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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電子報 

發行單位 

發行人：李欣穎主任 

編輯顧問：陳榮彬老師、范家銘老師 

責任編輯：楊詠翔、陳毅澂  

版面設計：楊詠翔、陳毅澂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 

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成立於 2012 年，為文學院設

立之跨領域的教學單位，透過中英雙語的筆譯及

口譯專業訓練，結合翻譯科技之掌控，及專業領域

知識之發展，訓練成為現代專業之口筆譯之從業

人員。 

本學程分為筆譯組以及口譯組。專任師資員額 4

名，皆為口筆譯研究與實務能力兼具之專才，並有

外文系中英翻譯學程 10 多名口筆譯專業與語言、

文化專業師資長期支援，可提供文學、財經、科技、

法律等各領域的口筆譯人才訓練。 

 

本學程之願景為建立國家優秀的中英文口筆譯人

才資源，提昇整體口筆譯素質，並藉由培養理論與

實務兼具的口筆譯人才，提昇口筆譯專業與學術

地位。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電子報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電子報由學生自發編

輯，為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出版之官方電子

刊物，於 2014 年 9 月發行，並自 2017 年 10 月

起改為雙月刊，內容包含本學程的活動報導、

學生及老師翻譯作品與論文分享，以及口、筆

譯界的最新消息與發展。 

欲了解更多關於本學程以及口、筆譯界的最新

消息，請勿錯過雙月 15 日發行的臺大翻譯碩士

學位學程電子報！ 

 

兩位編輯身為碩一新生，今年九月才剛剛

加入所上的大家庭，轉眼間，學期已經過了一

半。半學期的相處過程中，我們發現其他同學

大都非本科系出身，來自不同背景，個個身懷

絕技，老師們也都各自有不同的專業，在在體

會到翻譯這門學科多元的面貌。因而決定將這

期所刊的主題訂為「翻譯的歧『譯』性」，希

望藉此探討更多翻譯的可能性。 

  本期所刊收錄內容包羅萬象，口譯筆譯兼

備，包括學程陳榮彬老師現身說法，談談當初

如何入行，還有學程睽違數年，於十一月中終

於再次舉辦的招生說明會重點摘要及心得，明

年有志報考的考生，可以多加利用。 

  另外還有多場會議觀摩與講座心得，包括

口譯組同學觀摩會譯的心得分享，以及筆譯組

同學無論是課外自行參加講座，或是於課堂上

聆聽專業譯者分享後所記下的筆記，精彩內

容，絕對不容錯過！ 

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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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約是在 2000 年左右開始接朋友們介紹的翻譯案，成為一位有全職工作的

freelancer。一開始各種翻譯工作的性質五花八門，一來是因為剛入行沒什麼好挑的，二來

是因為拿了一個哲學碩士，從各方面來算都不能說是某種專業，因此心態上反而比較開放，

願意接受各類翻譯案的挑戰。不過，我跟大多數 freelancer 比較不像的是，過去將近二十

年來我未曾與翻譯社合作過，因此委託我的案主清一色是出版社或雜誌社。一開始當然也是

靠人介紹，通過試譯後就開始翻譯書籍，第一本書是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左岸出版社出版的

《奴隸、電影、歷史》（Slaves on Screen: Film and Historical Vision），是影視史學方面

的經典之作。 

 

    翻譯書籍讓我養成了許多龜毛的好習慣——或是因為處女座天生龜毛？例如翻譯《奴

隸、電影、歷史》時我會把書裡面提到的電影（像是 Kirk Douglas 主演的《萬夫莫敵》［

Spartacus］）、小說（例如 Toni Morrison 寫的《寵兒》［Beloved］）找來看看，絕對

不敢望文生義。龜毛的人特別適合當譯者——如果你自認龜毛，那你真的來對地方，以後應

該也會入對行。另外一件讓我記憶猶新的事情，是當時臺灣剛剛進入網路時代沒幾年，事實

上應該說我自己開始學用電腦也沒幾年，但是搜尋引擎已經開始成為大家找資料的工具，這

對我的翻譯工作有很大幫忙，許多資料垂手可得，非常方便。後來 Google 又開發出 Google 

Books、Google Map、Google Image 等各種搜尋服務，顯然二十一世紀的譯者就是要學

會如何使用這些工具，熟悉後讓它們發揮不同功用，讓翻譯工作更上手。很多譯者喜歡使用

Wikipedia 上的資料，但對我個人來講，Google Books 還是有較高可信度。但是同樣出自

Google Books 的資料，可能也要交叉比對，學會研判哪些書籍比較值得引用。 

 

    接下來是翻譯領域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我翻譯過五十幾本書，但說實話也不是每一本都

喜歡得不得了。大概翻譯到第十幾本書的時候，我才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是不是該挑書，盡

量讓自己成為某個，或某幾個領域的譯者？照理說我自己最喜歡的文本類型是運動類與文學

類，但前者可遇不可求，市場較小，後者則是難度非常高，譯文處理的細緻度較強，若真要

靠文學翻譯謀生也太辛苦。這時候我體認到譯者好像不能光挑自己喜歡的翻譯，除非打定主

意不以翻譯營生，只是玩票性質。於是後來我也不排斥心理勵志、生涯規劃等類型的書籍翻

譯案，接著又有一些科普翻譯案找上門，雖說自己並無科學背景，但仍是抱著邊學邊做的心  

 

翻譯的歧「譯」性 

成為譯者之路 

By 本學程助理教授 陳榮彬 Richard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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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接了下來，因此才能幫《探索頻道雜誌》（Discovery Channel Magazine）與《知識大

圖解》（How It Works）翻譯了好幾十篇科普文章，同時也陸續有《太空人的地球生活指

南》（An Astronaut’s Guide to Life on Earth）、《血之祕史》（Blood Work）、《我們

的河》（Toms River）與《昆蟲誌》（Insectopedia）等科普書籍譯作。到了近年來，我發

現自己漸漸更喜歡史地類的翻譯工作，近期的《火藥時代》（The Gunpowder Age）與《美

國華人史》（The Chinese in America）都是充滿挑戰的作品，但翻完後特別有成就感。 

 

    翻譯是一條不斷學習的路，不要因為不懂就不敢去嘗試。在這知識不再受到壟斷的時代，

翻譯工作絕對不會受到知識缺乏的阻礙，會阻礙你的就只有缺乏好奇心的態度。任何翻譯都

會有錯，沒人能做到盡善盡美，但如果我們能盡量保有耐心、細心，應該能把錯誤盡量減少，

而且透過經驗累積把翻譯工作的品質與速度大幅提升。每一位譯者的翻譯之路都不盡相同，

因此任誰都必須自己去好好探索。 

 

 

 

 

 

 

 

 

 

  我畢業於台大法律系，畢業後曾做過幾年法務工作，也當了幾年全職媽媽，今年有幸重

新回到校園當學生。我的背景經歷可能和其他同學不太一樣，如果有讀者非外文科系畢業或

已畢業多年，對翻譯有些熱情，也許我的心路歷程能帶給大家參考。當初想回到學校念翻譯，

主要是想轉行做兼職翻譯，希望能兼顧工作與家庭。我之前曾為工作單位翻譯過不少法律文

件，但要自己獨立接案仍擔心專業能力不足，期望能接受完整的專業訓練，並藉著學校的實

習機會接觸業界人脈，找到未來工作機會。萌生此念頭後，我在一年多前先報名了財團法人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開設的口譯課程。建議如果不確定自己想選口譯組或筆譯組，可以先參加

坊間口筆譯課程了解自己的志趣，現在很多地方都有開設類似課程。我上完半年課程後確定

自己想學習口譯，於是開始積極準備研究所考試。 

 

成為譯者之路（續） 

By 本學程助理教授 陳榮彬 Richard Chen 

招生說明會 

重返校園的心路歷程 

By 口譯組碩一 湯立婷 Liting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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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校園多年、大學念的也不是外文，我第一個擔心的問題是，要念什麼才夠？評估自

己語文能力後，覺得在英文產出能力方面較弱，於是決定再參加課程補強英文寫作及口說能

力。我透過課程重新檢視了自己英文文法基礎，誠實面對自己自以為是的錯誤，補強英文基

本功。我也閱讀了《英中筆譯 1：基礎翻譯理論與技巧》，掌握翻譯基本原則，並常看中英

文新聞，跟上最新的熱門議題。在口譯組口試準備方面，主要是看 TED talks 英文影片後練

習用中文做摘要，或是看中文影片後練習用英文做摘要，練習重點是讓自己翻譯出來的中英

文摘要都能通順且合乎邏輯。因為口譯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一邊在腦中做中英文轉換、訊

息整理時，還要一邊注意自己講出來的語言是否頭尾呼應、流暢合理。 

 

    開學近三個月來，當我漫步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園中，當我在課堂上和老師同學們腦力

激盪思考如何翻譯時，我都很想感謝一年前的自己，這個踏出舒適圈的旅程此刻風光明媚。

歡迎大家一起加入學程，祝福讀者們都能踏上自己夢想的旅程！ 

 

 

 

 

 

 

 

  接到Vicky的邀請時其實相當驚訝，身為剛入學未滿三個月的新生，能夠提供什麼說明

呢？疑惑的同時卻又充滿好奇心，希望能看看老師們如何介紹學程，也想暸解想要報考的同

學會有什麼疑問，於是答應參加招生說明會。開會討論時才明白，我們是分工合作：碩一負

責講解考試準備與選校策略、碩二分享實習的過程、碩三則談談論文及資格考的準備，囊括

了報考前、入學後的可能遇到的問題。 

 

  當天由Damien老師開場，一開口就讓我們幾個要上台分享的同學備感壓力——不僅時

間掌握恰到好處且口條清晰、風趣幽默，內容又具有啟發性。這個部分除了介紹學程老師、

主要教學架構之外，很重要的一點是破除外界對台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的一大迷思：台大比

較偏理論。 

 

重返校園的心路歷程（續） 

By 口譯組碩一 湯立婷 Liting Tang 

生活中無時無刻的經歷都是翻譯的累積 

By 筆譯組碩一 游騰緯 Tony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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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收掉英文所成立翻譯所以及分享會前收到許多關於翻譯工作的提問，顯示很多會選

擇攻讀翻譯的學生其實有非常實際的考量，那就是未來能不能有好的出路？在台灣普遍瀰漫

著學院（理論）與業界（實踐）無法結合的迷思之下，「台大比較偏理論」對想要找好工作

的學生而言近乎毒藥。顯然假新聞當道的台灣，不只中老年人淪陷，連年輕學子也難逃一劫。

Damien老師對此提出三點破謠：首先，台大雖然在課程上安排了理論相關課程，並非為了

將學生導向學院生涯，而是協助學生找尋論文的著手點；再來，學程提供相當多實習機會，

能力許可的同學甚至可以跨組實習，這次也有參與分享的口譯組碩二學長Dennis就到中國

時報擔任編譯實習；最後，學程鼓勵學生伸出觸手往不同的領域探索，而且身為譯者/口譯

員，更應該多方接觸各種議題，因此有選修五學分讓大家修習其他領域的課程。 

 

  Damien老師提到，翻譯是一條不容易的路，別認為很快就可以輕鬆畢業。對於台下有

有意報考的考生是個巨大的提醒；對於碩一的我則是叮嚀，時時警惕自己這是漫漫長路。最

後，Damien老師說的「生活中無時無刻的經歷都是翻譯的累積」也適合為此文收尾。翻譯

總是出其不意，永遠不知道何時會用到什麼資訊，一路上的學習都可能是未來的工具，無論

有沒有讀翻譯學程，這都是想要從事相關產業的人必須放在心上的一句話。 

 

 

 

 

 

 

 

 

 

 

 

  我這次觀摩的會議為「2018 智慧城市產業國際論壇」（2018 New Taipei Smart City 

Summit），為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智慧城市論壇。與會講者包含電腦界的龍頭微軟，遠傳

電信及新北市官員，旨為共同探討如何透過科技更幫助城市的進步發展。該論壇皆以英文進

行，故現場於舞台左前方設有口譯箱，並提供觀眾語音租借的服務。以下是我特別觀察到的

幾點現象與各位讀者分享。 

生活中無時無刻的經歷都是翻譯的累積（續） 

By 筆譯組碩一 游騰緯 Tony Yu 

口譯觀摩 

2018智慧城市產業國際論壇觀摩 

By 口譯組碩一 林建儒 Victor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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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雙成對 好 partner 就在隔壁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口譯員在工作場合很常的情況是以成雙成對的姿態出現。特別是在

於同步口譯（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的場合，由於口譯的內容緊接在講者的話後，

需要格外地全神貫注，若太長時間工作的話不免因為專注力漸失而影響口譯品質。為了維持

翻譯的準確度和品質，口譯箱內通常會有一對的口譯員，在聽的過程中也可以發現不同口譯

員之間的風格特色。有的語調輕鬆愉快，有的則較為嚴肅。對於同樣主題的不同語詞詮釋相

當有趣，不妨下次在口譯的場合仔細聽看看其中的箇中奧妙。 

 

影片音源忘了傳 口譯員這句淡定面對 

  在同步口譯的場合，可能很多人會以為只要翻譯講者的內容，但許多時候講者若有設有

英文字幕的影片，口譯員一般而言也會協助字幕翻譯的工作，專業上稱為的視譯（Sight 

Translation）。這次的論壇不少講者有準備英文的影片，然而可能主辦單位事先沒有設想到

影片翻譯的情況，忘了將音源輸入至口譯箱，導致口譯員無法順利翻譯。然而，口譯員卻相

當鎮定，透過麥克風說明「由於音源未送至口譯箱，因此沒有辦法提供翻譯的服務。」態度

淡定的化解了危機，又保持專業性。 

 

專業術語連珠炮 講者好快要跟不上怎麼辦 

  這次論壇由於主題談論到了智慧城市，講者提到了許多電信專業的相關用語。因此口譯

員事先的準備工作顯得相當重要，此外口譯員也會將專業用語也會製成清單，貼在口譯箱前

方，幫助隨時複習喚醒記憶。這次從遠方觀察，發現在面對專業術語的當下口譯員的視線會

特別的往前方看。每個口譯員更會有自己專門的詞彙表（glossary），以面對各種不同類型

的翻譯場合。此外，許多講者在最後時間緊迫的情形下，往往會把語速加快，為了能達到同

步口譯的效果，口譯員在選擇用語上必須格外注意，在課堂的練習上老師也會要求語言的精

煉及減少不必要的口頭禪。當然，這次的現場的口譯員也透過簡潔扼要的統整技巧，刪掉重

複的資訊，以去蕪存菁的方式兼顧了翻譯內容與速度，可說是相當厲害。 

 

 

2018智慧城市產業國際論壇觀摩（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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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筆鋒農樂音樂講座」係本人第一次參加韓語講座，本演講主題圍繞著傳統韓國音

樂及文化，勢必出現許多艱澀專有名詞，但整體而言是相當有趣的經驗，本人參與心得大致

如下： 

由於本人不會韓文，因此無法判斷現場口譯員所採取的具體策略，僅能參考亦有前往演

講的同學之說法。據同學表示，口譯員多半採取「去蕪存菁法」，其針對講者所闡述內容，

會自行篩選重要的部分，其認定不重要或是觀眾不需要知道的瑣碎內容即會自動跳過，由於

大部分觀眾非音樂科班出身，因此口譯員的策略適宜，若口譯員花費許多時間解釋專有名詞，

反而會顯得冗長，也不必要。 

本次演講的御用口譯員非專業出身，僅因為精通韓文而擔任口譯，最佳例子就是其從頭

到尾採取「第三人稱」而非「第一人稱」。雖然標準科班出生的口譯員會採取「第一人稱」，

惟非所有觀眾都能接受，據個人經驗，有些觀眾反而比較認同「第三人稱」，因此口譯員的

敘述方式未必不好。 

本人平時對韓國文化或傳統音樂皆不熟悉，僅因想把握觀摩口譯機會而報名本次講座。

這次的演講讓我增廣見聞，除了對韓國傳統藝術有了皮毛認識，也加深我對韓國人的印象。

以往都認為韓國人較嚴肅、正經八百，但這次的講者及現場其他音樂家不但熱情澎湃，更以

對音樂的執著燃燒生命，讓我嘆為觀止，驚艷不已！我認為傑出的口譯員必須對所有題目都

「來者不拒」，不一定要喜歡或絕對認同所有議題，但至少要能做到不排斥，畢竟口譯員係

必須不斷與時俱進的職業。 

這場會議的口譯員雖非科班出現，但以非專業人士來說，她表現已經相當好，不但台風

穩健，聲音也適中，不疾不徐地翻譯，整體而言可圈可點，相當傑出！ 

 

 

 

 

 

 

韓國筆鋒農樂音樂講座觀摩 

By 口譯組碩一 劉時雨 Linda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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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七日晚間，我和同學到金車文藝中心參加版權研習營舉辦的公開講座「暢銷犯罪

推理小說的幕後操偶人：台德編輯對談」。席間邀請了馬可孛羅出版社副總編輯冬陽、德國

出版人 Tim Jung（曾出版香港作家陳浩基的《13．67》和日本作家橫山秀夫的《64》）、

以及光磊國際版權公司的創辦人譚光磊對談。 

  會想參加這個講座，是因為本身對版權工作還有推理小說頗有興趣，加上活動資訊寫說

現場提供逐步口譯，雖然就讀筆譯組，但因為這學期也有上視譯課，就想說可以順便藉此機

會去觀摩觀摩。 

  但到了現場我卻相當困惑，因為雖然有專業口譯員，工作人員卻只把口譯機發給外國人，

讓我一度懷疑活動資訊是不是寫錯了，不是說有提供逐步口譯？演講正式開始後才真相大白，

原來口譯員是向台下的外國觀眾提供中進英的同步口譯（包括兩位中文講者的對談內容），

而現場的逐步口譯則是由講者之一的譚光磊自行擔任，負責將德國編輯的回答譯成中文。雖

然因為我坐得離口譯員有段距離，所以只聽得到一些隻字片語從會場另一邊傳來，但這次的

經驗仍是相當獨特，除了充實的演講內容之外，還可以同時觀摩到逐步口譯（雖然並非專業

口譯員）跟同步口譯。 

  演講的進行方式，多是由主持人譚光磊向兩位講者提問，再讓他們輪流回答。期間兩位

講者聊了一些目前書市的概況、選書的標準、還有從事版權與出版工作的趣事等等。台灣出

版人冬陽提到，台灣目前推理書市的出版狀況約為每年 200 本上下（相較於德國每年約出

版 3000 多本實在九牛一毛），然則雖然數量上居劣勢，從品質的角度來看，卻也代表能翻

譯進入繁體中文書市的作品，肯定有其獨特之處，甚至可能都是金字塔頂端的推理小說與作

家。 

  有關選書標準，德國編輯 Tim 則引用某位德國知名導演的名言：「推理小說是一種觀

看世界的方式。」因而他選書時並不只會聚焦於傳統的老梗（情節設計等），而是會挑選出

人物刻劃細緻、融合時興議題的作品（例如在推理小說的骨幹之外，還探討種族主義或是女

性主義等），我想這或許也跟後現代的文明發展有關，不僅學科間的疆界逐漸消弭，類型藝

術（文學、音樂等）間的界線也逐漸模糊，過往只聚焦單一面向的作品已經無法吸引大眾消

費者的目光。基於上述提及的原因，Tim 在德國出版了香港作家陳浩基的《13．67》和日本

作家橫山秀夫的《64》，前者從一位香港警探的視角出發，探討香港從租界轉變為現代都市，

過程間的興衰與變化；後者則鉅細靡遺地描繪了日本警界的官僚體制，皆是讓德國讀者多了

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Tim 還打趣地說道，《64》原文厚達 800 多頁，可是得付一大筆錢

給譯者。 

   

講座心得 

版權研習營講座心得 

By 筆譯組碩一 楊詠翔 Berni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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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方面，如上所述，由於出版的數量與速度無法跟上國外，且現在出版界的情況也無

法像過去一樣，以單一作家作為書系的方式，大量出版推理作品，只能採取量少質精的方式

出版。因而編輯在選書時，大都依照市場的喜好進行挑選，像是近年來流行的高概念小說（能

夠用一個短短的句子描述故事梗概，並抓住讀者的目光），就頗受市場青睞。此外，也不一

定都會挑選國外佳評如潮的作品譯介進台灣書市，反而有時候國外讀者的雷點，也可能搔到

國內讀者的癢處，因而選書時在不同書評網站間蒐羅資訊，也是相當重要。 

  如何行銷也是出版業的一大戰場，怎樣才能讓讀者得知新書資訊，並且心甘情願掏錢買

書呢？Tim 說他在德國幾乎不會花錢買廣告或印海報，而是將心力放在媒體公關上，透過媒

體宣傳，讓書籍累積口碑，讀者自然會花錢購買（但這或許也跟德國紙媒迄今仍然相當發達

有關，在別的國家無法輕鬆複製）。同時也可藉由書籍精美的包裝吸引讀者目光，像是《13．

67》德文版就花了大筆費用和瑞士的設計公司合作。至於在台灣，書籍行銷則得各出奇招，

冬陽也不約而同提到，可以透過包裝的方式，像是他之前受到伍佰某本攝影書的啟發，竟突

發奇想把書包得密不透風，營造神秘感，沒想到後來這個策略反倒奏效，甚至捧紅某位在國

外原本不甚知名的作者。 

  以上大略便是這場演講的內容，口譯觀摩的部分，雖然我沒有受過太多相關訓練，仍是

觀察到了幾個相當有趣的現象。首先是同步口譯，即便這場演講同步口譯的對象是來參加版

權研習營的外國人（且我也沒有配戴口譯機），但我從旁觀察發現，這位口譯員的反應非常

迅速，經驗想必相當豐富。 

  演講剛開始時，口譯機一直出狀況，期間口譯員不但沒有驚慌失措，反而鎮定的和工作

人員一起排除問題，並且還和台上講者與台下觀眾開了些小玩笑，讓氣氛變得相當愉悅。另

外就是，台上的逐步口譯譚光磊，本身也是相關從業人員，因此也會順道分享自己的相關經

驗。這時我注意到，旁邊的口譯員在他開始補充時，也會馬上同步口譯給台下的外國觀眾，

讓他們理解台上講者的補充，可說在某種程度上兩位口譯有了互動。不過我也有發現一點和

老師教得不太一樣，因為老師大多提醒我們要和講者同時結束，但這次的口譯幾乎都沒有同

時結束，我在想是不是因為中文譯成英文可能語句長度本身就會較長所致。 

  至於逐步口譯，雖然演講一開始他就表明自己是臨危上陣，請台下的觀眾多多包涵，但

我覺得這次的逐步口譯，也是相當可圈可點。除了有時候因為講者不小心講太長，導致資訊

過多，會再和講者確認之外，其餘時間大部分的資訊都有忠實譯出。而且我認為，一方面也

是因為他本身就認識講者，自己同時具備相當廣博的相關知識，所以在翻譯時也比較不著痕

跡，能夠以相當通順的中文表達。美中不足的是，可能一邊與談一邊口譯的角色身分本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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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尷尬，所以在翻譯時總是用「Tim 說……」或是「哦他剛剛說……」之類的句子開頭，似

乎跟老師上課說口譯要代入講者角色有些違背。 

  另外，在演講最後的問答時間，台下有位外國聽眾問了一個相當酷炫的問題，或許因為

講座主題是在談推理小說，所以他問台上的講者，台灣的犯罪率會不會很高，有沒有出過什

麼連續殺人犯？當下雖然有點尷尬，但講者還是詳實的回答了這個問題。不過令我驚訝的是，

台上的講者提到，剛才的發問者是金庸英文版的英國編輯，讓我覺得會場真是臥虎藏龍，大

大的開了眼界，希望之後還能有機會參加類似的講座。 

 

 

 

 

  陳榮彬老師在英譯中課堂上邀請《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的譯者廖彥博為我們演

講，講者挑選這本譯書的一部份和我們分享，加上榮彬老師的精闢的補充與發問，讓我們更

加了解歷史翻譯的實務與精髓。 

  此書中譯本名為《大清帝國的衰亡》，作者為美國漢學大師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原著長年被選為美國大學的中國歷史教材，書寫明末至袁世凱稱帝此期間的中國歷史。

魏斐德的文字精鍊，總能以很短的篇幅完整的闡述史實與自身觀點，風格深入淺出，作品因

而歷久不衰。 

  透過在課堂中練習的歷史翻譯，我們能約略感受到背景知識的重要性，在翻譯的過程中

需要查找很多資料，不僅是原文內容，還要考量到時代、文化、情境等因素。在聽過資深歷

史譯者廖彥博的分享之後，更不得不深深敬佩歷史文本譯者的知識淵博。首先，翻譯歷史文

本時極為重要的就是了解史實的來龍去脈，掌握完整的前因後果才不至於誤會原著本意，這

有賴於譯者本身的歷史學養以及搜尋資料的能力。再者，歷史書寫的是過去，因此翻譯的過

程中必須置身於時代當中，就算是簡單的詞彙也要十分留心。在演講的過程中我們討論了許

多此類的實例，如原文出現「the central government」，若譯為「中央政府」在意義上沒

有問題，但絕對不符合時代情境，理想的翻譯應為「朝廷」。又如「a final message」，翻

成「遺言」意義正確，但是在原文中指的是皇帝的遺言，因此應該翻為「遺詔」。由此可見，

一個譯者不僅要有良好的語言技能、相關背景知識，還要非常細心，字斟句酌。另外，有很 

多詞彙看似簡單，但仍可以多加思考：例如「capital」就是「首都」，但是全書若僅用首都 

版權研習營講座心得（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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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或許會顯得過於單調、重複，此詞還可以用「國都、京城、都城、帝都、京師」等詞

替換。再舉一例，「base」可翻為「基地」，但也有很多其他可能：「本營、據點、根據地、

巢穴」，在不同情境中各自有較為理想的用字選擇。我想這些討論是很重要的一課，翻譯絕

對不能偷懶，要對文字很敏銳、要求很高，要不斷問自己：「這樣夠好嗎？」 

  譯者廖彥博的譯文精確而簡潔、緊湊且優雅。在此書中屢屢可見精彩的翻譯，例如講到

明朝軍隊「underequipped」，譯者譯為「裝備窳劣」；講一個無心的領導者「inspired no 

confidence in his troops」，譯者譯為「部隊軍心渙散」。這本譯書中還有更多更多典雅的

文字，有興趣的大家可以找來閱讀！ 

  這場演講宛如一個個精彩的歷史故事，講者的解說生動，讓我們彷彿置身書中所敘述的

時代。聽講過程中可以深切感受到講者對於中國歷史的熱愛，信手拈來的史實佚事都引人入

勝，學術深度及翻譯功力皆令人景仰。身為譯者，如何能結合自己的興趣，找到自己的定位，

相信都是我們在學習路上很大的課題。 

 

 

 

 

 

 

  翻譯碩士學程的「科幻文本翻譯及評析」課程，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五） 下

午三點半至五點半，邀請著名作者及譯者葉李華教授，於博雅 310 教室分享科幻與科普的

翻譯及寫作經驗，吸引眾多校內外人士前來聆聽，出席狀況踴躍，會後仍熱烈參與討論，表

示獲益良多。 

  葉教授為科幻大師艾西莫夫在華文界的代言人，其科學背景造就嚴謹的態度，對於翻譯

有一套特別的想法與原則，在語言轉換技巧上，更有著多年累積而來的經驗與訣竅，以圖解

談論多年來在科幻領域的翻譯心得，令人耳目一新。例如提出「信達雅三角形」來解釋自己

的翻譯原則，以「信」為出發點先找出忠實翻譯，再透過潤飾，追求「達」、「雅」的最佳 

調和狀態。而在三者無法兼顧時，則以「信」為主軸，再設法顧及「達」與「雅」。上述建

議為譯者共有的難處提供實用而有說服力的方向，也是克服翻譯瓶頸有效的解決之道。 

 

 

歷史翻譯講座心得（續） 

By 筆譯組碩一 劉子瑄 Sally Liu 

科幻文本翻譯與評析講座心得 

By 外文系 張簡珊、徐彩庭、江岱恩 

編審 台大外文系 趙恬儀 教授 



  2018 十二月刊/第四十二期 

13 

 

 

 

 

 

 

 

  此外葉教授在說明「科幻」文本特色時，更以混雜的黑馬、白馬、斑馬為比喻，表示科

幻內容中有些部分屬於真實科學（科）、有些是幻想成分（幻），尤其是以「斑馬」來比喻

科幻文類，說明科幻並非「科」與「幻」相加，而是結合兩方特色的獨立種類，箇中概念難

以分割，因此譯者必須清楚分辨內容性質，才能各個擊破。上述的詮釋方式非常新穎，不僅

以生動呈現文類的定義問題，也為科幻文學的翻譯策略提供有趣的思考方向。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葉教授對翻譯工作具有強大使命感，於初入門翻譯領域時即精研

中文語法結構，用以修正譯法，並秉持「簡潔達意」與「不用有典故的中文成語」等自我要

求。特別是其翻譯科幻小說 《Nightfall》 ，為故事中的六個太陽命名時，從中國古文取經

「曦軒」、「金鉦」等詞彙，令在場觀眾讚嘆驚豔，也對葉教授揣摩作者風格與追求佳譯的

種種努力欽佩不已，更了解出色的譯者背後，必定有不斷精進、尋求卓越的態度。 

 

 

 

 

 

這個學期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由陳仕芸、許隽安、蔡毓芬三位老師開設了「電腦輔助翻譯

工具」課程。二十一世紀科技高速發展，各種翻譯工具也逐漸興起，希望藉由這門課程能讓

同學熟悉翻譯工具的使用，以因應未來對譯者能力的要求。 

電腦輔助翻譯工具這門課會介紹四種工具：「Wordfast」、「Termsoup」、「memoQ」、

「Trados」四種工具，因為課程目標是讓同學熟悉翻譯工具，所以課程評量主要是以對翻譯

工具的操作為主，不會就翻譯的內容評分。筆者雖然沒有親自修課，但是為了這篇報導參與

過其中兩堂課，對於 Termsoup 及 memoQ 兩種軟體有粗淺的認識，綜合過去在課堂上使

用過 Trados 的經驗，以下就對這門課會使用的兩種軟體做簡單的介紹。 

 在介紹 Termsoup 的課堂上邀請到兩位的創辦人周群英女士（Joanne）和李偉俠先生 

（Vincent）介紹基本的使用方式。由於 Joanne 自己就有過譯者經驗，可以感受到

Termsoup 按照譯者需求亦步亦趨的設計出各種功能。Termsoup 跟其他翻譯工具最大的

不同就是界面簡單直觀，使用者非常容易上手。另外，Termsoup 最強大的功能就是結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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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查詢資料的入口網站，例如譯者愛用的國教院雙語辭書網站，讓人又愛又恨的維基百科等

等，都能夠在介面上反白某個要查詢的詞彙後，自動在右方欄位顯示查詢的結果。兩位創辦

人也提到 Termsoup 支援建構個人詞彙庫，非常友善的提供匯出跟匯入的功能，跟有些軟

體綁定格式的作法不同，Termsoup 使用的是最普及的試算表格式。 

 負責教授 memoQ 的許隽安（Ann）老師同時也是本學程筆譯組的學姊，目前在翻譯

公司服務，工作主要是遊戲翻譯。memoQ 是相當典型的翻譯軟體，功能聚焦在翻譯記憶、

資料庫的匯入匯出等等。許隽安老師表示，其實 memoQ 並沒有特別適合遊戲翻譯，只是

翻譯公司的選擇而已。在我看來 memoQ 跟 Trados 的差異並不大，使用者面對的主要挑戰

就是界面充滿資訊，必須要在繁複的功能中找出一條生路。 

另外問到許老師的入行契機，老師說他原本並不是特別熱衷於遊戲，是在入行之後才逐

漸對遊戲產生興趣。至於遊戲翻譯常常遇到的挑戰，例如只有文字而不知道文字出現的情境

脈絡，許老師說其實可以藉由經常接觸遊戲來補足這方面的不足，另外有些遊戲公司也會提

供美編、劇情等背景資料，這些資料都能幫助譯者的工作進行。 

就筆者經驗而言，Termsoup 更適合獨立作業的譯者，例如書籍翻譯可以藉由建構詞彙

庫的方式，確保書中人名、專有名詞等保持一致；至於如 memoQ、Trados 等軟體就比較

適合講求效率與一致性的翻譯，例如翻譯公司確保不同譯者的軟體本地化風格一致。總之，

翻譯工具對譯者的幫助主要還是在於對資料的取用，提供簡便的方法連結到不同網站，提供

新的資料，提供翻譯記憶的功能，方便提取舊的資料，讓譯者不用跟自己的腦容量作戰。不

過，翻譯活動本身還是譯者不斷出入兩種語言的過程，雖然翻譯工具有如裝備武器，但是譯

者還是需要培養自己的能力，才能更加靈活運用手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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