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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異與翻譯困境 
一、翻譯與文化 

 

1、語言與文化 

「我最怕讀翻譯本了，不但語意生硬，中文不像中文，還常讓人覺得文意

不通、莫名其妙、不知所云。」這似乎是許多讀者共同的心聲，記得唸大三時，

有次上翻譯課，老師在黑板上寫了兩句非常簡單的英文句子：”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其中一個同學就自告奮勇，大聲說

出譯文：「約翰是可靠的。他不吃魚，還玩遊戲。」隨後老師要我們評判他的

譯文，有些同學讚同他的譯法，有些同學則要求老師提供出處、作者、說話者

及上下文(context)…… 
爭論了一節課後，老師終於透過導引的方式，讓我們明白，正確的譯文應

是：「約翰是可靠的，他既忠誠、又守教規。」因為本書的時代背景是英國國

教與新教發生宗教衝突期間，國教規定教徒齋日只能吃魚，新教則要求教友不

可吃魚。換言之，這看似簡單明瞭的短句，必須在了解英國宗教歷史背景及說

話者宗教立場的前題下，才不至於誤譯。 
上述回憶又讓我聯想到翻譯界流傳的三則笑話，第一則與毛澤東有關，據

說尼克森在訪華期間，曾透過口譯問毛澤東究竟是唸那個大學，毛抬起下巴，

簡答：「綠林大學」。聽過或看過綠林大盜傳奇的人都知道他指的是什麼，但口

譯者卻當場忠實地告訴尼克森，毛澤東是”The University of Greenwood”的高材

生。 
第二則是早期的譯界笑話，主角是趙景深，他在翻譯契柯夫的短篇小說《萬

卡》時，竟然把”Milky Way”譯成「牛奶路」，魯迅在《風馬牛》這篇短文中就

曾對趙景深提出嚴厲批判。讓我們一起來回顧一下這篇短篇小說，故事中的主

角就叫萬卡，才九歲，時代背景是沙俄時期，原本住在困苦農村的萬卡為了生

活，到城裏當學徒，故事中描述萬卡在耶誕夜寫信給祖父時，憶起昔日在農村

與祖父在夜空下觀賞銀河的快樂時光。 
英譯文：“The whole sky spangled gaytwinkling stars, and the Milky Way is as 

distinct as though it had been washed and rubbed with snow for a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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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的譯文：「天上閃耀著光明的亮星，牛奶路很白，好像是禮拜日用雪擦洗過

一樣。」○1  
後人研判趙景深這個天大的誤譯原因，除了受制於本身天文科學常識的缺

乏外，更受制於中國民俗傳說中所刻印在腦海裏的記憶，牛郎織女因受天帝懲

罰，遙隔在天河兩岸，每年只能由喜鵲搭橋，在七夕一年一會。 
綜觀第一及第二個誤譯均與民族文化傳說有關，第三個就涉及到另一層面

問題：文學翻譯除了意義、意旨傳達之外，還有意境及風格問題。其中一個典

型的例子就是美國新詩派詩人龐德(Erza Pound)所譯的李白詩集，舉例來說：~ 

「抽刀斷水水更流」 
“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舉杯消愁愁更愁」 
“Raise 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2  

這樣的譯文既不像英語，又未傳達中文意旨，既未「信」、又未「達」，「雅」

的意境也全都流失。 
此外，像「入境問俗」與”When at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及”All roads 

lead to Rome”(條條大路通羅馬)與中國人常勸人「山不轉、路轉，路不轉、人

轉」的意義是否完全相通的問題，這一切都牽涉到文化差異與翻譯因此而導致

的困境。 
語言文字是民族社會文化的產物，同時又是社會文化信息的載體，在這個

意義上，語言文字是一種文化的信息符號系統。民族的社會文化，無不反映在

這個符號系統中。因此，語際轉換不能忽視語言符號的文化信息承載特徵，否

則，意義的語際轉換必然是不完全的、甚至是錯誤的。 
文化因素攸關語際轉換的有效性，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型式具有相通的或相

近的傳譯管道，反之，不同文化形式產生文化差異或隔膜的機率較大，容易阻

礙溝通管道。忽視原語(source language)的文化歷史分析，就可能導致誤釋及

誤譯，不論是肇因於族群、地域、風俗、信仰、觀念等等因素，還是歷史、文

化、藝術等特質所形成的民族特色都會經由語言呈現。 
 

2、翻譯與新文化運動 

相信任何一位中國現代文化研究者都不會否認，若無西方名著譯介，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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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將難以開展，即便開展，沒有西方文化交相映照，也將呈現截然不

同的面貌，可見翻譯在不同文化相互影響的演變過程中確實扮演著重要與特殊

的角色。這個共識不僅確立翻譯在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也彰顯了翻

譯在文化創新及文化交流上的效能。○3  
 

甲午戰後，中國知識份子終於深刻體認到中國的落後，為了急起直追，中

國知識份子普遍渴望認識外國政治經濟、哲學與文學，翻譯之風由此而盛。五

四時期的知識份子認為，透過翻譯既可創造新的中國現代語言，推展白話文運

動，又可搭建文化過渡橋樑，引進新思潮，徹底改變中國人迂腐的思維模式。

當初由胡適領軍，組成《翻譯委員會》，莎士比亞譯作全集大師梁實秋等均是

委員，該委員會實施任務編組，大量譯介西方叢書，譯叢含括政治、經濟、科

學、社會、心理、教育及文學。其中，以文學的涵蓋面最廣，因為一部經典文

學作品幾乎是某一國家民族在某個時代背景下，政經文化社會等等層面的縮

影，無庸置疑的，一部傳世文學著作幾乎可以等同於廣義的文化顯影。 
 

3、翻譯的定位問題 

如前所述，語言是一個民族的歷史及文化載體，國際交流需要以共通的語

言作為媒介，英語在西方政經文化霸權的威勢助長下，自然而然成為重要的世

界語言，對於無法以此相互溝通者而言，翻譯便成了橋樑。 
翻譯在香港較早得到應有的重視，中國大陸與台灣學界則在近年來也愈來

愈加強推動與翻譯相關的教育及學術活動。在台灣，除了輔大、台師大、長榮

之外，最近彰師大、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及立德管理學院也已成立翻譯學系

所。大陸除了出版五本以上翻譯研究學報之外，上海已舉辦翻譯學認證執照考

試，而台灣也正朝此一方向努力之中。此一發展態勢逐漸啟動相關的問題意

識：如 ~ 外語教學與譯事技巧；形似或神似(直譯或意譯)；翻譯困境與文化

差異等。 
以生活文化差異與翻譯困境為例，中國人不論早晚，碰面打招呼的方式就

是「你吃飽了嗎？」此時若直譯為”Have you eaten yet?”，一定會讓外國人感到

不解，相對的，英國人則以談天氣作為日常招呼習慣用語 ~ “Nice day, isn’t 
it?”，此時若直譯為「天氣真好，不是嗎？」，也同樣令人感到莫名奇妙，無法

達到溝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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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用語都有如此大的差異，更惶論涉及文化議題的翻譯，相關著作

牽涉到政治、經濟、歷史、藝術、習俗、價值等等廣義的文化課題。不同的語

言自然承載著文化意象差異，究竟應如何才能避免為了「忠」於原著語法而導

致「以形害義」、「貌合神離」(直譯)？或為了「達義傳神」而忽視、省略、甚

至扭曲變更原著的樣貌呢？(意譯？「寧順勿信」？) 
翻譯究竟應重「形似？」或「神似」？這個在中國翻譯學界爭論已久的議

題在西方也時有所聞，其中，最著名的是「等效翻譯」(dynamic equivalence，
或譯「等效翻譯」)及「形式對應」(formal correspondence)之爭。「形式對應」

是由英國語言學家卡特福特(J.C. Catford)所提出的翻譯理論，他認為譯者在著

手翻譯的過程中應首重尋找兩種語法的等值機制，而等值機制的基本條件是用

譯語的等值語法和詞彙替換原語的語法和詞彙○4 。換言之，卡特福特重「形

似」。另一派翻譯理論「等效翻譯」則是由美國聖經翻譯學家奈達(Eugene Nida)
提出，他主張譯文在譯語讀者中所引起的效果應等同於原文在原語讀者中所引

起的效果○5 ，換言之，奈達基於聖經傳播效能考量，強調「神似」，把翻譯重

心擺在溝通功能。綜觀兩派主張的利弊得失，前者過於拘泥於原著語法結構的

對應功能，容易陷入「以形害義」的泥淖；後者雖強調溝通效能，但忽略了語

言文化意象傳遞過程中的變數，在很多狀況下，完全等效的譯文只是個理想。 
一個成功的譯者似乎應讓他的讀者感覺不到他正在閱讀一本譯作，但姑且

不論其可能性，一個盡職的譯者在邁向「達」、「雅」境界之前，應以「信」為

首要原則。譯者究竟該如何掌握「忠於作者、取信讀者」的技巧？如何在「合

乎效能不離題」(形)、「注重靈活不失真」(義)的兩難境界裏兼顧不易掌握的文

化問題，正是本文希望探討的主題，小到如何成功傳譯「話中有話」

(understatement)的句子；大到如何達到「化中有化」(文化交融)的境界，讓不

同的文化透過譯者的專業與巧思搭建交流的橋樑，其中都一再突顯文化素養在

翻譯技巧層面的重要性，希望透過本文呼籲教育當局在急切推動英語教育的同

時，兼重翻譯專才的培養，譯事技巧及能力的培養應含括功能的(functional)、
文化的(cultural)及批判的(critical)等三層面。 

結合理論與多年的翻譯實務經驗，筆者將深入剖析文化差異所衍生的翻譯

困境，首先將比較分析人工翻譯與機器翻譯的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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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譯與比較文化研究 

 

機器翻譯與人工翻譯 

由於科技發展迅速，語言翻譯機的使用也日漸頻繁，「機械化」的翻譯所

出現的問題，一般而言，有以下弊端：~ 
[1]、無法慮及譯語(TL→target language)的語言規範與語言習慣。 
[2]、無法慮及譯語的語境，生搬硬套原語(SL→source language)的句式、詞義

與用詞習慣。 
[3]、無法慮及譯語語境，硬套原語在語言文字結構形式及修辭手法上的設計

與安排。 
[4]、無法慮及譯語的語文形態、民族心理、生搬硬套或不求甚解地引進外域

文化。 
[5]、無法慮及社會功能與效果。 
 

反之，相較於機器翻譯，人工翻譯不論是從研究角度、研究重點及研究目

的來看，都較能觀照到文化差異議題。 
 

2、傳統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化翻譯研究 

此外，若進一步從比較文化角度切入來審視一般傳統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化

翻譯研究的異同，可得出下列結論：~ 
 

[1]、研究角度：從比較文化觀點來研究翻譯旨在將研究對象置於兩個或多個

不同民族、文化或社會的巨大背景下，審視及闡發這些不同的民族、文化

與社會是如何進行交流，而傳統的翻譯研究重點在於外語教學與具體翻譯

實踐的指導意義上，實質屬一種語言研究，《翻譯技巧與實例解析》這類

專書即屬此類研究範疇。 
例如：某部作品在其祖國並未得到特別的關注，經過翻譯傳到國外後，卻

廣為流傳、大受歡迎，此時，比較文化研究學者的研究興趣不會僅

止於譯本的翻譯水平或忠實程度，他會將解析焦點放在譯語國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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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文化背景。 
舉例來說：~ 
[a]、《黑奴籲天錄》被譯介入中國時，正值旅美華工受欺壓的階段，因而

激起中國人的反抗情緒。  
[b]、卡夫卡譯作在六０年代的台灣文壇特別盛行，因為當時不少知識份

子正面臨理想幻滅與自我認同危機，並自喻為「失落的一代」。 
[c]、由胡適所領軍的《翻譯委員會》譯介了不少現代西方叢書，其中以

歐美國家的名著為主，中共建國後，則將譯介焦點轉向以前蘇聯為主

的東歐國家。此一轉變適足以反映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變遷。 
 

[2]、研究重點：傳統翻譯研究多注重語言轉換過程，以及與之有關的理論問

題(如「等效翻譯」、「形式對應」等)，而比較文化學者關心的是在這些轉

換過程中表現出來的兩種文化的交流，它們的相互理解與交融，相互誤解

與排斥及誤釋而導致的文化扭曲與變形。 
[3]、研究目的：傳統翻譯研究者的目的是為了總結和指導翻譯實踐，而比較

文化學者則把翻譯看作是文化研究的一個對象，進行它對文化交流、影

響、接受與傳播等問題的考察與分析。 
例如：缺乏對應詞現象所反映的不僅是不同民族在地理環境、生產與氣候

等方面的差異，還反映了不同民族、不同社會在生活方式、行為準

則與道德價值及歷史文化源流等方面的差異。 
再者，在語言轉換過程中，文化信息的增添、失落與歪曲也是比較文化研

究者所關注的現象。有些比較文化學者甚至會從譯者的省思札記或翻譯心路歷

程訪談錄中去探索不同文化撞擊後，所產生的衝擊及影響。○6  
 

三、語際轉換與文化交流 
 

翻譯理論中所謂的「可譯性」○7 是指雙語轉換中原語的可譯程度，可譯性

涉及的問題很多，如：語言文字特徵、語法結構、慣用語及民族特性獨具的思

維模式。 
從比較文化的角度來看，我們感興趣的不是可譯性的理論依據，而是有些

以往被認定可譯性低的作品，為何在現代又變成可譯的作品？其中顯然涉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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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相互滲透性，以我國為例，社會愈多元、愈開放，母語與外語接觸愈多，

文化及思維的相互影響將引發母語的異化現象(alienation) ~ 即本土語對外來

語的同化、吸收現象 ~ 也愈常見。 
一般而言，語言接觸的結果必將導致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的異化或相互

異化，但語言異化具有強烈的傾向性，絕非僅止於應用語言學範疇，政治、經

濟實力較強，科技或文化上較先進之民族的語言往往居於主導地位，我國「新

文化運動」時期的白話文就明顯受到英、日語影響。從這個角度來看，我們相

信，一個受到比較文化思維訓練的譯者比較能綜合解析、並處理語際轉換所聯

帶浮現的各層問題。 
 

四、翻譯與文化意象的傳遞 
 
究竟何謂翻譯，古籍賈公彥的《周禮義疏》中註釋，所謂「譯」即「易」，

就是換易語言使相解○8 。既然語言是文化的承載體，翻譯過程就是在對另一種

語言進行理解和闡釋活動，翻譯以及在此活動中所產生的誤譯，就是對另一種

語言的誤解與誤釋，這種誤譯須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來加以檢視，而不可能是

一種純粹的語言現象。若未認知到此種文化差異，即便是西方文學專家或漢學

家都可能出現重大差錯，如林紓自許中國古文功力過人，但因其對西方文學認

知有限，其所翻譯的《茶花女》可說錯誤百出，錢鍾書就曾為文批判○9 。西方

著名漢學家瓦里(Arthur Waley)遇到「二八佳人」(16)、「而立之年」(30)、「不

惑之年」(40)、「知天命之年」(50)等源自孔子、蘊含中國文化的年齡喻語，也

無法了解個中奧妙○10 。 
上述例子讓我們聯想到更高層次翻譯困境 ~ 文學翻譯，翻譯是一種訊息

傳達的方式，把一個原來用甲語言表達的訊息改用乙語言表達，使不懂甲語言

的人也能獲得同樣的訊息，但文學翻譯的層次要求更高，需用另一種語言，把

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來，使讀者在讀譯文的時候能夠像讀原作時一樣得到啟

發、感動和美的感受。文學語言是一種藝術語言，語言文化異質性的特徵將展

現在翻譯歷程中，換言之，文學美可以從人文性、社會性角度透視它所體現的

人性真實社會價值系統，並在作品中以文化意象作為傳遞途徑。換言之，文學

翻譯除了須將作品的內容、形式意義用另一種語言完全表達出來外，還須了解

原作者及其所處之社會背景，體驗原作者的心理創作歷程。由此可見，既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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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又要兼顧意境及藝術風格，實屬不易，英國著名的戲劇家艾里克(Eric 
Bentley)就曾說過，盡善盡美的翻譯，只有上帝才做得到，因為只有上帝才能

夠百分之百通曉兩種文字，同時具有百分之百的才華在譯文裏將原文的意義、

意旨傳達，又可兼顧其文學作品風格，以嚴復的標準來說，就是能兼顧「信、

達、雅」三項翻譯原則。 
對於文化差異所導致的翻譯困境，中國近代翻譯名家均有同感，如：翻譯

法國經典名著《高老頭》(巴爾札克)的傅雷；翻譯《哈姆雷特》等莎士比亞名

著的梁實秋；翻譯左拉名著的茅盾；翻譯蕭伯納名著的老舍；翻譯屠格涅夫的

巴金；翻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名政治預言小說《一九八四》的劉

紹銘；以及與夫人文潔若共同譯完喬艾斯(James Joyce)名著《尤利西斯》

(Ulysses)的蕭乾等等。 
為了進一步探析因文化差異所導致的翻譯困境，我們認為有必要先概述文

化的一般特性：~ 
[1]、文化的滲透性：國際交流愈密切，文化相互滲透與相互作用的效力就愈

強，以歐洲為例，尤以邁入後現代社會以來的思潮交流情況為顯著，「全

球化」、「地球村」等等概念的流行幾乎已為文化疆域的逐漸消失作了註

腳。而「後殖民論述」自八O年代以來在第三世界及發展中國家所引發的

研究風潮，也從另一角度反映出這些社會裏的知識份子對文化霸權滲透力

的抵制。 
[2]、文化的兼容性：翻譯之所以可能，歸功於不同文化間彼此兼容、並存發

展的特性，人類社會愈進步，文化的兼容性就愈得到發展，不少優秀的文

學、文化典籍與藝術珍品更是人類共享的財富。 
[3]、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都帶有民族色彩與民族烙印，外來文化與本土

文化特色均可透過翻譯兼容在譯語中，聖經翻譯就是個顯著的例子。 
[4]、文化的干擾性：外來文化亦可能對本土文化造成干擾，形成語際轉換的

障礙。所謂的「洋涇濱」(pidgin)就是個例子。此外，備受意識流影響的

「朦朧詩」也是譯者的難題。 
 

一般來說，文化意象大多凝聚著各個民族對人類、對自然、對形形色色的

事與物的獨特觀察與思考、獨特的解釋與命名，凝聚著各民族的智慧與歷史文

化的結晶，其中相當一部分文化意象還與各個民族神話傳說與圖騰崇拜有密切

關係，在各民族漫長的歷史歲月裏，它們不斷出現在人們的語言裏，出現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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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又一代的文藝作品中，慢慢形成一種文化符號，具有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

化涵義，有的還帶有豐富的聯想，人們只要一提到它們，彼此之間就能立刻心

領神會，達到思想與感情的溝通，因為他們的生活裡有共同的象徵。 
象徵是文學美的深層形態，「約定俗成」的象徵意義是形成文化意象的重

要基礎之一，其中含括歷史性與時尚性，具體表現形式有：~ 
 

[1]、植物：對中國人而言，梅代表堅忍；竹代表氣節。對西方人來說，橡樹、

耶誕樹具有特別意義。除了差異，有時同一種植物卻會形成完全不同的聯

想。如水仙對我們來說，代表潔白無暇，是中國傳說中「凌波仙子」的化

身，即使至今，不少中國人仍會在春節期間購買水仙盆栽，放在家裡，象

徵趨吉避邪，但希臘神話故事裡的水仙是納爾西斯(Narcissus)的化身，象

徵病態自戀，整天凝視自己的水中倒影。 
[2]、動物(含想像的)：龍、鳳凰、麒麟、烏鴉、喜鵲、貓頭鷹。至於其他外國

文化裡，動物具有特殊意涵的有：印度 ~ 大象；埃及 ~ 聖牛；阿拉伯 ~ 
駱駝。其中，某些動物的文化意涵不但有異，甚至相衝突，如：中國人自

視為「龍的傳人」，龍袍與皇帝的尊榮幾乎是同義詞，但西方的屠龍者卻

是傳奇大英雄，因為龍對他們而言，是邪惡的象徵。此外，中國人形容怯

懦者膽小如「鼠」，西方則以chicken(雞)來表示。又因地理條件差異，「牛」

在傳統以農立國的中國代表勤勞；在沙漠地帶遼闊及遊牧人口居多的阿拉

伯世界裏，「駱駝」則是日常生活主力，象徵耐力。我們描述一個人窮得

像「叫化子」，西方則以”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來形容。當我們以「笑

面虎」來形容一個內心陰險、表裏不一的人時，西方則是以”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來形容。 

[3]、色彩：不同民族的人，不管是基於習俗或傳說，對色彩均有不同的聯想，

舉例來說，中國人一向偏好紅色，紅色表吉利、喜慶及幸運，紅包更是中

國文化裏重要的一環，我們甚至以「紅人」來形容一個備受高層或上司寵

愛的人，但對外國人來說，紅色在很多標誌上充作「危險」或「警示」功

用，就這層面而言，我們現在也大多接受以紅色來作為危險的象徵色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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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項屬形象性思維差異，形象比喻形成多源於民族文化歷史、民俗民

情、民族文化典籍、民謠民諺及社會約定俗成。總之，具有鮮明的民族色彩，

形象思維在文學翻譯中的重要性高於一般翻譯。 
 

[4]、成語或俚語：如「望子成龍、望女成鳳」，因此而導致的譯事難題就是翻

譯理論中所謂的「慣用法障礙」○12 。「明槍易躲，暗箭難防」的等效翻譯

應是”Better an open enemy, than a false friend.”「物以類聚」則是”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此外，當我們用「傾盆大雨」來形容滂沱大雨時，

同義的英文成語卻是”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由此可見，文化意象不同，

用以表徵意義的語象(speech of language)也大不相同。 
[5]、某個歷史或傳說中的人物及其所象徵的意涵，如諸葛孔明。 

例○1：「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諸葛亮」，如譯成”Three common cobblers can 
surpass Zhuge Liang”，恐怕不熟中國歷史人物的外國人會不知所

云，但若直接借用西方意思相近的諺語，如”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或 ”Collective wisdom is greater than a single wit.”，意思

是可以相通了，但文化意象流失了。 
例○2：「說曹操，曹操到。」因直譯無法達意，通常譯者會借用西方諺語”Talk 

of the devil, and he is sure to appear.”但曹操其實是一位著名的歷史

人物，不論其歷史評價如何，但絕不可能與西方所謂的”devil”劃上

等號。 
[6]、思維差異： ~ 

a、 語言中的民族意識化符號：反映該民族的世界觀、哲學觀、道德觀、

價值觀、 宗教信仰、宗法制度、典章文物、倫理觀念思維方式與思維

特徵的語言信息符號。如中國人「天」的觀念是否能等同於西方的

God；Heaven是否更貼近中國人心理思維裏的「天」？為了顧及讀者

的接受能力，可以把宙斯譯成玉皇大帝嗎？ 
b、語言中的民族聲象符號：含括聽覺與視覺方面的詞語所組成的成語、

諺語、俗語、歇後語及俚語等。 
例○1：我們以「畫蛇添足」來形容多此一舉，但西方則以”to put a fifth wheel 

to the car”來描繪。 
例○2 ：中國人以擅用「雙關語」聞名，所謂雙關語，很多時候就是應用同

音異字來玩文字遊戲，表達弦外之音。西方雖然也有 pun(雙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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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語音差異，在翻譯雙關語時，勢必會遇到困境。此外，民間

信仰是不少華人的生活重心之一，祭祀、拜拜是傳達信仰、祈福、

求平安的重要形式之一，祭品中有不少是取其諧音，例：雞(橘)及
梨表「大吉大利」；蘋果表「平安」等。 

成語方面： 
例○1 ：「雨後春筍」被用來形容某個現象在某個事件或某個時間後蓬勃發

展，西方則以”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蘑菇)來形容。 
例○2：著有《紅星照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的美國左傾作家史諾(Edgar 

Snow)在 1970 年代專訪毛澤東時，問起毛澤東的處事哲學，毛自

詡為「和尚打傘」，這是中國著名的歇後語，意指「無法無天」，但

史諾卻作了錯誤的解讀，把毛形容成宛如睿智孤寂的僧人，一個人

在雨中打傘獨行。這樣的詮釋真的是與毛的原意差的十萬八千里。 
c、 語言中的民族社會符號：反映民族習俗與風情及人際的、社會的、階

級的、群落的慣用稱呼與服飾、身體語言、行動特徵、活動形式與生

活方式等均是。 
d、語言中的民族地域符號：反映某一民族或群落的自然地理生態環境、

氣候條件與特徵、山川與市鎮等文化內涵的詞語，如泰山(例：穩如泰

山、北斗泰山)、東海(福如東海、壽比南山)。西方有些地方世界聞名，

例如，想到麥加，就讓人聯想到朝聖、回教、阿拉真主；想到耶路撒

冷，雖也是回教聖地，卻也是猶太教聖城，與其聯結的除了哭牆外，

就是以巴衝突、宗教戰爭、戰火不息，至於滑鐵盧也已從歷史地點演

變成一個形容詞(慘遭滑鐵盧)。如果譯者輕忽地域在原文中的重要

性，就可能出現誤譯或意境流失的窘境，以漢學家John Turner為例，

他在翻譯李白的「煙花三月下揚州」時，或許是為了押韻，也或許是

根本不認為揚州在這首詩句中有何重要性，就把地名略去未譯：”Mid 
April mists and blossoms.”○13，但熟知唐朝揚州風華的人，都知道時(唐
朝)與地(揚州)在本詩句中的關鍵意涵，缺一不可。 

e、 語言中的民俗生活符號：語言中涉及物質經濟生活、日常用語及生產

或生活工具、科技文化及設施等承載文化內涵的詞語，如烏龍茶。再

舉「雪」這個例子，對長年居住在台灣的民眾來說，合歡山好不容易

下一場雪，只要氣象人員一批露，立刻引起車潮，對我們來說，形容

雪景的字眼也較有限，但對於愛斯基摩人來說，他們就需要很多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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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語來形容各式各樣的雪景。 
 

文化意象的錯位使譯者陷入兩難困境(cultural checkmate)，即對同一物象

賦予不同的意涵，此時，譯者一方面不應拘泥於原文，宜採用讀者熟悉的形象

激起讀者的聯想，但另一方面，也須避免牽強附會，硬套本國的文化意象，導

致原作受到嚴重扭曲(例：把宙斯譯成玉皇大帝)。遇有這種狀況時，不妨嘗試

呈現一種讀者原先不熟悉的外來形象，以註釋方式來引導讀者認識新的文化意

象(如「邱比特」已成愛神的同義詞)。況且，若一味屈就譯語國的文化背景，

恐將失卻翻譯活動所蘊含的文化交流任務，再說，當今各國文化交流頻仍，譯

者不要低估讀者對外來文化意象的理解能力，硬將外來文化「本土化」。 
 

五、文化差異與翻譯困境 
 

以文學翻譯為例，文學翻譯所牽涉的問題幾乎可以說已涉及翻譯理論中的

所有課題，如意義的轉換、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文化問題、修辭學的問題及高

層次的語言藝術(意象、意境與風格)的轉換，因此在所有的文體類別中，文藝

文體的翻譯最令人神往、卻也最令人卻步，譯作的爭議性也往往最高。 
此外，由於文學翻譯經常需要處理不同題材、文體、作者與流派的作品，

譯者的語言功力與文化素養必須儘可能廣博，譯者本身必須明辨善感，才能妥

切處理不同藝術信息的識碼、解碼與換碼過程，在進行藝術鑑賞的同時，還得

運用「情知才志」功力完成藝術再現。○14  
對比較文化研究者而言，不同文化的交流、碰撞與變形特別鮮明，一般而

言，在客觀條件制約下可能形成的誤譯原因有：~ 
 

1、兩種文字間缺乏等效字詞 

具體說明如下：~ 
[1]、限於語言結所衍生的音樂感及韻律感差異，不同語言很難或根本無法達

成奈達所主張的等效翻譯原則，此外，文字體系的圖像性所承載的意義及

語素的配列組合所產生的獨創性、諧謔感與幽默感(歇後語與雙關語)也難

以取得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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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者層次的智能、教育、文化背景與審美標準差、乃至於個人經歷與

體驗等均可能對同一譯作的感應效果大大有別於原作對以該語為母語者

所能喚起的感應效果。 
[3]、時空因素，其中包括歷時因素與共時因素，時代感與地域差也會影響等

效效果。 
[4]、民族心理與意識傾向不僅可能導致不同的思維特徵、思維方式與思維風

格， 並因而形成不同的認知系統，因此，不同民族心理對語言所承載的

信息感應不可能是完全等效的。 
[5]、從最廣泛的意義來說，語言都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文學語言的模糊性更

為顯著，這種模糊性本身就會導致接受者對語言感應的差異。 
 

2、譯者的理解、文風與原作的內容、形式之間的距離。 

3、譯者的理解能力與表達能力之間的距離。 
 

其中，第二與第三種情況均與譯者的功力有關，但除了結構層(概念意義、

引申意義、形象意義、聯想意義與內涵意義)所產生的理解差距外，還有社會

結構層，即語言外部延伸意義所導致的問題，其中包括語境意義、社會情境意

義與文化意義。 
上述屬無意的誤譯，有意的誤譯則通常出現在下列兩種情境中：~ 

 
1、語際間的「對應式轉換」不見得都是譯者的最佳選擇，所謂「因形害義」，

很可能降低譯作的可讀性。因此，在無法尋得等效字詞時，有些譯者會採

取「平行式轉換」或「替代式轉換」，發揮「異曲同工」之妙。甚或引用新

字詞，直接引進異文化語言模式，有些則改以譯語國的文學形象與意境來

間接表達。儘管如此，在這種翻譯歷程中，譯者仍應注意特殊的文化背景，

不應違反文化背景的民族性、地域性與歷史局限性，必要時也可加註解說。 
2、以誤譯來避免讀者誤解，這是一種特殊情況，通常出現在兩種文化對同一

物象賦予截然不同的象徵意義，直譯將使讀者不解或誤解。最常見的例子

是把求救電話號碼 nine one one(911)譯成「一一九」。從比較文化角度來看，

此時所出現的翻譯問題適足以表現出譯語文化與原語文化之間的差異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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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翻譯與中西文化交流媒介 

 
1、「翻」與「化」 

我們在前文已提過，古籍裏將翻譯的「譯」字解讀為「易」，也就是將原

語(source language)轉換成譯語(target language)，而「翻」則如繡花織品的另一

面。○15  
錢鍾書認為，「化」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他說：「文字翻譯的最高標準

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不能因語文習慣的差異而露

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接著又以

「投胎轉世」(the transmigation of souls)來形容這類譯作，「軀殼換了一個，而

精神姿態依然故我。」○16  
錢鍾書是繼嚴復提出「信達雅」之後，另一個提出較具體翻譯理論的中國

文學家兼翻譯學家，「譯、誘、媒、訛、化」就是他的五大譯事準則，總結來

看，錢鍾書認為翻「譯」的目的在於「誘」使大眾去接觸外國文學，因此，翻

譯具有「媒」介作用，使國與國之間得以諦結「文化因緣」，能把作品從一國

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譯得讓讀者察覺不出是在讀譯作，就到達「化」境。

但徹底和全部的「化」是不可能，「訛」誤 ~ 即誤釋或誤譯 ~的肇因則經常

與文化差異習習相關。 
錢鍾書的論點自有其獨到之處，不過，筆者對他的「化境」評價持保留態

度，因為語際轉換是兩種文化的語言載體換碼，文化均具有民族性與獨特性，

不能將外來的文化信息內涵也完全「化」掉了，況且翻譯的主旨本來就在引介

新的思想與文化，進行文學交流，否則，何來「影響」？若從「信」的標準來

衡量林紓的翻譯，這位中國近代譯學界的老前輩不但「訛」誤百出，還故意把

外來的文化「本土化」，不值得推崇。 
 

2、翻譯與文化全球化 

高克毅先生在描述自己翻譯《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心路歷程

時，說明作者 F. Scott Fitzgerald 筆下的蓋茲比(Gatsby)讓人聯想到魯迅的阿 Q，
而兩者都想透過主角勾勒及批判潛藏在悠久民族文化骨子底的國民性格，換言

之，作者均想透過作品，呼籲國人徹底反省及改變已腐朽的國魂。由此看來，



 
 
40   應用外語學報第二期 

若有人把「中國人最擅長阿 Q 精神」直譯為”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A-Q 
spirit.”，相信沒讀過英譯本《阿 Q 正傳》的人一定會問「什麼是阿 Q 精神？」

同樣的，我們都知道，新年、感恩節及耶誕節是西方人重要的節慶，但不了解

中國民俗的西方人，大概很難一聽到「每逢佳節倍思親時」，就聯想到中國人

所謂的佳節指的是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更別提紅樓夢裏的眾多典故及隱語

了，以「元春」、「迎春」、「探春」及「惜春」四個女孩的名字為例，紅學專家

認為曹雪芹想透過這四女的名字傳達「原應嘆息」的隱語，但這種借用同音異

字所潛藏的作者心思闡釋，連中國人都難以解讀了，更何況是外國人，因此我

們所看到的譯文就只能是：~ 

”The eldest girl was called ”Yuan-chun” because she was  
in fact born on the first day of spring. The others were 
 given names with “chun” in them to match hers ~  
“Yin-chun”, “Tan-chun”, “Si-chun”.○17  

 

像這類在翻譯過程中所可能遇到的文化困境可說不勝枚舉，我們不得不佩

服余國蕃先生，閱讀文言文的西遊記對現代中國人來說，就已是難題，更別說

是將它譯成英語。而蕭乾與文潔若合譯《尤利西斯》時，也一再強調，除了雙

語文字功力之外，第一，譯者必須加強作者所處的文化歷史背景的了解；第二，

必須深入探討作者創作本書時的心路歷程；第三，儘量在保有原著意義、意旨、

意境及文學風格的同時，也能兼顧本國讀者的接受過程，為了避免產生譯猶未

譯的窘境，加註幾乎是中國翻譯名家解決文化差異所導致之翻譯困境一致的解

決方案，成效如何，又與個人功力有關。 
總之，語言是廣義的文化載體，透過譯者的專業與巧思，英文功力不夠的

人，可有機會接近偉大的世界文學家莎士比亞；不懂法文的人可以欣賞『高老

頭』，不懂德文的人也能分析『浮士德』，西班牙語一竅不通的讀者也大約知道

『唐吉柯德』是個什麼樣的人，托爾斯泰等俄國大文豪也因譯者所架起的橋樑

而得以進入我們的閱讀世界。在這過程中，除了有賴於人類感情與思維世界的

某種共通性作為溝通基礎外，更重要的是，我們發現愈開放的世界，其文化包

容性愈高，其中，翻譯所形成的溝通效應不容忽視，它不僅讓我們得以更了解

外國文化，也漸進地引進新思潮及新思維，再進而影響了我們的語言、文化及

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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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叢書中，『文化與全球化』這類譯作很容易就會引起我們的注

目，文化交流雖非最近才有的事，但在政經外交全球化策略的推波助瀾下，中

西透過翻譯所導致的影響早已不是『文言文』演變成『白話文』或五四新文化、

新文學運動倡議者所能想像的了，魯迅等憂國憂民的知識份子當初懷著恨鐵不

成鋼的心情，試圖透過譯介西方名著來為中國老靈魂注入新生命，胡適、梁實

秋等有志之士還成立了《翻譯委員會》，分配任務。 
個人認為，身處後現代世界格局的翻譯學者，已不再把「中學為體、西學

為用」、「全盤西化、富國強兵」當成中國知識份子應有的使命感，而是秉持多

元文化思維來觀照外來文化，希望讓國人多一分了解，就更能多一分自省，因

為只有真正了解外來文化，才能接納、包容、學習，也才能免於鄙視弱勢文化、

受制於霸權文化而不自知。 
文化交流、甚至交融的媒介有很多，翻譯是其中一種重要管道，較完善的

翻譯在意義成功轉換之餘，不但能引介多元文化，也能讓我們有機會在尊重他

人文化之外，不讓自己的文化被「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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