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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H2 翻译（华文）课程由“语言学”与“翻译学”两个部分组成。语言学属于课程的基础知

识，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系统分析中英两种语言的能力。翻译学则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引

导学生掌握翻译理论知识和翻译策略，让学生懂得如何根据翻译任务、翻译环境和翻译对象

适当地进行翻译实践，并提高学生对翻译作品的批判性鉴赏能力。要达到课程预期的学习效

果，学生必须有一定水平的双语能力，否则在语言分析、翻译实践和翻译作品鉴赏方面都会

举步维艰。符合课程选修条件的学生也必须持之以恒地磨练翻译技巧，提升翻译水平。          

H2 翻译（华文）课程框架 

 

本课程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下：  

1. 语言能力以及对语言的敏感度是理解原文和产出译文的基础；  

2. 语言学知识有助于辨析与翻译任务有关的问题；  

3. 翻译策略有助于探讨源语信息转换为译语信息的各种选项； 

4. 翻译理论有助于引导译者根据翻译任务的语境和需要做出最佳选择；  

5. 翻译实践有助于强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提高决策过程的效率；  

6. 翻译的批判性鉴赏能够提高对原文和译文的赏析能力，加强对翻译问题的认识，从而

有意识地培养跨语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等 21 世纪技能。  

上述关系可通过下图的课程框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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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读条件 
 
由于 H2 翻译（华文）要求学生研究和分析中英两种语文的结构原理，也需要学生进

行中译英和英译中的翻译，因此选修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华文和英文水平。H2 翻译

（华文）的选修条件如下： 
 
• 在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会考中，英文和华文考获至少 A2 
或 

• 在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会考中，英文考获至少 A2，高级华文

考获至少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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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H2 翻译（华文）课程旨在培养学生： 
1. 对比分析中英两种语言的能力 
2. 理解与使用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的能力 
3. 精确解读源语文本并通过译语准确表达原意的能力 
4. 批判鉴赏翻译作品的能力 
 
学习成果 

在完成本 H2 翻译（华文）课程后，学生能够： 

1. 针对中英两种语言进行系统性对比分析 
2. 理解翻译理论知识并掌握翻译策略 
3. 进行适当的中英和英中翻译 
4. 掌握翻译批判和赏析的能力 
5. 了解新加坡的独特社会语言环境如何影响翻译实践 
 

考试目标 
 

本科试卷按《试卷结构》编制，但可根据需要，酌情作调整。考试目标如下： 
 
考生能够： 
AO1: 根据指定的语境，适当翻译不同文类的文本，包括中译英和英译中； 
AO2: 辨析翻译领域里中英文在使用上的区别； 
AO3: 有效应用翻译策略、翻译理论和相关术语分析和评论译文； 
AO4: 分析和评论翻译中语境和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和新加坡相关的内容。 
 

试卷结构 
 
本科考试包括两个试卷，时间共 6 小时。 

本科考试的考核语言为中文：除了试卷一的中译英试题外，考生须用中文回答其他试题。 

 
考核模式 
 
本科考试将在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考评局）的电子考试平台上进行。 

考生可以携带印刷版的词库词典、汉语/英汉/汉英词典，以及考评局规定的电子词典进入考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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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格式 
 
试卷一：中译英 （3小时） 
 
本试卷共100 分，由A 、B、C、D 四部分组成。考生须回答所有问题。 
 
A 组：短篇中英翻译（15 分） 

这部分设一个问题。考生须将一篇中文短文翻译成英文。原文选自以下文本类型：广告、说

明书、报章评论。 
 
B 组：长篇中英翻译和评论（35 分） 

这部分设一个问题。考生须将一篇中文扩展文本翻译成英文，并应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相关

领域的翻译理论，对其译文中所涉及的几个特点或某一个特定方面作出评论。原文选自以下

文本类型：报章新闻、报告、演讲稿、评论或文学作品。 

C 组：错误分析及点评－中译英（15 分） 

这部分根据一篇中文短文的英文译文设一个问题。考生须找出并分析译文中的错误，根据题

目要求，应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相关领域的翻译理论进行点评。该短评须以中文书写。原文

选自以下文本类型：广告、报章新闻、报告、评论或文学作品。  
 
D 部分：比较并评论－中译英（35 分） 

这部分根据一篇中文扩展文本的两篇英文译文设一个问题。考生须针对题目要求，应用适当

的翻译策略和相关领域的翻译理论，对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答题时须以中文书写。原文选自

以下文本类型：报章新闻、报告、演讲稿、评论或本地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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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二：英译中 （3小时） 
 
本试卷共100 分，由A 、B、C、D 四部分组成。考生须回答所有问题。 
 
A 组：短篇英中翻译（15 分） 

这部分设一个问题。考生须将一篇英文短文翻译成中文。原文选自以下文本类型：广告、说

明书、报章评论。 
 
B 组：长篇英中翻译和评论（35 分） 

这部分设一个问题。考生须将一篇英文扩展文本翻译成中文，并应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相关

领域的翻译理论，对其译文中所涉及的几个特点或某一个特定方面作出评论。原文选自以下

文本类型：报章新闻、报告、演讲稿、评论或文学作品。 
  
C 组：错误分析及点评－英译中（15 分） 

这部分根据一篇英文短文的中文译文设一个问题。考生须找出并分析译文中的错误，根据题

目要求，应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和相关领域的翻译理论进行点评。该短评须以中文书写。原文

选自以下文本类型：广告、报章新闻、报告、评论或文学作品。  
 
D 部分：比较并评论－英译中（35 分） 

这部分根据一篇英文扩展文本的两篇中文译文设一个问题。考生须针对题目要求，应用适当

的翻译策略和相关领域的翻译理论，对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答题时须以中文书写。原文选自

以下文本类型：报章新闻、报告、演讲稿、评论或本地文学作品。 
 
 
考核评分图表 
 
下表显示各项评价目标所占比重。 

 
 
 

试卷 比重 
考核目标 

评价目标 1 
(AO1) 

评价目标 2 
(AO2) 

评价目标 3 
(AO3) 

评价目标 4 
(AO4) 

试卷一 50% 15% 12.5% 17.5% 5% 
试卷二 50% 15% 12.5% 17.5% 5% 
总计 100% 30% 25% 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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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评分指引 - 试卷一与试卷二 
 
A组 
 
短篇中英/英中翻译（15分）（AO1, AO2） 

• 理解与准确性 【AO1 （8 分）】 
• 语法与文字打写 【 AO1（3 分），AO2（4 分），共 7 分】 

 
理解与准确性 （AO1） 语法与文字打写（AO1, AO2） 

特优（8 分）  
 
对原文理解透彻。全篇译文始终保持信息及语用意义的异常准

确性。选词恰切，语域前后一致。信息高度可信。 
  

特优（7 分）（AO1: 3 分, AO2: 4 分） 
 
几近完美无暇。语法运用得心应手，文字选择十分准确。毫无原

文语法的干扰。  

优秀（6 – 7 分）  
 
对原文有很好的理解。全篇译文始终保持信息及语用意义的高

度准确性。选词及对语域的把握适当。 
  

优秀（6 分）（AO1: 3 分, AO2: 3 分） 
 
对大部分的语法结构处理得非常好。仅出现了少数无关紧要的语

法和/或文字选择的错误，对原文的干扰甚小。 

良好（4 – 5 分） 
 
对原文理解总体上良好，但明显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误解和意

思理解的错误。信息及语用意义准确性甚好。偶尔选词不当及/
或语域前后不一致。可能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信息遗漏及/
或过度翻译的情况，并不影响对文本整体意思的理解。 
 
  

良好（4 – 5 分）（AO1: 2-3 分, AO2: 2 分） 
 
对语法结构的处理大致良好，基本上能够把握一些复杂语句。可

能存在少数较为严重的语法和/或文字选择的错误，但这些错误

并不妨碍信息沟通。受到原文语法一定程度的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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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3 分） 
 
成功地表达原文的信息。能够抓住原文一些微妙的表达，但会

因为对原文的理解不足或策略运用不当而出现错误。虽可能存

在严重的信息遗漏或过度翻译的情况，造成对原文意思的重大

改变，但还不足以改变文本所要表达的整体目的。存在数个语

域处理上的错误。 
  

合格（3 分）（AO1: 2 分, AO2: 1 分） 
 
意思不时受到语法和文字选择错误的影响，但基本结构的表达正

确。对复杂语句的处理存在明显问题。原文语法的干扰也显而易

见。 

弱 （1 – 2 分）  
 
再现了一些基本信息，其他信息遗漏或处理得不准确，反映出译

者在原文的理解上存在严重困难或在处理特定词汇和翻译策略时

的严重问题。此档最弱的情况表现为非常严重的理解、翻译策略

或语域处理上的错误，以致译文无法使用。  

弱（1 – 2 分）  
 
大量语法及文字选择错误，严重损及意思，明显受到原文句法很

大的影响。此档最弱的情况表现为严重的语法和文字错误，以致

译文无法使用。 

0 分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0 分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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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 
 
长篇中英/英中翻译及评论（35分）（AO1, AO2, AO3） 
(a) 翻译（25 分）（AO1, AO2） 

• 理解及准确性 【AO1 （12 分）】 
• 语法及文字打写 【 AO1（7 分），AO2（6 分），共 13 分】 

 
理解与准确性 （AO1） 语法与文字打写（AO1, AO2） 

特优（11 – 12分）  
 
对原文理解透彻。能敏锐发现原文微妙之处。信息表达完全准确。

语域恰当，极少出现词语使用不当和/或技术性错误。表达极为地

道。信息高度可信。  

特优（12 – 13分）  
 
几近完美无暇。语法运用极其出色，包括对复杂句法把握有力，文

字选择高度准确。毫无原文语法干扰。 

优秀（9 – 10分）  
 
对原文有很好的理解，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原文的微妙之处。语域

恰当，只有少数词语使用不当和/或技术性错误，语言表达相当地

道。 
  

优秀（10 – 11分）  
 
大部分的语法结构处理得非常好。仅出现了少数无关紧要的语法 
和/或文字选择的错误，且大都出现在语句比较复杂的地方。原文

语法的干扰甚小。 

良好（7 – 8分）  
 
对原文理解总体上良好，但对原文的微妙之处把握不够得当。虽遗

漏了一些信息，但译文总体可靠。词语使用大体适当，但存在个别

错误（例如：并非故意的语域混杂，技术性错误等）。在翻译手法

的选择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归化译法或音译的使用）。语言

表达尚算地道。可能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遗漏和/或过度翻译

的情况，但不足以严重影响意思。 
 
  

良好（7 – 9分）  
 
对语法结构的处理总体上良好 ，语法和/或文字选择错误不妨碍信

息沟通。大部分语法使用正确，但有些结构处理不够理想和有把

握。受到原文语法一定程度的干扰。 

  



 
9571 TRANSLATION (CHINESE) GCE ADVANCED LEVEL SYLLABUS (2024)  

10  

合格（4 – 6分） 
 
对原文的理解尚可，但对原文的一些基本意思则明显存在误解。对

处理原文较为复杂和较难的部分（例如：摸棱两可之处）比较没有

把握。在翻译手法选择上经常失当，造成译文不准确或不清晰的情

况。在语域处理上一再出错，例如：选择了不适合有关文体的规

范。可能存在严重遗漏和/或过度翻译，因而可能大大改变了原文

的意思，但还不足以改变整篇文章的目的。 
  

合格（4 – 6分）  
 
出现数个语法和文字选择错误（例如：动词搭配，时态等），有些

错误造成意思的不明确。大部分基本结构可以正确表达，但处理较

为复杂语句时则一再犯错。明显受到原文语法的干扰。 

弱（1 – 3分）  
 
只表达了有限的信息，其他信息遗漏或处理得不准确或没有逻辑，

反映出译者在对原文的理解上存有很大的困难，甚至存在基本理解

问题。在词语使用和语域处理上出现很多问题。此档最弱的答卷表

现为对文的理解、翻译手法的运用或语域处理上，都存在非常严重

的错误，导致译文没有使用的价值。  

弱（1 – 3分）   
 
大量出现语法和文字选择上的错误，严重损及意思。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原文句法的影响。此档最弱的答卷表现为严重的语法和文字错

误，导致译文没有使用的价值。 

0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0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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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评论（10 分）（AO3） 

评论 (AO3) 

优秀（9 – 10 分）  
表现出对相关理论概念的扎实掌握。显示对相关结构的翻译手法选择有很强的理论分析能力。准确使用了适当的术语，论点具有说

服力。 
  
良好（6 – 8 分）  
 
表现出对关键理论概念的掌握。使用分析术语时出现一些问题。能够对相关语言结构进行分析性评论，但有些观点没有很好展开。 
  
合格（3 – 5 分）  
 
能够在较为基础的层次对语言结构进行分析性评论。较少使用适当的术语和翻译手法。对语言特点的识别常常有失准确，分析欠

佳。评论有时缺乏连贯性，观点表达简单。 
  
弱（1 – 2 分）  
 
对语言结构的评论能力极为有限，使用的词语极为简单。缺乏适当的概念和评论词汇（例如：语言学或翻译学术语），或者使用错

误。评论不清晰或缺乏逻辑。 
  
0 分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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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  
 
错误分析及点评 （15 分） 【 AO2（6分）， AO3（9分），共15分】 
 
错误分析及点评 （AO2, AO3） 

特优13 – 15（AO2: 5 – 6分, AO3：8 – 9分） 
 
对有关文本进行了全面分析，能熟练使用恰如其分的点评术语或概念。极为有把握地评论不同的错误类型。非常清晰和深刻地解释具体

例子。 
 
优秀（10 – 12分）（AO2: 4 – 5分, AO3：6 – 7分） 
 
评论透彻，总体上能以非常适当的点评术语或概念进行点评。在错误的识别，分类以及具体例子的解释上，具备很好的能力。少数小错

误可能未能完全正确地加以分析，但术语运用总体不错。 
 
良好（7 – 9分） （AO2: 3 – 4分, AO3：4 – 5分） 
 
分析可靠，显示出总体上严谨答问的良好能力。能够扎实地超越基本层次，但较为复杂的问题处理得不够充分。错误识别能力良好，但

一些较为复杂的错误类型可能未察觉、分类出错或解释得不对。表现出应用适当点评语汇的能力，但对一些概念（例如：语言学或翻译

学相关概念）的掌握相当肤浅。 
 
合格（4 – 6分）（AO2: 2 – 3分, AO3：2 – 3分） 
 
表现了一定的点评能力，但分析不仅基本，而且不甚确定。适当的点评术语使用有限及/或不正确。基本错误类型大部分识别正确，但

往往列举而不是评论。对较为复杂错误的识别，处理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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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1 – 3分） （AO2: 1 分, AO3：0 – 2 分） 
 
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只提及一些基本点。理论概念使用极少或未予使用。识别了一些基本错误。较高阶的错误，例如选词含义不当，

未能识别。此档最弱的答卷表现出在分析和组织方面的严重困难，且没有使用适当的点评术语。同时，考生也基本不能识别任何错误，

或误将正确用法识别为错误。 
 
0分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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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组  
 
比较并评论 （35分） 
• 语言学与语境知识【 AO2（9 分）， AO4（10 分），共 19 分】  
• 理论知识 【AO3 （16 分）】 

语言学与语境知识 （AO2 + AO4） 理论知识 （AO3） 
特优（17 – 19分）（AO2: 8 – 9分 + AO4: 9 – 10 分） 
 
对译文进行了异常缜密和有理有据的分析，对文本的差异具有高深

的见解。对文化和语境因素与文本功能及新加坡语言使用特点的关

系有深刻的认识。 
 

特优（14 – 16分）  
 
对运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及其不同的效果，进行了全面的对比评

价。十分有把握和有效地使用了相关概念语汇。 
 

优秀（13 – 16分）（AO2: 6 – 7 分 + AO4: 7 – 9 分） 
 
对译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对文本的差异有深刻的见解。对文

化和语境因素与文本功能及新加坡语言使用特点的关系有很好的认

识。 
 

优秀（11 – 13分）   
 
对运用的翻译方法及策略及其不同的效果，进行了有力的对比评

价。准确而有效地使用了相关概念语汇。 
 

良好（9 – 12分）（AO2: 4 –6 分 + AO4: 5 – 6 分） 
 
对译文进行了扎实的分析，着眼于较为明显的相似和差异之处，对

细微的差异见解较少，较少注意到比较复杂的细节。对文化和语境

因素与文本功能及新加坡语言使用特点的关系有良好的认识。 
 
 
 
 

良好（7 – 10分）  
 
对与两篇译文的翻译方法及策略相关的一些关键概念，有相当明确

的把握，并对其不同效果有一定认识。点评术语总体使用正确，但

在较为复杂的方面出现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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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5 – 8分）（AO2: 2 – 4 分 + AO4: 3 – 4 分） 
 
表现了一定的分析能力，对两篇译文之间的明显差异有一定的认

识。对较为复杂的问题（例如：较为微妙的风格或语法特点的作

用）则未予评论。对译文提出基本的意见，但难以进行较为复杂的

文本分析。对文化和语境因素与文本功能及新加坡语言使用特点的

关系有基本的认识。 
 

合格（4 – 6分）     
 
对翻译方法和策略提出基本观点，其中一些观点尽管已经展开，但

停留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讨论。点评术语使用有限及/或不正确。 
 

弱（1 – 4分）（AO2: 0 – 1 分 + AO4: 1 – 3 分） 
 
只能以有限的能力对两篇译文较为显著的差异进行比较，对两篇译

文的优劣只能进行非常基本的评价。评论笨拙，数个观点不清晰或

表达含混。在表达更为复杂的观点时存在严重困难。对文化和语境

因素与文本功能及新加坡语言使用特点的关系认识有限。此档最弱

的答卷难以对两篇译文进行具有说服力的比较和评价，行文不清

晰，且/或非常基本。对文化和语境因素与文本功能及新加坡语言使

用特点的关系，其认识要么微乎其微，要么不存在。 
 
 

弱（1 – 3分）  
 
对翻译方法和策略只能提出非常基本和未加展开的观点。即使使用

了个别点评术语，其运用也是错误的。最弱的答卷未能提及任何翻

译方法和策略（即使有也是偶尔提及），点评术语几乎为零。 
 

0分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0分 
 
无任何相关内容及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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