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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自民國 76 年政府解嚴以來，入出國境之管制措施逐步解除，隨著經濟自

由化、政治民主化及社會多元化，國民經濟日益增強，國人視界逐漸與

國際接軌，促使我國與國際間經貿、文教、旅遊之廣泛交流，民國 81 年

更開放大陸配偶來台居留及定居，仲介東南亞國家婚姻之媒合業者興

起，使得國人與外國人(尤其東南亞地區)婚配情形逐年增多。由於婚姻

移民人數日增，新臺灣之子人數亦不斷增加，然外籍與大陸配偶或因教

育程度偏低、或因結婚年齡偏低等因素，造成對我國的人口結構、數量

與婚姻、家庭、社會、國家之重大變化，更對我國未來發展造成了後續

性的影響（謝立功、黃翠紋，2005）。   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於



88 年 4 月 12 日決議：「內政部應積極規劃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與語

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同年 12 月 28 日內政部訂頒「外

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生活適應輔導

班，以提升外籍與大陸配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為重點，施以生活適應、

居留與定居、地方民俗風情、就業、衛生、教育、子女教養、人身安

全、基本權益及有關生活適應輔導相關課程，使其能順利適應我國生活

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

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94 年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分 10

年籌措 30 億元，加強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工作。 移民輔導措施包括新住

民通譯服務，政府機關現有通譯相關機關包括司法院、法務部、勞委

會、衛生署及內政部等，多數以建置通譯資料庫或特約通譯方式運作，

並訂有相關管理規定及訓練計畫，例如臺灣高等法院於 95 年 4 月建立特

約通譯制度，並辦理教育訓練，通譯名冊置於網路提供各需求機關使

用；96 年 2 月 1 日成立移民專業管理機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

98 年 4 月建置「通譯人才資料庫」，結合社政、衛生、教育、警政、民

政、勞政及民間團體等相關單位所培訓之通譯人員，整合成為通譯人才

資料庫平台，適時提供外籍人士通譯服務，為提昇通譯人員素質，並訂

有「通譯人才資料庫通譯人員培訓計畫」，陸續於 99~100 年間進行基礎

及進階教育訓練。 本論文將探討我國政府通譯制度現況，學界及民間團

體倡導情形，並參考歐美先進多元文化國家通譯制度，輔以通譯相關人

員訪談，以及作者自 100 年起擔任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庫」英語通譯

之實際經驗，希冀作為政府通譯政策參考，並期待新住民透過通譯協

助，順利融入臺灣社會，成為「正港的」臺灣之子。 本論文以文獻探討

法閱讀分析我國現有通譯法規及相關研究，勾勒出我國新住民通譯輔導

措施現況及問題，並閱讀分析外國相關通譯研究資料，以比較法檢討我

國通譯制度。另外，輔以深度訪談通譯相關人員，包括政府通譯業務承

辦人員、通譯培訓講師、司法通譯、移民輔導通譯及新住民等對象，期

望驗證理論與實務。 重要發現有關通譯研究培訓部分，通譯學術研究有

限，通譯培訓時數及專業不足，並缺乏實習機會；有關通譯管理規範部

分，通譯使用時機不清且酬勞偏低，通譯倫理規範不明；有關通譯專業

認證部分，教育部翻譯考試無實益，司法院及內政部移民輔導通譯考試

流於形式。 主要建議事項有三：有關通譯研究培訓部分，各專業口筆譯

學院應投入通譯學術研究，通譯人員應加強基礎養成教育、職前訓練、

定期在職訓練及實習，通譯講師可採取「個別講師培訓」發展模式逐漸

累積，通譯管理(使用)單位應教育司法界及政府司法部門，使其明白口

譯員角色、口譯過程、口譯正確性定義、與口譯員合作最佳模式等，舉

辦座談會強化交流及教育成效；有關通譯管理規範部分，應制定通譯專

法，律定通譯規範，整合口譯專線，定期開會研商；有關通譯專業認證

部分，高等法院及移民輔導通譯考試可逐漸發展出社區口譯認證機制，

教育部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可採分類分級考試，並將兩階段認證結

果作為通譯酬勞參考，俾利提升通譯素質。 

摘要

(英) 

Since the government abolished martial law in 1987, the 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have been lifted gradually.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travel increased drastically. Thus, in 1992,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adopt open strategies on Taiwanese mainland spouses by granting them 

residence and permanent residency in Taiwan. With the emergence of 

matchmakers in Southeast Asia,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have married foreign 

spouses from those countries. Owing to more and more people immigrating to 

Taiwan to get married, the number of 'new sons of Taiwan' (which refers to the 

children of foreign and mainland spouses) has increased steadily. With lower 

education and age levels, the foreign and mainland spouses have not only greatly 

changed the structure and size of our population, but have little by little influenc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Home 

and Nations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April 12, 1999,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foreign spouses’ life adjustment measures 

and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s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integrate into Taiwan 

society.” In the same year,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tipulated 'The executing 

plan of foreign and mainland spouses life adjustment and assistance'. The plan 

subsidizes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vide Life Adjustment Courses of Foreign and 

Mainland Spouses, which focuses on foreign and mainland spouses' adjustment. 

The courses include life adjustment, residency and permanent residence 

regulations, local customs, employment, public hygiene, education and child rear, 

security, basic social rights and related courses. By means of help of those useful 

courses, foreign and mainland spouses are able to successfully adjust themselves 

to family life and create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stead of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inadequate adaptation. Aiming at the problems and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he lack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available,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Judicial Yuan, Ministry of Justice, Council of Labor Affair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ve set up their own 

Interpreter Banks to provide services to new immigra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rpretation, the agencies then designed some training programs for 

community interpreters.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Interpreter Banks and training programs in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nterpreting policy and seeing new immigrants 

successfully integrate to our society. Furthermore, President Ma Ying-jeou's claim 

in his inauguration -- let's welcome all immigrants and help them become 'genuine' 

Taiwanese -- will be fulf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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