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口譯實習課程之設計與實踐

汝明麗

會議口譯訓練向來強調實務演練，因此除了課堂內的講授外，亦十分重視教室外的實作

機會。但實習課程絕不只是單純帶學生走出教室口譯，而是應先充分思考實習課在整個口譯

訓練計畫中扮演的角色、與其他課程之間的連結，才能選出適宜的實習活動讓學生參與，並

配合適當監督與反思過程，讓學生有最大的學習收穫。本研究首先依據經驗學習與實踐社群、

專技習得理論探討口譯實習課程在設計上應考量的要點，接著蒐集臺灣各翻譯研究所既有之

口譯實習課程，了解其授課內容，整理授課活動類型，進而訪問授課教師與學生對課程規劃

的想法，包括各類實習活動的目的、執行上是否遇到任何困難、預期效益等。最後根據內容

分析及訪談結果，提出口譯實習課程設計方向與實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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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Practicum

Elma Ju

Training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is practice-oriented; in addition to lecturing and exercises in the 
classroom, opportunities to work under authentic conditions outside the classroom are equally 
important. However, practicum courses are not simply putting interpreter trainees in a real-life 
situation where interpretation services are needed. Rather, careful thought must be given to the role 
of a practicum course in the overall training program, and how it is linked to the rest of the 
curriculum before having students engage in appropriat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under proper 
supervision. This study first draws on theorie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s well as skill acquisition studies for key elements of an interpreting practicum course. Efforts are 
then made to collect and compile information about existing practicum offered by T&I schools/
programs on this island. The researcher conducts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ourse syllabus based on 
the key elements proposed by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heories. The 
analysis outcomes serve as a basis on which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s instructors of these courses 
with a view to gaining more insights into why the practicum is carried out the way it is, what 
challenges there may be in implementing the course design and the expected or perceived benefits 
the students reap from the practicum. As reflection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 
researcher also seeks to get hold of the students’ reflections on their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practicum. Such reflections provide another means of validating the related theories 
as well as the instructors’ perceptions. Based on the aforesaid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he researcher 
will make suggestions as to how an interpreting practicum can be designed and delivered with a 
more solid theoretical f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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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會議口譯作為實務導向的訓練，向來重視實作。有鑑於教室內講授與演

練無法完全複製真實口譯情境，幾乎各地翻譯研究所均有安排實習課程，讓

學生在接受過一定程度的訓練後，有機會在實際口譯場域觀摩或應用所學。

不過實習課程絕非單純將學生帶去口譯會場做啞箱（dumb booth，指實際到

會場進口譯箱練習同步口譯，但不開啟麥克風），或安排學生擔任某一大型

活動的語言志工而已。在學生去實習場域前需要作什麼準備、實習結束後如

何反芻及消化實習經驗，都會影響實習課程的成效。

本研究針對全臺翻譯研究所的口譯實習課程展開調查，希望了解其設計

與執行的現況，並依據既有文獻內容的分析整理，提出兼顧理論和實務的課

程設計方向，幫助學生順利進入口譯職場。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理論框架分為三層。第一層級為產學合作，探討實習課程的銜

接功能；第二層為實習課程的理論基礎—經驗學習與實踐社群；第三層則

為常見實習活動類別。

一、產學合作

口譯本身即為專技的表現，訓練多以技能習得優先於理論學習，即所謂

學徒制（apprenticeship）（Sawyer, 2004）。有鑑於學生畢業後終將進入各種

會議，為不同類型的客戶／使用者服務，愈來愈多的口譯學校開始思考如何

透過課程設計，反映會場情境（Lee, 2005）、縮減學用落差。

陳子瑋等於 2014 年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稱國教院）《臺灣翻譯產學

關聯研究》（以下簡稱《產學關聯報告》）指出，為減少學用落差以及協助

學生畢業後順利進入職場，產學合作向來是各國政府、各大產業與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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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注的焦點。以學生個人角度而言，從學校到職場的轉換（school-to-work 

transition）對其在未來職涯成功與否有極大影響（Koen et al., 2012）。透過

與產業界的合作，教育機構讓學生可以在畢業離開校園之前，體驗職場生活

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難，並能實際應用教室裡所學的理論，比較理論與實務的

差距，甚至有機會與教師一起討論這種差異（Baytiyeh & Naja, 2012）。

在翻譯界的產學合作方面，前述國教院《產學關聯報告》（陳子瑋等，

2014）透過問卷調查與質性訪談，探討翻譯人才訓練機構與翻譯用人機構對

於產學合作的看法，結果發現，學界與業界的合作目的存在一定的歧異。前

者希望產學合作能夠讓學生認識職場環境，了解自己的興趣與未來發展方

向；但對於翻譯用人機構而言，產學合作則是為了幫助學生建立該工作領域

的專業能力。而產學合作的進行方式包括邀請業界人士蒞校演講、實際至用

人機構或口譯會場實習、校內教師與業師1共同開課（協同教學）。產學合作

所面臨的挑戰則包括學生能力不足、教師負擔加重、服務需求方無法及早確

認與規劃、工作內容與在校所學存在差異等。

張嘉倩與林明佳（2017）透過文獻分析與訪談，探討臺灣口譯教育的現

況，包括開課情形、教師背景、教學目標與課程設計、口譯產學合作現狀及

口譯學術研究現況。在口譯產學合作現況的討論提到，研究所層級的口譯實

習課程範圍廣泛，從會場接待、觀摩專業口譯到實際上場口譯都含括其中，

邀請口譯或產業人才到校分享也是常見的產學合作或接軌的方式。

上述研究皆藉由大規模問卷發放輔以質性訪談，從總體方向分析臺灣翻

譯產學關聯以及臺灣口譯教育的發展策略。在研究對象上，前者以翻譯人才

訓練機構與翻譯用人機構為主，後者則進一步訪談八位熟悉臺灣口譯教育發

展、於研究所或大學任教之口譯教師。兩份研究均透過第一手資料，分析目

前翻譯產學合作、口譯教學的實際狀況，並提出政策建議。本研究將以之為

1 業師係指會展從業人員，包括現職口譯員、會議公司工作人員、音響工程師、公關公司工作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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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聚焦於研究所層級的口譯實習課，訪談對象則包括口譯教師與修習過

實習課的學生。

二、實踐社群與經驗學習

談到口譯實習課的設計，就必須先了解口譯產業的生態：口譯員在轉介

工作機會時，看的往往不只是學經歷，同時會側面了解其口碑，包括口譯能

力、敬業態度等，而後者資訊多來自對方的口譯教師或合作過的譯者、客戶。

對於有志從事口譯工作的翻譯所畢業生來說，在校實習課程往往是他們接觸

外部業界人士的第一次機會。由此觀之，Lave 與 Wenger（1991）所提出的實

踐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概念與口譯實習可謂息息相關。

Lave 與 Wenger（1991）在研究師徒制學習模式時提出此一概念，意指

新手學徒在工廠裡除了面對師傅外，還會接觸到其他精熟程度不一的學徒。

身處這樣的社群中，新手學習的對象絕對不只限於師傅，而是所有社群成員。

Wenger（2009）後續探討並擴大實踐社群的應用領域，將其定義為一群對某

事物懷抱相同熱情的人，並持續互動、切磋精進個人於該事物的表現。

Wenger 等（2002）強調，真正的實踐社群必須具備三個要素：（1）共同領域：

對該領域的關注和興趣使該社群成員比非成員更具備特定領域的專業能力，

並萌生認同感；（2）形成社群：因著對特定領域的共同興趣，社群成員會一

起從事活動、相互討論、交流資訊；（3）實務作法：長期互動之下，社群成

員逐漸發展出該領域內的實務常規，共享各種資源，如分享經驗、討論如何

處理常見問題等。

仔細觀之，口譯實務界確實具備這三項要素：口譯圈成員與他人相較，

都具備一定程度的口譯技能，對於口譯市場、專業發展也都有所關注；口譯

實務上原本就需要有搭檔，在工作上密切合作、討論、交流資訊，自然而然

形成一個社群；更重要的是，口譯界長期發展下來，確實有若干常見實務規

範，如何與客戶協商、溝通等也有模式可循，因此口譯實務界確實可視為一

實踐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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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所有實習課程都強調實作經驗，而 Kolb（1984）承襲 Dewey、

Lewin 與 Piaget，提出經驗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認為「學

習是透過經驗轉化來創造知識的過程；知識來自對經驗的理解與轉化」（p. 

41）。Kolb 進一步提出兩種經驗理解模式：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 

CE）與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C），以及兩種經驗轉化模式：

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 RO）和主動驗證（active experimentation, 

AE），形成一個四階段的循環學習過程—個人首先累積具體經驗（CE），

接著退一步檢視、省思該經驗（RO），依據邏輯思維整理出新的洞見知識

（AC），最後透過實際操作來驗證新的知識（AE）（見圖 1）。

圖 1 

Kolb經驗學習循環

資料來源：引自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 
21), by D. A. Kolb, 1984, Prentice-Hall. Copyright 1984 by Prentice-Hall.

CE

AC

CONCRETE EXPERIENCE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ACTIVE EXPERIMENTATION REFLECTIVE OBSERVATION
AE RO

這樣的學習循環過程在教室內固然可以進行，但實習課程的重點是將學

生放在真實的（authentic）經驗學習情境，這裡指的不僅是在會議現場逐步

口譯或同步口譯，前述與實踐社群的互動也是重要的經驗學習。至於如何確

保口譯學生在獲取具體經驗之外，確實能有所反思，並主動進行自我驗證，

則端視實習課程的設計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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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口譯實習活動

在專技發展研究領域，Klein 與 Hoffman（1993）提出四種有助於習得專

技的經驗類別，分別是個人實作、指導、加工以及替代經驗。個人實作經驗

基本上即為做中學；指導經驗係指以學徒之姿進入工作場域，例如觀摩師傅

／專家示範；加工經驗則是在教室裡模擬工作場域，學習者必須在一定時間、

空間內執行具特定難度的任務；最後，替代經驗主要指的則是專家訴說

（storytelling）、分享實務經驗。

對應上述四種經驗類別，凡是在會場的實習活動，不論是實際提供口譯

服務或是在現場做啞箱、擔任工讀生，應屬個人實作經驗；以聽眾角度觀摩

口譯表現則屬學徒進入工作場域見習的指導經驗；至於業師或校友分享，應

屬故事訴說型的替代經驗；模擬會議／角色扮演則最接近所謂的加工經驗。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專技養成涉及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的累積（Klein & 

Hoffman, 1993），在常見口譯實習活動中確實可看到這兩個面向。直接的口

譯實習主要是直接上場提供口譯服務，地點可以是教室／學校內，聽眾可能

是教師、學生或其他人。最常見的例子是由教師邀請校內外講者到課堂上演

講，並由學生提供口譯服務（Tsuruta & Naito, 2011）。若近一步擴大規模，

例如邀請更多位講者、擬定正式議程、開放校外人士參與等，就是一般口譯

學校會不定期舉辦的模擬會議。模擬會議不見得在實習課進行，但相較於一

般課堂由教師準備素材讓學生練習，模擬會議則是藉由調整學習環境來打造

接近真實會場的體驗（Conde & Chouc, 2019），其效益包括促進合作學習（胡

家榮、廖柏森，2009）、提高抗壓性、增加特定主題知識（Li, 2015）、打造

實踐社群的體驗（Lave & Wenger, 1991）等。相較之下，到校外實際會場口

譯或是進入企業內參與較長期的實習方案（internship），一般來說機會有限

（Li, 2015）。畢竟真實工作情境變數較多，在難易度較難掌控的情況下，對

會議主辦單位或學生而言，風險較高。至於間接經驗，較常見的產學銜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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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則包括聆聽校友或業師的第一手經驗分享、在會場觀摩專業口譯（Chang 

& Wu, 2017）等。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與訪談法，首先參考前述產學關聯與口譯教育發

展策略等研究，輔以經驗學習理論及實踐社群相關文獻，整理出口譯實習課

程可考慮的要素。接著蒐集、整理目前全臺翻譯所實習課程實施現況，取得

授課教師的授課大綱等資料，與理論比對，並以此為基礎，設計訪談大綱，

邀請實習課的授課教師與修課學生接受訪問。

訪談大綱分為教師版與學生版（參見附錄），初稿擬定後分別請曾經教

授口譯實習課程的一位資深口譯兼教師，以及一位曾經修習過口譯實習課的

學生進行預試，確認訪談問題清楚易懂，並根據兩位的反饋意見加以微調訪

題的用字遣詞或順序安排。

最終定稿之訪談問題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實習課的設計與規劃，包

括：（1）目前實習課程的內涵、各項活動比重安排及其背後考量；（2）口

譯實習細節，如實習合作對象及執行階段注意事項。前者希望能與經驗學習

理論的四階段來比對，後者則希望了解實習課與實踐社群之間的互動情形。

第二類問題則關乎實習課程的執行，希望透過授課教師與修課學生的角度，

了解實習課的效益以及執行上的困難。

研究範圍為國內七所提供口譯培訓碩士學位之研究所。2 在本研究計畫書

提出當年度，研究者先行至上述七所研究所的網站蒐集口譯實習課程資料與

授課大綱，由此擬定受訪教師名單。但由於若干學校的網站上顯示當學年度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

士班、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長榮大學翻譯學系碩士班、文藻外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口筆譯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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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設口譯實習課程，或口譯實習課由多位教師共同授課，研究者最後決定

以專任教師為優先訪談對象。主要是因為專任教師通常年資較深，較有機會

實際參與系所課程規劃階段的討論，也較熟悉系所課程的執行情形。受訪學

生則是由受訪教師提供，於教師訪談結束後，請教師列出可能有意願接受訪

談的名單，再由研究助理聯繫安排。

如前所述，在本計畫開始時，國內七所研究所中僅四所有開設名稱為「口

譯實習」或「實習」的課程，但本研究訪談對象仍含各所至少一位口譯專任

教師，包括目前正在教授口譯實習或過去曾負責過該類課程者，總計有八位

任教於研究所之專任教師接受訪談。受訪學生則主要透過受訪教師引介，除

了其中一所研究所因停開實習課較久，無法找到適合訪談的對象外，總計有

14 位來自六所不同研究所或翻譯碩士學程的學生（含畢業生）接受訪談。3

另外，本研究也請授課教師或受訪學生提供實際繳交過的實習心得報告。

透過這些資料以及訪談逐字稿，研究者以專技習得、經驗學習理論和實踐社

群為基礎進行分析，同步納入師生雙方觀點來檢視實習課的設計與實踐。

肆、結果與討論

一、統計結果：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

本研究共計訪談八位代表七所翻譯研究所或翻譯碩士學程的專任教師，

男、女各半，口譯年資和口譯教學年資（在 2017 年受訪時）平均近 15 年，

是一群極為資深、經驗豐富的口譯兼口譯教師，詳細資料請參見表 1。

3 六所翻譯研究所分別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輔仁大

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長榮大學翻譯學系碩士班、文藻外

語大學多國語複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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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教師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口譯年資 教學年資

T1 男 21 21

T2 男 21 15

T3 男 13 9

T4 女 15 15

T5 女 14 14

T6 女 16 16

T7 女 6 11

T8 男 20 16

平均 14.1年 14.6年

14 位受訪學生則來自六所翻譯研究所或碩士翻譯學程，其中男學生六

位、女學生八位，其在學年級請參見表 2。

表 2

受訪學生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年級（碩班）

S1 女 三

S2 女 三

S3 女 三

S4 女 三

S5 男 三

S6 女 三

S7 男 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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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性別 年級（碩班）

S8 男 二

S9 女 畢業一年

S10 女 畢業四年

S11 男 二

S12 男 四

S13 男 三

S14 女 三

二、實習活動類別

由於實習機會安排不易，不論是業師或校友經驗分享、會場觀摩與工讀、

會場做啞箱或口譯，都需要諸多外部因素配合。因此，教師在受訪時皆表示

實習活動的次數與比例很難計算，每學期情況不盡相同，再加上有許多不可

控因素。

在本研究調查的七所研究所／碩士層級的口譯課程中（以下以 I 代表各

校或學程加以說明），有三所學校在受訪前一學年間，並未開設任何（口譯）

實習或實務課程。不過，該系所教師或多或少在其他課程中有融入以下幾種

常見的實習或實作活動。

其中四所受訪時有開設口譯實習或實習課的學校（I-1、I-3、I-5、I-6），

其課程時數（學分）與開課階段（學年／期）、活動類型概述如下：

I-1：共開設兩門課程，分別為碩二上「口譯實習」（三學分）及碩二下「口

譯實務」（兩學分）。兩門課程皆未含模擬會議，但包含以下活動：業師分享、

校友經驗分享、會議觀摩、會場工讀、啞箱、實際逐步／同步口譯及其他相

關工作，如架設與操作口譯器材、履歷表撰寫、如何報價與自我行銷。兩門

表 2

受訪學生基本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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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分別由不同教師授課。「口譯實習」的教師為業師，課程安排以認識會展

產業為主；「口譯實務」的教師則為專業口譯教師，安排較多校內會議實際

口譯。上述列舉的各類實習活動都分別在二上或二下舉辦。

I-3：僅一門「口譯實習」課（三學分），但分別於三個學期（碩一下、

碩二上與碩二下）開設，平均一學分需累積兩小時以上的實習時數。會議觀

摩占多數，需搭配填寫口譯觀摩表，校內偶爾有同步口譯實習機會，而實際

口譯的實習時數為觀摩的兩倍，亦即將會前準備時間也一併計入該學期口譯

時數內。其他活動如模擬會議、角色扮演、業師與校友分享則主要於口筆譯

入門課實施。 

I-5：僅一門「口譯實務」課（三學分），開設於碩二下學期。學生必須

完成三個學期的課程翻譯活動才能取得學分，主要協助校內其他系所外籍教

師授課翻譯，形式包括逐步口譯與導覽器同步口譯。其餘活動如模擬會議、

業師與校友分享、會場觀摩、啞箱與實際口譯服務等，均於另一門課「會議

口譯（二）」由授課教師視情況安排。

I-6：碩士班為兩年制，碩二下學期本無任何課程安排，然而為達校方設

定之研究生畢業門檻（須於畢業前實習），翻譯所二下學生必須修實習課，

且須於校外實習，進入業界累積一定時數或字數的口、筆譯。至於模擬會議，

僅於大學部安排一學期的課程，研究所並無相關活動。會場觀摩則鼓勵學生

利用課餘時間進行，並未納入課程或時數要求。實際口譯實習則由教師自行

為學生安排，非正式課程的一部分。

至於未開課之三所學校（I-2、I-4、I-7），其實習機會及活動類型概述

如下：

I-2：由於校方有開課時數限制，因此並未開設口譯實習課，但上、下學

期皆會各舉行一次模擬會議。由一年級學生負責籌辦、擔任講者，二年級做

同步口譯練習。此外，校內若有系所邀請講者蒞校演講，也會安排翻譯所學

生口譯。至於會場工讀或啞箱，大多由外部機構聯繫所方、提供機會。校內

有些院所的導師會議也會請學生協助，用小蜜蜂（教學用麥克風）同步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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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目前實習課已經停開，過去則於碩三上學期開設，涵括上述大多數

實習活動類別，僅未曾安排學生至會議現場工讀、發放耳機。模擬會議舉行

一至三次，最後一次訂於期末作為期末考。也有許多由業師或學生演講，讓

修課學生口譯練習的情況。至於校內外的實際口譯工作，主要以校內系所舉

辦的研討會為主。會議觀摩則是鼓勵學生多參與。課程停開後，則主要請外

部講者到口譯課堂上演講，並由學生進口譯箱練習，一學期約兩次左右。模

擬會議則因教師、學生人數太少，較少舉行。

I-7：因課堂時數限制，目前已經停開實習課。過去曾開設口筆譯市場介

紹（結合實習）課程，當時除模擬會議外，其他各類活動均包含在內。儘管

目前已無實習課，但仍會利用其他形式進行，例如由雙講師（校內教師與校

外業師）共同開課，邀請專家到校演講，讓學生口譯練習。此外，同步及逐

步口譯教師也皆會視情況安排實習機會，如校內研究發展處或校外會議主辦

單位（基於預算考量）邀請學生提供口譯服務。

整體而言，即便系所未開設口譯實習或實務課程，口譯授課教師（無論

是口筆譯入門、逐步口譯、同步口譯等）仍可能會在課內／外時間安排不同

類型的實習活動。因此，課程開設與否並不影響學生是否能取得實習機會。

不過，在未開設課程的情況下，此類活動可能就會影響到教師授課進度，或

因經費（邀請業師演講）限制，導致特定類型活動次數較少。

以下根據全體師生訪談之質性資料，分別討論各項實習活動的舉辦情形

與可能效益。

（一）模擬會議

1. 規劃內容

七所學校中，僅四所不定期舉辦模擬會議。此處所指之模擬會議如

Ardito（1999）、林宜瑾等（2005）、Li（2015）、Conde 與 Chouc（2019）

所討論，為較正式甚至涉及多種語言的會議。通常會議中會有數位講者針對

同一議題發表演講或進行座談，而講者可能是校外的領域專家，也可能由學

生來扮演。會議主題與素材可由教師團隊（De Laet, 2010）或學生自行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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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類模擬會議稱為「迷你模擬會議」或「角色扮演」，主要由教師安排

資深口譯或領域專家至課堂上演講，學生進入口譯箱做同步口譯練習。因為

講者人數僅一位，聽眾可能只有授課教師或少數學生，故稱為迷你會議。另

一種情況則是由教師決定主題，要求學生自行作課前準備，輪流擔任主持人、

講者、口譯等角色於課堂上練習，此即角色扮演。

由於在校內課堂進行，教師參與度高，包括會前規劃、會中觀察與聆聽

以及會後討論與講評。至於會議主題，無論是由教師或學生決定，通常皆會

是當年度熱門議題。因此，從食品安全到同婚制度，都曾是這些口譯模擬會

議選定之議題。

2. 師生看法比較

各校教師對於模擬會議舉辦效益看法不一。問到若受限於時間與資源，

模擬會議是否仍應保留時，教師 T2 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比起實際去口

譯，多了一個可控制的優點」，不希望學生們「遇到很難的講者，結果帶回

失敗與沮喪」。模擬會議可提供有難度但卻不至於太難的內容，對學生來說

是好的。這點呼應了 Klein 與 Hoffman（1993）提出的加工體驗（manufactured 

experience），藉由模擬實際工作現場培養學生評估情境與應變的能力。而控

制難度也讓學生得以透過模擬會議建立自信（De Laet, 2010）。

相較之下，教師 T1 則認為，若有實際口譯機會，就算只是做啞箱，即

可捨棄模擬會議，因為「模擬會議跟實際工作比起來還是差很多的」。教師

T5 也對一般模擬會議角色扮演抱持質疑態度，因為「情境不同就會有很大的

不同」。換言之，模擬會議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仍有所欠缺。

而教師 T4 則是在無法邀到業師或領域專家來演講時，會選擇時下最熱

門、最重要的主題，請學生自行查找資料，並到課堂演練，也就是針對特定

主題，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讓學生加強練習。這與東京外國語大學會議口譯

學程作法一致，強調「關起門來做角色扮演與模擬會議的確有必要且安全」

（Tsuruta & Naito, 2011,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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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看法同樣分歧。有人覺得模擬會議似乎最後變成一個「show」

（S1），因為學生在會前就能取得所有會議資料、甚至逐字稿，會認為自己

的口譯不能出錯。而教師也是針對學生在準備萬全的表現下提出評語，「感

覺不夠真……因為我們的表現其實也不是真實的」（S5）。但 S2 認為，從

觀眾的角度來看，模擬會議未必不真實，反而是學生的心態可能需要調整。

因為學生自己在準備時，就會覺得必須完美呈現，不可以有任何錯誤。

相較之下，參與過迷你模擬會議的學生提出的評價則較為正面。S9 和

S10 都提到教師安排業師演講，讓學生進口譯箱翻譯，並於結束後播放口譯

與原音的雙軌錄音，由授課教師當場檢討，並邀請業師（領域專家）提供意

見。S8 也提到某次口譯實習授課教師邀請講者至課堂上演講，讓學生練習逐

步口譯。雖然沒有觀眾，但：

畢竟是外來的講者，有一種情境在，所以翻譯起來覺得蠻像真實的場

面⋯⋯而且那個講者老師也可以提供他的回饋與觀察。（S8）

該生稱之為一種「半情境式的」模擬會議，這在一定程度上呼應Thiery（1990，

轉引自 Sawyer, 2004）強調的會議口譯的情境感（the sense of situation）。

綜合師生看法，模擬會議和角色扮演具備相對可控的優點，屬於直接經

驗累積，亦可說介於個人實作經驗與加工經驗兩者之間（Klein & Hoffman, 

1993）。有師生提出真實性的問題，則牽涉到如何加工（manufacture）經驗。

例如，資料提供可盡量貼近真實工作情況，像是較晚提供資料，迫使譯者提

升準備效率，或僅提供投影片或演講大綱而非逐字稿／演講稿，並加入不同

語速和問答環節，拉高口譯工作的變化與難度，亦即調整學習環境使其盡量

接近真實（Conde & Chouc, 2019）。

此外，當下立即檢討也很重要。不論是資深口譯或其他領域專家，外來

講者針對學生口譯提出的回饋意見皆十分寶貴。換言之，除了在擬真專業情

境中沉浸式學習外，結束後更要加以分析，並獲取其他參與者的回饋（Perez 

& Wilson, 2011）。這種反思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有助提升感知技巧

（perceptual skills）（Klein & Hoffman, 1993），也符合 Kolb（1984）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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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觀察（RO）。另一方面，規模縮小亦可增加操作彈性，無須勞師動眾即

可定期讓學生進入這種擬真的會場演練，口譯學生在這類半情境或迷你模擬

會議中也需要調整心態，以提供專業口譯服務的心情上場，應可讓這類實習

活動發揮其原本設定的效益。

（二）業師／校友分享

1. 規劃內容

這裡指的業師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口譯，其中又可分為資深譯者以

及與學生年齡較接近的畢業校友。第二類為會展產業相關專業人士，包括會

議公司業務、音響設備工程師等。第三類則是其他領域專家。

七所學校均透過口譯實習或其他口譯課程（如口筆譯入門、逐步口譯、

同步口譯）邀請業師到課堂分享。以口譯為例，多數聚焦於心路歷程、學習

經驗的分享。而會展產業相關工作人員的分享重點則是介紹與口譯相關的產

業工作環境，包括口譯箱等硬體設備的架設、討論口譯客戶需求等資訊。至

於其他領域專家則多就個人專長領域發表演講，增進學生的知識廣度，即前

述迷你模擬會議中提及之業師講者，講題十分多元，從語言、宗教到智慧財

產權等不一而足。

2. 師生看法比較

八位教師中有四位均表示，邀請出色校友至課堂上分享，是學生們最喜

歡的實習課活動之一，似乎能夠重燃學生對口譯的熱情（T4）。教師 T2 也

指出，學生們喜歡聽校友分享經驗，主要是因為想知道如何進入市場。教師

T8 特別強調，資深口譯和校友分享仍有些許差別。大老級的譯者對學生來說

似乎遙不可及，「但是學長姊前幾年畢業而已……已經很有成就了」，這就

特別有激勵作用。

同樣地，這類活動能否加強實踐社群意識也與分享者的資歷、學生個人

能力有關。T2 與 T8 都認為校友到課堂上分享自身經驗，修課學生後續能透

過社群媒體追蹤校友動態，彼此之間似乎沒有隔閡，能很快拉近距離，有助

16　編譯論叢　第十四卷　第二期



於提高凝聚力。但 T4 則認為效果因人而異。程度優異的學生會期待有朝一

日加入這些優秀譯者的行列，但程度相對較低的學生不見得會有這種想法。

呼應前述教師們的看法，確實很多學生偏好業師或校友的經驗分享。學

生 S11 就表示：「面對面跟業師（資深口譯）這樣的溝通、問答，真的給我

們很大精神上的鼓勵」。S3 也認為，這種經驗分享是「其他課找不到的東西，

然後你去外面上網搜尋什麼也不會有人隨便分享這些經驗」。這種第一手經

驗，包括國外口譯所的訓練方式、學生如何安排練習與作息、工作上遇到的

問題、狀況等。

此外，學生是否能透過這些分享，有較深刻的實踐社群認同感？持正面

看法的學生認為，若以成為專業口譯為目標，可進一步與校友聯繫，甚至提

供自己的履歷表，同時嚮往日後會輪到自己與學弟妹分享，有世代傳承的感

覺（S4、S8、S10）。

相對地，有學生則認為要看情形，與教師 T4、T8 看法近似。也就是學

生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與校友的程度似乎差很多，難免有一定的距離感（S3、

S6、S10）。S12 不否認有些學生會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最主要是要問自己

夠不夠努力……老師這方面（精神）打氣也很重要」。

至於會場工作人員、工程師等第二類業師分享，S1 覺得很重要，因為這

些業師都會在課堂上細心地提醒學生，實際口譯時不一定會注意到的東西。

而口譯畢竟隸屬於會展產業，透過業師分享，學生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理解

自己所投身的產業環境。

最後，談到第三類業師—各領域專家分享，參與過迷你模擬會議的學

生特別指出，這類演講會特別有臨場感（因為要實際口譯），同時也可以從

中學習很多知識。

總體而言，師生皆樂見將業師／校友經驗分享納入實習或口譯課。其可

能產生的效益包括增進學生不同的領域知識、激勵學生有為者亦若是、學習

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口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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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Klein 與 Hoffman（1993）的分類，專家或熟手的心得分享屬替代經

驗，也就是學生 S5 所說：「不希望到了職場上，花了很多慘痛的經驗與時間

去學」。但此類活動能否促進實踐社群凝聚力，師生皆有人持較保留的態度。

若回到 Lave 與 Wenger（1991）的實踐社群定義，會發現社群成員除了一起

從事活動、交流資訊，還會長期互動，共享各種資源。因此，在口譯或實習

課中邀請業師或校友分享經驗，或可視為社群建立的開端。除了教師替學生

精神打氣外，學生亦可後續善加利用社群媒體與校友交流討論，提升社群凝

聚力。

（三）會場實習

與會場有關或在會場進行的實習活動，大致可分為以聽眾身分至會場觀

摩、擔任會場工讀生、啞箱及實際提供口譯服務。平均而言，前三類活動在

一學期課程裡僅會出現一至二次（僅一所學校例外，詳見下列討論），故以

下匯總討論課程內容及師生看法。

1. 觀摩／擔任工讀生／啞箱

七校皆透過口譯實習或其他口譯課鼓勵學生多參與會議，觀摩專業譯者

的表現。僅其中一所學校較為特別，會場觀摩占實習活動比重超過一半以上。

該校教師設計了口譯觀摩單讓學生填寫，內容分為四大項。第一是描述會場

位置、聽眾組成、口譯箱放置位置；第二部分為講者原文與譯文比對，分析

口譯難度、口譯策略、譯者遇到的挑戰等；第三部分則要求學生只聽譯文，

以聽眾角度對口譯進行評價；最後第四部分則是心得總結，說明觀摩對個人

口譯學習有何幫助。

相較之下，其他學校皆無類似表單，且觀摩活動在口譯實習裡普遍占比

較低。有時僅由口譯教師告知可報名觀摩的會議，但經常是由學生自行尋找

這類機會。程序方面，有的教師會事先提供議程和資料給學生，要求學生先

閱讀資料，並於觀摩後與學生討論參與心得。

教師 T2 在訪談時特別提到，若想要求學生去觀摩自己擔任口譯的會議，

會事先與學生說明觀摩時要特別留意之處，如較難的原文、現場口譯如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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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但 T2 坦言，觀摩的效益因人而異，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有些學生

對語言的敏感度不足，觀摩的效益就很有限。教師 T4 相對較樂觀，認為要

求學生聽會觀摩時，需提醒一下該注意的內容，但實際上學生們其實能很快

進入狀況，加上學生本身具不同專業背景，會後彼此在 Line 群組的討論反而

讓教師受益匪淺。

學生對觀摩的意見頗具啟發性，如 S11 認為可以學習口譯換手、互動的

方式。但 S3 和 S4 則認為：

觀摩很有用，可是又覺得每次觀摩完就覺得用不到自己身上，就是差

很多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許多會議內容艱澀、枯燥，其實無法兼顧原文與譯文。

受訪學生中，有兩位（S7、S8）的口譯實習課，觀摩比例高達七至八成。

他們對於口譯觀摩單的設計都表示肯定，認為觀摩單讓他們能在會場時有意

識地觀察可學習之處。但 S8 也提到，有時候能觀察到的點都相同，寫到最後

會有點疲乏。S7 也認為，觀摩本身有幫助，但課程沒有安排上課時間，無法

與教師、同儕討論，較為可惜，甚至「大部分同學都是覺得反正就是累積時

數就好了」。

另一方面，有學生也認為，在訓練階段安排觀摩活動可能也有影響，例

如 S1 指出，碩一時不會思考觀摩時要如何觀察，二上時也懵懵懂懂，直至二

下時才知道需要加強之處，觀摩時就會特別關注專業口譯的處理與策略。S5

也認為，觀摩的收穫與自己本身的學習進程有關，換句話說，太早去聽可能

也無法理解口譯員的策略或處理方式。有趣的是，S7 和 S8 恰好是碩一剛結

束，即將升碩二的學生，而 S5 和 S11 則是甫完成二年級的訓練。

Chang 與 Wu（2017）的研究即以前述的口譯觀摩單為核心，邀請碩一學

生在一上時開始運用這份表單觀摩會議，總計蒐集了 50 份觀摩單進行分析。

結論認為觀摩單讓學生在觀摩時能夠更加聚焦，深入且全面地觀察、省思專

業譯者的工作方式及環境。值得留意的是，該文指出由於研究者有時即為該

場會議的口譯，因此學生在與會前就有機會能與跟教師討論如何準備該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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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爭取學生在會場閒置口譯箱內做啞箱練習。會議

如有錄音，也能於課堂上播放較具難度的段落給學生練習，並加以討論。

比對前述師生看法，口譯觀摩單類似於 Klein 與 Hoffman（1993）所提的

指導經驗（directed experience），提供清楚的結構與輔導作用。但除了提醒

學生該注意哪些部分外，可能也需要考量學生的學習進程。當學生對於口譯

困難度有足夠自覺時，才有動機和能力作好觀摩。若能進一步將觀摩與教室

內活動連結，如會前資料準備以及根據會議演講錄音做口譯演練，應該都有

助於提升學生參與觀摩活動的興趣。

在會場工讀方面，型態多元，包括擔任講者聯絡人、雙語主持司儀、專

案經理、協助引導現場貴賓、協助租借口譯機等。然而，前提是要有會展活

動及聘用工讀生的需求，學生才能有上述實習機會。至於啞箱的安排，則需

要事先與場地或主辦單位協調。若授課教師恰好也是該場會議的口譯，通常

較有可能安排。也因為這些不可控因素，這兩類活動次數較少，甚至掛零。

授課教師 T1 即表示，安排會場工讀，主要是希望學生了解：

口譯工作周邊還有很多相關的服務，希望每個人都去每個環節試試

看⋯⋯將來合作的時候比較好。

而教師 T2 也分享他經常跟學生打的一個比方：

如果你要成為廚師的話，你去拜師傅，師傅會叫你先掃地，但你說掃

地跟我煮飯有什麼關係⋯⋯其實你必須要知道整個環節⋯⋯口譯的工

作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工作。

學生們對這樣的安排也頗能認同，如 S1 就表示：

平常我們去口譯，很難想像背後有很多人去支撐起一件事情⋯⋯去上

實習課讓我們可以更了解自己在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S11 則強調，若在會場擔任司儀，會後檢討可以激勵自己回想當天情形，避

免以後再犯類似錯誤。

至於將啞箱納入實習，教師 T2 和 T8 持保留態度。T8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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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的感覺是跟自己練習、同學之間練習相比其實效果沒有好到哪

裡去，因為沒人在聽⋯⋯模擬會議比 dumb booth好，因為有聽眾。

教師 T2 也提出類似觀察：「如果 dumb booth 是去亂做的話，乾脆不要浪費

時間」。

學生們其實很清楚，要找到實際口譯的實習機會並不容易。在會場做啞

箱已十分接近會議口譯實作，所以 S2、S5 皆表示，希望實習課能多安排啞

箱機會。S3 認為做啞箱有助於了解業界的真實情況，例如可以深刻感受到課

堂所學與實際口譯的難度落差。或許也因為如此，S3、S4 都表示，若教師不

在啞箱現場，學生時常會中途放棄，開始聽專業譯者的翻譯，且學生僅能彼

此討論作為檢討，無法獲得教師的反饋。

綜合師生看法，啞箱要發揮效益，似乎需要更強調事前的資料準備，並

要求學生錄音作後續檢討，才能讓這類實作經驗真正幫助學生精進口譯技能。

誠如 Kiraly（2000，轉引自 Sawyer, 2004）所強調，教授翻譯時，教師／教練

的角色是透過示範、觀摩和反思提供學生學習環境。啞箱實習除了讓學生在

現場觀摩專業譯者的「示範」外，也應加入反思以強化效果。

2. 實際提供口譯服務

（1）規劃內容

以校內而言，各校國際事務處、研究發展處、全院或全校導師會議、師

資培育處／教師發展中心等都有相對固定的口譯需求，提供校內翻譯研究所

學生實際提供逐步、同步口譯服務的機會。有的學校則因特定科系聘請外籍

教師授課之故，也有每周固定的課程翻譯需求。此外，各校特色系所舉辦的

國際研討會，時常基於經費限制，必須尋求翻譯所學生協助口譯。至於校外

的實習機會，有時候是會議主辦單位主動來電系所詢問，有時則透過教師在

業界的人脈來安排，因此有時不見得屬於實習課的範疇。例如教師 T6 指出，

有時是校方接辦大型研討會，要求翻譯所師生搭檔，有時則是校外機構基於

預算考量，要求師生合作口譯，這些都是學生實際上場演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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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實習學生是否收取口譯費，有兩所學校明文訂定學生口譯實習收費

制度，另三所學校則採逐案辦理，由系所辦公室或教師與口譯需求方討論，

最後兩所學校的教師則認為學生實習不應收費。根據訪談，所有受訪教師都

明白學生口譯收費會有破壞市場行情的問題，所以對於校外單位的接洽，會

十分謹慎地篩選，例如以非營利機構或政府部門為優先合作對象。言明不收

費的教師（T4）則強調，讓學生無償口譯，是希望學生有磨練的機會。而主

辦單位提供的費用也不會是市場價錢，所以寧可不收，學生其實也不在意。

教師 T5 也認為，無酬口譯等於是多一個實習的機會，學生需要的就是機會。

他表示：「我跟學生說其實口譯和筆譯把技巧學好，之後要賺錢機會還蠻多」。

一般而言，會場實習前、中、後的標準程序如下：在會前，教師會協助

學生取得會議資料，討論如何準備、製作詞彙表，有的教師（T1）甚至會指

定學生擔任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 PM）負責統籌和聯繫。實習過程中，

因會議性質、教師日程安排等因素，有的教師會全程在會場聆聽（T4），有

的是師生搭檔口譯（T5、T6），有的教師則不見得能夠到會場。而會後檢討，

各校之間也存在相當差異，例如有的實習課並無實際課程，學生即便至校外

實習，也沒有機會將錄音帶回學校請教師提供指導（T3）。有的教師也會要

求學生在每次實習後繳心得報告，甚至要求學生聆聽自己的口譯錄音，做聽

打逐字稿（T5），以及於課堂上分享心得（T4）。另外有些教師會於課堂上

詢問、討論實習情形，因教師不見得在實習現場，檢討的重點時常並非口譯

內容，而是「這次出去實習的整個流程」（T2）。

（2）師生看法比較

針對實際提供口譯服務，學生提出兩點有趣的觀察。第一，口譯實習會

議主題和學校所在區域及在地產業有密切連結，如 S11、S12 就表示，校外的

口譯實習機會幾乎為工業類（鋼鐵、石化）或藝文領域的產學合作，臺灣北

部與南部的口譯需求業別似乎有地域差異，所以「就算是出去實習的話，業

別上是有一些限制的」（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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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學生提到實習時聽眾帶來的影響。S5 表示曾經在校內院級會議

為兩位外籍教師耳語口譯，發現他們一臉疑惑時，就立即意識到要過濾訊息，

更貼近聽眾需求。S7 也提及，此類實習課可以體驗有聽眾的真實環境，與課

堂上的模擬與練習仍有相當差別。

無獨有偶地，多位教師也都提及有無口譯聽眾的影響。T2 提到，相較之

下，課堂上因為沒有使用者，屬於封閉式的口譯。到了實際會議現場，學生

則可以立即感覺到使用者的存在。T8 也觀察到，有聽眾時，學生口譯的表現

確實差很多。T5 直言，很多時候因為「在課堂上就是 A 翻完換 B，有一套固

定程序……學生到了會場不會去注意使用者的需求」，但現場口譯就要隨時

留意使用者需求。

綜合上述師生看法，在會場實際讓學生口譯能更直接且深刻地感受到聽

眾、使用者的需求。然而其所涉業別、是否能在會前作好準備、會後進行檢

討，顯然都會影響這類個人實作經驗（personal experience）的效益。誠如

Klein 與 Hoffman（1993）提及，專技習得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包括面對的挑

戰多寡、範圍與難度、能否在實作前充分準備、實作後是否能從中學習等，

正好呼應師生意見所觸及之業別限制、實習前、後的配套作法。

三、其他師生看法比較

（一）最有助益的實習活動

師生一致認為實際口譯為效益最大的實習活動，唯一的疑慮是實際會議

難度較無法控制，若有任何問題，對主辦單位來說，會議成效大打折扣，同

時也會打擊學生自信。

（二）與其他課程之連結

至於實習課和其他課程的連結，實際口譯最能讓學生應用課堂所學，理

解教師課堂上的耳提面命，或了解從課堂走入會場時，需要如何調整。如 S1

表示，實際逐步口譯時，因為環境與課堂不同，表現也會不同。而在實習後

是否能夠將心得反饋至課堂表現，往往因人而異。學生 S2 直言，教師不會刻

會議口譯實習課程之設計與實踐　23



意提醒學生注意實習與平時課堂技巧的連結。因此，學生是否能有深刻感觸，

就得看個人的悟性了。S5 也認為，實習課與逐步、同步口譯課有所連結，但

有時候還是得靠教師提醒。教師 T2 也表示，學生在實習後自我反思的能力

可能有限，能夠看到的面向較少，但是他較在意的是學生有沒有去思考。

但如果是必須進入校外機構內實習至少三個月（一個學期）的情況，學

生們（S13、S14）則認為要看實習機構／業主而定。由於實習時間僅短短幾

個月，一般公司不太可能投入心力指導實習生，遑論交付會議口譯工作。再

加上實習不支薪，學生也較難全心投入，於是形成惡性循環，無法應用在校

所學，自然不會產生與其他課程的連結。此外，若實習目的是讓學生熟悉職

場環境，原本有工作經驗的學生是否能有不同的實習選項，也值得再深入

討論。

（三）理想的口譯實習課程內涵／建議

所有師生皆認同，在理想情況下，訪談大綱上所列各項活動都應納入實

習課。此外，針對是否新增其他實習活動，師生們也提出許多建議。如教師

T3 和 T8 都建議可讓學生參訪口譯用人機構，亦即 buy side，如會議公司、公

關公司等。透過參訪，學生能了解口譯服務需求方如何辦理活動，以及他們

對於口、筆譯的期待等。教師 T5 也提出類似的概念，但更聚焦於學生在提

供口譯服務後客戶端的反饋，他認為應直接與客戶進行訪談，給予學生最直

接的評價。

此外，教師 T1 和 T6 則強調軟實力的培養，包括專案管理、報帳與財務

基本知識、如何與客戶議價等，也就是教導學生將自己視為企業家甚至品牌

來經營。這點也獲得學生 S3、S4 的認同，認為從履歷表撰寫到如何報稅等

都可納入課程。S11則強調臺風及聲音表情訓練等也都可視為軟實力的培養。

教師 T6 也提到，考量市場不時出現削價競爭的情形，實習課也應加入

專業倫理。汝明麗與吳鎮宇（2012）就曾藉由問卷調查，探詢口譯教師、口

譯員、會議公司三大主要市場參與者對口譯專業倫理規範課程的看法。結果

發現六成四的受訪教師係透過專業實務及其他口譯課程傳授專業倫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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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則，且高達九成受訪者都建議可由授課教師或外部講者分享個人經驗，

亦即故事講述型態的替代經驗。

學生 S5 和 S7 則希望能夠增加一對一輔導機會（one on one tutoring/

mentoring），例如在觀摩或啞箱結束後與口譯員互動、討論口譯應對策略。

也就是增加面對面的互動機會（S7）。或也可以請專業譯者至會場，觀察學

生實際口譯，並立即給予回饋、指導（S5）。

四、口譯實習課程規劃建議

根據以上師生訪談結果，本研究提議在資源許可下，各校規劃口譯實習

課程時應盡可能考量學生本身的學習進程。以兩年制研究所口譯訓練為例，

實習課可以安排在碩一下、碩二上和碩二下三個學期（見表 3）。

表 3

本研究建議之口譯實習課程內容

活動類型 碩一下 碩二上 碩二下

課堂：迷你模擬會議／角色扮演   

課堂：較大規模模擬會議（含遠距成分） （籌辦） （口譯）

課堂：邀請業師分享經驗   

課堂：邀請學長姊分享經驗   

會場：學生以聽眾角度觀摩口譯表現   

會場：學生擔任工讀生發放耳機  

會場：學生進口譯箱內做 dumb booth  

會場：學生實際提供同步口譯服務  

會場：學生實際提供逐步口譯服務  

其他：軟實力／專業倫理 * *

其他：一對一輔導 * *

其他：參訪用人機構  

註：*代表兩個時段擇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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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模擬會議和角色扮演可由授課教師於實習課或一般口譯技巧課上安

排，目的是拓展領域知識和增加實作機會，更重要的是安排來訪講者／業師

提供服務使用者的回饋意見。基本上，上述三個學期皆可彈性納入。

但大規模的模擬會議建議仍可保留，規模除了指講者人數外，也包括觀

眾組成，例如開放校外聽眾報名。模擬會議可由碩一學生主辦籌劃，講者可

以由學生擔任，也可邀請校外來賓，而現場口譯則由碩二負責。此外，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遠距會議或虛實混合會議開始增加，亦可利用

此種較大規模的模擬會議，鼓勵學生安排「因故無法」親臨會場的講者，必

須透過線上會議平臺與會，讓碩二學生有機會在進入市場前了解遠距逐步或

同步口譯時該注意的事項。另外提升模擬會議真實性的方式還包括：不事先

提供所有資料給口譯、變化演講難度等。

其次是業師／校友分享，建議可自碩一下開始安排，以激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並開始形成實踐社群。至於有關進入市場的注意事項，不妨待碩二上、

下再學習。碩一學生的主要心力可能仍在技巧學習上，恐較難心領神會與市

場相關的分享，所以建議碩二安排業師／校友分享時的主題重點應與碩一下

有所區別。

以聽眾角度參與會議則建議從碩一上開始，有助學生熟悉未來工作環境

的氛圍。碩一下開始的觀摩會議則可善用口譯觀摩單，但與其強調觀摩時數，

或許應更關注觀摩的品質。亦即碩一下開始，每學期可以要求學生繳回二至

三份口譯觀摩單，填寫項目可由少至多、由簡入難，配合學生本身學習進程。

但不論如何，繳回後最好搭配課堂討論，讓觀摩心得能夠內化，甚至應用到

之後的口譯學習。

實際會場工讀或做啞箱，牽涉到太多不可控因素，若要求在一學期內安

排一定次數，對授課教師來說是不小的壓力。不妨多利用校友分享時，請校

友若有相關機會可及早通知授課教師，並提供會議資料讓學生作事前準備。

在會場實際提供口譯服務，亦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增加機會，時間點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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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碩二上、下進行，因學生的口譯技能已具一定基礎。若要求學生做啞箱，

也應確保於課堂上播放錄音、進行檢討。

師生雙方都認為實際提供口譯服務的效益最高，但同時也需留意會前準

備、會後檢討的機制，確實作到反思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此外，軟實

力的培養也可與專業倫理一起討論，因兩者都有若干模糊地帶，不見得有標

準答案。藉由實習課上的個案討論或講師授課，讓學生能在進入市場時亦具

備適當的專業倫理意識和企業、品牌經營所需要的軟實力。時間點上也建議

安排在碩二上或碩二下。至於學生建議的一對一輔導機制，立意甚佳，也有

助於實踐社群的傳承與建立，但執行上易受限於口譯員的日程安排與意願，

因此僅能於碩二上或下視情況安排，次數上亦無法強求。

最後，亦可納入用人機構的參訪活動。碩一下的參訪，應由口譯服務需

求方說明他們對於口譯的期待，讓學生了解需要精進哪些能力，甚至也可藉

機討論未來提供實習機會的可能性。而碩二下的參訪，學生們應更審慎看待，

這類活動可能是另類的企業徵才，這時的參訪除了可以從用人機構的角度認

識市場趨勢外，也是口譯學校將新手口譯引介給市場 buy side 的機會。

以上安排除了整合本研究師生看法，亦含括了專技習得研究所提出的四種

經驗類型：個人實作經驗（實際提供口譯服務）、指導經驗（會場觀摩）、加

工經驗（模擬會議／角色扮演）、替代經驗（業師分享）（Klein & Hoffman, 

1993）。各項活動在實際執行上若能留意若干細節安排，即可更貼近經驗學

習與實踐社群的原則和理念。

伍、結語

一、主要研究發現

陳子瑋等（2014）及張嘉倩與林明佳（2017）分別藉由大規模問卷發放

及質性訪談，探討臺灣翻譯產學關聯及相關教育發展策略。本研究以之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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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聚焦於口譯實習課作為產學銜接之設計與執行，從專技習得、經驗學習

和實踐社群理論出發，首先調查全臺翻譯研究所口譯實習課程與執行現況，

接著訪談口譯實習授課教師與參與口譯實習課的學生，最後根據調查發現與

訪談結果，輔以前人文獻，試圖提出兼顧理論和實務的課程設計方向。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首先，綜觀臺灣七所翻譯研究所從過去到現在開

設（過）的實習課程，大致可分為三類，包括模擬會議／角色扮演、業師／

校友經驗分享以及會場實習。儘管有幾所學校並未正式開設口譯實習課，但

受訪的口譯教師都盡力安排相關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更接近職場實務，如會

議口譯觀摩單的設計、實習報告範本等都可以看出教師的用心，但同時卻也

呼應了國教院《產學關聯報告》（陳子瑋等，2014）所提及推動產學合作時，

教師負擔加重的問題。

在教師費心安排口譯實習機會的同時，各校實習課程的重點不盡相同。

有的學校強調學校到職場的銜接，但問題在於，有的學生先前就有產業工作

經驗，若強制規定所有學生完成一學期的機構內實習，對於這類（準）在職

生來說幫助可能不大。這點也是國教院《產學關聯報告》（陳子瑋等，

2014）中所述另一項產學合作的挑戰：實習單位能夠提供的工作內容與學生

所學可能存在差異。

前述三大類口譯實習課程亦符合張嘉倩與林明佳（2017）討論之研究所

層級口譯實習課程特點：範圍廣泛。從會場接待、觀摩教師口譯到學生實際

上場口譯皆屬之，邀請口譯或產業人才到校分享也是常見的產學合作／接軌

方式。不過本研究受訪學生也提出若干問題，例如：是否有研究可以佐證？

觀摩是否會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的情形？受訪學生對口譯觀摩單的回應，大體

符合 Chang 與 Wu（2017）的結論，亦即觀摩單有助於提升學生在會場觀摩

的品質，從中得到收獲。但也有學生反映觀摩時數過多，重複填寫觀摩單時

易感麻木。針對模擬會議，也有師生提出類似意見。可見不論是口譯會場觀

摩（含啞箱）或模擬會議，雖立意良好，但實施時仍需於視情況與需求加以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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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不論是專技習得、經驗學習或是實踐社群理論，在口譯實習

活動裡落實程度不一，例如：資深譯者的經驗分享可能是對學生的激勵，也

可能帶來壓力，影響實踐社群的建立。但其實若授課教師能適時鼓勵學生，

就能更加堅定學生的信念，繼續朝目標邁進。而經驗學習的心得或省思，可

能也需要教師適時、主動地回饋，幫助學生更深刻地體悟實習與課堂學習之

間的連結。

陳子瑋等（2014）《產學關聯報告》以全國翻譯系所教師為訪問對象，

而張嘉倩與林明佳（2017）探討研究所層級之口譯教育，也是以教師觀點出

發。相較之下，本文最大貢獻在於聚焦於產學合作中的口譯實習課，彙整師

生觀點，並比對兩者異同。畢竟產學合作的目的是縮短學用落差，幫助學生

銜接校園與職場。口譯學生作為實習活動的主體，若（自覺）未能從中獲益，

就可惜了各方投入的心力與時間。因此，學生們對於各類實習活動的看法值

得重視，並於規劃口譯實習課程時盡量納入。另一方面，由於筆者並非實習

課授課教師，各校學生接受訪談時亦無修課評分壓力，或許更能如實反映自

身參與實習課的真正感想與期待。

綜合師生意見，本文針對口譯實習提出的建議包括：（1）宜考量學生的

學習進程，安排適合的口譯實習活動。（2）模擬會議／角色扮演在擬真之餘，

也須妥善設計其挑戰程度，同時可考慮區分迷你模擬會議／半情境的實習機

會以及較大規模的模擬會議，以符合不同實習目的。亦可舉辦混合遠距模式

的模擬會議，幫助學生熟悉疫情下的口譯新趨勢。（3）業師／口譯／校友經

驗分享除了能幫助學生看到口譯實務工作的不同面向外，也可依據學生學習

進程調整分享重點。而授課教師若能適時給予學生鼓勵與打氣，則有助於激

勵學生努力學習。（4）於會場實習時，不論是啞箱或觀摩專業譯者表現，可

考慮增加與口譯員互動的機會，而非僅是被動聆聽，最後甚至導致疲乏、成

效下降。換言之，執行方式可以有更多變化。若是學生自己上場實習口譯，

也可將錄音檔帶到課堂上播放、檢討。（5）未來可考慮將軟實力的培養納入

口譯實習課程中，例如專案管理、財務管理與微型企業經營等多元化課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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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業倫理的探討。（6）除前述三大類實習活動外，亦可多增加用人機構

的參訪活動。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探討臺灣七所翻譯研究所口譯實習課程僅以 2016 年至 2017 年間

各所開課情形為基礎，接受訪談的師生人數也有限。因此，雖然盡力呈現各

校師生對口譯實習課程的不同體驗與看法，仍係以管窺天，無法全面深入探

索口譯實習課程。

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訪談對象（例如納入實習單位主管）及增加人數，

甚至進行縱貫性研究，涵括在學學生、畢業後甫入職場及離校三年（以上）

的校友，追蹤其職場實務經驗的累積是否影響其對於口譯實習課程的看法，

或其是否有機會與口譯實習課接觸的業師／前輩保持聯繫，形成日益擴大茁

壯的實踐社群，作為進一步完善口譯實習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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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師／同學訪談大綱（2017／7）

教師姓名：　　　　　　　性別：　　　　　　　任教系所：　　　　　　

任教資歷：　　　　　　　　　　　　口譯年資：　　　　　　　　　　　

同學姓名：　　　　　　　　　性別：　　　　　　　年齡：　　　　　　

就讀系所與年級：　　　　　　　　　　　　　　　　　　　　　　　　　

一、開課情形

1. 請問貴所過去三年至今有無開設口譯實習課程？

2. 如果有開設，請問開課頻率大概如何（過去三年來開過一次、二次或

更多）？

3.  如果有開設，請問開課多半落在課程哪個階段（例如碩一、二、上或下

學期）？

4. 開課與否的考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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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授課內容與效益

5. 口譯實習課程若以一學期 18周來看，是否包含下列類型的內涵？（請勾選）

類型 是 否

課堂 模擬會議／角色扮演

課堂 邀請業師*分享經驗

課堂 邀請學長姊分享經驗

會場 學生以聽眾角度觀摩口譯員表現

會場 學生擔任工讀生發放耳機

會場 學生進口譯箱內做 dumb booth

會場 學生實際提供同步口譯服務

會場 學生實際提供逐步口譯服務

其他，請說明

* 業師係指會展產業從業人員，包括現職口譯員、會議公司工作人員、音響工程師、公關公
司等。

6. 承上題，請問各類型課程安排，在 18 周內大約的次數或比重？

類型 次數 比重

課堂 模擬會議／角色扮演

課堂 邀請業師*分享經驗

課堂 邀請學長姊分享經驗

會場 學生以聽眾角度觀摩口譯員表現

會場 學生擔任工讀生發放耳機

會場 學生進口譯箱內做 dumb booth

會場 學生實際提供同步口譯服務

會場 學生實際提供逐步口譯服務

其他，請說明

* 業師係指會展產業從業人員，包括現職口譯員、會議公司工作人員、音響工程師、公關公
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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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是實際到會場的實習課程，多半會與哪些校內、校外單位合作？

8. 會場實習機會是上述校外、校內單位主動提供，抑或授課教師爭取結果？

9. 同學在模擬會議前後或會場實習前後，是否有標準作業程序？

10. 實際會場實習前是否有機會與教師或同學討論？

11. 實際會場實習後是否有機會與教師或同學檢討？

12. 口譯實習課的評量機制為何？

13. 各項評量機制的目的為何（出席上課、要求撰寫實習報告或做心得分享

簡報）？

14. 您覺得口譯實習課對同學有幫助嗎？

15. 您覺得口譯實習課是否與其他課程有所連結？如果有，是怎樣的連結？

16. 上述類型課程哪些最受同學歡迎？

17. 上述類型課程您覺得哪些對同學最有幫助？

18. 您覺得理想的口譯實習課程應包含哪些內涵（可依據題 6 建議增刪）？

19. 要實現上述理想實習課程，是否有任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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