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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專業化理論為基礎，並透過問卷統計分析及訪談歸納，探討台灣
會議口譯員對於契約規範的觀點和實際執行的狀況，進而以契約的角度，檢視台
灣會議口譯產業的專業化程度。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口譯員高度認同會議口譯標準契約條款，包括取消條款、錄音條款及
合適的工作環境等，顯示口譯員對於條款背後展現的專業精神有高度共
識。

二、口譯員的觀點和作法相當一致，認同度高的條款實際有列入的比例也
較高，認同度低的條款實際上列入的比例也較低。

三、研究所訓練及同業交流是促成口譯契約共識的關鍵。

四、台灣會議口譯員在資源和聲量上，仍然較客戶及中介弱勢許多。建議
由口譯專業組織制定公版契約，以集體的力量鞏固口譯員的議價權。

關鍵詞：會議口譯、契約、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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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contracts used by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n Taiwa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are gathered through the use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to analyze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views on the standard terms on a
contract.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s the professional status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s. The primar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interpreters strongly agree with the inclusion of the standard terms in
their contracts, such as a cancellation clause or provisions that address
recording issu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2) The interpreters’ practic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beliefs. The more they
agree or disagree with a standard term, the more likely they will include or
exclude that term in their own contract.
(3) Trainings from an interpreting postgraduate program and discussions
among colleagues are what contribute to the high degree of consensus on the
standard terms.
(4)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n Taiwan in general have less bargaining power
than their direct clients or agencie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interpreters be formed so that the association not
only can provide a standard contract but can also strengthen interpreters’
bargaining power as a whole.

Keywords: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ontract, profess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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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古以來，只要有不同語言交流的需求就有口譯活動，最早的證據甚至可以
追溯至古埃及時期，因此口譯可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之一（Cerezo，2015）。
然而 Pöchhacker（2004）認為，20 世紀前的口譯還稱不上是門專業，頂多只是
懂雙語的人士協助溝通翻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常設口譯員的出
現，不同口譯類型的界定，訓練學程的設立以及專業組織的成立之後，口譯產業
的專業性才逐漸受到重視。

各行各業之所以想邁向專業化，無非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及信任，進而
提升職業的地位及聲望。然而，一門職業究竟需要具備哪些要素，才稱得上是一
門專業？而職業變成專業究竟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還是各方角力之後的結果？
針對這些問題，特質理論、過程理論和權力理論三大派別的社會學者各有不同的
論述及看法。綜觀過去文獻，各家理論的公約數不外乎專業組織和專業守則的建
立，其中專業守則更是對內規範成員，對外主張權威的關鍵要素。

探討口譯專業守則的文獻主要聚焦於「道德倫理守則」，尤其是關於譯文內
容是否準確如實（accuracy）、口譯員是否應該保持中立客觀（impartiality），以
及口譯員的角色定位為何（role）等原則（Hale，2007；Kalina，2015）。上述原
則如何定義及拿捏，對於社區口譯員來說仍然是個熱議的話題，但是對於會議口
譯員而言，對於上述守則已有相當的共識，反倒是工作條件及流程等其他專業守
則，還是有尋求標準一體化及客戶認同的空間。

在眾多專業守則項目中，筆者認為會議口譯契約所列出來的條款，最能充分
反映會議口譯員所需要的各項專業條件及標準，例如，取消和超時條款反映的是
口譯服務的消逝性及機會成本，錄音條款代表口譯員的著作財產權，會議資料的
索取及對設備音質的要求則顯示了口譯員的專業意識和態度。唯有產業的各方都
能認同並遵守上述專業標準，會議口譯市場才能更加邁向專業化。
筆者曾於 2017 年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期間擔任口譯服務團隊的專案經理，
主要負責口譯事務安排、口譯員派遣及報帳等事宜，也曾隨同口譯服務計畫主持
1

人與主辦單位協調契約內容。世大運口譯服務的契約條款相當完整，具備國際會
議口譯員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AIIC）所建議
的各項基本內容，主辦單位履約情形良好，對口譯員也是尊重有加。然而，台灣
口譯員是否普遍都能獲得如此的待遇？客戶是否都能接受相關條款並如期履約？
口譯員對契約條款的認知程度為何？這些關於口譯契約的問題，目前還沒有相關
研究，因此筆者希望能藉由此次研究，初步勾勒出台灣口譯契約的使用和履行情
況。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口譯服務類型多元，一般可概分為會議口譯、隨行口譯、社區口譯及司法通
譯，不同的口譯類型專業化程度不一，對於專業工作守則的認知也不完全相同，
因此研究過程中有必要將各類型分開討論。以專業組織及專業工作守則的發展來
說，會議口譯的發展最為完備（Bancroft，2005）
，會議口譯員對於多數道德守則
也有相當的共識（Kalina，2015），因此筆者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研究會議口
譯員對於口譯契約的看法。

本研究以專業化文獻為基礎，探討會議口譯專業工作守則中的契約標準，在
產業的專業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制定專業工作守則有助於凝聚同業共識、確
保服務品質、獲得客戶信賴，並提升職業地位，而專業工作守則的建立和遵循有
賴專業組織的推動。

台灣會議口譯市場在沒有專業組織的情況下，自然沒有一套專業工作守則，
更甭提一個口譯員一致認可的公版契約。然而，根據 Bancroft（2005）的研究，
在缺乏專業組織的情況下，亞洲口譯員普遍參考 AIIC 制定的規範，同時，AIIC
的規範也深深影響世界各國的口譯訓練機構。為了解台灣會議口譯員使用契約的
概況，筆者選擇若干 AIIC 的契約標準，製作成問卷詢問口譯員對於契約條款的
認知。

除此之外，筆者也援引民法的定義及原則，補充說明口譯契約條款的法律效
力。民法對各類型契約設有相對應的規範及名稱，例如，買賣、贈與、承攬、委
2

任和僱傭等契約。根據民法第 490 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
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口譯契約的訂約雙
方皆有履約的義務，口譯員需於一定期間完成工作，客戶則需給付報酬，依此可
知，口譯契約屬於承攬契約，因此本研究也以民法承攬契約的基本原則為主要依
據進行相關討論。

綜合以上研究動機及背景，本研究欲回答之問題為：

一、口譯員認同哪些契約相關陳述，哪些不認同？
二、口譯員實際上列入哪些契約條款，哪些沒有列入？
三、口譯員的背景變項如何影響其回答？
四、以契約角度來看，台灣會議口譯產業是否有邁向專業化的趨勢？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會議口譯員使用工作契約的情況，並以專業化理論的架
構分析台灣會議口譯專業化的現況。在本章中，筆者將回顧過往專業化理論、專
業道德規範、會議口譯專業化，以及口譯契約法律性質等相關文獻，並以此作為
後續問卷設計和研究分析的基礎。

第一節 專業化理論
西方社會傳統上符合專業（profession）的行業僅限於教會、法律和醫界人
士，這三種行業發展成熟，在社會上享有專業權威地位。19 世紀之後，隨著工
業化的發展以及新興科學知識的應用，大型組織偏好聘雇專門人才，各項理工職
業也順勢躋身新興專業之列。於此同時，西方帝國和貴族的沒落以及民族國家的
崛起，也衍生了對於公共行政和經營管理人才的需求，政府也仰賴各式專門人才，
為社會大眾提供公共服務（Carr-Saunders & Wilson，1933）。

儘管許多行業紛紛開始冠上專業之名，社會學家卻也發現許多行業的特徵和
傳統上的專業大相逕庭，究竟哪些行業稱得上專業（profession）
，哪些行業正朝
向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邁進，而哪些完全不能算是專業（non-profession）？
這樣的現象在 20 世紀初期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關注，社會學家紛紛就專業的定義
和專業化的進程展開研究。
20 世紀以來，社會學家以不同的觀點分析專業和專業化的現象，並以此形
成不同的解讀和學派。Popple（1985）歸納過往文獻，將各家論述分成三大理論：
特質理論（trait model）
、過程理論（process model）和權力理論（power model）
。
以下將就這三大理論分別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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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特質理論
特質理論（trait model）是最早出現的學派，持特質觀點的學者認為現實中
存在一套固定的特質（trait）或標準（criteria）來分辨專業與非專業。西方傳統
上將醫師和律師法官視為專業的原型，因此學者多半是依據這些原型歸納出一門
專業應具備的特質。
Abraham Flexner 於 1915 年率先提出一套論點，Flexner 主張專業人員是從事
知識型的活動，能將科學和知識理論應用於社會中，有自我組織和利他的傾向。
在 Flexner 之後，有許多學者也提出不同的標準，Talcott Parsons 認為一門行業必
須有正式的訓練，擁有道德守則及證照，具備專業組織，並有一套機制確保從業
人員的技術運用得當（引自 Popple，1985）。

有趣的是，許多特質理論學者都特別強調專業是一門助人的事業。在所有特
質中，Goode（1961）認為最常見且最重要的特質為：一、具備能夠解決實際問
題的抽象知識體系，二、集體的服務導向。Goode（1961）指出，專業的知識體
系要帶點神祕感，只有進入學院長期培訓的人士才能獲取這樣的知識，而且這樣
的知識必須能夠實際解決社會問題，否則無法獲得大眾的理解和尊重。另外，服
務導向指的是，專業人士做決策時是基於客戶真正的需求，而不是自身的利益；
有時候專業人士得犧牲小我，為需要的人提供無償服務。由於專業服務攸關社會
利益，因此需要更高的道德標準來約束成員的行為。
在特質理論中，最知名的當屬 Ernest Greenwood 於 1957 年提出的五項專業
特質。Greenwood（1957）依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所分類的專業，歸納出五大專業
指標：一、一套理論體系（systematic body of theory）
，二、專業權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三、規範性道德守則（regulative code of ethics），四、社會或社區的
認可（sanction of community），五、專業文化（the professional culture）。儘管
Greenwood（1957）以這五大指標作為專業與非專業的判準，然而他也強調，專
業與非專業並非非黑即白，每一項職業或多或少都有這些特質，只是程度有所差
異而已，因此應該把所有職業放在一道光譜上，再依據職業所擁有特性的程度來
判斷這職業落在哪個區間；程度高的即偏向專業，程度低的則偏向非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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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許多特質理論學者嘗試發展出他們認為最適切的專業特質，然而
Millerson 在 1964 年比較了 21 位學者的研究後，發現所有 23 項重要專業特質中，
沒有一項是所有學者都一致認可的，也沒有任何一套標準是一模一樣的（引自
Popple，1985）。由此可見，特質理論學者對於該以哪些特質作為判準並沒有形
成共識。

貳、過程理論
相較於特質理論，過程理論（process model）學者不認為有一套最適切的標
準，來為所有行業做二分法的比較。顧名思義，過程理論認為專業化是一個發展
歷程，並試圖建構出過程中應該經歷哪些階段。
過程理論以 Theodore Caplow 和 Harold Wilensky 兩名學者為首。Caplow
（1954）依據醫學技術人員的歷史發展過程，發展出專業化的四個階段，他主張
第一階段為成立專業組織，並有一套固定的會員篩選機制，將不適任的人員阻絕
在外；第二階段為提出正式的職稱，除了提升職業地位之外，也為將來壟斷該行
業做準備；第三階段為頒布道德守則（code of ethics）
，用以強調該專業顧及公眾
利益，並進一步剔除不適任者；第四個階段則是透過證照的制度限制從業人數，
進而獲得大眾的支持。Caplow（1954）認為這套模型具有預測效果，能廣泛應
用於各項職業中。
Wilensky（1964）比較了美國 18 個專業的發展歷史，並提出職業轉變成專
業所需要經過的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需有全職工作者的出現，表示該行業在現
代社會中存在的必要；第二個階段為成立訓練學校，而且這些訓練課程通常附屬
於大學院校中，學生能藉此獲得學位，或進一步就該學科進行研究；第三個階段
為專業組織的成立，專業組織的功能除了定義職務內容、為職業正名之外，也藉
由招募機制區分適任及不適任者；第四個階段為立法限制從業門檻，以證照考試
的方式確保從業人員的專業能力；第五個階段則是制定道德守則（code of ethics）
，
以減少內部競爭，並保障客戶及社會大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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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low（1954）和 Wilensky（1964）所提出的模型雖有重複的元素，但各
階段的順序並不相同。Goode（1961）也曾指出許多專業的發展並不符合這些模
型，許多專業化的里程碑或多或少都是同時發生，例如一項職業可能為了快速提
升專業地位，非常積極地同時間成立專業協會、制定專業規範，並遊說政府立法
等。雖然學者目前普遍認為無法確切指出各個階段的順序，但大多同意專業化是
一項過程，不同行業依據不同發展程度，落在專業化歷程中的不同時點（Popple，
1985）。

參、權力理論
特質理論和過程理論雖然著力點不同，但都認為應具備若干特質才稱得上是
一門專業，Wilensky（1964）也指出有愈來愈多職業開始成立專業協會，並建立
職業倫理道德，朝向專業化邁進。然而，擁有這些特質之後，真的能被社會認定
成一門專業嗎？為何某些專業在市場上具有較高的支配力和聲望，而其他專業沒
有呢？
1950 年代起，對於一門專業是否能單純以特質來定義，在社會學家中興起
了批判的聲浪。以 Everett C. Hughes 為首的芝加哥學派提出了權力理論（power
model）
，主張一門職業並非在特定社會結構下自然而然成為一門專業，專業化其
實是一個權力角力的過程，透過職業間的彼此競爭，取得市場的支配權和壟斷權
（引自 Popple，1985）
。Larson（2013）進一步指出，專業化是某一職業透過集
體的力量取得特殊社會地位，並且集體向上流動的過程。
至於為何某一職業能比其他職業更容易掌握專業權力（professional power）
，
Wilding（1982）認為這與 20 世紀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發展息息相關，福
利國家為了實施社會福利政策，必須仰賴職業團體協助政府提供服務，職業團體
也藉此得以影響政府決策，並透過遊說要求政府建立證照制度，達到國家許可的
市場壟斷。於此同時，為了取得政府及大眾的信任，職業團體很有策略地推出專
業倫理規範，對外宣稱其成員將秉持利他的精神，絕不濫用政府下放的權力，並
堅持只有同業才有能力互相監督，自行懲處違規的成員，不須政府及外界的干預。
上述 Wilding（1982）的論點呼應 Freidson（1970b）所強調的自主性（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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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自主性是指一個職業能夠獨立做主，不受外界干擾和質疑的程度，Freidson
（1970b）認為專業化的目的正是要達到專業自主。

在權力理論中，醫療專業是最常被討論的例子。Freidson（1970a）指出，醫
師之所以能夠取得專業自主，掌控診斷和治療，並支配醫療體系的分工，很明顯
是一個政治化的過程。以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為
例，AMA 憑藉其對全美醫療教育體系及醫師入會資格的掌控，在政府決策及立
法中握有強而有力的話語權，無論是核發執照的標準，還是醫療政策的制定，絕
大多數都是以 AMA 的意見為準。此外，AMA 也藉由工作權限的設置，讓醫師
在醫療體系中擁有最高的支配權。比方說，病人的診斷、治療及預後評估都是由
醫師來決定，護理師凡事只能按照醫師醫囑執行，不得自行與病人討論病情，醫
師也有權力管理監督護理師的工作。至於心理諮詢師和整骨師也因為不具備醫師
的執照，因此無法自行開立處方，工作內容也被 AMA 大幅限縮（Freidson，1970a，
1970b）
。以特質裡論和過程理論來看，上述醫療體系的人員都各自有其專業知識
理論，也具備倫理規範和專業文化，但顯然醫師握有較高的權力。
Abbott（1988）將權力理論加以延伸，提出管轄權（jurisdiction）的概念。
當一個職業能夠壟斷特定工作內容及範圍，並排除其他行業的介入，就代表擁有
管轄權。由於管轄權具有排他性，因此當一個職業擴張其管轄權時，另一個職業
的管轄權就會萎縮。而管轄權的競爭，不外乎就是要提升專業地位和專業自主。
Abbott（1988）以美國信託公司和律師之間的角力為例，所有和遺囑信託有關的
工作原本都是律師的執業範圍，然而信託公司的興起卻挑戰了律師的合法權利。
信託公司主張許多業務只是行政事務，不需要法律的專門訓練也可以執行，因此
他們也應能夠合法提供相關服務。最終法院判定，立定遺囑等工作只能由律師執
行，但其他相關行政業務則允許信託公司為民服務。這個例子明顯可見，不同職
業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彼此的管轄權。

雖然特質理論和過程理論遭受眾多批判，但不可諱言，兩派學者對於專業
的討論貢獻良多。正因為兩派學者歸納出各專業共同的特質和發展模式，後代學
者才能根據一個基本架構，進一步深入剖析專業對於整體社會的影響，對於新興
職業來說，也能以此作為參考，集體向上流動，取得專業地位。有別於特質理論
和過程理論將重心放在單一職業的特質和發展歷程，權力理論則是納入整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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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觀察各職業在組織結構中的權力互動關係、自主性，以及對工作方式的支
配和掌握。一職業若要強化本身的自主性和權威，往往會與政府合作制定相關法
規，並以法律保障其執業權力，或是以加強對外宣傳，藉此擴張職業管轄權。
70 年代之後，隨著愈來愈多新興職業的崛起，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專業
社會學理論出現了「去專業化」的論述。Haug（1972）認為「去專業化」是未
來專業化的趨勢，因為許多專業已經逐漸失去他們獨有的特質，例如對知識的壟
斷、公眾對其服務精神的信任、工作自主權及對客戶的權威。首先，職業分工愈
來愈細，工作範圍愈來愈窄，對客戶提供的服務也愈加碎片化。醫院的分科即為
一例，各科都是專業的情況下，沒有一科能夠掌握整個體系的運作，權勢也自然
萎縮（Haug，1972）
。再者，許多職業都是受聘於某組織或企業，而非獨自運作
的自由業者。作為聘僱員工，在執行專業判斷時往往受制於管理階層的決策，專
業自主因而受到限制（Hugman，1996）
。李雪華（2014）在探討台灣社工人員的
專業自主時，便提到公部門體制中的社工人員卻往往因為法規、管理層和政治性
考量等因素，無法有效發揮其專業知能和獨立自主。另外，科技的普及也是重要
因素，當民眾能夠透過網路獲取大量資訊，專業知識就愈有可能受到質疑；線上
自我診斷工具的出現，也間接影響了醫生的權威（Hermanowicz & Johnson
2014）。

無論這個社會是往「專業化」還是「去專業化」邁進，只要各個職業能夠持
續強化其專業知能、維護道德守則，並提高服務品質，就是一種專業態度的展現。
而這樣的態度不但有助於提高民眾對其職業的信任，也能讓民眾權益獲得保障，
並讓整體社會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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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業工作守則
如上節所述，具備專業工作守則是許多專業共同的特質，Greenwood（1957）
更是將規範性道德守則（regulative code of ethics）視為五大專業特質之一。專業
規範守則的重要性和專業地位的實質內涵密不可分。專業地位背後隱含的意義其
實就是權力和控制，然而專業壟斷可能會產生權力濫用的問題，例如，專業組織
可能會藉由限制專業人數來哄抬服務價格，使得大眾利益受損，因此為了要求成
員遵守規範，並提升社會大眾對於該專業的信任，每門專業往往會建立一套規範
和守則。

在探討專業規範守則的文獻中，學者使用的詞彙並不一致，但大致可分成以
下三類：一、道德守則（code of ethics）或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二、專
業規範（professional norms）或執業標準（standards of practice）；三、執業指南
（guidelines for practice）。雖然這些詞彙的內涵和約束力程度不一，但都意指一
套用以規範專業成員的原則。以下將就各類別詞彙加以說明討論。

壹、名詞釋義
一、道德守則
道德守則（code of ethics）和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是各種職業規範中
發展最完整的形式，主要用來描述從業人員行為的是非對錯，也就是什麼該做，
什麼不該做，且往往附帶懲罰機制。一般來說，高度專業化的職業通常會有一套
道德守則（Vollmer & Mills，1966）。

專業道德守則不外乎針對專業人員與客戶之間的關係，以及同業之間的關係。
Parsons 認為在面對客戶時，專業人士必須一視同仁（universalism）
，不因年齡、
收入、種族、宗教、性別和社會地位等因素拒絕提供服務；再來，專業人士必須
有無私的心（disinterestedness），無私奉獻服務社會才是專業精神，在任何情況
下都應該盡全力提供最高的品質（引自 Greenwood，1957）。面對同業時，專業
人士會互相合作、支持彼此，無私分享新的知識和作法，避免惡意競爭
（Greenwood，1957）。
10

道德守則是文獻中最常出現的詞彙，筆者認為這跟專業化理論的發展歷程習
習相關。早期特質理論學者認為一門專業必須有利他的動機，專業和一般職業不
同之處在於其對公眾利益的責任感，專業的存在就是為了替人們服務，而這份責
任感也促成了專業道德守則的建立。源自古希臘時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the
Hippocratic Oath）就是經常被引用的道德守則典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西方
醫生行醫前的誓言，誓言開宗明義便是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憑著良心和尊嚴
從事醫業；誓言中也強調，醫師對所有病患必須一視同仁，不能因宗教、國籍、
種族、地位等因素影響醫療服務（Vollmer & Mills，1966），十足展現醫師專業
促進公共福祉的理念，而這項誓言至今仍廣為使用。

後期權力理論學者開始批判以利他動機作為專業的特質，有些學者認為專業
人士自詡肩負服務大眾的理念，只是策略性的宣傳工具，用以提升專業地位，取
得專業特權，而非一門專業實際的特質。與其堂而皇之地宣稱建立道德守則是為
了社會利益，不如說是用來對內控制成員，減少內部競爭並排除不適任成員的工
具，以及對外主張能夠行使專業判斷規範成員行為，以提升專業自主，排除外在
干擾（Freidson，1970b；Larson，2013；Wilding，1982）。雖然權力理論學者認
為道德守則其實是對內控制和對外控制的工具，但筆者認為，道德守則的建立仍
然促進了專業的正向發展，也提升了專業的形象。

二、專業規範及標準
道德守則強調從業人員的是非對錯，而文獻中的規範（norms）或執業標準
（standards of practice）等則強調操作性原則（operational principles），針對工作
流程提供建議，提升服務品質，並滿足當事人利益。專業規範和執業標準通常不
具有約束力，也沒有懲罰機制（Bancroft，2005）。
Greenwood（1957）提出五大專業指標：一、一套理論體系，二、專業權威，
三、規範性道德守則，四、社會或社區的認可，五、專業文化。有別於規範性道
德守則自成一項專業特質，Greenwood（1957）將規範（norms）放在專業文化
類別中，指的是一門專業針對特定情境發展出來的行為指南，供同業參考什麼是
合適的作為，而什麼不是，例如面對客戶時，應該如何接受或拒絕工作，或是如
何應對客戶的要求，而面對同業時，又應該如何進行轉介或諮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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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標準（standards of practice）一般是由專業組織根據當前的共識，或是
對專業技能和行為的判斷，為成員建立一套標準；其目的不在於規範道德倫理或
建立一套紀律，而是為了確保服務能順利進行，滿足所有人的最大利益，例如何
謂標準的工作條件、如何協調工作流程，及契約相關的問題（Bancroft，2005）。

三、執業指南
執業指南（guidelines for practice）類似執業標準，也是用來說明從業者該具
備的專業行為和最佳做法，本質上來說，執業指南是執業標準最初步的樣貌，逐
步發展之後才成為執業標準。由於指南（guidelines）較偏向建議性質，因此在
語氣和實際應用上，比較不像守則（codes）和標準（standards）這麼有強制性
（Bancroft，2005）。

貳、專業工作守則的功能
如前兩項的名詞釋義，道德守則和行為守則強調是非對錯，若成員違反守則
往往得接受組織懲處；而執業標準和執業指南則偏向建議性質，通常不具有約束
力。無論其約束力如何，多數學者認為建立一套最佳實務有助於促進專業化的發
展。以下為筆者根據過往文獻，所整理出專業規範守則的功能：

一、促進公眾利益
現代社會中，各項職業多多少少都訂有相關守則要求成員遵守，為什麼某些
職業會被認定為專業，某些則不會呢？Greenwood（1957）認為比起一般職業，
專業守則較注重公共福祉和利他的行為。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的道德守則也這麼定義何謂專業：「專業存在的主要目的是
為人類提供服務，獎勵和金錢利益應為次要考量。制定專業指導原則旨在促進公
共福祉。」
（Maciver，1955）究其定義，醫師不是鑽研醫術即可，還要顧及公眾
的利益，可見其專業守則對舉止的要求高於一般職業的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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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醫師專業守則之外，美國數個主要工程學會所組成的「工程師專業發展
評議會」
（Engineer’s Council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簡稱 ECPD）
，也於 1955
年推出「道德正典」（Canons of Ethics for Engineers），要求成員根據此正典執行
專業職務，並強調工程師有責任將其特殊知識用來造福人類，促進公共福祉。道
德正典的內容可大致分為工程師對公眾、客戶及同業的職責，除了常見的保密原
則、保障客戶利益、不與同業削價競爭等條文外，這份文件特別指出工程師對社
會的責任，例如，與公眾的關係中，工程師應致力於保障大眾的安全和健康，傳
播正確的知識，在掌握事實前不隨意在公共場合發表專業判斷。
上述專業守則中展現出對公眾利益的責任感，與 Millerson 於 1964 年做出的
研究整理相呼應，Millerson（1964）針對 21 位特質理論學者的研究，歸納出 23
項專業特質，其中有 6 項出現頻率最高：擁有以理論知識為基礎的技術、經過教
育訓練、具備責任感、遵守道德守則、高度自主，以及利他的動機（引自洪瑞恬，
2004）。以特質理論的角度來看，專業是一種道德事業，專業人士不只要遵守道
德守則，還要肩負對社會的責任感，更要有利他的服務態度，以促進公共福祉為
己任。

二、提高職業地位及聲望
Maciver（1955）在其「專業道德的社會重要性」一文中提到，制定專業規
範和守則並非都是為了促進公眾利益，也包括追求專業的外部利益，例如薪資、
聲望、社會地位或權威等。Vollmer & Mills（1966）也呼應這項觀點，認為制定
一套專業守則有助於提升專業地位和聲望，因為專業守則能促使從業人員的行為
舉止更為一致，從而獲得公眾的尊重和支持。

專業規範的建立有助於一般民眾區分專業及不專業的行為舉止，進而提高專
業在社會的定位。在現代社會中，電機工程師、機械工程師或土木工程師有各自
的專業組織，各自也有明定工作範疇和規矩，其專業性不在話下。然而，二十世
紀以前的英美國工程師並沒有享有如此的聲望。Newell（1922）以土木工程師為
例，清楚描述了工程師專業化的歷程。在那個年代，工程師廣義來說涵蓋各種職
業，從一般技工、機械工人、列車司機，電機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都可算在內，
基本上操縱引擎的人士就可算是工程師。工程師一詞的廣泛使用也導致大眾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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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職業產生了誤解，當時的人們認為工程並非一門專業，工程工作僅僅只是日常
生活的應用，而不是一門高深的學問。無論是社會大眾或是工程界人士，對於工
程師的定義都莫衷一是、充滿分歧，遑論訂定一套適用於所有工程師的執業準則。
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工程界人員認為有必要建立執業標準，如果能有一套標準，
不僅能排除不適任的成員，對外也能贏得大眾的尊重，提高職業的聲望。

為了提高工程師的專業地位，英美逐漸出現各式工程師協會，透過招募正式
成員並核發證照及證書，與協會以外的工程師劃清界線。1848 年成立的波士頓
土木工程師協會是美國最古老的工程協會，該協會嚴格掌控會員資格，並要求會
員奉行最高的專業水準，如此一來，也增進社會大眾對土木工程師的認識，並為
其他工程界立下典範。緊接著紐約土木工程師協會也在 1852 年成立，並跟著前
人的腳步穩定發展出一套標準。值得一提的是，土木工程師協會使用「土木」一
詞，不但清楚定義土木工程從事的是造橋鋪路等基礎建設，也限制了其他工程領
域挪用土木工程師的職銜。隨後，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和美國電機工程師協會也
紛紛成立，藉此與其他工程領域做出區別（Newell，1922）。
Rice（1922）在一篇探討機械工程師的專業規範時也提到，專業規範不僅能
作為機械工程師執業的參考，也能讓社會大眾認知到對機械工程師應有什麼樣的
期待，鞏固自身職稱頭銜，避免外人誤用引發負面刻板印象，同時也能獲得社會
的認可及尊重。

三、提高使用者對專業的信任
專業人士的知識和技能高度專業化，沒受過相關訓練的一般民眾難以判斷服
務的品質良莠，更無法判斷該專業人士在提供服務時是否顧及到他人的利益。除
此之外，專業人士在履行職務上往往享有高度自主，能夠獨立決策，不受外界的
嚴密監督。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民眾如何確定專業人士不會濫用知識和權力？
專業人士又如何維持社會對其的信任？Maciver（1955）認為，專業組織為了實
踐自身的責任，並且強化大眾對該專業的信任，其中一項辦法便是制定書面或非
書面的規範及守則，明確規範成員的行為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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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社會中，法官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當法官穿著法袍行使職責時，
彷彿帶著神聖的光環，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社會大眾也普遍認為法官應能獨立
審判、公正裁決，維持最高的道德標準。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在二十世紀初期，
美國的法官並沒有一套道德守則。1922 年，美國的法學界針對是否應制定法官
道德規範展開了辯論，起因是當時的聯邦法官 Kenesaw M. Landis 身兼二職，擔
任法官的同時接任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執行長，肩負管理球團的職務。Harriman
（1922）指出，當時的美國律師協會認為該法官違反職業道德，破壞公眾對司法
獨立的信心，但當時的國會無法可循，因此該法官並沒有受到懲處。隨後美國律
師協會便制定了一套司法道德守則，嚴格要求法官必須廉潔無私，形象端正，保
持獨立公正，才能維護司法的尊嚴。如今，法官幾乎是公平公正的代名詞，一般
民眾並不會特別注意某法官是否與其他產業的人士有瓜葛，而是選擇相信法官的
獨立裁決，由此可見，司法道德守則對於提升民眾信心，促進司法專業化具有關
鍵的作用。

四、促進專業認同
建立一套專業規範守則除了能提升社會地位、聲望等外部利益之外，也能鞏
固專業的內部利益，例如提高標準及服務品質、促進對於專業的使命感，並形成
獨特的專業文化，這些內部利益都有助於增強對於專業的認同（Maciver，1955；
Vollmer & Mills，1966）。同業間對於專業文化的認同度愈高，專業化程度也愈
高（Greenwood，1957）。
Greenwood（1957）認為專業文化是由價值觀（values）、規範（norms）和
符號（symbols）組成。根據 Greenwood 的解釋，價值觀（values）是指一門專業
根本的信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備利他的服務精神。規範（norms）為專業行為
指南和建議。符號（symbols）則象徵一門專業的歷史和傳統，例如，具標誌性
的服飾或徽章，以及對同業、客戶和外行人的刻板印象。雖然 Greenwood（1957）
將規範性道德守則與專業文化分開來看，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其實是一體兩面，專
業認同有助於專業規範的建立，反過來說，專業規範的建立也有助於增進專業認
同。如前所述，正因為土木工程師認同自身的專業，才會如此積極地建立起相關
標準和規範，藉此確立工作範疇及其專業定位；專業規範建立起來之後，從業人
員藉由習得該專業應有的表現和舉止，進一步增強對專業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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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師一樣，學校教師的專業化歷程也常常是學者討論的主題。許多教師
認為教學是門專業，但光是自稱專業，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也是無法取得專業
地位（Banter，2003）
。Seymour（1963）指出社會不滿教師備課不足、教師不認
同自身專業等都是造成教師形象低落的原因，若要改正教師的形象，並提升專業
素養，必須建立專業規範守則，要求教師課前做好萬全準備、追求卓越，建立獎
懲機制，鼓勵優良表現並懲罰態度不佳的教師。Seymour（1963）也表示，專業
規範守則的建立將使教師愈來愈注重自身及他人的行為是否專業，強化教師對於
教學的責任感及榮譽感。

五、鞏固專業自主
專業規範守則是專業化的重要指標，因此許多想要提高地位及聲望的職業勢
必會建立一套規範，然而 Sockett（1990）認為如果沒有建立懲處機制，光有一
套規範是沒有意義的。一個職業如果能夠設立委員會來糾正成員的行為，便能促
進職業內部的一致性，也能鞏固專業的自主（autonomy）
，讓專業在不受非專業
人士、外部組織或政府機構的干擾之下，享有自由決策、獨立自主的權力。

鞏固專業自主對於權力理論學者來說尤其重要，Freidson（1970b）指出，專
業自主讓一門職業能夠在不受外人置喙的情況下擁有支配力（dominance）
，藉此
控制並壟斷工作的方式和內涵。Vollmer 和 Mills（1966）也認為，專業化是職
業取得專有權（exclusive rights）的過程，其中包括從事特定工作、控制訓練機
會、決定工作方式和評估成員表現的專有權。而許多職業便是透過規範守則的建
立，向外宣示專業人士比外人更了解其工作性質，也更了解客戶的問題所在及解
決方式，同時主張擁有自我規範（self-regulating）的能力，保證成員將遵守規範
不濫用職權，否則便會進行懲處。政府正是因為信任專業規範守則的約束力及承
諾，才給予相關職業若干權力和自由（Wilding，1982）。

教師專業自主權和專業規範守則之間的關係是過往文獻常見的主題。國家政
策介入、學校行政系統，或是家長教育選擇權，都是影響教師專業自主的因素。
美國的喬治亞洲在 2003 年時要求所有公立學校成立理事會，由校長、教師、家
長及商業界成員組成，雖然理事會的成立宗旨在於擴大社會各方成員對於學校決
策的影響力，進而促進學生的表現，然而此一政策卻遭到許多教師的反彈，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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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等同逼迫教師遵循外界人士的要求，有損教師的專業自主（Banter，2003）。
教師團體為了提升專業自主權，不得不制定相關規範和守則宣示其專業能力，並
以群體的力量向學校和政府溝通，爭取教學的權利。美國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作為美國最大的專業教育組織，於 1929 年制定「教
育專業倫理守則」
，闡述教師的專業素養、教師與學生、同事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包括教師不得運用其專業地位傷害他人、不幫助非教育專業人員進行未經授權的
教學、尊重學生觀點和想法、不因學生社經、宗教、種族等背景而有差別待遇等
條文內容，若違背則將進行懲處。其目的不僅是約束成員行為，也是為了獲得大
眾對教師專業的尊重和信任，減少外界人士介入教師教學的自主權（莊竣翔，
2016）。

參、專業工作守則的建立和遵守
專業規範守則在職業專業化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無論一門職業試
圖藉此取得何種外部或內部利益，若能因此凝聚成員共識，並提高職業內部一致
性，都能形成集體的力量，對外彰顯專業形象，帶動職業的向上流動。本項筆者
將進一步探討專業規範守則成立的要素，以及從業人員遵守規範的狀況。

一、專業組織的角色
專業組織的成立不僅是專業化的主要特徵之一，更是建立專業規範守則不可
或缺的元素。Meigh（1952）指出，一門專業最顯著的特質在於由專業組織制定
行為守則，並要求成員遵守，當成員普遍遵守行為守則時，社會大眾便能了解對
該專業應有什麼樣的期待，並進一步對該專業產生信心和信任，而成員也將了解
什麼樣的行為能贏得同業和大眾的尊重及信心。
Meigh（1952）認為一個人擁有工作的技能，頂多只能稱為個人的志業，不
能稱為一門專業，因為一門專業的存在，必須要有一群從業者集結起來互相交流
經驗，並進一步正式結社，來鞏固同業的聯繫。社會大眾也是透過專業組織認知
到專業的存在，如果沒有形成專業組織，就很難取得社會的認可。也就是說，專
業成立的前提在於是否成立專業組織。Meigh（1952）也認為專業協會的其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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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於，能夠動用集體的力量向政府機構或大專院校等正式組織表達意見，藉此
維持專業協會的地位。

專業組織藉由集體的力量，建立起一套守則規範成員行為，然而守則的建立
並不容易，也難以一蹴而就。從美國工程界的例子即可看出，如果沒有清楚定義
何謂「工程師」，就會造成眾說紛紜的局面，每種形式的工程師工作性質迥然不
同，要形成一體適用的守則更是難上加難。成立了專業協會之後，成員的組成更
加清楚，也更能針對成員來量身訂製相關規範（Newell，1922）。

關於工程師協會專業守則的建立，Newell（1922）也做了清楚的陳述：美國
顧問工程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onsulting Engineers）和美國工程師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Engineers）的成員以土木工程師為大宗，成立之初兩
個協會皆訂定簡單初步的守則，當有需要加以考慮的特殊情形出現，協會將逐條
分析其優缺點，再由實踐委員會做出最終決定，並公布新守則。Wagner（1955）
也認為美國工程師協會守則建立的過程並非偶然，而是經由協會領袖清楚意識到，
在不同時機點和不同階段應該如何推展相關規則。由此可知，道德守則是一套可
以與時俱進的規範，因應時代變化需求做出相對應的改變。

二、專業守則遵守機制
在詳盡制定專業規範守則之後，專業組織如何確保成員都會遵守呢？綜合過
去文獻可歸納出兩派主張：一派強調專業意識的建立，專業意識愈高，代表行為
規範的內化程度愈高；另一派則是主張嚴格執行懲罰機制，才能達成有效的內部
控制。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認為，組成專業組織或團體的主要
原因在於能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互相分享交流，而不至於在敵對的態勢中迷失
自己。雖然在求學過程中，學生得以與未來的同事建立情誼，但在進入職場後，
專業協會對於同業情誼的鞏固有更深遠的影響，並能進一步發展出「專業意識」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一個人一旦了解到其職業在社會中居於什麼地位，
以及該職業能對社會做出什麼貢獻，便代表發展出了「專業意識」
。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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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業意識」的人願意接受個人和集體對社會的責任（引自 Vollmer & Mills，
1966）。
Vollmer 和 Mills（1966）進一步指出，任何工作人士的行為都會受到來自內
部和外部直接及間接的壓力，然而專業程度高低有別的職業，改變行為的模式也
有所差別。對於高度專業化的職業來說，新手多半是藉由觀看資深從業者的所作
所為，嘗試盡可能地模仿，從中習得該有的行為舉止。也就是說，專業程度高的
職業是透過專業意識的徹底內化，來實踐該有的專業角色。相反的，對於專業程
度較低的職業來說，成員的行為必須從外部源源不斷加以控制，且需要上級主管
告知何謂適當的行為。Greenwood（1957）也認為內化專業文化是提升專業程度
的要件，擁有知識理論或專精技術能力是不夠的，還必須形成該專業的價值觀、
規範和符號，讓成員在新手時期逐步學習並內化專業文化，最終將自己的專業視
為一生的志業，全心全意投入為客戶提供最好的服務。
Seymour（1963）在討論教師的專業化時，也強調教師應該盡其所能做好工
作，提供有品質的服務才對得起專業的責任和榮耀。教師也應該與同事討論並建
立執業的標準和守則，才能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逐步提升專業的程度。如果有
準備不周詳或是應急、偷懶的情事發生，都會讓外界誤以為老師只是一份按時領
薪的普通工作，破壞教師的專業形象。

上述學者認為，專業文化的形塑和專業認同的建立能敦促從業人員由內而外
展現專業的態度和行為。然而，有些學者卻認為專業道德和標準的宣傳意味大於
實質意義，即便道德守則提到必須以大眾利益為優先，目的也只是為了贏得社會
尊重，不代表從業人員都是這麼想，所以需要明確的訓練和懲罰機制（Larson，
2013；Sockett，1990；Banter，2003）。Sockett（1990）更是直言，沒有懲罰機
制的規範守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MacFeely（1995）認為專業組織制定了詳盡的規範守則之後，往往沒有明確
告知成員，或提供訓練機制，因此許多從業人員並沒有遵守相關準則，或表現出
該有的行為。為了彌補這樣的缺失，專業組織應舉辦研討會，讓成員間能互相討
論和回顧，並根據現況進行修改，最後再把更新後的規範守則公告社會大眾。除
此之外，如果能有適當的訓練及指導，和同儕間經常性的討論，將能夠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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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或不合適的行為（引自 Banter，2003）
。

對於違反行規的人，文獻指出專業組織能夠祭出許多制裁方式，其中包括：
譴責、排斥、抵制，和撤銷會員資格，甚至提起訴訟，終止並吊銷執照。當成員
違反行規時，專業組織能夠以譴責的方式提出警告；當同行不願意將客戶轉介給
該成員時，就形成所謂的排斥；客戶也能夠做出抵制，拒絕行為不當的從業人員；
如有重大違規時，專業組織能暫停或撤銷其成員資格；而最嚴厲的制裁措施，當
屬終止並吊銷執照（Greenwood，1957；Banter，2003）。

第三節 口譯的專業化
壹、口譯專業化發展
自古以來，為促進不同人類族群之間的溝通互動，口譯活動應運而生。關於
口譯活動的證據最早約可追溯至古埃及時代，考古學家在古埃及將軍哈倫海布
（Haremhab）的墓穴中發現了這麼一段敘述，有一位口譯員協助埃及附庸國（可
能是敘利亞人或利比亞人）向法老王圖坦卡門尋求糧食供給。古希臘的口譯員則
是為政府和哲學家研究外國的教義。羅馬帝國時期則有口譯員在元老院協助迦太
基人和西班牙語裔人交流（Cerezo，2015）。
到了15世紀大航海時代，殖民帝國向外擴張，歐洲帝國為了與美洲原住民溝
通，口譯員的需求更是大幅增加。16世紀時，西班牙帝國更是針對在美洲殖民地
的法庭口譯頒佈了法令，以殖民地總督的和西班牙國王法令的形式制定，可說是
口譯員職業道德守則的雛形，規定如下（Pöchhacker，2007）：
一、口譯員應具備必要的能力和素質，酬勞由法院支付。
二、口譯員不得接受或要求印第安人提供任何形式的禮物。
三、口譯員不得與印第安客戶進行私底下的會議。
四、口譯員不得擔任印第安人的辯護人。
五、被派遣到其住所以外的口譯員應獲得每日津貼。
除此之外，口譯員也被要求宣誓必須忠實產出良好的譯文，譯文必須清楚明
瞭，不得隱瞞或添加任何資訊；口譯員也必須保持中立，不能代表任何當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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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得利用工作獲取酬勞以外的利益（Pöchhacker，2007）。上述規範並非由
口譯員自行發展出來，而是由西班牙官方所制定，即便如此，仍可一窺專業口譯
倫理的輪廓，更有趣的是，客戶及口譯員的利益都有被顧及到。
雖然口譯在歷史上被廣泛使用，但在20世紀前，口譯並不算是一個專業，從
事翻譯的人多半是使用者身邊剛好懂雙語的人，而且通常會身兼導覽、貿易人員、
間諜、談判人員等角色。20世紀之後，隨著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等模式的出現，
口譯才漸漸演變成現今專業職業的樣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會議口譯被用於
1919年國際勞工大會、巴黎和會及國際聯盟，口譯員的重要性逐漸獲得認可，口
譯員也從身兼多職的雙語人士，演變成常設於國際組織、具備口譯技能的專家
（Cerezo，2015）。
Pöchhacker（2004）在其口譯產業演變簡史中也指出，常設口譯員的出現帶
動了口譯專業的發展。一戰之後口譯員逐漸發展出筆記技巧的訓練，也出現了最
早的口譯研究。1930年，第一所商務口筆譯學院於德國曼海姆設立，隨後附屬於
海德堡大學。1945年，紐倫堡審判成功使用了同步口譯之後，同步口譯模式被聯
合國採用，興起了口譯訓練的風潮，許多日內瓦和維也納的大學也紛紛設立口筆
譯學院。
到了1950年代，口譯專業市場擴大，學校畢業人數增加，許多國家級和地方
性的會議口譯員協會也逐漸成立。1953年，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成立於
法國，旨在捍衛並促進會議口譯員的權益（Pöchhacker，2004）。AIIC為目前唯
一的國際口譯員協會，會員橫跨100多個國家、46種語言，並擁有超過3,000位會
員。1957年，AIIC為其成員制定了道德守則及專業標準。早期的道德守則規定會
員必須恪守保密義務、維持專業素養，同一個團隊的口譯員必須獲得相同的報酬
等（Pöchhacker，2004；AIIC，2021a）。
AIIC成立之初便致力於確保口譯員能獲得適當的報酬、工作條件和健康保險，
並於1969年開始，代表所有會員與聯合國及歐洲理事會等大型組織簽訂為期五年
的協議，此後每五年會重新談判，這些協議一方面提高了口譯專業在國際上的能
見度，另一方面也成功保障了會員的權益（García-Beyaert，2015；AIIC，2021a）
。
除了與上述公立組織簽約外，AIIC也規範了私人市場的制度，包括規定客戶只能
與口譯員直接簽訂契約，避免中介機構從中獲利
（Keiser，1999，引自Boéri，2015）
。
Boéri（2015）認為直接簽訂契約這項規定應與90年代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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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口譯員供不應求，客戶缺乏同步口譯的知識，也沒有網路平台可以徵才，AIIC
遂成為最大的口譯媒合平台，也因此助長了AIIC規範市場的力量。然而，AIIC
單方面決定和實施費率的做法，引起了市場上反對的聲浪。為了避免客戶轉而採
用非AIIC會員，AIIC於1971年廢除了與客戶直接簽訂契約的規範。
除此之外，AIIC也制定了標準費率，並確立「責任相同，報酬相同」的原則
（Keiser，1999，引自Boéri，2015；AIIC，2021a）
。另外，AIIC也有針對無償工
作提出限制條件，沒有嚴格遵守上述規定的會員將面臨懲處，甚至取消會員資格。
此機制對其會員造成極大壓力，有些口譯員擔心自己一但違規，其他同事就將他
列入黑名單，或不轉介案件，因此不願向他人公開自己使用的契約。非AIIC會員
雖然不受正規的管控，實際上還是有無形的壓力，因為萬一有違規歷史被發現，
未來要申請加入AIIC將會困難重重（Boéri，2015）。
由上可知，AIIC對全球會議口譯員及市場具備強大的支配能力，然而樹大招
風，AIIC在90年代末期面臨多國提起的反壟斷訴訟案，其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指控AIIC對一般費用、取消、錄音和旅行日
等費率的嚴格規定，有限制競爭及壟斷價格的嫌疑，因此要求AIIC刪除上述規定
（FTC，1997）。自此之後，AIIC便將先前具有約束力的規則都換成建議語氣，
改以呼籲的方式提醒會員尊重專業標準。即便如此，AIIC的同行推薦制及案件轉
介機制仍然發揮一定的市場控制效果（Boéri，2015）。
1950年代以來，會議口譯產業專業化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Pöchhacker（2004）
認為主要歸功於二：強健的市場需求和大專院校層級的培訓機構。1950年代時，
口譯培訓機構的師資、課程標準及學術化皆受到AIIC非常深遠的影響。1959年，
AIIC制定了「學校政策」，建議學校課程須由現役會議口譯員設計及授課、學生
須具備的學歷，以及應納入專業道德及標準課程等。上述建議隨後被歐洲許多學
校採納，為的就是希望其口譯學位受到AIIC的認可。1997年，AIIC針對想成為
會議口譯員的學生出版了《給學生的建議》一書，羅列培訓機構應具備的各項基
本標準，並根據符合標準的程度，為28所學校進行星級評鑑（Mackintosh，1999；
Seleskovitch，1999）
。這樣的作法勢必會影響學生擇校的決定，也難怪各個培訓
機構迫切希望能獲得AIIC認可。目前AIIC的網站並沒有以不同星級來劃分學校，
而是將所有符合AIIC基本標準的學校放入其「口譯學校與學程目錄」中。台灣有
被列入AIIC目錄的學校為：輔仁大學、師範大學及台灣大學翻譯所（AIIC，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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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培訓機構起初帶有鮮明的技職體系色彩，專注於學生技能的訓練和就
業力的養成。1960年代時，AIIC開始推動口譯訓練的學術化，時任AIIC執行秘
書的Danica Seleskovitch首開先河提出傳意理論，強調口譯並非字面上的文字轉
換，而是重建訊息背後的語意；這項理論可謂開創性的研究，深受學界的歡迎，
同時帶動了後續口譯理論及實證研究的風潮，而許多實證性的研究也常以AIIC
口譯員為主要的受試對象（Pöchhacker，2010）。自此之後，許多培訓機構紛紛
開始學術化，除了重視口譯技能，也著力於學術研究；有愈來愈多學生在課程中
接觸到翻譯理論，口譯碩士和博士論文也有穩定的產出，口譯也逐漸變成一門學
門（Pöchhacker，2004）。以專業化的角度來看，學術化是一項重要里程碑，畢
竟一套理論體系的建立，除了能夠協助培訓後進之外，也代表了業界經驗的整合，
更能對外展現作為口譯員所需具備的專門知識和技能，提高外界對口譯專業的信
任和尊重。
無論是口譯員的培訓、學術研究、道德倫理及專業標準的制定，AIIC 對於
全球會議口譯專業化的發展都是功不可沒，其影響力更是延伸至各國的口譯專業
協會。舉例來說，荷蘭口筆譯協會（Netherlands Association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NGTV）便是遵循 AIIC 道德守則的眾多歐洲協會之一（Ozolins，2015），
土耳其聯合會議口譯協會（United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BKTD）的
入會制度及專業標準同樣也是參考 AIIC 的模式（Özkaya-Saltoglu &
Navarro-Zaragoza，2010）
。此外，法庭口譯和社區口譯等其他口譯類型，也紛紛
效法 AIIC 制定相關標準和規範，以確保客戶所需的專業品質並保障口譯員的權
益，足見 AIIC 既深且廣的影響力（Fitchett，2012；Ozolins，2015）
。

貳、台灣會議口譯的專業化
談到台灣會議口譯專業化的發展，不能不提到Tseng（1992）所建立的會議
口譯專業化模型。Tseng（1992）首開先河以社會學理論為基礎，提出會議口譯
專業化需經過的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市場紊亂時期，口譯員之間充斥著惡性競爭，常常得透過廣告
或削價的方式取得案子，也無法阻絕外行人士進到市場內。在缺乏專業標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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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客戶無從判斷服務的優劣，因此通常選擇開價最低的口譯
員，就算想找素質高的口譯員也無從找起。
隨著市場需求增加，培訓機構紛紛成立，然而各家水準和要求迥然不同，培
訓出來的從業人員品質不一，甚至造成過度供給，加劇市場的混亂。這時具有遠
見的有志之士，以及訓練紮實的培訓機構，有感產業的失序，逐漸凝聚起改善現
況、提升專業的共識，整個產業也因而來到第二個階段。
當優質人才累積到關鍵數量之後，集體的力量愈來愈大，對於維護自身及客
戶權益的要求愈來愈高，因而促成了專業協會的成立，也就是來到第三階段。專
業協會對內能夠制定執業標準來規範成員，對外能夠為產業宣傳，並向客戶要求
一定的工作條件，而運作良好的專業協會也能進而鞏固成員對該專業的認同。
取得客戶與大眾的認可後，下一步便是強化市場的控制能力。專業協會能藉
由政治遊說的力量，說服立法機關建立認證制度，防止外行人士進入市場，保障
從業人員的權益，最終達到第四階段，也就是專業自主。
依據上述專業化模型的架構，Tseng指出，1992年的台灣會議口譯市場處在
專業化的早期階段，僅有少數口譯員接受過碩士以上的訓練，多數人工作經歷不
超過6年，社會大眾、政府和客戶對於口譯服務的內涵不甚瞭解，從業人員流動
率高。儘管如此，部分有志之士對於市場准入、訂價，和成立專業協會逐漸產生
共識，因此Tseng（1992）認為當時屬於「前協會時期」
（pre-association period）。
17年後，汝明麗（2009）根據此模型，檢視台灣市場後續發展，並提出檢討
與修正。2009年的台灣市場在形式上已出現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的特徵，也就是
臺灣翻譯學學會的成立和認證考試的出現，惟其不完全具備模型所描述的功能，
因此僅能被視為處在「準專業化」的發展階段。
文中指出，臺灣翻譯學學會的主要功能為推動口筆譯研究，促進從業人員實
務和經驗的分享與交流。但在制定守則，規範成員和爭取權益上，則欠缺執行的
意願和能力，因此對整體市場的影響力十分有限。在認證考試方面，教育部雖於
2007年起舉辦「中英文翻譯能力檢定考試」，但由於缺乏法源依據，這項考試僅
能算是能力檢定而非執照，即便持有通過證書也未必能夠以此進入市場。教育部
「中英文翻譯能力檢定考試」於2013年改由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承辦（教
育部，2013），然而這項考試在2016年後已停止辦理（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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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2016）
。相較於「中英文翻譯能力檢定考試」
，通過輔大師大聯合專業考試的
學生，在兩個研究所的背書下，反而較受專業會議公司等中介單位的青睞，獲得
派案的機會也大為增加。另外，學生也能透過畢業校友在業界的人脈網絡，取得
入行的敲門磚（汝明麗，2009）。
根據蔡依舫（2011）的研究，台灣目前現有的翻譯專業組織包括：臺灣翻譯
學學會、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和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台北市翻譯商業同
業公會服務的對象為翻譯公司行號，旨在協助翻譯公司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台北
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2021）。而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則是服務口譯、筆譯及
手語翻譯等從業人員，宗旨為協調勞資關係並推動勞工權益（臺北市翻譯業職業
工會，2021）。除了前述專攻學術研究交流的臺灣翻譯學學會，台北市翻譯商業
同業公會和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是否能夠扮演Tseng（1992）所謂建立職業標
準、控制市場的角色仍有待觀察。
回到汝明麗（2009）的研究，17年後最大的轉變莫過於中介機構的角色，1992
年的台灣尚未有足夠規模的專業會議公司，然而2009年時，台灣專業會議公司的
數目和規模皆大幅成長，無論是承接口譯設備的需求，或是廣納頂尖人才、為口
譯員分派案件，與客戶進行溝通等，中介機構的力量都不容小覷，甚至有成為口
譯員重要客戶的趨勢。為此，汝明麗（2009）在Tseng模型的第三階段，也就是
在專業協會成立的階段納入專業會議公司的角色，並標記其在市場進入、客戶聯
繫與公眾宣傳上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專業會議公司雖然能夠作為口譯員與
客戶之間的溝通橋樑，但是否因此成為口譯員追求專業自主的阻力，汝明麗（2009）
認為仍有賴進一步觀察。後續研究指出，台灣多數口譯員都有透過中介接案的經
驗，大台北地區的口譯員甚至平均有36.5%的案子是來自中介機構或翻譯社（曾
仁德，2005；陳曉瑩，2016；孔令新，2020）。中介除了協助客戶派案和進行溝
通之外，很多中介也開始拓展工作範圍，負責提供視聽設備等服務，為客戶創造
更大的價值，讓客戶更依賴中介的整包式服務。但也有口譯員表示，中介也因此
掌握了客源，對於沒有穩定客戶的新手口譯來說，若要維持生計，則不得不接受
中介所開出、比直客低的價碼（孔令新，2020）。可見中介勢力的擴張，多少影
響了口譯員在市場上的自主權。
以權力理論的角度來看，Abbott（1988）就曾指出，一個專業體系內有許多
行為者，彼此之間存在權力角力的關係，關係會隨著時間此消彼長；若有一方能
夠壟斷某些問題的處理權，便能藉此擴張權力，削弱其他勢力的專業自主，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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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他者。台灣助產士和婦產科醫師之間的關係就是很有趣的例子，也有助於我
們反思口譯員與中介機構之間的關係。吳嘉苓（2000）指出，台灣的助產士在1970
年代以前，一直都是接生工作的主力。但是隨著醫療科學的進步，以及醫師有意
識地推動法令修改之下，婦產科的主要指導工作便落在醫師手中，從此形成醫師
在上，助產士在下的關係。即便口譯市場並沒有政府和法令的介入，但從修正後
的模型即可看見，中介機構已經將本應由專業協會主導的工作納入自己的管轄範
圍，至於中介和口譯員之間究竟呈現什麼樣的關係，黃經偉（2010）在其關於會
議口譯員的印象管理初探研究中，指出受訪的14位口譯員中，有6位口譯員認為
與中介和客戶像是僱傭關係，另外8位則認為比較像是合作夥伴。由於該篇論文
主要探討的是口譯員如何展現良好形象，加上訪問人數有限，因此僅能約略看出
中介和口譯的關係。
Tseng（1992）和汝明麗（2009）係以專業化模型的角度來看台灣會議口譯
發展，洪瑞恬（2004）則是以特質理論的角度來觀察，她以專業知識與技術、正
式長期的訓練、專業倫理、專業權威與自主、專業文化和社會認可等指標，設計
出一份問卷給口譯員填答。調查結果發現，口譯員皆認為從事口譯工作必須不斷
精進，也認同口譯倫理守則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且從業人員多能遵守專業倫理。
然而，在專業權威與自主和社會認可兩項指標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代表口譯服務
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和尊重，社會地位有待提升。這項結果呼應Tseng（1992）
所說的，許多客戶將口譯視為任何雙語人士皆可從事的簡單工作，忽略了其中的
困難和挑戰，多數客戶甚至認為自己有能力評量口譯的表現，然而事實是，有受
過訓練的人才能正確評量口譯品質的優劣。面對這樣的市場，也難怪口譯員認為
有必要持續強化專業的形象，提升社會大眾的認可。
在一項職業邁入專業化的過程中，專業規範及標準的建立向來是關鍵的指標，
雖然洪瑞恬（2004）及吳鎮宇（2011）的研究皆顯示，多數台灣會議口譯員認同
且信守工作道德倫理，兩人所謂的道德倫理包括公私分明、保密義務、誠實評估
工作能力等守則，主要是以保護客戶的角度來出發。但是專業規範及標準不僅僅
只是道德倫理，也包含界定工作條件、適當流程和簽訂契約等項目，這些項目則
偏向站在口譯員的角度設想，保障口譯員的權益，不受客戶任意的擺布。另一方
面，若從業人員具備一套專業的行事流程，不但能彰顯其嚴謹的態度，也能展現
整體產業的權威。本篇研究著眼於會議口譯契約的探討，希望能透過契約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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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口譯員使用狀況，來一窺契約如何體現口譯的專業標準，進而擴大討論當前口
譯專業化的發展程度。

參、口譯專業工作守則
一、口譯工作守則
世界各地交流日漸頻繁，人口流動也導致口譯需求日益增加，然而口譯產業
的專業化發展尚未完全成熟，Bancroft（2005）認為部分原因在於，大部分口譯
員缺乏一套由國家訂定的道德守則（codes of ethics）及執業標準（standards of
practice）作為參考。為了協助美國國家醫療口譯協會制定一套國家醫療口譯執
業準則，Bancroft（2005）收集了 25 個國家 145 份口譯倫理規範和執業準則，並
加以比較分析，除了各國的醫療口譯專業組織之外，Bancroft（2005）也廣泛參
考了會議口譯、司法通譯和社區口譯等工作守則，並歸納出下列發現：

一、 這 145 份文件中，以道德守則（codes of ethics）
、行為守則（codes of conduct）
或專業責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來命名的文件數量遠大於指南（guidelines）
和執業標準（standards of practice）
。

二、大部分的文件都是出自於移民人數多的工業化國家，例如美國、加拿大、紐
澳及歐洲，而大多數工業化國家中，會議口譯、司法通譯和手語翻譯又是工作準
則發展最成熟的口譯類別。

三、世界各地的口譯執業準則主要是由口譯專業組織來訂定，部分是由私人口譯
服務公司或非營利口譯服務組織為其員工或契約口譯員設立守則，少部分則是由
國家或州政府來訂定。

綜觀過往口譯工作守則的文獻，多數都是探討「道德守則」，例如，譯文內
容是否準確如實（accuracy）、口譯員是否應該保持中立客觀（impartiality），以
及口譯員的角色定位為何（role）
。這三大項原則在社區口譯和司法通譯的道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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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中通常有詳細的定義，然而在 AIIC 的道德守則中完全沒有提到這三項原則
（Hale，2007；Kalina，2015；Ozolins，2015）
。Hale（2007）指出，社區口譯之
所以訂定如此詳盡的道德守則，似乎是為了那些未受過訓練的口譯員而設。這點
和 Ozolins（2015）的論點相呼應，Ozolins（2015）認為，AIIC 的成員在入會前
基本上已經受過相當訓練，而且 AIIC 也會要求剛入會的成員必須在其他成員的
監督下工作一定時數，在這樣嚴格監督下，成員勢必都掌握了上述三項原則，因
此毋須再次強調。Angelelli（2004）則表示社區口譯往往需要採取比較主動的角
色，來填補文化落差和確保溝通順暢，會議口譯則扮演相對隱形的角色，因此比
較不需要著墨保持中立和角色定位這一塊。

以譯文內容的準確（accuracy）為例，多數專業組織，例如愛爾蘭口筆譯協
會（Irish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ITIA）和加拿大視覺語言口譯
協會（Association of Visual Language Interpreters of Canada，AVLIC），皆認為若
要準確忠實呈現來源語的訊息，必須考量來源語的語氣及深層含義，以及譯入語
的語言形式和文化，必要時需要換句話說以傳達真正的語意。加州跨文化醫療保
健計畫（Cross Cultural Health Care Program，CCHCP）甚至進一步表明，直譯不
一定能完整傳達意思。然而，澳洲翻譯協會（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AUSIT）卻在其道德及工作守則中針對準確性做出以下解釋：口譯
員不會改變、添加或省略來源語的內容及含意（Hale，2007）。這種模稜兩可的
定義很容易讓客戶誤以為口譯就是要一字不漏地翻出來，Mikkelson（1998）指
出，司法通譯往往被要求必須「精準」且「一字不差」，導致譯文品質降低。會
議口譯對準確性的詮釋倒是和司法通譯非常不同，Hale（2007）的受訪者就表示，
為了有效傳達訊息，會議口譯員有時可能需要概述（summarizing）
，或刪除講者
的贅字或猶疑不定的句子，然而這在司法通譯就會被視為「譯文不完整」。

就中立客觀（impartiality）而言，Kalina（2015）認為，會議口譯員往往視
保持中立客觀為理所當然，對講者的任何訊息都保持超然的態度，也不會在譯文
中添加個人意見，這點會議口譯員和客戶都是觀點一致。相較之下，在權力關係
不對等的社區口譯中，有些口譯員可能會因為追求公平正義，而多站在弱勢的一
方，例如，美國失聰與輔助口譯人員註冊協會（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
RID）就沒有要求其口譯員需要保持中立客觀，而手語翻譯一般來說也不認為自
己能夠完全中立（Kalina，2015）。但是加州跨文化醫療保健計畫（CCHCP）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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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文強調口譯員不能因價值觀、信仰或政治理念不同而改變訊息原意或補充個
人意見（Hale，2007）
。可見單單在社區口譯類型中對於中立客觀的規範就有不
同的定義。

在角色定位（role）方面，有些專業守則會要求口譯員扮演調解人（mediator）
的角色，協助雙方溝通，必要時幫忙解釋其中的文化差異（Bancroft，2005）
。這
在醫療口譯中就很常見，有些醫生希望口譯員能解釋患者的行為，或是可能造成
冒犯的文化差異，來幫助醫生進行判斷（Kalina，2015），這種主動協調的角色
有悖於一般對口譯員需保持中立的觀點。角色定位的規範同樣不適用於會議口譯，
Angelelli（2004）曾就口譯員的角色定位製作出一份問卷，探討不同口譯場合中
口譯員的角色及功能，例如口譯員是否會打斷對話，向雙方解釋文化差異，或是
如果講者用詞不適切，口譯員是否會讓講者意識到這點。在 100 多位受訪的國際
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及美國語言專家協會（TAALS）會議口譯員中，多數
認為該問卷並不適用於會議口譯，因為客觀中立就是他們的專業職責，更何況同
步口譯根本不可能打斷講者或介入對談。有些會議口譯員在填答過程中甚至覺得
被冒犯，因為對他們來說扮演隱形的角色、把個人情緒意見擺一邊是他們一路以
來嚴格遵守的準則。由此可知，AIIC 和 TAALS 這兩個專業組織及會員對會議口
譯員的角色定位意見相當一致，而遵守中立的專業守則也是構成兩個專業群體身
份認同的重要元素（Angelelli，2004）。

綜上所述，準確性（accuracy）
、中立客觀（impartiality）及角色定位（role）
這三項在社區口譯和法庭通譯經常出現且規範程度各異的道德守則，在會議口譯
場合中都沒有構成太大的問題，會議口譯員對三項守則的內涵不僅認知一致，在
實務上的操作也是大同小異。Kalina（2015）認為，也許正因如此，AIIC 的工作
守則並沒有特別提及口譯員須保持中立，因為會議口譯員理所當然覺得所有觀點
都應該持平以對，無論口譯員覺得這些觀點是否有助於溝通，或是自己是否認同，
都應該不偏不倚地傳達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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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口譯工作守則
本研究主要以會議口譯為主，因此筆者將著重探討 Bancroft（2005）關於會
議口譯的論述。Bancroft（2005）在比較 25 個國家 145 份口譯倫理規範及執業準
則之後，發現社區通譯往往強調道德守則，而會議口譯除了道德守則之外，更進
一步重視接案程序、契約內容及簽訂，和工作條件等執業標準。

以專業工作守則的訂定而言，會議口譯是世界各地發展最成熟的口譯類別
（Bancroft，2005）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Bancroft（2005）的研究，專業口譯組
織在亞洲並不常見，遑論一套可供從業者參考的專業準則，然而中國、日本的受
訪譯者表示，非受僱於政府的口譯員基本上遵守 AIIC 的準則，其他亞洲國家也
有類似的情況。位於歐亞大陸的土耳其就算有專業組織，也是採用 AIIC 的準則，
而區域內的專業組織如亞太地區會議口譯員協會（Conference Interpreters Asia
Pacific，CIAP）也是按照 AIIC 來制定其專業規範，可見 AIIC 對於世界各地會
議口譯員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AIIC 的專業工作守則可參考其官網上公布的專業道德守則（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專業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s）、一般工作條件（general
conditions of work）
，以及實用指南（practical guide）
。AIIC 的專業道德守則（2018）
羅列了誠信、專業素養和保密等標準，並要求所有會員在工作中遵循相關規範，
若違反規定將予以懲罰。至於 AIIC 的專業標準（2016b）
、一般工作條件（2002a）
及實用指南（2016a）
，則屬於專業規範及標準的範疇，涉及契約的簽訂及工作的
條件，這部分筆者將於下一節中深入探討。
筆者引用的 AIIC 專業道德守則為 2018 年的版本，整理條文如下：
一、

在閉門會議中，會員應盡有保密的義務，不得在未經客戶同意的情況下，
對外披露會議的內容。

二、

嚴禁會員利用職務之便，將機密資訊用來謀取私利。

三、

會員不得承接難以勝任的任務，也不得在同一時間承接多項任務。

四、

會員應避免做出任何有損專業聲譽的行為。

五、

同事間應保持互助互敬的關係。

六、

會員之間的工作爭端應交由理事會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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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美國工程學會和醫學會等職業道德守則，AIIC 也大致可分為口譯員對
客戶、同業及口譯專業的責任。要求會員遵守上述規範，不只能保護客戶利益，
也能鞏固專業形象和聲譽，並促進同儕間的互動。唯一的差別在於，AIIC 並沒
有特別指出口譯員對於公眾利益的責任，不像美國醫學會和工程學會在工作守則
中，開宗明義強調會員應利用其專業造福人類、促進公眾福祉。

三、台灣口譯工作守則
關於台灣口譯工作守則的討論並沒有太多文獻可參考，但以吳鎮宇（2011）
的研究結果來看可知，台灣會議口譯員對於訊息準確、中立客觀等專業道德守則
皆沒有太大的異議，顯見台灣從業者對於專業的工作態度及舉止已有一致的認
知。
吳鎮宇（2011）依據 Hale（2007）羅列的口譯專業倫理規範，以及國際會
議口譯員協會（AIIC）、美國失聰與輔助口譯人員註冊協會（RID）和澳洲口筆
譯國家認證機構（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AATI）的規範內容，整理出九項會議口譯員專業倫理規範內涵，包括：一、訊
息準確，二、表達流暢，三、工作內容及資料之保密，四、保持中立及客觀，五、
專業的工作態度及舉止，六、遵循約定之工作時間、範圍及報酬，七、會前準備
工作，八、持續自我提升，九、適當的工作環境條件。

吳鎮宇（2011）研究發現，80%的會議口譯員皆認為應該遵循一致的專業倫
理規範，但只有 35%的受訪者認為有可能遵守，造成中間落差的原因不外乎目前
業界沒有公認且一體適用的專業倫理規範，就算有一致性的規範，也沒有法律約
束力，無法要求所有口譯員遵守。受訪者表示，不是每個口譯員在工作前都有時
間準備，而新手口譯員為了爭取或保留案源，有時候難免得與現實妥協，在價格
上保持一點彈性。有趣的是，會議公司認為市場上的口譯員普遍已遵守上述規範，
惟需加強的為持續自我提升。

由此可見，台灣會議口譯員對專業倫理規範有一定的認知，且普遍在工作上
秉持專業態度，遵循相關守則，唯獨對是否存在一個一致的規範，以及是否適用
所有情況存疑。此研究發現與 Hale（2007）針對澳洲口譯員的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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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澳洲口筆譯國家認證機構（NATTI）立有一套規範，也不代表受 NATTI 認
證過的口譯員會將規範奉為圭臬。Hale 表示，受過訓練且有認證的年輕口譯員
傾向嚴格遵守規範，資深口譯員則態度保留，認為應根據自身經驗，判斷遵循的
時機及要領；另外也有口譯員表示，NATTI 的規範太過籠統，應針對不同口譯
類型，例如醫學、法律等新增相關條目。

四、口譯工作守則的功能及挑戰
訂定專業規範守則對口譯員來說有什麼樣的好處？吳鎮宇（2011）列出了五
大項功能，包括：一、遏止削價，二、保障權益，三、提供準則，四、專業素養，
五、提升認同，並就這些功能詢問台灣會議口譯員及會議公司的看法。
吳鎮宇（2011）的研究顯示，有 90%的口譯員認為最大的好處在於：保障口
譯員及客戶的權益、提升口譯員的專業素養，以及提供可遵循的準則；80%的口
譯員同意有一套規範守則，能夠增進社會大眾對口譯產業的認知及認同；35%的
口譯員認為有助於遏止削價競爭。若以會議公司的角度來看，92%的受訪者認為
能夠保障口譯員及客戶的權益，88%的受訪者同意可以提升口譯員的專業素養。
Hale（2007）在訪談澳洲口譯員時也發現，多位口譯員認為遵守規範可以提升自
己的專業形象，口譯員不只內在覺得自己很專業，也能提升客戶的信任。
Hale 其中一位受訪者即表示，具備一套道德守則不只讓從業者有規則可循，也
讓他知道自己是專業人士，而當他遵守守則時，外人也把他當作專業人士看待。

吳鎮宇（2011）
、Hale（2007）
、Kalina（2015）等人所討論的口譯規範守則，
主要都是所謂的「道德守則」，例如保持中立、訊息準確、工作內容及資料之保
密等，其功能不外乎規範從業人員的是非對錯，避免專業人士濫用職權，進而保
障客戶的權益。

然而專業工作守則不只是「道德守則」
，還包括「專業規範及標準」
，也就是
針對服務流程、工作條件及契約等問題訂定一套指南，主要目的除了確保服務品
質之外，也能保障專業人士的權益。過去關於專業化的文獻絕大多數都是探討「道
德守則」
，而較少著墨「專業規範及標準」
，筆者認為這跟專業化研究主流論述習
習相關，無論是特質理論、過程理論，還是權力理論，都特別強調專業人士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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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和地位，一般民眾或客戶則是屬於相對弱勢的一方，因此在專業守則上往往以
公眾或客戶利益為出發點，以避免專業人士濫用職權。但在新興專業如雨後春筍
般崛起的時代，並非所有職業都已達到完全專業化，許多準專業（quasi-profession）
就算主張具備所有專業特質，也不一定能在其領域具備壟斷和支配力，所謂一個
巴掌拍不響，沒有社會大眾的認可，難以取得專業自主及專業地位。對於準專業
而言，若能夠建立一套「專業規範及標準」，一方面將能提升專業形象，取得客
戶認可，另一方面也能保障從業人員的權益。
根據 Tseng（1992）的口譯專業化模型及汝明麗（2009）對其模型的修正，
可知台灣的口譯發展已進入準專業化的階段，然而在邁向專業自主的進程中，仍
有許多必須克服的挑戰，契約的簽訂和行使便是其中一項。台灣尚未有口譯專業
組織，也沒有一套口譯專業工作守則，但吳鎮宇（2011）的研究清楚呈現，多數
台灣口譯員心中有一把「道德守則」的尺，對於吳鎮宇所列出的道德守則沒有太
大異議，唯獨對口譯契約的使用感到相當困擾。吳鎮宇（2011）提到，大部分的
客戶並不是每次合作都會簽約，合作久了往往只剩口頭承諾，再者，遇到合約糾
紛時，台灣口譯員往往因為擔心未來合作機會泡湯，被迫與現實妥協，而非訴諸
法律行動。吳鎮宇（2011）甚至把客戶對於合約精神的尊重程度稱為「台灣市場
獨特的不利條件」。無論是台灣以和為貴的民情使然，或是自由業者對於接案的
不安全感，都在在顯示客戶與自由業者之間存在著權力的不平衡。有鑒於台灣口
譯員所面臨的挑戰，本研究將著重討論口譯契約的使用，以及契約在促進口譯專
業化上所扮演的角色。

契約條文涉及工作條件、流程及報酬，屬於「專業規範及標準」，攸關口譯
員的工作權益，在缺乏專業組織護航的情況下，口譯員更需仰賴契約的法律效力
主張其權利。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報告，資淺譯者較容易遇到勞資糾
紛，因為資淺譯者較沒有本錢選擇客戶，在來者不拒的情況下，如果遇到制度不
健全或是惡質的客戶，便容易產生薪資跳票、合作條件不佳等糾紛。研究報告亦
指出，多數譯者仰賴中介機構協助與客戶進行溝通和協調爭議，因此十分重視中
介機構解決勞資糾紛的功能。然而問題是，如果是中介機構本身與譯者產生合作
糾紛，譯者也只能依靠自己想辦法。因此，提升譯者對於契約的認知可謂當務之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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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會議口譯契約內涵
壹、AIIC 會議口譯專業標準
有鑒於 AIIC 在亞洲具有長遠的影響力，不只受訪的口譯員普遍遵守相關規
範，其規範也深深影響世界各國的口譯訓練機構（Bancroft，2005）
，筆者認為有
必要爬梳一下 AIIC 所羅列的規範，由於本研究著重於契約相關的準則，因此將
不特別探討契約以外的準則。
AIIC 關於契約的準則多半是置於專業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s）的頁面
裡，以 2016 年的版本為例，AIIC 為確保口譯員的工作品質，並在充分考量口譯
專業的身心限制之下，制定了以下相關標準：

一、

若會員提出需求，AIIC 應提供標準契約範本。

二、

會員使用的契約中應標明口譯服務僅限於會議室內現場聆聽使用，根據
國際版權協議的規定，未經口譯員事先同意不得錄音，即便是聽眾也不
得錄音。

三、

針對主辦單位可能取消會議的狀況，口譯契約中應明列取消條款。

四、

針對口譯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的狀況，口譯員應儘早通知委託單位，代
尋適合的口譯員，並經過委託單位的同意。

五、

為維護口譯品質及口譯員的健康，口譯員的正常工作時間不應超過兩節，
每節約兩個半小時至三小時。

六、

為確保工作品質，針對不同口譯模式和會議性質，規定口譯員人數和工
作量。

七、

為確保工作品質，主辦單位應根據會議性質提供合適的設備和器材，例
如是否架設口譯箱、音響器材是否穩定等。

八、

契約應視情況涵蓋非工作日及旅行日的相關條款，例如長途旅行之後調
整時差的休息時間，以及會前會的時間安排。

九、

契約應視情況涵蓋旅行安排的條款，包括食宿的安排。
上述標準與 AIIC 提供給會員的契約範本（2002b）內容多所重疊，除此之外，

AIIC 也列出一般工作條件（General Conditions of Work）和實用指南（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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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提供從業人員參考，這兩份文件與專業標準大同小異，主要都是聚焦於
契約的簽訂和對工作條件的描述，整理內容如下：

一、

口譯員應與主辦單位直接簽訂契約。主辦單位不包含受主辦單位委託的
中介者、招募人員或執行單位。

二、

口譯員接受工作時通常會簽訂一份書面契約，規範雙方的權利及義務以
及雙方協定的工作條件。

三、

書面契約應（1）明確列出所有服務條款和條件，（2）定義專業的工作
條件，（3）包含取消條款。

四、

主辦單位如需錄音，應事先經過口譯員同意。

五、

主辦單位應儘早提供會議資料。

六、

口譯員不該從事未明列在契約中的工作。

七、

工作報酬和待遇應由主辦單位和口譯員雙方協商確定，除非法律另有規
定，否則應支付報酬給口譯員。

八、

與契約相關的糾紛應由口譯員所在地的管轄法院排解糾紛。
筆者援引的 AIIC 一般工作條件（2002a）為將近 20 年前的文件，部分條文

已不符合現實需求。首先是口譯員應與主辦單位直接簽約這項，並沒有考量到中
介者可能扮演的角色。誠如 Ozolins（2007）所言，有愈來愈多自由口譯員仰賴
中介單位或經紀公司接案，中介機構儼然成為「口譯員的第三個客戶」，而多數
透過中介接案的口譯契約和服務條款，都是由中介單位和主辦單位協調擬定，並
沒有參考口譯員的意見，導致口譯員經常成為被動接受的一方。

關於中介所能扮演的角色，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報告指出，「維繫客
戶關係、使案源穩定」為中介機構最重要的功能，其次的功能則為「洽談酬勞及
收款」和「協助處理爭議」。對於譯者而言，中介單位在整體口譯產業扮演的角
色不容小覷，尤其當譯者面對缺乏行銷管道、工作量不穩定及客戶無法區辨品質
等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報告列出的三大困難時，中介單位便能協助居中協調
或是開發案源。然而，市面上的譯者工作守則似乎很少提及如何與中介單位合作，
或是給予相關建議。許多守則仍然假設譯者能夠直接與客戶進行接洽，而這似乎
已經不符合現實需求（Ozolins，2007）。

35

另外，AIIC 的一般工作條件（2002a）也要求主辦單位於會議前 15 天提供
相關資料，以利口譯員會前準備，但在 AIIC 的實用指南（2016a）中則指出，雖
然 AIIC 契約範本上確實有要求主辦單位儘早提供，但其實能及時拿到所有資料
算是非常幸運的。

貳、會議口譯契約條款
依據前述的討論，具備專業工作守則是專業化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專業工作
守則的建立，必須仰賴專業組織運用集體成員賦予的權力，找出從業者的共識，
藉此訂定相關規範和遵循機制。當從業人員對於專業工作守則有所共識且普遍願
意遵守時，即形成獨特的專業文化，有助於增強專業認同。台灣目前缺乏由口譯
員組成的口譯專業組織，自然也沒有清楚明訂的工作守則和契約條款。為了解台
灣會議口譯員對於契約條款的認知程度，筆者根據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
的專業標準（2016b）及契約範本（2002b）、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的制式口
譯合約書，以及范家銘（2005）參考部分口譯員現行使用之契約所擬定的定型化
契約參考樣本，整理出若干項重複或重要條款，以便在問卷中詢問口譯員的意
見。

表 2- 1 契約條款
國際會議口譯員協會（AIIC）專業標

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制式

準及契約範本

口譯合約書

1

取消條款

無

2

錄音條款

無

3

超時條款

無

4

委託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無

儘早提供會議資料
5

委託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無

提供合適的設備和器材
6

口譯員配合辦理事項：保密條款

保密條款

7

與契約相關的糾紛應由口譯員所在地

雙方同意於 XX 地方法院為第一

的管轄法院排解糾紛

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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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何時付款，及付款方
式

9

非工作日及旅行日條款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取消條款
客戶如果取消會議不只將使口譯員損失該場會議收入，也使口譯員損失承接
其他工作的機會，因為口譯員在原本安排的時間，可能已經推掉其他工作，或是
無法再承接其他案件，因此客戶須支付取消費用，以彌補口譯員損失之機會成本
（Arnould，1972；陳曉瑩，2016；孔令新，2020）
。口譯員在會前所作的各項準
備，也是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和心力（Cooper et al.，1982），一旦會議取消，上
述的時間和精力也無法再回收利用。取消費用為損害賠償額預定的違約金，以確
保債務的履行，口譯員可依不同的取消時間點，分別約定客戶應賠償不等違約金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2015）。AIIC 在其給專業會議口譯員的實用指南
（AIIC，2016a）中也強調，所有 AIIC 跟合作機構簽訂的契約都必須具備取消條
款。

二、錄音條款
隨著技術的發達及資訊傳播的普及，會議進行時客戶可能會將口譯內容錄製
下來，以作為後續內部紀錄使用，或後置成影片公開播放。然而其衍生的爭議為，
口譯內容為原文之「衍生著作」，口譯員為著作人，因此擁有著作人格權和著作
財產權，客戶不得在未經口譯員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變更使用。相對來說，客戶認
為自己有權使用，畢竟他們已經出資聘請口譯員（范家銘，2005）
。針對此問題，
范家銘 （2005）引用著作權法，詳細敘述口譯員及客戶的權利義務關係。然而，
由於著作權法訂定初期，口譯在台灣尚未普及，因此法律上僅以「翻譯」概括討
論筆譯及口譯，無法涵蓋口譯所有面向。因此在立法不足的情況下，作者建議口
譯員應與客戶簽訂契約，契約中應包含著作權相關條款及相關權利義務歸屬，同
時依據客戶使用口譯內容的形式，收取一定比例的錄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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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時條款
口譯工作需要極高的專注力和多工的能力，不僅耗腦力也耗體力。為保障口
譯的品質和口譯員的健康，AIIC 在其專業標準（2016b）和契約範本（2002b）
中皆表示，口譯員的正常工作時間不應超過兩節，每節約兩個半小時至三小時，
兩節中間須至少有一個半小時的休息時間。范家銘（2005）的契約樣本上也註明
口譯員以每半日三小時計費，每日工作時數不應超過六小時，若超過工作時間則
須加收超時費。Cooper, Davies, & Tung（1982）在其針對會議口譯員工作壓力源
的研究中就有提到，許多會議無法在預定時間結束，常常會延長個一個小時甚至
更久，大幅增加了口譯員的身心壓力；而這樣頻繁的情況，也導致許多口譯員後
來都不敢在會後安排其他事情，畢竟一旦超時就得取消其他的約會。

四、保密條款
保密條款是各類型專業，甚至是各類型口譯型態常見的原則（Hale，2007）。
由於工作形質的緣故，口譯員在準備或是工作過程中可能會取得機密的訊息，為
了維護客戶的利益，口譯員不得在未經客戶同意的情況下，向外透露取得的資訊
及翻譯的內容，或是用來謀求不當利益（AIIC，2018）
。洪瑞恬（2004）更指出，
在許多閉門會議中，為克服語言溝通的障礙，主辦單位往往不得已只好請譯者幫
忙，作為唯一的外人，譯者自然有義務替當事人保密。

五、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往往是履約時的爭議所在，客戶積欠費用的問題時有所聞，因此
AIIC 特別強調在接案前，一定要與客戶確認何時付款以及付款方式（AIIC，
2016a）
。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的契約中更詳細說明，付款時期可選擇一次付
清、按時收費還是月結，而付款方式則可選擇支票或現金，並明確指出在什麼日
期前兌現。口譯員在疫情期間所面臨的挑戰，其中一項挑戰就是工作案量大幅減
少，許多口譯員不得已與聲譽不佳的中介公司或遠距會議公司合作，默默接受不
佳的工作條件，有的中介公司甚至會以客戶尚未付款為由積欠款項（The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2020）
。因此，為保障口譯員的權益，付款時期和方式可
說是契約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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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儘早提供會議資料
會議講稿或相關資料對於口譯員的準備工作相當重要，事先拿到議程及大綱
有助於理解會譯內容，若能事先取得技術性文件也能避免錯譯。楊承淑（2000）
建議口譯員在契約中明訂客戶提供講稿的期限，若來稿太遲必須加收費用，例如
在會前 5 天之前，若有八成講稿仍未到齊，可加價 5%，然而這樣強制加價的條
款，客戶不見得會買單。AIIC 的標準契約中雖然也都有要求客戶及時提供講稿
資料，但 AIIC 的實用指南（2016a）提醒口譯員，會前能拿到足夠的準備資料算
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Cooper, Davies, & Tung（1982）的實證研究也顯示，主辦
單位往往沒有事先提供資料，甚至有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是講者照稿念
的情況，有 70%到 80%的機率是拿不到講稿的，而這對口譯員的心理壓力和後
續表現可能都會受到影響。范家銘（2005）的契約樣本上也有要求客戶儘早提供
會議資料，但沒有強制加價的條款。

七、提供合適的設備和器材
口譯員的服務品質深受工作環境的影響，無論是音訊品質不佳、講者和會場
可見度低、或是任何口譯設備的問題，都會讓口譯品質大打折扣；而口譯廂太過
狹窄、通風不良和照明不佳等因素，也會對口譯員的健康造成負面影響（Cooper
et al.，1982）
。為保障專業服務的品質及口譯員的權益，AIIC 與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共同制定同步口譯廂環境
標準 ISO 2603，並於 1974 年首度發布。相關標準包括：口譯廂的正面及側邊都
必須有窗戶，讓口譯員能夠看到前方會場及隔壁口譯廂的狀況；桌上需擺放桌燈，
讓口譯員能夠做筆記和看資料；必須有良好的隔音設備，讓口譯員不受場外雜音
的干擾；技術人員必須從頭到尾在場，確保設備運作正常（AIIC，2015）。
AIIC 在其專業標準（2016b）和實用指南（2016a）中皆強調，口譯員必須
特別注意工作環境是否達到最低的專業標準。Hsu（2008）以 ISO 2603 標準來評
估台北地區的口譯廂工作環境，發現達標率只有 42%。Hsu（2008）認為，可能
是跟台灣會議使用口譯員人數和語種有關，因此在口譯廂尺寸和語種標籤上沒有
完全符合標準，而窗戶大小和會議能見度則是口譯員較不滿意的兩個項目。除此
之外，Hsu（2008）也發現，會議主辦單位、會議室建築師及設計師對於口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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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工作需求不甚了解，有賴口譯員與相關單位積極溝通，才能保障良好的工作
環境。范家銘（2005）建議，在契約樣本中應要求客戶於會議前確認同步口譯設
備之品質、架設及操作狀況良好無誤。

八、爭議排解
口譯契約為民法中的承攬契約，屬於私法契約的性質，基於私法自治的原則，
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都是可用來解決契約糾紛的方式。無論是 AIIC、台北
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或是范家銘，都有明確指出雙方應選定一地方法院作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AIIC 作為口譯專業組織，代表其口譯成員與歐盟、聯合國等組
織皆有簽訂合作協議，協議中關於爭議的排解則提到雙方必須指定各自的仲裁人
進行仲裁（AIIC，2020a）。

九、非工作日及旅行日條款
AIIC（2020a）在其與各大組織的協議中提到，口譯員若需要到離住家 50
公里以外的地方出差，則旅行期間將無法承接其他工作，為彌補這段時間的損失，
客戶需支付旅行日費用。另外，待命或事前準備會議時，就算沒有實際提供口譯
服務，也必須收費。這項條款考量到口譯員的時間成本，口譯員不只賣服務也賣
時間，當口譯員選擇在一段時間承接一項工作，勢必得放棄其他可能的選項；而
逝去的時間不復返，沒賣出的時間也不可能存起來改天再用（Arnould，1972；
陳曉瑩，2016；孔令新，2020）。根據孔令新（2020）的研究，多數台灣受訪口
譯員都認同應收取旅行日費用，且實際上也有此作為，顯示這些口譯員具備機會
成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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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口譯契約的法律性質
隨著口譯專業多年來的發展，逐漸有口譯員認知到契約對於保障自身權
益的重要性，業界也有不少口譯員按照實務經驗訂定自己的契約，並針對不同工
作類型修正條款。

按照民法的認定，口譯契約屬於承攬契約，然而過去少有文獻探討口譯契約
及其法律性質，多數係探討工程契約的訂定和履行，究其原因，工程契約工期長、
涉及金額龐大、內容繁瑣，相關工程糾紛通常得走上法律訴訟，因此討論的文獻
也多。相較之下，口譯案件相對單純，若有爭議兩造也鮮少對簿公堂；筆者查詢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也僅查到兩筆直接與口譯契約履約爭議有關的裁判字
號，一筆為取消費用的履行，另一筆為口譯費用的給付報酬。

筆者並非法律學系畢業，若單純探討口譯契約的法律性質恐力有未逮，但由
於相關文獻的缺乏，以及為了讓後續問卷及訪談內容有憑有據，筆者認為有必要
事先探討口譯契約的法律性質及效力。

壹、承攬契約
口譯工作係由口譯員與客戶約定在特定時間及地點提供語言服務，待工作完
成後，由客戶給付報酬；以此觀之，口譯員及客戶的關係是特定人向特定人主張
權利義務的關係，在法律上稱為「債的關係」，屬於民法的範疇。
口譯員與客戶之間「債的關係」符合民法第 490 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也就是說，當口譯員（民法上稱為承攬者）同意為客戶完成一定之工作，而客戶
（民法上稱為定作人）承諾給予報酬時，雙方即對彼此債權關係表示意思一致，
此時契約即為成立。

簡單來說，口譯契約屬於民法中的「承攬契約」，相關權利義務及法律效力
皆羅列在債編各論新解（2015）的「承攬」章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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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務、有償契約
依據承攬契約，口譯員負有完成一定工作的主給付義務，客戶則負有給付報
酬的主給付義務，由於彼此負對價性債務，因此口譯契約屬於雙務、有償契約。

二、不要式契約
根據民法，承攬契約屬於「不要式契約」，只要雙方就一定的工作及報酬表
示同意，契約即成立；也就是說，承攬契約只要口頭承諾就能成立，不需另外訂
定書面契約（徐昌錦，2015）。即便如此，許多關於民法和契約的書籍仍建議以
書面訂約，以避免日後舉證或空口無憑的困難，減少契約的糾紛和違約的情形。

三、契約自由原則
雖然立法者有針對「承攬契約」加以規定，但只要不違背公序良俗，且不違
反法律強行或禁止的規定，當事人即可以特別約定的方式，排除法律規定的適用；
民法上載明相關規定僅具有「補充」的功能，只有在當事人沒有特別約定時，才
有適用的可能，這就是所謂的「契約自由原則」（鄭冠宇，2017）。
以「報酬給付之時期」為例，民法第 505 條規定：「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意思是，承攬人必須先完成工作，
定作人才給付報酬，即所謂的「後付原則」。然而，這項規定並非強行規定，如
果口譯員想要約定預付款項，或是客戶希望口譯工作完成後數日再付費，在「契
約自由原則」下，法律容許當事人自行訂定特約，排除民法第 505 條的規定（林
誠二，2015）。
「契約自由原則」是民法重要的基本原則，也是私法自治的高度展現。依
據民法，「契約自由原則」代表任何人都有決定是否締約的自由、選擇締約對象
的自由，以及決定契約內容的自由。由於這種私人間的約定，僅牽涉到當事人雙
方，不影響其他人的權利義務，因此為了保障個人自主及競爭自由，只要不違背
公序良俗和法律強制規定，當事人即可自行締約，約束彼此間的債權關係（簡世
昌，2015；鄭冠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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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誠實信用原則
承攬契約成立後，在法律上即為有效，也就是說，當事人雙方的債務關係，
具有法律約束力，如果違約，則必須負擔法律後果。

承攬人與定作人在履行個別債務時，雙方存在彼此信賴的關係，並盡其所能
實現並維持彼此的利益，也就是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
，簡稱「誠信原則」。
民法第 148 條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誠信原則
為民法的根本原則，也是契約解釋的基本法理，目的在於實現公平正義。如果當
事人在履約時出現爭議，法官就必須以誠信原則為基礎，探究當事人真正的意圖，
並衡量當事人雙方彼此的利益，以正義衡平的原則解釋契約、調整權利義務內容，
或是填補契約的漏洞。由於誠信原則為法律倫理價值的最高展現，也是公私法上
的最高指導原則，因此又稱為「帝王條款」（洪千惠，2013；鄭冠宇，2017）。

貳、翻譯司法糾紛個案
究竟台灣口譯員是否正如吳鎮宇（2011）所說，在遇到合約糾紛時傾向和解
或妥協，而非走上法庭接受判決，針對這點目前並沒有相關文獻佐證，但如果以
「翻譯」或「口譯」等關鍵字在司法院法學資料系統進行檢索，真正與自由口譯
履約相關的案件不到五筆，這些判決案的裁判原由以給付報酬和履行合約為主。

以給付報酬的案例為例，原告譯者遲遲未收到契約中約定的款項，因而訴諸
法律判決，被告翻譯社卻辯稱原告譯者使用 Google 翻譯軟體，品質有重大瑕疵，
以及已委由他人提供服務等請求駁回告訴。法官後來依據契約、電子郵件、電話
錄音等紀錄，認定被告應支付後續款項及訴訟費（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2018）。另外一件案例為，中介單位指控主辦單位沒有全額支付口譯費，最後由
法官依據雙方協議的口譯費、市場行情價及統一發票影本，認定中介單位無法舉
證其所述的金額為雙方約定的報酬，且被告已給付所有口譯費，因此駁回原告訴
訟（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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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履行合約的案例則與取消條款有關，原告口譯員主張委託單位於會議一
週之前通知取消，應支付口譯費用全額之 50%，而被告則認為會議前 53 天解約，
不能與一週前解約等同視之，認為違約金過高顯失公平。法官依據契約內容認定
確有此條款，被告取消會議實屬違約，應給付違約金（取消費）。然而違約金過
高者，法院得依據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等，減至相當
金額，法官最後認定被告於訂約後 7 日，也就是會議前 53 天取消，原告仍然可
以儘早派除或降低可能喪失的機會成本，且被告尚未提供會議資料，原告並沒有
因投入準備受到勞力損失，因此酌減取消費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2015）。

即使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上沒有太多判例，我們也不能因此推論市場上沒有
太多口譯契約爭議。口譯案件相較於工程承攬契約，屬於小額訴訟，加上法官判
決的不確定性和訴訟費的支出，以及自由譯者接案的不安全感，都有可能構成譯
者不提告的原因。但無論如何，一份清楚的契約確實能夠保障雙方的利益。

圖 2- 1 理論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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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混合式研究方法，首先使用問卷調查法，初步描繪台灣自由會議
口譯員使用契約的輪廓，並以量化統計分析問卷結果。接著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
做法，在基本的訪談大綱之下，依據受訪者提出的觀點和經驗，隨時調整問題順
序，或針對大綱以外有趣的觀點進一步詢問受訪者。半結構式訪談的優點在於，
研究者和受訪者都能以較開放的態度來反思研究問題，除了能收集到豐富的資料
之外，也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潘淑滿，2003）。

第一節 問卷調查法
壹、問卷前期調查
在設計問卷前，筆者原先以陳曉瑩（2016）的會議口譯收費服務內涵研究和
AIIC 專業標準（2016b）為基礎，列出以下 8 項口譯契約條款。經指導老師建議，
大致詢問了 16 位會議口譯員訂定契約的狀況，以了解研究的可行性。

表 3- 1 問卷前期調查表
前期調查：8 項口譯契約條款

調查後修改

1. 超時費

保留

2. 錄音費

保留

3. 取消費

保留

4. 實報實銷交通費

與陳曉瑩（2016）研究結果重複，刪
除

5. 外地津貼：

與孔令新（2020）研究結果重複，刪

口譯員若跨縣市提供口譯服務，向客戶 除
要求之津貼，以彌補交通時間無法承接
其他工作的損失。
6. 額外服務費：

多數譯者認為這些項目會另外報價，

主持、司儀、會議記錄、講者私人行程 不屬於口譯的範疇，刪除
陪同
45

7. 客戶延遲提供會議資料補償費

沒有譯者收過這項費用，刪除

8. 夜勤費：

多數譯者僅在 2017 年台北世大運提

係指夜間值勤之補助費用，例如夜間九 供會議口譯服務時收過，刪除
點過後，為體恤夜間輪班勞工之辛勞，
所提供之額外夜勤津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 8 個項目中，除了客戶延遲提供會議資料補償費之外，其他 7 項都有半
數以上的口譯員收過。楊承淑（2000）建議口譯員在契約中明訂客戶提供資料的
期限，若期限內八成資料未到齊，可收取 5%的補償費。然而這項建議可能過於
理想化，沒有一個口譯員收過這項費用，而且有人認為如果真的收的話，會讓客
戶覺得自己能用錢買到拖延的時間，反而對口譯不利。至於其他費用，除了保留
超時、錄音和取消費，其餘都因為與過去文獻重疊，或是非經常性收取項目，因
此予以刪除。

前期調查結果顯示，本研究有必要重新思索分析理論的架構，以及契約對於
口譯員所扮演的角色，才能問出有意義的研究問題。經過一番文獻的閱讀之後，
筆者認為專業化理論最能充分展現契約的意義，畢竟使用契約不只能保障譯者的
權益，契約中的條款其實也能體現一個專業對其工作性質的了解，以及對特定工
作條件的堅持。而譯者在與客戶或中介協調契約時，也能反映出會議口譯在邁向
專業化的過程中，遇到什麼樣的挑戰和困難。

貳、正式問卷
重新檢視文獻並參考 AIIC 專業標準（2016b）、AIIC 契約範本（2002b）以
及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制式口譯合約書內容之後，筆者歸納出問卷三大方向：
一、會議口譯員的簽約模式，二、會議口譯契約的基本條款，三、會議口譯員對
契約的整體看法為何，問卷題數總共 16 題。下表為問卷中的分類、題目、參考
文獻出處，以及題目基礎。第二大類契約基本條款的題目基礎請參考本研究第二
章文獻回顧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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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中前兩大方向的題目皆包含兩小題：

一、首先詢問口譯員對問題敘述的觀點，以李克特量表衡量，選項包含（1）
非常同意（2）同意（3）沒意見（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

二、接著詢問口譯員實際執行狀況，以李克特量表衡量，選項包含（1）總
是（2）經常（3）偶爾（4）從不

問卷第三部分僅為詢問對契約的整體看法，因此沒有詢問口譯員執行狀況。
初版問卷於 2020 年 11 月 6 日邀請兩位口譯員預試，每人填答時間約為 5
分鐘。預試結果顯示，第一大類的第 2-1 題和 2-2 題：「口譯員應該與客戶直接
簽約，而非透過中介單位」和「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很難回答，因
為簽約與否不是口譯員認同或不認同的，口譯員是被動接案，客戶找就跟客戶簽，
中介找就跟中介簽，因此兩人對此題都是抱持沒意見的態度。筆者原欲以此題了
解口譯員在簽約上的專業自主，但考量受試者對題目的直覺反應都是沒意見，因
此決定刪除，改以訪談方式進一步詢問口譯員與中介之間的互動關係。經過修改
之後，正式版問卷題數總共 15 題，完整問卷請見附錄一。
表 3- 2 問卷三欄表
類別

題目

參考文獻

一、會議口 1-1. 口譯員接案時應該簽訂書面契約。

AIIC 專業標

譯員的簽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準（2016b）、

約模式

不同意

AIIC 契約範

1-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本（2002b）、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民法債編各
論

題目基礎：【一、承攬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可以口
頭或書面形式達成約定，但 AIIC 及民法承攬相關書
籍皆建議簽訂書面契約，避免空口無憑。二、筆者
欲藉由訪談詢問口譯員是以何種形式簽約居多，是
報價單還是契約，以及使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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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事後刪除，改以訪談方式詢問口譯員對中介

Ozolins

的看法。）

（2007）、

2-1. 口譯員應該與客戶直接簽約，而非透過中介單 Abbott
位。

（1988）、汝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

明麗（2009）

意

2-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題目基礎：【一、AIIC 一般工作條件中建議口譯員
直接與主辦單位簽約，而不要透過中介單位。二、
Ozolin 認為多數透過中介接案的口譯契約和服務條
款，都是由中介單位和主辦單位協調擬定，並沒有
參考口譯員的意見，導致口譯員經常成為被動接受
的一方。三、在缺乏專業組織的情況下，汝明麗認
為中介單位是培訓機構與市場之間的橋樑，但其對
於口譯員的專業自主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則有待研
究。】
二、會議口 3-1. 契約中應明列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

AIIC 專業標

譯契約的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準（2016b）、

基本條款

不同意

AIIC 契約範

3-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本（2002b）、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翻譯公會

4-1. 就會議可能被取消的狀況，契約中應明列取消 AIIC 專業標
條款。

準（2016b）、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AIIC 契約範
不同意

本（2002b）、

4-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rnould，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1972）、陳
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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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孔
令新，
（2020）
5-1. 主辦單位如欲將口譯內容錄音，口譯員應在契 AIIC 專業標
約中明列錄音條款。

準（2016b）、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AIIC 契約範
不同意

本（2002b）、

5-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范家銘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2005）

6-1. 就會議可能超時的狀況，契約中應明列超時條 AIIC 專業標
款。

準（2016b）、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AIIC 契約範
不同意

本（2002b）

6-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7-1. 契約中應涵蓋口譯員該遵守的保密條款。

AIIC 專業標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準（2016b）、
不同意

AIIC 契約範

7-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本（2002b）、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Hale
（2007）、吳
鎮宇
（2011）、翻
譯公會

8-1.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儘早提供會議資料。

AIIC 專業標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準（2016b）、
不同意

AIIC 契約範

8-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本（2002b）、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楊承淑
（2000）、
H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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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吳
鎮宇（2011）
9-1.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設備及器 AIIC 專業標
材。

準（2016b）、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AIIC 契約範
不同意

本（2002b）、

9-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Hale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2007）、吳
鎮宇（2011）

10-1. 契約中應明列爭議排解所在的管轄法院。

AIIC 專業標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 準（2016b）、
不同意

AIIC 契約範

10-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本（2002b）、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翻譯公會

三、會議口 11. 我認為應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制定公版契約提

Meigh

譯員對契

（1952）、

供同業參考。

約的整體

Bancroft

看法為

題目基礎：【專業組織是建立專業規範守則不可或

（2005）、

何？

缺的元素。由專業組織訂定公版契約，對內能提供

Tseng（1992）

成員遵循依據，對外則能彰顯專業的形象。】
12. 我希望能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和使用狀

Meigh

況。

（1952）、
MacFeely

題目基礎：【一、同業間的互相交流除了能凝聚同

（1995）

業共識，提高職業內部一致性，也能形成集體的力
量，對外彰顯專業形象，帶動職業的向上流動。二、
同儕間經常性的討論，將能夠大幅減少不道德或不
合適的行為，彌補專業組織對規範說明或訓練不足
的缺失。】
13. 若同業違反契約規範，將影響我與其合作的意

Greenwood，

願。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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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er，
題目基礎：【違反口譯契約規範，除了面臨法律訴

（2003）、

訟之外，也可能面臨同業間的排斥。口譯員對專業

Tseng（1992）

的責任感及榮譽感，不僅促使其檢視自身行為，也
會注重同業行為是否有損整體產業專業形象。】
14. 若有履約爭議，我會訴諸法律行動。

吳鎮宇
（2011）

題目基礎：【吳鎮宇（2011）認為客戶對於合約精
神的尊重程度稱為「台灣市場獨特的不利條件」。
面對履約爭議，台灣口譯員往往被迫委屈求全。】
15.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能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

Meigh

協助處理。

（1952）、
Tseng

題目基礎：【研究指出，多數譯者是獨自面對工作

（1992）、汝

糾紛，筆者欲藉由訪談詢問譯者對專業組織的看

明麗（2009）

法。】
16.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由中介單位協助處理。

國家教育研
究院報告
（2012）、

題目基礎：【在缺乏專業組織的情況下，中介單位

Ozolins

作為培訓機構與市場之間的橋樑，對於口譯員的專

（2007）、

業自主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

Abbott
（1988）、汝
明麗（20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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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半結構式訪談
為了解填答背後的原因，及實際簽訂和履行契約的狀況，本研究在問卷結尾
詢問填答者的受訪意願，並請有意願者留下聯絡資訊。統計分析結果出來之後，
再聯絡 6 至 8 位有意願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之前依據每人填答狀況及背景
變項，客製化每一份訪談大綱，每份大綱問題組合都不同，訪談時間約為 40 至
60 分鐘。

主要訪談題目為：
一、觀點題：選擇同意/不同意......的理由為何？
二、實際作為題：選擇經常/從不......的理由為何？

依照情況進一步詢問：
三、實際執行上有遇到什麼狀況嗎？簽訂契約是否有幫助？
四、目前使用契約參考何處？
五、目前台灣還沒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您覺得中介單位可以替代專業組織
協助處理履約爭議嗎？
六、請問您是自己跟客戶簽居多，還是由中介跟客戶簽契約？您是否滿意中
介提供的契約？中介在簽契約時會參考口譯員的意見嗎？

第三節 研究對象
調查問卷母群體為於台灣提供會議口譯服務的自由口譯員，由於問卷旨在調
查台灣市場使用契約的現況，因此不限制工作語言、服務年資和是否受過正式訓
練等條件。調查問卷以網路連結形式張貼於師大、輔大、台大及彰師大翻譯所校
友會臉書社團，另外，為觸及不同服務語言及背景的譯者，也將問卷貼到「翻譯
與譯者」臉書社團，同時請認識的中日譯者貼到其研究所校友版。本研究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張貼網路問卷連結，至 2020 年 12 月 16 日關閉問卷，總共收回 43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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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完問卷結果之後，從願意受訪者中選出 8 位口譯員進行訪談。篩選條件
主要有二項，首先是選出問卷中契約觀點和實際作法有落差的譯者，以深入了解
實際簽訂契約時所遇到的困難；同時選出觀點和作法一致的受試者，期望能在每
個問卷項目中都能呈現出正反觀點。第二個篩選條件是譯者的背景變項，受訪者
涵蓋不同年資、年平均工作天數、是否受過研究所程度口譯訓練、直客比例等條
件，以補充說明背景變項對契約觀點和做法的影響。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
問卷回收之後首先進行資料整理，以描述性統計呈現填答者對問題敘述的認
同度和執行度，接著以 R 統計軟體執行量化分析，最後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結果
進行質性分析。詳細資料分析方式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
觀點題：答題形式以「非常同意」
、
「同意」
、
「沒意見」
、
「不同意」
、
「非常不
同意」呈現之題目為觀點題。
「非常同意」及「同意」合併之百分比超過 50％的
題目，代表多數口譯員認同該敘述。

實際作為題：答題形式以「總是」
、
「經常」
、
「偶爾」
、
「從不」呈現之題目為
實際作為題。
「總是」及「經常」合併之百分比超過 50％的題目，代表多數口譯
員實際上有如此做。

貳、卡方獨立性檢定：觀點與實際作為是否獨立
問卷中前 1 至 9 題包含觀點題和實際作為題，以卡方獨立性檢定來檢驗觀點
與作為是否獨立。針對這類題目，本研究訂定假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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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虛無假說）：口譯員的觀點與實際作為相互獨立，於觀點題選擇「非常
同意」與「同意」的人數，與於實際作為題選擇「總是」與「經常」的人數有差
異。
H1（對立假說）
： 口譯員的觀點與做法一致，於觀點題選擇「非常同意」與
「同意」 的人數，與於實際作為題選擇「總是」與「經常」的人數無差異。
若卡方檢定 P≤0.05，則拒絕虛無假說，認定口譯員的觀點與做法一致。

參、卡方獨立性檢定：背景變項是否影響答題
本研究亦納入背景變項做考量，包括性別、年齡、是否受過研究所口譯訓練、
年資、年平均工作天數、能夠與直接客戶聯繫合作而不需透過中介的比例，以及
口譯服務語言組合等七項，進行此七種變項與 15 題觀點題和 9 題實際作為題的
卡方獨立性檢定。假說如下：
H0（虛無假說）
：口譯員的背景變項與其觀點/實際作為相互獨立，背景變項
不影響觀點或實際作為。
H1（對立假說）：口譯員的背景變項與其觀點/實際作為有關聯。
若卡方檢定 P≤0.05，則拒絕虛無假說，認定口譯員的背景變項與其觀點/實
際作為有關聯。

肆、質性分析
為補充說明量化分析的結果，訪談將特別針對觀點與實際作為有落差者，進
一步瞭解其背後原因。研究訪談結束後，筆者將會把錄音資料轉騰為逐字稿，並
檢視分析逐字稿內容，搭配文獻資料及量化分析結果，作為資料分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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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調查結果

本章首先呈現填答者背景，接著分別就每一問卷題項 Q1 至 Q15 進行描述性
分析，並以卡方獨立性檢定比對 Q1 至 Q9 觀點題與實際作為題是否有關聯，Q10
至 Q15 僅為觀點題，因此僅呈現描述性分析。另外，本研究也進行了背景變項
與每一問卷題項的卡方檢定，如有顯著的項目將於本章一一討論。

第一節 填答者背景
問卷共列出七個問題詢問填答者的背景資訊，統計結果如表 4-1。女性填答
者大幅多於男性。年齡分布除了 25 歲以下只有 1 位，其餘分散於各年齡層。接
受過研究所訓練者高達 90.6%，4 位未受口譯訓練者中，除了 2 位沒有特別說明，
有一位自稱是雙母語，另一位則是除了在職進修外，目前也攻讀翻譯研究所博士
班；經過詢問，這位填答者認為博士班主要是上理論研究課程，不是口譯實務訓
練，加上答題以念博班前 20 多年接案經驗為主，因此歸類於非受過研究所訓練
組。
年資 5 年以上和以下各佔一半，年平均工作天數除了 61 至 80 天僅有 4 位之
外，其他天數群組則為 9 至 11 位，呈現觀點應不至於過度集中。多數填答者有
50%以上的案子來自中介，顯示仰賴中介的程度高。語言組合以中英組合為大宗，
佔 88.3%，其次是中日（9.3%），另有兩位中西口譯員。本問卷雖有貼到不限語
種的「翻譯與譯者」臉書社團，也有請認識的人轉發給中英以外語種的譯者，但
限於筆者的人脈多為中英口譯員，因此調查結果集中呈現中英口譯員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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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背景變項
項目

選項

次數（n=43）

百分比

性別

女

27

62.7%

男

16

37.2%

25 歲以下

1

2.3%

26 至 30 歲

11

25.5%

31 至 35 歲

14

32.5%

36 至 40 歲

8

18.6%

40 歲以上

9

20.9%

是

39

90.6%

其他

4

9.3%

2 年以下

7

16.2%

3至5年

15

34.8%

6至9年

10

23.2%

10 年以上

11

25.5%

20 天以下

11

25.5%

21 至 40 天

10

23.2%

41 至 60 天

9

20.9%

61 至 80 天

4

9.3%

超過 80 天

9

20.9%

10%以下

9

20.9%

11 至 25%

11

25.5%

26 至 50%

9

20.9%

51 至 75%

8

18.6%

超過 75%

6

13.9%

中英

38

88.3%

中日

4

9.3%

其他

3

6.9%

年齡

研究所口譯訓練

年資

年平均工作天數

直客百分比

語言組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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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問卷題項
壹、會議口譯簽約模式
表 4-2 敘述性分析顯示，95.35%的填答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應該簽訂書面
契約，沒有人反對，顯示認同度極高，而實際上總是或經常執行的人也有
74.42%。
表 4- 2 Q1-1 與 Q1-2 的描述性分析
Q1-1 口譯員接案時應該簽訂書面契約。
選 非常

不同

沒意

項 不同

意

見

0

2

同意

Q1-2 實際是否執行？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21

10

1

意

意
次 0

13

28

11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4.65% 30.23% 65.12% 25.58% 48.84% 23.26% 2.33%

同意＋非常同意 = 95.35%

總是＋經常＝74.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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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Q1-1 與 Q1-2 的卡方分析來說，χ2（4, 43）= 17.593，p=.00148，p-value
小於 0.05，卡方檢定有顯著，詳見表 4-3。選擇「非常同意」的人當中，於第二
題選擇「是」
（總是＋經常）者顯著高於預期計數；而在選擇「同意」的人當中，
選擇「是」者顯著低於預期計數，同時可以觀察到在這群人中選擇「偶爾」的比
例顯著高於預期計數。可見此統計結果確實反映填答者同意程度與實際作為的關
聯性，至於其中的差異我們將進一步於訪談詳細討論之。
表 4- 3 Q1-1 與 Q1-2 的卡方檢定
Q1 交叉列表
總計

Q1-2

Q1-1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2

0

0

2

預期計數

0.5

0

1.5

2

調整後殘差

2.251

-.216

-1.22

計數

6

1

6

13

預期計數

3

.3

9.7

13

調整後殘差

1.712

1.269

-1.181

計數

2

0

26

28

預期計數

6.5

0.7

20.8

28

調整後殘差

-1.768

-.807

1.131

計數

10

1

32

43

預期計數

10.0

1.0

32.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7.593a

4

.00148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6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66.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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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付款方式與期限
根據表 4-4，100%的填答者同意應該在契約中明列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也
有高達 83.72%的人實際上有列這項條款。
表 4- 4 Q2-1 與 Q2-2 的描述性分析
Q2-1 契約中應明列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
選 非常

不同

沒意

項 不同

意

見

0

0

同意

Q2-2 實際是否執行？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15

6

1

意

意
次 0

15

28

21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0.00% 34.88% 65.12% 48.84% 34.88% 13.95% 2.33%
同意＋非常同意 = 100.00%

總是＋經常 = 83.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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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顯示，χ2（2, 43）= 5.335，p=.00694，p-value 小於 0.05，卡方檢定
有顯著。由於觀點集中於「非常同意」和「同意」
，因此我們聚焦來看這兩組人，
選擇「非常同意」的人，選擇「是」的比例顯著高於預期計數，而選擇「同意」
的人選擇「偶爾」與「否」（從不）的比例也顯著高於預期計數，顯示同意程度
會影響實際的作法。
表 4- 5 Q2-1 與 Q2-2 的卡方檢定
Q2 交叉列表
總計

Q2-2

Q2-1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4

1

10

15

預期計數

2.1

.3

12.6

15.0

調整後殘差

1.318

1.102

.722

計數

2

0

26

28

預期計數

3.9

.7

23.4

28.0

調整後殘差

-.965

-.807

.528

計數

6

1

36

43

預期計數

6.0

1.0

36.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5.335a

2

.00694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4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66.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3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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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取消條款
對於此議題，有 100%的填答者認同應明列取消條款，選擇「非常同意」者
更高達 86.05%。在實務上，有 74.41%的人「總是」或「經常」將此條款列入。
但有趣的是，有 7 位偶一為之，甚至有 4 位從不如此做，填答者在實際執行上究
竟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可透過訪談進一步詢問。
表 4- 6 Q3-1 與 Q3-2 的描述性分析
Q3-1 就會議可能被取消的狀況，契約中應明 Q3-2 實際是否執行？
列取消條款。
選 非常

不同

沒意

項 不同

意

見

0

0

同意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8

7

4

意

意
次 0

6

37

24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0.00% 13.95% 86.05% 55.81% 18.60% 16.28% 9.30%
同意＋非常同意 = 100.00%

總是＋經常 = 74.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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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卡方分析來看，χ2（2, 43）= 27.792，p=9.22*10-7，p-value 小於 0.05，
卡方檢定有顯著。37 位選擇「非常同意」的人中，有 31 位選擇「是」
；選擇「同
意」的 6 人中，只有 1 人選擇「是」
，低於預期計數，選擇「否」的人則有 4 位，
顯著高於預期計數，顯示高度認同的人實際執行的比例也較高。
表 4- 7 Q3-1 與 Q3-2 的卡方檢定
Q3 交叉列表
總計

Q3-2

Q3-1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1

4

1

6

預期計數

1.0

.6

4.5

6.0

調整後殘差

.024

4.607

-.1640

計數

6

0

31

37

預期計數

6.0

3.4

27.5

37.0

調整後殘差

-.009

-1.855

.660

計數

7

4

32

43

預期計數

7.0

4.0

32.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27.792a

2

9.22*10-7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4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66.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5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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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錄音條款
就契約中是否明列錄音條款這點，也有 100%的填答者認同，選擇「非常同
意」者占了七成，其餘三成為「同意」。在實務上，有過半數的人「總是」列上
錄音條款。
表 4- 8 Q4-1 與 Q4-2 的描述性分析
Q4-1 主辦單位如欲將口譯內容錄音，口譯員 Q4-2 實際是否執行？
應在契約中明列錄音條款。
選 非常

不同

沒意

項 不同

意

見

0

0

同意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6

5

4

意

意
次 0

13

30

28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0.00% 30.23% 69.77% 65.12% 13.95% 11.63% 9.30%
同意＋非常同意 = 100.00%

總是＋經常 = 79.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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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同樣顯示，口譯員對此題的觀點和實際作為有關聯。χ2（2, 43）=
13.885，p=.000966，p-value 小於 0.05，卡方檢定有顯著。選擇「非常同意」的
30 人中有高達 28 人選擇「是」
，而選擇「同意」的 13 人中，則僅有 6 人選擇「是」，
低於期望計數，選擇「偶爾」及「否」的人皆高於期望計數，顯示同意程度會影
響實際的作法。
表 4- 9 Q4-1 與 Q4-2 的卡方檢定
Q4 交叉列表
總計

Q4-2

Q4-1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3

4

6

13

預期計數

1.5

1.2

10.3

13.0

調整後殘差

1.211

2.538

-1.335

計數

2

0

28

30

預期計數

3.5

2.8

23.7

30.0

調整後殘差

-.797

-1.671

.879

計數

5

4

34

43

預期計數

5.0

4.0

34.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3.885a

2

.000966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4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66.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 1.2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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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納入背景變項與各觀點題進行卡方檢定後發現，「是否接受過研究所
訓練」與「是否同意明列錄音條款」有顯著關聯。進一步分析，可發現填答者的
回答均為「同意」或「非常同意」，明顯有較一致的傾向，表示是否就讀研究所
僅影響對於此觀點的「同意程度」，並沒有因訓練背景不同而在意見上產生明顯
分歧。
表 4- 10 背景變項與 Q4-1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訓練背景

總計

Q4
同意

非常同意

研究所訓

計數

9

30

39

練

預期計數

11.8

27.2

39.0

調整後殘差

-.813

-.535

未接受研

計數

4

0

4

究所訓練

預期計數

1.2

2.8

4.0

調整後殘差

2.528

-1.671

計數

13

30

43

預期計數

13.0

30.0

43.0

佔總計的

30.23%

69.77%

100%

總計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0.177 a

1

.00142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2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50.00%），預期的計數下限為 1.20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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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背景變項與實際作為的卡方檢定中，可發現「實務上是否明列錄音條款」
與「是否接受過研究所訓練」和「口譯從業年數」有顯著關聯。
根據表 4-11，有受過研究所訓練者多半會列出錄音條款，而未接受研究所訓
練者則傾向不列或偶爾才列，顯示訓練背景確實影響實際作為。
表 4- 11 背景變項與 Q4-2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Q4 實際作為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訓練背

研究所

計數

4

2

33

39

景

訓練

預期計數

4.5

3.6

30.8

39.0

調整後殘

-.251

-.855

.389

差
未接受

計數

1

2

1

4

研究所

預期計數

.5

.4

3.2

4.0

訓練

調整後殘

.784

2.669

-1.216

計數

5

4

34

43

預期計數

5.0

4.0

34.0

43.0

佔總計的

11.63%

9.30%

79.07%

差
總計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0.161 a

2

.00622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5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83.33%），預期的計數下限為.37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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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是否明列錄音條款」也受到「口譯從業年數」的影響。由分析結果
表格可發現，從業年數越久，執行此行為之傾向越明顯。有可能的原因為，從業
越久，口譯員接觸的大型會議越多，可能有機會面對較多需要錄音的場合；反之
從業年數越少較不會有此機會。
表 4- 12 背景變項與 Q4-2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從業

2 年以下

年數

Q4 實際作為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0

3

4

7

預期計數

.8

.7

5.5

7.0

調整後殘

-.902

2.911

-.652

計數

3

1

11

15

預期計數

1.7

1.4

11.9

15.0

調整後殘

.951

-.335

-.250

計數

1

0

9

10

預期計數

1.2

.9

7.9

10.0

調整後殘

-.151

-.964

.389

計數

1

0

10

11

預期計數

1.3

1.0

8.7

11.0

調整後殘

-.247

-1.012

.442

計數

5

4

34

43

預期計數

5.0

4.0

34.0

43.0

佔總計的

11.63%

9.30%

79.07%

差
3 至 5年

差
6 至 9 年

差
10 年以上

差
總計

百分比
卡方檢定

皮爾森卡方

數值

df

p-value

13.1740 a

6

.0404

67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8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66.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65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超時條款
如同付款方式及期限、取消條款和錄音條款，100%的填答者也同意應該在
契約中明列超時條款，選擇「非常同意」者和取消條款題一樣，有高達 86.05%
的比例，可見填答者對於取消和超時條款的重視程度。至於實際執行面向，「總
是」和「經常」列出超時條款的比例為 81.40%，高於取消條款的 74.41%。
表 4- 13 Q5-1 與 Q5-2 的描述性分析
Q5-1 就會議可能超時的狀況，契約中應明列 Q5-2 實際是否執行？
超時條款。
選 非常

不同

沒意

項 不同

意

見

0

0

同意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10

5

3

意

意
次 0

6

37

25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0.00% 13.95% 86.05% 58.14% 23.26% 11.63% 6.98%
同意＋非常同意 = 100.00%

總是＋經常 = 81.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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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14，χ2 (2，43) = 4.608，p = .0999，p-value 大於 0.05，卡方檢定未
達顯著，本題也是所有觀點與實際作為卡方檢定中，唯一沒有達顯著的題項，無
法拒絕虛無假設，代表口譯員的觀點與實際作為相互獨立。但細看表格可得知，
非常同意的口譯員大多也會列出超時條款，p-value 值 0.09 在顯著的邊緣，推估
是資料量小影響了卡方的數值。

表 4- 14 Q5-1 與 Q5-2 的卡方檢定
Q5 交叉列表
總計

Q5-2

Q5-1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2

1

3

6

預期計數

.7

.4

4.9

6.0

調整後殘差

1.559

.899

-.852

計數

3

2

32

37

預期計數

4.3

2.6

30.1

37.0

調整後殘差

-.628

-.362

.343

計數

5

3

35

43

預期計數

5.0

3.0

35.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4.608a

2

.0999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5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83.33%），預期的計數下限為.4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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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保密條款
填答者對於契約是否涵蓋口譯員該遵守的保密條款持高度同意（93.02%）。
在實務上，也有超過半數（76.75%）的填答者有列出保密條款。
表 4- 15 Q6-1 與 Q6-2 的描述性分析
Q6-1 契約中應涵蓋口譯員該遵守的保密條

Q6-2 實際是否執行？

款。
選 非常

不同

沒意

項 不同

意

見

0

3

同意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12

5

5

意

意
次 0

14

26

21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6.98% 32.56% 60.47% 48.84% 27.91% 11.63% 11.63%
同意＋非常同意 = 93.02%

總是＋經常 = 76.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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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方檢定顯示，口譯員對此題的觀點和實際作為有關聯。χ（4,
43）= 16.387，

p=.00254，p-value 小於 0.05，卡方檢定有顯著。於本題選擇「非常同意」者，實
務上多半有列出保密條款，而選擇「沒意見」者則傾向不列或偶爾列出。此結果
呼應描述性統計，口譯員對此條款的觀點及實際作為趨向一致。
表 4- 16 Q6-1 與 Q6-2 的卡方檢定
Q6 交叉列表
總計

Q6-2

Q6-1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1

2

0

3

預期計數

.3

.3

2.3

3.0

調整後殘差

1.102

2.796

-1.517

計數

3

2

9

14

預期計數

1.6

1.6

10.7

14.0

調整後殘差

1.075

-.292

-.532

計數

1

1

24

26

預期計數

3.0

3.0

20.0

26.0

調整後殘差

-1.164

-1.164

.906

計數

5

5

33

43

預期計數

5.0

5.0

33.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6.387a

4

.00254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7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77.78%），預期的計數下限為.3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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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儘早提供會議資料
契約中是否請主辦單位儘早提供會議資料，有 86.05%的填答者選擇「非常
同意」或「同意」。實務上也有 74.42%的人「總是」或「經常」列出此條款。
表 4- 17 Q7-1 與 Q7-2 的描述性分析
Q7-1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儘早提供會議資

Q7-2 實際是否執行？

料。
選 非常

不同

項 不同

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10

7

4

意

意
次 0

0

6

10

27

22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13.95% 23.26% 62.79% 51.16% 23.26% 16.28% 9.30%
同意＋非常同意 = 86.05%

總是＋經常 = 74.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2

卡方檢定結果顯示，χ2（4, 43）= 24.062，p=7.76*10-5，p-value 小於 0.05，
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觀點與實際作為有關聯。以選擇「非常同意」者來看，實際
會列的人高於預期計數，而選擇「沒意見」者則是不列或偶爾列出，說明觀點確
實會影響實際作為。
表 4- 18 Q7-1 與 Q7-2 的卡方檢定
Q7 交叉列表
總計

Q7-2

Q7-1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4

2

0

6

預期計數

1.0

.6

4.5

6.0

調整後殘差

3.059

1.930

-2.113

計數

1

2

7

10

預期計數

1.6

.9

7.4

10.0

調整後殘差

-.492

-1.109

-.162

計數

2

0

25

27

預期計數

4.4

2.5

20.1

27.0

調整後殘差

-1.143

-1.585

1.095

計數

7

4

32

43

預期計數

5.0

5.0

33.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24.062a

4

7.76*10-5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7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77.78%），預期的計數下限為.5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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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與觀點題的卡方檢定顯示，「是否受過研究所訓練」與是否認同列
出「儘早提供會議資料」條款有顯著關聯。根據表 4-19，有接受研究所訓練者大
多選擇「非常同意」；而未接受研究所訓練者多選擇「同意」。
表 4- 19 背景變項與 Q7-1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總計

Q7
同意

非常同意

沒意見

訓練背

研究所

計數

7

26

6

39

景

訓練

預期計數

9.1

24.5

5.4

39.0

調整後殘差

-.687

.305

.239

未接受

計數

3

1

0

4

研究所

預期計數

.9

2.5

.6

4.0

訓練

調整後殘差

2.146

-.747

-.954

計數

10

27

6

43

預期計數

10.0

27.0

6.0

43.0

佔總計的

23.25%

62.79%

13.96%

100%

總計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6.696 a

2

.00352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3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50.00%），預期的計數下限為.55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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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供合適的設備
台灣受訪口譯員高度同意（81.40%）應該契約中請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
設備及器材，但有一人表示不同意。實際執行者約略超過半數（58.14 %）
，相對
其他題項比例較少，且從不列入的人有三成。
表 4- 20 Q8-1 與 Q8-2 的描述性分析
Q8-1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設

Q8-2 實際是否執行？

備及器材。
選 非常

不同

項 不同

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9

4

14

意

意
次 0

1

7

12

23

16

數
百
分
比 0.00% 2.33% 16.28% 27.91% 53.49% 37.21% 20.93% 9.30% 32.56%
同意＋非常同意 = 81.40%

總是＋經常 = 58.14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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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題與實際作為題交叉比對顯示，χ2（6, 43）= 18.304，p=0.00552，p-value
小於 0.05，卡方檢定有顯著，表示觀點與實際作為一致。「非常同意」者實務上
多半會請主辦單位提供設備，「不同意」者也確實不會列出來。
表 4- 21 Q8-1 與 Q8-2 的卡方檢定
Q8 交叉列表
總計

Q8-2

Q8-1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0

1

0

1

預期計數

.1

.3

.6

1.0

調整後殘差

-.305

1.182

-.762

計數

2

5

0

7

預期計數

.7

2.3

4.1

7.0

調整後殘差

3.059

1.930

-2.113

計數

1

5

6

12

預期計數

1.1

3.9

7.0

10.0

調整後殘差

-.110

-.553

-.370

計數

1

3

19

23

預期計數

2.1

7.5

13.4

23.0

調整後殘差

-.779

-1.640

1.539

計數

4

14

25

43

預期計數

5.0

5.0

33.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8.304a

6

0.00552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7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77.78%），預期的計數下限為.0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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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管轄法院
台灣填答者中認同明列管轄法院的比例雖然有 72.09%，但是是所有題項中
認同比例最低的一項，沒意見者將近三成。在實務上，會列出管轄法院的人也不
到半數，僅有 30.23%，從未列出者甚至高達 58.14%。
表 4- 22 Q9-1 與 Q9-2 的描述性分析
Q9-1 契約中應明列爭議排解所在的管轄法

Q9-2 實際是否執行？

院。
選 非常

不同

項 不同

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 總是

經常

偶爾

從不

4

5

25

意

意
次 0

0

12

20

11

9

數
百
分
比 0.00% 0.00% 27.91% 46.51% 25.58% 20.93% 9.30% 11.63% 58.14%
同意＋非常同意 = 72.09%

總是＋經常 = 30.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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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題與實際作為題交叉比對顯示，χ2（4, 43）= 16.707，p=.0022，p-value
小於 0.05，卡方檢定有顯著。
「非常同意」者實務上多半會列出管轄法院，
「同意」
和「沒意見」者則多半不會列，顯示同意程度會影響作為。
表 4- 23 Q9-1 與 Q9-2 的卡方檢定
Q9 交叉列表
總計

Q9-2

Q9-1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2

9

1

12

預期計數

1.4

7.0

3.6

12.0

調整後殘差

.512

.766

-1.380

計數

1

15

4

20

預期計數

2.3

11.6

6.0

20.0

調整後殘差

-.869

.989

-.832

計數

2

1

8

11

預期計數

1.3

6.4

3.3

11.0

調整後殘差

.637

-2.133

2.563

計數

5

25

13

43

預期計數

5.0

25.0

13.0

43.0

佔總計的百分
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6.707a

4

.0022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5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55.56%），預期的計數下限為 1.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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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與觀點題的卡方檢定顯示，「直客比例」與是否列出「爭議排解所
在的管轄法院」有顯著關聯。直客比例 75%以上的口譯員同意程度低，75%以下
大致傾向同意。
表 4- 24 背景變項與 Q9-1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直客

10%以下

比例

11 至 25%

26 至 50%

51 至 75%

超過 75%

總計

總計

Q9
同意

非常同意

沒意見

計數

3

5

1

9

預期計數

4.2

2.3

2.5

9.0

調整後殘差

-.580

-.858

1.570

計數

8

2

1

11

預期計數

5.1

2.8

3.1

11.0

調整後殘差

1.275

-.485

-1.181

計數

5

3

1

9

預期計數

4.2

2.5

2.3

9.0

調整後殘差

.398

.46

-.954

計數

3

4

1

8

預期計數

3.7

2

2.2

8.0

調整後殘差

-.374

1.366

-.825

計數

1

1

4

6

預期計數

28

1.5

1.7

6.0

調整後殘差

-1.072

-.432

1.797

計數

20

11

12

43

預期計數

20.0

11.0

12.0

43.0

佔總計的

46.51%

25.58%

27.91%

100%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5.3241 a

8

.00531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14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93.33%），預期的計數下限為 1.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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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與實際作為的卡方檢定中，「語言組合」與是否列出「爭議排解所
在的管轄法院」有顯著關聯。雖此題有顯著，但考量到各語言樣本分佈不均，以
中英、中日為大宗（佔樣本的 88%），且實際作為分佈均呈現「否大於是」的情
形，故不視本題的顯著結果說明其中的關聯。
表 4- 25 背景變項與 Q9-2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語言

Q9 實際作為

總計

偶爾

否

是

計數

0

2

1

3

預期計數

.3

1.7

.9

3.0

調整後殘差

-.591

.194

.098

計數

3

22

11

36

預期計數

4.2

20.9

10.9

36.0

調整後殘差

-.580

.234

.035

中英

計數

0

0

1

1

& 中日

預期計數

.1

.6

.3

1.0

調整後殘差

-.341

-.762

1.269

中英

計數

0

1

0

1

& 其它 –

預期計數

.1

.6

.3

1.0

中印

調整後殘差

-.341

-.549

-.550

其它 –

計數

2

0

0

2

中西

預期計數

.2

1.2

.6

2.0

調整後殘差

3.665

-1.078

-.778

計數

5

25

13

43

預期計數

5.0

25.0

13.0

43.0

佔總計的

11.63%

58.13%

30.24%

中日

組合

中英

總計

百分比
卡方檢定

皮爾森卡方

數值

df

p-value

19.0156 a

8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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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13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13（86.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116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拾、公版契約
表 4-26 顯示，填答者高度認同應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制定公版契約，以供
同業參考。
表 4- 26 Q10 的描述性分析
Q10 我認為應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制定公版契約提供同業參考。
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次數

0

0

1

25

17

百分比

0.00%

0.00%

2.3%

58.1%

39.5%

同意＋非常同意 = 9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拾壹、與同業互相討論
根據下表，97.6%的口譯員希望能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和使用狀況。
表 4- 27 Q11 的描述性分析
Q11 我希望能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和使用狀況。
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次數

0

0

1

25

17

百分比

0.00%

0.00%

2.3%

58.1%

39.5%

同意＋非常同意 = 97.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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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與本題的卡方檢定有顯著，有受過研究所訓練的口譯員皆樂意與同
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未受過研究所訓練者 4 人中有 1 人不同意，高於預期計數。
表 4- 28 背景變項與 Q11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總計

Q11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訓練背

研究所

計數

0

23

16

39

景

訓練

預期計數

.9

22.7

15.4

39.0

調整後殘差

-.952

.068

.148

未接受

計數

1

2

1

4

研究所

預期計數

.1

2.3

1.6

4.0

訓練

調整後殘差

2.974

-.213

-.462

計數

1

25

17

43

預期計數

1.0

25.0

17.0

43.0

佔總計的

2.32%

58.14%

39.54%

100%

總計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0.0359 a

2

.00662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4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66.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0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2

拾貳、同業違反契約規範
如果同業違反契約規範，大多數的填答者都認為會因此影響與該同事的合作
意願，如下表。
表 4- 29 Q12 的描述性分析
Q12 若同業違反契約規範，將影響我與其合作的意願。
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次數

0

0

3

30

10

百分比

0.00%

0.00%

6.9%

69.7%

23.2%

同意＋非常同意 = 9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背景變項與本題的卡方檢定有顯著，雖此題有顯著，但考量到各語言樣本分
佈不均，以中英、中日為大宗，且填答者大致認同本題，故不視本題的顯著結果
說明其中的關聯。
表 4- 30 背景變項與 Q12 的卡方檢定
交叉列表
背景變項

語言

總計

Q12
同意

非常同意

沒意見

計數

3

0

0

3

預期計數

2.1

.7

.2

3.0

調整後殘差

.627

-.835

-.457

計數

25

9

2

36

預期計數

25.1

8.4

2,5

36.0

調整後殘差

-.023

.217

-.323

中英

計數

1

0

0

1

中日

預期計數

.7

.2

.1

1.0

調整後殘差

.362

-.482

-.264

中英

計數

0

0

1

1

其它 - 中

預期計數

.7

.1

.2

1.0

中日

組合

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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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調整後殘差

-.835

-.482

3.522

其它 - 中

計數

1

1

0

2

西

預期計數

1.4

.5

.1

2.0

調整後殘差

-.335

.784

-.374

計數

30

10

3

43

預期計數

30.0

10.0

3.0

43.0

佔總計的

69.77%

23.25%

6.98%

100%

總計

百分比
卡方檢定
數值

df

p-value

皮爾森卡方

16.0852 a

8

.00412

有效觀察值個數

43

a. 總計 13 資料格預期計數小於 5（88.67%），預期的計數下限為.06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拾參、訴諸法律行動
在所有題目中，本題是填答者同意程度最低的一題，僅有 65%的口譯員同意
若有履約爭議，會採取法律途徑。本題甚至有 3 位填答者（6.9%）不同意訴諸法
律行動，箇中原因將於訪談中探討。
表 4- 31 Q13 的描述性分析
Q13 若有履約爭議，我會訴諸法律行動。
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次數

0

3

12

22

6

百分比

0.00%

6.9%

27.9%

51.1%

13.9%

同意＋非常同意 =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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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專業組織協助處理爭議
根據下表，大多數填答者（85.9%）希望能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協助處理履
約爭議。
表 4- 32 Q14 的描述性分析
Q14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能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協助處理。
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次數

0

1

5

23

14

百分比

0.00%

2.3%

11.6%

53.4%

32.5%

同意＋非常同意 = 8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拾伍、中介單位協助處理爭議
表 4-33 顯示，76.6%的口譯員同意交由中介單位協助處理履約爭議，但此比
例與交由口譯專業組織處理低，也有較多人選擇沒意見。
表 4- 33 Q15 的描述性分析
Q15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由中介單位協助處理。
選項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次數

0

0

10

22

11

百分比

0.00%

0.00%

23.2%

51.1%

25.5%

同意＋非常同意 = 7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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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量化分析總結
本節就口譯員對契約觀點和實際作為的答題結果進行量化分析及檢視，統整
結果如下表 4-34。整體來說，口譯員對契約的簽訂模式、基本條款以及相關議題
呈現高度認同的傾向，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達 100%，最低
也有 65%，顯示口譯員在這些議題上具有高度共識。當中最為認同的項目為：1)
明列付款方式及期限、2) 取消條款、3) 錄音條款和 4) 超時條款。認同度最低
的項目為：1) 訴諸法律行動、2) 列出管轄法院、3) 由中介單位處理爭議和 4) 請
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設備及器材。
在 Q1-Q9 的實際作為題項中，選擇「總是」或「經常」的口譯員比例大多
超過七成，僅有 1) 列出管轄法院和 2) 請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設備及器材
這兩項的比例較低，尤其是列出管轄法院這題，只有 30.23%的口譯員會常常列
出來。
Q1-Q9 的觀點和實際作為的卡方檢定顯示，除了 Q5 超時條款之外，每一題
都有顯著，表示口譯員的觀點與做法一致，認同度高的題項實際有做的比例也高，
認同度低的題項，特別是明列管轄法院這題，實際有做的比例也相對最低。唯一
沒有顯著的超時條款其實也有觀點及作為一致的傾向，推估是資料量小影響了卡
方的數值。

表 4- 34 觀點與實際作為卡方檢定彙整
題項

同意+非常

總是+經 觀點與做

同意

常

法一致

會議口譯員的簽約模式
Q1 口譯員接案時應該簽訂書面契約。

95.35%

74.42%

√

會議口譯契約的基本條款
Q2 契約中應明列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

100.00%

83.72%

√

Q3 就會議可能被取消的狀況，契約中應明

100.00%

74.41%

√

列取消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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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主辦單位如欲將口譯內容錄音，口譯員

100.00%

79.07%

√

100.00%

81.40%

x

93.02%

76.75%

√

86.05%

74.42%

√

81.40%

58.14 %

√

72.09%

30.23%

√

應在契約中明列錄音條款。
Q5 就會議可能超時的狀況，契約中應明列
超時條款。
Q6 契約中應涵蓋口譯員該遵守的保密條
款。
Q7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儘早提供會議資
料。
Q8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設
備及器材。
Q9 契約中應明列爭議排解所在的管轄法
院。
會議口譯員對契約的整體看法為何？
Q10 我認為應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制定公

97.6%

版契約提供同業參考。
Q11 我希望能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和

97.6%

使用狀況。
Q12 若同業違反契約規範，將影響我與其

92.9%

合作的意願。
Q13 若有履約爭議，我會訴諸法律行動。

65%

Q14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能有一個口譯

85.9%

專業組織協助處理。
Q15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由中介單位協
助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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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圖 4- 1 問卷觀點題同意比例

圖 4- 2 問卷觀點題和實際作為題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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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納入七種背景變項與口譯員的觀點及實際作為題進行卡方檢定，得到
以下幾項顯著結果，顯示該背景變項影響口譯員的作答。
表 4- 35 背景變項與題目有顯著的彙整表
背景變項

題目

是否受研究所訓練

Q4-1 錄音條款觀點
Q4-2 錄音條款實際作為
Q7-1 儘早提供會議資料觀點
Q11 與同業互相討論觀點

從業年數

Q4-2 錄音條款實際作為

直客比例

Q9-1 管轄法院觀點

語言

Q9-2 管轄法院實際作為
Q12 若同業違反契約規範觀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如上表所示，「是否受過研究所訓練」與最多題數有顯著關聯，顯示訓練背
景對台灣口譯員的契約觀點有很大的影響力。受過研究所訓練者，(1) 較為同意
明列錄音條款，(2) 實務上多半會列出錄音條款，(3) 較為同意客戶需儘早提供
會議資料，且 (4) 較為樂意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至於「從業年數」愈久
的口譯員，列出錄音條款的頻率則愈高。「直客比例」及「語言」這兩個背景變
項影響程度較不明顯，直客比例 75%以上的口譯員，對於列出管轄法院這項條款
的同意程度較低，75%以下大致同意。「語言」變項雖然和兩個題項有顯著，但
考量到本研究語言樣本分佈不均，以中英為服務語言的比例就佔了總樣本的 83%，
其他語言樣本不足，難以進行推論，因此不視顯著結果多做說明。背景變項的卡
方檢定表和詳細說明請參考本章問卷題項的個別分析。

另外，某些觀點與實際作為雖互有關聯，但背景變項只有影響其中一項，例
如，Q7-1 是否同意在契約上列出「請主辦單位儘早提供會議資料」與 Q7-2 實
際上是否會如此做，兩者之間互有關聯，但是只有 Q7-1 受到研究所訓練的影響。
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筆者認為可能是背景變項影響觀點與實際作為的程度各自
有異，才會一個有顯著，一個沒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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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訪談者背景
本研究從 43 份有效問卷中選出 8 位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訪談目的為
了解填答背後的原因，接著延伸詢問實務中遇到的困難，以此補充說明量化分析
的結果，並試著探討契約規範的使用和履行在台灣會議口譯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受訪者的背景涵蓋各年齡層、年資、平均工作天數與直客比例。然而，願意接受
訪談的填答者大多受過研究所訓練，且多為中英口譯員，因此在訓練背景和服務
語言這兩個背景變項上的受訪選擇相對有限。
表 5- 1 受訪者背景
代碼

A

B

C

D

性別

女

女

女

男

年齡

31 至

26 至

40 歲

35 歲

30 歲

是

是

是否受過

E

G

H

女

女

男

31 至 35 40 歲

36 至 40

26 至

31 至

以上

歲

以上

歲

30 歲

35 歲

在職訓

是

是

是

是

是

研究所程

練、博

度的口譯

班

男

F

訓練
年資

3至5

2 年以

10 年

6 至 9 年 10 年

6至9年 2 年

6至9

年

下

以上

以上

以下

年

年平均工

41 至

20 天

超過

超過 80

21 至

21 至 40

20 天

21 至

作天數

60 天

以下

80 天

天

40 天

天

以下

40 天

能夠與直

51 至

10%以

超過

26 至

11 至

51 至

10%

10%以

客聯繫合

75%

下

75%

50%

25%

75%

以下

下

中英

中英

中英、

中英

中英、

中英

中英

中英

作的比例
口譯服務
語言組合

其他

中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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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訪談題項
壹、會議口譯簽約模式
自由口譯員所簽訂的口譯契約在民法上屬於「承攬契約」，承攬契約為「不
要式契約」，只要雙方同意彼此開出的條件，不拘形式即可成立。除了一般的契
約和報價單，Email 或 LINE 等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甚至口頭告知都有效。即便
如此，AIIC 的實用指南（2016a）和一般工作條件（2002a）都建議簽訂書面契
約，以免空口無憑。
填答的口譯員有 95.35%認同接案時應該簽訂書面契約，實際上總是或經常
執行的人則為 74.42%。訪談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皆同意書面契約能保障立
約雙方的權益，且多數都是使用「報價合約書」的形式，也就是第一頁是報價單，
後面幾頁則列出契約條款，並且會盡量做到告知客戶的義務，以避免日後爭議。
我的合約書加起來大概兩頁，然後我也不覺得說對方未必真的會細讀，
所以我就是把合約書給他們的時候，我會在 Email 裡面說，尤其請注意
第幾條有關於什麼什麼費用，可能會衍生費用的請多注意。我盡量做
到告知的義務，但客戶到底有沒有讀是另一回事。（受訪者 A）
選擇「偶爾」或「從不」的受訪者一來是剛進市場時，對簽約的知識和經驗
都還不足，因此僅以 Email 方式往來；二來是覺得自己案量少，沒有與客戶談判
的籌碼，因此也沒有要求簽契約。
我配合的客戶真的配合很久了，以前比較沒有想到要正式簽約，所以
通常案子來，就用 Email 來往，然後就去做會了，所以沒有再簽契約。
（受訪者 C）
當初在看到題目要不要簽合約時，會覺得確實應該，因為這是對我們
自己的一種保障。畢竟我們面對客戶，我們絕對是弱勢群體。但是身
為弱勢群體，我們好像沒有辦法很強硬地要求對方幫我們提供什麼樣
的東西。我可能會擔心說，在案子這麼稀少的情況下，感覺自己就沒
有權力去要求很多，也不太可能要求去簽一個合約。（受訪者 G）
受訪者 G 的年資為 2 年以下，面臨的情況正如曾仁德（2005）所描述的，
台灣自由會議口譯市場屬於鬆弛寡占，客戶對於口碑良好、資歷深的口譯員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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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度，因此案源多半掌握在資深口譯員手中，而這也構成資淺者初入市場的障
礙。對於尚未在市場站穩腳步的資淺口譯員來說，每個案子都是累積經驗的寶貴
機會，如果因為要求太多而丟了案子就太划不來了。但另一方面，這也顯示出，
資淺口譯員認為向客戶要求口譯費之外的條件，甚至是簽訂書面契約本身，都有
點要求太多。至於這究竟是因為口譯員自信不足，還是台灣客戶真的會這麼想，
有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AIIC 的一般工作條件（2002a）建議口譯員應與主辦單位直接簽訂契約，而
非透過中介單位，但這條 20 多年前的建議似乎已不適用於今日的台灣會議口譯
市場。多數受訪者表示，近年來多是透過翻譯社、公關公司或會展公司等中介單
位接案，因此簽約的對象反倒是中介單位，而非主辦單位，簽署的合約也通常是
中介提供的版本。此結果呼應汝明麗（2009）的觀點，台灣的專業會議公司已成
為口譯產業的重要行為者，無論是與客戶協調，還是安排工作條件，都逐漸由中
介單位來接手。

以簽訂契約的角度來看，假如口譯員簽約的對象為中介單位，代表中介是承
攬契約的另一個當事人。契約條款的協商，以及履約的責任，都是口譯員與中介
之間的約定，這麼一來，中介便形同口譯員的客戶。在這種專業分工的模式下，
可能會出現 Ozolins（2007）所指出的問題，中介要滿足的對象是主辦單位，而
不是作為其廠商的口譯員，因此中介很可能會以主辦單位的需求為主，而忽略了
口譯員的權益。為此，筆者進一步詢問受訪者與中介簽約的實際狀況。

受訪者大致滿意中介提供的合約，但也表示口譯員與中介協商的空間不大，
如果對於條款有太多意見，可能會被當成難搞的口譯員，而減少日後合作意願。
尤其在案量大減的疫情期間，口譯員面對的是買方市場，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
就更沒有跟中介談判條款的籌碼。此結果呼應 Ozolins（2007）所言，口譯員透
過中介接案時，在簽署契約方面往往是被動接受的一方。
通常大部分的會議公司或翻譯公司他們會有一個自己的合約樣板，然
後它就會直接寄過來，有些會問說有什麼問題，但很多時候它也不會
問，它就假定以前的譯員都是這樣子，那你應該也沒問題吧！很多時
候案子很急，如果說要再來來回回地討論合約，第一個，時間會有點
來不及，第二個是，這個中介可能會覺得你怎麼那麼難搞。
（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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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我對書面契約或報價單條款有意見，我大概也沒有那個議價能力。
基本上因為供過於求，我是供給方，中介其實可以說換人就換人，不
一定要選我。在買方市場中，賣方就是沒得選。我出售的是我的口譯
服務，中介在這層關係中算是買方，所以他的聲音會比較大。（受訪者
H）
上述受訪者 D 和 H 都是資歷豐富的口譯員，即便如此，在面對中介時都有
感自己聲量不夠大到足以與中介平起平坐，如果與中介發生不愉快，也會擔心從
此被列入拒絕往來戶。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如受訪者 H 所提到的，目前市場口譯
員供過於求，賣方沒有餘裕跟買方議價，買方把持的權力相對較大。
可見，台灣目前的情況已經不能與 90 年代時 AIIC 所面對的市場相提並論，
當時的會議口譯員供不應求，因此賦予了 AIIC 極大的市場控制權限。當時 AIIC
為了把持標準費率和工作條件，甚至規定譯者不得與中介簽約合作（Boéri，2015）。
在時代變遷下，口譯員數量大幅增加，市場不僅僧多粥少，連中介的勢力也持續
擴張，伴隨而來的問題就像 Tseng（1992）所說，如果專業人士無法直接與客戶
協商解決方案及工作條件，必須仰賴第三方的話，其控制市場的能力將被大幅限
縮，專業自主也會因而受限。

貳、付款方式與期限
100%的填答者同意應該在契約中明列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也有 83.72%的
人實際上有列這項條款。口譯員對於列出這項條款沒有異議，畢竟構成承攬契約
最基本的權利義務就是完成工作和給付報酬。在民法的「契約自由原則」下，締
約雙方可以自行達成付款方式及何時付款的共識，不受法律的限制（鄭冠宇，
2017）。

多數受訪者表示客戶或中介不太會拖欠款項，通常是在工作結束後一至兩個
月內匯款。能與客戶直接聯繫的譯者會主動詢問匯款事宜，透過中介聯繫的譯者
則多半得等待中介的會計循環結束後，才會收到款項，譯者通常可接受這種作法。
由此可知，台灣會議口譯市場的付款履約情況大致良好，沒有構成譯者太大的困
擾。此結果與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報告相左，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指
出，譯者與客戶因報酬而起的糾紛屢見不鮮，造成譯者極大的困擾。筆者認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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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本研究樣本數小無法涵蓋整體狀況可能是其中一個原
因，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這項陳述並沒有區分口筆譯人
員，不像本研究只針對口譯人員的狀況進行討論。
我自己接的話是用 LINE 跟客戶溝通，就沒有特別出報價單。我會直接
問他們用什麼方式匯款，然後幾號前會匯給我。有些客戶會超過一點
點時間才匯給我，但還可以接受。我覺得還是要把這條列出來，因為
如果真的欠太久的話，可以把那條拿出來，但很幸運的是我目前沒有
遇過真的欠很久的。（受訪者 B）
付款期限很多不是來自契約，而是來自中介自己內部的會計循環。我
目前遇過的中介都是按照自己的會計循環去付錢，時間都很固定。我
可以接受這種做法，因為會計工作是非常固定、非常嚴謹的，會計基
本上是可信任的。（受訪者 H）

參、取消條款
AIIC 提供給會員的制式契約範本（2002b）
及其官網給口譯員的相關建議上，
都特別強調應明列取消條款，以保障自身權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問卷結果也
確實顯示 100%的填答者認同應明列此條款，實務上有 74.41%的人通常會把它列
出來。訪談時詢問受訪者同意的理由，以及實際執行遇到的狀況。
從我們被通知某天會有案子開始，我從那一天就會開始著手準備，所
以如果後來客戶說當天要取消，等於說我已經為這個案子付出了一些
心力，這些前期的心力也是有成本的，所以理論上來說客戶也應該要
有相應的付出。（受訪者 F）
相較於超時費，我會比較堅持要求取消費，因為它基本上是把一個時
間給訂死了，等於是排除了我接其他案子的可能性，機會成本還滿高
的。（受訪者 G）
取消條款很重要，這條我一定會寫，因為遇到太多最後一天取消的狀
況，大部分合作的客戶都知道這個條款。取消這件事情，在疫情之前，
大部分的時候研討會都會如期舉辦，頂多講者沒出現，但其他講者都
還在，所以很少取消的狀況。但因為這一年線上會議比較多，所以自
然講者就容易沒出現，或找不到講者等。這種問題的話我們就會直接
溝通說，合約書這樣寫，麻煩注意一下。（受訪者 E）

94

多數受訪者認為前期準備也是需要付出時間和心力，如果會議臨時取消，當
天也無法再承接其他案子，等於說口譯員必須承擔這個機會成本。此結果呼應
Arnould（1972）的論述，專業服務者是以時間和心力來換取報酬，再加上已經
投入的時間不可能再收回，也不可能存起來再賣給下一個客戶，因此有必要向客
戶收取相應的報酬。
既然填答者 100％同意應收取取消費，為何實務上並非 100％的人都有列出
來？有受訪者認為在會議取消的情況下，譯者前期投入和當天保留的時間，都沒
有為客戶帶來實質的價值，因此很難說服客戶付錢。另外有受訪者認為，面對會
議變動機率較大的產業，案子常常是一天內臨時出現又臨時取消，短時間內也不
太可能出現別家案子，因此機會成本的前提就不存在，所以很難開口要取消費。
機會成本是從我們出發點跟客戶爭取權利的方法。但我們放棄的這個
機會並沒有為客戶帶來任何好處。從客戶的角度出發，多數客戶可能
會覺得要拿到相應的好處才願意付錢。但無論是我的前期準備，還是
客戶先預定我的時間，導致我當天無法接其他案子，這對客戶來講都
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受訪者 F）
確實我常和他們合作的狀況都是前一天或當天，最急的是一小時前，
客戶就問我有沒有辦法在一小時內到一個安靜、有穩定網路的地方，
我就說可以。以我對他們生態的瞭解，我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取消條
款可能會有困難。但另外一方面，因為他們都是相對比較臨時的需求，
所以通常在這麼短時間內，那個時間又會出現另外一個工作的機率其
實非常低，所以某種程度上我可以接受。（受訪者 D）
從問卷和受訪者的回答來看，大部分的口譯員實際上都會列出取消條款，尤
其像受訪者 E 所說，疫情期間更容易遇到取消的狀況，所以一定要列出來。而
客戶也大多能接受，一旦取消也會按照契約付款。至於少數沒有列出來的情況，
可能與其合作的對象及產業有關，活動變數大的客戶相對不願意接受取消條款。

根據陳曉瑩（2016）的研究，將近七成的口譯員認為應該將事前準備的時間
成本納入訂價內，但只有四成的口譯員實際上會如此做。陳曉瑩（2016）認為有
以下原因：一、口譯員按照行情報價，沒有提高價格的空間；二、事前準備成本
難以量化；三、客戶無法理解準備所需的成本。相較之下，本研究將事前準備的
成本以取消條款的形式呈現，雖然只有會議取消時才拿的到這筆款項，但客戶似
乎比較會買單，筆者推測可能是因為取消條款涉及兩種不同的成本：事前準備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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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時間成本，以及萬一取消無法接其他案件的機會成本。以這兩種成本的角度
來溝通，客戶也許較能夠理解。

肆、錄音條款
問卷填答者 100%同意應在契約中列入錄音條款，實務上有將近八成的人通
常會將此條款列入。背景變項卡方檢定顯示，「接受過研究所訓練者」同意程度
較高，且多半會列出來，未接受研究所訓練者則傾向不列或偶爾才列。

根據上述背景變項所造成的落差，本研究邀請了不同訓練背景的受訪者進行
訪談。「未接受過研究所口譯訓練」的受訪者表示，之所以偶爾才列錄音費用和
其主要承接的工作性質有關，雖然那些案子都會錄音，但都是作為內部研究使用，
所以不收錄音費。
焦點團體是一種調查和研究方式，所以一定會錄音和錄影，但這樣的
錄音在市場研究中是不能另外加錢，而且他們一定會在現場跟受訪者
說清楚說這是研究用的，不會對外轉播，所以不是為了商業用途。我
是唸了博班之後從其他口譯員那邊才知道一般的錄音也要另外收費。
（受訪者 C）
其他兩位「未接受研究所訓練」且「從未」列出錄音費的口譯員並沒有留下
聯絡資料，因此無從得知背後確切的原因，但從受訪者 C 的答案可看出其跟「受
過研究所訓練」者的差別。受訪者 C 認為錄音錄影若非為了商業用途，則不加
收錄音費，但范家銘（2005）的研究指出，錄製下來的口譯內容，無論是轉成文
字檔作為內部使用，或製成對外播出的影片及網路直播，都有侵害口譯員著作權
之虞，因此皆應收取一定比例的錄音費。此概念可從「接受過研究所訓練」的受
訪者回答中看出：
我有分成內部做紀錄、公開播放包括直播，和商業用途，分成這三個
層次。版權的概念是來自范家銘老師的碩士論文，關於衍生版權。他
舉的類比有點像是歌手開演唱會，和之後把他現場的錄音又再做成
DVD 販售，後者就是衍生版權；有點像是口譯員現場的口譯，錄音之
後拿來做別的事情。(受訪者 D)
口譯費用本身應該只包含當下的服務，但如果要錄下來保存，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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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使用的話，感覺就會涉及到另外一個著作權的問題。口譯是譯者的
創作，如果要公開播放的話，譯者應該有權利決定。（受訪者 G）
受訪者 D 對於錄音費的概念也是來自范家銘（2005）的研究，可見研究所
訓練時所接觸到的文獻，有助於其未來實務上的應用。同時，這也展現了口譯培
訓學術化的功能，學術化不僅能帶動口譯知識體系的建立，也有助於釐清口譯的
概念和標準，讓外界更了解如何與口譯員合作；而口譯學生也能將學術文獻所學
應用在市場上，促進整體產業的專業化發展（Pöchhacker，2010）。
受訪者 G 年資尚淺，遇到需要錄音的口譯場合較少，因此列出此條款的經
驗不足，但根據研究所學長姐的相關經驗，也從而習得口譯著作權的概念。前述
受訪者 C 未受碩士班口譯實務訓練，因此 20 餘年的工作經驗中不常收錄音費，
但後來攻讀翻譯博士班時，在校友版臉書上看到其他口譯員的討論，才逐漸對錄
音費有較多的認知。由此可知，研究所時期的學術訓練，或是學校同儕之間的分
享討論，會影響口譯員對於錄音條款的認知及作法。

另外，「從業年數」也是影響作為的一項要素，從業年數越久，列出來的傾
向也越明顯。一位受訪者便表示隨著工作經驗增加，會愈知道如何隨著大環境的
改變，增添或修改契約內容，加收直播費用就是一個例子。
我覺得工作經驗也是有幫助，當你經驗越來越多，也會越來越知道哪
些要列上去，跟著大環境的改變，你也會跟著加更多東西。比方說，
以前沒有直播這個東西，但現在有，所以直播要加收的費用後來也要
加進去。（受訪者 F）
受訪者 F 進一步表示直播和錄音應收取不同比例的費用，收取錄音費同樣是
因為著作權的緣故，但收取直播費用是因為，在沒有限制觀賞權限的情況下，口
譯員變相需要服務更多的群眾。雖然受訪者 F 認為直播加價是因為多服務了另一
群聽眾，但根據陳曉瑩（2016）的研究，口譯產出是無形的，並非以商品的形式
販賣給客戶，因此口譯員是以時間為訂價單位，而非以聽眾人數來計算。口譯員
無論翻給一個人或是一群人，基本上價格應該都一樣。如果口譯員認為直播有必
要加價，或許可以朝著作權的方向來思考。
直播跟錄音加收的比例不一樣，錄音要加收錢的原因之一是那是譯者
的著作權，直播要加收費用的原因是，直播是沒有特定目標觀眾在看
的，主辦單位把我的產出內容公開在網路上，而且沒有辦法限制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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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權限。如果會議是實體加線上，等於說我是在服務兩群觀眾，一
群是現場有付錢進場的觀眾，另一群是線上不特定的、全球的觀眾。
（受
訪者 F）

伍、超時條款
針對契約上是否明列超時條款，也有 100%的填答者表示認同，實務上也有
81.40%的填答者經常列出此條款。受訪者皆同意口譯工作既需要投入時間，也需
要投入相當的體力，如果超時等於是要求加班，時間和體力上都會受影響，因此
須加收超時費。另外也有受訪者提到機會成本的概念，如果上半天的會議延遲，
不只會影響下半天工作的能力，甚至可能因而趕不上下一場工作，而需要找同事
代班。上述情況和 Cooper, Davies, & Tung（1982）的研究發現相同，該研究指出，
歐洲會議超時的情況時有所聞，口譯員的身心壓力也因此大幅增加，更讓口譯員
煩惱的是，會後往往無法再安排其他的工作，畢竟一旦超時就趕不上下一場會
議。
因為這就很明確地影響到了我們自己本身工作的付出，如果只是多個
十幾分鐘，稍微拖一點那當然還好，可是我覺得身體、精神等等，超
過半個小時以上就會感受到有額外多付出，我覺得這是基本應該要給
的補償。（受訪者 A）
原本半天的會議，我就預期中午要結束，所以我可能下午一點鐘又排
了另一個會，但如果會議延遲，可能會導致我下一場會遲到。如果這
邊超時，就會危及我去做下一場工作的能力，如果超時得非常嚴重，
我說不定還要請別的同事去代我下午的班，這種事情也是有可能發生。
（受訪者 F）
一位同時有做中日及中英口譯的受訪者表示，台灣客戶面對簽約的態度沒有
日本客戶這麼謹慎，台灣客戶比較不會仔細去讀契約的內容，簽訂契約比較像是
一個形式而已。如同吳鎮宇（2011）的研究所說，客戶對合約的態度是「台灣市
場獨特的不利條件」
，導致口譯員在簽約時必須要特別強調可能衍生的額外費用，
避免客戶因忽略此條款而在日後拒絕支付。

但就算客戶同意簽約，事後還是有可能會以經費不足為由，跟口譯員討價還
價，尤其是取消費和超時費，客戶不願支付的情況時有所聞。但只要客戶沒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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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或是理由充足可信的話，受訪者也不會鐵板一塊強硬回絕，而是盡量與客
戶協調，達成雙贏的局面。
我覺得日商或是日系客戶，他們看重契約的程度會遠勝過台灣的客戶，
因為他們要確保說，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契約裡面有沒有寫到。
但台灣的客戶感覺是契約簽完之後，就你知我知，當成一個形式而已。
（受訪者Ｅ）
日本客戶對於取消超時這種條款都很 ok，因為他們都習慣了。反而是
台方會想要跟你凹，有些就會說，哎呀只有超過 15 分鐘嘛～我就說 15
分鐘也是半小時，我們是半小時收費的。我覺得是民族習性，有的時
候就會說，哎呀我們合作這麼久了，開始套人情這樣。當然我們也希
望這種事情不要常常有，但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就不通情達理，畢竟
能夠跟客戶有長遠的合作才是重要。比方說疫情期間還給我們
60%~70%的案子，這種我們就不會去斤斤計較。因為自由譯者就是在
經營自己的事業嘛。（受訪者Ｅ）
如同受訪者Ｅ所遇到的狀況，其他受訪者也有提及台灣客戶耍賴或是討價還
價的情形，如果溝通之後客戶還是不願意給付超時等額外衍生的費用，受訪者通
常不會因此走上法律途徑，而是衡量客戶的誠意及預算，試著找出折衷的解方。
受訪者表示，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態度，主要還是希望能夠與客戶保持長期合作的
關係。在陳曉瑩（2016）和孔令新（2020）的研究中似乎都能看到一個現象，口
譯員在與客戶議價時，往往為了日後生計讓步給客戶，也有許多口譯員屢屢站在
客戶成本的角度來思考最終報價，而非思考自己所投入的成本。這樣的結果一方
面反映出，台灣客戶對口譯的工作和價值認知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台灣口譯員
的專業自主受限，無法強而有力地在不受他人干擾之下堅持產業的標準。

陸、保密條款
填答者高度認同契約中應涵蓋口譯員該遵守的保密條款，76.75%的填答者實
務上通常會列出來。受訪者皆指出，保密是口譯的專業規範，不得在未經客戶同
意的情況下，向第三方透露會議資訊，或以此獲取不當利益。之所以有這樣的概
念，除了在研究所上課時有聽老師提過之外，工作上也多少遇過客戶要求保密的
情況。相較於口譯員自己列出的版本，客戶或中介的版本通常較嚴格，且會詳述
口譯員洩密應承擔的責任或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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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老師提供的那份樣版裡面有這條，我好像就一直沿用，老師上
課也有大概提到這樣的概念。有一些翻譯公司的保密條款更嚴格，大
意大概是說，口譯員如果因為洩漏保密資訊，而衍生出法律責任的話，
這個責任一概由口譯員自己負責。（受訪者 D）
在研究所上課的時候，老師有說過。在工作的時候也多少會有感覺到，
比如說有些政府單位的案子，可能涉及的資料比較保密，或是企業的
案子，他們的案子是有時效性的，其實在看資料的時候就會有感覺。
有些客戶可能就會另外請你簽保密條款。（受訪者 F）
雖然受訪者皆高度認同且表示會遵循保密規範，但實際上是否會列出則因人
而異。會列出此條款的口譯員認為這是誠意的展現，也能為專業形象加分；至於
不會主動列出的人則認為，保密條款涉及的是客戶的權益，有沒有列出來自己不
會太在意，但一定會遵守。
我覺得把保密條款寫在合約上面，是一種誠意的展現，讓客戶知道你
是在意這件事情的。而且列出來有讓我覺得更專業的感覺，滿多口譯
員接觸到的內容其實都是很機密的，客戶大概也會對口譯員提出這個
要求，但如果在客戶提出這個口頭要求之前，他就已經看到你在合約
上有這種書面的描述，他就會有種你懂我的感覺，會提升口譯員的專
業形象。（受訪者 D）
保密條款有沒有在合約上面，其實我沒有那麼在意，因為這件事情其
實涉及的是客戶的權益。如果客戶看完契約或報價單，他自己對於有
沒有這條在上面沒有意見的話，那我自己並不會那麼介意。但以職業
守則來講，無論這條有沒有在合約書上，我們還是一定會遵守的。（受
訪者 F）
此結果與吳鎮宇（2011）的研究相呼應，根據其研究，台灣會議口譯員認為
最重要的專業倫理規範為專業的工作態度及舉止，其次便是工作內容及資料的保
密，足見口譯員對這項工作倫理的重視，因此無論是否列出保密條款，都會予以
遵守。

但以專業化發展的角度來說，制定出書面的倫理規範並且對外宣傳，其實有
其功能存在。當外界知道專業人士會依規行事，不會濫用知識及職權時，便能強
化大眾對該專業的信任（Maciver，1955）
。一旦取得大眾或政府信任，甚至能夠
進一步獲得更多權限，不受他人的監督干涉，提升專業自主和對市場的控制
（Freidson，1970a；Wilding，1982）。Hale（2007）的研究結果也指出，口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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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按照一套倫理規範來行事，不僅能加強自身的專業意識，外界也更能認同口
譯員的專業素養。因此，筆者認為在契約中主動列出保密條款，對於口譯產業的
專業發展將能有所助益。

柒、儘早提供會議資料
針對契約中是否應請主辦單位儘早提供會議資料，填答口譯員高度認同此敘
述，實務上大多口譯員也會將其列在契約中。「受過研究所訓練」的口譯員對此
條款的認同度高於「未受過訓練者」，實際訪談可發現，研究所時期接受高標準
訓練的口譯員，進入市場之後也習慣以高標準對待每個案子，準備起來馬虎不得，
自然也非常在意客戶是否能夠儘早提供資料。
我們接受了老師傳達的觀點，跟客戶的溝通是很大的責任，不能亂來，
為了這個重大的責任，我們也接受了高標準的考核，當你已經高標準
慣了，你就會無法接受低標準。對我來說，每次口譯前都要像剛出道
一樣認真準備，每次口譯時都要當作最後一次上場一樣好好珍惜。（受
訪者 H）
訪談過程中，多位口譯員和受訪者 H 一樣，在研究所時期接受老師的耳提
面命，進入市場後也都是抱著戰戰兢兢的態度，期望能夠提供最高品質的口譯服
務。而他們這麼做不僅只是為了建立個人口碑，更考量到口譯產業的整體專業形
象，可說是具備 Vollmer & Mills（1966）及 Greenwood（1957）所謂的集體專業
意識及文化。Vollmer & Mills（1966）更進一步指出，專業程度高的職業是透過
專業意識的徹底內化，來展現該有的專業行為；反之，專業程度較低的職業，則
需要外部時時加以約束管控。以這個角度來看，受訪口譯員普遍具有專業意識，
並且能夠自律。

至於是否會在合約中列出這項條款，會列出的受訪者認為可以用來提醒客戶
提供資料，萬一遇到客訴的情況，也可以拿出這條來自保。
我有列上去，可是多數都不會真的乖乖地給。我就列說，根據 AIIC 的
標準應該要一個禮拜之前就要給，可是我也只是列上去而已，我覺得
只是一個提示的作用，也不可能因為這個而去告他們。（受訪者Ａ）
列出這一條我覺得有一點是口譯員的自保，今天如果客戶提供的資料
真的太晚或太少，然後導致口譯員表現出問題，然後有被客訴，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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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戶很機車地用這個理由來跟你說，你們表現不好喔，費用可不可
以少一點，我覺得就是一個自保；就是提出來說，我們當初有說資料
要提前給，可是你們又沒有給，那這樣怎麼辦呢？（受訪者 A）
沒有列出的口譯員則表示，寫在合約上效用不大，真的需要資料的話，直接
跟窗口索取比較快；另外一個原因是，客戶本身可能也不確定拿不拿得到資料，
所以不願意在契約上做出承諾。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希望主辦單位儘早提供資料，直接打電話是比較有
效率的方式，或是用 LINE 或 Email 的方式，來跟他們索取比較有效率。
我覺得寫在合約或報價單上，沒有什麼用處。因為你也不可能說，主
辦單位沒有在你希望的時間內提供資料，你就不做這個案子。（受訪者
F）
我覺得白紙黑字寫下來對於譯者來說當然非常喜歡，但是很多時候如
果變成白紙黑字，主辦單位感覺就會有點怯場，或是覺得這個譯者不
好搞。但就算不寫在契約裡，我一定會奪命連環 call 負責人說我需要資
料，次數會隨著會議快要到的時間增多。（受訪者 E）
無論是否將此條款寫在合約上，受訪者表示會前一定會積極索取資料，顯示
其對工作的認真態度。另外也可以從訪談中得知，口譯員多半需要主動催討資料，
但是能拿到幾成是另一回事。此結果與歐洲會議口譯員遇到的情況相同，事前拿
不到完整會議資料是很常發生的事情，講者照稿念的情況也有七成機率拿不到稿
子。如果會議主題難度高，而講者又因為讀稿加快語速的話，都會讓口譯員壓力
極大（Cooper et al.，1982）。即便如此，考量到資料提供並不完全是主辦單位能
掌控的事情，有可能是講者未能及時提供或諸多其他因素，因此台灣受訪口譯員
也表示，就算資料不齊全也不會認定客戶違約，因此也不會產生違約金的問題。

捌、提供合適的設備
針對是否應在契約中請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設備及器材，有 81.40%的
填答者認同。但實務上會列出來的人相對其他條款少，僅約略超過半數。認同此
條款的受訪者強調音質對於口譯產出的重要，列出來一方面可以提醒客戶確保有
合適的設備，另一方面也可以當作免責聲明。另有受訪者提到，自己不是資深口
譯員，因此契約中只敢提「合適」的器材，不敢「指定」設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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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比較像是個免責聲明，如果今天器材發生問題，導致現場觀
眾聽不到，或是逐步的麥克風線沒有接好，音響沒有設定好，導致觀
眾聽不清楚或是有人客訴，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自保的措施。一樣也有
提示的作用，就是提醒客戶要弄好設備。如果是在逐步的狀況，也是
方便我提醒客戶要多準備一支麥克風給我，就是我有列在合約上了，
然後我再跟他提要求，好像會比較名正言順的感覺。（受訪者 A）
其實我們在這個行業裡，也只有老師輩的人會在報價單中指定口譯設
備，老師輩的就一定要 Bosch 或 Sennheiser，其他的都不接受。如果我
每個案子都指定要這兩個牌子，我大概就餓死了，所以我就不會這樣
做。沒那個份量不能開那種口，所以對我來說，有提供設備就好。（受
訪者 H）
比較好的就是 Bosch 和 Sennheiser 這兩種設備。其他品牌的口譯設備很
多時候不是很 OK，甚至有時候音效工程師會翹班。之前有一家設備商
在處理好試音之後，他人就不見了，音效出問題時都找不到工程師，
當時是辦在飯店裡，我以為工程師去飯店別的地方，結果飯店每一樓
都找不到他，我覺得工程師一定離開飯店了。（受訪者 H）
根據 AIIC（2015）的建議，設備人員應全程在場，以確保穩定的音質，然
而受訪者 H 遇到工程師落跑的情形，正突顯出 Hsu（2008）所指出的問題，台
灣的會議主辦單位和設備人員不甚了解口譯需求，讓口譯員必須分心注意設備事
宜。未來譯者在要求設備時，不只要注意硬體設備，也要注意設備人員的狀況。
另外，受訪者 H 也提到，其年資和口碑尚未達到老師輩的水準，因此和客
戶提要求時，不敢要求最高標的設備。這點符合曾仁德（2005）所說，資深且口
碑良好的口譯員已經與客戶建立堅實的信任，客戶對其有高忠誠度，因此在工作
條件的要求上比起資淺口譯員更為容易。而受訪者 A 將此條款列入契約的好處
就在於，要求起來比較名正言順，不會讓客戶覺得這位口譯員很難搞的感覺，這
或許對話語權較弱的資淺口譯員來說會是個好方法。

對本題持「沒意見」且「從未」列出的受訪者各有不同的理由，其中一位認
為口譯員可以給予客戶設備相關的專業建議，但寫在契約上有點太過強硬，畢竟
不是每個客戶都有預算和能力提供專業設備。另一位口譯員則認為寫出來效用不
大，不如直接詢問客戶設備的狀況。
為了更好的產出，我們可以建議架設一個口譯廂，比較不會有干擾，
現場聽眾也不會一直聽到口譯員的聲音在後面，大家的品質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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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知道客戶有這個預算，空間也足夠的話，可以建議或教育他
們。可是我覺得如果強硬地要求，我覺得不太適合。（受訪者 C）
我不認為口譯設備和器材這方面，明寫出來會有多麽大的改變。事前
我一定會問說，請問你們有沒有跟同步口譯員合作過，或是知不知道
同步口譯怎麼運作。大部分都會說知道，如果有不知道的，大部分都
會請我直接建議設備廠商，很少遇到不知道還要自己搞的。
（受訪者 E）
從訪談中可知，儘管受訪者對此條款的認知和做法不一，但都會盡可能在事
前與主辦單位溝通當天設備的狀況，表示受訪者對於口譯品質的專業需求都有一
定的認識。受訪者Ｅ另外補充，即使自己不會寫出來，但對於剛進市場的口譯員
來說，寫出來多少還是有幫助。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也提及目前疫情期間，遠距口譯設備使用的情況。目前
遠距口譯似乎還是面臨許多音質和設備不穩的問題，如果是比較有經驗的客戶，
情況似乎好一點，但整體上情況仍有待改善。AIIC（2020b）在疫情期間，也針
對遠距口譯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包括費率、保密協議、技術支援等諸多面向，
建議未來研究可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我比較幸運是因為，我目前案子主要來源都是固定的客戶，一個客戶
是固定用遠距，所以他們都習慣了，知道會有什麼問題，音訊不好等
等他們都司空見慣了。另外一個是他們改用遠距，雖然第一次跟我合
作的時候，還是有出現一些小問題，可是後來有慢慢改善，聽眾也習
慣遠距的模式了，所以問題有慢慢地減少。我個人比較沒有像同事有
那麼多悽慘的聲音，我這邊運氣比較好一點。（受訪者 A）
每次的遠距音質都是低於平均值，工作都沒有成就感，其實也是滿痛
苦的，也不知道自己在翻什麼。遠距口譯很常發生的狀況就是，翻完
一天不知道自己翻了什麼。就會覺得老師那幾年教導我的，也沒有辦
法發揮價值去服務客戶。拿到錢時會覺得好像沒有做什麼就拿到，有
點愧對客戶。（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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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管轄法院
針對契約中是否應明列爭議排解所在的管轄法院，認同比例雖有七成，但相
較其他條款，此比例是最低的一項，實務上會列出來的也只有三成。

選擇「同意」的受訪者表示寫出來的確能夠保障口譯員的權益，但因為從來
沒有遇過要打官司的狀況，所以列出來多半只是一個形式，或是沿用研究所老師
提供的契約樣本。客戶如有需要改到另一個法院，受訪者都可接受，畢竟台灣很
小跑一趟也沒關係。
我覺得管轄法院在法律上可能有一個特別的意義，但是我沒有那麼懂。
我只是看到老師的樣版裡有就沿用。我看好像滿多口譯員也都有沿用，
只是大家都不曉得為什麼沿用。好險這條也從來沒有用到過。（受訪者
D）
我覺得這的確是保護自己的條款沒錯，如果真的需要跑台北那就跑，
我也不要堅持在高雄。畢竟會展公司如果在北部，他們還是會要求以
北部為主。（受訪者 E）
選擇「沒意見」的受訪者皆表示從來沒有需要訴諸法律的經驗，也從來沒有
聽過因口譯契約爭議上法院的案例，因此沒有特別想過需要列出管轄法院。
我目前想的到的爭議就是關於費用的支付或是定義，但這個好像在跟
客戶簽訂契約的時候就可以溝通跟協商的。一旦在契約上這樣寫了，
後續應該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問題；或是造成問題的話，好像也不太
會到上法院的地步。沒有聽過上法院的案例，所以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受訪者 B）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管轄法院寫進去，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口譯爭議
可能會要上法院，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也不知道有人在寫這個，我
也沒有看過。（受訪者 C）
以訪談結果來看，台灣口譯員鮮少遇到需要採取法律途徑解決履約爭議的狀
況，所以也沒思考過管轄法院的問題。會列出的口譯員多半是因為研究所老師有
提供契約樣板，才會沿用這項條款。有趣的是，即便就讀同一個研究所，也不見
得每一屆學生都有拿到契約樣板，沒拿到的學生通常不會列出來。本研究沒有詢
問培訓機構契約樣板的來源，但有受訪者表示內容和 AIIC 提供的樣板契約極為
相似，而 AIIC 的契約範本（2002b）也確實建議立約雙方應同意列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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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對可能發生的糾紛，且最好以口譯員所住地區的法院為主。有鑑於 AIIC 對
世界各地培訓機構及會議口譯員的廣泛影響力（Mackintosh，1999；Seleskovitch，
1999；Bancroft，2005）
，培訓機構所傳承的理念應該多少有受到 AIIC 的影響。
同時，這也突顯了培訓機構在鞏固業界標準上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拾、公版契約
專業組織是建立專業規範守則不可或缺的元素。由專業組織訂定公版契約，
對內能提供成員遵循依據，對外則能彰顯專業的形象（Meigh，1952；Wagner，
1955）。問卷結果顯示，填答者高度認同應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制定公版契約提
供同業參考。

訪談過程發現，資淺和資深的口譯員皆認同公版契約的存在。公版契約能幫
助譯者在剛進入市場時了解自己的權益，減少摸索時間；使用個人契約多年的資
深譯者同樣高度認同，因為公版契約相當於業界的標準，客戶會比較容易買單，
口譯員能省下與客戶溝通的時間，更專心地提升服務品質。
如同 Freidson（1970a；1970b）和 Wilding（1982）所說，當業界具備一套
通則，集體對外的力量就能增強，外界也將更尊重該專業的知識領域，並准許更
多的權限，如此一來，專業人士將能保障自己的自主性，減少外界的干擾和影響。
而如果這套準則是由一個強而有力的專業組織來推行，將能享有更高的權威性。
就像 AIIC 一樣，其所發布的專業標準和倫理規範，已在歐洲市場根深柢固，備
受尊重；當法國政府想要制定一套國家級的口譯標準，還受到 AIIC 的阻撓，因
為 AIIC 希望能自己規範自己的成員，不希望政府介入干涉（Bancroft；2005），
AIIC 的市場支配力可見一斑。
初入市場的時候會覺得合約這個東西好可怕，可是又不敢跟前輩要他
們的來參考，或是覺得前輩的可能不適用。所以如果有一個機構可以
提供一個最陽春或最基礎的版本，然後再讓每一個口譯員根據自己的
狀況再去做微調，或是拿這個公版，之後再去找更專業的法律顧問去
做諮詢，再請他們幫忙修。（受訪者 B）
公版契約如果能保障取消、付款、設備等範圍，口譯師就可以少浪費
時間去煩惱，然後就可以更專心地去提升品質。公版的好處是，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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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裡具有權威的東西，所以當客戶面對譯者時，就不是面對個人，
而是面對一個有規範的產業，也是一個通用的標準。（受訪者 H）
多位受訪者亦提及，公版契約若要達到最大的效用，譯者和客戶都必須遵守
相同的標準，才不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可惜目前台灣市場尚未有一個由
口譯專業組織制定的公版契約，因此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吳鎮宇（2011）的研究
也指出，目前口譯業界沒有公認且一體適用的專業規範，因此很難要求所有人予
以落實。但如果多數人都能夠身體力行，將能提升社會大眾對口譯專業的認知及
認同。
除非這個市場上的人，包括客戶和口譯員，都願意遵守這樣的遊戲規
則，否則總會是個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如果都是資淺的人，一個願
意放棄取消費，客戶當然會選擇越不搞事情的服務提供者。除非每個
人都遵守這個遊戲規則，否則公版的效力好像也不會特別大。
（受訪者
G）
現在的狀況就是產業沒有一個通用的標準，所以當客戶面對口譯師的
時候，他面對Ａ口譯師、Ｂ口譯師、Ｃ口譯師，就是ＡＢＣ三種不同
的標準。那本來就是一個買方市場，口譯作為賣方的聲音就會更小，
因為大家不團結，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受訪者 H）
台灣市場目前並沒有一個通用的公版契約，即便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有
公布一份制式契約，但多數受訪者並非參考該份制式契約，而是根據研究所上課
時所習得的相關知識或老師提供的樣板，同行使用的契約也是一個主要的參考依
據。正如汝明麗（2009）所述，台灣會議口譯產業目前仍然缺乏一個有力的專業
組織來制定職業規範。相較之下，培訓機構反而取代了專業組織的角色，協助學
生建立專業規範的意識，當學生將這份專業規範帶進市場後，便發揮了定錨的作
用，不只形成同儕互相約束的力量，也間接影響了未受過訓練的人士。
我記得碩二的時候有一堂課叫做口譯實務，老師有給我們一個樣版，
我看過大部分同事的合約都長得差不多，都以這個樣版為原型。但是
在開始工作之後，我會憑我自己的工作經驗去做一些增刪。
（受訪者 D）
上課的時候老師一定會說一些。工作的時候也陸續有機會看到一些同
行的合約，也會參考。（受訪者 F）
我的契約是參考前輩、同事的。我就跟前輩和同事說，可不可以借我
看他們用的契約，然後就要到了一份，再以那一份為基礎，開始調整
自己的。（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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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及使用狀況
一門專業的存在必須要有一群從業者集結起來互相交流經驗，並進一步正式
結社，來鞏固同業的聯繫，從而發展出專業意識，實踐該有的專業角色和行為舉
止（Meigh，1952）。雖然台灣目前沒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但統計結果顯示填
答者皆樂意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尤其「有受過研究所訓練」的口譯員認同
度又更高。

進一步訪談發現，同業互相交流能夠多學習他人經驗、避免踩雷，也能夠確
保搭擋使用同樣的標準和費用，呼應孔令新（2020）的研究結果，台灣口譯員普
遍認為搭擋應同工同酬，即使資歷不一，專業程度應不至於相差太大，另一方面
也不會讓客戶覺得可以因此有差別待遇，或傾向挑選價格低的譯者。
如果有資歷接近的人一起討論，或是可以跟前輩有交流的經驗，可能
可以避開一些不需要踩的坑或地雷。（受訪者 B）
因為我在行外太久了，所以真的會想要跟其他人聊聊他們的做法，多
學習。（受訪者 C）
如果跟同事一起接一個案子，我們之間費用上要有默契，比方說超時
費、錄音費、取消費等等，所以就是會討論一下收費標準是什麼，然
後看是用誰的版本，訂在多少這樣，金額跟怎麼收的部分會討論到。
（受
訪者 A）
我覺得科班生畢竟有一個小圈圈在，你想要給客戶折扣，沒有照著行
規來做，又沒有很好的理由，我覺得會滿有同儕壓力的。當然你想要
收那筆費用的話也比較好講一點，就是跟我同等級的口譯員都有收了
這樣。（受訪者 A）
總結來說，台灣口譯員普遍樂意互相討論契約規範，了解現行市場標準。即
使沒有一個專業組織，此舉仍有助於凝聚同業共識，鞏固專業規範及標準。至於
為何受過研究所訓練的填答者較樂意與同業互相交流，由於未訪問到不同意者，
筆者無法揣測其出發點。但筆者在採訪過程中，確實感受到有受過訓練的口譯員，
屢屢表示課堂上經過老師和學長姐的指點之後，進入職場會特別小心避免破壞市
場行情。若能互相交流彼此的費率和依循準則，將能確保自己不至於成為產業的
害群之馬。而這種將個人行為與整體產業形象連在一起的想法，就是 Green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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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所謂對專業的使命感及認同感，同業間專業認同度愈高，愈願意維持一
致的標準，因此專業化程度也愈高。Vollmer & Mills（1966）也指出，若要促進
專業發展，應讓新手逐步學習並內化該專業的文化，而這時培訓機構便能有效發
揮這項功能。

拾貳、同業違反契約規範
專業規範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在於促進內部控制，約束執業人員的行為舉止，
以減少不道德的行徑及內部惡性競爭；當多數執業人員都能遵守一致的規範，也
能提高客戶對該專業的信任（Maciver, 1955; Wilensky, 1964）
。對於違反行規的人，
專業組織通常會有懲罰機制，例如譴責、抵制，和撤銷會員資格等（Greenwood,
1957；Banter, 2003）。

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台灣雖然沒有口譯專業組織，無法進行實質的約束，但
同業間若有人違反普遍認同的行規時，可能會導致同事不願意與他合作，或不願
意轉介客戶給他，形同專業組織會祭出的懲罰機制。這對於以同行轉介和口耳相
傳為主要接案來源的翻譯產業來說，更是極大的約束力（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
Boéri（2015）也指出，AIIC 的同行推薦制和案件轉介機制，讓其成員或想加入
AIIC 的從業者不得不小心謹慎，避免違反行規落人口實，而失去未來的工作機
會。

訪談發現，有受過研究所訓練的受訪者表示，課堂上老師會提及職場道德守
則和口譯專業標準，在老師的耳提面命下，許多規範已逐漸內化，不但成為約束
自己的力量，也成為衡量工作夥伴的標準。另外，多數受訪者最無法接受同行違
反保密條款，其次則是惡性競爭或惡性殺價。
合約裡明明就有說不能夠洩漏關於會議的任何機敏資料，但他卻把活
動照片放在社群網站上，就會讓我覺得這樣誠信在哪裡？我覺得在這
方面誠信有問題，可以合理地推斷，可能在工作的態度上應該很有機
會會發生其他的問題。這個人是研究所體系出來的，所以就覺得更不
應該，因為我覺得在碩士班應該還滿耳提面命的吧！（受訪者 D）
我遇到過滿多很雷的譯者，他們可能沒有太多契約的觀念，就會變成
我要去幫忙猜屁股，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會直接把他們三振。特別是
如果有簽保密條款，你還在那邊打卡拍照，我覺得就違反了規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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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我下次如果有案子就不會想找他了。（受訪者 E）
如果有譯者或以前教過的學生在惡性競爭或惡性殺價，基本上我也會
列入黑名單。這個業界很小，有些時候廠商會說，誰誰誰報價都只報
一萬多，我就會打電話給那個同學請他不要胡搞，我說如果你賤賣自
己，就永遠不要跟我合作。（受訪者 E）

受訪者 E 進一步解釋為何自己會那麼在意搭擋是否遵守規範，原因在於擔
心自己的名聲會被搭擋拖累。至於個別譯者的行徑是否會傷害整體產業的形象，
有受訪者認為目前台灣口譯產業尚未集體化，不至於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情況，
但這位受訪者也表示，必須要有一體化的標準，才能獲得外界的尊重，並讓外界
更知道如何與口譯產業合作。

客戶永遠不會把兩個譯者分開看，他們會覺得譯者都是一起的，如果
對 B 的印象不好，連帶就會對 A 的印象也不好。（受訪者 E）
我們的口譯產業是很零散的，並不是一體的，有幾個譯者就有幾套標
準，所以一粒老鼠屎，不會壞了一鍋粥，因為所有的行動都會被視為
個人行為，而不是產業集體行為。雖然零散有零散的好處，但是弊很
大。一個產業要有標準化和一體化，才能獲得基本的尊重。而且最大
的好處就是外界更能認識我們的產業，更知道怎麼跟這個產業合作，
和怎麼運用這個產業提供的服務。（受訪者 H）

拾參、訴諸法律行動
若遇到履約爭議，僅有 65%的口譯員會採取法律途徑，為所有題項中同意程
度最低的一題。吳鎮宇（2011）認為台灣客戶並沒有很尊重契約精神，然而在遇
到糾紛的情況下，台灣自由口譯員往往為了生計而委屈妥協，很少會走上法庭對
簿公堂。

多數受訪者沒有遇過嚴重到需要上法院的情況，如果有爭議，通常會盡量跟
客戶做善意的溝通，找到雙邊都能接受的解決方式；如果遇到惡質不講理的客戶，
可能頂多發個存證信函，或把客戶名字公開到譯者聚集的社群平台上。這點呼應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報告結果：譯者普遍認為工作糾紛問題介於「普通」
和「不嚴重」之間，因此沒有嚴重到需要按鈴申告的狀況，如果能溝通就盡量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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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表示，盡量不打官司的主要原因是覺得太曠日廢時，打官司需要的時
間和花費可能早就遠遠超過能爭取到的金額，不如把這個時間拿去接更多案子。
顯然對於自由譯者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做決策常考慮到機會成本的問題。這點
與陳曉瑩（2016）和孔令新（2020）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口譯員高度認同時間成
本對於自由譯者的重要。
訴諸法律行動應該不限於上法院，寄存證信函也是一種法律行動。存
證信函還沒有到要告對方的地步，只是用來警告對方吧。為了幾塊錢
然後花更多錢去打官司好像沒有必要，拿這個時間去賺更多錢好像還
比較實際。（受訪者 B）
我會傾向不採取法律行動，因為我不知道這會對我有什麼影響，比方
說我到時候要不要出庭，要不要提交資料，這會不會浪費到我的時間，
這個時間我是不是用在工作上，或是其他事情上面對我來說更有幫助。
我不太可能採取法律行動，但我有可能會在「翻譯與譯者」等翻譯工
作者聚集的社群媒體上，公開這個公司是誰。（受訪者 G）
另外，也有受訪者如吳鎮宇（2011）所說，會為了與客戶保持長期的合作關
係，或是避免被其他客戶列入黑名單，而採取以和為貴的態度，並盡量從各方角
度去思考一個雙贏的局面。
比較小的事情就當面跟客戶討論，如果我要長期跟這個客戶保持一個
關係，我就妥協，或是找一個中間值的解決方式。如果客戶取消會議，
我就是盡量讓他從我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讓他知道他造成我的損失，
盡量用溝通的方式去解決。或是說如果下次又這樣子，我就可能會先
收個訂金，取消的話訂金就沒收。（受訪者 C）
我覺得這個圈子滿小的，廠商和翻譯社等我們都認識，所以我們盡量
是以和為貴。其實鬧上法庭對於譯者來說是滿傷的，特別是要靠自己
吃飯的自由譯者，畢竟這些事情一定會傳出來。廠商那邊可能就會覺
得這個譯者好難搞，聽說他上次告了誰這樣，很多時候案子就會因為
這樣而變少。（受訪者 E）
整體而言，受訪者訴諸法律行動的意願主要受限於自由接案者的工作性質。
一來是機會成本太大，二來是在這個以口耳相傳和長期固定客戶為主的產業（行
政院新聞局，2004）
，如果因一位客戶鬧上法庭，而被其他客戶列為拒絕往來戶，
不免得不償失。不過，客戶與譯者之間也是一個雙向的關係，如果合作中間有問
題，譯者自然不願意再與他合作；如果合作愉快，長期下來多半有個默契，也比
較不會發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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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專業組織協助處理爭議
問卷調查顯示，高達 85.9%的填答者希望能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協助處理履
約爭議。多位受訪者認為口譯員面對客戶猶如小蝦米對上大鯨魚，無論是教育客
戶、協調工作條件，甚至是處理合約爭議，手頭上的資源都不可能與客戶相比。
這時如果能有專業組織提供法律諮詢或相關後援，口譯員的聲量就可以大一點。
如果我對的是一個組織（客戶）的話，我的資源一定沒有它多。如果
有一個專業組織可以幫忙口譯員處理這類的履約爭議，或是可以提供
資源，比方說這個專業組織有固定配合的法律諮詢，那我覺得這樣對
於口譯員來說好像就不會覺得那麼辛苦，或是真的遇到的時候不會那
麼沒有頭緒。（受訪者 B）
雖然是自由譯者，本來很多工作都是自己在家裡做，但確實是會想要
有一個台灣版的 AIIC 組織，比較官方正式的感覺，可以在組織內有學
術上或業界經驗上的交流，而且可以讓大家集體站出來說我們收費就
是會有這些項目，會比較有後援的感覺，而不會需要每次都去解釋、
要去教育客戶。（受訪者Ａ）
前述受訪者的回答呼應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研究結果，多數譯者在遇
到工作挑戰時，往往得靠自己單打獨鬥解決問題。但如果有一個專業組織，口譯
員便能夠請求協助或進行諮詢。

訪談過程中，有兩位受訪者認為「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理應發揮專業組
織的作用，維護譯者權益，但實際與工會接觸後，卻發現工會服務會員意願不高，
對於口譯的專業知識似乎也不足，因此效果十分有限。
之前翻譯工會有推介一個口譯的案件，然後我就覺得那個會議的安排
很詭異，明明應該用同步的場合卻全部用逐步，然後又是多語種，我
就寫信跟會長說這個安排不對。我寫的很詳細，跟他說明逐步口譯和
同步口譯是什麼。然後他的回信就讓我覺得他沒有要理我，他可能有
種只是發個工作推介信，回那麼長一篇給我是幹嘛。我就覺得這是一
個沒有誠意的組織。這只是一個例子啦，但我覺得零零總總幾次和工
會接觸的經驗來說，都讓我覺得並不是一個服務性很高的組織。如果
有一個像 AIIC 的口譯專業組織，應該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功用吧。
（受
訪者Ｄ）
我覺得需要一個專業組織，我本來以為同業工會會有一點這樣的角色，
結果沒有，它只是勞動節發禮物，偶爾辦一些課程，像是機器翻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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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它不是著重在口譯，它就是以整體翻譯為主。（受訪者 C）
我覺得工會在爭取口譯權益的角色上做的不是很多，因為他們不是翻
譯執業者，他們是專業的理事長和秘書長，他們的專業是行政庶務，
翻譯的東西他們不專業，所以工會沒有辦法幫助譯者權益的維護，可
能要另外一個口譯專業組織來做。（受訪者 C）
十餘年前的文獻指出，缺乏專業組織是口譯員面臨最嚴重的挑戰之一，因為
其權益無法受到充分的保障（行政院新聞局，2004；曾仁德，2005；汝明麗 2009）。
然而今天的台灣口譯市場似乎還是遇到同樣的問題，即便有翻譯工會的存在，仍
然無法有效協助口譯員爭取工作條件和權益。對於台灣口譯員而言，加入工會頂
多只是為了勞健保和有限的案子推介。可見，一個專為台灣口譯員而設的專業組
織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汝明麗（2009）指出，台灣的翻譯專業組織由於本身定位的緣故，而限縮了
其代表整體產業推動譯者權益、控制市場的能力和意願。雖然汝明麗（2009）主
要是指臺灣翻譯學學會，但這項敘述其實也適用於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及台北
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翻譯業職業工會服務的對象眾多，涵蓋口譯、筆譯
及手語翻譯，因此可能無法完全專注於口譯產業的權益。雖然都是翻譯，但口譯、
筆譯和手語翻譯所需的工作條件、專業標準、費率和市場都非常不同，就連口譯
產業本身都必須區分會譯口譯和社區口譯，才能更加明確地定義成員的組成，並
依此量身訂製相關規範。美國的工程界就是因為一開始涵蓋各種工程類別，所以
無法形成一體適用的守則，而後才紛紛各自成立不同的工程師協會，進而有效地
提升各自的專業化發展（Newell，1922）。

至於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有可能因為服務對象為翻譯公司行號（蔡依
舫，2011），而非口譯人員，因此無法充分站在口譯員的角度來思考制式口譯契
約。很顯然，其契約內容相對簡略，許多 AIIC 建議的條款都付之闕如，也難怪
多數受訪者都不是參考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的制式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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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伍、中介單位協助處理爭議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報告指出，受訪者認為中介的功用為「維繫客戶
關係、使案源穩定、洽談酬勞及收款，以及應協助處理爭議」。有趣的是，本研
究的填答者似乎較傾向由專業組織協助處理爭議，而非中介組織。

訪談過程發現，受訪者同意中介單位有存在的必要，中介能夠協助處理行政
庶務以及與客戶的對接，省下的時間口譯員能夠再去接其他案子，尤其是集思、
嘉和等會議公司，不但具備口譯的專業知識，也會積極為口譯員爭取權益，甚至
提供優質的設備。
如果是透過中介接案，當然是中介要去處理這個問題，因為對我來說，
中介的定義就是處理這些事情，不然它為什麼可以從我的酬勞中抽成
呢？中介的功能就是處理跟客戶的對接、付款和一些行政的東西。而
且跟客戶對接是個我沒有的專業技能，所以對我來說這就是中介存在
的必要。每個人都是服務提供者，那處理爭議就是中介提供的一項服
務。（受訪者 G）
集思和嘉和會為譯者爭取設備、提供資料，向客戶解釋工作性質等權
益。以音質來說，嘉和的設備本來就不會有問題，我從來沒有遇過嘉
和設備出問題的事情。跟嘉和合作的好處是，他們的 PM 很有經驗，
知道我們需要事情要資料，就可以省掉我們自己去打電話的麻煩，或
是省掉我們再去跟別人解釋一遍我們為什麼需要的麻煩。（受訪者 F）
至於為何填答者傾向由專業組織解決爭議，而非中介單位？受訪者指出，中
介的本質為營利單位，主要業務還是服務他們自己的客戶，而不是服務譯者，因
此無法像專業組織一樣，完全站在譯者的角度思考。甚至有受訪者表示，中介有
時候會站在口譯員旁邊，有種被雇主監視的感覺。誠如 Ozolins（2007）所言，
中介單位雖然常被視為口譯員的合作夥伴，但實際上中介單位需要服務的對象是
主辦單位，口譯員只是中介的廠商，因此可以想見，「監督」口譯服務儼然也是
中介單位必須負責的項目，難怪中介會被 Ozolins（2007）形容為「口譯員的第
三個客戶」。
中介畢竟是一個營利單位，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中介不是為了爭取口
譯員的福利而存在，他們還有其他營運考量、行政費用和人事費用等。
我覺得要中介為口譯員謀福利是有點困難的，他們可以幫口譯員跟客
戶爭取，但只是一對一的概念，但如果是口譯專業組織，就可以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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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市場的角度，來純粹為口譯員謀福利。（受訪者 G）
中介是要服務他的客戶，所以我覺得中介來看的時候，無論是來看工
程師或是看口譯員，都是要看有沒有做的好，讓他的客戶可以滿意。
我跟中介合作的機會不多，少數有合作的時候我感覺比較像是來巡察、
來監視的感覺。可能跟中介比較常合作的譯者，就會跟中介建立比較
好的關係，或者覺得像夥伴的感覺。（受訪者 A）
受訪者Ａ提到，專業程度高的中介才能真正擔任口譯員和客戶之間的橋樑，
如果真的有客訴的情形，才能正確評估是哪一方的責任，並做出相應的措施。然
而其他受訪者也提到，多數翻譯公司或會議公司等中介單位，根本不具備口譯的
相關知識，因此也無法真的協助譯者進行溝通，充其量只是賺取佣金的營利公司
而已。
這市場上有很多翻譯公司或會議公司，沒有要幫譯者爭取權益的意思，
他們根本就不懂翻譯在幹嘛，它就只是一個賺取傭金的營利公司而已。
比方說有很多翻譯公司的承辦人，每次都要跟他說逐步同步口譯是什
麼，連這種很基本的東西都不知道，怎麼可以做翻譯中介呢？怎麼能
做翻譯社的聯繫人，就覺得很怪。我覺得這可能是台灣一個特殊的狀
況，還沒有發展成熟的產業吧。（受訪者 D）
就上述受訪者回答來看，除了少數幾家中介單位有辦法為譯者爭取權益，多
數中介似乎能做的非常有限。有受訪者認為，他和中介的關係比較像是賣方和買
方，如果真的發生客訴或爭議，中介大可不必耗費心力去處理，而且下次大概就
直接找其他譯者了。
我去年底剛好有一個客訴案，那個案子其實很冤枉......站在中介的立場，
他其實不需要聽我辯解，他沒有那個必要，他們面對我的時候是買方，
他們以後可以用別的譯者，不需要用我。還好我跟這個翻譯社已經合
作四年了，他們覺得我不像那種會怠忽職守的人。如果這件事發生在
我跟中介合作的初期，那我就是直接出局，直接被列黑名單。但我覺
得以後跟這個翻譯社的合作多少還是會有影響。我們只是渺小的賣方，
只能任人宰割，我為魚肉嘛。在口譯市場，譯者就是魚肉。
（受訪者 H）
本研究受訪者普遍認為中介扮演的是買方或是客戶的角色，這和黃經偉
（2010）的研究結果大不相同。黃經偉（2010）指出，其受訪的口譯員中，有一
半認為與中介像是僱傭關係，另一半則認為比較像是合作夥伴。筆者推測這與年
資相關，資深且口碑佳的口譯員在市場上享有聲譽，中介也仰賴這些譯者提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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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單位優質的口譯服務，因此彼此為互信互惠的關係。而本研究所訪問的對象多
為年資五年以下的口譯員，可能因此產生觀點上的落差。

無論中介是否具備口譯相關知識，或者是否能夠協助教育客戶、為口譯員發
聲，單就中介為主辦單位提供口譯人才這項服務來看，中介就已經能在口譯產業
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並且能夠對市場進入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汝明麗（2009）
就曾對此表示，中介對口譯員爭取專業自主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

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許多口譯員認為自己的話語權和議價能力遠遠不及中
介，尤其在這個僧多粥少的買方市場，更是處於弱勢的局面。這時如果中介逐漸
擴大其職權，為主辦單位提供整包式服務，包括設備、人員的提供，契約協調和
爭議的處理，那麼可能會產生 Abbott（1988）所形容的情況：當一方能夠壟斷某
一產業絕大多數的處理權時，便能削弱其他行為者的專業自主，並將其他人納入
自己的管轄範圍內，如同醫師與護理師之間的從屬關係。目前大型的專業會議公
司還屈指可數，若要及時維護口譯員的專業自主，建立一個專屬口譯員的專業協
會可說是當務之急。

以上訪談內容是針對中介單位能否協助處理爭議，但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點
是，口譯員透過中介接案時，多半是與中介簽訂契約，並且由中介付清款項，這
時如果有履約爭議的話，需要面對的對象就變成了中介。因此對於譯者而言，不
能完全仰賴中介，自己也必須具備契約的相關知識，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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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分析總結
總結本章訪談結果得知，受訪者高度認同契約能夠保障口譯員的權益，對於
基本口譯契約內涵的認知也是相當一致。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受過研究所訓
練者在課堂上曾聽聞老師提及相關契約規範，或在課堂上拿到一份契約樣板，因
此在進入市場後，大致上便延用契約樣板的內容，並根據實際狀況進行增刪。另
一方面，同業間的交流也是促成此結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同步口譯的場合，
搭擋通常會就契約內容及費用達成共識，因此在一來一往之後，日後所使用的契
約似乎也大同小異。無論是否受過研究所訓練，受訪者皆表示，同業間的交流能
增進彼此對契約的知識，也能凝聚集體的共識。

在實際執行方面，資淺及資深譯者的回答明顯有所差別。資淺譯者自行接案
時，可能因為經驗不足，或是覺得自己缺乏議價能力，而不敢要求客戶簽訂契約，
或是強力要求相關權益。愈資深的譯者遇過的狀況愈多，愈知道如何與客戶或中
介協商溝通，進而調整契約內容來保障個人權益，同時議價能力也相對較高，合
約中會列出標準更高的需求。非科班出身的譯者雖然也知道相關契約費用和規範
的存在，但相對來說比較不會和客戶堅持，可能是因為科班出身譯者之間已形成
一個小圈子，如果給客戶折扣或是沒有照著行規走，很容易面臨同儕壓力。

但無論是否為科班出身，資淺或資深譯者，多數受訪者似乎都是面臨賣方聲
量較大的買方市場。許多受訪者提及，面對客戶或中介時，如果太過強硬或是要
求太多，很容易讓對方覺得很難搞，而面臨案子減少的風險。台灣客戶尤其喜歡
套人情，希望譯者在某些費用方面做出讓步，而譯者為了與客戶有長遠的合作，
只要不是太過分的要求，都會保持一些彈性。若是遇到履約爭議及糾紛，多數受
訪者不會訴諸法律行動，除了機會成本太高之外，也是擔心日後會被其他客戶列
入黑名單。

由此可知，即便有了契約的保障，台灣會議口譯員在資源和聲量上，仍然較
客戶及中介弱勢許多。口譯員處於各自分散的狀態，很容易被客戶及中介一一擊
破，影響了口譯員的談判權和議價權。台灣的市場現況突顯了產業標準化和一體
化的需求，多數受訪者認為，應該要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負責制定公版契約，如
此一來，才能發揮集體的力量，展現口譯專業的權威，讓外界更知道如何與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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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合作，以及如何使用口譯服務。相對地，專業組織也能對內要求成員遵守契約
規範，確保成員行為符合專業要求，提升整體產業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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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及其意涵
本研究以專業化文獻理論為基礎，盤點契約規範在專業化過程中扮演的功能
及角色，並透過混合式研究方法，探討台灣會議口譯員對於契約簽訂及內涵所抱
持的觀點，以及實際執行的狀況。筆者期望能以契約的角度，檢視台灣會議口譯
產業專業化的程度，並協助口譯員思考契約條款背後的意涵。以下將就四個研究
問題進行總結。

研究問題一：口譯員認同哪些契約相關陳述，哪些不認同？
本研究共列出 15 項關於契約簽訂模式、基本條款及相關議題的陳述，其中
12 項有高達八成以上的台灣填答者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
，而明列付款方
式期限、取消、錄音和超時等四項陳述更是獲得填答者 100%的認同，顯示口譯
員對於本研究根據 AIIC 專業標準和契約範本所列的陳述已有高度的共識。除了
統計結果之外，訪談結果也能發現，口譯員填答的理由也是大同小異，例如，多
數受訪者皆有機會成本和著作權等概念，因而認同取消費和錄音費存在的必要。
受訪者對於專業態度和專業品質的追求，也讓他們高度同意應請主辦單位儘早提
供會議資料及合適的口譯設備。由此可見，台灣會議口譯員對於條款背後展現的
專業精神，也呈現相當程度的一致性。

填答者認同度較低的前三名為：訴諸法律行動、列出管轄法院、由中介單位
處理爭議，這三項皆與履約爭議相關。訪談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是否列出管轄
法院多半沒有意見，且多半認為自己不會訴諸法律行動。主要原因有三，首先，
與客戶合作已有相當默契，沒有遇過嚴重到需要按鈴申告的狀況，呼應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2）的報告結果：譯者普遍認為工作糾紛問題介於「普通」和「不嚴
重」之間。其次，走法律途徑太曠日廢時，以機會成本來看，不如把時間用來接
更多的案子。再來，譯者也擔心若鬧上法庭，可能會被其他客戶認為是「難搞的
譯者」，為了日後生計還是以和為貴為上策，可見譯者相較客戶來說，仍然屬於
較為弱勢的群體。有趣的是，在處理爭議時，填答者及受訪者對於中介居間協調
的功能並不是特別認同，此結果與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的結論有所出入。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2）指出，譯者普遍重視中介處理爭議的功能，然而本研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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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時卻發現，受訪者對於中介的信任度不高，除了少數幾家中介會為譯者爭取權
益之外，其餘不是對口譯工作不甚瞭解，就是多半站在自身營利的角度思考，讓
受訪者對於中介處理爭議的能力和意願有所疑慮。然而，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
與聲譽良好的中介合作，與其等待中介產業發展成熟，不如期待一個口譯專業組
織為口譯員發聲。

研究問題二：口譯員實際上列入哪些契約條款，哪些沒有列入？
本研究針對問卷前 9 題進行觀點和實際作為的卡方檢定，結果顯示口譯員的
觀點和作法相當一致，認同度高的條款實際有列入的比例也較高，認同度低的條
款實際上列入的比例也較低。

雖然卡方檢定顯示觀點與作為一致，但填答者實際作為的比例都少於認同的
比例，表示其實際執行時可能遇到了某些困難，而無法採用最理想的契約版本。
本研究在此歸納出幾項譯者遇到的狀況：針對價格相關的條款，缺乏談判籌碼是
譯者最大的阻力，多位受訪者提到自己面對的是買方市場，因此如果客戶沒有預
算，或是中介提供的契約版本少了幾項條款，通常不會太過堅持，而是願意妥協。
另外，請主辦單位提供會議資料、合適器材及管轄法院等條款，則是口譯員認為
有列有保障，但實質意義不大的項目。正如吳鎮宇（2011）所說，台灣口譯市場
簽訂的契約往往只是一個形式。受訪者表示，客戶不一定會認真細讀與價格無關
的條款，如果有需要會議資料或是確定口譯器材，直接打電話詢問還比較有效。
至於管轄法院條款，則是因為沒有遇過需要上法院的情況，所以也覺得沒特別需
要列出來。

研究問題三：口譯員的背景變項如何影響其回答？

口譯員的訓練背景和從業年數是影響其觀點和作為最主要的原因。受過研究
所訓練的口譯員相對認同問卷中的契約陳述，實際使用的契約也相對完整。訪談
時確實也發現，研究所的課堂訓練是受訪者最主要的契約資訊來源，尤其是在課
堂上有拿到契約樣板的學生，在進入市場後也大多延用這份樣板；另外，老師的
耳提面命及同業間所形成的默契，也是這些口譯員在市場上較堅持專業規範的原
因。另外，資淺的譯者一方面因為經驗不足，對於契約條款的應用較不熟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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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則是自認議價能力不高，因此實際會列出的項目和頻率也明顯較資深組
少。

研究問題四：以契約角度來看，台灣會議口譯產業是否有邁向專業化的趨勢？

專業工作守則對內具有提升服務品質、規範從業人員的作用，對外則能以集
體的力量，贏得客戶及大眾對該職業的信任，從而強化專業自主（Freidson，1970a；
Larson，2013；Wilding，1982）。因此，建立專業工作守則可說是專業化不可或
缺的要素之一。而契約條款作為專業工作守則的一環，其功能不僅僅只是確定工
作內容和付款金額而已，契約跟誰簽、怎麼簽、簽什麼內容，以及是否如期履行
等諸多面向，都能一定程度體現該產業的專業化程度。以下將以契約的角度，探
討台灣會議口譯產業的專業化程度。

台灣並沒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所制定的公版契約，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口
譯員之間似乎已經有一個默契，不只高度認可問卷所列的基本契約條款，對條款
背後代表的精神也有高度的共識，顯示口譯員對於工時、設備、會前準備等工作
條件有一定程度的要求，也展現出口譯員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責任和榮譽感。
此外，受訪者也十分注重自身及他人的行為舉止是否符合專業規範，包括是否履
行保密條款，或是是否有破壞市場行情的情況發生，表示譯者對於整體口譯產業
具有相當的使命感及認同感。以 Greenwood（1957）的論點來看，上述的態度和
舉止已然構成口譯產業獨有的專業文化。專業文化的形成有助於界定圈內及圈外
人士，進一步鞏固該專業在社會上的地位，畢竟如果不是圈內人士，恐怕也不會
知道有哪些基本契約條款的存在，更不可能對這些規範產生認同感。
多數受訪者採用的契約普遍都有涵蓋 AIIC 所建議的基本契約條款，而這些
條款大多都是台北市翻譯商業同業公會制式口譯合約書上付之闕如的，可見受訪
者並非參考翻譯公會所提供的制式樣板，而是在就學期間或與同業交流時獲得相
關資訊。雖然本研究沒有探討台灣口譯員使用的契約是否直接受到 AIIC 的影響，
但以內容重疊程度之高來說，確實可以看到 AIIC 的影子存在。這也呼應了
Bancroft（2005）的研究：世界各國的口譯訓練機構受到 AIIC 深遠的影響，且亞
洲口譯員普遍參考 AIIC 制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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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Tseng（1992）及汝明麗（2009）所述，台灣會議口譯產業在邁向專業
化的過程中，培訓機構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培訓機構取代了專業組織的角色，
協助學生建立專業規範的意識，當學生將這份專業規範帶進市場後，便發揮了定
錨的作用，不只形成同儕互相約束的力量，或許也能夠間接影響未受過訓練的人
士。

然而即便具備專業文化和專業規範，也不代表一個職業已經達到完全的專業
化，專業自主和產業支配力也是影響專業化程度的重要元素。本研究顯示，多數
人仍然希望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來制定公版契約，以此權威且通用的標準來教育
並說服客戶，讓客戶能夠理解口譯服務的價值和性質。此外，口譯員也偏好由口
譯專業組織來協助處理爭議，而不是中介單位，因為中介某方面來說也是口譯員
的客戶。綜上所述，口譯員作為一個服務的賣方，面對僧多粥少的買方市場，似
乎已經處於相對弱勢的局面。如果契約協調和爭議又全權由中介處理，可能會產
生 Abbott（1988）所形容的情況：一方壟斷某些問題的處理權之後，便能擴張權
利，進而削弱另一方的專業自主。此時，一個能夠集體代表口譯員的專業組織或
協會就變得非常重要。

總結而言，台灣會議口譯產業若要進一步專業化，必須強化專業權威及專業
自主這兩項指標的程度，最好的方式便是成立一口譯專業組織或協會，以官方的
高度向外界公告公版契約及相關規範，並以此約束執業成員的行為。當口譯產業
具備標準化和一體化之後，除了能讓外界更知道如何與口譯員合作，也能強化口
譯員對外的談判籌碼，維護口譯員的工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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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旨在勾勒台灣會議口譯員對契約條款的觀點和使用情形，屬於初探性
研究，深度及廣度均有所受限。以下列出本研究限制，並就後續研究提供相關建
議。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不限定口譯服務語種及訓練背景，期望能夠初步描繪台灣市場的情形。
然而筆者能觸及的口譯員有限，雖已請不同語種的口譯員協助發放問卷，並將問
卷發放至「翻譯與譯者」臉書社團，希望能觸及到未受訓練者，但最終填答者仍
有將近九成為受過研究所訓練的中英口譯員，研究結果因觀點和經驗相近而受到
影響，無法推及至整個台灣市場。訪談過程中，一位受訪者曾提及台灣客戶和日
本客戶對契約的態度大相逕庭，未來若能針對中日口譯契約深入探究，或許能為
契約研究帶來嶄新的觀點。

二、問卷設計
問卷中有部分題目為實際作為題，包括簽約形式，以及自己實際上是否有列
入該契約條款。訪談時發現，部分受試者將回答限於「自己提供給直客或中介的
契約」，部分受試者則是將「中介提供的契約版本」一併納入回答，因此稍微影
響了實際作為的頻率。建議未來研究在題目設定時加以區分，以更加準確地反應
實際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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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來研究建議
一、遠距口譯的挑戰
2020 至 2021 年，全球口譯市場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實體會議被迫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發展還不穩定的遠距會議，而這波疫情也為口譯員帶來前所未見的
挑戰。有受訪者提到設備品質參差不齊，影響口譯表現；也有受訪者提到案量大
減，議價能力也相對萎縮，部分中介也可能藉此砍價。面對市場的轉變，AIIC
特別提供更多具體的遠距口譯契約指南和建議，建議後續研究可納入相關議題討
論。

二、契約法律觀點
本研究雖於文獻探討時陳述了承攬契約的法律原則，但筆者並非法律背景出
身，對於法律條文的研究方法了解有限，因而無法在問卷設計及訪談時，完善納
入法律的觀點來探討。另外，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沒有遇過履約爭議，因此本文
也沒有特別以法律觀點來討論如何解決問題。例如，工作執行一半便被客戶臨時
終止合約，應該索取多少比例的報酬等等爭議。未來若有相關背景的譯者能協助
補充說明，將更能協助保障譯者的法律權益。

三、中介及專業組織的角色
本研究因主題及篇幅的限制，無法全面探討中介在口譯專業化中扮演的角色。
中介機構為現今口譯市場重要的一環，透過中介接案的比例日漸提高，然而本研
究發現，受試者往往是被動接受中介提供的契約版本，即便契約未臻完善，也不
具備足夠的議價能力要求中介調整。後續如果能深入探討口譯員與中介之間的互
動關係，便能與本研究互補，也能作為未來口譯員與中介合作的參考指南。

此外，專業組織也是鞏固專業規範，促進職業邁向專業化不可或缺的角色。
目前台灣的翻譯專業組織雖有定期舉辦工作坊，促進譯者之間的交流，但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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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工作守則和爭取會員權益上，還未有足夠的能力及影響力。未來如果專業協
會發展逐漸成熟，或是有新的專業協會成立，建議可以從權力理論的角度，更進
一步觀察口譯產業專業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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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正式版問卷

會譯口譯契約初探性研究

親愛的填答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答問卷。本問卷旨在瞭解台灣自由會議口譯員對契約使用和履
行的看法。問卷不記名，資料絕對保密，純為學術研究之用，請安心填答。填答
時間約為 4 分鐘，問卷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契約相
關問題，共 15 題，部分問題附帶兩小題。您的意見回饋將對口譯實務帶來重要
貢獻，衷心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子瑋 博士
研究生：張文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每題皆必填）
請您依個人實際情況，勾選適當的答案，說明以中文或英文填寫皆可。
1. 請問您的性別為？
男
女
2. 請問您的年齡為？
25 歲以下
26 至 30 歲
31 至 35 歲
36 至 40 歲
40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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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您是否曾受過研究所程度的口譯訓練？
是
其他：
4. 請問您提供會議口譯服務的年資為？
2 年以下
3至5年
6至9年
10 年以上
5. 請問您一年平均會議口譯工作天數為？
20 天以下
21 至 40 天
41 至 60 天
61 至 80 天
超過 80 天
6. 請問您能夠與主辦單位直接聯繫合作（直接客戶）
，不須透過中介機構與主辦
單位聯繫的比例大約為？
10 % 以下
11 至 25 %
26 至 50 %
51 至 75 %
超過 75 %
7. 請問您提供的口譯服務語言組合為？（可複選）
中英
中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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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會議口譯契約
此部分列出 15 項關於會議口譯契約的看法，前 9 題附帶兩小題，首先詢問口譯
員是否同意該陳述，再詢問口譯員實際的作法。
1-1. 口譯員接案時應該簽訂書面契約。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2-1. 契約中應明列付款方式及付款期限。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2-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3-1. 就會議可能被取消的狀況，契約中應明列取消條款。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3-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4-1. 主辦單位如欲將口譯內容錄音，口譯員應在契約中明列錄音條款。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4-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5-1. 就會議可能超時的狀況，契約中應明列超時條款。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5-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6-1. 契約中應涵蓋口譯員該遵守的保密條款。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38

6-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7-1.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儘早提供會議資料。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7-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8-1. 契約中應請主辦單位提供合適的口譯設備及器材。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8-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9-1. 契約中應明列爭議排解所在的管轄法院。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9-2. 請問您自己實際上是這麼做的嗎？
a. 總是 b. 經常 c. 偶爾 d. 從不
10. 我認為應由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制定公版契約提供同業參考。
（口譯專業組織定義：由口譯員組成的專業協會）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1. 我希望能與同業互相討論契約規範和使用狀況。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2. 若同業違反契約規範，將影響我與其合作的意願。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3. 若有履約爭議，我會訴諸法律行動。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4.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能有一個口譯專業組織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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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15. 若有履約爭議，我希望由中介單位協助處理。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沒意見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本問卷之後還有 30 分鐘的訪談，可以遠距，也可以面談。如您願意參與訪談，
煩請留下您的姓名及聯絡方式，研究者會與您聯絡，並致贈 300 元現金。

聯絡方式：
姓名：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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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感謝您參與《會議口譯契約初探性研究》。我是張文蒨，目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翻譯研究所碩士生，此研究是我的碩士論文。因為您之前協助填寫問卷並表示
願意受訪，所以邀請您參與本次訪談。希望本項研究也有助您思考自身工作契約
的使用。

訪談時間約需30分鐘，將會錄音。此訪談沒有任何風險，錄音內容會以代碼註
記，不會顯示你的個人資料，並由研究者妥善保管。訪談過程中只要你希望，可
隨時退出，不會影響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關係。

如果您現在有任何問題，請直接問我。如果之後您有任何問題，也可以與我
或我的指導教授陳子瑋老師聯絡。

本人已詳細瞭解上述研究方法及其可能的益處與風險，有關本研究計畫的疑問，
已獲得詳細說明與解釋。本人同意成為本研究訪談的自願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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