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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考察了一般口译教材的选材问题, 重点介绍香港关于教学中的版权会顶, 并详细介绍了香
港理工大学口译教学中, 如何协调口译教学中的选材与版权问题, 为内地口译教学如何合法地使用版权

材料提供借鉴, 有利于提升口译教师和学生的版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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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mo re know ledge on how to use copy righted m ater ia ls lega lly in teach ing and learning, but a lso enhance the ir

copyrigh t aw areness1
K eyW ords interpretation teach ing se lection o f teaching ma teria ls copyr ight

1 口译教学的选材问题
口译教学中常常要运用大量的音像材料,

这是口译教学强调听和说表达训练的性质决定

的。传统口译教学多使用比较固定的一种或两

种教材 (如林郁如 1999; 吴冰 2004) , 教师与

学生均人手一册, 课堂及课后练习所用音像材

料, 大多为编者创作书面原文后, 由本国或外

籍人士朗读录音而成, 且这些材料均为课本附

带, 在口译教学中使用基本不存在侵犯版权的

问题。

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大量适时的文

字及音像资料在网上唾手可得, 为当今口译教

材的编写提供了新的多样化渠道。为了强调教

材的适时性、实战性, 如今不少新出版的口译

教材都会大量采纳来自不同渠道的最新会议、

演说、辩论、采访或脱口秀的音像材料。拿起

最近几本比较流行的教材, 如王斌华 ( 2006)、

陈翔 ( 2006) 等编著, 我们就会发现, 其中用

到的时事音像材料, 有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

/丝绸之路 0 艺术节开幕式上的演讲、对著名
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的访谈、前商务部部长薄

熙来就外贸纺织品争端问题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录音等等。有些教材甚至所有的范例与练习都

采自最新的国内外音像材料 (如马世高,

2007)。这些课本不仅能让学生学到鲜活的语

言用法, 又能获得时事知识, 拓宽自身的知识

视野。这些贴近时事口译教材的出现, 彻底摒

弃了传统口译课本语言陈旧、所叙述内容与现

实脱节的守旧形象, 促进了口译教材的改革。

除此之外, 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亦为当今

的口译教师提供了取之不尽、丰富生动的教学

资源, 不再受制于口译教材的束缚。为了让自

己的教学更具有时代性和保持教学内容对学生

的新鲜感, 不少口译教师如今除了运用课本上

的教学材料之外, 还会在最新的外国杂志上复

印资料, 或是从网上下载书面和音像资料供教

学使用。这些有趣、鲜活的材料大大激发了学

生学习口译的热情, 促进了学校和社会上口译

教学的蓬勃发展。

但是, 教材的编撰者和口译教师们为了提

高和改善口译教学, 有时随意引用网上或杂志

最新音像资料, 却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触犯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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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版权, 构成了侵权的违法行为。那么, 如

何在口译教材编写和教学中合法使用网上下载

的文字或音像材料? 应该如何提高口译教师的

版权意识, 避免在无意中陷入法律漩涡?

2001年通过的 5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 6, 明文规定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其中第
22条第 ( 6) 点提到,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
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

品, 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出版发

行 0。不过, 对教师如何合法地复制网上的书
面音像材料、复制的原则和复制的比例却语焉

不详, 口译教师可能无所适从, 要么只能凭自

我感觉来判断复制的合法性, 要么就当这条法

规不存在。

相比而言, 香港特区政府为在教学或科研

中合法地运用版权材料制订了更为完善的条例

和指引, 这就让口译教师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版

权材料时有法可依, 有例可循, 在尊重著作者

版权的同时, 又不会阻碍知识的正常传播。本

文向大家介绍香港口译教学中, 如何协调口译

教学的选材与版权问题, 希望这些经验能够给

内地合法地使用版权材料提供借鉴, 从而提高

口译教师的版权意识, 促进内地进一步完善在

教学中合法运用版权材料的条例和法规。

2 教学中的版权问题
版权产品是受法律保护的, 具有商业价值

的人类智慧的结晶。常见的版权产品有文学艺

术作品、艺术家的表演、广播和音像制品等

等。它与工业产权产品 (如专利、外观设计和

商标等 ) 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知识产

权。口译教学应注意的知识产权主要为版权产

品的合法运用。

香港基本法第 139条及 140条明确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政策, 以法律保

护知识产权, 这就是列入香港法例第 528章的

5版权条例6 ( Copyr igh t Ord inance, 以下简称

5条例6 )。此条例于 1997年 6月 27日正式生

效, 其后又经过多次修订, 它也是香港一切版

权产品合法使用与否的最终依据。该条例共有

85条条款, 详细规定版权产品的定义、范围、
版权期限、何为侵犯版权的行为等等。囿于篇

幅, 本文只选择一些与教学最相关的条文作简

要介绍。

首先, 5条例6 把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分为
三类: ( a) 原创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音乐

作品或艺术作品; ( b) 声音纪录、影片、广播

或有线传播节目; 及 ( c) 已发表版本的排印

编排 (见 5条例 6 第 2条 )。 ( a) 类作品的版

权的期限于作者创造这些作品后的一生所享

有, 且此权利一直延续至其死后 50年之内;

( b) 类作品的期限只限于出版或发行之后的

50年内; 而 ( c) 类作品则限于出版后的 25

年内。

其次, 5条例 6 明确规定以下任何一项均
为侵犯版权的行为: ( a) 复制版权作品; ( b)

向公众发放版权作品的复制品; ( c) 租赁版权

作品的复制品予公众; ( d) 向公众提供版权作

品的复制品; ( e) 公开表演、放映或播放版权

作品; ( f) 将版权作品广播或将版权作品包括

在有线传播节目服务内; ( g ) 制作版权作品的

改编本, 或就该等改编本而作出任何上述作为

(见 5条例6 第 23-29条 )。很明显, 在口译教

学中, 如果教师对网上下载的文字或音像制品

不加限制地使用, 很可能就侵犯了他人的版

权。

为了避免过分打击教学工作, 阻碍信息的

正常传播与交流 , 5条例 6 亦规定某些行为在
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 不属于侵犯版权。与

课堂教学有关的行为包括: ( a) 研究及私人研

习; ( b) 批评、评论及新闻报道; ( c) 附带地
包括版权材料; ( d) 供教育用途的选集; ( e)

在教育机构的活动过程中表演、播放或放映作

品; ( f) 由教育机构制作广播及有线传播节目

的纪录; ( g) 教育机构或学生将已发表作品中

的片段藉翻印复制 (见 5条例 6 第 37-45条 )。

其中, 于 2007年修订并于同年 7月 6日生效

的 5条例6 第 41A条对香港教与学中合法使

用版权材料的影响尤其深远。具体而言, 41A

条文规定了在何种情况下才可当作是为教学或

接受教学的目的而对版权作品所作的 /公平处
理 0 ( fa ir dealing), 从而避免侵犯他人的版权。

这里有个关键的概念就是 /公平处理 0,
它规定在何种情形下, 由版权法所赋予作者的

版权并不适用。换言之, 它即是指版权受到限

制或例外的情况。此概念主要见于英联邦大多
数国家的版权法之中, 美国版权法中类似的概

念为 /合理使用 0 ( fa ir use)。作为前英联邦

成员之一, 香港的版权法在 97回归前, 几乎

都是英国版权法的翻版, 回归后亦基本沿用了

原来的法律体系, 但作了多次修订, 以跟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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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展的要求。

41A条明文规定, 如要裁定教学中对版权

材料的运用是否属于 /公平处理 0, 主要须考
虑以下四大要素: ( a) 该行为是否出于非牟利

的目的或是出于商业目的; ( b) 版权材料的性

质 (即是否用于商业上的销售或是用于公共发

布? ); ( c) 如把版权材料视为一整体, 则所用

的版权材料占这个整体中的比例如何? ; ( d )

对版权材料的运用是否会影响到该材料的潜在

市场或商业价值?
这四大要素之中 ( a)、 ( b) 和 ( d) 都不

难理解, 难就难在准确理解 ( c) 中所指的运

用多少比例才不算违反版权的问题。一本 100

页的书, 复印 20页、 30页或 40页, 哪些行为

算是超过允许的比例上限而侵犯了他人的版权

呢? 香港的版权法并没有对此做出具体的量化

规定。为了帮助教育界的师生更准确地把握可

以复制版权书面的尺度,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知识产权署 ( Inte llectua l Property Departmen t)

在协调业内用户及各版权代表组织的基础上,

于 2002年制订出 5非牟利教育机构影印印刷
作品指引6 (简称 5指引 6 ) , 提出一些具体的
标准, 它们虽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有助于用户

判断自己有无违反 41A条中的 ( c) 项要求。

其中比较重要的量化标准包括: ( 1) 复印用于
教学使用的复制品数量, 只限于有关课程的学

生每人一份; ( 2) 在同一个学年内, 不得就任

何一项课程复制作品多于 27次; ( 3) 就复印

版权作品的长度而言, 报章或期刊中的整篇文

章可以全文复印, 诗不超过 250字, 故事或文

章不超过 2 500字, 艺术作品可以整份复印,

其他作品的节录部分不超过 2500字或作品总

页数 10% (包括插图 ) , 以较少者为准。由于

5指引6 并没有明确规定教学中可以复制具有
版权的音像材料的比例, 一般认为, 不超过整

个音像材料的 10%是较为合适的。但需要注意

的是, 认可该 5指引 6 的均为香港的出版机
构、教育院校和复印授权协会, 某些出版地点

非香港的版权物并不承认此 5指引6。
就口译教学而言, 毫不夸张地说, 教师要

在教学中合法使用文字和音像材料, 就要把

41A条文中的这四个考虑及其相关的条件奉为

圭臬, 在运用版权材料时, 要扪心自问这样做

有无违反以上的任何一点, 在对这四个问题都

确信无疑后, 才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

3 口译教学中合法地使用文字和音像材料
香港理工大学是全港最早开设口译课程的

大学之一 ( 1988年 ), 由当时的中文及翻译系

(现名中文及双语学系 ) 负责。办学 20余年

来, 为香港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口译人才。据不

完全统计, 目前香港法庭口译有 1 /3为该系的

毕业生。发展至今, 该系在口译教学上已经具

有一套完整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其中就包括在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在教学中使用最新版权文

字和音像材料, 让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够跟上国
内外最新形势的发展, 为他们在毕业后从事常

常涉及时事题材的口译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版权文字材料运用方面, 不同层次的口

译课均无固定的、从学期初到学期末的统一课

本。学期伊始, 教师通常会给予学生一张内有

整个学期教学重点和练习内容的安排表。如

5交替传译 6 这门课指明第 5、6周将讲授口译

过程的理论, 同时还辅以记忆训练、公共演讲

训练和释意训练 ( Deverbalization) , 练习材料

的主旨均与 /交流与合作 0 相关 (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 以便让学生在课前预先准

备。口译理论及口译技巧的讲解部分均由授课

教师所书, 所引用材料均注明出处, 因而不存

在版权问题。用于训练的书面材料部分由教师

撰写, 部分则摘自最新出版的国内外报纸或杂
志, 如英国的 5经济学人 6 ( The E conom ist)

和美国的 5时代周刊 6 ( T im e) 等。那么, 如

何才能合法地在课堂上运用这些材料呢? 复印

这些杂志中的一篇文章, 免费派发给学生用于

教学, 这算侵犯他人的版权吗? 这还需用本文

第 1部分提及的几个准则来检验。

可以肯定, 5经济学人 6 和 5时代周刊 6
中的每篇文章都属于 5条例6 中规定的受保护
的作品的第一类 ) ) ) 原创的文学作品, 因而都
有版权。本来, 根据 5指引 6, 用于教学的报
章或期刊中的整篇文章可以全文复印, 但由于

外国杂志并没有加入到认可该 5指引6 的机构
名册, 所以此条款并不适用, 只能用香港版权

法第 41A条中的四个要素来衡量。很明显, 此

复印行为是用于教学, 所以是非牟利目的行
为。所用的文字材料原本是用于商业上的销售

和赚取利润, 但在教学中的小范围运用, 显然

谈不上与这些材料的潜在市场或商业价值有关

联, 因此 41A条中的 ( a)、 ( b)、 ( d) 要素均

说得过去。但由于杂志中的每一篇文章均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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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版权的一个整体, 因此, 如果把这篇文章通

篇复印的话, 在复印比例上就相当于占用了此

版权材料的百分之一百, 也即是违反了 41A条

中的 ( c) 要素, 肯定构成了侵权行为, 尽管

该教师是把此材料用于教学目的。所以, 正确

的做法应该是选取整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复印,

复印范围最好不要超过全篇的 30%。如果仅复

印一篇文章的 30%内容不够用于教学, 可以选

取多篇文章, 但复印时亦不可超过 30% 的内

容, 这样便保证了在版权法许可的范围之内。

如果真的要将通篇文章复印给学生, 则需要联

系相关的杂志社商讨版权。

目前, 越来越多的老师从网上下载文字资

料用于教学。根据 5条例 6, 网上的文字都属
于版权资料, 对其任意复印或传播会侵犯他人

版权, 除非网页上注明可 /供公众传播 0 ( for

public distribution) 字样。 41A条同样适用于判

断教学中运用网上下载的文字会不会违法, 教

师在打印网上资料并分发给学生之时, 同样需

要注意所用网上材料的性质、下载和打印材料

占总篇幅的比例等问题。得到明确的答案后才

能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至于网

上图片或照片在教学中的运用则较为复杂。网
上版权图片的合法运用与版权文字材料的合法

运用与否亦都可以用 41A条衡量, 但有些不同

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图片往往是整幅借用于

教学之中, 很少会只用 1 /4张或一半图片, 这

样一来就违反了 41A条中 ( c) 要素关于占用

比例的问题。 5条例 6 亦考虑到图片使用的特
殊情况, 因而更看重 ( b ) 要素, 即原版权图

片是否用于商业牟利。如果此图片属于非商业

性质, 如介绍某些景点或新事物, 把图片复印

后用于教学是允许的; 但如果图片是用于商业

性质, 如某些政治讽刺画或漫画中的一幅, 则

即便复印品是用于教学, 其法律上的争议性亦

比较大, 因为这时 41A条中的四要素有两个要

素对你不利, 如果出版商告之于法院, 被判侵

犯他人版权的机会就相当大。

在音像材料运用方面, 口译课上均用到大

量的音像材料供练习和讲评之用。这些材料有

些是直接从 VCD或 DVD中选取, 有些是从电

视节目中节选, 有些则从网上下载, 或在课堂

上点入该音像材料的网络链接 (如 youtube网

站 ) 直接播放。对于前三种音像材料, 教师均

需注意截取的时间长度最好不要超过总长度的

10%, 且这段音像材料只能用于教学与研究目

的。如果教师把这些材料用于非教学目的 (如

只是供学生娱乐或活跃课堂气氛 ) , 或是把这

些剪辑的材料放上校园网供学生自由下载作课

后练习之用, 这些便属于侵权行为。

但有些由政府部门录制的记者招待会录音

或由教育机构录制的公开讲座录像, 因其本身

非牟利性质, 且多数都会注明鼓励公众传播的

字样* , 这些材料可以用作教学与学生课后练

习, 在运用这些材料时, 要注明材料出处, 如

版权页上有对这些材料的具体的格式规定 (如

不准改变原有的音频格式或剪辑视频等等 ),

教师在运用时亦需遵守。

至于 youtube /youku等网站的音像材料,

由于这些材料的本意就是供大众观看, 不是出

于商业牟利目的, 因而在教学中直接点击, 供

学生学习使用并不违反版权。但需注意所用的

youtube等网站短片是否来自盗版, 否则, 教
师可能要负传播盗版音像材料的责任。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 即使所用版权文字和

音像材料的行为完全符合 41A条的所有或大部

分要求, 5条例6 亦规定使用者一定要注明出
处, 这样才构成最终的 /公平处理 0 行为, 否
则使用者仍有可能被控侵权。

4 版权意识
在口译教学中, 合法地使用各种媒体的有

版权的材料, 制订完善、清晰的版权法例固然

重要, 但若教师和学生缺乏良好的版权意识,

再完备的法规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为此, 香港

多数大学均不定期开设教学与版权法讲座, 与

教师们讨论如何处理教学中出现的种种版权问

题** , 并开展香港版权条例的学习等等。在版

权意识的教育上, 新入学的学生会收到详尽的

版权条例说明, 且所有学生均会在学期当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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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香港政府门户网站 /香港政府一站通 0 在其版权告示中就明确说明 /为鼓励 7一站通 8 所载的内容得以广泛传播, 你
可自由浏览、列示、下载及打印本网站内由政府拥有版权的内容作非商业用途, , 0。详见:
ht tp: / /www1 gov1hk / tc/about / copyrigh t1h tm。
本文受香港理工大学教育发展中心 E laine Tsoi女士关于教学与版权讲座的启发而撰写, 特此鸣谢。



证和图表。翻译行业也正在经历着现代技术带

来的重大变革。机译研究的复苏、翻译记忆技

术的研发、各种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相继问

世以及网络资源的丰富, 使翻译行业发生了焕

然一新的变化, 为翻译产业的长足发展推波助

澜。

然而, 完玉亦有瑕疵, 本书亦有其自身不

足之处。作者将翻译技术融入了翻译研究学科

框架下的多个分支, 不乏灼见创新, 但未能对

其进行详细的说明论证, 如语料库技术在描述

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未能进行深入探讨, 并且

有些地方的解释不免让读者感觉有些牵强附

会。纵观全书, 有关机器翻译论述的篇幅居

多, 如: 在第五章中, 虽然题目为 /翻译工具
评测0, 但其内容主要涉及机译系统的评测。
作者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

相关评测信息偏少, 而且大多由商业公司研

发, 很难获得关于这些工具的信息。另外, 作

者对个别词语的使用有失偏颇, 如: 由表

7116可以得知基于规则的机译系统不使用
/算法0 ( algo rithm ) 进行运算, 当然此类机译

系统不会使用统计机译系统中所运用的算法,

但是很难想象, 若不进行算法运算, 如何实现

对储存在机译系统中的语法和词汇表述性信息

的调用。由此可见, 作者对 /算法 0 一词的
使用是基于自己的臆解。

总体来说, 本书是一部翻译技术方面的开

拓性著作, 是作者多年实践与研究经验的结

晶。通过本书, 读者可以习得机译系统与多种

翻译辅助工具的相关知识, 了解现代翻译技术

的发展轨迹、最新动态与未来趋向。论语有

云: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0。翻译技术
代表了现代翻译行业的先进生产力, 有效提高

了翻译工作效率和译文质量, 熟练掌握一定的

翻译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翻译行业从业人员的一

种不可或缺的职业技能。本书既可以作为高校

翻译专业翻译技术类课程的教材, 也适合职业

译员与翻译研究者用以更新自身的翻译专业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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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地收到如何避免侵犯他人版权的电子邮

件。同时, 在学生容易触犯版权材料的学习场

所, 如图书馆 (尤其是自助复印处 )、电脑机

房和多媒体学习与欣赏室等都贴上醒目的侵犯

他人版权即属违法的警告标语 , 同时, 还有

详尽的版权法的说明单张供学生取阅。长期不

懈的版权教育提升了师生的版权意识, 亦奠定

了口译教学中合法运用版权材料的重要基础。

这些是值得内地同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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