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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法通譯的培訓、認證制度良窳是影響語言弱勢者進入訴訟程序時是否保障
其受公平審判之重要前提。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資料分析與訪談等研究方法，
以我國司法通譯制度現職通譯、特約通譯，以及非政府組織自行培訓之司法通譯
為基礎，分析通譯制度發展之背景、專業能力認證，並選擇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
畫進行制度比較，探討我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對司法通譯的教育訓練或培訓
課程是否足以培養通譯的傳譯專業能力，並輔以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
協會開辦司法通譯課程之培訓經驗，綜合探討臺灣司法通譯培訓課程。
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公部門對現職通譯、特約通譯為集中式 2 日或 3 日的法
律專業知識學習，訓練時數過於集中，且缺少評量機制，訓練成效較受質疑；非
政府組織所舉辦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則較具有多元性與實用性，除法律知識學習
外，亦注重通譯實務模擬的演練，較能提升司法通譯傳譯能力；美國加州法庭通
譯在語言專業能力設定、考試、認證與在職訓練等均有一套較完整的指標與規畫
可依循，或可做為我國改進司法通譯制度規劃之參考。

關鍵字：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司法人權、語言公平權利

i

Abstract
Th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ffects whether the
language vulnerable people are guaranteed to be subject to a fair trial when they enter
the proceedings.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exploration, data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lation
system and the cert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of the judicial translation system, the special translation, and the jud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elf-training. The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ing
program i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to explore whethe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urses for judicial interpreting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Taiwan are sufficient
to cultivate the interpret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interpreting,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raining in judicial interpreting courses supplemented by TransAsia Sisters Association
(Taiwan) and the Taiwan Judicial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 to explore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judicial interpreting i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public sector in Taiwan has been two-day or
three-day studying the leg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 training hours are too
concentrated, and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questionable. The training results are
more than questioned. The judicial interpreting training course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s more diverse and practical. It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interpreting
practice simulation, which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judicial interpreting. The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ing has a set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examination, certification
and on-the-job training. Complete indicators and plans can be followed, or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planning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ystems in Taiwan.

Keyword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courses,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ing, judicial
human rights, linguistic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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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研究背景
語言隔閡，向來是外籍人士因婚姻、工作或其他社會因素而異地遷徙、居住
所面臨到最明顯的挑戰。在日常生活中，舉凡一般事務處理、購物、就醫或使用
大眾運輸工具時，若是來自國外、不諳中文，或中文能力較不精熟的外國籍人
士，即會需要語言的轉譯或協助。近年來，因婚姻、工作等原因來臺之東南亞籍
人民數日漸增加，依據內政部移民署的統計，至 2018 年 7 月，來自東南亞各國
的外籍配偶、移民工作者約有 84 萬人，佔外籍人口之大宗。各縣市外裔、外籍
（含中國大陸、港澳地區）配偶總人數為 53 萬 8,425 人，其中原屬越南、印尼、
泰國、菲律賓和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外籍配偶人數約有 15.5 萬人1；而我
國近年來由於經濟產業轉型、醫療照護需求增加，自前揭東南亞地區國家引進大
量勞動人口，以從事一、二級產業與社福看護工作為主，此類國際移工人數現約
有 69.2 萬人2。居住時日漸長後，人與人之間難免產生糾紛，以內政部警政署警
政統計年報來看，按國籍別統計刑事案件外籍嫌疑犯人數，2017 年度外籍嫌疑犯
人數總計 3,206 人3，相較於日常生活事務處理，當涉入司法訴訟案件時，面對檢

1

2

3

各縣市外裔、外籍配偶人數統計資料(2018 年 7 月)，原屬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與柬
埔寨等國家之外籍配偶人數為 155,928 人，參見內政部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352321&ctNode=29699&mp=1，最後檢索日
2018/09/16。
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2018 年 7 月)，來自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與柬埔寨等國
家之外籍勞工人數為 692,868 人，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
https://statfy.mol.gov.tw/default.aspx，最後檢索日 2018/09/16。
內政部警政署，106 年警政統計年報電子書，頁 250-255，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statistics/Y106/Y106.html 最後檢索日 2019/03/29
1

警詢問、調查與法院審理程序，更需要精熟的中文能力，也須瞭解程序中所使用
的法律專業用語、案件事實和證據，以及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等知識。
相較於歐美語系、日韓語系，東南亞語系在我國未受廣泛重視，亦非外語學
習的主流。多數的東南亞人民基於婚姻、工作或其他原因離開原生國家，來到臺
灣長久生活，雖然帶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卻也因為彼此間文化傳統、生活
習慣和語言的差異，產生衝突與爭議4。近幾年來臺的東南亞籍婚姻移民，由於母
國經濟發展狀況相對較低，且婚配對象多為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臺灣男性，在社
會經濟和文化的相對不利下，長期以來被標籤為「外籍新娘」5；東南亞裔移工則
因來臺從事的工作類型、薪資分布偏低等因素6，導致東南亞裔配偶與移工們在社
會、文化地位較為弱勢，在語言協助的資源也較少，有時還要排除仲介公司、雇
主的利益衝突7，方能保障訴訟權利。相對而言，來臺經商交流的歐美日韓等國的
外商人士，在臺涉訟時，較有經濟能力和便利管道，聘請通曉外語的律師或專業
翻譯協助其進行訴訟程序，而較能有效保障自己的權益。
據 2015 年 8 月報載，一位印尼籍漁工 Supriyanto 在船上受虐致死，因通譯員
翻譯不實，導致屏東地檢署因此誤判，而將此案草草簽結8。2018 年 5 月發生移
工疑似遭雇主性侵案件，承辦案件的中正一分局草率任用志工進行通譯，該通譯
志工竟於警局詢問時對報案移工的供述胡亂翻譯，甚至說出「不喝水就強姦妳」
等恐嚇字句等新聞9。從偶發的社會新聞能觀察到我國目前仍欠缺完整的通譯任

4

5

6

7

8

9

林渭富，雞同鴨講‧理與力爭－法庭通譯何去何從？司法改革雜誌，第 61 期，頁 15，
2006 年。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 39 期，頁 48，2000 年。
夏曉鵑，騷動流移的虛構商品：“勞工流移＂專題導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8 期，
頁 8，2002 年。
蘋果日報，【囚島移工 1】性侵黑數真相 自詡人權國家但卻「非常落伍」，2018 年 11 月
14 日，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1114/1465447/ 最後檢索日 2018/11/14
聯合新聞網，印尼漁工虐死案重啟調查 同船漁工今特地來台作證，2018 年 5 月 7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128513 最後檢索日 2018/10/3
自由時報，中正一分局遭爆通譯亂編 恐嚇性侵被害人「強姦妳」，2018 年 5 月 16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427627 最後檢索日 2018/10/3
2

用、檢核制度等問題，而未能保障我國外籍住民在涉入司法程序時是否能完整表
達意見或主張權利。從實務層面來看，張安箴曾指出我國法庭外語通譯制度尚待
改進之處：一是司法程序的通譯人才明顯不足，二是國內未建置司法通譯專業規
範進行培訓、考核和管理。各級法院與檢警體系所配置、合作的通譯人員，有時
因外語能力、通譯專業倫理與法律專業素養不足，於訴訟程序進行時仍無法協助
翻譯，不諳我國語言之當事人因此未能充分瞭解並參與程序10。
在學者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之研究指出，我國司法實務僅將通譯服務視
為程序上的規定（如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等均有提供通譯相關規範），而非
實體上應當受到保障的權利11。我國既已於 2009 年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內國法化，為保障人民有受公平審判的基本權利，國家有義務提供足夠數
量、且具有一定品質的通譯服務12。同樣生活在臺灣的人民，若因文化差異而產
生強勢／弱勢之分，進入司法程序中又因語言問題而無法獲得同等的權利保障，
除了無法彰顯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與人權普世價值外，更可能讓司法體系與語言
霸權壓迫外來或文化較為弱勢的群體。

貳、研究動機
一、研究者本身參與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經驗與反思
研究者 2015 年起在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擔任志工，因大學就讀法律系、碩
士班主修公民教育之故，而受邀加入南洋台灣姊妹會合作研討東南亞語司法通譯
培訓課程的教材編輯，並在培訓課程擔任鐘點講師，介紹我國司法制度；同時也
參與課程的旁聽與觀察。為期四個月的東南亞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包含：通譯方
法與倫理、移民工相關法律議題和法律專業課程與法庭通譯實務等四類，具體課

10

11

12

張安箴，從譯者中立談台灣法庭外語通譯制度，頁 2，天主教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9 年。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從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檢視我國原住民司法通譯制度，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9 期，頁 269，2016 年。
同前註，頁 293。
3

程目標在增進東南亞語系人民口譯與筆譯能力、法律背景素養，以及未來擔任通
譯時的訴訟實務能力等。
研究者認為，司法通譯培訓的課程內涵除翻譯原則、倫理規範與法律知識
外，更重要的是對法律規範性質的理解。以學者林佳範所提出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為例，法律不應是統治者用來控制人民、強制人民服從「法制」（Rule by law）的
工具，；而是透過教育，讓人民學習法律知識、基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的平等與尊
重來思考法律規範的合理性，瞭解何謂「法治」（Rule of law）13。研究者過去參
與南洋台灣姊妹會推動的東南亞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經驗亦多次觀察到講師所
使用的教材與教學方法，不僅只在法律專業知識、法律條文和詞彙的理解，更多
的是法治精神的傳遞，並強調司法通譯是人權保障的其中一環，以鼓勵每位課程
中的學員未來從事通譯工作時須以人權精神為念。
研究者本身為教育工作者，肯定並認為司法通譯培訓課程除法律專業和通譯
實務等專業知識外，亦應融入法治觀念與人權保障的價值，以發揮司法通譯本身
作為協助不諳官方語言者參與程序時，實現公平審判、保障訴訟權的重要性；本
研究認為，參與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學員雖為非法律專業人士，但培訓課程具有
系統性、連續性和專業性，課程內涵亦包含法治精神和法律體系，參考自美國
1978 年制訂的《法治教育法》定義：「使非法律專業人士具備有關法律、法律形成過
程、法律體系、及法律基本原理與價值等為基礎的相關知識與技能的教育。」其內
涵包括法律知識、自我權利主張、批判思考、反省法律規範是否合理與其中的價
值，因此研究者將此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性質上歸類於廣義的法治教育。

本研究將從教育歷程來看，並參考其他國家的通譯規範和培訓歷程，探討我
國進行司法通譯培訓時，如何透過課程設計和資格取得歷程，養成一位具備專業
知識、通譯能力，並確保具備通譯專業倫理與人權保障精神的司法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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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範，我國法治教育的問題與發展－從法治理念的傳統與現代說起，律師雜誌，第 281
期，頁 8-9，2003 年。
4

二、看見語言的階級性反映在法庭活動當中
臺灣社會中的族群多元，雖未明文規定官方語言，但國民黨政府來臺後，以
「國語」作為政府組織和司法體系所使用的語言，長期排除其他方言的使用；近
年來以英語為學習外語的主流，2018 年行政院長賴清德更承諾推動「雙語國家」
政策14，未來將以國語、英語並列為我國的官方語言，亦反映出我國以國語、英
語兩種語言為主流的社會現實。
學者莊曉霞、劉弘毅以社會工作與語言觀點，認為語言和社會結構有緊密關
係，語言的使用與交換甚至能強化權力與社會階級的差異15。近年來許多來自東
南亞國家的人民移入臺灣，卻普遍被認為是因為原生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落後，
才來到臺灣結婚和工作。因此，東南亞國家的語言，與本國人所使用的國語、各
族群方言和英語相比，未獲同樣的尊重，東南亞地區語言在臺灣社會使用受限、
不被廣泛接受，甚至受到歧視，讓不同族群所使用的語言有階級之分。
然而，當人民涉及訴訟之始，即需要藉助語言進行溝通。社會中既以存在語
言權力的不平等，以及不平等之下的語言弱勢者。以東南亞裔人民為例，由於經
濟地位的差異，較難有充裕資力與時間學習英語、國語或其他主流語言，當這些
語言弱勢者進入司法程序時，因不諳官方語言，難以期待以流利英語或國語進行
對話，不知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陳述自身權利如何受到侵害，亦無法順利在司
法程序中行使防禦權。
參酌過往法院判決中，曾有香港地區人民某甲，於警訊時即表示其聽不懂國
語，而由警局指定通譯協助傳譯；後來某甲在原審調查期日時表示：「我會一點
點國語」。所以法院就以國語進行調查及審理，但是：

14

15

聯合新聞網，賴清德：明年將確立台灣「雙語國家」政策，2018 年 8 月 27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1/3331936 最後檢索日 2018/11/18
莊曉霞、劉弘毅，「知道，其實是不懂的意思」：談新移民社會工作與語言，東吳社會工
作學報，第 22 期，頁 124，2012 年。
5

「某甲對於所為訴訟程序之內容是否全然瞭解，能否為自己為適當之辯解，仍
有疑問。原審法院並未查明某甲通曉國語的狀況，在調查程序時亦未由通譯
傳譯，而逕為審判，難謂適法16」。
另一例為印尼籍被告某乙，僅通印尼語及簡單英語，在歷審調查及警詢、偵
訊時的通譯均由不同人為其進行翻譯，警詢時通譯使用馬來語，偵訊及第一審之
通譯口音，與正統印尼語不同，更有語意上之差異：
「某乙如有不利於己之供述，係對於訊問問題未能充分瞭解，對於通譯翻譯
之中文是否即為某乙之回答，實無法完全確認，至於筆錄上記載全是中文，
通譯卻只是一再要求某乙簽名，歷次筆錄均未翻譯為印尼語，使某乙能辨
明，原確定判決依憑之供詞顯有證據上瑕疵17」。
從上開判決可知，通譯的使用即是訴訟程序中的語言協助，不諳國語的被告
未依法指派通譯傳譯語言，確實對訴訟結果與人民權利影響甚鉅，亦對公平審判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相關研究之不足
研究者蒐集司法通譯相關研究與文獻時，發現多以探討通譯制度本身、通譯
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以及提供制度改進與建議之研究為主，以司法通譯培訓課程
為主題，以教材或課程設計進行分析的研究較為匱乏。
研究者認為，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是養成專業知能之重要歷程，為更周全檢視
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中的課程設計理念、資格取得與未來從事通譯工作間之關聯，
研究者以參與非政府組織之經驗出發，預計選擇我國從事司法通譯培訓較知名的
非政府組織：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以及我國公部門針對特約通
譯所進行之教育訓練進行研究，並以美國國會於 1978 年通過之《法庭通譯法》
和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作為參考，探討其制度規範、工作內容與所需能力、任
用方式、薪資與在職訓練等內涵，從中分析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設計理念、對司
16
17

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4307 號刑事判決。七法法學資料庫 http://bit.ly/2OUjxPY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抗字第 736 號刑事裁定。七法法學資料庫 http://bit.ly/2URVd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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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譯實務工作時的影響，以及對我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建議，希望藉由本研
究中對不同制度之比較，未來公部門、非政府組織在進行司法通譯培訓教育時，
可做為規劃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綜論上述，司法通譯作為國家義務的協力者，職責是協助語言弱勢者面對訴
訟程序。通譯人員是需要專門技術的職業，在司法通譯的培訓過程中，除了需具
備流利中文與翻譯語言能力外，也要理解法庭運作流程、基本的法律知識，且遵
守通譯專業倫理規範，如此方能具體落實語言弱勢者進入訴訟程序時的公平審判
權18。因此，司法通譯的培訓、認證制度良窳將會是語言弱勢者能否有通譯保障
其公平審判權的重要前提。
本論文研究目的為我國通譯人才的培訓課程與管理制度，以國內公部門、民
間組織的培訓課程為基礎，為更周全進行檢視與分析，期望參考國外行之有年、
較為完善之制度作為參考與比較。在我國以司法通譯為主題之研究，多以美國、
日本通譯法制為參考19，由於研究者並無日文基礎，且美國與臺灣皆為文化多元
的移民社會，故本研究將以美國 1978 年制定通過之《法庭通譯法》和美國加州
法庭通譯計畫（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進行探討，據以瞭解司法通譯培訓課
程這一教育歷程所應具備的核心內涵。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8
19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96。
見張安箴（2008）
，同註 10；梁文營（2010）
，我國司法通譯制度之研究──與日本比
較，國立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張立姍（2011）
，入無人之境──司法
通譯跨欄的文化，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呂昀叡（2011）
，刑事被告通譯
協助權利之探討──以歐洲法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傅玫玲
（2017）
，台美法院特約通譯規範之比較，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葉書
瑜（2017）
，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受通譯協助權利－以美國法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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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臺灣從事司法通譯培訓之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在其教育訓練或培訓課
程之理念與內涵。
二、分析臺灣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實施與考核成效，與現行制度所規範之目的、
時數與內容要求是否相符。
三、從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與相關制度規範，分析加州法庭通譯須具備何種專
業能力（如：口譯能力、法律素養等）與法庭通譯專業證照制度的建置方
式，並檢視我國司法通譯與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之異同，探討我國對現職
與特約司法通譯的考選遴聘方式、專業訓練尚待改進之處。

貳、研究問題
參酌相關研究並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臺灣從事司法通譯培訓之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從其教育訓練或培訓課程進
行概述，並探究其課程理念與內涵為何？
（一）對於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設計理念為何？課程內容如何安排？教材與
授課講師的來源為何？
（二）歷年司法通譯教育訓練或培訓課程是否曾有學員對培訓課程內容給予
建議？具體的建議內容為何？
二、臺灣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考核成效，與現行制度所規範之目的、時數與內容
要求是否相符？
三、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與相關制度規範為參考比較：
（一）分析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專業證照制度如何建置，以及法庭通譯須具備
何種專業能力（如：口譯能力、法律素養等）？
（二）從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來看，與我國在培訓課程之規劃與實施、考
試認證等程序是否有相同或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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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我國現職與特約司法通譯的考選遴聘方式、專業訓練過程，有何尚
待改進之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我國《法院組織法》第 97 條規定：「法院為審判時應用國語。」明定使用國
語作為法院語言。為確保所有程序參與者「知」與「表達」的權利，在司法機關
均有設置通譯，其相關定義與規範眾多，主要以《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
法》、《民事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法》等法作為法源依據。通譯，係指訴訟程序
中擔任翻譯職務之人員，協助訴訟當事人或關係人傳譯法院所使用之國語。依據
《法院組織法》第 98 條：「訴訟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有關係之人，如有
不通曉國語者，由通譯傳譯之；其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除由通譯傳譯外，並得
依其選擇之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刑事訴訟法》第 99 條：「被告為聾
或啞或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之規定，在
訴訟過程中因聽覺或語言障礙，或是不通曉國語（例如：外國籍人士、原住民，
及以閩南語、客家語或其他方言為母語）之族群，法院得依職權指派通譯、協助
進行訴訟程序和陳述事實。
司法通譯依據不同語言需求，可分為各國語言、本地方言、原住民語和手語
等眾多種類。本研究選擇以近年社會經濟環境變化、人口結構變遷之下，因婚
姻、工作或其他原因而移民臺灣的東南亞裔新住民、國際移工所使用的東南亞語
系（主要有印尼、越南、泰國、緬甸和柬埔寨等國）為主的通譯活動，及以東南
亞語系為主要語言之通譯人員。故在研究範圍的界定以近年人數日漸增加的東南
亞裔人民為主，聽覺或語言障礙者、原住民各族及閩、客等方言族群則不在本次
研究討論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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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長期推動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單位，有針對特約通譯進行教育訓練
公部門（法院、檢察署和其他行政機關），本研究以近年臺灣高等法院、高等法
院檢察署的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課程進行觀察與比較20；除公部門外，民間團體則
有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及南洋台灣姊妹
會等非政府組織從事司法通譯之培訓21。本研究在對象設定上，由於過去有參與
過南洋台灣姊妹會和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共同籌劃、推動的「東南亞語司法通譯
培訓課程」之經驗，因此對南洋台灣姊妹會與東南亞文化較有親近性，希望從自
身參與經驗出發，再以目前專職司法通譯培訓、期許建立臺灣司法通譯人才平台
的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作為研究範圍。
由於研究者主修法律學與公民教育，在研究取徑上採用比較性觀點探究美國
加州法庭通譯制度與我國非政府組織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與以語言學、翻譯學
觀點探究司法通譯的研究較為不同。而在研究對象的選擇則以我國進行特約通譯
教育訓練之公部門、民間組織南洋台灣姊妹會和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以及美國加
州法庭通譯計畫為主。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質性資料分析與深度訪談方式，探討我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在
資料蒐集方面，僅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進行參考與分析，或可參考更多國家
在司法通譯之制度設計、培訓方式與實施成效，作為研擬我國未來司法通譯制度
之參考方向。再者，質性訪談雖可獲得文件檔案之外更多的資訊，惟訪談內容可
能會因為受訪者主觀意見影響，或是研究者對受訪者所說的內容表達過度認同，
而讓訪談結果和後續分析出現偏頗的情形。
20
21

陳雅齡，法庭口譯：理論與實踐，頁 105-106，2018 年。
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我國翻譯人才培育－越、印尼、泰、柬等語種人才，
https://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51&content_no=1422 最後瀏覽日 201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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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質性研究方法外，若輔以量化統計分析方法，邀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學
習者填寫問卷進行後續追蹤、評估訓練課程的成效，俾能兼採不同研究方法之特
色，蒐集到更多的研究資料，此或可作為未來之研究方向。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等樣本進行訪談，從兩位受
訪者提供的課程資料與訪談結果分析，民間團體對司法通譯專業能力養成，相對
於公部門實施的訓練較有成效。惟目前除司法體系外，警政署和移民署等行政機
關，以及賽珍珠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亦有提供司法通譯訓練課程，彼此間
在課程設計、實施方式與通譯能力養成可能存在差異。本研究受限於資源與時間
因素，僅以目前較具代表性的樣本進行深度訪談，此為有待改進之處。從政府部
門專責規劃或執行司法通譯培訓之人員蒐集研究資料，並廣泛實地觀察不同組織
如何進行司法通譯培訓，以增加研究之深度與廣度。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司法通譯
依據教育部國語辭典釋義，「通譯」意為翻譯兩方語言使其相通；或稱通曉
多種語言文字，能作口頭翻譯之人22。應用於司法程序中的通譯，在我國雖未明
文以「司法通譯」定之，可參照英語「Court Interpreter」一詞進行解釋，在《布
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將 Court Interpreter 解釋為「在審判上宣
誓，將外國人或聾啞人、聽覺障礙者所為之證詞或證據，向法院說明、解釋與翻

22

教育部國語辭典重修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55523 最後瀏覽日 201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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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之人」23；而 González 在其著作《法庭通譯要意》（Fundamentals of Court
Interpretation）對「通譯」定義為法院與不通曉英語之人的溝通管道，必須精確
地將訊息轉換成其他語言且盡量接近原意24。
通譯在司法體系中的通譯更具有事實發現的重要性，並保障被告的人權25。
其他相關文獻有將此類司法程序中的通譯稱為「法庭通譯」或「法院通譯」者，
研究者認為司法通譯的應用領域係在司法情境中進行口譯或書面翻譯，並不侷限
於法庭活動，且為與南洋台灣姊妹會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名稱相互呼應，故在本
研究所指之「司法通譯」（Judicial Interpreter），係指自司法警察詢問、檢察官偵
訊至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為不諳法院語言之人精準說明權利義務、解釋與翻譯
事實的溝通管道。

貳、南洋台灣姊妹會
南洋台灣姊妹會前身為 1995 年於高雄美濃創設的「外籍新娘識字班」，最初
是以認識、學習中文為媒介，促使新移民女性逐漸能自主發聲，並進而形成組
織，為自身爭取權益。組織創立的宗旨為協助南洋姊妹逐漸走出孤立的語言困
境，進而成為積極的社會參與者。
組織工作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類：基層組織、社會教育、法令政策倡議26。組
織成員會至各地分享移民經驗和講授東南亞歷史語言文化與多元文化議題，進行
公共議題的推動與移民法令政策的修定，並進而關注移工等弱勢群體，致力於新
移民人權保障。具體推動則包含定期推動生活或藝文講座、語言學習班、讀書會
與東南亞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等。

23

24

25

26

引自鄭家捷、戴羽君，法庭通譯 ABC－通譯的功能與定義，司法改革雜誌，第 61 期，頁
19，2006 年。
González, Vásquez, Mikkelson, Fundamentals of Court Interpretation: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 North Carolin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2, at 12.
鄭家捷、戴羽君，通不通，有關係！通譯的專業與常犯錯誤，司法改革雜誌，第 61 期，
頁 28，2006 年。
南洋台灣姊妹會官方網站，http://tasat.org.tw/page/1/2 最後瀏覽：201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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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為內政部移民署臺東縣服務站專員陳允萍，曾任外
事員警、外事巡官。為改善語言通譯及語言公平的問題，2006 年於台東籌組外語
通譯協會（臺東縣外語通譯協會）並擔任理事長，協會主要業務為培訓通譯人
才，並協助公部門涉外案件，推行語言傳譯的服務，以地區性的社區語言服務、
多元文化融合為主27。在 2014 年，以臺東縣外語通譯協會的經驗，結合社群網
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所之協助，成立全國性組織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是臺
灣第一個以司法通譯服務為性質的協會，以維護我國境內語言不通者基本人權、
協助政府機關處理國境內涉外司法案件、司法通譯案件通譯人員培訓、倡議完善
司法通譯制度為主要任務28。

肆、美國加州法院通譯計畫
美國加州法院通譯計畫（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係由加州司法委員會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通過與制定，司法委員會必須向加州議會報告在
法庭上使用通譯服務的情況，並報告全州法院通譯員的年度支出情況。本計畫目
的在於提升法庭通譯的品質和通過認證之通譯人數，確保英語能力有限之人、聾
啞或聽力障礙者，在進入法院成為證人或被告時，能夠理解程序如何進行，並完
整陳述證詞29。加州是美國第一個建立法庭通譯制度的州30。當中規範法庭通譯員

27
28
29

30

臺東縣外語通譯協會培訓外語通譯人才講習課程內容彙編，頁 3，2007 年。
陳允萍，《司法通譯》
，頁 141-142，2017 年。
California Courts, the Judicial Branch of Californians, 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 (CIP), about,
available at http://www.courts.ca.gov/2685.htm last visited 03/24/2019.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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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內容、需具備的語言能力、通譯員種類、測驗方式、任用方式、取消任
用，以及在職訓練等31，並訂有專業倫理道德相關規範32。

第五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質性研究
本論文研究主軸為探討我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除瞭解我國公部門通譯、特
約通譯與非政府組織開辦司法通譯課程之培訓情況外，也參照現行發展較完整、
多數研究有援引之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進行比較分析。研究者在檢閱既有文獻
的過程中，發現以司法通譯為主題的研究論文中，多以通譯權利保障為主，以司
法通譯培訓課程設計、課程內涵進行探究者較少；再者，本研究亦關注不同規範
的比較與改進參考，而非找出解釋性的因果關係。由於質性研究較適用於概念化
發展與理論建構較缺乏的情境，基於以上考量，本論文預計採取質性研究方法進
行本研究，亦屬於初探性研究。
根據 Merriam 所提出之質性研究的重要特徵33，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係由
於質性研究較缺乏理論基礎（或現存理論）對特定現象進行解釋，因此重視研究
者收集資料後，建立理論框架，專心進行資料調查和詮釋，輔以檔案資料、觀察
筆記、參與者訪談等資料形式；再透過觀察、理解、訪談或文件擷取進行資料歸
納，以建立概念與歸納發現結果，並充分描述研究脈絡。其次，質性研究的特徵
是以研究者作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主要工具，由於人類具有即時反應與調整的能
力，在進行資料蒐集和分析時，研究者可藉由語言、非語言的溝通和及時處理資

31

32

33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Information Packet on Becoming a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er, at
3, available at http://www.courts.ca.gov/documents/CIP-Info-Packet.pdf, last visited
03/21/2019.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Ethics
Manual, available at http://www.courts.ca.gov/documents/CIP-Ethics-Manual.pdf, last visited
03/21/2019.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質性研究：設計與施作指南》，頁 15-16，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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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釐清現象，摘錄出重要資訊，並與受訪者交互確認資料詮釋是否正確；惟研
究者作為主要研究工具時，可能會因偏見或個人主觀詮釋，而對研究有負面影
響。

一、文獻探討
本研究預計以文獻探討之方式，以我國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在司法通譯之教
育訓練與培訓課程進行探討，並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與之進行比較，使用公
開的官方網路資料、書籍、課程大綱等文件紀錄比較臺灣與美國在通譯制度的異
同，以分析理想的通譯培訓制度應該到達何種程度，以及我國通譯培訓制度已具
備哪些要素等，均屬於內容分析法當中，以法律規制與各種被記錄下的人類溝通
事物進行之研究34。其次，本研究亦有部分屬於比較性研究35，以相互比較方法，
對不同社會制度規範進行檢視，並援引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社
會研究中，研究者必須設身處地思考被研究者身處的環境、觀點和感覺，以求適
當地解釋被研究者（資料文件）為何被記錄下來？具有多少代表性？如何根據這
些資料文件中所蘊含的資訊進行推論36。

二、文件資料分析
除文獻探討外，蒐集與分析各種文件資料（例如：會議記錄、工作日誌、公
告或是記錄官方事件的正式文件等）進行回顧，以及作為參與觀察、訪談等其他
質性研究方法的輔助，用來發展對特定場域或團體的理解37。惟文件或檔案資料
可能有記載偏差、保存不全、缺乏代表性、內容不完整等問題，研究者應審慎依
據文件資料本身的內在邏輯結構、外在的參照證據進行判斷與推論38。

34
35
36
37

38

Earl R. Babbie 著，蔡毓智譯，
《研究方法基礎理論與技巧》（二版），頁 357，2013 年。
同前註，頁 379。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同註 33，頁 386。
Catherine Marshall & Gretchen B. Rossman 著，李政賢譯，
《質性研究：設計與計畫撰寫》，
頁 197，2014 年。
文件分析法，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3274/，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
詞祭辭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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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選取我國政府機關發布之法規、教育訓練研習資訊；非政府組
織開辦課程之課程大綱；美國加州法院法庭通譯計畫公開資料等檔案資料，依據
研究目的進行整理與分析，從中比較、分析兩國制度相同與相異之處。

三、訪談
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用於理解受訪者對研究問題的看法，或陳述對生活、
經驗或情況的觀點等資料。研究者以觀察者和參與者的身分，記錄研究對象的言
談互動，並由對話過程發現人們對社會事實的認知、經驗與觀點39。
本研究除以不同通譯培訓課程進行比較外，也將輔以半結構式訪談法，邀請
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負責主導課程設計之專員為研究對象進行訪
談，進行不同個案的分析。

貳、研究步驟
一、蒐集相關文獻，擬定研究方向
研究者大學時主修法律，即對人權、法治議題特別感到興趣。進入研究所就
讀後曾至民間司改會擔任志工、參與各類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同時修習師資培育
課程。由於研究者本身具有在高中任教和參與非政府組織的經驗，因此開始思考
本身所參與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作為學校體制外的非政府組織，在課程設計上
如何達到培訓的目的？故研究者開始閱讀、蒐集我國通譯制度與培訓課程相關文
獻，試圖釐清可行的研究主題與方向。

二、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透過閱讀、整理與司法通譯既有的文獻資料，初步發現：目前對於司法通譯
的研究主要有從制度規範面分析我國通譯在司法程序上的不足與困境，並比較臺
灣／外國的司法通譯制度做為改進建議；亦有重視特約通譯與通譯人才資料庫培
39

訪談法，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709/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祭辭
書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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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經驗的研究、非政府組織如何促進司法通譯專業化等，幾乎沒有針對司法通譯
的培訓課程本身進行探究。研究者希望從課程設計的觀點探討司法通譯培訓課
程，並與國外較完善的通譯制度進行比較，此為本論文研究主題的初步構想。

三、決定研究方法
本研究關注的是司法通譯的培訓課程，探討司法通譯需要具備何種專業能
力、如何培養並通過檢核，而非找出解釋性的因果關係。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
內容資料分析、比較性研究法，輔以訪談取得課程設計者的參與經驗，從中探討
司法通譯培訓之課程內涵與過程。

四、擬定完整研究計畫
釐清研究主題與決定研究方法後，研究者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繼續擴大文
獻蒐集的範圍，除了探討既有司法通譯的相關研究、專書、官方與民間組織的文
件與調查報告外，亦從司法通譯的角度探討移民人權、性別人權等文獻。將上述
資料進行分析、統整後，撰寫研究計畫，擬定未來的研究流程和步驟，作為後續
進行研究時的具體依據。

五、通過論文計畫審查並繼續蒐集資料
完成論文計畫後由口試委員、指導教授進行口試，審查結果為「修正後通
過」
。口試委員所提之修正建議為參考國外較完整、行之有年的通譯制度與培訓
方式，探討司法通譯培訓中「理想」的課程設計，是否能符合通譯需求？再從南
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負責培訓課程設計者的觀點，談我國現行制度
是否足夠？並對課程設計、通譯制度規範進行反思討論。

六、進行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
研究者廣泛蒐集我國司法機關對具有公務員身分之現職通譯考選任用方式，
以及近年為補足現職通譯的語言傳譯功能不彰，而遴聘未具公務員身分之特約通
17

譯；並從非政府組織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所開辦司法通譯培訓之
課程資料，就其資格要求、課程規劃、師資組成與培訓成效進行分析。
除此之外，研究者蒐集與美國加州法庭通譯相關之研究，以及加州法院官方
網站所提供之法庭通譯計畫資料，包含：自學資源、考試程序、認證／註冊成為
通譯員、在職訓練等規劃進行整理和深入探討，並與我國現行制度比較。

七、進行訪談與編碼
訪談將以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進行訪談前，會先請受訪者填寫訪談同意書
（詳如附錄一），並告知訪談過程中的權益保障，以確保受訪者的權益與自願
性，並再次徵求受訪者同意，本次訪談過程將全程以錄音方式記錄之。
在訪談過程中，雖以訪談大綱（詳如附錄二）為引導，但研究者擬採取較彈
性的方式，即依具體情況修正訪談問題或討論方法，讓受訪者能在較無拘束的環
境下，表達其參與東南亞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角色和理念，以及參與其中的經
驗、感受或回饋等。研究者也會在訪談過程中進行觀察記錄，記錄訪談當時所觀
察到的氣氛、非語言訊息或是受訪者的語氣轉變等細節，輔助研究者更能精準掌
握訪談的過程和重要訊息。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以訪談時的重點筆記、訪談錄音檔謄寫為完整的逐字
稿，整理完畢後，寄予受訪者檢閱內容是否詳實或有無遺漏之處，進行檢核回
饋，若受訪者希望補充或修正，將會進一步以電話、電子郵件聯繫或另約時間見
面討論。
訪談結束後的逐字稿為避免透露受訪者身分，將以匿名編碼方式，縮寫其格
式為：（西元日期、受訪者代號），例如：20190528A、20190604B，研究者發言將
會以 R（Researcher）的代稱作為標記，以利後續資料的分析與閱讀。研究者在閱
讀、整理過每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和研究資料後，參考文獻回顧與美國加州通譯
計畫的內容，進行整合與分析。
18

訪談內容的引用，則會以「訪談日期＋代碼」進行編碼註記，並標記於引用
段落之後。例如： 20190528A，表示該段落係摘自 2019 年 5 月 28 日受訪者 A
受訪的的訪談逐字稿。此外，為方便讀者閱讀本研究時能瞭解前後語義與脈絡，
部份訪談內容會以（）作為補充敘述。

八、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者就研究實施的結果、綜合統整後的文獻資料加以分析，過程中持續與
指導教授共同討論，從中歸納研究之發現，並試圖回應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再作
成研究結論與建議，最後完成研究論文的撰寫。
上述研究步驟之流程如下圖 1-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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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文獻資料，擬定研究方向

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後擬定論文計畫

針對研究主題設計訪談大綱

閱讀相
關文獻

論文計畫審查

增進研
究理論
基礎

進行計畫修正、繼續蒐集資料並確認訪談大綱

進行正式訪談
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
訪談資料檢核、回饋

整理文獻與訪談資料，進行閱讀、分析與詮釋

撰寫研究結論與建議

完成研究論文

圖 1-5-1 本論文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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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係自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出發，對既有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第一節為我國
司法通譯的發展與反思，其中探討司法通譯與基本權保障之內涵、司法通譯制度
之建置，並概述與司法通譯有關之人權議題，例如：司法人權、性別人權與族群
語言人權等，再以相關研究之切入點與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第二節則介紹美國加
州法庭通譯計畫，探究該計畫中對法庭通譯的培訓與規範之重點。

第一節 我國司法通譯的發展與反思
本節從司法通譯的制度設計係為保障人民平等權、訴訟權等基本權利開始，
探討我國司法通譯建置源自於國語政策下的傳譯需求，為符合社會與人口結構變
遷，司法通譯的培訓與管理亦須隨之改革，惟改革是否足夠完善和具體，尚待持
續追蹤。

壹、司法通譯與基本權利保障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揭示平等權之意旨；第 16 條：「人民有請願、
訴願及訴訟之權。」明文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利。而人民在法庭面前一律平等，接
受公平、公開的審判的具體前提，在於能否流利使用法庭語言，若是不諳法庭語
言的語言弱勢者，需要透過完善的通譯制度加以實踐受公平審判之權利40。學者
王皇玉亦認為，法院設置通譯的目的在於保障弱勢語言使用者使用、接近法院之
權利，不諳國語之被告在法庭上可能面臨到的是法律專業、優勢語言的「雙重壓

40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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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41。以通譯存在的功能而言，即是人人在法庭之前都有相同機會充分表達自
我、有效行使防禦權，並不因語言能力有所欠缺而有差別待遇42。
學者林鈺雄認為，語言協助制度是公平審判的重要一環。以刑事訴訟法為
例，被告的權利受充分告知，才能有效準備辯護，若被告對權利與義務並無清楚
認知時，辯護人可協助其進行防禦或救濟43；但若因語言能力而在法庭上難以溝
通、甚至與辯護人之間的溝通都存在困難時，所面臨的是「無聲的審判」44。除
了法庭活動以外，自司法警察機關詢問犯罪嫌疑人起，就必須要以語言進行事實
陳述和權利主張。對於不同族群、語言和文化的人民，為保障其語言權利、解決
訴訟程序的溝通障礙，方能貫徹憲法所保障之平等權和訴訟權。

貳、我國司法通譯的建置規範
一、審判語言的規範
於訴訟程序中，為不諳一國法庭語言之當事人、關係人設置通譯，合於《憲
法》保障人民平等權、訴訟權之意旨。我國在《法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和
《刑事訴訟法》均規定法院體系內須設置通譯，《法院組織法》第 97 條規定：
「法院為審判時應用國語。」、第 98 條：「訴訟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有
關係之人，如有不通曉國語者，由通譯傳譯之；其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除由通
譯傳譯外，並得依其選擇之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同法第 23 條、第 39
條、第 53 條與第 70 條則規定各級法院與檢察署應設置通譯。《民事訴訟法》第
207 條：「參與辯論人如不通中華民國語言，法院應用通譯；法官不通參與辯論人

41

42

43

44

王皇玉，弱勢語言族群之接近司法權──以原住民通譯問題為中心，刑事政策與犯罪研
究論文集，第 14 期，頁 67，2011 年。
葉書瑜，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受通譯協助權利－以美國法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系碩士論文，頁 8，2017 年。
林鈺雄，2014 年刑事程序法裁判回顧：從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觀點出發，臺大法學
論叢，第 14 期，頁 1550，2015 年。
呂昀叡，刑事被告通譯協助權利之探討－以歐洲法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2，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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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之方言者，亦同。」。《刑事訴訟法》第 99 條：「被告為聾或啞或語言不通
者，得用通譯，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並依同法第 100-2 條之規
定，準用於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之情況。
前揭法規中所規範之「國語」，反映出語言背後的權力關係，和臺灣的殖民
歷史、政權更迭密不可分。臺灣自 1895 年由日本殖民統治後，至 1945 年國民黨
政府來臺，日本政府、國民黨政府均採行「國語政策」，日本政府將日語定為國
語，而國民黨政府則是採用遷臺前的中華民國政府訂定的標準語「新國音」定為
國語45。然而，國民黨政府來臺初期，多數臺灣人民所使用的語言是閩南語／臺
語、客家語，尚有人數較少的原住民各族語言與其他不同國家的語言，其中能以
政府所頒訂的「國語」溝通者較為少數。由於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在政府體系的
人事安排進行大規模異動，臺灣法院人員的組成遂以中國各省籍人員為主，在司
法體系中的法律語言也隨著政權與相關規範的轉換而轉變，有部分法院、檢察處
均有開班授課，以增進法院人員的國語能力46。當時法官、檢察官多是外省籍，
國語也成為法院體系必須使用的標準語言，是以，日本政府、國民黨政府為因應
臺灣尚有閩南語、客家語等常用方言的溝通需求，在訴訟程序中設置有將閩南
語、客家語等語言轉譯為國語之「通譯」。

二、通譯資格與制度改進
我國司法通譯因編制、法源依據不同，在資格取得與任用上，有分為「具公
務員資格的通譯」、「非具公務員資格之特約通譯」兩種，除建置於名冊中的特約
通譯外，亦有特約通譯因故無法提供傳譯服務或人數不敷使用時可由相關單位指
派之「臨時通譯」，以及「當事人合意選任經法院認為適當之通譯」等類型。

45

46

「新國音」以北京話為基礎，調整部分讀音、無入聲字。參考自【麻瓜的語言故事】
「國
語」真的是北京話嗎？ https://gushi.tw/making-standard-chinese/ 最後瀏覽 2018/11/28
劉恆妏，戰後初期臺灣司法接收（1945-1949）
：人事、語言與文化的轉換，臺灣史研究，
第 17 期第 4 卷，頁 68-69，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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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公務員資格之通譯，係依據《法院組織法》與各級法院組織法設置之通
譯員額進行配置，復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4 條規定「通譯屬司法人員」、
同法第 26 條規定：「法醫師、檢驗員、通譯、執達員、法警及其他依法應行設置
之人員，其任用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將遴選規定另以《法院書記官通譯
及執達員遴用遷調實施要點》（本法於 2006 年 7 月 26 日廢止）規範之，該實施
要點第 13 點通譯應具備傳譯能力與通過國家考試：
「通譯之遴用應具備一定之傳譯能力，並經擬遴用機關證明屬實。委任通譯
應就左列人員之一遴用之：
I 經法院通譯或能適用於通譯之一般行政職系考試及格者。
II 曾任委任通譯，經銓敘合格者。」
目前各級法院機關內所配置之通譯均為通過國家考試的公務員。自 2006 年
起配合政府人力精簡政策，法院編制內的通譯逐漸減少，現已不再招考，實務上
由各級法院依據案件需求自行公開徵選。
然而，自 2000 年起，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下稱民間司改會）在法庭觀察
報告中，均有記錄「通譯人員語言能力不足」的問題，在法庭當中未能充分發揮
溝通與翻譯的功能，觀察報告中進一步質疑法院編制內通譯的資格、考選程序與
評鑑機制為何47。司法院於 2006 年宣布數項具體改進措施：「
一、建立各種語言傳譯人才資料庫，遇有特殊語言通譯需求案件，採以人力
外包方式因應。各法院應編列概算，俾支付擔任傳譯人員合理費用，以
吸引人才加入。並對有意願長期擔任法庭通譯傳譯人才，施以必要法律
課程講習，以提升在法庭傳譯精確度。
二、法院現職通譯原則上遇缺不補，並視各法院業務需求，裁改為其他職
缺，且訂定各等級現職通譯應具備條件。
三、對於現職通譯人員，各法院將加強在職訓練，並視年齡、學習能力等不
同狀況，選派適當人選進修外語、手語。於合理年限內，仍未能達標準
者，將研議轉任錄事、庭務員等職務可行性。

47

林渭富，同註 4，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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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院所需各種通譯人才，將以適當管道廣為宣導，並主動延攬加入人才
資料庫。」
同年司法院於 4 月 21 日以院台司一字第 0950009523 號令發布《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48，建立各種語言傳譯人才
資料庫、支付擔任傳譯人員合理費用與申請程序等規範。正式規劃以聘雇特約通
譯的方式，對外徵求有傳譯需求的語言種類通譯人才，以因應現行通譯僅能傳譯
閩南語、客語或英語，或只能充當法庭中傳遞資料人員的問題49。
最近一次通譯徵選，係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2012 年 6 月 12 日發布之
三等通譯（委任第 4 職等至委任第 5 職等，職系為一般行政）公開徵選公告，其
徵選之資格條件為：
（一）具有公務人員考試及格經銓敘機關審定委任第二職等以上合格實授並
具有一般行政職系資格之人員。
（二）本職務需認識法院組織法、刑事實體法、訴訟程序法及有關法令，對
國語及各種方言具傳譯能力（如臺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
（三）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及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7 條所列有不得擔任
公務人員各款情事之一者及無限制調任之情事者。
該三等通譯職務工作項目為通譯職務及其他交辦事項50，徵選條件限定原具
有公務員身分，且具有一般行政職系資格之人報名，屬於行政機關內部職務之調
任；再者，該通譯職務僅要求具備國語、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各族語的傳譯能
力，如何因應現今國際化社會中，來臺經商、通婚、居住和工作而逐漸增加的各
國外籍人士，在臺涉訟時的語言協助需求？
從陳宜倩研究指出，通譯制度涉及人民訴訟權利，背後更涉及政治、語言、
文化霸權的傲慢心態。正視多元文化的社會現實，從司法體系、法律專業社群要
重新面對一向不受重視的「語言上的少數」。以國內人民所使用的語言為例，除
48

49
50

該要點已於 2015 年 5 月 8 日廢止，同日訂頒《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適用於各類法
院。
張安箴，同註 10，頁 50。
資料來源：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公告
http://www.hlc.moj.gov.tw/ct.asp?xItem=272538&ctNode=5889&mp=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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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外，閩南語人口是相對多數，但閩南語在以國語為主的法庭活動中，仍屬於
「語言上的少數」，遑論客語、原住民各族語言或新興移民所使用的語言51。
人民涉入司法程序時，能否實踐接受公平審判的基本權利，與能否流利使用
法庭語言有密切相關52。現今通譯在法庭上並沒有發揮溝通和翻譯的功能，主要
原因是國語教育普及後，原先法院設置為閩、客語通譯使用率大幅減少；次因臺
灣於東亞的地緣關係與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佳，多數東南亞籍人民為工作、婚姻
移居來此，但若外籍人士涉及司法案件時，因本身對中文不熟稔，法庭原有編制
內的通譯又僅通曉方言或英語，而無法協助翻譯。若是法庭通譯人員既不能通、
也不能譯，在法庭上僅是協助轉交證物、錄影錄音等協助法庭運作順暢的助理，
通譯的編制與身分角色只是襯托法院重視人權尊嚴的裝飾品53。
我國監察委員沈美真、李炳南與楊美鈴曾對司法通譯進行調查，並撰寫完整
的調查報告，調查意見中認為：
「司法通譯係屬高度專業性之能力，並在訴訟程序上係居於關鍵性地位，其
傳譯功能不僅止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對犯罪事實之發現及判決結果亦
有重大影響；是司法通譯品質之良窳，直接影響當事人之生命、自由、財產
或人格權等各項權益54。」
調查報告中，認為司法通譯在司法及行政程序上具有溝通之重要性，由於司
法公平正義的保障首先為程序正義，才有可能追求實質正義。該份調查報告要求
司法與行政機關均應妥適使用通譯，以確保程序之進行及判決、處分或決定之正
確及公正性55。

三、特約通譯制度的建立

51

52
53
54

55

陳宜倩，法庭通譯，廁所中的花瓶？－語言霸權主義下的失衡公義，司法改革雜誌，第
61 期，頁 24-25，2006 年，
林渭富，同註 4，頁 16；陳宜倩，同前註，頁 22；鄭家捷、戴羽君，同註 25。
林渭富，同前註，頁 16；王皇玉，同註 41，頁 59。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司法通譯案調查報告，監察院調查案（101 司調 0023）
，頁
273，2012 年。
同前註，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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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法院通譯出現上述「既不能通也不能譯」的狀況，並使法院通譯制度
更加健全，以提升傳譯水準，司法院陸續訂定《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及《法
院通譯倫理規範》，建立通譯執行職務時的行為基準及基本職業倫理，統一法院
使用通譯之程序規定，並透過積極宣導、推廣特約通譯制度，使法院通譯語言種
類更加多元、通譯人才更完備，強化對民眾訴訟權益之保障56。
為因應全球化社會下不同語言的傳譯需求，現今各級法院組織以延攬「特約
通譯」提供通譯服務為主，由《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規範擔任通譯之條件與
訓練要求57：
（一）立法理由為因應法庭傳譯需求與保障訴訟權：
第2條

為因應法庭傳譯需要，法院於現職通譯不適宜或不敷應用時，應
逐案約聘特約通譯，以維聽覺或語言障礙者或不通曉國語人士之
訴訟權益。

（二）特約通譯的語言種類除我國常用方言、原住民各族語外，西歐國家、東北
亞、東南亞國家語言亦是延攬之列：
第3條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以下統稱建
置法院）為利法院約聘特約通譯，應延攬通曉手語、閩南語、客
語、原住民族語58、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
俄羅斯語、日語、韓語、菲律賓語、越南語、印尼語、泰語、柬
埔寨語、緬甸語或其他語言一種以上，並能用國語傳譯上述語言
之人，列為特約通譯備選人。

（三）對特約通譯進行教育訓練，基本教育訓練時數共有 22 小時，彈性增加之
時數則視法院需要而定之：

56

57

58

司法院，司法院訂定通譯倫理規範及使用通譯作業規定 健全通譯制度，司法周刊，第
1670 期。
除《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外，檢方亦有《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
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
，由於條文內容多有重疊相同，故本節討論以較完善之院方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規範為主。
臺灣目前原住民族共有 16 族，分別為：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
凱族、鄒族、賽夏族、達悟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
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s://www.apc.gov.tw/portal/cateInfo.html?CID=8F19BF08AE220D65，最後瀏覽
2019/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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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條

依前條申請經書面審查通過者，由建置法院先行測試申請人之中
文程度（含基本聽說及閱讀能力），經測試合格者，始准參加教
育訓練。教育訓練之課程及時數如下：
一、法院業務簡介二小時。
二、法律常識六小時。
三、各類審理程序或相關程序概要十小時。
四、傳譯之專業技能及倫理責任四小時。
建置法院得視需要，增加教育訓練之課程及時數。

此外，除建置於選用名冊之特約通譯外，尚有「臨時通譯」與「當事人合意
選任通譯」等類型59。
目前在我國司法體系當中，建置有「內政部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60」、「法
務部特約通譯名冊61」和「司法院特約通譯名冊62」。而依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結
果，司法院轄下各級法院每年都會舉辦特約通譯的培訓課程，作為特約通譯之教
育訓練與續聘要件，其中有部分場次委由民間組織代為進行63。

四、健全司法通譯體制的倡議
近年來，國內非政府組織多次向立法委員進行修法倡議，爭取健全司法通譯
制度和合理報酬等。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於 2015 年第 8 屆會期曾提案建請
司法院會同內政部研商現行通譯制度改善措施64，會議後提出 8 項未來改進或研
議之措施：
（一）加強合作辦理「通譯人才資料庫」；未來仍會持續加強延攬傳譯人才，
依據實際傳譯需求，適度增加東南亞語系及手語特約通譯。資源共享
則可洽請其他機關、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尋找適任人才。
59

60
61
62
63
64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14 條：II 法院於審理案件時，如特約通譯備選人因故均不
能提供服務或人數不敷應用時，得因應需要，函請相關機關或單位協助指派熟諳該國語
言人員擔任臨時通譯。III 當事人合意選任通譯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
內政部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https://idb.immigration.gov.tw/
法務部特約通譯名冊，https://www.moj.gov.tw/lp-40-001.html
司法院特約通譯專區，https://www.judicial.gov.tw/Intrprtr/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同註 54，頁 79、101。
司法院 104 年 12 月 11 日院台廳司一字第 104003217 號函，檢送法院特約通譯制度運作現
況及相關健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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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傳譯案件處理流程標準化機制；待研議建立相關作業流程標準化
機制，使運用通譯之程序更完備。
（三）檢討通譯案件酬金給付標準；司法院、法務部現行傳譯報酬費用標準
（每件傳譯費用 500-4000 元，每件交通費 500 元），與其他機關相較
尚屬合理。建請勞動部、移民署及警政署等相關機關研議增列預算，
提高通譯案件酬金給付標準之可行性，使支付報酬費用之標準合理、
明確，以提升通譯人員協助傳譯之意願。
（四）加強通譯人身安全之保護；改善筆錄系統格式加強對通譯個人資料之
保護，如有影響其執行傳譯職務時立即告知法院處理，並請法務部、
警政機關適當調整現行訊問程序，以減輕通譯當庭陳述年籍資料、洩
露個人隱私之心理壓力。
（五）建立通譯迴避規範；目前《法院通譯倫理規範》有譯為英語、日語、
越南與、印尼語和泰語，研議轉譯為多種常用外語，建請相關機關研
議將迴避規範納入。在特約通譯的教育訓練中，對現設的傳譯專業技
能、倫理責任課程等加強辦理。
（六）建置通譯能力評鑑標準；未來將視實務運作需求，決定是否調整特約
通譯備選人語言能力之資格條件。另將研議「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形
意見反應表」建置多語版本，提供被傳譯人填寫，使其亦能理解該反
應表內容，並對傳譯情形提供適度反應。
（七）提供多語言法律文書之可行性；未來將持續建置司法文書譯本，另建
請相關機關研議就新住民或外籍人士常用之司法文書增置外語版本，
以保障不通曉國語民眾之訴訟權益。
（八）定期舉辦通譯之法律研習；目前已完成「法庭及訴訟程序常用法律詞
彙」之英語、日語、越南語、泰語及印尼語譯本，可作為教育訓練之
教材。未來研議增加法律專有名詞之解釋，或邀請各駐在國辦事處人
29

員解釋法律常識，適度調整研習課程內容深度及廣度，亦建請相關機
關研議定期辦理法律或傳譯案件所需專業知識之研習。
司法院在該次會議中允諾落實司法為民之理念，由於通譯制度之良窳攸關民
眾權益，為使通譯職能更有效發揮，提升傳譯品質，以符合社會期待和民眾的實
際需求，將持續推動健全通譯制度。
2017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時，於「保護弱勢族群在司法中的處境」之分組會
議中，為降低因溝通、理解之障礙，而影響人民司法近用權之實現，曾建請相關
單位研議具體改革方案65：
（一）充分挹注培訓經費，對各語言專業或有關團體提出之專業培訓計畫提
出得予適足補助，有效提升培訓量能；
（二）修訂「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確定通譯專業度，非僅為知曉各該語
言者即可充任；
（三）責成有關機關開辦相關語言各級證照檢定，以強化通譯專業水平；
（四）建立司法通譯人才庫，擴充其專業人力之量能；
（五）修訂相關規範，使當事人得自行選任通譯：
（六）請司法院研議關於聾、啞或語言不通者，應使用通譯或聽打服務以提
升通譯品質，並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七）相關司法文書應提供不通曉中文之人適當方法理解各該文書意旨。
在本次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分組會議中，決議行政院及司法院應落實司法弱
勢者的保護或協助機制，並增加經費，規劃完善檢核、教育訓練等機制，以提升
司法通譯專業，讓外籍、原住民被告或被害人在法庭上能夠充分溝通。亦與鄭川
如等人所提出之原住民司法通譯制度改善建議：建立專業證照制度、持續在職訓

65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成果報告 - 中華民國總統府。
https://www.president.gov.tw/File/Doc/8ca89cf6-00e2-4c35-9fe3-d6e54bb90e89，頁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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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提升通譯人員薪資、以專案培育／聘僱原住民通譯人員、加強司法人員在職
訓練等建議66，以落實公平審判權之具體實踐。

參、與司法通譯有關之人權議題
研究者蒐集過往研究、新聞專題報導和專書等資料，探討近年以東南亞裔為
主的新住民、國際移工在人權議題上，與司法通譯有無關聯與交集。研究者將從
司法人權、性別、移民／少數族群等面向，探討其中議題的處境，以及與通譯權
利的關聯性。

一、從司法人權角度
法律語言有獨特的價值體系與規範，若無基礎的法律專業訓練，將會形成參
與法律活動的障礙67。訴訟過程一旦開啟直至結束，各有不同細節、技術性規定
要留意，不同階段需要提出各類書狀主張意見，每個環節都有不同的法律效果，
與當事人權益息息相關，對當事人而言，甚至會形成巨大的壓力來源68。訴訟程
序中的各種詞彙和規範，對一般人民來說並非日常生活用語，在理解與應用上本
屬不易。能以中文進行日常對話，與瞭解法律語言之間存在一段距離。當語言與
該國官方或主流語言不通或存有隔閡，在司法體系當中可能陷入失語的困境，導
致程序上之不利益69。
報導者在 2017 年 8 月 29 日曾就司法通譯進行一系列專題報導，以不熟悉中
文的外籍移工及外籍配偶，在臺涉案時卻成為「失語者」的新聞進行探討70。報
導中的移工尤安娜不會中文，因受前後兩任雇主性侵害進入司法程序，從警察局
筆錄、檢察官偵訊，到法院開庭等過程，都需要通譯人員協助，尤安娜難以為自

66
67
68
69

70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96-297。
陳宜倩，同註 51，頁 25。
郭書琴，法律人類學、法律知識與法律技術，頁 75-76，2016。
黃依晴，論外國人與移民於我國刑事司法中之困境：以文化辯護及通譯權保障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119。
報導者（2017 年 8 月 29 日）
。失語的移工：混亂失真的通譯制度。原文網址：
https://www.twreporter.org/a/judicial-interpreter-chaotic-system 最後瀏覽 201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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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發言。但在這兩起性侵害案件偵查及審判過程中，通譯的選任過程、品質卻又
因涉及利益衝突、通譯瑕疵而出問題。
從刑事程序的最源頭，即有司法警察辦案時，罔顧當事人語言不通的困境和
陳述事實的權利，而未請通譯協助，僅向通曉英語的當事人哥哥進行詢問，至檢
察官偵查階段才發現此事實，方能及時請通譯協助。除了報導者筆下幸與不幸的
案例，還有多少失語的外籍當事人，因為語言隔閡、執法人員對於程序保障意識
薄弱而「被消失」在警察詢問筆錄當中？警詢之後，影響檢方偵查方向、法院審
理的誤判，這些數字都無人知曉。

二、從性別人權角度
王曉丹自女性主義法學的角度，探討失語的女性被害人面臨性暴力後，無法
陳述重要事實，可能因使誤導司法人員做出錯誤的判斷。以性侵害案件為例，報
案進入司法程序後，每次的警詢、偵查和法院開庭審理，被害人都必須一次又一
次重複地說，受害地點在哪、對方的動作、如何強行侵入身體、有沒有求救或反
抗…。被害人必須帶著傷痛，反覆敘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暴力，若是描述得不
夠精確，司法機關自難認為符合法律上的犯罪構成要件，此外，若是不符合「理
想被害人」的情節，都可能影響後續的事實認定，要成為無辜毫無性慾的被害
者，描述遭受性暴力的情節，被認為應該要極力反抗、要具有明顯的創傷後反應
等71。
在性侵害案件中，對被害人所進行的訊問係為還原事實，然而，司法人員未
考慮女性受性道德的拘束、對性語言細微的差異是否有足夠語言進行描述，而在
調查過程中對於「性侵害」、「強暴脅迫」、「違反意願」和「拒絕」的釐清，使用

71

王曉丹，聆聽失語的被害人──從女性主義法學的角度看熟識者強暴司法審判中的性道
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0 期，頁 160，2010 年。
32

「是否」的二分問題帶著價值預設，迫使受訊問的被害人只能選擇其中一邊，卻
忽略了語言可能的多義性問題72。
近年來許多東南亞籍移工來台工作，遭雇主性侵害的案件頻傳。從行政院衛
生福利部統計，2015 年就有 122 件外籍移工通報性侵案件，經勵馨基金會統計調
查，這些案件的起訴率只有 13.3%，明顯低於同一年間，全國妨害性自主案件的
起訴率 43.95％，起訴率呈現懸殊落差73。其中有多少當事人，由於權力關係的不
平等，或是通譯在調查過程中，無法如實傳譯被害人受侵害時的經歷和感受，而
有苦難言？受害女性的身分，加上移居他國所產生的語言隔閡，導致「雙重失
語」的情形。
民間團體呼籲在政府進行司法改革時，亦應加強司法人員的在職教育，瞭解
受害移工的處境，多是來自於雇主的權力壓迫，以防止性侵被害人在司法程序中
受到二次傷害。

三、從族群／移民／少數族群的語言權
依據我國《憲法》第 22 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
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對基本權利的概括規定，以及《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 條第 11 款前段「國家肯定多元文化」。雅柏甦詠‧博伊哲努認為本條要求國
家必須保障多元文化平等，建構適於多元文化共同發展的制度，多元文化原則作
為平等權的另一種表達方式74。
Meyerhoff 認為，語言權也必須以語言多元主義（Linguistic Pluralism，多元
文化主義之一環）為基礎，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出發，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自有權選擇各自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文化團體都有權利自由地保存所屬群體的

72
73

74

同前註，頁 177-180。
公視新聞（2017 年 7 月 11 日）
，雇主性侵外籍移工頻傳 起訴率卻偏低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64377 最後瀏覽 2019/1/10
雅柏甦詠．博伊哲努，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保障，頁 217，2007
年。
33

文化和語言75。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語言反映群體的生活方式、文化思維和價
值觀念等。官方或單一語言的使用，限制各族群語言與本土方言，只是國家較能
以「促進溝通」或「團結」的名義方便、有效率地進行統治行為76。若國家主張
肯定多元文化並以憲法增修條文定之，但沒有提供多元語言維護、保障的機制，
形同迫使社會上較弱勢的族群必須服膺主流文化。
2018 年 12 月 25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目的為尊
重國家多元文化之精神，明定國家具有傳承本地語言的義務。參該法第 1 條之立
法目的，係為促進國家多元文化發展及尊重語言文化多樣性，並使過去受到一元
語言政策傷害的各族群語言，於國家資源挹注時，得以傳承、復振與發展，因此
該法第 3 條所定義「國家語言」，係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
手語」。其中，「臺灣各固有族群」係指既存於臺灣，且包含各離島地區，並受國
家治權管轄之傳統族群，不包含非本國籍人士取得我國長期居留權及由他國移入
我國並取得國籍者77。排除非我國籍人士取得長期居留、他國移入取得我國國籍
歸化者。
然而，可從該法第 11 條保障國民使用語言的權利，並要求國家提供資源以
保障語言平等之意旨，以及該條之立法說明，既參酌自公政公約第 14 條規定，
訴訟程序時能平等使用語言之基本權利，自當是普世性人權保障：
「任何人有權於法庭上使用其國家語言，且為避免國民使用不同之國家語言
成為其接受政府提供服務及利用公共資源之障礙，落實國家語言平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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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nhoff, Terrence. (1994). Multiculturalism and Language Rights in Canad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Equality and Unity,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吳欣陽，臺灣近代型國家語言法令之形成與演變，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12-13、16，2004 年。
參照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 1071225 立法院第 9 屆第 6 會期第 14 次會議，國家語言發展
法草案之審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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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政府必須保障國民的國家語言學習、文化傳播、訴訟語言等基本權
利，並積極培育各國家語言通譯人才78。」
若法院以特定語言進行溝通，就必須具備通譯，國家提供足夠的通譯，才能
保障人權與訴訟上的公平。若各種語言能受到保障，通譯人才的供給方能穩定。
司法通譯一如生活週遭的融入式設施，提供不同語言使用者都能在司法程序中陳
述事實、主張權利，若是漠視語言障礙之人在訴訟上被消音，亦是漠視審判上的
公平和公正。

四、從國際公約之角度探討通譯權利
1948 年經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訂下維護人類基本權利的
原則。其中第 7 條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
任何歧視；第 10 條亦規定人人有權平等地由一個獨立無偏的法庭進行公正和公
開的審訊。《世界人權宣言》並非國際公約，不具有強制性，後續透過國際間的
公約簽署以進行約束與實質保障。
本段將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所有移民工作者與所屬家庭權
利之國際公約》及《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探究其中對通譯權利的保
障，以及在臺灣實施的概況。
（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我國曾於 1967 年簽署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
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合稱「兩公約」），但聯合國迄未批
准。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為融入國際社群，並落實「人權立國」之政策，
我國政府積極簽署國際公約。

78

行政院《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https://www.ey.gov.tw/Page/AE106A22FAE592FD/4fb215e8-78f0-40ad-b8ee-bca157fa62f4 最
後瀏覽 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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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經立法院審查通過《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政治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並由總統公布後生效，確認為我國宣誓恪遵之國際公約，
且具有我國現行法之拘束力。依據法務部對《「國際公約內國法化的實踐」委託
研究報告》之對案建議，認為前揭兩公約規定應優先適用，因為兩公約有多數國
家簽署，為普世遵循之人權規範，因此兩公約條文中所揭櫫的正義性，國內法律
應予遵守及高度尊重79。彰顯公政公約當中對不諳我國國語之刑事被告通譯權、
訴訟權應予保障。
公政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
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一）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
（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其中第 1
款、第 6 款即宣示任何國家對於該國的刑事審判被告，必須盡速以被告通曉之語
言，詳細告知其被控訴之罪名、案由，若是被告不通曉或不能使用該國法院所用
之語言，應免費為其提供通譯（包括相關文件的文字或口語翻譯）。學者王皇玉
指出，依公約之意旨，這些權利並不限於締約國國民，無論有無國籍或國籍為
何、身份地位，只要身處締約國家都享有此訴訟上的權利保障，以協助其進行訴
訟程序80。公政公約第 32 號一般性意見則認為公政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
定「所有刑事被告有權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報告被控罪名及案由」是刑事
訴訟的最低限度保障81；第 14 條第 3 項第 6 款規定「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
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反映刑事訴訟中公平和權利平等原則，此
原則母語不同於法院的正式語言之本國國民和外國人82。由上開公約條文意旨、
一般性意見觀之，通譯權利被視為對刑事被告的最低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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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法務部對《「國際公約內國法化的實踐」委託研究報告》之對案建議，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ic/Data/292414332417.pdf 最後瀏覽 2018/11/28
王皇玉，同註 41，頁 60。
法務部，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政治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書，頁
102，2012 年。
同前註，第 105-1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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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張文貞認為，兩公約經立法院批准、且通過施行法後，行政與立法行為
均應受到拘束，應該具備憲法層級的效力，或引為大法官釋憲之必要參考，才能
具體實踐兩公約對人民權利的保障83。至於公政公約之一般性意見，係締約國依
照公約規定，應繳交報告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由人權事務委員會依據公約
所保障的權利內容，進行解釋、審議後所作成，一般性意見廣泛適用於全體締約
國。因此，認為我國法律體系對於人權事務委員會作成之一般性建議，更應積極
予以適用84。
然而，監察委員沈美真等人在 2012 年提出對司法通譯的進行調查，其報告
指出：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99 條規定：「被告為聾或啞或語言不通者，得用通譯，
並得以文字訊問或命以文字陳述。」尚與具有國內法效力之「公民及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6 款規定：「應免費為不通曉法院語言之被告
備通譯」之規定不符；且司法院及行政院就所屬機關辦理相關刑事案件，尚
無使用通譯之判斷基準及各項程序規定，亦不符公約規定意旨及現代法治國
家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調查報告中引用法院判決85，以檢察官在偵訊程序中未使用通譯，並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法官未開庭訊問而逕以簡易判決等情，指出《刑事訴訟法》第 99
條「得用通譯」之規定，讓檢、審雙方未能重視刑事訴訟程序上通譯之使用，與
公政公約所規定之意旨不符86。
學者鄭川如等人在 2016 年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檢視我國原住民
族司法通譯制度，研究結果亦與監察院調查報告持相同看法，認為我國現行通譯
制度仍有「應用而未用」、通譯員額不足、專業知識與倫理有待改進等制度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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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貞，國際人權法與內國憲法的匯流：臺灣施行兩大人權公約之後，臺灣法學新課題
（八），頁 13，2010 年。
張文貞，演進中的法：一般性意見作為國際人權公約的權威解釋，台灣人權學刊，第 1
期第 2 卷，頁 40-41，2012 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 年度桃簡字第 246 號泰國籍勞工行使偽造私文書案件、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 100 年度桃簡字第 800 號越南籍勞工偽造文書案件。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同註 54，頁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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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87。目前人口約有 55 萬人的原住民族88，在通譯權保障仍待積極落實；而近
年成長快速的新住民與移工人口共計有 84 萬人89，國家在面對涉案人民是不諳國
語的語言弱勢時，是否有及時提供司法通譯，告知其權利、案件事實與表達主
張？
（二）
《保障所有移民工作者與所屬家庭權利之國際公約》
聯合國大會於 1990 年以 45/138 號決議通過《保障所有移民工作者與所屬家
庭權利之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CMW），對移民工作者及其家庭
成員的權利保障，如基本人權、工作權、司法權和語言權利均有保障。其中，該
公約第 16 條明定締約國應以涉入司法案件的移民工作者能通曉的語言告知逮捕
理由或指控90，並在訴訟過程中提供免費的通譯協助91。
張立姍認為，國際公約提及移民工作者的通譯權利和保障，顯見國際間對於
刑事訴訟中通譯制度的重視和共識，希望能提升我國執法者對於「被告或證人因
語言障礙而未能實質參與程序」這一問題的遲鈍與無視92。鄭川如等人（2016）
亦指出司法機關、檢警機關常有應用而未用通譯之情形，未來應加強司法人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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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93-294。
中華民國 106 年內政統計年報（第 72 頁，表 2-12）
，我國原住民人口數共有 55 萬 9426
人。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cate_sn=&belong_sn=6463&sn=6465 最後瀏覽日
2018/11/29
參前註，項目 1、2。
(Article16) 5.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who are arrested shall be informed
at the time of arrest as far as possible in a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of the reasons for their
arrest and they shall be promptly informed in a language they understand of any charges against
them.
(Article16) 8.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who are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by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be entitled to take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in order that that court
may decide without delay on the lawfulness of their detention and order their release if the
detention is not lawful. When they attend such proceedings, they shall have the assistance, if
necessary without cost to them, of an interpreter, if they can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used.
張立姍，入無人之境──司法通譯跨欄的文化，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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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譯權利之教育訓練，例如：加入人權公約中關於公平審判權的具體案件分
析、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通譯協助等。
林仕儒從國際公約之規定，歸納外國人士使用通譯的權利係結合平等權、訴
訟權和語言權三者。近來雖重視司法程序參與者不同語言的使用權利，但公約的
規定並非要求締約國改變語言政策，而是要求各國能建構司法語言公平的環境，
讓不諳一國語言的外國人士能夠在司法程序中克服語言障礙，順利參與程序，確
保基本權利受到保障，是國家面對外來移民的責任93。
（三）
《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
1953 年通過的《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一般簡稱歐洲人權公約），
訂有公平審判的原則，對刑事被告同樣予以最低限度的保障94：第 6 條第 3 項之
（1）規定應「立即以他所能了解的語文並詳細地告以他被控的性質和原因95」；
之（5）則規定「如果他不懂或不會講法院所使用的語文，可以請求免費的譯員
協助96」。
張立姍指出，歐洲人權法院亦承繼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3 項所保障的公平
審判權。例如，通知被告受控訴的起訴事實和法律基礎，即要使用被告通曉的語
言，轉譯起訴內容，避免被告蒙受極大不利益97。
呂昀叡從歐洲人權條約中的規定指出，通譯協助是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
權利，若被告欠缺語言能力而在有訴訟活動中有溝通上的障礙時，即具有使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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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仕儒，從公私協力模式看我國司法通譯制度，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39-40。
廖福特，歐洲人權公約，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8 期，1999 年。
(Article 6).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has the following minimum rights: (a) to
be informed promptly, in a language which he understands and in detail,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against him;
(e) to have the free assistance of an interpreter if he cannot understand or speak the language
used in court.
張立姍，同註 9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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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進行協助之權利，避免被告在程序上不會因為語言能力而成為程序上任人宰割
的客體98。
我國雖非歐洲人權公約之締約國，然而，我國的立法實務時常會參考外國立
法例，或參酌其他國際公約的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進行憲法解釋時亦曾多次援引
歐洲人權條約99，因此，歐洲人權條約所規範之精神，亦可作為我國改進通譯制
度之參考。

肆、相關研究
自 2003 年起，陸續出現以司法通譯為主題之碩士論文研究，有從權利保障
內含進行探究，亦有與他國制度進行比較分析，探討我國特約通譯訓練制度，以
公私協力模式和社會學等角度探討其重要性等面向：

一、司法通譯權利保障的相關研究
以通譯協助權利為主題之論文中，呂昀叡指出通譯協助是多元語言文化下的
議題之一，參考歐洲人權公約、歐盟語言政策和歐洲法院判決等法制，認為刑事
被告防禦權的首要保障在於確保通譯協助權，並對我國通譯制度提出建議：除偵
查、審判程序外，對被告施以強制處分、被告與辯護人之間的溝通皆應有通譯協
助適用的空間，在被告欠缺語文能力而影響其訴訟防禦權時，對於使用通譯協助
與否不應該有裁量權限，且通譯的翻譯過程均應以錄音錄影，利於被告舉證和監
控通譯的傳譯品質100。葉書瑜則以美國法探討美國法當中受通譯協助權利與《公
民與政治權利公約》，指出我國實務上通譯使用僅是程序上工具，而非被告權
利，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第 99 條「得」用通譯之規定違反國際公約，目
前雖有司法單位與行政機關建置之通譯人才資料庫，惟並未有統一的考核標準，

呂昀叡，同註 44，頁 66-68。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 710 號、第 689 號、第 582 號、第 392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100
呂昀叡，同註 44，頁 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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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確保通譯的翻譯能力，因此建議應建立完善通譯認證標準與制度，並加強訓
練通譯之法律相關知識、語文理解能力與口說反應能力101。
學者鄭川如等人認為我國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內國法化之後，刑事訴
訟程序中的通譯權成為基本人權，但在原住民族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之公平審判權
範疇，仍有應用而未用通譯、原住民特約通譯員數量不足、通譯對法庭用語不熟
悉且專業倫理有待加強等問題。研究參酌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提出建議，期能
改善我國原住民司法通譯制度，保障原住民族在刑事程序中的基本人權102。
黃依晴則指出我國為族群多元的國家，當人民無法以中文傳遞或接收法庭上
的訊息時，既無法理解控訴內容或主張權利，亦難使用相關的支援服務，是以，
通譯是公平審判原則的前提。為強化被告防禦權保障，無論是編制內通譯、特約
或臨時通譯，都應加強必要訓練課程、建立完善評鑑考核制度，亦建議《刑事訴
訟法》中第 99 條「得」用通譯之規定，修改為「應」用通譯，方能解決法官或
檢察官使用通譯與否而產生的裁量權爭議103。
以上研究均對我國司法通譯權利保障、培訓與管理規範提出改革建議，期許
政府建立更完善的通譯制度，以保障刑事被告在訴訟程序中的防禦權。

二、以我國與其他國家司法通譯制度進行比較
張玲瑛以臺灣與美國法庭通譯教育制度進行比較研究，美國對通譯的考選和
訓練制度較為嚴謹，我國通譯制度與考試科目與之相比較不完善，並無法反映法
庭通譯員的語言程度與專業能力。因此對我國未來通譯訓練課程提出：提升語文
能力、翻譯技巧、法律專業知識、職業倫理、實習與在職訓練等建議，期能改進
我國法庭通譯的素質與專業104。該篇論文撰寫於 2003 年，當時法庭通譯多屬司

葉書瑜，同註 42，頁 92-94。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
103
黃依晴，同註 69，頁 142-144，2018 年。
104
張玲瑛，美國與台灣法庭通譯教育之比較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碩士班學
位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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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體系中的公職人員，且尚未設置特約通譯制度，通譯人員的語言能力是否能滿
足國內不同族群的語言傳譯需求、通譯人員是否具備足夠專業能力等問題，始逐
漸受到關注與研究。
張安箴於碩士論文中以從譯者中立的角度，探討我國的法庭外語通譯制度，
先探討口譯的種類，再進一步釐清法庭通譯的角色並不是僅通曉外國語言即可勝
任；研究中探討我國的法庭通譯在制度設計上具有中立之特性、現行制度無法因
應實務需求等問題，最後以美國法庭通譯制度進行比較。張安箴以研究成果，建
議我國通譯制度應提高選才標準，並加強訓練課程，以期讓通譯更符合實際法庭
需求；且未來政府規劃通譯制度要採公務員通譯或是目前有特約通譯的雙軌制，
制度設計面皆應採用成本效益分析，才能有效分配政府預算105。
張立姍則著重探討通譯角色、現行通譯制度問題與法律上如何規範，並援引
歐洲、美國及日本等地文獻，在其研究中，亦提及翻譯中的語言差異顯示個人或
集體的文化認同，並提出疑問：「在族群多元性日益豐富的未來，通譯的作用，
是促進整體社會的融合，或是加深各族群之間的歧異？」指出面對多元文化的關
鍵不是在於各種文化能否融為一體，而是社會對多元文化能兼容並蓄。最後整合
出對現行通譯制度的改進建議，認為我國可參考日本實務做法，讓通譯僅有聲音
呈現在法庭活動中，在被告語其他訴訟參與者之間保持溝通，減少其介入程度；
其次，起訴書為刑事訴訟中與被告權利高度相關之重要文書，通譯必須以視覺口
譯方式告知被告內容；最後，使用通譯之審判期日均須全程錄音錄影，以備相互
檢證106。
梁文營以外事警察角度進行研究，參考日本通譯制度規範，對我國司法通譯
制度的問題提出改善建議和省思。日本在各地警察署內，分別設置警察通譯中心
（警察通訳センター）提供夜間及有臨時突發狀況發生時，能有迅速對應處理通

105
106

張安箴，同註 10，頁 88-89。
張立姍，同註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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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問題的相關管道。而在偵查階段所使用的令狀、判決文書等均附有翻譯為外國
語之文本，開庭時則是使用無線電等通訊器材進行逐步和同步通譯，至於通譯人
員的報酬，則是按時計算（每小時報酬約為台幣 3000 元）。在培訓方面，日本政
府製發「翻譯手冊」供通譯使用，並加強外聘的通譯人才對刑事程序中專業術語
的理解，各都道府縣警察署會舉辦通譯研習會，加強通譯法律專業知識，在高等
教育階段亦設有專門的司法研究課程，除有完整的司法專業教學外，也會安排到
現場進行實習操作107。
洪湘鳳以文獻探討、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研究我國的通譯制度現況，並以
其他國家通譯制度作為比較與參考，從移民署業務人員、移民署通譯培訓講師、
特約通譯和新住民的訪談結果，認為我國通譯制度尚有通譯培訓時數及專業不
足、通譯管理規範未盡完善、缺乏通譯專業認證等問題，建議通譯培訓課程除可
增加角色扮演模擬練習、實例教學探討外，應有實習機會，加強法律專業詞彙並
安排實務經驗之通譯講師，政府亦應整合通譯訓練的相關資源108。
以上研究以其他國家通譯制度與我國現行制度進行比較，從中歸納出許多制
度層面的問題，並提出相對應的改進建議。本研究認為，若政府尚未建立完整通
譯考選遴聘與管理制度，就現行特約通譯的培訓課程內容應充實法律專業知識、
通譯專業倫理，並增加模擬或實習的機會，增加通譯面對不同訴訟程序、案件類
型的經驗，更能即時因應傳譯現場的各種狀況。

三、以法院特約通譯進行探究
傅玫玲在碩士論文以臺美法院特約通譯規範進行比較，指出目前我國各高分
院的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課程中，均未安排通譯之專業訓練、實務演練和檢測，對
翻譯品質、通譯專業能力均可能造成影響，建議可參考美國以事先篩選、訓練和
梁文營，我國司法通譯制度之研究──與日本比較，國立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66、72-75、99，2010 年。
108
洪湘鳳，新住民通譯制度之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論文，頁
12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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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的方式，並以實境模擬法庭通譯、法律知識和通譯倫理等進行測驗，以提升
法院通譯人員之素質。該研究認為對通譯培訓與管理應建置長期計劃，例如語言
種類較特殊、或此類雙語人才較少時，可招募雙語教師加入並培訓其口譯能力、
從事司法通譯之專業知識等，在規劃上以提高從事法院通譯的誘因、提供專業通
譯訓練，培養更多的法庭通譯人才為目標109。
杜慧玲以量化統計方法，比較通譯品質項目（語言能力、翻譯一致性、主動
解釋語言或文化差異、角色中立、保密義務、法律知識、持續進修通譯能力、專
業外表等 8 項）的重要程度、自我具備程度和課程充足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受試
之法院特約通譯均認為目前通譯訓練課程的充足度偏低，特別在「法律知識」項
目，受試特約通譯則認為自我具備程度和課程充足程度均偏低，除加強訓練課程
以提升通譯品質外，特約通譯如何取得資格，其考選程序是否能兼顧語言能力和
翻譯能力，都與訓練課程的規畫有關。該研究輔以質性訪談，從受訪者對目前的
通譯使用環境，提出幾點研究建議：強化學術界與具有法庭通譯經驗專家之合
作，共同規劃通譯訓練課程；從東南亞語系的教育推廣，培養更多東南亞語系之
通譯人才；建立特約通譯面對不同語言或文化背景差異的處理參考標準，對較艱
澀的用詞可以淺顯用字說明；於課程中提供實際演練機會，或將各類案件的常見
型態、相關法律用語和雙語詞彙對照等資源，整合成資料庫，提供特約通譯提前
學習或進修110。
我國自 2006 年建置特約通譯迄今十餘年，以上兩篇以特約通譯制度為對象
之研究，均指出訓練課程中實務演練機會不足、無法增進通譯專業能力和提升傳
譯品質等問題，長遠來看，制度規範缺乏完善規劃，亦會影響特約通譯的資格取
得、人才招募和待遇。

109
110

傅玫玲，台美法院特約通譯規範之比較， 2017 年。
杜慧玲，特約通譯課程調查研究─以特約通譯角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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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非政府組織的訓練與專業化切入
林仕儒透過理論分析與質性訪談研究，發現公部門並未有效整合公共資源與
建構良好的通譯制度；非營利組織則對於公部門反應緩慢、並未積極回應制度改
革的倡議感到失望。建議未來公部門以各國經驗作為制度規畫參考、評估司法通
譯業務委外辦理的可行性、提升非政府組織參與度與加強學術資源／實務間整合
等方式強化公私協力的成效111。
王志豪探討生育保健通譯與司法通譯兩類人員的訓練成效，透過評估模型、
評鑑模式、訓練機構評核指標項目等標準設計訪談問題，並進行分析。就司法通
譯的部分，研究發現法院所舉辦的訓練課程，未有效針對通譯人員需求進行設
計；而民間組織的訓練課程較具互動與情境演練，對未來的實務通譯工作較能銜
接，除比較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的訓練成效外，學習者本身中文與理解能力、師
資和專業訓練的費用亦會影響訓練過程的學習成果與日後執業的品質112。
簡萓靚以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為研究對象，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協會成員，
研究該協會在台灣司法通譯的專業化過程、發展方向與困境。協會成員組成以新
住民為主，發展路線不定時，在業務與路線上將與各種新住民團體專業協會之間
重疊。又協會成員從事司法通譯時仍有角色與身分衝突，例如仲介業者平時也擔
任司法通譯，是否能同時堅守通譯中立原則，以及新住民在社會上的階級差異等
現象，亦會影響其在專業角色上的認同113。
以非政府組織自行籌辦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在課程設計和訓練成效較能符
合目前的通譯實務需求，惟非政府組織受限於資源不足，且須加入台灣司法通譯

林仕儒，同註 93。
王志豪，外籍配偶通譯人員訓練成效之評估，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頁 91-95，2015 年。
113
簡萓靚，台灣司法通譯專業化與角色認同初探：以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為例，頁 82-84，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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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方可接受媒合和派發案件，案源多寡或穩定與否，可能影響經驗較豐富的通
譯工作者加入的意願。

五、以涉外案件警詢階段使用通譯為研究主題
張芷盈在研究論文中探討警詢前若將「權利告知」以中文譯入印尼語，受試
之中文／印尼語通譯對權利告知事項仍存在理解困難，理由包括法律用詞較為艱
澀、理解錯誤或對司法制度不熟悉等，其語言程度雖能應付日常溝通，但與應對
司法專業內容間仍有相當距離。研究建議權利告知事項以較淺白語言撰寫、提供
各種語言標準化譯文版本，以確保通譯品質，並加強通譯、警方的訓練合作，對
於實務工作中司法專業術語可建置雙語詞彙表，提供通譯人員參考運用114。
沈敬慈透過深度訪談，發現警察使用通譯的時機必須自行判斷，還有尋覓通
譯的管道、通譯資格和費用支給等方面欠缺一致與合理的標準，為儘速將案件移
送而未謹慎確保證詞翻譯後的正確性，對誤譯的通譯責任難以釐清等問題。研究
中對警詢階段使用通譯提出相關建議，如建立明確的法令規範、編列預算支付合
理通譯費用進而推動司法通譯之培訓、管理與認證，並加強警員與通譯相關單位
的合作訓練等方式，期能改善涉外刑事案件使用通譯的制度115。
在涉外刑事案件中，常因語言不通而需要通譯協助，由上述研究中發現警詢
時使用通譯並未建置完整的程序、通譯對於權利告知事項的內涵不甚熟悉等問
題，除加強司法通譯對法律專業的訓練外，亦應自警察的訓練歷程中深化通譯作
為語言權利、訴訟權保障的重要性。

六、從社會學的面向探討東南亞籍新移民主體性

張芷盈，權利告知口譯之困難：以中文譯入印尼語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139-140、142，2013 年。
115
沈敬慈，涉外刑事案件警詢使用通譯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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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夏曉鵑主張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女性建立主體的社會運動基礎，認為打
破沉默的必要條件在於「掌握當地的語言」，新移民女性透過中文學習與劇場扮
演，提升中文使用能力，並提升自信與自尊，更拓展人際關係與生活圈116，以在
外籍新娘識字班的田野紀錄和行動研究，實踐 Freier 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核心──
受教育者從被動接受，轉化為主動參與，甚至有所貢獻，此與後來外籍婚姻移民
成立自主性團體、積極爭取自身權利亦緊密相關117。
黃錦繡以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觀察法探討新竹地區進入公部門通譯場域的
外籍配偶，由於參與培訓課程、通譯工作時間較為彈性、工作表現良好以及與其
他通譯姊妹建立互信關係，社會網絡得以擴大，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也得以累
積，原本以家庭或同鄉為中心的人際網絡，更加上以「工作」為中心的連結118。
由於參與通譯工作，主體性得到強化。此研究結果與夏曉鵑認為新移民女性透過
語言學習而發展主體性之觀點相同。
新移民女性因婚姻來到臺灣長久居住，學習語言以適應日常生活外，更經由
語言學習的培力，能以自身能力學習擔任通譯、參與團體事務，進而積極倡議移
民政策、通譯保障的不足，從中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主體性。研究者認為以社會學
對新移民與通譯之觀察研究，得以更貼近人與社會互動，而不僅是檢視課程內容
與制度。

七、小結
綜合上述，目前國內有關司法通譯的研究中，多以制度探討、與外國法制比
較，健全通譯倫理與訴訟權的權利保障為主要範疇，提及司法通譯的培訓與專業
養成僅有王志豪、簡萓靚有訓練成效與司法通譯協會專業化之研究，以及杜慧玲
夏曉鵑，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1 期，頁 34-37，2006 年。
117
夏曉鵑，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9 期，頁 22、34，2003 年。
118
黃錦繡，新移民通譯的工作場域與社會網絡之研究－以新竹地區公部門的通譯為例，玄
奘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碩士論文，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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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約通譯訓練進行研究。本研究將以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為研究標的，從培訓課
程中的課程設計、教學內容進行檢視與分析，並以美國法庭通譯制度進行比較，
最後提出建議，期能協助我國司法通譯制度從深化培訓課程開始，朝向更制度化
之發展。

第二節 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
本研究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作為分析與研究之對象，係因美國是少數具
有通譯專法的國家之一，且美國與我國在歷史發展上均屬移民社會，國內種族、
語言和文化具有多元性。本節先以美國《法庭通譯法》概述法庭通譯發展，並選
取加州法庭通譯制度進行探究，探討該計畫中對法庭通譯的培訓重點。

壹、美國《法庭通譯法》簡介
按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6 條保障刑事被告公平審判權、增修條文第 14 條之
正當法律程序及平等保障條款，以及增修條文第 5 條不得未經適當法律程序而剝
奪生命、自由或財產等規定119，各州面對無法通曉法庭語言者，必須遵守以上規
範，應指派通譯使被告完全理解法庭流程、為自己充分辯護120。在 1978 年以
前，聯邦法院使用通譯的法源依據是以聯邦刑事訴訟法第 28 條(b)：法院得指派
通譯並給予合理報酬，該報酬由法律規定或政府預算支付；聯邦證據法第 604
條：通譯必須符合專業資格，且於執行職務前必須宣示將會如實翻譯121。
當時雖有指派通譯之法律規定，但實務上法院得自由裁量是否需要通譯協助
造成，遇不諳英語之被告，法院並未指派通譯；或是法院選任之通譯並為具有如
實翻譯被告語言之能力122。多件判決如 1970 年 Negrón v. New York 案、1973 年

司法院 -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https://www.judicial.gov.tw/db/db04//美利堅合眾國憲法.pdf
最後瀏覽 2019/05/21。
120
葉書瑜，同註 42，頁 31。
121
Elena M. de Jongh.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Theory & Practice. at 8.
122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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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iaz v. State 案123，以及民權解放運動興起的影響，人們逐漸關注因受限英語
能力而無法瞭解法庭程序而侵害權利的議題。
美國在 1978 年通過《法庭通譯法案》（28 U.S. Code §1827；Court Interpreter
Act of 1978）作為法院使用通譯之法源依據，即是以聯邦刑事訴訟法第 28 條
(b)、聯邦證據法第 604 條為基礎，以保障刑事訴訟程序中的被告、證人，或由美
國州政府提起的民事訴訟當事人，其母語並非英語、有語言傳譯需求（包含手
語）時，即有獲得通譯服務的權利；在這部法律中，除認可通譯是具備高度專業
的角色外124，亦規範通譯必須通過考試，方能接受職前訓練、法院認證，並取得
執行法庭通譯業務之資格125。
前揭法案施行後，為改善《法庭通譯法》運作時仍有部分的缺失，復於 1988
年通過《法庭通譯法修正案》，修法內容包含：擴展至大陪審團程序亦有通譯之
適用、建立司法委員會進行通譯語言程度認證、要求通譯不得自行摘要翻譯、對
手語通譯進行認證以確保聽障者通譯協助權利等，使聯邦法院更能掌握需要語言
協助的人口126，並促進通譯制度更加完備。

貳、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之簡介與規範
一、加州首建法庭通譯制度與認證要求
美國屬聯邦制國家，各州有各自法律規範，在加州當地即有原住民族、來自
各國的眾多移民，因此境內所使用的語言別超過 200 種，使得加州成為美國第一
個建立法庭通譯制度和認證要求的州127。1998 年，加州司法委員會批准設立法庭
通譯計畫。加州法庭通譯計畫（CIP）負責法庭通譯的招募、測驗和認證，確保

葉書瑜，同註 42，頁 33-34、Benmaman, V. (2000) Interpreter issues on appeal. at 2.
葉書瑜，同註 42，頁 35。
125
傅玫玲，同註 109，頁 12。
126
葉書瑜，同註 42，頁 37-38、Elena M. de Jongh, at 15-16.
127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Fact Sheet: 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 at 2,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Fact_Sheet-_Court_Interpreters.pdf, last visited
06/2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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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數量、能力相符的通譯人員可供使用，並要求通譯員參加專業倫理培訓、
完成年度資格審查和繼續教育等要求128。
法庭通譯在於確保所有民眾進入法院、參與法庭訴訟時都能站在平等的地
位，並得到公平對待。在技能要求上，法庭通譯必須能夠使用兩種語言，準確地
解釋人們在法庭上的言論，更要遵守法庭通譯的專業倫理規範。

二、成為加州法庭通譯之資格
報考加州法庭通譯的身分資格並不限於美國公民，只要提供可在美國合法工
作（擁有有效的永久居民卡或 USCIS 當局簽發的工作許可證）之證明即可129；報
考要件中對於學歷條件、語言能力檢定亦無設定限制，僅建議完成大學以上或高
階英語課程。在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中，要成為加州法院的法庭通譯，需要經過三
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準備
1. 資格要求與自我評估
申請參加通譯員考試雖無學歷要求，但由於法庭通譯人員必須具備流利使用
英語／第二外語的能力，並具備豐富口譯經驗，不論在法律專業知識或日常溝通
均能應對，因此該計畫鼓勵有意願參與通譯員考試的民眾，可預先修習加州各地
大學所開設的口譯、筆譯課程，培養雙語能力和翻譯技能130，並廣泛閱讀許多領
域的書籍和專業期刊，主要報紙的社論和文章，能掌握英語詞彙和詞彙概念。
有意報考法庭通譯之民眾，可先至加州司法委員會的官方網站上完成自我評
估問卷，評量自己是否具備身為法庭通譯所需的知識、技能和能力，以及在專業

Id.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supra note 31, at 7.
130
各大學多開設英語/西班牙語為主，其他語言可再與學校或是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聯
繫。培訓課程與教學資源列表：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interptrainingprogs.pdf
最後瀏覽 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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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環境中目前的口譯能力水準為何，以衡量自己是否真的適合從事法庭通譯這
份工作131。
2. 法庭通譯應具備的專業能力
在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中，對於法庭通譯語言專業能力的要求，則有語言技
能、口說、聽力、閱讀、翻譯技能、行為技能等六個項目，每一項目依能力表現
分別對應不同等級132，如下表 2-4-1：
表 2-4-1 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語言專業能力表現
技能項目／程度

能力表現
1A 熟練掌握所有工作語言。
1B 能以工作語言進行具有溝通力的思考和反應。

1 語言技能

1C 對其工作語言具備廣泛詞彙應用的知識，包含法律術
語、特定領域術語和俚語。
1D 對其工作語言具備文化差異、區域變化、慣用語表達和
口語詞彙之知識。
2A 能以正確發音和語調說出工作語言。

2 口說技能

2B 能以較中性口音使用工作語言。
2C 能和緩有禮地表達。
3A 能聆聽並充分理解其工作語言中不同語速的談話。

3 聽力技能

3B 能聆聽並充分理解其工作語言中不同地區之口音，並辨
別其中的差異。
3C 能專注聆聽發話者所說的，忽略無關的瑣碎話語或其他
干擾。
4A 能閱讀並充分理解其工作語言做成之著作文本整體意涵
和具體細節。

4 閱讀技能

4B 能閱讀並辨識各種不同的書面語境，包括正式與非正式
文本、特定領域詞彙、慣用語或口語。
4C 能快速閱讀文本。

5 翻譯技能

5A 能集中精神並專注。
5B 能快速處理語言訊息。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Overview of the Court Interpreting Career,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overview-career-script.pdf, last visited 06/30/2019.
132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 (CIP), Knowledge, Skills and
Abilities Essential for Court Interpret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KSAs.pdf, last visited 06/2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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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就字詞選擇或術語的使用能快速做出語法判斷。
5D 能運用短期記憶技巧保留小單位的資訊。
5E 能進行分析思考。
5F 能運用預測思維技能預測傳入的訊息。
5G 能傳達事物的涵義或價值。
5H 能提供語言間的轉譯。
5I 能保持準確性。
5J

能選擇合適對應的詞彙或片語。

5K 在所有訊息中能忠於目的，維持語氣、風格和言論。
5L 能反映出語體的風格。
5M 能自我監控和自我修正。
6A 能實踐並遵循倫理規範。
6B 能以專業方法提供服務。
6 行為技能

6C 以文化方面的知識與意識對語言產生作用。
6D 能應對各種不同的環境和情況。
6E 在從事通譯時能展現自信與自我意識。
6F 對社會、技能與法律的變遷與知識的持續學習。

（資料來源：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CIP)、研究者整理）
上表中包含一般語言技巧、聽說閱讀能力、面對專業工作的行為與態度等六
大類專業能力，顯示出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對於專業能力的要求主要以語言能力與
專業態度為主，而工作當中會用到的法律名詞或其他專業領域所使用的術語，也
是成為法庭通譯前要先廣泛具備的能力之一。
3. 翻譯技能練習與自學建議
由於口譯培訓課程資源有限，為使新手或經驗豐富的通譯員都能持續練習傳
藝技能，加州司法委員會亦有提供幾項能改進同步口譯、逐步口譯和視覺翻譯等
技能，例如：有效聆聽、鍛鍊傳譯所需的記憶技巧（包含：短期記憶、透過閱讀
提高分析能力等）、公開短講（大聲朗讀、控制情緒、廣泛閱讀等）和文本分析
技巧（包含：在不偏離原有含意的情況下擴展／精簡內容）等，讓民眾在參加考

52

試前可以多加練習133。另有其他可自行進修閱讀的參考用書、語音資源和各種語
言字典／辭書可供民眾自行使用134。
（二）第二階段：通過考試
加州法庭通譯的考試並無學歷或語言能力認證之條件，而是透過考試題目的
設計，判斷考生的能力是否與法庭通譯專業能力相符。
加州法庭通譯的考試由加州司法委員會委託 Prometri 公司辦理135，每年度的
考試訊息公布於加州法院官方網站136。必須通過兩階段考試：書面考試、口語能
力考試，所有考生必須先通過筆試，在有效期間四年內再參加雙語口試。詳細考
試科目如下表 2-4-2 所示：
表 2-4-2 加州法庭通譯考試科目
筆試（英語）
135 題選擇題
認證通譯員
（certified court
interpreter）
註冊通譯員
（registered court
interpreter）

1.
2.
3.

英文文法
法庭常用語
專業倫理道德

口試（認證語言）
1.
2.
3.

雙語視譯
雙語逐步口譯
雙語同步口譯

英語熟練度

（資料來源：加州法院官方網站137、鄭川如等三人《從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檢視我國原住民司法通譯制度》138）
筆試試題為能正確使用同義詞、反義詞，以及執行口譯時面臨突發狀況時如
何選擇最適合的解決方案等題型139；在口試部分則是要求具備同步口譯、連續口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supra note 31, at 9.
Id. at 19-21, 22.
135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 (CIP), Candidate Information
Bulletin for Interpreter Exams, available at https://www.prometric.com/enus/clients/California/Documents/CACOURTCIB.pdf, at 1, last visited 06/24/2019.
136
California Courts, the Judicial Branch of Californians, Court Interpreters Program (CIP), about,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2695.htm, last visited 06/24/2019.
137
Id, at 2-4.
138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90。
139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Written Exam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written-exam-overview.pdf, last visited 07/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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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視譯的能力，能流利使用雙語並能夠從原語言精準、如實地翻譯為標的語言
140

，加州法院認證的語言種類有英語、阿拉伯語、日語、粵語、柬埔寨語、韓

語、華語、俄羅斯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旁遮普語、菲律賓塔加洛語、越南
語等141，報考此類認證語言的考生在口試階段的考試內容是雙語視譯、逐步口譯
和同步口譯，若非法院所列的認證語言，在口試時只需考英語熟練程度。
在考試類科中，僅「法庭常用語」是與法律知識有關之科目。加州法院均有
提供筆試與口試的範例試題可供參考，在考試前，考生即需對訴訟程序或用語有
相當程度之瞭解。以法庭常用語的試題示例，該試題評量目的在於理解陪審團審
理案件時正確的處理排序：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correct sequence of event?

142

A. Jury Charge, Jury Deliberation, Jury Instructions, Jury Verdict
B. Jury Sworn, Jury Verdict, Jury Charge, Jury Deliberation
C. Jury Deliberation, Jury Sworn, Jury Instructions, Jury Verdict
D. Jury Sworn, Jury Charge, Jury Deliberation, Jury Verdict
(D is the correct sequence of events)
（三）第三階段：成為註冊或認證通譯員
依照通譯語言使用的類別，通過考試後的通譯分為認證通譯員、註冊通譯員
兩種。考試通過後可向美國加州司法委員會提出申請成為通譯員，繳交年費 100
美元註冊加入當地通譯名冊，寄送徽章、證書和身分識別證件，在法庭執行通譯
工作時必須佩戴。認證／註冊通譯員名單由加州司法委員會管理，當地法院若有
案件通譯需求，可以從名單當中選擇適合的通譯員。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ourt Interpreter Oral Examination: Overview,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CIP-Overview-Oral-Exam.pdf, at 2, last visited
07/10/2019.
141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List of certified languages,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CIP-Certified-Languages.pdf, last visited 06/24/2019.
142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supra note 130, at 11, last visited 07/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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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法庭通譯有分為全職與兼職兩種，部分一審法院會聘用全職法庭通譯，
年薪約 68,000 美元以上（換算約新台幣 2,135,880 元，每月約為 17 萬 8 千元左
右，再加上健康保險等相關福利），而多數通譯員是以每日或半日兼職方式聘
用，其擔任法庭通譯的薪資是以每日 282 美金、半日 156 美金支付143（換算為新
台幣約為全日薪資 8,738 元、半日薪資 4,834 元），以加州當地的基本時薪比較，
通譯員的時薪約為基本時薪的 2.6 倍144。兼職通譯員在受聘用的時間內，依傳譯
需求而需在不同地區法院之間移動並提供法庭通譯服務145。
在加州法院官方網站，可以依所需語言與所在縣市查詢經過法院認證的認證
或註冊通譯員，列在網站清單上的通譯人員，均符合司法委員會的認證／註冊要
求，包含繼續教育的時數要求和繳納註冊費用，惟司法委員會並未對名單上的通
譯員進行工作居留的資格查核、刑事紀錄調查146。

參、法庭通譯的在職訓練
一、在職訓練的實施方式
在美國加州法院規則 2.890 規範通譯員的專業行為（詳見附錄四），其中一項
即為「持續學習與專業上責任（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duty to the profession）」：
法庭通譯應持續地學習，以維持並加強法庭口譯技巧與相關訴訟程序知識147。為
維持認證／註冊通譯員的工作能力具有一定水準，加州法院要求通譯員取得資格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supra note 130.
2019 年 1 月加州當地的基本時薪，北加州約為 15 元，南加州約為 14 元，而通譯員平均
時薪為 39 元，約為 2.6 倍。惟目前加州法院公開資料中尚未更新兼職通譯員之時薪，故
暫以 2010 年之資料計算。加州基本時薪來源：中國時報（2019 年 1 月 3 日）美最低時薪
最高漲至 15 美元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103000278-260203?chdtv 最
後瀏覽 2019/07/10
145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supra note 31, at 7.
146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Search for an Interpreter,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35273.htm, last visited 07/07/2019.
147
(g) An interpreter must, through continuing education, maintain and improve his or her
interpret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procedures used by the courts. An interpreter should seek to
elevate the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of the interpreting profession. 2019 California Rules of
Court Rule 2.890. Professional conduct for interpreters,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cms/rules/index.cfm?title=two&linkid=rule2_890 , last visited
07/0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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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必須持續進修，不論是認證通譯員或註冊通譯員都必須參與倫理研討會，並完
成 30 小時的在職訓練。
法庭通譯參加的在職訓練名稱為” Court Interpreter Minimum Continuing
Education”（通常縮寫為 CIMCE），CIMCE 是維持通譯員認證或註冊狀態的要件
之一，也是加州司法委員會的法庭通譯進行在職訓練的基本規範和課程模組。
與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規範律師執業期間每年應進行六小時在職進修之
規範目的相同，係為增進專業能力、提升法律品質、保障委託人權益，並維持執
業水準148。而在美國加州法庭通譯的在職訓練，每位通過考試、完成認證／註冊
的通譯員以兩年為期，這段期間必須完成：由講師現場指導的課程（至少 15 個
小時）、非教師指導的自學課程（至多 15 個小時），並提出修習證明，以及完成
40 份與法庭通譯專業相關的作業149。

二、課程來源
加州法庭通譯進行在職訓練的課程內容均與通譯專業能力、法院程序相關。
學校、民間團體或資深通譯均可提供在職訓練的課程，只要經加州法院 CIMCE
課程核可後即可列入清單由講師指導的課程，目前課程清單中列有：語言能力精
進、語法練習、各國語言歷史、遺囑翻譯、各類型法律專業術語、房地產／理賠
／交通術語等課程150；以資深西班牙語法庭通譯 Alicia Ernand 開設、經 CIMCE
認證的課程為例，包含：測謊儀的基本知識、認識不同類型的證人與不同情境的
語言涵義、性騷擾案件如何準備和處理等151；而在德州法庭通譯指南網站中，亦
參《律師在職進修辦法》第 1 條：
「為增進律師專業能力，提昇法律服務品質，保障委託
人權益，維持執業水準，依律師倫理規範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辦法。」、第 2 條：「律師於
執行業務期間每一年應接受至少六小時之在職進修課程，且二年中至少包括二小時之法
律倫理或律師倫理課程。但年滿六十五歲者，不在此限。」
149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for Certified and Registered Court
Interpreters, available at http://www.courts.ca.gov/documents/CIP-2013-ComplianceRequirements.pdf, at 3-5, last visited 07/05/2019.
150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Provider List for CIMCE Credit, available at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ProviderListforCIMCE.pdf, last visited 05/07/2019.
151
Alicia Ernand Productions, available at http://aliciaernand.com/html/cimce-courses.htm, last
visited 07/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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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 CIMCE 核可的課程學分152，有提供講師指導英語口譯與西班牙口譯技能、
非講師指導的自學課程，自學課程在付費後可隨時透過線上學習，以雙語詞彙、
短句互動式字卡進行翻譯練習，內容包含法院訴訟程序中的用語、說明與翻譯，
每一單元會有測驗153。上述在職訓練之課程時間有長期（一學期／四分之一課程
／教育機構提供之一系列課程）或短期（一天／晚上／週末研討會），或是透過
線上進行遠距教學等形式完成154。
整體而言，加州法庭通譯能夠選擇、進修的課程類型十分多樣，除增進通譯
員的翻譯專業技能、法律知識外，亦有擴展到文化和各領域的認識，並能對應到
前揭表 2-4-10 專業能力表現，以課程清單中所列「各類型法律專業術語」、「房地
產／理賠／交通術語」可對應至「語言技能 1C 對其工作語言具備廣泛詞彙應用
的知識，包含法律術語、特定領域術語和俚語」；「遺囑翻譯」可對應至「4A 能
閱讀並充分理解其工作語言做成之著作文本整體意涵和具體細節」、「5K 在所有
訊息中能忠於目的，維持語氣、風格和言論」。
在職訓練完成與否，攸關執行職務之權益。若取得任用資格後的兩年內未完
成在職訓練課程或法院指定的 40 份法庭相關作業，則會遭到停職；停職期間有 6
個月的時間可以補課或補繳交作業，若逾 6 個月沒有補足，其通譯員資格將會被
撤銷，必須從頭參與考試、重新完成兩年期的繼續教育和作業等要件，才能重新
成為法院的認證／註冊通譯員155。

TEXAS COURT INTERPRETER ORIENTATION COURSE, available at
https://interpretrain.myshopify.com/pages/california-court-interpreter-continuing-education, last
visited 07/07/2019.
153
TEXAS COURT INTERPRETER ORIENTATION COURSE, available at https://interpretrain.digitalchalk.com/dc/learn/3rd-set-of-english-spanish-vocabulary-flashcards, , last visited
07/07/2019.
154
Id. at 22.
155
Id. at 13.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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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研究
提及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之研究，最早有張玲瑛以臺灣與美國的通譯教育
進行比較，當時加州法院的測驗語言僅有 8 種156，一樣須通過筆試、口試方能取
得法庭通譯之資格，通過認證後的通譯必須完成 30 小時繼續教育、40 項與法
律、專業通譯有關之作業，目的在要求通譯員持續學習157。
鄭川如等人以我國原住民司法通譯制度進行研究，研究中參考美國加州法庭
通譯的工作內容、薪資、所需能力概述，簡介加州法庭通譯員的種類與任用方
式，依法院認證的語言類型分為認證通譯員與註冊通譯員，並在認證／註冊後要
完成在職訓練等。目的在以從加州法庭通譯制度為基礎，對我國原住民司法通譯
制度提出專業證照、持續在職訓練、提升通譯薪資並加強培育原住民通譯人員等
建議158，亦是本研究重要參考文獻之一。
傅玫玲則是以台美法院特約通譯規範進行比較，在執行傳譯任務時，通譯必
須忠實傳譯非英語使用者之陳述，並將不諳英語或其他難以使用法庭語言溝通
者，其所傳譯的內容必須置於與英語使用者同一立場，讓法庭上的語言不通者也
能接收同樣訊息，受平等對待159；在加州法庭通譯的口試內容則是同步口譯律師
結辯內容、逐步口譯證人證詞、對緩刑書或公證內容視譯等160。除探討加州法庭
通譯的遴選外，亦對紐澤西州、華盛頓和聯邦法院的法庭通譯口試架構進行比
較。

張玲瑛，同註 104，頁 48。包括阿拉伯語、廣東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葡萄牙
語、菲律賓塔加洛語和越南語等 8 種。
157
同前註，頁 55。
158
鄭川如、陳榮隆、姚孟昌，同註 11，頁 287-292。
159
傅玫玲，同註 109，頁 3。
160
同前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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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相關研究數量較少，除參考自過往有關研究
外，本節有關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之資料，主要來自加州法院官方網站所提供
之公開資訊161。
綜上所述，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是一階段性並有專責管理之制度。對於有
志成為法庭通譯者，在加州法院官方網站可搜尋加州境內各學院、線上網站的學
習資源提供預先進修，通過考試、認證／註冊和在職訓練管理等流程，期能培養
具有專業能力、能為不諳英語之人傳遞訴訟資訊與主張權利之法庭通譯。其中，
先考試後任用、完整的在職訓練和線上課程，亦是我國發展司法通譯制度的參
考。

161

美國加州法院官方網站，https://www.court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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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司法通譯之培訓課程，除於第二章透過文獻探討的方
式，探討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的建置方式與規範內容外，本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則是以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方法，取得我國曾參與司法通譯課程之設計者
如何實施司法通譯的培訓與課程設計理念，再於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論分就美國
加州法庭通譯制度進行綜合比較分析。以下各節將分別介紹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研究信效度檢核與研究倫理。

第一節 研究對象
壹、訪談對象
受限於研究時間與資源，研究者僅以參與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民間團體為對
象，採取非機率抽樣之「立意抽樣」162的方式，邀請能提供豐富資訊者參與本研
究。因此，研究者設定以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中負責司法通譯培
訓課程之工作人員為較具代表性之樣本，並邀約進行訪談。
由於本研究著重探討司法通譯培訓的規範比較與課程設計，故分別選擇南洋
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中專責規劃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人員進行訪談。
訪談對象個人資料如下表 3-1-3 所示：
表 3-1-3 訪談對象個人資料表
編碼代號

單位名稱

受訪者職稱

A

南洋台灣姊妹會

執行秘書

B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創辦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62

立意抽樣：根據對母體、組成元素，以及研究目的之知識基礎來選取樣本的抽樣方法，
又稱「判斷抽樣法」。引自 Earl R. Babbie 著，蔡毓智譯，同註 34，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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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A 畢業於電訊傳播研究所專業，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研究、族群與媒
體。曾在 2008 年到南洋台灣姊妹會實習，本身對於非營利組織或社會運動工作
有興趣，陸續參與組織工作後轉任正職，當時有承接國外計畫，主題即是司法通
譯，從那時開始研究我國司法通譯相關政策的發展與司法通譯培訓。
受訪者 B 曾任外事警察，現為任職於移民署之移民官。曾以涉外案件處理研
究撰寫碩士論文，擔任外事警察期間有感於外籍住民在臺灣未受語言公平保障，
在司法程序中多有憾事發生，而致力於司法通譯之推動。曾創辦臺東縣外語通譯
協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逐步建立制度，現以培訓通譯人才為重，並成立司法
通譯單一窗口、APP 作為平台，讓有通譯需求者、通譯者在此媒合並提供通譯服
務。

貳、研究者
研究者曾於研究所時修習多元文化、人權與法治教育等課程，同時在師資培
育階段修習公民教育專業科目。大學畢業後曾有兩年擔任非政府組織志工的經
驗，加上研究者曾在 2016 年到 2017 年，參與南洋台灣姊妹會與臺灣師範大學合
辦之東南亞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均有助於形成本研究背景知識、建立理論框
架，並培養對通譯權利的關注。
由於研究者是質性研究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影響著研究的進行與結果，研究
者應對自己的角色進行說明與反省163。Merriam 認為質性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和
參與者有密集接觸，盡可能作為一個小心的觀察者164。因此在進入研究場域時，
應保持自己對研究現象有較高的覺察能力與敏感度。

163
164

畢恆達，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2010 年全見版，頁 94，2010 年。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同註 33，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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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論文的屬性為質性研究，以研究者作為資料蒐集和分析的主要工具。研究
者預計透過蒐集資料、訪談、觀察和詮釋資料等方法進行研究，本論文運用的研
究工具有文獻探討、訪談大綱和訪談紀錄表等，分別說明如次：

壹、文獻探討
質性研究中，會以官方紀錄、個人文件或已存在研究環境中的實體資料等檔
案作為資料使用。研究者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透過檔案資料的蒐集和分析，以
切合研究的理論框架165。研究者蒐集相關研究與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的官方文
件，並經向司法院司法行政廳、南洋台灣姊妹會和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表明研究目
的、預計採取的研究方法並獲得同意後，所取得歷年推動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教
材、上課講義與課程規劃資料等，亦為本研究的分析資料，用以分析過往有關司
法通譯制度的研究過程，並作成敘述性地解釋。
研究者於 2016、2017 年參與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時，以旁聽學員的身分參
與，當時曾記下幾則個人觀課筆記。由於當時並沒有對司法通譯及其培訓課程產
生研究興趣與研究意識，僅是就當時主觀認為重要的觀念或有趣的教法進行記
錄，雖然不具代表性或可信度，仍可反映研究者當時身為參與者的觀點。嗣於
2019 年參與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於台北舉辦的司法通譯證照班，取得課程教材，亦
據此作為研究輔助工具之一。

貳、訪談大綱
依照不同訪談結構，有分為問卷導向的高結構訪談、開放式問答的非結構訪
談，以及綜合兩者的半結構式訪談。由於研究者需要從受訪對象的經驗獲得資

165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同註 33，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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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故以訪談大綱表明欲探索之主題，主導大部分的訪談，以較彈性的方式進行
對話166。
依據本論文之研究問題，本研究之訪談大綱之問題面向包含：
一、對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設計理念：請受訪對象說明為何會投入司法通譯培訓
課程、教學理念為何、對美國加州司法通譯制度是否瞭解，有無參考其課程
配置應用到我國司法通譯的培訓課程當中等。
二、培訓課程實施的經驗：培訓課程期間是否有學員對課程內容給予建議，具體
的建議內容為何、對於非政府組織從事司法通譯培訓之經費和師資等資源是
否足夠等。
三、其他：對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未來的方向規劃、對司法通譯制度的建議、司法
通譯的待遇和專業認證等相關議題有無補充敘述等。
訪談前會先將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一）寄予受訪對象，並徵求受訪者同意
後，簽署訪談同意書（附錄二）後，輔以錄音器材紀錄訪談內容。在訪談進行
時，提問順序將以受訪者分享的內容為依據，並視訪談當時的情境調整訪談大綱
中的問題順序、或是刪減部分問題。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會以錄音筆、筆記本
作為輔助，協助記錄訪談過程中的重點、疑惑或是感想。由觀察筆記、研究日
誌、深度訪談逐字稿和檔案文件共同作為本研究的分析資料，以提升研究內容之
真確度。

參、訪談紀錄表
研究開始前，研究者會告知受訪者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受訪者的個人權益與
隱私保障，以及研究的適用範圍，以建立互信關係。訪談地點的選取，則考量受
訪對象的隱私、訪談錄音需要，將選擇較能單獨談話、不受干擾，受訪者亦能感
受到自在的室內空間。

166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同註 33，頁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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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究實施時方便將資料歸類、編碼與分析，每次訪談，研究者皆以錄音器
材輔助記錄，在訪談結束後盡速將語音紀錄謄打為逐字稿。研究者於訪談結束
後，即撰寫訪談紀錄表，就訪談內容以外之觀察與描述加以記錄，以利後續進行
資料分析。由於訪談過程中的訪談紀錄亦是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之一，研究者將此
類個人紀錄以「資料類別＋日期＋受訪者代號」進行編排，例如：「訪 20190604
B」為 2019 年 6 月 4 日受訪者 B 的訪談紀錄，訪談紀錄表如下表 3-2-4：
表 3-2-4 訪談紀錄表格式（以受訪者 B 為例）
訪談紀錄編號

訪 20190604B

受訪者

B

訪談日期

2019 年 6 月 4 日

訪談時間

14:00-16:30

訪談地點

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東縣服務站

聯繫過程

最初以 email 聯繫，受訪者 B 瞭解研究主題，並確認研究者願
意前往臺東後應允接受訪談。

服務站規模比預期的較小，辦公廳舍旁有遮雨棚可以讓民眾雨
訪談場地觀察
天停車方便。本次訪談地點為移民署服務站之會議室，環境安
紀錄
靜，較無人干擾。
1. 受訪者 B 長期投入司法通譯培訓，對組織工作充滿自信。
2. 積極與研究者分享與司法通譯相關之著作、協會申請 TTQS
職能標章的簡報資料，於訪談結束後即以 email 寄送。
3. 會多次停下來詢問研究者是否聽得懂前一段話的意思。
對受訪者的觀
4. 認為協助翻譯方的對造或律師都會對通譯「找麻煩」，部分
察與描述
法律人是法匠，發明出對等論為主、目的論為輔的翻譯原則
是為為應付法官或此類事後諸葛的檢視（可能是受訪者的用
字習慣？）。對犯罪構成要件（性騷擾、猥褻）的理解並不
是十分精確。

其他觀察紀錄

1. 訪談當日為 6 月 4 日，正好是六四事件 30 週年，受訪者分
享 1989 年當時就讀工專，各地大學生群聚進行遊行與抗
議，還製作傳單想空投到中國。
2. 移民署服務站的走廊貼滿當地新住民的文化活動照片，站內
服務資訊或文宣亦提供東南亞各國語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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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過程描述

偶有電話或保防會報需要受訪者 B 處理，訪談過程因此暫停，
此時研究者亦可在此空檔回顧還有哪些訪談問題要繼續問，或
是翻閱受訪者分享的相關著作。

訪談紀錄

另以逐字稿紀錄

1. 訪談時應避免對受訪者所說的內容表達過度認同。對於受訪
者具有價值判斷的形容詞先停下來想想這段話是否有足夠的
下次訪談注意
證據加以支持。
事項

2. 應掌握訪談時間，避免訪談太久而耽誤受訪者工作時間。
3. 對訪談資料應於結束後盡快整理，若有遺漏或不足之處，可
再與受訪者安排第二次訪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研究的信效度檢核
質性研究雖無法主張已掌握主觀事實或真實，但可運用策略增加其所「建
構」之事實的可信度，以增加研究與真實世界的對應關係167。由於質性研究主要
可透過以下各層面進行檢核，並視研究方式以策略增進信度與效度168：

壹、參與者（受訪者）檢核
研究者在訪談後，將訪談資料與初步詮釋，交由參與者進行確認並回覆意
見，能避免研究者錯誤詮釋參與者所表達的話語、意義和觀點，也是確認研究者
是否帶有自身偏見，或觀察錯誤的方法169。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以訪談當時記
下的重點摘記、錄音檔和研究者對訪談結果的詮釋轉化為逐字稿，再將逐字稿資
料交由訪談對象進行檢核，請其確認研究者的詮釋是否有偏誤、或是如何更貼近
原意，並填寫受訪者檢核回饋單（如附錄三所示），提供增減意見或回饋。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同註 33，頁 195。原文引用自 Wolcott, H. (2005). The art
if fieldwork (2nd ed.). Walnut Greek, GA: AltaMira Press, at 160.
168
同前註，頁 195-196。
169
同前註，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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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兩位受訪者的檢核回饋整理如下表 3-3-5 所示，並依據受訪者回饋
的意見對逐字稿進行部分修正：
表 3-3-5 受訪者檢核回饋表
訪談紀錄符合程度
受訪者

其他意見
百分比%

A

98%

沒有問題，就是我贅字太多辛苦你了。

B

98%

修正部分字句如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指導教授與同儕檢核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可能因自身理論觀點、偏見或盲點，而在描述、詮釋和
解釋資料時產生誤差，因此，本研究在分析過程中將定期與指導教授討論，並與
其他研究所同儕共同檢視研究方法的使用是否合宜，對研究者的資料詮釋是否有
修正或其他建議等，藉此提高質性研究的信效度。

參、運用三角檢證
質性研究法中，三角檢證亦是常用以檢視研究信度與效度的策略，用來支持
研究的內部效度。其中包含多種蒐集方法的使用，研究者以訪談紀錄，對照在研
究場域中所觀察到的現象，或是以文獻回顧中的資料相互比對，從訪談、觀察和
檔案的比較、交叉檢查，應用三角驗證，將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文件分析三種
資料收集法的優點充分發揮170，在研究結果產生後，回頭與理論進行比較，以補
充理論架構可能不足之處。

170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同註 33，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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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者位置
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之一，應注意進行資料分析時，是否可能帶有自身觀
點、偏見或過度的詮釋171，尤其是與研究對象互動的過程中，應隨時反省是否加
入了個人意見。其次，資料蒐集應更加積極與全面，以增加研究的信效度。

第四節 研究倫理
由於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和參與者同時涵蓋資料蒐集與產生研究結果的過
程，其中對參與者隱私權的保障、保護參與者免於受到傷害都是研究過程中的倫
理考量。
研究者參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下稱臺師大）研究倫理中心之審查送審注意
事項172，研究計畫的性質若為人體研究，必須擬訂計畫申領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
通過，由於本研究在訪談部分並不涉及人體研究，屬於人類研究，法規並未強制
規範人類研究應申請研究倫理審查，合先敘明。但研究者於撰寫論文期間，已參
加臺灣學術倫理資源中心的「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比照臺師大研究倫理審
查委員會之規範，研究計畫主持人需提供一年 2 小時或三年 6 小時之倫理相關訓
練時數，研究者經線上研習、檢核測驗通過後，取得 6 小時的修課證明173，培養
學術倫理，以確保研究合宜，並符合法律之規範。
參酌 Merriam 所提出針對質性研究過程中須注意的研究倫理174，研究者將會
遵守以下原則：

同前註，頁 19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中心。研究倫理審查說明
http://www.acad.ntnu.edu.tw/7page2/super_pages.php?ID=7page201
173
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單元包含：研究倫理專業規範、不當研究行為、學術寫作技巧、個人
資料保護法基本概念、隱私權基本概念、受試者保護原則、研究經費使用、利益衝突案
例討論、學術誠信、研究資料處理、科技部學術倫理相關規範等單元。通過日期：2018
年 10 月 14 日。
174
Sharan B. Merriam 著，顏寧譯，同註 33，頁 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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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誠實公開：研究者應主動向被研究對象公開研究目的與身分，在進行研究訪
談、參與課程觀察之前，主動表明身分、說明研究主題和目的，建立研究者
和參與者的互動與信任，在獲得訪談對象與被觀察者同意後方執行研究。
二、承諾對個人隱私進行保密：進行研究前，研究者主動向研究對象說明個人資
料（如姓名、其他可辨識身分之個人訊息）均會匿名、編碼處理，且承諾本
次研究所收集之資料不另作他用。
三、告知後同意：研究者應將研究目的、重要性與相關訊息告知研究對象，在研
究對象充分瞭解資訊、並同意參與本研究後，將簽署研究同意書。研究者亦
應告知研究對象，即使已簽署同意書，研究過程、參與訪談的過程中均可隨
時終止研究關係。
四、風險評估：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應保持敏銳度，隨時留意研究對象是否因
接受研究訪談而產生過多壓力，避免對研究對象造成可能或潛在的傷害。
五、互惠關係：針對本研究之個案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研究者
以外國法治進行培訓課程的觀察和分析，希冀協助課程的規劃與推動，並將
研究成果提供南洋台灣姊妹會。針對個別受訪對象，研究者將忠實呈現其對
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意見、經驗和貢獻，並承諾保密其個人資料，與本研究
相關之資訊列於研究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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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第二章文獻探討，以及第三章研究設計實施質性深度訪談，在本
章以研究實施後的結果進行討論，呈現臺灣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內涵，並回應研究
問題。首先於第一節說明我國司法通譯如何進行培訓與管理；其次於第二節以分
析我國從事司法通譯培訓之課程規劃與內涵；第三節分析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實施
後之考核成效；第四節則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與我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進行
參考與比較，彙整出對我國司法通譯制度的建議或政策方向。

第一節 我國司法通譯的培訓與管理
自 2006 年起，司法院針對現行通譯制度已不敷多種語言的使用需求，進行
通譯相關規則的研擬、設定與實施，並進行特約通譯的招募和訓練；大約自同時
期起，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南洋台灣姊妹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亦相繼開辦許多司
法通譯培訓課程。本節分別從我國公部門現職通譯與特約通譯、非政府組織自行
開辦之課程，就培訓與管理面進行概述。

壹、公部門通譯人員
在《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所稱之通譯，包含法院現職（具有公務員資
格）通譯及特約通譯兩種175，以下分別就現職通譯與特約通譯的選任方式與在職
訓練（特約通譯稱教育訓練）進行介紹：

一、現職通譯
（一）舉辦國家考試進行考選

175

《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2016 年 3 月 30 日修正）第 2 條：I 本作業規定適用於當事
人、證人、鑑定人或其他關係人（以下簡稱當事人或關係人）為聽覺或語言障礙者或不
通曉國語人士之案件。II 本作業規定所稱通譯，除另有規定外，指法院現職通譯及特約通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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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我國司法通譯的發展與反思」中，業已提及法院現
職通譯的來源係通過法院通譯考試或適用於通譯之一般行政職系考試176。法院現
職通譯為法院應設員額，主要協助傳譯語種為閩南語、客語、英語、原住民語或
其他方言。2012 年監察委員針對我國司法通譯問題進行調查時，為瞭解現職通譯
的選任方式，曾向考選部調查現職法院及地檢署通譯人員的考試科目，以 2001
年至 2005 年的通譯人員考試為例，其應試科目如下表 4-1-6 所示：
表 4-1-6

2001-2005 年現職法院及地檢署通譯人員應試科目

考試科目

測驗類型

試題類型

國文

筆試

申論與測驗之混合式試題

公民與本國史地大意

筆試

測驗式試題

筆試

申論式試題

實地考試177

1.委請廣播公司專業人員分別將翻
譯考試全程予以錄音。
2.閱卷期間，再請閱卷委員以聆聽錄
音帶方式，憑以翔實評分。

民 事 訴訟法大意及刑事
訴訟法大意

國語、閩南語及客家語

（資料來源：監察院 101 司調 0025 號調查報告178，研究者整理）
然而，由於案件傳譯需求並非每日都有，且配合政府人力精簡政策，編制內
通譯職缺現已遇缺不補，故現有之招考資訊僅至 2005 年，其他為各單位自行徵
選或是由其他單位轉調。現職通譯人員在日常無傳譯需求時，多擔任協助開庭提
示卷證、操作法庭設備等一般行政事務179。
本論文第二章第一節，頁 21-22。
2005 年試題係由應考人將下列語句，以國語、閩南語、客家語三種語言分別視譯譯出：
「結合這些靈魂輪迴及精怪之說，人們更創造出人與精怪相戀的愛情故事，有淒美感人
的，也有溫馨和樂的，像『白蛇傳』裡修練千年的蛇精—白娘娘，為了報恩和許仙寫下
動人的愛情故事，可惜精怪終不見容於人世，所以這段愛情故事就在雷峰塔下劃上了句
點。同樣的故事，流傳在不同的地方，也會產生變化，例如『田螺姑娘』
（或為田螺殼）
的故事，各地敘述情節都會稍有不同，但仍可看出來自同一源頭，經過時間的流轉，及
不同人的輾轉傳述，自然會加進許多不同的潤飾，形成不同的地方色彩。」
178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同註 54，頁 89-90。
179
杜慧玲，同註 11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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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職通譯之在職訓練
現職通譯之在職訓練，係由司法院人事處提出規劃，經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
所訓練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列入該年度研習計畫，並辦理通譯在職研習180。以
2010 年現職通譯研習課程為例，其課程安排如下表 4-1-7 所示：
表 4-1-7

2010 年司法院通譯在職研習課程表（研習時數共 27 小時）

日期

時間

課業名稱

主講

6 月 28 日

9-11 時
11-12 時
14-17 時

行政法介紹
法院組織與行政
公務紀律

劉法官
黃法官
羅處長

6 月 29 日

9-12 時
14-17 時

刑事通譯實務
便民禮民服務

蘇法官
李科長

6 月 30 日

9-12 時
14-17 時

手語指導

公視陳濂僑、李振輝

9-12 時

民事通譯實務

14-17 時

參訪活動

9-10 時
10-12 時

通譯實務與角色
業務座談

7月1日
7月2日

邱法官
姚科長
黃副處長

（資料來源：監察院 101 司調 0025 號調查報告、研究者整理）
另臺灣高等法院各分院為提升現職通譯、傳譯水準並增進職能，亦分別自行
辦理現職通譯教育訓練。訓練課程內容為法庭數位錄音設備操作訓練、法庭其他
機械操作等181，係為輔導通譯人員熟悉法庭影音設備操作，以協助日常開庭行政
庶務，與通譯協助案件傳譯較為無關。
目前現職通譯的在職訓練則由司法院人事處負責規劃研習，2018-2019 年辦
理之通譯在職研習，其課程安排與講師均與 2010 年的現職通譯在職研習相同，

自 2005 年至 2010 年司法院人員研習所共辦理 7 次通譯在職教育研習，每期訓練日數為
4 日至 5 日，共計有 226 人參加。
181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同註 54，頁 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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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研習時數均為 27 小時，僅 2019 年之課程將「參訪活動」規劃為環境教育實地
教學182，餘如下表 4-1-8、4-1-9 所示：
表 4-1-8

2018 年通譯在職研習課程表（研習時數共 27 小時）

研習人員

司法院所屬一、二審法院通譯，共 40 人

研習日期

2018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

課程名稱

擬聘講座

時數

通譯實務與角色

法官學院推薦

1

法院組織與行政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推薦

1

便民禮民服務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推薦

3

民事通譯實務

司法院民事廳推薦

3

刑事通譯實務

司法院刑事廳推薦

3

手語教導

陳濂僑、李振輝／公共電視台
主持人、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 6
用處手語翻譯服務團

參訪活動

法官學院推薦

3

公務紀律

司法院政風處推薦

3

行政法介紹

最高行政法院推薦

2

業務座談

司法院人事處推薦

2

（資料來源：法官學院研習業務計畫書183、研究者整理）
表 4-1-9
研習人員

2019 年司法院通譯在職研習課程表（研習時數共 27 小時）
司法院所屬一、二審法院通譯，共 40 人

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
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境教育，所
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教育。」，因此於現職通譯在職訓練中規畫
3 小時之環境教育實地參訪，以符合法規需要。
183
法官學院，http://tpi.judicial.gov.tw/UserFiles/107 年度法官學院研習業務計畫書.pdf，頁
53，最後瀏覽 201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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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4 日

研習日期
課程名稱

擬聘講座

時數

通譯實務與角色

法官學院推薦

1

法院組織與行政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推薦

1

便民禮民服務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推薦

3

民事通譯實務

司法院民事廳推薦

3

刑事通譯實務

司法院刑事廳推薦

3

手語教導

陳濂僑、李振輝／公共電視台
主持人、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 6
用處手語翻譯服務團

環境教育實地教學*

法官學院推薦

3

公務紀律

司法院政風處推薦

3

行政法介紹

最高行政法院推薦

2

業務座談

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推薦

2

（資料來源：法官學院研習業務計畫書184、研究者整理）
從現職通譯的在職訓練課程內容觀之，在傳譯技巧方面僅有每年安排 6 小時
的手語指導課，未見有其他第二外國語的語言學習或是傳譯能力訓練等課程。現
職通譯在多元社會下對第二外國語能力之訓練或精進，僅有司法院曾於 2006 年 1
月 24 日函知各法院，通譯於陞任二等通譯時應具備國、台語以外的第二國語言
185

，屬於鼓勵學習、作為升等要件之性質。為免現職通譯人力閒置，監察委員建

議各法院除加強現職通譯人員在語言傳譯能力方面之在職訓練外，並可選派適當
人選至大專院校所開設的語言學習班、語言教學機構等單位進修其他外語。若現
法官學院，http://tpi.judicial.gov.tw/UserFiles/108 年法官學院研習業務計畫書.pdf，頁 56，
最後瀏覽 2019/07/16。
185
2006 年 1 月 24 日司法院秘台人二字第 0950002302 號函：
「法院現職通譯人員，在陞任二
等通譯時，除需具國、台語傳譯能力外，亦需具備英語、日語、法語、德語、越南語、
印尼語、泰語、菲律賓語等其中 1 項第 2 國語言，並經各用人法院證明具業務所需之傳
譯能力；第 2 國語言檢測應達「中級」以上標準，以提昇法院通譯專業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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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通譯其他因年齡、學習能力等狀況而無法適任通譯者，或可再研議轉任錄事、
庭務員等職務。

二、特約通譯
（一）由各建置法院186、檢察署延攬或自行提出申請
由於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移民、勞工來臺人數逐漸增加，面對移民、移工因語
言不通或中文能力不精熟，導致其未能於發生糾紛時，及時提出有利於己之主
張、聲請調查證據與實質參與程序等問題。由於現職通譯於考選時僅須具備在地
方言或英文能力，就其他各國語言傳譯能力較為欠缺，目前多由臺灣高等法院及
其分院、檢察署自行延攬通曉手語、客語、原住民語及他國語言一種以上，並能
用國語傳譯上述語言之人，再經教育訓練後建置於「特約通譯名冊」提供各法院
或地檢署選用，以協助法庭傳譯事務。
目前各法院、檢察署延攬特約通譯，主要依據《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
（詳參附錄五）、《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
給要點》（詳參附錄六）進行選任與聘用。對於特約通譯的資格要求則有以下設
定：
1.通曉語言之種類
特約通譯主要延攬手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187、英語、法語、德
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俄羅斯語、日語、韓語、菲律賓語、越南
語、印尼語、泰語、柬埔寨語、緬甸語或其他語言一種以上，並能用國語傳譯以
上語言者，列為特約通譯備選人188。

在《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3 條統稱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
法院為「建置法院」，係指建置並約聘特約通譯之法院。另最高法院多為書面形式的法律
審，通常不開庭，因此較無案件傳譯需求，故在建置法院中並未列有最高法院。
187
同註 58。
188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3 條、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
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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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要件
通曉上開語言者，可填寫申請書向建置法院或檢察署提出申請，並提出「經
政府核定合法設立之語言檢定機構所核發之語言能力達中級程度以上之證明」，
若無前揭證明，則提供其在所通曉語言之地區或國家連續居住滿五年以上之證明
即可。
除語言能力證明外，檢察署特約通譯之申請要件還有「在公立或立案之私立
大學、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語文學系、科或研究所擔
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教授特定語文之證明」、「外國人在其本國具學
士以上學歷或其他相關足以證明其通曉本國語言之證明」、「具有特殊領域之專門
知識或技術經驗，並具該項領域語文能力之證明」、「經其他政府機關或機構遴選
為特約通譯之證明」189，其中，在國內外立案大學教授講師教授特定語文、經其
他政府機關遴選為特約通譯者，由檢察署逕予遴聘，不須提出申請。
3.中文程度測試
前揭申請經建置法院、檢察署書面審查通過後，由建置法院、檢察署派員測
試申請者的中文程度（含基本聽說、閱讀能力）190。在法院部分，中文程度測試
依據《臺灣高等法院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辦理方式及審查基準》第 5 點第 2 項規
定，由院長指派書記官長、民、刑事紀錄科科長及其他適當人員為之，依臺灣高
等法院轄區特約通譯中文測試基準表，以面談口試方式進行，主要評量項目有基
本聽力（30 分）、閱讀能力（30 分）、口語表達能力（40 分），分數低於 60 分者
為不合格。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第 3 點第 2 至
5 款。
190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5 條第 1 項、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
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第 5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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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約通譯之教育訓練
經書面申請、中文程度測試通過後，始准參加特約通譯之教育訓練。為確保
特約通譯的傳譯品質，明定司法機關應定期舉辦教育訓練，法院部分由法官學院
負責，檢察署則自行辦理講習191。依據《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5 條之規
定，目前法院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如下表 4-1-10 所示：
表 4-1-10 法院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共計 22 小時）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法院業務簡介

2 小時

法律常識

6 小時

各類審理程序或相關程序概要

10 小時

傳譯之專業技能及倫理責任

4 小時

共計

22 小時

（資料來源：《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研究者整理）
除上表所規定之課程外，各法院亦得視不同需求，而增加、設計不同之教育
訓練課程及時數192。就教育訓練之課程內容，監察委員於 2012 年曾對我國司法
通譯問題進行調查，統整 2006-2010 年由臺灣高等法院辦理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之
日程表與課程內容，如下表 4-1-11 所示：
表 4-1-11 臺灣高等法院 2006-2010 年辦理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一覽表

受訓人數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

108 人

68 人

48 人

《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7 條、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
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第 5 點第 1 項。
192
研究者曾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投書司法信箱詢問各法院歷年辦理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之課
程表或有關內容，經司法院司法行政廳於 4 月 26 日回覆如下：「張雅琳君，您好：……
各建置法院約聘特約通譯，除上開規定課程外，得視不同需求，而增加、設計不同之教
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是各建置法院之教育訓練課程均不盡相同。本廳目前並無各建置法
院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課程表相關資料，建議台端逕向各建置法院申請提供，以節省公文
往返之時間。感謝台端關心司法，祝您研究順利，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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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日期

9 月 13-15 日

8月4日

7 月 26 日

訓練地點

該院刑事庭 3 樓大禮
堂

該院刑事庭 3 樓大禮
堂

該院刑事庭 3 樓大禮
堂

1. 法院業務簡介 2 小
時
2. 法律常識 6 小時
3. 各類審理程序或相
關程序概要 12 小
時
4. 傳譯之倫理責任 2
小時

1. 法院業務簡介 1 小
時
2. 法律常識 1 小時
3. 刑事通譯實務 1 小
時
4. 民事通譯實務 1 小
時
5. 刑事通譯法庭實際
模擬演練 1 小時
6. 民事通譯法庭實際
模擬演練 1 小時

1. 法院業務簡介 1 小
時
2. 法律常識 1 小時
3. 刑事通譯實務 1
小時
4. 民事通譯實務 1 小
時
5. 刑事通譯法庭實際
模擬演練 1 小時
6. 民事通譯法庭實際
模擬演練 1 小時

備註

主要由法官主講
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合併辦理

主要由各科科長主講

主要由各科科長主講

教育訓練
時數

22 小時

6 小時

6 小時

訓練課程

（資料來源：監察院司法通譯案調查報告193，頁 120；研究者整理）
近兩年法官學院舉辦之特約通譯備選人教育訓練研習會，研習人員為臺灣高
等法院及其分院所屬之特約通譯備選人，其課程規劃如下表 4-1-12、4-1-13 所
示：
表 4-1-12

2018 年法官學院特約通譯備選人教育訓練研習會（共計 15 小時）

第 1 期至第 4 期特約通譯備選人教育訓練研習會
研習人員

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所屬之特約通譯備選人

研習日期

第
第
第
第

課程名稱

193

1
2
3
4

期：2018 年 7 月 9 日至 10 日（北區）
期：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17 日（中區）
期：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南區）
期：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1 日（東區）
擬聘講座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同註 54，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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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人
35 人
50 人
20 人
時數

法庭傳譯技巧與實務演練
（含通譯倫理規範之解說）

陳子瑋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翻
譯學研究所
鄭家捷教授／雲林科技大學應
用外語系
陳雅齡教授／真理大學英美語
文學系
張中倩教授／臺北大學應用外
語學系

3

法庭傳譯模擬實習課程及經驗
交流（含法院參訪交流）

法官學院推薦

1.5-2

民事事件程序概要（含民事、
家事事件流程簡介及常見事件
類型解說）

法官學院安排（法官講座）

2

刑事案件程序概要（含流程簡
介及常見案件類型解說

法官學院安排（法官講座）

3

行政訴訟程序概要（含流程簡
介及常見事件類型解說）

法官學院安排（法官講座）

2

人權系列講座

法官學院安排

2

業務座談

林副廳長三元／司法行政廳

1

（資料來源：法官學院194、研究者整理）
表 4-1-13

2019 年法官學院特約通譯備選人教育訓練研習會（共計 15 小時）

特約通譯備選人教育訓練研習會
研習人員

臺灣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所屬之特約通譯備選人

研習日期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北、東區合併辦理）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區）
2019 年 8 月 12 日至 13 日（南區）

90 人+20 人
35 人
50 人

課程名稱

擬聘講座

時數

法庭傳譯技巧與實務演練
（含通譯倫理規範之解說）

陳子瑋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翻
譯學研究所
鄭家捷教授／雲林科技大學應

3

用外語系
194

法官學院，同註 183，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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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雅齡教授／真理大學英美語
文學系
張中倩教授／臺北大學應用外
語學系
法庭傳譯模擬實習課程及經驗
交流

1.建議安排雙講座，由一位法官 3
及一位特約通譯擔任
2.法官講座請法官學院推薦，特
約通譯講座請臺灣高等法院或
其分院推薦法庭傳譯表現優良
者擔任

民事事件程序概要（含民事、
家事事件流程簡介及常見事件
類型解說）

建議由法官擔任講座，人選請
法官學院安排

2

刑事案件程序概要（含流程簡
介及常見案件類型解說

建議由法官擔任講座，人選請
法官學院安排

3

行政訴訟程序概要（含流程簡
介及常見事件類型解說）

建議由法官擔任講座，人選請
法官學院安排

2

人權系列講座

法官學院安排

2

業務座談

王廳長梅英／司法行政廳

1

（資料來源：法官學院195、研究者整理）
而在檢察體系，則依《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
費報酬支給要點》第 5 點之規定實施特約通譯講習課程，課程內容與時數分配如
下表 4-1-14 所示：
表 4-1-14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特約通譯講習課程及時數（共計 12 小時）

195

課程名稱

上課時數

檢察業務簡介

2 小時

法律常識

3 小時

偵查程序概要

3 小時

法官學院，同註 18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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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譯之專業技能

2 小時

傳譯之倫理責任

2 小時

共計

12 小時

在檢察體系的通譯教育訓練，則參考陳雅齡教授於 2017 年參加臺灣高等檢
察署舉辦通譯訓練之課程表，如下表 4-1-15 所示：
表 4-1-15 臺灣高等檢察署 2017 年辦理通譯訓練課程表（共計 12 小時）
講習日期

2017 年 10 月 2、3 日

講習地點

法務部五樓大禮堂（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30 號）
法律常識（陳昱旗檢察官）3 小時
檢察業務簡介（蔡顯鑫檢察官）2 小時

訓練課程與時數

傳譯之專業技能（陳雅齡教授）2 小時
偵查程序概要（何祖舜檢察官）3 小時
傳譯之倫理責任（陳子瑋教授）2 小時
口試（陳傳宗檢察官、何祖舜檢察官）

備註

欲參加口試者計 64 人

（資料來源：陳雅齡《法庭口譯：理論與實踐》196；研究者整理）
從以上所列之教育訓練課程表所示，自 2006 年實施特約通譯制度起，初期
授課師資皆以法官、檢察官或院內各科科長為主，係通過國家考試、並在法律專
業具有相當程度，而講授內容多為業務簡介與訴訟程序概要介紹。
各建置法院與檢察署將完成教育訓練並審查合格者遴選為特約通譯備選人，
並發給有效期間二年之合格證書，作為管理與未來個案約聘特約通譯時之依據。
在合格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各建置法院和檢察署對有意續聘者應辦理續聘之教
育訓練或講習。

196

陳雅齡，同註 20，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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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非政府組織舉辦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
除了公部門針對現職通譯與特約通譯進行之教育訓練外，亦有部分非政府組
織自行舉辦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以培養通曉雙語（特別是東南亞語）之司法通譯
人才。研究者選取目前國內提供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非政府組織：南洋台灣姊妹
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就組織概況、實施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課程表或課程大
綱進行概述。

一、南洋台灣姊妹會
（一）培訓目的與對象
南洋台灣姊妹會自 2010 年起開始推動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藉由培訓東南亞
新移民運用雙語優勢，提升實務通譯能力與臨場經驗，並進一步深化法律相關素
養，成為專業之司法通譯人員，遠程則以持續協助推動更合理的通譯制度為目
標。其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要求學員須具備中文聽說讀寫能力，其中以通曉東南亞
語言之新移民得優先報名。
（二）課程規劃
1.課程內容
以研究者曾參與南洋台灣姊妹會 2017 年東南亞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課程
大綱所示，課程規劃共分為：組織概述、法律規範與相關政策、通譯技巧與實務
三類。如下表 4-1-16 所示：
表 4-1-16 南洋台灣姊妹會 2017 年東南亞語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主題
（2 小時／每週）

口譯課程
（1 小時／每週）

1

通譯基本原則

2

南洋台灣姊妹會與移民組織、現行司
法通譯政策概述與翻譯合作社概念

x
1 小時

3

家暴處遇流程和社工合作

1 小時

4

通譯專業倫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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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勞動法令與人口販運

1 小時

6

人權議題－婦女／兒童

1 小時

7

司法通譯角色

8

司法制度

x
1 小時

9

民事法令與案例討論

1 小時

10

口譯與筆譯技巧（一）

11

法庭實務

x
1 小時

12

刑事訴訟與案例討論

1 小時

13

口譯與筆譯技巧（二）

14

法律扶助資源

x
1 小時

15

姊妹會倡議行動與移民法出入境問題
／國籍法

1 小時

16

移工相關法令與政策

1 小時

17

警務通譯

1 小時

18
合計

學員評鑑

x
12 小時

42 小時

註：課程組成原則上以「專業課程 2 小時+口譯訓練 1 小時」為主。
若當週課程主題是翻譯課程，則口譯課程暫停以「x」標記之，實際授課時間為 3 小時。

（資料來源：南洋台灣姊妹會、研究者自行整理）
課程內容除民刑事訴訟與案例討論等法律專業課程外，亦有包含每週口譯練
習、口筆譯技巧，以及警務通譯、法律扶助資源、家暴處遇和人口販運等課程，
都是移民工或外國籍人士來臺灣可能會面臨且需要協助的狀況。
2.師資組成
在師資組成方面，南洋台灣姊妹會依據不同課程主題、領域，分別邀請不同
講師來授課，例如：法律訴訟實務會邀請對於民事法／家事法／刑事案件較為專
精、曾與通譯合作過或本身即具有雙語能力的律師擔任講師197；移工相關法令政
策邀請臺灣國際勞工協會198（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簡稱
TIWA）的專員到場講授；警務通譯、移民法出入境問題和家暴處遇等課程則是
法律與訴訟實務之師資有：郭怡青律師（婦幼人權議題）
、孫斌律師（民事法令與案例討
論）
、黃致豪律師（刑事訴訟與案例討論）
、研究者（司法制度）
。
198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以增進因婚姻或工作來台的
移民，與本地社群之交流、改善外籍勞工及配偶的勞動環境與社會處境、增進勞動階層
的權益福祉為目標。http://www.tiw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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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領域工作者主講199；通譯基本原理、專業倫理與口譯實務練習的課程，則是
邀請臺師大翻譯所的老師授課200，帶領學員依據母國的語言進行分組對話練習
等。

二、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一）培訓目標與對象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是以成為「全臺唯一司法通譯人才來源」為目標，成立專
業司法通譯之非政府組織，期許建立起市場制度和良好的司法通譯運作制度，提
升案件協助量和會員能力水準，希望改善現今司法通譯權益不受尊重、費用積欠
和通譯品質缺乏制度管理等問題201。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所開辦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在對象設定上，要求具備一
定學歷、語言能力，以及無犯罪紀錄，要求報名者完成課程報名後，須提出以下
證明：
1.最高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2.至少中級或中高級以上（約 TOEIC 650 左右）語言能力證明文件（若
無可以畢業證書代替）。
3.外籍人士若無語言能力證明文件請附母國畢業證明及台灣之學歷證明
代替語言能力（請再加附外國人居留證明書）。
4.若無以上語言能證明，請用曾以語言工作或服務證明（需有機關印信
或服務單位主管的親筆推薦），若無以上文件者，請填寫相關工作經
歷。
5.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證）。

移民法入出境問題與現行司法通譯制度概述（姐妹會李佩香、謝世軒）
、警務通譯（游任
白警官）
、家暴處遇（婦女救援基金會陳禹先），此外還有法扶基金會工作人員介紹法律
扶助資源。
200
翻譯基本原則與實務，由臺師大翻譯所何承恩老師、臺北大學應用外語系張中倩教授、
真理大學英美語文學系陳雅齡教授進行授課；口譯練習則是由臺師大翻譯所其他老師協
助。
201
簡萓靚，同註 113，頁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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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認為，成為司法通譯，首先要具備一定程度之雙語能力，
且與法院特約通譯不同的是，另要求學員提出俗稱良民證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書，係為提升當事人或使用通譯單位對司法通譯之信賴。
（二）課程規劃
1.課程內容
在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的課程規劃中，司法通譯人員培訓課程以提升專業知
識、司法通譯傳譯能力，並能實際操作之技術能力為目標。以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2016、2019 年分別在桃園、臺北兩地開辦之司法通譯專業課程授課大綱為例，課
程內容包含：司法通譯基本原理、司法通譯專業倫理、司法通譯基本技巧、刑事
訴訟之通譯、民事訴訟之通譯和行政訴訟之通譯六大方向，課程規劃如下表 4-117、4-1-18 所示：
表 4-1-17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2016 年司法通譯基礎教育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主題（2 小時／每週）

1

司法通譯之定義、範圍概說

2

司法通譯之基本概念

3

司法通譯倫理基本概念及應用

4

司法通譯相關學理及其應用

5

1-4 堂課小考、解說與討論

6

傳譯的技巧與實用（一）

7

傳譯的技巧與實用（二）

8

刑事訴訟程序介紹（一）

9

刑事訴訟程序介紹（二）

10

刑事訴訟程序介紹（三）

11

刑事司法通譯實務狀況介紹與演練

12

民事訴訟程序與法律名詞介紹（一）

13

民事訴訟程序與法律名詞介紹（二）

14

民事司法通譯實務狀況介紹與演練

15

行政訴訟程序與法律名詞介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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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行政訴訟程序與法律名詞介紹（二）

17

行政訴訟實務狀況介紹與演練

18

司法通譯平台介紹、綜合研討、頒發證書

合計

36 小時

（資料來源：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4-1-18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2019 年台北證照班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主題（6 小時／每週）

1
(6/23)

開幕、課程內容說明、司法通譯基本倫理

2
(6/30)

司法通譯傳譯技巧、司法通譯傳譯原理、司法通譯實務

3
(7/07)

司法通譯相關知識、刑事／行政訴訟相關名詞與流程

4
(7/14)
5
(7/21)

各種司法通譯場合介紹與狀況演練
考試（3D-VR）、抽考、案例分析

合計

30 小時

（資料來源：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研究者自行整理）
每期訓練時數約為 30-36 小時，從司法通譯應具備的法律知識、訴訟流程中
的名詞介紹，還有通譯原理與實務上面臨到的狀況。訓練課程中所使用的教科書
《司法通譯－譯者的養成與訓練》，內容編排以「司法通譯人員教戰守則」、「司
法通譯在各類場域可能遇到的狀況與建議」與「司法案件流程、訊問筆錄內容和
法條解讀」為主202，是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以其長期推動司法通譯的
經驗，將與司法通譯有關之口譯技巧使用介紹、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通譯入
門者常面臨的問題撰寫而成，提供給本身已具備雙語能力，並有心從事司法通譯
工作之人作為參考。

202

陳允萍，司法通譯－譯者的養成與訓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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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資組成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係依年度經費規劃而至其他地區開辦課程，以今年（2019
年）及在臺北、桃園兩地開辦證照課程。授課的師資來源主要為受訪者 B，以及
各地的種子教師，受訪者 B 亦有自行出版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教科書，提供培訓
課程使用。
現今臺灣約有近 100 萬名來自東南亞地區之移民工，現職通譯若無法為東南
亞語言使用者進行傳譯，法院或檢察署多會選任特約通譯提供傳譯服務。經南洋
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或其他非政府組織之司法通譯課程培訓完成後，
亦可透過申請或遴聘等方式成為特約通譯；若未建置於名冊成為特約通譯，亦可
透過臨時通譯、由當事人合意選任為通譯等管道協助法庭傳譯。

第二節 我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規劃內涵之分析
從教育學理論來看，課程規劃即是學校或教師就課程內容、授課時間、教材
和評量方式等教學流程中的要素，預先進行有效計畫與分析之過程。延續前一節
對我國司法通譯培訓與管理的概述，本節以司法通譯主管機關與課程規劃單位對
司法通譯的培訓課程安排、內容和評量考核方式等資料，分析公部門特約通譯、
非政府組織的課程理念和內涵，呈現其中差異，並提出可能之改進建議。

壹、特約通譯教育訓練
目前具備公務員身分之現職通譯，因員額較少，且在定位與在職訓練內容均
為輔助開庭之行政人員，故本研究以目前司法體系較廣泛使用之特約通譯為探討
重點，以特約通譯之教育訓練與非政府組織舉辦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進行比較。

一、時數安排僅符合法規要求甚至不足
特約通譯的教育訓練，依據《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高等檢察署及其檢
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等法令規定，各建置法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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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總時數為 22 小時，而檢察署特約通譯僅有 12 小時，各建置法院或檢察
署得視需要增加課程及時數。然而，從前一節歷年實施之教育訓練課程表所示，
除 2006 年院方辦理之特約通譯教育訓練的總時數有達到 22 小時、2017 年檢方辦
理之特約通譯講習達到 12 小時要求外，其他教育訓練研習時數均只有 6-15 小時
不等，且教育訓練多集中於 2 日至 3 日即辦理完成。
在業務簡介、傳譯專業技能與倫理責任等二類訓練課程，法院與檢察署的訓
練時數均相同。然而，檢察署僅配置 3 小時法律常識課程、3 小時偵查程序，訓
練時數合計僅 12 小時，整體訓練時數約僅法院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一半左右。若
符合特定申請要件或已經其他機關遴選為特約通譯者，則不必參與檢察署舉辦之
講習課程203。
在教育訓練內容的時數安排，依據配合單位而有不同業務簡介和程序概要，
法院特約通譯著重在法院業務簡介、各審判程序概要；而檢察體系之特約通譯教
育訓練則是著重檢察業務、偵查程序。研究者以大學主修法律學系之經驗來看，
短短研習兩日間必須學習民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等程序概要、法律常識與院檢業
務，以近年多來自東南亞各國之特約通譯而言，中文並非其母語，且法律文字或
學理相當重視邏輯建構與記憶，亦會影響其對法律字詞差異、語意的掌握程度。
因此研究者認為整體訓練時數偏少、短促的教育訓練，並未能有效提升特約通譯
在法律專業知識上的能力。

二、課程內容較偏重法律知識概念
現行特約通譯之教育訓練，計有法院／檢察署業務、法律常識、各類審理／
偵查程序概要與傳譯倫理責任等課程，各建置法院於辦理教育訓練時，得就該課

203

依《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第 5 點第 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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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行安排適當內容，以符合實際需求。司法院為強化特約通譯之專業職能，除
函請各級法院確實辦理教育訓練外，亦提及於必要時增加傳譯實務等課程204。
然而，參本章第一節所示之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之課程列表（表 4-1-10、4-111、4-1-12、4-1-13、4-1-14、4-1-15），特約通譯教育訓練內容多為法院或檢察署
內部人員講授法律專業知識、訴訟程序概要等課程，課程知識專業程度高、講師
於法律專業之學經歷豐富，但偏重法律知識體系的課程，與通譯實務連結較為不
足。過往研究中亦指出課程充足度偏低，是否能有助於通譯從事傳譯工作，尚待
後續主管單位就課程的規劃進行研議等問題205。
根據近年監察院報告、學者觀察與法官學院舉辦之特約通譯備選人教育訓
練，指出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偏重法律專業知識。監察院在調查報告中認
為，司法及行政機關雖以書面審查、中文程度測試和培訓來建置特約通譯名冊，
但是並沒有提供完整且持續的教育訓練和認證標準，法院、檢察機關僅提供簡單
訓練，在傳譯案件時常有通譯品質不佳的問題。因此建議相關單位規劃訓練課程
內容時，應朝人性化、通俗化、實用化和易於理解的方向進行，並加強實務經驗
傳承之課程206。司法院司法行政廳調辦事法官楊皓清則指出，司法院已委請法官
學院辦理特約通譯研習時開設：法庭傳譯技巧及實務演練、傳譯經驗交流、通譯
之角色功能與社會責任、多元文化敏感度及同理心等課程207，由目前現有課程資
料來看，已有開設傳譯技巧與實務演練、傳譯經驗交流等課程。研究者認為，臺
灣既為族群多元之社會，尤應加強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同理。
再從王志豪的研究中對法院所舉辦之通譯訓練課程進行探討，從訓練架構、
課程落實與學員的學習移轉行為和回饋分析，認為法院所辦之特約通譯教育訓練

楊皓清，法院通譯制度再精進，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https://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media_detail&p=1&id=166，最後瀏覽 2019/07/13。
205
杜慧玲，同註 110，頁 18-19。
206
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同註 54，頁 34。
207
同前註，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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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基本法律概要為主外，亦缺乏整體回饋制度，無法瞭解課程落實程度；且
通譯人員認為學習後的專業知識與實際執行職務時之連結仍有不足，因此訓練成
效並不顯著208。此與杜慧玲在其以特約通譯訓練課程為對象之研究中，由受訪者
（各語種之特約通譯）所填寫之問卷歸納統計結果相同：目前特約通譯教育訓練
課程的充足程度偏低，包括受訓頻率低（兩年一次集中受訓）、課程內容設計亦
未符合工作需要209。目前特約通譯的教育訓練課程由法院、檢察署和法官學院規
劃，前述機關均具有相當法律專業知識與資源，但是如何提供特約通譯「需要」
的法律知識，例如：以實際案例說明法律規範、如何適用等，且應當視通譯於執
行傳譯任務時的實際需求進行課程規劃，才能有效提升通譯品質210。
上述研究發現與研究者曾參與南洋台灣姊妹會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經驗相
同，曾有同時為特約通譯的課程學員表示，只要在特約通譯聘書兩年期滿前，參
與法院為期兩天（或三天）的訓練內容即可領取結業證書、繼續維持特約通譯資
格，但授課內容的法學知識太過艱深，且缺少通譯實務練習，因此產生學用之間
存在落差，培訓成效並不顯著。
自 2017 年以來，法院與檢察署對特約通譯的教育訓練（或講習），則漸增加
傳譯專業課程、模擬實習課程，並加入人權系列講座、特約通譯之經驗交流等課
程，參與多年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之講師陳雅齡教授則自其經驗中歸納，2006 年初
次舉辦特約通譯教育訓練時僅設計場地觀摩，而未有傳譯技能的模擬和練習；而
在 2017 年的高檢署特約通譯訓練課程（表 4-1-14）中，即見有聘請具有翻譯專業
之學者講授「傳譯之專業技能」，提供通譯法庭措辭與常用技巧、如何聆聽與作
筆記和因應說話者風格變化等課程，實務演練之訓練比例已有明顯增加211。惟此

208
209
210
211

王志豪，同註 112，頁 83-84。
杜慧玲，同註 110，頁 59。
杜慧玲，同註 110，頁 57。
陳雅齡，同註 20，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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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課程比重仍低，是否能具體提升特約通譯之傳譯能力，尚待後續追蹤與研
究。

三、改進建議
關於公部門現職通譯、特約通譯的培訓，張安箴在其研究中認為：應同樣要
求公務員通譯、特約通譯都必須每兩年通過訓練課程並取得證書，始能繼續執行
法庭通譯之職務，因此不用分別就公務員通譯、特約通譯分別設計不同訓練課
程；並建議可針對法庭通譯執業前應熟知之知識內容與工作技巧設計一套完整課
程，既可節省成本，亦可同時確保公務員或特約通譯均可具備相同之專業能力
212

。惟就本節所述，現職通譯係透過國家考試，特約通譯則是各法院或檢察署研

攬或接受申請，在選任的方式即有不同，現職通譯為具備公務員資格之本國人，
特約通譯（特別是東南亞語言）多為新住民或自外國移居臺灣多年者；且現職通
譯之在職訓練僅學習手語，以及其他協助開庭事務或行政庶務之技能，與特約通
譯為提升傳譯能力、保障不通曉本國語言者的訴訟權利所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
目的亦有不同，對現職通譯與特約通譯施以相同的訓練課程對主管機關而言雖較
為便利，惟自學習者的角度而言，現職通譯與特約通譯的國籍背景、選任資格自
始即為不同群體，因材施教較為適宜。
由歷年來實施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之經驗，司法院為加強司法通譯的專業能
力，於 2017 年由司法行政廳規劃之特約通譯教育課程中，加入更為進階的專業
訓練，除提供更具深度的法學知識及傳譯技巧課程外，也將法庭實務模擬課程加
入，使特約通譯更能瞭解傳譯技巧在法庭活動中的具體運用，進而提升傳譯專業
度213。以杜慧玲對特約通譯訓練課程進行之研究來看，對特約通譯之教育訓練，
則建議可考慮發展線上學習系統，提供通譯隨時進修或查詢相關知識。除此之
212
213

張安箴，同註 10，頁 88-89。
中央社（2017 年 7 月 20 日）健全司法通譯制度 司法院推出多項措施。
https://tw.news.yahoo.com/健全司法通譯制度-司法院推出多項措施-100542612.html 最後瀏
覽 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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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強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對通譯的基本認識與訓練，可以建立更有效率
的媒合平台，有效聯繫特約通譯協助傳譯案件。更長遠則是建議培養專職通譯，
能有穩定案源以維持翻譯能力、法律程序知識214。

貳、非政府組織自行舉辦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
一、時數安排為按週連續上課，系列課程時數為 30-54 小時
在非政府組織方面，本研究選取之南洋台灣姊妹會在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時
數規劃為每週 3 小時、連續實施 18 週，總計 54 小時；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則為
30-36 小時，兩者培訓課程之時數均遠超過由法官學院、各建置法院或檢察署所
規範之教育訓練時數。
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均採取每週連續上課之方式，就一般教
學規劃而言，由於每人每日的注意力集中時間有限，課程安排不宜過度集中，如
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均採取按週連續授課，相較於短時間、集中式的密集
講授，按週連續教學之學習效果較佳。

二、課程內容多元，較能符合通譯實際需求
（一）南洋台灣姊妹會
相較於公部門，非政府組織在司法通譯培訓的課程設計上較具彈性。由南洋
台灣姊妹會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大綱（表 4-1-16）所示，輔以訪談資料對課程設計
的理念、課程實施回饋等經驗進行補充。從不同主題去思考、安排司法通譯之培
訓課程，課程內容涵蓋通譯員的基本守則、各種案件類型的主題，或是由過去經
驗中經常接觸的議題或個案去設計課程215。
由於授課時數安排較為充裕，課程內容有傳譯原理與實務狀況處理、通譯人
員可能會面對的家暴／婦幼保護／勞動法規等特殊案件等，課程得以更多元、實

214
215

杜慧玲，同註 110，頁 77-79。
王志豪，同註 112，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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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課程設計方面，受訪者 A 認為語言口譯需要持續練習，在課程安排上也曾
有不同的嘗試，後來才決定以每週前兩個小時為法律專業課程，後面一小時為分
組口譯練習，受限於東南亞語目前在臺灣並非主流，口譯課老師無從檢驗每位學
員的傳譯內容是否正確，則仰賴各組內來自相同國家的學員互相確認：
「…至於如何進行課程設計，我們也是在慢慢摸索。我們有嘗試過製作
法律素養課程兩週，再做一週的翻譯培訓課，但是發現口譯跟語言類型
的練習需要持續、大量發生，再加上在台灣開設這樣的東南亞語翻譯課
程，有先天上的限制，就我們找不到可以相對應的（東南亞語）專業老
師，所以必須透過小組之間互相糾錯、檢查，所以這種互相練習的情境
會很吃重。…因為翻譯所的老師教我們翻譯的基本原理原則，或是竅
門，但是他無法檢查你的印尼語是否正確，所以只能透過其他大家互相
去檢查是否翻譯合適。
R：所以那像之前我去姊妹會觀課幾次的課程，法律課程結束後會有翻
譯所的老師帶大家組內練習，就是這個功能？
A：就是基於這個理由才做這個，因為翻譯所的老師教我們翻譯的基本
原理原則，或是竅門，但是他無法檢查你的印尼語是否正確，所以只能
透過其他大家互相去檢查是否翻譯合適。」（20190528A）
研究者曾於 2017 年 3 至 5 月參與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並
以旁聽形式進行課程觀察，在每週最後一小時的口譯課程中，老師引導依國籍進
行分組，以社會新聞、起訴書或法院判決進行翻譯練習，其中可見組內較具經驗
之通譯運用其專業帶領新學員閱讀，對口譯老師未能確認到的部分，可以藉由同
儕之間的合作學習達到目標。
課程內容對第一次參與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學員而言，多數覺得法律相關課
程內容困難。以研究者自身參與觀察的經驗，學員大多反映法律專業課程需要更
多時間思考和理解：
「R：以上這些通常都是具有通譯經驗的學員提出來的，那如果是比較沒有
經驗的學員，也有提過建議嗎？

94

A：比較沒有通譯經驗的話，通常在課程回饋都是：「很難」、「很有趣」等學
習感受類型，或是「這個老師很會講」、「這個老師講的我都聽不懂」等等，
多是回到教學面去回饋，比較難去評估建立知識體系後對於後續實務工作有
什麼幫助等。
R：如果學員反映課程內容很難，這時候會怎麼處理？
A：我的建議都會是，可以再多討論，或是課餘時間將問題放在群組討論、
同語種的小組一起討論。當提出問題時，可能也是其他同學有的問題，只是
不好意思說。」（20190528A）
由於學員之間可能因學習能力和從事通譯經驗不同，對相同課程的學習狀況
會存在相當落差。建議未來進行課程規劃時，可再依後續追蹤、成效評估的結果
進行課程與難易度之修正和調整，例如：對於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設定入門／進階
不同等級，依照語言程度、是否有從事通譯服務經驗來調整科目比重、設計並發
展不同課程。
在培訓課程期間，學員也會對課程表達意見，以研究者於擔任鐘點講師時為
例，曾有學員直接詢問「鄭捷在眾目睽睽下犯罪，還適用無罪推定原則嗎？」、
「我們學會無罪推定原則之後，和從事司法通譯有什麼關係」等問題，以實際案
例與通譯實務產生連結。以受訪者 A 辦理培訓課程多年經驗，也收到許多來自學
員的建議：
「學員給的建議很多，老師有時候試圖要給大家全面性的架構，可是這個東
西在實務上不見得會用到，因為（學員）會覺得這用不到啊不用講，就會遭
到比較多的抗拒。」（20190528A）
參與課程的學員當中，有從事法院特約通譯多年，因為想持續進修而每年都
來上課者，這些實務經驗較豐富的學員，由於較熟諳通譯工作時常用的法律知
識、法庭用語或傳譯重點有哪些，因此對於師資安排或是課程內容就能提出較具
體的需求：
「R：所以多是實務經驗裡想要學到更多，或是師資也會有自己想推薦的人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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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就是確實知道自己想學習的主題在哪裡、提出他的需求。例如有學
員對課程的師資有建議，會提出可不可以多上人口販運的實務處置細節，就
會提到有哪位長官對於行政程序很清楚、哪位法官對人口販運案件處理很
多，也會建議能不能請這些老師來。」（20190528A）
由於每位講師的教學風格、領域專業各有不同，從學習者對講師的回饋與建
議，受訪者 A 亦會做為課程規劃與修正之參考。
研究者另以深度訪談，以受訪者 A 規劃培訓課程之經驗，補充說明南洋台灣
姊妹會在推動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時，對課程師資的安排理念與課程規劃之間的
關係：
「R：在開始規劃培訓課程的時候，參與課程架構或內容設計者，主要由哪
些人參與？是一個團隊嗎？這些人的組成大約是來自哪些領域？
A：除了姊妹會本身的工作者之外，因為我們在專業上還有很多的不足，所
以在法律知識、法律素養上，我們也去尋求很多外部資源，包括：司改會、
法律扶助基金會，或是其他議題合作過的法律學者、老師；在口譯／翻譯課
程的設計上，我們也是直接請口譯專業的翻譯所老師來討論。這個內容設
計，我們都是工具導向、實用導向，我們覺得程序會發生什麼、就設計什
麼，我們並不希望他（通譯）因此變成一位學養很豐富，或是口譯很典雅優
美的譯者，而是看現實程序需求是什麼，希望他在這個程序能夠服務得很精
準、很正確，哪個該在程序上必須具備的先備知識，我們就希望他能夠學習
到。」（20190528A）
受訪者 A 希望培訓課程能匯集來自各領域的專業，故依據通譯實務需求設
計、邀請不同領域的講師授課，由此可觀察出南洋台灣姊妹會所舉辦的司法通譯
培訓課程師資組成較為多元，透過集體合作的模式，以建立新移民司法通譯之專
業形象。師資來源也會尋求各領域專業人士進行授課，相較於公部門所辦理之特
約通譯教育訓練，較能符合通譯實際需求，增進其職業專業能力。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短時間、補充式的教育訓練較難以維持司法通譯的品
質，因此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必須具備專業性與系統性，方可達致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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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司法通譯協會
從本章第一節（表 4-1-17、表 4-1-18）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的培訓課程大綱，
課程種類有司法通譯基本倫理與學理、民刑事行政訴訟程序、法律名詞介紹和訴
訟實務狀況演練等，業如前述。除自開課資料對課程內容和時數探討外，研究者
另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邀請受訪者分享課程設計的理念和實施方式，以瞭解其
在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推動司法通譯培訓之課程設計理念。受訪者 B 表示，某次到
立法院進行司法通譯的會議時，認識勞動人力資源管理研究領域的學者，在學者
推薦下決定以勞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TQS 的職能發展基準216，來規劃司
法通譯培訓課程：
「我們開課十幾年來的心得，第一是慎選可能的通譯人員來受訓，然後
可能會講到後面發展一系列的課程教材，我是按照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
統的程序上課，後來有到勞動部上課，撰寫計畫得到勞動部 TTQS 銅
牌，就是我辦訓司法通譯譯者的能力得到政府肯定，培養通譯的師資、
教材、場地等各方面條件等皆符合勞動部的要求。」（20190604B）
受訪者 B 分享其以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申請勞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TTQS）的經驗，從確認學習者的先備條件起，到實施課程、檢核計畫等流程
都必須依照一套 PDDRO217的迴圈進行規劃和實施，並依據司法通譯的實務需求
與專業能力進行培訓：
「從上課人員通知、教育人員訓練、意見反映表、課後成果訓練、請
假、工作說明書、訓練調查表、訓後動態、年度訓練計畫、師資表、出
席表、班別表、未來規劃...等等，必須照著勞動部的 SOP 來做，這就是
TTQS 的規範；還有我們對（司法通譯培訓）的承諾是什麼、組織的願
景、揭露、訓練方向、核心訓練規劃、控制、承辦人員管理，它就是一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介紹：為協助各事業機構及訓練單位提升辦理訓練品質，
就訓練的計劃（Plan）、設計（Design）
、執行（Do）
、查核（Review）、成果（Outcome）
等階段制訂「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
TTQS）
，透過 PDDRO 管理迴圈，建立一套完整且系統化的策略係訓練體系，提升訓練體
系運作的效能，厚植人力資本，創造最大競爭力。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https://www.wda.gov.tw/cp.aspx?n=F6FEBFBFDA1BBD82，最後瀏覽 2019/07/15。
217
Plan-Design-Do-Review-Outcome.
97
216

套課程訓練的東西 PDDRO（Plan-Design-Do-Review-Outcome），透過
PDDRO 這個迴圈去產生課程，我們協會就是依照這個去做的它是非常
完整的流程，是勞動部參考澳洲職能基準去發展的218。」（20190604B）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TTQS 係勞動部參酌 ISO 國際標準認證與英國人
才投資者 IIP 制度219，及我國訓練產業發展情形，目的在落實企業人才發展品質
管理系統之應用管理，提昇教育訓練人員專業素養及落實企業訓練品質的效益。
主要提供給國內事業機構或訓練單位執行訓練工作之承辦人員及主管，導入與應
用 TTQS，強化訓練人員專業職能，以提升單位辦訓效能220。受訪者 B 主導規劃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的司法通譯培訓，便以此套系統進行詳細的課程規劃。
受訪者 B 認為司法通譯要走向專業證照，和一般只重視技術學習／取得的技
術證照不同，必須先釐清「司法通譯的需求是什麼」、「需要具備哪些能力才能符
合（有語言協助需求）的人民和司法體系所需」等問題，並注重參與者在司法通
譯領域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從招募學生開始，設定學生的 KSA，KSA 就是業界評判一個人的能
力的標準，K，Knowledge，S 是 Skill，A 最重要是 Attitude 態度。一般
我們在評判一個人的職能指標，職能跟一般技術證照不太一樣，一般技
術證照（例如水電技術證照），在學校的課程就是依證照所需能力而設
計課程、訓練，可是職能是反過來，先問需求是什麼、需要具備什麼才
符合（客戶端）的要求？而不是學校訓練好送出去，從需求端反推回
來，『我們到底要訓練什麼樣的人？』，然後再考慮我們要招募什麼樣的
人受訓，再去規劃這些人必須受過哪些訓練、分級，就是現在在推的國
家證照，我們也一直在講要將司法通譯制度證照化。」（20190604B）

研究者註：參考勞動部網頁之公開資訊，應是英國 IIP 認證制度。
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考察英國(Investors in People)人力培訓品質認證標準系統制度，
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ReportDetail/detail?sysId=C09404060，最後瀏覽
2019/07/15。
22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TTQS 教育訓練課程介紹，
https://www.wda.gov.tw/cp.aspx?n=82870DB96AE8D476，最後瀏覽 201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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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長遠來看，受訪者 B 即是希望以此套人才管理系統，從需求端反推司法通
譯訓練應具備的課程內容，如此才能學有所用，符合司法通譯市場的需求。授課
師資則是由受訪者 B 與種子教師共同進行：
「R：那這些教材的編寫或是題目設計，是你跟種子老師一起構思的嗎？
B：一開始就我一個人，後來的講師都是從我的學生挑出來，因為他們本
身就是老師或教授，有資格成為我們的種子老師。…之後在全國各地到處
授司法通譯，教學相長，再從經驗中累積更多的教學知識。從 20 幾年的
經驗，先講司法通譯的倫理，再講翻譯原理，再講實務，再講法律認知，
最後是到法庭。」（20190604B）
再者，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以 TTQS 為基礎，將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職能基準發
展課程，未來更希望能夠推動我國司法通譯走向專業化與證照化：
「我有很多想法，我現在在申請司法通譯的職能基準，因為要發展課程
必須照職能基準去發展，而這個課程目前沒有職能基準，我想申請到一
筆經費，要幫國家發展出職能基準，要到很多地方開會，和政府官員、
實務工作者詢問 KSA 的東西，像是他們認為司法通譯需要什麼，藉此
機會建立模型、建立職能基準。我想做這個就是印證他們的想法和我的
想法之間的差距，然後漸漸修改為一個模組，之後要上司法通譯課程的
人，就可以按照這個模組，發展司法通譯的職能課程。」（20190604B）
受訪者 B 以職能基準進行課程規劃，目前實施中的司法通譯培訓過程是第 3
級，未來希望可以朝向更高等級，發展出對單一語種、特定案類具有專業能力的
司法通譯：
「我的理想就是將司法通譯交棒出去，讓更多的專業譯者、司法通譯工
作者可以發展這類課程，目前職能課程有分為 1~6 級，最高是第 6 級，
而我送審的課程是第 3 級而已，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辦法在語言上進行教
學，而那也不是我的教學目的與項目，我的課是讓他們認知到如何從事
司法通譯工作，第 3 級（中間基礎）拿到之後，我是設定這些種子老師
未來要能夠發展單一語言或是單一案類的通譯，比方說你會英語，對性
侵案件較有專業權威，就去發展英語、性侵害案類的通譯，可以拿到
iCap 第 4 級的司法通譯證照。第 4 級的課程可以設定在單一語種，且比
較專精、複雜的案類，像是勞資糾紛、婦幼、洗錢、人口販運等，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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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種子老師就可以教更精準的東西，這是我未來的規劃。我幫國家做了
這個制度，我希望未來司法通譯可以推動證照化。
我也有預計申請經濟部的 Meet Taiwan 計畫，預計要招國外學者來台開
有關司法通譯議題的國際會議，然後把我國發展司法通譯的這套制度拿
去發表，讓世界看到台灣為語言不通者的人權努力。我們很努力地建立
這套系統，希望這套系統能夠證照化、可以被檢視，我相信這個東西會
在世界發光，這是我最終的目標。這是具有代表性的，代表國家承認我
們所發展出的課程是具有職能能力的、變成證照，因為 iCap 就是國家證
照。」（20190604B）
受訪者 B 針對司法通譯的需求規劃之職能導向課程，重視課程設計、實施到
訓練過程的監控回饋。以王志豪曾以外籍配偶通譯人員訓練成效評估之研究結果
觀之，除學習者本身的語言能力外，培訓課程的師資、課程設計與實施情形、是
否引入資深通譯經驗、課程是否活潑或有情境模擬測驗等，都是影響整體訓練成
效的因素。
綜上所述，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採取勞動部 TTQS 職能基準，視司法通譯所需
的專業技能來規劃課程訓練的方向，課程實施的細節包含完整的講師資格、教
材、出席紀錄和課程評量等，希望透過職能基準的設定，有效提升司法通譯人員
傳譯之準確度及可信度，以成為國內最具權威的涉外司法通譯培訓組織。

三、小結
綜上所述，由於公部門、南洋台灣姊妹會與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從課程設計理
念即有不同，因此在課程架構、課程內容安排與時數分配等面向上亦有差異。在
司法通譯培訓的課程安排上，公部門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較重視法律體系建立、法
律知識概念，而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則較重視學習者於培訓完畢
後即可具備擔任司法通譯的即戰力，因此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的
課程規劃採取按週連續上課、課程內容以法庭實務需求為導向，以具體提升語言
能力、口譯技巧的訓練課程為主，亦包含訴訟程序中常用名詞與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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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考核成效之分析
本節自相關法規、表單與訪談內容等資料，分析公部門特約通譯、非政府組
織實施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時之考核成效，並提出可能之改進建議。

壹、特約通譯教育訓練之評量考核尚未建立專業機制
一、遴選前之中文程度檢測
在法院或檢察署遴聘或接受特約通譯申請時，即要求應具備中級以上之語言
能力。理由係因為傳譯人員之中文程度攸關傳譯品質及正確性，故明定法院於教
特約通譯育訓練前即應測試申請人中文程度如何（包括：基本聽力、口語表達能
力及閱讀理解能力等），以確保其足以適任傳譯。法院認為通譯之傳譯，著重訴
訟案件之具體內容和專業用語，進行中文程度測試則是指派院內書記官長、民刑
事紀錄科科長或適當人員進行。
惟中文能力檢測則僅須通過內部書記官長或科長之中文程度測試，並無與外
語能力相對應的中文能力程度檢測。此種中文程度測試方式係僅為行政上方便，
還是能具體反映特約通譯之中文能力，猶未可知。由於此部分中文能力檢測並非
採取標準化測驗，測試人員亦無語言檢定等相關專業，測試結果亦無法客觀代表
其中文能力等級。研究者建議，我國既已於 2005 年成立「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
作委員會」，專責研發和推廣華語文能力測驗221，此套測驗與國際語言標準接
軌，參照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將語言能力分成三等六級，目前許多企業有採

221

「華語文能力測驗」是一套專為母語非華語者研發的標準化語言能力測驗，旨在檢測華
語學習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使用能力，測驗內容針對各種日常生活情境所設計，題材
真實且多元化，內容涵蓋各種來源，例如：廣告、公告、信件、便條、天氣預報等不同
體裁。所選短文也均衡涵蓋文學、科學、藝術、天文、歷史等不同領域主題。考生可以
依據自己的學習背景或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程度的等級來報考，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等級
標準者將取得證書，此證書可作為求職所需的華語能力證明。資訊來源：國家華語測驗
推動工作委員會，https://www.sc-to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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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華語文能力測驗作為語言檢定標準，院檢亦可參考此項檢定，以較具公信力之
考核標準進行遴選。
對於特約通譯經中文程度測試、教育訓練和審查合格後，經建置法院或檢察
署始發予合格證書，得受法院或檢察署選任為特約通譯。於開庭時執行傳譯工作
時，亦受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填寫意見反應表作為未來選任或續任的參考，尚無
較具公信力檢核特約通譯專業能力之機制。

二、對特約通譯之評選考核
在院檢舉辦的特約通譯教育訓練完成後，須經審查合格，再由建置法院遴選
為特約通譯備選人，並發給有效期間兩年之合格證書。合格證書有效期間，特約
通譯備選人若經選定於開庭時提供傳譯服務，會由該案法官依評量表（詳見附錄
七）評分，作為平時評量成績222。評量表的評量項目包含：法律常識、傳譯能
力、配合程度，等次分別為優／佳／尚可／普通／差，最後綜合評分、給予具體
意見。惟法官可能不諳訴訟當事人所使用的外國語言，在開庭的過程中可能僅就
其與特約通譯之溝通過程順利與否來評判傳譯能力，但該特約通譯是否將當事人
之陳述內容正確傳譯，法官亦難確認。
參《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15 條、《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
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第 14 條之規定，各建置法院或檢察署得於
開庭後提供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他使用傳譯服務之人填寫「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
形意見反應表」（詳見附錄八），並應陳報填報結果，若有特殊或優良表現事由，
則註記於特約通譯名冊中，作為選任或延攬作業之參考。
附帶一提，研究者進行訪談時，受訪者 B 曾提及：
「翻譯的時候那個場域不是只有翻譯當下就結束了，因為後面還有人會
調你的翻譯逐字稿出來，會有人檢視你翻譯得對或不對，那個人可能是
二審的法官，或是對方的律師（找人來翻譯），所以我以對等論為主，
222

《臺灣高等法院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辦理方式及審查基準》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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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論為輔223，先翻譯實際的意思，然後再翻名詞，翻出意思是讓對方
懂，翻名詞是讓後面的人檢視你翻譯的對不對。」（20190604B）
若法院、對造律師或案件當事人對通譯內容有疑義，會調閱法庭錄音，另覓
其他通譯或翻譯專業人員進行傳譯內容的確認，可能因此做為更正筆錄之依據或
作為訴訟攻防的材料。
綜上所述，研究者發現法院對特約通譯的評選考核，主要由法官對通譯進行
評量，因此有通譯之傳譯能力如何評量之疑慮。研究者建議特約通譯的考核標
準，可由院檢擴增人力，針對有通譯傳譯需求的案件進行定期現場視導，指定由
同語種的特約通譯或語言專業者（學者或講師等）旁聽，或是以抽驗法庭錄音確
認傳譯內容的正確性等方式，由同語種之特約通譯或學者講師進行外部評估，以
確認特約通譯之傳譯品質。

貳、南洋台灣姊妹會認為司法通譯培訓已有展現相當成果
南洋台灣姊妹會培訓課程的目標是培養具有雙語能力、基本法律素養和通譯
專業倫理的司法通譯。由於未有針對每期培訓學員的學習成效進行評估與追蹤，
此部分由受訪者 A 已進行多年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實施之經驗來看，認為已有展現
培訓成果：
「R：在經過幾次課程實施之後，課程的進行與原先設定的目標是不是都能
有效結合？
A：我覺得這樣的課程培訓，它的成果是有展現出來的。…不過有點可惜，
受限於資源，我們沒有具體觀測後續追蹤、作成效評估。還有覺得可惜的就
是，因為每一次每個語種的人數不只一位，但是在現實通譯需求發生之後，
當下可能只需要一位印尼語的通譯，這時候我們培訓一大群印尼語翻譯者，
通常是最資深、最有經驗、最有信心去做的人去承接，接著第二次一樣循環
發生，又是一樣的情形，所以即便是我們一開始培訓已經有足夠的數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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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翻譯理論中，
「目的論」是以翻譯的目的來決定翻譯的方式，同一原文根據譯者受
委託的目的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譯文，對原文忠實性要求較低，以達到翻譯目的與功能
為主。「對等論」則是強調原文本的重要性，在翻譯過程中，譯文和原文必須盡可能對應
與對等，保留原文的語意和風格。（資料來源：董崇選《再論翻譯的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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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後續的實務過程當中，因為媒合、分配狀態、地區集中性的不同，使得
這些學生沒有太多的機會，而只集中在少數本來就有經驗的人身上，不過這
也都是情有可原的。」（20190528A）
受訪者 A 認為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有展現培訓目標，不過較
為可惜的是，未能就學習者後續進行追蹤或評估。由於學習者在完成訓練後多有
機會擔任特約通譯，訪談過程中受訪者 A 另提及目前就通譯需求與媒合，較易集
中在少數資深通譯，而新手通譯無從累積經驗的問題，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式：
「…那我們自己有思考過這樣的解決方式就是，第一是估算出這個地區的案
件量需要多少的（通譯）人數，才能足夠；第二是很多隱藏通譯需求但沒有
找通譯，這個通譯需求要被提出，這時較新的通譯就可以去做，能得到本來
該有通譯的服務經歷。」（20190528A）
除涉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之外，在警詢階段或行政機關洽詢事務時亦可能需要
通譯的協助，受訪者 A 認為這些都是隱藏需求的一部分，這時可以讓受過訓練、
經驗較少的學員參與，逐步建立起通譯服務的經歷和信心。研究者認為，在《法
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第 14 條第 2、3 項規定，若特約通譯不敷使用或無法提供
傳譯服務時，可指派熟諳該國語言之臨時通譯，或是當事人可以合意選任之通
譯，經法院認為適當即可。此類臨時通譯、當事人合意選任之通譯，亦是參與司
法通譯培訓課程後可逐步建立傳譯經驗之管道。

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以通譯實務模擬進行評量
為求課程內容與實際服務情況相同，符合訓練目標，評量是否具備身為司法
通譯的專業能力，台灣司法通譯協會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會在每週課程後會指
派作業，期末時則以 3D-VR 實境進行模擬評量224：
「我們沒辦法帶學生到法庭去旁聽，於是我想出一個辦法，就是以演一
齣實際的案例的方式，從警方的偵查、到地檢署的起訴、到法院的審
224

全國首例！！ VR 導入國家級司法考試 資策會與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攜手研發「司法通譯
VR 模擬考試系統」，https://www.iii.org.tw/Press/NewsDtl.aspx?nsp_sqno=2078&fm_sqno=14
最後瀏覽 2019/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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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分成三個場域，做成 3D-VR 的方式，請通譯頭上戴 GoPro，按著寫
好的劇本、真人實境錄影、剪接，我寫公文請警察協助，法官檢察官則
由我們自己扮演。影片剪輯好之後在上課時播放，3D 環場影片可以讓
大家不用跑去法院就可以知道周邊環境，而在考試的時候就把
CardBoard（VR 播放盒）戴起來做測驗。」
由於警察局較無法配合錄製 3D-VR 所需的歷程素材，受訪者 B 則與臺東地
方法院、臺東地檢署商借場地來拍攝。訪談時，受訪者 B 先示範道具使用方式，
再由研究者實際測試戴上 CardBoard 進行幾分鐘的 VR 虛擬實境考試，從進入法
院或地檢署開始的就有不同情境問答題，每題作答時間有限，情境至該次通譯工
作結束後，再統計答對題數即為本期課程的考試分數。受訪者 B 另分享前一期課
程使用 VR 虛擬實境考試的學員心得，認為這樣的評量能模擬出司法通譯真實的
工作樣貌：
「我們嘗試用科技的方式，裡面會有通譯到法院、地檢署面臨到過程，
裡面各種問題要回答。其實我們是要教育大家到這些場域你要注意什
麼，這個就是一般譯者沒辦法做到的，因為他沒有實務經驗。那我們透
過播放 3D 影片的方式，之後再以此考試。我們透過這個影片告訴大家
什麼時間會遇到什麼事，真的有會員（學生）被派到派出所、法院翻譯
的時候，就對著教科書然後跟我說：老師，真的跟你上課講得一樣。而
這個 3D 影片的考試分數就是一個數據，我們教場域中會發生什麼事
情，有課程、教學工具和評量機制，所以產出的結果可以不用讓外界質
疑我這些學生有沒有問題，而這些指標是勞動部檢查的，也都通過
TTQS 的標準。」（20190604B）
此部分的虛擬實境考試，目前僅有法院、地檢署兩種版本。試題為情境問答
題（二選一），內容都是實際通譯會面臨到的突發狀況或倫理議題，研究者認為
此類評量能增加臨場經驗，惟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有時並沒有對與錯的標
準答案，對於特定情境下不一定只有兩種選擇，而根據人生經驗或文化背景不盡
相同，亦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或許可模擬實境考試結束後，師生再針對有疑
問的情境做法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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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用是否一致的部分，受訪者 B 認為大致上與課程設定的目標相符，並表
示學員的回饋多是正面反應：
「R：所以他們（通譯）在訓練時學的，就跟去當通譯時所用的是一致
的嗎？
B：大致上都是一致的，但也會有些出入。
R：大家上課之後除了認為很實用、很有幫助之外，還有其他對課程的
建議或回饋嗎？
B：有學員就寫下他的值勤內容，還寫心得分享給同學，目前看來回饋
都是蠻正面的，所以這個教材是還需要修改一些細節，但大致上 30 小
時這本書教得完我覺得就很不錯了。體驗過 VR 實境考試、寫過的考卷
存在電子信箱或雲端，遇到通譯案件時能透過手機上網或是 VR 的體驗
經驗作為參考，學生的反應都蠻不錯的。」（20190604B）
經受訪者 B 同意後，研究者使用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於 2018 年推動的語言公
平環境推廣計畫，曾對參與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學員所填寫的問卷回饋進行摘
錄。曾參與過課程的 50 位填答者均同意老師上課內容對專業有所幫助，其中有
填答者認為法律專業知識可以提升通譯效果：
「學到更多法條的意思，暸解更清楚法條內容可以提升通譯效果」
「法律用詞可以教詳細一點，法律用詞跟法律效力的部分真的不容易理
解。」
由於參與課程者多數不具有法律相關背景，認為法律專業科目的學習較為困
難，因此部分填答者建議以讀書會等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提高學習成效：
「對於新加入課程的同學，可能需要建立課後的讀書會或小組，因為要
看的法條很多，如果多工處理可能會讓同學們的準備時間縮短，表現更
好。」
部分填答者認為實際情境的觀察和體驗尤其重要，希望增加模擬練習的機
會，或是安排實地至法院或地檢署參訪或是旁聽通譯如何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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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老師講的內容可以濃縮減少一兩堂，最後留一兩堂給學生角色扮
演；或是每堂課最後留一點時間給大家（按照語言分組）實際練習一
下。」
「希望能夠增加現場實際模擬練習。」
「或可安排參觀法院等行程，（或建議學生上網查詢並旁聽有通譯的
庭），讓大家在課堂上討論。」
「希望學員參與或旁聽法院審問或觀摩通譯。」
從以上節錄之填答回饋，大致上皆肯定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舉辦之司法通譯課
程安排能符合通譯傳譯之需要，惟希望能更增進法律相關科目的學習成效，以及
增加實地模擬的機會。
在本研究所述非政府組織（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自行舉辦
之司法通譯培訓，各單位於結訓時依據授課內容進行之評量，並核發各單位自行
製作的修業證明、能力認證證明等，惟此類證明並未獲得政府認可，參與培訓課
程並有志成為司法通譯者，仍需自行向各法院、檢察署提出申請成為特約通譯。

再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作為分析與比較之對象，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
在網路上開放培訓資源、定期舉辦考試、認證／註冊並提供合理通譯費用，相對
完善的制度應可作為我國發展司法通譯制度的參考。研究中亦訪談兩位受訪者對
於組織推動司法通譯培訓的能力養成、是否滿足專業能力需求等，並認為美國加
州法庭通譯部分制度可做為我國之參考。最後兩位受訪者分別對我國司法通譯制
度提出公共化與推動職能基準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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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進行參考與比較
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業已介紹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本章第一節則探討我
國司法通譯之培訓與管理規範。本節以兩國制度對司法通譯之先備能力要求、考
試認證方式進行比較。

壹、由政府提供資源培訓司法通譯
美國加州法庭通譯係由加州司法委員會設立，負責法庭通譯之招募、考試測
驗與認證管理，透過在職訓練、年度資格審查等方式，確保法庭通譯之傳譯能
力。此計畫由加州州政府提供資源，以培訓足夠數量、能力相符的法庭通譯，保
障不諳英語者受公平審判之權利，如第二章第二節所述。而加州法庭通譯的使用
狀況、年度通譯員相關支出，均受加州議會監督。
從國家提供適當組織與程序保障義務來看，積極面向須營造適合基本權實踐
之環境，幫助落實人民基本權；消極面向則是透過適當組織或程序，防止、減少
基本權實害的發生。國家為實踐司法人權，維護訴訟參與者語言公平權利，主管
機關應妥善規劃、建立專責且專業的司法通譯制度，從過往相關研究、監察院調
查報告、司法國是會議的討論與本研究訪談結果，均認為政府部門並未有效整合
經費與人力資源。我國雖已有司法體系設置特約通譯制度，惟受訪者 A 認為司法
通譯制度在未來應走向公共化。受訪者 A 除在南洋台灣姊妹會推動司法通譯培訓
課程外，亦帶著同樣的課程規劃與新竹縣警察局的警官合作推動，希望未來在這
套課程普及後，由國家負起執行司法通譯培訓的責任：
「我們（南洋台灣姊妹會）在做這些培訓課程不是因為要分擔國家的工
作，而是因為沒有做的話可能會有人因此受到傷害，可是我們並沒有想
一直做下去，而是想做政策模型給（國家）看。像我們也和新竹縣警察
局合作施行同樣的課程，如果成效也能做起來，新竹縣也不用額外找其
他縣市的通譯或台灣司法通譯協會派案，自己建立了這個系統，全台灣
都做這件事，國家開始承擔這個責任之後，我覺得就往前邁進一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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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之外，檢察署、法院大家開始做起來，就不需要我們了，怎麼會是
由我們來建立一個要永久存在的制度呢？」（20190528A）
在受訪者 A 所提到的政策模型中，其中較具體的作法是透過各地均有設置服
務據點的法律扶助基金會，派員駐點進行案件觀察或諮詢，從尋求法律扶助的外
籍人士案件量推估當地可能的通譯需求量，並開始規劃需要在此地投入多少資源
和人力：
「像法扶一樣有各地據點，通譯需求發生，這個據點就可以派人支援。
（通譯）是國家提供的，今天我請你去派出所、請你去法庭或其他機
構，由據點派任，來幫通譯和需求機構做對口，勞動條件可以保障，這
樣的話即使是去尖石鄉，我可以保障勞動條件，也可以拿到提供專業的
費用，跟我去法院是一樣的，我就不會抗拒去尖石鄉，在培訓方面也可
以不用一次培訓大量，依案量需求可以調整，就讓這幾位專業通譯可以
發展得淋漓盡致，這些人因此有穩定的工作環境、月薪，成為專職通
譯。」（20190528A）
受訪者 A 亦建議可以從高等教育方面著手，在高等教育階段開設與司法通譯
相關課程，國家考試增列司法通譯類科進行招考、訓練再分發到各地法院、檢察
署或有案件傳譯需求的地方，提供穩定並具有專業的工作機會，讓司法通譯成為
人民願意投入的志業：
「若（司法通譯）制度建置好，我們也不用每年辦各種培訓，可以用認
證、或類似公務進用的方式，真的想做好司法通譯這件事，就國家考試
每年開放名額表明需求，像是法律系畢業的學生、會東南亞語再來考也
可以，會東南亞語再去唸法律系也可以。因為是國家提供的，不用更大
量的資源持續地培訓，是讓行政區域裡面的人能夠好好培養。這些人能
夠在（司法通譯）的位子上專業工作，不用再去一邊賣保險、有空才來
做通譯，我就只要好好做通譯服務的工作，就可以養家活口，如此就會
有人願意投入這個專業。」（20190528A）
受訪者 A 提及的制度藍圖，與日本目前司法通譯的培訓歷程相似，日本自高
等教育階段即設置相關科系進行司法通譯教育，除語言與司法專業的教學外，亦
有至機關實習，期能有效強化學習者的實際經驗；在警政、司法部門亦對通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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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訓練舉辦講習、提升通譯員薪資與強化司法人員與民間通譯的委託關係，以有
效利用國家資源。研究者亦同意司法通譯本身具有公益性，制度建立與合理待遇
制度並非屬於特定民間組織之責任。

貳、先備語言能力要求
一、我國對特約通譯之語言能力要求為中級以上
我國司法通譯培訓管道有公部門舉辦的現職通譯在職訓練、特約通譯教育訓
練，以及非政府組織自行籌辦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兩者對通譯語言能力的要求
略有差異。由於我國《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所稱之通譯以現職通譯、特約通
譯為主，由於本研究與東南亞語言之親近性，所關注之東南亞語言傳譯係以特約
通譯為主，故以特約通譯進行探討與比較。
在特約通譯方面，欲申請成為特約通譯者，依據《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
對申請資格之認定：「提出通過政府核准之語言檢測機構「中級」以上語言證明
225

。若無語言能力證明，以其在所通曉語言之地區連續居住五年以上亦可。」、

「外國人在本國具有學士以上學歷或其他足以證明其通曉本國語言能力之證
明」
。而在《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
點》第 3 點則是以《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的條件為基礎，再增加「國內外大
學院校擔任教授或講師並教授特定語文」、「具有特殊領域專門知識或技術經驗並
具有該領域語文能力」、「經其他單位遴選為特約通譯者」等三款。
若是法院或檢察署列冊之特約通譯不敷使用、臨時需要傳譯特定語種時，得
使用臨時通譯，當事人之間也能合意選任通譯，對於此類型通譯的語言傳譯能力

225

以東南亞語言中較常使用的泰語、印尼語、越南語等語種為例，均有提供語言能力檢
測：台灣泰國交流協會 http://www.tteaorg.tw/、文藻大學語言中心印尼語檢定考試
http://c051.wzu.edu.tw/article/465549、IVPT 國際越南語認證
http://cvs.twl.ncku.edu.tw/iv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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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要求「熟諳該國語言」，並不需通過法規對特約通譯的語言能力要求、中文程
度測試與教育訓練。
若各建置法院或檢察署要求特約通譯具備法學中文能力，亦可參考第二章第
二節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之考試方式，以提供範例試題、自學資源等方式由考
生自行精進學習，再以考試評量其能力。

二、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報考要件中則以通過考試為準
在美國加州法庭通譯的報考要件中並無明定需要通過何種語言能力檢定，而
是建議有志報考法庭通譯者完成大學以上或高階英語課程，並鼓勵報考者透過廣
泛閱讀許多領域的書籍和專業期刊、報紙社論和文章，以掌握英語詞彙和概念，
從日常生活中自我能力精進。
不論報考何種語言，均先通過英文試題的筆試，包含英文文法、法庭常用語
及專業倫理道德，在此階段即須具備相當英語程度，方可掌握題意、正確作答。
口試語言若屬於 15 種較常使用之認證語言，則須通過同步口譯、逐步口譯和視
譯，從此部分可以推知美國加州法院要求考生在參加法庭通譯口筆試前，就要求
具備勝任通譯工作的相當程度能力（如表 2-4-1），例如：對陪審團程序的瞭解、
對詞彙掌握是否精確、是否能流利使用工作語言或快速閱讀等面向，考試則是評
量考生是否具備這些能力的方式。

參、考試與認證制度
一、我國僅有各單位自行舉辦的檢定或考試
目前我國對司法通譯的認證，並無專責機構或是較具權威性的認證機關，在
各自開辦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民間團體有自己的結訓認證，各單位的認證之間如
何被採認尚待確立。在我國申請特約通譯，除具備語言能力經審查通過外，尚需
經過法院之中文程度（基本聽說及閱讀能力）測試，經測試合格後才能參加教育
訓練。特約通譯的教育訓練時數與內容如前一節所述，多為單純講述法律常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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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程序概要，現有資料中僅 2017 年高檢署所舉辦之特約通譯教育訓練在最後
有安排口試，其餘並無針對通譯本身專業傳譯能力所進行之考核或評量。
非政府組織方面，南洋台灣姊妹會、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則各自於每期課程結
訓時辦理考試。南洋台灣姊妹會的期末考試有課程內容紙筆測驗、模擬法庭的口
試，受訪者 A 對於現在不同單位各自為政的通譯培訓，則是建議建立共同、明確
且具有公信力的認證標準：
「現在的認證有來自例如司法通譯協會自己的認證，南洋台灣姊妹會去
年和法扶、翻譯所合作的也有認證，這些認證彼此之間，如何被採信、
認定？大多是建立在口碑或是過去的經驗，我們現在就是需要這個（認
證制度），只是這個東西沒有像多益、托福有很明確、公眾可認定的標
準。所以有這個標準是好事，像是美國加州法庭的狀況，在取得通譯資
格後，還要再參加 30 小時的在職訓練，以數量來說很精實（特約通譯
22 小時、南洋台灣姊妹會的課程是 54 小時）；在通過認證前，意味著他
在專業領域上已經過門檻，30 小時只是溫故知新，跟上腳步，這應該已
經是台灣的高標了。」（20190528A）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則是以符合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的流程，推動符
合通譯工作需要的專業能力，每週指派作業，並於期末使用 3D-VR 虛擬法院或
地檢署的實境進行考試。於結業後表現良好，可以加入會員 APP 接受協會與其他
單位合作的派案。

二、美國加州法庭通譯係透過考試確認通譯專業能力，並在認證程序
後要求通譯繼續學習
美國加州法庭通譯透過考試題目的設計，判斷考生的能力是否與法庭通譯專
業能力相符，例如：筆試考試科目有英文文法、法庭常用語和通譯專業倫理的考
試，試題為能正確使用同義詞、反義詞，以及執行口譯時面臨突發狀況時如何選
擇最適合的解決方案等；在口試部分則是以第二外語進行口譯考試，要求具備同
步口譯、連續口譯、視譯的能力，能流利使用雙語並能夠從原語言精準、如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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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為標的語言。通過考試後，經過認證／註冊的程序，在取得通譯資格之後，
兩年內要進行 30 小時的在職訓練，若這兩年沒有進行完這些訓練和作業，通譯
資格會被暫停或撤銷。教育訓練的資源則可自行尋覓，依使用者付費原則，付費
使用課程進行學習，並取得完成之時數認證。
然而我國在特約通譯主要以書面審查、中文程度測試合格後即可參加教育訓
練，在專業能力的要求上，較缺乏嚴謹的能力考核。研究者建議可參考美國加州
法庭通譯計畫中對通譯專業能力的要求（參表 2-4-1），分別就六大類型的知識技
能與能力（KSA），與我國通譯實務需求結合。以我國特約通譯的教育訓練較缺
乏對不同國家或地區文化差異、口語或通俗詞彙等內容，參考表 2-4-1 語言技能
「1D 對其工作語言具備文化差異、區域變化、慣用語表達和口語詞彙之知識」；
對通譯傳譯能力的精進，亦可參考翻譯技能中 5A-5M 各項表現，設計出相對應
的訓練課程。
再者，可以明顯觀察出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之間在人力、資源上並無過多交
流，若能參考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在在職訓練這一部分，以公部門較充足的資
源，與民間專業人力合作，以確保通譯能夠持續教育，維持一定品質。
我國目前在司法通譯制度尚未建立完整制度，故以行之有年之美國加州法庭
通譯借鏡與參考。從先備能力要求、考試與認證程序等方面進行比較和討論，希
能描繪出更臻完善之司法通譯制度，能促進我國在司法程序的語言環境能更加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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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針對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本研究之結論，本研究以我國特約通譯
教育訓練、民間團體所舉辦之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以及美國加州法庭通譯計畫為
研究對象，以瞭解我國目前司法通譯的訓練管道、方式和尚待改進之處。第二節
研究建議，為研究者對研究過程中之問題提出建議，並提供日後相關研究之參
考。

第一節 研究結果
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是養成專業知能之重要歷程，本研究從現有文獻資料對公
部門通譯教育訓練、非政府組織的通譯培訓課程進行探討，輔以深度訪談瞭解我
國非政府組織在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設計理念與實施細節。研究結果認為公部門
對具有公務員身分之現職通譯，在語言能力精進之課程較少，而未具公務員身分
之特約通譯之教育訓練僅有 22 小時，訓練頻率為每 2 年一次，課程內容為集中
式 2 日或 3 日的法律專業知識學習，對傳譯技巧的訓練成效不顯著。研究者認為
在現職通譯與特約通譯教育訓練均有時數過於集中、課程與實務運用有相當落差
等情形，且缺少評量機制，訓練效果仍有部分不足。
在非政府組織部分，則較能與司法通譯實務需求結合，在課程規劃與實際的
訓練內容較能增進未來從事通譯工作之專業能力。非政府組織南洋台灣姊妹會、
台灣司法通譯協會自行籌辦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則是提供 30-54 小時的訓練課
程，從司法通譯執行傳譯任務時的需求進行課程設計，在課程內容多樣性、整體
時數上均高於公部門特約通譯教育訓練，較能貼近實務工作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且實際得到的學習者回饋均回應能夠符合從事法院特約通譯之專業需要，並願意
持續報名每期課程，以精進自我專業。惟通過培訓後，由於現在具公務員身分之
115

通譯不再招考，現多以特約通譯進行聘用，或是成為臨時通譯、當事人合意選任
之通譯。
本研究復參考之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在加州法院官方網站提供增進口譯
能力的學習資源，通過筆試與口試後再進行認證／註冊，並要求通過認證／註冊
的通譯員應於 2 年內參加 30 小時的在職訓練。透過通譯語言專業能力的設定、
舉辦考試與實施在職訓練，而能持續精進法庭通譯的專業能力，對多元文化社會
有所意識，確保通譯執行傳譯任務時具備相當程度之專業性，並遵守通譯專業倫
理規範。
由於我國目前尚未建置司法通譯的考試認證與持續在職訓練之制度，本研究
嘗試從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制度借鏡，由專責機關籌劃培訓制度、能力考核與通過
考試後的認證與任用，並核可民間組織或資深講師所提供之在職訓練課程，由公
部門與非政府組織一同合作，公部門進行政策規劃並提供經費資源，而民間組織
則提供學術與人力資源。司法通譯作為國家義務的協力者，而非隸屬於特定團體
或機構，期能建立司法通譯專業制度，在多元社會中保障不同語言使用者受公平
審判之權利。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係從司法通譯的培訓課程與評鑑制度探討通譯專業能力，除專業能力
（法律知識、語言訓練和翻譯技術等）養成外，在司法通譯的培訓過程中可融入
法律是解決紛爭的社會規範外，亦具有人權保障的內涵。司法通譯需要具備專業
翻譯能力，並非只是法庭上的翻譯工具，對人民權利和專業倫理的重視，更是協
助語言弱勢者面對訴訟程序的要件。
就司法通譯之資格認證與管理，應有長期之妥善規劃，研究者建議為維持司
法通譯品質，加強培訓端的教育訓練外，政府單位應設有專責機關提供認證。目
前尚未建立通譯法制前，建議可採認非政府組織自行開辦的司法通譯培訓課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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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作為特約通譯之申請要件，以補足目前僅有各級法院與檢察署每兩年進行一
次通譯培訓，作為特約通譯續用資格檢核之狀況。對於投入通譯名單建置與培訓
資源更少的警察機關或一般行政部門，亦可作為臨時通譯人力之補充。
在語言能力認證部分，我國法院和檢察署遴選特約通譯時，僅以院署內人員
對特約通譯備選人進行中文程度測試，建議未來法院、檢察署或其他機關遴選外
語特約通譯時，可參考華語文能力測驗的等級此一較普遍且具公信力之語言認
證，作為一般性語言資格。至於院檢方若要求更進階之法學中文能力，則可參考
美國加州法庭通譯之考試方式，在口筆試時以中文進行考試，從中測驗考生對法
律知識、詞彙涵義之掌握。
最後，應加強政府機關在面對多元社會中的涉外案件時對語言人權的保障意
識，而不只是依賴附近親友熟識、通曉雙語能力者或志工充當翻譯，強化警察、
司法人員等執法者對通譯使用的重視，營造語言公平的環境；又當出現不適任通
譯時，是否有完善的淘汰機制為通譯品質把關；探究如何具體培養通譯之傳譯能
力，皆是後續研究者日後進行相關研究時可繼續探究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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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訪談同意書
研究主題：臺灣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研究
指導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劉恆妏教授
研究者：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 張雅琳
一、本人同意參與研究訪談，成為受訪者，將與研究者進行一到兩次的訪談，分
享個人規畫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理念、經驗和想法，以及對我國司法通譯培
訓制度之建議等。
二、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同意全程錄音，並知情錄音資料將轉換、謄寫為逐字
稿，以利研究者進行整理與分析。
三、有關受訪者個人的身分資料，研究者將予以保密，且以代碼呈現研究資料；
訪談過程中的對話，經受訪者確認後，可允許研究者摘錄部分片段，使研究
結果能更真實呈現。研究者亦會妥善保管錄音內容，避免外流，該錄音檔案
僅作為撰寫論文之用，俟論文完成後，研究者會銷毀檔案，不再另作他用。
四、受訪者在研究過程中，若不願繼續受訪，受訪者有權利可隨時告知研究者，
並中止或退出研究，研究者完全尊重受訪者意見。
五、受訪者補充：

受訪者簽章：＿＿＿＿＿＿＿＿＿＿＿

西元＿＿＿＿＿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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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瞭解研究對象的專業背景、參與非政府組織和司法通譯培訓課程
的經歷…等。
（一）請研究對象簡述專業背景與工作概況。
（二）請研究對象簡述參與非政府組織和司法通譯培訓課程的經歷。
二、對司法通譯培訓課程之設計理念：
（一）研究對象為何會投入司法通譯培訓課程？
（二）研究對象在規劃培訓課程時，參與課程架構、內容的設計者有哪些人？
如何進行課程設計？
（三）課程安排與培訓目標是否能有效結合？在進行課程規劃時，是否有其他
參考對象？（他國制度－例：日本、美國或其他國家的通譯制度；其他
單位－例：公部門通譯訓練課程、與新住民權益相關或從事通譯培訓的
非政府組織等）
（四）以美國加州法庭通譯是採取通過考試、再進行認證／註冊後執行職務，
並在取得資格後 2 年內參加 30 小時的在職訓練，以培養擔任法庭通譯
的專業能力，此種培訓方式是我國通譯制度可以參考的方向嗎？
三、司法通譯培訓課程實施的經驗：
（一）從非政府組織的立場從事司法通譯培訓，經費和師資等資源是否足夠？
資源的主要來源有哪些？
（二）課程設計是否能有效實施？原先的課程設計與目標在實際培訓過程是否
都能落實？
（三）在司法通譯培訓課程期間，實際的教學狀況如何？是否曾有學員對課程
內容給予建議？具體的建議內容為何？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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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自身投入司法通譯培訓的經驗，是否有面臨過挫折或困境？有無實際
案例可以說明？
（二）對我國司法通譯制度是否有其他具體改進的建議？
（三）關於司法通譯制度相關議題、看法、經驗或其他問題，是否有想與研究
者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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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受訪者檢核回饋表

親愛的＿＿＿＿＿＿您好：
再次感謝您應允接受本研究的深度訪談，並貢獻許多個人經驗與時間。研究
者已將訪談內容撰寫為逐字稿，請參考附件資料。為確保訪談內容的正確性與研
究的信效度，想再次請您檢核資料內容與真實經驗的符合程度，並給予修正或補
充。
若是研究者有理解錯誤之處，請您以紅色字體於原文中註明；若您認為需要
補充說明，請您以藍色字體於原文中註明；若有不希望呈現在研究中的文字，請
您用刪除線劃記。最後，再麻煩您分享檢核逐字稿之後的感想或其他建議，非常
謝謝您！

一、請問這篇訪談逐字稿內容與您真實經驗的符合程度（以百分比表示）
為＿＿＿＿＿＿＿％
二、檢核後感想與其他建議：

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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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琳敬上

附錄四：美國加州法庭通譯專業倫理規章226
一、專業資格能力之揭示義務（Representation of qualifications）：
法庭通譯應確實、完全地揭示其專業證書、訓練課程、以及相關經驗。（An
interpreter must accurately and completely represent his or her certifications, training,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二、完整且精確之傳譯義務（Complete and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一）法庭通譯應善盡其傳譯能力，並確實判斷，以達到精確的傳譯。而不擅自
加油添醋、遺漏省略或編輯來源語言。（An interpreter must use his or her best skills
and judgment to interpret accurately without embellishing, omitting, or editing.）
（二）為當事人進行傳譯時，法庭通譯應將整個程序中的每一句話譯出。（When
interpreting for a party, the interpreter must interpret everything that is said during the
entire proceedings.）
（三）為證人進行傳譯時，法庭通譯應將整個作證程序中的每一句話譯出。
（When interpreting for a witness, the interpreter must interpret everything that is said
during the witness's testimony.）
三、確保公正性與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Impartiality and avoidance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一）公正性（Impartiality）
法庭通譯應確保公正無私、不偏不倚的態度，並應避免任何會讓人疑有偏見
的行為舉止。（An interpreter must be impartial and unbiased and must refrain from
conduct that may give an appearance of bias.）
（二）利益衝突之主動告知（Disclosure of conflicts）
法庭通譯應向法官及所有的當事人公開說明每一件實質上或形式上之利益衝
突。（An interpreter must disclose to the judge and to all parties any actual or appar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任何會影響法庭通譯客觀性之情形，均屬利益衝突。（Any condition that
interferes with the objectivity of an interpreter i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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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美真、李炳南、楊美鈴，同註 54，頁 40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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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庭通譯與本案訴訟上任何一個證人或當事人認識，或有親戚關係時，或
者是當通譯員對判決結果有利害關係時，即可能有利益衝突。（A conflict may
exist if the interpreter is acquainted with or related to any witness or party to the action
or if the interpreter has an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四、言行舉止公正（Conduct）
法庭通譯不得有任何讓人疑有偏見、歧視或不公正之言行舉止。（An
interpreter must not engage in conduct creating the appearance of bias, prejudice, or
partiality.）
五、不得評論案情（Statements）
法庭通譯在訴訟程序終結前，不得向任何人評論案情內容。（An interpreter
must not make statements to any person about the merits of the case until the litigation
has concluded.）
六、保密義務（Confidentiality）
法庭通譯不得洩露辯護律師與當事人間受法律保障的通話內容。（An
interpreter must not disclose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ounsel and client to
any person.）
七、禁止提供法律上建議（Giving legal advice）
法庭通譯不得向證人或當事人提供任何法律上的建議，同時也禁止推薦特定
律師或律師事務所。（An interpreter must not give legal advice to parties and
witnesses, nor recommend specific attorneys or law firms.）
八、保持公正且專業的關係（Impartial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法庭通譯應與所有的法院人員、律師、陪審員、當事人、證人保持公正的專
業上關係。（An interpreter must maintain an impartial,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with
all court officers, attorneys, jurors, parties, and witnesses.）
九、持續學習與專業上責任（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duty to the profession）
法庭通譯應持續地學習，以維持並加強法庭口譯技巧與相關訴訟程序知識。
（An interpreter must, through continuing education, maintain and improve his or her
interpret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procedures used by the courts.）
法庭通譯應研究提升其專業能力之道。（An interpreter should seek to elevate
the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of the interpreting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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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評估並呈報口譯表現上的問題（Assessing and reporting impediments to
performance）
法庭通譯應隨時評估自身口譯工作上的表現。（An interpreter must assess at all
times his or her ability to perform interpreting services.）
當法庭通譯對自己是否能夠勝任受指派之職務持保留態度時，應立即向法院
或相關機關報告其疑問。（If an interpreter has any reservation about his or her ability
to satisfy an assignment competently, the interpreter must immediately disclose that
reservation to the court or other appropriate authority.）
十一、呈報違反法令規定之義務
當有任何讓法庭通譯違反法庭傳譯與法律翻譯相關之法律、本規章、或其他
官方政策之情形發生時，法庭通譯應向法院或其它相關機關報告。（An interpreter
must report to the court or other appropriate authority any effort to impede the
interpreter's compliance with the law, this rule, or any other official policy governing
court interpreting and legal transl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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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2017 年 8 月 31 日修正）
第 1 條
本辦法依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第三十九條第三項及第五十三條第三
項、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四十七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十九條第三項、少年及
家事法院組織法第五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為因應法庭傳譯需要，法院於現職通譯不適宜或不敷應用時，應逐案約聘特約通
譯，以維聽覺或語言障礙者或不通曉國語人士之訴訟權益。
第 3 條
高等法院及其分院、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以下統稱建置法院）為利法
院約聘特約通譯，應延攬通曉手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英語、法語、
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俄羅斯語、日語、韓語、菲律賓語、越南語、印尼
語、泰語、柬埔寨語、緬甸語或其他語言一種以上，並能用國語傳譯上述語言之
人，列為特約通譯備選人。
第 4 條
通曉前條語言之人，得提出下列文件，向建置法院申請遴選為特約通譯備選人：
一、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一）。
二、經政府核定合法設立之語言檢定機構，所核發之語言能力達中級程度以上之
證明文件影本。
三、申請人無法提出前款之語言能力證明文件者，得以其在所通曉語言之地區或
國家連續居住滿五年之證明文件影本代之。
四、申請人為下列人士時，應提出我國政府核發之以下證件，有效期間至少為二
年以上：
（一）大陸地區人民且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應提出依親居留證或長期居留證。
（二）其他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長期居留證。
（三）香港澳門居民及外國人：應提出合法居留我國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未提出前項規定之文件，建置法院無須通知補正，得逕不列入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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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依前條申請經書面審查通過者，由建置法院先行測試申請人之中文程度（含基本
聽說及閱讀能力），經測試合格者，始准參加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之課程及時數如下：
一、法院業務簡介二小時。
二、法律常識六小時。
三、各類審理程序或相關程序概要十小時。
四、傳譯之專業技能及倫理責任四小時。
建置法院得視需要，增加教育訓練之課程及時數。
第 6 條
完成教育訓練並經審查合格者，由建置法院遴選為特約通譯備選人，並發給有效
期間二年之合格證書。但其為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之人士者，合格證書之
有效期間，不得逾其在我國合法居留之期限。
合格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建置法院對有意繼續擔任特約通譯備選人
者，應辦理續任前教育訓練。完成教育訓練並經審查合格者，續發給第一項規定
效期之合格證書。
建置法院得視需要，適時辦理特約通譯備選人之遴選。
前條及本條由建置法院辦理之教育訓練，其辦理方式及審查基準，由建置法院自
行訂定之。
第 7 條
法官學院應定期辦理特約通譯備選人之教育訓練，辦理方式由法官學院定之；建
置法院亦得視需要，適時辦理之。
第 8 條
建置法院應依語言分類建置特約通譯備選人名冊，名冊內應記載備選人之姓名、
照片、年齡、電話、住所、現職、語言能力級別或其他資格證明及合格證書有效
期限，並應登錄其姓名及語言能力級別或其他資格證明於法院網站，提供法官或
其他機關團體聘用時參考。
前項登載之資料如有異動，建置法院應隨時更新。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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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於審理案件需用特約通譯時，應依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辦理。
法院選定特約通譯後，應於庭期前相當期間備函通知；庭畢時，書記官應填具特
約通譯日費、旅費及報酬申請書兼領據（格式如附件二），由承辦法官審核。
第 10 條
特約通譯到庭之日費，每次依新臺幣五百元支給。
特約通譯經選任到庭，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未為傳譯者，法院仍應支給日費。
第 11 條
特約通譯到場傳譯所需之交通費，以所乘坐交通工具之費用支給。其所乘坐交通
工具，市內以搭乘公共汽車、大眾捷運系統，長途以搭乘火車、高鐵、公民營客
運汽車及船舶為原則。遇有水陸交通阻隔無法通行，或時間甚為急迫時，得搭乘
飛機，惟應提出足資證明之文件。高鐵、飛機如有等位者，以經濟艙或相當等位
為支給標準。
特約通譯因時間急迫、夜間到庭或行動不便，市內得搭乘計程車，依實支數計
算。交通費採實報實銷。但搭乘計程車、高鐵或飛機者，法院應審核其單程費用
證明或收據後，發給返程之交通費。
特約通譯如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旅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可乘坐車種票
價報支。
特約通譯在途及滯留一日以上期間內之住宿費及雜費，每日不得超過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所定薦任級以下人員每日給與之基準，依實支數計算。
第 12 條
特約通譯到場之日費、旅費之支給，除本辦法及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二十三第一項授權訂定之規定辦理。特約通譯每件次傳譯
服務之報酬數額，承辦法官得視傳譯內容之繁簡及特約通譯之語言能力或認證程
度、所費時間、勞力之多寡，於新臺幣一千元至五千元之範圍內支給。但如上開
審酌內容，有特殊情形者，承辦法官得簡要敘明事由後，於上開標準增減百分之
五十之範圍內支給。
行政訴訟之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聲請事件，特約通譯於同日到同一法院傳譯者，
其報酬總額依下列標準支給，不適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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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件以內者，新臺幣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
二、十一件至二十件者，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至二千元。
三、逾二十件者，新臺幣二千元至三千元。
第 13 條
特約通譯之日費、旅費及報酬，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由國庫負擔。
特約通譯備選人參加司法院暨所屬機關舉辦之通譯相關訓練課程、研究會、座談
會等會議，或受司法院暨所屬機關表揚，應邀出席集會者，得經建置法院院長事
前許可，準用第十一條規定支領旅費。
第 14 條
法院於審理案件時，如特約通譯備選人因故均不能提供服務或人數不敷應用時，
得因應需要，函請相關機關或單位協助指派熟諳該國語言人員擔任臨時通譯。
依前項規定選任之臨時通譯，準用第九條至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當事人合意選任通譯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準用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段、第
十條至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第 15 條
法院於使用特約通譯傳譯之案件開庭後，得提供「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形意見反
應表」（格式如附件三）予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證人、鑑定人、關係
人或其他使用傳譯服務之人填寫，並應將填復結果陳報建置法院。
建置法院應將有關特約通譯特殊或優良表現之事由，註記於特約通譯備選人名冊
內，以作為選任通譯及辦理延攬作業之參考。
第 16 條
特約通譯備選人有違反法院通譯倫理規範或其他不適任情事，建置法院得視情節
輕重為警告或撤銷其合格證書。
經選任之特約通譯有違反法院通譯倫理規範或其他不適任情事，法院得視情節輕
重為口頭勸諭或解任，並得將具體事由報由建置法院依個案情節為前項之處置。
特約通譯備選人經警告後一年內再犯，或經警告累計達三次者，建置法院應撤銷
其合格證書。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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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
（2018 年 10 月 5 日修正）
一、為落實保障不通國語人士、聾啞人之權益，並提升檢察工作之傳譯水準，特
訂定本要點。
二、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以下簡稱檢察署）應延攬各種語文人才，列為特
約通譯備選人。
前項備選人應通曉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英語、日語、韓語、法語、德
語、俄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越南語、印尼語、泰語、菲律
賓語、東埔寨語、手語或其他語言一種以上，並能以國語傳譯上述語言。
三、特約通譯備選人得檢具申請書及下列各款文件之一，向檢察署申請成為特約
通譯：
（一）經政府核准設立之語言檢測機構（單位），所核發之語言能力達「中
級」以上程度之證明文件影本。但如無法提出此項語言能力證明文
件，應提出其在所通曉語言之地區或國家連續居住滿五年之證明文件
影本。
（二）在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獨
立學院語文學系、科或研究所擔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教
授特定語文之證明文件。
（三）外國人在其本國具學士以上學歷或其他相關足以證明其通曉本國語言
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具有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經驗，並具該項領域語文能力之證明
文件影本。
（五）經其他政府機關或機構遴選為特約通譯之證明文件影本。
備選人未提出前項規定之文件，檢察署無須通知補正，得逕不列入遴選。
具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五款所定資格者，由檢察署逕予遴聘，無須提出申
請。
四、特約通譯備選人為下列人士時，應提出我國政府核發下列各款證件之一，其
有效期間至少為二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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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長期居留證。但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者，得
僅提出依親居留證。
（二）港澳地區居民及外國人：應提出合法居留我國之證明文件。
五、檢察署應對特約通譯備選人辦理講習，課程及時數如下：
（一）檢察業務簡介二小時。
（二）法律常識三小時。
（三）偵查程序概要三小時。
（四）傳譯之專業技能二小時。
（五）傳譯之倫理責任二小時。
檢察署得視需要，增加講習之課程及時數，並得於講習前測試備選人之國語
程度，經測試合格者，始准參加講習。
前二項規定，於依第三點第三項規定遴聘者，不適用之。
六、完成講習者，檢察署發給特約通譯聘書，為期二年。
檢察署於特約通譯之聘任期間內，得視需要，辦理講習。
特約通譯聘期屆滿前三個月，檢察署對有意繼續受聘之特約通譯，得辦理續
聘前講習。完成講習者，續發給第一項規定效期之聘書。
七、特約通譯有不適任情事者，檢察署得隨時廢止其聘書。
八、檢察署對於特約通譯，應依語言分類建置名冊，名冊內應記載特約通譯之姓
名、照片、性別、年齡、電話、住居所、語言能力級別及聘書有效期限，並
應登錄其姓名及語言能力級別於檢察署及法務部網站，提供各級檢察署檢察
官或其他機關、團體選用。
特約通譯如經異動，檢察署應隨時更新名冊及網站資料。
九、特約通譯到場傳譯，乘坐交通工具，市內以搭乘公共汽車、捷運，長途以搭
乘火車及公民營客運汽車、輪船為原則，如有等位者，以中等等位標準支
給，遇有水陸交通阻隔無法通行，或時間甚為急迫時，得搭乘飛機或高鐵，
以經濟（標準）座（艙、車）位為限，並應檢據按實報支。
特約通譯如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可乘坐
車種票價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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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通譯因時間急迫或行動不便，市內得搭乘計程車，依實支數報支。
特約通譯在途及滯留一日以上期間內之食宿等旅費，每日不得超過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所定薦任級人員每日膳雜、住宿費報支數額，並檢據核實報
支。
十、特約通譯到場之日費，每次依新臺幣五佰元支給。
特約通譯每件次傳譯服務之報酬數額，承辦檢察官得視案件之繁簡、所費勞
力之多寡，於新台幣一千元至三千元之範圍內支給。
十一、特約通譯之日費、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報酬，由各級檢察署編列預
算支應。
十二、各級檢察署檢察官於辦理案件需用通譯時，應於現職通譯不適任或不敷應
用時，始得選用本要點之特約通譯。
特約通譯傳譯完畢時，書記官應填具特約通譯日費、旅費及報酬申請書兼
領據，經檢察官審核後，交報到處辦理支付手續，並按程序結報。
十三、各級檢察署檢察官於辦理案件時，如所遴聘之特約通譯因故均不能擔任職
務或人數不敷應用時，得因應需要，洽請相關機關或單位協助指派熟諳該種
語言人員擔任臨時通譯。
依前項規定遴用之臨時通譯，準用本要點第九點至前點規定。
檢察官參與民事及非訟事件時，依法有提起訴訟或聲請權人與被告或相對
人合意選任通譯並經其認為適當者，準用本要點第九點至第十一點及前點第
二項規定。
十四、各級檢察署得於特約通譯到場傳譯後，提供「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形意見
反應表」（格式如附件一）予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被告、告訴人、告發
人、證人、鑑定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填寫，並應將填
復結果陳報建置特約通譯名冊之檢察署。
檢察署應將有關特約通譯特殊或優良表現之事由，註記於特約通譯備選人
名冊內，以作為選用及辦理遴聘、續聘或廢止聘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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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特約通譯評量表

○○法院特約通譯評量表
通譯姓名
傳譯語言
案

號

案

由
等次

評量項目

股別

優

佳

尚可 普通

差

法律常識
傳譯能力
配合程度
綜合
評分

表現優良（100-90 分）
表現佳（89-80 分）
表現尚可（79-70 分）

表現普通（69-60 分）
表現差（59 分以下）

具體意見

法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選定特約通譯傳譯之案件，開庭後由書記官送請法官評量，並請紀錄科按季
彙送文書科製作報表後層報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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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形意見反應表
特約通譯傳譯服務情形意見反應表
通譯姓名

(不知道通譯姓名者可免填)

傳譯案件之案號
開庭時間

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對於通譯傳譯情形之整體評價：□良好 □普通 □不良
※如有其他具體意見，歡迎選填以下項目：
1.通譯執行職務之態度
□態度平和有耐心。
□語氣不耐、冷淡或歧視。
□無端調侃或怒(辱)罵在庭之人。
□發表歧視性言論，有損司法信譽。
2.內容完整性
□完整傳譯，未擅自增減應傳譯之內容。
□傳譯內容有明顯增刪、修改及疏漏。
3.傳譯專業度
□傳譯內容專業詳實。
□傳譯內容專業度有待加強。
4.特殊或優良表現之具體事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寫 人

姓名：
□當事人 □訴訟代理人、辯護人
□其他訴訟關係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中華民國＿＿＿＿年＿＿＿月＿＿＿＿日

備註：
1. 本表由庭務員於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使用傳譯服務之訴訟關
係人開庭報到時發給。
2. 有關特約通譯特殊或優良表現之具體事由，建置法院將註記於特約通譯備選
人名冊內，以作為日後選任通譯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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