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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级法语专业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法语专业充分利用浙江大学综合学科的优势, 实施跨学科交叉和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

人文素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要培养出符合人才市场需要的高质量的综合型外语人才, 能适应中国

与法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工作，能够从事与法语有关的外经贸、外事、管理、文秘、

教育、旅游、大众传媒和科技研究领域等部门具有创新能力的法语专业人才。 

 

毕业要求 
    要求本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法语国家语言和文化知识，掌握法语表达规律、实践技能和社交能力；在

校学习期间，除掌握本学科专业知识外，应充分利用浙江大学的资源优势，习得其他外语和社科及自然科

学知识；并利用长江金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具体要求如下： 

1、基础学习阶段应认真按照学习法语语言基本规则,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完成课堂作业和课外学习任

务；高年级学习要进一步掌握语言基础知识,而且要逐步提高应用技能,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学会用法语自

我表达思想的方式方法，在口笔译学习过程中积累各方面的知识, 提倡自主学习和互助精神相结合，课本

知识和课外知识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2、在逐步习得法语语言并了解相关国家和地区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提高法语社交能力和社会应对能

力,要求学生尽早接触社会,涉足实践活动,参与外事接待,合资企业等方面的实习；同时要求学生巩固已有

的英语知识，以适应今后工作中多角度、全方位的要求。 

3、掌握文献检索查询的基本方法, 以及科学研究的一些初步的基本思路和初步的研究方法和策略。 

 

专业主干课程 
基础法语精读 法语听说训练 高级法语 笔译实践 法语社交能力培养 法语写作 口译技巧 

 

计划学制  4年        最低毕业学分  160+5/6+4        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学科专业类别  外国语言文学类         

 

说明  辅修专业：28.5学分，修读标注“*”号的课程。 
  

 

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1.通识课程            45+5/42+6学分（专业非零起点学生/专业零起点学生） 

      见人文类（外语）培养方案中的通识课程。其中外语类要求如下： 

 

    (3)外语类            9/6+1学分（专业非零起点学生/专业零起点学生） 

      1)专业非零起点学生            9学分 

    专业非零起点学生的外语类课程最低修读 9学分，其中必修“大学英语Ⅲ”3学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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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学生通过“大学英语Ⅲ”考试后，选修课程号含“F”的课程，以提高外语水平与应用能

力。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年级 学期 

      05110010  大学英语Ⅰ                                      3.0  2.0-2.0  一  秋冬 

      051F0010  大学英语Ⅱ                                      3.0  2.0-2.0  一  春夏 

      051F0020  大学英语Ⅲ                                      3.0  2.0-2.0  二  秋冬 

 

      2)专业零起点学生            7学分 

专业零起点学生的外语类（课程号带“F”）课程最低修读 7学分，其中必修“英语水平测

试”+1学分课程。 

学校安排一年级课程修读计划是“大学英语Ⅲ”和“大学英语Ⅳ”，二年级起学生可申请学

校“英语水平测试”。获得“英语水平测试”+1学分的学生，可修读其他外语类课程（课程号

带“F”的课程），以进一步提高和强化外语水平。具体修读办法参见“浙江大学英语水平考试

实施方案”。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年级 学期 

      051F0020  大学英语Ⅲ                                      3.0  2.0-2.0  一  秋冬 

      051F0030  大学英语Ⅳ                                      3.0  2.0-2.0  一  春夏 

      051F0600  英语水平测试                                    +1.0  0.0-2.0     

 

  2.大类课程            13学分 

      见人文类（外语）培养方案中的大类课程。 

  

  3.专业课程            91/93学分（专业非零起点学生/专业零起点学生） 

    (1)必修课程            70/72学分（专业非零起点学生/专业零起点学生） 

      1)专业零起点学生必修课程            2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年级 学期 

      05123161  法语听说训练Ⅰ*                                 1.0  0.0-2.0  一  秋冬 

      05123171  法语听说训练Ⅱ*                                 1.0  0.0-2.0  一  春夏 

 

         2)必修课程            70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年级 学期 

      05125002  基础法语精读Ⅰ                                  7.0  6.0-2.0  一  秋冬 

      05125011  基础法语精读Ⅱ*                                 7.0  4.0-6.0  一  春夏 

      05124971  法语情景互动Ⅰ*                                 1.0  0.0-2.0  二  秋冬 

      05125021  基础法语精读Ⅲ*                                 7.5  5.0-5.0  二  秋冬 

      05123640  法国面面观*                                     1.5  1.0-1.0  二  春夏 

      05124981  法语情景互动Ⅱ*                                 1.0  0.0-2.0  二  春夏 

      05125030  基础法语精读 IV*                                8.5  7.0-3.0  二  春夏 

      05120821  高级法语Ⅰ                                      5.0  4.0-2.0  三  秋冬 

      05121221  文化与旅游                                      1.5  1.0-1.0  三  秋冬 

      05123661  法语社交能力培养 I                               1.5  1.0-1.0  三  秋冬 

      05123890  口译技巧                                        1.5  1.0-1.0  三  秋冬 

      05124620  法语商务信函                                    1.5  1.0-1.0  三  秋冬 

      05120831  高级法语Ⅱ                                      5.0  4.0-2.0  三  春夏 



   浙
江
大
学
  Zhejiang University 

 
 

 
 

浙
江
大
学
  Zhejiang University 

 
 

 
 

          浙
江
大
学
  Zhejiang University

      05123440  笔译实践                                        1.5  1.0-1.0  三  春夏 

      05123671  法语社交能力培养 II                              1.5  1.0-1.0  三  春夏 

      05123681  法语文学赏析                                    2.0  2.0-0.0  三  春夏 

      05123880  经贸法语                                        1.5  1.0-1.0  三  春夏 

      05120762  法语写作                                        2.5  1.0-3.0  四  秋冬 

      05120842  高级法语Ⅲ                                      5.0  4.0-2.0  四  秋冬 

      05124441  法国问题研究                                    2.5  1.0-3.0  四  秋冬 

      05123700  高级法语 IV                                      3.0  2.0-2.0  四  春 

      05125460  学业指鉴                                        1.0  0.0-2.0  四  春 

 

     (2)选修课程            5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年级 学期 

      05124990  跨文化商务交际                                  1.5  1.0-1.0  三  秋冬 

      05124250  语言学概论                                      1.5  1.0-1.0  三  春夏 

      05196371  法语影视欣赏                                    1.0  0.0-2.0  三  春夏 

      05197360  中法地区文化比较                                1.0  0.0-2.0  三  春夏 

      05197040  法语文体学                                      1.5  1.0-1.0  四  秋 

      05197700  法语高级阅读                                    2.0  1.0-2.0  四  秋冬 

      05125341  法语专业八级                                    2.0  1.0-2.0  四  春 

      05124260  语用学导论                                      1.5  1.0-1.0  四  春夏 

 

    (3)实践教学环节            8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年级 学期 

      05188060  社会调查                                        2.0  +3       二  短 

      05188071  社会实践                                        6.0  +6       三  短 

 

    (4)毕业论文（设计）            8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年级 学期 

      05189010  毕业论文                                        8.0  +8       四  春夏 

 

  4.个性课程             11/12学分（专业非零起点学生/专业零起点学生） 

（1）学生可根据自己意愿和兴趣修读本专业推荐的专业选修课程，也可跨大类自主选择修

读其他大类的大类课程或跨专业自主修读其他专业的专业课程。 

（2）学生境内外交流学习的课程、学分所转换的课程、学分。 

（3）学生修读的各类综合性的分析类系列课程、工程设计类系列课程，以及各类具有专业

与学科特色的科研实践、人文成果、工程设计成果、学科成果等创新创造类系列课程。 

  

  5.第二课堂             +4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