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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冰與火之歌》譯本論爭為出發點，思考奇幻文學翻譯風格問題，

聚焦於簡繁奇幻文學譯本之翻譯差異。首先檢視喬治‧馬丁的奇幻美學以及他在

奇幻文學界的地位，接著回顧《冰與火之歌》之出版狀況。藉由梳理奇幻文學翻

譯策略研究和簡繁譯本研究作為研究基礎，本研究採言談分析檢視文本的方言、

語域問題，並從奇幻文類特色和作者創作風格思考簡繁譯本策略。 

研究發現，方言趣味有不可譯的問題，內容和形式權衡之下，簡繁體譯本皆

採意譯策略，文字趣味逸失。狀聲詞則多直譯處理，兩岸譯文各有各的趣味；繁

體的非標準方言譯文節奏處理稍嫌工整，應避免整齊劃一的四字格；當代次文化

語彙進入譯文可能會讓讀者「出戲」，導致時空錯置，干擾讀者閱讀奇幻文類。

語域分析展現中西文化差異，牽涉社會文化符碼的詞語使用應避免文化大雜燴。

就翻譯奇幻文類中較正式的語言而言，簡體譯本的語言較繁體靈活許多，文字節

奏較為明快、文言文造詣在繁體之上。奇幻語言特色方面，譯者應避免邏輯謬誤，

甚至因不察而打破作者之安排。總結來看，譯者對奇幻文類特色是否熟稔、對於

讀者群的想像與掌握程度，都會影響奇幻文學翻譯的產出及接受狀況。 

 

關鍵詞：奇幻文學、《冰與火之歌》、喬治‧馬丁、譯本比較、言談分析、方言、

語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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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eorge R. R. Martin’s A Storm of Swords: A Song of Ice and Fire, Book 3. Hailed as 

the century’s master writer of fantasy literature, George R. R. Martin has carved out a 

unique and extraordinary place for himself in the genre. Starting with the reception of 

the series’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s, this research delves into the potential 

stylistics issues relevant to translators, and looks at comparison research of 

Simplified/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s as well as studies on translating fantasy 

literature. This study then bases its research on these findings and results to center on 

relevant key issues including discourse analysis, dialect and register analysis, and 

translating strategies that specifically consider the importance of genre features.  

Dialect and register analysis reveal problems of untranslatability in conveying 

language uniqueness at the dialect level. Non-standard dialects are best not presented 

with excessive language devices such as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Incorporating contemporary sub-cultural and Internet usage in fantasy literature may 

yield unfavorable results—namely, anachronistic elements may disrupt the reading 

process and thus hamper the joy that fantasy literature promises. In terms of 

translating into formal regist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or 

excels in employing classical Chinese to artistic effect. Multilingual aspects of fantasy 

literature demand that translators be wary of logical fallacy and be cautious not to 

tread on the suspense and techniques devised by the writer. Overall, the Simplified 

Chinese rendition is more versatile and enjoyable, with a variety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t the translator’s disposal. This study holds the view that an in-depth 

inquiry into the features of fantasy literature and readership will offer insight into the 

critical criteria that serve as better indicators for superior renditions.  

 

Key words: Fantasy literature, A Song of Ice and Fire, George R. R. Martin, 

translation comparison, discourse analysis, dialect, register 

 



iii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喬治‧馬丁的奇幻美學........................................................................ 3 

第三節 《冰與火之歌》出版歷程.................................................................... 6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論文架構.......................................................................... 10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1 

第一節 簡繁譯本研究...................................................................................... 11 

第二節 奇幻文學翻譯研究.............................................................................. 13 

第三節 小結...................................................................................................... 16 

第三章 言談分析...................................................................................................... 17 

第一節 方言分析.............................................................................................. 18 

第二節 語域分析.............................................................................................. 37 

第三節 小結...................................................................................................... 54 

第四章 奇幻文類特色與寫作風格.......................................................................... 56 

第一節 奇幻文學探源...................................................................................... 56 

第二節 奇幻文類特色與寫作風格.................................................................. 59 

第三節 奇幻文學與多語文本.......................................................................... 77 

第五章 結論.............................................................................................................. 85 

參考文獻...................................................................................................................... 88 

 

 

 



iv 

表次 

表 1：原文出版資訊..................................................................................................... 7 

表 2：繁體舊版資訊..................................................................................................... 8 

表 3：繁體新版資訊..................................................................................................... 8 

表 4：簡體出版資訊..................................................................................................... 8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冰與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系列鉅著出自奇幻文學大師喬治‧

馬丁（George R. R. Martin）的手筆，風靡全球奇幻文學迷，可譽為「二十年來

最偉大的奇幻小說」1。從 1996 年出版首部曲至今，該系列作品在全世界的銷售

量已突破六千萬本，譯入超過四十五種語言。2011 年，《時代雜誌》（Time）將

喬治‧馬丁列入全球一百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成為唯一一位以奇幻作家身分

入榜的人物。同年，《冰與火之歌》改編電視影集《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

2於 HBO 上映，立刻轟動全美，馬丁的聲望更是如日中天，奠定他在奇幻文學界

的崇高地位。 

 

《冰與火之歌》這樣一部暢銷奇幻大作，無論是原著、譯著、改編電視劇或

其衍生商品，在台灣同樣備受矚目。然而，部分國內讀者針對台灣譯本的翻譯品

質提出尖銳的批評，引起筆者進一步了解的研究興趣。讀者評論有褒有貶3，也

有持平看法。在筆者看來，在這一片翻譯品質堪憂的聲浪中，最令人詬病的翻譯

問題，首推伊格黎（Ygritte，簡體版譯耶哥蕊特）此一關鍵角色經典台詞的「劣

譯」。不少讀者指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下單預購，或是看在第一部名譯

者的份上才咬著牙買書；但同時也有讀者心生感激地表示，端賴網友提供關鍵性

的評價，才毅然決定「另闢蹊徑」，從繁體新版更換譯者的第三部曲開始，頭也

不回「棄繁從簡」──入手新版簡體譯本。 

 

從諸多讀者評論中，筆者發現無論是針對簡體還是繁體版本，都有人認為翻

                                                 
1 引自譚光磊撰寫的《冰與火之歌第一部：權力遊戲》中文版導讀：〈殘酷華麗的奇幻美學：喬

治‧馬丁與《冰與火之歌》〉，2011，頁 6。 
2 該影集自開播起，每年在象徵美國電視界最高榮譽的艾美獎獲多次提名，2015 年於第 67 屆艾

美獎獲得最佳影集、最佳導演、最佳男配角以及最佳編劇四項大獎。 
3 人名未統一、同一系列小說卻更換書背、出版社對已擁有舊版譯本之讀者並未提供優惠購書方

案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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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風格不過是「個人好惡」、「各有所好」。這樣的翻譯風格接受觀，筆者認為是

一種泛泛之論，是把「風格」二字看作萬用公式，而忽視了翻譯風格有其研究之

必要。譚光磊4曾針對翻譯風格提出個人見解： 

 

 身為前兩部冊譯者，我不認為《冰與火》一定非自己的風格不可——有人偏

 好我的文字，也有人不喜歡。文字是很「幽微」的，難說誰好誰不好（譚光 

磊，2013）。 

 

針對譚氏如此公開謙虛地表述譯者觀點，筆者認為此舉除了尊重讀者喜好、

承認譯者風格各有千秋以外，也點出了翻譯風格論斷之難5。 

 

綜合以上初步觀察，筆者希望藉由本研究打破「套公式」、「各有所好」的思

維框架，以檢視、分析簡繁譯本之差異與翻譯策略做為譯本比較之依歸。筆者擬

歸納整理既有相關研究，包括簡繁譯文比較研究和奇幻文學翻譯策略研究，並結

合奇幻文學文類特色論述，用於比較兩岸譯本的遣詞用字、句構、文法、篇章結

構，乃至於文體類型，以提供考量較為全面且具有一定客觀判準的譯文比較分

析。 

  

                                                 
4 譚光磊，筆名灰鷹（Grayhawk），1979 年生，台大外文系畢，台大外文所肄業，熱衷於遊戲與

奇幻文學，為知名的「灰鷹巢城」部落格格主。2004 年起從事圖書版權代理工作，2008 年創辦

光磊國際版權公司，近年來致力於行銷台灣文學英譯於國際。譚光磊為《冰與火之歌》前兩部曲

譯者暨書系總策劃。 
5 此外，筆者以為譯者現身說法，向讀者表達對翻譯的想法，應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譯者

主動「現形」談論翻譯，讓讀者意識到譯者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帶動具有建設性之翻譯討論，也

應有助於譯者地位之提升與翻譯專業化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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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喬治‧馬丁的奇幻美學 

一、作者生平 

 喬治‧馬丁（George R. R. Martin）出生於 1948 年 9 月 20 日，出生地是美

國紐澤西州貝約恩市（Bayonne）年輕時期便大量閱讀並開始創作，寫怪物故事

給鄰居小孩看，賺點零頭。就學期間愛上看漫畫，也開始創作漫畫書故事，參與

漫畫年會；1965 年，他以超人為主題寫的漫畫書故事獲得漫畫迷大獎艾利獎

（Alley Award）肯定。馬丁先後於 1970 年和 1971 年在伊利諾州的西北大學取得

新聞學學士和碩士。曾擔任英文寫作和新聞寫作講師、駐校作家，1979 始辭職

投入全職寫作生涯。 

 

 馬丁曾在好萊塢創作電視劇作，1987 年擔任《迷離時空》（The Twilight Zone）

編劇、《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編劇和製片。馬丁也有自己的電視

劇作和試播片劇本創作，但有一段時間曾因作品未受採用，且寫作受限於電視劇

影集長度和預算而備感挫折。電視劇劇本寫作限制讓馬丁無法施展拳腳，寫出他

心目中的人物角色和戰鬥場景，始萌生回歸小說，寫作長篇奇幻小說的動力。馬

丁幼年受到托爾金（J. R. R. Tolkien）啟發，很早就有創作長篇奇幻作品的想法。 

 

馬丁創作不懈，是當代美國知名作家，擅長科幻、奇幻、短篇小說、電視劇

作等文類創作，曾獲科幻小說大獎「雨果獎」、「星雲獎」、「世界奇幻文學獎」、「軌

跡獎」等。2005 年，Lev Grossman 於《時代雜誌》將馬丁媲美為「美國的托爾

金」。 

 

馬丁現年 67 歲，居住在新墨西州聖塔菲（Santa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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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冰與火之歌》特色與評價 

《冰與火之歌》為一部史詩奇幻（epic fantasy）作品，喬治‧馬丁從 1991

年開始創作這部作品，1996 年出版第一部。原先計畫為三部曲，後來則調整為

一系列共七冊的鉅著。該作品享譽全球，好評如潮。亞馬遜網路書店如此評價《冰

與火之歌》： 

 

喬治‧馬汀細膩真實的世界，栩栩如生的人物，複雜但井然有序的情節，以

及美麗異常的文字，無怪乎被《軌跡雜誌》譽為「成就遠超過其他同類型作

品」。6 

 

 國內知名奇幻文學譯者譚光磊表示，《冰與火之歌》無疑是當代公認「二十

年來最偉大的奇幻小說……一個複雜黑暗、殘酷華麗的文學典範。」7馬丁以前

所未見的手法創作奇幻文學，徹底扭轉了一般人以為奇幻文學不脫「劍與魔法」

（sword & sorcery）的刻板印象。作者長久以來鍾情於歷史小說，但時常為該文

類必須依據正史寫作，人物下場和故事結局早已為讀者知曉而感到困擾。為突破

歷史小說的限制，馬丁善加利用奇幻文學超脫現實的特色，揉合歷史小說素材寫

作，架構出一個有真實歷史事件影子的架空世界。馬丁的創作靈感包括英國十五

世紀爆發的薔薇戰爭（War of the Roses）8、歷史小說《薩克遜英雄傳》（Ivanhoe），

以及背景設定在法國中古世紀的《被詛咒的國王》9（Les Rois Maudits）10。 

 

整部小說乍看之下是「描寫宮廷政爭的歷史小說」11，超自然元素僅只是若

隱若現，以隱諱不明的形式存在。少量的奇幻元素如同畫龍點睛，增添敘事的趣

                                                 
6 出自 https://www.amazon.com/Game-Thrones-Song-Fire-Book/dp/0553386794。 
7 出處同註 1，頁 5。 
8 百年戰爭之後，英國兩大家族──約克（House of York）和蘭開斯特（House of Lancaster）為

爭奪王位繼承權而陷入敵對關係，彼此征戰達三十餘年。兩個家族分別以紅玫瑰和白玫瑰為標誌，

史稱薔薇戰爭。 
9 另譯《宮廷恩仇記》。 
10 出自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6824993。 
11 出處同註 1，頁 5。 

 

https://www.amazon.com/Game-Thrones-Song-Fire-Book/dp/055338679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682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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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與神祕感。《冰與火之歌》採視點人物寫法12，人物包括貴族成員、騎士、侍

衛、庶民、叛徒、野人等，主要從要角視點敘事，大幅提高小説的可讀性。馬丁

著重於人性刻劃，從貴族到庶民無分貴賤，各個角色都塑造得相當成功，很容易

引發當代讀者強烈的共鳴。 

 

作者在第三部曲一書開頭的〈時序說明〉（A Note on Chronology）表示，敘

事皆採人物視角寫作，而不同人物間彼此的距離可能有千里之遙；每一章節描述

的事件發生或短至一個小時，或長至半年。這樣的敘事法使得每一冊之間的時序

交疊。因此，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一方面可能會發現書中角色正在談論一些「已

經」發生的事件，但得讀到後續章節才會理解前面章節未闡明的箇中原因；另一

方面，讀者也可能讀到某個「已經」發生的事件，事實上同一時間正在另一地上

演。換言之，敘事的時間框架富有彈性，容許時空交錯，大幅添增故事的複雜程

度，也有助於塑造多層次的角色。隨著不同人物視角的交織糾纏，讀者得以認識

彼此間衝突的角色，其各自思考的過程和內心中的掙扎。原先乍看之下黑白分明

的事件，藉由認識兩方說詞和多方視角，更深一層的人性向度得以彰顯。 

 

三、作品設定與故事梗概 

《冰與火之歌》為一部史詩奇幻作品（epic fantasy），故事發生在虛構的維

斯特洛大陸（Westeros），七大公國（The Seven Kingdoms）之中各貴族家庭彼此

爭權奪利，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故事情節鋪陳緊湊，精彩非凡。各大公國各有

盤算，政治算計暗潮洶湧，瞬息萬變的敵友關係引發一連串情節轉折，呈現家族

林立、人物繁多紛雜的樣貌，精彩刺激。《冰與火之歌》的四季長度可長可短，

人的一生中可以經歷過的四季並不多。背景設定為仿中古歐洲封建制度、以王為

尊的時空，不乏王公貴族、騎士、女士等浪漫傳奇故事（romance）要素。，闡

釋或顛覆的價值觀包括騎士精神（chivalric code）、童話故事（fairy tale）等。 

 

                                                 
12 視角（point of view，簡稱 POV）一詞為文學術語，視角決定敘事觀點，共可分為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第三人稱（或稱全知觀點）三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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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與火之歌》的人物甚為龐雜，致使劇情發展分頭進行，主線分支數量多

且發散，但馬丁極為擅長吊人胃口（cliffhanger）的敘事，讀者即便在閱讀的過

程中因為角色名稱又多又雜而昏頭轉向，仍從中得到閱讀的樂趣。此外，作者安

排主要角色的生死也時常出人意表，有時可說是絲毫不手軟，這對於廣大讀者而

言更是全新的體驗，增添閱讀的懸疑與刺激感。 

  

 本研究主要研究文本為小說第三部《刀劍風暴》（A Storm of Swords）。故事

劇情始於第二部《列王紛爭》（A Clash of Kings）敘事結束的時間點往前推一些。

維斯特洛大陸仍然陷於五王之戰（The War of the Five Kings）的紛爭，五方勢力

各自運籌帷幄，展開政治與軍事鬥爭。在此同時，北方長城外的塞外之王曼斯‧

雷德帶領野人大軍南下逼近長城，僅有勢單力薄的守夜人軍團駐守城牆。塔格利

安家族的丹妮莉絲持續在東方大陸征服奴隸城市，並往潘托斯貿易城邦前進。 

 

第三節 《冰與火之歌》出版歷程 

《冰與火之歌》故事架構極為龐大，該系列作品出版歷程橫跨近二十個年頭；

中文譯本方面則分成了簡繁體中文版，繁體版又因再版而區分新舊版。筆者擬以

此節爬梳原作與中文譯本出版狀況，整理做為讀者之參考。 

 

一、英文原作 

原文首部曲《權力遊戲》於 1996 年出版，一開始並未受到矚目，僅少數讀

者關注這部作品，連作者親自宣傳也效果不彰。馬丁於 2011 年出版第五冊，從

第一冊至今創作歷程近二十年，仍有兩部作品尚未完成。依據作者安排，第四冊

和第五冊實際上為同一本書──唯篇幅過長而拆成兩本。因此，馬丁特別指出這

兩本書的敘事主要是以地理疆界作為分野，並不一定代表時序上是第四冊先、第

五冊後。13 

                                                 
13 出自 http://www.adriasnews.com/2012/10/george-r-r-martin-interview.html?spref=tw。 

 

http://www.adriasnews.com/2012/10/george-r-r-martin-interview.html?spref=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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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從前三冊到第四冊和第五冊，期間出版時程拉得特別長，廣大粉絲讀者

怨聲載道，無不希望作者盡快完成這部奇幻鉅著。部分粉絲因為不耐久待，甚至

去信謾罵作者，要求他停止拖稿、專心寫作，令馬丁相當不悅。同為美國奇幻作

家的尼爾‧蓋曼（Neil Gaiman）為馬丁抱不平，在部落格上為文批評讀者漠視

作家權益，強調作家並非受雇於讀者的員工，讀者唯有耐心等待，別無他法。14

作者強調已經盡可能排出時間寫作。出版商與作者至今未訂定第六部曲出版日

期。 

 

表 1：原文出版資訊 

英文書名 原文出版日期 

A Game of Thrones 1996 年 8 月 

A Clash of Kings 1998 年 11 月 

A Storm of Swords 2000 年 8 月 

A Feast for Crows 2005 年 10 月 

A Dance with Dragon 2011 年 7 月 

The Winds of Winter N/A 

A Dream of Spring15 N/A 

 

二、簡繁體中文版 

 《冰與火之歌》原文出版歷程橫跨十五個年頭，前三部曲出書皆間隔兩年，

但第四本書耗時五年，第五本更間隔六年之久。中文世界與《冰與火之歌》奇幻

世界的邂逅，最大功臣是譚光磊，他推薦這部作品給台灣高寶出版社，也接下翻

譯作業，此即為《冰與火之歌》在兩岸歌頌流傳的開端（賴國峰，2004）。 

 

 《冰與火之歌》在台灣共有兩個譯本，分別由高富出版社和高寶出版社翻譯

出版。162001 年至 2006 年由高富出版社出版第一冊到第三冊譯本，舊版前三部

曲皆各自分成三冊，共九冊，直到第四部曲才以一套三冊出版；舊版第四冊以及

新版皆由高寶出版社出版。 

                                                 
14 出自 http://journal.neilgaiman.com/2009/05/entitlement-issues.html。 
15 原訂標題為 A Time for Wolves。 
16 高富出版社為高寶出版社子公司。 

 

http://journal.neilgaiman.com/2009/05/entitlement-iss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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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光磊為新舊版前兩部曲主要譯者，後陸續轉由其他譯者接手。高寶出版社

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除了重新出版前四冊以外，另翻譯出版馬丁耗時六年才完成

的第五部曲。對於舊版讀者而言，從舊版第四冊 2006 年出版到 2014 年第五冊繁

體新版出書，足足等待了八年之久，甚為漫長。 

 

表 2：繁體舊版資訊 

書名 出版年月 譯者 

《魔幻冰原》、《魔宮驚夢》、《絕地接觸》 2001 年 12 月 譚光磊 

《風雲變色》、《腥風血海》、《兵臨城下》 2003 年 3 月 譚光磊、王欣欣 

《烈焰餘溫》、《風雪寧靜》、《劍雨風暴》 2005 年 3 月 鄭永生、林以舜、張倩茜 

《群鴉盛宴》 2006 年 8 月 楊立強 

 

表 3：繁體新版資訊 

書名 出版年月 譯者 

《權力遊戲》 2011 年 7 月 譚光磊 

《烽火危城》 2012 年 4 月 譚光磊、王欣欣 

《劍刃風暴》 2013 年 4 月 微光、蔣鏡明 

《群鴉盛宴》 2014 年 2 月 廖素珊 

《與龍共舞》 2014 年 2 月 陳岳辰 

 

2005 年，中國譯者屈暢與譚光磊接洽，希望引介《冰與火之歌》給中國讀

者，譚光磊接受了這項提案，並協助提供自己的翻譯手稿做為參考。重慶出版社

陸續於 2005 年至 2013 年完成一到五部曲的翻譯。前兩卷書主要採用譚光磊的翻

譯，交由屈暢編修；屈暢則參與了全部五卷的翻譯。其餘卷的譯者包括胡紹晏（卷

二至卷四）、趙琳（卷五）。 

 

表 4：簡體出版資訊 

書名 出版年月 譯者 

《权力的游戏》 2005 年 5 月 譚光磊、屈暢 

《列王的纷争》 2006 年 1 月 譚光磊、屈暢、 

胡紹晏 

《冰雨的风暴》 2007 年 1 月 屈暢、胡紹晏 

《群鸦的盛宴》 2008 年 9 月 屈暢、胡紹晏 

《魔龙的狂舞》 2013 年 1 月 屈暢、趙琳 

 

 



9 

三、譯者簡介 

 本研究主要文本為《冰與火之歌第三部：劍刃風暴》，故以下僅介紹第三部

簡繁體新版譯者： 

（一）、繁體版譯者 

微光 

奇幻小說與遊戲翻譯，熱愛奇幻文學與 TRPG。譯作包括《諸神之城：伊嵐

翠》、《Beasts！幻獸圖鑑》等。為第三部曲主要譯者。 

 

蔣鏡明 

一九八三年開始接觸 Apple II 個人電腦，自此便與電子遊戲、奇幻與科幻的

異想世界結下不解之緣。翻譯是第二專長，曾為上百款遊戲說明手冊與中文化譯

者，也曾譯著多部奇幻小說；現職為網站媒體主管。第三部翻譯負責章節：艾莉

亞、凱特琳、瓊恩。 

 

（二）、簡體版譯者 

屈暢 

1982 年出生於重慶，喜愛歷史、文學，畢業於四川大學文藝復興專業研究

生，現任職於《科幻世界》雜誌社。 

 

屈暢是重慶出版社新舊兩版《冰與火之歌》翻譯之一，資深幻想文學編輯和

歷史愛好者，冰與火之歌忠實讀者，龍騎士城堡「冰火」區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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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紹晏 

胡绍晏：1974 年出生，1992～1996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1998

年留学新加坡国立大学；2000 年获得工程硕士学位。已经出版的奇幻翻译作品

有短篇：《沙魔法》和《仙子手袋》，另外有两篇将要出版的科幻短篇译作：《流

浪农场》和《呼唤你的名字》。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論文架構 

《冰與火之歌》中文版翻譯引發爭議，筆者觀察讀者的批評聲浪主要針對第

三部曲《劍刃風暴》。由於該冊受到最為激烈與廣泛的討論，故筆者選擇第三部

曲為主要研究文本，後續章節之文本分析和舉例皆取自該冊；另因論文篇幅有限，

筆者僅簡要提及目前已出版之其餘四冊作品，不探討翻譯相關問題。 

 

本研究發想涉及網路蒐集之讀者投書，包括閱讀心得與評論，參考來源包括

網路論壇、部落格、BBS 討論區（PTT: Fantasy）等，資料豐富廣泛卻皆取自網

路平台。礙於網路言論之特性，無法核實網路言論之作者身分，無從量化分析讀

者意見，筆者僅以讀者觀點作為譯文分析之參考論述，主要研究重心將放在譯文

比較分析上。 

 

 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簡述研究動機、背景、原文與譯本出版史；第

二章文獻回顧，檢視既有簡繁譯本研究與奇幻文學翻譯策略研究；第三章言談分

析，分為方言分析和語域分析兩部分；第四章奇幻文類特色與寫作風格；第五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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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第一節回顧現有的兩岸譯本研究，第二節檢視相關奇幻文學翻譯策略研

究，第三節探討言談分析與翻譯相關研究論述，最後小結統整文獻之研究成果，

檢視潛在研究缺口，以確立本研究之定位與研究方向。 

 

第一節 簡繁譯本研究 

 顏禎岑（2014）以弗米爾的目的論和諾德的忠誠原則為綱，討論兒童文學《哈

比人》兩岸翻譯策略異同點，比較生動敘述、形象化表達、疊字、重覆、排比、

習慣用語、韻律等語言特色，分析兩岸譯者翻譯策略。結論指出，整體而言簡體

版比繁體版更貼近忠誠原則。筆者持相同看法，並認為簡體版較擅長上述之語言

修辭，表達方式更靈活，較能吸引讀者，故簡體譯本之語言特色值得一探。 

 

 彭臨桂（2009）使用語料庫軟體比較兩岸小說的譯文。量化方法分析句長、

相異詞比率、常用詞覆蓋率。句長比較顯示台灣譯者考量語氣，比較不會緊貼原

文，能譯出更為連貫的句子，標點符號使用也較有彈性，用字也較簡潔。大陸譯

本比台灣譯本更容易出現長句，尤其是二十字以上的長句；台灣譯本的短句則較

大陸譯本密集。相異詞高低部分則是台灣譯本高於大陸譯本，即繁體譯文用字遣

詞較為豐富多變。常用詞覆蓋率的分析則可看出「簡體常用字重複出現的情況比

繁體字譯文還多」（頁 31），可見繁體譯者文字風格較簡體譯者多變。質化方法

部分檢視語氣詞、連結詞、西化現象。語氣詞分析看出簡繁體使用的語氣詞有同

有異，如「麼」、「嘍」為簡體特有；「喔」、「耶」、「唔」、「哇」則為繁體特有。

連結詞部分顯示繁體連接詞使用高於簡體，繁體明朗化現象也比簡體突出，且部

分連接詞僅台灣使用，如「如果」、「雖然……但……」。西化現象則是指「的」、

「它」、「們」字詞過度使用導致句子冗長累贅。研究者發現兩岸使用「的」字習

慣雷同，但簡體「的」連用句型遠高於繁體，連用二到五次皆有。「它」字兩岸

皆用，但大陸使用次數遠高於台灣，研究顯示為兩倍左右，呼應賴慈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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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它」、「它們」用詞的估算。「們」字研究顯示，繁體譯者不會每逢複數就

使用「們」，而會尋求其他適合譯法，但簡體譯者則時常直接套用。總結來看，

彭臨桂的研究提供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與數據，描述繁簡語言差異的潛在趨勢，

有助於研究者思考其他兩岸譯本的語言狀況。 

 

 林佩蓉（2004）比較《哈利波特》簡繁譯本各類詞彙翻譯策略，包括音譯、

直譯、歸化、異化等等，並輔以字源學、文化背景知識解析譯法。研究者彙整諸

多名詞，聚焦討論字詞和句子層次的翻譯，如人名、動物名、地名、咒語命名等，

並將簡繁翻譯列表對比，討論和分類皆甚為龐雜。結論指出繁體譯本傾向道地化

譯法，簡體譯本則偏向異化譯法。同樣是奇幻文學，《冰與火之歌》的名詞翻譯

為數龐大，筆者擬參考部分關鍵詞彙比較之。 

 

 謝儀霏（2008）比較史蒂芬‧金小說 Bag of Bones 的兩岸譯本，從語法特徵、

形象詞／成語、地方／流行語彙檢視兩岸翻譯風格，接著比較譯本是否確切保持

小說的連貫性，最後比較簡繁譯本的文化詞翻譯手法。謝儀霏發現簡體版在冠詞、

代名詞「它」、「的」等使用頻率上，普遍比繁體版高；形象詞／成語則為繁體譯

者偏好使用，優點在於意象鮮明豐富，但其中一個缺點則是「意義上的偏折」（頁

34）。就地方／流行語彙而言，繁體譯本出現大量台語、台灣流行語彙等方言，

優點在於貼近台灣讀者，缺點則是當地方色彩過於鮮明的時候，會讓「來源語語

境與目標語語境相衝突」（頁 40），使讀者感到「突兀不協調」（頁 40）。譯文之

地方色彩，筆者認為應是兩岸譯文之重點差異，值得一探究竟。 

 

謝儀霏另以宏觀角度探討小說的連貫性，研究結果顯示繁體譯本侷限於單一

字詞翻譯，未將故事情節納入翻譯策略考量，導致邏輯謬誤。在文化詞翻譯手法

部分，研究者彙整共有增譯、減譯、代換等策略。增譯部分包含「加註解」、「正

文中增字說明」與「附原文」三種作法；減譯部分包含「以較籠統的詞彙取代」、

「以中性、形象不鮮明的詞彙替代」與「省略」等三種作法；代換部分則是以用

「目標語意義對等的文化詞來替換來源語的文化詞」，優點是譯文得以融入上下

文，缺點則是一用到「地域色彩過濃的字」（頁 66），讀者可能產生疑竇。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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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研究者強調邏輯一致之思維相當重要，有助於譯者檢視翻譯策略是否考量

到讀者閱讀。 

 

 賴慈芸（2009）研究十個文本的兩岸譯本，試圖找出簡繁譯本是否遵循特定

翻譯規範。研究者在微觀層面描述翻譯規範時，以翻譯策略和語法特徵兩個角度

切入。翻譯策略以中文形象詞／成語為指標，研究發現兩岸譯文並沒有固定規範，

歸化和異化策略並用。語法特徵部份指出，大陸譯本的句型時常連續使用「的」，

台灣譯本則會盡力避免；台灣譯本同樣少用「它」字代名詞，偏好使用「其」代

之或直接寫出指稱的事物。「兒」化尾在台灣不再使用，在大陸則是相當常見，

屬於大陸普遍的語言習慣。研究者另從系統脈絡的角度分析台灣譯本和大陸譯本

的翻譯風格，描述兩岸讀者對於譯本的期待。大陸讀者希望譯本結構貼近原文，

不喜譯者以四字結構歸化譯法處理，但大陸譯者則有不同看法：有人偏好四字成

語，也有人偏好「質樸的白話」（頁 208）。台灣方面，譯者和批評者基本上認為

不可出現翻譯腔，應極力避免一句話連續出現「的」，或是代名詞「它」等歐化

中文。 

 

第二節 奇幻文學翻譯研究 

蘇榮順（2015）研究德文奇幻小說《墨水心》的翻譯策略，應用紐馬克（Peter 

Newmark）提倡的語義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著重小說中的動詞翻

譯，分析譯者擷取或著重詞彙中哪一個層次的語義。語義成分分析法講究詞彙所

蘊含的各層涵義，譯者辨識詞彙單位的指涉或語用語義成分，自行拿捏並選擇最

適切的語意。翻譯應用上富有彈性，可用於「填補語言之間的語言和文化詞彙缺

口」17。作者應用語義成分分析檢視譯文，卻未說明此一方法之於奇幻文學文類

的適用性，文本分析與文類特色的關聯不明，流於一般小說翻譯策略研究，研究

方向略顯失焦。 

 

                                                 
17 賴慈芸（譯）（2005）。翻譯教程──翻譯的原則與方法（原作者：Peter Newmark）。臺北市：

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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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含（2013）以日本奇幻文學《陰陽師：生成姬》為例，援引紐馬克提倡

的翻譯原則和方法，以文化語彙為討論重心，分析文化語彙日譯中策略，研究範

圍限縮在神怪語彙、陰陽道語彙、佛教語彙等特殊語料。討論的翻譯策略包括功

能性對等譯法、註解、補充說明、註釋法，以及日譯中特有的漢語彙借用。陳彥

含詳細討論神怪語彙、陰陽道語彙、佛教語彙相關的背景知識，並點出這些詞彙

有部分尚無約定俗成的譯法，翻譯相關的文化空缺值得一探。譯者可採行的作法

是自行依循文本脈絡發明譯法，前提則是須掌握足夠的背景知識。筆者贊同陳彥

含的觀點，也重視文本脈絡與譯文的關係，故將於研究中納入脈絡與語境因素考

量翻譯過程與策略。陳彥含特別闢出一整章爬梳日本當代奇幻文學與傳統的沿革

發展，並將研究文本放入此脈絡，反映研究者在討論翻譯背景知識時，重視文學

史論述與文本之間的關係，有助於確立文本之文類特性與重要性。筆者擬同樣納

入奇幻文學傳統及文類特色論述，用於譯文分析比較。作者在分析語料前，歸納

了日本當代奇幻文學中譯特色，其中強調譯者應注意文類特質和讀者群兩項要素，

以求採取適切的翻譯風格，但基於當代奇幻讀者群背景多元不易掌握，故「譯者

只能盡可能保留作品與作者的特色，並盡力重現原文風采」（頁 32），說明文類

特質的重要性。筆者對此觀點深表贊同，故也將納入讀者觀點和文類特色為文本

分析和譯文比較之要素。 

 

 許大修（2008）以《魔戒》與《哈利波特》中日譯本為例，探討奇幻文學的

英譯中和英譯日的翻譯策略，以文化詞為研究重心。作者以文化觀點切入，強調

外國奇幻作家本身文化背景與譯入語讀者不同，故此類作家筆下的奇幻世界潛藏

文化差異，譯者需留心文本的文化要素。作者以奇幻生物、種族、咒語、奇幻語

言、地名、奇幻物品、人物職業七個語料類別，從人際意義（奇幻生物、種族）、

詞語意義（咒語、奇幻語言、地名）、社會意義（奇幻物品、人物職業）三個層

面逐一分析探討。許大修指出奇幻文學可細分子類別，譬如《魔戒》屬於史詩奇

幻、《哈利波特》屬於現代奇幻，奇幻文學譯者「應先掌握該奇幻作品係屬何種

分類，方能知悉奇幻之氛圍所在。」（頁 108）除了建立文類特色之於翻譯的重

要性，許大修同時考慮到讀者的接受狀況，指出譯文的遣詞用字決定了讀者是否

能投入到虛構世界之中。筆者依據個人閱讀經驗，同樣認為奇幻文學的一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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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讀者探索奇幻世界的踏腳石，故探討奇幻寫作風格和文類特色有助於訂定翻

譯策略。 

 

 許大修彙整奇幻文學較常出現的翻譯手法──異化、注釋、簡化、歸化四種，

並分析各方法的優缺點。許大修認為譯者採取異化策略的原因之一，是「譯者誤

認為中文亦有相同詞彙，且用法相同」（頁 97）。他以鳳凰一詞為例，從古籍細

究「鳳凰」（phoenix）在中西文化象徵終究有所差異，建議以「長生鳥」、「不死

鳥」代之，避免鳳凰兩字的東方涵義「讓讀者產生誤解」（頁 49）。但筆者認為，

此分析法顯示研究者忽略了自身所強調的讀者組成要素18。以研究者的角度做足

文化詞彙意象分析的功課，固然可深入剖析譯文，但如此一來與一般讀者的認知

差距過大，對於因興趣而閱讀的一般讀者來說並無助益。筆者以為，奇幻小說中

多新創詞彙，且可能在整本小說（甚至是整個系列）反覆出現。因此翻譯討論應

涵蓋詞彙出現的各種時機，一併考量敘事安排、篇章段落、搭配詞等狀況，單就

詞彙討論便提出建議譯法，恐怕是考量不周。 

 

 就許大修的觀察，「多語文本」應是善用注釋法的使用時機。「多語文本」意

指文本夾雜多種語言，如歐語系文學就常見多語現象，而「多語文本」的概念也

可看作奇幻文學特色。舉例而言，《魔戒》就是多語文本，該作品出自托爾金的

手筆。托爾金是英語教授、語言學家，創造語言是他架構第二世界的寫作技法。

他以精靈語、黑暗語、半獸人語等語言，描繪不同種族的氣質，如「精靈的高貴」

（頁 71）。許大修認為，奇幻文學若少了多語特色，「原文作者營造的特殊氣氛

與生動表現……會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存」（頁 71），故奇幻文學應予以保留。

多語文本可採用加註的翻譯策略，缺點是干擾閱讀，但由於奇幻文學時常包含目

的語文化不熟悉的詞彙，可能會是必要之惡。筆者認為這項觀察值得深入探討，

故也將討論奇幻文學中多語文本之翻譯策略。 

                                                 
18 《哈利波特》獲得多項國際童書獎項，主要讀者群為青少年和兒童。遑論年輕讀者，一般成

年讀者也難以察覺如此細微的文化意象差異。 

 



16 

第三節 小結 

既有的簡繁譯本研究歸納出諸多兩岸語言特徵，比如表達用詞、語助詞、代

名詞、地方語言等。筆者擬以此為基礎，參酌相關之衡量標準，檢視本研究文本

之譯文特徵和翻譯策略，檢驗其是否趨近於既有文獻之研究結果。另，筆者經由

奇幻文學翻譯策略研究回顧發現，陳彥含和許大修皆以文化差異為立論基礎，強

調奇幻文學的跨文化本質，以跨文化視角思考奇幻文學翻譯討論文化詞彙。此一

研究視角實為凸顯奇幻文類特色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對此深感認同，故擬依循此

一中心思維展開論述，強調奇幻文學文類特色之獨特性，思索其對翻譯策略所可

能帶來的影響。 

 

許大修談到使用較大的翻譯單位19檢視奇幻文學翻譯，以及奇幻文學中多語

的翻譯問題這兩點，啟發筆者以較為宏觀的角度思考奇幻文學翻譯策略。筆者擬

採用言談分析方法，檢視字詞層次以上的語法特徵，與既有的文化詞研究做區隔，

一方面檢視兩岸譯文特色，一方面將語境脈絡、讀者觀點、奇幻文類特色納入整

體考量，希望開拓奇幻翻譯策略研究的新途徑。 

  

                                                 
19 紐馬克提出翻譯操作單位的概念，指出譯者一般以句子為單位翻譯，應注意句子之間的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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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言談分析 

Discourse 一詞具有豐富意涵，不同學派切入角度不同，定義有別，其後續

討論與衍生出的理論與脈絡也有所不同。本章主要以語言學、風格學的角度切入，

故翻譯為「言談分析」，關注焦點在語言使用（language use）上，討論範疇包括

書面文字與話語（text and talk）。M. H. Abrams（2012）指出，傳統上研究語言

學、風格和風格學的學者，研究內容通常是「特定話語境脈絡中單獨的語言單位」

（頁 91），但於 1970 年代以降，就開始關注「由許多句子組成的連續性論述中

語言的使用狀況……涉及身處在特定情境脈絡下，還有社會和文化習俗所構成的

框架內的說話者（或作者）和聽者（或讀者）之間的互動」（頁 91）。 

 

該定義點出論述的「連續性」要素，貼近紐馬克的看法20：言談分析關注的

是句子層級以上的單位，目的是找出語言常規，主要分析文本的「連結」（cohesion）

和「連貫」（coherence）。「連結」側重的是連結語句的文法和詞彙；「連貫」則是

確保文本的思路與邏輯連貫一致。連貫概念首要考慮文類，觀察文類是否有制式

的字句或詞語21，譯者應找出標準譯法或固定格式；其次考慮文本結構，從文本

中的指標分析結構及其變體。 

 

紐馬克認為所有文本中，對話與演講最需要講求連結，而強化連結的要素包

括問句，以及讓對話暫停、結束、持續的各式用語；此外也需考量各種連接詞、

指涉同義詞所蘊含的多重功能與多重意義。Hatim 和 Mason（1990）則以「文本

素質」（texture）含括了連貫和連結兩個概念，呼應紐馬克對於這兩個概念的看

法。 

 

 筆者根據 Hatim 和 Mason（1990）提供的研究視角為綱，採用 Halliday, 

McIntosh & Strevens（1964）的討論架構，第一節方言分析檢視小說中的方言使

                                                 
20 參見註 19。 
21 童話故事制式的開頭與結尾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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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特徵，比較簡繁譯本差異，探討潛在翻譯問題。第二節語域分析首先分析小

說特色，檢視小說人物說話的語域，其後比較簡繁譯本處理語域差異之策略。 

 

第一節 方言分析 

 韓德禮等研究者（1964）把方言（dialect）定義為因語言使用者的不同所衍

生的語言差異（user-related varieties）。Peter Trudgill（2000）視方言為語言變體

（language variety）之間字彙、文法、發音的差異。Hatim 和 Mason（1990）指

出方言差異可從地域、時代、社會、標準／非標準、個人語五個層面探討。地域

方言（geographical dialect）反映語言隨著地域劃分所衍生出的變化。地域分野通

常和政治、文化因素脫不了關係。譯者在理解方言的語言差異時，應將語言差異

置於一條連續光譜上分析，且注重同一地區方言的地位差異。時代方言（temporal 

dialect）反映語言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譬如字典中標註「古」的字詞或意思即

表示當代不再使用。就文學翻譯而言，譯者可能需要細細考察年代久遠的作品所

使用的字詞，研究文本語言是否仿古，使用古體文（archaism）寫作。譯者首先

必須分辨箇中語義，並考量仿古語言的美學風格，產出適切的翻譯。 

 

 社會方言（social dialect）因言語社區（speech community）的社會分層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而產生。無論筆譯或口譯，都需要因應語言中潛藏的意識

形態、政治、社會因素。Peter Trudgill（2000）指出，就英國人講的英語而言，

標準英語與非標準英語的差異會反映出社會階級的高低，而這些差異體現在字彙、

文法、發音上。若將英國各地方言置於方言連續體（dialect continuum）上比較，

可發現說話者社會階級愈高，則語言越偏向標準英語，用於指涉事物的字詞越單

一、文法變化越少、發音變化越穩定。反之，說話者社會階級越低，指涉同一事

物可使用字詞較多、文法變體較多、發音變化也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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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標準／非標準方言（standard/non-standard dialect）並非評判語言的優

劣，而是標誌語言所享有的威信22（prestige）：標準方言即為所謂的優勢語言／

方言（prestige language/dialect）。Peter Trudgill（2000）指出，所有的語言和方言

都是有結構、複雜、且依循特定規範的語言系統，都足以供語言使用者完整表達

想法，語言本身並無優劣之分；任何對語言做出的價值判斷都屬於「社會」判斷。

欲分別「標準」和「非標準」方言，須考慮語言功能差異，以及功能差異導致語

言表達上的變化。23  

 

 個人語（idiolect）即是個人說話特色，譬如習慣用語和句法，或是特定詞語

的發音與眾不同；個人語的生成與上述的地域、時代、社會、標準／非標準等方

言辨別要素有關。Hatim 和 Mason 指出（1990、1997），個體語的變化是有系統

的，和「言說」（utterance）的目的有關，且時常具有社會和文化意涵。個人語

因為有系統地反覆出現，產生特定修辭效果，所以具有仔細檢視的價值。讀者須

細細體察此類個人語，才能體察文字的整體效果。 

 

 筆者就上述方言定義及相關討論為綱，考量故事情節情境、寫作特色與奇幻

文類特質，針對小說中方言特色獨具之言談內容，檢視簡繁譯本如何處理與方言

相關的語言特徵。 

  

                                                 
22 或譯聲望、權威、特權。 
23 Peter Trudgill（2000）指出，譬如翻譯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的言談，譯者需要思考說話

者的身分（identity）。標準和非標準方言並行使用做為一種宣傳產品的策略，反映宣傳者為迎合

客群所屬之特定社會族群或社會階層而調整宣傳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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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城邦 

 《冰與火之歌》主要的敘事都在維斯特洛大陸（Westeros）上，此地人民使

用通用語（Common Tongue），彼此間基本上溝通無礙，但各地之間仍存在方言

差異；唯有大陸北境長城（The Wall）以北的部分蠻族仍使用古語（Old Tongue）。

維斯特洛大陸東邊緊臨狹海，狹海彼岸則是諸多自由貿易城邦（Free Cities），包

括潘托斯、布拉佛斯、里斯等共九個城邦，與維斯特洛大陸上的居民貿易往來頻

仍，學習通用語自然成為通商基本條件。這些前來貿易的商人或多或少操通用語，

但由於並非母語人士，語句結構和詞彙使用與母語人士有別。除了商人以外，兩

地往返頻仍的水手、海盜，以及需要頻繁與外邦人接觸的銀行家、外交使節等人

士，勢必得掌握一定程度的通用語。 

例 1-1 

 來自里斯自由城邦的薩拉多‧桑恩是走私者、商人、銀行家兼海盜，自封為

狹海親王，戰爭期間受封為黑水灣伯爵，與號稱「洋蔥爵士」的前走私者戴佛斯·

席渥斯伯爵交好。戴佛斯原先在黑水灣之戰慘敗後下落不明，後來幸運地被薩拉

多的手下柯朗恩船長發現而獲救，才得以回到其侍奉主君的根據地──龍石島。

就在薩拉多和戴佛斯重逢前不久，薩拉多正在檢查商船貨物。 

 

Pulling the stopper from a jar, he sniffed, sneezed, and said, "A coarse grind, and of 

the second quality, my nose declares. The bill of lading is saying forty-three jars. 

Where have the others gotten to, I am wondering? These Pentoshi, do they think I 

am not counting?" (1: 135) 

他從一個瓶上拔掉塞子，嗅一嗅，打了
個噴嚏，然後說：「研磨得太粗糙，次
級品，我的鼻子可不會說謊。裝貨時的
清單上明明寫著有四十三瓶。我還在好
奇其他的上哪兒去呢？這些潘托斯
人，難道以為我不會算數嗎？」（上 182） 

他拔掉一个罐子的木塞，嗅了嗅，打个
喷嚏，然后说，“粗颗粒，二流品质，
我的鼻子不说谎。还有啊，清单上白纸
黑字写着四十三罐，其他的跑哪儿去
啦？这些潘托斯佬，当我不会数数
吗？”（上 145） 

 

 薩拉多反覆使用動詞 ing 形式，而不是使用現在式，與標準用法有別，閱讀

上顯得突兀，屬於有標記的（marked）語言。Hatim 和 Mason（1990、1997）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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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語言標誌性（markedness）24可從兩方面定義，其一為使用的字詞或表達法較

不普遍，出現頻率較低（infrequency of occurrence）故引人注目；其二為使用的

字詞或表達法出現在平常不會出現的語境之中，出乎讀者意料之外，因此資訊性

（informativity）可能較高，讀者會以更慎重的眼光看待。原文讀者從非標準方

言的特殊動詞形式，可清楚辨認出說話者的貿易城邦背景。25簡繁譯者則雙雙忽

視動詞 ing 形式，處理成自然流暢的譯文，閱讀譯文無法如原文一般從語言層次

「讀出」說話者的身分。 

 

 簡繁譯文皆出現「兒」字。賴慈芸（2009）指出「兒」字在台灣使用頻率低，

在大陸較為普遍，屬於台灣讀者理解但鮮少使用的字詞。台灣譯者的選擇可說是

特殊了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賴慈芸（2009）的研究結論：兩岸譯文並無固定

規範。 

例 1-2 

This was well done, Khorane. You will be having a fine reward, I am thinking . . . . 

Fetch him some hot wine with cloves, I am misliking the sound of that cough . . . . 

Davos, I will join you soon, once I have bespoken our good captain. You will be 

forgiving me, I know. (1: 136) 

「幹得好，柯朗恩。我想你會得到一筆很好
的獎賞……拿一些摻丁香的熱葡萄酒給他，
我不喜歡他的咳嗽聲……戴佛斯，我很快就
會去找你，我和我們的好船長一說完話就過
去。我知道你不會跟我計較這些的。」（上
183） 

“干得好，柯连恩，你会得到丰厚
的奖赏……给他取些掺丁香的热
葡萄酒，我可不喜欢他的咳嗽
声……戴佛斯，我处理完这位好船
长就来找你，你能原谅我的吧？
（上 146） 

 

 同樣的，簡繁譯本皆直接處理動詞語義，忽略動詞 ing 文法形式。薩拉多口

中的 I am thinking 純屬口頭禪，繁體版譯文出現「我想」，反而多了不必要的不

確定性；簡體譯者則在判定語意後，注意到「我想」僅只是口頭禪而省略不譯。 

  

                                                 
24 或譯標記性。 
25 Peter Trudgill（1974: 2）指出語言具有潛藏「線索」（clue-bearing）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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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 

"Illyrio Mopatis. A whale with whiskers, I am telling you truly. These chairs were 

built to his measure, though he is seldom bestirring himself from Pentos to sit in 

them. A fat man always sits comfortably, I am thinking, for he takes his pillow with 

him wherever he goes." (1: 137) 

伊利里歐‧摩帕提斯。一隻長了鬍鬚的
鯨魚，我可沒騙你。這些椅子就是按照
他的尺寸做的，雖然他很少讓自己離開
潘托斯坐在這些椅子上。我在想，胖子
總是坐得舒舒服服，因為不論到哪裡去
他們都會自備坐墊。（上 184） 

“伊利里欧·莫帕提斯，告诉你，他就像
一条长胡子的鲸鱼，这些椅子正是按他
的身材做的，尽管他很少离开潘托斯。
其实啊，依我之见，胖子坐什么都舒服，
因为他自个儿就带着垫子嘛。”（上 147） 

 

 繁體譯者將 I am thinking 直譯成「我在想」，乍看之下是在處理動詞 ing 形

式特色，但如此一來前後採取的翻譯策略就不一致，故筆者將此例視為生硬的翻

譯。簡體的譯法則有彈性，行文有度，屬於歸化譯法。 

例 1-4 

One of the crossbowmen kept shouting, "I soldier, I soldier," in a thick Myrish 

accent. (1: 533) 

一名十字弓手持續用濃濃的密爾腔高
聲喊著「俺士兵，俺士兵……」（中 215） 

有个十字弓手用浓重的密尔口音不停地
喊：“我，当兵的，我，当兵的。”（中
148） 

 

繁體版意圖使用人稱代名詞「俺」來呈現異邦人說外語的言談，筆者認為值

得商榷。原文少了 be 動詞，屬於非標準文法，像是初階語言程度的非母語人士

通常會出現的言談。但是「俺」令人聯想到的是一個操山東腔的人，繁體版這樣

的翻譯建立了山東腔與密爾腔之間的連結，製造了不必要的聯想，也無意間連結

了冰火世界與現實世界──但這並非作者原意。簡化的非標準文法應只是反映說

話者是外國人罷了。筆者甚且認為，這樣的翻譯損及奇幻文類特色。筆者擬於第

四章延續討論此一問題。 

 

例 3-1 簡體譯者同樣將人稱代名詞譯為「俺」，筆者將於後續進一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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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整部小說的宏觀視野來看，動詞 ing 形式並非薩拉多特有的個人語，而是

貿易城邦人共有的語言特徵26，整部小說反覆出現，凸顯出說話人的貿易城邦身

分背景，或是非貿易城邦人刻意迎合貿易城邦人而調整語言以輔助溝通或達到特

定目的。27此一語言特徵在小說中具有緊密的連貫性，且正如紐馬克所言，主要

展現於對話之中。另外，原文的連結性也相當一致，絕大多數以動詞 ing 形式出

現。 

 

 然而，原文清楚明確的連貫性和連結性，簡繁體譯文皆消失殆盡。譯者皆選

擇忽視非標準文法，直接採平順流暢的中文處理。筆者推測譯者採取此翻譯策略

的理由有二。其一，讀者從系列小說前兩部與第三冊前面章節一路讀下來，理應

一定程度認識貿易城邦，知道故事中這些人物的身分背景與來歷。譯者可能基於

這個理由，認為不需要費心從語言形式層面處理動詞 ing形式，故選擇歸化譯法；

缺點是中文讀者就此無從得知貿易城邦人說通用語所一致呈現出的語言特色，原

作方言趣味全然「譯」失了。 

 

 其二，動詞 ing 形式牽涉語言文法，涉及中英語言差異，原文緊密的連貫性

與連結性在中文譯本應如何呈現，對於譯者來說是一大挑戰。正所謂牽一髮動全

身，譯者或許幾經思考後，認為無法確保全書每一個 ing 形式都能夠用共通的翻

譯策略呈現，因此簡繁譯者採取一樣的策略，捨形式（form）就內容（content），

選擇忽略語言特色，採歸化譯法，至少確保對話和敘事流暢易讀。 

 

                                                 
26 第一冊《權力遊戲》裡，來自貿易城邦布拉佛斯（Braavos）的首席劍士西利歐‧佛瑞爾，說

話中同樣頻繁使用動詞 ing 形式。此外，貿易城邦人也習慣在對話中以 Just so，表示同意對方的

看法，簡繁譯本皆譯為「就是這樣」。 
27 Hatim 和 Mason（1990）指出說話人刻意使用非標準方言，可能是經過認知對方身分之後，為

輔助溝通而有意識做的語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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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人 

 王國北部絕境長城之外住著野人（wildling）部落群，由號稱塞外之王

（King-Beyond-the-Wall）的曼斯‧雷德統一帶領，絲毫不受七大王國的律法拘

束，可謂法外之境。七大王國普遍認為北方野人是一群未開化的野蠻人；野人則

相當鄙視向領主與國王卑躬屈膝的南方人民。野人自稱自由民（free folk），眾多

部落和氏族主要使用古語，但有部分自由民與守夜人和北境人民有所交流，所以

也會通用語。 

例 2-1 

 故事主角之一瓊恩‧雪諾是臨冬城主的私生子，自願成為戍守北方長城的守

夜人。他奉了守夜人長官的命令，假裝向境外之王曼斯‧雷德輸誠，目的是獲取

野人軍的軍事情報。此例中可見他和其中一位野人首領──托爾蒙攀談。托爾蒙

在野人族群之中是赫赫有名的戰士，為塞外之王所重用。他性格粗獷不羈，率性

而為，可謂野人中的表率。 

 

"Is it true you killed a giant once?" he asked Tormund as they rode.  

 

“Now why would you doubt a mighty man like me? It was winter and I was half a 

boy, and stupid the way boys are. I went too far and my horse died and then a storm 

caught me. A true storm, not no little dusting such as this. Har! I knew I'd freeze to 

death before it broke. So I found me a sleeping giant, cut open her belly, and crawled 

up right inside her. Kept me warm enough, she did, but the stink near did for me. The 

worst thing was, she woke up when the spring come and took me for her babe. 

Suckled me for three whole moons before I could get away. Har! There's times I 

miss the taste o' giant's milk, though.” 

 

"If she nursed you, you couldn't have killed her." 

 

"I never did, but see you don't go spreading that about. Tormund Giantsbane has a 

better ring to it than Tormund Giantsbabe, and that's the honest truth o' it." (1: 204) 

「你真的殺過一個巨人嗎？」他問騎在
他身邊的托爾蒙。…… 

 

「喂，為什麼你會懷疑我這麼偉大的
人？那是在冬天，我還只是一個半大不
小的小鬼，而且也和小鬼一樣蠢。我跑

“你真的杀过巨人？”边向前骑，他边问
托蒙德。…… 

 

“噢，这还有假？你小子干吗怀疑我这
么强壮的汉子呢？那是冬天的事，当
年我人还小，小男孩都傻乎乎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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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遠，馬也死了，一場雪暴把我困住。
貨真價實的雪暴喔，才不是像此刻這樣
的小風小雪。哈！我知道，假使它再不
停下來，我就會凍到嗝屁了。所以我設
法找到一個正在睡覺的巨人，剖開她的
肚子，爬了進去。她確實是夠讓我保暖
的了，不過那股臊味差點要了我的命。
最糟糕的是，春天來後她醒了過來，還
把我當成是她的孩子。在我落跑之前，
她整整餵我吃了三個月的奶。哈！不過
有時候我會想念巨人奶的滋味。」 

 

「如果她真的餵過你喝奶，你怎麼可能
下得了手呢。」 

 

「我本來就沒有，不過你得給我守口如
瓶。『巨人剋星托爾蒙』聽起來比『巨人
寶寶托爾蒙』響亮多了，坦白說事情的
真相就是這樣。」（上 271） 

跑得太远，结果马死掉了，偏又遭遇
风暴袭击。一场真正的风暴哟，不是
现在这种撒面粉似的天气。哈！我知
道不等风暴平息我就会冻死，于是找
到一个熟睡的巨人，割开她的肚子，
爬了进去。她体内确实暖和，只是臭
气差点把我熏死。最糟的是，春天的
时候她醒过来，把我当成她的孩子，
在我想办法逃离前，足足喂了我三个
月的奶。哈！有时候我还挺想念巨人
奶的味道。” 

 

“她喂你奶，你怎能杀她呢？” 

 

 

“我当然没杀她——你千万别把这话
传出去。巨人克星托蒙德比巨人婴儿
托蒙德好听多了，对吧？”（上 217） 

 

 托爾蒙身為野人首領之一，領導為數眾多的野人。他的言談中反覆出現非標

準用法，譬如少見的狀聲詞 Har、介係詞 of 的縮寫 o’、there’s times 等不合標準

文法的口語用法。簡繁體皆處理狀聲詞翻譯，採取音譯策略把 Har 翻成「哈」；

簡繁體譯本分別以「喂」和「噢」狀聲詞翻譯英文句首 now 的強調用法，語氣

掌握與角色個性塑造俱佳。簡繁譯本皆忽略不合標準文法的單複數用法。 

 

 就文意連結來看，繁體本譯「我跑得太遠，馬也死了，一場雪暴把我困住」，

句子間的連結不明確，不比簡體版「我跑得太远，结果马死掉了，偏又遭遇风暴

袭击」清楚明快，原因應是繁體譯者誤將表示因果關係的 and 看作連接詞處理。 

 

 句構比較可見，繁體譯本較為冗贅，「此」、「假使」、「設法」、「正在」等字

詞和使用次數較多的數量詞，拖慢說話節奏，不若原文和簡體譯文俐落直接，筆

者認為有損角色個性塑造；此外，繁體版使用不少結構工整的四字格，放入托爾

蒙的口中顯得過於中規中矩，同樣不符角色性格。 

 

 繁體版「嗝屁」對比簡體版「凍死」，前者顯得較為口語俚俗，後者則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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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死法。有一說指出「嗝屁」出自台灣早期的眷村28，但筆者認為台灣讀者應

不會從詞彙本身聯想到眷村，而是以當代次文化（subculture）語彙看待。筆者

認為，這類歸化譯法或許會導致時空錯置（anachronism）之感，譯者不可不慎，

但至少就此例而言，「嗝屁」如畫龍點睛般表現出托爾蒙胡謅瞎扯的嘴上功夫，

語言趣味貼近角色塑造，詞彙本身也不會讓當代讀者做「死亡」以外的聯想，因

此筆者認為這種譯法值得借鏡。 

例 2-2 

Tormund snorted. "It were Craster, or I'm a blushing maid. I told you, Mance, that 

creature needs to be shorter by a head." 

托爾蒙嗤聲道：「一定是克雷斯特，否
則我就是黃花大閨女。我告訴你，曼
斯，咱們得拿下那廝的項上人頭。」（上
136） 

托蒙德喷喷鼻息，“那还用问，肯定是
卡斯特呗，否则就当我是腼腆少女好
了。我跟你说过，曼斯，该砍下那狗东
西的脑袋。”（上 105） 

 

 原文 were 為非標準文法，反映說話人的身分背景；creature 代稱 man，反映

托爾蒙對於此人的不屑態度。筆者認為繁體譯文藉由「咱們」、「那廝」兩個帶有

地域、社會、時代等方言色彩的代名詞，創造出半文半白的譯文，或可看作是譯

者試著對應非標準方言的原文。「咱們」對比台灣使用氾濫的「我們」，屬於對岸

習慣用語29，在台灣已經進入被動語言認知，而用於表示輕蔑的「廝」字偏文言；

兩個詞語都容易讓台灣讀者聯想到武俠小說或電視古裝劇中人物會說的話。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文白夾雜的文風有其優缺點。優點是利用了台灣讀者被動

語言認知以及文言仿古（archaism）技法，借用武俠文類成規，引讀者聯想武俠

小說中那些豪放不羈、有話直說的人物形象，有助於強化性格特色。至於缺點，

筆者以為與文言使用頻率和字詞形式有關：「廝」、「黃花大閨女」都是文言，「項

上人頭」為四字格，形式整齊規矩。筆者認為文言比例過高或字詞形式拿捏不當，

會導致讀者陷入時空錯置感──托爾蒙乃野人狂戰士，身處在仿歐洲中世紀背景

的時代，言談過於貼近中國武俠小說中的江湖俠士，會令讀者「出戲」。 

                                                 
28 維基百科，〈眷村黑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B7%E6%9D%91%E9%BB%91%E8%A9%B1  
29 有一說將「咱們」視為中國北方人的自稱用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B7%E6%9D%91%E9%BB%91%E8%A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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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之下，簡體版比繁體版「中性」許多，沒有絲毫時空錯置之感，語氣拿

捏可說是可圈可點。原文沒有狀聲詞或語尾助詞，譯者加上北京習慣用語「唄」，

展現出簡體譯者能夠彈性使用語尾助詞傳達語氣。 

例 2-3 

"I eat in no hall where I'm not welcome." Tormund got to his feet. "Me and the hens 

are leaving." He snatched another chicken off the brazier, shoved it into a pocket sewn 

in the lining of his cloak, said "Har," and left licking his fingers. 

「老子才不屑在不歡迎我的廳堂裡吃
東西呢。」托爾蒙站起身。「我跟母雞
們要走啦。」他從火盆上抓了另一塊雞
肉，塞進縫在他披風內襯的口袋裡，然
後說了聲「哈！」後便舔著他的手指離
席。（上 137） 

“哈！我才不会在不受欢迎的地方吃东
西咧，”托蒙德站起身，“我和我的小鸡
还是离开吧。”他抓起另一串鸡肉，塞
进斗篷衬里缝的口袋，说一声“哈！”
算是道别，然后舔着手指走出帐门。（上
106） 

 

 「老子」是俚俗的自稱詞，生動的捕捉托爾蒙豪邁不羈的口吻。簡繁體譯文

除了以同樣字詞處理原文 Har 狀聲詞以外，也依據說話語氣適切的加上語尾助詞

（sentence-final particle），兩岸選字則有些微差異。整體而言兩岸譯文皆善用語

助詞，各有千秋。 

例 2-4 

瓊恩‧雪諾（Jon Snow）與野人同行期間，意外與野人女子伊格黎（Ygritte）

發展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戀情。瓊恩為臨冬城城主私生子，立誓成為終身不婚不娶

的守夜人，以守護王國為己志；伊格黎則是北境長城外土生土長的自由民，一輩

子未受到南方文化規訓所拘束。兩人矛盾的情感羈絆不啻為整部小說亮點中的亮

點。瓊恩即便陰錯陽差被迫向野人投誠，仍掙扎於愛慕之情與過去立下的榮耀誓

言，內心因此徬徨不已。伊格黎與瓊恩兩人之間的背景差異過大，價值觀嚴重歧

異，伊格黎對他時不時表露輕蔑的態度，嘲弄他對自由民文化、周遭環境，以及

男女之情淺薄的見識。以下例子反映出瓊恩對於巨人瀕臨滅絕的處境認識淺薄，

伊格黎因瓊恩的無知而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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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tears on Ygritte's cheeks when the song ended. 

 

"Why are you weeping?" Jon asked. "It was only a song. There are hundreds of giants, 

I've just seen them." 

 

"Oh, hundreds," she said furiously.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1: 213) 

唱完這首歌時，伊格黎的臉頰上掛著兩
行清淚。 

 

「妳為什麼哭了？」瓊恩問：「那只是
一首歌罷了。還有好幾百個巨人呢，我
剛剛才看到的。」 

 

「哦，好幾百個。」她惡狠狠地說：「瓊
恩‧雪諾，你懂個屁，……」（上 283） 

唱完后，耶哥蕊特脸上挂着泪珠。 

 

 

“你为什么哭呀？”琼恩不解地问，“只是
一首歌而已。巨人还有几百个呢，我刚
看见的。” 

 

“噢，几百个！”她激动地说，“你什么都
不懂，琼恩·雪诺。……（上 227-228） 

 

 You know nothing 為伊格黎的個人語30，反覆出現在她與瓊恩的對話裡，在

小說中具有高度連貫性。簡繁譯本皆維繫這一點特色，無論情境為何，每逢 You 

know nothing 都維持一樣的翻譯，即「你懂個屁」和「你什么都不懂」，一字不

差。 

 

Hatim 和 Mason（1997）以蕭伯納《賣花女》（Pygmalion）為例，分析女主

角伊萊莎的個人語特色，譬如附加語句（tag statement）31和倫敦腔（Cockney 

English）。研究者指出，伊萊莎的個人語具有社會語言學意涵：她背負著某種「汙

名」（stigma），在社會上居於弱勢地位，而她同時以這樣的語言反抗大環境。譯

者應想辦法讓這一層語意在譯文中保持前後一致。 

 

 You know nothing 原文符合標準方言文法，但繁體版帶了髒字，文字顯得比

簡體版和原文粗俗直接。以下檢視這一句個人語在書中反覆出現的不同情境與脈

絡，最後評估翻譯策略是否恰當。 

 

                                                 
30 這句話在第五冊小說也成為另一位小說人物的個人語。由於小說尚未完結，尚無法確知作者

意圖。讀者臆測這是作者的巧思，暗示特定小說人物握有神祕力量，才能夠知曉瓊恩與伊格黎之

間的秘密戀情。 
31 譬如 I’m a good girl, I am. 

 



29 

例 2-5 

I hate this Wall," she said in a low angry voice. "Can you feel how cold it is?" 

 

"It's made of ice," Jon pointed out.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This wall is made o' blood." (1: 412) 

「我真恨這道牆。」她以低沉而憤怒的語
氣說道：「你感覺得出來它有多冷嗎？」 

 

「那是冰做的。」瓊恩指出。 

 

「瓊恩‧雪諾，你懂個屁。這座城牆是用
血做的。」（III 中，59） 

“我恨长城，”她用生气的语调轻声
说，“你能感觉到它有多冷吗？” 

 

“它是冰做的嘛。”琼恩指出。 

 

“你什么都不懂，琼恩·雪诺，这墙是
血筑的。”（III 中，18） 

 

 瓊恩和伊格黎以不同的角度對絕境長城提出截然不同的見解。作者藉此點出

對立的兩個族群之間的認知鴻溝。原文 o’為口語省略子音，反映教育素養程度較

低，簡繁譯文皆以相似的口語句構處理。 

例 2-6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Daughters are taken, not wives. You're the ones who 

steal. You took the whole world, and built the Wall t' keep the free folk out." (558) 

「瓊恩‧雪諾，你懂個屁。被帶走的會
是女兒，不會是妻子。你們自己就是偷
東西的人。你們擄走了全世界，再築起
長城防止自由民逃出來。」（中 246） 

“你什么都不懂，琼恩·雪诺。我们只抢
女儿，不抢妻子。再说，你们才是真正
的强盗。你们霸占整个世界，然后筑起
长城，将自由民挡在外面。”（ III，
174-175） 

 

 伊格黎像瓊恩解釋野人的習俗，反映兩個族群之間的價值觀鴻溝。伊格黎的

語言如同托爾蒙具有非標準方言的特色（簡略的發音），顯示作家創作即有意識

地賦予同一族群的人相似的言談風格。 

例 2-7 

Jon nuzzled her hair and filled his nose with the smell of her. "You sound like Old 

Nan, telling Bran a monster story." 

 

Ygritte punched his shoulder. "An old woman, a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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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e older than me." 

 

"Aye, and wiser.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She pushed away from him, and 

shrugged out of her rabbitskin vest. 

 

"What are you doing?" 

 

"Showing you how old I am." She unlaced her doeskin shirt, tossed it aside, pulled her 

three woolen undershirts up over her head all at once. "I want you should see me." 

 

"We shouldn't - " 

 

"We should." Her breasts bounced as she stood on one leg to pull one boot, then 

hopped onto her other foot to attend to the other. Her nipples were wide pink circles. 

"You as well," Ygritte said as she yanked down her sheepskin breeches. "If you want 

to look you have to show.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1: 363-364) 

瓊恩用鼻尖磨蹭著她的頭髮，呼吸裡充
滿她的香氣。「妳講話的樣子很像老奶媽
對布蘭說著怪物故事。」 

 

伊格黎捶打他的肩膀。「你說我是老太
婆，是嗎？」 

 

「妳是比我老啊。」 

 

「沒錯，而且比你聰明。瓊恩‧雪諾，
你懂個屁。」她把他推開，扭動身子把
兔皮背心脫下。 

 

「妳在幹嘛？」 

 

「讓你瞧瞧我有多老啊。」她解開鹿皮
襯衣的繫帶，丟到一邊，再將三件羊毛
內衣全部掀起來，拉過頭頂後脫下。「你
給我好好瞧瞧。」 

 

「我們不要──」 

 

「我們要。」她單腳站著脫掉一腳的靴
子，再跳換到另一腳，乳房也跟著晃動，
乳尖是寬闊的粉紅色圓形。「你也脫。」
伊格黎扯下羊皮褲，說道：「假如你想要
看的話，你也要脫光給我看。瓊恩‧雪
諾，你懂個屁。」（上 475-476） 

琼恩拱她的头发，鼻子里全是她的气
味。“你听起来好像老奶妈，她给布兰
讲怪兽故事时就是这样子。” 

 

耶哥蕊特捶他肩膀，“你说我是老太
婆？” 

 

“你比我大。” 

 

“对，而且更聪明。你什么都不懂，琼
恩·雪诺。”她推开他，脱下兔皮背心。 

 

 

“你干吗？” 

 

“让你看看我究竟有多老。”她解开鹿
皮衬衫，扔到旁边，然后一下子脱出三
层羊毛汗衫。“我要你好好看着我。” 

 

 

“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她单腿站立，扯下一只
靴子，任凭乳房弹跳着，然后又换到另
一条腿，脱另一只靴子。她乳头周围是
粉色的大圆圈。“愣着干吗？脱啊，”耶
哥蕊特拉下羊皮裤子时说，“你要看我，
我也要看你。你什么都不懂，琼恩·雪
诺。”（上 385） 

 

 此例為兩人親密調情的場景，簡繁體翻譯維持前後一貫的翻譯。有不少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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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繁體版「突兀」、「粗俗」、「不雅」，令人不敢恭維；用來吵架沒問題，調情

就不適合；「你懂個屁」重複出現令人不舒服；氣氛走樣、「史詩美感」不復存在；

翻譯「毀掉很多場景」、導致角色形象「翻轉」32；繁體版相當不利於「情感的

孕育」等。33但也有讀者認為，譯者為呈現出腳色個性而做了大膽的嘗試，值得

鼓勵；是否恰當值得商議，但「比文謅謅的翻譯好」。34 

 

 同前幾個例子，非標準方言（I want you should see me）仍時不時出現，強

化野人方言特徵。 

例 2-8 

"You're not going to die, Ygritte. You're not." 

 

"Oh." Ygritte cupped his cheek with her hand.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she 

sighed, dying. (2: 183) 

「妳不會死的，伊格黎，妳不會死。」 

 

 

「喔。」伊格黎用手捧著他的臉頰。
「瓊恩‧雪諾，你懂個屁。」她嘆了
口氣，生命正在消逝。（中 479） 

“我不会让你死，耶哥蕊特，不会让你
死……” 

 

“噢，”耶哥蕊特捧起他的脸颊，“你什么
都不懂，琼恩·雪诺。”她幽幽地叹口气，
死了。（中 380） 

 

 伊格黎中箭傷重，奄奄一息之際，對瓊恩說出此生最後一句話，力道與後勁

都格外強烈。讀者評論繁體版翻譯不適切，「你懂個屁」是如何也無法恰當地捕

捉那最終幕的意境，不足以承載伊格黎生命之重，以及她最後留給瓊恩的惆悵、

空虛與嚮往。 

 

 藉由比較上述情境，繁體版譯「你懂個屁」帶髒字，導致部分讀者反彈，認

為不適用於特定語境；簡體版則沒有這個問題。針對此一讀者接受狀況，筆者認

為或可從禁忌語（taboo word）的觀念得到解釋。Peter Trudgill（2000）指出，禁

忌語反映社會價值如何影響語言：禁忌語即是那些社會普遍認為是超自然、不道

                                                 
32 出自 https://www.ptt.cc/bbs/Fantasy/M.1365620808.A.3DF.html。 
33 出自 https://www.ptt.cc/bbs/Fantasy/M.1365745973.A.CCA.html。 
34 出處同上註。 

 

https://www.ptt.cc/bbs/Fantasy/M.1365620808.A.3DF.html
https://www.ptt.cc/bbs/Fantasy/M.1365745973.A.CC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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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得體或不理性因而不宜使用的字眼。使用禁忌語可能招致懲罰或令人感到

羞愧，然而這也是禁忌語用來謾罵（swearing）的原因：禁忌語潛藏打破規矩的

力量，格外引人注目。英語世界的禁忌語多與性、穢物、基督宗教有關。以「禁

忌語」的角度分析即可發現，同樣是批評人說話沒道理，「聽你在放屁」、「屁話

連篇」、「狗屁不通」等帶髒字說法，就比「邏輯不通」、「漏洞百出」、「思慮不周」、

「牛頭不對馬嘴」等語意相近的詞語還來的粗俗許多，也較為刺耳。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思考，可發現一件值得玩味的現象。原文 You know 

nothing 本無髒字，繁體版卻將翻譯「低俗化」，引入可能令人不快的字眼，或許

是繁體譯者刻意為之，以較為粗俗的字眼來塑造某種想像中的「野人方言」。若

這樣的語言符合了那些完全接受繁體版譯文的讀者的想像，那就可以說繁體譯者

採取了有效的策略。然而，並非社會地位較低者（野人）就必然頻繁使用粗俗字

眼；事實上，標準方言和非標準方言的言談都可能帶髒字，「你懂個屁」不必然

是野人才會說出的話，王公貴族同樣也會口出穢言。由此觀之，繁體譯者的策略

對於讀者來說有效與否，端看讀者是否陷入錯誤的方言認知。 

 

小結 

就非標準方言的翻譯策略而言，簡繁譯本以類似方式處理狀聲詞，也會依據

語氣加入語尾助詞，整體上策略相近。句構上來看，簡體版較為簡潔；繁體版多

四字格並文白夾雜，但與原文的非標準方言有隔閡，有時過於中規中矩，有時則

因文言比例過高或用字遣詞形式不當，而使讀者陷入時空錯亂的處境，整體看來

繁體譯文表現並不穩定。 

 

就個人語的部分來看，原文展現出的連貫性是否同樣能在譯文保留？如何保

留？是否需要做出調整？綜觀 You know nothing 出現於小說段落的各式情境，包

括自由民講述傳統習俗、歷史傳說，以及瓊恩和伊格黎兩人打情罵俏、男女情愛、

生死關頭，可以發現同一句個人語，出現的情境可以相差十萬八千里。若採取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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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用字保持一致的策略，代表譯者深切體察個人語的重要功能。然而，譯者是否

確實將許大修、陳彥含兩人皆強調的面向──讀者組成要素納入考量，是值得商

榷的。若貿然使用髒字以創造某種「方言」特色，有可能會造成反效果，令讀者

感到不快。翻譯成中性較不具爭議的字詞，只能說是比較安全的譯法，卻不一定

適合情境。 

 

分析至此，筆者認為，針對那些讓讀者覺得不雅的字眼，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那些會讓讀者「出戲」、「時空錯亂」的元素，筆者擬於奇幻文類特色章節著手探

討。 

 

三、守夜人 

 維斯特洛大陸北境建有一道高達七百英呎的牆，傳說中是由「築城者」布蘭

登所建造，防衛維斯特洛大陸免受極北方的生物所侵襲。戍守北境長城的軍人稱

為守夜人軍團（The Night’s Watch），組成多為七大王國各地作奸犯科的罪犯，

因罪行情節重大而被放逐到長城上；僅有少數出身貴族，因緣際會加入守夜人軍

團。成為守夜人之前須立下誓言，始正式成為守夜人軍團的一份子。立誓者永不

得脫離軍團，終身不娶，以守護王國為一生職志；脫逃者一經舉發，一律處死。 

例 3-1 

 以齊特為首的幾個守夜人計畫謀反，打算殺掉指揮官傑奧‧莫爾蒙。 

 

Small Paul blinked his black little eyes. Maybe he had forgotten, Chett thought; he 

was stupid enough to forget most anything. “Why do we have to kill the Old Bear? 

Why don’t we just go off and let him be?” 

 

“You think he’ll let us be?” said Lark. “He’ll hunt us down. You want to be hunted, 

you great muttonhead?” 

 

“No,” said Small Paul. “I don’t want that. I don’t” 

 

“So you’ll kill him?” said 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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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The huge man stamped the butt of his spear on the frozen riverbank. “I will. 

He shouldn’t hunt us.” (1: 2) 

小保羅眨了眨他黑色的小眼睛。或許他真
的忘了，齊特心想；他蠢到什麼事都記不
清。「為什麼我們非得殺了熊老不可？為
什麼我們不乾脆閃人，把他留在那邊？」 

 

「你覺得他會讓我們稱心如意嗎？」拉爾
克說道：「他會派人追捕我們。你想被追
殺嗎，豬腦？」 

 

「不。」小保羅回答：「我不想，我不要。」 

 

「那你會殺了他囉？」拉爾克問。 

 

「對。」巨漢以長矛在河岸凍土上猛地一
頓。「我會。他不該追殺我們。」（上 14） 

小保罗眨眨小小的黑眼珠。或许他又
健忘了，齐特心想，这人蠢得什么都
记不清。“俺为啥要杀熊老？为啥不把
他扔下不管，俺自己跑掉？” 

 

“你以为他会扔下我们不管？”拉克
道，“他会追捕我们到死！想被抓吗，
大呆瓜？” 

 

“不，”小保罗说，“俺不要，俺不要。” 

 

“所以你会动手？”拉克问。 

 

“对的。”巨汉用长矛在结冰的河岸上
一顿。“俺懂。他不能来抓俺。”（上
1-2） 

 

 原文為一般口語，並沒有顯著的方言特色，但從譯文可發現，簡體版特別處

理了人稱代名詞，以「俺」來代稱「我」，譯文因此染上了地域方言色彩：小保

羅搖身一變成了中國打山東來的漢子，多少改變了冰火世界維斯特洛大陸上的守

夜人形象。筆者認為簡體版譯者或許是希望把「俺」字帶有的山東漢子形象與角

色塑造融合，表現出守夜人軍團士兵直性子、粗獷不羈的一面。簡體版乍看之下

採取「歸化」的翻譯策略，實際上對於沉浸在奇幻世界裡的讀者反而具有「異化」

的效果──從仿中古歐洲跳脫到中國山東省。「俺」字固然有利於性格塑造，但

隨之浮現的時空錯置問題，似乎無可避免。 

 

 對比繁體版，「俺」字屬於中國讀者群熟悉的字詞，存在於簡體讀者的「語

庫」35（linguistic/verbal repertoire），是簡體讀者較為熟悉的代名詞。「俺」字或

存在於台灣讀者的被動語言認知中，但平常無論口語或書面都不會使用。由此例

可見，讀者群的「語庫」決定了譯者所能施展的空間。 

 

 繁體版以「為什麼」標誌問句，簡體使用「為啥」，後者較為口語隨意，較

符合社會方言潛藏的社會階級差異，可見簡體譯者在此對於方言差異較為敏感。

                                                 
35 或譯語言技能、交際語庫、全部語言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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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譯文翻譯「閃人」，屬於當代次文化口語用法，也是網路用語，筆者認為「閃

人」富有灑脫的俐落感，與人物形象相差甚遠；同樣的，「稱心如意」這類規矩

的四字格，正式程度偏高，不像是教育素養普遍低落的守夜人士兵所說的話。 

例 3-2 

"I had a dream that the king had come," Owen said happily. "Maester Aemon sent a 

raven, and King Robert came with all his strength. I dreamed I saw his golden 

banners." 

 

Jon made himself smile. "That would be a welcome sight to see, Owen." (2: 372-373) 

「我夢到國王駕臨。」歐文開心地說：
「伊蒙學士派了一隻烏鴉捎了信息，然
後勞勃國王率領大軍來到。我夢到我看
到他的金色大纛。」 

 

瓊恩‧雪諾勉強擠出一個微笑。「歐文，
那八成是個很窩心的景象。」（下 222） 

“我梦见国王来了，”欧文快活地说，
“伊蒙学士派了一只鸟去他那儿，劳勃
国王便带着大军来了。我梦见他金色的
战旗。” 
 
琼恩逼自己微笑：“那一定很令人愉快，
欧文。”（下 155） 

 

 原文是標準方言。繁體譯文文白夾雜，出現「纛」字文言，意指軍中旗幟36。

歐文是守夜人軍團的事務官，小時候傷到頭部而影響智力發展，筆者認為如此艱

深的文言文不像是歐文的交際語庫的一部份。簡體版相較之下皆為白話，並重複

「……來了」句構，較貼近口語語言。 

例 3-3 

 傑諾斯‧史林特原先為君臨城衛隊隊長，後因貪腐被放逐到北方絕境長城。

此人為屠夫之子，藉由攀權附勢爬到高位，之後經政治鬥爭遭放逐，到了長城卻

不改陋習，作威作福的行徑反而變本加厲。 

 

"Ser," snapped the jowly man. "You will address Ser Alliser as ser, and myself as 

m'lord." (2: 381) 

「稱他爵士。」雙下巴男子厲聲說道：
「你要稱呼艾里沙爵士為爵士，稱我為
大人。」（下 232） 

“爵士，”双下巴的人呵斥，“你得尊称
艾里沙爵士为‘爵士’，尊称我为‘大
人’。”（下 163） 

 

                                                 
36 檢索自 https://www.moedict.tw/%E7%BA%9B。 

 

https://www.moedict.tw/%E7%B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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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ord," Janos Slynt reminded him. "You'll address me - " 

 

"I'll go, my lord. But you are making a mistake, my lord. You are sending the wrong 

man, my lord. Just the sight of me is going to anger Mance. My lord would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reaching terms if he sent - " (2: 439) 

「大人」。傑諾斯‧史林特提醒他：「你
要叫我……」 

 

「那我就去吧，大人。可是這麼做就錯
了，大人。曼斯光是看到我就會大為光
火。大人若想要談到好一點的條件的
話，就應該派……」（下 298） 

“大人，”杰诺斯·史林特提醒，“你得称
我为——” 

 

“我去，大人。但你犯了个错误，大人。
你派的人不对，大人。单单看见我就会
让曼斯生气，大人若想有机会达成协
议，应该派——”（下 223） 

 

 原文 m’為 my 縮寫，屬於社會方言的例子。一般平民百姓的教育程度較低，

尊稱貴族時發音咬字比較含糊。由此例可見，傑諾斯‧史林特的咬字發音透露出

他的出身背景──不啻為一個攀炎附勢的暴發戶罷了。相較下，反倒是受到貴族

教育的私生子瓊恩咬字清晰明確。簡繁體譯文都沒有處理到這一層涵義，原因應

類似例 1-1 至 1-3 的動詞 ing 形式，牽涉到語言在文法層面的差異，不得不採歸

化譯法。 

 

小結 

簡體版譯本使用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人稱代名詞，貼近故事人物形象，此一翻

譯策略有值得借鏡之處，但缺點是導致時空錯置。繁體版有時出現當代次文化詞

語或網路用語，有時出現文言，整體語言風格差異大。方言透露社會背景，但涉

及語言文法層面的差異，通常採歸化譯法處理，簡繁譯本皆然，頗為可惜。筆者

以為，為了區別出語言文化層面詞語，或可考慮在稱謂前後增加名字、語助詞、

形容詞語等「虛詞」，用以強調語氣並增添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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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域分析 

語域（register）所檢視的是不同語言用途所衍生的語言差異（use-related 

varieties）。Hatim 和 Mason 採用韓禮德等學者提出的語域理論（register theory），

從語場（field）、語旨（tenor）、語式（mode）三方面討論語言使用。語場檢視

言談當下的場合和情境。語場不同，討論主題、語言用途和目的也隨之改變。語

旨反映說話人與聽者之間的關係，從口吻和用字遣詞可看出正式程度（formality）

和親疏關係。Peter Trudgill（1974）指出正式程度牽涉情境要素、社交上的熟悉

程度、親屬的親疏關係、禮貌、嚴肅等諸多因素。俚語（slang）便是位於不正

式用詞的光譜極端。除了用字遣詞，句法特色也能透漏正式程度訊息，譬如英文

的被動語態通常較為正式。語式指的是溝通模式，譬如口語或書面（可延伸分類

成撰寫下來用於朗誦的書面語或口語），也考慮諸如演講、辯論、敘事等溝通形

式。韓德禮等研究者（1964）指出，言談中語域會有所變動，譯者應特別留意。

Hatim 和 Mason 以新聞報導為例，分析標題、次標題、不同段落的文字，辨識出

一個以上的語場、語旨、語式，提醒譯者須留心語域更動，以適切的譯文因應之。

語域分析另須注意語言標誌性（markedness），因為語言標記與否，決定了讀者

對於語境原有的期待（即規範）是否能夠維持或是被打破。 

 

Peter Trudgill（1974）研究發現，語言使用的變化除了和說話人背景有關，

也與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有密切關係37。諸如法律語域、醫學語域等專業

／職業語域的生成，反映語言隨著職業或主題的不同而發展出特定的語言。Paul 

Simpson（2004: 104）指出，語域藉由規律出現的字詞和文法，表現出言談當下

語言的用途。根據 M. H. Abrams（2012）對於言談分析的定義38，「情境脈絡」、

「社會和文化習俗」等社會因素都是需要納入考量的要素。Paul Simpson 以敘事

風格學（narrative stylistics）的角度提出一套敘事結構模型39，其中一個風格要素

                                                 
37 譬如足球賽播報員不會以聖經的語言播報；法律文件寫作也不會使用教會牧師佈道的語言。 
38 詳見第三章言談分析之定義。 
39 該模型分三個部分：（1）抽象的故事線安排（情節）、（2）實際寫出來的故事線（篇章言談）、

（3）風格學要素，分別是文本平台、社會文化符碼、角色刻畫一：動作與事件、角色刻畫二：

視角、文本結構、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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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社會文化符碼」（sociolinguistic code），為敘事架構中用以透露歷史、文化、

語言設定的語言文字。他表示，不同語言形式即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可

看出敘事的時地狀況，而社會文化符碼也包含敘事中說話人的腔調和方言，可用

於延伸檢視言談中的社會語域和制度語域（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registers）。 

 

 本節就以上語域定義為綱，結合第二章文獻回顧部分的研究成果，針對封建

政治、宗教信仰兩個主題，以語域理論分析原文以及簡繁譯文。 

 

一、封建政治 

《冰與火之歌》的背景設定仿中古歐洲封建制度，整個社會以七大王國鐵王

座為核心，七大王國之主（Lord of the Seven Kingdoms）是維斯特洛大陸統治者

的稱號，位居封建制度頂點，統治各方貴族、騎士與平民百姓。國王有權封君，

冊封臣屬為領主（lord），賦予他們政治實權與封地管理權限，而這些領主可再

封地給底下的附庸。如此一來，從位於金字塔頂端的國王到最低階層的附庸，就

形成了一個系統性的領主──附庸關係（vassalage），也確立了彼此的權利義務。

附庸須向領主行臣服禮（homage），對「主君／封君」（liege lord）盡應盡的義務。 

 

除了國王和領主，騎士（knight）的社會地位介於領主和平民之間。在冰火

世界的封建制度下，一般尊稱騎士為爵士（Ser）40。僅有少部分的騎士擁有封地

（landed knight）。社會普遍仍重視騎士精神（chivalric code）的價值，即騎士應

具有高尚情操、英勇無懼、信守承諾，誓言對主君忠誠不二。 

  

                                                 
40 根據 OED，Ser 為中世紀英文（Middle English），最早紀錄使用為 1451 年。出自

http://blog.oxforddictionaries.com/2012/04/the-language-of-game-of-thrones/、

http://scifi.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85629/where-does-the-idea-of-replacing-sir-with-ser-in-a-son

g-of-ice-and-fire-co 

 

http://blog.oxforddictionaries.com/2012/04/the-language-of-game-of-thrones/
http://scifi.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85629/where-does-the-idea-of-replacing-sir-with-ser-in-a-song-of-ice-and-fire-co
http://scifi.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85629/where-does-the-idea-of-replacing-sir-with-ser-in-a-song-of-ice-and-fire-co


39 

例 1-1 

Edmure was seething. "They're as much as saying that my promise is worthless. Why 

should I let that old weasel choose my bride? Lord Walder has other daughters 

besides this Roslin. Granddaughters as well. I should be offered the same choice you 

were. I'm his liege lord, he should be overjoyed that I'm willing to wed any of them." 

(1: 486) 

艾德慕火冒三丈。「他們簡直是在說我的保
證一點屁用也沒有。為什麼我應該讓那隻
老黃鼠狼來替我挑選新娘啊？瓦德侯爵除
了蘿絲琳以外，還有其他的女兒，也有孫
女啊。我應該跟你一樣有選擇權的。我是
他的主子哩，我願意屈就娶他們家的任何
一個人，他就該欣喜若狂了。」（中 156） 

艾德慕立刻勃然大怒：“他们竟认为
我的承诺一钱不值！凭什么要这条
老狐狸为我挑老婆？瓦德大人的女
儿多的是，还有成群的孙女，当初
和你许婚时，他可是准你自行挑选
的。我是他的封君！我随便选哪个，
他都该感到无上荣幸才对！”（中 97） 

 

語場 聯姻外交 

語旨 領主對封臣，上對下；氣憤難耐 

語式 口語 

 

 艾德慕貴為奔流城公爵，按照封建制度附庸關係，年邁的瓦德侯爵依然是他

的附庸，理應對他致上應有的敬意。但依照劇情發展，可得知北境之王羅柏不僅

背棄了對侯爵女兒的婚姻誓言，而且戰局失利，主堡臨冬城遭受襲擊，亟需坐落

於戰略要地的瓦德侯爵鼎力支持。身為附庸的侯爵便是看準時機，對封君獅子大

開口。此例點出局勢變化導致領主──附庸關係變質、權力此消彼長的現象。簡

繁譯文分別譯出「屈就」和「榮幸」詞語，凸顯領主──附庸彼此間不對等權利

關係所引發的不同感受，強化了讀者對封建制度的認知，語域處理適切得宜。 

 

原文 worthless 一字，繁體版翻譯帶髒字，簡體版則以成語翻譯。筆者以為

簡繁譯法兩者皆有道理可循。艾德慕身分地位高於瓦德大人，受到怠慢自有理由

發怒。繁體版翻譯帶髒字，事實上切實反映王公貴族的言談同樣包含俚俗語，符

合標準方言也可能帶髒字的語言現象。簡體版翻成成語，同樣反映王公貴族受到

較好的教育。陳湘屏（2009）彙整《現代漢語詞典》中熟語的四種類別與其特色

41，便指出成語屬於經典性42最強的雅言。就功能來看，簡繁翻譯都表現出強烈

                                                 
41 分別為成語、諺語、歇後語、慣用語。成語多為習用的定型詞組或短句，言簡意賅，大多有

出處，形式多為四字格。諺語則為簡單通俗的話語，道理深刻。歇後語由兩個部分組成，前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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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滿語氣，功能相近並無不妥。差別在於用字遣詞的不同，所刻劃出的人物形

象也不同。 

 

筆者認為，人物形象塑造並不只是根據小說人物自身的言談，也需參酌角色

的行為與他人的描述等外部描寫。因此，此處的翻譯僅可視為單一事件，並不足

以評判腳色刻劃成功與否，不同於前一節討論的個人語特色。換言之，艾德慕在

此的言談並不具備個人語要素（即是在小說中不具有語言的連貫性），故無法進

一步評論譯文的適切與否，只能從中觀察到簡繁譯者所採取的不同的角度。 

 

 繁體版「主子」對比簡體版「封君」，後者較貼近於歐洲封建社會制度用語，

貼近讀者對社會紋理的認知，前者則具有中國色彩，帶有不同的時空意象。筆者

認為簡體版譯者較注重整個小說的氛圍營造，避免讀者不必要的「抽離」時空。 

 

 原文 old weasel 簡體版譯成老狐狸，其描繪出的狡詐形象與黃鼠狼相差不遠，

就形象塑造的效果而言問題倒是不大，不影響讀者理解。 

例 1-2 

"Fetters?" The very word seemed to shock poor Ser Desmond. "For the king's mother, 

my lord's own daughter? Impossible." 

 

"Mayhaps," said the steward Utherydes Wayn, "my lady would consent to be confined 

to her chambers until Ser Edmure returns. A time alone, to pray for her murdered 

sons?" 

 

"Confined, aye," Ser Desmond said. "Confined to a tower cell, that would serve." 

 

"If I am to be confined, let it be in my father's chambers, so I might comfort him in his 

last days." 

 

Ser Desmond considered a moment. "Very well. You shall lack no comfort nor 

courtesy, but freedom of the castle is denied you. Visit the sept as you need, but 

elsewise remain in Lord Hoster's chambers until Lord Edmure returns." 

 

"As you wish." Her brother was no lord while their father lived, but Catelyn did not 

                                                                                                                                            
是謎面，語意未明；後面像是謎底，透露出本意。慣用語則口語色彩濃厚，具有固定詞組。 
42 所謂經典性，指的是成語的成型需要一段時間，不具有顯著的時代性，也不具有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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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him. "Set a guard on me if you must, but I give you my pledge that I shall 

attempt no escape." (1: 34) 

「腳鐐？」這話似乎嚇到了可憐的戴斯
蒙爵士。「把國王的母親、我們家大人
的親生女兒銬起來？萬萬不可。」 

 

「不然。」總管烏瑟萊斯‧韋恩說：「在
艾德慕爵士回來前，我們家夫人可同意
軟禁在自己的房裡？先獨處一段時
間，為她被害的兒子們祈禱？」 

 

「這個嘛，軟禁。」戴斯蒙爵士說：「軟
禁在塔樓上的小房間裡，那挺恰當的。」 

 

「假使我得被軟禁，就關在我父親的房
裡吧，這樣我才能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日
撫慰他。」 

 

戴斯蒙爵士考慮了一會兒。「非常好。
您應該得到慰藉和禮遇，但不能自由出
入城堡。您可以視需要參拜聖堂，但是
除此之外請留在霍斯特大人的房裡，直
到艾德慕大人回來。」 

 

「悉聽尊便。」只要她的父親還有一口
氣在，她的弟弟就還不是領主，不過凱
特琳並沒有糾正他。「必要的話，派個
守衛看住我，不過我向你們保證，我不
會逃跑的。」（上 54） 

“镣铐？”这个词让可怜的戴斯蒙爵士
震惊，“给国王的母亲、老爷的亲生女
儿？不可能。” 
 
“也许，”管家乌瑟莱斯·韦恩说，“夫
人可以禁闭自己，直到艾德慕爵士归
来。您可否独处一段时间，以为自己被
谋害的孩子们祈祷？” 
 
“禁闭，是的，”戴斯蒙爵士赶紧道，“住
在塔顶房间，我们为您安排。” 
 
“如果要禁闭我，请准我待在父亲的卧
室，好让我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些许
安慰。” 
 
戴斯蒙爵士考虑了一会，“很好。您会
受到礼遇，住得舒适，但不得在城堡内
自由活动。您想的话，可以去圣堂，但
在艾德慕公爵返回之前别的地方都不
能去。” 
 
“如你所愿。”弟弟在父亲归天以前根
本不是公爵。凯特琳懒得去纠正他，“你
可以派守卫看守我，但我向你承诺，我
决不会逃跑。”（上 34） 

 

語場 家臣議論應如何處置貴族犯人 

語旨 家臣對公爵之女，屬下對上關係，口氣溫和有禮但態度堅定 

語式 正式口語 

 

 戴斯蒙爵士長年服侍徒利公爵，從小看著公爵之女凱特琳長大，從字裡行間

可發現，即便凱特琳犯了滔天大罪，對待她的態度仍不失溫和。原文從助動詞、

名詞、片語使用，皆顯示出說話人言談正式，委婉有禮。然而繁體版譯文時而出

現正式程度偏低的詞語，整體風格不統一，不若簡體版用詞正式程度一致，且簡

體版語句轉折連結較佳，尤其是「請……好讓」句構。 

 

 繁體版把 lord 前後翻譯成「大人」和「領主」，語意連結不若簡體版清楚緊

密，因為「大人」同樣可用於尊稱不具有貴族身分者。簡體版維持「公爵」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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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指涉爵位世襲傳統，即直指封建制度之運作。 

例 1-3 

King Stannis turned from the table. "On your knees, Onion Knight." 

 

"Your Grace?" 

 

"For your onions and fish, I made you a knight once. For this, I am of a mind to raise 

you to lord." 

 

This? Davos was lost. "I am content to be your knight, Your Grace. I would not know 

how to begin being lordly." 

 

"Good. To be lordly is to be false. I have learned that lesson hard. Now, kneel. Your 

king commands." 

 

…"Ser Davos of House Seaworth," the king said, "are you my true and honest liege 

man, now and forever?" 

 

"I am, Your Grace." 

 

"And do you swear to serve me loyally all your days, to give me honest counsel 

and swift obedience, to defend my rights and my realm against all foes in battles 

great and small, to protect my people and punish my enemies?" 

 

"I do, Your Grace." 

 

"Then rise again, Davos Seaworth, and rise as Lord of the Rainwood, Admiral of 

the Narrow Sea, and Hand of the King." (1: 498-499) 

國王史坦尼斯從桌面轉過身來。「跪
下，洋蔥騎士。」 

 

「陛下？」 

 

「為了你的洋蔥跟魚，我曾將讓你成為
一位騎士。為了這件事，我打算升你為
領主。」 

 

這件事？戴佛斯困惑著。「能夠成為您
的騎士我就滿足了，陛下。我不知道該
如何當個領主。」 

 

「很好。當個領主，就是變得虛偽。我
已經學到這個教訓，代價沉重。現在，
跪下，你的國王命令你。」 

 

……「席渥斯家族的戴佛斯爵士。」國

史坦尼斯转身离开桌子，“跪下，洋葱
爵士。” 
 
“陛下？” 
 
“因为咸鱼和洋葱，我让你成为骑士。
为这个，我打算擢升你为领主。” 
 
 
为这个？戴佛斯不明所以。“能成为您
的骑士我就已经很满足了，陛下……我
是做不来领主的。” 
 
“很好。做一方之主首先是要虚伪。我
已经学到了这一课，代价沉重。现在快
跪下。你的国王在命令你。” 
 
……“席渥斯家族的戴佛斯爵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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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說：「你是否是我忠實而坦直的臣
子，從現在到永遠？」 

 

「是，陛下。」 

 

「你是否發誓要此生此世忠誠地侍奉
我、給我誠實的諫言與即刻的服從、要
在大小戰役中抵禦我所有的反對者，保
護我的權利與我的王國、要捍衛我的子
民並懲罰我的敵人？」 

 

「我發誓，陛下。」 

 

「那麼再度起身，戴佛斯‧席渥斯，以
雨林伯爵、狹海艦隊總司令、國王御前
首相的身分平身。」（中 171-172） 

王说，“你是否为我忠诚的臣民，从今
天直到永远？” 
 
“是的，陛下。” 
 
“你是否愿意发誓，终此一生为我效
劳，给予我诚实的谏言和绝对的服从，
保护我的权利和我的国家，无论前途艰
险，始终与我并肩作战，照顾我的子民，
惩罚我的敌人？” 
 
“我愿意，陛下。” 
 
“那么，起来吧，戴佛斯·席渥斯，雨
林伯爵，狭海舰队司令，国王之手。”（中
111） 

 

語場 首相暨領主冊封儀式 

語旨 國王對臣屬，上對下，莊嚴慎重 

語式 制式化口語 

 

國王依據封建制度實行王權，將爵士拔擢為領主並賜予御前首相之職。領主

冊封儀式的字句用詞與騎士晉封儀式雷同，同樣多平行句構，內容則是領主應盡

職責。原文 lordly 的語意包括貴族的（lord 的形容詞）、有貴族氣派的（褒意）、

高傲地（貶意）等等。根據上下文，國王一言取 lordly 的負面意涵，批判當上領

主的人因手握權柄而容易腐化變得虛偽。繁體版譯「當個領主，就是變得虛偽」，

事實上是不合邏輯的陳述──並非所有的領主都是虛偽的。繁體版表面上維持譯

文字詞層次的連貫性，卻未依照前後文做出適當的調整，並未跳脫出「領主」一

詞的窠臼，導致邏輯謬誤。簡體版譯「一方之主」展現出譯者譯筆靈活，能夠以

語境為語意連貫的依歸，不受限於字詞，令人激賞。 

 

繁體版反覆使用「要」字，不必要地拉長誓詞，讀起來不若簡體版鏗鏘有力；

繁體版「以……平身」的句構也拉長的句子，不如簡體版直接列舉稱號來得簡潔。

原文 battles great and small，繁體版採直譯「大小戰役」，簡體版則意譯「始终与

我并肩作战」。筆者認為，簡體版此處刻意採用意譯，便能多用四字格，並讓譯

文整齊劃一，節奏緊湊，譯文更為洗鍊且鏗鏘有力。無論語意或音韻，都比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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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更令人印象深刻。 

例 1-4 

"Send a raven. Write that King Joffrey was deeply saddened to hear of Lord 

Commander Mormont's death, but regrets that he can spare no men just now, whilst so 

many rebels and usurpers remain in the field. Suggest that matters might be quite 

different once the throne is secure . . . provided the king has full confidence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Watch. In closing, ask Marsh to pass along His Grace's fondest 

regards to his faithful friend and servant, Lord Janos Slynt." (1: 441) 

「派出烏鴉。寫說喬佛里國王因為聽說
莫爾蒙總司令之死而深感哀痛，不過很
抱歉，在王土之內還有這麼多叛徒與篡
逆的時刻，他目前實在撥不出人力。暗
示對方一旦王座安固，情勢可能就會截
然不同……前提是國王要對守夜人的
領導階層有充分的信心。在結尾，要馬
爾錫傳達陛下最寵愛的關心給他忠實
的朋友與僕人，傑諾斯‧史林特伯爵。」
（中 95） 

“立刻去写信，告诉他们乔佛里国王对
莫尔蒙总司令以身殉职的高尚行为感
到无比钦佩，并致以诚挚的哀悼，遗憾
的是，由于叛臣贼子四处作乱，一时抽
不出多余人手。但只要后顾无忧，问题
自然迎刃而解……因此守夜人军团必
须以行动来维护王权。在信的末尾，告
诉马尔锡，代陛下向他忠实的朋友和仆
人——杰洛斯·史林特大人——致以最
亲切的问候。”（中 47） 

 

語場 口述皇家書信內容，由臣屬代為撰寫 

語旨 首相對臣屬；書信傳達國王旨意，暗示皇室利益之所在 

語式 口頭敘述書面語；書信結構；制式慰問信字句 

 

泰溫公爵代國王之職，命令大學士擬稿回覆守夜人軍團派兵的要求。公爵使

用祈使句（imperative sentence），以領導者口吻下令，富有權威感。繁體版譯文

用詞過於口語，缺乏令人信服的權威。即便公爵只是口頭擬稿，與實際書面文字

仍有差距，但即便如此，繁體版仍嚴重忽略語場和語式的正式程度，譯文不符原

文語域。繁體版譯文出現怪異的搭配詞語「最寵愛的關心」，有損原文祈使句口

吻帶來的權威感。 

 

整體上簡體版譯文相當符合語域，且這個手法是透過增譯達成：「高尚行为」、

「无比钦佩」等形容詞語，適用於此類帶有慰問功能的書信寫作脈絡，也確實提

升譯文的流暢度，即便這樣的增譯對於語意理解並非必要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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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 

Lord Redwyne pinched at his nose. "May we return to the matter of the Greyjoy 

alliance? In my view, there is much to be said for it. Greyjoy's longships will 

augment my own fleet and give us sufficient strength at sea to assault Dragonstone 

and end Stannis Baratheon's pretensions." 

 

“King Balon’s longships are occupied for the nonce,” Lord Tywin said politely, “as 

are we. Greyjoy demands half the kingdom as the price of alliance, but what will he 

do to earn it? Fight the Starks? He is doing that already. Why should we pay for what 

he has given us for free? The best thing to do about our lord of Pyke is nothing, in my 

view. Granted enough time, a better option may well present itself. One that does not 

require the king to give up half his kingdom.” (1: 260) 

雷德溫伯爵擠了擠鼻子。「我們可以回到
跟葛雷喬伊結盟這件事情上面了嗎？就
我的觀點，這還有許多方面值得討論。
葛雷喬伊的長船會強化我自己的艦隊，
並且給我們足夠的海上實力直搗龍石
島，終結史坦尼斯‧拜拉席恩的謀反。」 

 

「巴隆國王的長船目前無暇它顧。」泰
溫公爵委婉地說：「我們也一樣。葛雷喬
伊開口便要半個王國做為結盟的代價，
但他能做什麼來換取同盟？對抗史塔
克？這他已經正在做了。為什麼我們要
為他已經免費奉送的東西付出代價？就
在下愚見，對這位派克島大人最好的做
法就是什麼也不要做。假以時日，自然
就會出現更好的選項。一個不需要國王
放棄半壁江山的選項。」（上 342） 

雷德温伯爵摸摸鼻子，“我们深入谈谈
与葛雷乔伊结盟一事如何？依我之见，
此举有利可图。一旦葛雷乔伊的长船加
入咱青亭岛的舰队，那要跨海攻打龙石
岛，结果史坦尼斯·拜拉席恩这个叛逆，
便是易如反掌。” 

 

“巴隆国王的长船目前脱不开身，”泰
温公爵说，“我们也有其他要紧事急需
处理。哼，他开口就要半个王国，凭什
么？凭他替我们和史塔克家作对？那
是他自己挑起的战争，我们为什么要为
免费的午餐掏钱呢？所以说，针对这位
派克岛大王最好的政策就是什么也不
做，什么也不说，保持缄默，等时局澄
清再做选择——大人们，我敢保证，到
时候无需奉上半个王国。”（上 277） 

 

語場 御前會議 

語旨 首相於會議中向各大臣表示看法；彼此屬對等關係 

語式 口語 

 

泰溫公爵身世顯赫，貴為御前首相和蘭尼斯特家族之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又是國王的親祖父，普遍受到王宮貴族與平民百姓的敬重；在御前會議中，同樣

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從 politely、in my view 可得知，泰溫公爵以帶有敬意的口吻

否決了雷德溫伯爵的提議。繁體版翻譯出現「委婉地」、「在下愚見」等自謙之詞，

大大的軟化了泰溫公爵的立場，過於違背了角色性格塑造。相較之下，簡體版增

添「哼」、「我敢保证」等強調語氣的詞語，強調公爵的觀點與立場，一方面就故

 



46 

事安排上應和作者潛藏的伏筆，另一方面刻畫出公爵自信非凡的態度，符合角色

個性塑造；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語氣稍嫌強烈了些，超過了 politely 應保持的儀

態，尤其是「哼」語氣詞的部分。 

 

簡體版另出現「免費的午餐」，應源自於熟語「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43，

屬於口語用法，貼近原文語式。另外，簡繁版本都頻繁使用四字格成語，譯文都

顯得較為簡潔俐落。陳湘屏（2009）指出，成語是「相沿成習」（頁 33）、富有

表現力的語言形式，其中一項優點便是促成簡潔效應；若採用一般詞彙，可能變

得「散漫無力」（頁 39）。就語場為重大會議來看，成語使得言談顯得鏗鏘有力，

簡繁譯本都相當適切的運用成語。 

例 1-6 

"Gendry, do you swear before the eyes of gods and men to defend those who 

cannot defend themselves, to protect all women and children, to obey your 

captains, your liege lord, and your king, to fight bravely when needed and do 

such other tasks as are laid upon you, however hard or humble or dangerous 

they may be?" 

 

"I do, m'lord." 

 

The marcher lord moved the sword from the right shoulder to the left, and said, 

"Arise Ser Gendry, knight of the hollow hill, and be welcome to our 

brotherhood." (1: 540) 

「詹德利，你是否願意在諸神與眾人的
見證之下發誓，要保護那些無法保護自
己的人，要捍衛所有老弱婦孺，要服從
你的長官、你所效忠的領主、以及你的
國王，必要時勇敢應戰，在其他任務交
付予你時，無論是多麼艱難、多麼卑微、
或多麼危險，你都會盡忠職守？」 

 

「我願意，大人。」 

 

欽差大人把劍從右肩移到左肩，然後
說：「平身，詹德利爵士，幽谷的爵士，
歡迎成為我們的弟兄。」（中 224） 

“詹德利，你是否愿在诸神和世人面前
发誓，守卫弱者，保护妇女与儿童，服
从长官、封君与国王，无论前途如何艰
难、如何卑微、如何危险，始终如一地
英勇奋战，不辱使命？” 

 

 

 

“我愿意，大人。” 

 

边疆地的伯爵把剑从右肩移到左肩：
“起来吧，詹德利爵士，空山的骑士，
欢迎加入无旗兄弟会。”（中 155） 

 

語場 騎士晉封儀式 

                                                 
43 比喻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取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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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旨 領主對即將受封為爵士的男孩，語氣莊重 

語式 制式化口語 

 

 封建制度下的騎士晉封儀式規定，任何騎士皆可將他人晉封為騎士。原文誓

詞可見制式化字句，以平行結構（parallelism）呈現，內容則包含騎士所應盡的

職責。簡繁譯文也使用平行句構並重複特定字詞，唯繁體版重複字詞較多，譬如

副詞「要」和代名詞「你」，譯文變得冗長許多，比簡體版多了約四十個字。 

 

 自小說第一部劇情可得知，貝里‧唐德利恩伯爵原先奉首相之命前往逮捕罪

犯，故繁體版曰「欽差大人」，然而第三部小說繁體譯文各章節多以「貝里伯爵」、

「閃電伯爵」44稱呼他，卻在此獨獨使用第一冊的稱謂「欽差大人」，顯得甚為

突兀且毫無道理，前後缺乏一致性。 

例 1-7 

"That was ill done, Your Grace," he heard Ser Garlan say quietly. 

 

"Not at all, Ser Garlan." Tyrion dare not let this grow any uglier than it was, not here, 

with half the realm looking on. "Not every king would think to honor a humble 

subject by serving him from his own royal chalice. A pity the wine spilled." 

 

"It didn't spill," said Joffrey, too graceless to take the retreat Tyrion offered him. "And 

I wasn't serving you, either." (2: 254) 

「國王陛下，這種舉動很惡劣。」他聽
到加蘭爵士低聲說。 

 

「加蘭爵士，一點也不會。」提利昂在
全場大半人的注視之下，不敢讓場面演
變得更難看，「不是每個國王都會拿他
自己杯子裡的酒，來替一個卑微的人物
倒酒。真可惜酒灑了。」 

 

「酒不是撒了。」喬佛里說，他過於肆
無忌憚，不理會提利昂給他的臺階，「我
也不是替你倒酒。」（下 82） 

“这样做很不适当，陛下。”他听见加
兰爵士静静地表示。 
 
“话不是这样说，加兰爵士，”提利昂
不想出更大的丑，不能在这里，当着全
国诸侯的面，“并非每位国王都愿意亲
自来敬他卑微的仆人一杯酒的。很遗
憾，酒洒掉了。” 
 
“才没有洒掉！”乔佛里根本没领会提
利昂为他提供的台阶，“我也不是来敬
你酒的！”（下 32） 

 

語場 皇室婚禮 

                                                 
44 閃電標誌為唐德利恩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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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旨 加蘭爵士：下對上，語氣委婉，半帶責備之意 

提利昂：下對上45，富有政治智慧，具備機智應變能力 

喬佛里：上對下，口氣狂妄兇惡 

語式 加蘭爵士：偏正式口語 

提利昂：偏正式口語 

喬佛里：一般口語 

 

加蘭爵士貴為提利爾公爵的次子，同時是備受愛戴的英勇戰士，曾立下汗馬

功勞，但國王的位階仍遠高於他。比較簡繁譯文，可發現繁體版的加蘭爵士斗膽

批評國王的行徑「惡劣」，簡直如死諫般直接。筆者認為倘若考慮小說中喬佛里

國王的行徑，加蘭爵士應命不久長。簡體版則相對委婉，表示簡體譯者對於小說

人物的個性塑造和封建制度下的權力關係較為敏感。 

 

 原文 humble subject 屬於自謙詞，是提利昂刻意壓低身段而說的話。簡體版

「卑微的僕人」譯得貼切，傳達了順服子民的涵義；繁體版譯「卑微的人物」語

意差了一點，畢竟「人物」一詞不像「僕人」強調身分以及其階級差異，姿態放

得不夠低，搭配（collocation）也不大自然。 

例 1-8 

"Ser," snapped the jowly man. "You will address Ser Alliser as ser, and myself as 

m'lord. I am Janos Slynt, Lord of Harrenhal, and commander here at Castle Black 

until such time as Bowen Marsh returns with his garrison. You will grant us our 

courtesies, yes. I will not suffer to hear an anointed knight like the good Ser Alliser 

mocked by a traitor's bastard." (2: 381) 

「稱他爵士。」雙下巴男子厲聲說道：
「你要稱呼艾里沙爵士為爵士，稱我為
大人。我是赫倫堡堡主傑諾斯‧史林
特，在波文‧馬爾錫率領他的駐軍回來
之前，暫時代理黑城堡總司令的職務。
你不得直呼我們的名諱。我可不容許一
個亂臣賊子挖苦像尊貴的艾里沙爵士
這樣受到策封的騎士。」（下 232） 

“爵士，”双下巴的人呵斥，“你得尊称
艾里沙爵士为‘爵士’，尊称我为‘大
人’。我乃杰诺斯·史林特，前赫伦堡
伯爵，现下为黑城堡的长官，直到波
文·马尔锡带着守卫部队回来为止。你
得对我们有礼貌，是的。我无法忍受像
艾里沙爵士那样涂过圣油的好骑士竟
被一个私生子和变色龙嘲弄。”（下 163） 

 

語場 軍事管理 

語旨 守夜人代理長官喝斥屬下，氣勢高傲無禮 

語式 口語 

                                                 
45 提利昂同時是國王的叔叔，從蘭尼斯特家族的關係來看算是國王的長輩，但國王痛恨生來就

是侏儒的提利昂，常常當眾嘲弄侮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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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諾斯‧史林特刻意強調封建社會的上下階層關係，以貴族身分強力要求下

人對貴族和爵士展現應有的敬意，強調身分地位分際。繁體版將 lord 翻譯為「堡

主」，強調城堡主人身分；簡體版譯為「伯爵」則強調爵位與隨之而來的權威。

筆者認為後者凸顯了身分地位差異，較貼近說話人原意，即刻意強調封建政治的

階層關係，以身分地位壓制屬下。 

 

 原文 traitor’s bastard 指的是瓊恩，他是前臨冬城主艾德‧史塔克的私生子，

而艾德被控叛國而慘遭砍頭。繁體版以四字格成語處理，漏譯私生子的意涵，侮

辱的力道也就少了一層。簡體版則譯為兩個三字格，其中「变色龙」應是對岸用

法，意指叛徒，形象生動鮮明。 

 

二、宗教信仰 

 《冰與火之歌》展現出多面貌的宗教信仰系統和派別，也展示不同宗教信仰

之間的互動。維斯特洛大陸上七大王國居民普遍信仰七神（Faith of the Seven），

唯有北境和鐵群島分別信仰舊神（old gods）和淹神（Drowned God）。七神教認

為所謂的七神，實際上是單單一位神祇的七個面貌──天父、聖母、戰士、少女、

鐵匠、老嫗、陌客。每個面貌意義不同，信仰者則因根據自己所求的事物而向特

定型態祈求。總主教（High Septon）為七神信仰的領導人物。 

 

 位於維斯特洛東方大陸，則有著拉赫洛光之王（R’hllor/Lord of Light）的信

仰，七大王國人民稱之為紅神。根據陰影之地亞夏的古書記載，有一天名為亞梭

爾‧亞亥的救世主將會重生，揮舞一把名為「光明使者」的火焰之劍以終結與寒

神的紛爭。光之王的祭司如同傳教徒，到各地傳遞光之王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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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1 

"My lords," pronounced the High Septon, "autumn is upon us, and all men of good 

heart are weary of war. If Lord Baelish can bring the Vale back into the king's peace 

without more shedding of blood, the gods will surely bless him." 

 

"May the gods speed you on your way," the High Septon said. "All King's Landing 

shall pray for your success." (1: 258-259) 

「各位大人。」總主教發表意見，「秋
天已經到來，而所有心地善良的人都已
經厭倦了戰爭。若貝里席伯爵能夠將谷
地帶回國王的統治之下，又不須流更多
血，那麼諸神必會保佑他的。」 

 

「院諸神祝你一路順風。」總主教說：
「全君臨都會為你的成功祈禱。」 

（上 342） 

“大人们，”总主教断言，“深秋将至，
世间的善男信女厌倦了战争。若贝里席
大人能不费一兵一卒，便将谷地重归国
王治下，那自是诸神喜悦，上上之策
啊。” 
 

“愿诸神赐福于您的坐舰，”总主教说，
“全君临的人都会为您的成功而祈
祷。”（上 275-276） 

 

語場 重臣會議，議論國事 

語旨 宗教領導人展現宗教情懷，呼籲重臣以天下蒼生為念 

語式 偏正式口語，多制式宗教語句 

 

總主教（High Septon）為七神信仰在世上的代言人，為世人與信徒所敬重。

總主教展現宗教情懷，呼籲朝臣莫忘天下蒼生，採取和平手段解決紛爭。簡體版

譯文出現諸多四字格成語，譯文工整有度，遣詞用字切合宗教場域。簡體譯「重

归国王治下」，用字洗鍊；繁體版譯「帶回國王的統治之下」為直譯，譯文拗口

有翻譯腔。原文 without more shedding of blood，簡體版譯「不費一兵一卒」為意

譯，譯者另增譯「上上之策」，筆者認為是強調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兵家之

道，搭配適切。原本不需增譯語意便已到位，但雙四字格46則產生加倍的音韻效

果，也符合了四字格成雙成對的語言習慣，故可看作是採取了歸化翻譯策略

（domesticating）。語尾助詞「啊」增添語氣，令人感受到總主教發自內心的呼

求，反映真誠的宗教情懷。 

  

                                                 
46 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成語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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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 

“Our Father Above knows their guilt and will sit in judgment on them all,” the High 

Septon said piously. (1: 262) 

「天父明瞭他們的罪行，會讓他們所有人
受到審判。」總主教虔誠地說。（上 345） 

“天父无所不知，他们的罪恶逃不过
审判。”总主教虔诚地说。（上 280） 

 

語場 議論犯人罪行 

語旨 溫和堅定 

語式 制式宗教口語  

 

繁體版偏向直譯，重複人稱代名詞顯得冗長。簡體版採意譯策略，將 Above

的語意轉為修飾字詞，並使用精簡的四字格，譯文靈活有變化。宗教語域多以直

白深刻的文字警醒世人，故簡體版處理略勝一籌。 

 

例 2-3 

The High Septon shuffled forward in his tall crystal crown, and prayed that the Father 

Above would help them in this judgment, and that the Warrior would lend his strength 

to the arm of the man whose cause was just. (2: 396) 

總主教帶著高聳的水晶冠走到前面，並
且祈求天父幫助他們裁奪，同時請戰神
賜予他力量，讓正義的一方獲得伸張。
（下 249） 

总主教戴着高大的水晶宝冠曳步上
前，祈求天父为他们的清白作出决断，
祈求战士赐予正义的一方以力量。（下
178） 

 

語場 比武審判前的宣告 

語旨 嚴肅莊重，向眾人宣揚七神的威能 

語式 制式化宗教口語 

 

七神信仰中的 Warrior 應為戰士，並非戰神。熟知七神信仰的讀者早就熟悉

神祇的七個面貌，很容易便能注意到繁體譯者所犯的翻譯錯誤，因為違反了全書

一致的連貫性。此外，繁體版出現翻譯搭配問題，應為「正義獲得伸張」，並非

「正義的一方獲得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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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4 

"You are he who must stand against the Other. The one whose coming was 

prophesied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red comet was your herald. You are the 

prince that was promised, and if you fail the world fails with you." (2: 292) 

「你是抵抗異鬼的人選，你的勢力興
起在五千年前就被預言了。紅色彗星
是你的預兆。你是有為的王子，要是
你墜落了，世界就會跟著你墜落。」
（下 128） 

“您是那个命中注定要抵御远古异神的人
选，应和着五千年前的预言。红色彗星宣
告了您的到来，您就是亚梭尔·亚亥转世
重生，预言中的王子，如果您失败，整个
世界将一起消亡。（下 72） 

 

語場 預言 

語旨 女祭司對國王，語氣嚴肅莊重 

語式 正式口語 

 

 女祭司梅麗珊卓深信史坦尼斯‧拜拉席恩就是亞梭爾‧亞亥再世，千里迢迢

從亞夏前來輔佐史坦尼斯，準備對付寒神的到來。諸如 prophesy、herald、promised

等詞彙皆令人聯想到救世主也正反映梅麗桑德的信念：她遠渡重洋來到龍石島服

侍史坦尼斯，盡一切努力協助他取得王位，便是因為她深信此人就是救世主再世。

繁體版的搭配字詞不甚自然，像是「你的勢力興起」、「有為的」都有翻譯腔，且

fail 字翻譯為「墜落」，似乎是看錯原文47。就語氣而言，「您」比「你」更富有

敬重之意，顯示對國王與救世主的尊敬。 

例 2-5 

“The war has been waged since time began, and before it is done, all men must 

choose where they will stand. On one side is R’hllor, the Lord of Light, the Heart 

of Fire, the God of Flame and Shadow. Against him stands the Great Other 

whose name may not be spoken, the Lord of Darkness, the Soul of Ice, the God of 

Night and Terror.” (1: 348) 

這場戰爭從世界之初便已開始，而在它
終結之前，所有人都要選擇他們的立場
陣營。一個是拉赫洛，光之王，烈焰紅
心，火焰與陰影之神。對抗他的是大異
鬼，其名不可說，黑暗之神，寒冰之魂，
闇夜與恐怖之神。（上 457） 

战争从世界之初开始，在审判到来之
前，每个人都必须选择立场。一边乃真
主拉赫洛，光之王，圣焰之心，影子与
烈火的神；另一边乃凡人不可道也的远
古异神，暗之神，玄冰之魂，黑夜与恐
惧的神。（上 370） 

 

                                                 
47 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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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場 宣揚教義 

語旨 女祭司透露光之王信仰的終極目標：對抗黑暗勢力 

語式 嚴肅口吻，偏朗誦用書面文字 

 

女祭司梅麗珊卓以他所信奉的神祇的角度，諭示這個世界即將面臨正邪之戰，

全世界的命運端看此戰結果。簡繁譯本的句構相似，唯簡體版的用語帶有較多的

宗教意涵，如「真主」、「聖焰」，並使用「乃」、「也」等文言字詞，與一般口語

拉開距離。整體而言宗教意味較為濃厚。 

例 2-6 

"It is the war for the dawn you speak of, my lady. But where is the prince that was 

promised?" 

 

"He stands before you," Melisandre declared, "though you do not have the eyes to see. 

Stannis Baratheon is Azor Ahai come again, the warrior of fire. In him the 

prophecies are fulfilled. The red comet blazed across the sky to herald his 

coming, and he bears Lightbringer, the red sword of heroes." (2: 504) 

「夫人，你說的是黎明之戰，可是允
諾的王子在哪裡？」 

 

「他就站在你面前。」梅麗珊卓宣
布，「雖然你們沒有眼光。史坦尼斯‧
拜拉席恩是亞梭爾‧亞亥再世，火焰
的戰士，他實現了預言。紅色彗星燃
亮天空，預示他的到來，他帶了太古
英雄的紅劍光明使者。」（下 373） 

“你指的是黎明之战，夫人，但预言中的
王子在哪里？” 
 
“他就站在你面前，”梅丽珊卓宣布，“你
的眼睛却看不见。史坦尼斯·拜拉席恩就
是圣焰之子、光明的战士亚梭尔·亚亥转
世重生，预言在他身上应验。天空中红色
的彗星宣告他的到来，而他拥有英雄之红
剑‘光明使者’。”（下 288） 

 

語場 預言 

語旨 女祭司對非信眾，口吻莊嚴肅穆 

語式 偏書面口語 

 

簡體版將 warrior of fire 拆成兩部分，譯為「圣焰之子、光明的战士」，比繁

體版「火焰的戰士」富有音韻趣味和節奏感。至於寶劍名稱，繁體版加上了「太

古」一詞修飾「英雄」，語意上賦予歷史的向度。由此可見，簡繁譯者會採取增

譯策略，針對音韻或語意上增添語言的「風味」，並不影響主要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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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方言分析提供譯者一個角度來檢視小說人物的身分背景，思考作者如何刻劃

角色的言談，接著以此為基礎採取適當的翻譯策略。總結來看，中英語言差異是

方言翻譯的一大阻礙，文法差異屬於不可譯的狀況，通常以歸化譯法因應之，以

流暢易讀為原則。強調可讀性的缺點或許必然導致「譯者的隱形」48，但考量到

實務翻譯的諸多限制，難以要求譯者發揮巧思，。源語為英文的非標準對話，無

論翻譯成德文、法文，或是丹麥文，方言色彩都無法順利傳遞（Hatim & Mason, 

1990）。本研究以奇幻文本英譯中為例，也得到相同結論。 

 

 方言分析得知，兩岸譯者處理狀聲詞、代名詞和語尾助詞各有千秋，字詞使

用依據兩地讀者習慣，因語庫的不同而有些微差異。繁體譯本出現較多的數量詞、

四字格，句構變得冗長，用字遣詞時常跳脫出作者的角色性格塑造。繁體譯者頻

繁使用當代次文化語彙、四字格以及文言，發展出文白夾雜的文風，前後風格不

一致。筆者認為，譯者應避免使用過於艱深的文言字詞。半文半白的譯文、次文

化語彙、網路用語，都可能引發時空錯置感，而就奇幻小說翻譯而言，這樣的風

格是否適切？或是說，該如何拿捏分寸，避免讓讀者「出戲」？筆者擬於後續章

節持續探索、分析這個問題。 

 

語域分析以語場、語式、語旨為出發點，譯者勾勒出關鍵的情境要素，有助

於深入思考言談情境與小說的背景設定。就本研究而言，語域分析點出《冰與火

之歌》的封建制度運作與宗教信仰狀況，強化社會文化脈絡層面，結合對於小說

情節的瞭解，譯者始能深刻體察角色之間的權力／權利義務關係。譯者以此認知

為基礎，才能適切處理包括動詞、頭銜、稱謂、成語、搭配詞、形象詞等遣詞用

字。 

 

                                                 
48 美國義大利籍學者韋努提（Lawrence Venuti）於 2008 年提出「譯者的隱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的概念，描述當時英美書籍市場翻譯作品面臨的處境，即譯者傾向於產出流暢易讀

的英文譯本，創造出「透明的假象」。出版社編輯、校稿人、讀者皆以流暢易讀為最高準則來評

判譯本的品質，認為此類譯本真實反映作者個性、意圖，或是作品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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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封建政治或宗教信仰的語域分析，整體而言皆可發現簡體版譯者深諳

社會文化脈絡，用字精準反映社會紋理，譯文適時強調身分地位或文本類型特徵。

就語言掌握來看，簡體版較為簡潔俐落，繁體版較多冗言贅字；簡繁譯本皆使用

四字格成語，不過簡體版譯者更能依據語域和文本類型的不同，適時採取增譯策

略，不僅不會扭曲文意，更具有畫龍點睛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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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奇幻文類特色與寫作風格 

《冰與火之歌》呈現多種奇幻文學特色，比如有龍、魔法等不同於現實認知

的超自然元素；敘事中談及未知的神話、傳說、歷史、民間故事等敘事；言談時

不時觸及從未聽聞過的奇幻語言等。如此這般與現實歧異的架空世界，卻又和你

我熟知的現實世界有諸多雷同之處，尤其是人性善惡角力之爭，令讀者產生強烈

的共鳴。筆者將於本章探討相關奇幻文類特色論述和寫作風格，以及兩岸譯本的

因應做法。 

 

第一節首先回顧奇幻文學文類起源與特色，建立後續譯文討論基礎；第二節

討論奇幻文類特色、寫作技法，比較兩岸譯文差異；第三節分析研究文本中的多

語言特色，並思考奇幻作家寫作手法與翻譯策略。 

 

第一節 奇幻文學探源 

奇幻文學的根源可謂淵遠流長。奇幻（fantasy）一詞在當代用於討論文學文

類（literary genre）指涉的無非是「奇幻文學」（fantasy literature），但在文類自成

一家前，許多小說研究早已數度使用 fantasy 一詞描述文學中的幻想元素。49江沛

文（2004）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爬梳具有幻想特質的文學，回顧上古神話、希臘羅

馬史詩、中古歐洲的浪漫傳奇、中國古代傳奇故事、章回小說，乃至於近代的詩

作、小說等，藉以闡釋幻想元素其實蘊藏在各種形式的文學中。 

 

 欲探討奇幻文類特色，筆者首先回顧奇幻文類發展文獻。從「幻想」到「奇

幻」，即是從描述文學特色進展到定位文學文類（genre）的進程（Rabkin, 1976）。

Schlobin（1982）指出 1970 年代以前，奇幻文學研究領域尚在萌芽階段，相關研

究主要圍繞在所謂的青少年作家或其作品上；唯獨佛斯特（E. M. Forster）和托

                                                 
49 常以 fantasy、fantastic literature、the art of fantasy 等詞彙或詞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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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金50（J. R. R. Tolkien）發表的〈幻想〉（”Fantasy”）51和〈論仙境故事〉（”On 

Fairy-Stories”）52兩篇學術專論引起學界重視。此後百家爭鳴，不同學者依循不

同脈絡定義奇幻文學，對於文類重要特色逐漸產生共識，不再和過去一樣與其他

文類混為一談。 

 

 佛斯特在〈幻想〉一文討論文學中存在的幻想元素。佛斯特認為凡涉及定義

小說形式的面向，便可從該面向對於讀者有何要求談起。就「幻想」而言，讀者

需要額外付出，也就是即使知道故事和現實世界有差距，仍願意耐心看下去，並

接受書中不合常理的部分。讀者若耐著性子讀完，或可發掘「幻想」元素帶來的

刺激感，從中得到閱讀的樂趣。「幻想」寫作手法暗示超自然存在，但也不必然

需要直接表明。 

 

 〈論仙境故事〉53展現了奇幻巨擘托爾金對奇幻文學的看法，也闡釋他個人

創作的想法。奇幻文學學者普遍認定該文是托爾金54現身說法，親自為筆下的奇

幻作品說明寫作理念與原則。他在該文首創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幻創作術語，

藉以描述奇幻文類獨特的風貌，譬如「第一世界」（Primary world）、「第二世界」

（Secondary world）55等語彙，都陸續成為奇幻文學學界討論的術語，影響甚鉅。

托爾金闡釋奇幻文學的創作如同「次造物」（Sub-creation）：作家憑藉想像力建

構「次世界」，裡頭所有的事物都為「真」，萬物皆依循次世界的法則運作。讀者

身歷「奇」境，懾於次世界中的奇景異事56，慢慢的接受並信任所見所聞57；然

                                                 
50 一般認為奇幻文學之所以成為當代備受大眾矚目的文類，托爾金與其筆下的奇幻鉅著《魔戒》

三部曲（The Lord of the Rings）以及同名電影實功不可沒。 
51 出自 Aspects of the Novel（1974）一書。該書分析小說創作涉及的手法。台灣中譯本名為《小

說面面觀》。 
52 原先出自 1939 年托爾金的演講稿，經修訂出版於 Tree and Leaf 一書。On Fairy-stories 有人譯

為〈論仙境故事〉，但由於托爾金對於 fairy story 的看法基本上便是定義奇幻文學特質的開端，

筆者遂譯為〈論奇幻故事〉。 
53 該文原先是 1939 年一次演講的內容，經修訂後出版。"On Fairy-stories"譯名有〈論仙境故事〉

和〈論仙子故事〉兩種，但托爾金所謂的 fairy-stories 並不是指有關奇幻生物的故事，而是人類

在奇幻國度發生的故事（[F]airy-stories are not stories about fairies but stories about humans in Faërie, 

“the realm or state in which fairies have their being.”），故採用前譯。 
54 Peter Hunt（2001）指出 1960 年代的奇幻創作皆以托爾金為尊，成為各家爭相模仿的對象。 
55 或譯「第二世界」、「架空世界」。 
56 托爾金特別以 arresting strangeness 描述仙境故事吸引人的特質。 
57 讀者若能沉浸在次世界的人事物當中，作家便是成功令讀者以次世界角度思考（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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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心中升起一絲懷疑或不信任，將瞬間掉到「次世界」之外，回到「主世界」

由外朝內觀看失敗的（abortive）「次世界」。托爾金指出，奇幻文學創作並非易

事，創作內容所包含的意象、素材安排與「主世界」差異愈大，愈難保「現實邏

輯一致」（inner consistency of reality）（〈論奇幻故事〉，頁 60）。 

 

隨著《魔戒》托爾金現象帶動奇幻文學閱讀和研究熱潮，此後諸多奇幻學者

發表相關專論，從不同角度描述和定義奇幻文類，不過眾說紛紜、百家爭鳴的論

述中，有一點是學界的共識──奇幻文類首要處理的是「不可能的事物」（the 

impossible）（Wolfe, 1982）。C. N. Manlove 認為奇幻文學涉及超自然或不可能的

元素，反映在多重世界、生物、事物等面向上，且這類元素所占的篇幅具有一定

分量且不可刪減。Roger C. Schlobin（1979）認為奇幻文學中不可能的成分佔作

品中大部分比例，且居於核心地位。W. R. Irwin（1976）遂稱奇幻文學為不可能

的文學（the literature of the impossible）。 

 

許多人質疑奇幻文學瀰漫「遁逃主義」（escapism）色彩，是唆使人逃避現

實問題的文學（escapist literature），對現實世界毫不關心。托爾金表示他認同「遁

逃」的確是奇幻故事的一個主要功能，不過這項特色本身並不壞，卻遭到很多人

誤解58。Peter Hunt（2001）反問批評者，假如奇幻小說引人逃避現實的說法成立，

那所有的小說（fiction）某種程度上也應受到質疑。事實上，奇幻文學並非把現

實世界拋諸腦後；相反的，奇幻創作必須有所本，與現實世界必定有所關連──

閱讀奇幻作品不代表讀者得從頭學習新的語言和新的思維模式。奇幻文學無可避

免地成為現實和寫實主義的對比，前者無可避免地會針對後者做出評論。美國知

名奇幻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1992）以她獨特的風格闡釋奇幻

文學敘事的特殊之處：「憑藉『從前從前有一隻龍』或是『地洞裡頭住著一個哈

比人』這般陳述句，這般美麗的非事實，想像力卓越的人類才能（透過如此這般

獨特的方式）觸及真實。」 

                                                                                                                                            
belief）。 
58 托爾金強調「逃獄」（Escape of the Prisoner）和「逃兵」（Flight of the Deserter）兩者差異有如

天壤之別，前者是合情合理且值得嘉許（commendable）的行為，也是奇幻文類的遁逃性質其精

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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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es Zanger（1982）認為奇幻文學為讀者呈現另一種視野、另一種批評，以

及讓讀者能夠用於反觀現實世界的基礎。作家透過寫作勾勒個人的視野，讀者群

經閱讀後產生共鳴，正反映奇幻根源自現實世界的社會互動。奇幻與現實兩者為

共生關係；奇幻仰賴現實而生，對現實提出評論、批評，也反映現實景況。 

 

 以上探討奇幻文類之論述，筆者認為對於《冰與火之歌》文本具有一定的適

用性，且有助於思考與翻譯相關的問題。筆者於以下第二節擷取相關之文本例證，

綜合上述討論，檢視翻譯策略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節 奇幻文類特色與寫作風格 

根據馬丁自述，《冰與火之歌》時空背景取材自英國史實，包括薔薇戰爭。

這般仿中古歐洲的時空背景與地理環境，與不少的奇幻文學設定類似，像是一些

取材自亞瑟王傳說（Arthurian legend）的作品都有類似的設定。這些小說的地理

與時空設定在一般讀者所知曉的歷史時點，作者便利用部分讀者已知素材來創造

架空世界，其中包括過去實際存在或傳說中的習俗、信仰、語言，由於和現代仍

有一段距離，對於當代讀者來說仍然具有相當的吸引力（Zahorski & Boyer, 1976）。

而這些素材和設定在奇幻文學中，必須依循一個創作的重要原則，也就是托爾金

在〈論仙境故事〉所再三強調的：奇幻文類建構架空世界時，必須維繫現實邏輯

一致，確保奇幻世界自成架構、自成體系。創作者須有系統、有組織地創作，譯

者也需要找到相應的翻譯策略維持某種「一致性」。倘若失去了這樣的一致性，

讀者就會跳出奇幻世界的框架，回到現實世界。 

 

「現實邏輯一致」既然可看作奇幻小說創作之成功關鍵，筆者希望以此為立

論基礎，多方列舉《冰與火之歌》創作使用的設定和素材，以翻譯的角度檢視此

一奇幻創作原則的應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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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制度下的稱號 

《冰與火之歌》的時空背景為仿中古歐洲（pseudo-medieval），大致呈現出

一般想像中的中古封建社會（feudal society），上有王公貴族，下有平民百姓，各

自依循特定的法則運作，譬如封建制度、采邑制度、莊園制度等，規範領主、封

臣等人所具有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這些權利義務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面向，

基本上形成一個由上而下的階層關係。 

 

 關於封建制度下的稱號，喬治‧馬丁基本上設定七大王國的貴族通稱為 lord，

但各自握有的權力和封地大小不一。這一點和讀者認知中封建制度下的貴族

（peerage）爵位59大相逕庭：在《冰與火之歌》的世界，全書中只要是和貴族對

話，或是對方並非貴族但說話者仍希望表示敬意時，便會在家族名或職稱前加上

lord 一字。即便原文只使用 lord 一字，《冰與火之歌》中文譯文仍區分出公爵、

侯爵、伯爵三個階層的稱號。此外，在冰火世界中，尊稱國王一般使用 Your 

Grace。 

 

乍看之下一片秩序井然的階層關係，隨著故事劇情推展，小說背景設定交織

碰撞，當作者拿這些稱號玩文字遊戲時，應如何處理因應？上述關鍵詞彙在小說

中頻繁出現，基本上使用時機具有一貫的原則，但仍偶有例外。筆者擬於這個部

分探討關鍵詞彙翻譯問題。 

例 1-1 

"Lord Snow, he likes to call himself." Ser Alliser was a spare, slim man, compact 

and sinewy, and just now his flinty eyes were dark with amusement. 

 

"You're the one who named me Lord Snow," said Jon. Ser Alliser had been fond of 

naming the boys he trained, during his time as Castle Black's master-at-arms. (2: 

381) 

「是雪諾少爺，他喜歡這麼稱呼自
己。」艾里沙爵士是一個瘦削修長的

“雪诺‘大人’，他喜欢这样称呼自
己。”艾里沙爵士又高又瘦，但结实强

                                                 
59 英國貴族系統共有公爵（Duke）、侯爵（Marquis）、伯爵（Earl/Count）、子爵（Viscount）、男

爵（Baron）五等。公侯伯子爵等字詞乃取自西周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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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得一副銅筋鐵骨，現在他那雙
冷酷無情的眼睛因戲謔而顯得陰沉。 

 

「雪諾少爺還不都是你叫的。」瓊恩
說。艾里沙爵士在黑城堡當教頭的時
候，很喜歡為他所訓練的男孩取綽
號。（下 231） 

壮，此刻，他冷酷的眼睛里带着一丝
愉悦。 

 

“是你叫我雪诺大人。”琼恩说。艾里
沙爵士担任黑城堡教头期间，喜欢给
自己训练的男孩取绰号。（下 163） 

 

 從小說情節可得知，艾里沙爵士樂於以綽號傷人，故刻意以 lord 一字尊稱

瓊恩‧雪諾，譏刺他貴族私生子的身分60。乍看之下繁體譯文的諷刺語氣更為尖

銳，但筆者認為翻譯有一個潛在問題：「少爺」是僕人對少主人的尊稱，也是古

時候用於稱呼別人家兒子的稱呼61，而這兩個用法都是用於稱呼他人，並非自稱

之詞，有誤用之嫌。不過若另外考慮讀者因素，筆者認為一般讀者不會體察此處

語意細微的錯誤，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至於簡體版譯為「大人」就完全沒有這

樣的問題。 

例 1-2 

“. . . I need a son of Eddard Stark to win them to my banner.” 

 

He would make me Lord of Winterfell. The wind was gusting, and Jon felt so 

light-headed he was half afraid it would blow him off the Wall. "Your Grace," he 

said, "you forget. I am a Snow, not a Stark." 

 

"It's you who are forgetting," King Stannis replied. 

 

Melisandre put a warm hand on Jon's arm. "A king can remove the taint of 

bastardy with a stroke, Lord Snow." 

 

Lord Snow. Ser Alliser Thorne had named him that, to mock his bastard birth. 

Many of his brothers had taken to using it as well, some with affection, others to 

wound. But suddenly it had a different sound to it in Jon's ears. It sounded . . . real. 

"Yes," he said, hesitantly, "kings have legitimized bastards before, but . . . I am 

still a brother of the Night's Watch. I knelt before a heart tree and swore to hold no 

lands and father no children." (2: 484-485) 

「……我需要艾德‧史塔克的一個兒子
為我贏得他們的支持。」 

 

“……我需要艾德·史塔克的儿子将
他们团结起来。” 

 

                                                 
60 依據書中設定，貴族私生子的姓氏取自七大王國九個地理區域特色，譬如北境貴族私生子就

姓雪諾（Snow），河間地出生的則姓里河斯（Rivers）。男主角之一瓊恩‧雪諾（Jon Snow）便是

出生在史塔克家族的私生子。 
61 檢索自 https://www.moedict.tw/%E5%B0%91%E7%88%BA。 

 

https://www.moedict.tw/%E5%B0%91%E7%8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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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封我為臨冬城領主。風颼颼地吹， 

瓊恩覺得頭暈目眩，有點怕自己會從長
城上被吹落。「陛下。」他說：「您忘了，
我姓雪諾，不姓史塔克。」 

 

「忘了的人是你。」史坦尼斯國王回答。 

 

梅麗珊卓把一隻溫暖的手放在瓊恩的手
臂上。「國王只需一筆就可勾銷私生子的
污名，雪諾少爺。」 

 

雪諾少爺。這是艾里沙‧索恩爵士替他
取的綽號，用來嘲笑他的非嫡系出身。
他的很多弟兄跟著叫，有的是真心的，
有的則不安好心。但這個名號突然在瓊
恩的耳裡有不同的意味了，聽起來……

很真實。「的確。」他遲疑地說：「從前
確實有國王扶正過私生子，可是……我
還是守夜人的弟兄。我在城心樹前面下
跪，立誓過我既不封地也不生子。」（下
351-352） 

他要封我为临冬城公爵。疾风阵阵，
琼恩晕眩得厉害，甚至担心被吹下
长城。“陛下，”他说，“您忘了。我
是雪诺，不是史塔克。” 

 

“忘了的是你。”史坦尼斯国王回答。 

 

梅丽珊卓一只温热的手搭上琼恩胳
膊：“国王一挥笔就可以将私生子划
归正统，雪诺大人。” 

 

雪诺大人。这是艾里沙·索恩爵士取
的外号，以嘲笑他的出身。许多弟
兄也喜欢这个称呼，有的出于友情，
有的则为了伤害他。但突然之间，
它在琼恩的耳中有了不同的感觉。
它竟然……成真了。“是的，”他犹犹
豫豫，“以前有国王让私生子成为合
法继承人，但……但我是守夜人的
汉子。我跪在心树前发誓，不封地，
不生子。”（下 269） 

 

 梅麗珊德提醒身為私生子的瓊恩，國王能夠藉由頒發皇家命令，讓私生子搖

身一變，成為如同正室妻子所生的子女具有合法繼承權並享有其他權利。繁體版

維持「雪諾少爺」的翻譯，保持了譯文連貫性，語意卻就此和原文分家。Lord Snow

的 lord 一字具有雙關意涵，可表示嘲諷（見前例）或尊敬之意，但繁體譯「少

爺」僅有嘲諷意涵，卻不具有「大人」敬稱這一層的意思。而且根據小說內容，

一些守夜人弟兄也以 Lord Snow 稱呼瓊恩，並不一定是帶著諷刺的意味，可能是

因為愛戴他、擁護他。因此，繁體版譯文導致重要的雙關語意只剩一半，殊為可

惜。至於簡體版統一譯為「大人」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繁體版將四字格成語「一筆勾銷」拆成兩半，打破固定詞組，有違既定用法。

簡體版跳脫出四字成語的窠臼，譯文靈活富有彈性。陳湘屏（2009）彙整《現代

漢語詞典》中熟語的四種類別與其特色，指出成語多為習用的定型詞組或短句，

言簡意賅，結構與組合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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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 

"Jon, you have the Wall till I return." 

 

For a moment Jon thought he had misheard. It had sounded as if Noye were leaving 

him in command. "My lord?" 

 

"Lord? I'm a blacksmith. I said, the Wall is yours." (2: 300) 

「瓊恩，在我回來之前，長城就交給
你了。」 

 

有那麼一會兒，瓊恩還以為自己聽錯
了。諾伊的意思似乎是要他來坐陣指
揮。「大人？」 

 

「大人？我不過是一名鐵匠罷了。我
說，長城交給你。」（下 136） 

“琼恩，在我回来之前，长城是你的
了。” 

 

半晌间，琼恩以为自己听错了。诺伊
竟让他指挥长城上的防御？“大人？” 

 

 

“大人？我只是一名铁匠。” 

“我说过，长城是你的了。”（下 79-80） 

 

此場景描述守夜人與野人兩軍對峙，資深守夜人鐵匠要求瓊恩代為指揮。原

文可見，lord 一字同樣為雙關，瓊恩用以指稱長官，當然也同時帶有尊敬之意思

稱呼資深的鐵匠，但鐵匠的回答僅僅強調自己的職業，反映他安分守己，並不因

為資深而認為發號施令就是他應有的權力。簡繁體皆把 Lord 翻譯為「大人」，都

已經足以傳達各自的意思。不過與前例相較之下，可以發現簡體版的翻譯策略非

常連貫，但繁體版則不斷變動，似無準則可言，也稱不上因地制宜。 

例 1-4 

"I would be pleased to eat, Your Grace. And thank you." 

 

"Your Grace?" The king smiled. "That's not a style one often hears from the lips of 

free folk. I'm Mance to most, The Mance to some.” (1: 100) 

「承蒙賞賜，陛下，謝謝您。」 

 

「陛下？」國王微笑道：「這可不是
經常從自由民口裡說出來的稱號。
對大多數人來說，我叫曼斯，某些
人則叫我『曼斯那廝』。」（上 137） 

“我很荣幸能吃您的东西，陛下，谢谢您。” 

 

“陛下？”国王笑了，“没人能从自由民嘴
里听到这个头衔。他们多半直接叫我曼斯，
少数人称呼我为曼斯头领。”（上 106） 

 

Your Grace 為早期歐洲封建制度下臣子對國王的敬稱，有一說是 15 世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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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王朝（Tudor dynasty）以前對國王的稱號，之後就更改為 Your Majesty，而 Your 

Grace 便轉用於指稱公爵62。馬丁在《冰與火之歌》採用不少仿古63風格筆法，其

一便是以 Your Grace 指稱國王。簡繁譯者皆以「陛下」一詞對應 Your Grace，以

中國傳統尊稱天子的稱謂64套用於早期歐洲封建制度。 

 

此例的指稱是針對境外之王。瓊恩從小接受封建社會的教育，到了長城以北

仍自然而然地使用此敬稱，與自由民的習俗格格不入──野人追隨強者，但不對

首領使用任何敬稱，反映野人強調自主、崇尚自由的心性。兩岸譯本比較起來，

「那廝」帶有負面意涵65，對受到眾多野人接納為領導者的境外之王來說並不是

適切的稱呼，就野人族群的形象刻劃也有一段距離；簡體版則強調頭領身分，展

現野人追尋強者的原則，相較下適合許多。 

例 1-5 

"The black crow is a tricksy bird, that's so . . . but I was a crow when you were no 

bigger than the babe in Dalla's belly, Jon Snow. So take care not to play tricksy with 

me." 

 

"As you say, Your - Mance." 

 

The king laughed. "Your Mance! Why not?” (1: 100-101) 

「黑烏鴉是一種詭計多端的鳥，這話是
沒錯……不過瓊恩‧雪諾，在你還沒黛
拉肚子裡的小孩這麼大的時候，我就已
經是隻烏鴉了，所以罩子給我放亮點，
少玩把戲。」 

 

「謹遵吩咐。陛──曼斯。」 

 

國王哈哈大笑。「陛曼斯！聽起來不錯
啊！」（上 137-138） 

“ 黑乌鸦确实是种诡计多端的鸟
儿……而我在你出生之前就是乌鸦
了，琼恩·雪诺，所以当心哟，千万别
对我耍花招。” 

 

 

“如您所说，陛——曼斯。” 

 

国王忍俊不禁，“曼斯陛下！有何不
可？”（上 106） 

 

                                                 
62 出自 http://asoiaf.westeros.org/index.php?/topic/94704-your-grace-vs-your-majesty/。 
63 Greer Gilman 於 The languages of the fantastic 一文指出，奇幻作家可採取多種風格策略引領奇

幻文學讀者踏入他們一手創造的未知世界，包括宗教儀式文（hieratic language）、古體文（the 

archaic）、諷諭（irony）、荒謬（absurdity）、口語（the demotic）等等。 
64 根據教育部字典，「陛下」之意為「古代臣民對天子的尊稱」。出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17792。 
65 含有鄙視、賤惡的意思。（取自教育部字典） 

 

http://asoiaf.westeros.org/index.php?/topic/94704-your-grace-vs-your-majesty/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o=dcbdic&searchid=Z0000001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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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恩已經了解野人習俗與南方封建制度的差異，但仍因尚不習慣而導致口誤。

簡繁譯本都注意到了原文的語言趣味，都把 Your 譯為「陛下」的「陛」，顯示譯

者是拿了「陛下」清楚語境脈絡，但後續譯文卻有不同的處理：簡體版譯「曼斯

陛下」，將人物名置於「陛下」詞組之前。 

 

一般常見置於「陛下」前面的詞語包括「國王」、「女王」等敬稱；置於「陛

下」後面的詞語則多形容詞，譬如「萬歲」、「萬福」、「英明」、「神武」，形成祝

福恭賀之詞。簡體版譯文依循了約定成俗的中文語法搭配詞組，較為流暢自然。

然而繁體版譯「陛曼斯」，是依照了瓊恩說出的字詞語序，並未依循詞語搭配，

顯得突兀不自然。以中文名多為三個字的邏輯來解釋也說不通，因為「陛」字指

涉天子相關的事物，不用於姓氏。 

 

二、諡號、綽號 

作家為奇幻世界編史造冊，賦予架空世界人文肌理，從側文本可見各貴族系

譜。故事中除了藉由對話或引述等方式談及正史的歷史事件之外，也多夾雜無歷

史記載之稗官野史，以及口述記載的神話時代傳說等。 

 

馬丁構築《冰與火之歌》第二世界的筆法，其中一部分是歷史的建構，他採

取的寫作手法是由角色來述說歷史故事，引述或討論歷史事件，或是配合故事情

節提及歷史人物。其中，君王、貴族因個人特質或成就而取得歷史定位，獲得諡

號或稱號，反映時人或是後人對其整體的評價。功勳彪炳或有卓越貢獻的人，諡

號、綽號多具有正面意義；反之則會被封以諷刺或不堪的綽號。 

 

例 2-1 

Tyrion presented him with their own gift: a huge old book called Lives of Four Kings, 

bound in leather and gorgeously illuminated. The king leafed through it with no 

interest. "And what is this,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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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Maester Kaeth's history of the reigns of Daeron the Young Dragon, 

Baelor the Blessed, Aegon the Unworthy, and Daeron the Good," her small 

husband answered. 

 

"A book every king should read, Your Grace," said Ser Kevan. (2: 231) 

他們的禮物是一本厚重的舊書《四王生平》。
這本書以皮革製成封面，並有著漂亮的燙金
字。國王興趣缺缺地隨手翻閱，「舅舅，這是
什麼？」 

 

「這是凱席大學士的著作，記述了『少龍主』
戴倫、『受神祝福的』貝勒、『不成材的』伊耿，
以及『良善』戴倫等四位國王的生平歷史。」
她矮小的丈夫回答道。 

 

「國王陛下，這是一本每位國王必讀的書。」
凱馮爵士說。（下 57） 

这是一本古旧的大部头，名曰《四
王志》，很明显国王对它毫无兴
趣。“这是什么，舅舅？” 

 

“这是大学士喀斯所著的历史，
叙述了少龙主戴伦、受神祝福的
贝勒、庸王伊耿和贤王戴伦四位
国王的事迹。”她的侏儒丈夫回
答。 

 

“这是每个国王都该读的书，陛
下。”凯冯爵士说。（下 9-10） 

 

適逢國王婚禮，朝臣紛紛致贈貴重禮物。提利昂生為國王的叔叔，也是蘭尼

斯特家的一份子，同樣得送禮給國王表達敬意。他選擇贈送貴重的古籍，內容敘

述已故國王的事蹟，希望能給新任國王一些指引。諡號顯示國王在世時的政績與

整體評價。 

 

簡繁譯本翻譯方式相近，翻譯出的諡號都點出每個王的特質。繁體版通通使

用上下引號標記諡號，簡體版則並未特別加上標點符號。整體來看翻譯並沒有問

題。 

例 2-2 

Tyrion began to grasp his sister's plan. She began with a man known to be honest, 

and milked him for all he would give. Every witness to follow will tell a worse tale, 

until I seem as bad as Maegor the Cruel and Aerys the Mad together, with a pinch 

of Aegon the Unworthy for spice. (2: 328) 

提利昂開始懂得他姐姐的計謀了。她
先用一個公認誠實的人把他榨乾。每
位證人的供詞越說越糟，到最後我簡
直跟殘酷的梅葛還有瘋王伊里斯加起
來一樣壞，還有一點點『不成材的』
伊耿國王的味道。（下 169） 

提利昂开始明白姐姐的计划了。她先
让一位被公认为诚实的人上庭作证，
开一个令人信服的头，随后接连派出
自己的走狗，最终把我描绘为残酷的
梅葛、疯王伊耿和庸王伊耿的合体。
（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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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慘遭毒死，瑟曦皇后認定是親弟弟提利昂痛下殺手，故千方百計找證人

誣賴他。提利昂深知姊姊計謀的歹毒──只要把他描繪成歷史上的暴君，無論貴

族還是平民都會傾向於認定他是有罪的。 

 

從寫作手法來看，這些歷代暴君的諡號在不久前（前幾章節）才提過，這應

是經過特別設計的章節安排。此處前後呼應的效果是，就算讀者記不清楚他們的

「豐功偉業」，仍然有印象是前面章節提及的歷史人物。這樣一來，歷史人物的

形象會益發鮮明。 

 

同樣是諡號翻譯，繁體譯文格式上並未統一引號使用，格式不統一；簡繁譯

文則一律不用。語意來看譯文都沒有顯著問題。 

例 2-3 

I preferred to amuse myself by mocking my sister's suitors. There was Little Lord 

Lazyeye, Squire Squishlips, one I named the Whale That Walks, that sort of thing. 

The only one who was even halfway presentable was young Baelor Hightower. A 

pretty lad, and my sister was half in love with him until he had the misfortune to 

fart once in our presence. I promptly named him Baelor Breakwind, and after that 

Elia couldn't look at him without laughing. I was a monstrous young fellow, 

someone should have sliced out my vile tongue." 

 

Yes, Tyrion agreed silently. Baelor Hightower was no longer young, but he 

remained Lord Leyton's heir; wealthy, handsome, and a knight of splendid repute. 

Baelor Brightsmile, they called him now. Had Elia wed him in place of Rhaegar 

Targaryen, she might be in Oldtown with her children growing tall around her. He 

wondered how many lives had been snuffed out by that fart. (2: 393) 

「我喜歡以嘲笑我妹的追求者來自
娛。有『目光無神伯爵』、『扁脣侍從』，
還有一個被我叫做『會走路的鯨魚』。
唯一還算可以看的是小貝勒‧海陶
爾。這傢伙長得挺帥的，我妹對他有
點動心，結果有一次他不幸在我們面
前放了個屁。我立刻把他叫做『漏風』
貝勒，從此以後伊莉亞看到他就會忍
不住笑出來。當年我是可怕的年輕
人，應該有人把我的毒舌割掉。」 

 

沒錯，提利昂默默同意。貝勒‧海陶
爾不再年輕了，不過他還是雷頓伯爵
的繼承人，有錢、英俊，而且是個受

当时我最开心的莫过于嘲笑姐姐的求
婚者。喏，有懒眼皮大人，果酱唇绅
士，有个人还被我称作陆行的鲸鱼。
稍微像样点的是年轻的贝勒·海塔尔。
这小伙子不错，姐姐几乎爱上了他，
直到他不幸地在聚会中放了个屁。我
迅速地将他命名为‘屁风’贝勒，在
此之后，伊莉亚除了发笑再没正眼瞧
过他。少年时代的我是个怪物，真该
把毒舌切下来。” 

 

是的，提利昂默认，贝勒·海塔尔不
再是小伙子了，他身为雷顿大人的继
承人，如今富有、英俊、声名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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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評的騎士。大家現在叫他「燦爛
笑容」貝勒，要是當初伊莉亞嫁的人
是他，而不是雷加‧坦格利安，她現
在可能住在舊鎮，孩子都大了，他納
悶有多少生命都被那個屁給扼殺了。
（下 245-246） 

外号“欢笑”贝勒。如果伊莉亚嫁的
是他而非雷加·坦格利安，如今她也
许会在旧镇生活，她的孩子会长得比
她本人还高。他不禁思忖多少生命为
一阵屁风所熄灭。（下 175） 

 

各大貴族家族為了鞏固勢力，多採聯姻方式結盟，南部的馬泰爾家族（House 

Martell）也不例外。奧伯倫‧馬泰爾親王敘述自家經驗，如數家珍的談論以前他

如何對待姊姊的追求者（繁體版誤譯）。一般而言，貴族的稱號應反映此人的美

好特質，但奧伯倫毫不留情地顛覆成規，為追求者冠上滑稽不雅的綽號。原文綽

號通通押頭韻（alliteration），音韻富有趣味感，念起來琅琅上口，成為難以磨滅

的印記。最後一個被嘲弄的貝勒‧海陶爾，因為一個屁而扼殺了兩人發展戀情的

可能，而就歷史後續發展來看，這兩個人倘若當時結為夫妻，就能避免掉後續生

靈塗炭的慘劇。 

 

繁體譯本的綽號字數都是雙數，簡體版則三三兩兩一對，後者譯筆較為靈活。

另外，簡體版出現了一個狀聲詞「喏」，應屬於對岸用法，不在台灣讀者的語庫

之中。 

 

三、習俗 

藉由描寫社會的習俗成規，奇幻作家建構出社會的深度與廣度，也與現實世

界做出對比。冰火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相近之處 

例 3-1：賓客權 

賓客權在《冰與火之歌》所建構的世界中，為幾千年的古老傳統。與現實世

界對比，事實上和古希臘羅馬的習俗雷同。宙斯是保護賓客之神，根據他的律法，

遠道而來的遊人應受到款待，道別時客人應致贈禮物互道珍重。倘若有人不遵守

此習俗，將受到諸神嚴厲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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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father would have had my head off." The king gave a shrug. "Though once I 

had eaten at his board I was protected by guest right. The laws of hospitality 

are as old as the First Men, and sacred as a heart tree." He gestured at the board 

between them, the broken bread and chicken bones. "Here you are the guest, and 

safe from harm at my hands . . . this night, at least.” (1: 102) 

「你父親就會讓我人頭落地。」國王聳
聳肩。「不過我曾在他的飯桌上用過餐，
可受到賓客權的保護。待客之禮的起源
和先民同樣古老，如同城心樹一般神聖
不可侵犯。」他指了指他們兩人間的餐
桌、撕碎的麵包與雞骨。「這回輪到你成
為賓客了，所以我不會動你半根汗
毛……至少今晚是如此。」（上 140） 

“你父亲不会砍我的头，”国王耸耸
肩，“因为我在他的厅堂吃饭，受宾
客权利的保护。有关宾客的法则同
先民一样古老，如心树一般神圣。”

他朝布满碎面包渣和鸡骨头的桌板
比了比，“所以啰，你在这里也是宾
客，有我的保护，不会受伤害……

至少，今夜如此。（上 108） 

 

境外之王曼斯‧雷德向瓊恩‧雪諾述說過去溜到臨冬城的故事，指出賓客權

是先民古老的習俗，神聖不可侵犯，他絲毫不用擔心被抓捕。所以現在他依循賓

客權的禮俗，保證不傷瓊恩一根汗毛。 

 

簡繁譯文都譯出賓客、待客等字詞，語意都相當明確。簡體版則特別譯為七

字句，富有音韻感，結構整齊劃一，可見是經過了特別設計，更加強的此一習俗

之普遍性和重要性。筆者認為此處簡體譯者特別花費的心思，值得喝采。 

 

“’Tis scarcely chivalrous to threaten your host over his own cheese and olives,” the 

Lord of Dreadfort scolded. “In the north, we hold the laws of hospitality sacred 

still.” (1: 512) 

「隔著東道主的起司與橄欖恐嚇他，
這種做法可是絲毫沒有騎士精神呢。」
恐怖堡伯爵斥責。「在北方，我們依舊
將賓主法則視為神聖而不可侵犯。」
（中 189） 

“主人拿奶酪和橄榄盛情相待，作客
人的怎可出言威胁？”波顿大人谴责，
“至少在我们北方，大家还把宾客权
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约定。”（中
125） 

 

 波頓大人對詹姆‧蘭尼斯特表示他會遵守賓客法則，確保他毫髮無傷。簡繁

譯文都點出賓客權利，語意沒有問題。 

 

"The gods will curse us," he cried. "There is no crime so foul as for a guest to 

bring murder into a man's hall. By all the laws of the hearth, we - " 

 

"There are no laws beyond the Wall, old man. Remember?" (1: 458) 

「諸神會詛咒我們的。」他高喊。「沒
有比客人把謀殺帶進主人家門更邪惡

“诸神会诅咒我们，”他大喊，“客人
在主人的厅堂里将主人谋杀，这是滔

 



70 

的罪行。以所有爐火的律法，我們─
─」 

 

「長城境外無法無天，老頭。記得
嗎？」（中 118） 

天恶行。根据宾客权利，根据世间的
法则——” 

 

“长城之外没有律法，老家伙，记得
吗？”（中 65） 

 

 叛變的守夜人弟兄謀殺了主人克雷斯特，令總司令莫爾蒙震驚不已。他直指

賓客權之神聖性，不料叛變的守夜人斗膽頂嘴，以身處絕境長城以北，一般律法

不再適用為由來為自己開脫。 

 

原文 laws of the hearth 與 laws of hospitality 意思相同，都是指涉賓客權利。

繁體版採直譯，「爐火」可能對一些讀者來說語意並不清楚。簡體版採意譯，直

接講明是賓客權利，所有讀者都能讀懂。no laws beyond the Wall 這句話，簡體版

直譯為「沒有法律」，繁體譯文翻成成語「無法無天」，都隱含著長城外可以違法

亂紀、橫行無阻的語意。 

例 3-2：比武審判 

領主肩負審判的職責，對受到起訴的人予以裁決，倘若受起訴人認為審判不

公，可要求比武審判（trial by combat/battle），兩造各請託一位勇士（champion）

代為戰鬥，或是親自出馬，勝出的一方代表受到諸神眷顧，以無罪宣判。這類習

俗源自日耳曼部落律法，直到十六世紀末才逐漸消失。 

 

Beric Dondarrion turned back to the Hound. "You stand accused of murder, but no 

one here knows the truth or falsehood of the charge, so it is not for us to judge you. 

Only the Lord of Light may do that now. I sentence you to trial by battle." 

 

The Hound frowned suspiciously, as if he did not trust his ears. "Are you a fool or a 

madman?" 

 

"Neither. I am a just lord. Prove your innocence with a blade, and you shall be free 

to go." (1: 467-468) 

貝里‧唐德利恩回過身面對獵狗。「你被
控犯下謀殺罪，不過這裡沒有半個人知
道這項指控是否真確，因此不該由我們
來審判你。現在唯有光之王可以那麼
做。我宣布你要接受決鬥的試煉。」 

 

贝里·唐德利恩转身面对猎狗：“你
被控谋杀，但这儿没人知道指控的
真假，因此我们无法裁定，只有光
之王可以做主。我宣布，你要接受
比武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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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狗狐疑地皺起眉頭，彷彿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你是傻了還是瘋了？」 

 

「都不是。我只是個領主。用劍來證明
你的無辜，然後你就可以自由離開。」（中
132） 

猎狗怀疑地皱起眉头，仿佛不相信
自己的耳朵：“你傻了还是疯了？” 

 

“都不是。我是个公正的领主。若
能用剑证明清白，你就可以自由离
开。”（中 78） 

 

貝里‧唐德利恩以領主之姿，判定唯一公正的做法是比武審判，由光之王親

自決斷罪人。繁體版譯為「決鬥的試煉」，與後續的翻譯不連貫。另外繁體版誤

譯 just 語意，應為公正之意。 

 

“I am innocent, but I will get no justice here. You leave me no choice but to 

appeal to the gods. I demand trial by battle." 
 

"Have you taken leave of your wits?" his father said. 
 

"No, I've found them. I demand trial by battle!"  
 

His sweet sister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pleased. "He has that right, my lords," 

she reminded the judges. "Let the gods judge . . . .” (2: 389) 

「我是清白的，可是我在這裡得不到
公正。你們逼我不得不轉而求助諸
神，我要求比武審判。」 

 

「你神智不清嗎？」他父親說。 
 

「不，我恢復神智了。我要求比武審
判！」 

 

他可愛的姐姐簡直樂不可支。「各位大
人，他有這樣的權利。」她提醒法官，
「讓諸神來定奪吧。……」（下 241） 

我是清白的，在这里却得不到正义。
你们让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天上
诸神。我要求比武审判。” 

 

“你失去理智了吗？”父亲喝道。 
 

“不，我终于找到了它。我要求比武
审判！” 

 

亲爱的老姐简直不能再开心了。“他有
那个权利，大人们，”她提醒法官，“让
天上诸神作出裁判。……”（下 171） 

 

 蘭尼斯特家族的提利昂被誣指毒殺國王，卻無法在法庭上抗辯，故選擇比武

審判，由諸神審判他的罪行。繁體譯本此處翻譯與簡體版同，語意正確。簡體版

本的翻譯則前後一致。 

例 3-3：騎士精神 

一些奇幻作家會採用中世紀浪漫傳奇（medieval romance）特色創作奇幻文

學，而這樣的作品是否能夠帶來新的視野，成為好的當代奇幻作品，端看作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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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有效將傳統元素整合進架空世界中。66騎士精神即是中古歐洲的一項特點。

中古社會普遍崇尚騎士精神，一般期待騎士重視榮譽，具備智勇雙全、忠貞不二

的性格，效忠國王與領主、體貼對待女士、挺身保護庶民抵禦外敵。《冰與火之

歌》設定於同樣的時空，也刻劃了不少理想中的騎士樣貌，然而更多的是顛覆性

的人物描繪。 

 

"How do I know you're good for it?" the bent-backed man asked, after a moment. 
 

He's not, she wanted to shout. Instead she bit her lip. 
 

"Knight's honor," the Hound said, unsmiling. 
 

He's not even a knight. She did not say that either. 
 

… 
 

". . . You promised gold. Knight's honor, you said." 
 

"Knights have no bloody honor. Time you learned that, old man." (2: 82, 85) 

「我怎麼知道你會守信用？」片晌之後，
駝背男子問道。 

 

他不會守信用，她想要喊出聲，然而她緘
口咬脣。 

 

「我以騎士的榮譽保證。」獵狗面無表情
說道。 

 

他根本不是騎士。然而她也沒有說出這句
話。 

 

…… 
 

「……你答應過要付金幣。你說過你以騎
士的榮譽保證。」 

 

「騎士沒有他媽的榮譽。該是醒醒的時候
了，老頭。」（中 362、365） 

“我怎么知道你会信守承诺？”过
了一会儿，驼背问。 

 

他不会的，她想喊出来，但咬紧嘴
唇。 

 

“以骑士的荣誉。”猎狗严肃地说。 
 
 

他甚至不是骑士。她也没把这句话
说出口。 

 

…… 
  

“……你答应给金币，以骑士的荣
誉保证。” 

 

“骑士根本没有荣誉，快感谢我给
你上了一课吧，老家伙。”（中 276、
278） 

 

從以上對話可見，可憐的船伕遭到欺騙，誤以為眼前身穿盔甲、佩帶利劍的

                                                 
66 Thompson, R. 1982. “Modern Fantasy and Medieval Romance: A Comparative Study” in Schlobin, 

R. (ed.).,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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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仍具有一絲榮譽感。馬丁塑造反面的騎士形象，或可看作是騎士精神的沒落，

甚至是從根本質疑騎士精神的存在。 

 

簡繁譯本的翻譯相近，皆有效呈現了反差效果。唯最後一句話 bloody 一字，

繁體版翻成與原文相近的俚俗語，語氣較簡體版強烈。 

 

四、俚俗語、熟語 

 架空世界中的俚俗語、熟語為言談帶來獨特的語言色彩，可用於展現架空世

界特色、宗教信仰，反映人民成長歷程與思維模式。 

例 4-1：七層地獄 

 數字七在七神信仰中具有特殊意義：七神信仰只有一位神祇，具有七個面容；

七神的宗教圖樣為七芒星；地獄則有七層。 

 

“Seven hells.” He gave the leashes a hard yank to get the dogs’ attention. “Track, you 

bastards. That’s a bear print. You want some meat or no? Find!” (1: 1) 

「七層地獄啊。」他猛拽狗鏈以喚起牠們的注
意。「追啊，你們這些畜生！那是熊留下的痕
跡，你們到底想不想吃肉啊？快找？」（上 13） 

“七层地狱！”他猛地拽住狗的缰
绳，“闻啊，杂种！这是熊的痕迹，
还想不想吃肉？快闻！”（上 1） 

 

守夜人齊特出發打獵找肉，因為不耐天寒地凍、心情惡劣而對著獵狗大罵。

簡繁譯本都以直譯方式處理，可單獨以感嘆詞（interjection）置於句首。 

 

“Podrick Payne! Where in the seven hells are you?” (1: 58) 

「波德瑞克‧派恩！你上七層地獄那
兒去了？」（上 84） 

“波德瑞克·派恩！七层地狱，你在
哪儿？”（上 59） 

 

 提利昂躺在床上療傷，一不小心滑下床來，只得喊叫自己的隨侍（squire）

來扶他。繁體譯本把「七層地獄」置於句中，簡體版本如前例置於句首。 

 

I hope to seven hells that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snake. (2: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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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你最好知道你自己七層地獄的
在做什麼。（下 249） 

我向七层地狱祈祷你明白自己在干什
么，毒蛇。（下 178） 

 

 提利昂內心祈禱，希望即將代表他比武審判的勇士67能夠順利擊敗對手。繁

體版用作副詞，修飾動詞「做」；簡體版本則同原文以受詞處理之。 

 

"If you die before you say her name, ser, I will hunt you through all seven hells," he 

promised. (2: 401) 

「如果你在叫出她的名字之前死了，
爵士，我會在七層地獄追著你不放。」
他向他保證。（下 254） 

“如果你在说出她名字之前就死，爵
士，我会到七层地狱去追你。”他承
诺。（下 184） 

 

 奧伯倫‧馬泰爾認為自己即將戰勝對手，要求對手在死前快快懺悔。簡繁譯

文都如原文以空間詞處理之。 

 

以上幾個例子反映宗教信仰對於熟語影響極大，因此可說是無論什麼樣的語

境，只要牽涉激烈的情感，說話者都可能在話語中帶進這個俚俗語。簡繁譯本都

以同樣的字詞處理之。唯獨繁體譯者會以修飾副詞的形式使用該詞語。 

例 4-2：烏鴉和八哥 

 在冰火世界中，書信往來主要仰賴渡鴉（raven）68，該品種與現實世界的差

異在於返巢本能較強。烏鴉（crow）則是食屍的鳥。渡鴉和烏鴉都是全身黑羽毛。 

 

All that day she watched, and well into the night, until her legs ached from the 

standing. A raven came to the castle in late afternoon, flapping down on great black 

wings to the rookery. Dark wings, dark words, she thought, remembering the last 

bird that had come and the horror it had brought. (1: 37) 

她觀望了一整天，持續到夜晚，直到
腿站得發疼。傍晚時分有隻烏鴉往城
堡飛來，拍打著巨大的黑色羽翼，降
落在鴉舍。黑色的翅膀，帶來黑色的
消息，她心想，同時記起了上次飛來
那隻鳥，以及牠所帶來的慘訊。（上 58） 

她望了一整天，一直站到夜晚，直到
双腿酸痛得无法直立。下午晚些时候，
有只乌鸦飞回城堡，拍打着巨大的黑
翅膀进入鸦巢。黑色的翅膀，带来黑
色的消息，她一边想，一边回忆起上
只乌鸦所带来的恐怖。（上 37） 

 

                                                 
67 奧伯倫‧馬泰爾（Oberyn Martell），多恩親王（Prince of Dorne），外號紅毒蛇（Red Viper）。 
68 出自 http://awoiaf.westeros.org/index.php/Raven。 

 

http://awoiaf.westeros.org/index.php/R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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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繁譯本的翻譯一模一樣，熟語、鳥種的翻譯如出一轍。在現實世界中，渡

鴉、烏鴉指稱其實有所差異；鴉科包括烏鴉、渡鴉、喜鵲等鳥類。69 

 

He laid the point of his sword against the old man's neck. "Khaleesi, before you 

kneels Ser Barristan Selmy, Lord Commander of the Kingsguard, who betrayed your 

House to serve the Usurper Robert Baratheon." 

 

The old knight did not so much as blink. "The crow calls the raven black, and you 

speak of betrayal." (2: 219) 

他將劍尖抵住老人的頸項，「卡麗熙，跪
在妳面前的這人正是巴利斯坦‧賽爾彌
爵士，御林鐵衛的隊長，他背叛妳的家
族，效忠篡奪者勞勃‧拜拉席恩。」 

 

老騎士眨了眨眼，「天下的烏鴉一般黑，
你有何資格說背叛？」（下 43-44） 

他用剑尖抵住老人的脖子，“卡丽熙，
跪在您面前的是巴利斯坦·赛尔弥爵
士，御林铁卫的队长，他背叛了您的家
族，为篡位者劳勃·拜拉席恩效力。” 

 

老骑士眼都不眨：“真是乌鸦还说八哥
黑，就凭你，还敢讲什么背叛。”（中
418） 

 

 喬拉‧莫爾蒙爵士指稱巴利斯坦‧賽爾彌爵士為叛徒，後者則以熟語回敬喬

拉，表示兩人一樣都是叛徒。由於兩種鳥類的羽毛顏色一般黑，故冰火世界的居

民以這句話說明兩個人或兩件事之間幾無差異。 

 

 繁體版本不分鳥類，通稱烏鴉，並以「天下的」字詞概括之。簡體版區分鳥

類，但「八哥」事實上和烏鴉不同科也不同屬，相近之處只在於羽毛顏色。 

 

“Littlefinger is a liar— 

 

“—and black as well, said the raven of the crow.” (1: 264) 

「小指頭是個騙子──」 

 

「──而且黑心，大烏鴉說小烏鴉，五
十步笑百步。」（上 348） 

“小指头是个骗子——” 

 

“——和你一样。乌鸦还嫌八哥黑。”
（上 282） 

 

首先，繁體版同樣不分種類，直接以烏鴉通稱之，但後面加上成語「五十步

笑百步」，用於釐清「大烏鴉說小烏鴉」的語意。這樣的形式類似歇後語──前

面是謎面，後面是謎底，不過後面的部分是以成語形式呈現。另外，「黑心」的「黑」

                                                 
69 http://www.wikiwand.com/zh-mo/%E9%B8%A6%E7%A7%91  

 

http://www.wikiwand.com/zh-mo/%E9%B8%A6%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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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貼近原文，且意思同「黑心」具有貶意，展現譯者巧思。 

 

然而，筆者認為此處成語的使用引發負面效果，也就是將讀者拉離奇幻世界。

原因在於「五十步笑百步」不同於「七層地獄」、「黑色的翅膀，帶來黑色的消息」

等從冰火世界裡頭衍生出的俗諺，而是來自現實世界。筆者認為謎面謎底前後搭

配起來，語意儘管正確，用字遣詞若太貼近「第一世界」，就會將讀者抽離「第

二世界」，而破壞了奇幻文學的氛圍。 

 

簡體版因為區分兩種鳥類，故翻譯策略同上例──不過有趣的是，前例原文

是 The crow calls the raven black，此例為 said the raven of the crow，而簡體版都

譯為「乌鸦还說（嫌）八哥黑」。由此可知，簡體譯者擺明不在意 who’s who，

區分鳥種只是為了翻譯方便，僅在意俗諺之功能（skopos）。 

 

小結 

依據托爾金的架空世界理論，奇幻作家筆下的架空世界須呈現一貫性，現實

邏輯須一致，讀者才不會掉出奇幻世界的框架。無論從封建制度下的稱號、歷史

紀錄、習俗、俚俗語、熟語等角度來看，都可見到非常多的詞語在不同的語境下

反覆出現，譯者須特別在意譯文的連貫和連結。 

 

 整體來看，簡體版的翻譯較為連貫，翻譯策略較為統一，但仍有部分不一致

之處。筆者認為簡體版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審慎考慮過文類特色、小說情節鋪陳

和寫作設計。繁體版的翻譯策略時常前後不一，多重語意掌握偶有缺漏。此外，

簡體譯文的用字遣詞和音韻修辭較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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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奇幻文學與多語文本 

奇幻文學的一項顯著特色為多語文本，可見於諸多奇幻文學文本，其中最負

盛名的當屬托爾金的奇幻作品。托爾金為《魔戒》和《哈比人》創造許多奇幻語

言，可謂塑造奇幻文類多語文本的典範，托爾金創造了昆雅語（Quenya）和辛

達林語（Sindarin），其結構甚為完整，具備為數不少的單字和完備的文法變化，

甚至包含歷時性變化（diachronic）。這反映托爾金重視擬真（verisimilitude），強

調奇幻語言的功能，正視奇幻語言以及說這些語言的生物的存在實感，不再把奇

幻語言看作是東拼西湊建構出的東西（Turner, 2005）。 

 

 奇幻作家創造新語言，賦予文本異國風味，賦予這個世界歷史與文化深度。

冰火世界是一個人種多元的世界，也衍生出許多語言分支，除了維斯特洛大陸使

用的通用語之外，尚有為數不少的語言，反映出這個世界各地蓬勃發展的文化。 

 

一、瓦雷利亞語 

 瓦雷利亞語源自於瓦雷利亞自由城（Freehold），該城曾是世界最繁華的城市，

後遭逢天災劇變而徹底毀滅。塔格利安家族（House Targaryen）原先來自瓦雷利

亞，該家族的成員都會學習瓦雷利亞語做為貴族教育的一環。書中主角之一丹妮

莉絲是該家族後裔，因此會說流利的瓦雷利亞語。 

 

喬治‧馬丁親自說明創造瓦雷利亞語的歷程7071。他坦承，托爾金的作法完

全不是他能夠企及的。托爾金耗費數年創造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奇幻語言，而他自

己其實只想出了八個左右的瓦雷利亞語，之後則依故事情節需要再想新的字詞。

他對於那些過度期待的讀者感到抱歉。 

 

                                                 
70 出自 http://www.westeros.org/Citadel/SSM/Entry/2793/。 
71 出自 http://www.westeros.org/Citadel/SSM/Entry/1250/。 

 

http://www.westeros.org/Citadel/SSM/Entry/2793
http://www.westeros.org/Citadel/SSM/Entry/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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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瓦雷利亞語並非結構嚴謹、架構龐大的語言系統，是依據作者寫

作安排的需要才憑空生出的字詞。 

例 1-1 

She took a chunk of salt pork out of the bowl in her lap and held it up for her 

dragons to see. All three of them eyed it hungrily . . . . “Drogon,” Dany said softly, 

“dracarys.” And she tossed the pork in the air. 

 

Drogon moved quicker than a striking cobra. Flame roared from his mouth, orange 

and scarlet and black, searing the meat before it began to fall. As his sharp black 

teeth snapped shut around it, Rhaegal’s head darted close, as if to steal the prize from 

his brother’s jaws, but Drogon swallowed and screamed, and the smaller green dragon 

could only hiss in frustration. 

 

“Stop that, Rhaegal,” Dany said in annoyance, giving his head a swat. “You had the 

last one. I’ll have no greedy dragons.” She smiled at Ser Jorah. “I won’t need to char 

their meat over a brazier any longer.” 

 

“So I see. Dracarys?” 

 

All three dragons turned their heads at the sound of that word, and Viserion let 

loose with a blast of pale gold flame that made Ser Jorah take a hasty step backward. 

Dany giggled. “Be careful with that word, ser, or they’re like to singe your beard off. 

It means ‘dragonfire’ in High Valyrian. I wanted to choose a command that no one 

was like to utter by chance.” (1: 114) 

她從放置在她床單下擺的碗中取出一塊鹹
豬肉，然後把它舉得高高地吸引她的龍注
意。三隻龍全都飢渴地看著它。……「卓
耿。」丹妮輕輕地說：「德拉凱利斯。」然
後她把那塊豬肉拋向空中。 

 

卓梗的動作快過眼鏡蛇的攻擊。火焰從牠
的口中呼嘯而出，橘色、鮮紅與黑色交錯，
在那塊肉開始落下前便已被牠炙熟。…… 

 

「別這樣，雷戈。」丹妮惱怒地說，用手
拍在牠的頭上。「上一塊已經給你吃了。我
可不要一隻貪心的龍。」她對喬拉爵士微
笑。「我再也不必把牠們吃的肉放到火盆上
烤熟了。」 

 

「原來如此。德拉凱利斯？」 

 

三隻龍全都轉頭對著那個指令的聲音來
源，韋賽利昂吐出一陣淡金色烈焰，讓喬
拉爵士慌忙地向後退了一大步。丹妮咯咯

她从膝上的小碗里取出一块咸肉，
举起来让她的龙看见。他们三个都
饥渴地盯着。……“卓耿，”丹妮轻
柔地说，“dracarys。”随后将肉抛到
空中。 

 

卓耿的动作比眼镜蛇还快。他吼叫
着喷出火焰，鲜红、橙色和黑色掺
杂在一起，肉未坠落，已被烤焦。 

 

“别这样，雷哥，”丹妮恼火地说，
一边在他头上拍了一下，“上次是你
吃到的，别太贪嘴嘛。”她朝乔拉爵
士微笑。“瞧，我无需用火盆为他们
烤肉了。” 

 

“是，我看到了。dracarys？” 

 

听到这个词，三头龙同时转过头来，
韦赛利昂喷出一道淡金色火焰，逼
得乔拉爵士急速后退了一步。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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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笑著說：「說那個詞的時候要小心，爵
士，否則牠們可能會燒光你的鬍子。在高
等瓦雷利亞語中，那是『龍焰』的意思。
我想選擇一個不可能有人意外觸發的指
令。」（上 155） 

咯咯笑道：“小心哟，别说这个词，
爵士先生，否则休怪他们把你胡子
烧掉。在高等瓦雷利亚语中，这是
‘龙焰’的意思。我在训练他们，
得选择无人会碰巧说出来的口令。”
（上 122-123） 

 

從寫作鋪陳手法可見，讀者一開始不清楚瓦雷利亞語的字意，卻先大概知道

這個字所引發的效果（龍噴火）；後來經由第二次同樣的字出現，更加肯定字詞

所引發的效果；最後終於藉由角色親自解釋字義，透徹理解字詞與效果之間的關

聯性。這個過程宛如讓讀者成為語言學習者，從暗示語言用途到明示字義解釋，

最終讀者便掌握這個單字的意涵與功能。 

 

簡繁譯本皆如實依照原文的描寫順序翻譯。主要的差異在於，繁體版採用音

譯，而簡體版直接以原文拼寫。繁體讀者能夠從中文得知大致上的發音，而簡體

版讀者則不一定有辦法獲得音韻層次的資訊。 

例 1-2 

“Dracarys.” 

 

The dragons answered. Rhaegal hissed and smoked, Viserion snapped, and 

Drogon spat swirling red-black flame. It touched the drape of Grazdan’s tokar, 

and the silk caught in half a heartbeat. 

「德拉凱利斯。」 

 

群龍立刻有了回應。雷戈發出噴息聲
吐出煙霧，韋賽利昂身上劈啪作響，
卓耿則吐出旋轉的紅黑色火焰。火焰
觸及葛拉茲丹的托卡摺邊，絲綢立即
著火。（中 273） 

“dracarys！” 

 

龙顿时回应。雷哥嘶嘶尖叫，吐出烟
雾，韦赛利昂拍打翅膀，而卓耿喷出
旋转的红黑火焰。焰苗触及格拉兹旦
托卡长袍的下摆，顷刻之间丝绸便燃
烧起来……。（中 197） 

 

劇情中出現同樣的字詞，讀者立刻知曉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簡繁譯本各自

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前後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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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 

古瓦雷利亞語有一句名言叫做 valar morghulis，其續接的對句為 valar 

dohaeris，意思分別是 all men must die 和 all men must serve。這兩句話是源自厄

索斯大陸（Essos）的俗諺。 

 

由於其語意之特殊性，這兩句話在全書中反覆出現。事實上第一次出現是在

第二部小說，而且作者並未解釋語意。讀者從第二部開始就一直被矇在鼓裡，只

能一直猜意思，而且沒有其他線索可確定語意。一直要等到第三部小說中段前面

部分72，才由書中人物在某個情節段落中自行說明，讀者才終於知曉整句話的意

思白。 

 

. . . , and Arya Stark was unafraid. Fear cuts deeper than swords, she whispered 

under her breath, the words that Syrio Forel had taught her, and Jaqen’s words too, 

valar morghulis. (1: 44) 

……然而艾莉亞‧史塔克並不害怕。
恐懼比利劍更傷人，他屏息低喃著西
利歐‧佛瑞爾教過她的話，還有賈昆
的話，瓦拉‧莫古利斯[2]。 

  

[2]註釋：「意思是，人終需一死。」（上
67-68） 

而她艾莉亚·史塔克一往无前、无所
畏惧。恐惧比利剑更伤人，她低声复
诵着西利欧的教诲，还有贾昆的话语，
valar morghulis。（上 45） 

 

 如同前述，這句話在原文中要等好長一段時間才透漏意思，但繁體譯文早早

在前幾章就說明了。筆者無法確定是否為譯者加註，還是編輯善意加註提醒讀者，

但就作者的寫作安排可得知，讀者是刻意被隱瞞，直到特定劇情發展才一次性的

通盤了解前面的神祕鋪陳。 

 

 因此，簡繁譯本的音譯、直接拼字翻譯策略保持一貫，但繁體版的加註則是

完全忽視了原作的精心設計，也無意間摧毀了奇幻文學在未知、已知之間的張力。

讀者的好奇心提早被滿足，小說引人入勝的關鍵被輕描淡寫的帶過，真相大白的

後勁也被大大削弱了。 

                                                 
72 1: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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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4 

"Dragonglass." The red woman's laugh was music. "Frozen fire, in the tongue of 

old Valyria. Small wonder it is anathema to these cold children of the Other." (2: 

505) 

「龍晶。」紅袍女的笑聲宛如音樂，「這
在古瓦雷利亞語是『冷凍之火』的意
思，難怪這能對付異鬼這些冰冷之
子。」（下 374-375） 

“龙晶，”红袍女的笑声犹如音乐，“在
古瓦雷利亚语里被称为‘冰冻火’，难怪
它对这帮冰冷的异神之子而言是致命
的武器。”（下 289） 

 

 原文有時候並未出現瓦雷利亞語，而是由書中人物直接擔當譯者說明意思。 

遇到此類狀況，簡繁翻譯策略就完全無需音譯，皆採取意譯手法。類似的例子反

映喬治‧馬丁所言不虛──他為了瓦雷利亞語所創造的單字並不多，以功能性為

目的。 

 

二、其他語言 

例 2-1：多斯拉克語 

“When cowards hide behind great walls, it is they who are defeated, Khaleesi," Ko 

Jhogo said. 

 

Her other bloodriders concurred. "Blood of my blood," said Rakharo, "when cowards 

hide and burn the food and fodder, great khals must seek for braver foes. This is 

known.” 

 

"It is known," Jhiqui agreed, as she poured. 

 

"Not to me." (2: 211)  

「懦夫躲藏在高大的城牆之後，他們才
是戰敗之人，卡麗熙。」喬戈寇說。 

 

其他的血盟衛紛紛附議。「吾血之血。」
拉卡洛說：「當懦夫躲藏起來、放火燒
食物與秣糧，偉大的卡奧必須尋求更勇
敢的敵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大家都知道。」姬琪在斟酒時附和。 

 

“懦夫才躲在高墙后，失败者是他们，
卡丽熙。”乔戈寇道。 

 

其他血盟卫纷纷同意。“吾血之血，”拉
卡洛说，“大家都知道，当懦夫烧掉食物
和草料，并躲藏起来时，伟大的卡奥就
去寻找真正勇敢的敌手。” 

 

“大家都知道。”姬琪一边倒酒一边赞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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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可不是。」（下 34-35） 

 

“我可不知道。”（410） 

 

多斯拉克人（Dothraki）為居住在韋斯特洛大陸東邊的厄索斯大陸（Essos）

上的游牧戰士民族，驍勇善戰，擅長騎術。多斯拉克人說多斯拉克語（Dothraki），

各個部落稱為卡拉薩（Khalasar），各部落之主稱為卡奧（Khal），其妻為卡麗熙

（Khaleesi），部屬稱為寇（Ko）。 

 

It is known 屬於多斯拉克人的俗諺，從方言分析分類來說屬於一個族群的個

人語（idiolect）。從句構來看，It is known 屬於被動用法，it 為語境中指涉的事情，

且是多斯拉克人普遍的共識。可以說，這句話體現了整個民族的思維與價值觀。 

 

Sapir-Whorf 提出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闡釋每個人仰賴習慣使

用的語言來塑造生命體驗，屬於語言決定論觀點（linguistic determinism）。多斯

拉克人一輩子生活在草原上，對於草原生活以外的事物多不了解，思想相對封閉，

難以接受新事物。就此例可見，丹妮莉絲身為外來統治者，面對多斯拉克人根深

柢固的觀念時，展現出強硬的行事風格。 

 

簡繁譯文基本上都以「大家都知道」翻譯這句話，唯繁體版翻為「這是大家

都知道的事實」，後面又翻成「對我來說可不是」，語句重心轉而放在「事實」兩

字上。筆者認為這是畫蛇添足，把言簡意賅的俗諺拉長有損節奏感，沒有任何好

處。 

例 2-2：古語 

七大王國中，僅剩下絕境長城以北的部落使用古語（Old Tongue）。古語源

自古老的先民（First Men），在冰火世界設定的一萬兩千年前來到這塊土地。 

 

“If you would join us, you’d best know us. The man you took for me is Styr, 

Magnar of Thenn. Magnar means ‘lord’ in the Old Tongue.” (1: 98-99) 

「若是你想加入我們，最好先了解我
們。你誤認成是我的那個男人是斯蒂

“你想加入，就得先了解我们。那个
你误以为是我的人叫斯迪，为瑟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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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又號辛恩的瑪格納。瑪格納在古語
中就是『大人』的意思。」（上 134-135） 

马格拿——马格拿在古语中的意思是
‘领主大人’” 

 

 境外之王介紹瓊恩‧雪諾認識他的自由民部屬。如同瓦雷利亞語的寫作手法，

作者先拋出了全新的字詞，接著由書中人物以通用語解釋之。書中從頭到尾沒有

出現古語，只以敘述的方式描述野人、巨人以古語交談，可以說原作並未過度琢

磨古語。簡繁譯文同樣以音譯手法處理。 

例 2-3：吉斯卡里語 

吉斯卡里人（Ghiscari）居住在吉斯卡地區（Ghiscar），該地位處於厄索斯大

陸。從前吉斯卡里人發展出龐大的文明，組建了龐大的吉斯帝國（Ghis）。 

 

"Mhysa!" 

 

Dany looked at Missandei. "What are they shouting?" 

 

"It is Ghiscari, the old pure tongue. It means ‘Mother.' " 

 

"Maela," some called her while others cried "Aelalla" or "Qathei" or "Tato," but 

whatever the tongue it all meant the same thing. Mother. They are calling me 

Mother. 

 

"Mother," they called from a hundred throats, a thousand, ten thousand. "Mother," 

they sang, their fingers brushing her legs as she flew by. "Mother, Mother, Mother!" 

(2: 18-19) 

「米薩！」 

 

「他們在喊什麼？」 

 

「那是吉斯卡里語，古代的純正語言。
它的意思是『母親」。」 

 

有些人稱呼她「梅拉」，也有人喊著「艾
拉拉」或「魁瑟」或「塔托」，但是無論
他們喊什麼，意思都一樣。母親。他們
叫我母親。 

 

…… 

 

「母親。」他們眾口一聲地叫喊者。「母
親。」他們歌唱，當她飛奔而過時，他
們的手指輕拂她的腿。「母親，母親，母

“弥莎！” 
 
 “他们喊什么？” 
 
“这是吉斯卡利语，古老而纯正。意
思是‘母亲’。” 
 
有人喊“梅拉”，有人喊“伊勒亚”，
或“魁瑟”，或“塔托”，但不管何种
语言，都是同样的意思。母亲。他们
叫我母亲。 
 
…… 
 
 “母亲！”百人、千人、万人一起高
呼。“母亲！”他们齐齐颂唱，随她奔
过，手指扫过她的腿，“母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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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中 284） 母亲！”（中 207） 

 

丹妮莉絲順利擊敗蓄奴者，以外人與解放者之姿獲得人民的愛戴。因為對于

丹妮莉絲來說都是外國人，所以旁邊的通譯協助翻譯。從寫作手法可以發現，在

丹妮莉絲耳中，一開始都是外文，但經過一開始的翻譯後，後來通通都變成通用

語，可看作是丹妮莉絲本身自動將外語轉為能夠聽得懂的通用語。這個寫作法一

開始強調了女主角和當地人之間的隔閡，後來則透過打破語言隔閡，也象徵性地

消除了彼此間的距離。 

 

簡繁譯文同前例再次複製音譯策略，然而簡體版不知為何，原本一貫的原文

拼字重現作法，通通改成如繁體般的中文音譯策略。此舉與前面的翻譯策略完全

不同，筆者懷疑可能是兩位簡體譯者之間並未協調取得共識。 

 

小結 

喬治‧馬丁坦承表示，他創造奇幻語言的方式，與托爾金鉅細靡遺的「次造

物」的手法大相逕庭。托爾金耗費數年創造兩個結構完整的語言，而馬丁只是根

據需要創造需要的字詞。 

 

基本上兩岸譯本的翻譯策略相當連貫，奇幻字詞皆使用音譯策略，簡體版主

要保留原文拼音，發音方式留給讀者自行判斷；繁體版則直接以中文音譯。最大

的翻譯問題並非拼音或音譯策略本身，而是當奇幻語言成為小說寫作手法刻意製

造距離感、語意尚未明朗，且作者明顯在賣關子的時候，譯者（或編輯）卻以後

見之明加註，導致讀者在不自知的情況下預先得知關鍵資訊，嚴重削弱奇幻文學

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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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針對奇幻文學作品《冰與火之歌》，以 Hatim 和 Mason 的言談分析研

究為主要理論文本，應用方言分析、語域分析等應用語言學方法，結合翻譯和社

會語言學概念，檢視兩岸奇幻譯本翻譯策略，最後以奇幻文類特色統整《冰與火

之歌》兩岸譯本特色與差異。 

 

一、多元族群方言，易傾向「單一表述」 

方言分析可讓譯者分辨說話人的身分背景，從中理解人人的語言表達差異與

風格變化。然而非標準方言的翻譯難為，因為屬語言文法特徵，譯文通常直接視

之為標準方言，採歸化譯法，以傳達說話者語意為主要目的。因此，地域方言、

社會方言、非標準方言之特色與趣味通常在譯文中都無法保留。至於如何塑造各

地族群之方言色彩或口語風格，譯者或可從人稱代名詞、狀聲詞、語尾助詞發揮

創意，但效果如何則端看譯者對小說情節的了解程度、對小說刻畫的文化差異的

掌握，以及是否熟稔讀者群的被動語庫。 

 

作家特別設計的個人語，在整部小說中有清楚的連貫性，具有敘事效果，在

譯文中應予以保留。研究發現兩岸譯文都確保字句的一致性，也都維持原文之小

說連貫安排。這一點呼應紐馬克強調的連結與連貫概念。然而就遣詞用字來看，

倘若依據連貫原則譯文比須反覆出現，那使用不雅字眼應該要再三斟酌，必須確

認小說中的語境差異、情節發展，以及讀者接受狀況等因素，避免招致讀者的反

彈，影響譯本在市場上的接受狀況。 

 

二、文白夾雜：以方言和語域為依歸 

採用文言古體文和成語，具有仿古之效，應和原作者的筆法，因此筆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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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冰與火之歌》的奇幻小說，適度以文言文翻譯是必要的，尤其是成語的使

用。成語可帶來簡潔效應，形式整齊劃一，形象描繪更為生動，提升音韻美感。

然而方言分析顯示，針對教養程度較低的族群，其言談所包含的字詞理應不宜過

於艱深，譬如不應出現過於艱澀的文言字詞，譯者應特別注意。 

 

仿古筆法的另一項優點，在於使讀者聯想到武俠文類，有助於塑造一些類似

武俠小說中人物形象的角色。從武俠文類得到的啟示是，即便有些字詞不再是當

代讀者主動會用到的，只要是存於讀者被動語言認知的字詞，便能夠考慮用於仿

古筆法。 

 

至於白話的部分，譯者須再三思考遣詞用字，尤其是當代次文化流行語、網

路用語，以及不雅的字眼。文白夾雜風格的維持，須考慮語場、語旨、語式等語

域要素。隨著語域變動，譯者勢必得時時靈活調整譯文。 

 

筆者認為，方言分析和語域分析應可用作於譯者的檢查工具，應有效避免所

謂的「過猶不及」──過多或不適合的文言或白話，易導致時空錯置感，強迫讀

者「出戲」，把讀者推到奇幻文學作家建構出的架空世界框架之外。 

 

三、體察奇幻文類特色，再翻譯 

托爾金的奇幻文學理論提供奇幻文學譯者原則上的考量基礎。奇幻作家創作

出建構的架空世界，構築元素時常取材自現實世界，並以此為基礎訂定其運行法

則。所有的人事時地物都依據這些法則運作，大大小小的細節都必須互相呼應─

─此即為托爾金強調的現實邏輯一致。譯者應以此概念為中心點，同時以讀者的

角度檢視文本，便能體察奇幻小說文類之特殊性。舉例而言，奇幻世界與現實世

界的異同之處，即是作家遊走於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營造張力與顛覆力量的焦

點，譯者不能不謹慎看待。整體而言簡體版的譯文處理具有較佳的連貫性，關鍵

詞彙以不變應萬變，可見譯者對於奇幻文類有較深的認識。繁體版則常常「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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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導致策略不統一。這樣的問題是，繁體讀者較難掌握到原文整體寫作的

連貫性特色。 

 

奇幻語言在不同的奇幻作家手上，呈現出的風貌也隨之改變。《冰與火之歌》

的奇幻語言以功能性為主，簡繁版本都以音譯策略因應，繁體以中文字音譯，簡

體則直接帶入原文拼字，對於不諳外語發音規則的讀者來說，有關發音的資訊可

能接收有限。 

 

四、結語與未來研究方向 

Hatim 和 Mason 以應用語言學角度提出與翻譯相關的言談分析方法，觸及的

概念和角度不可不謂包山包海，甚至可說是過於龐雜。對於翻譯研究者來說，需

要再三思考研究方法以及切入角度是否適用研究題目。Anthony Pym（1992）指

出，言談分析對於翻譯研究的適用性需要反覆檢驗，因為從定義面來看，discourse

一字在當代的使用相當紛雜，容易造成混淆，或許從根本上揚棄這個術語會使研

究焦點更為清楚。對此，筆者採納 Christina Schäffner（2002）的觀點：就譯者而

言，言談分析的目的應是找出有關翻譯的特定文本特質，故應採取翻譯導向的文

本分析。未來奇幻文學翻譯研究可持續從奇幻文類特色（即是所謂的「特定文本

特質」）切入，探索奇幻文學翻譯的各式挑戰。 

 

陳彥含、許大修兩人皆強調文類特質與讀者要素對於翻譯的重要性，就本研

究結果來看，筆者也持相同意見，認為奇幻文學譯者應熟稔奇幻文學成規、特色，

並盡可能處理奇幻文學讀者所在意、關切的細節。未來研究或可納入讀者聲音，

以問卷或訪談形式更深入探查讀者群的思考面向。若仍要縮限於兩岸奇幻譯本比

較，筆者認為從第一部曲和第二部曲著手比較，應可獲益良多，因為前兩部主要

由譚光磊翻譯，由屈暢修改，或可從中檢視修改處即未修改處的原因與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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