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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 法漢逐步口譯之學習與法語能力培養關聯性探討» 本論文第一

章以釋意派理論為基礎，探討口譯的特質。接著釐清逐步口譯與其他類型

口譯不同之處，進而說明為何逐步口譯適合納入外語教學之學習策略。 第

二章以 Oxford 的分類項目為經、O’Malley 的學習策略細目為緯，首先探

討一般外語學習策略，接著剖析法漢逐步口譯學生之學習策略，再進一步

探討逐步口譯訓練如何做為一種有效的外語學習策略。 第三章筆者以自身

學習的經驗，客觀地審視自己及同學在學習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分析口譯

當時的狀況，以了解他們在逐步口譯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第四章以授課教

師課後所做的兩份問卷調查為基礎，綜合分析學習者學習逐步口譯後的收

穫及回饋，藉此肯定逐步口譯之所以值得被納入外語教學課程的原因。  

摘

要

(英) 

Sommaire du mémoire de « Apprendre le français en apprenant l’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français – chinois » Dans le chapitre un, j’aborde les caractères de 

l’interprétation en général, ensuite focalise sur l’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en 

expliquant l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l’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est-il plus 

convenable comme une stratégie d’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Dans le 

chapitre deux, je présente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la notion de la stratégie 

d’apprentisage en général. Ensuite, je met accent sur les stgratégies 

d’apprentissage de l’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En fin, selon les critères et les 

définitions des deux parties abordées auparavant, je conclus avec les raison pour 

lesquelles l’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pourrait rendre service comme une des 

meilleures stratégies d’apprentissage. Dans le chapitre trois, je parle d’abord des 

difficultes rencontrés par mes camarades et moi même pendant le cours de 

l’intreprétation, ensuite je fais les analyses des erreurs selons les 3 critères 

suivants : l’exatitude, les caractères orals, et le niveau de reproduction. En fin, je 

classe des erreurs selons les 4 volets suivants : le sujet, la longeur, la vitesse du 

discours, et le caractère oral des 7 discours utilisés en classe. Dans le dernier 

chapritre, je travaille sur les questionnaires remplis par les étudiants de 1ère année de 

l’institut qui ont suivi le cours d’interprétation de deux années scolaires : 2005 à 

2006 et de 2006 à 2007. Les réaction des étudiants à propos du cours 

d’interprétation sont tout à fait positives, ils trouvent que ce cours joue un role très 

important dans leur 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et qu’il est bénéfique à tous points de 

vue. La conculsion de mon mémoire est que l’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est idéale 

pour être intégrée dans le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et aussi dan les stratégies 

d’apprentissage pour mieux apprendre une langue étrang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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