海翻译专业学位教
指委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虹口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致公党上外主委、中国译协口译专业委员会委员、
全国翻译人才评价与高校教学促进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会议口译研究、人工智能与口笔译耦合研究
。张爱玲担任上外学术委员会委员，上外口笔译跨学
科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上外高翻-科大讯飞智能口笔译
联合实验室负责人，国际期刊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主编等职，2008年起成为联合国签约会议口
译员，长期致力于会议口译实践、教学和研究工作，
积极促成人工智能与口笔译耦合以及国际组织语言服
务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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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张爱玲

吴刚



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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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英语语言文学博士，高翻学院副教授、博导。主
要担任专业笔译主干课程。主要实践：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BA、EMBA课程翻译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报
告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册报告 、通用电气公司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我们的行动》 、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
英译等；译著有 《隐身人》、《阿斯彭的文稿》、《众生
安眠》、《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四十年》、《在华犹太难民
研究》、《东镇女巫》、《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
、《静物》等。

1982年毕业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英语系，获学士学
位；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研究生班，
获硕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并担任北京大学
文学与翻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多年专职从事翻译工作。
1985年获得全国首届“彩虹”翻译奖一等奖，1992年和
1993年先后获得第四届梁实秋文学奖散文翻译第二名和
第五届梁实秋文学奖诗歌翻译第一名。主要译作有《布赖
顿硬糖》、《叙事虚构作品》、《文学批评方法手册》、
《心灵的激情》等。

1989年获国际加拿大研究会学术交流奖，1991年加
入加拿大国籍后定居渥太华，随后创办“新世纪翻译公司
” (New Epoch Translations & Graphics, Inc.)，十余年
来为加拿大政府部门、北美各国际性组织和企业，以及教
育、法律、金融、医疗等机构翻译了大量实用性的文件资
料，在各类应用文翻译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黄协安

姚锦清
（加拿大籍）



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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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导，主要从事口
笔译研究，研究生口译方向组组长。至今已在多处发表、
出版了论文、译作、教材等。2008年获上外英语口译精品
课建设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0年被评为上外第五届主讲
教师；2013年被评为校级第六届“教学科研型”翻译学学
科骨干；2020年领衔的“基础英语II”入选2020年上海外
国语大学精品课程；2020年获上海外国语大学2020年度
优秀教学奖一等奖。认真灵活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好评，
在学生评教环节，连年获得满分的高度评价。

南京大学博士，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
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美国乔治城大学、俄克拉荷马大
学访问学者，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译协对外
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海外汉学学会理
事、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
。学术研究成果包括《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域
下的翻译研究》（专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2009），《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导引》（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以及《葛浩文和他
的中国文学译介》（专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另外还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翻译研究方面的学
术论文50余篇，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成功申报
中国翻译研究院重点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

侯靖靖

孙会军



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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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香港岭
南大学翻译学博士；曾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获英语
语言文学学士学位，高级翻译学院获翻译学硕士学位。自
博士毕业以来，在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外国语》、Asia Pacific Trans-
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lation Quarter-
ly、Journal of Adaptation in Film and Performance等
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主要研究兴趣：戏剧翻译、
翻译史、翻译教学。目前教授的课程有《英汉/汉英笔译基
础》（本科生）、《翻译研究方法与设计》（研究生），
并任上外英文网副主编及英语学院英华笔译社指导老师。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学督导组副组长，英语学院教授。
1987年入浙江师范大学外语系，1991年获英语语言文学学
士学位；同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
1994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5年开始攻读英语语
言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破格晋升
为副教授，2006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获富布莱特项目赴
美国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斯坦
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进行访学。

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高级英语阅读与写作》（高
级英语参与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美国文学史》（参与
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美国文学选读》和《英国诗歌批
评史》，均深受学生好评。2021年，由他领衔的《英美文学
入门》慕课获得上海市一流课程。自1992年以来，在国内核
心期刊上发表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方向论文40余篇，出
版专著2部，文学名著译著10部。曾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十佳
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校教育奖励
基金等，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的成员。

杨祎辰

吴其尧



教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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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硕士、博士
。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近五年主要担任笔译与口译
课程的教学。曾为新西兰基督城理工学院、美国波士顿大
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目
前主要从事翻译技术、翻译教学方向的研究，已发表近二
十篇论文和报刊文章、出版两本译著，曾任《福布斯中国
》兼职译者，参编多部教材与教辅。2018年度获上外优秀
教学奖二等奖，2019年度获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外国语大
学教育奖励基金教学科研奖（路桥奖）。

英语学院翻译系博士、副教授、交替口译课程主
讲教师、资深国际会议口译，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
协会会员。曾赴 UCLA 访学（2008）、蒙特雷国际口
笔译学院访问学者、客座教授（2013）；为“亚欧经
济论坛”、“浦江创新论坛”和“金砖法律论坛”等
近千场商贸、知识产权法律和教育学术论坛提供高质
量同声传译服务、并为英国教育部长访华（2014），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先生（2016）、现任挪威首相索尔
伯格女士访华 (2017)担任陪同翻译，还翻译了大量社
科类和文学类材料。曾获得“浦江人才”项目资助，
著有《视阅口译的认知研究》（2017）、译著《中国
巨变 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2019），2019年获国
家社科中华汉译外项目《中国人口史》；在《中国翻
译》、《东方翻译》等学术期刊发表口译技巧和评估
论文若干篇、出版《口译技能教程》等口译教材。

赵璧

万宏瑜



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创建于1949年12月，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

市共建、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上外秉承“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校训精神和“诠释世界、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以“服务国家发

展、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为办学使命，致力于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

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办学优势

自建校以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学科优势和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

拥有三个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在QS

世界大学排名等国际指标中位居中国前列，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获评A+（外国语言文学），并列全国第一。

上外着力推进“战略语言”建设，为国家和地方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最急需的关键人才储备。

上外现有授课语种数量已达 49 种，包括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希腊语、

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韩语-朝鲜语、波斯语、泰语、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瑞典语、荷兰语、希伯来语、

乌克兰语、土耳其语、印地语、匈牙利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波兰语、捷克语、斯瓦希里语、塞尔维

亚语、罗马尼亚语、塔吉克语、白俄罗斯语、乌尔都语、普什图语、马来语、爪哇语、巽他语、汉语等 37 

种现代语言，并开设拉丁语、古希腊语、世界语、梵语、古英语、古典叙利亚语、巴列维语、古典纳瓦特语

、阿卡德语、苏美尔语、古典希伯来语、奥斯曼土耳其语等 12 种古典语言和国际辅助语课程。

上外现有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培育]）、1个国家级

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西欧语种群）、10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和21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外国语言文学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教育学、新闻

传播学、工商管理等6个学科列入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其中外国语言文学为A类）。

上外是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也是国际高校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成员，拥有全亚洲首屈一

指的高级翻译学院，已开设全部联合国6种官方语文语对组合，获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全球最高评

级，是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中国唯一位列世界15强的专业会议口译办学机构，英汉语对全球排名第一。

人才培养

上外的人才培养体系层次齐备，现有53个本科专业，涵盖12个本科专业类，包括34个语言类专业和19

个非语言类专业；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教育学、中国语言

文学、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下设4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硕

士、翻译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金融硕士、法律硕士、国际商务硕士、新闻与传播硕士；3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工商管理，下设2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工商管理。

上外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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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研究

上外立足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综合优势，主动对接国家和地方战略，不断传承和彰显外国语言

文学的传统特色，依托政治学全新的学术增长点，汇聚中外高端研究团队，协同创新打造高校学术智库

群，在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全球传播和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上外现有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上海高校智库（中东研究所）、1个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科研基地 / 国家语言文字智库（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1个上海市级重点研究基地（全

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2个外交部共建研究基地（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

）、3个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欧盟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英国研究中心）和20个教育部

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2个教育部国际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中英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中

德人文交流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共建基地（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中心）、2个

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2个上

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中外文化软实力比较研究基地、语言文化圈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基地）

，并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建外国文化政策研究基地，为上海市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分中心单

位。

国际视野

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开展对外交流的高校之一，建校之初就有外国专家在校工作。上外将

国际化办学视为核心发展战略，已先后与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40所大学、文教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建

立了合作关系，是全球首批与联合国总部及各分支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高

校，已先后加入亚非研究国际联盟、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中俄综合性大学联盟、中日人文交流大学

联盟等国际学术联盟。

上外鼓励青年学子放眼世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砥砺成长，充分吸收世界高等教育的优秀成果与先

进经验。上外本科生出国（境）访学比例高达45%（2018年），每年都有千余名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

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公派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或攻读合作学位。上外实施“外专引

智”计划，积极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促进国际科研合作，有超过90%的师资具有国（境）外学习经历

，在校外国专家多达340余人。

上外依托长期教学实践与研究，编写出版各类对外汉语教材，每年有约4000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留

学生来上外学习汉语和相关学位课程，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上外已分别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日

本大阪产业大学、秘鲁天主教大学、匈牙利塞格德大学、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

桑二世大学、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希腊亚里士

多德大学合作开设10所孔子学院，并在墨西哥开设教育中心，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北美和南美，致

力推广中国文化，沟通世界文明。



上外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创建于1949年12月，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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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为办学使命，致力于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

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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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校以来，上海外国语大学始终保持着领先的学科优势和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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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外国语言文学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应用经济学、教育学、新闻

传播学、工商管理等6个学科列入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其中外国语言文学为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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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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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验。上外本科生出国（境）访学比例高达45%（2018年），每年都有千余名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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