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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类

别 
能力名称 能力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相关的实验项目 

或实践环节 
开课学期 

学时 

（周） 

考核或成绩

评价方式 

基础能

力 

英语语言应用能力 
掌握英语听、说、读、写、

译等能力 
大学英语Ⅰ-Ⅳ 

听力训练；会话训练、阅读、写作、翻

译技能训练 
第 1-4 学期 192 学时 考查 

计算机基础应用能力 

熟练运用 Windows、Word、

Excel 、 PowerPoint 、

FrontPage、Internet 等应用

软件。 

计算机基础实验 
Windows、Word、Excel、PowerPoint、

FrontPage、Internet 应用软件实训 
第 1 学期 24 学时 

上机操作考

查 

专业核

心能力 

朝鲜语听力理解能力 

正确理解韩国人用标准语

以正常语速说的生活会话，

并能复述中心内容。 

能听懂电视节目、现场采访

的广播及带有地方口音的

韩国人讲话的主要内容和

重要情节。 

朝鲜语听力Ⅰ-Ⅲ 
项目一：段落复述； 

项目二：段落概述。 
第 2-4 学期 96 学时 笔试 

朝鲜语高级视听

说Ⅰ-Ⅱ 

项目一：朝鲜语段落视听复述； 

项目二：朝鲜语视听话题讨论； 

项目三：朝鲜语视听定题讨论； 

第 5-6 学期 64 学时 
笔试 

口试 

朝鲜语口语表达能力 

能用朝鲜语较正确地表达

自己的思想感情，语音语调

正确自然，表达通顺流畅，

无明显语法错误。 

朝鲜语会话Ⅰ-Ⅵ 

项目一：日常生活（自我介绍、打电话、

购物等）； 

项目二：社会活动（面试、社交等）； 

项目三：中韩文化（节日、习俗等） 

第 2-7 学期 192 学时 口试 

朝鲜语高级视听

说Ⅰ-Ⅱ 

项目一：朝鲜语段落视听复述； 

项目二：朝鲜语视听话题讨论； 

项目三：朝鲜语视听定题讨论； 

第 5-6 学期 64 学时 口试 

朝鲜语专业综合

实习Ⅰ 

项目一：朝鲜语朗读、仿读比赛； 

项目二：朝鲜语配音比赛； 

项目三：朝鲜语演讲比赛。 

第 3 学期 1 周 考查 

朝鲜语阅读能力 
掌握中高级朝鲜语综合知

识，能理解、归纳和分析一

朝鲜语专业综合

实习Ⅱ 

项目一：角色扮演，话剧表演； 

项目二：文学原著欣赏。 
第 4 学期 1 周 考查 



 

般性朝鲜语文章的主要内

容、思想观点、文章结构、

语言技巧及文体修辞。 

朝鲜语写作能力 

能用朝鲜语写出格式标准、

无明显语法错误、用词恰

当、内容充实的书信、调查

报告、说明文、议论文等各

种文体的文章。 

朝鲜语写作Ⅰ-Ⅱ

实验 

项目一：记叙文写作； 

项目二：说明文写作； 

项目三：议论文写作； 

项目四：全国大学生韩国语写作大赛。 

第 5-6 学期 32 学时 笔试 

朝鲜语商务写作

实验 

项目一：商务合同草拟； 

项目二：商务信函写作。 
第 7 学期 8 学时 笔试 

朝鲜语科技论文

写作实验 

项目一：小论文阅读，分析； 

项目二：小论文写作. 
第 7 学期 8 学时 考查 

朝鲜语翻译能力 

具备中高级朝鲜语笔译和

口译技能。能承担生活口

译；经过准备后能胜任外贸

合同、商务谈判、外交文件

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的口/笔译。忠实原意，语言

表达流畅，无明显语法错

误。  

汉朝互译Ⅰ-Ⅱ实

验 

项目一：文学经典翻译训练； 

项目二：各种文体的翻译训练。 
第 5-6 学期 32 学时 笔试 

汉朝口译实验 项目一：交替口译训练。 第 7 学期 8 学时    口试 

朝鲜语专业综合

实习Ⅲ 
项目一：会议、访谈情景模拟。 第 5 学期 1 周 考查 

拓展能

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能够了解和熟悉韩国（朝

鲜）历史、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以及韩国人的思

考方式、交际礼仪等。准确

把握中韩文化之间的异同，

具备良好的跨文化理解能

力。 

了解外事政策、原则和纪

律，能够与韩国人进行正常

有效的沟通。 

朝鲜语专业综合

实习Ⅳ 

项目一：韩国礼仪讲座； 

项目二：韩国文化节； 

项目三：中韩文化交流活动。 

第 6 学期 1 周 考查 



 

国际贸易实务操作能力 

具备运用朝鲜语和英语进

行演讲、公关等社交能力。 

具备一定的国际贸易洽谈

知识、商务沟通和谈判能

力。 

商务英语写作实

验 
项目一：商务信函 第 6 学期 8 学时 笔试 

朝鲜语专业综合

实习Ⅴ 

项目一：外贸企业观摩学习； 

项目二：商务谈判模拟； 

项目三：毕业实习。 

第 7 学期 1 周 考查 

专业研究能力 

掌握中高级朝鲜语语言学、

文学知识，并具备初步的科

学研究能力。 

科研训练与课程

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 

项目一：文献综述的写作训练； 

项目二：摘要的写作训练； 

项目三：科研论文的写作训练。 

第 7 学期 

第 8 学期 

2 周 

17 周 

论文评价 

论文答辩 

创新实践 

大学生科训练计划(SRTP)项目； 

大学生创新（学科）竞赛； 

大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大学生科研助理项目。 

第 1-8 学期课

余时间 
 

创新实践学

分认定 

人际沟通能力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大学语文、

文化素质类课程 

心理健康教育。 

语言表达能力培训。 

礼仪培训 

综合素质培养。 

第 1-8 学期 192 学时 考查 

团队协作能力 
具备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责

任心 

体育、劳动、社

会实践、军训、

创新创业实践 

体育、劳动、军训、社会实践、创新创

业实践。 
第 1-8 学期 9 周+64 学时 

考查、调研

报告、项目

考评 

社会适应能力 
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和应变能力 

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大学生就

业指导、创业基

础、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毕业

实习 

健康心理素质培养； 

就业与创业能力培养 

专业实践技能训练。 

第 1-8 学期 

贯穿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全

过程 

考查、调研

报告、实习

报告、毕业

实习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