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在報告研究的結果，和對研究結果進行討論，並建議未來的研究方向。

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果摘要與討論」，第二節為「研究結論與建議」，第

三節為「未來研究方向」。  

 

第一節  結果摘要與討論 

本節將根據第一章的 4個研究問題來進行回應，回答內容如下： 

一、 各種翻譯方法的操作對學生的答題的影響情形為何？ 

（一）整體受試者的答題情形 

在全體學生答對率的部份「有達顯著差異」的題組，共有 7題，其中第 5、6、

7這三題都是採用「詞彙的選擇」而達顯著差異，第 8題是採用「增詞法」，第 10

題是採用「語序重組法」，第 15 題是採用「從句提前法」，第 20 題是採用「合句法」

而達顯著差異。其中「從句提前法」和「合句法」的使用會降低答對率，其他方法

的使用都有幫助答對率的提高。 

（二）不同性別受試者的答題情形 

「男生組」只有 3題達顯著差異，佔全部試題 13％。「女生組」則有 6題，佔

全部試題 25％。「女生組」有達顯著差異題只比男生多 3題，但其實以百分比率來

看，「女生組」有達顯著差異題的比率為 25％，比「男生組」有達顯著差異題的比

率 13％是多了 1倍。 

（三）不同語文能力分組的答題情形 

「高語文能力組」只有 4題達顯著差異，佔全部試題 17％。「中語文能力組」

則有 6題，佔全部試題 25％。「低語文能力組」則有 3題，佔全部試題 13％。從三

組語文能力分組，有達顯著差異試題的數量多寡來看，「中語文能力組」比其他兩

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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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不同自然能力分組的答題情形 

「高自然能力組」只有 4題達顯著差異，佔全部試題 17％；「中自然能力組」

則有 4題，佔全部試題 17％；「低自然能力組」則有 4題，佔全部試題 17％；三個

分組只有在第 8題都達顯著差異，佔全部試題 4％。從以上三組有達顯著差異試題

的數量多寡顯示，這三個自然能力分組是一樣多的。 

 

二、 比較過不同翻譯試題後，師生對於不同翻譯試題的看法為何？ 

（一）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 

1. 在 24 題組的整體平均數據，認為「題意相同」的平均人數為 24.0 人，大

約佔全體人數的 73.7％，調查認為「題意不同」的平均人數為 8.5 人，大

約佔全體人數的 26.3％。「答案相同」的平均人數為 29.1 人，大約佔全體

人數的 89.6％，「答案不同」的平均人數為 3.4 人，大約佔全體人數的 10.4

％。 

2. 男生認為題意不同的平均人次為 4.3 人，女生認為題意不同的平均人次為

4.2 人，顯示男女生在題意的看法是很接近的。男生認為答案不同的平均

人次為 1.0 人，女生認為答案不同的平均人次為 2.3 人，顯示男女生在答

案的看法是不太一樣的。女生因為認為新舊試題的題意不同，而認為答案

不同的比率是高出男生一倍，顯示女生受新舊試題的不同文字敘述影響程

度是高於男生的。 

（二）老師的問卷調查結果 

自然老師在 24 道試題的預測，共有 13 題的預測為正確的，另外 11 題的預測不

正確。而在整體受試者有達顯著差異的 7題，老師的預測全部正確。 

 

三、 以翻譯學的觀點，哪些翻譯向度的改變對學生答題有決定性的影響？ 

     由表 5-1-1 所示，各種不同向度都有影響到學生的答題，不能保證什麼樣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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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改變能絕對影響學生的答題表現。當然可以觀察到不同的翻譯試題，以「詞的選

擇」和「詞的增刪」這兩種翻譯向度的改變，最能使學生在不同語言結構試題的答

題表現，產生顯著的影響。 

表 5-1-1：翻譯改變向度與達顯著題數分析表 

翻譯改變 全部題數 顯著題數

詞的選擇 7 6 

詞序變化 6 2 

詞的增刪 5 4 

子句調整 2 1 

句的分合 4 1 

 

四、 以系統功能語法的觀點，哪些語言結構的改變對學生答題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階段以系統功能語法觀點，對 24 道測驗的新舊試題來進行「及物性分過程的

析」、「小句深度的分析」、「級轉移的分析」、「內容詞和功能詞的分析」，最後在「內

容詞和功能詞的分析」發現影響學生答題的重要因素。任何有達顯著的試題，不見

得會有功能詞的改變，但必定有涉及到內容詞的改變。因此，內容詞的改變為影響

學生閱讀理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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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論與建議 

一、 研究結論 

    本研究以翻譯學的觀點發現，以「詞的選擇」和「詞的增刪」這兩種翻譯向度

的改變，最能使學生在不同語言結構試題的答題表現達到顯著差異。 

從系統功能語法的觀點發現，不同的翻譯試題在「內容詞的改變」，是使學生在

不同語言結構試題的答題表現，達到顯著差異的必要條件。此外，針對內容詞改變

再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內容詞的詞義改變和內容詞的詞量改變為影響學生答題表現

的主要原因。而在本研究顯示，內容詞位置的改變則並沒有造成決定性的影響（如

表 5-2-1 所示）。 

5-2-1：翻譯改變向度與內容詞改變的分析 

內容詞改變 任一考驗有

達顯著差異 
題號 翻譯改變向度 

義 量 位 

詞的增刪 1  v  v 

詞序變化   v 2   

詞序變化  v v 3 v 

詞序變化  v v 4   

詞的選擇 v   5 v 

詞的選擇 v   6 v 

詞的選擇 v  7  v 

詞的增刪  v 8  v 

詞的增刪  v 9  v 

詞序變化  v 10 v v 

詞的選擇 v  11  v 

詞的選擇 v  12  v 

詞序變化   13 v   

句的分合   14 v   

子句調整  v 15  v 

詞序變化   16 v   

句的分合   17    

句的分合   18    

子句調整  v 19 v   

句的分合  v 20 v v 

詞的選擇 v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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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增刪  v 22  v 

詞的增刪  v 23    

詞的選擇 v  24  v 

 

 

本研究所整理出的五個翻譯改變向度，也可以與系統功能語法的觀點來互相呼

應，如圖 5-2-1 所示。如此的分析語言結構的方式，可以由外到內，由淺至深。從

翻譯改變不同語言結構的情形來探究，以瞭解外部具體詞彙現象的改變；從 SFL 觀

點來分析比較不同試題的語言結構，以瞭解內部抽象及物性系統的改變。像在不同

譯者在翻譯時，詞義的選擇不同，就必定有關係到內容詞和功能詞的改變；若有翻

譯的詞序的不同，那就可能會涉及到及物性系統和級轉移的改變；若是翻譯的詞量

不同，那就有涉及到內容詞和功能詞的數量改變，當然在及物性系統和級轉移的改

變也是可能發生的，在小句深度的變化也是會受到影響的層面；若翻譯的句量不同，

那會有內容詞和功能詞的數量改變，在及物性系統和級轉移的改變也是有可能，而

小句深度的改變就是不可避免的。 

 

直譯                                                             意譯 

 

翻譯學觀點 

詞義 詞序 詞量 句序 句量 

1 

2 

3 

4 

5 

內容詞與功能詞 名詞組 小句 小句組 

SFL 觀點 

 

 

 

內容詞 功能詞 及物性分析 級轉移 小句深度 

圖 5-2-1：翻譯學與系統功能語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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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來在進行不同的語言結構分析，可透過圖 5-2-2 所示的分析方式，來

分析語言結構影響學生閱讀理解的因素。這種結合傳統翻譯理論及系統功能語法的

雙重語言結構分析方式，應該可為未來的科學文化本翻譯開啟新天地。 

翻譯向度的改變 

1. 詞的選擇 

2. 詞序變化 

3. 詞的增刪 

4. 子句調整 

5. 句的分合 

SFL觀點的改變 

1. 及物性過程 

2. 小句深度 

3. 級轉移的影響 

4. 內容詞的增刪 

5. 功能詞的增刪 

內部抽象及物性系統的改變： 

從SFL觀點來分析比較不同試題的語

言結構 

外部具體詞彙現象的改變： 
從翻譯改變不同語言結構的情形來

探究 

達顯著差異和未達顯著差異的原因 

 

圖 5-2-2：不同語言結構對學生答題影響的分析方式 

 

二、 研究建議 

任何人在進行翻譯時，都會發現到英語和漢語這兩種語言在詞彙上、句序上、

文法上有太多的不對等的地方，不可能作完全平行的對照翻譯，只能以「詮釋」的

方式來進行翻譯。譯者在進行翻譯時，「翻譯方法」的操作越熟練，使用的時機越適

當，所「詮釋」出來的文本內容就會越容易讓讀者瞭解。 

英語和漢語這兩種語言在詞彙上、句序上、文法上有許多的差異，這決定在中

英語言思維模式的差別。思維是存在於人腦中的思考方式，而語言則是思維表現的

工具，不同的思維模式會發展出不同的語言，而不同的語言而蘊含著不同的思維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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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英語和漢語是由不同歷史背景和社會文化所發展而來的，蘊含著各自不同的語

言思維模式，而使用這兩種語言的人們也因為不同語言的使用，擁有不同的語言思

維模式。而翻譯除了在進行兩種語言文字的溝通，還是在進行兩種思維模式的整合，

如何以正確的中文翻譯出英文的意思很重要，而如何以中文的思維模式取代英文的

思維模式也是必須要去注意的地方。 

在進行 TIMSS 試題翻譯時，會涉及了英文和中文語言轉換的許多問題。每一道

要翻譯的試題內容包含著該題想要測驗的相關科學知識，譯者只要有相關的科學背

景就能作出適當的翻譯。而真正困擾譯者的地方，是如何翻譯出學生容易理解的翻

譯內容，這關係到英語和漢語這兩種語言在詞彙上、句序上、文法上等等因子之間

的拔河，如何作到恰到好處的翻譯，將英文的思維模式以中文的思維模式表達出來，

這是個沒有終點的追求，也是所有翻譯工作者想要達成的目標（如圖 5-2-3 所示）。 

 

 

TIMSS中文試題

 

英語 
 

相關科學知識 
 

漢語 

英文詞彙、語序、

文法、思維模式、

其他… 

中文詞彙、語序、

文法、思維模式、

其他….

拔河？ 

整合？

圖 5-2-3：TIMSS 中文試題的內部構成 

翻譯是件感覺很容易但做起來很困難的事，很多人都以為只要懂英語和漢語，

就可以進行英漢翻譯或漢英翻譯，可是都沒有考慮到翻譯前後語言的對等性和同質

性。很多譯者讀起自己翻譯後的文章感到滿意，但是卻忽略掉了其它讀者的反應。

好的翻譯文本不只要有受過專業訓練的譯者來達成，還要考慮到是否有符合閱讀翻

譯文本的對象，這是在進行翻譯應該要考慮到的兩個要點。 

針對本研究的發現提出相關翻譯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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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專業的翻譯者 

專業學科的翻譯都應有該學科的專業背景，如此才能夠有好的翻譯品質。任何

從事翻譯的人員，除了受專業翻譯的訓練外，仍然必須具有該學科的知識背景。這

幾年來翻譯人才的培養開始受到重視，目前國內有幾間的翻譯研究所，但因為學科

屬性的因素，大多是文組的學生報考，文科背景的就讀人數遠多於理科背景的人數，

造成翻譯人才多是以文、法、商為專業，而缺乏理、工、醫背景的人士，這種翻譯

人才的分配不均的情形，是必須去想辦法改進的。坊間大多數的科普書籍的翻譯品

質都還不錯，但仍都有改進的空間，鼓勵更多有科學背景的人士從事翻譯的研究，

這是很值得去投資的方向。擁有專業背景知識的譯者才會考慮到不同學科所要配合

的不同翻譯操作，以不失原味的翻譯方式，來翻譯出適合讀者的翻譯文本。當然，

有科學背景的翻譯人才能翻譯出優秀的科學翻譯作品，對國內學生的科學學習也會

有正面的幫助。 

（二）符合受測讀者的語文能力 

什麼樣的翻譯對學生是比較好的呢？直譯？還是意譯？翻譯方法的操作又應該

如何？一連串的問號點出一連串需要思考的翻譯問題，其實這些問題的解決都要取

決於讀者的反應。在本研究中，偏向意譯的答題表現普遍比偏向直譯的好，這顯示

在國中小階段的學生，詮釋越清楚簡單，且貼近中文語法的翻譯內容，能幫助國中

小學生的閱讀理解，因為國中小的學生語文能力仍然處於不成熟的階段，閱讀有「翻

譯腔」的翻譯文本，會造成此階段學生的閱讀負擔。隨著年紀的增長，中文和英文

的語文能力都隨之增加，對於偏向直譯的翻譯文本就會比較能夠瞭解。當然，越是

符合中文思維方式的翻譯文本，越是能夠適合各種語文能力的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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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研究方向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整理出兩點未來研究可以努力的方向： 

一、科學翻譯容易發生的錯誤 

科學文本中包含很多概念和概念間的關係，在翻譯時如果沒有清楚的相關科學

背景，會很容易產生誤譯的情形卻不自知。比較容易發生的三種概念關係為上下義

關係、同義關係和反義關係，圖 5-3-1 為這三種關係的示意圖（Roger T. 

Bell,1991）。 

 

A 
A A 

B 
B B 

上下義關係 同義關係 反義關係 

圖 5-3-1：概念關係示意圖（Roger T. Bell,1991） 

（一）上下義關係（Hyponymy） 

這種關係為完全包含的關係，即一種概念完全包含在另一種概念裡。譬如有關

生物分類的介紹，生物學家以物種演化的親疏遠近關係來分類，例如犬與狼、狐的

親緣間要比犬與獅、虎、豹的關係來得親近，所以犬與狼為同一屬，犬、狼與狐同

一科，犬、狼、狐與獅、虎、豹為同一目。如果譯者不清楚「界、門、綱、目、科、

屬、種」的層次包含性，那就容易對生物分類的相關翻譯產生誤譯。 

（二）同義關係（Synonymy） 

這種關係是比較特殊的，因為它不是涉及完全重疊，也不是完全包含或排除，

而是在某一語境條件下，某一詞項可以有兩種意思的選擇。譬如「tree」和「wood」

這兩個詞，在一般的情境下翻譯成「樹」，並不會有什麼問題，但在科學文本翻譯的

使用上，就必將這兩個詞作更精確的翻譯。譬如「蒸發」和「蒸散」這兩個詞大多

情況都歸為同義詞，但在不同情境下科學文本的使用，這兩個詞卻不見得意義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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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義關係（Antonymy） 

這一種關係就是不包含且完成排除的關係，這種完全排除的關係又可分成六種

型式。 

1. 二項分類（Binary）：成對的詞項構成一個完整的集合，集合中詞項互相排斥，

譬如說“如果 X，就不 Y＂此類的表述方式。這牽涉到邏輯層面的思考，在翻譯

時也容易造成誤解。 

2. 多項分類（Multiple）：集合中不只有兩個詞項，但詞項的順序不能夠預先設定。

譬如表示長度的「英制單位」和「公制單位」就是不能對比的兩種單位。這在翻

譯時常常會發生「米」和「公尺」的誤譯。 

3. 對等對立（Hierarchical）：詞項排列為一個有組織的分類，該詞類可以沒有次

序相關，也可以有次序相關。譬如 1J＝0.102kgm，1 英加侖=8 英液品脫，類似

這樣的單位轉換，翻譯時也容易產生錯誤。 

4. 極性對立（Polar）：這類的詞項對比放置在一種數值分類的兩端，兩端的區分是

很明確的，但區分的程度是可以分級的。譬如「這張紅紙比那張紅紙更紅」，這

樣的說法是行不通的，但「今天的天氣比昨天熱」，這樣的說法又行得通。翻譯

時，可能因為語言文化的不同，會發生這類轉譯的困難。 

5. 相對對立（Relative）：詞項中有反成的關係，例如不對等的角色關係（消費者

和生產者），表示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從前和未來、上面和下面）等，翻譯時不

清楚詞項之間的關係，也會容易出錯。 

6. 倒置對立（Inverse）：在兩個詞項中，用一個倒置項去取代另一個倒置項，改變

否定的位置，如此這兩個詞項就互相標準的同義詞。譬如像 some 和 all 的例子： 

 Some students do not study linguistics. 

 Not all students do study linguistics. 

翻譯時對這類的意義倒置的否定句，也是比較容易搞錯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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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瞭解科學語言的特性 

不同的學科都有其獨特的語言使用方式，法律有法律的用語習慣，財經也有商

業方面的用語方式，宗教也有其特殊的語言文化，最特殊的學科語言，應該是從 1970

年代興起的電腦業，更是發展出許多的不同電腦語言，像 html 語言，C語言等。新

世代的年輕族群，也是發明許多看不懂的火星文，像ㄉ、ORZ、XD 等的特殊語言符

號。這些不同學科、族群所使用的語言，都有其獨特的語言特性，不瞭解其語文特

性的人，就沒辦法瞭解該學科或該族群的文化，更無法去作學習。因此，要學好科

學，那瞭解科學語言的特性就變得很重要了。 

當然，不可能去要求每個學習科學的人，都要瞭解西方科學語言，尤其以中文

為主要學習語言的台灣學生，因此，翻譯的工作就變得很重要了。如何將複雜的西

方科學文本翻譯成適合台灣學生閱讀的科學文本？ 

首先，科學語言的特性也是很值得作全面的檢視探討，基於現代科學多源自歐

美的因素，因此必須由西方的科學語言的特性來研究起，以語言學的角度剖析西方

科學語言的特性，接下來，當然就是翻譯的工作了，如何以適當的中文來表達西方

的科學知識，這也需要投入許多的人力、物力，這些方面的研究都必須結合科學和

語言背景的人才來完成。因此，鼓勵更多的科學教師投入科普翻譯的工作，對科學

語言的研究發展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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