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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我國於 2002 年 1 月 1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為會員後，政府採行的各項經貿政策及措施將受到 WTO 法律規

範的制約，廠商亦將以此基礎與全球市場進行互動。「翻譯服務」屬於

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商業

服務下的服務部門，有關該市場的運作自然受到 GATS 規範的影響。再

者，由於「翻譯服務」涉及「翻譯權」及「翻譯著作」問題，與著作權的

保護直接相關，故 WTO 轄下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協定)對此市場亦有所關連。鑑

此，本論文擬從譯者的觀點，探討 GATS 與 TRIPS 協定對台灣翻譯市場的

影響為主要研究核心，以掌握在 WTO 相關規範下台灣翻譯服務貿易未來

之方向，期建立更有制度的翻譯市場。 本論文首先探討台灣翻譯市場現

況，包括翻譯服務貿易概況，繼而釐清外國人入境設立商業據點以及入境

服務之相關法規，以分析目前台灣翻譯市場之貿易規範。其次，闡述

GATS 下翻譯市場之相關規範，並分析比較台灣、歐洲共同體、美國、日

本等國對翻譯服務所提出的特定承諾，以瞭解台灣翻譯服務貿易之開放程

度。再者，台灣為了加入 WTO，曾配合 TRIPS 協定多次修正著作權法，本

論文也將闡述 TRIPS 協定的相關規定及回顧台灣翻譯權的修正史，進而探

討加入 WTO 修正著作權對翻譯市場之影響，包括擴大對著作權保護之國

家、廢止翻譯強制授權、以及回溯保護等。論文末後並探討加入 WTO 後

台灣翻譯市場可能面臨的問題，例如建立翻譯認證相互承認的可能性、大

陸譯者對台灣譯者的威脅以及一權兩賣難以防止等，並提出解決問題之建

議。  

摘

要

(英) 

The Translation service is a service listed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since Taiwan’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January 1, 2002, all trade rela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clu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translation market must comply with the WTO 

standards. Among the WTO agreements, two agreements directly affect the 

translation market. One is the GATS. The other is the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greement (TRIPS Agreement) because translation service is also 

directly related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uch as translation rights, and 

copyrights. Henc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s of the GATS and TRIPS 

Agreement on Taiwan’s translation market from a translator’s viewpoint.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e paper are to underst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service 

after the entry of WTO in the hope of establishing a more regulated translation 

market; analyze the openness of Taiwan’s Translation market; and identify the 

maj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GATS and TRIPS Agreement on the 

translation market. The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market in Taiwan, 

studying the translation service in Taiwan, an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foreigners establishing a commercial presence and entering the country to provide 

translation service. The paper then looks into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market under the GATS.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the specific commitments made 

by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Taiwan, China, Japan, the EU, and the US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penness of Taiwan’s Translation market and the impacts of entering 

the WTO on the translation market.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amines laws under the 

TRIPS Agreement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market. In addition, the paper review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that Taiwan amended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studies the impacts of the amendments on the translation 

market. Finally, the paper looks into possible problems that the market may 

encounter after Taiwan’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offers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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