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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使用手冊為產品銷售必備項目之一，透過使用手冊上的描述，讓使用者

明瞭產品特性、功能、操作方式、學習產品的相關知識，同時讓人們產

生購買慾望，達到產品銷售的目的。隨著全球化貿易的推展更促進使用

手冊翻譯量的增加。本論文的動機是，如何在時間和預算壓力下，利用

使用手冊共性特色，減少重覆翻譯之情況發生，最後確保使用手冊之品

質，達到委託者、翻譯社與譯者三贏之局面。 本文將以德國翻譯學家卡

塔琳那•萊思(Katharina Reiss)的文本類型學理論(Text Typology)為基礎，

將研究範疇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分透過基本結構分析使用手冊之文本

類型，檢視使用手冊為信息文本外，探討其他文本可能性，分析使用手



冊語言特色；第二部分探討手冊內容共用性及譯本比較。本研究發現除

了文本類型之翻譯策略外，文化差異也影響譯本內容。希望讀者透過本

研究更清楚地認識使用手冊的語言特色及翻譯策略，以提供日後相關工

作人士參考。 

摘要

(英) 

User's manuals are the standard accessories shipped with products. Users can learn 

the features, operation steps and related knowledge about the products from the 

user's manuals. In addition, people may have their desire to buy the products so as 

to help firms to increase the sa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rade, the 

demands of translation of user's manuals are on the increase. My inten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common features of user’s manuals to minimize 

the .unnecessary duplication of translation within the limited time and budget. 

Finally, the quality of translated texts can be kept, and the win-win situation 

among consignors, translation houses and translators can be reached as well.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by using Katharina Reiss’s theory of Text 

Typology as a basis. On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text type of user’s manuals 

via inductiing the basic structures of contents. Besides informative type, I also try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other text types and also analyze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user's manuals. The other focuses on studying common parts between two 

versions of user’s manuals of the same company and translation comparis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apart from the text type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ultural 

differences also affect the translation contents. Hopefully this thesis can help 

reader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user’s 

manual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s 

who are engaged in related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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