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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小語種專業概況 

小語種概況 



內地小語種專業概況 

小語種概況 



內地小語種專業概況 

高校 語言 

北京大學（20種） 
英語、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日語、阿拉伯語、蒙古語、朝鮮

語、越南語、泰國語、緬甸語、印尼語、菲律賓語、印地語、梵巴語、烏爾都語、

波斯語、希伯來語 

北京外國語大學（48種） 
 俄語 、德語 、法語、 西班牙語 、阿拉伯語、 日語、 韓語、 希臘語 、義大利語、 

葡萄牙語 、泰語、 馬來語、 挪威語、丹麥語等48種 

上海外國語大學（46種） 

英語、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日語、希臘語、義大利語、葡萄

牙語、韓語-朝鮮語、漢語等等 35 種現代語言，並開設拉丁語、古希臘語、世界

語、梵語、古英語、古典敘利亞語、巴列維語、古典納瓦特語、阿卡德語、蘇美爾

語、古典希伯來語等 11 種古典語言和國際輔助語課程 

內地小語種專業開設院校 

就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來說，現今包含的小語種專業如下圖： 
 



內地小語種專業概況 

小語種專業課程配置 

小語種專業主要目標 

       小語種專業主要培養學生接受所學語種 

聽、說、讀、寫、譯等方面良好的技能訓練，

學習該語種語言、文學、歷史、政治、經濟、

外交、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和知識， 

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培養學生具備從事該語

種相關翻譯、研究、教學、管理等工作的良好

素質和較強的能力。 



內地小語種專業概況 

小語種專業課程配置 

小語種專業主要課程包括 

相應語種基礎語、報刊選讀、視聽、口語、

寫作、翻譯理論與實踐、語言理論、語言

學概論、相應語區國家文學史及文學作品

選讀、相應語區國家國情等。 



02 小语种專業辦學案例 



小语种專業辦學舉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小語種專業與課程設置 

目前學院開設專業如下表： 
 
 
 
 
 
 
教育部2017年12月28日公佈的第四輪學科排名，我校外國語
言文學獲得A-檔（與清華等其他7所高校並列全國第九）。國
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獲得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
權，意味著我校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獲得了更高的發展平台，邁
進更高層次的發展階段。 

阿拉伯語專業 波斯語專業 

朝（韓）語專業 德語專業 

俄語專業 法語專業 

葡萄牙語專業 日語專業 

西班牙語專業 希臘語專業 

義大利語專業 越南語專業 



小語種專業辦學舉例 

學科建設 

《2016年中國大學及學科專業
評價咨詢報告》中，我校外國
語言文學類全國第8，其中意大
利語專業全國排名第2，阿拉伯
語專業全國排名第5，朝鮮語和
西班牙語專業全國排名第6。 



小語種專業辦學舉例 

多樣化的辦學條件 

學院具備良好的辦學條件。擁有現代化的語言實驗室、多媒體教室、
各種外國原版圖書、軟件和教學參考資料。還有包括廣州中國進出口
商品交易會(市級校外人才培養基地)、中興通訊、浙江省紡織品總公司
等在內的眾多教學實習基地。 





小语种專業辦學舉例 

小語種專業培养目標 

    本科生人才培養目標：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能夠適應21世紀社會需要， 
具有創新能力與跨文化交際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具有國際化特色的複合型 
與應用型人才。 
 
  「經貿外語復合型人才」是指具備扎實的外語基本功、廣泛的人文素質，深
厚的經濟理論基礎和對外經貿知識的外語人才。 
    
    外語學院通過對人才培養目標、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知識結構等方面較
為系統的分析與探索，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經貿外語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及
與之相符的課程體系。  



小语种專業辦學舉例 

小語種專業培养目標 

专业 

外语 

英语 

技能 

人文 

基础 

经管 

知识 



小語種專業辦學舉例 

師資隊伍 

截至7月底，我院在冊教
師76人，博士學歷44人，
博士率達到57.89% 
碩士36名，佔教師總數的
44.44%碩士與博士共計
79名，佔教師總數的
97.53%。 
各專業常年聘有10余名外
國專家及外籍教師。 



國際交流合作 

      外語學院同三十多所外國大學與學術
機構建立了學術交流關係，學院經常選派
教師赴國外講學、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80%以上的教師曾在國外留學或進修，
50%以上的教師曾在我國駐外使、領館經
商處工作。此外，我院每年通過國家留學
基金委員會、國外政府獎學金、各國駐華
使館和校際交流等途徑派遣百餘名本科生
與研究生赴國外留學、參加研討會、短期
交流及專業實習，去向包括沙特、埃及、
敘利亞、法國、突尼斯、摩洛哥、德國、
巴西、葡萄牙意大利、日本、韓國、朝鮮、
俄羅斯、西班牙、墨西哥、智利、古巴、
越南、加拿大等國家，以及中國澳門和台
灣等地區。 



國際化辦學 

學院重視開拓與國外知名高校的聯合培養項目，如德國4+2本碩連讀項目、
日本立命館大學2+2雙學士學位項目意大利威尼斯大學項目、法國圖盧茲
一大項目、西班牙維戈商學院MBA項目項目等。 
 
學院歷來重視發展與國外大學與學術機構的交流與合作，與莫斯科大學、
俄羅斯國際關係學院、法國圖盧茲第一大學、德國愛爾蘭根/紐倫堡大學、
波茨坦大學、吉森大學，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日本立命館大學、東京
經濟大學，韓國慶熙大學、新羅大學、韓南大學和江南大學，意大利威
尼斯大學、埃及開羅大學、約旦的約旦大學等著名高校簽訂了校際交流
合作協議。 



國際化辦學 

學院全體教師均具有在國外學習、進修、講學或在駐外使領館長期工作
的經歷，熟悉駐在國國情和文化， 同時學院常年正式聘用外國專家，每
學期還聘用長期、短期外教。 
 
教學過程中廣泛選用原版外文教材。 
 
學院每年通過國家留學基金委、駐華使館、校際交流等途徑選派近100余
名學生赴德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日本、韓國、墨西哥、埃及、
智利等國家留學。此外，學院年通過校際合作、外企支持等途徑選派100
余名學生赴國外政府機構、企業、展會等實習。 



國際化辦學 

學院每年兩次組織學生參加廣交會實習基地的實習活動，實踐所學知識。 
 
學院注重開展多樣的學生國際交流活動以及旨在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
力的活動，如經常舉辦各國駐華使節系列講座、每年承辦對外經濟貿易
大學國際文化節、全國中華日語演講大賽、中韓學生交流活動以及模擬
聯合國大會等活動，極大的豐富了學生的校園生活，更重要的是為學生
營造濃郁的國際化氛圍，提高交流能力和實踐機會。 



就業情況 

學院培養的具有國際化特色的經貿外語復合型人才，不僅掌握了較為扎
實的專業外語知識與技能，還具有較強的國際經貿領域的從業能力，受
到用人單位的普遍歡迎。 
 
近年來，學院培養的畢業生就業率始終接近100%，同時就業層次不斷獲
得提高，就業去向包括外交部、商務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國家安
全部、中央電視台等國家部委和事業單位，中石油、中石化、中國鋁業、
中國五礦集團、中國醫療保健品進出口總公司、中興、華為等知名企業
與工商銀行、中國銀行、招商銀行等大型銀行，三星、住友、大眾、普
華永道、德勤、安永華明、畢馬威等著名外企，出國深造與繼續讀研比
例也相當高。  



就業情況 

年度 人数  就业率  出国 读研 留京率  公务员 外交部 商务部 

2007 165 98.20% 41 13 65.60% 11 5 0 

2008 170 98.80% 31 14 64.90% 17 5 1 

2009 182 98.90% 34 15 69.50% 8 3 3 

2010 196 99.49% 47 18 67.70% 8 2 3 

2011 216 100% 54 24 68.10% 14 4 6 

2012 185 100% 44 25 72.40% 8 3 4 

2013 190 98.95% 50 22 72.40% 7 2 4 

2014 208 99.05% 64 23 63.9% 10 2 1 

2015 235 98.72% 70 24 65.8% 11 3 2 

2016 187 100% 52 25 71.12% 10 2 1 

2017 200 100% 69 20 69% 11 2 1 

2018 200 100% 74 31 70% 16 5 1 



就業情況 

從畢業生的外語技能看，我校零起點外語專業（如西班牙語、俄語、德
語、法語、日語）學生專業外語四、八級的通過率居全國高校同類專業
前茅。英語四、六級通過率呈逐年上升趨勢，畢業生英語六級通過率超
過了90%。 
 
我校畢業生已具備雙外語優勢，並在國內外各類學生競賽中奪得極為優
異的成績。 
 
通過對畢業生的跟蹤調查顯示，用人單位對外語學院畢業的畢業生滿意
率達90%以上，具有良好的社會聲譽。 



陈洲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党组成员、副会长 

我院葡萄牙语毕业生张
远南 
在G20杭州峰会上采访
巴西总统 

傑出校友代表 



我院越南语毕业生张韬 
为习近平总书记与越共
总书记阮富仲会见担任
翻译 

我院意大利语毕业生刘逸君 
为政治局常委、时任上海市委
书记韩正担任翻译 



我院朝语毕业生赵谦慧、杨梅随习主席和夫人出访韩国 



我院德语毕业生于金晓 
在两国总理签约仪式现场 

我院西班牙语研究生魏鑫 
陪同智利总统游览秀水街 



2011届意大利语校友李玮同学 
陪同习主席和夫人出访意大利 



03 內地西班牙語專業發展 



聯合國的五種工作語言之一，作為母語使用人數

超過4億 

西班牙語現狀 

 西班牙語是非洲聯盟，歐盟和聯合國的官方
語言之一。在21世紀使用西班牙語作為官方
語言的國家有：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
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共
和國、厄瓜多爾、薩爾瓦多、赤道幾內亞、
瓜地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西班牙、烏拉圭和
委內瑞拉。西班牙語也在美國、伯利茲、直
布羅陀、菲律賓、波多黎各、特立尼達和多
巴哥以及西撒哈拉被使用。 
 
 

 



西班牙語現狀 

 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預測，西語人口呈增長
趨勢，預計到2030年將達5.35億，占世界
人口7.5%，將超過英語 
 

 將西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有21個，少於英
語（51個）和法語（28個），居世界第三 
 

 西語作為外語學習和第二語言使用人數方面
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僅在美國就約4,500萬
西語人口 

 



學習西班牙語的十大理由 

 
 



西班牙語世界 

 
 



西班牙語世界 

 西班牙語屬於印歐語系拉丁語族，從文字上
看，西班牙語採用的是附加拉丁字母系統。 
 

 西班牙語在發音中有一個特殊的顫音——
“大舌音”。 
 

 西班牙語的單詞有陰陽性之分。 



除了英文所用的二十六个拉丁字母外，还有三个附
加字母 

ñ, ch, ll 

世界上最優美的語言，與上帝交談的語言。 

西班牙語的特點 

 西班牙語屬於印歐語系拉丁語族，從文字上
看，西班牙語採用的是附加拉丁字母系統。 

 
 

语音特点 

 

1.大舌音R 

2.动词需要根据主语的人称来进行相应的变化 

3.西语的字母发音比较单一 



內地西班牙語發展概況 

西班牙語院校分佈 

序號 學校名稱 

1 北京大學 

2 北京外國語大學 

3 上海外國語大學 

4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5 南京大學 

6 中國傳媒大學 

7 北京語言大學 

8 四川外國語大學 

9 天津外國語大學 

10 廣東外國語大學 

11 西安外國語學院 

12 大連外國語大學 

排名不分先後 



各主要開設西語專業院校學生情況 



西班牙語社會需求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與

世界各國，包括大部分以西班牙為母語的拉美各國

如阿根廷、巴拿馬、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等國

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日益發展，人員交往愈

發頻繁，西班牙語人才的社會需求逐年增加 

西語專業就業 

據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北京大學、

南京大學等校提供的資訊表明，西語專業畢業生

就業率達到100% 

內地西班牙語發展概況 

就業前景 



內地西班牙語發展概況 

西班牙語專業詳情 

全國60多所院校課
程設置情況大同小
異，基本遵循傳統
的教學思路 
 

招生科類：文理兼招 

專業名稱：西班牙語 

所屬院系：外語學院 

學       制：4年 

授予學位：文學學士 

培養目標：本專業主要培養具有堅定理論基礎和系統專業 

知識，能夠從事相關專業的教學、科研工作，並能勝任涉外 

工作的高級應用型與研究型人才。 

核心課程：基礎西語、西語精讀、文學選讀、翻譯理論與 

實踐、經貿文選、經貿應用文、修辭與寫作、報刊選讀、 

談判與口譯、是聽說、西語語法、西語國家概況等經貿專 

業知識和西班牙語言文學文化知識。 

 



04 內地高校與澳門高校對比 



內地高校與澳門高校對比 

學習 

獎/助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 金額 備註 

國家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守國家法律、

法規 
8000人民幣/年 

每年指定時間向
在請院校申請 

港澳及華僑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守國家法律、

法規 

一等獎：5,000人民幣/年 
二等獎：4,000人民幣/年 
三等獎：3,000人民幣/年 

每年指定時間向
在請院校申請 

學年獎學金 
品學兼優，自覺遵守國家法律、

法規 
不同學校標準不一 

每年指定時間向
在請院校申請 



內地與澳門對比 

 內地學歷及專業資格或

澳門政府認可，可投考

公務員、教師等 

 在香港、澳門的大學升

讀碩士或博士課程 

回澳門工作或升學 

 通過內地小語種等級考試，

即可在內地工作； 

 可以報考內地的研究生及

博士課程，港澳臺學生也

有相應的優惠政策 

內地工作或升學 

 在內地4年的外語學習中， 

      學生可在大三選擇交換項目 

      以提前為自己畢業考慮 

 如今外語專業的學生需求量較

大，前往外協助中國市場 

 報讀國外碩士課程，繼續深造 

外國工作或升學 

發展前景 



內地與澳門對比 

內地高校與澳門高校的區別 

澳門 内地 

課程 
高校課堂採用全英模式；部

分高校有書院式課程 

除英語、小語種課程外，大部分

高校以中文為主；每年有機會參

加廣交會 

畢業後 畢業後選擇讀研人數偏少 
畢業後大部分同學選擇繼續深造，
內地部分高校有多個小語種博士

研究點 

 實習機會機會 
就業選擇較內地少，對於學
生本地實習選擇性也較少 

每年在高校舉行雙選會， 

供同學們了解和選擇 



歡迎廣大澳門同學到內地
升學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