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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企業翻譯」對台灣企業而言並不陌生，舉凡企業與國外交流的場

合，幾乎都曾出現企業翻譯的需求；然而，多數人總認為企業翻譯不需要

特殊技巧，只要“意思到位＂即可，因而經常忽略企業翻譯的存在價值。



由於企業交流多半涉及利益問題，因此企業翻譯的功利性質相當明顯，除

了“傳意”之外，更注重「功能」與「目的」的達成。為了滿足企業預期

的成效，企業譯者除了翻譯之外，更需考量各種層面的問題（例如企業主

或客戶的需求好惡）來調整翻譯方式及角色立場。其複雜程度並非三言兩

語所能言盡，值得深入探討。   好的企業翻譯不僅能夠解決最根本的

語言問題，還能針對不同使用目的呈現多功能的譯文，切中使用者真正需

求；更是企業吸收國外新知、掌握全球產業情報的重要管道。優秀的企業

譯者除了具備語言能力與翻譯技能，同時身為公司一員，對企業文化及公

司需求瞭若指掌，不僅能夠勝任溝通工作，還能因應企業各種需求設計合

適的譯文，或協助企業蒐集所需資訊，更能善用語言優勢為企業創造更多

商機，可謂企業與國際接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然而，目前坊間

顯少出現企業翻譯的相關研究或論述，遑論要能對企業翻譯實務窺一究

竟，且台灣社會對企業翻譯與企業譯者制度亦不甚重視。有鑑於此，本論

文期以宏觀視野全盤審視企業翻譯的特質與多元性，並列舉工作實務個案

交叉分析企業翻譯的實際執行模式及可能遇到的難題，進一步探討企業譯

者如何因應各種目的需求研擬翻譯策略並詮釋適當的角色立場，期望藉由

自身經驗，讓更多人重視並肯定企業翻譯的存在價值。  

摘要

(英) 

 “In-House Translator” is not an unfamiliar term to Taiwanese businesses; 

they’re needed at almost all international social events. However, most people 

assume that in-house translator does not require any specialty or skill, therefore they 

define it as a simple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 job and greatly under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role. Due to the importance of profit and loss aspect in all business 

deals, the role of in-house translator has become more than just mere word for word 

translating job. Besides sending out the message, the role of in-house translator 

stresses more about delivering the purposes and objectives of the message. Also, in 

order to meet business’ expectations, in-house translator needs to consider factors 

such as the employers and clients’ needs and preferences.  On top of the basic 

language skills, an experienced in-house translator can present multi-purpose 

translation and successfully meet employer’s different needs. In-house translator 

also acts as a channel to acquire critical industry information. Moreover, being an 

employee themselves, in-house translators understand the company down to the last 

detail, which allows them to not just communicate, but to also execute every task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and to create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is is the 

irreplaceable role of the in-house translator.  Due to the fact that in-house 

translators are under valued in Taiwan,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being conducted on 

in-house translators, not to even mention study being done on the actual work 

content of it.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inspect the in-house translator role base on 

actual work experience, project cases to analyze the job content and the challenges 

in-house translator faces nowadays. On top of that, base on own experience,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how in-house translators strategize their work to satisfy different 

objectives while successfully deliver the message; and to help more people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he in-house trans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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