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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根據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從 2001 年至 2008 年，自海外進口的化妝品金額

即不斷增加。2009 年度的進口金額雖較前年度略為下滑，仍約達新台幣

320 億元，其中自日本進口的金額達 3.38 億美元，換算成台幣約為 106.7 億

元(匯率 USD：NTD=31.5：1)。亦即是由日本進口化妝品類的金額佔整體進

口化妝品類金額的 33.3%，足見日系化妝品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相當高，其

商品之中文標示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視。再者，由於國民教育水準的提升，

消費者對保護自身權益之意識亦明顯提高許多。消費者若無法從商品標示

中得到所需之資訊，容易導致消費糾紛。因此，近年來與化妝品相關的負

面報導、消費糾紛也時有所聞。進口化妝品的標籤及仿單說明均為翻譯之

產物。清楚且完整的產品訊息除了有助於減少消費者對產品的不確定性，

也保障消費者知的權利。 化妝品中文標示中除了必須正確譯出成分等專有

名詞外，優美流暢的文句、傳達正確的商品資訊、符合法規等均是必要的

元素。對廠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夠打動消費者、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然而對譯者而言，適當保留原文中的元素，轉化成譯文同時符合法

規，仍是翻譯化妝品中文標示時的首要考量。本研究收集 100 個日文化妝

品標示作為語料，參考萊斯的文本類型學理論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將文

本類型細分為訊息型、淡化型、對等型、強化型及感染型，並搭配問卷以

了解消費者對於化妝品標示之看法，更進一步使用 SPSS 統計軟體分析何種

類型的句子可激起購買意願。希冀藉此為化妝品中文標示翻譯人員歸納出

適合的翻譯原則與策略。  

摘

要

(英

) 

Import-export statistics by the Customs has shown an increase of imported cosmetics 

between 2001 and 2008. Although there was a slight decrease in 2009, the value was 

still as much as 32 billion NT dollars. In the same year, cosmetics imported from 

Japan accounted for 338 million US dollars, equivalent to 10.67 billion NT dollars 

(1USD=31.5NTD). Therefore, in 2009, Japanese cosmetic products accounted for 

33.3% of imported cosmetics in Taiwan. With such a large quantity of cosmetic 

products from Japan,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products to have clear and accurate labels 

in Chinese. Consumers nowadays have higher awareness of their own rights and self-

protection.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product labels may lead to disputes between 

consumers, sellers, and manufacturers. In recent years, such disputes have been 



reported frequently. Labels and instructions of imported cosmetics are products of 

translation. Thus, it is important for translators to provide consumers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and help them protect their rights when applying cosmetic products. In 

addition to accurate names, fluent words,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a label must 

comply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a seller’s priority is to 

encourage consumers to purchase the product. However, from a translator’s 

viewpoint, the priority is to generate an accurate and law-abiding translation. The 

study collected 100 labels of Japanese cosmetic products for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Katharina Reiss’s text typology and the text was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Infomative 

type, Semantic-weaking type, Equivalence type, Semantic-strengthening type and 

Appellative type. The study also 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cosmetic labels.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by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PSS) to see which types would appeal the most to 

consumers and to conclude appropriat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trans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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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之藥品成分--水楊酸 

http://female.www.gov.tw/focus.php?ffm_id=25&ffd_id=67(2010/09/08) 廣告違規

件數(2010/09/08) 

http://consumer.doh.gov.tw/fda/publicNewsContent.do?ctSn=4680&c1Sn=2&ym=201

03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七號—商品標示解釋文(2010/09/08) 

http://weblaw.exam.gov.tw/main.asp  

論

文

頁

數 

155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2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1/3/29 

轉

檔

日

期 

2011/04/08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7296175 2011.3.29 13:54 140.136.185.216 new 01 

異

動

記

錄 

C 497296175 Y2011.M3.D29 13:58 140.136.185.216 M 497296175 Y2011.M3.D29 

13:58 140.136.185.216 M 497296175 Y2011.M3.D29 13:59 140.136.185.216 M 

tran2415 Y2011.M3.D29 13:59 140.136.185.216 M 497296175 Y2011.M3.D29 15:26 

220.135.53.193 M 497296175 Y2011.M3.D30 12:48 118.231.138.217 M tran2415 

Y2011.M4.D1 12:29 140.136.185.214 M tran2415 Y2011.M4.D8 11:26 

140.136.185.214 M tran2415 Y2011.M4.D8 11:26 140.136.185.214 I 030540 

Y2011.M4.D8 11:42 140.136.20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