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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摘要 

身為⼀⾨垂垂⽼矣的語⾔，拉丁語⼀點也不隱居和低調。拉丁語

出現在各式各樣的電視、影集、⼩說、⾳樂，和本論⽂的主題《哈利

波特》系列⼩說裡，⼀⾨千年前的古語，進了現代，卻儼然成了強⼤

魔法的代⾔「語」，好似只要學會了拉丁語，誰都能⼼想事成、美夢

成真。 

⾃從拉丁語在西元前四百年，隨著羅⾺帝國崛起之後，拉丁語就

在古⽼的歐陸上叱詫風雲，權勢不曾消減。在羅⾺帝國敗亡後，拉丁

語晉升成了天主教的禮儀語，在西元後八百年的查理曼⼤帝復興裡，

進⼀步地成了尊貴不凡的菁英語。直到進入西元的第⼆個千年裡，拉

丁語依然在學術、科學、宗教、法律各層⾯，擔任著沒有任⼀其他語

⾔可以取代的載體角⾊。甚至入了現代，拉丁語還搖身⼀變，化為代

表了「魔法」的神奇語⾔。 

本⽂試圖經由拉丁語的歷史脈絡，看《哈利波特》系列裡的符咒

們。在前半段的論⽂中，我們討論拉丁語的簡略歷史，看拉丁語如何

在兩千年裡，由羅⾺帝國的「標準語」演化成歐洲的⽂化符號。在後

半段的論⽂裡，我們則逐⼀檢視《哈利波特》中符咒的語法、原意和

結構。期盼可以經由此⼀討論，讓讀者們對埋在遠古前的拉丁語，有

更深⼀些的理解。 

關鍵字：拉丁語、哈利波特、符咒、古代語⾔、歐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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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ncient language, Latin did not lay low. It is nearly omnipresent in all 

sorts of media: TV shows, music, and fictional writings such as the phenomenal 

Harry Potter Book Series. In our time, the Latin language seems to have 

become a sort of magical language. It was as if by simply mastering Latin, one 

could make all their wishes come true. 

 Ever since Latin became the Roman Empire's lingua franca in around 400 

B.C.E., Latin met no resistance in its spread across Europe. It held a 

dominating position through the entire first millennium, and it still holds 

irreplaceable roles in academic field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law well into the 

second and third millennium.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though - in our 

modern era, the Latin language has taken on a more mystical role: both 

influencing, and, in some cultures, even becoming the language of magic. 

This thesis wishes to illuminate the process of how Latin shifted from the 

lingua franca of the Roman Empire to one of the most recognizable cultural 

symbols of Europe in our tim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spells in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I hope to further elucidate and bring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impact this extraordinary language has 

had and continues to impart upon the world. 

Keywords: Latin, Harry Potter, Spells, Ancient Languages, European Hi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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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在各款各式的電影和故事裡，懷有嗆辣法⼒的女巫和巫師們，好

像都只須輕輕唸出咕嚕咕嚕、饒⼜如謎的魔法咒語，就可以無視對流、

雲圖和鋒⾯，打臉整座宇宙的天氣預報員，直接召來轟然雷擊和前所

未有的⾬，他們可以修正過往、復⽣死者，或使我們的世界分崩和離

析。 

但你可想過︖這些莫名其妙的巫師和女巫們的莫名其妙的法⼒到

底都從哪裡來︖他們在喃喃低語、⾼聲朗咒時，到底都「說」了些什

麼︖什麼樣的「字」可以給他們這樣的⼒量︖⼀種語⾔要多古⽼，才

能懷有此般⼒道︖ 

我們雖然不是女巫和巫師。但，如果也讓我們也尋得了那段無誤

正確的咒語，學會了那⾨古⽼的語⾔，是不是即使尋凡如我們，也可

以和他們⼀樣，調配出奇華和幻好︖魔法和奇蹟︖ 

《哈利波特》系列故事於 2000 年出版，直到現在，我都還可以

想起初遇《哈利波特》的情景。那是涼好的夏⽇夜晚，⼗⼀歲的我和

母親⼀起⾛入新開在⼩鎮裡的漂亮書店。結帳時，我瞥⾒了擺在櫃檯

上的編輯推薦書《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那時的我拉了拉母親

的袖角，指了書說：「媽，這好像很好看耶。」「是嗎︖」⽼媽瞇了

眼，前後打量了書封和書名，然後聳聳肩說：「那就買吧。」 

再過來發⽣的事，就容易想像了。 

和那年的許多⼩孩相同，在翻開書⾴後，我們跌入了由羅琳細細

思量、調配⽽出的濃厚魔法故事湯裡，還遲遲爬不出來！《哈利波特》

的系列故事裡，有倫敦暗巷、尖頂城堡、深暗密林、古怪甜食，還有

從遠古神話裡奔跑⽽出的致命怪獸，如此精彩紛呈的西⽅⽂明特調濃

湯，怎能不使星球各地的⼩孩們全都成為死⼼塌地的書迷！︖ 

隨著時間的河流去。《哈利波特》裡的故事角⾊，和系列電影裡

的⼤⼩演員，和我們⼀起長⼤成⼈。說我們這代⼩孩是「與波特俱

進」，⼀點也不⾔過其實，不管你再如何與外在世界脫節、再怎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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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課外書，也總要聽到同學們聚在⼀塊討論最新⼀集的《哈利波特》

電影情節。隨著《哈利波特》的世界⼀⾯開展，羅琳⼀⾯編寫《哈利

波特》的續集、再續集，我也長成了⼤學⽣，然後研究⽣，沿途的所

學和所讀，⼀直都和又遠又近的歐洲⼤陸斷不開連繫。遠的是地理距

離，近的，就⾃然是⼼理距離了。 

我想這整個時代的臺灣⼩孩，不管主修是什麼，應該都和我差不

多。我們聽歐美的歌、讀歐美的童話、學習歐美的語⾔長⼤，於是歐

洲──不論是古歐洲，還是今歐洲──即使到了遠東之東的臺灣，影

響都隨處可⾒。對於浪漫古雅的歐洲，我想誰的⼼裡⼤都懷了⼀湖憧

憬和⼀池想像。如果你是深度歐洲控，鐵定早已注意到，來⾃⽼歐洲

的⼀項重⼤元素，其實已偷偷跟著《哈利波特》的腳步，躲在東進的

西潮裡，滲透到了我們的尋常⽣活裡。 

眾所周知，《哈利波特》是現代童話，在艾希特⼤學（University 

of Exeter）雙修法語⽂學、古典學科的羅琳摘取了歐洲神話、⽂學中的

諸多元素，將其拼合為⼀，寫出了系列故事，在哈利的倫敦城中，巫

師們⽣活們極其容易，凡事⼤⼩，只需揮揮魔杖，即可麻煩搞定。 

但在許久前，事情可沒如此簡單。埃及、巴比倫、希伯來、希臘

和羅⾺的⼈們，或多或少皆相信「不可⾒」的存在，他們相信「魔鬼」

就是造成受傷、病症、死亡的主因。這種世界觀，也普遍出現在伊斯

蘭、天主教的傳統裡。但除了陰鬱、負⾯和死亡，和魔鬼打交道，傳

聞也能換來智慧。在古代世界裡，最富盛名的魔鬼，⼤概就是古希臘

哲學家蘇格拉底身旁的那⼀位了。蘇格拉底曾告訴他的學⽣，打從他

有記憶起，就有⼀抹無形的聲⾳跟著他，在危難即將發⽣時，在他⽿

畔細語，教導他該何去何從，如何應對（Burton & Grandy, 2004, 

p.129）。 

歐洲⼈們對於魔鬼的迷思、迷戀和深信不疑，延伸入了科學⾰命

的理性時代裡，直到⼗七世紀，魔鬼學（Demonology）依舊被⼈們當

作⼀⾨可以認真研讀，並經此取得知識的學科，要待到⼗八、⼗九世

紀，信仰魔鬼的⼈數才緩緩下滑（Burton & Grandy, 2004, p.113)。 

古時的歐洲⼈⼤都相信，巫師和女巫們就是那種可以使字役詞，

然後和魔鬼說話的⼈們。⽽由於在⿊暗的中古歐洲裡，能讀擅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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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鳳⽑麟角，於是⼈們普遍相信，能夠讀寫的⼈們，鐵定都具有特

殊的魔法能⼒（Green, 2007, p.18）。 

⼀、童話化的⿊暗 

當代的巫師女巫們看似俏⽪可愛。 

但若按照古時候歐洲的設定，想使美夢成真，才不是說說話、唱

唱歌，願望就可以成真如此輕鬆的。巫師和女巫們「通常」要⽤⾃⼰

的「魂」和魔鬼「換」，換⼀份好夢成真的可能，他們要和魔鬼簽下

⼀紙契約，當契約啟⽤，代表了漫天⿊暗的古魔鬼，就要化為巫師女

巫的寵物狗、貓、猴⼦，或是其他種類的⼩型動物，棲身屈居於巫者

身旁，如此⼀來，它們才能就近回應巫者的呼喚。畢竟，靈魂可不是

⼩東西。 

到了此處，我們知道，紅遍全球的《哈利波特》其實是⼿術後的

產物。聰明的羅琳把糟糕的、可怕的、邪惡的、⿊暗的，和魔鬼相連

的部分，全都切掉，⼀概拆除。但就算如此，羅琳還是不可免地，留

下了餅乾屑屑，像《哈利波特》裡的薑⿈⾊歪腳、蟾蜍、⽼鼠、貓頭

鷹，以及符咒。 

接下來的這個場景，就隨處可⾒古魔法的退化痕跡。在系列故事

的第⼀集《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裡，腥紅⾊的霍格華茲特快⾞

上，來⾃古⽼巫師家族的紅髮榮恩替系列故事說出了第⼀段咒語： 

陽光、雛菊、甜奶油	

替我把這隻胖胖鼠變得黃油油（Rowing,	1997,	p.105）	

榮恩衛斯理沒有成功地把⾃⼰的寵物鼠變成⿈⾊，更讓在旁⾒了

此情此景的妙麗深深不以為然，但經由榮恩，初步入巫師世界的⼩哈

利（和讀者們）卻開了眼界，然後懂得：哇喔，原來巫術不是揮揮魔

杖，再說些咕嚕咕嚕的古怪詞語就⾏（Rowing, 1997, p.133）。 

隨著故事開展，跟著三位⼩巫師的步伐，我們讀者遇⾒了愈來愈

多的「實⽤⽽正確的」咒語。但，這些符咒的語⾔不是現代英⽂。於

是，只要試過以原⽂閱讀《哈利波特》的亞洲讀者們就⼀定知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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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漂亮到位的翻譯，想搞懂那⼀堆咒語的「意思」，簡直比重新搭建

巴別塔（Tower of Babel）還難五百倍。 

⼆、巫術和咒語之起源 

咒語是什麼呢︖當哈利初得知⾃⼰的身份，並收到了來⾃於霍格

華茲魔法與巫術學院的入學通知時，那封通知信裡附上了張新⽣們需

要預先備好的物品清單。清單裡，除去了尖頂帽、⿊⽃篷、銅⼤釜、

魔法杖和貓頭鷹，羅列於課本清單上的天字號第⼀本書，就是由⽶蘭

達·鍋沙課（Miranda Goshawk）主筆的《初級標準咒語》（The Standard 

Book of Spells）。單從作者羅琳在選書上的排列順序，我們好像就可以

猜出，雖然魔法有許多⾯向──諸如：觀星、占⼘、變形、草藥等，

但顯然地，符咒之於巫術的重要性也絕對不容⼩覷。 

波蘭的⼈類學家 Malinowski 也曾說，巫術的形式多元，不論巫術

是表現某種情緒的動作、模擬和預⽰的式儀、簡單的投擲。 

第一個要素利用音響效果，模仿雷吼、海嘯、驟雨、動

物叫聲，象徵了各種現象的聲音。	

第二個要素，在原始咒語中佔顯著的地位，使用語言，

以祈禱、申述，來達到預期的目的。	

但不管是哪⼀種巫術，初民的法術往往均有份共同元素，使巫術

的效⼒，得以附著到受巫術控制的對象上，這⼀元素是什麼呢︖正是

咒語。因為咒語是巫術中最主要的元素，所以在許多論述裡，⼈們常

常略⽽不談。咒語為家傳之秘，僅施術者⼀⼈知道（1925，p.52）。 

在神話學鉅作《⾦枝》⼀書裡，也提及了咒語是初民想要控制⾃

然的⼿段，由於⽬的實際非常，例如想找到吃的，想住在安穩的地⽅，

於是初民的做法也直接了當，他們以儀式和咒語迫使「風⾬寒熱、動

物莊稼聽命就範」。後來，初民們⼀定是發現了⾃⼰的巫術⼒量有限，

往往不應驗，於是在恐懼和希望的驅使下，初民以祈禱或挑戰的⽅式，

訴諸更⾼級的神靈，即求助於魔鬼、祖先、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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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語是巫術的最重要部分。依土著的看法，懂得咒語，

就是懂得巫術，一切施法動作，都以咒語為中心。儀式和

施術者的動作，只是一些陪襯因素，讓咒語得以依法進行。

從我們現在討論所持的立場來說，這一點是極為重要，因

為巫術咒語跟傳統知識，特別是神話學，有密切的關連。

（Malinowski,	1989,	p.118）。	

現代⼈們多居住於⼀個「沒有神」的世界裡，畢竟，有了現代科

學、科技後，想當個無神論者，簡直是史無前例地輕鬆簡單。遠古的

神明們從我們的意識裡全⾯撤退，像蒸散吹逝的夏⽇霧氣。但在⽂明

初始，在四望無物的古早時代裡，掌主了風雲雷⾬、星辰運⾏的神明

們，卻毫無疑問地，是原初⼈們的重要⼼靈寄託。 

無始以來，世界各處的⼈們，都嘗試過和不可⾒世界「說話」，

⽽這「說話」的⽅式太多，族繁不及備載，像古中國的圓璧和⽅琮，

或古英倫的約束符版（curse tablet, binding spell）都是好例⼦。但縱使林

林總總，天⾺⾏空，這些溝通⽅式們，卻都有項共同點，那就是「字

語」。似乎早在久遠前，⼈們就深信，得以操字使詞的⼈們，即⼿握

了和天地通訊的能⼒。 

但為什麼呢︖天若有情天亦⽼，許久前的⼈們，憑什麼認為⾼⾼

在上的「天」，可以懂得「⼈造」⽽出的「語⾔」︖為什麼⼈們會相

信，僅把思想付諸為了字，就⾜以使願望成真︖ 

這，或許是因為「字語」本身，就非常「超⾃然」吧！昔者倉頡

作書，⽽天⾬粟，鬼夜哭。這段我們都⽿熟能詳的句⼦，來⾃成書於

西元前 139 年的《淮南⼦》。按照《淮南⼦》後續的解釋，那時的天和

鬼之所以不平不捨，是因為在有了「字」後，⼈們就不再單純不再傻

氣，⽽要⽇復⼀⽇機巧，年復⼀年詭詐，因為有了字，品德⼈⼼也要

透薄如紙。 

這當然僅是《淮南⼦》的悲觀看法。近代學者們，對於字，往往

都抱持了⾼度讚揚，《槍砲、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認為，語⾔⽂字的

發明，是⼈們從野蠻進化到到⽂明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元素。

有了字，我們才得已汲取遙遠時空的知識（Diamond, 2003, 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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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莉姍卓・吉雷（Alexandra Gillespie）在《哈利波特和歷史》⼀書

裡也說到：在《哈利波特》的奇幻世界裡，理所當然有許多怪到不⾏

的溝通管道，諸如直接把頭伸到熊熊燃燒中的（施了魔法的）壁爐裡，

或是使⽤魔杖放⼤⾃⼰的說話⾳量（模仿⿆克風）等（2011, p.58）。 

但⼤多時候，巫師和女巫們都是直接在質地粗糙的⽺⽪紙上寫字，

巫師袍裡也總是收著墨⽔瓶，⽽且，他們還使⽤⽻⽑筆和封蠟呢！這

些⽅法⼀點也不神奇，更沒什麼「魔法」，僅是古⽼⽽已，使⼈聯想

起悠⿊的中世紀，這是為什麼呢︖亞莉珊卓·吉雷接著解說，因為和咻

咻來去的⾶天掃帚，和不安於「畫框」的肖像畫不同，「書」的存在

本身就非常「魔法」，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魔法代替（Gillespie, 

2011）。 

書裡裝了滿滿的字，每顆字裡又裝了各⾃的想法⼼情。有了書有

了字，⼈們的倏忽想法就得以保鮮，得以傳承千古⽽不消散。 

不僅如此，在詹姆⼠王的《魔鬼學》⼀書裡，也條列了女巫的兩

⼤特徵，⼀為邪眼，指的是女巫們可以單憑眼神，就給他⼈帶來災禍，

或導致⽜隻成群死亡。至於第⼆項特徵，則為「詛咒」，這指的是女

巫們只消輕聲細語唸出詩句（或咒語），就可以啟動魔法，招來厄運。

甚至連古羅⾺作家阿普列尤斯（Apuleius）都說：「巫者正是可以藉由

語⾔活動（拉丁語：Communic loquendi）和神靈溝通，並達成任何願望

的⼈們（Tyson, 2012）。」 

三、語⾔的起源 

從⽣理結構上看，⼤約在四萬年前，原初⼈的⽣理結構，就和當

代⼈差不多了！⽽就解剖學來看，⼗五萬年到⼗萬年以來，智⼈的⽣

理解構亦沒有太⼤更動（Janson, 2012, p.5）。 

新的研究顯⽰，語⾔之所以演化，是因為原初⼈們得以從「謊⾔」

裡，獲得好處（Janson, 2012, p.8）。指著熟透了的好果實，⽤表情形容

其滋味很容易。但若想說出不在場的意義，就需要結構稍微複雜⼀些

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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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的敘述裡，命名和⾔語是⼈專有的能⼒，因為此⼀能⼒，

⼈和其他⽣物不同。亞當之所以較其他⽣物來得優越，也是因為他有

「語⾔」這⼀項統治⼯具。 

⽽天主教意義裡的「神」，更是在太初之時，就有⾔說的能⼒。

但──學者詹森（Janson）在著作中詼諧地點出──等等，你們難道不

覺得這有點怪，太初之時的神為何需要懂得說話呢︖整個宇宙又空又

⿊，什麼也沒有，更沒東西可以和祂說話啊（Janson, 2012, p.4）。 

⼤部分的研究者相信，在整個⼈類⽂明中，「書寫」僅被發明出

三次，其餘的，都是⽂化傳播的結果。 

⼀、西元前 3000 年：兩河⽉灣 

⼆、西元前 2000 年：古中國 

三、西元前 400 年：南美洲 

書寫的發明就像，在⼀⽚漆⿊的萬物初始時，只有幾塊亮晶晶的

區域，然後慢慢地，光傳了出去，流動了暖和了暗呼呼的⿊影，然後

最後，點亮了整個世界，是極其緩慢的過程。 

長久以來，以上三塊區域各⾃發展，幾乎和彼此毫無接觸。肥沃

的兩河⽉灣和古中國的書寫能量，慢慢向外流滴，影響比鄰的區域。

⽽南美洲的鬼頭⽂字（Mayan hieroglyphs），則遺世獨⽴，並在歐洲⽂

明入侵後，全然滅絕（Janson, 2012, p.52）。 

四、童話是鏡⼦ 

學者們認為，具有童話體質的⽂學作品，都該受到細細檢視。因

為與其說想像⼒把我們帶入天⾺⾏空的無⼈之境，還不如說想像⼒讓

我們能更深更深地擁抱現實。因為有了「童話」兩字的掩護，⽂學就

能更直接地批判世界（Zipes, 1979, p.141）。 

傲絲翠（Ostry）在 2003 年出版的論⽂集裡提到，她最為喜歡的

《哈利波特》系列細節，便是那⼀⾯會說話的意若思鏡。這⾯魔鏡，

難道不使⼈聯想起《⽩雪公主》裡的說話魔鏡嗎︖這⼀點只是羅琳使

⽤經典童話材料搭建《哈利波特》故事的其中⼀個例⼦。 

在羅琳筆下的故事裡，傳統的童話材料隨處可⾒：變形（化獸

師）、被拋棄的孩童英雄、天⾺⾏空的平⾏世界、善惡的最終⼤戰、

 13

 



死去母親的保護、使願望得以成真的危險任務、無⼈知曉的密室，以

及林林總總的神話⽣物（巨⼈、精靈、鬼魂）和暗中的協助者。藉由

幽默⼤膽的發明、借⽤，作者羅琳無疑地「更新」了這些童話材料，

使它們有了新的⽣命（Ostry, 2003）。 

具有童話體質的作品們，藉著想像⼒的掩護，總可以輕⽽易舉地

批判現實。傲絲翠也在⾃⼰論⽂裡提及了學者 Zipes 的意⾒，Zipes 認

為：任何形式的童話故事都沒法隔絕當下社會的影響。反之，無論⼀

則童話再如何地天⾺⾏空、不切實際，童話的⽬的往往不是為了遁入

另⼀個遙遠世界，⽽是為了反過頭來，和現實世界深深擁抱（Anatol, 

2003）。 

既然童話都是鏡⼦，於是，埋藏在故事裡的細節，鐵定或多或少

地，映照出了西⽅⽂明的歷史現實。在書寫虛幻童話的當下，羅琳也

難以避免地，要在字裡⾏間透露出關於她的，關於她的社會的⽂明細

節。《哈利波特》系列故事的童話體質那麼明顯，當然不例外。 

第⼆節：研究⽬的 

在現代以前，曾存在過許多⾨記載了重點⼈類思想的古代語⾔，

希臘語，埃及⽂，古中⽂，古巴比倫語。為什麼拉丁語得以跳出來︖

得以得到特殊待遇︖ 

單就在羅⾺帝國滅亡後，⼈們寫下的拉丁語作品總數，遠遠多於

古羅⾺時期的拉丁語創作這⼀點，就可⾒端倪，我們就知道，拉丁語

值得關注（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 

⽽《哈利波特》裡的符咒語，這由羅琳「欽定」的符咒語，比英

⽂還⽼、還複雜，這⼀⾨語⾔從⼀個和現在截然不同的，垂垂⽼矣的

世界來。這⼀⾨語⾔是拉丁⽂。 

寇伯特（Colbert）在他 2000 年寫成的《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裡亦莊亦諧地提到了「霍格華茲的外語教育」： 

和許多學校不同，霍格華茲並不強調外語教育，不過，

倒是有種語言，就連一年級新生都時常用到，那就是拉丁

文！（2001,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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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許多咒語是藉由拉丁⽂單字的意義達到預期效果，寇伯特也提及

了《哈利波特》系列裡的巫師職業，例如對抗⿊暗勢⼒的正氣師

Auror，在拉丁⽂裡是光（aurora）的另⼀種說法，以及霍格華茲的校

訓:「凡龍安於眠者忌驚」（拉丁語：Draco dormiens nunquam 

titillandus）。 

除此之外，羅琳也曾在訪談裡表⽰，她喜歡想像這些巫師把⼀個

已死的語⾔當活的語⾔在使⽤（Casarini, 2014）。但，在《哈利波特與

歷史》⼀書裡，Birgit Wiedl 談到：不管是霍格華茲裡，或霍格華茲

外，不管是受了嚴格訓練的學術魔法師，或民間的鄉野魔法師，他們

都同樣重視咒語的確切⽤字和發⾳。不論是儀式或召喚，不論你是異

教徒還是基督徒，符咒⽤字的「⼀字不差」，都在在被強調（Birgit 

Wiedl，2011）。 

除了現實世界裡的學者，羅琳筆下的教授們、壞蛋們也說：「在

這天底下，沒有任何東西，比字正腔圓、好好唸出咒語的每個⾳節還

重要！」（Rowing, 1997, p.171）。 

「但，僅僅唸出詞語，是不夠的。」（Rowing,	1999,	

p.134）	

「你必須真有心！你必須意有所指！」（Rowing,	2003,	

p.881）	

按照 DuPree 在《哈利波特和歷史》⼀書裡的統計，全系列七集⼩

說裡，若保守估算，總共出現過⼀百四⼗道咒語，其中，有超過半數

的咒語來源為拉丁語。 

如果像以上幾位「巫師」所說的，在唸誦咒語時，要⼼⼜相連，

要意有所指，絲毫不差那麼重要，那為什麼︖羅琳要選定⼀⾨幾百年

來都沒⼈「說」的語⾔呢︖值得深思的是，在電視影集和⼤眾⽂學的

領域裡，羅琳並非特例。在各式各樣的電影、影集、⼩說，甚至歌曲

裡，拉丁語都被塗上了厚厚⼀層神秘⾊彩。 

在影集《美國恐怖故事：女巫集會》（American Horror Story: 

Coven）裡，兩位⼩女巫為了復⽣死去的朋友，不知從哪找來了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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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破的⽺⽪紙，在施法前，朋友還特別強調：「這可是拉丁⽂喔！」

彷彿只要是拉丁⽂，平⽩的語句也就有了無邊法⼒。類似的設定出現

在影集《超⾃然檔案》、《東區女巫》、《康斯坦丁》，書籍《魔法

師》、《英倫魔法師》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甚至在坊間可以尋得的「實⽤」魔法書籍裡，也出現了拉丁⽂就

是童叟無欺、絕對有效的論述！ 

在《⾃然魔法師》（The Natural Magician: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Empowerment）⼀書當中，對巫術⼼存好奇的年輕作者和朋友們從書店

裡找來了儀式書籍，迫不及待地按照書裡的步驟，招喚了「低階惡

魔」。在施法過程裡，不知是巧合還是真有什麼在作祟，作者的寵物

狗忽然全身抽蓄、⼜吐⽩沫。作者和朋友們嚇壞了，她們急急翻閱魔

法書，找到了「驅逐惡靈」的條⽬，在此，她們看⾒了好⼀⼤段以拉

丁⽂寫成的符咒。⼀⾯慶幸⾃⼰⼩時候的主⽇學時有認真上課，作者

和友⼈們⼀⾯戰戰兢兢地唸出了驅逐咒語：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sanctificatur nomen tuum: adveniat regnum tuum: 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aele et in terra. 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sicut 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 Et ne nos 

inducas in tentationum: sed libera nos a malo. Amen. 

神奇的是，唸了⼀段落，寵物狗竟然真的緩緩靜了下來，⼩狗無

⼒地抬起頭，盯著作者看。信⼼⼤增的作者和朋友們把剩下的驅逐咒

語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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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 in pace ad loca vestra et pax sit inter vos redituri ad mecum vos invocavero,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Amen 

語畢，⼩狗完全停⽌了抽蓄，爬了起來，搖搖尾巴，彷彿什麼也

沒發⽣。但，上⾯那兩段看來神秘到不⾏的驅逐咒語，其實前半段是

聖經裡的主禱⽂，後半段則是以拉丁語拼裝加上的詞句。以下為驅逐

咒語的英語對比翻譯：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sanctificatur nomen tuum: adveniat regnum tuum: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fiat voluntas tua sicut in caele et in terra. 

Thy will be done i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Panem nostrum quotidianum da nobis hodie: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et dimitte nobis debita nostra, 

An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or debts),  

sicut et nos dimittimus debitoribus nostris. 

As we forgive them that trespass against us 

(or As we forgive our debtors).  

Et ne nos inducas in tentationum: sed libera nos a malo. 

And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Amen. 

Amen. 

lte in pace ad loca vestra  

Leave in peace, go back to your place,  

et pax sit inter vos redituri 

and may the peace return in-between you and me, 

ad mecum vos invocavero,  

until I summon you again.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s, et Spiritus Sancti. Amen.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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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來，暫不論「主禱⽂」是否具有神奇的驅逐⼒量，也不論

以上事件的虛實和真假，得知了上述事件後，我們可以確定，歐美⼈

們對拉丁語的迷思，都毫無疑問地蔓延入了電影、影集、⼤眾⽂化，

甚至所謂的「實⽤魔法」等不同的領域裡。 

拉丁語，似乎成了歐洲⼈⼼⽬中的魔法圖騰、巫術象徵。雖然按

照《⾦枝》⼀書，圖騰極少為⼈造物，但圖騰的其餘定義，似乎都和

歐洲⼈⼼⽬中的拉丁語極其相像。 

⼀、原始⼈們出於在乎、期望和四周萬物和平共處的⽬

的...... 

⼆、選出了特定⼀種動物、植物、無⽣物，作為集體的

崇拜對象，⽽選定了圖騰後...... 

三、禁⽌全族觸犯該物，並動員全族，為該物的存續進

⾏祭典。 

這些步驟，怎麼看，怎麼像拉丁語在後來歷史中，所受到的對待。

於是乎，對於拉丁語的崇拜，也有⼀點像「原始宗教」。 

按照《⾦枝》⼀書的說法，原始宗教，是下列兩者混合的結果：

⼀、是初民需要利⽤環境中最重要物體的⼀種迫切期望，⼆、是觸發

「初民」想像和引起「初民」注意的物體（如美麗的⿃、爬蟲、危險

的動物）（或是神秘的語⾔）所形成的⾼度關注。 

關於⽂化的問題，永遠都是⼤哉問。羅琳為何要使⽤拉丁語，作

為《哈利波特》裡的符咒語⾔呢︖為什麼拉丁語，會成為歐洲⼈的「魔

法圖騰」呢︖如果僅是因為拉丁⽂垂垂⽼矣，裝載了沈甸甸的歷史，

那為何羅琳不使⽤來⾃於地中海的希臘語︖希臘的⽂明早於羅⾺，更

別提在羅⾺和拉丁語⾔、⽂學的發展初期，許多的羅⾺神話、⽂學、

藝術，甚至語法，都效仿⾃東⽅的希臘。除了希臘語，羅琳也⼤可選

擇來⾃⿈沙地帶的埃及語，或是更加遠古的蘇美、亞述語。許多古⽼

⽂明對於當代歐洲的影響⼒，都絲毫不亞於羅⾺⽂明。 

如果只是因為拉丁⽂謎團重重、神秘難解，總讓⼈聯想到巫術，

那眾所周知喜歡「做功課」的羅琳，為什麼不乾脆選擇亙古以來，都

和「魔法」有深切連結的古巴比倫語呢︖ 

 18

 



在⽂學分類上，《哈利波特》系列故事介於成年和兒童之間。⽽

這⼀系列的的「童話體質」和知名程度，更⼤⼤加深了拉丁語的神秘

⾊調。彷彿不管你有任何想望，只要以拉丁⽂說出，即可⼼想又事成。

如果說童話都是鏡⼦，總可以映照出⼀定的歷史現實。那，羅琳選擇

了拉丁語這⼀舉動，也無疑反映出了⼀定程度的⽂明現實。 

《哈利波特與歷史》諸位作者之⼀的杜痞(DuPree)說，這題的標

準答案，就藏在西⽅的宗教史裡。於是若想找出答案，我們只可以往

歷史裡探。於是，在這⼀篇論⽂中，我們將由三個和拉丁語直接相關

的歷史段落，探討拉丁語如何從⼀開始的羅⾺⼈語⾔，演化成為當代

的魔法語⾔。這三⼤歷史段落分別是：羅⾺⼈的拉丁語、天主教的禮

儀語，以及中世紀以後的學術語，在探討了歷史後，我們才得以討論

拉丁語如何演化出當代的「魔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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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章節架構 

⼀、研究限制 

圈固出論⽂的四⽅界限，無比重要。 

但因為⼀切歷史事件，都是漸層延續的。在討論⼀切事物在歷史

中的⾛向和推挪時，往往很難切出⼀個精確的起點、終點，判定從哪

⼀⽇哪⼀⽉開始，⼀件事物開始受到另⼀件事物的影響。 

在⽇後要壓垮羅⾺帝國的蠻族勢⼒是如此這般⽇復推疊，拉丁語

和巫術間，在當代的連結也不是⼀兩天造成的。 

於是即使論⽂的特性在於⼩題⼤作、鑽研細究。但此⼀題⽬的難

題在於：語⾔並非單⼀事件。 

語⾔演化改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比悠藍冰河的挪移還難以識別，

也許在短時間內，⼀群新字可以⼤群⼤群地進入⼀⾨語⾔，但是，「發

⾳」沒辦法變動得如此迅速，語法的推挪，又是更耗費時間的⼀件事

(Janson, 2012, p.26)。 

於是，這⼀論⽂或必須比照「考古學標準」辦理。⽽考古學，都

是重長輕短的。於是，在論⽂的章節命名上，僅能以⼀⼤塊時間裡，

影響拉丁語最巨的單⼀機構來命名。 

從西元前753年到西元476年，拉丁語⾔因羅⾺⽽起，於是在討論

這⼀段時間內的拉丁語定位時，我們把章節名稱定為「帝國的拉丁

語」。⽽中世紀後，由於天主教是拉丁語得以延續⽣命的主因，於是

這⼀章就以天主教命名，雖然討論的範圍，並不限定於天主教。 

至於論⽂的時間範圍，筆者認為，由於拉丁語的流動和發展歷時

長久，若想解析出《哈利波特》裡拉丁語符咒的歷史意義，或是拉丁

語為何得以成為歐洲的圖騰，必需要長時間的歷史範圍，我們才能看

出背後的⼤致歷史意義。於是，這⼀論⽂的時間背景，將前所未有地

長，從羅⾺初始、到西羅⾺帝國滅亡、到天主教和中世紀，甚至到當

代的《哈利波特》現象，都將是本論⽂的討論範圍。僅是，當討論範

圍重長輕短時，將難以避免地無法在「細節」上深究，僅希望，能藉

概觀歷史，瞧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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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論⽂的第六章，由於咒語的無誤和正確非常重要，所以

我們將把《哈利波特》全系列裡的符咒逐⼀挑出，逐⼀檢視其拉丁語

法。研究⽬的：期望可以藉由檢視歷史，看拉丁語是如何被化⽯化、

神秘化，然後從⼀種語⾔，晉升、進化成為歐洲的、西⽅的⽂明符號

和象徵。 

我們的主要追蹤物，是拉丁語，這⼀單⼀語⾔。於是和女巫、巫

術相關的⽂獻，不論在宗教、歷史、童話，甚至⼼理學上，都無比多

重，翻開這⼀層，還有下⼀層，再下⼀層。所以在此篇論⽂中，和「女

巫」、「巫術」相關的歷史探討，僅能點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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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羅⾺⼈的拉丁語 

既然今⽇我們討論的主題：是拉丁⽂的魔法咒。那不可避免地，

我們須先從羅⾺的歷史談起。雖然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拉丁⽂易了

主，成了教宗、學者們的思想容器，以及寄宿於古堡內⼩巫師在期中

和期末考前要細細背誦的古代語⾔。但，在最初的⽇⼦裡，拉丁⽂始

終還是專屬於羅⾺⼈的語⾔。 

Palmer 在他 1988 年的著作《拉丁語⾔》裡說：語⾔是我們⼈和彼

此溝通的橋和⼯具，為了⼈所處的時代、社會，⽽創造、⽽演化、⽽

精煉。於是我們可以說，語⾔的歷史就是⽂化的歷史 (p.95)。在拉丁語

甫誕⽣時，羅⾺帝國和拉丁語是不可分割的單⼀整體。於是「為何選

定拉丁語︖」此⼀疑問，其實又等同於「為何是羅⾺︖」為什麼⽂藝

復興時⼈們欲起死回⽣的，是希臘和羅⾺的⽂化︖⽽非埃及、蘇美、

亞述、希伯來，甚或巴比倫︖ 

在《語⾔學簡史》⼀書當中，Robins 提及了《羅⾺帝國衰亡史》

的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對於羅⾺帝國的讚美：「若要在世界歷

史上找出⼀個⼈類⽣活最為快樂和富庶的時期，那麼任何⼈都會毫不

猶豫地說，那就是從多⽶提安（Domitian）去世到康茂德

（Commodus）繼位的這個時期（也就是公元96-180年）。」 

的確，綜觀⼀整座西⽅⽂明史，從未有⼀個政權，能以「⼀統歐

洲」的姿態，撐持在時間的急流裡如此長久。以上的論述，不可避免

地將我們導上了「迷古⼼理」這⼀猜測。⽽希臘、羅⾺和我們的巫術

主題間的連結，其實也比想像中來得深刻。巫術信仰在每⼀個⽂化裡

都可以看⾒。但現代歐洲的女巫信仰，卻⼤致遺傳⾃古希臘、古羅⾺。

對於古希臘⼈⽽⾔，女巫有能耐施放愛情魔法，使⽤符咒、治癒傷⼜，

招喚惡魔，獲取知識。 

⽽時間的軸沒法限制鬼魂。於是女巫也能經由和死者溝通，以得

知未來，或許久以前的過去。和當代的印象較為不同之處為，在早期

的希臘、羅⾺信仰中，魔鬼不⼀定是壞⼼的存在，以史詩英雄奧德賽

為例，他就曾招換亡靈，已預知未來（Burton & Grandy, 2004, 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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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在開始之前 

關於世界何時誕⽣，⼀、兩百年前的歐洲⼈所相信的，和現在我

們⼼裡所想的，可說天差地遠。 

中世紀猶太學者將創世日訂於西元前	3760	年，希臘正教

神學家則將創世日遠朔至西元前	5508	年。這番說法並不確

實。大主教詹姆斯艾雪（James	Usher，1580-1656）於	1654	

年出版《舊約與新約全書年鑑》，聲稱天國與地球創始於

西元前	4004	年。其副手進一步推算而得以躊躇滿志地宣布：

地球於西元前	4004	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早上準九時整誕

生，因神喜於神清氣爽之際辦完公務。	

這也是錯的。差了將近十五分鐘。	

這證明兩件事：	

首先，神的行事極為深奧難解。	

其次，地球乃是天秤座（Gaiman,	2008）。	

以上的詼諧段落，取⾃英國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的有趣

⼩說《好預兆》，⼩說雖是⼩說，卻依然抓住了⼀部分的確切事實。 

羅⾺⼈相信⾃⼰是特洛伊勇⼠們的後代。但特洛伊，卻直至⼗九

世紀，都被歐洲⼈認為是虛幻的傳說，想談羅⾺⼈的拉丁語，不能不

先談談發現了特洛伊的關鍵⼈物：亨利詩⾥漫（Heinrich 

Schliemann）。 

在詩⾥漫踏入歐洲學界以前，對於埋在⿈沙深處的特洛伊城

（Troy），歐洲⼈們的想像主要來⾃於兩部荷⾺史詩：《依⾥亞德》

（Iliad）和《奧德賽》（Odyssey）。 

難以置信的是，遲至⼗九世紀初，受了⾼等教育的歐洲貴族們，

對於《創世紀》裡的神之造物、對於宇宙、銀河、太陽系等等，全是

「神的創作」這點，還是深信不疑（Price & Thonemann, 2010, p.12 ）。

雖說，兩部史詩的歷史真實性，還需存疑，因為在考古學上，所掘出

的史證，和記載的年代，尚沒法完全吻合（Price & Thonemann, 2010,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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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九世紀的歐洲⼈們，卻把史詩裡的故事，完全當成了恢宏

漂亮的傳說，和特洛伊古城相絆的⼈事物們，在當時歐洲⼈的想像裡，

是半絲⼀毫的歷史基底也沒有。⼀位⼗七世紀的詹姆⼠·烏雪

（Ussher）主教，也的確訂出了神造物的確切年份，即西元前 4004 

年。也就是說，在西元前 4004 世界的誕⽣年之前，諸多⽂明皆不該存

續（Price & Thonemann, 2010, p.12 ），繁複華美的希臘神祇和古⽼謠

傳，更是沒有丁點容身之地。 

推翻以上⼀切荒謬觀感的亨利詩⾥漫，在 1822 年誕⽣於北部德國

的⼀位貧窮牧師家裡。在長⼤過程中，詩⾥漫接受了基礎的古典教育

（以希、羅為主題的古代研究）。揮別校園後，詩⾥漫選擇從商。在

經商致富以後，累積了⼤量財富的詩⾥漫，點了點頭，抹了抹臉，決

定，嗯差不多該是時候，來實現⾃⼰的孩時夢想了（Price & 

Thonemann, 2010）。 

誰都知道，在對的時候遇⾒對的書，永遠是綿密⽽飽暖的幸福。

對於⼩時候的詩⾥漫⽽⾔，他的那本書，是由喬治傑若的《孩童世界

童話》（Die Weltgeschichte für Kinder）。這是詩⾥漫的牧師⽗親，在亨

利七、八歲時，送給他的⽣⽇禮。童書裡，震怒的邁錫尼國王阿嘎曼

農為了奪回絕世佳⼈海倫，⽽號召各路英雄豪傑和希臘第⼀勇⼠阿基

⾥斯，⽽發動了長達⼗年的特洛伊戰爭。在故事末了時，特洛伊城陷

入了熊熊⽕海，古時的星星⽕點，⼤概在那時飄出了書⾴，燙燙地點

到了⼩男孩的⼼，使他難以忘懷，於是打那時起，詩⾥漫就定下決⼼，

有天要找出遠古傳說裡的特洛伊城。在他四⼗六歲那年，為了實現夢

想，詩⾥漫散盡千⾦，在英國考古學家法蘭克（Frank Calvert）的協助

下，前往希臘、⼟⽿其等地，進⾏考古作業。 

但，即使有了考古學家法蘭克的協助，詩⾥漫的考古⽅法還是受

到了當時眾⼈的廣泛討厭。因為呢，就算按照⼗九世紀末的考古標準，

詩⾥漫的挖掘⼿段還是粗魯到讓⼈難以相信，他基本上，直接由上到

下，由淺到深地，把整整九層的「嫌疑區域」全都挖了開來（Price & 

Thonemann, 2010, p.12 ）。 

他被⼈控訴考古遺址裡製造假證據。或在書寫⽥野記錄時又鬆弛

又⾺虎。但，即使有如此⼤量的負⾯傳聞，學界還是不得不承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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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討⼈厭的亨利詩⾥漫確實是尋得了故事的起點，和傳說的開始‑ 。即1

使論述不密，佐證不肥，舒⾥漫的抒情堅持，還是推移了當時整個歐

洲世界看待過往的⽅式 。 2

第⼆節：羅⾺的上輩⼦ 

在許久許久前，有⼀⼩群倉皇失措的流浪戰⼠們，為了尋得⼀塊

讓⾃⼰和後世⾎脈，得以安身⽴命的⼟地，他們飄洋過海，經歷風暴，

推遠了繁複美麗的溫柔鄉，刻苦忍耐，就有⼈說了啊，如果在出發

前，戰⼠們就知道，使⼀份願圓好美滿，要那麼久，有這般難，那在

初許下願，初揚起帆時，他們就不會那麼志氣⾼昂，歡快⾃信了。 

每⼀盞⽂明都有原初神話。就像每⼀位作家都有的那本書，在最

早的那⼀個故事裡，⼀個⼈和⼀個民族道出⾃⼰⽣命的起承轉合，驕

傲和傷愁，解釋⾃⼰是如何來到此地，如何成為現在的⾃⼰。羅⾺亦

是如此。 

流傳了千載的拉丁長詩，由羅⾺詩⼈維吉爾（Virgil）在屋⼤維任

期內受命寫成。那時，⼀代強⼈凱薩初被暗殺，社會破敗，⼈⼼紛亂，

這位強⽽有⼒的繼承者終結了內戰，為了安定⼈⼼，便吩咐維吉爾細

細寫下羅⾺開國英雄的故事，除了傳誦先祖的榮光，也暗喻了新統治

者的盛世氣魄。維吉爾才氣縱橫，加上帝王加持，甫⼀完成⼤作，作

品⾃是即刻⼀砲⽽紅、晉升經典。連遠在不列顛的⼈們，都對維吉爾

的⼤名諳熟於⼼（Price, p.247）。 

故事是這樣的。 

  除了精彩紛呈的特洛伊原址，按照《經典歐洲的降⽣：從特洛伊到奧古斯丁》的記1
載，詩⾥漫還⼀併發掘了阿嘎曼農位於邁錫尼的居所，以及位於希臘之東，綺沙卡
島的奧德賽宮殿（Ithaca island）。不僅如此，詩⾥漫也和亞瑟伊凡斯爵⼠（Sir Arthur 
Evans）⼀同發掘了位於克⾥特的遺址。他們吃驚地發現，存在於史前克⾥特島上的
⽂化，和他們所知的邁錫尼⽂明⼤不相同，甚至可能不是同⼀個！於是，詩⾥漫和
亞瑟伊凡爵⼠⼀起，從歐若巴和天神宙斯的兒⼦⽶諾斯（Minos）身上取靈感，給這
⼀盞⽂明命了新名：⽶諾安⽂明（Minoan civilization）。

 於是⼈們終於知道：原來，在愛琴海⽂明前，在當時⼈們的已知世界前，在羅⾺和2

希臘之前，確實存在著更為古⽼的史前⽂明。這⼀盞⽂明存續了千年之久，發展出
了巨型建築、繁美的社會結構，並和周邊地區有著頻繁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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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涅阿斯（Aeneas）是美之女神維納斯的後代。在特洛伊戰⼠群

裡，他是機智和勇氣均僅次於海克特的戰⼠。當特洛伊城陷，埃涅阿

斯當機⽴斷，背起了⽼⽗親，帶著⼩兒⼦，在美之女神的協助下，逃

出了熊熊燃燒的家城，想另尋⼀處家鄉。 

沒想到的是，如此簡單的願望，也要受到百般擋阻。諸神殿內的

神后Juno，因為不服年少的特洛伊王⼦Paris把代表了美的⿈⾦蘋果送給

了Venus，也因身為主神之⼀的她知道，知道後世的泱泱⼤國羅⾺，將

由特洛伊⼈開建，她更知道，在許多許多年後，她最寵愛也珍惜的城：

迦太基（Carthage），將被羅⾺殘忍地征服。就因為這⼀兩條緣由，她

遲遲不願放⼿，記恨在⼼地要⼲預到底。 

在旅途中，埃涅阿斯和他的同伴們停泊在華美繁好的北非⼤城─

─迦太基。在諸神的捉弄下，迦太基的豔冶王后Dido對英勇的Aeneas動

了真情。但任務在身的Aeneas卻註定了無法停留。Aeneas推辭了王后的

求留，收拾⾏李，升帆⽽去。在他離去的那天，Aeneas透過晃蕩的

海，看⾒了由迦太基城裡透出的隱約⽕光，天真的他全然不知，那是

王后在情傷⼼死，⾃我了結以前，預先下令放的⽕。 

離開了迦太基後，他們依然揮不去重重的厄運和危難，為了得到

智者指引，他們砍下⾦枝，穿過了暗林如夜的死後世界，取得預⾔，

得知⽅向，才終於尋得了能安身⽴命的義⼤利（Hamilton, 1942, 

p.320~344）。 

但，可萬萬別以為故事到了這，就可圈下完美的句點。⼼⾼氣傲

的天后Juno怎可能摸摸⿐⼦就這樣低頭⾛開︖她向主神宙斯提出了幾

項引⼈細思的要求，並表⽰唯有特洛伊⼈乖乖點了頭答應，她才願意

停⽌搗亂，停⽌反對他們的安頓計畫。⾃雲端入凡，理當不問世事的

神后要，要特洛伊勇⼠們入境隨俗，她要這群⾎氣⽅剛的男⼦們換上

在地⼈的裝扮，她要他們丟掉從特洛伊帶來的名姓和語⾔，她要他們

換上拉丁語名字，以及，她要他們全都學會拉丁語，並世世代代保留

這⼀⾨語⾔。她認為，特洛伊既已隕落，就不該再起。她要戰⼠們抹

去⼀切來⾃從前的情感和⽂化痕跡，她要這⼀群戰⼠們，兩⼿空空地

在此重新開始（Farrel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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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說了，奇也怪哉，驕縱蠻橫的神后怎麼⼤東西不管，偏偏

要對⽇常⽣活上的微⼩細節念茲在茲︖有⼈認為，那是書寫神話的維

吉爾，藉由筆下⼈物的⼜吻，說出⾃⼰對於拉丁語的⾃豪和⾃負。也

有⼈認為，這⼀則神話講述了拉丁語的重要性。打從在原初神話裡，

打從最早那⼀批⼈來到羅⾺的那⼀秒起，拉丁語就扮上了關鍵的⼀角。

第三節：義⼤利的早期語⾔地圖 

揮別了飄幻的神話，我們在此要推開歷史的厚重⼤⾨，進入後⽅

的現實。 

按照《西⽅⽂明》⼀書的說法，當第⼀批羅⾺⼈初抵義⼤利時，

確實就有⼀群⼈們在那兒等著了，這群⼈的希臘名字是

「Tyrrhenian」，至於羅⾺⼈，則稱呼他們為「Etruscans」。後來羅⾺

⽂明裡的許多重點元素，其實都來⾃於Etruscans。諸：如競技場裡的

角⾾⼠，和藉由動物內臟、⾶⿃蹤跡等占⼘命運的習慣。但不僅如此，

羅⾺⼈們引以為傲的兩則創世神話：從特洛伊城出逃的埃涅阿斯、雙

⽣⼦和母狼等，其實也演化⾃伊特魯思肯的傳統（Coffin et al, 2009）。 

那時，義⼤利島上的語⾔地圖難解⽽繁複，有如窗上的雕花。 

⼀⾨語⾔是如何誕⽣的呢︖學者們認為，⾸先：⼀⾨語⾔該要有

個名字。沒名字的語⾔，就不夠格稱為語⾔。語⾔的名稱可有許多形

成⽅式，可以是發明⽽出的，也能是舊有語⾔名稱的「再定義」。但

在當代的定義裡，似乎毫無特例地，⼀⾨語⾔正式成形於可以「被寫

下」的那⼀秒起。當語⾔產⽣了書寫系統，語⾔於焉有了個名，語⾔

於焉存在（Janson, 2012, p.203）。 

在西元前八世紀左右，伊特魯思肯⼈（Etruscans）借⽤了希臘的

字母表，並使⽤其寫下了⾃⼰的語⾔，這是「書寫習慣」⾸次出現在

義⼤利半島上（Price & Thonemann, p.178）。到了西元前六世紀左右，

半島上的其餘⼆⼗多⾨古代語⾔，也均發展出了字母表，想當然爾，

這些不同語⾔的字母表，都衍⽣⾃伊特魯思肯⼈（從希臘那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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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表。在拉丁語的盛世前，義⼤利的紛雜語⾔⼤致可以被分成三⼤

族，它們分別是： 

1. 南部岸邊的希臘語族（Greek） 

2. 西北山區的伊特魯思肯語（Etruscan） 

3. 中南部平原的歐司侃-翁布⾥語（Oscan-Umbrian） 

伊特魯思肯語並非印歐語系的⼀員，這也許是直至今⽇，古代語

⾔學家們依然無法完全解讀伊特魯思肯語的原因。至於歐司侃翁布⾥

語（Oscan-Umbrian），則是三⼤語族裡⾯最不可忽視，卻也在後期全

然消失的⼀語族（Price & Thonemann, 2010, p.178-180）。歐司侃語是坎

帕尼亞區（Campania）居民使⽤的⼤宗語。在羅⾺征服前，歐司侃語

（Oscan）就是義⼤利中部的優勢語⾔。直到 90-89 BC的義⼤利內戰

前，都可以在官⽅⽂件上，⾒到歐司侃語的蹤跡（Palmer, p.5）。但到

了西元前 80 年後，歐司侃和伊特魯思肯語就幾乎全⾯失去蹤跡，再也

不被使⽤（Wallace-Hadrill, 2008, p.65）。 

 

我們的主⼈公拉丁語，則是在西元前 600 年左右，⾸次展露⾯容

（Janson, 2012, p.92）。最早的拉丁語，是刻寫在⼀件陶器上的塗鴉，

這件陶器被稱為「好運刻辭」（Duenos vase），古拉丁語的最後⼀段

寫的是「nemedmalestatod」，若要略譯，意思約為直至當代仍然實⽤的

「⼩⼈退散」（Clackson, Horrocks, 2011, p.2）。雖然早在西元前六百年

就出了場，拉丁語卻直到西元前四百年，才終於搶到了個台下觀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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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的角⾊，也是⼤約在那時，羅⾺成了義⼤利半島上的⽀配勢⼒。

但在羅⾺勢⼒初抬頭時，拉丁語還只是個微不⾜道的語⾔⼩⽑頭，就

算在拉丁畝（Latium）──拉丁語的起始地，拉丁語都有許多不同的分

⽀、形態，和樣貌（Price & Thonemann, 2010, p.179）。 

第四節：從模仿到征服 

躁躁⽑⽑的⼩語⾔想長⼤，想進化，想成為⼀代⼤家，誰都知道

最好的⽅法，就是有樣學樣。拉丁語的起步時間約在西元前四百年。

⽽希臘⽂明的⿈⾦時期，約落在西元前八百年（Coffin et al）。也就是

說，在羅⾺成為羅⾺，拉丁語成為拉丁語前，愛琴海周邊的城邦們，

早識盡了美好和繁華。有學者也說：在羅⾺⽂學正要進入學徒階段時，

希臘⽂學早就渡了巔峰（Palmer, 1988, p.97）。 

即使時間來到了西元前三世紀上半葉，在羅⾺⼤塊⼤塊地征服了

如花綻放的⼤希臘地區時，即使坐擁了權⼒和財富，羅⾺卻還是沒什

麼值可稱道的⽂學（Palmer. 1988, p.95），在遇上希臘後，羅⾺社會裡

吹起了⼀陣迷戀希臘的風，不論何事何物，⼤至諸神，⼩至⽂字風格，

都是希臘好，就連神明，如此「貼⼼」的存在，羅⾺⼈也可以「換湯

不換藥」地直接照抄。 

於是，宙斯（Zeus）成了朱比特（Jupiter），阿瑞斯（Ares）成了

⾺斯（Mars），赫拉（Hera）成了朱諾（Juno），阿芙蘿黛蒂

（Aphrodite）成了維納斯（Venus），在沾染了希臘風格後，羅⾺拋下

了原先的儀式和宗教，在⼀整座的羅⾺信仰體系裡，唯⼆留下的舊古

痕跡，⼤約就剩⾨神（Janus）和聖⽕貞女（Vesta），僅祂倆，在希臘

的諸神體系裡，找不到相似的存在。若把祂倆遮住，那羅⾺可說是死

⼼踏地、⼼悅誠服地迷上了希臘。⽽若宗教皆如此，那語⾔、⽂字、

⽂學就不⽤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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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的羅⾺⽂明裡，希臘語是哲思、藝⽂、細緻的語⾔。學得

⼀⼜漂亮的希臘⽂，在上層的羅⾺社會裡，是蔚為風尚的事。羅⾺⼈

⽤盡⼒氣、扶⽼攜幼地學習希臘⽂。⼤⼈們給⼩孩聘請希臘家教到家

裡授課，年輕⼈則乾脆搬到雅典住上⼀年，以學好希臘⽂學和希臘語。

模仿希臘，成了⼤夥兒的⼀貫作風（Palmer, 1988, p.95）。有學者甚至

說，羅⾺⽂學正是產⽣於對希臘⽂學的仰慕和極⼒模仿（Alba & Isaac, 

1997）。 

那候⼈們爭相學習的希臘語種，是柯恩語（Koine）。柯恩語，又

稱希臘共通語，由古雅典⽅⾔演化⽽來。不但是希臘化時期炙⼿可熱

的流⾏語種，也是羅⾺共和、帝國時期⼈們熱衷學習的語種。許多羅

⾺官員，在參議院裡，都能流利⾃如地使⽤希臘語演說，或和來⾃東

⽅的⼤使們溝通（Clackson, Horrocks, 2011）。 

許多⼈們可以流利地⽤希臘⽂書寫，卻不是寫給希臘⼈們讀，⽽

是專⾨寫給羅⾺的上層圈圈裡，懂得如何品味繁複、細緻的希臘⽂學

風格的⼈們。⽪克多（Fabius Pictor）正是⼀位好例⼦，他是羅⾺時代

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字塔頂端的羅⾺⼈相同，他雙語精通於希臘⽂

和拉丁⽂，並時常以希臘⽂書寫。 

焦⼼於⾃⼰在「⽂化」上的次等地位的羅⾺勝戰將領們，除了⽯

雕和繪畫，也都喜歡從希臘諸邦那兒，帶回哲學家和修辭家，期盼這

⼀群有⽂化的⼈們能教導⾃⼰的後代。 

⽽若談到對「希臘」的熱忱，沒有誰可以比得上將軍包勒斯

（Aemilius Paullus），在西元前168年，他擊敗了⾺其頓的⼀座⼩城

（Pydna Perseus of Macedonia），⽽在依照慣例索討戰利品時，他什麼都

不想，什麼都瞧不上眼，僅僅要求佔有國王的圖書館（Palmer, 1988, 

p.95-96）。將軍包勒斯演⽰了許多羅⾺貴族的欲望典型。 

羅⾺⽂學⽋了希臘的債。這從⼀開始，就是拉丁評論家喜歡追著

打的主題（Wallace-Hadrill, p.19）。⽽羅⾺社會裡，對希臘的⼀⾯倒迷

戀和崇拜，當然也引起了⼀部分⼈的憂⼼。就連⼀代⼤家維吉爾，都

曾酸溜溜地說過：「如果他們（希臘⼈）願意在藝術上超越，就讓他

們超越吧，世界的和平需要羅⾺⼈來維持。」（Horrocks,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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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欺天負地的喜歡到了末期，卻也有些愛恨交錯了。許多⼈

認為，⼀些羅⾺官員在和「外國⼈」交涉時，常常慣於使⽤希臘⽂這

⼀⾏為，簡直是無可容忍的糟糕⾏為（Palmer, p.2）。 

但即使如此，許多在位的羅⾺皇帝們，還是對於在公開場合裡使

⽤希臘⽂，或使⽤「希臘⽂」書寫歷史⼀事，既不在意，也不覺得有

⼀絲不妥。皇帝克勞蒂烏斯（Claidius, AD41~ 45）就曾同時使⽤雙語

（希臘⽂和拉丁語）記載伊特魯思肯和迦太基的歷史記憶。 

「希臘⽂」在羅⾺上層社會裡的迷倒眾⽣和⼤紅⼤紫，直到戴奧

克⾥先（Diocletian）的年代（AD284~305）才些微地受到了禁⽌。在

戴奧克⾥先的紛亂時代裡，為了穩定民⼼、重建中央政府的聲譽、重

整經濟秩序，還有復⽣古代羅⾺宗教信仰，皇帝戴奧克⾥先才打壓希

臘⽂的風⾏（Horrocks, P.189） 

若要說，初始⽅興的拉丁⽂學是「掠奪」的同義詞，似乎不甚為

過，但隨著羅⾺系統性地向外征伐，收納了愈來愈多的領⼟，在來⾃

四⾯八⽅的異國情調和養分的滋養下，羅⾺⽂學也要慢慢開成⼀朵漂

亮的花（Palmer, 1988）。⽽，部分⼈⼠對於希臘⽂在羅⾺社會中壯闊

盛⾏的憂愁，也要隨著羅⾺帝國的⽇漸強盛，也滴滴點點地逝去。 

第五節：動搖了世界的布匿克戰爭 

在《哈利波特和歷史》⼀書中，研究者把哈利波特的死對頭：跩

哥⾺份和他富有家族在巫師世界裡的地位，取來和麻瓜世界的貴族比

較。Loiaconono姐妹認為，純種巫師⾺份⼀家的⽣活⽅式，無疑和⼗

九、⼆⼗世紀的麻瓜貴族⼗分相似。他倆都坐擁了驚⼈的財富，亦受

到延續千年的特權的重重守護。⽽不論是⾺份⼀家，還是麻瓜貴族，

都堅定地信仰著維繫「階級系統」的必要性，畢竟，少了階級，他們

就什麼也不是了。再者，⾺份家的「莊園」，更是《哈利波特》全系

列裡，⽤字遣詞⼩⼼翼翼的羅琳，唯⼀以「莊園」（mansion）⼀詞形

名的巫師宅邸（2011）。 

部分讀者或許對於「莊園」⼀詞感到陌⽣，但莊園，是中古歐洲，

在羅⾺王權分崩離析，社會紛亂，群雄並起的混亂狀態下，解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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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社會單位。「莊園」裡外分明，⾃成⼀個世界，在那時，要是

經濟、武⼒上的佼佼家族，才配擁有⼀座莊園。 

⽽，⼀個像⾺份家⼀般的巫師貴族，⼀個擁有如此龐⼤莊園的巫

師家族，勢必需要為數眾多的某⼀種服侍者。⽽在燈⽕通明的古堡學

校霍格華茲裡，學⽣和⽼師們在⽇常⽣活裡，揮揮魔杖就可以倏忽出

現的美好食物、豪華和舒適，也其實⼀概來⾃於某⼀種魔法種族的付

出。 

是的，羅琳的巫師世界裡也有⾼低階級。不⾃由，做⽩⼯，在英

美兒童⽂學的字裡和⾏間，「奴隸」的身影俯拾皆是，不論「它們」

是以受限的⼈類，或魔法助⼿的姿態現身（Carey, 2003）。在這，我們

可以再次看⾒羅琳使⽤童話材料，評判過往和當下社會的幽幽隱疾

（Ostry, 2003）。 

在《哈利波特》系列故事中，有個與眾不同的，其他巫師故事裡

都找不到的魔法族類，它們不是傲世的半⼈半⾺，也非陰森的⿊湖⼈

⿂，它們是巫師世界裡的奴隸階級：家庭⼩精靈（House Elves）。 

按照羅琳的設計，家庭⼩精靈們有蝙蝠似的⼤⽿朵、⼀對和網球

⼀般⼤、⿎凸凸的綠⾊眼珠。在《消失的密室》裡，讀者們第⼀次遇

⾒了家庭⼩精靈多比。不費吹灰之⼒地，讀者們可以⾺上注意到，多

比的英⽂語法怪怪的，塞滿了代名詞和語序上的錯誤，輕易讓⼈想起

1930 到 40年代，好萊塢對於非裔美國⼈的錯誤印象。學者認為，顯⽽

易⾒地，羅琳是想把此⼀魔法種族，和歷史中的奴隸族群──特別是

北美的⿊奴，和英國在加勒比海的奴隸群──畫上等號（Carey, 

2003）。 

家庭⼩精靈是古⽼的魔法族類，動動⼿指就可以召喚出比巫師強

⼤百倍的魔法，卻因為某⼀種羅琳從未⾔明的原由，家庭⼩精靈們卻

往往奴性深厚，它們若不臣服聽令於巫師，若不擺低姿態，若不唯唯

諾諾，每⼀位家庭⼩精靈都要渾身不對勁。以上林林總總，都讓⼈想

起羅⾺帝國時期的奴隸。 

總有⼀天要震撼世界的拉丁語，在⼀開始，也只是名不⾒經傳的

⼩語⾔。傳統上，在討論羅⾺歷史時，我們慣於把羅⾺的發展略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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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段：王國、共和、帝國。羅⾺⼈在西元前510年左右趕⾛了最後⼀

位國王，進入共和時期。在共和初期，因為⼈們多不知道該如何稱呼

⾃⼰現在的政治體系，於是，他們就將其稱為「⼤家的事」(拉丁⽂：

Res publica)。打那時起，羅⾺就穩定茁長，⼀眠⼤⼀⼨，⽽羅⾺早期的

軍事成功，多半可歸因於輕徭薄稅（Coffin et al, 2002）。⽽隨著羅⾺勢

⼒點滴成長，⼩語⾔也就成了⼤語⾔，在這⼀歷史進程中，轉變的關

鍵點約落在羅⾺和迦太基之間的布匿克戰爭（Punic Wars）。 

從西元前六世紀起，羅⾺和北非⼤城迦太基已有⼀定程度的往來，

雙⽅相安無事，關係良好，但⼤約在西元前265年，羅⾺的勢⼒延展到

了義⼤利島的末端。再往南⾛，就是西西⾥島，就是迦太基的勢⼒範

圍。⼀山不如⼆虎，在整⽚地中海地區，那時，可與羅⾺匹敵的，也

就只有北非的迦太基。布匿克戰爭分為三次，在第三次戰爭結束（西

元前 146）時，羅⾺徹底戰勝了迦太基。 

迦太基陷落時的景況慘絕⼈寰，迦太基的城市神祇被召喚到了羅

⾺城內，並由祭司獻祭給了羅⾺的冥界之神。羅⾺⼈拆了迦太基城內

的牆、掀了屋頂，廢去了建物的⼀切⽤處，並把絕⼤部分的⼈⼜化整

為零地賣作奴隸。傳說，為了確保迦太基永世不耕，羅⾺⼈還在每分

每⼨的迦太基⼟地上細細地撒上了鹽。儘管這⼀段奇聞只是1930年⼀

位歷史學家杜撰⽽出的情節。迦太基的城央，在受了羅⾺重創後，的

確荒蕪了將近了⼀世紀，才慢慢有⼈居住（Price & Thonemann, 

2010）。 

羅⾺在西元前 220 到 167 年間，征服了⼤塊⼤塊的⼤希臘世界，

然後羅⾺滅了迦太基、柯林斯，稱霸了地中海世界，⽽此⼀稱霸，使

豐厚的奴隸和⾦錢的湧入羅⾺，更修改了羅⾺社會的原型，定下了地

中海歷史的轉折點（Price, Thonemann, 2010, p.176-216），也穩固了拉丁

語在後世的⾶⿈和騰達。在⼤量奴隸湧入羅⾺後，羅⾺不再是結構簡

單、⾃給⾃⾜的農業社會，⽽成了帝國。 

⽂明的重⼼在此轉移，美索布達⽶亞、幼發拉底河以西，再沒有

任何勢⼒⾜以抵擋羅⾺。就像古羅⾺詩⼈Ennius的長詩描述那般，羅⾺

是「切分歐、非的強⼤脈流」。在歐洲⽂明的眾星雲集裡，羅⾺是造

成由非洲到歐洲的權⼒位移的絕對主要原因。在布匿克戰爭後，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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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五千位的迦太基⼈成了羅⾺的奴隸。再⽽後，多達⼗五萬左右的

希臘⼈們⾯臨了相同的命運。在西元前⼆世紀結束前，僅從義⼤利半

島上，羅⾺⼈就取得了百萬以上的奴隸⼈⼜（Price, Thonemann, 2010, 

p.175）。 

收入了⼤量奴隸⼈⼜的羅⾺在極短的時間內轉變，成了世紀帝國，

成了在歷史上，唯有古法⽼的埃及和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可比擬的奴隸

制社會。 

從各地收來的奴隸⼈⼜，部分成了羅⾺城內的⾼級奴隸，他們擔

任貴族的秘書、劇作、雕刻家，和藝術家。在西元前⼀世紀結束以前，

羅⾺城裡就有接近三分之⼀的⼈⼜身份為奴（Coffin et al, p.153）。 

第六節：帝國標準語 

在收入了⼤量奴隸⼈⼜後，羅⾺就再也不是本來的羅⾺了，拉丁

語亦然，西元前四百年左右，還無⼈聞問的拉丁語，在羅⾺四⽅征服

後，成了標準語。在討論拉丁語成為了標準語後的冒險前，或許，我

們該先知道，何謂標準語。 

標準語的特性為：受統治的⼈們經由學習標準語，試圖扭轉情勢，

反客為主，挨近權⼒源頭。 

經由流暢地使⽤「上位者」的語⾔，「受治者」得以和⾏政⾼層

和⽂化活動接軌。有時，能流利使⽤標準語的⼈們，亦得以晉升統治

階層。即使沒法晉升為統治階層，至少，也能離權⼒核⼼近⼀些些

（Clackson, Horrcoks, 2011, p.78-79）。 

或許，⼀如Farrell筆下所⾔，緊緊跟在政治變⾰後⽅的，⼗之八

九是⽂化上的翻轉，⽽在諸多的⽂化⾯向中，又以語⾔最為顯著

（2001, p.5）。 

在羅⾺歷史中，遠古的王國時期因為離我們太遠，許多史實都有

神話的⾊彩。對於王國入共和的坎，我們只知道，在進入共和前⼣，

羅⾺⼈厭倦了趾⾼氣昂、肆意妄為的國王，不願再受到單⼀個體的掌

控，於是在西元前510年左右，他們趕⾛了羅⾺的最後⼀位國王，建⽴

共和，改由⼀群長⽼統治理國家，因為體制太新，⼈們不知道該如何

 34

 



稱呼，於是他們就將其稱呼為「⼤家的事」（拉丁語：res publica）。

⽽從那時起，因為輕徭薄賦，羅⾺穩定擴張，收入了⼀次又⼀次的軍

事成功，有了⽤之不竭的豐兵⾜⼒（Coffin et al, 2002）。 

⽽當羅⾺四⽅征服，拉丁⽂也密切追隨了羅⾺軍團的腳步，遍佈

了歐洲，拉丁語⾸先瀰漫於義⼤利，然後即盛⼤分布於其他區塊的歐

洲⼟地上。 

更有學者認為，羅⾺在後世的統治之所以能歷久不衰，就是因為

他們在帝國全境內，普及了拉丁語（Janson, 2012, p.91）。但有趣的

是，羅⾺⼈其實從未要求⾃⼰境內的居民放棄⾃⼰的原⽣語⾔，轉⽽

使⽤拉丁語。羅⾺⼈從沒正式要求⼤家學習拉丁⽂，更不曾提供⼀絲

⼀毫語⾔學習的相關教材。 

即使羅⾺⼈沒有拔除其他語⾔的官⽅政策(Ｗallace-Hadrill, p.82)，

即使如此，拉丁語還是稱霸了西元前⼆世紀之後的世界。 

或許，這是因為在官⽅上，羅⾺的事務交流僅以兩種語⾔進⾏：

希臘⽂和拉丁語。帝國的西⽅省份和除了北非外的埃及，有拉丁語馳

騁，⽽希臘⽂則常⾒於埃及和東部的省份。但即使在東部，重要的⾏

政⽂件（例如出⽣證明、死後遺囑等）也必須以拉丁⽂寫成（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73）。 

⽽在各地的官⽅⽂件裡，拉丁語和當地語⾔同時出現。更不該被

忽略的是，在羅⾺軍隊中，拉丁⽂是軍官們下達指令時的語⾔。當時

從軍的⼈們遍佈四⽅，更加強了拉丁⽂的廣泛使⽤，使得貿易、通訊

皆⽇漸輕鬆。在此氛圍下，年輕⼀代慢慢放下了傳統語⾔，轉⽽投入

拉丁⽂學習，進⽽獲得在⽇後的成功保證（Clackson, p.83）。 

在羅⾺共和（509BC）成⽴之前，王國時期的羅⾺就已經開始擴

張。到了第三世紀前⼣，唯⼀可以威脅羅⾺勢⼒的只剩下北⽅的⾼盧。

⽽羅⾺強盛的成果，就是使義⼤利半島上，緩緩地⽣出了⼀份休戚與

共的認同感（Clackson, Horrocks, 2011, p80-81）。義⼤利不管在種族、語

⾔、物質社會上，都極其紛雜，到了西元前五世紀到四世紀間，統⼀

的氣息才逐漸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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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羅⾺愈強⼤，古⽼的城邦們就愈顯疲憊，失去了昔⽇的漂亮

和光彩，利⼰的貴族們（特別是「在地認同」不再值錢的地區）也就

迅速地把⾃⼰向統治帝國的「優等⽂化」靠攏。在西元⼀世紀前，義

⼤利的居民們，全收歸於羅⾺和拉丁⽂的統治之下（Clackson, 

Horrocks, 2011）。 

標準語⾔成了國家的象徵。⽽標準語⾔的存在，也極可能使得社

群放棄⾃⼰的原⽣語⾔，因為學習標準語，好處實在是太多了。許多

⼈往往為了得到政治⼀統、共享的認同感，進⽽放棄傳統的、當地的

情感（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79） 

因為學好拉丁語的好處太多，於是⼤部分的省份幾乎是⾃動⾃發

地「羅⾺化」了⾃⼰（Brunt, 1976）。雖說最早的拉丁散⽂作家來⾃羅

⾺城。但隨後出現的⼀⼤批拉丁語詩⼈，卻⼤都是盼望能經由以拉丁

語書寫，⽽分⼀杯羅⾺榮耀的羹的義⼤利⼈（Clackson, Horrocks, 

2011）。 

和希臘⽂的頻繁接觸，加上帝國擴⼤，急需⼀⾨統⼀的⾏政語⾔，

促使了拉丁語的整合及進化。此⼀時期，半島上的作家們爭相使⽤拉

丁⽂創作。在西元前三百到兩百年間，羅⾺的海外擴張給了統治階級

們⾃信，使他們慢慢不再凡事為希臘⽂為準（Clackson & Horrocks, 

p.90）。 

在西元前⼆世紀以前，拉丁⽂就已經今非昔比，成為了身份顯赫、

不同凡響的⾦貴語⾔了。需要熟習拉丁⽂的壓⼒，更是遍布整⽚義⼤

利半島。 

在拉丁⽂的強⼒壓迫之下，西元前三世紀，就已經有部分的當地

語⾔緩緩死去，或至少不再被付諸⽂字。⽽碩果僅存的那些，則苟延

殘喘到了西元前⼀世紀，也漸漸不敵拉丁⽂的吞食和覆蓋。 

⽽羅⾺勢⼒的擴⼤，在語⾔學上的直接後果，就是拉丁⽂的廣泛

分佈了。因為拉丁⽂是⼀切殖民地的官⽅語，於是拉丁⽂就和羅⾺的

規章和繁⽂縟節們，來到了義⼤利的每⼀角每⼀隅，並逐漸取代了其

他的義⼤利⽅⾔。 

 36

 



甚至有⼈說，羅⾺⼈簡直「倒轉」了巴別塔的故事。因為羅⾺的

統治，整⽚地中海沿岸的⼈們，都說起了同⼀⾨語⾔。⽽這⼀過程的

⾃然⽽然和平順，幾乎不可思議。 

在西元前338年，甚至出現部族特意請求羅⾺當局，請求准許他

們於部落領⼟內，使⽤拉丁語的紀錄。鑑於無此需要，於是此⼀⾏為

的象徵意義，也就⼤於實際意義（Clackson, p.82），語⾔在那時，成了

效忠和投誠的⼯具。 

在「羅⾺征服」以前，地中海西部的許多語⾔就已被拉丁語「取

⽽代之」，許多拉丁語的現代後裔（法、西、葡、義）都為此事的驗

證。普林尼的書寫，驗證了早在西元後五⼗年內，拉丁⽂就已「晉升

珍品」，成了帝國的語⾔（Claackson, Horrocks, 2011, p.230）。 

在西元前⼀世紀到西元後⼀世紀間，拉丁語的狀態來到巔峰，在

散⽂作家西賽羅、凱薩，詩⼈維吉爾、赫雷斯的相繼貢獻下，這群⼈

們創作出了直至當代，仍然得以觸動⼈⼼的好作品，這⼀批著作，定

下了往後兩千年時光裡，都被歐洲作家們奉為圭臬的⽂學傳統。 

眾所皆知，羅⾺共和晚期的貴族們，是完成最後⼀階段的「拉丁

語⽂⾔化」的主要驅動⼒（Clackson, Horrocks, 2011, p.183）。 

羅⾺詩⼈西賽羅，更是這群⼈當中，最引⼈注⽬的那⼀位，他成

年之後的⽂章，被公認封存了拉丁語的完美語法和美好風格。這不僅

僅因為西賽羅「舊詞新⽤」，更因為他改善了拉丁語的句型結構。西

賽羅對於拉丁⽂的廣⼤影響，直至浪漫主義，科學和⼯業⾰命甚囂塵

上的⼗九、⼆⼗世紀，才慢慢消退（Clackson, Horrocks, 2011, p80-81） 

但，羅⾺⽂學和希臘⽂學，有⼀點很⼤的不同。 

⼀、拉丁語沒有⽅⾔。從⼀開始，出產地就非常統⼀。任⼀切的

拉丁語⽂學，都來⾃於羅⾺城內。 

⼆、每⼀位拉丁語作家，都居住在羅⾺城內，算是同⼀群上層份

⼦。他們⼤多與權⼒中⼼非常貼近（Janson, 2012, p.93）。 

從反⽅向來看，你也可以說，這些⼈們之所以身居⾼位，和他們

的⾼超語⽂能⼒，亦脫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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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城內，能夠當眾對群⼈發表演說，是⼀項非常重要的技能。

權貴⼦弟們往往花上⼤把時間練習「演說技巧」，把拉丁⽂說好學好，

是在羅⾺社會中的必勝關鍵。那時⼈們對於語⾔的關注近乎迷戀，在

此風氣助長下，帝國境內慢慢形成了⼀種眾⼈共同認定的度量衡，最

好是每⼀個⼈，都能說到⼀⼜西賽羅式的拉丁語（Janson, 2012, 

p.94）。 

由於學習上位者的語⾔，往往能讓⾃⼰離當時「決策中⼼」更加

接近。地區強者們，若學好了拉丁⽂，也可能扶搖直上，搖身⼀變成

為帝王和將相。舉例⽽⾔，在帝國晚期，來⾃羅⾺外省份的Septimius 

Severus和 Philip the Arab 都成了羅⾺皇帝，⽽當然，這兩位的拉丁⽂⾃

然都和純正的羅⾺⼈不相上下，難辨雌雄（Price, p.231）。 

在皇帝 Septimius Severus 的統治後期，甚至還需把⾃⼰的姊遣送回

北非，當她「不流利的拉丁語」使皇帝⼀家感到顏⾯無光。 

我們不知道，在離城市遙遠的鄉間，終⽇務農的⼈家們，是否也

有那麼好的語⾔能⼒，畢竟，他們不是經常書寫的那⼀群。但，若單

從流傳於世的⽂本分析，即使帝國廣袤，流通於各地的拉丁語「均值

性」卻非常之⾼。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帝國的⼈⼜流動率（軍隊、商旅、

奴隸）非常⾼（Clackson, p.235），或許就像⼀杯攪拌不停的甜飲料，

杯底沒有糖粒沉澱，帝國各處、飲料各層的甜度均相同。 

除了流動性⾼，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羅⾺⼈的糟態度。在羅

⾺的強盛下，閱讀、使⽤、研讀拉丁語，都可以增加⾃⼰的社會競爭

⼒。於是理所當然地，⼈⼈都學起了拉丁⽂，但是，不同母語者學習

新語⾔，⾃然⽽然地，會把原⽣的語⾔習慣，偷渡入拉丁語⾔裡啊。

這⼀件事就算在今天的英⽂裡，也是比比皆是。但顯然，現代的英語

母語者在這件事上，可是比過往的羅⾺⼈寬容多了。在許久以前的羅

⾺歐洲，若有⼈不⼩⼼說出了不盡完美的拉丁⽂，可都是會被嘲笑的！

約於西元前⼀世紀，位於羅⾺的精英和⽂法學家們就展開了所謂

的「拉丁⽂純化運動」。定義何謂標準、濃郁⾹醇的拉丁⽂。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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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制定語⾔公式時，這群⼈並不參考那時流通的、活⽣⽣的拉丁

⽂。⽽是把重點，置於邏輯的⼀致性。也或許因為如此，這⼀新配置

的新語⾔，也就成了西⽅教育系統的骨架和脊柱(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25)。 

在西元⼆世紀，Apuleius完成了⼀部拉丁語⼩說《⾦驢⼦》，這

⼀故事把⼠兵和平民間的語⾔權⼒關係描繪地淋漓盡致，故事的背景

是希臘北邊的鄉村地區，⼀位軍團的百夫長在路上迎⾯遇上了位騎著

驢⼦的園丁。蠻橫的百夫長⼀開⼜就⽤拉丁語詢問園丁要騎著驢⼦往

哪兒去，⽽園丁，由於不諳拉丁語，不發⼀語地往前騎。百夫長將此

視為污辱，怒氣沖沖地把園丁從驢⼦上扯下，⽤權杖打了園丁⼀頓，

然後，百夫長才在⽤希臘⽂問了⼀次問題。身居⾼位的百夫長當然懂

得兩⾨語⾔，他⼀開始使⽤拉丁語的原因，只是為了獲得⼀個可以欺

負不懂得拉丁語百姓的機會（Price & Thonemann, p.290） 

之於歐洲，這是拉丁語的第⼀波⼤舉進攻。在這⼀時期裡，因為

拉丁語的盛⾏，⼤量其他語⾔死去，⽽殘存的其餘語⾔勢⼒，在天主

教瀰漫以後，也就漸漸無⼒不敵，輸給了拉丁語。 

第七節：語⾔⼤量死亡 

在經過了帝國後，歐洲⼟地上的其他語⾔⼤量死亡，以義⼤利為

例。義⼤利⼀度住滿了說著各種語⾔的⼈們。但從那時期計算下來，

還存活至今的義⼤利語⾔，除了拉丁語，也就只剩希臘⽂。⼀整座半

島的諸多語⾔，到了現代，只剩下兩⾨。 

在⼀開始時，由殖民者引入半島的希臘⽂直到現今，還可以在義

⼤利的卡拉布⾥亞區（Calabria）和普⾥亞區（Apulia）尋得使⽤者

（Clackson, Horrocks, 2011, p.37）。其餘的全部古⽼語種，都在羅⾺帝國

初期⼀⼀死去。 

藉由觀察古代銘⽂，我們可以看出拉丁語是如何逐步征服了義⼤

利半島，從古代傳世至今的拉丁語銘⽂⼤約有130,000件，在數量上，

沒有任何⼀⾨古代義⼤利語，可和拉丁語匹敵。但，如果我們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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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切⼀⼑，即可發現，當時的語⾔⽣態和當下全然不同。在西元前⼀

百年，有9000多件由伊特魯思肯（Etruscan）語寫成的銘⽂，⽽拉丁語

的部分，僅有3000多件。時間愈往前，拉丁語的重要性就愈加黯淡。

在西元前六百年，⼤約僅能尋得四到五件的拉丁語銘⽂，⽽同⼀時間

段中，可找到150件左右的以伊特魯思肯語寫成的銘⽂（Clackson, 

Horrocks, 2011, p.38）。 

關於拉丁語如何在簡短的三到四百年間，取代了歐陸上的⼀切語

⾔，語⾔學者們⼤致認為，確切的細節難以追蹤，但到了西元⼀百年

後，原本極為活躍的其他語⾔，諸如：伊特魯思肯語（Etruscan）和歐

司侃語（Oscan and Umbrian） ，就全都失去蹤跡。⽬前歐洲的語⾔裡，

沒有任何⼀⾨語⾔，是這⼀些古⽼語⾔的後代。 

發⽣在西歐的情節，和義⼤利差不多。在西元前兩百年前左右，

拉丁語陸續征佔了現代的法、西、葡、西西⾥，這些地區的原⽣語⾔，

陸續被拉丁語取代。在此處，或可探究的是，怎麼會出現如此⼤規模

的「語⾔轉換」呢︖⼀個地區，即使被操持另⼀⾨語⾔的另⼀個國家

民族統治，也未必就就須棄⾃⼰的原⽣語⾔⽽不顧（Janson, 2012, p.94-

95）。 

以威爾斯為例，即使受了英格蘭統治七百年，威爾斯語仍然是那

⼀地區的重要語⾔。學者認為，這和政府風格脫不了關係。 

羅⾺⼈花費⼤把⼼⼒四⽅征服，但他們有件事做對了，⼀得到⼀

塊領⼟，他們便會在當地建⽴有效率的⾏政系統。往往沒過多久，新

的省份上就會出現各式⼈物：官⽅⼈員、⼠兵、稅務⼈、法官、海關，

就連商業活動，也⼀概收入羅⾺商⼈的⼿中。在此景況下，任何想在

社會上取得⾼位的⼈，不論⾏業為何，熟習拉丁語皆能加分（Janson, 

2012, p.95）。 

在《語⾔的歷史》⼀書裡，Janson 描述了語⾔的死亡過程，他以

蘇格蘭的蓋爾語（Gaelic）為例，在⼗九世紀時，英語如霧氣⼀般漫入

了蘇格蘭的鄉野村落，打那時起，在校園、健保、商業、交通，和對

外世界的往來上，都得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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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都懂得兩⾨語⾔，第⼀語⾔（母語）是蓋爾語，

第⼆語⾔（通⽤語）則為英語。但是當愈來愈多的英語母語者搬入村

落，又⼤多不愛學習蓋爾語時，只要這些外來者在場，當地⼈們就會

⾃然⽽然說起英⽂，潛移默化，久⽽久之，家家⼾⼾使⽤英⽂的頻率

逐⼀增⾼，在幾個世代之間，英語成了愈來愈多⼩孩們的第⼀語⾔。

在計算過後，語⾔學家發現，從蓋爾語如⽇中天的全盛期，到全⾯絕

跡的死亡期，才花了短短的兩百⼆⼗五年。 

⼀開始，不說英語的蘇格蘭⼈，因為語⾔能⼒，⽽居於弱勢。⽽

外來的強勢「語」種，在社會的各個層⾯逐⼀發揮影響（教堂、學校、

商業...等），當地語種迅速死亡的關鍵特徵在於：當孩⼦們不再把蓋

爾語當成母語（第⼀語⾔）來學時，這⼀語⾔的喪鐘，就差不多響了。

在失去第⼀語⾔的地位後，⼀⾨語⾔由⽣入死，僅是轉眼之間的事

（Janson, 2012, p.204~206）。 

羅⾺⼈的拉丁語案例，和古埃及、古中國的案例類似，都是政府

權⼒和語⾔勢⼒的相互固化，但較埃及、中國來得極端（Janson, 2012, 

p.96）。 

⼈們往往不願放棄⾃⼰語⾔的原因是，語⾔不只是溝通⼯具，更

是認同的重要因素。⼈和⾃⼰的原⽣語⾔間，往往存有強⼤的情感連

結，除非誘因遠比這⼀份情感還強⽽有⼒，不然⼈是不會輕易放棄⾃

⼰的原⽣語⾔的。 

因為羅⾺、拉丁語的例⼦規模⼤、歷時長久，就值得討論。 

⼀種語⾔的正常死去途徑，是此種語⾔的使⽤者，慢慢地從⾃⼰

的原⽣語轉換、切軌到另⼀種語⾔。這是第⼀階段。 

國境之內，出現了愈來愈多的雙語家庭，在進入第⼆代後，孩⼦

們先⾏學習，不是母語，⽽為可以給⾃⼰帶來絕⼤優勢的「後來語」，

最後，愈來愈少⼈願意學習母語。然後，⼀⾨語⾔死去。 

這是好是壞，沒⼈說得準。畢竟，眾⼈的點⼦、經驗都深深埋固

於⼀⾨語⾔裡。當⼀種語⾔消失，代表⼀項「⽂化成就」⼀去不回地

告別了這世界。因為⼀種語⾔的結構、單字、措辭、⽂法和發⾳，都

是⼀群⼈花上千年百載，累極⽽成的，當⼀種語⾔消失，這些，就全

都不⾒了（Janson, 2012,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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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然，語⾔不是博物館透明玻璃櫥櫃裡的珍稀名品，⽽是⼼靈

的⼯具。當⼈們轉換語⾔，常是形勢所逼，教育、⽂化、宗教和重要

⼈⼠的交流、錢財、⼯作、權利，都是⼈們所在意的。當使⽤另⼀種

語⾔，就能使以上這些都垂⼿可得時，為何不︖（Janson, 2012,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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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天主教的拉丁語 

第⼀節：天主教裡的「蛇」形象 

在第⼆次世界⼤戰之後，極其⼤量的奇幻⽂學像⾬後的蘑菇般，

在⼤英帝國四境之內冒了出來。如果要談及《哈利波特》系列裡的語

⾔種類，除了隨處可⾒的符咒拉丁語，其實還有另⼀種「語⾔」值得

⼀提：爬說語。 

在《消失的密室》裡，當霍格華茲的⼩巫師們發現了哈利其實是

「爬說語」之後，全部的⼈都議論紛紛、指指點點，並深深相信哈利

⼀定就是霍格華茲四⼤創校巫師裡，野⼼深厚、不擇⼿段的史萊哲林

⼤巫師後代，因為爬說語學不來，是遺傳⽽來的糟糕能⼒。 

按照羅琳的設定，「爬說嘴」指的是那些可以和冷冷爬蛇⾃由溝

通的巫師和女巫們。即使在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的巫師世界裡，「爬

說嘴」依然⼗分罕⾒，且不怎麼受⼈青睞。 

有學者指出了「爬說語」和此論⽂的隱約連結：從通熟⼀⾨語⾔，

即可遭受不同的社會對待這⼀點來看，羅琳讓我們看⾒，原來魔法世

界裡的巫師和女巫，和他們所討厭的麻瓜也沒太⼤分別，對「擁有罕

⾒天賦的同類們」，兩者都慣於採取排斥態度，即使能和蛇交談的哈

利比起其他巫師，其實只是多了條和⼤⾃然間的「連結」（Anatol, 

2003, p.169）。 

若⼲⼩巫師們，單單因為哈利多說了⼀⾨「語⾔」，就排擠、討

厭他之至，或多或少，還是和⼀⾨語⾔造出的「認同感」有關，或許

就像Wallace-Hadrill 說的那樣：我們⼈的認同，有許多形成途徑，⽽其

中，最事關重⼤，也強⽽有⼒的，還是語⾔（2008, p.58）。 

在羅罵帝國猶存之際，⼈們爭相學習拉丁語，為的是取得⼀份「我

也是羅⾺⼈」的好感覺，但到了帝國消亡後（476AD），為何拉丁語卻

能繼續流⾏︖關於這，我們幾乎可說是因為西帝國⼀滅亡，在拉丁語

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壞亡荒蕪之際，便有個「機構」無縫接軌地收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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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拉丁語，將其視為⼰出，收為⼰⽤，使拉丁語在中世紀初期，

成了「神」的語⾔。 

雖然從1960年來，每週的彌撒就不再以拉丁語進⾏，但此語⾔仍

和教堂有著深切無比的連結，特定的禱詞非使⽤拉丁語不可，拉丁語

彌撒也三不五時地舉⾏，如此⼀來，天主教裡的拉丁語，也就時常地

在⼤眾⽂化裡冒出頭，現出身，以影集《⽩宮風雲》（West Wing）為

例，當裡頭的男主角Barlet，對神憤怒咆哮時，他就選⽤了拉丁⽂，⽽

非英⽂，因為對於信奉天主教的Barlet⽽⾔，拉丁語不偏不倚地，正是

神的語⾔，於是當他使⽤拉丁語怒罵「神」，讓神滾回地獄時，Barlet

強⽽有⼒地強調了⾃⼰的信仰危機（Harrisson, 2010）。 

眾所周知，天主教的⼼臟：舊約聖經，是以希伯來⽂寫成，⽽新

約聖經則以希臘⽂寫成，這兩者受翻譯為拉丁語，是西元後⼆到四世

紀間的事（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142）。 

另⾔之，在古代和中世紀，拉丁⽂並非唯⼀⽀配教會⽣活的語⾔，

那時的⼈們⽤好幾⾨語⾔撰寫禮書、主持聖禮。我們無須追朔到耶路

撒冷的基督徒團體（可能以亞蘭⽂舉⾏禮儀），也知道天主教傳遍羅

⾺帝國，是藉由當時眾所周知的語⾔：希臘⽂。拉丁⽂在很後期，當

希臘⽂廢置不⽤時，才取代了希臘⽂在羅⾺禮拜儀式中的地位。但打

從那時起，直到梵蒂岡第⼆屆⼤公會議⽌，拉丁⽂始終扮演了天主教

會禮儀語⾔的角⾊，既是執⾏彌撒聖祭，也是施⾏聖事的語⾔。這是

歷史情勢的遺產，是經過天特會議認可⽽傳承下來的古⽼慣例

（Waquet, 2007）。 

問問任⼀位你能找到的歷史學者，他們都將同意，在西⽅⽂明的

發展史內，西元紀年的頭⼀千年裡最最不可忽略的重頭戲，就是天主

教成了羅⾺的國教（西元三百年左右），在那時乍看⼩眾的天主教，

總有⼀天要推翻原有的⼀切（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84）。晚期

的羅⾺帝國所經歷的宗教轉移，從哪⼀角度來看，都前所未有、迅速

異常。在四世紀時，幾乎有過半的羅⾺⼈轉⽽信仰天主教。異教信仰

被連根拔起的速度，使⼈訝異（Mitchell, 2007, p.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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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切分了古代和現代。在得到了帝王的⽀持後，基督思想以

難以想像的速度、⼒道開枝和散葉。在極短的時間內，聖經取代了經

典神話，成了勸喻故事的範本，和教導⼈們識字習句讀的基礎

（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84）。 

學者沒法確切算出在君⼠坦丁初上任時，帝國境內的確切教徒⼈

數，但普遍的共識為：當時的教徒比例⼤約在帝國總⼈⼜的百分之⼆

⼗內。但，到了西元四世紀末期，帝國境內的「異教徒」就成了少數。

在百年之間，異教的古代廟宇逐⼀被拆除、關閉，各款各式的教堂接

著在原地⾼起。異教的祭司和神諭們停⽌了運作，就連圓形競技場內

的⽣死⾾也停了下來（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84）。 

許多現代的拉丁課堂、社團，教師們會以古羅⾺的⽣活⽅式，與

拉丁語教學段落相搭配，以促發思古幽情，使學⽣們離「真正的」拉

丁⽂化再近⼀些。但，出乎意料地，在⼀切傳世的拉丁⽂本裡，絕⼤

部分（多於百分之八⼗）都來⾃和天主教相關的書寫，⽽非羅⾺作家。

普勞圖斯（Plautus）、西賽羅、塔希圖斯（Tacitus），這些古代

羅⾺作家們，即使閃亮，即使關鍵，卻僅佔全部傳世拉丁⽂本的極⼩

部份（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 

第⼆節：羅⾺活了下來 

羅⾺的勢⼒在西元⼆世紀左右達到⾼峰，在帝國領⼟上四⽅⾏⾛

的官員、⼠兵們，不論到了哪兒，都要帶上「那⼀項」不可或缺的好

東西：拉丁語。於是，為了和統治階級溝通，帝國境內，不管是誰，

都要學上⼀點拉丁語。即使在後來的⽇⼦裡，羅⾺式微，帝國荒壞，

帝國的語⾔拉丁語卻帶著韌性地留了下來（Green, 2008）。 

西元四七六年，西羅⾺的最後⼀位帝王退位。 

和印加帝國的亞他花葩（Atahuallpa），或清代的溥儀（Puyi）不

同，羅⾺的最後⼀位皇帝並沒有被流放，更沒有被「再教育」。羅慕

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在他位於拿不勒斯的豪宅裡，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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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份長⽽美好的退休⽣活。既然，末代帝王的⽣活都如此豐腴了，帝

國的景況也不可能太糟。雖說許多原本的羅⾺領⼟，在四七六年後，

成了蠻族王國。但，在這⼀⽚「蠻荒的」景象裡，羅⾺元⽼院繼續運

⾏、集會，繼續印造⾃⼰的貨幣，甚至在貨幣的上⽅，還刻打上了不

可⼀世的「羅⾺不滅」（Roma invicta）等字樣。（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92-293）。 

帝國境內的⼈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羅⾺」已經關⾨⼤吉、盛⼤

收場。有些⼈甚至認為，遲至⼗九世紀，歐洲的⼈們都還活在虛幻的

想像裡，拿破崙和希特勒等⼈，都還試圖仿造羅⾺，想⼀統歐洲。 

侵略西帝國，間接導致羅⾺死亡的蠻族勢⼒其實⼀直都在，只是

⽇復⼀⽇地，在帝國邊境緩慢增強爾爾（Ward-Perkins, 2006），緊密

挨著帝國發展的蠻族們，對於拉丁語，也鐵定有⼀定程度的熟稔。 

在此，該問的問題是：為何西羅⾺帝國遭蠻族入侵了，且每群蠻

族都佔去了帝國的⼀⼤部分，因帝國⽽起、⽽興的拉丁語，卻可以獨

⾃存活︖為什麼政治的動盪，卻沒有帶來過⼤的語⾔和⽂化變動呢︖

學者認為，那是因為，雖然並非每⼀⾨蠻族語⾔，都不擁有⽂字系統

──以哥德語（Gothic）為例，在蠻族入侵之初，哥德語就擁有⾃⼰的

書寫系統。但蠻族的語⾔系統，⼤多不夠健全，於是難以挑戰拉丁語

在法律和經濟上的穩當地位（Janson, 2012, p.98）。 

況且在統治⽅式上，蠻族也和羅⾺⼤不相同，蠻族王領們也許輕

裝迅速，征服速度可比旋風，但卻往往沒有穩定的後續建設，他們沒

有⾏政⼈員、收稅官、商⼈、⾺路⼯程師和教⼠。於是即使在軍事上

捷報頻傳，但在⽂化，和貼近⽣活的⾯向上，卻船過⽔無痕。隨著時

間沖淡，蠻族的語⾔⼀⾨⼀⾨死去，⽽蠻族的上位者們，就反倒說起

了⾃⼰臣民的語⾔：拉丁語。放眼當下歐洲，唯⼀⼀⾨活了下來，且

前景看好的蠻族語⾔，⼤概就剩英語了。 

第三節：變質的拉丁語 

在西帝國亡後的好長⼀段時間裡，歐洲除了拉丁語，沒有產⽣任

何新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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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歐洲在乍看下，像是拉丁語反過頭來，在⽂化上征服了蠻

族。但這⼀份勝利，卻並非全⾯。我們前⾯提過，在帝國⼀息尚存時，

境內的拉丁語，像⼀杯攪動不停的甜飲料，沒有太⼤的區域差別，但，

在西帝國亡散後，⽂明忽暗，諸⼩王國各⾃佔據⼀⽅，商業和⽂字被

擱下、被遺忘。各地⼈們的書信往來、貿易皆⼤幅減少，歐陸上的⼈

們不再向彼此⾛去，於是在西歐的許多地區，讀寫能⼒可說全然消失

了。傳遞知識的教學活動，也只在修道院、教堂等地裡留下。如此這

般的政治現狀，當然不可能不影響語⾔。雖然，我們沒太多書⾯證據，

畢竟從那⼀時代流傳於世的書⾯紀錄，並不多。但我們卻可以猜測出

⼤概的景況： 

那時，帝國消失，拉丁語留了下來，任何的書寫都以拉丁語進⾏。

但有⼀些關鍵的變化，發⽣在語⾔上。原本強⽽有⼒的羅⾺中央權⼒

紐帶，在西元五世紀中消失淡去，軍團四散、學校關閉，拉丁商旅不

再四處⾏⾛，遍佈帝國的微⼩鄉鎮和外部的接觸降到最低。對⼀部分

的歐洲⽽⾔，那就像，時間退回了羅⾺征服前那樣，彷彿羅⾺從未存

在。 

在帝國初滅的六世紀，拉丁語的傳世書寫材料依然眾多，⽽六世

紀的作家們也⼤多能遵循古典語法。但到了七、八世紀，拉丁⽂本的

數量⼤減，⽽那時寫下的拉丁語，也⼤多奇形怪狀。我們可以看出，

七、八世紀的寫作者「想」⽤古典語法⾏⽂，卻⼼有餘⽽⼒不⾜。或

許因為教育不⾜，許多時候七、八世紀⼈們寫下的⽂章，往往難以辨

認（Janson, 2012, p.99-100）。 

第四節：⿊暗世紀裡的星 

這⼀段退回羅⾺前的時光，在傳統上，我們稱為中世紀。中世紀

慣例上的起始點，通常起於西羅⾺帝國亡（476AD），終於東羅⾺帝國

滅（1453AD）。⾸先以「⿊暗」兩字指涉中古世紀的，是鼎鼎⼤名的

學者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從⼗四世紀他提出了「⿊暗說」

以來，「⿊暗」兩字便圈固了歐洲⼈對於中世紀的想像長達三百年之

 47

 



久，直到⼗九世紀（浪漫主義盛⼤風⾏的時代），才慢慢有⼈出聲敢

批判。 

⽽西元七世紀的歐洲，幾乎退回了以物易物的時代。若除去教

堂，可說不存有任⼀強⽽有⼒的機構（Janson, 2012, 99）。 

在《寫給年輕⼈的簡明世界史》⼀書中，作者把教會比擬成了暗

暗長夜中的星，照亮了漫長的中世紀： 

黑暗的中世紀其實不全然漆黑，若人們抬頭上望，還是

可以望見滿是星星的美好夜空。為什麼說中古世紀黑暗呢？

因為在羅馬帝國被推翻了以後，歐洲人們的識字率溜溜地

下滑，一路滑到了谷底，讀書識字成了極少數人的能力，

沒人知道世界的其他角落都發生了些什麼，羅馬人建成的

道路破了碎了荒了蕪了，羅馬人的城市和軍營也漸次成了

斷垣殘壁，一度輝煌的羅馬法典更是被人們全面遺忘。	

修道院裡的修⼠們是那漫長時代裡，唯⼀研究古代思想、歷史，

並且記下種種細節的⼈們。他們花上⼤把⼤把時間，勤勉地收集古書

卷，鑽研、抄寫、傳播，若沒了這些修⼠們，遲至今⽇的我們，或許

連⼀⾸希羅時期的古詩歌也讀不懂。 

除了延續知識，修⼠們也教導修道院周遭的孩⼦們讀書識字，教

導孩⼦們拉丁⽂，也正因為修⼠們，垂垂⽼矣的拉丁⽂才得以活過漫

長的中世紀‑ 。 3

在西部，⼤量的古典⽂獻無可彌補地喪失了。在羅⾺帝國時期，

代表了學術、哲思、美學的希臘⽂，在中世紀全然受到了拉丁語的取

代，⿊暗時代能看到的希臘哲學著作，⼤多都是拉丁語的譯⽂選本

（Robins, 2000）。 

拉丁語保持了學術語⾔的地位，並且由於它是早期教會⽂獻以及

（羅⾺天主教）教會⽤於儀式和⾏政的語⾔，所以它的權威得到進⼀

  改寫⾃《寫給年輕⼈的簡明世界史》，⾴161-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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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強。僅是這些，就⾜以使拉丁語保持顯赫的地位。中世紀早期的

語⾔研究，主要是拉丁語語法的研究。 

因此，語法就是中世紀學術的基礎，它不僅是七藝之⼀，⽽且也

是正確讀且拉丁⽂的必要知識。所有這些學問都從屬於神學這們研究

天主教教義和教理的學問（Alba, A. & Isaac, J, 1997）。 

學者認為，拉丁語在歐洲之所以享有如此地位，最主要的原因仍

是「教堂」。好幾百年下來，天主教信仰，是社交⽣活的基礎，也是

統領四周的精神⼒量（Clackson & Horrcoks, 2011）。⽽影響拉丁語甚鉅

的天主教思想，其實早早就來到了羅⾺，在西元64年，當羅⾺城陷入

⼤⽕，負評多多的皇帝尼錄（Nero）就把禍事歸罪於天主教徒，他逮

補了許多的基督徒，並將他們折磨至死（Janson, 2012, p.95）。但在西

元330年左右，當康斯坦丁⼤帝把天主教設為了國教後，天主教的氣勢

就不同以往了（Coffin, 2002）。在後來的⽇⼦裡，福⾳書被翻譯成了

拉丁⽂版，⽽帝國西部的教徒們，也⼀直在教堂中使⽤拉丁語。⽽宗

教要求⼈們的參與度，⾃是⾼於國家權⼒。在宗教、國家的加持下，

西南歐的⼈們皆⽤起了拉丁語。北非部分，也要待至阿拉伯勢⼒征服

後，拉丁語的影響才消退（Janson, 2012, p.96）。 

有⼈認為，在第⼀世紀的⾼盧（古法國），拉丁語就已經是「⼤

家的語⾔」。至於羅⾺⼀度佔領的英倫群島，由於在羅⾺入侵前，古

代英倫並不具備任何普及、傳統的語⾔系統。於是古代語⾔學家們若

想追蹤古英倫的語⾔習慣，唯⼀可靠的書寫證據只能是⼀種名為「詛

咒板」或「約束符」的儀式物件（拉丁⽂：dēfixio）。經由分析從哈德

⾥長城掘出的約束符們，歷史學家可以知道，雖有少部分的約束符依

然以凱爾特語（Celtic）寫成，但最遲至西元⼆世紀初，不列顛群島也

受了拉丁語的征服。英倫群島上的各式⼤⼩⼈物，從風光將領到⼩城

醫⽣，都只說拉丁語（Clackson & Horrcoks, 2011, p.230）。 

雖說如此，卻也有學者認為，拉丁語其實並沒有在英倫群島⽣根。

的確，在西帝國消亡後，西南歐的⼈們⼤多說起了拉丁語。原本⽣長

於西南歐的其他語⾔，都僅留下微不⾜道的痕跡。但，在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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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受影響的地區，是英國。也許是因為英國太遠，也許是因為羅⾺

征服太遲，但在西帝國亡敗後，此地的拉丁語也隨之⽽去（Janson, 

2012）。 

英倫群島⼀直都有⾃⼰習慣使⽤的語⾔，拉丁語在「天主教」抵

達以前，從不是英倫群島居民們，最敬重最珍視的語⾔。但這⼀景況

在西元597年，⼤幅翻轉。 

在西元597年，當天主教信仰傳入英倫半島，教堂拉丁語才又跟

著傳教⼠的腳步，再次回到英倫半島，並長久安住了下來。在帝國之

外使⽤拉丁語，早就不是新鮮事了。但在天主教盛⾏全歐以前，愛爾

蘭、英國、德國等地，從未有此等的拉丁⽂普及度。 

藉由天主教的深廣散佈，和極具重要性的基督思想⽂本（諸如：

聖本篤規），拉丁語漫出了原來的西羅⾺界領⼟，來到了從未收歸羅

⾺治下的愛爾蘭、德國地區，或是羅⾺勢⼒從未深根的英倫北部。這

些地⽅的⼈們，均透過拉丁⽂本和拉丁版的聖經，親近「⾃⼰的宗教」

（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98）。 

在原來的帝國西部，天主教和拉丁⽂成了同⼀顆包裹裡的兩件貨

物，不管到了哪都形影相連，難以分開討論，就此形影不離，難以切

割。於是，難以避免地，拉丁語就對愛爾蘭語、古德語、荷蘭語產⽣

了⼀定的影響。除了在語⾔學上的地殼挪移，當天主教思想在各地⽣

根、茁壯，位於西歐各地的天主教修道院不僅成了這些地區的新「學

習中⼼」，也同時成了拉丁語⾔的「收藏寶庫」（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98）。 

第五節：查理曼的影響 

拉丁語的千年盛世，始於西元800年的聖誕節，查理曼⼤帝即位

的那⼀天。由法蘭克⼈組成的神聖羅⾺帝國，雖然其實既不神聖，也

不羅⾺，官⽅語⾔卻和久遠以前的羅⾺帝國遙相呼應。此⼀象徵連結，

在西元1806年，當最後⼀位神聖羅⾺帝國的皇帝法蘭西斯⼆世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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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正式結束。有趣的是，正式在此時，曾⼀統歐洲的拉丁語，丟失

了千年百載來的權⼒和地位（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123）。 

前⾯提過，在西帝國滅亡後，各地的拉丁語緩緩地開始出現了質

變，在西元六世紀時，⼈們還能⽤古典語法⾏⽂，到到了七世紀、八

世紀，⼈們筆下寫出的拉丁語就開始⾔不成句、補丁處處。所幸，在

西元八百年，灰撲撲的拉丁⽂像⾼塔裡的公主，受到了位好國王的拯

救。這⼀位國王，正是鼎鼎有名的查理曼⼤帝（他的名號眾多：

Charlemagne、Charles the Great、Carolus Magnus）。查理曼締造了⼀場亮

晶晶的⼩型⽂藝復興，這場⼩⽂藝復興的⼒道，雖然比不上⼗四到⼗

六世紀的正統⽂藝復興，但卻也使拉丁語，再次站穩了腳步。 

若從現代的角度回顧，當代的學者們⼤多會同意，在卡洛林時代

裡，拉丁語獲得了個新的稱謂「死語⾔」。查理曼的語⾔改⾰，不論

初衷為何，都成了成了拉丁書⾯語、⼜說語的最終分家點。 

在什麼也看不清楚的悠⿊中世紀裡，⾼低雙語並存（diglossia）的

現象持續了好長⼀段時間。所謂的⾼低雙語，便是有學識的⼈們得以

使⽤正確的拉丁語，⽽較不受到良好教育的⼈們，則說著⼀種半正確

的拉丁語（這⼀種語⾔又稱作「⼜說拉丁語」，「⼜說拉丁語」已經

很接近現代歐洲的法⽂、西班牙⽂、葡萄牙⽂的祖先，但又還不完全

是。「⼜說拉丁語」妾身未明，進化尚未完成，所以算不算⼀種語⾔

呢︖直到今⽇，依然是許多學者爭辯的主題。） 

學者認為，在較⽩話的⼜說語（現代歐洲羅曼語系的先祖）和較

嚴謹的拉丁書⾯語之間，鐵定有⼀個不那麼⽩話也不那麼符合語法的

混合語，只是這⼀混合語，由於那時⼈們對傳世拉丁語的⾼標準，沒

有被付諸書⾯。使⽤這三種「語⾔」的溝通的⼈們，在歐洲現代語⾔

和拉丁語正式分家前，但在查理曼⼤帝給拉丁語設下了規則之後，就

強⼒結束了「⾼低雙語並存」的現象（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至於，查理曼⼤帝為什麼要選擇拉丁語呢︖就算他把⾃⼰的帝國

是為羅⾺的延續，理由依然不算充分，查理曼不是羅⾺⼈，他的母語

是法蘭克語（⼀種⽇⽿曼語系的語⾔），查理曼的卡洛琳復興，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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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就有點古怪。有點像波斯⼈決⼼復興阿拉伯⽂化，或是斯拉夫

⼈想要學習希臘⽂（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137）。 

如果把九世紀卡洛林王朝改⾰過後的拉丁語，拿來與羅⾺帝國的

拉丁語做比較，會發現⼀個重⼤的不同。在帝國時期，和羅⾺勢⼒接

觸的外⼈們，往往會被羅⾺⾃發的⽂化感染，受到帝國的語⾔和⽂化

收⽤。在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退位後，諸多蠻族

國王在義⼤利、西班牙、⾼盧等地⾃⽴為王。乍看之下，這些地區的

語⾔和⽂化，和西帝國猶存時，都相差無幾。但，拉丁語和羅⾺帝國

間，原本牢不可破的連結，在卡洛琳復興的初期，被全然切斷。這⼀

時期的蠻族王領們，只是把⾃⼰視為古羅⾺勢⼒的正統繼承者，並把

拉丁語當成⼀個歷時長久的⽂化傳統保存，他們繼續使⽤拉丁語，卻

沒有被「羅⾺化」，更壓根兒沒想到要⽤⾃⼰的語⾔，發展任何除卻

了拉丁語以外的⽂學（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137-139）。 

或多或少因為查理曼，在西元⼗⼆世紀前，整座歐洲都使⽤拉丁

語書寫，包括從未受過羅⾺統治的德國、波蘭、丹⿆。從西元八百年，

到⼗⼆世紀間，拉丁語雖不是任何⼈的母語，卻廣泛地出沒在社會的

各層⾯裡（Janson, 2012, p.99）。⽽拉丁⽂也將停留在教堂裡，直到⼗

六世紀初，在新教教派把國族⽅⾔引入教堂裡後，才慢慢失去優勢。

但在天主教堂裡，拉丁語⼤概就像沿海藤壺，沖不去洗不掉，固執地

留下。 

當⼈們不再認為⾃⼰說的是「拉丁⽂」，拉丁⽂就不再以⼜說語

的狀態存續。在西元後八世紀，查理曼⼤帝引介了場浩⼤的教育改⾰，

使許多⼈學會了何謂「正確的」拉丁語（西元初年時的古典拉丁語）。

按照《布萊克威爾拉丁語⾔史》，當八世紀時，接受了以拉丁⽂

為基底的英倫教⼠們來到了歐陸，對於⾃⼰的所⾒所聞，簡直難以吞

嚥。歐陸的教⼠們，在神聖無比的拉丁⽂禱詞上頻頻犯錯。當時，教

宗聖匝加（Pope Zacharias ）寄給聖波尼法爵（Boniface）的責訓信件，

直到現在都還找得到⽂本（Horrocks, 2011, 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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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就像棲息於加拉帕⼽斯（Galapagos）群島上的達爾⽂雀，

在地理隔絕的作⽤下，演化出不同的⽣理特徵。在語⾔學上，在歐洲，

情況也相似。在西帝國離世後，棲息於在不同地區的拉丁語，迅速⽣

長出了各⾃的不同形態。 

過了許多許多世紀，在羅⾺勢⼒漸次消散以後，殘留在各省份的

拉丁語，和當地的原⽣語⾔混合、攪拌、調配，埋下了現代歐洲⽅⾔

（語⾔）的基礎。 

帝國時期的拉丁語，⼀直停留在最初的位置上，帝國各地的⼈們，

雖然⼜裡說出的話，和筆下寫出的字，在時間裡慢慢分裂，但基於還

未有語⾔可以取代拉丁語，於是別無選擇的他們，只能繼續使⽤羅⾺

⼈的語⾔。在七、八世紀前，能書擅寫的⼈們，都盡量⽤最好的（但

其實補丁處處的）拉丁語書寫，⽽幾乎毫無例外的，這群⼈是教⼠和

僧侶。 

在我們的時代裡，英語扮演了相似的角⾊。但截至⽬前，英語的

地位並比不上六、七百年前的拉丁語。 

拉丁語活了那麼久，到了那麼多地⽅，怎麼可能不對其他年輕的

語⾔留下深刻的影響︖在現在的眾多歐語裡，有許多相似的字詞，它

們都來⾃拉丁語（或經由拉丁語，來⾃希臘語。）在現代英語裡，有

許多拉丁化的字詞，經由法語（由於 1066 年的諾曼第公爵），⽽輸入

現代英語。 

拉丁語給了現代英語許多禮物。在這些豐盛的禮物中，藏有⾼比

例的抽象字詞（非具體名詞），希臘⽂、拉丁語供給英⽂許多能拿來

描述、理解現實的字詞、概念、框架，若沒了概念，世界將⼀⽚混亂

（Janson, 2012, p.101）。 

在1066年後，數以千計的法語字，經由法語⽽繼續存在的拉丁⽂

字詞流入英語，導致明明是⽇⽿曼語系的英語中，所含的法語/拉丁語

成分，遠遠⾼出⽇⽿曼語系詞（Gree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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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化⽯化 

「每⼀⾨語⾔是都是⼀座眾⼈們合⼒造出的城，每⼈⼿裡都攜了

顆⽯頭」（詩⼈愛默森） 。 4

神話學家坎伯在《神話的⼒量》⼀書裡說：「每個宗教都像是不

同的軟體，有專屬於⾃⼰的⼀套運作模式。他說，在天主教的最初期，

「神」僅是部落神祇，和「世界」沒有丁點關係。但，當猶太⼈帶著

天主教進入了巴比倫地區，「世界救主」的概念就成了天主教的⼀部

分（Campbell, 2011, p.21）。 

⼀如詩⼈愛默森所說的，宗教也像長久時間以來，許多⼈⼀同搭

造⽽出的龐⼤建物。⽽每⼀群新的居住者，都會給這⼀建築物，帶來

不同的風格、內容和細節。⽽，沒有任何⼀⾨語⾔可以「⾨禁森嚴」。

無需懷疑地，在拉丁語的全盛期，⼀定也經歷過類似今⽇英語的

「雜化」處境。當不同地區、不同母語的⼈們學起了、說起了拉丁語，

必須會造成⼤量「非羅⾺元素」傾流⽽入拉丁語，使原本簡⽽樸素的

羅⾺地區⽅⾔，搖身⼀變，成了國際都市語⾔（Palmer, 1988, p.68）。 

學者認為，認為早期的天主教徒們，可稱之為「秘社」。他們發

展出了外⼈全然難以理解的「新品種」拉丁語，⽽在天主教揚眉吐氣

後，天主教思想也無可避免地給了拉丁語添上了⼀點別樣⾊彩

（Palmer, 1988, p.183）。 

在羅⾺尚未覆亡前，羅⾺⼈對於拉丁語法的錯誤，是嚴加防範的，

是⼩⿐⼦⼩眼睛的，好像只要錯了⼀絲⼀毫，他們亮堂堂的尊貴拉丁

語，就沾上了討厭的污漬。 

如果⼀個⼈在說拉丁語時，犯下了語法、句法的錯，那他就會被

稱為「野蠻⼈（barbarismus）」（Farrell, 2001, p.37）在英國搞笑電影

《萬世魔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裡，也演繹了⼀段學過拉

丁語的⼈都能⼼有戚戚焉的驚悚橋段： 

在靜無⼀⼈的暗夜城⼼，故事主⼈公提了桶紅漆，想在城牆上（⽤

拉丁語）寫下「羅⾺⼈滾回家」等粗魯字樣，卻沒注意到身後有位羅

  Language is a city to the building of which every human being brought a stone, Ralph Waldo 4
Em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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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悄悄接近，從後⽅讀到了主⼈公寫的字句，羅⾺⼠兵怒⽕沖天，

⼤翻⽩眼，他⼀把提起了主⼈公的⽿朵，對他⼤吼：「你的⽂法弄錯

了吧！」 

但，拉丁語僵化的程度，在中世紀初期，卻來到了史無前例的⾼

峰。先前提過，在六世紀時，⼤家差不多還能以古典語法⾏⽂，但到

了七八世紀，拉丁語就補丁處處。 

在如此這般的情況下，法蘭克國王──後來的神聖羅⾺帝國國王

──查理曼⼤帝啟動了⼀項「拉丁⽂復興」，他甚至勒令，任何⼀位

不懂神之法律的牧師，都該離開⾃⼰的職位（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99）。 

不意外地，在查理曼⼤帝的「拉丁⽂復興」之後，想⾃然⽽然地

使⽤拉丁語，是難如登天了。也許就像有愈來愈多條粗如纜線的繩，

纏繞在拉丁語的腰間，讓拉丁⽂愈來愈沒法⾃由活動，愈來愈不是⼀

⾨活⽣⽣的語⾔。 

學者認為，這⼀變動的主因，除了查理曼的改⾰，同時也和書寫

拉丁⽂的尊貴地位，和拉丁語身為天主教的「神聖語」有關。在這兩

⾯概念的加總下，導致了⼈們刻意迴避了在拉丁⽂上製造出任何改變。

這代表「學習書寫（拉丁語）」慢慢地不僅是學習書寫，⽽是學習⼀

整套陌⽣艱困的遠古字型、句型結構和單字⽣詞（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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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魔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裡的拉丁語課，截圖自

Youtube（https://goo.gl/nEKrKA）

 

https://goo.gl/nEKrKA
https://goo.gl/nEKrKA


對於標準語，⼈們似乎存有⼀種⼗分常⾒，卻並不理性的信仰。

那就是唯有標準語才擁有精確的邏輯架構、精湛的美學，⾜以描繪⽂

史、思辨哲學。這無疑是迷思中的迷思，每⼀⾨語⾔都有這種能耐，

不然它們就無法學習，也無法使⽤啦。 

雖說⼗九世紀的語⾔學家們⼤都相信，在物質相對簡單的原初社

會裡，語⾔也會比西⽅社會中的語⾔來得簡明，但這絕對是錯誤的想

像（Janson, 2012, p.11）。語⾔，是⼼靈⽤來丈量現實的⼯具，每⼀群

⼈、每⼀盞⽂明皆有不同的切入點。是啊，能⽤⼀⾨語⾔表達出的事

物，不⼀定能⽤另⼀⾨語⾔說出。但，絕無⼀⼩撮語⾔，最適合探討

纖思細想，或是⾼級好話題這⼀回事（Janson, 2012, p.82）。 

⽽且，若把⼀⾨語⾔在語法、字彙上「法典化」也有不可迴避的

致命缺點，如果當下的語⾔狀態被奉為「巔峰」，那後來時間內的任

何⼀點⼩變動，都將被視為「腐化」（Clackson, Horrocks, 2011, p.79）。

但是此舉的缺點在於，加上普世的「這就是最好的語⾔模式」的

信仰，將可能使得語⾔本身出現拒絕改變，甚至故步⾃封的狀態。 

對於拉丁語的「化⽯化」，學者提出了個好例⼦。在西元前640

年，教宗瑰格⾥五世（Gregory V）刻下了塊墓誌銘，由於教宗本⼈的

⼜說拉丁語不可能和他的書⾯拉丁語有太⼤的距離。於是，藉由檢視

教宗的墓誌銘，我們可以得出⼀份他⼜說拉丁語的⼤略印象。這位教

宗的墓誌銘，即有⼀個難以忽視的特徵，那就是，他的拉丁語非常「古

典」。時間已經來到了第七世紀初，但，他的拉丁⽂卻和西元後⼀世

紀左右的帝國拉丁語相差無幾（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67-269）。 

也就是說，在這五百年間，拉丁語「凍齡」了。從帝國末入中世

紀初的這⼀段期間裡，我們擁有⼤量的拉丁⽂獻，卻沒有太多⼈賦予

拉丁⽂新⽤法、新⽣命。⽽對於⼀⾨「需要靈活流動的」語⾔⽽⾔，

這無需是判了死刑 

⽽這⼀僵持，在接下來的五百年左右，都將持續。到了西元第⼀

千年的結尾，⽤「活化⽯」稱呼拉丁語，是恰如其分。當其它語⾔繼

續演化、流動，拉丁語卻⼀直停在原本的模樣。長⽣不⽼似地，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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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時間裡。⽽，在接下來的另⼀千年裡，拉丁語的永⽣狀態，

也不會有太⼤更改（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67-269）。 

也就是說，⼀整塊歐陸的⼈們（至少是勤於使⽤拉丁語的上層階

級們），在綿延了千年的中世紀裡，齊⼼合⼒地完成了個創舉。因為

⼀，對於羅⾺的迷古⼼理，因為⼆，拉丁語在天主教裡的尊貴地位，

於是中世紀的歐洲⼈們對於拉丁語的丁點變動，都無論如何不能忍受，

他們喜古、復古，他們要拉丁⽂這⼀座「建物」原封不動，保持原樣。

因為不喜歡不純正的拉丁語，後期的歐洲⼈刻意迴避「變動」，

不同時代的⼈們⼀⽽再再⽽三地，給拉丁語設下規則，使拉丁語緩緩

「定型」，像玻璃櫃中的壯麗標本。這⼀迷古⼼態間接導致了後來的

「書⾯拉丁語」和「⼜說拉丁語」的漸⾏漸遠。 

學者認為，在中世紀這些正經八百、嚴謹無比的「書⾯拉丁語」

表⾯下，⼀定有更加活潑的「語層」（register）存在，⽽這些「不被

認同」的語層，鐵定無疑地，就緩緩發展成了後世的義⼤利⽂、法⽂、

西班牙⽂等（Clackson & Horrocks, 2011）。或許就像達爾⽂的雀⿃們，

四散各地的拉丁語，在時間和距離的拉扯下，就像分居各地的同⼀物

種，慢慢演化出了各⾃的特徵。 

原本說著同⼀種語⾔的⼈們，可能分散分別，在經過⼀段時間後，

他們嘴裡本來相同的⾔語，也就要慢慢產⽣天壤之別，甚至變成截然

不同的語⾔（Janson, 2012, p.25）。 

在九到⼗世紀時，由於飽學之⼠們往往可以修正、理解地區性的

拉丁⽂差異，於是「都說」拉丁語的⼈們，書寫拉丁⽂的⼈們還察覺

不到書⾯、⼜說的拉丁⽂間的差異。但到了卡洛琳王朝之後，⼈們也

就緩緩察覺到兩者間再也難以彌補的鴻溝（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71）。 

在討論各地⽅⾔的興起時，學者們⼀概認為，西元八四⼆年的史

克拉斯堡盟約（Strasbourg Oaths），是法⽂和拉丁語的官⽅分界點。史

特拉斯堡盟約，是⼈們⾸次試圖使⽤「非拉丁語」寫下的宣誓。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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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誓約裡，⼈們寫下的單字詞還是拉丁語，但⽂法卻已經貼近現代的

法⽂（古法語），為何⼈們要開始⽤新語⾔寫作呢︖顯⽽易⾒地，因

為拉丁語和那時的⼜說語，已經相差太遠（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268）。 

於是，亮堂堂的拉丁語，最後反倒成了⾃⼰巨⼤成功的受害者，

因為故步⾃封地守著單⼀的語法，拉丁語把⾃⼰和代表了⼤眾⽂化的

活⼒切了開來（Joseph Farrel, p.6）。 

到了西元紀年的⼀千年尾，此論⽂的主題：拉丁⽂──至少按照

《布萊克威爾拉丁語⾔史》⼀書──已不再是⼀⾨語⾔，⽽是⼀種⽂

化產物，直到今⽇均為如此。 

在西元紀年的第⼆個千年裡，拉丁語成了⽂化符號，象徵了特權

和知識，後⼀千年裡的拉丁語，因為尊貴地位持續加強，使得書⾯拉

丁和⼜說拉丁的距離⽇益遙遠，⽽離⼜語越遠，拉丁語就越「⼈造」，

直到拉丁語的歷史成了教育的、學習識字的歷史，直到拉丁語不⼩⼼

晃離了「語⾔學」的範疇，晃出了語⾔學者們可以「置喙」的領域

（Clackson & Horrocks, 2011, p.302）。 

 58

 



第四章：中世紀後的拉丁語 

就算希臘⽂和拉丁語，因其與古典⽂化的連結，在中世紀結束後，

繼續坐享尊榮，但在⽂藝復興和民族國家興起後，⽅⾔⽂學依然成長

茁壯了。就像⼀位⼗六世紀的英國學者指出的那般，古希臘⼈⽤希臘

語，羅⾺⼈⽤拉丁語，那我們英國⼈，也該⽤英語寫作，這才公平嘛

（Green, 2008）。 

在東羅⾺帝國也死去後，幽⿊的、絢麗的，⾛滿了吟遊詩⼈和古

堡騎⼠的中世紀，也終究是盛⼤落幕。奇特的是，在中世紀擔任了神

的語⾔的拉丁語，到了⼗七、⼗八世紀，竟然換了裝扮，成了科學的

語⾔。羅⾺的、神聖的拉丁語，到了這⼀時期，再上了⼀層學術研究

的釉彩，閃閃發光和漂亮。 

以拉丁語完成的傳世⽂本，除卻和天主教相關的絕⼤部分，第⼆

⼤宗的，就是各式各樣的科學著作。在中世紀隆重謝幕以前，幾乎全

部的科學⽂獻均以拉丁語完成（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3） 

在⾼等教育和科學領域裡，拉丁語長棲枝頭，⼀直⼀直佔盡好處，

遲至⼗八世紀，才慢慢有⼈使⽤「非拉丁語」進⾏學術著述。許多世

紀以來，拉丁語⼀直都是「說著」不同母語⼈們的書寫語，直到現在，

拉丁語都還是國際術語的語⾔。許多前⼀世代的偉⼈們，法國笛卡爾、

英國⽜頓，或想出微積分的德國萊布尼茲（Leibniz），都使⽤拉丁語

注疏寫作（Janson, 2012, p.100）。 

但卻也有學者指出，雖從⼗八世紀起，學者們慢慢開始使⽤民族

語⾔，但博學者仍繼續⽤拉丁⽂寫作，甚至專⾨針對某⼀領域（例如：

林奈烏斯的植物學）。但，這些拉丁語和西賽羅的⽂體天差地遠。事

實上，植物學者的拉丁⽂是⼀種⼈造語⾔，它沒有細緻的語法，⽽經

過左思右想、審慎定義的詞彙也不過是術語（Waquet,200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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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噩夢連連和嘗試挽留 

拉丁文是門死語言，	

它比死人還死翹翹，	

它害死了全部的羅馬人，	

現在還想扯我一起入黃泉！	

這是「上個世代」曾紅極⼀時的學童順⼜溜（Harrisson, 2010），

但愈貼近現代，這⼀順⼜溜的知命度就愈低，畢竟，現在的歐美⼩孩

們⼤多不學拉丁語了。可是，在短短的兩、三百年前，事情可全然不

是這樣。藉由閱讀瓦克的《拉丁⽂帝國》，我們可以得到⼗六、⼗七、

⼗八世紀的歐洲拉丁語學習概況。有趣的是，那整段歷史讀起來，簡

直就像⼀部歐洲⼈的集體失戀史！好像全歐洲的⼤⼈⼩孩們都對古⽼

繁複的拉丁語又愛又恨，想丟開又放不下，想放下又沒法全然棄這⼀

⾨⽼語⾔於不顧。 

為什麼學拉丁⽂呢︖歷代的⼤⼈們⼀問再問，不休討論。歲歲年

年，守舊派的⼤⼈們提出了的答案們不外乎三個。 

⼀、原⽂的純好： 

如果⽤德⽂閱讀歌德最美，⽤法語閱讀福樓拜最好，那維吉爾，

當然是⽤拉丁語讀最為漂亮。因為這些昔⽇的詩句裡，仍乘載了世紀

初的感動（Waquet,2007,⾴275）。⽽且若懂得拉丁語，那⼀名學⽣就

能⾃由取⽤西元前⼆世紀到西元後⼗九世紀的無垠知識（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89）。 

⼆、語⾔的共祖： 

拉丁語是許許多多歐洲當代語⾔的共同祖先，如果不先學學拉丁

⽂，就直接進入法⽂學習，那在語⾔學上，豈不就成了撿來的孩⼦︖

（Waquet,2007,⾴262） 

三、智⼒的訓練： 

如此這般的古代語⾔，能訓練孩⼦注意細節，能磨亮孩⼦的邏輯

思維，並使他們耐得住思想上的艱難（Waquet,2007,⾴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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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有那麼多好處，歷代的優秀思想家、⽂學家都還是沒法吞

漫長的拉丁語學習年⽉，以下的這些⼈，都嚐過拉丁語帶來的深深苦

楚，和連連噩夢。 

盧梭曾表⽰，⼩時候的他好不容易才學會了讀拉丁語（說和寫都

還沒喔），然後⼀離開學校，就轉眼間忘得精光

（Waquet,2007,198）。德國的抒情詩⼈海涅因為記不住⾳節數⽬不同

的名詞第三組詞尾變化的例外，⽽惱羞成怒，得出了「要是羅⾺⼈得

先學好拉丁⽂，他們⼤概沒剩多少時間征服世界」的結論。孩提時期

的⾺蒙泰，也曾因為拉丁語，⽽經歷了垂死病中驚坐起的⿊暗⽚刻。

夜半時分，⾺蒙泰的家⼈們均沉沉睡著時，還是男孩的⾺蒙泰有時會

忽然坐起，半睜眼睛，朗聲背誦學過的拉丁課⽂，使他的⽗親母親深

⾃擔憂。就連以前的英國⾸相邱吉爾，也和拉丁語有過⼀段愁苦的過

節（Waquet,2007,⾴201）。完成了《羅⾺帝國衰亡史》的吉朋，也是

付出許多淚⽔和⼀點點⾎的代價後，才熟練拉丁⽂句法（Waquet,2007,

⾴205）。 

許多⼈認為，以拉丁語教學，在本質上，就是「未知的事物」解

釋「未知的事物」。⾼深可怕、錯綜復雜的拉丁⽂法往往被比喻為「幽

暗深林」。⽽到了義⼤利，有⼈⾃然⽽然把它和「但丁筆下的地獄景

象中，那荒涼、崎嶇⽽茂密的森林」聯想在⼀起。還有⼈更絕，指涉

拉丁語為代達羅斯的迷宮（⽽且在後⽅註釋，是沒有阿利阿德尼線的

代達羅斯的迷宮。）（Waquet,2007,⾴210-211）。 

在美國，甚至有作家語詞強烈地指出：「希臘⽂、拉丁語和⿊奴

制、酒精⼀樣，都是妨礙美國道德、知識和宗教進步的不利因素，」

雖然，這位作家也⼩聲地補充：「古代語⾔的程度較⼩。」

（Waquet,2007,⾴254）。 

為了使拉丁語在孩⼦們的知識系統裡，健健康康地活下去，中世

紀後的⼤⼈們⽤盡⼒氣，想出了五花八⾨的⽅法。⽂具商們苦⼼設計，

在各⼤通路販賣起了款「超全能拉丁語學習輔具」（內容物包含：能

貼在書⾯空⽩邊的標牌、框框、箭頭標誌、括弧、紙上圓盤），藉由

不同顏⾊的標記，讓學⽣們可以輕易搞清楚拉丁語的詞尾變化和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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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在⼀五⼆五年，有個善良的傢伙試著寫出⼀本「零術語」的拉

丁語語法書，盼望能使讀者擺脫⼤量術語的連連糾纏，迅速學會以拉

丁語寫詩。但當然，這種「假裝拉丁語很簡單」的鴕⿃⼼態，就是寫

出⼀本結結實實的糨糊，什麼也講不清楚。在⼗七世紀，有⼤⼈建議，

乾脆造⼀座城吧。把⼩孩們丟到拉丁語城中，讓他們不想學，也得學。

當然，以上這些提議沒有⼀項成真。我們的拉丁⽂，也從未以這些⼤

⼈們想要的模樣起死回⽣。拉丁語的死亡氣息太重，當孩⼦們只能以

古代作家的⼜吻說話時，實在沒辦法要求⼩孩們發⾃內⼼地抒發⼰⾒

（改寫⾃《拉丁⽂帝國》，p.212-226）。 

在閱讀《拉丁⽂帝國》⼀書時，筆者不斷感受到的，便是⼀種「我

們已經失去了羅⾺，不能再失去拉丁⽂。」的強烈執著。好像在此，

拉丁語成了線絲，只要歐洲⼈們牽拉著線，那他們就和美好的過往藕

斷絲連。但若是鬆開了⼿，現代和古代就再無瓜葛了。 

對於這⼀時期的焦慮，也有學者提出了論述。Leonhardt 認為，⼗

六到⼗九世紀，對於在課堂裡，到底該使⽤拉丁語，還是現代歐語好

的爭論不休，他覺得，這其實就像青少年，在脫離⽗母⽻翼時，所經

歷的分離焦慮。 

。他認為，歐洲的非羅曼語系語⾔（德⽂、英⽂、斯堪地那維亞

語），在語⾔學的概念上，其實近似拉丁語的領養女兒們，因為從每

⼀⽅⾯來看，這幾⾨語⾔都是為了取代拉丁語⽽存在。時間愈往後，

女兒語⾔們慢慢接⼿了古⽼拉丁語在政治、⾏政、科學、⽂學裡扮演

的角⾊。⽽當新⼀代的語⾔能全然取代拉丁語時，這⼀事件的時間點

⼤約落在⼗八世紀，也就是拉丁語退居幕後的時間了（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145-150）。 

第⼆節：確切的死亡時間 

儘管⼤⼈們不情不願，在⼗六、⼗七世紀，有朝⼀⽇要取代拉丁

語的民族語⾔們，出場了。關於拉丁語的確切死亡時間，每⼀派的學

者說法均不⼀。有⼈認為，拉丁語在西元1500年後，才漸趨沒落。也

是⼤約在此時，從希臘⽂被翻譯成的拉丁語⽂獻，陸陸續續地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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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版本（Green, 2008, p.16）。有⼈認為，⼀度輝煌的拉丁語

⾸次出現死亡特徵，是在⼗七世紀中葉，因為那時，拉丁語作家已經

⼗分罕⾒，出版品的數量也不多（Waquet,2007,⾴172）。有⼈認為，拉

丁語，從和他國⼈們溝通的必備語⾔，到退入幕後的整段過程，其實

花費了好幾世紀。⼤致上⽽⾔，拉丁語在歐洲的盛世，開啟於查理曼

（800-814），結束於1760-1840。由於每⼀區域、機構的狀態均有不

同，我們很難斷⾔拉丁語到底是「如何」退居幕後，只能⼤致感覺，

在⼗九世紀中期後，拉丁語就不再是主掌⼀切的重要因素（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45）。 

以法國為例，在路易⼗四執政初期（1643-），拉丁⽂詩仍豐盛發

展，像是夏⽇裡的隨風搖曳的⿆⽥草梗，但，值得關注的，是在那時，

已經不再有⼈採⽤⼤型體裁，絕⼤部分的作品都是短⼩精簡的諷刺詩、

哀歌、哀悼⽂和墓誌銘（Waquet,2007,173）。如果語⾔是容器，那麼，

以拉丁語裝載的情感減少了，⼀點⼀點散去、縮減，直至⼀去不回。 

原本，拉丁⽂是從事某些職業的必備條件。但，當拉丁⽂不再是

⽇常⽣活中的必需品，它也就要從油鹽醬醋茶的⾏列裡脫隊。於是我

們知道，拉丁語的呼吸，是在中世紀後，慢慢停⽌的。它沒有明確的

死亡界線，⽽是在不同區域，以不同速度，分別死去。 

第三節：神秘兮兮和崇拜 

串連了內在⼒量的神秘語⾔，⾃古以來就是眾⼈嘗試捕捉的對象。

由於它們難，於是聽來更加邪惡。歷史給拉丁⽂塗抹上了貴族、皇家、

神聖的濃雲和彩霧，使它在⼈眼裡誘惑動⼈，卻又同時艱難不已。半

解未知的事物，往往可以挑起⼈們⼼裡的深深敬畏和驚怕。經典作家

⾺克吐溫對「神秘」的懾⼈魔⼒，顯然了然於⼼。在⾃傳中，他提到

了⼀位「⽤詞精彩」的河船舵⼿，是如何「使⽤」查爾斯・萊爾（Sir 

Charles Lyell）的《地質學》（Principles of Geology），以增添其⽣活風

味： 

身為一名大副，他是個驚人且稱職的咒罵者，那是幹這

行所必備的。但他擁有一套河上其他舵手都沒有的字彙，

使他比這行中的其他人，更能「說動」好吃懶做的碼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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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因為他的這一套術語雖不瀆神，卻很神祕且可怕，

使人深受驚嚇，而且聽起來，絕對比河上服務業中所能聽

見的一切詞彙都還瀆神個五、六倍。	

這位大副沒受過什麼教育，但他讀書，讀得勤奮無比，

雖然他的整座圖書館只有一本書：萊爾的《地質學》。他

抱著那本書不放，直到所有險惡可怕、刺耳難聽的科學專

有名詞全都朗朗上口為止。......情況緊急的時候，他會像火

山爆發一般地，爆出一般老式正統的咒罵語，佐以壯觀的

地質用語，然後指控他的碼頭工是白熱不等趾足後上新世

時期的古滯留紀無脊椎動物（Bjornerud,	2008）。	

這就是神秘的⼒量。 

學者們提到，在天主教的範疇裡，⼀開始之所以引進拉丁語，全

然是為了可使廣⼤帝國內的「信徒們」更加貼近當時初⽣的天主教，

⽽非加諸神祕的阻隔。但隨著古⽼帝國的諸多省份分崩⽽離析，漸次

成了不同的封建王國後，他們⽇⽇使⽤的語⾔就離「拉丁⽂」愈來愈

遠。這些封建王國的語⾔們緩慢地演化成了⼈們今⽇熟知的法、西、

義、葡等現代語⾔。到了中世紀的末端，拉丁⽂雖然依舊是教會的專

屬禮儀語⾔，但卻愈來愈少⼈認識，只有受過教育的⼈才能懂得

（DuPree, 2013）。 

於是或許我們可以說，在西元的第⼀個千年裡，拉丁語是帝國的、

官⽅的、⾏政的、傳教的語⾔。那到了西元的第⼆個千年裡，拉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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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即產⽣了⼀去不回的變質。在第⼆個千年中，⼈們對於拉丁語

的態度，從實務（可以獲得⼯作機會等等）轉⽽成了崇拜（因為神秘，

因為碰觸不及）。 

在討論《哈利波特》系列內咒語時，學者提到了現代英語俚語

「Hocus Pocus」的可能來源：在中世紀後期，當教堂裡⼀如往常地使

⽤拉丁⽂進⾏彌撒時，坐在教堂長椅上的農夫甲可能會推推農夫⼄然

後問：「欸，那個，牧師現在是在說什麼啦︖」 

理所當然沒接受過正式拉丁語教育的農夫⼄也只能聳聳肩，無可

奈何地回答：「啊不就是同⼀套胡⾔亂語。」DuPree談到，在牧師們

進⾏聖餐禮的祈禱時，拉丁語裡的第⼀句禱詞就是：Hoc est enim corpus 

meum，⽽，若你把這句話唸得很快很快，到最後，就會出現「hocus 

pocus」這個在英⽂裡，指涉了花招、詭計、騙局的詞語（DuPree, 

2011）。 

禮儀中必備的拉丁文，屬於中等、通俗的語體，和古典

語言相差甚遠；然而一開始時，它仍是一種文學語言，和

實際口語不同。但差異總是日益加深的，久而久之，經文

的語言成了一種文化語言，被覆上了幾分古語色澤，最後

終於隨著時間抽象化，丟失通俗可理解的特色。在禮儀語

言特有的演變過程中（指文化語言和普通語言的差異愈來

愈大，加上前者強烈傾向於固定不變），拉丁文變成神職

人員菁英的特權（Waquet,	2007）。	

在西元紀年的第⼆個千年裡，拉丁語成了權者、學者、智者、教

⼠們的語⾔，尋常⼈等愈來愈難以懂得教會內，⽤拉丁⽂主導的⼀切。

⽽，羅琳為什麼要選擇拉丁⽂作為《哈利波特》符咒語呢︖DuPree 認

為，那是因為，對居住在羅⾺帝國的空殼之上的歐洲⼈們⽽⾔，和教

會緊密相連的拉丁語可說是「⼀切魔法的基⽯」，拉丁⽂是學究的語

⾔，是那些終⽇躲在教會圖書館裡學習古代秘密和亡者交流的⼈的語

⾔。拉丁⽂不僅代表了帝國權⼒、教會權⼒，也同時指涉了神秘和謎

團（2011, p. 39-41）。拉丁語在此時成了神秘的語⾔，且其地位歷經千

年不動不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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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語和神秘之間的連結，就連神話學家坎伯（Joseph 

Campbell）都⾃動⾃發地在兩者之間，劃上了等號。他認為：我們活在

⼀個儀式、神話、謎團漸次稀少、消散、滅絕的時代。即使到了羅⾺

天主教的教堂裡，儀式語（拉丁⽂）也全都被譯成了⽇常語（英⽂）。

但，彌撒裡之所以使⽤拉丁⽂，就是為了把⼈從尋常的環境裡挑出來、

抓出來，丟到神秘、混亂和轉變裡啊。現代⼈都忘了儀式的重要性。

從儀式的這⼀端⾛到另⼀端，從深深⿊洞的這⼀頭⾛到那⼀頭，當再

次看⾒陽光，我們就不再是我們，孩⼦可以長成⼤⼈。但現代卻丟了

儀式、推開神秘......（Campbell, 2011, p.82-84）。 

除卻了神秘氛圍，總是需要嚴謹守住古時⽤法的拉丁語和「⼀字

不動」的宗教神聖⽂本，和巫術之間，還有多⼀條的連結。 

我們發現⼀般⼈相信，巫術的傳遞，必須絕對維持原樣，

才會靈驗，如有絲毫改變，就失去了效⼒。（Malinowski, 

1989, p.53） 

在劉增泉先⽣翻譯的《羅⾺與中世紀》⼀書裡，他也提到，許久

許久前，當⼈們想向主掌⼀切的「神靈們」陳述意願時，原初⼈們往

往使⽤⼀種「慣⽤語」。按照慣例，這⼀慣⽤語，是⼀顆字也不能更

動的，因為若是稍有更動，那密封在「慣⽤語」裡的⼒量，就會流失

光光，⼀點不留。如此這般的慣⽤語，理所當然地，成了後世符語的

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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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俄羅斯的斯拉夫⼈，亦曾請求教廷，允許他們將禮儀經⽂譯

成他們的語⾔，但卻遭到教宗⾼利七世的斷然拒絕，教宗的理由是：

「全能的上主希望《聖經》在某些地區保持奧秘，⾃有祂的道理。如

果⼈⼈都能輕易讀懂《聖經》，很可能造成《聖經》較不受⼈敬重且

更容易被忽略，或是被⽂化⽔準較低的⼈做了錯誤的解釋。」

（Waquet, 2007, p.68）。 

瓦克（Waquet）在其《拉丁⽂帝國》⼀書裡，也提到了拉丁語的

神秘⼒量，在天特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中，在在有⼈強調陌⽣

語⾔和敬畏之⼼間的強烈連結，許多⼈皆認為，當⼈們被⾃⼰全然不

知的事物所環繞時，更能產⽣強⼤的敬意（2007, p.150）。在這⼀群⼈

眼中，拉丁⽂是「奧秘的屏障，是設在⼈類智慧前的界線，並可以提

升信仰的莊嚴和世⼈應對信仰至上的崇敬（Waquet,2007, p.152）」。雖

然⼀代代的神學家們⼀再譴責此⼀說法，並認為「魔法」和「信仰」

之間就該劃清界線，許多「頭腦簡單的⼈」還是把神奇和敬虔的儀式

混為⼀談。 

我們相信一個古老而神秘的語言，一個歷經幾世紀都不

再改變的語言，很適合用來敬拜深奧及莫測。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拉丁文禱詞似乎能使會眾的虔誠感加倍。這豈

不是我們愛好神秘的自然反應嗎？置身於讓生活不得安寧

的思緒和苦難的紛亂中，人相信當他說些不太熟悉、甚至

不懂的話時，他就尋求著自己缺乏也不知道的事；含糊不

清使禱告具有魔力，而不太清楚自己內在願望的不安心靈

們，總是喜歡許下些和自己的需要同樣神秘的願望

（Waquet,	2007,	p.95）。	

⽽也許，除卻了隱藏在拉丁⽂後⽅的比海洋還龐⼤的歷史意義和

⽂化重量，筆者認為，歐洲⼈們對於拉丁語的喜歡和崇拜，也近似於

原始部族對於圖騰的崇拜。 

「定為圖騰之物，乃關注之中心。」（Malinowski,	1989,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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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句⼦，引⽤⾃波蘭⼈類學家Malinowski的《巫術、科學與宗

教》。就像《⾦枝》裡說的那樣，原始⼈崇拜動物，因為動物介乎

「⼈」與「⾃然」之間，動物的體⼒、敏捷、機詐，往往為⼈所不及，

但，原始⼈卻又缺其不可。於是，動物在原始⼈的世界觀中，就有了

特殊地位。原始⼈敬佩動物、畏懼動物、需要動物，所有的紛雜情緒

匯集起來，彼此交相加強，就產⽣了圖騰。 

難道拉丁語在許多現代歐洲⼈⼼底，不扮演著相似的角⾊嗎︖拉

丁語介乎現代和古代之間，是通往⽂明發展初期的細線。⼀部龐雜的

西⽅⽂明史，有超過半部是以拉丁語寫成，掌握了拉丁語的秘密，⼈

幾乎也就掌握了⼤半部西⽅⽂明史的總和智慧。但，拉丁語卻又同時

如此晦澀，距離當下遙遠。 

第四節：死⽽復⽣的拉丁語 

在語⾔學的領域裡，死去的語⾔分成兩種： 

⼀、留下了紀錄的死語⾔ 

⼆、不留下紀錄的死語⾔ 

不留下紀錄的死語⾔，就像恍惚⽽逝的⼼念，是沒⼈會記得的。

就是想討論，也無從討論起，於是以下，我們只針對留下了紀錄，卻

無⼈使⽤的死語⾔。⽬前的世界上，約有 6900 ⾨語⾔「活著」 。但5

⼤部分的語⾔，使⽤⼈⼜都只有⼀⼩撮。地球上的七⼗億⼈⼜裡，有

超過五⼗億⼈，都使⽤著 6900 ⾨語⾔中的 58 ⾨⼤宗語⾔，比例極端

  雖然作者不太贊許⼈們把語⾔形容為「活物」的做法。好像語⾔和⼈⼀般，也要經5
歷⽣死。作者認為，當⼈們使⽤⼀⾨語⾔，這⼀語⾔就活著，當⼈們停⽌使⽤⼀語
⾔，語⾔就死去。但「語⾔」這⼀概念，卻從來不會真正死去。作者認為，⼈們只
是放下了⼀種語⾔，轉⽽使⽤另⼀種⽽已，於是他認為，「語⾔轉換」才是恰當的
說詞。作者的想法嚴謹，具⾜科學精神，但，如果從單⼀語⾔的角度出發，當⼈們
忘記了⼀⾨語⾔曾經存在，⼀⾨語⾔確實是，就像從世界上被擦掉那樣，⼀去不復
返。或許，與其以⼈為主地把語⾔想成「動物」，不如把語⾔想成沙漠裡的復甦植
物（resurrection plant），在無⾬的乾沙時節，復甦植物的葉⼦可以脫⽔為乾燥的⼩棕
葉，維持假死狀態好多年，等到⾬來時，復甦植物即可吸飽⽔份，慢慢換回、啟動
光合作⽤，再次做回⼀株綠婷婷的植株（Jahren, 2015）。語⾔也是如此不是嗎︖假死
的語⾔，可以長存於世好幾百年，甚至千年，動也不動，緩慢消耗，直到哪⼀天再
次被想起。於是在此篇論⽂裡，筆者決定暫時保留語⾔「得以死去」的形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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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在語⾔學的未來上，會發⽣的事，無非就是⼈⼜愈多，⽽語

⾔愈少。在⼀種語⾔消失後，會留下些什麼呢︖在⼤部分的案例裡，

幾乎是所剩無幾。過去幾個世紀中，絕對就有好幾種語⾔辭別世間，

且不留下隻字⽚語、蛛絲⾺跡。 

在我們的資訊爆炸的世代裡，死去的語⾔至少會留下個名字，或

是兩三疊⽥野紀錄和筆記，如果材料豐腴，想把死去的語⾔學回來，

並非不可能。也就是說，⼀⾨語⾔，⼀但留下的⾜夠的紀錄，就不會

真正死去（Janson, 2012, p. 207-208）。 

但語⾔死⽽復⽣的成功案例，卻少之又少。最有名的例⼦，就是

古希伯來語（Biblical Hebrew）了。古希伯來語在兩千年左右，就停⽌

被使⽤。但在⼆⼗世紀初期，因為國族議題，⽽再次受到啟⽤，現在

的古希伯來語，已經是以⾊列的官⽅語⾔。 

這⼀例⼦驗證了，語⾔既非⽣、亦非死。也許就像病毒，就算現

在蟄伏著、休眠著，但哪⼀天，若遇⾒了好宿主和好時機，是任何時

刻都可以復⽣。 

當然，再次復⽣的語⾔，是再怎麼，都不可能和原來相同了。畢

竟，語⾔是⽂化的⼀部分，⽽現代的以⾊列，就算再願意、再想要，

也不可能和聖經時代的以⾊列相差無幾。（Janson, 2012, p. 208）。 

許久許久前，當拉丁語隨著羅⾺⼈的繁⽂和縟節，深入每⼀絲每

⼀隙的歐洲⼤陸時，拉丁語直接也間接地造成了⼤量語⾔的死去。古

⽼⽽疲憊的拉丁語──在兩千年後的現代──也總歸是⾛到了離死亡

好近好近的地⽅。 

如果你請語⾔學家們定義：何謂死語⾔︖那你得到的答案⼤概會

是：「當最後⼀位將此語⾔視為母語的⼈死去時，這⼀⾨語⾔就無可

避免地死去了。」（Farrel, p.105） 

但拉丁語，其實到了現代，都還沒死絕。 

有⼈就說了：身為⼀⾨死語⾔，拉丁語的死後⽣命實在精彩

（Farrell, p.94）。 

現代的臉書使⽤者可以把系統語⾔，調整為拉丁語，登入後，臉

書會問你：「Quid in animo tuo est?」（在想什麼呢︖）⽽在當代，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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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拉丁語使⽤者，莫過於現任教宗⽅濟各（Pope Francis）了吧，在

教宗居住的凡蒂岡，拉丁語隨處可⾒，在那座城內，從宗教⽂本，到

⾃動體款機，語⾔都是拉丁語（Lavanga, 2014）。 

許多家喻⼾曉的魔幻故事（包括《哈利波特》和美國熱⾨影集《魔

法奇兵》等）也都常常使⽤古⽼的拉丁語，作為咒語。⽽且，在2013

年，教宗本篤⼗六世（Pope Benedict XVI）下任時的演講，教宗竟然跌

破眾⼈眼鏡地使⽤了拉丁語。這⼀事件使得 Giovanna Chirri 聲名⼤噪，

畢竟，她是現場唯⼀⼀位懂得拉丁⽂的記者（Claudio, 2014）。 

在德國，出乎意料地，在校⽅不⼲涉的景況下，過去⼗五年來，

選修拉丁語的學⽣⼈數成長了⼗個百分比，在美國的私⼈⼤學裡，拉

丁語的狀態似乎也非常不錯。在⼤眾⽂化的影響下，垂垂⽼矣的拉丁

語也在許多出奇不意的地⽅露出了臉。當美國女演員安潔莉納裘莉

（Angelina Jolie）在身上刺下了「Quod me nutrit me destruit」（英⽂翻

譯：What nourished me also destroys me/ 中⽂略譯：君以此興，亦以此

亡）後，導致許多德國女演員跟風⼀⼀在⾃⼰身上留下了拉丁語刺青

（其中不乏錯誤者）。到了當代，研讀古拉丁語的學者們似乎慢慢擺

脫了保守的菁英形象，⽽成了研究有趣事物的⼈們（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84）。 

⽽普遍被認為枯燥⽽艱困的拉丁⽂，也在《哈利波特》的知名度

下，在新⼀代的學⽣群裡，再次風雲再起。 

在⼀份2008年紐約時報的報導〈其實活蹦亂跳的死語⾔〉中，記

者提到：「對於新⼀代的學⽣們⽽⾔，學習拉丁⽂不但能使他們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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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準測驗考試上有好成績、能使他們在同儕之間脫穎⽽出，又或

許，得以在讀了《哈利波特》系列故事後，藉由研讀⼀⾨古語，培養

⼀份思古幽情。」 

受訪的學⽣ Xavier 表⽰：除了為了在學科測驗上取得⾼分外，在

讀了《哈利波特》後，他喜歡想像，⾃⼰就住在霍格華茲裡，畢竟有

些《哈利波特》的段落，你要懂得拉丁語才讀得通。也有⼩孩表⽰，

現在既然學了拉丁語，他要重頭再把《哈利波特》讀過⼀回（Hu, 

2008）。不但如此，報導也提及：「溫思雀司特郡（Westchester 

County）郊區的拉丁語課程報名率，從2006年以來，就⾜⾜成長了將

近三倍。」 

學者們認為，我們有⾜夠的理由相信，拉丁語正在經歷⼀次重⼤

的分⽔嶺。拉丁語可能會⾯臨中世紀時，位於西歐的希臘語⼀般的命

運（受到全然的淘汰，以及遺忘）。我們都該注意到，在古代語⾔的

領域裡，拉丁語並不孤單，當下學術界往往對於古語和古⽂學抱持著

些微的輕視態度，不論是和古⽂明直線相關的古埃及語、古巴比倫語、

梵⽂、⽂⾔⽂（Classical Chinese）、古⾼地德語、古英語都⼀樣。這⼀

圈古⽼語⾔們，皆受到當下學界的忽略，在此⼀浪潮下，拉丁語也不

免要加入這古代語⾔的⾏列。但，還有另⼀種可能，那就是在古典學

科受到廢除以後，拉丁語脫離了刻板印象中的古⽼、陳舊，或許因此

可以喚起學⽣們的好奇⼼（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77。） 

對於當下世代裡的拉丁語，學者認為，在拉丁語不具國際交流功

能的現代，學⽣們繼續學習拉丁語，不再是因為拉丁語的教育功能，

⽽是因為拉丁語曾⼀度佔據了世界語的地位，長達兩千多年

（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84）。許多學者著述解析著述的同

時，亦不忘登⾼⼀呼： 

我們需要更多懂得拉丁語的聰明人，才能破解古代世界

留下來的秘密。但，只有一個人懂得拉丁語是不夠的。我

們需要一群人，貨真價實地把拉丁語內化成「正常的語

言」。我們需要受訓良好的拉丁語學者，他們須能在短時

間內，讀畢大量古手稿，去蕪存菁，他們必須有良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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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能力、思考能力，以及拉丁語素養（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89）。	

第五節：下⼀任的標準語 

英語⼀直以來都是家族裡的怪⼩孩。 

明明身為⽇⽿曼語系（Germanic languages）的成員，但流動在英

語裡的羅曼語系（Romance languages）字彙量，卻⾜⾜較⽇⽿曼來源的

字詞多了兩倍（Green, 2008）。 

因其結構、語法、字彙，英語被歸類於⽇⽿曼語系。但因為林林

總總的歷史和政治事件，導致英語裡融入了⼤量⼤量的羅曼語係元素。

拉丁⽂和英⽂的⾎緣關係，如族譜所⽰。但這兩種語⾔間的牽繫，

卻遠遠不僅如此。在歷史上，拉丁⽂贈與了英⽂三次⼤禮。第⼀次發

⽣於古羅⾺帝國佔領古英倫時，第⼆次則為 1066 到 1300 年，當洛曼地

公爵（The Duke of Normandy）接⼿英國政權時，他帶領了⼀⼤群法國

⼈來到英國，許多英⽂裡的拉丁來源詞，⼤致都是在那時藉由法⽂，

灌輸到了英⽂裡。至於最後⼀次，則為⽂藝復興。 

⽽英⽂中的⼀句有趣諺語：「執⾏公務⽤拉丁語，回到家來說英

⽂。」（We go in work in Latin come home in Anglo-Saxon），⼤概也和 

1066 年的征服者威廉脫不了⼲係。按照《現代英語裡的希羅字源》⼀

 72

筆者自行製作的語言親緣表。

 



書，在西元 1066 年，英王愛德華在後繼無⼈的情況下駕崩，貴族們推

選出了和愛德華無⾎緣關係的哈洛德為王。或許是為了家族榮耀，也

或許只是欲望更多權⼒，諾曼第公爵威廉（其皇后和已逝的英王愛德

華具有⾎緣關係）挑戰了哈洛德的統治權，於 1066 年的哈斯丁戰役

裡，威廉殺死了哈洛德，並於同年的聖誕節當⽇繼任為王，成了後世

所知的征服者威廉（Green, 2008, p.11）。就像在羅⾺帝國時期，想與羅

⾺交易的⼈們必須學會拉丁語，在這⼀時期，想和諾曼第權⼒結構親

近的英國⼈，也必須學好法語。 

和羅⾺時期的拉丁語相同，⼀零六六年後的英國，有長達⼀百五

⼗年左右的時間，拉丁語的直接後代：法語成了英國政府、法律、宗

教的語⾔。 

筆者認為，這是⼀種「雙重上層作⽤」，拉丁語作為羅⾺⼈、教

廷的語⾔，在英國社會中，已經擁有⼀定地位。到了諾曼第公爵時期，

法⽂因為作為統治者的語⾔，⽽受到英語母語者的廣泛學習，這是羅

曼語系字彙在英語中的⼆次加強。 

可惜的是，英倫群島和法語的牽絆，比起纏綿⽽糾葛的拉丁語，

可說是了許多。僅僅⼀百五⼗年，兩者就分了⼿道了別。到了⼗三世

紀，英法關係交惡，使⽤英語成了「忠君愛國」的特徵、象徵，⼈們

再度開始愛⽤英語，但，受了法語沾染的英語，卻再也回不到過往，

也和⾙武夫時期的英語截然不同了，在這⼀百五⼗年間，上千個（以

拉丁語為底）的法語詞湧流進入英語，導致今⽇這時的英語裡，從拉

丁⽂、法⽂衍伸出的英語詞，比⽇⽿曼衍伸詞還多上兩倍。這種新演

化出的英語為「中古英語」，已和現代英語相差不遠。因為諾曼第公

爵的⼀百五⼗年，現代英語受到了極⼤的法語影響，造成許多英⽂裡

的正式⽤字，都是英語化的「法語字」，⽽這⼀法語字的「真身本命」

又全都是拉丁語（Green, 2008, p.9-13）。 

關於當代的英語如何取代拉丁語，成了這⼀任的標準語，學者們

亦多有論述：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受到重大打擊、虛弱不堪。英

國資源耗盡、處境類似，盛大的帝國到此告一段落。文明

世界的政治、經濟強權，落到了美國頭上，一個非歐洲的

英語使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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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經濟援助下，英語抵達了古歐洲的每一角落。

除了外交、政治、經濟、電影工業，在一戰後，英語還成

了一切出版品的主要語言。在蘇聯崩解後，英語幾乎成了

出版品的主要語言，當代英語的盛大程度幾乎是史無前例。

在幾個世紀前，拉丁語曾佔據相似的地位，但勢力範圍僅

限於歐洲。經過了三階段的爬升，英語成了拉丁語後的下

一代標準語：	

一、從十七到二十世紀，在大英帝國的後盾下，英語取

得了一定地位。	

二、當美國，在科技、經濟、政治領域晉升強權後，英

語的地位更加穩固。	

三、在二十世紀，當工業、通訊、國際關係迅速發展時，

世人急需一共通語言時，而其餘的一切歐語，都因種種原

因，而被推到一旁時，英語，就俏生生地站在那，漂漂亮

亮、還穿戴整齊。於是，英語就坐上了寶座（Janson,	2012,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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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哈利波特》符咒⼤全與解析 

在⼀度風靡⼀時的《陰陽師》系列⼩說裡，豔冶宛若晚空浮雲的

主角安倍晴明，常把⼀句如謎的話掛在嘴邊：「語⾔啊，是盛咒的容

器。」我想，借⽤這句⽇本巫祝（陰陽師）的⼜頭禪，作為此節的起

點，是再適合不過了。 

既然討論的，是《哈利波特》系列裡的拉丁語符咒，怎能不仔細

探探羅琳拉丁語造詣的虛實︖再說了，在今年年初，隨著哈利波特番

外電影《怪獸與牠們的產地》第⼀部曲上映（羅琳已向媒體確認，這

⼀全新的系列，將要延伸為⼀故事線長達⼗九年的五部曲，於是，為

了避免以後看電影時，遇到更多的拉丁語符咒，像紛紛撒下的酷⿊胡

椒粉⼀樣把⼈辣壞，為了跟上腳步，最好是對羅琳筆下拉丁語符咒的

身家背景，有初略的理解。 

由於羅琳在故事裡，使⽤了⼤量的古典神話、古代語⾔為材料，

不免要招來同為研究古典學科⼈們的關注，羅琳筆下的拉丁語法、選

詞⽤字都被放⼤檢視。在此論⽂裡，我們將咒語劃入五種不同的分級，

它們分別為： 

⼀、純拉丁語 

純拉丁語指的是那些拼字正確、⽤法正確，但意思卻稍加更動，

或由兩個正確拉丁語詞組合⽽成的符咒。例如疾疾護法Expecto 

Patronum，在古典拉丁語中，Expecto Patronum的意思為「我等待守護

者」，但經過了羅琳的舊詞新⽤，Expecto Patronum就成了有能耐召換

銀⽩⾊護法動物的護法咒。 

⼆、變形拉丁語 

變形拉丁語指涉的是那些外觀明顯為拉丁語單字，但卻因為某些

緣由，多了或少了字母的符咒。例如升升降Ascendio，在古典拉丁⽂

裡，ascendo為「我上升、我爬升」的動詞，羅琳在此處，或許是為了

使咒語唸來更加跌宕起伏，⽽在ascendo的尾巴處多加了個母⾳「i」，

⽽使升升降被歸入了「變形拉丁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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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拉丁尾（英⽂尾拉丁⾸） 

在第三個類別裡的符咒，和正確拉丁語之間的距離，又較第⼆類

遠了⼀步。在此處出現的拉丁語符咒，往往不只有⼀個錯誤，甚至有

語⾔混雜的情況發⽣。 

四、希臘⽂咒語（僅兩道） 

五、其餘（或不明）語種 

第⼀節：純拉丁語 

1.	Accio/	速速前/	彭倩文譯	

速速前是在《哈利波特》系列裡，出現頻率非常高的

實用咒語，基本上，你只須對著一項物品說出Accio，那這

項物品，即使遠在千里之外，也能受到你的心念招喚，咻

地一聲飛入你的懷中。哈利波特在三巫鬥法大賽的第一項

任務裡，就使用了招喚咒取得飛天掃帚，躲過惡龍，取得

金蛋，達成任務。	

按照波特維基，Accio來自於拉丁文動詞accīre（意

思：呼喚、招喚、拿取）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

（acciō），符咒的意思，簡單易瞭地，正是「我招喚」。

由於拼法如出一徹，速速前可輕易地歸入正確的「純拉丁

語」類別當中。	

2.	Aquamenti/	水水噴/	皇冠編譯組譯	

在《哈利波特》的巫師世界裡，有種名為「解咒師」

的職業。解咒師們的工作地點往往位於埃及、巴比倫，或

其他的古老都城，他們的工作內容是解開古代祭司們設在

金字塔，或古墓上的強大詛咒，穿過曲折墓道，尋得古代

黃金，再把古文明的寶物運回霍格華滋的所在地：英國。

但，行走在艷陽高照、黃沙鋪展的北非、埃及等地，即使

是身懷法力的巫師們，也總要口乾舌燥啊。這時符咒

Aquamenti	水水噴，就是旅行巫師們的好幫手！	

符咒的前半「Aqua-」十分簡單，直接來自於拉丁語名

詞「aqua」，意思為水。至於後半的「-menti」，則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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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其一為mens	心靈的單數與格，其二為mentum	鬍

子下巴的單數與格，由於鬍子下巴和水水噴實在沒什麼連

結，我們在此猜測，羅琳想取用的是第一種可能。由於與

格有「for,	to」的意思。於是符咒	Aquamenti	水水噴，若單

看原文，似乎就有了「心靈之水」的意涵。但截至目前為

止，水水噴在故事裡，僅是普通的造水咒，尚未出現其他

「與心靈」相關的功用。由於咒語的前半和後半，都為正

確且存在的拉丁語詞，於是在分類上，該將其歸入「純拉

丁文」符咒。	

3.	Avis/	飛飛禽/	彭倩文譯	

在《火盃的考驗》三巫鬥法大賽的前夕，為了防止年

輕氣盛的參賽者們作弊，斜角巷裡的垂垂老矣的魔杖製作

師奧利凡德受邀來到了霍格華茲，像臺灣學生在指考前，

要被檢查隨身物品那般地，測試參賽者的魔杖。在測試從

東歐、北歐遠道而來的參賽者維克多喀浪（Viktor	Krum）

的魔杖時，奧利凡德便使用了這一咒語。他才說出Avis/	飛

飛禽，魔杖便發出一連串的禮砲聲響，接著，體型嬌小的

啁啾群鳥就從魔杖的尖端振翅、飛出，並飛出了窗外的陽

光中。在拉丁語中，「avis」泛指了一切種類的「鳥」，顯

而易見地，Avis	飛飛禽直接屬於「純拉丁語」的符咒類

別。	

4.	Diffindo/	吩吩裂/	彭倩文譯	

在小說《火盃的考驗》裡，為了警告西追第一項任務

是龍，哈利趁無人注意時，低聲喃喃，對西追的背包使出

了Diffindo	吩吩裂──這能使「標的物」碎碎裂去的魔法咒

──咒語發揮效用，西追的嶄新背包裂了開來，課本、羽

毛筆、羊皮紙掉了滿地，西追只好搔搔頭，請朋友們先走，

也給了哈利和他搭話的機會。	

按照波特維基，Diffindo脫胎自拉丁文動詞diffindere的

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diffindo，意思正是「劈砍、分開、切

割、劃開」，也就是說咒語Diffindo的原始意涵，全然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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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地，正是「我劈開」。於是吩吩綻當之無愧，可以成

為「純拉丁語」符咒的一員。	

5.	Evanesco/	消消藏/	皇冠編譯組譯	

寫私密日記寫到一半，老媽就衝入房間嚷嚷著要替你

整理房間？不想日記給老媽看到，這時若你是巫師，只消

輕唸出Evanesco消消藏，那日記就會即刻消失無蹤，一如消

失在圓頂黑禮帽裡的毛絨絨白兔子。	

極好辨認地，符咒Evanesco消消藏來自於拉丁文動詞

ēvānēscere，意思正是消失、褪色、絕跡、流逝。而這一動

詞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ēvānēscō」與咒語消消藏的拼法

一模一樣！但，若要細究羅琳的拉丁語法，那其實在此處，

她應該使用動詞ēvānēscere的命令式（單數：ēvānēsce，複

數：ēvānēscite）。但不論如何，既然Evanesco消消藏已經

和拉丁動詞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拼法相同，在此，依然

決定把消消藏歸入「純拉丁語」符咒一類。	

6.	Expecto	Patronum/	疾疾·護法現身/	彭倩文譯	

在《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裡，可以趕走催狂魔的護法

咒，絕對是個純正的拉丁文咒語。這甚至是個如果你不小

心穿越了時空，掉回了羅馬帝國，對著走在羅馬街上的往

來眾人說出，他們也都能懂得的文法正確拉丁語。	

只是，我們的「疾疾·護法現身」到了他們的耳裡，

卻會成為「我在等待守護者」。咒語的前半Expecto，毫無

疑問地，來自於拉丁文動詞「expectāre」（意思：期盼、等

待、需要）的第一人稱主動現在式expecto。	

至於咒語後半的Patronum，則是拉丁語名詞Patronus

的單數受格，意思為「守護者、保衛者和防禦者」。由於

拼法一字不差、語法正確無誤，Expecto	Patronum當之無愧

地，可以歸入「純拉丁文」咒語一類。	

7.	Ferula/	咕咕圈/	彭倩文譯	

在小說《阿茲卡班的逃犯》尾部，路平教授對腿受了

傷的榮恩使用了這一治療咒語，「咕咕圈」不但召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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繃帶，把榮恩的傷腿纏在支架上，也同時減輕了傷部的疼

痛，使榮恩可以暫時起身走路。	

有趣的是，咕咕圈Ferula不僅是個拉丁文單詞，同時也

是許多許多開花植物的屬名，許多藥用植物，諸如白松香

（Ferula	galbaniflua）、大茴香（Ferula	communis）等，都

是Ferula屬之下的植物。但在原始的拉丁文裡，ferula的意思

是「根、莖、枝條」。	

或許羅琳在為咒語命名時，是想到了其中一種芳香植

物的療癒功用，所以才給了咕咕圈這一美好咒語如此這般

的屬名吧。	

咕咕圈毫無疑問地，是「純拉丁語」符咒的一員。至

於學名和拉丁文間的關聯，請見噗噗蘭（Orchideous）條目。

8.	Flagrate/	辣辣燃/	皇冠編譯組譯	

和吼吼燒Incendio不同，辣辣燃Flagrate所追求的，顯

然是更為強烈，更為潑辣的烙印和燃燒效果。在小說《鳳

凰會的密令》結尾，一群小巫師們闖入了神秘機關重重的

深暗魔法部中，為了辨識一扇扇外觀毫無相異之處的旋轉

門，妙麗只好對黑色的門板使出了這道咒語。辣辣燃Flagrate

在門板上留下了閃亮炙熱的烈焰烤痕，不但點亮了幽黑的

魔法部，更讓小巫師們在迷宮一般的危難中，能留下記

號，知道下一步的去向。	

按照波特維基，辣辣燃	Flagrate脫胎於拉丁文動詞：

flagrāre，有閃閃發光、熊熊燃燒等意思。在查找之下，我

們發現辣辣燃Flagrate不但來自於flagrāre，更同時和此一動

詞的現在主動命令式複數型：flagrāte的拼法完然相同！

（若要翻的文言一些，就是：我命汝等即刻燃燒！）語法、

拼法一概正確，辣辣燃Flagrate當之無愧地，能成為「純拉

丁語」符咒的一員。	

9.	Furnunculus/	熔熔沸/	彭倩文譯	

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說裡，Furunculus	熔熔沸是個

可以使被攻擊者迅速長出又噁心又流膿的超巨型痘痘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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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咒語。在現代英文裡，furuncle的意思為「膿、癤、疽」，

若按照波特維基，Furunculus熔熔沸脫胎於拉丁文裡的

furunculus，拉丁語名詞furunculus有兩個意涵，其一為腫大

的瘤，其二為小偷。	

既然在拉丁文裡，存有拼法相同、語意類似的字詞，

那麼Furunculus	熔熔沸就該被歸入「純拉丁語」符咒。	

至於熔熔沸的中文翻譯，我想譯者在進行翻譯時，或

許是受到了英文「inferno」一字的影響。在英文裡，inferno

的意思是熊熊火海、地獄般的景象。至於inferno一字的拉丁

文祖先形容詞infurnus，意思則直接是「地獄的」。若排在

一塊，拉丁語名詞furunculus，和拉丁語形容詞infurnus，確

是有些相像。但由於長痘子咒語，和「熊熊火海」在語義

上，實在沒有直接的相連。於是這一道咒語在翻譯上，若

是可以翻成「痘痘冒」、「痘痘噴」，或許可以更加適切

也不一定。	

10.	Impedimenta/	噴噴障/	彭倩文譯	

在電影《火盃的考驗》的最後一項迷宮考驗裡，哈利

必須穿越危險重重的高聳迷宮，取得金光閃閃的獎盃，才

能贏得比賽。但，他該如何阻止危險程度超高的怪獸迅速

逼近呢？這時，可以減緩物體移動速度的符咒「噴噴障」

絕對就是好幫手。	

噴噴障	Impedimenta來自拉丁語名詞impedīmentum

（意思：阻礙、防禦、行李），而符咒Impedimenta，更直

接就是名詞impedīmentum的主格複數型。除了拉丁語	

impedīmentum，英文裡也有類似的詞	impediment，這一詞

的意思正是「阻礙」。既然有了拉丁文的雙胞胎，

impedīmenta無疑地可被歸入「純拉丁文」咒語。	

11.	Impervius/	止止·不透/	彭倩文譯	

在某一次的魁地奇比賽裡，厲害的妙麗對哈利的眼鏡

用上了止止·不透「Impervius」，不但讓哈利的眼鏡全然

防水，也讓他即使在風雨交加之中，也可以看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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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比賽可以更加順利。除了防水，這一咒語亦可隔熱，阻

止滾燙的糟糕魔法和人近身接觸。	

符咒止止·不透Impervius的長相、拼法，都和拉丁形

容詞「impervius/impervia/impervium」的雄性單數主格一模

一樣，意思是不可通行、難以滲透的。在咒語分類上，

Impervius無疑地，可被歸入「純拉丁文」符咒一類。	

12.	Nox	and	Lux/	納克思、路摸思/	彭倩文譯	

提到了《哈利波特》裡的咒語，相信很多人在第一時

間裡想到的，就是可以點亮深涼暗夜的Lumos路摸思。

Madiso認為，帶有「希臘化」字尾的「Lumos」脫胎自拉丁

文「lūmen」（2013），意思為「油燈、光亮」。但羅琳在

此的選字邏輯，卻讓許多學者摸不著頭緒。在《哈利波特》

系列故事裡，可以熄去「Lumos」光芒的咒語是納克思

「Nox」，意思為拉丁文的「夜」。但，在拉丁文裡，與

「nox」直接相反的字詞，卻其實是「lux」。為什麼羅琳要

跳過「lux」，這一明明就簡單許多，也邏輯合理的詞，再

另外選出一個長得像希臘文的「Lumos」呢？就沒人知道啦。

在咒語的分類上，Nox該歸入「純拉丁文」一類，而Lumos

則為「變形拉丁文」符咒。	

13.	Lumos	Solem/	強化版的路摸思/	彭倩文譯	

為什麼是強化版呢？因為咒語後半的「Solem」來自於

拉丁文名詞「sōl」（意思：太陽）的單數受格。既借用了

太陽的光，那麼自然就不是尋常的路摸思囉。在第一集的

魔法石考驗中，妙麗正是借用了太陽的光，才得以逐去喜

歡黑暗和潮濕的魔鬼蔓，救了榮恩一命。	

14.	Oppugno/	衝衝攻/	皇冠編譯組譯	

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裡，有位江湖群俠們全都望之項背

的絕頂武功高手，獨孤求敗，傳說，在他練成了獨孤九劍

之後，他的內力之強，就連尋凡的飛砂走石，都能在他手

下成為奪命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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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符咒Oppugno衝衝攻顯然──與飛沙走石都能成武

器──有異曲同工之妙。憤怒的巫師可以在施展這項咒語

時，把身旁的平凡物品，不論是樂高小積木、比賽用球，

或木桌，轉換為拖延、攻擊敵人的可怕武器。	

符咒Oppugno衝衝攻的拼法和拉丁文動詞oppugnāre

（意思：襲擊、攻擊、發作）的現在簡單式第一人稱一模

一樣。由於出處明瞭，拼法正確，衝衝攻Oppugno無疑地，

可歸入「純拉丁語」符咒一類。	

15.	Periculum/	呼救咒語	

在電影《火盃的考驗》的最後一項迷宮考驗裡，三巫

鬥法大賽的參賽者若在幽暗的迷宮裡，遇到了麻煩必須求

助，他或她只消舉起魔杖，大聲說出Periculum，魔杖尖端

即會發出紅色煙火狀的光束，成年巫師就會出現協助。	

簡明易瞭地，呼救咒Periculum直接來自拉丁語名詞

periculum，意思就是「危險、冒險、試驗」。由於出處清

楚，呼救咒語Periculum可以輕鬆地成為「純拉丁文」符

咒。	

16.	Portus/	港口現/	皇冠編譯組譯		

在哈利波特的世界裡，有種魔幻的物件，能協助巫族

們在轉瞬間移動千里。這一種東西被稱作「港口鑰」

（Portkey），在羅琳的設定裡，任何東西都可以是港口鑰

（茶壺、獎盃、帽子、髮飾），想藉由港口鑰移動的巫師

們只消輕輕觸碰「港口鑰」就可以在轉瞬之間，抵達這「港

口鑰」所設定的目的地。	

那麼，該怎麼把尋凡物件「變」成港口鑰呢？這時你

就需要港口現Portus	這一符咒囉。在拉丁文裡，Portus	直接

就是「門、港口」的單數主格，拼法無誤。藉由一顆簡單

的拉丁詞，巫師們把瑣碎的日常事物化為了「門」，只消

輕「推」，就能帶他們穿越距離，走入想要的世界。於是，

港口現Portus	毫無疑問，可歸入「純拉丁語」符咒。	

17.	Protege/	破心護/	皇冠編譯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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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生活在巫族裡，當你四周的人們都人手一根攻擊

力超強的魔杖時，該如何保護自己呢？這時，不論你是想

保護自己免於Stupefy擊昏咒一類（攻擊身體的形而下咒

語），或Legilimens破破心一類（戳探心靈的形而上咒語），

破心護Protege都可以是你的最佳好幫手喔。	

乍看之下，Protege似乎變形自現代英文動詞protect（意

思：保護）。但在查找下，我們發現Protege完全就是純粹

的拉丁語，而且，拉丁文動詞prōtegere還是現代英文protect

的直系祖先呢！	

符咒Protege破心護來自拉丁文動詞prōtegere的現在主

動單數命令式：prōtege，意思是：我命令「你」防禦、保

護、遮掩......等（複數型為：prōtegite）。語法正確的破心護

無遺地，可歸入「純拉丁語」符咒。	

18.	Quietus/	噓噓靜/	彭倩文譯	

一如路摸思（Lumos）和納克思（Nox），在《哈利波

特》的系列故事裡，有許多組效用、功能彼此相互抗衡的

符咒，Quietus正是其一。在小說《火盃的考驗》裡，魁地

奇大賽的主持人先是使用了Sonorus哄哄響放大了自己的聲

音，當「廣播」結束，他便抽出魔杖，對自己的喉嚨施法，

說了聲Quietus，當作是結束Sonorus的咒語效用。	

就外觀上來看，Quietus似乎是「英文首拉丁尾」的符

咒之一，畢竟這一符咒和英文的形容詞quiet（意思：安靜）

實在太相似了！但，在查找之下卻發現，在拉丁語裡，確

實存有quietus一字，而且此一quietus還是現代英語quiet的祖

先。在拉丁語裡，這一形容詞的意思為：安靜、平和、寧

靜。於是噓噓靜該被歸入「純拉丁語」符咒一類。	

19.	Reparo/	復復修/	皇冠編譯組譯	

在《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裡，不管是無心打碎了精

美的瓷器，或眼鏡壞掉了沒時間修，都可以使用符咒：復

復修。就連榮恩的老爸衛斯理先生，都曾使用眼鏡復復修

「Oculus	Reparo」替哈利修好他的破舊眼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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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前半段的「Oculus」在拉丁文裡，其實是

「眼睛」的意思。想來合理，畢竟在拉丁語的全盛期，現

代人習以為常的眼鏡根本就不存在啊。	

至於後半的「Reparo」，按照波特維基，則直接來自

拉丁文動詞reparāre，意思是「復原、取回、翻新、修

復」。由於Reparo復復修直接來自於reparo（我修復），於

是符咒復復修毫無疑問地，可以歸入「純拉丁語」符咒。	

20.	Sonorus/	哄哄響/	彭倩文譯	

在熱鬧非凡的魁地奇世界盃裡，為了使整場的觀眾都

可以清楚地聽見自己的聲音，大賽主持人抽出魔杖，對準

自己的喉嚨，說出了咒語哄烘響，接下來，他說出的每字

每句，就都能蓋過世界盃場地裡的一切喧嘩。Sonorus	和拉

丁文形容詞「響亮的」的單數主格sonōrus完全相同，意思

簡明易懂，屬「純拉丁語」符咒。	

21.	Tergeo/	哆哆潔/	皇冠編譯組譯	

珍重自身清潔的巫族們，也一定要造出許多種的「清

洗咒」，才好隨時隨地，使用「魔法」來維繫自己周身的

雅秀和清淨吧。哆哆潔和在《混血王子的背叛》裡首次出

現的「Scourigify消消淨」相同，都屬清洗咒一類。但，和

會導致五彩肥皂泡不斷冒出的Scourigify消消淨不同，哆哆

潔的潔淨功能點到為止。若臉上有污漬，有血痕，或眼鏡

上有難纏的水漬的話，你僅需一聲Tergeo，髒兮和不堪就都

能一次消除。	

哆哆潔Tergeo的長相、拼法，都和拉丁文動詞tergēre

（意思：擦洗、拋光、搓洗）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一模

一樣。由於來源清楚，於是毋庸置疑，哆哆潔Tergeo可被歸

入「純拉丁語」符咒一類別。	

22.	Densaugeo/	涎涎牙/	彭倩文譯	

《哈利波特》始終還是一系列的青少年小說，在故事

行文裡，捉弄成分遠高出實際傷害的調皮咒語信手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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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處可見。涎涎牙這一使妙麗門牙放大、吃盡苦楚，差一

些就成了河狸的小惡咒正是其中一例。	

Densaugeo涎涎牙由兩個拉丁字詞組合而成。前半的

「Dens-」來自拉丁語名詞dens，意思是牙齒。後半的「-

augeo」則來自拉丁文動詞augēre的第一人稱簡單現在式

augeo，意思為延展、誇飾、擴增、增加。因為拼法正確，

於是Densaugeo可歸入「純拉丁文」咒語。	

23.	Erecto/	高高起/	皇冠編譯組譯	

野外露營，或是想晾曬衣物，Erecto高高起都會是好幫

手，在《哈利波特》系列裡，巫師們就是用這個咒語，撐

起帳篷，省去麻煩。在拉丁語中，Erecto和拉丁語分詞

ērectus（意思：豎起、建立）的單數雄性、中性的與格、奪

格拼法相同，於是在此可被歸入純拉丁語符咒一類。	

24.	Cave	Inimicum/	護護敵不近/	皇冠編譯組譯	

按照〈波特維基〉的解釋，「Cave	Inimicum」在拉丁

語中，即有「小心敵人」之意。確實，咒語的前半段「cave」

來自拉丁動詞cavēre的第二人稱單數命令式「cavē」，至於

Inimicum，則來自拉丁語名詞inimīcus的單數受格，由於語

法和拼法皆正確，Cave	Inimicum/護護敵不近可被歸入純拉

丁語一類。	

25.	Confringo/	爆爆炸（皇冠編譯組譯）	

這一可以導致爆炸的咒語，來自拉丁動詞cōnfringere的

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cōnfringō，意思直接就是「我炸開、我

摧毀」。毫無疑問，這一咒語可被歸入純拉丁語一類。	

26.	Descendo/	低低降/	皇冠編譯組譯	

來到了閣樓中，卻發現想找的東西放得好高，如何踮

腳尖都拿不到，這時或許你可以試試Descendo低低降，這一

個可以把放在高處的物品「拉下」的魔法咒。	

Descendo這一咒語，和拉丁動詞「dēscendere」的第一

人稱現在簡單式一模一樣，意思是「我爬下、蹲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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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雖然說，原始拉丁文的語意，和咒語的功用，似乎

有些不同。但由於拼法無二，於是這一咒語還是可以歸入

純拉丁語咒語一類。	

27.	Obscuro/	遮遮蒙眼/	皇冠編譯組譯	

若想遮蔽敵人視線，Obscuro遮遮蒙眼絕對是好幫手！

這一咒語來自拉丁動詞obscūrāre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

obscūrō，意思直接是「我使...黯淡、我隱藏、我遮住、我壓

抑」，毫無疑問，Obscuro遮遮蒙眼可以被歸入純拉丁語一

類。	

28.	Deprimo/	窟窿現/	皇冠編譯組譯	

可以在地板上炸出一個大洞的咒語。和拉丁語的「我

壓下、我鎮壓」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拼法一模一樣，此

一拉丁動詞的原型為「dēprimere」。由於拼法相同，歸入

純拉丁語咒語一類。	

29.	Confundo/	糊糊迷/	皇冠編譯組譯	

這是妙麗、榮恩、哈利一等人在第七集裡，為了闖入

妖精銀行古靈閣時，對守門人施放的咒語。這一咒語能使

人一時心神不一，暫時渾渾噩噩。糊糊迷Confundo和拉丁語

的「我攪亂、我使...混亂、迷惑」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拼

法如出一徹，而此一動詞的原型為「cōnfundere」，由於拼

法相同，於是歸入純拉丁語符咒一類。	

30.	Defodio/	洞洞鑿/	皇冠編譯組譯	

在最後一集的《哈利波特》裡，為了挖出凍在冬日湖

水裡的寶劍，哈利一等人對悠藍冰湖使上了這一咒語，這

才掘出了劍。而Dedodio洞洞鑿和拉丁語「我深掘、我深藏」

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拼法相同，dedodio的拉丁原型為

「dēfodere」。Dedodio洞洞鑿該歸入純拉丁咒語。	

31.	Crucio/	咒咒虐/	彭倩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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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裡，在黑魔法防禦課程上，

當時的瘋眼穆迪輕輕地告訴台下的小巫師們：「有一種咒

語，如果你學會了，那既不用拇指夾，也無需利刃，就可

以給人帶來極大的痛苦。」這一道使人毛骨悚然的咒語，

就是三大不赦咒之一的酷刑咒。在拉丁語中，crucio來自拉

丁動詞cruciāre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cruciō。DuPree談到，

拉丁動詞cruciāre除了「折磨」之意，也有苦刑、十字刑的

意思。他認為，從動詞的字意我們不難看出，這一動詞又

衍伸自另一拉丁名詞crux，意思為十字架。「十字刑」是羅

馬人眾多殘忍死刑的其中一種，一般來說，羅馬城民們絕

不會被判以十字刑處死，即使犯了罪大惡極的叛國罪，也

頂多只是利劍在脖子上一抹，無痛而迅速的死亡。「十字

刑」是專門拿來對付「外國人」的刑罰，舉例而言，在西

元後71年，羅馬將領克拉蘇（Crassus）平息了以斯巴達克

斯為首的奴隸叛亂後，他便下令，將多達六千位的，與叛

亂有所牽連的人們全都處以十字刑，十字架沿著阿彼恩大

道（the	Appian	Way）設立，連綿數公里之遠，叛亂者的屍

臭和哀號在在使人望之卻步，這一歷史事件，也成了將領

克拉蘇（Crassus）名號的由來。（拉丁形容詞crassus，有

噁心、密集、混濁之意。）	

於是DuPree認為，當巫師們抽出魔杖、瞄準並喊出著

咒語時，千鈞的歷史重量，也就和他們所選用的「字」一

起，跳入了讀者的想像裡。因為，羅琳選用的拉丁字詞，

不是空泛泛、文謅謅的中世紀拉丁語，而是屬於帝國的古

老拉丁語，因為這樣的選字役詞，她就讓自己筆下新編出

的咒語，和遠久以前的殘暴帝王、嗜血將領有了直接的連

結。	

由於拼法相同，酷刑咒將可被歸入純拉丁語符咒。	

第⼆節：變形拉丁語 

1.	Aparecium/	現形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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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消失的密室》裡，拾獲了湯姆·瑞斗的魔法

日記的哈利、妙麗、榮恩三人組，為了化解謎團、尋得可

能躲在日記裡的重大秘密，聰明的妙麗就對日記使出了現

形咒。	

按照波特維基，現形咒Aparecium來自於拉丁文的動詞

appārēre，意思正是「顯示和現身」，但，羅琳卻在符咒的

尾巴處加上了「-cium」，使得現形咒不像動詞，反倒像起

了名詞。許多拉丁語名詞都有「-cium」的結尾，諸如：

maleficium（宅心仁厚）、beneficium（罪大惡極）、iudicium

（審判、抉擇）等等。	

再者，拉丁文大概是人類文明史裡，時態和格位都最

多最多的語言吧。在現代英文裡也有的「命令式」，怎麼

可能在拉丁文裡尋不得呢？在拉丁文裡，若想命令一個傢

伙、一抹魂魄，或一位魔鬼現身，正確的命令方法是使用

動詞「appārēre」的現在單數命令式「appārē」。	

但若你身處暗林、強敵環伺，搞不清敵方的確切數目，

那這時，就建議使用「appārēre」的複數命令式

「appārēte」，意思近似於：我命令「你們」即刻現身。	

在電影《康斯坦汀：驅魔神探》的結尾，為了命令躲

在深厚魔法暗影後方的壞東西現出原形，虛弱的男主角使

用英語，對著空無一人的泳池空間重複朗誦：「我命你進

入光亮。」（Into	the	light	I	commend	thee.）但若他用的是

拉丁文，或許他就只需輕說出「appārēte」，不但僅有一個

字，語言更老更沉，說不定還比英語有效呢！	

2.	Ascendio/	升升降/	彭倩文譯	

在電影《火盃的考驗》第二項任務裡，參加三巫鬥法

大賽的哈利在最後關頭，伸出援手救下了花兒的妹妹。哈

利用掉自己僅存的力氣，把榮恩和花兒妹妹送上了湖面。

此時的任務倒數計時、魚鰓草的效力迅速消退、清冷悠黑

的湖水自四方壓迫，更有詭異模樣的滾帶落拖、拉、嘶、

咬，即將失去意識的哈利，勉力說出了咒語「升升降」，

然後咻嗚嗚！哈利感覺自己向上竄出湖面，再次呼吸到了

空氣，終結了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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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炫的咒語Ascendio變形自拉丁文動詞ascendere，意

思正是「上升、上爬、竄升」，到了這，我們可以再次注

意到，羅琳動了點小手腳，她在ascendō的尾巴處，多添加

了個「i」，使咒語出現了常見的拉丁文字尾，諸如動詞：

audio（我聽見）、fodio（我挑、埋、掘），或名詞：gladio

（長劍的與格、奪格）。	

經過了這輕微的修改，不僅使得Ascendio的「拉丁文

味」更重，唸來更起伏更跌宕。不過由於拼法略有不同，

Ascendio還是只能被歸入「變形拉丁文」符咒一類。	

3.	Colloportus/	密密膠/	皇冠編譯組譯	

當外有危險敵人欲破門而入，而你與他們間僅隔了一

道門時，該如何是好呢？在《鳳凰會的密令》中，深陷魔

法部危難的榮恩、哈利、妙麗一等人，就對那道門使出了

密密膠Colloportus，使那門牢牢黏住，推闖不開。	

符咒的後半段，來自於拉丁語的「門」。而按照波特

維基，密密膠Colloportus的前段也許脫胎於拉丁文動詞

colligāre，意思為束縛、纏結、統一、聯合。不過除此之

外，在現代義大利文裡「collo」似乎亦有「與其，和那...」

的意思。由於前半段的出處不明，密密膠Colloportus該被歸

入「變形拉丁文」符咒一類。	

4.	Deletrius/	吹吹除/ 彭倩文譯	

在《哈利波特》系列裡，若想消除上一個咒語的效用，

只需輕輕說出Deletrius，那麼由符咒所製造出影像、圖像就

會消失無蹤。	

按照波特維基，Deletrius來自拉丁文動詞「dēlēre」，

意思正是「消除、完結」。但羅琳在此，卻給了Deletrius另

一個拉丁文單數雄性形容詞的常見字尾「-trius」，諸如

patrius（父親的、父權的）、industrius（活躍的、勤勉

的）……等。	

5.	Dissendium/	咻咻降/	彭倩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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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茲卡班的逃犯》裡，遵從了劫盜地圖指引的哈

利波特，趁著四下無人時，悄悄地來到了霍格華茲城堡裡

的獨眼巫婆石雕旁，他用魔杖輕輕敲了敲石雕，並低聲唸

出咒語：Dissendium咻咻降，咒語甫一出口，那獨眼巫婆的

石雕像馬上就像活了起來那樣，高高地跳了開來，露出了

藏在雕像後方的秘密通道。	

得以協助巫師們打開秘密的魔法通道的「Dissendium」

在原本的拉丁文裡是什麼意思呢？關於這點，《哈利波特》

的粉絲和研究者們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Dissendium僅是單

一目的的通關密語，沒什麼實際的意思，打不開其他的祕

密通道，也僅在獨眼老巫婆的石雕上管用。	

有人認為Dissendium來自於拉丁文動詞「dissecāre」，

意思為「剖開、切塊」。其實「dissecāre」的版本十分合理

啊。把現實「切開」，劃出一條細長的縫，走入縫隙，穿

越通道，即可抵達心之所望的地方。以這一故事框架裡的

哈利為例，他最想抵達的地方，不正是同學們都玩樂享受

著的活米村嗎？	

至於	Dissendium	的中文譯名咻咻降，我想，譯者大致

是受了現代英文動詞descend（意思：下降）的影響，才將

符咒譯為了咻咻降。如果筆者可以建議翻譯的走向，按照

拉丁文的語意，也許可以把	Dissendium	翻成「切切通」。

但不管如何，羅琳都給這一符咒加上了個非常「拉丁文」

的字尾「-dium」，諸如拉丁語名詞：remedium（治療）、

homicidium（集體屠殺）等。由於不清楚符咒的確切來源，

Dissendium	也許該歸入「變形拉丁文」符咒一類。	

6.	Expelliarmus/	去去·武器走/	彭倩文譯	

這可是在《哈利波特》裡時常出現的一段實用咒語！

當黑白巫師混戰，惡咒橫飛、紅綠光束四射時，只要你能

好好掌握口齒清晰地迅速唸出「Expelliarmus」的秘訣，就

可以有效地擊飛敵人手中的武器，並進一步保護自己不受

傷害。	

咒語的前半「Expel-」應該來自於拉丁文動詞

「expellere」，意思為「趕走、驅除」。至於後半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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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us」，意見眾說紛紜，「-armus」的原始來源，應該仍

脫胎自中世紀的拉丁文名詞arma，意思為「武器」。有趣

的是，在拉丁文裡「arma」為雌性名詞，但羅琳卻給了符

咒Expelliarmus一個非常「雄性的」拉丁語名詞常見字尾「-

us」，例如：fīlius（兒子）、portus（港口）、lupus（狼）

等字，都是以「-us」作結的雄性名詞。由於拼法稍有更動，

Expelliarmus於是該被歸入「變形拉丁文」符咒一類。	

7.	Finite	Incantatem/	止止·魔咒消/	彭倩文譯	

在小說《消失的密室》裡，為了消去跩哥馬份施法召

喚出的、具有攻擊性的蛇，石內卜教授輕輕說了聲「Finite	

Incantatem	」，就終結了魔咒，使蛇不復存續、消失無蹤。	

按照波特維基，符咒的前半「Finite」來自於拉丁文動

詞「fīnīre」，有終結、完結之意。但其實前半的

「Finite」，和拉丁文副詞「fīnīte」長得一模一樣，意思正

是「到此為止地」。	

至於符咒的後半段，則來自拉丁語名詞「incantatio」，

意思自然就是「魔咒、巫法、符咒」。	

和符咒後半段「Incantatem」長得最像的，是名詞的單

數受格incantātiōnem，此處的拉丁語法邏輯相當正確，因為

受格在語句裡扮演的角色，正是「接收了……動作的人事

物」，而既然止止・魔咒消的作用為使「法術」終結，那

麼選定「-em」做結尾，是再恰適不過。但雖然語法方向正

確，因為拼法不同，Finite	Incantatem	還是該被歸入「變形

拉丁文」一類。	

8.	Incarcerous/	繩繩禁/	皇冠編譯組譯	

魔法世界裡的危險巨獸那麼多！不學會兩三個防衛咒

語怎麼行？在小說《鳳凰會的密令》裡，渾身粉紅色的恩

不里居就曾對黑暗密林裡的人馬用上這一道咒語。按照波

特維基，繩繩禁來自於拉丁文的「incarcerus」，但在實際

查找下，我們卻發現這一個字不存在。	

根據線上多語詞典Wiktionary，難度很高，更不常見

的英文動詞incarcerate（意思：監禁）其實由兩個拉丁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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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而成：「in」和「carcer」。「in」的意思直接等同於

現代英文的「在...裡頭」，至於「carcer」則為拉丁語名詞，

意思為「監獄」。換言之，Incarcerous繩繩禁的內在意涵，

大概等同於我們的成語「身陷囹圄」。至於在分類上，繩

繩禁也許該被歸入「變形拉丁文」一類。	

9.	Incendio/	吼吼燒/	彭倩文譯	

在小說《火盃的考驗》裡，藉由呼嚕粉（一種使巫師

們得以利用「火」四處旅行、移動的翠綠色魔法粉狀物）

來到了哈利姨丈家的衛斯理一家人，不小心弄壞了哈利姨

丈家的壁爐，為了把一家子的巫師送回自己的家，衛斯理

先生對壞掉的壁爐說出了這段咒語，話一出口，熱烈的火

焰即刻竄起，霹哩啪拉地燃燒作響。這一可以隨時隨地生

出火焰的咒語，按照波特維基的說法，來自於拉丁語名詞

incendium（意思：火焰）的單數與格（dative）和奪格

（ablative）。	

但，按照波特維基，incendio亦可能變形自拉丁文動詞

incendere（意思：燃燒、加熱、閃亮、點燃）。	

一如升升降Ascendio，羅琳僅是選出了「點燃」的拉

丁語第一人稱簡單式動詞，再在此動詞的尾巴處添了個母

音「i」，不但讓咒語使人聯想到拉丁語名詞incendium（意

思：火焰），也給咒語多添了份跌宕起伏的神秘兮兮氛圍。

因為拼法稍有出入，Incendio該被歸入「變形拉丁語」符咒

一類。	

10.	Lacarnum	inflamarae/	起火咒	

在電影《神秘的魔法石》裡的一場魁地奇比賽裡，為

了嚇阻心懷不軌的石內卜教授不再對哈利下惡咒，妙麗推

開了興高采烈的比賽人潮，偷偷來到石內卜的黑斗篷下，

大逆不道地對老師使上了這段咒語。咒語的前半段Lacarnum

有兩種可能，其一：拉丁語名詞	lacerna，意思為斗篷。其

二：拉丁語名詞	lucerna，意思為油燈。	

至於後半段的inflamarae，則最貼近拉丁文動詞

inflammare（意思：點燃）。然而這回，羅琳在咒語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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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加了個「a」，使其出現了雌性拉丁語名詞複數常見的

字尾，房子們（vīllae）、女孩們（puellae）。	

於是到此，Lacarnum	inflamarae的內在意思就出現了

分歧，第一種組合為「斗篷、點燃」，第二種組合則是「油

燈、點燃」，或許暗示了「你被油燈點燃」。由於拼法不

一、來源不明，這一符咒僅能歸入變形拉丁語符咒。	

11.	Legilimens/	破破心/	皇冠編譯組譯	

和許多冒險小說相同，《哈利波特》也埋入了黑白勢

力勾心鬥角的情節元素。而既擁有了魔法，好壞巫師們間

的爾虞和我詐鐵定更甚於尋常人等吧。果不其然，在眾多

符咒裡，就有一個的功用是「讀心」。不管你心裡想的是

什麼，若有法力高強的巫師們對著你，輕輕說出符咒破破

心Legilimens，那不管你多想把心裡話給丟掉、藏好，不管

你有多不願意，這些秘密全都會在咒語的脅迫和揭露下，

被找出來、翻上來，歷歷在目地攤在施咒者的腦海中。	

在《鳳凰會的密令》裡首次出現的破破心Legilimens，

後半部和前方的Aquamenti/	水水噴中的mens/	心靈應為相同

的字彙。至於前半部，按照波特維基，來自於拉丁文動詞：

legere（意思：閱讀、翻撿）。由於拼法上的些微更動，破

破心Legilimens該被歸入「變形拉丁語」符咒。	

12.	Levicorpus/	倒倒吊/	皇冠編譯組譯	

在霍格華茲魔法學校裡，若懂得魔法，又同時調皮年

輕的小巫師們想彼此捉弄，那方法絕對是類繁而不及數，

舉例而言：倒倒吊Levicorpus就是一道在哈利的父親詹姆士

波特的年代中，非常普及的一道捉弄咒。	

按照波特維基，和飄浮咒Wingardium	Leviosa一樣，倒

倒吊Levicorpus也有部分來自於拉丁文動詞「levāre」，意思

為「提升、提起、使...輕盈如羽」。	

但在查找之下我們發現，其實Levicorpus中的「Levi-」

和拉丁文形容詞「levis/	levis/	leve」也十分相像，意思是「輕

盈、疾速、無常」。至於後半段的Corpus，則和拉丁語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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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拼法毫無出入，意思為肉身、身體、系統。雖然僅有

一「s」之差，倒倒吊Levicorpus依然需被歸入「變形拉丁

文」符咒一類。	

13.	Liberacorpus/	退退降/	皇冠編譯組譯	

這是Levicorpus倒倒吊的反制咒。唸出咒語，即可解開

倒吊的魔法，使人不再頭下腳上腦充血。	

乍看之下符咒的前半「Libera-」和現代英語中的liberal

（開明的、自由的）非常相像，但不意外地，形容詞

「liberal」同樣也有個拉丁文祖先：līber/	lībera/	līberum，

意思：不受限的、自由的。若不計較文法，那Liberacorpus

本該歸入「純拉丁語」符咒一類。	

唯在拉丁語中，符咒後半的「-corpus」是個中性名詞。

也就是說，在挑選對應的形容詞時，和中性名詞相呼應的，

該是單數主格中性的līberum。把兩個字合在一塊，得出的

「līberum	corpus」就有一些「自由之身」的意味。因為這

一項語法，筆者決定將Liberacorpus退退降歸入「變形拉丁

文」的類別。	

14.	Mobiliarbus/	呼呼移/	彭倩文譯	

在《阿茲卡班的逃犯》裡，違反了學校規矩，偷溜到

了活米村的哈利和榮恩妙麗碰了面，正打算在『三根掃帚』

酒吧裡好好地喝杯飲料呢，卻不巧地撞見了在紛紛風雪中

也走入酒吧取暖的學校老師們，為了不讓哈利被發現，機

靈的妙麗拿了魔杖，不動聲色地對著酒吧裡的聖誕樹說了

聲「Mobiliarbus」，在不知不覺裡讓聖誕樹移動了幾公分，

擋住了老師們的視線，也讓哈利逃過一劫。在翻譯的部

分，由於在原本的咒語裡，直接出現了「樹」的拉丁語，

代表這個咒語，直接指涉「聖誕樹」，不是任何東西都可

以在咒語的作用下移動，於是，在翻譯上，如果可以翻成

「樹樹挪」也許可以更加適當。	

那麼咒語呼呼移「Mobiliarbus」在拉丁文裡是什麼意

思呢？非常有趣地，呼呼移的上半段來自於拉丁文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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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ōbilis/	mōbilis/	mōbile，意思正是鬆動、移動、曲折、柔軟

的。而下半段「-arbus」則大概脫胎自拉丁語名詞「arbor」，

意思為「樹」。由於兩個字在字尾上都做了些許變化，於

是在分類上，可以使聖誕樹移動分寸的Mobiliarbus該被歸入

「變形拉丁文」符咒一類。	

15.	Mobilicorpus/	浮浮·殭屍行	

在盛大的冒險途中，若隊友不幸昏倒，失去意識，還

無法移動，這時該怎麼辦？符咒Mobilicorpus或許能是你的

好幫手，若能拿起魔杖，輕說咒語，那麼昏倒的隊友的身

體就可以自動漂浮，你便能輕鬆地將朋友帶到安全的地方，

再行急救。	

和Levicorpus倒倒吊相同，急救用咒語Mobilicorpus也

有部分由拉丁語名詞corpus來，意思是身體。至於咒語的前

半段「Mobili-」，和Mobiliarbus/	呼呼移裡的「移動」相同，

到了此處，我們不難發現，羅琳選用的拉丁語詞，重複性

並不低。急救用咒語Mobilicorpus該被歸入「變形拉丁文」

咒語一類。	

16.	Morsmordre/	魔魔斃/	彭倩文譯	

在《哈利波特》系列裡，Morsmordre魔魔斃是可以讓

「食死人們」釋放出「黑魔標記」的糟糕咒語。黑魔標記

是佛地魔王的標誌，見此標誌如見死亡──或更糟──如

見佛地魔王本身。	

按照波特維基，Morsmordre來自於拉丁文的直接後代：

法語。在法語中，mort一字代表死亡，modre則意指了「咬

下、食用」。但，在查找後我們發現，其實符咒前半的

「mors-」和後半的「mordre」，都可在拉丁語中，找到對

應的相似字詞。	

符咒前半的「mors-」可直接來自於拉丁語的mors（意

思：死亡），至於符咒後半的「-mordre」，也可能變形自

拉丁文動詞「mordēre」，意思正是「咬下、食用、吞

嚥」。因為拼法和拉丁文稍有出入，Morsmordre魔魔斃或

許該被歸入「變形拉丁語」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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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bliviate/	空空·遺忘/	彭倩文譯	

空空·遺忘是好讓人傷心的咒語啊。在電影《哈利波

特：死神的聖物》裡，當妙麗決心出發，和哈利、榮恩們

一起找出佛地魔的分靈體，並且加以摧毀之後，因為任務

過於危險，為了保護自己的雙親，妙麗別無選擇，只好對

自己的至親使出記憶咒。	

那天，妙麗站在父母身後，輕輕唸出了咒語空空·遺

忘，然後，她從小到大的，擺放在牆邊、桌旁的大小相框

裡的身影，也就慢慢地被魔法擦了乾淨，一點不留。	

空空·遺忘的拉丁文原型，波特維基提供了兩種說法，

第一派人認為「Obliviate」變形自拉丁文動詞oblīviscī（意

思：忘記）。第二派則認為「Obliviate」明明就和名詞遺忘

「oblivio」較為相像。	

但其實，若想命令某人忘記某事，最好還是選用拉丁

文動詞oblīviscī的命令式，單數型為：obliviscere，複數型

為：obliviscimini。在分類上，Obliviate空空·遺忘該被歸入

「變形拉丁文」一類。	

18.	Orchideous/	噗噗蘭/	彭倩文譯	

請見Avis/	飛飛禽。在三巫鬥法大賽的前夕，前來霍格

華茲測試參賽者魔杖的魔杖師傅奧利凡德，在測試從法國

遠道而來的參賽者花兒戴樂古（Fleur	Delacour）的魔杖時，

他使用了這一咒語。甫一說出了花俏的Orchideous，一束束

花朵就從花兒的魔杖尖端冒了出來。	

按照波特維基的說法，Orchideous噗噗蘭來自於蘭科植

物的學名Orchideae，這或許沒什麼好訝異的，畢竟打從瑞

典的植物學家林奈以來，世界各地的自然學者們就一直使

用拉丁語（或類拉丁語）作為給動植物們命名的學名語種。

而浪漫至極的是，蘭科植物的學名Orchideae，其實也

由兩個拉丁詞組合而成：「Orchis-」加「-eae」。前半的

「Orchis-」拉丁文意思為蘭，後半的「-eae」是學名系統中

常見的字尾，有「具備...特質、由...組成」的意思。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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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蘭科植物的學名Orchideae，意思直接就是：「由蘭花組

成的」。	

有趣的是，和「噗噗蘭」長相類似的英文形容詞

orchidaceous，除了蘭科植物外，也有「華麗的」意思。由

於拼法微有不同，噗噗蘭Orchideous或許該被收入「變形拉

丁語」的符咒類別。	

19.	Petrificus	Totalus/	整整石化/	彭倩文譯	

Petrificus	Totalus整整石化咒，顯然可以帶給任何巫師

蛇髮巫女美杜莎（Medusa）般的能力，任何被咒語擊中的

人們會即刻化為石頭，動也不能動，直到有人前來解除石

化。而若想解析這一咒語，有兩條思考線可以行走。	

首先，波特維基認為，前半的Petrificus可來自拉丁語

名詞Petra，意思正是「石頭」。但，波特維基認為，

Petrificus也可能來自於英文的Petrify，意思直接就是「石化、

化為石塊」。不管符咒的前半來源究竟為何，羅琳都給了

Petrificus一個非常「拉丁文」的尾巴「-cus」，許多拉丁語

名詞，諸如：cacus（僕人）、lacus（湖）、zōdiacus（黃道

帶）等，都以「-cus」作結。至於咒語的後半Totalus，則大

概脫胎自拉丁文形容詞totalis，意思和現代英語裡的「total」

差不多，都有全體、完整的含義。由於「Petrificus」和

「Totalus」兩者均非純拉丁文，是故整整石化只能被歸入

「變形拉丁文」的類別。	

20.	Prior	Incantato/	呼呼前咒現/	彭倩文譯	

在《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裡，若想得知一根謎樣的魔

杖的上一位使用者，用這一根魔杖施了什麼法術，巫師們

只消拿起魔杖，輕聲說出Prior	Incantato，就可以得知魔杖

的一切秘密。	

咒語的前半段「Prior」，在現代英語和拉丁語內，都

尋得著相近的字詞，prior在英文和拉丁文裡，均既是形容詞

也是副詞，有「先前的、優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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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Incantato，則大概變形自拉丁文動詞incantāre，有

「歌唱、朗誦、施咒」的意思，在拉丁文裡，incanto為「我

歌唱、朗誦、施咒」的現在簡單式，但，由於羅琳在incanto

的尾巴處，多加上了「-ta」，就使咒語看來成了incantāre的

未來（incantābō：我將施法）和現在式的混搭，以下為動詞

未來式的變化。	

21.	Reducio/	啾啾縮/	彭倩文譯	

在小說《火盃的考驗》裡，講解完了三個魔法世界中，

最使人聞風而喪膽的「不赦咒」後，新上任的黑魔法防禦

術老師把可憐的實驗小蜘蛛縮回原狀時，用的就是這一符

咒。	

在乍看下，Reducio和現代英語裡的reduce（動詞：縮

小、減少）長得十分相像，但在查找之後我們發現，Reducio

縮小咒和拉丁動詞	redūcere（意思：收回、減少、撤退、投

降）非常相像。	

在拉丁文裡，現在的主動命令式分成單數、複數。若

想命令一個人、一個東西、一種動物收回、減少、撤退、

投降，該使用單數的命令式：redūc/	redūce。若想命令一

「群」人、東西、動物收回、減少、撤退、投降，則建議

使用複數的命令式：redūcite。由於拼法的出入，於是在分

類上，Reducio啾啾縮該被歸入「變形拉丁語」符咒。	

22.	Reducto/	嚗嚗消/	彭倩文譯	

Reducto在《哈利波特》系列裡，是用來對付固狀物體，

並使其碎裂、消失不見的咒語。若按照波特維基，Reducto

來自拉丁語分詞reducto，但拉丁語reducto的意思為「復

原、革新、縮小」，似乎和咒語的效用不十分吻合。	

依其語意推測，如果說Reducto脫胎自拉丁文動詞

redūcere，那意思就合理多了，畢竟redūcere的意思為：挪

開、征服、減去、消除。由於來源不明，Reducto嚗嚗消應

該歸入「變形拉丁文」一類。	

23.	Rictusempra/	呵癢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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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失的密室》的〈決鬥社〉一章裡，哈利對馬份

使上了呵癢咒，讓馬份笑得失去反擊能力。	

後半的「sempra」容易聯想，大概就來自拉丁文副詞

semper，意思為「總是」。而按照波特維基，咒語的前半來

自拉丁語名詞「rictus」，指的是因為開懷大笑，或是因為

呵欠連連而張大了的嘴。若從拉丁文的原意來看，「呵癢

咒」其實是一段相當溫馨的咒語呢，有一點點「笑口常開、

合不攏嘴」的意思在。呵癢咒/	Rictusempra屬於「變形拉丁

文」符咒一類。	

24.	Riddikulus/	叱叱·荒唐/	彭倩文譯	

該如何對付躲在衣櫥裡的幻形怪呢？在《哈利波特》

世界裡，幻形怪是一種喜歡躲在幽黑衣櫥裡的小怪物，它

能幻化成你內心底最深切的恐懼，而若巫師們想「處理掉」

幻形怪，在小說《阿茲卡班的逃犯》裡首次出現的符咒「叱

叱·荒唐」永遠是絕佳的方法。	

符咒Riddikulus也許脫胎自拉丁文形容詞

「rīdiculus」。但在此，羅琳稍稍更動了「rīdiculus」的拼

法，她給符咒多添了個「d」，並把「c」換成了「k」，使

得這一符咒長得既不像英文，也不似拉丁語，反倒有了點

德文的味道。在符咒分類上，叱叱·荒唐該被歸入「變形

拉丁文」一類。	

25.	Sectumsempra/	撕淌三步殺/	皇冠編譯組譯	

撕淌三步殺/	Sectumsempra	是混血王子石內卜學生時

期發明出的攻擊咒語。這一道咒語猶如隔空利劍，可在敵

人身上瞬間穿刺出好幾個大窟窿，使其鮮血直流，身受重

傷。撕淌三步殺可說是《哈利波特》系列裡，少見的殘酷、

血腥咒語。	

Madison認為，咒語前半的「Sectum-」為拉丁文動詞

secāre（意思：創傷、切割）的過去完成被動分詞，意思為

「...被割傷了」（2013）。而撕淌三步殺的後半「-sempra」

則為拉丁文副詞「semper」的變形，等同於英文的

「always」，意思為「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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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傷痕累累的Sectumsempra撕淌三步殺在歸類上，

因其字尾的拼法更動，於是該被歸入「變形拉丁文」一類。

26.	Serpensortia/	蛇蛇攻/	彭倩文譯	

在小說《消失的密室》裡，霍格華茲的師生們一同成

立了個「決鬥社」，在決鬥社裡，初出茅廬的小巫師們要

練習用「魔咒」對付彼此，增進、切磋自己的「決鬥魔

法」。在小說裡，哈利的校園仇敵──富家子弟跩哥馬份

就對哈利使出了這一道蛇蛇攻。只是他沒想到，哈利其實

是個就連在巫師世界裡，也十分罕見的爬說嘴（可以和蛇

對話的巫師）。於是，馬份用咒語召喚出的蛇，反而成了

哈利的下午茶聊天對象。	

蛇蛇攻的前半段「Serpens」和拉丁語裡的「蛇」

（serpēns）拼法一模一樣。而按照波特維基的說法，後半

段的「-ortia」變形自拉丁文動詞「orīrī」，意思為誕生、出

現、存在。但在查找之下我們發現，拉丁語分詞ortus/orta/

ortum（意思：出現的、源起的、躍出的）的部分變化，其

實也和後半的「-ortia」十分相像。	

到了這我們知道，原來符咒「蛇蛇攻」在原始的拉丁

形式裡，連一點點「攻擊」意思也沒有，意思僅是「讓蛇

出現」而已。在咒語分類上，Serpensortia該被歸入「變形

拉丁文」一類。	

27.	Silencio/	默默靜/	皇冠編譯組譯	

學期末將至，想專心唸書，但窗外的跨年煙火卻大鳴

大放，吵鬧不休？這時，或許你會需要咒語Silencio默默

靜，這一符咒的作用顯然等同於現實生活裡的「靜音

鍵」，說了唸下，不管吵鬧的東西是什麼，都能立即消音，

安安靜靜。	

Silencio和現代英語裡的silent非常相似，而形容詞silent，

不意外地，也同樣有個拉丁文祖先silentium。但在這一符咒

裡，值得關注的，反倒是字尾「-cio」。再一次地，羅琳給

了默默靜一個非常「拉丁文」的字尾。許多拉丁文動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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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都以「-cio」作結，諸如：我做

（facio）、我慫恿（lacio）、我覺得冷（glacio）等等。	

在分類上，Silencio屬於難分類的一員，在權衡過後，

由於明明有可以直接使用而且相似度高的拉丁語詞（如：

silentiō、silentia），但羅琳卻選擇不用。於是筆者認定，或

許羅琳是想給予這一符咒多一些的「拼接感」，既然如此，

那麼Silencio就該歸入「變形拉丁語」一類。	

28.	Specialis	Revelio/	怪事・快快現/	皇冠編譯組譯	

巫師們行走在這繁複、花俏、難解的大世界裡，總難

免要遇上些不對勁、不對頭，和許許多多的無從分說。這

時，不論擺在巫師們眼前的，是泡了毒的蘋果、吞了字的

課本，或懷了捉弄心腸的惡作劇彩糖，只消說聲：Specialis	

Revelio，那謎團就會自動開展，丟出自己的秘密喔。	

前半段的Specialis和拉丁文形容詞speciālis/speciālis/

speciāle的雄性、雌性主格單數型拼法相同，意思為：特別

的、別樣的。至於後半段──按照波特維基──脫胎自拉

丁文動詞revēlāre，意思為：展現、顯示、揭露。我們可以

發現符咒後半Revelio和「我展現」（revēlō）非常接近，唯

多了個「i」，使得Revelio擁有了個拉丁語詞（不限名詞、

動詞）的常見結尾：bulliō（我煮沸）、pāpiliō（蝶、蛾）

folium/folio（綠葉）、consilium/consilio（計劃）。因為尾巴

的變形，怪事快快現Specialis	Revelio將被分入「變形拉丁文」

符咒一類。	

29.	Expulso/	轟轟破/	皇冠編譯組譯	

這個可以導致爆炸的咒語，和拉丁動詞expulsāre的第

一人稱現在簡單式expulsō拼法相同，只是，在拉丁語中，

expulsō的意思為「我驅趕」。也就是說，咒語的原意和功

效，在此出現了衝突，由於此一緣由，筆者決定將Expulso

轟轟破歸入變形咒語一類。	

30.		Homenum	revelio/	人人現/	皇冠編譯組譯	

走入深暗密林，卻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跟蹤？這時，或

許你可以試試Homenum	revelio人人現，咒語的後半段revelio

 101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silentio#Latin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silentia#Latin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speciale#Latin


大致脫胎自拉丁動詞revēlāre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revēlō，

意思是「我揭開、我展現」。至於前半部的Homenum，則

大概變形自拉丁語名詞homō。由於咒語的前後，和原始的

拉丁文皆稍有出入，於是決定將Homenum	revelio人人現歸

入變形拉丁語一類。	

31.	Protego	Totalum/	全全破心護/	皇冠編譯組譯	

這是防禦魔法，可以讓施法的範圍在一小段時間內保

持安全狀態。Protego來自拉丁動詞「prōtegere」的第一人稱

現在簡單式prōtegō，意思正是「我遮蓋、我保護、我防

禦」，前半段的部分，毫無疑問是語法正確的純拉丁語符

咒。	

至於後半部分，則大概變形自拉丁形容詞「totus」，

意思為「完整的、全部的」，由於後半部分，Protego	

Totalum只能被歸入變形拉丁語一類。	

32.		Repello	Muggletum/	去去麻瓜走/	皇冠編譯組譯	

當巫師女巫有正事要做，卻不想要被搞不清楚事情的

麻瓜給打斷時，他們就會使用這一符咒。咒語的前半段

Repello和拉丁動詞repellere的第一人稱現在簡單式一模一樣，

意思正是「我驅趕、我拒絕」。至於後半部，「muggle」

是作者羅琳在《哈利波特》系列中所造出的新字，指的是

不懂魔法的平凡人「麻瓜」。在此，她在muggle後方加上

了tum，一個拉丁語名詞常出現的字尾（諸如：peccātum/	

罪惡、錯誤，pācātum/	友誼之邦），藉此「拉丁化」麻瓜

這一個字。	

於是去去麻瓜走，該被歸入變形拉丁語一類。	

33.	Geminio/	雙雙製/	皇冠編譯組譯	

懂得星座的人一定一看就知道了！咒語Geminio雙雙製，

和雙子座Gemini的拼法是只差一些些，在拉丁文中，以上這

兩個詞都來自拉丁語名詞geminus，意思是雙胞胎，僅不過

雙雙製脫胎自geminus的雄性、中性單數與格、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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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inō，由於拼法稍有不同，於是此一符咒該歸入變形拉

丁語咒語一類。	

33.		Imperio/	噩噩令/	彭倩文譯	

在系列故事裡，壞心的巫師使用蠻橫咒Imperio奪取另

一巫師的意志、控制另一巫師的身體，被下咒者會感到全

身上下通體舒暢，直想遵從下咒者的每一滴指令，隨後在

狂喜的狀態裡，犯下自己難以想像、無法原諒的惡行。	

DuPree認為，Imperio這看似簡短的詞，其實攜帶了若

干世紀的沉重歷史包袱。拉丁動詞impero（imperāre）的意

思為命令、指示、統治（to	command），羅琳給impero添加

了母音「i」，使蠻橫咒變成Imperio，如此一來，就更容易

使人聯想到措辭更強烈的拉丁名詞imperium（帝國）。

imperium此字在拉丁文裡的第一個意思為「權力」，同時也

是羅馬帝國的自稱，更是後世英語empire帝國一字的字根。

杜痞認為，附於字詞上的歷史重量，正是蠻橫咒Imperio由

尋常咒語，晉身為三大不可饒恕咒語之一的主因（2011）。

但不論如何，由於新添的母音，Imperio噩噩令需被歸入變

形拉丁語符咒一類。	

第三節：英⽂⾸拉丁尾 

1.	Engorgio/	暴暴吞/	彭倩文譯	

在小說《火盃的考驗》裡，新的黑魔法防禦老師為了給

學生們示範三種不赦咒，就對玻璃罐內的小黑蜘蛛使上了

這一符咒，讓小蜘蛛的身體放大，也讓學生們可以更清楚

地瞧見「不赦咒」的效用。	

在拉丁文裡，似乎並沒有與Engorgio相似的字詞。但受拉

丁文影響深重的英文、法文裡，都存有類似的字。在英文

裡，engorge為及物動詞，意思是狼吞虎嚥、充盈、鼓張。

至於在法文裡，engorger──按照線上詞典Wiktionary的解

釋──則為填塞、充塞。無論字源為何，羅琳都給了這符

咒一個非常「拉丁文」的字尾「-gio」，許多拉丁語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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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regio（界線、領域）、regio（軍團）等，都以「-gio」

作結。在歸類上，Engorgio應為「英文首拉丁尾」的符咒。	

2.	Langlock/	噤噤言/	皇冠編譯組譯	

霍格華茲始終還是個偉大的知識殿堂──學校，許多乘

載了學生們意念、想法、煩擾的「輔助學習」咒語，也就

在此情此景下應運而生，想專心準備考試，但鄰座同學碎

碎不休地東家長西家短？這時，簡單的Langlock噤噤言就可

以使「吵鬧者」的舌頭上顎緊緊相「黏」。	

乍看之下，此符咒的前半「Lang-」似乎是個帶有濃厚德

語色彩的字，在德文中，形容詞「lang」的意思為「長」，

等同於英文裡的「long」。但，波特維基卻認為「Lang-」

其實來自於中古法語langue（意思：語言、舌頭），而

langue又來自於拉丁語的lingua（意思：語言、方言、舌

頭）。後半的「-lock」則為英語中的「鎖」。	

在參照了波特維基的想法後，筆者認為Langlock噤噤言可

被歸入「拉丁首英文尾」的符咒一類。	

3.	Locomotor	Mortis/	鎖腿咒	

這一段咒語初次在《神秘的魔法石》裡出現。魁地奇大

賽前，緊張又茫然的哈利即將上場，擔憂石內卜將再次對

哈利施法，榮恩和妙麗商量好，只要發現石內卜出現了可

疑跡象，就要對石內卜使上鎖腿咒，讓他的雙腿緊緊地黏

在一塊兒，動彈不得。	

從語意上來看，前半Locomotor來自於英文名詞

Locomotion，意思為運動、和運動相關的。在動物行為學裡，

「locomotor	system」也指涉了協助各式生物得以移動的生

理機制，諸如跑、跳、飛、游......等。而使人類得以移動的

身體部位，自然是腿囉。	

至於後方的Mortis，按照波特維基，則來自拉丁語名詞

mors，意思為死亡。咒語後半的Mortis，為名詞mors的單數

屬格，意思為「...的死亡」。於是，若把兩部分的意思合在

一塊，鎖腿咒的意思就成了：移動/腿的死亡。考慮到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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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的英語，鎖腿咒應該被歸入「英文首拉丁尾」符咒一

類。	

4.	Muffliato/	嗡嗡鳴/	皇冠編譯組譯	

週六下午，你懷了滿腔的重大秘密來到咖啡廳，迫不及

待地想和三兩好友傾訴分享，卻又顧忌四周的閒雜人等會

不小心聽到？這時，《哈利波特》裡的「Muffliato嗡嗡鳴」

毫無疑問，會是此等情境中的大好幫手。只要拿起魔杖，

輕輕唸出Muffliato，就能讓周遭人們的耳裡塞滿無傷大雅的

嗡嗡嗡白噪音，使他們難以察覺或許流動在自己身旁的天

大秘辛和內幕。	

按照波特維基，Muffliato脫胎自英語的muffle（裹著...使

其聲音低沈），而在此處，羅琳再次給了Muffliato嗡嗡鳴一

個很「拉丁」的字尾「-to」，諸如：facto（我做）、canto

（我唱）。於是乎嗡嗡鳴或許該被歸入「英文首拉丁尾」

的符咒一類。	

5.	Stupefy/	咄咄失/	彭倩文譯	

Stupefy咄咄失是《哈利波特》系列裡，出現頻率非常高

的攻擊咒語，任何生物只要被巫師施展擊昏咒時，魔杖尖

端發出的光束擊中，就會不支倒地、失去意識，效果一如

頭部遭受重物撞擊。	

在現代英文裡，動詞stupefy的意思為「使…因疲勞而昏

沈、使…目瞪口呆」。至於在拉丁文裡，最為接近的詞應

為stupēre，意思為「使…目瞪口呆、眼花撩亂」。	

在分類裡，由於「-fy」是英語裡的常見字尾，但咒語前

半和拉丁動詞stupēre又有明顯連結，於是在思考後，由於

Stupefy的英文尾拉丁首的特性，決定把Stupegy歸入英文首

拉丁尾符咒。	

6.	Wingardium	Leviosa/	飄浮咒/	彭倩文譯	

到了霍格華茲城堡裡，哈利波特學到的第一段咒語，就

是飄浮咒。牛津大學英語辭典的Madison，就把「漂浮咒」

切了開來，仔細分析。看來又臭又長的「Wingar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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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osa」，可以被切為三段。前半段的「Wingardium」是

拉丁文和英文的混搭，「Ｗing-」是英文的翅膀，「-ardium」

來自拉丁文形容詞「arduus」，意思是「陡峭的」。至於後

半段的「Leviosa」則來自於拉丁文動詞「levāre」，意思是

「提升、提起、輕盈」。那現在，你就知道「WIngardium	

Leviosa」其實在原本的拉丁文裡，可是混合了「翅膀、陡

峭、提升」這三種意思的詞啦！	

由於符咒裡出現了英文的翅膀（Wing-），於是

Wingardium	Leviosa在符咒分類上，或許該被歸入「英文首

拉丁尾」一類。	

第四節：希臘語符咒 

1.	Anapneo/	路路通/	皇冠編譯組譯	

逢年過節，總要幸福洋溢、大吃大喝一番，但若吞嚥不

順，美好的食物卡在喉嚨裡，臉色發紫、呼吸困難時，剛

怎麼辦才好呢？這時，除了哈姆立克急救法──若你剛好

手持魔杖──或許你也可以試試Anapneo路路通！	

路路通Anapneo是《哈利波特》全系列裡，唯二的以「希

臘文」為基底的符咒。根據《哈利波特與歷史》一書的作

者杜痞，路路通Anapneo來自希臘文動詞「anapneo」，意

思正是「我呼吸。」在歸類上，Anapneo路路通自然要歸入

「希臘文咒語」。	

2.	Episkey/	復復元/	皇冠編譯組譯	

在《哈利波特與歷史》一書中，諸作者之一的杜痞

（Dupree）提到了《哈利波特》裡的符咒語種，使人訝異地

──他說──是羅琳筆下的英倫巫師社會竟沒有太多的「希

臘文」咒語。縱觀整部作品，以希臘文為基底的符咒，僅

兩道。	

引人深思的是，這兩道符咒都為治療用咒，第一個為

Episkey復復元，第二個是Anapneo路路通。杜痞認為，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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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的古代世界景況相符，因為在遙遠前的時空，希臘

文正是「醫師」的語言。他甚至還說，若哈利波特放棄了

正氣師（打擊黑暗勢力）的夢，轉而選擇以治療師（healer）

為職，那讀者們大概會讀到更多以希臘文為底的符咒也說

不定呢！	

按照杜痞的說法，復復元Episkey變形自希臘文動詞

「episkeuo」，按照波特維基，復復元的字根為「episkevi」，

而這兩者的意思均為「修復」。符咒分類上，復復元直接

歸入「希臘語」符咒一類。	

第五節：其他語符咒 

1.	Alohomora/	解鎖咒	

想在魔法世界裡悄悄行事，有許多方法，但

「Alohomora」卻始終是暗夜竊賊最可以信任的夥伴。在二

〇〇八年的一次專訪裡，羅琳表示引起眾人議論紛紛的

「Alohomora」其實和夏威夷的招呼語「Aloha」一點關係也

沒有，「Alohomora」的字源為西部非洲的部落方言，意思

是「對竊賊友善的」。	

但如果按照《哈利波特》故事裡的設定，在

「Alohomora」這一咒語被一位名為艾爾頓·其餘推（Eldon	

Elsrickle）的糟巫師引入倫敦，並且利用「Alohomora」偷

遍了霧都倫敦前，最廣泛流通在巫師世界裡的解鎖咒其實

是「Portaberto」，咒語的前半段「porta-」就來自於我們的

拉丁語「門」。可惜「Portaberto」雖然開得了門，卻會在

鑰匙孔上留下燒焦的碳黑痕跡，於是在魔法世界發現了

「Alohomora」後，就再也沒巫師願意使用老一套的

「Portaberto」了呢。	

有趣的是，喜歡給故事添加旁枝末節的羅琳還說：在

更早更早的上一個世代，在「Portaberto」被發明前，最風

行的解鎖咒其實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裡的「Open	

Sesame」芝麻開門。但比起「Portaberto」，若有巫師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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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杖對著門大喊「Open	Sesame」，卻極可能造成門板炸開、

木屑紛飛，以及起火燃燒等糟糕副作用。	

2.	Locomotor	Trunk/	疾疾動箱/	皇冠編譯組譯	

如果行李太重，不想親手提著，這時（如果你是巫師）

只需揮揮魔杖，說聲Locomotor	Trunk，那麼笨重到不行的

行李們就會自動飄浮，自動地跟著你移動呢。「疾疾動箱

Locomotor	Trunk」顯然脫胎自打從小說《神秘的魔法石》

就出現的「鎖腿咒Locomotor	Mortis」。	

按照線上詞源字典（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

locomotor來自於英語名詞locomotion（意思為移動），這個

字遲至1822年左右才誕生於世。	

想來合理，蒸汽火車登場於世界舞台的那個世紀，正

是十九世紀。而在現代英語中，和locomotor相像無比的

locomotive，意思正是火車頭。在分類上，疾疾動箱

Locomotor	Trunk該歸入「日耳曼語系符咒」一類。	

3.	Pack/	打包/	皇冠編譯組譯	

在英語裡，有個說法：「我們工作時用拉丁文，回到

家說盎格魯薩克遜。」（We	go	to	work	in	Latin	and	come	

home	in	Anglo-Saxon.）這句話的意思是：許多與「職業、

專業」相關的語詞，往往都從拉丁文演化而出的法文來，

諸如：辦公室（office）、上司（supervisor）、同事

（colleaque），和家庭相關的字詞，則大多來自以德文為底

的盎格魯薩克遜語，諸如：房子（house）、壁爐（hearth）、

火焰（fire）。而這套理論，到了打包這一「符咒」上，簡

直是密合無比、天衣無縫。在小說《鳳凰會的密令》開頭，

東施就使用了「Pack打包」替哈利收拾行李。	

「『打包！』東施喊著，舉起魔杖，往地板一掃。所

有書本、衣服、全效望遠鏡，以及黃銅天秤全都應聲飛起，

漫無章法地落到行李箱中亂成一團。」	

當寫到了「打包」這一「家事類咒語」時，羅琳顯然

連給咒語添上個拉丁文字尾的功夫都省下了。因為畢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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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說盎格魯薩克遜語就足夠了嘛。Pack打包直接歸入

「其他語種」一類。	

4.	Relashio/	嘶嘶退/	皇冠編譯組譯	

在小說《火盃的考驗》的第二項任務裡，吃下了魚鰓

草，能在水底呼吸的的哈利必須「游」歷黑湖，活過危險

水底的各式生物，才能救出自己最好的朋友：榮恩。在對

付難纏的小型水鬼時，哈利用的就是嘶嘶退。按照波特維

基，Relashio來自法文的「relâcher」或義大利文的

「rilascio」，兩者都有「釋放」的意思。	

但攻擊型咒語Relashio的效用和「釋放」似乎並無太大

關連，符咒的語意和現代英語裡的「lash」（意思：鞭打、

抽打）反而更為類似。由於找不出確切的咒語來源，Relashio

該被歸入「語種不明」的符咒類別。	

5.	Rennervate/	萎萎起/	彭倩文譯	

這是與「Stupfy擊昏咒」相互抗衡的復原咒語。在小

說《火盃的考驗》裡，為了喚醒被擊昏咒打中的家庭小精

靈眨眨，讓她從昏迷中醒來，並供出犯罪的原兇，魔法部

的巫師們就對家庭小精靈使用了這一咒語。	

乍看之下，Rennervate似乎並無拉丁語中的對應詞。和

這一咒語最貼近的英文字似乎是動詞innervate，意思是：使

神經分佈於身體四周、刺激神經啟動……等等。但，英文

字innervate的後半段「-nervate」又來自於中古拉丁語nervus，

意思正是「神經」。在此處，由於歸類困難，暫且把

Rennervate歸入其他類符咒。	

6.	Scourigify/	消消淨/	皇冠編譯組譯	

消消淨Scourigify和「Pack打包」一樣，也屬於主婦的

好朋友之家事類咒語。若想使雜亂無章的房間在轉眼之間

有條不紊，只消拿起魔杖，對著房間大喊Scourigify，那就

什麼都搞定，襪子、雜物、書本、衣物、紙筆都能在一秒

間歸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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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英文裡，動詞「scour」的意思是「用力擦洗」。

按照線上詞根辭典（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動詞

scour的祖先，最遠可追回古法文「escurer」，而這一古法

文詞又來自拉丁文動詞「excurare」，意思為「好好照顧」。

至於「excurare」又由兩個拉丁字組成，分別為「ex-」和「-

curare」，curare就已是拉丁文課上常見的教學單字，意思

是「安排、照顧、治癒」。	

雖然好似擁有個遠房的拉丁文祖先，但符咒Scourigify

實在和拉丁語的關係太遠了！加上羅琳又給了Scourigify一

個非常英文的字尾「-fy」（雖然這一字尾，也是藉由以拉

丁文為基底的古法語傳入英語中的，但-fy實在太現代也太

常見了！）於是Scourigify也許該被歸入「其他語種」的符

咒類別。	

7.	Glisseo/	光光滑/	皇冠編譯組譯	

光光滑Glisseo這一咒語可以擦平一切物質表面的上下

起伏和曲折，把樓梯變成溜滑梯，讓追趕的敵人措手不及，

即刻滑倒。按照哈利波特的粉絲網〈波特維基〉，Glisseo這

一咒語來自於法文字「glisser」，有「滑動、滑行」之意。

由於字源非拉丁，於是光光滑Glisseo將被歸入其他語言咒語。

8.		Meteolojinx	recanto/	撤撤氣象咒/	皇冠編譯組譯	

這一咒語可以撤去由魔法帶來的天氣亂象。	

咒語的前半Meteolojinx顯然由兩個部分組成：

「Meteolo-」和「-jinx」，「jinx」在英文裡即有厄運和不祥

的意思，至於前半，則大概來自氣象學（meteorology），

英文中的meteorology從古希臘文來，意為「高聳入雲的

天」。咒語的後半段則來自拉丁動詞recantare的第一人稱現

在簡單式，意思為「我收回、我撤回」。由於前半段的咒

語黏合了希臘文和英文，於是Meteolojinx	recanto撤撤氣象

咒該被歸入其他語符咒。	

9.	Piertotum	Locomotor/	雕像行行起/	皇冠編譯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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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終的霍格大戰裡，麥教授對著古堡裡的石雕像施

放了這一道咒語，藉此喚醒石雕，讓他們從千古沉眠中醒

來，為了學校作戰。咒語的後半段衍生自Locomotor	Mortis	

鎖腿咒（英文首拉丁尾03），以及Locomotor	Trunk	疾疾動

箱（其他語符咒02）的前半部，意思大約為「行動」。至於

咒語的前半段，〈波特維基〉認為，Piertotum來自法文字

pierre，意思為石頭。因此，Piertotum	Locomotor雕像行行

起，該歸入其他語符咒一類。	

第六節：⾎跡斑斑的索命咒 

由於索命咒不是拉丁語，所以分開做討論。 

在《哈利波特》系列裡，有三段尋常巫師絕不能使⽤的「不赦

咒」，它們分別是蠻橫咒（Imperio）、酷刑咒（Crucio）和索命咒

（Avada Kedavra）。在三道咒語中，有兩道來⾃拉丁語，⽽能奪⼈性命

的索命咒，則來⾃比羅⾺更古⽼幽秘的⽂明，學者DuPree認為這絕非

偶然。 

在 2008 年的愛丁堡國際書展裡，羅琳揭露了索命咒的靈感來源，

她說：「我筆下的索命咒原為閃⽶語族的古⽼咒語，這段咒語不僅是

英⽂詞「阿布拉卡達布拉」（abracadabra：在英語裡有胡⾔亂語、呼嚕

唸咒的意思）的原始形式，更是⽤來驅除難纏疾病的醫⽤咒語。符咒

的原意為『讓此疾病消散吧』，但我決定⽼湯新熬，稍稍修改Avada 

Kedavra的意思，使其成為『讓我眼前的⽣命消失吧』！在編寫咒語

時，我喜歡⼤量使⽤⽼材料，把它們扭來扭去，並造出⾃⼰喜歡的形

狀。」  6

在〈賽佛勒斯⽯內⼘和標準符咒〉⼀篇裡，DuPree 追出了Avada 

Kedavra 的最早出處。這段咒語最初來⾃於《隱密之書》（Res 

Reconditae），書之作者昆圖斯（Quintus Serenus Sammonicus）為羅⾺皇

帝蓋塔（Septimius Geta）的密友、家教、顧問，同時是語⾔學者、詩

⼈和「魔法師」身份的昆圖斯整理、爬梳了羅⾺⽂明以前的古⽼資料，

 資料取⾃：http://web.archive.org/web/20110423060258/http://www.jkrowling.com/6

textonly/en/news_view.cfm?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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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集結成書。即使在西元 211 年的皇位之爭裡，昆圖斯因為何死去的

皇帝蓋塔的親近關係，⽽被新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賜死，並處以

極為殘忍的「抹除記憶刑」（Damnatio memoriae：抹除受刑者在世上的

⼀切痕跡，燃燒其著作、衣物，賜死其親朋好友，刪除⼀切存在於世

的官⽅、非官⽅紀錄，讓受刑者好似從未存在。） 

但神奇的是，昆圖斯的部分著作卻殘留了下來，在《隱密之書》

的斷簡殘篇裡，昆圖斯提到「阿布拉卡達布拉」在古代世界裡的呈現

形式，通常為由⼗⼀⾏字組成的倒⽴⾦字塔： 

ABRACADABRA 

ABRACADABR 

ABRACADAB 

ABRACADA 

ABRACAD 

ABRACA 

ABRAC 

ABRA 

ABR 

AB 

A 

不管在更古以前，這⼀套「魔法」的意思為何，古代世界的⼈們

都愛不釋⼿。在中世紀時，「阿布拉卡達布拉」廣泛出沒在護身符、

巫術儀式，以及記載了愛情藥⽔配⽅的⽂件裡，這個字像病毒般蔓延，

在古代世界造成了不⼩的轟動，甚至直到了現代，當終於找到了壓在

沙發下的鑰匙︔當魔法師從⾼禮帽裡拉出滿⼼不情願的⼩⽩兔時，我

們都還是會說出這個字。至於這個字的原始語⾔，有兩種可能性：亞

拉姆（aramaic）或者希伯萊語。阿拉姆語（Aramaic）是和希伯來⼗分

親近的閃⽶語族。也是古代以⾊列和整個古中東的通⾏語⾔。許多猶

太的經典，也⼀概以阿拉姆語寫成。雖然遲至今⽇，只有極⼩區塊的

敘利亞、以⾊列和黎巴嫩還通⾏這種語⾔，但阿拉姆語，卻⼀度是⼤

街⼩巷的尋常語⾔。雖然在後來，受到了亞歷山⼤⼤帝的影響，希臘

⽂漸漸成了標準語，在希臘⽂之後，拉丁語又成了標準語。阿拉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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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還是不可忽視。在阿拉姆語裡，「Avra Kdavra」的⼤略意思是

「我⾔如其⾏、⾏如其⾔。」⾔⾏之間的連結⼀致，說出⼜的話詞即

可創造物理現實，是古代世界裡深具魔⼒的概念。阿拉姆語

（Aramaic）和希伯來語都由左至右書寫。在古⽼的護身符上，⼈們常

故意寫錯字，⽬的是迷糊惡靈，⽽在此處，「Arbadacarba」裡的

「dac」則可能是「acd」的誤寫（DuPree, 2011）。 

第七節：《哈利波特》咒語總分析 

由於以上咒語，僅取⾃《哈利波特》系列⼩說中，電影中的符咒

不在此列，於是或許數量稍少了些，不過綜觀上述符咒，我們可以得

出以下數據。 

我們可以發現，純拉丁語、變形拉丁語的數量相差不遠，雖然⼤

部分的純拉丁語，多為拉丁動詞的第⼀⼈稱現在簡單式，諸如Accio 招

喚咒、Tergeo 哆哆潔、Reparo 復復修......等等。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這⼀些電影、電視，和⼩說們，要選⽤

拉丁語做為魔咒的來源呢︖除卻了先前所提及的「神秘氛圍」，⼤略

也和拉丁語的「權⼒」、「菁英」特徵斷不開關連。當《⽩宮風雲》

（West WIngs）的主角 Bartlet 在戲中⽤拉丁語對「神」怒吼咆哮時，拉

丁⽂的出現同時驗證了主角在戲中所擁的⾼社經地位（Harrison, 

2013）。 

但拉丁語的「上層地位」，也在時間河中緩慢地受到侵蝕，因為

到了現代，拉丁語似乎成了⼈們的「興趣」，《哈利波特》前兩集和

《⼩熊維尼》拉丁⽂版的成功，暗⽰了有⼈在閒暇之餘，想以「閱讀

 113

種類 數量 百分比

純拉丁語 31 38%

變形拉丁語 33 40%

英⽂⾸拉丁尾 6 7%

希臘語符咒 2 2%

其他語符咒 9 11%

 



拉丁語」為樂。讀懂艱難的古代語⾔，到了當代，逐漸成了種「腦⼒

訓練」。即使此⼀階段的發展，和古時的菁英主義，還是斷不了牽連，

畢竟，還是那些年輕時在學校研修過拉丁語的⼈，才有可能在⽇後，

已閱讀拉丁語為樂。但我們依舊需要承認，現代的拉丁語，和以前早

已⼤不相同（Casarini, 2014）。 

書寫《拉丁語⾔和⽂化》的作者 Farrell，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拉丁

語在歐洲 18、19 世紀交會時，出現的「⽤途」分歧，⽽這⼀「分歧」

延伸入了當代。他說，學術和古代⽂獻中的拉丁語，已和「當代想像」

中的拉丁語，有了⼟壤和天空的分別。Harrison 也在⽂章內提到，這兩

者間最遠的距離，就出現在奇幻⽂學、⼤眾⽂化的領域裡，因為在此，

拉丁語儼然成了魔法的代⾔語。 

⽽ Pinsent 也指出，使⽤拉丁語，⽽非⾃⾏研發咒語的優勢在於，

可以使得書中的奇想世界不那麼「私⼈」。拉丁語的添加，得以使幻

想⽽出的世界既天⾺⾏空，又值得信服。騎乘掃帚和披上隱形⽃篷，

在我們此⽣是不可能了，但富進取⼼的孩⼦們若想熟習「咒語」，懂

得它們「為何」有此作⽤，卻簡單許多。 

⽽ Harrison 也認為，真實元素的置入，對於虛幻作品非常重要。

比起《哈利波特》裡的拉丁語，美國系列影集《魔法奇兵》⽤上了相

當⼤量的古代語⾔。由於這些語⾔的確存於世間，要想請觀眾們想像

角⾊們研讀這些古語們，可能性就⾼多了。也就是說，這⼀類作品，

藉由古代語⾔的置入，把「真實」偷渡入了「虛幻」。即使在《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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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兵》中，角⾊學習「蘇美語」的速度，迅速到簡直毫無道理。但至

少假想的角⾊們學習的，是⼀⾨真實存在的古語。再者，拉丁語是好

⼤⼀群現代歐洲語的祖先，於是由拉丁語編出的咒語，「聽起來」容

易符合歐洲讀者的想像，也順⽿許多。拉丁語夠神秘夠古怪，卻又尚

可辨認，還算合理（2010）。 

回到《哈利波特》的符咒，雖然⼤部分的咒語，都只衍⽣⾃拉丁

語動詞的第⼀⼈稱現在簡單式，諸如招喚咒（accio）、破⼼護

（protege）、復復修（reparo），但經由⼤量使⽤古⽼語⾔（盧恩⽂、

拉丁語、希臘⽂）為寫作材料，羅琳還是成功地給了讀者⼀種「巫師

世界與世隔絕，直至當代，都還⽤著⼈們棄之不⽤的拉丁語」的印象。

在 2008 年的訪談裡，羅琳也表⽰，她喜歡想像巫師們繼續在⽇常⽣活

裡，說著對麻瓜⽽⾔，早已死去百年的語種（Casarini, 2014）。 

於是或許，我們無需對於羅琳的「補丁拉丁語」（cod Latin）過

於苛責。畢竟，在活的語⾔裡，朝朝有新字，暮暮有新詞，只要說服

夠多的⼈和你⼀起 948794狂（2017 年的網路鄉民⽤語，直譯：就是⽩

痴就是狂），即可任意造出新的字詞。但，在死語⾔的領域裡，難度

卻⾼多了！除了過程曠⽇費時、麻煩至極，你還得說服⼀⼤票會搬出

顯微鏡，放⼤再放⼤檢視你語法規則的專家們（Steven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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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漫天的災禍，滅去了和遠古恐龍一樣壯麗的羅馬，留下了眨著

黑溜溜亮眼睛的小型哺乳類，慢慢地，悠黑世紀的哺乳類演化成

了文藝復興一般，既華美又繁複的美好現代（Ward-Perkins,	

2006）。	

第一節：研究發現	
在當代許多以魔法、巫術為基底的電影、影集、⽂學裡，觀眾們

常可在其中看到⼀⾨古代語⾔。在這些故事裡，這⼀⾨語⾔往往⼒量

強⼤，好像主⼈公們只要取得了⽤「這⼀⾨語⾔」寫下的符咒書，或

喊出了以「這⼀⾨語⾔」編出的咒語，就可以無往不利，有了「這⼀

⾨語⾔」的協助，他們可以復⽣死者、可以造就奇蹟，更可以使夢成

真。這⼀⾨語⾔，正是此篇論⽂的主題：拉丁語。 

在這⼀篇論⽂裡，筆者想找出這些編劇、作者們如此偏好拉丁語

的背後原因。如果僅是因為拉丁語很古⽼、很神秘，那為什麼編劇們、

作家們不選擇比拉丁語更古⽼、更神秘的古巴比倫語、古埃及語、蘇

美語呢︖想找出答案，我們就得往歷史裡探，但由於語⾔的⽣命週期

長，於是我們的歷史範圍也只能跟著拉長。 

時間的範圍將是這⼀篇論⽂的最⼤缺失，由於範圍⼤，於是難以

深入，我們僅能在每⼀段歷史區塊中稍作停留，抓出當時的⼤致景況。

想討論拉丁語，不能不先從羅⾺開始，因為不管拉丁語在後來的

⽇⼦裡，搖身⼀變成了教宗、學者，甚至⼩巫師們的語⾔，在最初的

⽇⼦裡，拉丁語就是羅⾺⼈的語⾔。書寫習慣⾸次出現在義⼤利半島

上，是西元前八百年左右的事。伊特魯斯肯⼈（Etruscans）在那時借

⽤了希臘⼈的字母表，寫下了⾃⼰的語⾔，不出兩百年，義⼤利半島

上的其餘⼆⼗幾⾨語⾔，也都依照此法，寫下了⾃⼰的語⾔。在拉丁

語盛⼤崛起前的義⼤利半島，共有三⼤語族，分別為： 

⼀、南部岸邊的希臘語族 

⼆、西北山區的伊特魯斯肯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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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南部平原的歐司侃語 

最後的歐司侃語是最重要的⼀種，研究古代語⾔的學者們⼤多認

定，歐司侃語（Oscan-Umbrian）就是拉丁語之前的義⼤利島標準語。

至於第⼀次出現在考古紀錄上的拉丁語，則出現於西元前六百年，那

是⼀件名為「好運刻辭」的陶器。雖然在西元前六百年就現了蹤跡，

拉丁語卻直到西元前四百年，都不算是個⼤語⾔。即使在拉丁語的出

⽣地：拉丁畝（Latium），拉丁語都有許多分枝，並不統⼀。 

扭轉了拉丁語（和羅⾺）地位的事件，是西元前264到146年的布

匿克戰爭（Punic Wars）。在東⽅的希臘城邦紛爭不斷時，羅⾺⼈悄悄

沿著河崛起，勢如破⽵，在西元前三百年統⼀義⼤利，西元前⼀百年

征占希臘，西元後⼀百年，羅⾺的勢⼒領⼟就超越了先前的所有古⽂

明。在布匿克戰爭後，羅⾺社會的本質從簡單的農業社會轉為奴隸社

會，共和也在此慢慢轉變為帝國，拉丁語也在四⽅征戰的過程中，漸

漸成了標準語。 

標準語的特性為：受統治的⼈們藉由學習統治者的語⾔，⽽拉近

⾃⼰和權⼒核⼼之間的距離。在羅⾺帝國成⽴後，羅⾺上層沒有強迫

省份裡的⼈們學習拉丁語，也沒有提供任何學習教材。但由於⼀切的

⾏政、官⽅⽂件，包括出⽣證明、死前遺囑等，都須以拉丁語寫成。 

再說了羅⾺，追根究底，就是⼀團軍事⼒量。 

拉丁語是軍團裡的指令語，許多當時的義⼤利青年參與了布匿克

戰爭，以及隨後的四⽅征服，這些年輕⼈們，都須學好拉丁語。⽽，

在帝國四境都有⼠兵⾛動的景況下，即使是不入兵籍的尋常⼈們，也

要時常⽿聞、習慣，學下或多或少的拉丁語。 

正規教育的部分，學校也清⼀⾊地使⽤拉丁語（再⾼級花俏⼀點

的教育，則使⽤希臘⽂）。城鎮當中的⼈們也許在幾代之間，就成了

「說拉丁語者」，鄉村地區的⼈們也許得以保留⾃⼰的語⾔習慣久⼀

些，但到最後，因為基督教的盛⾏，也不得不學起拉丁語。 

在第⼆世紀結束以前，拉丁⽂就已經成為了極致尊榮的義⼤利語

⾔，⽽學好拉丁⽂的壓⼒，更是深入了義⼤利島的每⼀個角落。在這

壓⼒的影響之下，地區性的⼩語⾔，⼀個⼀個死去，或至少，不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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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諸⽂字，有⼀些語⾔在西元前⼆世紀苟延殘喘，勉強維持了⾃⼰的

重要性，但這些語⾔到了西元前⼀世紀，也就全部消失在書寫⽂件裡

了。在歷史上，我們再也找不到這些語⾔的蹤跡。以上總總因素，加

上羅⾺的強盛，古⽼的城邦貴族們，也紛紛丟掉了⾃⼰的原⽣認同，

學起了拉丁語，以此向羅⾺靠攏。於是，先前提到過的西北山區的伊

特魯斯肯語族、中南部平原的歐司侃語在西元前80年之後，就全都失

去蹤跡，不再被使⽤，也沒有留下任何語⾔的後代。 

西元 476 年，蠻族入侵，西羅⾺帝國滅亡，但拉丁語卻活了下

來。蠻族的語⾔雖有書寫系統（哥德語），但卻難以取代拉丁語在⾏

政、經濟上的地位。於是蠻族雖在武⼒上征服了羅⾺，在⽂化上，卻

反倒是拉丁語征服了蠻族。蠻族入侵後，識字率⼤幅下降，羅⾺商⼈、

軍團不再四處⾛動，原先的羅⾺帝國領⼟內的⼈們不再向彼此⾛去，

莊園經濟⾃成天地，知識的傳授幾乎只在⼀個地⽅留了下來，這地⽅

正是修道院。 

在西元六百年左右，⼈們⼤多尚可以古典語法⾏⽂書寫。在西元

七百年左右，從留下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看出，⼈們依舊想⽤古典拉

丁語著述，但卻⼼有餘⽽⼒不⾜。在西元八百年時，法蘭克⼈查理曼

⼤帝欽點了⼀場⼩拉丁語復興，在這⼀場⼩⽂藝復興後，拉丁語正式

地被「法典化」，拉丁語被視為最好的語⾔。查理曼⼤帝雖⽴意良善，

但「法典化」⼀⾨語⾔的直接後果是，⼈們刻意迴避在拉丁語上再造

成任何變動。對於應該隨著時代變動的「語⾔」⽽⾔，停⽌改變無疑

是對⼀⾨語⾔判了死刑。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西元後⼀千年後，拉

丁語就不再能稱得上是⼀⾨語⾔，⽽是⽂化符號。 

在中世紀以後，因其死語⾔特性，⼀代代的學童們哀聲怨道，盧

梭、海涅、邱吉爾等⼈都曾和拉丁語有深深的過節。拉丁語在那時，

⼤多被形容為代達羅斯的迷宮（⽽且沒有阿利阿德尼線）。雖然孩童

反應強烈，⼀代代的⼤⼈卻不願放棄，他們提出了許多原因，諸如：

唯有以原⽂閱讀拉丁語，才能體會世紀初的浪漫、拉丁語為許多現代

語⾔的共祖，不認識祖先就直接學習法⽂，那不就在語⾔學上成了撿

來的孩⼦，以及，學習拉丁語是最好的智⼒訓練。學者認為，⼗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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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紀的掙扎，有點類似青少年在脫離⽗母⽻翼前的焦慮，因為那

時許多現在語⾔皆出場了，且正慢慢接⼿拉丁語在各領域的角⾊。 

待到現代語⾔接⼿了拉丁語的角⾊後，拉丁語是愈來愈神秘了，

和咒語之間也有愈來愈多的相似處。它倆都需要維持⼀字不動，斯拉

夫⼈曾致書教廷，請求把聖經⽂本從拉丁語翻譯成斯拉夫語的可能性，

但卻被當時的教廷拒絕，原因是若⼈⼈都能懂得聖經，那或許聖經就

比較不會受到敬重，或是做了錯誤的解釋。 

到了現代，身為⼀⾨死去的語⾔，拉丁語的死後⽣命其實非常精

彩。我們可以把臉書的系統語⾔設定為拉丁語，前⼀任的教宗在下任

時出乎眾⼈意料外地，⽤拉丁語做了最後的演說，這使得⼀位名為

Giovanna Chirri的記者聲名⼤噪，因為她是現場唯⼀⼀位懂得拉丁語的

記者，⼀⼤堆歐美名流喜歡使⽤拉丁語寫成的刺青，更不⽤提我們的

《哈利波特》全系列裡的魔法咒。 

雖然羅琳的拉丁語，往往是簡單的名詞，或第⼀⼈稱現在簡單式

的動詞，但她還是⽤她的⽅式，賦予了古⽼語⾔新⽣命，且讓古⽼語

⾔再⼀次回到了世間。 

在西德作家⿆克安迪的《默默》（Momo）⼀書裡，⼀群孩⼦們

在廣場上玩暴風⾬遊戲，卻真的招來了驟⾬。扮演科學家的⼩孩甲在

使⽤了扮演⼟著的⼩孩⼄提供的⽅法後，就真的擺平了暴風⾬裡的怪

獸。為什麼你要相信⼟著的話呢︖其他的⼩孩詢問科學家，科學家回

答，「⼀開始就存著偏⾒是不⾏的啊，因為喔，在撲朔迷離的神話裡，

往往隱藏了最鐵證如山的現實。」 

經由青少年⼩說《哈利波特》，我們瞥⾒了躲在故事後⽅的專屬

於西⽅⽂明的堅固現實，我們需要對於拉丁語有⼀定的理解，因為拉

丁語不只是羅⾺⼈的語⾔，如果缺乏對於拉丁語的理解，⼤篇幅⼤篇

幅的歐洲歷史都是半透明⽽難以解讀的（Kronenberg & Leonhardt, 2013, 

p.285）。在閱讀許多和拉丁語相關的⽂獻時，我也讀到了許多學者的

登⾼⼀呼，他們認為，即使到了現在，其實仍有⼤量的古代語⾔⽂獻，

困於各地的博物館、圖書館內，等著⼈們來破解它們的久遠秘密。對

於古代研究，⼈們往往有的誤解是，「全部的」重要歷史⽂本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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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受了分析、受了翻譯，但這⼀想法⼤錯特錯。學者們認為，其實

還有許多智慧，受困於無⼈能懂的拉丁⽂本裡，沒有被讀到的希望。 

在《哈利波特》裡，我們可以看到羅琳發揮了無比的想像⼒，重

新改造拉丁語，給予拉丁語新⽣命。但在此同時，也可以聽⾒許多研

究拉丁語的學者，在網路上、⽂章裡，質疑羅琳的拉丁語「到底為什

麼如此糟︖」對於這⼀點，研究拉丁語的學者們和《哈利波特》的粉7

絲們，⾃是眾說紛紜，各有各的想法，有⼈說羅琳寫《哈利波特》又

不是為了討好古典學者，有⼈說羅琳已經在⼩說裡提到，她筆下的巫

師世界，是在⼗七世紀末時，和「麻瓜社會」分開，在⼗七世紀時，

拉丁語當然早就不是古典拉丁語，⽽比較接近通俗拉丁語。通俗拉丁

語如果在語法、⽤法、字彙上，和古典拉丁語有所出入，這也是理所

當然的，不是嗎︖ 

但也或許，我們不該對於羅琳的「顛覆」有過⼤的反應。畢竟，

拉丁語之所以會逐漸成為死去的語⾔，正是因為⼀代⼀代的學者，對

於拉丁語「就應該停留在最初的模樣」這⼀回事，過於固執。於是拉

丁語才會慢慢失去新的字和⽤法，慢慢成為⼀⾨化⽯語⾔。 

經由《哈利波特》，在艾希特⼤學（University of Exeter）雙修法

語⽂學、古典學科的羅琳的確「顛覆」了拉丁語的當下狀態。她⽤她

⾃⼰的想像⼒，給拉丁語鑄造了許多新詞（neologism），她使得垂垂

⽼矣的拉丁語，有了復古童話的繽紛⾊調。經由《哈利波特》，愈來

愈多的⼩孩想學學看拉丁語，但是《哈利波特》的魅⼒，真的有辦法

使得當代的⼩孩，熬過⼀堂⼀堂的拉丁⽂課程嗎︖ 

或許最終，還是要回到 Kronenberg 的那⼀句話（p.71）他相信，

拉丁語正在經歷⼀次重要的分⽔嶺，也許拉丁語會像中世紀時的希臘

語，全然受⼈們遺忘，但也有可能因為拉丁語不再是必修的語⾔課程，

⽽脫離古⽼、陳舊的刻板印象，再次回到當代孩⼦的⼼⽬中。至於拉

丁語事不是有辦法，因為在當代的電影⽂學中的「魔法」地位，就成

功地起死回⽣，再次成為⼀⾨活的語⾔，我們只能靜待觀察了。 

 網路資料：http://www.hogwartsprofessor.com/mailbag-why-is-the-latin-in-harry-potter-so-7

lousy/

 120

 



到了光亮的現代，許許多多的古代語⾔都消失了，跌出了⼈們的

記憶界線。但沒關係，因為至少悠古幽秘的拉丁⽂還住在夢的隔壁、

魔法和奇蹟的旁邊，還有電影的裡⾯，每有⼀個新的故事產⽣，每有

⼀道新的咒語⽤（即使是補丁處處的）拉丁⽂寫成，神秘、魔法和對

於上⼀個世代的記憶，就在我們⼼底，悄悄地再睜眼，醒來⼀次。 

第二節：後續研究建議	
就時間範圍上來看，此篇論⽂非常不典型。但由於題⽬的特殊性，

又使得筆者不得不由歷史途徑探討拉丁語的當代地位。但由於歷史範

圍過於廣⼤，這篇論⽂也不免要犯下難以深入的錯誤。若在未來，有

⼈欲從事相似的研究，筆者建議，或許可以去除⼀切歷史，專從讀者

的⼼態出發，或許能以⼤量的歐語母語者作為標的族群，輔以⼤量問

卷，找出以各種不同古代語⾔寫成的咒語，在讀者⼼⽬中的觀感。這

或許會是另⼀條精彩的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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