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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01 世界名歌集》是台灣政府第一次引進世界名曲，亦是第一次主導的歌

詞翻譯活動成果，自一九五一年暑假開始策劃、執行，經過了半年多，完成了譯

詞與詞曲嵌合工作，於一九五二年三月推出《101 世界名歌集》。歌詞翻譯與其

他翻譯文體的 大差別在於入歌的必要性，歌詞翻譯不僅受到語言規則的限制，

同時更須具備音樂特質。本文的目的即在探究《101 世界名歌集》歌詞翻譯的語

言現象、音樂特質表現，以及文化的蘊含，藉助 Christiane Nord 的文本分析層面

內涵，探討文本的時空背景與其所負載、實踐的功能，並透過原詞與譯詞的比對，

瞭解歌詞翻譯的策略與方法，以及譯詞改寫的程度，進而分析譯詞的修辭、音樂

內涵，探討歌詞翻譯的特殊性， 後再討論文本内的文化範疇，瞭解歌詞翻譯之

譯者對文化詞彙、意涵的處理方式。 

文本分析的結果顯示，當時世界名曲的歌詞翻譯依循的規範包括了可在忠實

與改寫之間自由詮釋、應用修辭表現文學性、必定有韻、具音樂特質，以及在文

化上維持基本的異國性。就整體文字風格而言，並無一致的規範與表現，但對於

歌詞的內容風格則有著淨化與莊重的規範，讓歌詞跨越到中文的語境之後，能夠

更行強化這些經典歌曲裡正向、正統的藝術性。《101 世界名歌集》的歌曲開啟

了一扇世界之窗，為學子與大眾開展視野，培育音樂賞析的能力，提供跨文化、

具藝術性的音樂活水來源，讓人在聆賞與唱和之餘，心靈得以清澈如許。 

 

關鍵詞：101 世界名歌集、歌詞、歌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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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was published by Taiwan Provinci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March, 1952. Eighty nine songs were translated by eight 

translators: Hsiao Er–hua, Chou Zue–pu, Hai Chou, Chang Yi, Liu Ting–fang, 

Wang Fei–li, Ting Tso–jen, Wang Yu–yuan. This was the first lyrics translation 

activity led by Taiwan Government. As several worldwide famous songs in this book 

are collected in the music textbooks in primary education, almost everyone is familiar 

with lyrics translation since young. However, lyrics translation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language phenomena, musical elements and cultural contents of the Chinese lyrics. 

Adopting Christiane Nord’s text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discusses lyric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challenges the translators faced, and also the background 

and function of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The findings in this text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 lyrics translation of these 

world-famous songs followed a certain pattern and rules during that period. Except 

sacred songs, translators were free to choose between faithful expression and total 

rewrite. These translators used various rhetorical devices to demonstrate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lyr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ics. 

Rhyming and musicality was considered a necessity, while a certain foreignization 

was applied. This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for translating 

these lyrics in terms of their language use or rhetorical devices. What is clear is that 

the themes of the song lyrics were rendered morally right and spiritually encouraging. 

As these world-famous songs traveled, they have been transformed and adjusted to 

our cultural contexts. Through music,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world culture has been achieved by these successful lyrics translation.  

 

Keywords: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lyrics, lyrics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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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它的時候了，要跟這十年來的學位進修階段揮手告別，期許自己能夠持續不

斷自修自學自我鞭策自我充實並自得其樂！ 

 在這段寫論文的期間，心境上從前幾個月的優哉遊哉，到後來因訴不盡說不

完而時時存在著隱隱的焦慮，以及 後階段對論文的熱情冷卻急凍，這些心情上

的轉變與壓力，幸而有根芳老師以她那如春風般溫煦的循循善誘相伴，感謝老師

在課業上博我以文，在看待他者上讓我學習到了善與關懷。此外，要謝謝慈芸老

師與王美珠老師在口試時給予我的指導與指正，謝謝秋慧助教與容嫣的幫忙，也

要謝謝一路相伴共勉共勵共渡自信心危機時刻的希樺，謝謝陪著我吃吃喝喝談天

說地聊生活的惠芬，謝謝 Kinra 讓我見識到說話與反應還比我快上許多的人種，

謝謝卡勒讓我看到努力朝夢想前進的美好，謝謝育慈與明哲總是讓我們的聚會多

了許多的話題與樂趣。 後，要謝謝我的家人，謝謝永遠鼓勵著我的老公，謝謝

公婆在我忙這忙那時幫我照顧小孩，更要謝謝我的一對可愛的兒女，我答應他們

等我論文寫完後就帶他們去吃冰淇淋，因此，在這幾個月裡，兄妹倆不時催促著

我快快把論文寫完，真辛苦他們了……也辛苦我了……句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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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 

翻譯除了可凝目觀之、側耳聽之、開口說之，還能讓人起而唱之。對於現今的年

輕一輩而言， 早接觸的翻譯，或許就是以歌唱之姿，從母親口中那一聲聲慈愛

滿溢的催眠曲而來。許多傳唱的催眠曲或搖籃曲，曲調源於搖籃之外遙遠的世界

彼端，而曲調中所嵌入的字字句句則是在地翻譯的結晶。 

實際上，許多人早在童年、少年時期皆已接觸了歌詞翻譯，出自《101 世界

名歌集》裡的〈老黑嚼〉、〈往事難忘〉、〈平安夜〉、〈羅蕾萊〉、〈羅莽湖邊〉等世

界名曲，早已在許多人的記憶裡沉潛著，不時在忽而聽到、憶起時，逸散出帶著

時間層疊、加味的溫厚感動，但對於這些朗朗上口的譯詞，以及歌詞翻譯的領域，

卻少有人深入研究。歌詞翻譯與其他一般文體的翻譯有何不同、特殊之處呢？歌

詞翻譯的譯者採用了哪些翻譯策略呢？我們耳熟能詳的這些世界名曲，究竟是忠

實呈現原詞的詞語意義、文化要素、意識型態，還是改寫、創作的成分居多呢？  

歌詞的翻譯類似於詩歌的翻譯，就詩歌而言，陳祖文（1971）認為譯詩要忠

於原作的結構，在格律、句法上皆應與原作力求近似，要近似於原作作者的寫法，

才能傳達其所欲傳達的意旨與意境，寫成具有近似原作藝術價值的譯詩（頁 28）。

許淵沖（1998）對於翻譯要在藝術價值上臻於原作的作法則有不同的意見，他認

為譯詩要得其精而忘其粗，「意美」 為重要，「音美」次之，「形美」則更為次

要（頁 17）。歌曲、歌詞的翻譯與其他翻譯文體的 大差別在於歌詞翻譯要有入

歌的功能，就算在結構上已是近似原詞的忠實譯詞，若是不堪聽唱，也就不足稱

為歌曲、歌詞翻譯了。 

究竟歌曲、歌詞能不能翻譯呢？薛范（2002）認為「如果以傳達歌詞的含意、

意境、意象之美和形式美為標準，那麼大多數歌曲都是可譯的；如果以傳達歌詞

的語音、音韻美為標準，則所有的歌曲都是不可譯的。」（頁 38）。歌曲的兩大

靈魂在於音韻與歌詞，音韻難以譯入目標語之中，而目標語又有自己的音韻規

則，在一「失」之後，如何重「得」，則有賴譯詞者的藝術創作能力了。 

在歌詞的翻譯上，即便是將原詞的詞意，以不死譯的直譯加上並非漫無邊際

的意譯之後，也只能說是在語言層面上有了交待，若是只到此等境地即告終，那

絕對是無法歌唱的歌詞，絕對會有唱者拗口、聽者逆耳的問題出現。洪源（1986）

認為歌詞這一種音樂文學，在音樂特質上所要求的是整體的音樂性，從題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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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結構，到歌詞的語言節奏與韻律，都要有音樂特質的展現（頁 84）。歌詞不應

也不能脫離曲調，因此，歌詞的翻譯尚須考慮韻律、節奏、聲調等音樂特質，要

讓人唱得出口，唱來不牽強、不困惑，讓人聽了翻譯的歌曲與歌詞後，能有像是

聽了原詞原曲所感受的情感內涵與意境，如同 Nida（1964）所言，讓譯文的接

受者對於譯文所傳達信息的理解、體悟與反應，與原文的接受者盡量相同，達到

「動態對等」。 

郭沫若提出譯詞的 高指導原則為「統攝原意，另鑄新詞」，薛范認為所謂

的「統攝原意」是指理解與把握原作，除了歌詞的字面意義，還要清楚歌曲中的

情感、思想與情緒；而「另鑄新詞」則是在「統攝原意」的基礎上，選擇 適當，

且符合音樂各方面要求的譯文語言形式，將原作再創造出來（薛范，2002，頁

65）。在語言形式的選擇與創作上，薛范提出了幾個必須考量的要點，包括語調

感、重複、同字相犯、譯文詞語位置、補詞。所謂的語調感，指的是譯詞應營造

出與原詞相吻合的情韻與氛圍，翻譯成與原詞發音相近，或是風格、效果相似的

詞語。就重複而言，薛范認為原詞為了強調或突出某一訊息，往往會重複某些字

或某些詞組，但有些原詞所重複的部分，在中文的語境上或許顯得沉悶、貧乏，

此時譯者就應捨棄重複的疊句結構。同字相犯是中國古典詩詞講究的規則，而在

以詞組為單位的現代詩詞裡，卻是難以完全規避，不過，在某些特殊語境、主要

形象的強調之處，仍應努力避免同字相犯。就譯文的詞語位置來看，有時會將原

文的倒裝句轉正，以合乎中文的表達習慣或是押韻的需求，但對於某些關鍵詞或

是原曲原詞中處於高潮、特別強調的語詞，則在譯詞中應盡量讓其留在原先的位

置上。在補詞的部分，對於原詞中偶爾插入的感嘆詞，若非至關重要，多可略去

不譯，但若是原詞中有為了某種特定效果而使用的插入語或補詞，則應譯出，並

努力求得與原詞有相同的效果（頁 172–188）。 

 薛范另談到了在以聽覺藝術為前提的情況下，歌詞翻譯有四項忌諱（頁 188–

191）。其一為讓聽者來不及聽明白的詞語，即不適合用為歌詞，詩的語言再美，

卻未必適合於歌詞，洪源（1986）亦主張歌詞起碼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通俗易懂（頁

88），同樣地，普天頌讚（1961）亦列出了聖歌譯述的原則，其一也是言及用字

上要淺顯簡易（頁 5）。薛范所說的第二個忌諱為把同音或音相近的詞安排在一

起，他認為這會造成聽覺辨別的失誤，像是李叔同〈送別〉裡的「…海之角，知

交半零落。」，其中「之角」與「知交」同音，前後緊挨著，即應當避免。其三

為譯詞忌諱粗鄙骯髒的詞語，其四為譯詞忌諱非詩的語言，像是「實事求是」、「眾

所周知」、「毫無疑問」、「如入無人之境」等等，即為拗口、難以演唱的非詩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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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曲的中文譯介，依錢仁康所研究， 早可能是葉中冷於一九○八年所

譯的美國歌曲〈飛渡鳩迦〉和稍後佚名譯者所譯的法國歌曲〈馬賽曲〉，接著是

一九二○年代馬君武所翻譯的德國歌曲〈迷娘之歌〉，以及劉半農翻譯的愛爾蘭

民謠〈 後之玫瑰〉（薛范，2002，頁 193）。就翻譯歌曲的出版而論， 早是因

「學堂歌曲」而起，當初清朝末年廢除科舉，辦新學，提倡「學堂歌曲」， 早

的出版品應是出現在一九○○年代，像沈心工在一九○四～一九○七年間編印的

《學堂唱歌》三集，即是 早出版的學堂歌集之一，其中所收錄的多是日本曲調

的填詞歌曲。之後在一九一二年，沈心工重編學校唱歌集六集，部分歌曲為以德、

法、英、美曲調填詞寫成。這兩套唱歌集即是世界名曲譯介為中文的 早翻譯實

踐。 

從一九○○到一九四○年代之間，學堂歌曲中所引入的外國歌曲，幾乎很少

按照原曲歌詞作譯配介紹，不是套入中國古典詩詞，就是自行另填新詞。《101

世界名歌集》中所收的〈涉江〉一曲，即是以古詩十九首之六的一首詞，填入蘇

格蘭民謠曲調而成，而另一首李叔同的〈送別〉一曲，則是以 John P. Pordway

所作美國名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曲調為依，填上與原詞無涉的中

文歌詞而成。當時的此般風潮與型態，可由蘇格蘭民謠〈Auld Lang Syne〉的配

詞歌曲曲數得見一斑，依錢仁康所述，自一九○五～一九三五年的二十年間，這

首曲調的填詞版本就達十六種之多。 

 西式新音樂 初是由基督教傳教士帶進台灣，南部始自一八六五年，早於北

部的一八七二年，之後為由日本統治者於一八九六年在台灣實施西式師範教育與

公學教育而來（許常惠，1996，頁 187–188）。《101 世界名歌集》是光復後台

灣政府第一次引進世界名曲，亦是第一次主導的歌詞翻譯活動。在光復之後，政

府宣佈停用日文教材，要求學校改以中文教材上課，但舊教材停用了，新教材卻

尚未推出，使得學校各科課程青黃不接，尤以音樂課 為嚴重，老師無歌可教，

學子無歌可唱。這種情形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才有了轉機，當時的台灣省教育

會理事長游彌堅，邀請在靜修女中教書的呂泉生加入省教育會，仿效國外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歌本，編一本中文版的《101 世界名歌集》，由呂泉

生主持此書的翻譯、編訂事宜。省教育會延攬文學造詣甚佳的師範學院音樂系教

授蕭而化，再由蕭而化邀請周學普、張易、劉廷芳、海舟、王飛立等德、英譯者

數人，共同分擔譯詞的工作， 後由呂泉生進行詞曲嵌合（陳郁秀、孫芝君，2005，

頁 177）。經過了半年多，工作終告付梓，在一九五二年三月推出了《101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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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歌集》，一九五四年四月再版，一九五六年五月發行三版。本文所根據的文本

即為第三版。 

本文的目的即在探究《101 世界名歌集》文本的時代背景與功能，以及歌詞

翻譯的策略、特殊性與文化蘊含，藉由 Christiane Nord 的文本分析方法，探討文

本的時空背景與其所負載、實踐的功能，並透過原詞與譯詞的比對，瞭解歌詞翻

譯的策略與方法，以及譯詞改寫的狀況，進而分析譯詞的修辭與音樂內涵，探討

歌詞翻譯的特殊性， 後再討論文本内的文化範疇，以瞭解歌詞翻譯譯者對文化

詞彙、意涵的處理方式。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文首先將分析《101 世界名歌集》文本的外部因素，討論文本的時空背景，

以及其預設與發揮的功能，並整理譯者的生平、經歷與譯事活動。 

在文本的內部因素部分，《101 世界名歌集》裡記錄的譯詞人與填詞人，包

括有蕭而化、周學普、海舟、張易、劉延芳、王飛立、丁作人、王毓騵八位，這

八位共譯配了八十九首歌曲，其餘十二首中，有兩首記為李叔同作詞，一首記為

「中學唱歌」，一首記為「盧同詩改作」，三首為中國古詩，其中一首記有鄭板

橋詞，其餘五首均無記載譯詞者或作詞者。 

本文主要的文本內部研究標的為前列八位譯者的八十九首譯配詞。李叔同的

兩首歌詞均為全新創作，本文不將其納入歌詞翻譯的討論之列，而五首無記載譯

詞者或作詞者的歌曲，其中一首為吳研因所作，因大陸人士身分故不列出其名，

其餘四位尚不知譯詞或作詞人為何人。對於這五首譯詞，本文將略為分析其翻譯

策略的運用與改寫狀況。 

在譯詞的內容部分，將分析譯詞的語言現象與音樂特質，探究譯者的改寫狀

況，並討論譯詞在入歌之際的音樂特質考量與表現。除此之外，本文亦將探討譯

詞的文化範疇內容，分析世界名曲裡存在著的許多異國事物、風俗與觀念，瞭解

譯者對於這些跨文化主題與詞彙的處理方式，同時，亦會就封面圖像進入在地文

化之後所做的調整提出說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本文將以 Christiane Nord 所提出的文本分析理論為研究方法。Nord 為德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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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 1967 年開始即在德國的大學從事翻譯教學與訓練的工作。她所設計的文

本分析方法與模型，可應用於翻譯教學、譯者訓練與翻譯實踐上，提供了一個各

文本類型皆可通用的分析理論基礎（Nord, 1991, p.2）。這一套分法論的核心概念

為文本功能，在文本的生成、翻譯與發表各個活動上，皆有其意欲達成的功能在

背後導引著，Nord 整理出文本內外與翻譯有關的各個要素，透過這些要素的分

析，掌握文本預設的目的與功能，依此方向訂定適切的翻譯操作形式與策略，

後即可完成符合功能要求的翻譯作品。 

Nord 於 1988 年提出的翻譯文本分析方法，係從翻譯工作的委任、文本的文

內及文外因素分析著手，由此掌握文本的各項相關特徵與功能。在 1997 年時，

Nord 提出更具彈性的模型，由三個層面來分析文本，第一個層面為文本的文內

因素，包括主題、內容、預想情境（譯者在翻譯前，預先猜想參與者背景知識的

多寡，尤其是與文化相關者）、非語言成分（例如圖示、斜體字）、語彙（例如方

言、語體及特定的術語）、句子結構、超音段成分（例如重音、韻腳及文體的標

點）。第二個層面為文外因素，分析翻譯委任的要點，包括文本的目標功能、發

送方及其意圖、接收方及其期待、文本接收的時間及地點、媒介（口說或書面），

以及動機（為何創作原文？為何翻譯？）。第三個層面則是從翻譯問題的功能層

級切入，要確定翻譯欲達成的功能、確定配合接收方狀況所需的功能調整、以翻

譯類別決定翻譯風格，以及解決語言層級的問題（Munday, 2008, pp. 82–85）。 

Nord（1991）表示文本分析的順序為先探討文外因素，在尚未讀取文本內容

之前，先觀察文本的背景與使用情形，由此對文外的理解可形塑出對文內特徵的

期許，待進入文本內容之後，在讀取的過程中，讀者會不斷地比較其預期與實際

讀取的特徵， 後即可對於文本的效用與功能做出定論（p.37）。《101 世界名

歌集》為一本歌曲的選集，有不同國家、不同語言，並有多位譯者的譯詞作品包

含其中，本文將循著 Nord 對文本分析所提出的涵蓋範圍與要素，先文外，後文

內，逐一檢視《101 世界名歌集》的各項因素內涵。 

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分有三節，依序說明「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第二章從《101 世界名歌集》的文外

因素著手，探討文本的背景、功能與譯者。第三章探究歌詞裡的語言現象，透過

原詞與譯詞的比對，從沿用原詞與未沿用原詞之間，找出改寫的痕跡，由此討論

歌詞翻譯所應用的策略與方法。本章共分有五節，第一節分析歌詞翻譯上所應用

的策略與方法，第二節自歌詞翻譯的難處與挑戰切入，由譯詞中不自然的表現或

帶有邏輯疑義等問題處，討論歌詞翻譯之挑戰，第三節為譯詞改寫分析，探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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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改寫程度與內容，第四節再探歌名的改寫，第五節則會討論譯詞裡的修辭，

先統整分析整體的情形，進而整裡出各譯者譯詞的修辭應用與表現。第四章將自

譯詞的音樂特質來分析，逐一討論譯詞裡的韻腳、節奏與聲調。第五章將會探究

文本內的文化內涵，第一節為譯詞裡的文化範疇分析，第二節探討封面圖像的跨

文化痕跡。第六章為結論，分有兩節，第一節總結文外與文內分析結果，並歸納

世界名曲歌詞翻譯所遵循的規範，第二節將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茲將論文章節

的架構圖示說明如下： 

 

圖 1–1 論文章節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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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本背景、功能與譯者 

 

Nord 的文外因素所探究的要點為文本的目標功能、發送方及其意圖、接收

方及其期待、接收的時間及地點、口說或書面媒介，以及翻譯動機，這些有關文

本生成的時空背景、動機，以及預設與發揮的功能，將在本章的第一節討論。第

二節將針對譯者的背景與經歷做介紹，並從文本中譯者姓名的記錄、選擇與消

抹，討論跨文化之際的政治操弄。 

 

第一節 文本背景、歌曲類別與功能 

本節將依 Nord 的分析架構，探討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源始文本

及《101 世界名歌集》中文歌詞文本的背景、預設目標與功能。Nord 所提的翻譯

委任分析要點包括了文本的目標功能、發送人及接收人、文本接收的時間及地

點、媒介與動機，在此將就這些要點，逐一檢視源始文本與中文文本。 

一、背景 

日治時期的台灣是在多股勢力拉扯之中生存，在語言上有台灣話文、中國白

話文及日語的混雜與消長，在文化上有中國傳統、在地文化及日本殖民文化的交

融與衝突。日本殖民之下的台灣，呈現的是雜揉的文化，本土的前現代面臨了日

本對殖民地所移殖之現代文明的衝擊，逼使台灣透過西方現代物質、制度、思想

與文化，形塑現代性的輪廓（朱惠足，2005，頁 8）。在現代性的文化成份之中，

西方音樂亦經移殖，進入了台灣的本土場域。台灣的小孩唱的是日本人所教授的

歌謠，其中即有西方的樂曲。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國策強力推動維新教育，

急速汲取西方的文物制度，在音樂方面特別重視西洋名曲的譯介，許多的德、英、

法、義的民謠均有譯入日語傳唱。因此，台灣在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教育之後，人

們對西樂已漸不陌生（陳郁秀、孫芝君，2005，頁 158）。 

《101世界名歌集》的出版有其代表意義，它是一九四五年光復後台灣政府

第一次引進世界名曲，亦是第一次主導的歌詞翻譯活動。一九四六年三月行政長

官公署通過「臺灣省各縣市推行國語實施辦法」，推行國語運動，去除日本文化，

而教育部亦規定自一九四六年八月起，中小學教師授課一律使用國語，禁用日

語。舊教材停用了，新教材卻尚未推出，學校各科課程青黃不接，音樂教材尤其

匱乏，音樂教師有的選用自大陸帶來的童謠，有的自編教材，借來日本童謠的曲

調，自行填詞來教唱，這種情形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才開始出現轉機。當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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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教育會理事長游彌堅，面對此一窘境，振臂一呼，邀請在靜修女中教書的

呂泉生加入省教育會，仿效國外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歌本，參考

日文譯本的做法編一本中文版的《101世界名歌集》，由呂泉生主持此書的翻譯、

編訂事宜。於是，呂泉生找出求學時代從日本帶回的名曲歌本，編選了一百零一

首歌曲，不過，這些歌曲多為英、德民謠，翻譯是個問題，因此省教育會延攬文

學造詣甚佳的師範學院音樂系教授蕭而化，再由蕭而化邀請周學普、張易、劉廷

芳等教授，由呂泉生邀請王毓騵（劉美蓮，2008），另加上海舟與王飛立（施福

珍，無日期），共同分擔譯詞的工作， 後由呂泉生進行詞曲嵌合。《101世界

名歌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當為各個譯者，不過，呂泉生（1916 ～ 2008）

更是《101世界名歌集》的靈魂人物，其肩負了主導、編訂，以及譯詞與曲調搭

配的工作。而除了引介世界名曲之外，呂泉生對台灣民謠、兒歌的創作及推動亦

是貢獻頗豐，像他所主持、徵曲與出版的《新選歌謠》月刊，即為台灣的中文兒

歌累積了豐碩的成果（陳郁秀、孫芝君，2005，頁182）。呂泉生終生從事合唱

教育，是台灣音樂史上一位重要的音樂家，後人尊其為「台灣合唱音樂之父」。 

《101世界名歌集》的翻譯與譯校工作經過了半年多終告付梓，在一九五二

年三月推出了《101世界名歌集》。這本歌集一經推出，即形成了一股搶購熱潮，

許多國中小教師人手一本（陳郁秀、孫芝君，2005，頁177），一九五四年四月

再版，一九五六年五月發行三版。本文所根據的文本即為第三版。 

二、歌曲類別 

（一）語言別與國別 

《101 世界名歌集》裡只收有中文譯詞，並未將原詞歌詞併同列出，不過，在中

文歌名下方，倒是列出了原詞歌名，而從原詞歌名即可大致辨知原曲的語言別。

在一百零一首歌曲之中，除去一首無原詞，四首尚找不到原詞的歌曲之外，共有

七十四首的原詞語言為英文，十九首為德文，另有一首為法文，兩首為中文。原

詞歌名中有幾首較不易確定其歌詞的語言別，其中一首為〈Serenade〉，經查其

原詞，係為法文，此外，〈Santa Lucia〉之歌名為義大利文，〈Juanita〉之歌名為

一個西班牙名字，但這兩首皆有收於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十七版

中，所列皆為英文版本，實際上，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文本中的

所有歌詞，不論歌詞源始語言別為何，皆統一以英文歌詞版本呈現。 

從《101世界名歌集》所收入之歌曲的源始國別，即可知其所謂「世界」的

範圍為何。在一百零一首歌曲之中，除去無法確知源始國別的九首歌曲之外，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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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十九首來自於德國，二十二首來自於美國，英國與蘇格蘭的歌曲各有十二

首，愛爾蘭有六首，西班牙與義大利各有兩首，法國、夏威夷、挪威、瑞典、葡

萄牙、澳大利亞各有一首，另外還有兩首土生土長的中文歌曲。因此，《101世

界名歌集》所稱的「世界」，範圍幾乎只在歐洲與美國，另外再納入一小角的澳

大利亞與中文世界。  

（二）歌曲主題別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由美國芝加哥的鋼琴製造廠商「The 

Cable Company」出版，文本所預設的接收方，在內頁第一面即明白地寫著「For 

Home, School and Meeting」，是供家庭、學校、聚會所演奏、演唱的歌曲，在同

一頁裡，還細分並條列出哪些曲目是供特殊場合（例如感恩節、聖誕節），哪些

是給小孩所唱，以及學校可選唱的曲目為何。由此可得知原文文本的目標在於推

廣世界名曲的演奏與演唱，藉著標示所收曲目的多樣性與目標對象，吸引不同族

群，依其所需所好，選彈、選唱世界名曲。 

在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的曲目目錄中，每首歌曲皆有其所屬

的類別編碼，共劃有六類，分別為「國家、愛國歌曲」（National and Patriotic）、

「宗教聖歌」（Sacred）、「情歌」（Songs of Sentiment）、「少兒歌」（Songs for 

Children）、「大學與幽默歌曲」（College and Humorous）、「其他」（Miscellaneous），

這些分類所依據的即是歌詞的內容屬性，而《101 世界名歌集》中文歌詞文本裡

則無此類曲目分類。 

將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十七版與《101 世界名歌集》三版相

比較，可對應出的相同歌曲共有四十六首。在此以原詞分有的六大類為基礎，將

《101 世界名歌集》裡的歌曲依歌詞主題內容劃歸至各分類之下，以瞭解此歌集

所收入的歌曲類型分布。全書一百零一首歌曲之分類統計如下表所示。 

表 2–1 《101 世界名歌集》歌曲分類統計 

類別 國家、 

愛國 

歌曲 

宗教 

歌曲 

情感 

歌曲 

少兒歌 大學 

與幽默

歌曲 

其他 無原詞

／中文

古詩 

總曲數

原詞 5 25 48 7 5 2 9 101 

譯詞 4 24 54 8 4 4 3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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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分類可看出情感歌曲的曲數 多，佔了一半左右，宗教歌曲次之，約佔

四分之一，其餘類別皆少於十分之一。在此將說明各類歌曲的屬性，以及原詞與

譯詞曲數差異之處。 

1. 國家、愛國歌曲 

歌詞的主題內容屬愛國、歌頌國家者，即歸屬於此類別之下。愛國歌曲有慷慨激

昂、唱來豪邁威武的類型，也有對國家、國土念茲在茲的抒情類型，兩者的目的

都在激發國人的愛國愛鄉之情，培養為家國奮鬥之心。陸正藍（2007）對愛國歌

曲細分有學堂愛國歌、救亡歌曲與愛國頌歌，現代歌曲始於學堂樂歌的傳播渠道

與類型，而學堂樂歌又始於愛國歌曲，在二十世紀初的憂國憂民年代，學堂歌曲

必得勵志，內容必有愛國的主題（頁 194）。 

  在《101 世界名歌集》裡，可對應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十七

版標註為國家、愛國歌曲者共有兩首，分別為〈北方男兒〉與〈狄西蘭〉，恰巧

這兩首是《101 世界名歌集》中原詞較為道地、俚俗的歌曲，因原詞有著為國征

戰的士兵，也因流傳的時空背景，才讓這兩首劃歸為國家、愛國歌曲。有些歌詞

雖有國家、戰爭、榮譽等詞彙，但仍不能直接劃歸為國家、愛國歌曲，像是〈征

人別離歌〉寫到國家與榮譽，但主題內容在於與愛人告別，因此原書中的分類也

就將其歸為情感歌曲。此外，〈老營地〉一曲亦是如此，說著戰爭、正義、和平，

但絲毫不見鼓舞人心，歌詞中訴說的是想要戰爭平息的心情，因此原詞將其劃為

有著傷懷愁緒的情感歌曲。 

原詞與譯詞曲數的差異來自於〈風鈴草〉一曲，原詞說的是國家，但蕭而化

所作的歌詞改了意旨，變成了說著友情的情感歌曲。 

2. 宗教聖歌 

宗教聖歌的內容在於讚美主，在於鼓勵、安撫困惑的心。歌集中原詞與譯詞曲數

的差異來自於〈當我頌讀故事〉一曲，原詞頌讀的是基督的故事，歌詞中也出現

不少宗教詞彙，但源始文本將這首歌曲劃為少兒歌，或許是因故事是對著兒童所

說，不過，當化入了譯詞，出現了「耶穌」、「羊羔」、「聖手」這些詞彙，則讓歌

詞中故事的宗教性突顯了出來，因此，這一首中文歌曲應當劃歸為宗教聖歌。 

3. 情感歌曲 

情感歌曲在原詞與譯詞曲數中佔了一半左右，其涵蓋範圍廣泛，從鄉土情、親情、

愛情、友情、蒼生情，到萬物情皆有，茲將各個次主題之下的曲數統計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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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情感歌曲分類 

情感歌曲

主題 

鄉土情 親情 愛情 友情 蒼生情 萬物情 總曲數

原詞 6 3 23 7 8 1 48 

譯詞 6 4 25 11 7 1 54 

以愛情為主題的歌曲在原詞與譯詞曲數中皆佔了幾近一半之多。原詞與譯詞

之親情主題曲數與曲目有差異，成因在於有兩首歌曲尚未找到原詞，而李叔同〈送

別〉一首將親情轉為了友情，另一首〈夢〉將鄉土情轉為了親情，還有原文將〈和

且柔〉劃為情感歌曲，但實為屬於少兒歌的催眠曲。友情曲數的差異來自於譯者

更改了歌詞意旨，讓原詞中說著國家的〈風鈴草〉，讓〈啊頓河〉的鄉土情、〈珍

重再見〉的愛情，以及〈送別〉的親情，皆轉為了友情。蒼生情的曲數差異則是

來自於〈水車廠中〉這一首歌曲，周學普只譯出原詞的其中一段，消抹了原詞中

的蒼生情，變為純粹敘事的譯詞。 

4. 少兒歌 

以少年與兒童為閱聽對象的歌曲稱為少兒歌。原詞歸為其他類別的〈秋日催眠

曲〉，以及歸為情感歌曲的〈和且柔〉，皆屬於催眠曲，因此在譯詞分類裡，皆改

劃入少兒歌。而前述原詞屬少兒歌的〈當我頌讀故事〉，在譯詞上則改劃為宗教

歌曲。 

5. 大學與幽默歌曲 

原文文本的這個分類未有明確的定義，從〈水濱牛犬〉與〈康城塞馬歌〉這兩首

來看，他們皆有詼諧的內容與口吻，故歸為幽默歌曲，而劃入此分類的其他三首

原詞〈西班牙騎士〉、〈我的邦妮〉、〈我怎能離開你〉，歌詞中皆有提及死亡，或

許是此一要素讓這類歌詞歸入了大學歌曲。原詞與譯詞曲數的差異在於〈我怎能

離開你〉一曲，原文文本將這首歌曲劃為大學與幽默歌曲，不過，歌詞中隨處可

見濃濃的情意，在提及死亡處也僅是說著「寧可死傍你足」，是假想，是藉著死

亡的重量來強調愛情，因此筆者還是將這首歌曲劃入情感歌曲（愛情）一類。 

6. 其他 

不屬於上述五類歌詞者，則歸入其他一類。譯詞若為敘事，不說國家、宗教、情

感者，則皆歸於此類。原詞將〈趕快工作〉一首歸為宗教歌曲，此種鼓勵、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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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顯帶有宗教詞彙的歌曲，筆者將之歸於其他一類。前述的〈水車廠中〉一曲，

以其敘事性質，亦歸入此類，還有原詞歸為其他一類的〈盪動在深海的搖籃裡〉，

明顯為宗教歌曲，故在譯詞分類上更正之。 

7. 古詩 

《101 世界名歌集》收錄了〈涉江〉、〈道情〉與〈蘇武牧羊〉三首古詩，這些古

詩型態的歌詞有其代表意義。〈涉江〉代表了一九一○年代至一九四○年代期間

的兩大型態之一，亦即將中國的古典詩詞瑱入外國曲調之中。〈涉江〉一曲之曲

調來自於蘇格蘭民歌，所用的歌詞為古詩十九首之六的〈涉江采芙蓉〉。而〈道

情〉與〈蘇武牧羊〉則是純粹的中國歌曲，實際上這樣的歌曲並不符合歌集名稱

所稱的「世界名歌」，因它們的曲調與歌詞皆非自異國而來，也未流傳到中文世

界以外，之所以收錄在《101 世界名歌集》裡，應是為了讓大眾在聆聽世界名歌

之際，亦得以欣賞中文經典歌曲的意境與雋永。 

三、功能 

 由這些歌曲的分類屬性可瞭解歌曲的使用時機與功能，亦可進而得知文本

的功能。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文本中列有歌曲的分類，亦簡要說

明了建議的使用場合與對象，在如此的指引之下，當更能發揮文本的功能。而《101

世界名歌集》並無這樣的分類與指引，其具有的優勢在於由政府主導與發行的特

殊身分，讓它有了獨特的執行規模與地位，也因為光復後中文學堂歌曲付之闕如

的時代背景，讓它誕生在眾所期待之中，讓它依勢流傳，因此才有陳郁秀、孫芝

君（2007）所言許多國中小教師人手一本的盛況，像是陳信真老師回憶當初教學

歷程時表示：「光復後，民政廳長楊肇嘉請我去臺中女中教音樂，因為當時臺中

找不到人會教音樂，那時的學生一週上一次音樂課，起初沒有課本，我就採用一

零一世界名曲裡面的歌曲。」（莊永明，1994，頁 51）。  

 在《101 世界名歌集》出版前兩個月，由呂泉生主編的《新選歌謠》也發行

了，《新選歌謠》的出版亦是為了解決音樂教材匱乏的問題。王毓騵為四位歌詞

審查委員之一，而蕭而化為六位歌曲審查委員之一。從一九五二年一月發行到一

九六零年三月之間，《新選歌謠》共發行了九十九期，其中亦收有《101 世界名

歌集》裡的歌曲，如第四期的〈母親〉、第五期的〈夢〉、第十二期的〈平安夜〉

等（白鴻博，2011，頁 35）。 

 《101 世界名歌集》的問世是為了一解音樂教育上中文歌曲之渴，不過，從

教科書所收《101 世界名歌集》的歌曲來看，比例其實並不大。實際上，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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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音樂教科書有著強烈的中國意識型態，歌詞的內容多是配合國家政策，

將保家衛國、反攻大陸的思想，透過歌詞灌輸到學童身上，培養學童忠貞愛國、

仇視共匪的愛國意識。而到了一九六○年代，音樂教科書所收 大宗仍是強調民

族文化的歌曲，以強化學童的民族、愛國意識（白鴻博，2011，頁 90）。 

 依《101 世界名歌集》所涵蓋的歌曲範圍來看，其功能在於提供了學校音樂

教育、合唱團、宗教團體及喜愛音樂者豐富的音樂素材，拓展了我國學子與一般

大眾對世界名曲的認識。而在學校音樂教育上，雖然收進音樂教科書的曲數比例

並不大，但提供了豐厚的滋養，其中的〈野玫瑰〉、〈散塔蘆淇亞〉、〈老黑嚼〉、〈羅

蕾萊〉、〈羅莽湖邊〉、〈依然在我心深處〉、〈往事難忘〉等歌曲，在歌集出版後的

數十年間持續地出現在音樂教科書中，確實對音樂教學有一定的助益。 

 

第二節 譯者 

本節將整理譯者的生平以及與專業、翻譯有關之背景與經歷，以瞭解其譯者的形

成途徑，以及譯事活動的軌跡。 

 譯者是譯事活動的重要人物，在譯史的研究上，不僅僅只有文本為主要的研

究範圍，譯者亦是重要的討論標的。Anthony Pym（1998）提出譯史研究的普遍

原則，其中就言明了譯史研究的重點在於譯者，而譯史寫作的中心為譯者生活與

經歷的社會脈絡。本節將列表依序說明蕭而化、周學普、張易、劉廷芳、王毓騵

這五位的生平、學習歷程、經歷、著述與譯事活動，其餘海舟、王飛立、丁作人

三位譯者，因並未找著任何資料，故無法在此一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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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蕭而化 

表 2–3 蕭而化（1906–1985）簡歷1 

時間 年齡 與專業、譯事活動有關之背景與經歷 

1906/06/29 0 生於江西省萍鄉縣赤山鄉的石洞口東村。  

1926 20 進入剛創校成立的立達學園就讀，接受基礎的西洋美術與音樂訓練。

1927 21 就讀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研究院，以油畫的學習作為專業。 

  自學英美學校所用的音樂理論教科書，準備捨美術而就音樂。 

於湖南高等師範學校學習鋼琴及西洋音樂理論。 

1933 27 受聘擔任江西省教育廳的「江西推行音樂教育委員會」所發行之《音

樂教育》月刊編輯，亦曾於該會所主辦之「江西音樂師資訓練班」

擔任教席。 

1935 29 前往日本深造，報考日本國立上野東京音樂學校作曲科。 

1942 36 從日本學成歸國之後，任職萍鄉中學。 

擔任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教務主任一職。 

1943 37 受命代理福建音樂專科學校校長，並於 1943 年年底真除為校長。 

1946/06/05 40 假期時由福建渡海到台灣旅遊，受省立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先生所

力邀留在台灣，協助設立師範學院音樂系。 

1946/08 40 擔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音樂專修科主任。 

1948 42 設立音樂系。 

                                                 

1
資料來源：  

i. 臺灣音樂辭典，薛宗明，2008，臺北：臺灣商務。 

ii. “台灣作曲家—蕭而化”，音樂的家，2010，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www2.ouk.edu.tw/wester/composer/Chinese/composer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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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43 身兼師大、國立藝專、政工幹部學校等校之教授，教授作曲理論。 

1950 44 從 1950 年開始接受各書局的邀請，加入了編輯教科書的行列。 

1950 年代  譯配世界名歌。 

1953 47 摘譯英國色依爾．格訥所寫的《現代音樂概觀》，寫成《現代音樂》

一書。 

1958 52 《蕭而化歌曲六首》，蕭而化譜，樂人出版。 

《音樂欣賞講話》，蕭而化撰，大中出版。 

1959 53 《基礎對位法》，蕭而化撰，台灣開明出版。 

1960 54 《和聲學》，蕭而化撰，台灣開明出版。 

1963 57 《標準樂理》，蕭而化撰，正中出版。 

1964 58 《時間藝術結晶法》，蕭而化撰，台灣開明出版。 

1965 59 

 

至 1965 年為止，以個人編寫的方式所出版的教科書至少有七個版

本，包括《初中音樂》（台灣省教育會，1951）、《初中音樂》（大中

書局，1955）、《新編高中音樂》（復興書局，1956）、《高職音樂》（復

興書局，1965）等，亦有與他人合編以及他人編撰而由其校閱者。 

1967 61 《中國民謠合唱集》、《音羣之法則》，蕭而化撰，台灣開明出版。 

1968 62 《基礎對位法》，蕭而化撰，台灣開明出版。 

1969 63 《樂府新詞選》，蕭而化撰，台灣開明出版。 

1971 65 《實用對位法》，蕭而化撰，台灣開明出版。 

  擔任「中華民國音樂學會」常務理事、《新選歌謠》月刊的審查委員、

音樂教科書審查委員、教育部「音樂名詞編審委員會」等委員會之

委員職務。 

1972 66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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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71 偕同夫人前往美國洛杉磯定居。 

1985/12/21 79 辭世。 

台灣早期的音樂家幾乎全都留日，當時留日可算是專業音樂家養成的唯一途

徑，因為日本早於一八八Ο年就開始接觸西式音樂教育，並設有許多的音樂專業

學校（許常惠，1996，頁 95）。蕭而化於一九四六年才來台灣，不過他的學習

路徑與其他包括呂泉生在內的台灣音樂家一樣，皆為留日學子。從蕭而化的學歷

與經歷上可看出他在音樂上的深厚素養，他一生致力於音樂的教育與研究，並獲

得蔣 故總統經國先生頒發的「音樂教育特別獎」。在與語言有關的學習方面，蕭

而化則是藉著英中大字典的輔助，自學英美音樂理論教科書，以及在 29 歲時留

學日本七年，習得日文。蕭而化從事的翻譯活動，除了世界名歌的翻譯之外，唯

一有過的翻譯出版品，為《現代音樂》一書的英進中翻譯，另加論析。蕭而化所

譯配的二十二首歌曲原詞中，〈野玫瑰〉〈催眠曲〉、〈當燕子南飛時〉三首為德文，

〈散塔蘆淇亞〉為義大利文，除去無原詞的一首歌曲之外，所譯十七首之原詞皆

為英語。 

 因為蕭而化的音樂教育家身份，在《101 世界名歌集》的翻譯活動中，其角

色除了譯者之外，亦是出面邀請其他譯者加入此翻譯案的推手，同時，他也是〈蘇

武牧羊〉與〈道情〉兩首的編曲者。從歌詞、音樂到行政事務上，都有蕭而化參

與其中，他既是譯詞者、作詞者，也是編曲者、計畫執行人之一，多重的角色也

代表了他在此翻譯案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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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學普 

表 2–4 周學普（1900–1985）簡歷2 

時間 年齡 與專業、譯事活動有關之背景與經歷 

1900/07/20 0 生於浙江嵊州市。 

  留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學習德國語言文學。 

1935 35 《鐵手騎士葛茲》，歌德著，周學普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3 33 著手翻譯哥德的《浮士德》。 

1936 36 《哥德對話錄》，愛克爾曼著，周學普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7 37 《亞特羅陀與曼爾赫》，歌德著，周學普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1943 43 《冬天的故事》，海涅著，周學普譯，十日談社出版。 

1946 46 應留日同鄉許壽裳邀到台灣，任臺灣省編譯館名著編譯組編纂。

1947 47 編譯館撤廢，轉任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浮士德》，歌德著，周學普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1953 53 《愛力》，歌德著，周學普譯，正中出版。 

1955 55 《貓橋》，蘇德曼著，周學普譯，正中出版。 

1956 56 《被遺誤的台灣》，周學普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6 56 《德國短篇小說集》，歌德等著，周學普譯，大葉出版。 

                                                 

2
資料來源： 

i. 譯文網 Babel，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140.122.115.161/Babel/author/author02.html 

ii. 維基百科，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AD%B8%E6%99%AE。 

iii. 古籍網，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world.bookinlife.net/gallery--n,%E5%91%A8%E5%AD%B8%E6%99%A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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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59 《十七世紀臺灣英國貿易史料》，岩生成一輯，周學普譯，台灣

銀行出版。 

1960 60 《台灣六記》，馬偕著，周學普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4 64 《赫爾曼與陀羅特亞》，歌德著，周學普譯，文星出版。 

1973 73 退休。 

1975 75 《少年維特的煩惱》，歌德著，周學普譯，志文出版。 

1985 85 辭世。 

周學普為德文的教授，在從大陸來台之前，即為知名的譯者。周學普的譯作

有十三本之多，且歌德的多部作品皆為其所譯，論翻譯資歷，足可稱得上德國文

學的翻譯大家，在《101 世界名歌集》中，周學普所譯配的十九首歌曲原詞有兩

首〈聖母頌〉為拉丁文，〈晚鐘〉為英文，其餘所譯十六首皆為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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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張易 

表 2–5 張易簡歷3 

時間 年齡 與專業、譯事活動有關之背景與經歷 

1946–1949  擔任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系主任的職務。 

1947  擔任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西方語言文學課程兼任教授

張易（教授英文散文、英文作文、歐美文學名著）。 

1948  《村姑豔遇記》，哈代著，張易譯，中華書局出版。  

1948  《友信英文精選》，張易撰，友信書房出版。 

  《簡單英語會話》，錢歌川、張易同編，大眾出版。 

  〈臺灣省通志稿. 卷五, 教育志. 制度沿革篇〉，林熊祥主修，張

易、王錦江同纂修。 

1955  〈臺灣省通志稿教育志教育設施篇〉，張易、黎澤霖，台灣省文

獻委員會出版。 

1955  《簡易英文類似成語》，張易撰，大眾出版。 

1956  《簡易英文法練習》，張易編，大眾出版。 

1956  《世界之新希望》，羅素（Bertrand Russell），張易譯，編譯館出

版。 

                                                 

3
資料來源： 

i. 國家圖書館，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192.83.186.61/F/B2DKF5QSASQ3QJDN214V8KUA1BH8I326SQKKHBQN4DHDF5J41P-13697?func=s

hort-sort&set_number=001586&sort_option=01---A。 

ii. 維基百科，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5%92%E9%A4%98%E5%A8%81。 

iii. 書東舊書日記之–三○年代舊書出土事件，PChome 個人新聞台，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mypaper.pchome.com.tw/757575/post/4474122。 

 



 20

1960  《一千英文成語例解》，張易、魯清河同編，大業出版。 

1966  《英文法練習》，張易撰，大眾出版。 

1970  《西洋哲學史話》，杜蘭撰，張易、阮芝生、袁愈宣同譯，大眾

出版。 

1974  《但丁神曲的故事》，張易譯，黎明文化。 

張易為英語系教授，著有多本英語學習書，譯有三本文學作品。在《101 世

界名歌集》中，張易所譯的十五首歌曲原詞皆為英文。 

 

四、劉廷芳 

表 2–6 劉廷芳（1892–1947）簡歷4 

時間 年齡 與專業、譯事活動有關之背景與經歷 

1892 0 生於浙江溫州。 

約 1914 約 22 到美國喬治亞大學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 

1918 26 取得耶魯大學神學院神學學士學位。在紐約協和神學院任教，成

爲第一位執教於美國神學院的中國人。 

1920 28 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與心理學博士學位。 

受聘爲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主任，並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心理

學教授，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神學教授等教職。 

1920 28 出版《生命》月刊。 

                                                 

4
資料來源： 

i. “劉廷芳”，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2012 年 11 月 5 日取自

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l/liu–tingfang.php 

ii. 基督教教育在中國—劉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國之實踐，吳昶興，2005，香港：浸信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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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29 譯〈春田城〉。 

譯〈美國基督教各宗全國協會一千九百十二年通過的社會信條〉。 

1921–1926 29–34 出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兼任燕大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助理，協助主持校務工作。 

1922 30 擔任中國基督教全國大會宣言起草小組的主席。在公理會被按立

爲牧師，成爲北京米市教堂的榮譽牧師。 

1924 32 出版《真理週刊》。 

1925 33 獲邀主持孫中山先生的安息禮拜。 

1927 35 獲頒密德伯利大學、奧柏林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1928 36 在北大和燕大任教，亦在多個教會團體兼職。 

1931 39 獨立編輯出版基督教文藝季刊《紫晶》 

1932 40 出任《普天頌贊》編輯委員會主席，兼文字支委員會主席，負責

大部分修譯之責。《普天頌贊》於 1936 年出版問世，共收入詩歌

513 首，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詩歌皆爲劉廷芳所譯校。 

1936 40 譯述〈現代心理學在宗教上之任務：青年期的女子四個重要問題〉

  參與章文新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翻譯工作。  

1936 44 任職立法院法制委員。 

1942 48 因肺結核病重，離開中國，赴美國就醫。 

1946 56 辭世。 

劉廷芳是牧師，是神學家，他接受過美國的高等教育與神學教育，編有三本

雜誌，發表與論述的文章頗多，共譯校了一百多首聖歌，並參與宗教相關書籍的

翻譯工作。在宗教的領域裡，其為專職且專業的奉獻者，在歌詞翻譯的領域中，

亦是極有經驗的專業譯者。《101 世界名歌集》所收的劉廷芳譯詞，共有十首，

皆為英文宗教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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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毓騵 

表 2–7 王毓騵簡歷5 

時間 年齡 與專業、譯事活動有關之背景與經歷 

  生於福建晉江。 

  日本東京專修大學畢業。 

1948  於私立靜修女中教授國文。 

1956  擔任《新選歌謠》審查委員。 

1970/01  〈母親你真偉大〉作詞。 

  熟稔國語、日語之外，英語亦佳。 

譯配的歌曲：〈快樂頌〉、〈聖誕鈴聲〉、〈維也納森林〉、〈流浪的人們〉、

〈快樂的鐵匠〉、〈採茶歌〉、〈山谷裡的燈火〉、〈母親〉、〈快樂人生〉、〈王

老先生〉、〈稻草裡的火雞〉、〈山腰上的家〉 

王毓騵兼有教師、譯者與作詞家的身分，在《101 世界名歌集》中記有其作

詞與譯詞各一首。王毓騵為國文老師，中文的寫作、駕馭能力自是其優勢所在，

其譯配的多首歌曲皆為大眾耳熟能詳者，流傳性高，在歌詞翻譯的領域裡有其一

席之地。 

由上述五位譯者的經歷看來，在加入一九五一年《101 世界名歌集》的譯配

歌詞活動之前，周學普與張易皆已有翻譯的經驗，周學普當時已是五本文學譯書

的譯者，張易也已有一本譯書出版。蕭而化與王毓騵的譯詞經驗應是始於《101

世界名歌集》，蕭而化在《101 世界名歌集》中即有二十二首譯配詞，王毓騵在

此歌集中僅有兩首譯配詞，而從其經歷資料可見得其之後在譯配詞的領域中頗為

活躍，多首皆為廣為流傳的少兒歌曲。 

                                                 

5
資料來源： 

戰後台灣初等教育之研究—以台灣教科書為分析場域（1952–1968）（頁 34），白鴻博，2011，國立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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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關於劉廷芳這位譯者，根據台灣大百科全書、台北音樂教育學會的網

站資料，以及陳郁秀與孫芝君所述，皆表示劉廷芳亦獲邀加入《101 世界名歌集》

的翻譯活動中，但其實劉廷芳已在一九四六年辭世，而在一九四二年赴美就醫

前，一直都在中國，未曾來過台灣。《101 世界名歌集》所收的劉廷芳譯詞，實

為中國廣學會於一九三四年所出版之《普天頌贊》裡的譯詞，非劉廷芳為《101

世界名歌集》翻譯活動所譯。 

 《101 世界名歌集》所收的十首劉廷芳譯詞，依《普天頌贊》（1961）所記

載，皆為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間所譯，其中有一點須提出說明。這十首譯詞當

中，〈趕快工作〉與〈信心基礎〉兩首實為劉廷芳與楊蔭瀏合譯，但《101 世界

名歌集》只列出劉廷芳之名，究其原因，應是在取捨、留名與否之間，宗教力凌

駕政治力之上。因為劉廷芳的牧師身分，讓他可免於大陸人士之名在出版品中一

律遭到刪改的命運，而楊蔭瀏這位教授音樂的專業人士，為《普天頌贊》的編輯

委員總幹事，亦為聖詩作家，但其命運則如同〈可愛的家〉的譯者吳研因一般，

皆因為大陸人士的身分，而在《101 世界名歌集》裡隱了姓，埋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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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歌詞翻譯裡的語言現象 

 

《101 世界名歌集》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出版，依施福珍（無日期）所記，應台灣

省教育會之邀加入此翻譯活動的譯者，包括了蕭而化、周學普、海舟、張易、劉

廷芳、王飛立、王毓騵七位。另加上歌集中列入的丁作人，共有八位譯者，譯配

了八十九首歌曲，其餘的十二首歌曲，記有李叔同填詞兩首，盧同詩改作一首，

中國古詩三首，中學唱歌一首，以及五首未記載譯者、配詞者或其他來源資訊的

歌曲。本章將針對 Nord 所言文內之內容、詞語、句子結構等語言表現因素，探

討前述八位譯者的八十九首歌曲之譯詞，經與原詞比對，在譯詞沿用與未沿用原

詞之間，找出改寫的痕跡，辨識出歌詞翻譯之策略與方法，討論歌詞與歌名的改

寫情形，並追認譯者在歌詞翻譯中所應用的修辭，探討譯詞的修辭表現。 

 

第一節 歌詞翻譯的策略與方法 

經由分析八位譯者共八十九首歌曲的譯詞，得出歌詞翻譯應用的翻譯策略與方法

包括有原意延伸增添、添加評論、情緒強化增添、核心字詞翻譯、順序調換、重

複、疊句及疊詞改寫、合併翻譯、聚焦、詞組字序調換、偏譯，以及數字改寫，

茲依序逐一舉例說明各項翻譯策略的應用如下。各譯者個別的翻譯策略分析另收

於附錄四。 

一、原意延伸增添 

歌詞的翻譯較之於其他文體的翻譯， 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須配合著曲調，在每

一小段旋律結束時，歌詞即須隨之斷句。曲子的每個音符，搭配著外文拼音語言

的每個音節，在多音節的原文單字譯為單音節的中文字時，勢必增添詞語。就歌

詞的翻譯而言，譯詞的字數應與原曲的音節數相等，一字一音，亦步亦趨，以能

準確無誤地體現作曲家的意圖和原曲的節律特色，讓原曲的節奏感，從譯詞中顯

現出來（薛范，2002，頁 111）。在譯詞時，這種音步、音節的要求或限制，在

譯者譯完原詞詞意而仍有「餘」時，則必須添上詞句，否則就會出現一字拉長成

多音的情形，失了曲調的節奏感。 

各譯者皆有運用增添改寫的翻譯策略，行使的原因有二，一為未刪除原詞，

但意已盡而音未歇，一為刪除了部份原詞，因而須另行增添新詞。依增添的內容

來看，有自原意延伸增添，寫作相同意境的翻譯方法，蕭而化、周學普、海舟、

張易、王飛立的譯詞中皆可見到，其中蕭而化與海舟應用得較其他譯者多。茲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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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說明如下： 

例一：Come, then ere night is dark, Come to my bounding bark. 

      夜已昏，欲何待，快回到船上來。〈散塔蘆淇亞〉（蕭而化）  

 原詞之意在「夜已昏」與「快回到船上來」已交代完畢，但尚餘三個音符的

空缺，故蕭而化延續情節，加添了「欲何待」三字。 

例二：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 

      舊日同游，情深無限，哪能一旦相忘？〈憶舊遊〉（海舟） 

    海舟此首譯詞以四字句為主，有數個空留音符之處，故海舟多所增添，由原

意延伸，以填補空缺，譯詞中的「情深無限」四字即為原意之延伸，在音符有餘

處，循著原意的方向，做情境、情節上的增添改寫。 

例三：Do you remember the past where we met,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Ah yes, you told me you'd never forget. 

你可記得，春花路，初相遇， 

往事難忘，往事難忘。 

倆相依處，微風動，落花香。〈往事難忘〉（張易） 

 張易的譯詞有幾處延伸原意的增添，原詞第一行僅指出初識的當初，而張易

替它增添了「春花路」此一相遇的地點，原詞第三行說的伊人允諾定不忘懷，因

張易已在第二行寫出了「難忘」二字，故譯詞第三行全部延伸增添，繼續形容相

遇時的情景，回想當初的微風徐徐，憶起當初的花香陣陣。 

二、添加評論 

從增添的內容來看，除了接續前言、順勢而寫之外，亦有加上評論的處理方式，

蕭而化、周學普、海舟的譯詞均有此類增添的改寫翻譯。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The head must bow and the back will have to bend,  

Wherever the darkey may go. 

無論何處為，惟有黑人最可憐， 

永遠是低頭背又彎。〈肯達基老家鄉〉（蕭而化） 

 蕭而化在此句譯詞中增添了原詞所無之「可憐」一詞的評論。這類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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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而化比其他譯者應用得多，共計有四首譯詞在原詞詞意之外，新增了評論的詞

語，像是「惟有黑人 『可憐』」〈肯達基老家鄉〉、「『可憐』她玉殞香痙……

『可憐』她長眠樹底。」〈聽那杜鵑啼〉、「『哀』我流浪人」〈我心戀高原〉、「豈

因『遺恨』心頭鎖」〈老黑嚼〉。 

例二：Sleep, sleep, you are my child. 

夜已深，空寂寞。〈催眠曲〉（周學普） 

 周學普對於此句的改寫與評論，讓這一首富含「月下花兒」、「可愛的小鳥」、

「催眠精靈」等兒時記趣的催眠曲，倏地脫離了小娃兒的世界，轉而進入唱著催

眠曲的母親的心境。這一曲中尚有其他的評論增添，說著「還要老是囉嗦」，明

顯透出霸氣，讓原本一片靜謐的催眠曲，添上了個性與力道。 

例三：And of all the friends who were schoolmates then,  

There remains Ben, but you and I. 

更唏噓同窗好友幾人留， 

徒見君我依舊任沉浮。〈君憶否〉（海舟） 

 海舟在此句所增添的「更唏噓」三字，便是對「同窗好友幾人留」所做的評

論，以表悲嘆與惋惜之意。此外，海舟另有兩首譯詞亦是改寫、新添了情感的評

論，如〈君憶否〉中的「花落倍添愁」，與〈我怎能離開你〉「縱然是恨難消」。 

三、情緒強化增添 

另有一類增添內容的類型在於強化情緒，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Why do I weep when my heart should feel no pain?  

Why do I sigh that my friends come not again?  

老淚縱橫，豈因遺恨心頭鎖， 

家人盡去，要不悲泣不由我。〈老黑嚼〉（蕭而化） 

 蕭而化將原詞兩句設問的語氣，改為直述句，讓原詞的自問逕自在譯詞中回

答，而譯詞中的「遺恨」二字，甚而強化了悲泣的情緒。同曲原詞另有「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一句提及「friends」，蕭而化將之譯為「老

友盡去，永離凡塵赴天國。」，加上此例中蕭而化將「friends come not again」

譯為「家人盡去」，若非譯時的疏漏，則這般的無親無故，真是讓老黑嚼的景況

淒涼至極。此外，蕭而化對於〈問我何由醉〉一首裡玫瑰的角色形塑，也是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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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感的方式呈現。 

例二：Thus kindly I'll scatter thy leaves o'er the bed,  

Where thy mates of the garden Lie scentless and dead. 

我將掃葉成香塚，為汝殷勤覆， 

從此芳菲難再復，惆悵使人愁。〈最後的玫瑰〉（海舟） 

海舟在此處譯詞的表現上讓情緒更為強烈與深刻，較原詞多了掃葉的「我」

的心境，同時在殷勤中更顯惆悵與愁緒。 

例三：I try to drive away my sorrow,  

Pickin' on de old banjo. 

沒法遣走我的悲哀， 

愁雲慘雨彈紛沓。〈馬撒永眠黃泉下〉（張易） 

在這首黑奴哀傷主人死去的原詞中，此句描寫的是黑奴意欲將悲傷之情洗

去，藉彈奏五弦琴來轉換情緒，這般正向以對的態度，張易在譯詞中捨而不取，

寧願讓哀傷的情緒留滯、延宕。這種強化悲傷的譯法，在這首譯詞中頻頻出現，

像是副歌原詞「Hear dat mournful sound: All de darkeys am a–weeping.」兩行，訴

說著聽到的悲切聲音來自於黑人的哭泣，而張易卻將其譯為「聽！四野悽風，悲

歌動塵沙，所有黑人都在哀泣」，不僅要表現出黑人的哀泣，更要讓景物同悲，

同泣同訴。再者，原詞「'Twas hard to hear old massa calling, 'Cause he was so weak 

and old.」，說著馬撒身體日益虛弱，連發出呻吟聲要用的氣力都快散失了，但張

易將其譯為「可憐馬撒老病呻吟，人耳淒惻心難忍。」，增添了黑奴們對馬撒病

重的憐憫與於心不忍的情緒，再一次加重了譯詞中的傷悲程度。   

四、合併翻譯 

合併翻譯出現在譯者將兩行或多行的原詞詞意合併譯為一句，句子一經整合，精

簡了譯詞，也空下了音符，故譯者必須添柴加薪。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  

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 

老友盡去，永離凡塵赴天國。 

四顧茫然，殘燭餘年惟寂寞。〈老黑嚼〉（蕭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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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兩句原詞的詞意，蕭而化刪去了「cotton fields」不譯，其餘訊息皆已在

「老友盡去，永離凡塵赴天國。」一行述盡，因此，蕭而化採延伸相同意境的方

式，說茫然，道寂寞，補上所餘的一整行空行。 

例二：Believe me, if all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which I gaze on so fondly today,  

were to change by tomorrow and fleet in my arms. 

眼看你的嫵媚花容今已萎枯。〈依然在我心深處〉（海舟） 

 海舟在此曲中對原詞的改寫程度頗大，將原詞的訊息濃縮、截取若干，像是

此處所列三句原詞，海舟僅取其中的「charms」、「change」、「fleet」訊息，以及

「today」與「tomorrow」的兩相對照，合併、濃縮為「眼看你的嫵媚花容今已

萎枯」一句。此外，對於原詞所含的元素，海舟亦有合併翻譯的處理方式，例如

在〈朱尼妲〉中原詞「Soft o'er the fountain, Ling'ring falls the southern moon;」，說

著月兒已掛在南方的天空，在泉水那方，而譯詞不說月兒究竟是在廣垠夜空的何

處，只說「夜靜月徘徊」，將原本描述月兒方位的「南方」，讓給了泉水，寫就了

「影纖纖越過南浦」一行。在這兩行中，譯詞調整了、合併了，仍不漏失「南」

方的方位訊息，其實此方位亦透露了時間訊息，在月兒到了南方時，表示已過了

午夜，繼而將要西下，將要天明，也因此可順著接續下一行所述的「遠方山漸白」。 

例三：Work while the dew is sparkling,  

Work ’mid springing flowers; 

露珠耀彩花笑時， 

工作要辛勤；〈趕快工作〉（劉廷芳） 

 劉廷芳將兩句原詞中分立的元素，合併在同一句中，成了「露珠耀彩花笑

時」，再將兩句中相同的「Work」字挑出，延伸譯為「工作要辛勤」。 

五、核心字詞翻譯 

核心字詞翻譯為譯者擷取原詞的核心元素，添上新意境與新元素，半譯半寫，以

成譯詞，運用此種翻譯方法的譯者有蕭而化、周學普、海舟、張易、丁作人。茲

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See where the star of eve, Beams gently yonder,  

See where from wave to wave, Soft breezes w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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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遠海天邊，薄霧茫茫如煙， 

微星疏疏幾點，忽隱又忽現。〈散塔蘆淇亞〉（蕭而化） 

 在蕭而化的譯詞之中，常可見原詞的核心主體仍在，但寫情寫景已不同，頗

似班雅明所言譯文的切線與原文在切點相會之後，繼續著自己的路程。此例原詞

中先看星空，後觀大海，而譯詞則將順序顛倒，先向海那端，再向微星。原詞的

星兒，在遙遠的天際點著星光，其中的「星兒」與「星光」，皆化入了譯詞之中，

但星兒添了「疏疏幾點」，多了寂聊，而星光不只閃耀著，還對著地上的人兒「忽

隱又忽現」。原詞中「海浪」那端有著微風，在譯詞之中，「海」仍在，但已不

見微風，有的是茫茫如煙的薄霧。這樣的譯詞，用原詞的核心元素，加上新意境

與新元素，實際上是半譯半寫，可謂半創作了。 

例二：silence of the night 

夜昏朦 

stars as silvery and clear 

星光稀微〈催眠曲〉（周學普） 

 〈催眠曲〉原詞中幾個元素在譯詞裡重新組合，組合之後核心主體仍在，但

寫情寫景已不同。譯詞如同原詞一般，也有夜晚、星辰、花兒、夢境，但原詞中

夜晚的寂靜變為了譯詞中昏朦的夜，由聽覺感受轉成了視覺經驗，而在夜空中閃

爍著清朗銀光的星辰，在譯詞中卻只有無力的稀微星光。原詞與譯詞彈著同調，

登場角色亦相同，但周學普選擇讓它們在譯詞中有著兩樣的裝束，不影響意旨，

只是換了個風景。  

例三：I see thy face in ev'ry dream,  

My waking thoughts are full of thee,  

Thy glance is in the starry beam,  

That falls along the summer sea! 

我見你面，僅在夢裡， 

夢中情境，一如往昔， 

夢去醒來，悵恨難已， 

哀此情懷，永感離迷。〈哦，簡妮微〉（張易） 

 原詞四行說的是每個夢裡都有妳，醒來後腦海裡也全是妳，妳的魅力像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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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海上的星光，閃耀迷人，但張易的譯筆取了「夢」這一個核心字，由此發想改

寫，將原詞中對於魅力的闡釋，轉成夢去人空的哀淒與悲嘆。 

六、順序調換 

順序調換意指句序或整個段落前後調換。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All sunk in peace and rest,  

All sweetly dreaming. 

夜色如夢如煙， 

美麗寂靜悠閒。〈散塔蘆淇亞〉（蕭而化）   

    原詞先說寂靜，後說如夢，蕭而化所譯倒是先說了如夢般的夜色，再述寂靜。 

例二：Oh! The bull-dog on the bank.  

Oh! The bull-frog in the pool. 

Oh! The bull-dog on the bank.  

Oh! The bull-frog in the pool. 

Oh! The bull-dog on the bank,  

And the bull-frog in the pool.  

The bull-dog called the bull-frog.  

A green old water fool.  

哦，那牛犬鬧水濱， 

哦，那牛蛙噪水浦， 

牛犬笑對牛蛙說， 

你是綠衣愚夫。 

哦，那牛犬鬧水濱， 

哦，那牛蛙噪水浦， 

牛犬笑對牛蛙說， 

你是綠衣愚夫。〈水濱牛犬〉（海舟）  

 在此曲中，原詞句序與重複之處巧妙地重整在譯詞裡。原詞將有牛犬、有牛

蛙的角色訊息重複了三次之後，才開始述說情節，說著牛犬笑牛蛙是水中的綠色

傻瓜。而在海舟的譯詞中，卻是將角色與情節在頭四行交代完畢，接著再重複一

次，讓原詞兩行的疊句，轉成了一個段落的重複，不採原詞略為懸宕的風格，改

以一股作氣、明快的風格來陳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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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Could my tears forever flow.  

Could my zeal no languor know. 

縱使勤勞直到死，  

一生流淚永不止。〈萬古磐石〉（劉廷芳）  

 譯詞調換了原詞的句序，增添了「縱使」此一讓步連詞，以能為這兩句之後

的「依舊不能贖罪過」鋪設讓步條件。 

 在蕭而化、周學普、海舟、張易的譯詞中皆可見得句序的調換，海舟運用得

尤其多，而調換整個段落的方式，有出現在蕭而化、周學普、海舟的譯詞之中。

有些句序或段落的調換並無明顯原因，有些則是為了與後面句子銜接的緣故。 

七、重複 

在歌曲的唱和之中，樂音段落的重複為必定的模式，這可讓聽者在一次又一次的

重複之中，熟悉歌曲，繼而使聽者起而和之。在歌詞的表現上，同樣也會出現重

複的設計，讓聽者熟悉，易於記憶，亦可讓詞意的表達有前後呼應的效果。陸正

藍（2007）認為呼應是歌詞 本質的結構特徵，是建構歌詞的基礎（頁 109），

而歌詞本身的內部呼應，可存在於詞與詞之間，行句與行句之間，以及段與段之

間。 

從譯詞中可見到幾種為達呼應所行之重複方法，包括有重複前面段落出現過

的詞句、運用對偶、重複相同字詞元素。第一種為重複詞句，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Now thro’ the deep’ning night.  

Moonlight is streaming. 

何處歌喉悠遠， 

聲聲逐風轉。〈散塔蘆淇亞〉（蕭而化） 

對於原詞的詞意，蕭而化盡皆捨而不譯，改以前面段落出現過的詞句來替，以重

覆方式來形成呼應。 

例二：Her golden jewelry is glist'ning. 

She combs her golden hair.  

She combs with a gilded comb, preening,  

And sings a song, passing time. 

她梳著柔軟的金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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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金飾燦爛發光， 

她梳著柔軟的金髮， 

同時並嬌聲歌唱。〈羅蕾萊〉（周學普） 

 原詞第三行說的是用金色的梳子梳著，精心妝扮著，但周學普將其改寫，在

此處重複第一行的「她梳著柔軟的金髮」歌詞。  

例三：Lord, I would commune with thee…… 

Take me, Lord, to dwell with thee. 

永隨我主不分離…… 

永隨我主不分離。〈白晝光明漸消逝〉（王飛立） 

 原詞這兩行分別為兩個段落的末句，第一句說的是與主交談，第二句說的是

與主同在，而王飛立將這不同的兩句皆譯為相同的一句，「永隨我主不分離」，不

失卻原意，也藉著重複的詞句來表現前後呼應的效果。 

第二種重複的方式為以對偶來表現呼應，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He said, "No chain shall sully thee,  

No restraint shall taint your bravery!  

My songs were made for the young and free. 

They shall never sound in slavery!" 

「樂器之王」少年說道， 

你是愛和勇敢的象徵， 

你祇為自由正義歌唱， 

敵人要聽，休得妄想。〈少年樂手〉（蕭而化） 

 原詞中並無「樂器之王」之意，而譯詞中的少年之所以會在此處對豎琴高昂

地呼喊出「樂器之王」，其實是因為前段歌詞中出現過「"Land of song!" cried the 

warrior bard.」／「『音樂之邦』少年說道」一句，故蕭而化在後段歌詞中寫出「樂

器之王」一詞，與前段「音樂之邦」形成對偶，營造呼應的效果。 

例二：Nita! Juanita! Lean thou on my heart!...... 

Nita! Juanita! Be my own fair b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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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妲，朱尼妲，此愛永不渝…… 

尼妲，朱尼妲，此愛永不移。〈朱尼妲〉（海舟） 

 原詞這兩行分別為兩個段落的末句，詞意並不相同，但海舟將這兩句轉為對

偶、相似的疊句，以讓後段與前段兩相呼應，同時也顧及了後段所押的韻。 

 第三種重複的方式為重複相同的字詞元素，讓聽者從不同詞句中發現相同之

處，領略前後呼應的設計之巧。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Since when it grows, and smells,  

I swear, Not of itself but thee! 

還將它在我身上佩， 

永慰我心的飢餒。〈問我何由醉〉（蕭而化） 

 蕭而化的譯詞除了強化對伊人送還之玫瑰的珍愛之外，還取了「飢」此一字

詞元素來寫作，以與前段譯詞中的「惟有飽餐秀色才可療飢」相互呼應。 

例二：Baby’s wee bed is curtained and deep… 

Rockaby, baby, just you and I 

寶貝的籃上紗帳輕遮……  

舒適的籃邊有你媽媽〈秋日催眠曲〉（海舟） 

 第一句原詞中的「bed」譯成「籃」字，第二句原詞在下一段落中的相同位

置處，其並無「bed」的詞意，但海舟在此取前段的「籃」字來寫作，以生成對

應的效果。 

例三：Let me forget for how long you have roved. 

讓我不信你背我久流浪。〈往事難忘〉（張易） 

 譯詞將原詞中所說的「forget」轉為「不信」，不直譯忘記，其目的即在於要

與下一句「我『相信』你愛我仍然一樣」兩相呼應。 

八、疊句及疊詞改寫 

疊句為歌詞中重複吟唱的歌詞，譯者除了可選擇保留原詞疊句、疊詞的應用，亦

可行改寫操作，去除原詞疊句、疊詞的形式，換上創作的歌詞，豐富情境。茲舉

例說明如下： 

例一：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 the valley, the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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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  

可憐她玉殞香痙，要見她，惟夢裡。 

可憐她長眠樹底。〈聽那杜鵑啼〉（蕭而化） 

原詞重覆了四次「the valley」，但蕭而化的譯詞並不就此讓句末的詞語逕自

層疊，而是改採豐厚句意的表現方式，添加了惟夢裡方能再見的感歎。 

例二：In the gloaming, oh my darling…… 

In the gloaming, oh my darling, 

think not bitterly of me. 

夜幕初張，天光翳翳。…… 

苦憶當初，一曲驪歌， 

別時容易聚無多。〈憶別離〉（海舟） 

 原詞此句「In the gloaming, oh my darling.」同為第一、二段的首句，海舟在

第一段依著原詞譯寫而出，但到了第二段，即不再沿用相同的詞語，改採原詞第

二句中的「think」與「bitterly」兩字譯寫，寫就了與原詞完全不同的譯詞。而之

所以會有「別時容易聚無多」的詞句，則是為了與隔行的「別時無語淚滂沱」相

呼應。 

例三：Oh wert thou in the cauld blast,  

On yonder lea, on yonder lea. 

啊，如果在那牧場上，  

寒風淒厲，寒風淒厲。〈如果〉（張易） 

 此曲原詞中有多行的疊句，張易在譯詞中多也詳實地表現出來，疊句原詞即

譯為疊句譯詞，唯獨此處所列原詞之兩行訊息改以顛倒處理。原詞疊詞之處在於

遠方牧場，但張易選擇將層疊落在戲劇張力較大的寒風上，寫著「寒風淒厲，寒

風淒厲。」，加以下一行中的「the angry airt」訊息，合併譯寫，讓譯詞不落訊息，

增強了效果，又讓譯詞可合乎中文的表達習慣，先點出地點，再交代情況。 

Nord（1991）在談到預想情境此一因素時，表示訊息發送者對訊息重複的選

用，與他欲接收者接收的背景知識與訊息量大小有關（頁 9）。原詞有疊詞疊句

時，譯者並非定要跟著層層疊疊，可轉而加添額外的訊息，或許未能有原詞疊唱

的餘蘊，但也另有豐厚情境的效果。在蕭而化、海舟、張易的譯詞之中，各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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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運用了這樣的改寫翻譯策略，而這樣的改寫程度，亦有大小之分，有的譯詞與

原詞大不相同，有的則是大同中有小異，在疊句譯詞裡，嵌入了些許變化，例如

蕭而化譯詞寫著「和伊隔別幾經年，況是生時難再見…更有笑容太可愛，夜夜腦

裡任盤旋。」，到了這些句子重覆再唱時，則寫為「雖然隔別幾經年，此生且不

能再見，但那笑容太可愛，永遠在腦裡盤旋。」，同中有異，有疊句的呼應，也

豐富了譯詞的詞語表現。 

九、聚焦 

 蕭而化、海舟、張易的譯詞皆有以聚焦、縮小的方式來改寫，讓想像的畫面

更為細緻。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Farewell to the 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 

別矣澗底松，何日重會面。〈我心戀高原〉（蕭而化） 

     原詞描繪的景致為一片青綠的河谷，而蕭而化獨獨挑出「松」樹入詞來，

聚焦描寫，不失綠意，亦讓畫面真實、細緻了起來。  

例二：Nature is calling, crooning and calling. 

微風在輕呼，在低唱。〈秋日催眠曲〉（海舟） 

     原詞說的是大自然在呼喚，而在大自然的柔和清音中，有風兒呼呼、水流

潺潺、鳥鳴啾啾，有各式各樣的唱和，但海舟在這微涼的秋夜中，選定了襲襲柔

和的微風，做為譯詞中那大自然的催眠曲。 

例三：I bless the hour when first we met. 

永遠祝福，初會之晨。〈哦，簡妮微〉（張易） 

 原詞說的只有初會當時，並無指出時間點，但張易特意加上了「晨」字，說

明時間的落點。之所以會採此聚焦方式，其實是為了與同段其他韻腳同押「ㄣ」

韻。張易另一首〈老營地〉裡也有這樣的聚焦譯法，將原詞「And friends we love 

so dear.」譯為「再唱一聲親愛的瑪利。」，捨原詞中大範圍所指稱的朋友，聚焦

到單獨的「瑪利」一人身上，同樣也是為了與同段其他韻腳同押「ㄧ」韻。 

十、詞組字序調換 

 譯者為了押韻會調整字序，周學普、海舟、劉廷芳皆有之，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軟語間，我的疑團飛散，轉做「欣歡」〈小夜曲〉（周學普）（不說「歡欣」） 

例二：眼看你的嫵媚花容今已「萎枯」〈依然在我心深處〉（海舟）（不說「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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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主對你所說，尚有何可「加增」？〈信心基礎〉（劉廷芳）（不說「增加」） 

十一、偏譯 

 在周學普與劉廷芳的譯詞中，皆有採用二選一的偏譯方式，刪減原詞單句中

兩元素之其一。茲列出原詞與譯詞說明如下： 

例一：The lambs and birdies are resting. 

小鳥兒都已歸巢。 

The cellar and kitchen are empty. 

廚房裡也很安靜。 

Toys and sugar enough. 

哭幾聲便有糖果。〈Wiegenlied〉／〈催眠曲〉（周學普） 

 原詞這幾行中皆有兩個元素的搭配組合，有著羊與小鳥、地下室與廚房，還

有玩具與糖果，而到了譯詞中，皆採取了二選一的方式，分別刪除了羊，略去了

地下室，也捨棄了玩具。  

例二：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萬暗中，光華射。〈聖哉此夜（平安夜）〉（劉廷芳） 

 劉廷芳的翻譯只取原詞中「all is bright」此一部分來譯寫，捨原詞亦有提及

的寂靜，轉而換上萬暗的黑以為襯托，突顯光華的亮，加強譯詞的效果。  

十二、數字改寫 

蕭而化與張易的譯詞裡有幾處與數字相關的詞語，茲列出原詞與譯詞說明如下： 

例一：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 

一千一萬的心愛〈再見〉（蕭而化） 

 蕭而化讓原詞中一千次的再見變為「一千一萬的心愛」，依循著原詞詞意裡

說了再多次也述不盡的情意，在一千之上再疊上一萬，順著中文詞語表達的習

慣，讓依戀更深。 

例二：I guess there were a million.  

何只百萬雄軍。〈北方男兒〉（張易） 

    此例中的原詞與譯詞之數字同為「百萬」，但原詞猜測約為百萬，而譯詞加

上了「何只」一詞，立即讓人數衝破百萬，較原詞雄軍的聲勢更加浩大。 

例三：De Camptown racetrack five miles long - Oh, du d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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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康城賽馬場長十里，好個賽馬會。〈康城賽馬歌〉（張易） 

 此例原詞提到了「five miles」這個長度的度量衡，張易譯為「十里」，取了

十的倍數簡而譯之，清楚易記。論及「里」這一個古代的度量衡，愈到後代越長，

清朝時，一里約為五百多公尺，因此，以此換算標準來看，十里僅五公里多，而

五英哩約等於八公里，譯詞中的賽馬場比起原詞中的規模來得小，不過，不論孰

大孰小，譯為「十里」已可表現出大型賽馬場的規模。  

 

第二節 歌詞翻譯之難 

錢仁康曾說翻譯歌曲的歌詞，既要符合原詩的韻律，又要配合音樂的旋律和節

奏，可說是難上加難，而薛范（2002）也表示，歌曲翻譯之難，難在其同時受文

學屬性與音樂屬性的種種制約（頁 56）。歌詞翻譯的 終目的是為了配歌，要能

讓歌詞入得了耳，出得了口，由此一原則來看文學與音樂這兩大屬性，可知若兩

者無法得兼，應先顧及音樂性，再於此制約之下選擇 具文學性的表出方式。不

過，對於宗教歌曲此一特殊的歌詞類別，若文學性與音樂性難以兼顧時，倒是可

多少犧牲音樂性上的要求，但求先遵從詞意上接近原詞，以及文字的表現自然、

美麗、淺顯簡易之原則（普天頌讚，1961，頁 5）。  

 從各譯者的譯詞之中，確實可見到幾處不自然的詞語，皆是為了押韻以及

受到音節的限制所造成，另外，也有些譯詞出現了邏輯與翻譯腔的問題。這一節

裡將整理、分析各譯者的這幾類翻譯問題，瞭解歌詞翻譯的難處與挑戰。 

一、不自然的詞語 

不自然的詞語指的是譯詞中出現不常見的生澀詞語。經分析譯詞之後，發現這些

不自然皆生於為了押韻及受音節限制之處。 

（一）歌詞必有韻 

在為了押韻而造成的不自然詞語部分，蕭而化、海舟的譯詞裡皆有出現過這類問

題。像是在〈再見〉一曲中，原詞「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蕭而化譯為

「一千一萬的心愛」，同曲中另有原詞「Thou art my guiding star. 」一行，蕭而

化譯為「你是光明的燈臺」。在這兩處的歌詞，蕭而化不寫同於原詞所說的一千

次再見，不寫妳是引導我的那一顆星，轉而以「一千一萬的心愛」、「燈臺」來

替換，即是為了押韻的緣故，為了與此段歌詞中的「哀」、「開」、「霾」等尾

韻相同。不過，在轉換之間，不免也出現了「一千一萬的心愛」此般不自然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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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搭配。 

在海舟的譯詞部分，〈狄西蘭〉一首中，「But if you want to drive 'way sorrow, 

Come and hear dis song to–morrow」兩行原詞，海舟合併譯為「唱一曲解憂的歌

唱」，而從句意上來看，此行譯詞本應僅為「唱一曲解憂的歌」，並不該再添加

後的「唱」字，但為了配合音節數，故添了蛇足，也為了顧及與上句「今且把酒

遙祝鄰友健康」的尾韻相同。另外，在〈秋日催眠曲〉一曲中，海舟將原詞「Rocking 

and stopping, drowsily stopping.」譯為「緩緩地搖撫，懶懶地停住。」，出現了「搖

撫」此一不自然的字詞，而這亦是為了押韻所產生的不自然詞語搭配。 

（二）音節限制 

在音節固定的限制之下，有時並無足夠的空間陳述完整語句的譯詞，像是蕭而化

在〈問我何由醉〉一曲中寫著「讓浸透你的嫵媚」，此行的音節數不夠填上主詞

「玫瑰」，因而出現了不通順的詞句。 

海舟在〈秋日催眠曲〉一曲中，將「Baby’s wee bed is curtained and deep」一

行譯為「寶貝的籃上紗帳輕遮，」，寫出了不自然的「籃上」，應是囿於音符對應

的字數限制，所以未留下完整的「搖籃上」再者，也應是為了催眠曲中總是會有

搖籃，所以不直接依著原詞，譯為「小床」。在下一段中，相同位置、旋律的一

行原詞為「Rockaby, baby, just you and I」，海舟譯為「舒適的籃邊有你媽媽」，同

樣出現了不自然的「籃邊」一詞，原詞中已無小床的字眼，本應無須讓這樣的不

自然再次出現，但海舟在此處採用了呼應的譯法，以「籃邊」與上一段的「籃上」

兩相呼應，卻反倒突顯了牽就與生硬。 

 張易的譯詞中有幾處並未寫出完整的詞語，像是在〈和且柔〉一曲有著「爸

爸就回看寶貝」的譯詞，不寫為「回來看」這一個較為自然、完整的詞語搭配，

亦是受音節固定的限制。而〈征人別離歌〉一首中出現的「我怎麼忍離開你」與

「我或不能再見你」，亦是因為音節限制而沒能將「忍心」與「或許」說清楚。〈老

營地〉中有著「快讓我們快離這老營地」，也是沒「空」將「離開」說足。 

 此外，亦有因音節有餘、補字之後造成的不自然詞語搭配，例如〈康城賽

馬歌〉中原詞「I go back home wid a pocket full of tin」，張易譯為「我轉回家時滿

袋錢幣」，「回家」兩字本已足夠，張易補上一字，變為「轉回家」，反倒少了自

然。劉廷芳在〈趕快工作〉裡的「陽光漸漸加明亮，我也加倍奮興。」譯詞，其

中的「加明亮」，亦是為了補字而造成不自然的問題。 

二、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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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為了要有文學的質感，又要符合旋律、節奏的表現，有時反而忽略了邏

輯的通暢。蕭而化、海舟、張易、劉廷芳、王飛立、王毓騵的譯詞中皆有出現這

類問題，而張易、王飛立兩位略多於其他譯者。 

蕭而化在〈肯達基老家鄉〉一曲中，原詞「The young folks roll on the little cabin 

floor.」，蕭而化譯為「家家小孩，赤身轉臥地板上。」，其中「轉」字不論解

作「轉而」或「旋轉」，再加上「臥」字的躺臥動作，皆無法自然地呈現出孩童

遊戲、打滾的景象。此外，蕭而化〈散塔蘆淇亞〉中「何處歌喉悠遠」的譯詞，

所用的「歌喉」亦非合乎邏輯的表達，因為唯有「歌聲」才適宜以悠遠來描摹。

在〈問我何由醉〉一曲中，原詞「The thirst that from the soul doth rise, Doth ask a 

drink divine;」，蕭而化譯為「生命空處，惟有飽餐秀色才可療飢。」原詞此處

的詞意說的是神聖一杯飲方能解靈魂的渴，縱有仙境的瓊漿玉露，亦比不上妳的

雙眸，而蕭而化將原詞中引為比較的神聖一杯飲，改以「飽餐秀色」來譯，直言

女性的美貌可療飢，可填補生命空處，反倒流失了原詞隱含的優雅，邏輯上雖稱

不上問題，但卻不若原詞妥當。 

周學普在〈催眠曲〉這一首富含「月下花兒」、「可愛的小鳥」、「催眠精靈」

等兒時記趣的催眠曲中，讓每一個段落的 後一句皆寫為「夜已深，空寂寞。」，

倏忽脫離了娃兒的世界，轉而進入了唱著催眠曲的母親的心境。不過，那聽得催

眠曲、讓母親輕哄入睡的小寶寶，又哪能覺察得了夜的深淺、人心的寂寥呢？此

處的評論增添雖顧及了韻腳，但卻不免偏離了整體譯詞的主軸。 

 海舟的譯詞中，有幾處詞語在邏輯上有不夠精確之處，例如在〈君憶否〉中

有「她金髮絲絲秀顏垂」一行，「秀顏」指稱的是容貌，但此處譯詞詞意要說的

是垂首，而不是容貌低垂。而在〈我怎能離開你〉一曲中，出現了「花雖好有時

死，祇有愛能不移。」這樣的詞句，以花來強調愛的恆久，但花卻僅非「有時」

死，而是無一可倖免，終將枯萎。 

張易的譯詞也有好些個邏輯不順之處。〈和且柔〉原詞中有關方位、方向的

字詞，張易皆有稍稍調整，如「Wind of the western sea」譯為「遠海西風軟如綢」，

西方的海寫為遠海，將表出方位的西邊給了海上的風，而西方的海所吹來的風即

是西風，說西海或說西風皆無礙，不過，「Come from the dropping moon and blow.」

一行譯為「吹向那月落處，遠海窮陬。」，月兒向西落，原詞的風從月落處吹來，

是西風，是吹向溫暖的家的風，但寫為「吹向那月落處」，則是東風往西方吹去，

與譯詞先前所說的西風不同，即便風兒忽東忽西皆可，但因下一行所接續的詞

句，則讓風兒的吹向有了邏輯上的失誤。下一行的原詞為「Blow him agai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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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西風將爸爸的船吹回家，將爸爸送到小寶貝身邊，譯詞此處仍如實譯為「吹

他回到我小寶貝身邊來」，但因先前譯寫的是風兒吹往月落處，吹往那西邊海天

之際，如此一來，只會將爸爸的船隻愈吹愈遠，回不得家了。 

同一首曲子裡，另有一行原詞說著西風吹呀吹，「over the rolling waters go」，

吹過海上的波浪，但張易的譯詞反而引入山脈，寫為「吹過那動蕩的波山浪谷」，

雖然字面上有波有浪，但說的其實是似波浪起伏的層層山巒。在這整首歌的情境

中，迎面吹來的是柔和的海風，傾瀉在海上的是如洗的銀色月光，海上有艘船，

船上有著歸來的父親，整首歌的地理背景與意境皆是海洋，雖說添上山巒並無所

謂的對錯，但在情景描寫的邏輯上，卻不若只說海洋那般來得純粹。除此之外，

原詞中說道「Silver sails all out of the west」，張易譯為「海上一片銀光，月色清

翠」，說著月光透著一片銀色的光芒，但又硬是將它添上翠綠，除了顏色的混雜

之外，還有著月光從不會呈現出綠色的根本問題，不過，這應是為了同押ㄟ韻所

致。下一句的「小船乘風歸來，蕩漾沿洄」一句也有著邏輯問題，可能也是為了

押韻之故而用上了「沿洄」。「蕩漾」一詞描述小船隨著海浪起伏搖擺，但「沿洄」

指的是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可用在河川水流，但卻不適合於汪洋。 

 另一首〈小寶睡〉的曲子裡，原詞「And down falls a little dream on thee」一

行，張易譯為「好夢便都落入催眠曲」，原詞與譯詞在此處描繪的情景均是媽媽

搖著夢鄉樹，原詞所描繪的是搖著搖著，緩緩將夢搖落，落到小寶貝酣睡的思緒

裡，此處的想像與邏輯皆順暢自然，但張易譯筆下的好夢落呀落地，竟是落入了

「催眠曲」裡，讓催眠曲有夢，實則有邏輯上的問題。 

 張易另有兩處譯詞，因用詞不夠精確，亦可能造成邏輯問題。在〈老營地〉

一曲中，歌詞裡的「tenting」一字，張易譯為「露營」，而譯詞起始的兩行為「今

晚我們露營老營地，唱歌來快快意。」，容易讓人聯想到休憩與遊樂方面，應可

用與軍隊搭配的「紮營」一詞來譯。另一處〈康城賽馬歌〉原詞「Can't touch bottom 

wid a ten foot pole – Oh, du da day!」一句，接續了前一行大公馬掉進大泥坑的情

節，在這一行中強調泥坑之深，深達十英尺，相當於三公尺深，不過，張易不欲

讓大公馬就這麼陷落到大泥坑中，轉而讓它有圖強振作的奮勇精神，將這行增添

譯為「等掙扎半天爬上岸，真不像樣。」，增加了生動的情境，不過，卻將泥坑

邊上稱為了指稱水邊陸地的「岸」字。   

此外，在營造呼應效果的同時，亦有可能失卻了原詞本有的深意，像是張易

將原詞「Let me forget for how long you have roved」譯為「讓我不信你背我久流

浪」，將原詞説的「忘記」轉為「不信」，此一轉化純粹是為了與下一句「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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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愛我仍然一樣」相呼應，不過，對於愛人曾經狠心離去的事實，忘記可說是原

諒，是釋懷，是深情下的寬厚，但不信就顯得狹隘。因此，在此處的翻譯表現，

雖顧及了小處的呼應效果，卻難免失卻了較為深刻的情緒表現。 

劉廷芳的譯詞有一處的邏輯稍顯不夠精確。在〈趕快工作〉一曲中，原詞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Work through the morning hours」兩行，原詞意指

夜晚將臨，那一天整個早上都在工作，從日出到日暮，工作個不停，但劉廷芳的

譯詞「趕快工作，夜來臨，趁著早晨清醒；」，出現了邏輯問題，因為若是夜晚

將臨，要「趁著」的就不會是早已流逝的早晨時光。 

王飛立的譯詞亦有好幾處的用詞出現邏輯問題，在〈強固的要塞〉一曲中，

原詞「For still our ancient foe doth seek to work us woe; His craft and power are great, 

and, armed with cruel hate, On earth is not his equal.」三行，說的是撒旦這個宿敵，

但王飛立譯為「因我們的老敵人，向我們尋仇釁，他權衡本偉大，兼含有殘忍的

恨，在地上惟他 勇猛。」，其中有幾處問題，除了「老敵人」譯來不若「宿敵」

妥當之外，還有將撒旦強大的邪惡力量，以正向的「偉大」稱之， 後，將「On 

earth」譯為「在地上」，說著在地上惟撒旦 勇猛，而不說世人無人能敵，容易

引人接續想著那在天上、在水裡又是怎樣不同的景況？ 

在〈啊來，忠信的人們〉一曲中，原詞副歌前三行為「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同一句重複了三次，顯現其

為重要、帶有呼籲意涵的一句，但王飛立將「adore」以「拜」字譯出，故譯詞

副歌處出現「啊，來，讓我們拜他。啊，來，讓我們拜他。啊，來，讓我們拜他。」

這樣的重覆句子，其中的不妥之處，在於在我們的文化中，單詞「拜」多是指佛

教、道教的焚香膜拜，因此，對於此一居於強調地位的字眼，應以崇拜、敬拜、

崇敬等詞來譯較為合適。同曲中，有原詞「Sing, choirs of angels, sing in exultation;」

一句，王飛立譯為「唱啊，歌詠天使，歡天喜地歌唱。」，但「歌詠天使」此一

詞組容易讓人以為要為天使歌頌，但其實是天使詩班齊聲歌唱，頌讚基督。 

同樣地，〈輕搖，可愛的馬車〉中有一行原詞為「A band of angels comin’ after 

me.」，王飛立譯為「有一隊天使兒也追蹤著我。」，此處指的僅是天使跟隨著，

並無跟蹤、找尋之意。 

王毓騵在〈母親〉中有一句「母親慈愛使我心碎」歌詞，亦有邏輯的問題，

因為母親的慈愛讓人子領受的情緒定是溫暖與感動，與心碎無關，不會是心碎的

原因，反而應是心碎的敷藥，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譯詞，應是為了與下一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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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她應有恩惠」押韻，不過，「上天使她應有恩惠」一行的譯詞本身也有翻譯

腔的問題存在。 

在其他譯者的譯詞中，亦有幾處邏輯問題，像是吳研因〈可愛的家〉一曲的

後一句歌詞為「你的恩惠比天長」， 天長說的是時間的向度，意指長長久久，

但若要為「恩惠」取一相較的標的，則應由論大小、程度著手，因此，此處歌詞

在邏輯上應是要說著恩惠比天「高」，但若是「高」字，則無法同押「ㄤ」韻，

這應是之所以譯詞取「天長」的原因。  

 〈珍重再見〉原詞有「Thus sweet memories come back to me」一行，說著戀

人相處時的甜蜜回憶，而譯詞以「新仇舊恨都在腦海中縈迴」表出，說的仍是回

憶，雖然譯詞已轉為談論朋友之間，但對於這樣一個與至交好友別離時的情境而

言，情緒定是不捨，而在離情的催化下，回憶多半會是美好的，但譯詞在此所撿

拾的竟是「新仇舊恨」此一四字詞，不合乎離情多依依的邏輯，亦不合乎述說的

知交好友情誼。 

在〈菩提樹〉一曲中，原詞有「Again today I had to travel. Past it in the depths 

of night.」兩行，譯者譯為「彷彿像今天一樣，我流浪到深更，」，其中的「彷彿

像今天一樣」不合邏輯，今天眼下的情況定是仿彿以前，此外，原詞所說的是要

啟程離開故鄉的情境，而將「travel」以「流浪」譯出，會讓人誤以為已在外頭

流浪、飄泊，若說譯詞要轉換成此角度來述說，但下一行「我在黑暗中經過」，

指的是經過了故鄉的這一棵菩提樹，如此一來，反倒讓主角從原詞的遠行，變成

了歸鄉。而若真要改寫為歸鄉的情境，但在下一個段落中，又並未接續轉化的場

景，而是將「The hat flew off my head, I didn't turn around. Now I am many hours. 

Distant from that place, 」四行，忠實地譯為「頭上的帽被吹落，不忍轉身回看。

遠離開了那地方，依舊念念不忘，」，讓歸鄉又突兀地成了遠行，使得整首歌詞

的邏輯反覆，無法連貫。  

在〈當我頌讀故事〉一曲中，亦有用詞上不一致的情形，導致邏輯不清的問

題。丁作人將「How He called little children as lambs to His fold.」一行譯為「他把

兒童撫愛和那綿羊無異」，將「lambs」以「綿羊」譯出，不過，譯詞中另有一句，

「我要他愛我似羊羔」，又轉為確切的稱呼，在譯詞的一致性統整上有所疏漏。

原詞中尚有一句與小孩、與耶穌的親愛有關，原詞說著「And that I might have seen 

His kind look when He said, Let the little ones come unto Me.」，丁作人譯為「那時

他將輕輕地說，來吧，小鳥，面上還帶著慈祥微笑。」，不將「little ones」直接

譯為「小孩」，也不譯為前前頭出現的「綿羊」或「羊羔」，反而選了「小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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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不免有些突兀，尤其以「小鳥」稱呼小孩的用法又不存在於基督教文化中，

如此的轉化並不適切。 

三、翻譯腔 

蕭而化、張易、劉廷芳與王飛立這幾位譯者的譯詞裡，各有幾處帶著翻譯腔的詞

句，茲列出如下。 

蕭而化：但這一閃，允許了我心身的永遠的投靠。〈再見〉 

張易：給我講、給我唱、讓我不信你背我久流浪、我的情感雖為你所激蕩、你的   

情感却為人所刼掠〈往事難忘〉 

      引向西不斷進行〈東方三王〉 

劉廷芳：群星悄然進行、今宵集中于你、因瑪利亞誕生聖嬰〈小伯利恆歌〉。 

王飛立：已從肉體出現〈啊來，忠信的人們〉 

    不久的時候，我也就來到。〈輕搖，可愛的馬車〉 

 

第三節 歌詞改寫分析 

在原詞轉換為中文之際，自有忠實與否的問題。在忠實問題上，歌詞與其他文體

相較，因為在「對誰忠實」的範圍上有所不同，要考量的因素也就更多了。薛范

（2002）指出若是譯詞扣著原詞，可以說是忠實表達，但只能說是「歌詞翻譯」，

不及於他所認為應該要做到的「歌曲翻譯」，也就是在翻譯時除了原詞之外，也

要考量音樂的起伏、音樂的句讀、樂句的長短等因素。總的來說，歌曲的翻譯所

面對的忠實對象，除了文字上的原詞之外，尚有歌曲音樂上的曲式結構、節奏及

旋律，要能忠實呈現，誠屬不易。 

    本節著重於歌詞部份的翻譯，將就譯詞與原詞逐一比對，譯詞中詞語屬譯自

原詞詞語者，以底線標出，接著再計算譯詞沿用原詞比例（譯詞底線字數÷譯詞

總字數；見附錄三），由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則可看出譯詞的改寫程度。茲舉〈肯

達基老家鄉〉中的譯詞來說明譯詞中之詞語是否譯自原詞詞語的判斷與操作，原

詞「Then my old Kentucky home, good night」的譯詞為「從此別肯達基老家鄉」，

標出底線者為譯詞沿用原詞之處。不過，有些詞句並非有如此明白的對應，但仍

可看出譯詞確實來自於原詞的詞意，只不過是換句話說，對於這類譯詞，本文亦

判定其屬譯詞沿用原詞之處，亦會以底線標出，像是在同曲中另一處原詞說著

「hard times come a-knocking at the door」，其譯詞為「厄運來臨沒法想」，其中「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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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來臨」四字雖非原詞字面上一字對一字的對應，但確實因有此處的原詞詞意，

才會出現如此換句話說的譯詞，故將其視同譯詞沿用原詞之處，以底線標出。 

 本文設定譯詞沿用原詞比例的數值以 50％、75％及 90％為分界點，由此定

義、區分改寫程度。各區間所代表的意義如下所示：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大於 90％：改寫程度極小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小於 90％，大於 75％：改寫程度小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小於 75％，大於 50％：改寫程度中等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小於 50％：改寫程度大 

本節將分析譯詞的整體改寫狀況，接著再討論各譯者的譯詞改寫程度，以及

意旨與內容轉換的表現。 

一、整體分析 

綜觀八位譯者的八十九首譯配詞，除去六首無原詞可比對之歌曲之外，其餘八十

六首的整體譯詞沿用原詞比例高低的的狀況如下表所示： 

表 3–1 八位譯者之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

原詞比例 

大於 90％ 小於 90％

大於 75％

小於 75％

大於 50％

小於 50％ 0 小計 

曲數 9 16 36 18 4 83 

曲數比例 11％ 19％ 43％ 22％ 5％ 100％ 

所有譯配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62％，若不看比例大於 90％與 0 的這兩

個極端區，中間三個區間的比例分布為「小於 75％，大於 50％」＞「小於 50％」

＞「小於 90％，大於 75％」，亦即「改寫程度中等」＞「改寫程度大」＞「改寫

程度小」。 

 宗教歌曲共有二十二首，總平均比例為 82％，屬於改寫程度小的類別，其

中大於 90％者就有九首，佔了 41％。蕭而化、周學普、海舟三人的譯詞皆無比

例大於 90％者，而大於 90％的九首歌，皆為其他四位譯者所譯，也全都是宗教

歌曲。劉廷芳、王飛立、丁作人所譯的所有歌曲皆是宗教歌曲，平均比例分別為

84％、93％、78％，除了這三位之外，只有周學普有翻譯宗教歌曲，共有四首，

而這四首的平均比例為 64％，為四位宗教歌曲譯者中 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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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歌曲此一類別之外，催眠曲／搖籃曲可謂另一個特殊類別，這類歌

曲共有八首，總平均比例為 46％，屬於改寫程度大的類別。蕭而化、周學普、

海舟、張易四位皆有翻譯此類歌曲，其中海舟與張易的改寫程度為中等，蕭而化

與周學普的改寫程度大，蕭而化尤之。 

 所有譯詞中共有五首與原詞意旨相異，其中四首來自於蕭而化，有三首為蕭

而化創作的全新歌詞，另一首相異意旨的譯詞來自於周學普，因周學普只取原詞

第一段來譯寫成整首譯詞，以部分取代了整體，而原詞整體另有闡釋、發抒的情

感，故有了譯詞意旨與原詞相異的情形出現。 

 除了歌詞意旨相異之外，主要的改寫內容還包括改寫情節，以及改換文化範

疇詞語，例如海舟的〈當我行過麥堆〉與〈狄西蘭〉兩首，此外還有文化詞語的

歸化翻譯策略，像是張易在〈小寶睡〉中的改寫方法，將與基督教有關的詞語情

境與意象，盡皆捨棄，改換以兒時記趣的元素，讓譯詞溢發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樣

貌。 

二、各譯者的譯詞改寫狀況 

（一）蕭而化 

1. 譯配詞沿用原詞比例分析 

除去兩首無原詞的歌曲之外，蕭而化共譯配有二十首歌曲，譯配詞沿用原詞比例

高低的狀況如下表所示： 

 表 3–2 蕭而化譯配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

原詞比例 

大於 90％ 小於 90％

大於 75％

小於 75％

大於 50％

小於 50％ 0 小計 

曲數 0 3 7 6 4 20 

曲數比例 0 15％ 35％ 30％ 20％ 100％ 

這二十首譯配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42％，若將其中配詞的四首移除不

計，僅就蕭而化所譯的十六首歌曲來看，譯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53％。蕭

而化的譯詞落於「小於 75％，大於 50％」區間者 多，共有七首，而落於「小

於 50％」的也有六首。蕭而化在翻譯上偏向較大幅度的改寫，除了捨整首原詞

而換上寫作全新歌詞的方法之外，在實際從原詞出發所譯的歌詞中，也是應用了

幾近一半的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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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而化在所有譯詞上的改寫程度變化頗大，沿用原詞比例 高的是〈少年樂

手〉一曲，為 80％， 低者為全新歌詞的 0，全距（ 高比例與 低比例的差） 

達 80％，若不計入比例為 0 的配詞，則比例 低者為〈催眠曲〉的 17％，全距

（ 高比例與 低比例的差）仍大，達 63％。 

2. 譯詞意旨改寫分析 

在蕭而化所譯的歌曲中，有四首與原詞意旨相異，分別為〈風鈴草〉、〈啊頓河〉、

〈海上奇遇記〉、〈當燕子南飛時〉。另外兩首記為蕭而化填詞，本有原詞，而由

蕭而化創作全新歌詞。 

〈The Blue-Bell of Scotland〉這首曲子，從蘇格蘭高地越過重洋，來到了福

爾摩沙，來到了蕭而化的譯筆之下，卻發生了質變。 原曲名〈The Blue-Bell of 

Scotland〉的這首歌曲，譯入中文時，不見了「Scotland」這個原詞脈絡中的國

家，只剩下「Blue-Bell」，由蕭而化譯為中文曲名「風鈴草」。蕭而化藉著「風鈴

草」此歌名元素，更動了原詞的意旨，重新編寫情節與意圖，創作出全新的歌

詞，而所依循的唯一核心意旨，僅是原詞歌名中所出現的「Blue-Bell」。 

 英文原詩有五小段，原詞僅取三段，描寫少年從軍去，而那在高地等待的少

女一聲聲地問，問著她的高地少年去了何處，裝束為何，如果負傷，如果捐軀，

又將如何？原詞是一首愛國詩，述說著少年為榮耀、為國家上戰場，飄揚的旗幟

鼓舞著他，呢帽上的徽章閃耀著他的英勇，如果不幸捐軀，蘇格蘭的風笛會為他

吹奏，旗幟會為他飄揚，不過，少女仍是期待著少年的歸來，回來蘇格蘭高地這

片自由的土地。蕭而化的的譯詞共有兩段，將原詞的愛國、戰場、榮耀完全轉化

為友愛、草原、幸福的因子，沒有遠行，也毋須分離。曲名捨去了「Scotland」，

譯詞中也捨去了所有與蘇格蘭高地出征的聯繫，只取風鈴草的美麗與可愛，添上

風鈴草生長環境的藍天與清風，以及少男與少女且深且長的友情。 

 這樣的質變，這樣的完全改寫，改變了原詞的旨意，不免讓人思忖原因何在？

歌曲中將花與出征結合，以花來柔化愛國、抗戰的嚴肅主題，早已出現在 1940

年〈杜鵑花〉這首中文流行歌曲之中。〈杜鵑花〉由中山大學文學院學生方建鵬

（筆名方蕪軍）作詞，黃友棣作曲，歌詞描寫著少女思念征戰少年的心情，「淡

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啊！……摘下一

枝鮮紅的杜鵑，遙向著烽火的天邊，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

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蕭而化翻譯〈The Blue-Bell of 

Scotland〉的時間在一九五一年，大陸剛淪陷，反共、殺敵、愛國的氣氛正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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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而化不選擇「忠實」地譯出原詞的愛國與榮耀，或許是認為蘇格蘭高地的戰

爭與我們無關，或許是不想將戰爭的氛圍與為國捐軀的沉重帶入世界名曲之

中，也或許僅是因為美麗的風鈴草如鈴鐺一般，在搖曳之中帶給譯者的聯想就

是清新、友愛與美好。 

 〈Flow Gently, Sweet Afton〉／〈啊頓河〉是一首蘇格蘭民謠，Afton River

是流經蘇格蘭的一條小河。蘇格蘭著名詩人彭斯（Robert Burns）深愛著家鄉的

「瑪麗高原」（Highland Mary），尤其是 Afton River，亦於一七八六年寫下了

〈Flow Gently, Sweet Afton〉這首詩。詩人對大自然的情意，綿綿密密，連河流

的潺潺、鳥兒的啾啾也要叮囑，不使驚擾高原的恬靜。原詞中以美人的形象、譬

喻，細細呵護著瑪麗高原，但是到了蕭而化的譯詞之中，「Mary」反倒變身成

為真正的美人，不但有著「烏雲髮，芙蓉臉 ，時有笑容浮」，更是明白的成了

個「小姑娘」，身形樣貌「苗條素淡裝」。除了未將「Highland Mary」的美人

譬喻解個明瞭，未將 Mary 還給 highland，蕭而化反而跳入譬喻的迷境之中，在

譯詞執起 Mary 的手，共迎朝霞，齊送暮色。 

 另一首歌曲〈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我心戀高原〉的原詞亦是彭

斯的詩，同樣也是由蕭而化所譯。彭斯在〈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寫得明

白，心之所向的是那喚了八次的「Highlands」，而中文曲名〈我心戀高原〉中的

「戀」字，點明了情感的依歸，加深了曲名的深情濃意，讓人一望即可知對「高

原」的日夜眷念。 

 兩首彭斯有關「瑪麗高原」的歌曲，皆由蕭而化所譯，但〈啊頓河〉的瑪麗

完全轉化為美人，完全不使閱聽者有高原的聯想，而〈我心戀高原〉又是急切切

地訴說著高原的愛戀。 

（二）周學普 

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分析 

周學普共譯有十九首歌曲，除去尚找不到原詞的〈紡紗曲〉，以及一首不同曲調

但譯詞相同的〈野玫瑰〉之外，餘有十七首，這十七首譯詞沿用原詞比例高低的

狀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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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周學普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原

詞比例 

大於 90％ 小於 90％ 

大於 75％ 

小於 75％ 

大於 50％ 

小於 50％ 小計 

曲數 0 2 9 6 17 

曲數比例 0 12％ 53％ 35％ 100％ 

周學普在翻譯上的改寫程度為中等。這十七首譯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55％，落於「小於 75％，大於 50％」區間的曲數 多，共有九首。就周學普的

所有譯詞來看，改寫程度變化大，沿用原詞比例 高的是〈野玫瑰〉一曲，為

86％， 低者為〈Wiegenlied〉／〈搖籃歌〉的 26％，全距達 60％。 

2. 譯詞意旨改寫分析 

周學普的譯詞中，除了〈水車廠中〉一首與原詞意旨不同之外，其餘皆同。〈水

車廠中〉原詞中那漫遊在鋸木廠邊的過客，在第一段歌詞中以第一人稱之姿，見

那水車輪轉動，看著那鋸子橫過樅木之身，而從第二段開始，在過客聽聞了樅木

哀傷的悲調，似乎懂得了樅木心中的悲泣之後，換成了樅木敘事，由樅木來對著

過客傾訴。但在周學普的譯筆之下，整首譯詞只取原詞的第一段，讓譯詞只停留

在過客獨坐，不帶聯想、未有領會地靜看水流動，好似懷著讚歎，欣賞著鋸子切

過樅木的那股鋒利。原詞後面段段落整個刪去，讓譯詞意旨由原詞的景情相藉、

物與人的對望與對話，轉變為單純的景，以及單向的凝望。而為了將單獨一個段

落放大為整首歌曲，為了填補意盡曲猶在的空白，周學普應用了疊句，將其填滿，

因此在僅十一句短句的整首譯詞之中，「呆看著水在奔流，水車輪在轉動」、「它

切著樅木飛奔，如入無人之境」這四句短句各重複一次，變成了八句。  

（三）海舟 

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分析 

海舟共譯有十五首歌曲，譯詞沿用原詞比例高低的狀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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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海舟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原

詞比例 

大於 90％ 小於 90％ 

大於 75％ 

小於 75％ 

大於 50％ 

小於 50％ 小計 

曲數 0 2 8 5 15 

曲數比例 0 13％ 53％ 34％ 100％ 

海舟在翻譯上的改寫程度屬中等。這十五首譯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59

％，落於「小於 75％，大於 50％」區間的曲數 多，共有八首。海舟在所有譯

詞上的改寫應用變化居中等程度，沿用原詞比例 高的是〈水濱牛犬〉一曲，為

85％， 低者為〈君憶否〉的 36％，全距為 49％。 

2. 情節改寫分析 

海舟所譯寫的十五首譯詞之意旨皆與原詞相同，其中〈當我行過麥堆〉與〈狄西

蘭〉兩首，大幅改寫了情節，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分別為 53％與 45％。 

在〈當我行過麥堆〉這一首歌裡，原詞各段的情節、背景皆為說著如果兩人

錯身而過，如果其中一人親吻了另一人，另一人應當如何回應，而原詞各段除了

在 Rye 河及附近幾處相遇的細部地點（Rye、glen、grain）有所不同之外，主要

的差異句在各段的 後一句：「Need a body cry?」、「Need the world know?」、「The 

thing is a body's own.」，這三句設問了，也回答了，表明對那相遇時如有突如其

來的親密，其實無須驚惶、無須張揚、無須說與他人聽。但是海舟的譯詞在情節

上讓相遇的對象不僅僅是毫無交代背景、形象的彼人，而是個「遠自城中來」、「雞

群鶴立」的他，他可能會為她喝采，他確實令她朝思暮想，讓她「我心長慕愛」，

愛慕這一份陌生的、想像中的美好，讓原詞中錯身而過的緣份，轉為譯詞中深切

的愛慕與想念。 

〈狄西蘭〉原詞共有五段，譯詞只取三段，刪去的第二段及第三段承載著濃

濃的異國文化況味，有著生動、細膩的角色與情節描述，有著美國南方方言的

「dat」（that）、「gay deceaber」（gay deceiver）「cleaber」（cleaver）等詞彙，語帶

詼諧地述說美國南方黑人的一個生活故事，說著一位太太嫁給了名叫威廉的織布

工，威廉是個騙子，而這位太太為了一個傷了她的心的男人而死。在承接情節的

第四段原詞中，舉杯致意、想望的是那位尚未識得的下一任太太，還有所有他要

親吻的女孩們，而在海舟的譯詞之中，因前情未有交代，也因原詞中的俚俗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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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舟所刻劃對故園的的思念大不相同，因此，海舟刪去這兩行的原詞詞意，改

寫為「我願重現昔時 難忘的，那生活融融的鄉黨」，將此段想念的對象轉化為

「鄉黨」，且將把酒的目的變成了「遙祝鄰友健康」，維護了莊重，沿續了譯詞一

脈相承的那令人不斷懷想的故園風光與老友。    

（四）張易 

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分析 

張易共譯有十五首歌曲，譯詞沿用原詞比例高低的狀況如下表所示： 

表 3–5 張易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原

詞比例 

大於 90％ 小於 90％ 

大於 75％ 

小於 75％ 

大於 50％ 

小於 50％ 小計 

曲數 1 7 7 0 15 

曲數比例 6％ 47％ 47％ 0 100％ 

張易在翻譯上的改寫程度為中等偏小，所有譯詞之沿用比例皆大於 50％。

這十五首譯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71％，落於「小於 90％，大於 75％」與「小

於 75％，大於 50％」區間的曲數一樣多，各有七首。 張易在所有譯詞上的改寫

應用變化居中等程度，沿用原詞比例 高的是〈東方三王〉一曲，為 92％，

低者為〈小寶睡〉的 54％，全距為 38％。 

2. 改寫分析 

張易十五首譯詞之意旨皆與原詞相同，其中〈小寶睡〉一曲的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之所以 低，原因在於原詞從頭至尾均是圍繞著羊群、牧羊、上帝的羔羊、基督

的情境與意象，而張易的譯詞則是完全移除了這些與宗教相關的字詞，換上了催

眠曲中常見的餅乾、糖果、蝴蝶等元素，因此改寫程度較大。 

（五）劉廷芳 

劉廷芳共譯有十首歌曲，譯詞沿用原詞比例高低的狀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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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劉廷芳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原

詞比例 

大於 90％ 小於 90％ 

大於 75％ 

小於 75％ 

大於 50％ 

小於 50％ 小計 

曲數 4 3 3 0 10 

曲數比例 40％ 30％ 30％ 0 100％ 

劉廷芳在翻譯上的改寫程度小，接近極小，十首譯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85％，落於「大於 90％」的曲數 多，共有四首，往下的三首雖落於「小於 90

％，小於 75％」的區間，但比例皆偏高，三首的平均值為 88％。 劉廷芳在所有

譯詞上的改寫應用變化小，沿用原詞比例 高的是〈夕陽西沉〉一曲，為 92％，

低者為〈趕快工作〉的 68％，全距為 24％。劉廷芳所譯的十首譯詞的意旨皆

與原詞相同。 

（六）王飛立 

王飛立共譯有四首歌曲，譯詞沿用原詞比例高低的狀況如下表所示： 

表 3–7 王飛立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原

詞比例 

大於 90％ 小於 90％ 

大於 75％ 

小於 75％ 

大於 50％ 

小於 50％ 小計 

曲數 3 1 0 0 10 

曲數比例 75％ 25％ 0 0 100％ 

王飛立在翻譯上的改寫程度極小，譯詞沿用原詞的平均比例為 93％，有三

首譯詞之沿用比例大於 90％，比例 高的一首為〈輕搖，可愛的馬車〉，高達

99％， 低的一首也有 83％，全距為 16％，改寫應用變化小。王飛立所譯的四

首譯詞的意旨皆與原詞相同。 

（七）丁作人 

丁作人兩首譯詞之沿用原詞比例分別為 63％與 93％，平均比例為 78％，兩首間

高低差距達 30％，改寫應用變化呈中等程度。丁作人所譯的兩首譯詞的意旨皆

與原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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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毓騵 

王毓騵的兩首歌曲中，〈豐年〉記為王毓騵配詞，〈母親〉記為由其譯詞，但找

不到原詞可比對，故無法分析沿用原詞比例。 

三、改寫與忠實之間 

《101 世界名歌集》裡共收有三首〈野玫瑰〉，一首為舒伯特（Schubert）的曲，

蕭而化的譯詞，另外兩首分別為威納（Werner）與豪普特曼（Hauptman）的曲，

譯詞相同，為周學普所譯。蕭而化的〈野玫瑰〉譯詞，沿用原詞的比例僅 18％，

而周學普的〈野玫瑰〉比例則高達 86％。 

蕭而化譯筆之下的野玫瑰有多層次的性情、情感描述，她美，她豔麗，她有

驕態，她會落淚，也會心碎。詞句中用字典雅，帶有多重的情感色彩，採用數個

被動語句反映不由人的無奈。而周學普譯筆之下的野玫瑰樣貌描繪只鮮美一項，

跟隨著原詞，不在原詞原已鋪陳的情感之上另行加添、潤色。蕭而化的譯詞在中

文的古典風華中流轉，周學普的譯詞為忠實的現代白話文翻譯，而台灣傳唱的版

本，以及在電影〈海角七號〉中強力渲染感動的歌曲版本，取的是舒伯特的曲調，

但與之搭配的歌詞卻非原本的蕭而化譯詞，而是換上了周學普的譯詞。雖說波赫

士（Borges, 2004）認為豐富的譯本必須在譯語文化的餘波中孕育而生，要揉入

譯語文化，如果僅是忠實翻譯，則必顯平庸。但是，從〈野玫瑰〉的傳唱例證來

看，人們心中的那朵〈野玫瑰〉，與波赫士所言之豐富無關，而是與她自然、真

實、通俗間顯意境的特質有關。在這一首歌曲的流傳上，倒是映證了歌詞應求通

俗易懂的原則。 

不過，若論及流傳與流行，海舟亦有一首譯詞化入了流行歌曲之中，獲得更

為廣泛地傳唱，其〈憶別離〉的大部分的譯詞經瓊瑤納入了〈願君珍重〉（〈海

鷗飛處彩雲飛〉插曲）一曲中，唱著「相思似擣，望隔山河，悲愴往事去如梭」

這般具典雅風格的歌詞，而〈憶別離〉的譯詞沿用原詞比例僅為 42％。 

從〈野玫瑰〉與〈憶別離〉兩首的流傳來看，改寫與忠實之間並無所謂的優

與劣，改寫內植了譯者自身對歌曲原詞、曲調的感受，忠實則呈現了原詞本質的

樣貌，皆是譯者選擇、聽者接受的詮釋方式。 

 

第四節 歌名的翻譯與改寫 

本節將討論《101 世界名歌集》裡歌曲的歌名翻譯狀況，先分析歌名的翻譯方法，

再就歌名中名稱元素的翻譯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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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歌名的翻譯方法 

在八位譯者翻譯的八十九首歌曲中，可見得的歌名翻譯包括有如實譯出、改寫、

刪除部分原歌名，以及另行增添這幾種方法。茲舉例說明這四種歌名翻譯的表現

如下。 

（一）如實譯出 

本文所界定之如實譯出的中文歌名，為將原歌名中除了介係詞與冠詞之外的主要

字詞詞意皆譯出者。在八十九首中，如實譯出之歌名的曲數 多，佔了一半有餘，

共有四十九首，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Old Black Joe〉／〈老黑嚼〉（蕭而化） 

例二：〈Mit Deinen Blauen Augen〉（英譯：With your blue eyes）／〈你那碧藍眼

睛〉（周學普） 

例三：〈Now the Day is over〉／〈現在白晝已過〉（張易）  

（二）改寫 

此類中文歌名翻譯方法為完全改寫，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問我何由醉〉（蕭而化） 

例二：〈In the Gloaming〉／〈憶別離〉（海舟） 

例三：〈Pleasant Farmer〉／〈豐年〉（王毓騵） 

 蕭而化此例的改寫為依原歌名訊息延伸翻譯而成，海舟此例的改寫捨棄了原

歌名的時間點描述，改以歌詞內容主題譯之，添上動詞「憶」字，使成具有完整

意思的短句，此外，海舟另有兩首歌名亦是加上動詞「憶」字，使原歌名單為人

名、副詞的詞語轉為有著完整意思的短句。在王毓騵此例中，其歌名翻譯運用了

轉換的方法，不直譯快樂的農夫，轉而寫出農夫之所以快樂的理由，以〈豐年〉

改寫譯出。 

（三）刪除部分原歌名 

此類中文歌名的翻譯方法為刪除原歌名中的部分字詞而譯成，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The Blue-Bell of Scotland〉／〈風鈴草〉（蕭而化）：刪除「of Scotland」。 

例二：〈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後的玫瑰〉（海舟）：刪除「of Summer」。 

例三：〈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強固的要塞〉（王飛立）：刪除「is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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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有些中文歌名為將部分原歌名的字詞刪除，讓中文歌名短些，另也有些歌名

字詞刪除的原因在於譯詞裡已將該要素捨去，故歌名亦不表出，例如〈The 

Blue-Bell of Scotland〉／〈風鈴草〉譯詞中已無「Scotland」此一國別名。 

（四）增添 

此類中文歌名翻譯方法為在原歌名字詞之外，另行增添訊息而譯成中文歌名，茲

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Loch Lomond〉／〈羅莽湖邊〉（海舟）：增添「邊」字。 

例二：〈The Bull Dog〉／〈水濱牛犬〉（海舟）：增添「水濱」一詞。 

例三：〈The Camptown Races〉／〈康城賽馬歌〉（張易）：增添「歌」字。 

 此外，亦有刪除與增添共用者，例如〈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

／〈箜篌引〉（海舟）一曲，刪除了原歌名中的「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

並另行增添了「引」字。 

二、歌名名稱元素的翻譯 

《101 世界名歌集》中有多首歌曲的歌名包含了名稱元素，其中國家、地方、山

川湖泊名一類與人名一類 多，在此就其翻譯的方法分別討論之。 

（一）國家、地方與山川湖泊名  

對於歌名裡出現的國家、地方與山川湖泊名，譯詞中可見到下列幾種處理方法： 

1. 音譯 

〈My Old Kentucky Home〉／〈肯達基老家鄉〉（蕭而化） 

〈Flow Gently, Sweet Afton〉／〈啊頓河〉（蕭而化） 

〈Loch Lomond〉／〈羅莽湖邊〉（海舟） 

〈Dixie Land〉／〈狄西蘭〉（海舟） 

〈The Spanish Cavalier〉／〈西班牙騎士〉（張易） 

〈The Camptown Races〉／〈康城賽馬歌〉（張易）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小伯利恆歌〉（劉廷芳） 

其中〈Flow Gently, Sweet Afton〉一曲的中文歌名為〈啊頓河〉，乍看會誤以為「啊」

是驚嘆詞，河流名為「頓河」，但其實「啊頓河」三個字是「Afton」這條河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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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在音譯名字中用上了帶有口字邊的嘆詞「啊」。此外，「Dixie Land」一詞

意指美國南方各州，地名的名稱其實只有「狄西」，但海舟將「land」也併入音

譯譯出，譯為「狄西蘭」。 

2. 刪除 

〈The Blue-Bell of Scotland〉／〈風鈴草〉（蕭而化） 

〈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箜篌引〉（海舟） 

〈Yankee Doodle〉／〈北方男兒〉（張易） 

〈風鈴草〉一曲的譯詞與原詞意旨相異，為蕭而化所譯寫的全新歌詞，歌名刪除

了蘇格蘭此一國家名，只取「風鈴草」，讓風鈴草變為了我們在地的風鈴草。〈箜

篌引〉一曲的歌名則是只取原歌名的樂器部分來改寫，捨棄後半有關「Tara」一

地的訊息。〈Yankee Doodle〉一曲中的「Yankee」一詞意指美國北方諸州，而

張易僅譯出北方之意，捨棄了特指的美國此國家名。  

3. 意譯 

〈Comin Thro' the Rye〉／〈當我行過麥堆〉（海舟） 

此曲歌名中的「Rye」指的其實是蘇格蘭的一條名為「Rye」的河流，但海舟取

其字意，譯成了「麥堆」。 

（二）人名 

原歌名中共有十一首以人名入歌名，譯者有下列幾種處理方法： 

1. 音譯 

〈Santa Lucia〉／〈散塔蘆淇亞〉（蕭而化） 

〈Old Black Joe〉／〈老黑嚼〉（蕭而化） 

〈My Bonnie〉／〈我的邦妮〉（蕭而化） 

〈Die Lorelei〉／〈羅蕾萊〉（周學普） 

〈Kathleen Mavourneen〉／〈喀淋麥芙寧〉（海舟） 

〈Juanita〉／〈朱尼妲〉（海舟） 

〈Annie Laurie〉／〈安娜羅荔〉（海舟） 

〈Sweet Genevieve〉／〈哦，簡妮微〉（張易） 

〈Robin Adair〉／〈羅賓阿黛〉（張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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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歌名中人名翻譯的中文字選擇上，可見到當時接受名字譯字中出現帶有口字邊

的字，如「嚼」與「喀」，與現今的翻譯常規不同。〈Kathleen Mavourneen〉譯成

了〈喀淋麥芙寧〉，但其實愛爾蘭所說的「Mavourneen」一字並非姓氏，而是指

愛人之意。此外，根據原詞所述，「Robin Adair」為一男子名，但張易在譯詞中

將其轉為女子的角色，也在中文譯名中用上了女子名的「黛」字。 

2. 改以歌曲類別名譯出 

〈Sandmännchen〉／〈催眠曲〉（周學普） 

原歌名「Sandmännchen」一字指的是德國童話故事裡的人物名「小沙人」，但周

學普不以此人物名入歌名，而以此類歌曲典型的歌名「催眠曲」來替，不過譯詞

中還是有將此人物譯出，寫為「催眠精靈」。 

3. 改以上位詞譯出 

〈Ben Bolt〉／〈君憶否〉（海舟） 

海舟不將歌名的「Ben Bolt」人名音譯寫出，而改以上位詞「君」字來替，整首

譯詞中呼告「Ben Bolt」之處，也都寫成了「君憶否」。 

（三）其他名稱 

含有動物名、植物名、地形名、身份、樂器名、廠名等名稱的原詞歌名，在蕭而

化、周學普、海舟、張易所譯的歌曲中都有，各譯者多如實譯出，但都有一處改

寫，蕭而化將「Mocking Bird」改寫為「杜鵑」，以及海舟將「Harp」改為為「箜

篌」，皆是歸化改寫，而周學普將鋸木廠「Sawmill」譯為「水車廠」的改寫，倒

是看不出原因為何，至於張易將代表美國南方黑人的主人之意的「Massa」譯為

「馬撒」，雖說可讓這首異化程度高的歌詞更顯異情，但卻難以傳達主僕之情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菩提樹〉這首歌曲的歌名。《101 世界名歌集》裡的

歌詞只列中文譯詞，無原文歌詞對照，唯有歌名處加上原文，而在所有的歌曲中，

唯獨〈菩提樹〉的原文歌名有了改動，從德文曲名「Der Lindenbaum」變成了

「Bo–tree」。中文版的《101 世界名歌集》在翻譯之時所參考即是日文譯本的做

法，在日本，〈Der Lindenbaum〉這首世界名曲的歌名即譯為〈菩提樹〉，而中

譯曲名時應也是參考、沿用了日譯，不將「Lindenbaum」譯為椴樹。菩提樹在佛

教中有著宗教精神的象徵，所以「Der Lindenbaum」譯為「菩提樹」或許應稱為

改譯，而不是誤譯。在《101 世界名歌集》中，此曲的原文歌名所列的並非

「Lindenbaum」，而是改為「Bo–tree」（菩提樹），讓原文曲名與中文曲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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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了改譯的痕跡，讓這首歌曲從原文曲名、中文曲名，到譯詞裡指稱的皆是菩

提樹。  

 

第五節 修辭分析 

本節將探討譯詞內容的修辭表現。黃慶萱表示修辭學是研究如何調整語文表意的

方式，以及如何設計語文優美的形式，使能精確且生動地表達意象，以引起讀者

共鳴的一種藝術（張宗正，2004，頁 60–62）。修辭探討的是表情達意的技巧與

規則，修辭的應用可使詞句的陳述更為清楚、生動與優美。而歌詞屬於語言藝術，

其文學性正是表現在語言的生動準確上（喬羽，2004，頁 149），吳媺婉（2005）

研究台灣國語流行歌曲的修辭藝術，目的即在於從修辭的角度切入，窺得國語流

行歌曲的文學價值。對於世界名曲的歌詞翻譯，若能適當、適時運用修辭，應可

讓譯詞生動準確，展現文學的質感。透過修辭可讓我們得以欣賞、領受文學的藝

術，而藉由分析各譯者譯詞中的修辭表現，則可追認出譯者對於修辭的應用情

形，尋得譯者意欲透過譯詞所展現的文學性痕跡。  

 本節所討論的修辭，以譯者改寫的部分為範圍，對於譯詞如實沿用原詞本身

即有的修辭表現，例如將原詞中的譬喻如實譯出，則不歸屬於譯者主動運用的修

辭，也就不在本文討論、統計之列。本節將先分析譯詞中所用的修辭法，舉例說

明各修辭的應用，接著再討論各譯者的修辭應用情形。 

一、整體修辭應用 

八位譯者所譯的八十九首譯詞中，運用到的修辭包括有對偶、譬喻、複疊、摹狀、

感歎、設問、排比、誇張、回環、頂真與映襯，茲依各個修辭法逐一說明並舉例

如下。 

（一）對偶 

中文的單音獨體很適合在形式上結合成理想的藝術架構，而對偶是文學作品美感

藝術的重要部分，目的在於講求作品形式的整齊、錯綜與變化，讓文字的組合，

可以展現和諧、勻稱之美，而這種美很容易給讀者帶來音樂上的節奏感（王更生，

1990，頁 331–332）。對偶的結構形式為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兩句，成雙作對

排列的規式（陳望道，1989）。嚴格的對偶形式尚須具備平仄相對、兩句在意義

上要關聯照應的條件，但經過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規限也從嚴而寬，不再講求平

仄、字詞和名物的限制，只要在文字表現上有均衡對稱的優美形式，即為對偶（黃

麗貞，1999，頁 317），本文所劃歸的對偶形式即是以寬式對偶的標準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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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結構大體相同、意義相關的詞句即為對偶，字數不必相等，用字上也不避字同

意同。依對偶的性質來分，包括有當句對與句子間的對偶，在句子間對偶裡，依

對偶的位置來看，分有單句對、跳句對、分段對三種。 

1. 當句對 

當句對為一個句子中出現兩個詞組的對偶形式，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夜色如夢如煙〈散塔蘆淇亞〉 

 神意亦神道〈婚禮進行曲〉（蕭而化）  

例二：鳥啼雀舞〈紡紗曲〉 

 永不凋謝不枯萎〈Schlummerlied〉／〈搖籃曲〉（周學普） 

例三：鬪草擷芳〈憶舊遊〉 

 任今朝明朝日晞日暮〈依然在我心深處〉（海舟） 

2. 句子對偶 

句子對偶的形式依句子所在的位置，可分為單句對、跳句對與分段對。 

（1）單句對 

單句對為上下兩句中有詞組對偶，或是整句對偶，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更賞朝霞紅透 ，看暮色蒼茫〈啊頓河〉 

 亞當之設，夏娃同造〈婚禮進行曲〉（蕭而化） 

例二：憐你寂寞，怕你折磨〈憶別離〉 

 她說永不分離，我誓永不相背〈安娜羅荔〉（海舟） 

例三：此生遭際，我無怨忿；過去一切，我無悔恨〈哦，簡妮微〉 

 或則成功，或則成仁〈老營地〉（張易） 

（2）跳句對 

本文所定義的跳句對，以四句為基準，其中的第一句與第三句對，或者是第二句

與第四句對，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在這裡我們墾地， 

 征服了荒野森林， 

 在這裡我們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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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流著汗和那天爭。〈當燕子南飛時〉（蕭而化） 

 在這四句中，第二句與第四句沒有對偶形式，唯有第一句與第三句對，故

為跳句對。 

例二：別矣高山雪， 

 何時可再見， 

 別矣澗底松， 

 何日重會面。〈我心戀高原〉（蕭而化） 

 在不看原詞的情況下，這四句屬於第一、三句與第二、四句同時皆有對偶

形式的隔句對，但究其原詞「Farewell to the mountains high covered with 

snow; Farewell to the 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前半段本身即有對偶

的形式，譯者沿用之，譯為對偶的「別矣高山雪…別矣澗底松」，故不劃歸

為譯者主動應用的修辭，因此僅餘後半段「何時可再見…何日重會面」的

對偶為譯者改寫而成，在形式上仍劃歸為跳句對。 

例三：你好夢宵宵， 

 堪驚來去月如馳， 

 你好夢陶陶， 

 白日總消逝。〈朱尼妲〉（海舟） 

 此處譯詞唯有第一句與第三句對偶，故為跳句對。  

（3）分段對 

一般歌曲的結構形式多為幾個段落的主歌歌詞，配上重複的副歌歌詞，因此，在

對應著相同樂譜的不同段落主歌歌詞處，亦有對偶的條件，因音符相同，字數相

同，歌詞亦可表現為成雙作對的排列形式。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海水深，磐石牢，我們的友情永不凋…… 

 朝日紅，月華皓，未來的幸福真不小。〈風鈴草〉（蕭而化） 

例二：你是希望，也是我的安慰…… 

 你是心肝，也是真寶貝。〈Wiegenlied〉／〈搖籃歌〉（周學普） 

例三：願主永昌…… 

 仰主彌高。〈主來罷，萬能之主〉（丁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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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摹狀 

摹狀為描繪各種事物的形狀、聲音、色澤、氣味、情態等感受，包括對聽覺、視覺、

嗅覺、味覺、觸覺、感情意緒的摹寫（黃麗貞，1999，頁 141）。 

1. 視覺 

視覺的的摹寫即為描寫對事物形狀、景色、色彩、光影等的感知（黃麗貞，1999，頁

149），茲舉蕭而化的譯詞為例，說明各個不同種類的視覺描摹： 

（1）形狀：苗條素淡裝〈啊頓河〉 

  天水之間深綠一線〈當燕子南飛時〉 

（2）景色：大陸地茫茫一片〈當燕子南飛時〉 

  濛濛滿郊原〈古情歌〉 

（3）色彩：碧藍花朵美人嬌〈風鈴草〉 

  兩岸山蒼蒼〈啊頓河〉 

（4）光影：隨風映日影飄搖〈風鈴草〉 

 看露光點點晶瑩〈昨夜〉 

2. 聽覺 

陳望道（1989）認為摹狀詞中以摹聲 多，有的直寫所發出之聲音，有的描寫聲音的

強度與遠近，有的以物代聲，還有以聲音襯托意境者。茲舉蕭而化的譯詞為例，說明

各個不同種類的聽覺描摹： 

（1）直寫聲音：別嘲啁〈啊頓河〉 

     叮噹似有聲繚裊〈風鈴草〉 

（2）描寫聲音的強度與遠近：水聲幽〈啊頓河〉 

     何處歌喉悠遠，聲聲逐風轉。〈散塔蘆淇亞〉 

（3）以物代聲：有時候幾聲牧笛〈高山薔薇開處〉 

（3）以聲音襯托意境：杜鵑鳥兒泣血啼〈聽那杜鵑啼〉 

3. 嗅覺 

譯詞中對嗅覺的描摹皆是針對香氣而寫，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清香嫋〈風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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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香細細〈昨夜〉（蕭而化） 

例二：清香染岸砂〈馬撒永眠黃泉下〉（張易） 

4. 觸覺 

周學普的譯詞中有著「她梳著柔軟的金髮」與「被褥輕軟」等詞句，即是以軟、柔的

觸覺經驗來增添、改寫譯詞。 

（三）複疊 

將同一個字在句子中接連重複使用的形式，即為複疊的基本結構（黃麗貞，1999，

頁 410），複疊的作用在於（1）增強語勢，渲染氣氛；（2）通過雙聲疊韻，表達

情感；（3）形象如畫，具體生動；（4）同聲同韻，具有音樂美；（5）可以突顯重

點，強調重點；（6）可以增強敘述的條理性與生動性；（7）可以增添旋律美，加

強節奏感（蔡宗陽，2006，頁 158）。自古以來，重疊的結構即為歌詞的特色之

一，從疊字、疊詞、疊音到疊句皆有。因複疊本身有相同的音節，具有音樂效果，

向來為文人們所喜愛（周碧香，1998，頁 109）。先秦兩漢的歌詞中有大量的疊

語重言，而晚唐五代時期詞的興起來自於民間詞的推動，許多文人詞保留大量的

重言，以產生重疊反覆的擬聲表情效果，到了元曲，又出現了大量疊字，其中有

許多已由日常漢語所吸收，例如活生生、醉醺醺、虛飄飄、慢悠悠、鬧哄哄、花

簇簇等，元曲中出現的疊字，讀來生動，可能是元代記錄歌詞的方式更加地忠於

歌唱所致（陸正藍，2007，頁 96）。 

 八十九首譯詞中有多處的複疊修辭應用，可分有疊字與疊詞兩種，茲舉例說

明如下： 

（1）疊字 

例一：夜霧晚淒淒〈古情歌〉 

 天理固昭昭〈婚禮進行曲〉（蕭而化） 

例二：樂洋洋、兩茫茫、淚汪汪〈紡紗曲〉（周學普） 

例三：棉樹叢叢、生活融融〈狄西蘭〉（海舟） 

（2）疊詞 

例一：今日？何日？何日？〈女儐相之歌〉 

 向南面再向南面〈當燕子南飛時〉（蕭而化） 

例二：奈何奈何〈憶別離〉（海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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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看呀！看呀！」、「來呀！來呀！」、「齊來歌唱，齊來歌唱，慶祝豐年。」

〈豐年〉（王毓騵） 

（四） 譬喻 

譯詞中所出現的譬喻多為明喻，亦即本體、喻詞喻體同時出現，其中主體居於主

要的地位。唯有一處應用了隱喻，其本體、喻詞、喻體同時存在，而且本體與喻

體有著好像結合為一體的關係，兩者地位同等重要（黃麗貞，1999，頁 39）。茲

舉例說明如下： 

（1）明喻 

例一：小漁船，如落葉隨風浪任飄蕩〈海上奇遇記〉 

 那山裡時有大山洪，狂奔像萬馬脫韁〈高山薔薇開處〉（蕭而化） 

例二：新月如眉〈羅莽湖邊〉 

 更有那人間歡愛，飛去如飄絮〈最後的玫瑰〉（海舟） 

（2）隱喻 

海舟的譯詞裡說著「她是幸福天使」，為唯一一處的隱喻修辭。 

（五）感嘆 

茲以周學普的譯詞舉例說明感嘆修辭的應用。周學普的改寫歌詞部分有八處運用

了感嘆詞，其中五處同出於〈小夜曲〉一曲之中，例如「那嫵媚柔和的聲音，啊」、

「說啊！愛人，那 好聽的字眼，啊！」，其他三處的感嘆修辭，有增添嘆詞者，

如「啊，請你再訴說一遍。」，也有增添助詞者者，如「兒啊，你莫悲傷。」。還

有一處歌詞「哦，每當夕陽將西下。」譯自原詞「Lo, while the zephyr of nightfall.」，

其中的嘆詞「哦」，為將詞意為「看」的「Lo」字，改以音譯來替，換上了感嘆

的語氣。 

（六）排比 

將同性質、同範疇的事象、情思，用三個或三個以上結構相同或相似的詞組或句

子，逐一排列起來，這種修辭手法，即為排比（黃麗貞，1999，頁 428）。排比

的作用在於表現出嚴整的結構與井然的條理，可使意象充分表達，讓讀者情緒得

以充分抒發（杜淑貞，2000，頁 415）。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在山上有石壁、石屋、石廳堂〈啊頓河〉 

 夜色如夢如煙，美麗寂靜悠閒〈散塔蘆淇亞〉（蕭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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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難拋貪嗔痴愛〈箜篌引〉（海舟） 

例三：凡有困苦顛沛流離〈小伯利恆歌〉 

 盡心盡意盡力量〈趕快工作〉（劉廷芳） 

（七）設問 

將已確定的意見，故意運用疑問句式來表達，以引人注意，啟發思考、凸顯論點、

加深印象，即為設問（黃麗貞，1999，頁 173）。黃慶萱進而將設問分成兩種，

一種為內心確有疑問的設問，稱為「釋己疑」，另一種為雖設了問，但心中已有

定見的「釋人疑」（黃慶萱，2010，頁 47）。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一：何處歌喉悠遠〈散塔蘆淇亞〉 

 今日何日兮〈婚禮進行曲〉（蕭而化） 

例二：驕佚如今安在〈箜篌引〉 

 彼何人斯？彼家何在？〈當我行過麥堆〉（海舟） 

例三：你有時會想起我麼？〈西班牙騎士〉（張易） 

     譯者除了增添設問的語氣之外，亦有將原詞的設問句轉為直述句者，像是

海舟在〈憶別離〉一首中，原詞「will you think of me and love me, as you did once 

long ago?」的設問語句，還帶著期許，冀望深情依舊，但海舟將它轉為直述句，

譯為「你我情深，呵，我的愛人，今時何似別離時。」，明白地感嘆著如今已不

若當年那般的情深意濃。 

（八）誇張 

誇張修辭的基本功能在於將本意做過分的渲染，渲染的方向有時為往上擴升，有

時為往下縮降（黃麗貞，1999，頁 232）。譯詞中所見到的誇張修辭皆為往上擴

升型，茲列出譯詞中的誇張修辭應用如下：  

例一：聲聲薄雲霄〈晚鐘〉（周學普） 

例二：笑斷肚腸〈康城賽馬歌〉（張易） 

例三：逆浪雖滔天〈信心基礎〉（劉廷芳） 

（九）映襯 

將兩種相關、相對或相反的事物，或者某一事物本身相關、相對或相反的兩個方

面，一併提出，使之彼此相形容、相映照、相襯托，用以表達深遠的意涵，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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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種道理，這種修辭法是為映襯（黃麗貞，1999，頁 72）。以蕭而化的譯詞為

例，他在〈聽那杜鵑啼〉一曲中，運用了映襯中有關關聯性的對襯修辭，譯寫著

「那時杜鵑歌聲美，聽起來，真可喜，現在杜鵑聲轉悲，其聲悽苦叫人聽了徒流

淚。」，將今昔的不同，心境的不同，在相同的字詞關聯之下，藉由對照表現出

悲苦的情緒。 

（十）回環 

回環將兩個相同的詞語或句子，以首尾相反的序次排列，構成迴轉的形式（黃麗

貞，1999，頁 337）。此種修辭僅出現在蕭而化的譯詞之中，說著「它愈啼愈哀，

愈哀還愈啼」，表現出回環的修辭法。 

（十一）頂真 

頂真是一種使用相同字、詞或句的緊密承接，寫成形式上前頂後接，首尾蟬聯，

環環相扣的結構情況（黃麗貞，1999，頁 447）。茲列出譯詞中的頂真修辭應用

如下： 

例一：最美麗是山頂穿雲，雲上山半映斜陽。〈高山薔薇開處〉 

 使我恍惚如入夢，夢中情景似當年。〈伊的笑容〉（蕭而化） 

例二：消滅死亡賜再生，再生宏福萬古長。〈新生王〉（劉廷芳） 

二、各譯者之修辭應用 

八位譯者所譯八十九首譯詞裡的修辭應用記於附錄三的備註欄中，各譯者之各項

修辭的應用次數與每首機率統計如下表，其中的每首機率數值為以該修辭應用次

數除以該譯者所譯總曲數而得，本文設定以數值 0.50（亦即每兩首歌曲就運用一

次該修辭）為劃分常用與否之基準，大於 0.50 者即為譯者常用之修辭。周學普

共譯有十九首，其中有兩首〈野玫瑰〉，曲調不同但譯詞相同，故總曲數僅以十

八首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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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八位譯者之譯配詞的修辭應用次數與頻率統計 

譯

者 

(曲數) 

修 

辭 

對

偶 

譬

喻 

複

疊 

摹

狀

感

歎

設

問

排

比

誇

張

回

環

映

襯 

頂

真 

總

計

蕭

而

化 

(22) 

次數 32 15 23 55 8 5 2 0 1 0 2 144

每首

頻率 1.45 0.68 1.05 2.50 0.36 0.23 0.09 0 0.05 0 0.09 6.55

周

學

普 

(18) 

次數 9 1 5 11 6 1 1 1 0 0 0 37

每首

頻率 0.47 0.05 0.26 0.58 0.33 0.05 0.05 0.05 0 0 0 1.95

海

舟 

(15) 

次數 15 5 22 9 4 5 1 0 0 1 0 61

每首

頻率 
1.00 0.27 1.47 0.60 0.27 0.33 0.07 0 0 0.07 0 

4.07

張

易 

(15) 

次數 6 3 5 4 3 1 0 1 0 0 0 23

每首

頻率 
0.43 0.21 0.36 0.29 0.21 0.07 0.0 0.07 0.0 0.0 0.0 

1.64

劉

廷

芳 

(10) 

次數 2 0 1 2 2 1 2 1 0 0 1 12

每首

頻率 0.20 0 0.10 0.20 0.20 0.10 0.20 0.10 0 0 0.10 1.2

王

飛

立 

(4) 

次數 2 0 0 0 0 1 0 0 0 0 0 3 

每首

頻率 0.50 0 0 0 0 0.25 0 0 0 0 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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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作

人 

(2) 

次數 3 0 0 0 0 0 0 0 0 0 0 3 

每首

頻率 

1.5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王

毓

騵 

(2) 

次數 2 1 6 1 1 1 0 0 0 0 0 12

每首

頻率 1.00 0.50 3.00 0.50 0.50 0.50 0 0 0 0 0 6 

 譯詞歌曲達十首以上的有蕭而化、周學普、海舟、張易、劉廷芳五位譯者，

這些譯者所應用的修辭法皆在七種以上， 多者為蕭而化，共有九種。五位譯者

皆有使用的修辭為對偶、複疊、摹狀、感歎、設問五種，其餘的修辭中，譬喻與

排比各有四位譯者使用，誇張有三位使用，頂真有兩位使用，唯有一位譯者使用

的修辭為蕭而化所用的回環，以及海舟所用的映襯，而蕭而化與海舟亦同時是平

均每首之修辭應用頻率 高的兩位譯者。 

以平均每首之修辭應用頻率來看，五位譯者的平均值為 3.06， 高者為蕭而

化，平均每首會使用 6.55 次修辭，次高者為海舟，平均值為 4.07，其餘三位皆

低於平均值，周學普位居第三，數值降到了 1.95，張易與劉廷芳兩位數值 低，

分別為 1.64 與 1.2。 

本文設定每首頻率大於 0.50 者為譯者常用之修辭，以此基準來看，蕭而化

常用的修辭依高低順序依次為摹狀、對偶、複疊、譬喻四種，周學普僅有摹狀一

種，海舟依序為對偶、複疊、摹狀三種，張易與劉廷芳皆無頻率達到 0.50 的修

辭。由此可見，蕭而化、周學普與海舟這三位譯者共通的常用修辭即為摹狀，而

蕭而化與海舟這兩位每首頻率 高的譯者，共通常用的修辭尚有對偶與複疊兩

種。 

對偶修辭分有當句對與句子間的對偶，五位譯者皆有應用當句對，使用頻率

高的依序為海舟（0.6）與蕭而化（0.41）兩位譯者，其餘三位譯者稍低（0.20

～0.29）。在句子對偶部分，細分有單句對、分段對與跳句對三種，三種形式皆

有應用的譯者為蕭而化與海舟，而除了劉廷芳之外，其餘四位譯者皆有使用單句

對，分段對的部分有三位譯者使用，分別為蕭而化、周學普與海舟，跳句對則有

蕭而化與海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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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摹寫修辭而言，在譯詞中出現的有視覺、聽覺、嗅覺與觸覺四種描摹，五

位譯者皆有使用的為視覺描摹，其中蕭而化的應用頻率（1.05）高出其他四位譯

者（0.07～0.27）三倍左右。聽覺描摹除了劉廷芳之外，其餘四位譯者皆有使用，

應用頻率仍是蕭而化（0.41） 高。使用嗅覺描摹的僅有蕭而化與張易兩位譯者，

而觸覺描摹僅有周學普使用。 

在譬喻修辭部分，除了劉廷芳之外，其餘四位譯者皆有使用，幾乎皆為明喻，

唯一一次的隱喻為海舟所使用，在譬喻的使用頻率上亦是蕭而化（0.68）遠高於

其他譯者（0.05～0.27）。 

 複疊修辭分有疊字與疊詞兩種，五位譯者皆有使用複疊修辭，使用的幾乎皆

是疊字形式，海舟的使用頻率（1.47） 高，蕭而化（1.09）次之，皆遠高於其

他三位譯者（0.1～0.35）。疊詞僅有蕭而化使用兩次，以及海舟使用一次。 

 在王飛立、丁作人與王毓騵這三位所譯曲數少的譯者中，王飛立與丁作人

的修辭應用少，王毓騵多些，不過王毓騵的部分可能是因其所譯的〈母親〉一曲

並未找到原詞比對，因而整首所出現的修辭皆歸為其所應用之修辭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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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歌詞翻譯裡的音樂特質 

 

本章將針對 Nord 所言之超音段成分要素進行分析。Nord 提及的超音段成分要素

主要包括有韻腳、文體的標點，以及重音這三點。在韻腳方面，用韻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透過押韻將渙散的聲音連絡貫穿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曲調（朱光潛，

1994，頁 219），而用上了韻，也就讓歌詞本身構築出音樂特質的表現（陸正藍，

2007，頁 173），亦可幫助聽者記憶，易於傳唱，本章的第一節將會針對譯詞的

韻腳進行分析。關於 Nord 所言文體的標點，歌詞裡行句標點所擔負的功能，比

一般文體來得更為重要。歌曲的音樂節奏在於樂音的強弱、長短、快慢與休止停

頓這些要素上，而歌詞裡詞語組合的句逗、口氣則須與音樂節奏之停頓與呼吸配

合，本章的第二節將會探討譯詞的節奏。此外，對於重音的討論，因西方語言由

音節構成，有輕重音之分，當化入歌曲的型態裡，考量的重點即在於歌詞的輕重

音所構成的節律，而中文歌詞的輕重音除了在於表現歌曲表情之處，更是滲入了

歌詞的每一個字，要考量四聲聲調高低與曲調高低的搭配，本章的第三節即為就

譯詞聲調所做的說明。 

 Nord 在媒介此一因素的說明中，提及文本不僅僅只是書面或口說二分的形

式，有些文本是由口說內容轉以書面的方式來呈現，如目擊證人的陳述，有些文

本是以書面寫出的口說稿本，如廣播稿（頁 57）。而《101 世界名歌集》此一文

本的媒介形式為書面的出版品，但其根本特質為寫來彈唱的文本。歌詞的意境與

美感當然可從字裡行間觀得，但整體的表現則仍須仰賴口耳的唱和與聆聽，而字

裡行間與口耳之間的唯一差異則是來自於歌詞的音樂特質。歌詞的音樂特質主要

體現在韻腳、節奏、聲調等處（薛范，2001，頁 56）。本章將主要針對各個譯

者每一首譯詞的韻腳予以分析，歸納出譯者的用韻狀況，接著，將藉譯者譯詞的

實例，說明歌詞翻譯應當注意的節奏與聲調常規。 

 

第一節 韻腳 

中文用韻的歷史悠久，在《詩經》這本 為古老的詩歌總集中，這些可以詠唱的

民間歌謠基本上皆有韻。用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透過押韻將渙散的聲音連絡貫穿

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曲調（朱光潛，1994，頁 219），用上了韻，即構成了歌

詞本身的音樂特質（陸正藍，2007，頁 173），也幫助聽者記憶，易於傳唱。實

際上，多數傳唱的歌曲也都有用韻。但詩與歌是否一定要用韻，則多有爭論，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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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藍（2007）認為現代歌詞對於押韻與否的彈性很大，對韻的追求並不嚴格，像

是ㄣ韻與ㄥ韻通押、沒有遵循起碼的雙句押韻等，雖顯混亂，但很少有人覺得如

此疏韻會使得歌詞失去了與歌曲相應的能力（頁 177），像是 1946 年發表的〈望

你早歸〉這一首台灣歌謠，那卡諾寫作的歌詞並未用韻，詞句長度也有長有短，

並不工整，不合當初寫詞的一般規範（杜文靖，2005，頁 164），但這首歌卻大

為流行，多年傳唱不墜，亦可見得用韻與否並非歌詞寫作的必要因素。 

 在此將分析各譯者用韻與否以及各譯詞押韻的狀況。押韻意指當歌詞末尾的

後一個音節的音素按一定的規律，與另一詩行的 後一個音節彼此相合（薛

范，2001，頁 80）。在中國詩歌裡，韻會安排在句末，因為句末皆是意義與聲音

較大的停頓處，因此押韻又稱押韻腳（周碧香，1998，頁 113）。韻腳的判斷，

林香薇（2008）提出了三個依據準則，其一為詩句末字所屬的韻母也出現在其他

詩句末字處，其二為若出現在不同段落，或是同一段中相隔三句（含）以上且中

間有其他韻腳者則不為韻腳，其三為如出現在不同段落，但出現的行次有規律

性，則亦可視為韻腳（頁 2）。要判斷韻腳前，首先還須分行分句，行句基本的

判斷原則為有句逗處為行句所斷之處，如遇拍子較長處以及樂曲停頓處，亦可視

為應入韻處（劉祐銘，2010，頁 64–65）。除了同韻母處為韻腳，有些語音相近

的韻轍亦可通押。劉祐銘（2010）所整理之可通押的韻包括有： 

- ㄤ、ㄢ、ㄨㄢ 

- ㄧㄢ、ㄩㄢ、ㄝ、ㄟ 

- ㄛ、ㄡ、ㄨㄥ、ㄩㄥ、ㄥ 

- ㄣ、ㄨㄣ、ㄥ 

- ㄨㄥ、ㄩㄥ、ㄥ 

- ㄧ、ㄩ、ㄧㄣ、ㄧㄥ、ㄩㄣ 

在十三轍中，空韻（ㄓ、ㄔ、ㄕ、ㄖ、ㄗ、ㄘ、ㄙ）與ㄧ、ㄩ、ㄦ同屬「一

七轍」，可放在一起押韻，劉祐銘表示在其分析的國語流行歌曲中並不見此通押

現象，故未列在上述通押的韻裡。本文仍將空韻編入通押之列，再依薛范所提ㄦ

韻通常不與其他韻通押的規則（頁 84），將空韻所屬的通押調整為空韻與ㄧ、ㄩ、

ㄧㄣ、ㄧㄥ、ㄩㄣ可通押。各譯詞的押韻狀況標註於附錄一中，同韻者以相同字

元框線標出。 

在用韻的類型上，林香薇（2008）分有八種，分別為 1、全詩主要押一個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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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夾雜其他韻腳，用韻不整齊；2、一韻到底，偶有少數例外；3、前幾段一韻，

末段另起一韻或兩韻，偶有例外；4、前面幾段一韻，偶有例外，末段則不押韻

或押韻較不規律；5、兩段夾雜，沒有一定的規律；6、前一段一韻，後幾段一韻；

7、一段一韻，偶有例外；8、奇數段落一韻，偶數段落一韻（頁 3–5）。本文依

所分析的譯詞狀況，將用韻類型依整齊、規律性由高而低排列，調整為下列十三

種： 

- 一韻到底 

- 兩段同韻，另一段整段押另一韻 

- 一段一韻 

- 一段一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 整首主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 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段落皆夾雜他韻 

- 各段落副歌前同韻，副歌另一韻 

- 各段落皆有相同兩韻交雜 

- 兩段兩韻交雜（有交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主要押一韻，夾雜他韻 

-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 有段落主要押一韻，夾雜他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 

一韻到底意指整首歌詞只押一個韻，這可讓歌詞在音韻上有單純、和諧的整

體感。一韻到底並非要求句句押韻，約定俗成的要求是奇數行可押可不押，偶數

句必定要押，若多句押韻則會有韻密的整體感。不過，一韻到底有時會讓較長的

歌詞出現單調沉悶之感，因此，譯者亦可用換韻來豐富整體的表現，甚或與音樂

的情緒轉換相搭配。換韻有一段一韻的方式，整個段落押同韻，到另一個段落處

才改押他韻，另外也有段落中換韻，在同一段落之中即換了一個韻，若是整首主

要押同一個韻，只有部分行句出現他韻，則稱之夾雜他韻。另外，除了前三種用

韻類型之外，皆有可能配以交韻的段落中換韻方式。交韻為兩韻交叉進行，奇數

句與奇數句押韻，偶數句與偶數句押韻，例如〈伊的笑容〉中的「怒海狂濤如壁

立，翻身倒下似崩天，所歷艱危不勝計，出生入死幾多遍」，「立」與「計」押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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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天」與「遍」押ㄧㄢ韻。 

各譯詞的用韻情形將依上述的韻腳、通押、用韻類型歸類，併同分析未入韻

句數，以整理出譯者的用韻情形。 

一、各譯者的用韻情形  

（一）蕭而化 

蕭而化二十二首譯配詞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 

表 4–1 蕭而化譯配詞用韻狀況 

曲名 韻 押韻類型 入韻句數 

〈風鈴草〉 ㄠ 一韻到底 句句入韻 

〈啊頓河〉 ㄡ、ㄛ通押 

ㄢ、ㄤ通押 

ㄟ韻 

ㄧ韻 

有段落主要押一韻，夾雜他

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一句未入韻（7/32） 

〈散塔蘆淇亞〉 ㄢ韻 

ㄞ韻 

ㄚ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段落

皆夾雜他韻 

句句入韻 

〈聽那杜鵑啼〉 ㄧ、ㄧㄥ通押 

ㄟ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

落夾雜他韻 

句句入韻 

〈肯達基老家鄉〉 ㄢ、ㄤ通押 

ㄟ、ㄧㄢ通押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

落夾雜他韻 

句句入韻 

〈我心戀高原〉 ㄧ韻 

ㄝ、ㄧㄢ通押  

兩段同韻，另一段整段押另

一韻 

十三句未入韻（13/24；偶

數句入韻，只一句例外）

〈海上奇遇記〉 ㄢ、ㄤ通押 

ㄟ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

落夾雜他韻 

句句入韻 

〈當燕子南飛時〉 ㄧㄢ、ㄝ通押 

ㄧ、ㄧㄣ通押 

ㄣ、ㄥ通押 

ㄤ韻 

一段一韻，其他段落有段落

中換韻 

六句未入韻  

（（6/27） 

〈老黑嚼〉 空、ㄩ通押 

ㄛ韻 

ㄝ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段落

皆夾雜他韻（有交韻） 

句句入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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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何由醉〉 ㄟ、ㄝ通押 

ㄧ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

落夾雜他韻 

兩句未入韻（2/14） 

〈昨夜〉 ㄣ、ㄥ通押 

ㄧ、空韻通押 

ㄟ韻 

一段一韻，其他段落有段落

中換韻 

兩句未入韻 

（2/24） 

〈高山薔薇開處〉 ㄤ韻 

ㄩㄣ、ㄧㄥ通押

ㄨㄥ、ㄥ通押 

ㄟ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

有段落中換韻（有交韻） 

七句未入韻 

（7/30） 

〈再見〉 ㄞ韻 

ㄧㄢ韻 

ㄢ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

有段落中換韻（有交韻） 

六句未入韻 

（6/26） 

〈野玫瑰〉 ㄟ韻 

ㄜ韻 

ㄣ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段落

皆夾雜他韻（有交韻） 

六句未入韻 

（6/21） 

〈少年樂手〉 ㄢ、ㄤ通押 一韻到底 四句未入韻 

（4/16） 

〈古情歌〉 空、ㄧ、ㄧㄣ、

ㄧㄥ韻通押 

ㄨ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

落夾雜他韻（有交韻） 

十一句未入韻（11/42） 

〈你會將我想起〉 ㄟ韻 

空、ㄧ、ㄩ通押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

落夾雜他韻（有交韻） 

三句未入韻 

（3/17） 

〈催眠曲〉 ㄟ韻 

ㄩ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 四句未入韻 

（4/16）  

〈我的邦妮〉 ㄞ韻 

ㄤ韻 

空、ㄧ韻通押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

有段落中換韻 

句句入韻 

〈伊的笑容〉 
ㄧㄢ、ㄩㄢ韻通

押 

ㄧ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

落夾雜他韻（有交韻） 

十一句未入韻 

（11/36） 

〈女儐相之歌〉 ㄢ、ㄤ通押 一韻到底 三句未入韻 



 73

（3/24）   

〈婚禮進行曲〉 ㄠ韻 

ㄧ、ㄧㄥ韻通押

整首主要押一韻，夾雜他韻

（有交韻，只有一段） 

十句未入韻（10/29） 

在蕭而化的二十二首譯配詞中，就所押之韻的數目來看，由高至低依序為兩

個韻（十首）、三個韻（六首）、一個韻（三首）、四個韻（三首），押 多的

為ㄟ／ㄧㄢ／ㄝ通押的韻，共出現在十五首譯詞裡，空／ㄧ／ㄩ／ㄧㄩ／一ㄥ／

ㄧㄣ通押的韻次之，共有十四首，接下來為ㄢ／ㄤ通押的韻，有十首，之後依次

為ㄞ韻（三首）、ㄣ／ㄥ（兩首）、ㄠ（兩首），其餘的韻皆只有一首。  

在用韻類型上，「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的譯詞 多，共

有七首。有三首譯詞整首所押的韻都相同，一韻到底，其中一首句句成韻，其餘

兩首的入韻句數比例皆在 75％以上，而這三首中有兩首為蕭而化創作的全新歌

詞。除此之外，各有三首譯詞屬「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段落皆夾雜他韻」、「有

段落主要押一韻，夾雜他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與「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而換韻並不甚規律的「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一類，蕭

而化只有一首。整體上押韻的整齊與規律性頗高。另外，共有八首譯詞出現交韻。

以未入韻句數來看，句句入韻的歌曲數 多，共有七首，韻密程度達 75％以上

（未入韻句數比例小於 25％）的歌曲共有十七首，佔總曲數的 77％，所有譯詞

的平均韻密程度為 83％。 

（二）周學普 

周學普譯有十九首，其中有兩首〈野玫瑰〉，曲調不同但譯詞相同，故表中僅列

出一首。周學普譯配詞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 

表 4–2 周學普譯詞用韻狀況 

曲名 韻 用韻類型 入韻句數 

〈聖母頌〉 ㄚ韻 

ㄞ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夾

雜他韻（只有一段）

三句未入韻（2/16）

〈聖母頌〉 ㄚ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夾

雜他韻（因行句重覆

而有交韻，只有一

段） 

三句未入韻 

（3/15） 

〈樅〉 ㄨㄥ韻 各段落皆有相同兩 句句入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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ㄣ韻 

空、ㄩ通押 

ㄟ韻 

韻交雜（因行句重覆

而有交韻） 

〈水車廠中〉 ㄨㄥ、ㄡ通押 

ㄣ韻 

ㄧㄥ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因行句重覆而有

交韻） 

兩句未入韻（2/11）

〈主之降臨〉 ㄣ、ㄥ通押 

ㄧㄣ、ㄩㄣ、ㄧㄥ通

押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 

句句入韻 

〈紡紗曲〉 ㄤ韻 一韻到底 兩句未入韻（2/16）

〈羅蕾萊〉 ㄤ、ㄢ通押 

ㄚ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有交韻） 

七句未入韻（7/27）

〈你你〉 ㄠ韻 

ㄤ韻 

一段一韻 兩句未入韻（2/10）

〈野玫瑰〉 ㄟ韻 

ㄧ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七句未入韻（7/21）

〈請聽雲雀〉 ㄧㄥ韻 

ㄥ、ㄨㄥ通押 

ㄧ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因行句重覆而有

交韻） 

兩句未入韻（3/24）

〈你那碧藍眼睛〉 ㄨㄛ韻  一韻到底 八句未入韻（8/16）

〈Sandmännchen 〉／〈催

眠曲〉 

ㄛ韻  一韻到底 十句未入韻（9/21）

〈Schlummerlied〉／〈搖籃

曲〉 

ㄟ韻 

ㄧ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一句未入韻（1/14）

〈小夜曲〉 空、ㄧ、ㄩ通押 

ㄨㄥ韻 

ㄧㄥ、ㄧㄣ通押 

ㄢ、ㄨㄢ通押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四句未入韻（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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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ㄢ韻 

〈Wiegenlied〉／〈催眠曲〉 ㄠ韻 

ㄤ韻 

ㄧㄥ、ㄧ、ㄧㄣ通押

ㄛ韻 

ㄠ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一段中有交韻）

兩句未入韻（2/27）

〈Wiegenlied〉／〈搖籃歌〉 ㄟ韻 

ㄧ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主要押一

韻，夾雜他韻 

兩句未入韻（2/12）

〈晚鐘〉 ㄝ韻 

ㄠ韻 

ㄟ韻 

ㄩ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五句未入韻（5/18） 

 

〈至聖〉 ㄥ韻 

ㄨ韻 

段落中換韻（有交

韻；只有一段） 

一句未入韻 

（1/8） 

周學普的十八首譯詞中，就所押之韻的數目來看，由高至低依序為兩個韻（八

首）、一個韻（四首），其餘三個、四個、五個韻的譯詞各有兩首，押 多的為

空／ㄧ／ㄩ／ㄧㄣ／ㄩㄣ／一ㄥ通押的韻，共有十二首，押ㄟ韻與ㄝ韻的譯詞共

有五首，各有四首的韻為ㄨㄥ／ㄡ通押、ㄣ／ㄥ通押、ㄤ韻與ㄠ韻，ㄚ韻有三首，

ㄛ韻有兩首，其餘的韻皆只一首。  

在用韻類型上，屬「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的譯詞 多，共有五首，有三首

一韻到底，但只有一首的韻密程度在 75％以上，其餘兩首的韻密程度只在 50％

左右。除此之外，各有兩首譯詞屬「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整體上押韻的整齊與規律性偏低。

另外，共有十首譯詞出現交韻，但其中有四首是因行句重複而有交韻的押韻方

式。以未入韻句數來看，句句入韻的歌曲有兩首，韻密程度達 75％以上的歌曲

共有十二首，佔總曲數的 67％，所有譯詞的平均韻密程度為 81％。 

（三）海舟 

海舟所譯十五首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 

表 4–3 海舟譯詞用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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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名 韻 用韻類型 入韻句數 

〈安娜羅荔〉 空、ㄧ、ㄩ通押 

ㄤ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四句未入韻（4/24）

〈億舊游〉 ㄤ、ㄢ通押 

ㄧㄢ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有交韻；同韻） 

句句入韻 

〈依然在我心深處〉 ㄨ韻 

ㄩ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ㄧ句未入韻（1/16）

〈君憶否〉 空、ㄧ通押 

ㄟ韻 

ㄚ韻 

ㄡ韻 

ㄠ韻 

ㄨ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有兩處交韻，其

一因行句重複而有

交韻） 

兩句未入韻（2/30）

〈當我行過麥堆〉 ㄝ、ㄟ通押 

ㄞ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段落中皆有相同

兩韻） 

一句未入韻（5/24）

〈狄西蘭〉 ㄤ、ㄢ通押 

ㄧ韻  

各段落副歌前同

韻，副歌另一韻（韻

腳皆為「西」字） 

六句未入韻（6/30）

〈我怎能離開你〉 空、ㄧ通押 

ㄨㄥ、ㄡ通押 

ㄠ韻 

ㄨ韻 

兩段兩韻交雜（有交

韻），其他段落有段

落中換韻 

兩句未入韻（2/24）

〈憶別離〉 空、ㄧ通押 

ㄛ韻 

ㄜ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兩句未入韻（2/18）

〈朱尼妲〉 ㄞ韻 

ㄨ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一段三

兩句未入韻（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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ㄟ韻 

ㄠ韻 

空、ㄩ、ㄧ通押 

組交韻，有一韻三組

相同，一段兩組交

韻） 

〈喀淋麥芙寧〉 空、ㄧㄥ、ㄧ、ㄩ通

押 

ㄢ、ㄤ通押 

ㄡ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有兩組交韻，其

一因行句重複而有

交韻） 

七句未入韻（7/42）

〈羅莽湖邊〉 ㄠ韻 

空、ㄧ、ㄩ通押 

ㄢ韻 

ㄨ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副歌有交韻） 

八句未入韻（8/44）

〈水濱牛犬〉 ㄨ韻 

ㄚ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 

五句未入韻（5/26）

〈箜篌引〉 ㄤ、ㄢ通押 

ㄞ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 

八句未入韻（8/16）

〈 後的玫瑰〉 ㄨㄥ、ㄡ通押 

ㄨ韻 

空、ㄩ通押 

一段一韻，其他段落

有段落中換韻 

十句未入韻（10/24）

〈秋日催眠曲〉 ㄝ韻 

ㄚ韻 

ㄨ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三韻規律交雜，

一句例外） 

一句未入韻（1/16）

海舟的十五首譯詞中，就所押之韻的數目來看，由高至低依序為兩個韻（七

首）、三個韻（四首）、四個韻（兩首）、五個與六個韻（各有一首），沒有一

韻到底的譯詞。押 多的為空／ㄧ／ㄩ／ㄧㄩ／一ㄥ／ㄧㄣ通押的韻，共有十

首，ㄨ韻次之，共有八首，ㄢ／ㄤ通押的韻有六首，ㄟ／ㄝ通押與ㄠ韻各有四首，

之後依次為ㄞ韻（三首），ㄚ韻、ㄡ韻與ㄨㄥ／ㄡ通押（各有兩首），其餘的韻

皆只一首。 

在用韻類型上，屬「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的譯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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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六首，另各有三首譯詞屬「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與「各

段皆有段落中換韻」。〈秋日催眠曲〉一曲的押韻方式較為特別，為一段落中句

式相同的兩小段對應而成韻，像是第一段中的第一句與第五句同押「ㄝ」韻，第

三句與第七句同押「ㄨ」韻，第四句與第八句同押「ㄚ」韻。另共有七首譯詞出

現交韻，其中〈朱尼妲〉一首的交韻應用得 多，有一個段落出現了三組交韻，

而三組中所交兩韻中的一韻皆相同，另一個段落也有兩組交韻。以未入韻句數來

看，句句入韻的歌曲只有一首，但韻密程度達 75％以上的歌曲高達十三首，佔

總曲數的 87％，且其中就有五首的韻密程度達 90％以上。所有譯詞的平均韻密

程度為 83％，但若除卻韻密程度未達 75％以上的兩首歌曲，則十三首的平均韻

密程度高達 88％。 

（四）張易 

張易所譯十五首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 

表 4–4 張易譯詞用韻狀況 

曲名 韻 用韻類型 入韻句數 

〈往事難忘〉 空、ㄩ通押 

ㄤ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有交韻） 

兩句未入韻（2/24）

〈馬撒永眠黃泉下〉 ㄤ韻 

ㄟ、ㄧㄢ通押 

ㄚ韻 

ㄣ、ㄥ通押 

ㄧㄣ、ㄧ通押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九句未入韻（9/36）

〈現在白晝已過〉 ㄛ、ㄨㄥ通押 

ㄤ、ㄢ通押 

兩段同韻，另一段整

段押另一韻 

六句未入韻（6/12）

〈如果〉 ㄧ、ㄩ通押  一韻到底 七句未入韻（7/16）

〈羅賓阿黛〉 ㄞ韻 一韻到底 四句未入韻（4/15）

〈盪動在深海的搖籃裡〉 空、ㄧ、ㄩ通押 

ㄟ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因行句重複而有

交韻） 

八句未入韻（8/20）

〈小寶睡〉 ㄟ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因 四句未入韻（5/15）



 79

ㄤ、ㄢ通押 行句重複的兩韻腳

而成韻），其他段落

有段落中換韻 

 

〈和且柔〉 ㄡ韻 

ㄟ韻 

一段一韻 三句未入韻（3/16）

〈哦，簡妮微〉 空、ㄩ、ㄧ、ㄧㄣ、

ㄧㄥ通押 

ㄣ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六句未入韻（6/24）

〈康城塞馬歌〉 ㄧ、ㄩ通押 

ㄤ、ㄢ通押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 

十句未入韻（10/24） 

 

〈征人別離歌〉 ㄧ韻 

ㄣ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因行句重複而有

交韻） 

三句未入韻（3/16） 

 

〈西班牙騎士〉 ㄤ韻 

ㄛ韻 

各段落副歌前同

韻，副歌另一韻 

句句入韻 

〈東方三王〉 ㄩㄣ、ㄧㄥ、ㄧㄣ通

押 

ㄨㄣ、ㄣ通押 

整首主要押一韻，所

有段落皆夾雜他韻

（有交韻，同韻，因

副歌重複） 

五句未入韻（5/24）

〈老營地〉 ㄧ、ㄧㄥ通押 

 

一韻到底 四句未入韻（4/36）

〈北方男兒〉 ㄧㄥ、ㄩㄣ、ㄧㄣ通

押 

ㄢ韻 

ㄨㄣ、ㄥ通押 

ㄚ韻 

ㄣ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 

九句未入韻（9/24）

張易的十五首譯詞中，就所押之韻的數目來看，由高至低依序為兩個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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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一個韻（三首）與五個韻（兩首），押 多的韻為空／ㄧ／ㄩ／ㄧㄩ／一

ㄥ／ㄧㄣ通押的韻，共有十首，ㄢ／ㄤ通押次之，共有五首，ㄟ／ㄧㄢ通押有四

首，ㄣ／ㄥ通押、ㄨㄣ／ㄣ／ㄥ通押與ㄛ／ㄡ／ㄨㄥ通押各有三首，各有三首，

ㄚ韻與ㄞ韻各有兩首。 

在用韻類型上，各有三首譯詞屬「一韻到底」、「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

落有段落中換韻」、「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另有兩首屬「整首主要押一韻，

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有六首譯詞出現交韻，其中有三首因行句重複而形成了

交韻。以未入韻句數來看，句句入韻的歌曲只有一首，韻密程度達 75％以上的

歌曲有八首，佔總曲數的 53％，所有譯詞的平均韻密程度為 73％。 

（五）劉廷芳 

劉廷芳所譯十首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 

表 4–5 劉廷芳譯詞用韻狀況 

曲名 韻 用韻類型 入韻句數 

〈夕陽西沉〉 ㄣ韻 

空、ㄩ通押 

ㄨ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有交韻） 

三句未入韻（3/12）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ㄟ韻 

ㄧ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所

有段落皆夾雜他韻

（同一韻腳字） 

句句入韻 

〈新生王〉 ㄤ韻 

空、ㄧ、ㄩ、ㄧㄥ、

ㄧㄣ通押 

ㄥ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有交韻） 

四句未入韻（4/10）

〈信心基礎〉 ㄩㄣ、ㄧㄣ、ㄧㄥ通

押 

ㄞ韻 

ㄤ韻 

ㄣ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六句未入韻（6/30）

〈靈友〉 ㄥ、ㄨㄥ通押 

ㄩㄣ、ㄧㄥ通押 

ㄛ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 

 

六句未入韻（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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ㄨ韻 

〈與主接近〉 ㄧㄣ、ㄩㄣ、ㄧㄥ通

押 

ㄣ、ㄥ通押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同韻） 

五句未入韻（5/18）

〈小伯利恆歌〉 ㄧㄥ、ㄧㄣ、ㄧ、ㄩ

通押 

ㄣ、ㄥ通押 

ㄧㄢ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

中有段落夾雜他韻

（有交韻） 

十二句未入韻

（12/32） 

〈萬古磐石〉 ㄞ韻 

ㄝ韻 

空、一通押 

ㄛ韻 

ㄚ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 

三句未入韻（3/18）

〈聖哉此夜(平安夜) 〉 ㄝ、ㄧㄢ通押 

ㄚ韻 

ㄥ韻 

ㄠ韻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 

五句未入韻（8/18） 

 

〈趕快工作〉 ㄧㄣ、ㄧㄥ通押 

ㄣ、ㄥ通押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七句未入韻（7/24）

劉廷芳的十首譯詞中，就所押之韻的數目來看，各有三首押兩個、三個、四

個韻，有一首押五個韻。 多的韻為空／ㄧ／ㄩ／ㄧㄩ／一ㄥ／ㄧㄣ／ㄩㄣ通押

的韻，共有八首，ㄣ／ㄥ通押有六首，ㄟ／ㄧㄢ／ㄝ通押有三首，ㄤ韻、ㄨ韻、

ㄞ韻、ㄛ韻、ㄚ韻皆各有兩首，其餘的韻皆只有一首。 

在用韻類型上，屬「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的譯詞 多，

共有四首，接下來有三首為「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兩首

為「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沒有一韻到底的歌曲。整體上同押一韻的整齊與規

律性較高。另外，出現交韻的譯詞共有五首。以未入韻句數來看，句句入韻的歌

曲只有一首，韻密程度達 75％以上的歌曲有五首，佔總曲數的 50％，所有譯詞

的平均韻密程度為 73％。 

（六）王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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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飛立所譯四首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就所押之韻的數目來看，押三個韻的有

兩首，一個韻的有一首，另一首押了六個韻，四首中有三首皆有空／ㄧ／ㄧㄩ／

一ㄥ／ㄧㄣ通押的韻，有兩首有ㄣ、ㄥ通押的韻。在用韻類型上，有一首一韻到

底，其他三首皆屬「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的用韻類形，一首有交韻。以未入韻

句數來看，韻密程度達 75％以上的歌曲有兩首，四首譯詞的平均韻密程度為 75

％。 

表 4–6 王飛立譯詞用韻狀況 

曲名 韻 韻腳類型 入韻句數 

〈強固的要塞〉 ㄞ韻 

ㄣ、ㄥ通押 

ㄤ韻 

ㄨ韻 

ㄟ韻 

ㄧ、ㄧㄥ通押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 

七句未入韻（7/27）

〈啊來，忠信的人們〉 ㄣ、ㄥ通押 

ㄚ韻 

ㄧ、一ㄣ通押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 

八句未入韻（8/29）

〈白晝光明漸消逝〉 空、ㄧ、ㄧㄥ通押 一韻到底 三句未入韻（3/12）

〈輕搖，可愛的馬車〉 ㄜ韻 

ㄚ韻 

ㄛ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 

五句未入韻（5/24）

（七）丁作人 

丁作人所譯兩首歌曲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無一韻到底的譯詞，一首為「各段

皆有段落中換韻」，另一首屬「一段一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的用韻類型。

一首押了四個韻，另一首押了兩個韻，兩首韻密程度皆在 75％以上，平均韻密

程度為 81％。 

表 4–7 丁作人譯詞用韻狀況 

曲名 韻 韻腳類型 入韻句數 

〈主來罷，萬能之主〉 ㄤ韻 

ㄜ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

韻 

三句未入韻（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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ㄠ韻 

ㄣ、ㄨㄣ通押 

〈當我頌讀故事〉 空、ㄧ通押 

ㄡ、ㄛ通押 

ㄠ韻 

一段一韻，其他段落

有段落中換韻 

兩句未入韻（2/12）

（八）王毓騵 

王毓騵所譯配兩首的用韻狀況如下表所列。兩首分別押了押一個、六個韻，一首

一韻到底，另一首為「一段一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的用韻類型，平均韻

密程度為 69％。 

表 4–8 王毓騵譯詞用韻狀況 

曲名 韻 韻腳類型 入韻句數 

〈豐年〉 ㄤ韻 一韻到底 兩句未入韻（2/8） 

 

〈母親〉 ㄧㄥ、ㄧㄣ、ㄩ通押

ㄨㄥ、ㄡ通押 

ㄜ韻 

ㄟ韻 

ㄚ韻 

ㄨㄣ、ㄣ通押 

一段一韻，其他段落

有段落中換韻 

十二句未入韻

（12/32） 

二、統整分析 

在此先分析譯詞曲數達十首以上之五位譯者的用韻情形，以及其用韻方式之比例

大小，之後再分析三位曲數少之譯者的用韻情形。  

從所押之韻的數目來看，所有譯者皆是押兩個韻的譯詞 多。蕭而化的譯詞

至多押四個韻，周學普、張易、劉廷芳皆至多押五個韻，海舟則有押至六個韻。

就所押的韻來看，所有譯者所押的 多與次多的韻裡皆有空／ㄧ／ㄩ／ㄧㄣ／ㄩ

ㄣ／一ㄥ通押的韻，除了蕭而化此韻是次多之外，其餘四位皆是此韻 多。蕭而

化押 多的韻為ㄟ／ㄧㄢ／ㄝ通押的韻，而此韻也是周學普譯詞押次高的韻，海

舟譯詞次高的韻為ㄨ韻，而其他四位譯者的譯詞皆少押此韻。張易譯詞次高的韻

為ㄢ／ㄤ通押的韻，此韻也是蕭而化與海舟所押第三高的韻。劉廷芳譯詞次高的

韻為ㄣ／ㄥ通押的韻。此外，比起其他譯者，蕭而化所押之韻的集中程度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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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三高的韻分別在十五首、十四首、十首譯詞中出現，而排第四高的韻就倏地

落至只有三首。 

在用韻類型的部分，茲統計各譯者各類型的應用曲數與比例如下表。 

表 4–9 各譯者用韻類型統計 

            譯者–曲數（比例） 

用韻類型 

蕭而化 

 

周學普 海舟 

 

張易 

 

劉廷芳 

 

比例和

÷ 5 

一韻到底 3（13.6﹪） 3（16.7﹪）  3（20﹪）  10.1﹪

兩段同韻，另一段整段押另一韻 1（4.5﹪）   1（6.7﹪）  2.2﹪

一段一韻  1（5.5﹪）  1（6.7﹪）  2.4﹪

一段一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2（9﹪）  1（6.7﹪）   3.1﹪

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

他韻 

7（31.8﹪） 2（11.1﹪） 3（20﹪） 2（13.3﹪） 4（40﹪） 23.2﹪

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段落皆夾雜

他韻 

4（18.2﹪） 2（11.1﹪）  1（6.7﹪） 1（10﹪） 9.2﹪

各段落副歌前同韻，副歌另一韻   1（6.7﹪） 1（6.7﹪）  2.7﹪

各段落皆有相同兩韻交雜  1（5.5﹪）    1.1﹪

兩段兩韻交雜（有交韻），其他段

落有段落中換韻 

  1（6.7﹪）   1.4﹪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主要押

一韻，夾雜他韻 

 1（5.5﹪）    1.1﹪

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有段落

中換韻 

4（18.2﹪） 2（11.1﹪） 6（40﹪） 3（20﹪） 3（30﹪） 23.9﹪

有段落主要押一韻，夾雜他韻， 

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 

      

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 1（4.5﹪） 6（33.3﹪） 3（20﹪） 3（20﹪） 2（20﹪） 19.6﹪

各譯者總曲數 
22 18 15 15 10 100﹪

蕭而化與劉廷芳所應用 多的用韻類型皆是「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

夾雜他韻」一類，蕭而化與劉廷芳的應用比例在 31～40％左右，其他三位譯者

則是介於 11～20％之間。海舟譯詞中 多的是「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有

段落中換韻」一類，比例為 40％，劉廷芳為 30％，蕭而化、周學普與張易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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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20％之間。周學普應用 多的類型是「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比例為

33.3％，海舟、張易、劉廷芳三人的比例皆為 20％，蕭而化 低，僅為 4.5％。

張易的幾種用韻類型應用得較為平均，並無單一類型特別突出。此外，應用「一

韻到底」的有蕭而化、周學普、張易，三人的應用比例皆介於 13～20％之間。 

根據各譯者用韻類型統計的結果，應用比例 高的為「有段落整段同韻，其

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與「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兩者的比

例皆在 23.5％左右，「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一類的比例略低，為 19.6％，接下

來的類型有「一韻到底」與「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段落皆夾雜他韻」兩種，比

例皆在 9.5％左右，其餘所有的用韻類型比例皆小於 4％。 

五位譯者皆有使用交韻，從應用交韻的歌曲曲數比例來看，周學普 高，達

56％，但其譯詞中的數個交韻皆是因行句重複而形成，若將此重複部分刪去，則

劉廷芳與海舟兩人應用較多，皆在 50％左右，蕭而化與周學普次之，比例皆在

35％左右，而張易同周學普一樣，多有因行句重複而有交韻，去除重複之後，張

易應用交韻的比例 低，僅有 20％。 

從譯詞中的未入韻句數可看韻密與韻疏的狀況，在蕭而化的譯詞中，句句入

韻的歌曲數遠高於其他譯者，其有七首句句入韻，佔總曲數比例達 32％，而其

他四位譯者皆只有一或兩首句句入韻。以韻密程度達 75％以上的歌曲曲數比例

來看，海舟 高，佔了 87％，蕭而化次之，佔了 77％，接下來的是周學普的 61

％，張易與劉廷芳兩人的比例皆在 50％左右。以各譯者所有譯詞的平均韻密程

度來看，蕭而化與海舟兩人的比例 高，皆是 83％，不過，若除卻海舟韻密程

度未達 75％以上的唯二兩首歌曲，其他所有十三首的平均韻密程度則高達 88

％，周學普的比例略低，為 81％，張易與劉廷芳兩人的比例 低，皆為 73％。 

就王飛立、丁作人、王毓騵這三位譯者的八首譯配詞來看，王飛立與王毓騵

各有一首一韻到底的譯詞，另外兩人也都各有一首譯詞押了六個韻。除了一韻到

底的用韻類型之外，王飛立與丁作人皆有使用「各段皆有段落中換韻」的方法，

而丁作人與王毓騵皆有應用「一段一韻，其他段落有段落中換韻」的類型。三人

的平均韻密程度介於 69％到 81％之間。 

三、為韻而改 

所有譯者皆有為了押韻所行之改寫。 為徹底的改寫方式是換上新詞，新生與原

詞不同的景致與情境，例如在〈我心戀高原〉一曲中，原詞「The hills of the 

Highlands for ever I love.」說的是高原上的山丘，而蕭而化譯為「何處 關懷，

夢裡高原月。」，改成了高原上的月，以與此段落同押「ㄝ」韻。同樣地，在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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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往事難忘〉譯詞中，原詞「Now you are come all my fears are removed.」說

的是你已歸來，我已不再擔憂害怕，而蕭而化譯為「你已歸來，我已不再悲傷。」，

之所以譯為悲傷，亦是為了與此段落同押「ㄤ」韻。還有〈老營地〉一首中，原

詞「And friends we love so dear.」一行，張易譯為「再唱一聲親愛的瑪利」，捨棄

了原詞中所說的朋友們，單說「瑪利」一人，亦是為了與此段落同押「ㄧ」韻之

故。 

 除了刪除原詞、改換新詞之外，另有增添詞語以成韻的表現，例如蕭而化將

原詞「But might I of Jove's nectar sup, I would not change for thine.」中琼漿玉露與

妳雙眸相比的敘述，譯為「琼漿和玉液，空高貴，不如你雙眸魅。」，將相比的

兩項增添了「空高貴」與「魅」的形容，使兩行可同押「ㄟ」韻（〈問我何由醉〉）。   

 在不改換新詞的情況下，亦可藉由調整字序或句序的方式，以達押韻的目

的。在調整字序的部份，劉廷芳運用得 多，例如將「增加」轉為「加增」〈信

心基礎〉，將「朋友」轉為「友朋」〈靈友〉；周學普的譯詞亦有這樣的調整，將

未入韻的「歡欣」改為「欣歡」〈小夜曲〉。 

在調整句序部份，有劉廷芳將原詞「When through the deep waters I call thee to 

go」譯為「當我叫你前行，經過苦海深。」〈信心基礎〉，還有張易將原詞「Gwine 

to run all night! Gwine to run all day!」先晚上後白天的順序，調整譯為「白天賽不

夠，晚上再繼續」，即是為了與下一行中「栗色馬讓人賭去」的「去」字押韻。    

 

第二節 節奏 

歌曲的音樂節奏表現在樂音的強弱、長短、快慢與休止停頓這些要素上，而將歌

詞與這些音樂節奏要素搭配時，詞語組合的句逗與口氣即須與音樂的停頓與呼吸

配合，詞語的重音亦須與音樂上的重拍相符，否則就會出現破句、斷句，使人聽

來感覺章法混亂、詞句不通，甚至可能讓聽者誤解（薛范，2002，頁 108）。 

薛范（2002）提出了詞和曲在節奏上的三項結合規則，包括了譯文的字數應

與原文的音節數相等，譯文的句逗應與原曲的句逗一致，以及譯文的頓挫應與原

曲的口氣和呼吸一致（頁 111–127）。 

譯詞字數與音節數相等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準確地表現出作曲家的意圖與歌

曲原作的節律特點，在這一點上，以蕭而化所譯〈我心戀高原〉一首為例，一個

段落共有四十個音節，譯詞亦為四十個字。在某些非得加字才合乎詞語邏輯的情

況下，譯詞字數可多於音節數，添上「的」、「得」、「兒」、「了」這些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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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詞，此外，為了做到一音一字，亦可加上「看」、「聽」、「來」、「哦」

這些實字。在蕭而化所配的〈當燕子南飛時〉全新歌詞中，「我們，哦，我們在

這兒登岸。」一句即為這兩種變通方法的例證，一則添了實字「哦」以達一音一

字，一則在一個音節處以一實一虛的「這兒」兩個字來配，這樣譯法在許多首譯

詞中均可見到，例如周學普所譯〈聖母頌〉「妳永恆的慈懷」中「恆的」兩字，

以及海舟〈君憶否〉中「那溫柔又可愛的艾麗」的「愛的」兩字，皆共享一音，

還有張易〈西班牙騎士〉中「聽呵，我的愛人」所用的實詞「呵」字，以及「我

的」兩字一音的譯法。在譯詞中，偶爾可見到多音一字的情況，像是周學普所譯

〈小夜曲〉中「我們的舊情」一句，「舊」字就有兩個音節，對於這類多音只給

一字的譯法，薛范認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偶爾一些弱拍、經過音或是較短的

音，可容許原詞兩個語音音節處只用一個中文字替，但如果原詞有兩個以上的語

音音節，則絕不可只用上一個中文字，另在強拍或較長的音上，亦應盡量避免這

樣的缺字。 

 句逗的分割為樂府詩歌、宋元詞曲的基本格律，《普天頌讚》（1961）裡亦說

到聖歌譯述的原則之一，即為句逗的分割要合於音樂的頓挫（頁 5）。譯配的每

一行歌詞皆應與每一樂句的步調一致，例如劉廷芳〈聖哉此夜（平安夜）〉的譯

詞「平安夜／聖善夜／萬暗中／光華射／」，其文句的句逗即合乎音樂的頓挫（以

「／」表示）。若句逗與頓挫不相配合，則會出現唱來勉強的問題，讓唱者、聽

者皆體會不出原文的意義。此外，在文句的句逗、分句上，歌詞的一行並不見得

等於一句，但至少也要是一句中完整的一個部分，換言之，歌詞的每一行在邏輯

上應是完整的，此外，亦應有句意尚未結束的暗示，像是張易〈馬撒永眠黃泉下〉

一曲，原詞「When de autumn leaves were falling,」一行尚不成一句，但時間交待

已完整，讓人知道必有後話，譯詞「往常秋天落葉時節」也是如實跟著原詞如此

的表達。 

 在譯文的頓挫應與原曲口氣、呼吸一致這一點上，外文多音節字詞的重音在

前、在後、在中皆有，但中文的詞組重音多在第一音節，因此，在翻譯外文歌詞

時，譯詞的字就不應跟著外文歌詞，而應要隨著音樂的節奏結構。在李叔同所填

詞的〈夢〉一曲中，第一、五、九、十三個小節的第一個二分音符都配上可獨立

的一個單字，分別是「哀」、「惟」、「夢」、「母」，而在第二、六、十、十四小節

中，因前半小節有個八度的大跳音程，而後半小節有切分音符，因此李叔同將第

一個音配上了可單獨存在的字「其」、「而」、「以」、「與」做為引渡，後三個音則

配上三字詞組，讓歌詞的口氣與停頓能夠跟隨著曲子的節律（薛范，20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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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第三節 聲調 

西方語言由音節構成，音有重輕之分，而中文則是字字自有四聲的聲調，因此，

翻譯歌詞時，尚須顧及中文字高低升降之聲調與曲調的搭配，若搭配不成，則會

出現「倒字」。中文裡有許多音同或相近但字調不同的字詞，例如「媽—馬」、

「等—瞪」、「平凡—頻繁」、「軌跡—詭計」、「親手—禽獸」等，這些字詞

入了歌，若曲調為譯詞配上的聲調符號出錯，像是將由低而高的字詞聲調配上由

高而低的相反旋律，就會讓聽者誤會或不解詞意，例如劉廷芳〈趕快工作〉一曲

的譯詞中，有「我也加倍『奮興』」一句，將正常的詞語字序「興奮」顛倒處理，

「興奮」此詞是先一聲再四聲、由高至低的字詞聲調，之所以轉為由低而高的「奮

興」，即是為了配合該處由低而高的旋律，而在其他兩個段落中，此處旋律所配

合的字詞為「善行」與「暫停」，這兩個詞的字調皆是由低而高，與旋律相符。 

 不過，因為譯詞會受到原詞詞意與目標語說法的諸多限制，再要要求譯詞字

詞的聲調與曲調處處相配，也會有執行上的困難，因此，倒字在某些情況下，像

是在弱拍處，在節奏短急緊密處，或是字詞重複詠唱中已有過一次正字表現後，

其他處的「倒字」就可從寬處理（薛范，2002，頁 145）。「倒字」是歌詞翻譯

實踐中常會出現的問題，譯者除了要能展現譯詞的文學質感、顧及韻律與節奏之

外，更要能避免譯詞出現怪腔怪調的「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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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本的文化蘊含 

《101 世界名歌集》文本的裡裡外外皆有著與文化相關的內涵，在 Nord 的分析

範疇裡，其所提出的各個文內因素，從主題、內容、預想情境、非語言成分、語

彙、句子結構，到超音段成分，皆蘊藏了與文化有關的議題。在句子結構與超音

段成分的部分，於譯入中文語境時所須調整之改寫與著重的重點，前面章節已有

說明。在主題、內容、語彙上，以及譯者預想接收者對異文化理解能力所做的異

化與歸化調整，會在本章的第一節討論。Nord 的分析範疇除了語言因素外，還

包括了文本的非語言成分，本章的第二節將會針對文本的封面圖像，討論其在跨

文化之際所留下的同與生成的異。 

 

第一節 譯詞文化範疇 

世界名曲裡存在著許多異國的事物、風俗與觀念，各個譯者對於跨文化詞彙的處

理方式與偏好各有不同。紐馬克（2005）將異文化字詞界分出五個類別，分別為

自然生態、物質文化、社交文化、組織／習俗／活動／程序／觀念、手勢與習慣

（頁 125），這一節根據此分類架構，將譯詞中涉及的文化詞彙，分出自然生態

（動物、植物）、國家與地方、物質文化（建築、交通工具、服裝、飲食、樂器、

用品）、風俗民情、意識型態、習慣用語、宗教、人物角色等類別，逐一分析各

譯者之譯詞的文化詞彙處理。 

 

一、各譯者的譯詞分析 

（一）蕭而化 

1. 自然生態—動物 

在〈聽那杜鵑啼〉一首中，原詞與譯詞朝思暮想的一樣都是海麗，令人不斷懷想

的當時一樣都是九月，一樣都是在那片棉田青草地上，回憶生了羽翼，翩翩然飛

來眼前，仿佛時光倒留，但人兒卻已失去了蹤影，遁入了寂空，永難再見。原詞

與譯詞 大的不同之處，曲名即已道出了八九。那幾隻在原曲中鳴唱著的反舌

鳥，飛過了國境，越過千江萬水，在蕭而化筆下披上了哀淒的外衣，轉身成了早

已在中國歷史上泣血千年的「杜鵑」，「愈啼愈哀，愈哀還愈啼」。原詞中的反

舌鳥，在那年的九月，在今日海麗長眠的墓上，同樣兀自唱著歌兒，現今的哀淒

不是出自反舌鳥，而是來自於少年聽著反舌鳥唱著一樣的歌聲，觸景傷懷，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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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景物依舊，伊人已矣。而在譯詞中，蕭而化選了杜鵑入詞來，在詞句中，少年

仍是感傷著昨日之歡欣，到了今日只剩哀淒，但讓悲傷逾恆的，卻是那看盡今昔

的杜鵑，少年流的是淚，杜鵑泣的卻是血，傷懷更甚於少年，而整首譯詞的悽苦，

則顯得更甚於原詞。   

在〈肯達基老家鄉〉一曲中，原詞「They hunt no more for the 'possum and the 

coon」一行，蕭而化將其譯為「那老家鄉，再不見鷹犬獵裝。」，原詞中那本非

本地常見動物的負鼠及浣熊已然遁逃，而對打獵的描寫，既然選擇了讓獵物消

失，蕭而化改以描述獵人裝備，用「鷹犬獵裝」一詞來填補獵物不見了的空缺之

處。 

其他原詞中所提及的動物，蕭而化改譯為他種動物的包括有實為小辮鴴的

「lapwing」，其俗名有田鳧、水雞、小辮兒、鳳頭麥雞，但蕭而化將其改寫為

「鸚鵡  」，而原詞中說著的「wild whistling blackbird 」，指的是名為黑鶇的鳥類，

其雄鳥棲止於高處，時常發出悅耳的鳴叫聲，因而有著百舌、反舌的俗名，但在

蕭而化的譯詞中，則是改以「斑鳩 」譯出。 

由此可見，對於一般人並不熟悉的動物，蕭而化大多改以眾所周知的動物代

替，少部分略而不譯。而對於像「Flock」與「swallow」這些尋常動物，蕭而化

如實譯為「羔羊」與「燕子」。此外，原詞中還有一種「stock-dove」鳥類，其

為歐洲可見的一種鴿屬鳥類，此品種雖非本地常見，但其名野鴿並無礙閱聽者的

聯想，但其色多灰或棕，而蕭而化則以白稱之，譯為「野白鴿」。 

2. 自然生態—植物 

在蕭而化的譯詞之中，時常可見玫瑰的蹤影。對於幾首原詞中本就說著的玫瑰，

蕭而化不僅僅譯出玫瑰，還更行強化了玫瑰的情與魅，讓譯詞表達的情感更甚於

原詞。像是在〈野玫瑰〉一曲中，蕭而化的譯詞跟隨著原詞的劇情，寫窺見、寫

一意孤行，寫折花使得花心碎。在原詞中那朵擬人的玫瑰，蕭而化進而讓她顯樣

貌，讓她芳心碎，透過重複吟唱的「自古美物」，似乎讓歌德詩中那玫瑰暗指的

少女，明白地來到了字裡行間。蕭而化選擇改寫以強化〈野玫瑰〉的情感，同樣

讓原詞的憂傷轉為強烈的悲與淒。 

  蕭而化另有兩首譯詞也寫玫瑰，其中一首為〈問我何由醉〉，原詞「I sent thee 

late a rosy wreath.」一句，蕭而化譯為「贈妳紅玫瑰」，將原詞中的花圈捨去，僅

留玫瑰，依「But thou thereon didst only breathe.」所言，僅有伊人在玫瑰上嗅聞，

之後即將玫瑰送還，但蕭而化將此譯為「你佩著玫瑰，早起晚睡。」，接著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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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添加了「讓浸透你的嫵媚」，強化了玫瑰代表伊人的意涵。 後，原詞「Since 

when it grows, and smells, I swear, Not of itself but thee!」說著花兒所吐露的香，非

關玫瑰，而是伊人的芬芳。蕭而化將其改寫為「還將它在我身上佩，永慰我心的

飢餒。」，同樣強化了對伊人送還之玫瑰的珍愛，不只嗅聞，還在身上佩著，亦

強化了玫瑰芬芳的力量，不僅僅是香氣讓人想到伊人，還可慰我心飢餒。 

 另一處譯詞的玫瑰開在〈昨夜〉一曲中，原詞「 I see you in all around me, the 

stream, the forest, flowers, the stars above the blue. Oh Heaven itself my sweet angel 

is praying, praying for you.」，蕭而化譯為「無論何處，似乎都有你，叫我怎樣去

忘記。窗下的玫瑰，清香細細，她靜靜把頭低垂，那玫瑰，哦，那美麗的玫瑰，

在為你祈求福祉。」，但原詞並無玫瑰，說的是妳的身影在溪流中，森林裡，花

叢間，星辰處，無處不在，還說著上天亦為妳祈禱。而在蕭而化的譯詞之中，溪

流、森林、星辰已然退去，僅僅留下花兒在詞意之中，但萬紫千紅中，蕭而化特

意只寫玫瑰，藉著增添、寫作玫瑰低垂的姿態，巧妙地與原詞 後一句的祈禱相

連結，完整地描繪、傳達意境。  

原詞中還有高山草原上的「Alpine Roses」，蕭而化譯為「高山薔薇」，而不

將「roses」寫為玫瑰，因為「高山薔薇」即是此植物的中文名稱。  

 其他幾首譯詞中出現的植物，蕭而化有採放大、縮小的分式來翻譯。所謂的

放大方式，指的是對於原詞中說及的特定植物，譯詞將其範圍放大，從樹到林。

這樣的方式出現在〈昨夜〉一曲中，原詞「I hear a low breath in the lime tree. The 

wind is floating thro', And, oh! the night, my darling, Is sighing for you.」一行，蕭而

化譯為「我聽到微風在樹林裡，輕輕地嘆息 嘆息，那微風 哦 那柔和的微風，

它在為我嘆息。」，其中的「lime tree」，蕭而化捨椴樹不譯，而改以整片的「樹

林」來替。 

 相反的縮小方式則可見於〈我心戀高原〉一曲中，原詞「Farewell to the 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一行，蕭而化譯為「別矣澗底松，何日重會面。」，從

原詞一片青綠的河谷之中，挑出「松」樹入詞來，聚焦描寫，不失綠意，亦讓畫

面真實、細緻了起來。  

 原詞裡的植物如實譯出者，有「cotton」／「棉」一字，捨而不譯者有「willows」

一字，此字出現在〈聽那杜鵑啼〉一曲中，原詞說著「Still singing where the weeping 

willows wave.」，但蕭而化整句未譯，另添改寫，使得富含中國古典意象的柳樹

無法入歌搖曳。此外，蕭而化在〈女儐相之歌〉一曲中，無原詞的囿限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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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選擇為譯詞寫出「堇花」、「櫻花」這兩種植物。 

3. 風俗民情 

〈Wiegenlied〉（Brahms）／〈催眠曲〉原詞述說的是希望寶寶在玫瑰、康乃馨

的溫馨之中，睡得香甜，也希望寶寶做個美夢，夢裡有「angels」守護，還可遇

見「Christ–child tree」。而在蕭而化的〈催眠曲〉中，描繪著媽媽哄著寶寶入睡

時，心中想的是希望男娃兒長大娶仙女，女娃兒長大嫁佳婿。這樣的想望，讓這

一首翻譯的〈催眠曲〉，倏地溢散出古意，添了中華文化家庭傳統中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的況味。 

部分字詞在外國語境中屬常見，但在中文語境中多不著墨者，蕭而化亦是將

之轉了開去。例如在〈問我何由醉〉一曲中，原詞為「The thirst that from the soul 

doth rise, Doth ask a drink divine;」，而蕭而化將「soul」譯為「生命」，不直言

靈魂，譯為「生命空處，惟有飽餐秀色才可療飢。」。 

4. 習慣用語 

在蕭而化的譯詞中，有將語境與情境轉為目標語讀所熟悉的表達方式與詞句，極

致者有〈古情歌〉一首，此譯詞的副歌改自杜秋娘所寫的〈金縷衣〉一首，寫為

「莫惜金縷衣，惜取少年時，花開直須折，莫待空折枝」，確實讓古情歌一首歌

裡有著屬於在地的古情。 

在〈我心戀高原〉一曲中，原詞「The birth–place of Valour, the country of 

Worth;」說著高原的好，高原勇士輩出，蕭而化譯為「高原靈秀鍾，世代多人傑。」，

可看出是從成語「地靈人傑」延伸改寫而來，不脫離原詞的意涵，又可讓中文閱

聽人有熟悉感。同樣地，在〈問我何由醉〉一曲中說到了「Jove's nectar sup」，

蕭而化選擇讓這羅馬神話中的 Jove 神祇隱去，僅留下中文語境中本就存在著的

「琼漿玉液」。 

5. 宗教 

〈Wiegenlied〉（Brahms）／〈催眠曲〉譯詞中的夢境，出現的不是原詞中的

「angels」，而是頭帶金絲、身穿花衣的「蝴蝶」。更有趣的是，原詞中的「Christ–child 

tree」，在蕭而化的筆下，成了「餅乾樹」，待得風兒吹，餅乾就會如雨般落下，

藉以吸引寶寶快快睡去，只要入夢，就可在夢裡吃個飽。 

6. 人物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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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達基老家鄉〉一曲中，原詞寫著「darkies」，蕭而化的譯詞亦如實譯為「黑

族人」。〈再見〉中的原詞「I see thy heart reflected by a star within the stream; It shines 

forth from thy clear blue eye.」，說到了伊人湛藍的眼，而在蕭而化譯筆之下，倒

不費神於描繪有著藍眼珠的外國人，直接改寫為「小溪流水，照映你的臉兒，你

的眼睛像星兒閃。」，刪去眼睛的藍，只說眼睛的晶亮，讓閱聽人也可將伊人想

為自己的她。 

（二）周學普 

1. 自然生態—動物 

周學普譯詞中出現的動物為原詞所提及者，包括有「birds」／「小鳥」、「Crickets」

／「蟋蟀」、「bee」／「蜜蜂兒」。原詞有但譯詞並未譯出的有「lambs」，而

原詞與譯詞不同的有「mouse」，周學普將之改寫為「貓兒」，這兩個原詞中的

動物皆是出現在〈Wiegenlied〉（Mozart）／〈催眠曲〉一曲中，譯詞對行句中兩

兩搭配的詞語，皆採取了二選一的方式，在動物部份，刪除了羊，使成「小鳥兒

都已歸巢」。     

2. 自然生態—植物 

周學普譯詞中出現的植物為原詞所提及者，有「Tannenbaum」／「樅」、「fir tree」

／「樅木」、「rose」／「玫瑰」、「Mary–buds」／「金盞花」。原詞有但譯

詞沒有譯出的有〈Wiegenlied〉（Mozart）／〈催眠曲〉中的「lily」與「rose」，

因周學普對該段原詞大幅度改寫，所以這兩處植物名皆未譯出。另外，有兩首原

詞均有說到「Chalice」這種杯狀花，其中一首為〈請聽雲雀〉，此植物名出現的

前一句歌詞中有“Phoebus”（太陽神）這一個文化詞，但周學普僅譯為「太陽」，

因此，下一句原詞“His steeds to water at those springs on chaliced flowers that 

lies”，本是接著描寫太陽神之駿馬的歌詞，周學普則將之改寫為「它用露滴澆

染玫瑰，玫瑰嬌額鮮紅，玫瑰嬌額鮮紅」，將原詞中泛稱的杯狀花，改以玫瑰譯

出。在另一首〈Schlummerlied〉／〈搖籃曲〉中出現的「Chalice」，周學普則是

僅譯為泛稱的「花」。    

3. 物質文化—建築 

原詞中有兩處出現關於建築的詞彙，分別為「cellar」與「castle」，周學普對「cellar」

捨而不譯，未寫明地下室，而「castle」這意指城堡的詞，周學普則是僅譯為「地

方」。可見得周學普在譯詞之中，並沒有意圖要將任何建築的異國性帶入譯詞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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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物質文化—交通工具 

〈Wiegenlied〉（Mozart）／〈催眠曲〉原詞中載著小寶貝的「coach」，在周學普

的譯詞中全句刪減，應是因馬車並不存於台灣的文化裡的緣故。 

5. 風俗民情 

〈Wiegenlied〉（Mozart）／〈催眠曲〉中提及馬車的一整段原詞，在翻譯時有了

奇特的語境轉換。原詞說的是小王子只管玩樂，要甚麼有甚麼，每個人都呵護著，

惟恐小王子叫鬧。周學普的譯詞除了將「Prince」譯成了「寶貝」之外，還說著

小寶貝的哭鬧會讓「媽受折磨」，因為寶貝一哭，「爸就罵我」，引得媽媽叫小寶

貝為「心肝兒小小妖魔」，要小寶貝快快睡，媽媽就會快活。這使得原本一片祥

和的催眠曲，在周學普的筆下添了養兒的辛勞感受，在譯詞中挹注了個性與力

道，讓譯詞意境生動、居家、現實了起來。 

原詞中另有三個屬於異國文化的詞彙，分別是「Sandman」、「elf」、「Blumer」，

這三個詞彙，周學普僅譯出「Sandman」一個，寫為「催眠精靈」，譯詞裡也跟

隨著原詞，寫著若不睡覺，「他就向你眼裡拋砂」，留住此一希臘神話、西方童話

故事中的人物，留住異化。而對於原詞的「elf」與「Blumer」，周學普則捨而不

譯，改而敘說天使。 

6. 宗教 

周學普如實譯出的宗教詞彙有「Maria」／「瑪利亞」、「Jesus」／「耶穌」、

「Zion」／「猶太人。其他譯詞中與宗教有關的詞彙，多略有改寫，像是在

〈Sandmännchen 〉／〈催眠曲〉一曲中，原詞與譯詞中的角色元素相同，唯一

新添的角色是「媽媽」，原詞中登場的人物原只有天使，守護著小寶貝，但在譯

詞中，唱著催眠曲的媽媽在譯詞第一段中登場，明白地告訴小寶貝「媽媽專心看

守你」，要小寶貝「不要怕你儘管睡」，譯詞的第二段才讓天使出現，雖有譯出天

使，但天使已無守護的職責，只是負責在夢境中告訴小寶貝，「她們家住在哪裡」，

讓小寶貝看看「天國中可愛的花，永不凋謝不枯萎」。   

而在〈主之降臨〉一曲中的宗教文化詞「Son of David」，周學普並未譯出大

衛之子，反而選取譯詞中原已出現過的「猶太人」來替。 

    此外，周學普所譯的歌曲中，有兩首原詞出現「heaven」一字，一首說著「the 

lark at heaven's gate」，周學普只譯出了「雲雀」，沒說「heaven’s gate」，而另一首

說著「the angels in heaven」，周學普有將「heaven」譯為了「天國」，但在譯詞中

的詞語搭配的是「天國中可愛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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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物角色 

在〈Wiegenlied〉（Mozart）／〈催眠曲〉一曲中，可見得幾個角色的翻譯轉換，

顯現出歸化與強化的翻譯策略。原詞中的「little prince」譯成了「小寶貝」，捨了

異國的稱呼，改以中西皆已慣用的「小寶貝」來替。入夜後也不再活動的「little 

mouse」變成了「貓兒」，避免引出老鼠容易讓人聯想到的髒亂，改以「貓兒」來

替。此外，原詞中不特定指稱的「chambermaid」（女傭），周學普則幫她起了個

「阿銀」的在地化名字。 

 周學普將〈請聽雲雀〉裡的「Phoebus」（太陽神）僅譯為「太陽」，因此

接著描寫太陽神之駿馬的歌詞「His steeds to water at those springs on chaliced 

flowers that lies」，即轉而譯為「它用露滴澆染玫瑰，玫瑰嬌額鮮紅，玫瑰嬌額

鮮紅」。 

周學普的譯詞裡有兩處與人種有關，皆忠實譯出，一處出現在宗教歌曲〈主

之降臨〉裡，「Zion」一字如實譯為「猶太人」，另一處為〈羅蕾萊〉裡的「golden 

hair」，周學普如實譯為「金髮」。 

（三）海舟 

1. 自然生態—動物 

〈我怎能離開你〉一首中的原詞「Falcon nor Hawk to me. Should terror bring;」，

在海舟譯筆之下合而為一，寫成了「將不避鷹追逐」，原詞中不管是「falcon」還

是「hawk」，海舟不細分鷹種，一併譯為「鷹」，而留下的詞句空格，則延續著

句意，補上「不怕路遙」。 

2. 自然生態—植物 

海舟譯詞中出現的植物為原詞所提及者，包括有「sunflower」／「葵花」、「gentian」

／「龍膽花」，原詞中也有「gowan」這種蘇格蘭的延命菊，海舟譯為「瀝花」，

但查不出「瀝花」是何種植物。此外，還有一處原詞說著採摘「daisies」此種花

卉，而海舟則是將它泛稱「芳」，譯為「鬪草擷芳」。    

3. 國家與地方 

在〈羅莽湖邊〉一曲中，原詞有說出羅莽湖的所在國家，蘇格蘭，其時空背景與

一七四五年時蘇格蘭反抗英國的一場戰役有關，戰役之後獲釋的蘇格蘭戰俘，得

從英格蘭千里跋涉回到蘇格蘭。海舟的譯詞裡，可見得多處的羅莽湖，到了原詞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一句，明白說著「蘇格蘭」的地點時，海舟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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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了個身，改以放諸四海皆準的「鄉關」來替，不使整首譯詞清楚地遷移至蘇

格蘭的場景。    

〈箜篌引〉原詞中有著「Tara」 這一個地名，它是愛爾蘭以前的王室宮廷

所在地，但在海舟的譯詞中，「Tara's halls」譯成了「故朝宮殿」，「Tara's walls」

譯為「宮牆」，配以古典的譯詞，恍如時間空間由愛爾蘭整個位移到了中國古代

場域。 

4. 物質文化—樂器 

〈箜篌引〉原詞哀悼的是愛爾蘭豎琴的往昔光輝歲月已不復見，從前在宮廷中的

盛世已然頹圮，藉由豎琴的聲消與寂寥，暗喻著愛爾蘭的景況。在海舟的譯詞中，

主角「harp」由豎琴轉為中國盛行於漢唐的樂器「箜篌」，兩者確實有著相同之

處，同樣都是豎抱於懷中，以兩手撥絃的樂器。 

5. 風俗民情 

〈狄西蘭〉原詞共有五段，譯詞只取三段，刪去的第二段及第三段承載著濃濃的

異國文化況味，語帶詼諧地述說美國南方黑人的一個生活故事，說著一位太太嫁

給了名叫威廉的織布工，威廉是個騙子，後來這位太太還為了一個傷了她的心的

男人而死，而在承接情節的第四段原詞中，主角舉杯致意、想望的是尋覓著的下

一任太太，還有所有他要親吻的女孩們。在海舟的譯詞之中，因前情未有交代，

也因原詞中的不莊重語境與海舟所刻劃的思念故園的之情大不相同，故海舟刪去

這兩行的原詞詞意，改寫為「我願重現昔時 難忘的，那生活融融的鄉黨」，將

此段想念的對象轉化為「鄉黨」，且將把酒的目的變成了「遙祝鄰友健康」，維護

了莊重，沿續了譯詞一脈相承的那令人不斷懷想的故園風光與老友。    

〈我怎能離開你〉中的原詞在談著且濃又蜜、不捨分離的情感之後，接續了

兩行性靈相屬的歌詞：「Thou hast this soul of mine. So wholly is it thine.」，但對於

這般昇華到靈魂層次的情意書寫，海舟倒是將其拉回濃情蜜意，改以「願兩情長

相守，在一處永綢繆」來表現，或許是覺得說靈魂太過空渺，也或許是覺得靈魂

不可侵犯，純為個人所屬，不能夠也無法交付他人。 

 〈朱尼妲〉一曲中也有說到靈魂，原詞「Ask thy soul if we should part」一行

說著請愛人問問自己靈魂的真心想望，問問是否應分兩地，而海舟同樣不以靈魂

來譯「soul」，而是選「精神」一詞，將原詞中此一設問，直接、明白地轉為想

望與祈願，譯為「願你我精神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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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憶別離〉一曲中，譯詞出現了五次有關分離的「別時」、「別離」字眼，

不過，原詞中僅有「It was best to leave you, thus」此行明白說及分離，加上此行

重複了一次，說來原詞也僅說了兩次分離，譯詞比原詞的別離難捨之情更甚。不

過，原詞所言的分離，其實更為沉重，是「Though I passed away in silence.」，不

是生離，而是死別，但海舟對此顯然選取了不說分明的處理方式，僅將此行譯為

「別時無語淚滂沱」，用模糊的「別」字替了那極為沉重的死亡一詞，更甚的是，

海舟在此首譯詞中增添了「一曲驪歌」這樣的詞句，驪歌是告別之歌，是送別時

吟唱的曲調，多是同窗告別時所唱，故純就中文的譯詞，確實無意帶領聆聽人往

死別的方向來看待這首歌。再者，原詞既然說的是死別，那麼，發聲感嘆的就是

死去的那人，而因這樣的發聲角色與情境描寫，有著靈異的意味，難以讓唱者心

悅領受，故轉以生離來述說。  

6. 宗教 

海舟的譯詞中僅有一處詞語與宗教稍有關係，在刪除了〈安娜羅荔〉裡的一行疊

句之後，補上了「她是幸福天使」，讓「天使」之詞出現，讚美安娜羅荔。  

7. 人物角色 

〈君憶否〉一曲中有說到外國人的外貌特徵，原詞裡說著「with hair was so 

brown」，海舟將之譯為「金髮絲絲」，定要讓棕髮變為更典型的美麗金髮。 

（四）張易 

1. 自然生態—動物 

張易如實譯出原詞中動物的有「sparrow」／「麻雀」一詞，另有譯詞中自

行增添動物，這樣的處理出現在〈小寶睡〉一曲中，原詞說著「Thy Savior loves 

His sheep, He is the Lamb of God on high, Who for our sakes came down to die」，敘

述著基督愛人，為世人而降生，為世人受苦、受死，張易完全改寫，譯為「小蝴

蝶多麼好看，那小鳥兒都飛來真好玩，它們都飛落小寶的睡夢間」，刪除了宗教

字詞，換上了屬於兒時童趣的蝴蝶與鳥兒。  

張易譯詞中還有另一種動物名稱的翻譯方式，即為由特定改泛稱。在〈馬撒

永眠黃泉下〉一曲中，原詞有諸多文化詞，張易在翻譯上亦是抖落了異國性，或

刪或轉，弭平文化差異，改為聽者熟悉的詞語，在動物部分，他將主要飛翔於美

國南方的「mocking bird」，直接以「鳥兒」改稱，不費神於介紹異地的鳥類品種，

亦不改換為在地可見的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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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然生態—植物 

張易所譯的原詞裡僅有兩處說到植物，一個是「rose」，張易譯為「薔薇」，另一

個是「ivy」，張易將它譯為不同植物品種的「紫籐花」，而「ivy」是五加科的常

春藤，屬豆科，原產於歐亞非地區，在歐美的室內外裝飾中常可見到，而紫藤花

原產於中國大陸華中及華南地區，兩者大不相同，唯一的共通點為名字均有「藤」

字，應也是這個共通點讓張易有了這樣改頭換面的譯法。而對於另一個與植物有

關的字詞，「cornfield」，張易也將此一美國隨處可見的金黃色玉米田，改譯為不

受生產環境限制的「四野」。 

3. 物質文化—服裝 

〈如果〉一曲中，原詞「My plaidie to the angry airt」有「plaidie」 這一個特屬

於蘇格蘭高地人所穿戴的彩格披肩，但張易在譯詞中並不欲談及異國性，僅將其

以「毛衣」譯出。   

4. 物質文化—樂器 

〈馬撒永眠黃泉下〉原詞的 後一段出現了用以排解憂悶的「banjo」，對於這一

面源自非洲，由黑人帶進美國的五弦琴，在張易譯筆之下，捨棄了此一異國樂器，

亦不轉換成其他在地的樂器，僅改以「彈紛沓」帶過。而在〈西班牙騎士〉一曲

中出現的「guitar」，張易則是將之音譯，寫為「給沓」。 

5. 風俗民情 

在〈小寶睡〉一曲中，原詞「Thy father watches his sheep.」中那位在草地上看顧

著羊群的父親，在中文譯詞中，添上了生活的寫實與辛勤，為了養育小寶貝，而

努力「賺錢買牛奶」。 

〈馬撒永眠黃泉下〉在曲名與原詞中所說的「in de Cold Ground」，張易均譯

為「黃泉下」，以具有在地文化意涵的詞語來訴說異地故事。另外，原詞中有「I 

cannot work before tomorrow, Cayse de tear drop flow.」兩行，黑奴因為哀傷，今

天無心工作，明天才能再上工，雖心有悲淒，但生活仍然要過，工作一樣要做，

但張易在此句的翻譯上，選擇不多言黑奴的工作，改譯為「想起老馬撒的音容，

淚珠如雨下。」 

〈老營地〉原詞中說著軍士們不願再待在老營地，原因在於「Many are the 

dead and gone. Of the brave and true who've left their homes; Others been wounded 

long.」，這處戰場上的老營地，見過了無數英勇軍士的死傷，而張易將此等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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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傷過往濃縮於「此地好不吉利」一行，捨棄事實的陳述，轉而添上些許迷信

的色彩，而對於接續的兩行空行，張易寫上了「快讓我們快離這老營地，把戰線

向前面移。」，將不願待在老營地的負面心情，轉以正面、積極的行動，既然不

吉利，那就快快往前走，不再讓戰線停滯不前。 

6. 習慣用語 

〈老營地〉中「Tenting tonight, tenting tonight.」兩行有重複了兩次，張易的譯詞

在第一次如實譯為「今夜露營，今夜露營」，第二次則將論語中的成功、成仁改

寫為「或則成功 或則成仁。」，以豐富句意。 

7. 宗教 

在〈小寶睡〉一曲中，原詞從頭至尾均是圍繞著羊群、牧羊、上帝的羔羊、基督

的情境與意象，而張易完全移除了這些與宗教相關的字詞，換上了催眠曲中常見

的餅乾、糖果、蝴蝶等元素，像是原詞第二段中有三行說到了月與星，說著「The 

large stars are the sheep; The little stars are the lambs I guess; And the bright moon is 

the shepherdess.」，但這些將大星星、小星星、月兒的比為羊兒、羔羊與牧羊女的

譬喻，在張易的譯詞中盡皆消失，星兒無分大小，都像小兒所愛的牛奶糖，月兒

也成了小兒從不抗拒的餅乾。在第三段字詞中也有著這樣的完全轉化，但依稀可

見得譯者聯想的痕跡，像是原詞明白說及的宗教性，說著「Thy Savior loves His 

sheep, He is the Lamb of God on high, Who for our sakes came down to die」，敘述著

基督愛人，為世人而降生，為世人受苦、受死，張易將之譯為「小蝴蝶多麼好看，

那小鳥兒都飛來真好玩，它們都飛落小寶的睡夢間」，完全刪除了宗教字詞，再

次換上純粹的兒時童趣，招來蝴蝶與鳥兒，飛落小寶的夢鄉，而完全無關的中英

文字詞，其中唯一的牽繫或許是皆有從天而降的此一移動描述，原詞有基督從天

而降，落入凡間，而張易的譯詞亦有著從天空飛舞而下的移動，只不過出現的是

小蝴蝶與小鳥。  

此外，〈東方三王〉一曲中也有宗教詞語，說到「Bethlehem's plain」，而張

易則是將此重要的耶穌誕生之地，如實譯出「伯利亨原野」。 

8. 意識型態 

張易有三首譯詞表現出愛國與榮譽的意識型態。在〈北方男兒〉中的原詞「Mind 

the music and the step, and with the girls be handy!」，張易譯為「熟習音樂和步法，

是女子眼裡的英雄。」，將原詞中具有沙文主義意味的輕佻意味，轉而強調士兵

為國家出征所代表的榮譽與英勇，藏起士兵遊樂時的外放與不羈，換上含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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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仰慕的詞意。 

〈西班牙騎士〉原詞第一段說著西班牙騎士的吉他樂聲像是對我的祝福，第

二段說著若臨戰死之際，我仍將呼喚那悠悠的祝福，張易對這兩處皆譯為「你和

國家對我的讚賞」，將代表著平安的祝福轉成對英勇赴戰場的讚賞，說吉他聲似

讚賞聲。 

 在〈征人別離歌〉一曲中，原詞「In wars array appearing, the foe’s stearn hosts 

are nearing.」出現了戰爭的字眼與敵我對峙的緊張，但張易將其改寫為「為我國

家並為你，我必贏得榮譽歸。」，完全摒除了戰場，消去了對戰可能帶來的腥風

血雨，同時也略去了上戰場的戰士對征戰殺伐、命在旦夕的恐懼，改以從為國家

而戰、贏得榮譽的正面思考來詮釋。對於張易此翻譯選擇，更可顯現在第三段的

表現上，原詞第三段說的是戰死的憂慮，「And on the field if lying, I'll breathe thy 

dear name dying.」兩行描寫著若是不幸戰死沙場，在生命的 後一刻，戰士仍會

想念著愛人。而張易的譯詞只有原詞的前兩段，這有關死亡、有著灰色基調的第

三段，並未譯出。 

9. 人物角色 

張易將〈馬撒永眠黃泉下〉一曲中的「darkeys」均翻為「黑人」，不過，對於原

詞的主角「massa」，則是以音譯翻為「馬撒」，而不譯出當時美國南方以「massa」

稱呼主人的意思，加以譯詞中有著「馬撒使黑人都愛他，那仁慈老人家。現在他

們悲泣念他，傷心把他們丟下。」，塑造出的情境或許會引導聽者以為馬撒為黑

人的領導、長輩，而忽略了這首歌曲中所傳達黑人奴隸身分中的主僕恩情。 

〈和且柔〉原詞中有兩行殷切地對小寶貝說著「爸爸就回看寶貝」，母親角

色出現在原詞「Rest, rest, on mother’s breast.」一行，但張易將此行改寫為「睡睡，

安心睡。」，讓這首歌曲的發聲主角隱入了字裡行間。 

〈羅賓阿黛〉一曲中，從「Yet he I loved so well」中的「he」可確知「Robin 

Adair」為一男子，但張易在譯詞中將其轉為女子的角色，除了中文譯名中用上

「黛」字之外，譯詞中「都為她所帶走」及「但她仍是可愛」，也是明白地以女

性的「她」來表示。    

原詞中的異國人名，張易皆直接譯出，包括有「Captain Gooding」／「古丁

隊長」、「Washington」／「華盛頓」。 

（五）劉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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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風俗民情 

〈靈友〉一曲說到「Jesus, lover of my soul.」，說著耶穌是我靈魂的愛人，劉廷芳

將之譯為「耶穌我靈好友朋」，之所以將愛人的字詞轉為「好友朋」，應是我們的

文化習慣於讓愛人特指愛情中的伴侶，少有所謂靈魂的愛人這樣的表達方式。 

2. 意識型態 – 道德勸說 

劉廷芳在〈趕快工作〉一曲中有表現出道德勸說的意識型態。原詞「Fill brightest 

hours with labor, Rest comes sure and soon.」兩行，劉廷芳譯為「盡心盡意盡力量，

勉勵惜分陰。」，將原詞中勉人辛勤工作，很快就可休息的直接、淺白意思，換

以帶有些微勸勉的說法，要人們「惜分陰」。這樣的道德勸說況味，在接續的兩

行中更為明顯，原詞接下來說的是「Give every flying minute, Something to keep in 

store;」，劉廷芳以「光陰飛逝難留住，應當充實善行。」來譯，將原詞所指工

作上純粹的善用時間，轉為道德勸說，勸人向善，勉人「充實善行；」，讓這首

徹頭徹尾講述辛勤工作的原曲，在中文語境中加添薪火，多了另一種意識型態，

有了道德勸說的味道。  

3. 宗教 

劉廷芳如實譯出的宗教詞彙包括有「Bethlehem」／「伯利恒」、「Emmanuel」

／「以馬內利」、「Shepherds」／「牧羊人」、「angels」／「天使、天軍」。

其他未如實譯出的宗教詞句則有兩處，在〈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一首裡，原詞

「Till we meet at Jesus’ feet」的譯詞為「靠主恩得再相會」，將原為在主跟前再相

會的一句，轉以稱頌主，因有著主所賜的恩典，才得以相會。另一處的轉化翻譯

出現在〈新生王〉一首裡。原詞中的「Late in time, behold Him come, Offspring of 

a virgin’s womb.」，劉廷芳譯為「大展群心求臨格，普世恩光萬眾望。」完全跳

脫童貞聖母懷孕生子的描述，單取「come」為核心之意，以典雅詞彙「臨格」

譯出，進而延伸詮釋成句。   

（六）王飛立 

王飛立對於歌詞中的宗教詞彙，如實譯出的有「Sabaoth」／「撤保」、「Bethlehem」

／「伯利亨」、「angels」／「天使」、「Jordan」／「喬丹河」，而在〈啊來，

忠信的人們〉一曲中，原詞「O sing, all ye citizens of heaven above!」一行，王飛

立譯為「唱啊，光輝的日月，和那諸星辰。」，要日月星辰同來頌讚、唱和，不

過，基督教教義中說的「citizens of heaven」指的是天國的子民，既然是宗教歌

曲，自當依宗教教義所指，如實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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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丁作人 

丁作人所譯〈主來罷，萬能之主〉一曲中，原詞第二段起始兩行為「Come, thou 

incarnate Word, gird on thy mighty sword」，懇求顯身的聖經之道，佩著真理的寶

劍，但丁作人譯為「願聖主顯身其早，顯威嚴大能獨操。」，同樣有化為肉身的

顯聖要素，但原詞顯聖的主體是聖經，譯詞的是聖主。 

（八）王毓騵 

王毓騵所譯〈母親〉一曲中也有著宗教意涵，在「跪在神前燒香的母親」行句中，

傳達出在地焚香拜佛祭祖的宗教禮俗。 

（九）其他譯者 

其他譯者所譯歌詞裡的文化詞，有〈可愛的家〉中的忍冬屬植物「woodbine」，

吳研因對這首原詞幾乎完全重寫，譯詞中改寫而出的植物是春「蘭」秋「桂」，〈信

徒精兵歌〉裡的宗教詞彙均有如實譯出，包括「cross」／「十字架」、「Christ」

／「基督」、「Satan」／「撒但」。另在〈聖誕佳音〉一曲中，有些宗教詞彙

如實譯出，包括「Angels」／「天使」、「shepherds」／「牧人」、「sheep」

／「羊群」、「Three Wise men」／「博士三人」，而「the King of Israel」

一詞，譯詞不說以色列，而是譯為「天國君王」。 

二、統整分析 

（一）自然生態—動物 

對於原詞中所出現的動物，若屬在地常見、泛稱者，譯者均會直接譯出，像是

「swallow」「燕子」、「Crickets」／「蟋蟀」。周學普對動物名有兩處改寫，

其一在於將原詞同句並列的兩種動物刪去一種（lambs），以及將「mouse」改寫

為「貓兒」，這兩處皆屬於譯者為了詞意所行之改動，非關動物常見與否或對特

定品種名的翻譯處理。 

蕭而化、海舟、張易這三位譯者所譯原詞中有出現非本地、非常見的動物，

蕭而化所採的翻譯方法為刪除或改換為其他動物，在譯詞中可見到其將負鼠

「possum」與浣熊「coon」省略不譯，以及將反舌鳥「Mocking Bird」改換為合

乎〈聽那杜鵑啼〉中哀淒氛圍的泣血「杜鵑」。海舟與張易對這類動物名採取的

翻譯法，皆是改以該動物的泛稱名稱之，像是海舟不細分「falcon」與「hawk」

的鷹種，一併譯為「鷹」，張易遇到原詞中出現的「mocking bird」，只以「鳥兒」

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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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生態—植物 

原詞中出現的植物名，各個譯者皆有如實譯出的例子，像是周學普所譯的

「Tannenbaum」／「樅」、「fir tree」／「樅木」、「Mary–buds」／「金盞花」，

以及海舟譯的「sunflower」／「葵花」。原詞有而譯詞未譯出的有〈Wiegenlied〉

（Mozart）／〈催眠曲〉中的「lily」與「rose」，因周學普對該段原詞大幅度地

改寫，所以這兩處植物名皆未譯出。 

對於原詞裡有著非一般大眾所熟悉的植物時，海舟較能接受同樣以大眾不見

得熟悉的方式譯出，因此「gentian」如實地譯為「龍膽花」，而「gowan」這種

蘇格蘭的延命菊，海舟則改譯為不常聽聞的「瀝花」。周學普對於這類植物，則

是將不熟悉轉為熟悉，像是他對所譯兩首原詞中出現的「Chalice」這種杯狀花，

一首以大眾熟知的玫瑰譯出，一首則以泛稱的「花」譯出。對於這種捨特定花名

不譯，改以模糊處理，譯為花、花朵等範疇詞的方式，薛范（2002）表示這是歌

曲翻譯與其他題材不同之處，因歌曲翻譯其實是歡迎「模糊」（頁 165），在其

他的文體中，大可寫出異國特殊植物的名稱或學名，另行描繪說明，但歌曲的傳

播靠的是聽覺，一唱即過，若以在地聽眾未曾聽過的植物名來譯，容易讓聽者不

知所云，亦可能唱來拗口，聽來逆耳，因此，模糊處理反倒是譯詞實踐上的適宜

做法。 

譯者對於植物名有時會換個方式翻譯，像是張易將「ivy」譯為「紫籐花」，

兩種植物並不相同，唯一的共通點為名字均有「藤」字，而這也應該是讓譯者有

此轉換表達的源由。 

有些原詞中特指的植物名，譯者亦可將它放大處裡，改以其它泛稱來替。像

是蕭而化不將「lime tree」譯為椴樹，而以改以整片的「樹林」來譯，周學普另

對於另一首〈Schlummerlied〉／〈搖籃曲〉中再次出現的「Chalice」，譯為泛稱

的「花」，海舟對「daisies」泛稱「芳」，譯為「鬪草擷芳」，還有張易將金黃色

玉米田「cornfield」，改譯為不受生產環境限制的「四野」。 

另外，對於植物名的翻譯，還有刪除的處理方法。刪除的方式，蕭而化與周

學普皆有運用，像是周學普將〈Wiegenlied〉（Mozart）／〈催眠曲〉中的「lily」

與「rose」刪去不譯。另外，譯者亦有在譯詞中新添植物的改寫，像是〈昨夜〉

原詞中並無玫瑰，但蕭而化特意在譯詞裡加以書寫，另一首原詞中說著「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蕭而化不譯寫綠河谷，反而單單挑出「松」樹來寫作，

以及在〈女儐相之歌〉裡配上「堇花」與「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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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與地方 

海舟所譯的兩首原詞裡有提及國家與地方名，海舟皆未譯出，改以四海皆通的泛

稱來替，將國名「Scotland」譯為「鄉關」，地名「Tara」改寫為「故朝」、「宮」。 

（四）物質文化 

周學普、海舟、張易所譯的原詞中有與物質文化相關的詞彙，除了張易將「guitar」

譯為「給沓」之外，其他詞彙皆捨去了異化，遭譯者刪除，或是將異地異情的物

件改為在地閱聽人所熟悉者。刪除原詞物質文化詞的有周學普與張易，周學普在

譯詞中將原詞裡的馬車「coach」捨棄不譯，張易將「banjo」刪除。改換詞彙者

包括海舟將豎琴「harp」轉為中國樂器「箜篌」，張易將蘇格蘭高地人所穿戴的

彩格披肩「plaidie」譯為「毛衣」。   

（五）風俗民情 

從原詞跨至譯詞的風俗民情，譯者可將原詞風俗傳說留住，像是周學普將

「Sandman」譯為「催眠精靈」，忠實地跟隨著原詞，寫著小寶貝若不睡覺，「他

就向你眼裡拋砂」，留住此一異化的希臘神話、西方童話故事中的人物描繪。 

除了留住原詞的風俗民情之外，譯者亦可將原詞改寫，將本土的傳統風俗民

情嵌入譯詞之中，蕭而化、周學普、張易皆有這樣的翻譯處理。在蕭而化的譯詞

中，對著小娃兒輕唱的搖籃曲，加進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傳統婚姻觀念。而

從周學普與張易的譯詞中，可見到家庭中父母事務分配及夫妻權威高低的狀況，

像是周學普譯詞中的媽媽說著「心肝兒小小妖魔」，「都不管媽受折磨」，小寶貝

「哼兩句爸就罵我」，可見到媽媽操持家務，爸爸權威至上的景況，而張易譯詞

裡說到父親努力「賺錢買牛奶」，加入了父親主外，撐起全家生計的角色形象。 

對於原詞中較為俚俗的民情，譯者有調整為符合譯詞風情的處理方式，像是

在海舟所譯原詞中，主角要舉杯向尋覓著的未來太太和所有他要親吻的女孩們致

意，海舟以莊重為要，將之改寫為「遙祝鄰友健康」，沿續譯詞中一致的故園風

光與老友情節。 

海舟與張易所譯的原詞裡有出現關於死亡的詞句，對於死亡的議題，海舟選

擇以不說分明來處理，用「別時」、「別離」的字眼，代替極為沉重的死亡一詞，

而張易將原詞中說的「in de Cold Ground」，譯為「黃泉下」，以在地文化傳統來

譯，另外，原詞說到老營地有多無數軍士死傷的事蹟，張易將這樣的戰事死傷過

往濃縮於「此地好不吉利」一行，添上迷信。 



 105

蕭而化、海舟、劉廷芳所譯的原詞中皆有「soul」這一個字，但各個譯者皆

有不同的翻譯，蕭而化以「生命」譯之，海舟以「精神」來譯，唯有劉廷芳在其

宗教歌曲譯詞中，以「靈」字譯之，說著「耶穌我靈好友朋」。  

（六）習慣用語 

蕭而化與張易兩位譯者均有將本地的習慣用語化入譯詞之中，蕭而化有三處，

為徹底的是順應〈古情歌〉一曲所言，直接將杜秋娘的〈金縷衣〉略為改寫後入

詞，寫著「莫惜金縷衣，惜取少年時，花開直須折，莫待空折枝」，另外兩處為

循著原詞詞意，配上習慣用語譯寫而成，如搭配「地靈人傑」譯寫的「高原靈秀

鍾，世代多人傑。」，以及依原詞詞意選取「琼漿玉液」此成語入譯詞。張易的

部分，則是應用在新添、改寫的一行歌詞，以出自論語中的成功、成仁寫作出「或

則成功 或則成仁。」。 

（七）意識型態 

從張易與劉廷芳的譯詞裡，可見到榮譽與道德勸說的意識型態存乎其中。張易譯

詞所表現出來的意識型態為愛國與榮譽，在〈北方男兒〉一曲中，將原詞中具有

沙文主義的輕佻意味詞句，改寫為「是女子眼裡的英雄」，藏起士兵遊樂時的不

羈，轉而強調榮譽與英勇，說著為國家出征即成英雄。在〈西班牙騎士〉一曲中

亦有頌揚榮譽，張易將原詞所說代表著平安祝福的吉他樂聲，轉成「你和國家對

我的讚賞」，激起英勇赴戰場的榮譽感，同曲另一處也是將原詞所寫戰士對征戰

殺伐、命在旦夕的恐懼，改寫為「為我國家並為你，我必贏得榮譽歸。」，強調

為國家而戰、贏得榮譽的正面思維。 

 劉廷芳在譯詞中所展現的意識型態為道德勸說，原詞僅在勉人辛勤工作，但

劉廷芳改譯為「盡心盡意盡力量，勉勵惜分陰。」，帶有勸勉意味，要人們「惜

分陰」，同曲另一處原詞只是說到要人們工作時善用時間，但劉廷芳延伸寫為「光

陰飛逝難留住，應當充實善行。」，藉以勸人向善。 

（八）宗教 

周學普、張易、劉廷芳、王飛立、丁作人皆有翻譯宗教歌曲，劉廷芳、王飛立與

丁作人三人所譯的歌曲全都是宗教歌曲。宗教歌曲中的宗教詞彙，譯者多採如實

翻譯的方法，像是周雪普譯的「Maria」／「瑪利亞」、「Jesus」／「耶穌」、

「Zion」／「猶太人」，劉廷芳譯的「Bethlehem」／「伯利恒」、「Emmanuel」

／「以馬內利」、「Shepherds」／「牧羊人」等，還有亡飛立所譯的「Sabaoth」

／「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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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也會刪除原詞部分的宗教詞語，換句話來表示，周學普與劉廷芳皆有這

樣的處理方法，例如周學普將「Son of David」一詞，改以選取譯詞中原已出現

過的「猶太人」來譯。 

蕭而化、周學普、張易所譯的催眠曲中，亦有著「angel」、「God」、「sheep」

等宗教詞彙在其中。蕭而化將原詞中的「angels」改寫為「蝴蝶」，將「Christ–child 

tree」改寫為「餅乾樹」，在周學普所譯的原詞中，是由天使守護著小寶貝，但

在譯詞中，天使仍在，但守護的人變為媽媽。而在張易的催眠曲中，整首原詞圍

繞著羊群、牧羊、上帝的羔羊、基督的情境與意象，但張易將這些與宗教相關的

字詞完全移除，換上了催眠曲中常見的餅乾、糖果、蝴蝶等元素。由此可見，對

於宗教歌曲中的宗教意涵，譯者多會保留，若改寫也多是略為調整所譯出訊息量

大小，但遇到了催眠曲裡的宗教詞彙，譯者皆會改寫為在地、道地的語詞，因為

我們的宗教信仰非以基督教、天主教為大宗，自然在我們的母親們要哼唱給小娃

兒聽的催眠曲中，就不會出現這些宗教意涵的歌詞。 

（九）人物角色 

蕭而化、周學普、海舟、張易的譯詞中皆有對人物角色的描繪。在人種上，譯者

皆有如實譯出「黑族人」、「黑人」、「猶太人」。而在對外國人樣貌的描寫上，

蕭而化捨原詞說的藍眼珠，只說眼睛，周學普如實譯出「golden hair」／「金髮」，

而海舟所譯的原詞說的是棕髮，但海舟同樣選擇了金髮，譯為「金髮絲絲」。 

 周學普與張易所譯的原詞中有幾處人物角色的稱呼與形容，兩位譯者多會改

寫，像是周學普將「little prince」譯為「小寶貝」，女傭「chambermaid」譯為「阿

銀」，太陽神「Phoebus」僅譯為「太陽」，將原詞的人物角色轉為在地、慣用

的稱呼。而張易在〈和且柔〉中將母親角色略而不譯，也在〈羅賓阿黛〉一曲中，

將原詞中身為男性 Robin Adair，轉為譯詞中的女性角色。 

（十）創作歌詞中的文化異化表現 

歌集中記為蕭而化所配詞的歌曲有〈女儐相之歌〉與〈婚禮進行曲〉兩首，在這

兩首全新創作的歌詞中，卻都嵌入了異化成份，在無本源異國原詞的囿限之下，

自生異國情調。 

在〈女儐相之歌〉的歌詞當中，新娘頭「戴花環」，腳踩著「菫花皮靴」，身

上「披著白紗」，觀禮的人「你洒花瓣，我洒薰香」，雖然不確知這些個穿戴、

儀式元素組合在一起究竟屬於哪一個國度，但可百分之百確定其所發散的絕對

是異國的婚禮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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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進行曲〉同樣也是一首幸福洋溢的婚禮之歌，曲調是現今所有婚禮上

新郎新娘進場時，必定播送的歌曲。雖然我們現在對此曲調的聯想畫面，是新

娘穿著白紗的白色婚禮，但蕭而化所作的詞，起始表現的就是莊嚴、宏偉之感

陣陣而出的「秀峯崔巍，彩雲擁抱，有情成眷屬，天理固昭昭」，歌詞結尾的定

調亦是古典的「三春花常好，姻緣，神意亦神道」。但是，在中國傳統的包夾之

下，蕭而化卻鑲進了「亞當」與「夏娃」 之設的異化詞句，說著「亞當之設，

夏娃同造」，將自古以來常用的「天造地設」讚美詞，轉變為在伊甸園的場景，

在整首古典詞風之中，特出地顯現異國之感。這個詞句的確是新的用法，實驗

成功與否則有待商榷。形容佳偶時，確實會以亞當、夏娃來稱其匹配，但「天

造地設」裡象徵著大自然造物主的天與地，成就了天成的佳偶，一旦角色換為

遮著無花果樹樹葉的亞當與夏娃，齊設同造，在層次上則難以與天地相比擬。 

 

第二節 文本封面圖像 

在 Nord 的文本內部分析範圍裡，除了語言的因素之外，尚包括了文本的非語言

成分，例如圖示或斜體字等。《101 世界名歌集》並裡無任何圖示資料，唯一可

見的圖片即為封面圖像。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已出版了數十個版本，筆者所找到的封

面資料包括有一九一三年版（不知版別）、第十七版（一九一五年）、第二十五

版（一九二二年）、第三十版（一九三一年），以及第四十九版（一九五一年），

茲列出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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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不同版本與《101 世界名歌集》之封面圖像 

(1913)  (?? th) 
http://www.bonanza.com/listings/THE–ONE–HUNDRED–AND–ON

E–BEST–SONGS–1913–THE–CABLE–CO–/3568828 

(1931)  (30th) 
http://www.amazon.com/Hundred–Best–Songs–

School–Meeting/dp/B000CAFY4A 

(1915)  (17th) 

http://www.guitarnut.com/folktablature/t

he101bestsongs/index.html 

(1951)  (49th) 
http://www.amazon.com/Hundred–Songs–Acco

mpaniments–Revised–Edition/dp/B009XN0WJO

(1922)  (25th) 

http://www.ccantiquesandbooks.com/?pa

ge=shop/flypage&product_id=358# 

 (1952)   
  台灣省教育會編印 

取自白鴻博, 戰後台灣初等音樂教育之研究—以

音樂教科書為分析場域（195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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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版本與出版年的資料，可推測出版歌集的鋼琴廠商「The Cable 

Company」應是一年左右就會出一個新的版本，而從這些封面圖像中，亦可看出

圖樣的改版與更動。台灣省教育會依據的原文文本為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現有資料中均未提到其版本，而從所找到的各個封面圖像中，雖不

能確定版本為何，不過，倒是可用排除法，確定不會是一九二二年所出第二十五

版之前的版本。第二十五版前的圖像均是女孩彈著直立式鋼琴，右方站著撫頷聆

聽的父親，左邊坐著刺十字繡的母親，小弟弟背對著鋼琴站在姐姐左側，左手撐

著鋼琴椅。筆者資料中的原文第三十版之後才是《101 世界名歌集》所本的封面

圖像，圖像中姐姐彈的則是平台鋼琴，母親面對著鋼琴坐著，專心聆聽，弟弟的

身高與姐姐差不多，站在鋼琴右側，右手撐在鋼琴上。 

 將原文三十版之後的封面圖像與《101 世界名歌集》相比對，可發現此圖像

在跨文化之後也有歸化調整的痕跡。茲取原文第四十九版與中文版的圖像貼於下

圖說明。 

《The One Hundred One Best Songs》 

第四十九版 

 

《101 世界名歌集》  

 

圖 5–2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第四十九版與《101 世界名歌集》之

封面圖像 

中文文本的圖像除了刪去原文文本牆面背景的畫與裝飾之外，而在姐姐與母

親的髮色、髮型與穿著上皆做了調整，改換成在地的風格。原文文本中兩人的髮

色淡，中文文本則變為黑髮。在髮型的部分，原文文本的女孩髮型為中長度的捲

髮，斜綁在右側，而中文文本的女孩則是梳著兩根長辮子掛在背後，頭頂處還多

出了兩個像兔子耳朵的小髮髻或髮飾。媽媽的髮型則是由原文文本中結在頸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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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際處的小髮髻，變成了自後腦勺中間處開始蓬大的圓形內彎髮型，還加上了高

捲的瀏海。在服裝上，原文文本的女孩穿著洋裝，在腰際收緊，裙襬較大，中文

文本裡的女孩則換上了旗袍，而媽媽除了從長袖衣服變成了短袖衣服之外，還從

寬領口變為感覺上較為保守的窄領口。 

《101 世界名歌集》的封面圖像留下了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中的平台鋼琴與穿著海軍領衣服的弟弟，在姐姐與媽媽的髮色、髮型與服裝上做

了調整之後，就讓原文文本中的「洋味兒」盡去，讓在地況味躍然紙上。這樣的

表現方式與譯者在譯詞中的詮釋相比較，有所不同，但亦有所同。在周學普與海

舟的譯詞中皆有說到髮色，但他們兩人皆讓譯詞中的人物維持了異化，這與圖像

的呈現方式並不相同。張易的譯詞中有出現異國的服裝，其翻譯方法是捨棄異

化，不譯出蘇格蘭高地人穿戴的彩格披肩，而以「毛衣」入詞，這又與圖像的轉

換原則相同。整體來看，封面圖像的這種部分異化、部分歸化的處理手法，倒也

是與譯詞中各譯者呈現出來的整體樣貌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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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節將整理並總結前文的文本分析結果，先談文本的背景、功能與譯者，再述譯

詞的語言表現、音樂特質、譯者的風格與表現、文化意涵， 後再統整世界名曲

的翻譯規範。 

一、文本的背景與功能 

《101 世界名歌集》的誕生有其代表意義，因它是台灣政府第一次主導的歌

詞翻譯活動。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政府在隔年推行國語運動，去日本化，規

定中小學教師授課一律使用國語，此時出現了舊教材停用，新教材尚未推出的空

窗期，尤其音樂教材 為匱乏，在一九五二年三月推出的《101 世界名歌集》，

正可解此中文歌曲之渴。這本中文歌集的源始文本為美國芝加哥的鋼琴廠商「The 

Cable Company」出版的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文本裡寫有預設

的接收方，並細分歌曲的所屬類別，而《101 世界名歌集》中文歌詞文本裡並未

列出此類訊息，但其以官方出版，由學校渠道推廣的特殊身分，讓它無需任何行

銷手法，即可達到廣為流傳的效果。 

 《101 世界名歌集》裡的情感歌曲 多，佔了一半左右，宗教歌曲次之，約

佔四分之一，其餘類別像是愛國歌曲、少兒歌、大學與幽默歌曲，皆少於十分之

一。依《101 世界名歌集》所涵蓋的歌曲範圍與流傳來看，其功能在於提供學校

音樂教育、合唱團、宗教團體及喜愛音樂者豐富的音樂素材，拓展我國學子與民

眾對世界名曲的認知範疇。就影響學子的部分而論，在一九五○年代，音樂教科

書有著強烈的中國意識型態，歌詞的內容多是配合國家政策，將保家衛國、反攻

大陸的思想，透過歌詞灌輸到學童身上。到了一九六○年代，音樂教科書所收

大宗類別仍是強調民族文化的歌曲。在這樣的主軸之下，《101 世界名歌集》的

歌曲開啟了一扇世界之窗，發揮了開拓學子與大眾視野，以及培育音樂藝術賞析

能力的功能，提供跨文化、具藝術性的音樂賞析活水來源，讓人在聆聽與唱和之

餘，心靈得以清澈如許。 

二、譯者 

本文所整理的譯者背景資料有蕭而化、周學普、張易、劉廷芳、王毓騵五位。

在外語領域方面，周學普擅長德文，歌集中的德國歌詞幾乎皆由其翻譯，其餘譯

者所通曉的外語皆為英文，論專業程度，以張易這位英語系教授 高。在這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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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中，唯有蕭而化具備音樂背景，是一位專業的音樂教育家。 

 劉廷芳在歌詞翻譯上的資歷在五位譯者中 為豐富。《普天頌贊》513 首詩

歌中，有四分之一皆爲劉廷芳所譯校。陳郁秀與孫芝君（2005）、劉美蓮（2008）

與施福珍（無日期）所撰寫的資料中，皆寫著劉廷芳亦獲邀加入一九五一年的《101

世界名歌集》翻譯活動中，但其實劉廷芳已於一九四六年辭世，而他在一九四二

年赴美就醫前，一直都在中國，未曾來過台灣。《101 世界名歌集》所收的劉廷

芳譯詞，實為中國廣學會於一九三四年所出版之《普天頌贊》裡的譯詞。此外，

《101 世界名歌集》所收的十首劉廷芳譯詞中，〈趕快工作〉與〈信心基礎〉兩

首為劉廷芳與楊蔭瀏合譯，但《101 世界名歌集》只列出劉廷芳之名，應是文本

外之宗教力凌駕於政治力的操作使然。劉廷芳以其牧師身分，免於因身為大陸人

士而遭到除名的命運，而合譯者楊蔭瀏則如同〈可愛的家〉的譯者吳研因一般，

皆因大陸人士的身分，在《101 世界名歌集》裡受到了隱姓埋名的對待。 

三、歌詞翻譯的策略與改寫情形 

 在譯詞的語言表現上，文本中可見得的歌詞翻譯策略與方法包括了原意延

伸增添、添加評論、情緒強化增添、核心字詞翻譯、順序調換、重複、疊句及疊

詞改寫、合併翻譯、聚焦、詞組字序調換、偏譯，以及數字改寫。 

在所有譯者的譯配詞中，改寫程度居於中等的譯詞 多，接下來依次為改寫

程度大、改寫程度小、改寫程度極小的譯詞。蕭而化、周學普、海舟三人的譯詞

皆無改寫程度極小的譯詞，而改寫程度極小的九首歌，皆為其他譯者所譯，也全

都是宗教歌曲。二十二首宗教歌曲的譯者有周學普、劉廷芳、王飛立、丁作人，

平均改寫程度小，符合普天頌讚（1961）中所言聖歌譯述的原則之一，亦即譯詞

詞義要接近原文（頁 5）。周學普對於所譯宗教歌曲的改寫較其他譯者多，改寫

程居於中等。除了宗教歌曲之外，歌集裡共有八首催眠曲／搖籃曲，為另一個特

殊類別，平均改寫程度大，蕭而化尤之。 

從譯詞改寫的內容來看，八位譯者中，唯有蕭而化與周學普有與原詞意旨相

異的譯詞，蕭而化的四首相異意旨歌曲中，有三首為創作的全新歌詞，而周學普

的相異意旨並非刻意而為，因他只取原詞第一段譯出，所以原詞整體另有闡釋、

發抒的情感並未顯現在譯詞之中，因而有了譯詞意旨與原詞相異的情形。除了歌

詞意旨的改寫之外，主要的改寫內容還包括了情節與文化範疇詞語部份的改寫。 

 

四、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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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翻譯中運用到的修辭包括有對偶、譬喻、複疊、摹狀、感歎、設問、排比、

誇張、回環、頂真與映襯。譯詞歌曲達十首以上的蕭而化、周學普、海舟、張易、

劉廷芳這五位譯者，皆有使用的修辭共有五種，次數由高而低依次為摹狀、對偶、

複疊、感歎、設問。以平均每首的修辭應用頻率來看， 高者為蕭而化，海舟次

之，其餘三位的應用頻率皆低於平均值。吳媺婉（2005）與高敬雯（2000）皆有

研究國語流行歌曲的修辭應用，吳媺婉分析一九四九年至二○○○年間的流行歌

曲，所得結果為不論是何主題的歌曲， 常運用的修辭辭格為類疊、譬喻、轉化、

設問、對偶、排比等，而高敬雯研究二○○六至二○一○年間之流行歌曲，其分

析結果則是譬喻、轉化、類疊三種修辭居多。這兩份研究的結果與本文的歌詞翻

譯分析所得並不相同， 大的差別在於譬喻與轉化的應用。在譬喻部分，除了蕭

而化的應用程度達常用之外，其他譯者皆少用，劉廷芳則是一次皆無。根據許馨

云（2012）分析《新約聖經》之修辭藝術的結果，福音書中常會用到多樣化且顛

覆性的譬喻（頁 152），但在《101 世界名歌集》的宗教歌曲譯詞裡，皆不見譯者

應用譬喻修辭，原因在於本文所討論的是譯者於原詞之外新生的譬喻，而依本文

分析所得，宗教歌曲的歌詞翻譯屬改寫程度極小的類別，原詞中的信息幾乎皆在

譯詞中傳達出來，而原詞中，甚至是教義中不曾有過的譬喻，自不會出現在譯者

筆下。在轉化的部分，本文歌詞翻譯的所有譯者皆未用到，原因亦為原詞裡許多

生動的物當人、人當物的轉化，譯者多會如實移轉至譯詞之中，因此也就不屬於

譯者主動支配、應用的修辭。 

五、音樂特質 

歌詞的音樂特質主要表現在韻腳、節奏、聲調三個部分。在韻腳的部分，就蕭而

化、周學普、海舟、張易、劉廷芳這五位譯者的譯詞來看，皆是押兩個韻的譯詞

多。蕭而化譯詞的韻數較少，至多押四個韻，海舟韻數較多，有押至六個韻的

譯詞。而所有譯者所押的 多與次多的韻裡皆有空／ㄧ／ㄩ／ㄧㄣ／ㄩㄣ／一ㄥ

通押的韻。相較於其他譯者，蕭而化所押之韻的集中程度 高，其前三高的韻分

別在十五首、十四首、十首譯詞中出現，而排第四高的韻就倏地落至只有三首。 

在用韻類型的應用上，譯詞中 多的是「有段落整段同韻，其他段落有段落

中換韻」與「整首主要押一韻，其中有段落夾雜他韻」兩種類型，次之者為「各

段皆有段落中換韻」，再次之的類型有「一韻到底」與「整首主要押一韻，所有

段落皆夾雜他韻」兩種。蕭而化與劉廷芳用韻的整齊度較高，周學普則較低。在

交韻的押韻方式上，五位譯者皆有使用，除去因行句重複而形成的交韻，比例上

高的為劉廷芳與海舟，蕭而化與周學普次之，張易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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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譯詞中的未入韻句數可看韻密與韻疏的狀況，蕭而化句句入韻之譯詞的曲

數遠高於其他譯者，而以韻密程度達 75％以上的歌曲曲數比例來看，由高至低

依次為海舟、蕭而化、周學普， 低的為比例相當的張易與劉廷芳兩人。以各譯

者所有譯詞的平均韻密程度來看， 高的為蕭而化與海舟，兩人比例相同，不過，

海舟的十五首譯詞中有多達十三首韻密程度高於 75％，而這十三首的平均韻密

程度高達 88％。 

就王飛立、丁作人、王毓騵這三位譯者的八首譯配詞來看，王飛立與王毓騵

各有一首一韻到底的譯詞，不過，兩人也都各有一首譯詞所押的韻多達六個。三

人的平均韻密程度介於 69％到 81％之間。 

所有譯者皆有為了押韻所行之改寫， 徹底的方式是刪除原詞，換上新詞，

新生與原詞不同的景致與情境，除此之外，另有增添詞語以成韻的表現方式。若

要不改換新詞，亦可藉由調整字序或句序的方式，以達押韻的目的。不過，翻譯

時為了求得押韻的音樂美，調整之際卻也不免出現不合邏輯，或是刻意、不自然

的痕跡。 

 歌曲的音樂節奏表現在樂音的強弱、長短、快慢與休止停頓這些要素上，這

些音樂節奏要素與歌詞搭配時，詞語組合的句逗、口氣須與音樂的停頓與呼吸配

合，而譯詞和曲調在節奏上的結合規則，包括了譯詞的字數應與原文的音節數相

等，譯詞的句逗應與原詞的句逗一致，以及譯詞的頓挫應與原曲口氣和呼吸一

致。在譯詞字數應要與音節相等這一點上，其目的是為了能夠準確地表現出作曲

家的意圖與歌曲原作的節律特點，但在某些非得加字才合乎詞語邏輯的情況下，

譯詞字數可多於音節數，添上「的」、「得」、「兒」、「了」這些輕讀的虛詞，

而為了做到一音一字，亦可加上「看」、「聽」、「來」、「哦」這些實字。在

譯詞中，偶爾可見到多音一字的情況，對於一些弱拍、經過音或是較短的音，勉

強可容許原詞有兩個語音音節處，只用上一個中文字。此外，譯文的句逗應與原

詞的句逗一致，譯配的每一行歌詞皆應與每一樂句的步調一致，不過，歌詞的一

行並不見得等於一句，但至少也要是邏輯上完整的一行，並且應有句意尚未結束

的暗示。至於譯文的頓挫應與原曲口氣和呼吸一致這一點，外文多音節字詞與中

文的詞組重音多不一致，因此，譯詞的字不應跟著外文歌詞，而是要隨著音樂的

節奏結構。 

 翻譯歌詞時，尚須顧及中文歌詞高低升降的聲調與曲調的搭配，若搭配不

成，則會出現倒字，倒字是歌詞翻譯實踐中常會出現的問題，若讓由低而高的字

詞聲調配上由高而低的旋律，則會讓聽者誤會或不解詞意。因此，譯詞除了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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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語言的文學蘊含、顧及韻律與節奏之外，亦要避免出現怪腔怪調的倒字。  

六、譯者的風格與表現 

蕭而化與海舟的譯詞較為精簡，具典雅風格，相較之下，其他譯者的譯詞風

格則較為平實。就蕭而化而論，他在歌曲翻譯上的表現，可映證其音樂專業的特

質與內涵。在各項歌詞翻譯策略中， 能直接表現音樂特質者即為「重複」，而

蕭而化在譯詞中頗常運用重複來營造呼應效果。譯詞中可見得的三種為達呼應所

應用的重複方法，包括有重複前面段落出現過的詞句、運用對偶的方式改寫，以

及譯寫相同的字詞元素，這三種方法蕭而化皆多有運用。而在各種修辭方法中，

應用對偶與複疊 可表現、彰顯出語言中的音樂特質，而這兩種皆是蕭而化在歌

詞翻譯中常用的修辭法。此外，歌詞中的韻腳是為音樂特質展現的主要場域，在

這個部分，蕭而化的表現亦頗為突出，其用韻的整齊與規律性高，句句入韻的歌

曲數亦遠高於其他譯者，韻密程度也高。除了這些音樂專業的展現之外，蕭而化

亦透過典雅且具古意的詞語，以及譯詞中隨處可遇的修辭應用，使其譯詞透發出

文學的質感。 

在其餘七位譯者的譯詞表現上，唯有海舟與蕭而化展現的特質相近。海舟的

譯詞亦有藉著重複詞句、對偶、相同字詞元素來表現前後的呼應，展現歌詞翻譯

之詞語中的音樂特質，對偶與複疊亦為海舟的常用修辭，而海舟這兩種修辭法的

使用頻率甚至還高於蕭而化。海舟的譯詞風格亦頗為典雅，從用字遣詞到修辭的

應用中，處處展現深厚的文學蘊含。 

周學普的譯詞風格較為平實、直白，《101 世界名歌集》裡的德文歌詞共有

十九首，其中十六首皆為周學普所譯，因此歌集中的德文藝術歌曲與民謠之歌詞

翻譯風格，幾乎等同於周學普的譯詞風格，其典型的表現可從〈野玫瑰〉的譯詞

中看出。周學普譯有多本歌德的文學作品，而歌集中的〈野玫瑰〉亦為歌德的詩

作，周學普將此首原詩的記述口吻與對話完全保留，循現代新詩的自由無羈，幾

乎如實的直譯原詩，讓歌德詩中原來的劇情與氛圍盡皆搬至譯詞的舞台之中。在

風格之外，周學普的譯詞並不特別注重運用各種翻譯策略與修辭方法，而從韻腳

此一音樂特質的表現上來看，其整體上押韻的整齊與規律性也偏低，不過，其他

譯者在歌詞翻譯中或多或少會出現不自然的詞語、翻譯腔或邏輯疑處，但周學普

的譯詞倒是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張易的譯詞風格亦屬平實，在音樂特質的表現上，譯詞中常會運用重複此一

翻譯策略來展現呼應與音樂特質，但除此之外，對偶與複疊修辭的應用頻率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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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韻密程度中等，在詞語的表現與邏輯上，張易譯詞中出現的翻譯腔與邏輯問

題較其他譯者多出不少。 

劉廷芳翻譯的皆是宗教歌曲，其風格正如《普天頌讚》序言裡所言明的兩項

聖歌譯述原則，亦即文致自然美麗，用字淺顯簡易。劉廷芳在歌詞翻譯上改寫少，

增添少，應用的翻譯轉換不繁複，有些許修辭，韻腳的整齊與規律性高，韻密程

度中等，每首譯詞在自然與淺顯中呈現出沉穩厚實之感，娓娓唱出主的恩賜與故

事。王飛立與丁作人所譯亦皆為宗教歌曲，兩人在用字遣詞上較之於劉廷芳更為

淺顯，王飛立尤之，不過，兩人的譯詞有多處用字不夠精確，亦存在著若干邏輯

問題，較難自然、順暢地傳達原詞詞意。 

本文所分析的八位譯者尚餘王毓騵一人，因其只有兩首譯詞，且皆無原詞可

比對，故在此不討論其風格與表現。 

七、譯詞文化範疇 

世界名曲裡存在著許多異國的事物、風俗與觀念，各個譯者對於跨文化的詞

彙，處理的方式與偏好各有不同。蕭而化多會將異國文化詞或刪或改，轉為在地

熟悉的詞語，不過在人種部分，倒是會如實譯出，留住異地故事的氛圍。周學普

有刪有留，人種部分及宗教詞彙如實譯出，異地風俗民情中的催眠精靈也留下

了，其餘則有刪改，改為在地熟悉的詞語。海舟偏歸化，會將異國的國名、地名

刪除，會改寫異地的俚俗風情，不說靈魂，避談死亡，不過，他在植物名上，比

其他譯者更能將大眾不甚熟悉的植物引入詞來。張易對於文化詞彙的處理，在人

種、人名部分會留住異化，其餘在服裝、樂器以及有著宗教詞彙的催眠曲裡，皆

是抖落異地異情，改以在地熟悉的事物呈現。劉廷芳所譯皆為宗教歌曲，宗教詞

語多會如實譯出，而在意識型態上，則有隨著原詞詞意順勢而上的處理方式，更

行強化道德勸說的意涵。 

就譯詞中各個類別的文化詞語來看，譯者的處理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如實譯

出，有的刪減、改換詞語，不過在宗教、人種、人物特徵這幾類詞語上，倒是皆

偏向如實譯出，留下異化。 

在自然生態的部分，原詞中所出現的動、植物，若屬在地常見、泛稱者，譯

者多會直接譯出，若是非本地、非常見者，則會刪除、改換為其他動、植物，或

是模糊化、放大處理，改以泛稱名譯出。 

 原詞中出現的國家名、地方名、物質文化相關詞彙，譯者幾乎都是捨去異化。

從原詞跨至譯詞的風俗民情，譯者可將原詞風俗傳說留住，或是改寫原詞，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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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傳統風俗民情嵌入譯詞之中。對於原詞中較為俚俗的民情，譯者皆會調整為

符合譯詞風格、風情的詞句。遇有原詞中談及死亡的詞句，譯者可改以不說分明

來處理，或是換上在地文化傳統詞語來譯。此外，譯詞裡亦可見到本地的習慣用

語化入其中。 

在意識型態方面，有的譯詞在改寫中表現了愛國與榮譽的意識型態，有的則

是強化了道德勸說的內容。 

宗教歌曲中的宗教詞彙，譯者多如實譯出，但有時也有刪減，或許是因歌詞

字數限制而難以直譯譯出，也或許是認為宗教意涵負荷較重，在譯詞中容易交代

不清的緣故。除了宗教歌曲，多首世界名歌裡的催眠曲也有宗教詞彙，但譯者反

而多會刪除，改換為兒趣的詞語。由此可見，對於宗教歌曲中的宗教意涵，譯者

多會保留，若改寫也是略為調整所譯出訊息的多寡，但遇到了催眠曲裡的宗教詞

彙，譯者皆轉而改寫為在地、道地的語詞，應是因為我們的宗教信仰非以基督教、

天主教為大宗，因此，我們的母親們要哼唱給小娃兒所聽的催眠曲中，自然就不

會出現含有這些宗教意涵的詞彙。 

原詞中出現人種的名稱時，譯者皆會如實譯出，但在對外國人樣貌的描寫

上，各譯者的處理就有不同之處，有的採取歸化，有的則是取捨皆在異化裡，例

如捨了原詞的棕髮，轉而譯寫絲絲金髮。對於人物角色的稱呼與形容，譯者多會

改寫，有的捨異化名稱、內涵，改為在地熟悉的詞語，有的會改變角色性格與性

別。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創作的全新歌詞帶著異化的表現。在蕭而化兩首配詞的

歌曲中，並無本源異國原詞的任何囿限，但譯者卻讓歌詞自生異國情調，例如

出現西式婚禮的裝扮與儀式，有著亞當、夏娃入詞來，使歌詞符合世界名歌的

跨文化特質。 

八、世界名曲歌詞翻譯的規範 

《101 世界名歌集》裡的各個譯者各展風華，將自身對原詞的理解、詮釋，以及

意欲在譯詞裡表現的語境與氛圍，透過各自的文字風格、涵養與價值觀，表現在

一首又一首的譯詞裡。雖然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風格與展演的姿態，但在諸多顯

著與細瑣的差異之中，仍然可見得一股牽引的標準與規範，依著一定的秩序，讓

各譯者與其譯詞的相異風格，在《101 世界名歌集》裡交融、相容，共同烘托出

世界名曲的譯詞風格。 

從各個譯者對譯詞的不同改寫程度來看，我們可以得知《101 世界名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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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歌詞翻譯並沒有要求譯詞忠實的規範，亦沒有任何改寫程度的約束，換言

之，《101 世界名歌集》裡的譯者對於詮釋方式的選擇較為自由，譯詞的詮釋空

間大小富含彈性。世界名曲於二十世紀初開始引進中文世界後，多為完全改寫的

配詞，有完全自由、不受原詞囿限的詮釋空間，而到了一九五二年發行的《101

世界名歌集》，其背後的規範仍能接受完全改寫的譯法，同時，也接受由原詞延

伸，擷取部分或沿用大部分世界名曲原詞的故事與語境，讓國人領受世界既寬廣

且多樣的文化與情感表現面貌。 

歌詞翻譯可以選擇以直白的方式，純粹傳達原詞的詞意，不添任何修辭技

巧，也可選擇運用修辭來使句意、情意表達得更為生動，更具文學蘊涵。在《101

世界名歌集》裡，各個譯者應用的修辭與使用修辭的頻率各不相同，有的譯者在

譯詞中密密地嵌入修辭的技巧，讓譯詞俯拾皆有濃郁的情思與文采，一如蕭而化

與海舟，而他們的譯詞確實也明顯地溢發出精心刻畫的美感與文學蘊涵。有的譯

者修辭的應用略少，如周學普、張易與劉廷芳，讓譯詞在平實風格中仍可見修辭

的光點，添上生動的表達。 

 歌詞翻譯須顧及節奏、聲調同旋律的搭配，才能讓歌詞入歌，達到其根本的

功能，而除了節奏與聲調外，歌詞還有另一項音樂特質的表現，即為押韻。透過

本文的分析，得知不論各譯者選擇在歌詞翻譯中用上較多或較少的韻，不論用韻

的類型偏單純還是多樣，不論韻密還是韻疏，每一位譯者皆有用韻，每一首譯詞

皆有韻，這表示著歌詞翻譯除了受節奏與聲調的規範之外，必定有韻亦為歌詞翻

譯所遵循的另一項規範。 

世界名曲裡有許多異文化的成份，雖然各個譯者對於跨文化的詞彙與意涵，

處理的方式與偏好各不相同，就算是同一譯者，在不同譯詞中也會有不盡相同的

處理方法，但綜觀《101 世界名歌集》的歌詞翻譯，大致上仍可看出譯者們在文

化上所依循的處理規範。各譯者多遵循著維持基本的異國性，會有歸化的處理方

式，但不致使歌詞裡的地域完全轉為在地，可讓人在聽著、唱著時，同時可感受

著異地情調，亦可投射到自身的情境，使有入歌入戲的想像與感動。 

世界名曲的歌詞翻譯有無風格上的規範呢？洪源（1986）舉出了歌詞的十種

風格，包括豪放、淒婉、勁健、自然、清新、悲慨、典雅、實境、洗煉、雄渾（頁

48–79），這些風格由裡到外、從形式到內容，表現出歌詞的質地與個性，而譯

詞的風格則可顯現在譯者個人的文字風格上，以及譯者改寫的內容裡。先論譯者

的文字風格，在《101 世界名歌集》裡，各家譯者有著各自的文字風格展現，以

蕭而化與周學普兩位皆有翻譯的〈野玫瑰〉為例，兩人皆訴說了野玫瑰的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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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而化的譯詞十足展現了淒婉、典雅的風格，而周學普的譯詞則是如實地呈現著

原詞意境的自然風格。而就算是一派典雅，風格表現頗為成熟、一致的蕭而化，

在〈海上奇遇記〉裡依著故事的內容與型態，卻也呈現出另一種自然、清新的風

格。因此，世界名曲的歌詞翻譯在各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本質之下，實無特定的

規範，實無單一文字風格可描繪、統括得了多樣的譯詞表現。再論譯者改寫內容

裡所展現的風格，經由分析《101 世界名歌集》裡各家譯者之譯詞改寫情況，可

看出說到戰事時，譯者在改寫上會鼓勵前行，強調榮譽感，談及男性的優越意識

型態時，或刪改，或改寫為英雄的受人愛戴，另外亦可見譯詞中強化的道德意識

型態，由此可見，在整體主題意識與內容的表達上，譯詞有著一統的風格展現，

多依循著正面、積極、不俚俗的規範。因此，我們可說世界名曲的歌詞翻譯對文

字風格並無一統的要求，但對於歌詞的內容風格則有著淨化與莊重的規範，讓歌

詞跨越到中文的語境之後，能夠更行強化這些經典歌曲裡正向、正統的藝術性。 

綜上所述，從《101 世界名歌集》得見的世界名曲歌詞翻譯，依循的規範包

括了可在忠實與改寫之間自由詮釋、應用修辭表達文學性、必定有韻與音樂特

質，維持文化上基本的異國性，以及依循正面、積極、不俚俗的規範。從這些規

範的限制程度來看，唯有用韻與音樂特質具有不得不然的絕對性，其他的規範給

予世界名曲歌詞翻譯的並非緊箍的框架，而是可讓譯者在其牽領、引導之下自由

地悠遊，也因此，世界名曲的歌詞翻譯才能唱出百樣的風情，也才能在世界名曲

的曲調舞臺上，演出一齣又一齣跨文化之後帶著新奇卻又藏著熟悉的雋永劇本。 

  

第二節 未來研究方向 

《101 世界名歌集》只是台灣歌詞翻譯史的開端，本文整理出此一文本的內外蘊

藏，分析歌詞翻譯的語言現象、修辭應用、音樂特質表現，以及文本內外所隱含

與彰顯的文化意涵。未來就《101 世界名歌集》此一文本的研究，可延伸至這些

世界名曲的流傳狀況。歌曲的生產與流傳包括了寫詞、寫曲、表演、傳播管道、

傳唱這五個要素（陸正藍，2007，頁 1），世界名曲的中文譯介，值得探討的要

素在於譯詞、傳播管道與流傳的狀況，因此，《101 世界名歌集》的相關研究亦

可由流傳著手，從歌曲經教科書收入、合唱團教唱、宗教團體唱頌、網路上討論

的有無與多寡，甚至是某些詞句獲流行歌曲收錄或改編的情形，來分析歌曲、歌

詞的流傳狀況。此外，因中文版的《101 世界名歌集》為仿效國外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 的歌本，參考日文譯本的做法而來，因此，亦可找出日文譯

本相互比對，追查中文譯詞的改寫部分有無源自日文譯詞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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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研究亦可擴及本文所討論之譯者的其他翻譯歌詞，如此當更能瞭解各

譯者的翻譯策略全貌，從譯者的實踐中探究其翻譯理念。此外，亦可循著時間向

度，將一九五二年之後的世界名曲翻譯活動與譯詞盡搜研究之中，整理出台灣世

界名曲的翻譯史，以得見半個世紀以來的歌詞翻譯活動與歌詞製作的體制脈絡，

一探歌詞翻譯的主導機構、規模、譯者，整理出譯者翻譯策略的應用與演進的歷

程，並探求世界名曲歌詞翻譯在歷史脈絡下之風格與規範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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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01 世界名歌集》目錄頁內容 

（「譯配詞」一欄為筆者自加 ）  

 

曲次 中文歌名 原文歌名 歌曲來源／作曲家 譯配詞

1 風鈴草 The Blue-Bell of Scotland Scotch Air 蕭而化

2 你    你 Du, du liegest mir im Herzen Volksweise 周學普

3 馬撒永眠黃泉下 Massa's in de Cold Ground S. C. Foster 張易 

4 與主接近 Nearer, My God, to Thee Dr. Lowell Mason 劉廷芳

5 秋日催眠曲 An Autumn Lullaby J. S. Fearis 海舟 

6 啊頓河 Flow Gently Sweet Afton J. E. spilman 蕭而化

7 依然在我心深處 
Believe Me, If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Irish Air 海舟 

8 催眠曲 Sandmännchen  Volkslied 周學普

9 趕快工作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Dr. Lowell Mason 劉廷芳

10 散塔蘆淇亞 Santa Lucia Napoliten Folk Song 蕭而化

11 君憶否 Ben Bolt B. S. Sawyer 海舟 

12 聖母頌 Ave Maria J. Arcadelt 周學普

13 西班牙騎士 The Spanish Cavalier Wm. D. Hendriekson 張易 

14 白晝光明漸消逝 Softly Now the Light of Day C. M. Von Weber 王飛立

15 征人別離歌 The Soldier's Farewell J. Kinkel 張易 

16 聽那杜鵑啼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A. Hawthorne 蕭而化

17 你那碧藍眼睛 Mit Deinen Blauen Augen   周學普

18 啊,來, 忠信的人們 O, Come All ye Faithful W. C. Diversi 王飛立

19 小伯利恆歌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Lewis H. Redner 劉廷芳

20 豐年 Pleas'ant farmer Schumann 王毓騵

21 肯達基老家鄉 My Old Kentucky Home S. C. Foster 蕭而化

22 搖籃曲 Schlummerlied F. Kucken 周學普

23 水濱牛犬 The Bull Dog   海舟 

24 思故鄉   R. S. willis 中學唱歌

25 小夜曲 Serenade Gounod 周學普

26 我心戀高原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J. M. Courtney 蕭而化

27 主之降臨 Des Herrn Einzug G. F. Handel 周學普

28 紡紗曲 Spinnen Lied Swedisches Volkslied 周學普

29 哦，簡妮微 Sweet Genevieve Henry Tucker 張易 

30 現在白晝已過 Now the Day is over J. Barnby 張易 

31 聖母頌 Ave Maria Bach--Gounod 周學普

32 後的玫瑰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Irish Air 海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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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萬古磐石 Rock of Ages Thamas Hastings 劉廷芳

34 海上奇遇記 Sweet By and By Joseph P. Webster 蕭而化

35 野玫瑰 Heidenroslein H. Werner 周學普

36 搖籃歌 Wiegenlied F. Schubert 周學普

37 當我行過麥堆 Comin Thro' the Rye Scotch Ballard 海舟 

38 當燕子南飛時 When the Swallows Homeward Fly Frenz Abt 蕭而化

39 古相思曲 Flee as a Bird Spanish Melody 
盧同詩

改作 

40 喀淋麥芙寧 Kathleen Mavourneen F. W. N. Crouch 海舟 

41 菩提樹 Bo-tree Schubert  

42 輕搖, 可愛的馬車 Swing Law, Sweet Chariot Negro Spiritual 王飛立

43 朱尼妲 Juanita Spanish Melody 海舟 

44 和且柔 Sweet and Low J. Barnby 張易 

45 羅蕾萊 Die Lorelei Fr. Silcher 周學普

46 信徒精兵歌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A. S. Sullivan  

47 夢 Old Folks at Home S. C. Foster 李叔同

48 如果 O, Wer't Thou in the Cauld Blast F. Mendelssohn 張易 

49 老黑嚼 Old Black Joe S. C. Foster 蕭而化

50 女儐相之歌 Brautjung fernlied Carl Maria Weber 蕭而化

51 狄西蘭 Dixie Land Dan Emmert 海舟 

52 問我何由醉 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 Old English Air 蕭而化

53 新生王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Mendelssohn 劉廷芳

54 野玫瑰 Heidenroslein M. Hauptman 周學普

55 靈友 Jesus, Lover of My Soul S. B. Marsh 劉廷芳

56 當我頌讀故事 I Think, When I Read that Sweet Story 
English Tune Arr. by 

Hubert P. Main 
丁作人

57 北方南兒 Yankee Doodle Old English Tune 張易 

58 聖誕佳音 The First Noel Traditional  

59 昨夜 Last Night Halfdan Kjerulf 蕭而化

60 信心基礎 How Firm A Foundation Portuguese Hymn 劉廷芳

61 高山薔薇開處 Where the Alpine Roses Blow F. Abt 蕭而化

62 憶舊游 Auld Lang Syne 
Scotch Folksong Arr 

by J. S. Fearis 
海舟 

63 主來罷, 萬能之主 Come, Thou Almighty King Felice Giardini 丁作人

64 至聖 Zum Sanctus F. Schubert 周學普

65 羅賓阿黛 Robin Adair Scotch Melody 張易 

66 小寶睡 Sleep, Baby, Sleep Arr. By J. S. Fertis 張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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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羅莽湖邊 Loch Lomond Old Scotch Song 海舟 

68 往事難忘 Long Long Ago T. H. Bayley 張易 

69 再見 Good Night Farewell F. W. Kucken 蕭而化

70 野玫瑰 Heidenroslein F. Schubert 蕭而化

71 少年樂手 The Minstrel Boy Old English Air 蕭而化

72 東方三王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 J. H. Hopkins 張易 

73 催眠曲 Wiegenlied W.A. Mozart 周學普

74 安娜羅荔 Annie Laurie Lady John Scott 海舟 

75 夕陽西沉 Abide With Me William B. Monk 劉廷芳

76 樅 Der Tannenbaum Volksweise 周學普

77 古情歌 Love's old Sweet Song J. L. Molloy 蕭而化

78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W. G. Tomer 劉廷芳

79 聖哉此夜（平安夜）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Franz Gruber 劉廷芳

80 我怎能離開你 How Can I Leave Thee Thuringien Folksong 海舟 

81 憶別離 In the Gloaming Annie F. Harrison 海舟 

82 你會將我想起 Then You'll Remember Me M. W. Balfe 蕭而化

83 盪動在深海的搖籃裡 Rocked in the Cradle of the Deep J. P. Knight 張易 

84 水車廠中 Der Wanderer in Der Sagewuhle Fr. Gluck 周學普

85 催眠曲 Wiegenlied J. Brahms 蕭而化

86 母親 Mother Gilmour 王毓騵

87 可愛的家 Home, Sweet Home Sis Henry R. Bishop  

88 老營地 We're Tenting to-Night Walter Kitt 張易 

89 強固的要塞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Old Chorale 王飛立

90 我的邦妮 My Bonnie H. J. Fuller 蕭而化

91 婚禮進行曲 Bridal Chorus From Lohengrin R. Wagner 蕭而化

92 康城塞馬歌 The Camptown Races S. C. Foster 張易 

93 涉江 Wading the River Scotch Folk Song 古詩 

94 晚鐘 Zephyr of Nightfall German Folk Song 周學普

95 蘇武牧羊 The Shepherd Su-Woo Chinese Melody 古詩 

96 道情 Ballad Chinese Ballad 鄭板橋

97 珍重再見 Aloha Oe Liliuokalani  

98 送別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J. Pordway 李叔同

99 伊的笑容 Her Bright Smile W. T. Wrighton 蕭而化

100 箜篌引 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   海舟 

101 請聽雲雀 Horch horch die Lerch Schubert 周學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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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依譯者別排序之曲目表及歌曲類別 
曲次 歌名 譯配詞 歌曲國別 語言別 原詞類別 譯詞類別 

1 風鈴草 蕭而化 蘇格蘭 英文 國家、愛國歌曲 情感（友情）  

6 啊頓河 蕭而化 蘇格蘭 英文 情感（鄉土情）  情感（友情）  

10 散塔蘆淇亞 蕭而化 義大利 英文 情感（鄉土情）  情感（鄉土情） 

16 聽那杜鵑啼 蕭而化 美國 英文 情感（友情）  情感（友情）  

21 肯達基老家鄉 蕭而化 美國 英文 情感（鄉土情）  情感（鄉土情） 

26 我心戀高原 蕭而化 蘇格蘭 英文 情感（鄉土情）  情感（鄉土情） 

34 海上奇遇記 蕭而化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其他（敘事）  

38 當燕子南飛時 蕭而化 德國 英文 國家、愛國歌曲 國家、愛國歌曲

49 老黑嚼 蕭而化 美國 英文 情感（友情）  情感（友情）  

50 女儐相之歌 蕭而化 德國     情感（愛情）  

52 問我何由醉 蕭而化 英國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59 昨夜 蕭而化 挪威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61 高山薔薇開處 蕭而化 德國 英文 尚找不到原詞 情感（鄉土情） 

69 再見 蕭而化 德國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70 野玫瑰 蕭而化 德國 德文 情感（蒼生情）  情感（蒼生情） 

71 少年樂手 蕭而化 英國 英文 國家、愛國歌曲 國家、愛國歌曲

77 古情歌 蕭而化 愛爾蘭 英文 情感（蒼生情）  情感（蒼生情） 

82 你會將我想起 蕭而化 愛爾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85 催眠曲 蕭而化 德國 德文 少兒歌 少兒歌 

90 我的邦妮 蕭而化 蘇格蘭 英文 大學與幽默歌曲 大學與幽默歌曲

91 婚禮進行曲 蕭而化 德國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99 伊的笑容 蕭而化 英國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2 你    你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8 催眠曲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少兒歌 少兒歌 

12 聖母頌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17 你那碧藍眼睛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22 搖籃曲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少兒歌 少兒歌 

25 小夜曲 周學普 法國 法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27 主之降臨 周學普   德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28 紡紗曲 周學普 瑞典   尚找不到原詞 情感（親情）  

31 聖母頌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35 野玫瑰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蒼生情）  情感（蒼生情） 

36 搖籃歌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少兒歌 少兒歌 

45 羅蕾萊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鄉土情）  情感（鄉土情） 

54 野玫瑰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蒼生情）  情感（蒼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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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至聖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73 催眠曲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少兒歌 少兒歌 

76 樅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84 水車廠中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蒼生情）  其他（敘事）  

94 晚鐘 周學普 德國 英文 情感（萬物情）  情感（萬物情） 

101 請聽雲雀 周學普 德國 德文 情感（友情）  情感（友情）  

5 秋日催眠曲 海舟 美國 英文 其他→少兒歌 少兒歌 

7 依然在我心深處 海舟 愛爾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11 君憶否 海舟 美國 英文 情感（友情）  情感（友情）  

23 水濱牛犬 海舟 美國 英文 大學與幽默歌曲 大學與幽默歌曲

32 後的玫瑰 海舟 愛爾蘭 英文 情感（友情）  情感（友情）  

37 當我行過麥堆 海舟 蘇格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40 喀淋麥芙寧 海舟 愛爾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43 朱尼妲 海舟 西班牙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51 狄西蘭 海舟 美國 英文 國家、愛國歌曲 國家、愛國歌曲

62 憶舊游 海舟 蘇格蘭 英文 情感（友情）  情感（友情）  

67 羅莽湖邊 海舟 蘇格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74 安娜羅荔 海舟 蘇格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80 我怎能離開你 海舟 德國 英文 大學與幽默歌曲 情感（愛情）  

81 憶別離 海舟 英國 英文   情感（愛情）  

100 箜篌引 海舟 愛爾蘭 英文 情感（蒼生情）  情感（蒼生情） 

3 馬撒永眠黃泉下 張易 美國 英文 情感（友情） 情感（友情） 

13 西班牙騎士 張易   英文 大學與幽默歌曲 大學與幽默歌曲

15 征人別離歌 張易 德國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29 哦，簡妮微 張易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30 現在白晝已過 張易 英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44 和且柔 張易 英國 英文 
情感（親情） 

→少兒歌 
少兒歌 

48 如果 張易 蘇格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57 北方南兒 張易 美國 英文 國家、愛國歌曲 國家、愛國歌曲

65 羅賓阿黛 張易 蘇格蘭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66 小寶睡 張易 德國 英文 少兒歌 少兒歌 

68 往事難忘 張易 英國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愛情）  

72 東方三王 張易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83 
盪動在深海的 

搖籃裡 
張易 英國 英文 其他 宗教歌曲 

88 老營地 張易 美國 英文 情感（蒼生情）  情感（蒼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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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康城塞馬歌 張易 美國 英文 大學與幽默歌曲 大學與幽默歌曲

4 與主接近 劉廷芳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9 趕快工作 劉廷芳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其他 

19 小伯利恆歌 劉廷芳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33 萬古磐石 劉廷芳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53 新生王 劉廷芳 英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55 靈友 劉廷芳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60 信心基礎 劉廷芳 葡萄牙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75 夕陽西沉 劉廷芳 英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78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劉廷芳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79 聖哉此夜（平安夜） 劉廷芳 澳大利亞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14 白晝光明漸消逝 王飛立 德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18 啊,來, 忠信的人們 王飛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42 輕搖, 可愛的馬車 王飛立 美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89 強固的要塞 王飛立 德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56 當我頌讀故事 丁作人 英國 英文 少兒歌 宗教歌曲 

63 主來罷, 萬能之主 丁作人 義大利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20 豐年 王毓騵       其他  

86 母親 王毓騵       情感（親情）  

24 思故鄉 中學唱歌       情感（鄉土情） 

39 古相思曲 
盧同詩 

改作 
西班牙 英文 宗教歌曲 情感（愛情）  

41 菩提樹   德國 德文 情感（蒼生情）  情感（蒼生情） 

46 信徒精兵歌   英國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47 夢 李叔同 美國 英文 情感（鄉土情）  情感（親情）  

58 聖誕佳音     英文 宗教歌曲 宗教歌曲 

87 可愛的家   美國 英文 情感（親情）  情感（親情）  

93 涉江 古詩 蘇格蘭 英文   古詩 

95 蘇武牧羊 古詩 中國 中文 古詩 古詩 

96 道情 鄭板橋 中國 中文 古詩 古詩 

97 珍重再見   夏威夷 英文 情感（愛情）  情感（友情）  

98 送別 李叔同 美國 英文 情感（親情）  情感（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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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原詞與譯詞 
（依譯者別排序）  

一、蕭而化 

曲次 1 

The blue bell of Scotland 

 

風鈴草(蘇格蘭民歌) 

譯詞：蕭而化 作曲：子絃 

備註  

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處以

底線標出）   

2. 押韻 

（同韻字以相同字元框線

標出） 

3. 修辭 

Oh where, tell me where, is your Highland Laddie gone? 

Oh where, tell me where, is your Highland Laddie gone?' 

He's gone with streaming banners, where noble deeds are 

done, 

And my sad heart will tremble, till he come safely home. 

He's gone with streaming banners, where noble deeds are 

done, 

And my sad heart will tremble, till he come safely home. 

 

O where, tell me where, did your Highland Laddie stay? 

O where, tell me where, did your Highland Laddie stay?' 

He dwel't beneath the holly–trees, beside the rapid Spey, 

And many a blessing follow'd him, the day he went away. 

He dwel't beneath the holly–trees, beside the rapid Spey, 

And many a blessing follow'd him, the day he went away." 

 

Oh what, tell me, what does your Highland Laddie wear?' 

Oh what, tell me, what does your Highland Laddie wear?' 

A bonnet with a lofty plume, the gallant badge of war, 

And a plaid across the manly breast that yet shall wear a 

star. 

A bonnet with a lofty plume, the gallant badge of war, 

美麗的風鈴草， 

碧藍花朵美人嬌， 

可愛的風鈴草， 

臨風豓舞清香嫋， 

好像在向我調笑， 

有個人兒真真好， 

海水深、磐石牢， 

我們的友情永不凋。 

 

美麗的風鈴草， 

隨風映日影飄搖， 

可愛的風鈴草， 

叮噹似有聲繚裊， 

好像在向我稱道， 

有個人兒幸運巧， 

朝日紅，月華皓， 

未來的幸福真不小。 

譯詞字數 108 

譯詞有底線字數 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0% 

押韻：ㄠ韻，一韻到底 

修辭： 

對偶–跳句對 

美麗的風鈴草…可愛的風

鈴草 

對偶–分段對 

1. 好像在向我調笑，有個人

兒真真好…好像在向我稱

道，有個人兒幸運巧 

2. 海水深、磐石牢，我們的

友情永不凋…朝日紅，月華

皓，未來的幸福真不小 

摹寫–嗅覺描摹 

清香嫋 

摹寫–視覺描摹 

1. 碧藍花朵美人嬌 

2. 臨風豓舞 

3. 影飄搖 

4. 隨風映日影飄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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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plaid across the manly breast that yet shall wear a 

star." 

 

Suppose, ah suppose that some cruel cruel wound 

Should pierce your Highland Laddie, and all your hopes 

confound!' 

The pipe would play a cheering march, the banners round 

him fly, 

The spirit of a Highland chief would lighten in his eye: 

The pipe would play a cheering march, the banners round 

him fly, 

And for his king and country dear with pleasure he would 

die." 

 

But I will hope to see him yet in Scotland's bonny bounds, 

But I will hope to see him yet in Scotland's bonny bounds, 

His native land of liberty shall nurse his glorious wounds, 

While wide through all our Highland hills his warlike name 

resounds: 

His native land of liberty shall nurse his glorious wounds, 

While wide through all our Highland hills his warlike name 

resounds." 

5. 朝日紅 

6. 月華皓 

摹寫–聽覺描摹 

叮噹似有聲繚裊 

 

曲次 6  

Flow Gently, Sweet Afton 

啊頓河 

譯詞：蕭而化 

 

Flow gently, sweet Afton, among thy green braes; 

Flow gently, I'll sing thee a song in thy praise; 

My Mary's asleep by thy murmuring stream, 

Flow gently, sweet Afton, disturb not her dream. 

Thou stock–dove, whose echo resounds thro' the glen, 

Ye wild whistling blackbirds in yon thorny den, 

Thou green–crested lapwing, they screaming forbear, 

I charge you, disturb not my slumbering fair. 

 

啊頓河慢慢流     

兩岸綠油油 

風景好    水聲幽     

好像催眠曲 

我瑪利    已睡熟     

妙景夢裏遊 

烏雲髮  芙蓉臉     

時有笑容◇浮 

野白鴿    別咕◇咕     

譯詞字數 178 

譯詞有底線字數 5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30% 

押韻：ㄡ、ㄛ通押，ㄢ、ㄤ

通押，ㄟ韻，ㄧ韻；段落中

換韻（第一段：換三次韻；

第二段：主要押一個韻，只

有兩句押另一個韻）；一句

未入韻（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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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lofty, sweet Afton, they neighboring hills, 

Far marked with the courses of clear winding rills; 

There daily I wander, as morn rises high, 

My flocks and my Mary's sweet cot in my eye. 

How pleasant thy bank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 

Where wild in the woodlands the primroses blow! 

There oft, as mild evening creeps over the lea, 

The sweet–scented birk shades my Mary and me. 

 

(以下未譯出) 

Thy crystal stream, Afton, how lovely it glides, 

And winds by the cot where my Mary resides~ 

How wanton thy waters her snowy feet lave, 

As gath'ring sweet fow'rets, she stems thy clear wave! 

Flow gently, sweet Afton, amang thy green braes, 

Flow gently, sweet river, the theme of my lays. 

My Mary's asleep by thy murmuring stream, 

Flow gently, sweet Afton, disturb not her dream. 

驚醒美人△睡 

野斑鳩    別嘲啁     

驚醒美人△睡  

你多口舌的鸚鵡     

勿要老嚕唆 

若驚醒美人△睡     

不與你干休 

   

啊頓河水清○涼    

兩岸山蒼○蒼 

山谷深    山澗○長    

草地野花○香 

我瑪利   小姑○娘     

苗條素淡○裝 

山前後    無冬夏    

相伴牧羔○羊 

在山上有石◇壁    

石屋石廳○堂 

這是我和瑪◇利 

愛玩的地○方 

在這裏避寒風     

也可避驕○陽 

更賞朝霞紅透     

看暮色蒼○茫 

修辭： 

對偶–單句對 

1. 風景好  水聲幽 

2. 烏雲髮 芙蓉臉 

3. 野白鴿 別咕咕 驚醒美

人睡 

野斑鳩 別嘲啁 驚醒美人

睡 

4. 山谷深   山澗長 

5. 在這裏避寒風   也可避

驕陽  

6. 更賞朝霞紅透  看暮色

蒼茫 

對偶–分段對 

兩岸綠油油…兩岸山蒼蒼 

感歎–歎詞 

啊頓河慢慢流 

摹寫–視覺描摹 

1. 兩岸綠油油 

2. 兩岸山蒼蒼 

3. 苗條素淡裝 

4. 朝霞紅透 

5. 暮色蒼茫 

摹寫–聽覺描摹 

1. 水聲幽 

2. 別咕咕 

3. 別嘲啁 

摹寫–嗅覺描摹 

草地野花香  

排比–詞組 

在山上有石壁  石屋石廳堂 

類疊–疊字 

1. 綠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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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蒼蒼 

譬喻 

水聲幽   好像催眠曲 

曲次 10 

Santa Lucia 

散塔蘆淇亞 

譯詞：蕭而化 

 

See where the star of eve  

Beams gently yonder,  

See where from wave to wave,  

Soft breezes wander;  

Come, then ere night is dark,  

Come to my bounding bark,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Far down the silver track,  

Twilight is falling,  

Far, oh, so far away, 

Sweet songs are calling.  

Come, then ere night is dark,  

Come to my bounding bark,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See, See, how fair it is, 

There in mid ocean,  

Rocked by the silver waves 

With gentlest motion;  

Come, then, ere night is o’er,  

Come, leave the noisy shore,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All sunk in peace and rest, 

All sweetly dreaming,  

Now thro’ the deep’ning night 

Moonlight is streaming.   

黃昏遠海天邊， 

薄霧茫茫如煙， 

微星疏疏幾點， 

忽隱又忽現， 

夜已昏，欲何○待， 

快回到船上○來， 

散塔蘆淇△亞， 

散塔蘆淇△亞。 

 

海浪蕩漾洄旋， 

入夜靜靜欲眠， 

何處歌喉悠遠， 

聲聲逐風轉。 

夜已昏，欲何○待， 

快回到船上○來， 

散塔蘆淇△亞， 

散塔蘆淇△亞。 

 

 

海上夜色光艷， 

照耀銀波閃閃， 

遠映漁帆片片， 

忽隱又忽現。 

快回來，回我船， 

夜已深，月正圓， 

散塔蘆淇△亞， 

散塔蘆淇△亞。 

 

譯詞字數 181 

譯詞有底線字數 9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3% 

押韻：ㄢ韻，ㄞ韻，ㄚ韻；

整首主要押一個韻，夾雜其

他兩個韻，各段落中皆有換

韻；句句入韻 

修辭 

對偶–單句對 

夜已深，月正圓 

對偶–當句對 

1. 忽隱又忽現 

2. 夜色如夢如煙 

譬喻–明喻 

1. 夜色如夢如煙 

2. 薄霧茫茫如煙 

摹寫–視覺描摹 

1. 薄霧茫茫如煙 

2. 微星疏疏幾點，忽隱又忽

3. 月正圓 

4. 夜色如夢如煙 

摹寫–聽覺描摹 

何處歌喉悠遠，聲聲逐風轉

類疊–疊字 

1. 薄霧茫茫 

2. 微星疏疏幾點 

3. 入夜靜靜欲眠 

4. 聲聲逐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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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then, ere night is o’er,  

Come, leave the noisy shore,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 

(17 版無此段) 

Hark! through the darksome night 

Sounds come a winging: 

Lo! 'tis the Queen of Light 

Joyfully singing. 

Clad in her garment white, 

Wearing her crown of light,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Deep in the northern sky 

Bright stars are beaming; 

Christmas is drawing nigh 

Candles are gleaming. 

Welcome thou vision rare, 

Lights glowing in thy hair. 

Santa Lucia, Santa Lucia! 

夜色如夢如煙， 

美麗寂靜悠閒， 

何處歌喉悠遠， 

聲聲逐風轉。 

快回來，回我船， 

夜已深，月正圓， 

散塔蘆淇△亞， 

散塔蘆淇△亞。 

 

 

5. 銀波閃閃 

6. 遠映漁帆片片 

排比 

美麗寂靜悠閒 

設問 

何處歌喉悠遠 

 

曲次 16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聽那杜鵑啼 

譯詞：蕭而化 

 

by Alice Hawthorne (1855) 

(Most of us are familiar with this tune as 

being the theme of "The Three Stooges.") 

 

I’m dreaming now of Hally, 

 sweet Hally, sweet Hally; 

I’m dreaming now of Hally, 

For the thought of her is one that never dies: 

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  

the valley, the valley; 

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 

And the mocking bird singing where she lies. 

我常想念我的海麗， 

我的海麗，我的海麗。 

我常想念我的海麗， 

她的麗影叫我永不能忘記。 

可憐她玉殞香痙， 

要見她，惟夢裡。 

可憐她長眠樹底， 

樹上常有杜鵑鳥兒泣血啼。 

 

聽那杜鵑泣血啼， 

聽那杜鵑泣血啼， 

那杜鵑悲啼不離她墓地。  

譯詞字數 175 

譯詞有底線字數 7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1% 

押韻：ㄧ、ㄧㄥ通押、ㄟ韻；

整首主要押一個韻，第三

段夾雜另一個韻；句句入

韻  

修辭 

對偶–單句對 

天氣好，風景美 

對偶–當句對 

玉殞香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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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The mocking bird still singing o'er her grave;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Still singing where the weeping willows wave. 

  

Ah! well I yet remember,  

remember, remember, 

Ah! well I yet remember, 

When we gather’d in the cotton side by side; 

’Twas in the mild September,  

September, September, 

’Twas in the mild September, 

And the mocking bird was singing far and wide.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The mocking bird still singing o'er her grave;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listen to the mocking bird, 

Still singing where the weeping willows wave. 

 

(以下以下未譯出) 

When the charms of spring awaken, awaken, awaken: 

When the charms of spring awaken, 

And the mocking bird is singing on the bough. 

I feel like one forsaken, forsaken, forsaken. 

I feel like one so forsaken, 

Since my Hally is no longer with me now. 

Chorus:  

 

聽那杜鵑泣血啼， 

聽那杜鵑泣血啼， 

它愈啼愈哀，愈哀還愈啼。 

 

我還記得，九月裡， 

天氣好，風景○美。 

我還記得九月裡， 

我們攜手坐在棉田青草地。 

那時杜鵑歌聲○美， 

聽起來，真可喜， 

現在杜鵑聲轉○悲， 

其聲悽苦叫人聽了徒流○淚。 

 

聽那杜鵑泣血啼， 

聽那杜鵑泣血啼， 

那杜鵑悲啼不離她墓地。 

聽那杜鵑泣血啼， 

聽那杜鵑泣血啼， 

它愈啼愈哀，愈哀還愈啼。 

 

摹寫–聽覺描摹 

杜鵑鳥兒泣血啼 

映襯–對襯 

那時杜鵑歌聲美…現在杜

鵑聲轉悲 

回環 

它愈啼愈哀，愈哀還愈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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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次 21 

My Old Kentucky Home 

肯達基老家鄉 

譯詞：蕭而化 

 

The sun shines bright on my old Kentucky home 

'Tis summer, the darkies are gay 

The corn top's ripe and the meadow's in bloom 

While the birds make music all the day 

The young folks roll on the little cabin floor 

All merry, all happy and bright 

By 'n by hard times come a–knocking at the door 

Then my old Kentucky home, good night. 

Weep no more my lady, oh weep no more today. 

We will sing one song for the old Kentucky home, 

for the old Kentucky home far away. 

 

They hunt no more for the 'possum and the coon, 

On meadow, the hill and the shore, 

They sing no more by the glimmer of the moon, 

On the bench by that old cabin door. 

The day goes by like a shadow o'er the heart, 

With sorrow where all was delight. 

The time has come when the darkies have to part, 

Then my old Kentucky home, good night. 

Weep no more my lady, oh weep no more today. 

We will sing one song for the old Kentucky home, 

for the old Kentucky home far away. 

 

The head must bow and the back will have to bend, 

Wherever the darkey may go 

A few more days and the trouble will end, 

In the field where sugar–canes may grow. 

A few more days for to tote the weary load, 

No matter, 'twill never be light. 

A few more days till we totter on the road, 

夏天太陽， 

照耀我肯達基鄉 

黑族人都快樂歌唱。 

玉米成熟， 

遍地花開牧場上， 

小鳥飛舞歌聲好悠揚。 

家家小孩， 

赤身轉臥地板上， 

享受那小屋夏陰涼，   

人事不常， 

厄運來臨沒法想， 

從此別肯達基老家鄉。 

孩子們別哭啦， 

悲哭使我心傷， 

大家來唱歌， 

歌唱我肯達基鄉。 

永不忘肯達基老家鄉。 

 

那老家鄉， 

再不見鷹犬獵裝， 

在海岸牧場和山上； 

那老家鄉， 

再不聞歌聲悠揚， 

月色矇矓老屋旁。 

時光飛過， 

有如黑影伴心腸， 

想往日快樂更神傷； 

厄運一到， 

不由人心腸寸斷， 

從此別肯塔基老家鄉。 

孩子們別哭啦， 

譯詞字數 332 

譯詞有底線字數 22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7% 

押韻：ㄤ、ㄢ通押，ㄟ、ㄧ

ㄢ通押；整首主要押一個

韻，第三段夾雜另一個韻；

句句入韻   

修辭： 

對偶–當句對 

過水有過山 

感歎–助詞 

孩子們別哭啦 

摹寫–聽覺描摹 

小鳥飛舞歌聲好悠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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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my old Kentucky home, good night. 

Weep no more my lady, oh weep no more today. 

We will sing one song for the old Kentucky home, 

for the old Kentucky home far away. 

 

悲哭使我心傷， 

大家來唱歌， 

歌唱我肯達基鄉。 

永不忘肯達基老家鄉。 

 

無論何處○為， 

惟有黑人 可○憐， 

永遠是低頭背又彎。 

再有幾天，蔗田工作便可完，

從此背上重擔走遠方。 

再有幾天，背上重擔走遠方，

路崎嶇，過水有過山， 

再有幾天，踏上長途背上擔，

從此別肯塔基老家鄉。 

孩子們別哭啦， 

悲哭使我心傷， 

大家來唱歌，歌唱我肯達基

鄉。 

永不忘肯達基老家鄉。 

曲次 26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我心戀高原 

譯詞：蕭而化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my heart is not here;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a–chasing the deer; 

A–chasing the wild deer, and following the roe,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wherever I go. 

 

Farewell to the Highlands, farewell to the North, 

The birth–place of Valour, the country of Worth; 

Wherever I wander, wherever I rove, 

The hills of the Highlands for ever I love. 

 

Farewell to the mountains high covered with snow; 

Farewell to the 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 

我心戀高原， 

無意留此地， 

高原草木茂， 

游獵尤所宜， 

追鷹上危巖， 

逐鹿瀕湖漈， 

天地誠遼闊， 

高原 稱意。 

 

遠離北方後， 

便與高原○別， 

高原靈秀鍾， 

譯詞字數 120 

譯詞有底線字數 5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8% 

押韻：ㄧ韻，ㄝ、ㄧㄢ通押；

第一段一個韻，第二、三段

另一個韻；十三句未入韻

（13/24；偶數句入韻，只一

句例外） 

修辭： 

對偶–單句對 

1. 追鷹上危巖，逐鹿瀕湖漈

2. 別處偶或樂，高原永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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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well to the forests and wild–hanging woods; 

Farewell to the torrents and loud–pouring floods. 

 

世代多人○傑，  

嘆此世途難， 

我聲多飄迫， 

何處 關懷， 

夢裡高原○月。 

 

別矣高山雪， 

何時可再○見， 

別矣澗底松， 

何日重會○面， 

哀我流浪人， 

故山不得○戀， 

別處偶或樂， 

高原永眷○念。 

對偶–跳句對 

何時可再見…何日重會面 

 

曲次 34 

Sweet By and By 

海上奇遇記 

填詞：蕭而化 

 

There's a land that is fairer than day, 

And by faith we can see it afar; 

For the Father waits over the way, 

To prepare us a dwelling place there. 

 

Chorus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We shall sing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The melodious songs of the blest; 

And our spirits shall sorrow no more, 

Not a sigh for the blessing of rest. 

 

Chorus 

In the sweet by and by, 

小國樑，駕漁船，渡海洋， 

出海港，行幾天，遇風浪， 

風浪險，要吃船，口大張， 

舵板折，桅桿斷，沒法想。 

真可憐， 

小漁船， 

如落葉隨風浪任飄蕩， 

真可憐， 

小國梁， 

若船破，便葬身，在海洋。 

 

到晚上，黑如漆，風更強， 

怒海濤，和風雨如雷響， 

祇覺得，船好似，在飛翔， 

忽落下，祇ㄧ聲，猛震盪。 

真可憐， 

小漁船， 

譯詞字數 198 

譯詞有底線字數 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0 % 

押韻：ㄤ、ㄢ通押，ㄟ韻；

整首主要押一個韻，第三段

夾雜另一個韻；句句入韻 

修辭： 

對偶–跳句對 

真可憐，小漁船…真可憐，

小國梁 

譬喻 

1. 小漁船，如落葉隨風浪

任飄蕩 

2. 黑如漆 

3. 和風雨如雷響 

比擬 

船好似，在飛翔 



 141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To our bountiful Father above, 

We will offer our tribute of praise, 

For the glorious gift of His love, 

And the blessings that hallow our days. 

 

Chorus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自波尖掉下來撞石上， 

祇剩得， 

ㄧ片片， 

破木板，隨風波，在飄蕩。 

 

小國梁，知覺全失喪， 

到醒來，卻睡在沙灘上， 

四週圍，樹木盛，好風光， 

土人們，列隊來，迎新王。 

萬○歲！ 

萬○歲！ 

小國梁而今是大國王， 

萬○歲！ 

萬○歲！ 

大家來祝賀新國王。 

類疊–疊字 

ㄧ片片 

 

曲次 38 

When the Swallows Homeward Fly 

當燕子南飛時 

填詞：蕭而化 

 

When the swallows homeward fly 

And the rose's bloom is o'er, 

And the nightingale's sweet song 

In the woods is heard no more, 

Then I think with bitter pain, 

Shall we ever meet again? 

 

When the swans fly towards the south 

Where the golden lemons grow, 

And the sun sinks in the west, 

And the hills are all aglow! 

Then my heart goes out to you, 

And forgetting all the pain, 

Hope once more within me whispers 

"You will surely meet again". 

那很遠的海那邊， 

向南面再向南面， 

到那裡你可看見， 

天水之間深綠一線， 

在那裡天盞四野， 

大陸地茫茫一片， 

追綜著，夢中美景， 

我們，哦，我們在這兒登岸。

我們，哦，我們在這兒登岸。

 

在這裡我們墾○地， 

征服了荒野森○林， 

在這裡我們戽水， 

流著汗和那天◇爭， 

可是在歧視之下， 

我們得忍氣吞◇聲， 

譯詞字數 137 

譯詞有底線字數 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0% 

押韻：ㄧㄢ、ㄝ通押，ㄧ、

ㄧㄣ通押、ㄣ、ㄥ通押，ㄤ

韻；第一、三段一段一韻，

第二段換一次韻；六句不入

韻 （6/27） 

修辭： 

對偶–跳句對 

1. 在這裡我們墾地…在這

裡我們戽水 

對偶–當句對 

1. 我們得忍氣吞聲 

2. 我們氣吐眉揚 

感歎–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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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何時來臨，  

我們，哦，我們腰背得◇伸。 

我們，哦，我們腰背得◇伸。 

 

每當燕子南飛時， 

我們都心花怒△放， 

燕子自祖國飛來， 

說著祖國的土△腔， 

聽著燕子呢喃語， 

想起我祖國風△光， 

祖國，哦，何日富△強， 

使得，哦，我們氣吐眉△揚。 

使得，哦，我們氣吐眉△揚。 

1. 哦，我們腰背得伸 

2. 祖國，哦，何日富強 

3. 使得，哦，我們氣吐眉

揚。 

摹寫–視覺描摹 

1.   天水之間深綠一線 

2.   大陸地茫茫一片 

類疊–疊句:  

1. 我們，哦，我們在這兒

登岸。我們，哦，我們

在這兒登岸 

2. 我們，哦，我們腰背得

伸。我們，哦，我們腰

背得伸 

3. 使得，哦，我們氣吐眉

揚。使得，哦，我們氣

吐眉揚 

類疊–疊字 

大陸地茫茫一片 

類疊–疊詞 

向南面再向南面 

曲次 49 

Old Black Joe 

老黑嚼 

譯詞：蕭而化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 

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 

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 

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  

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Why do I weep, when my heart should feel no pain, 

Why do I sigh that my friends come not again? 

時光飛△馳  

快樂青春轉眼過 

老友盡△去  

永離凡塵赴天國 

四顧茫然  

殘燭餘年惟寂寞 

祇聽見老友殷勤呼喚 老黑○嚼 

我來啦 我來啦  

黃昏夕陽即時沒 

天路既不遠 請即等我 老黑○嚼

譯詞字數 209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7 

原詞譯出比例  71.68%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6% 

押韻：空、ㄩ通押，ㄛ韻，

ㄝ韻；第一段換兩韻（其一

為交韻，「嚼」），第二段亦

同，第三段換一韻；句句入

韻  

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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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ving for forms now departed long ago. 

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  

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Where are the hearts once so happy and so free? 

The children so dear that I held upon my knee? 

Gone to the shore where my soul has longed to go, 

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  

I hear those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老淚縱橫  

豈因遺恨心頭鎖 

家人盡△去  

要不悲泣不由我 

回首往△事  

團聚歡笑一如昨 

而今聽他們殷勤呼喚老黑○嚼 

我來啦 我來啦  

黃昏夕陽即時沒 

天路既不遠 請即等我 老黑○嚼

○嚼 

 

都在何處  

往日兒童多活潑 

可憐可愛  

曾經都在膝上坐 

今也往矣  

日久灰塵遺物沒 

祇空聞他們殷勤呼喚老黑○嚼 

我來啦 我來啦  

黃昏夕陽即時沒 

天路既不遠 請即等我 老黑○嚼

對偶–當句對 

1. 殘燭餘年惟寂寞 

2. 可憐可愛 曾經都在膝上

坐 

感歎–助詞 

今也往矣 

 

曲次 50 

Brautjung fernlied 

女儐相之歌 

蕭而化 填詞 

 

無原詞 大家都來，裝飾新娘 

戴上花環好漂亮， 

堇花皮靴，櫻花衣裳。 

披上白紗仙女樣， 

美滿姻緣， 

拼將二人湊成雙， 

今日？何日？何日？ 

永遠永遠不能忘。 

押韻：ㄤ、ㄢ韻通押；一韻

到底；三句未入韻（3/24）

修辭： 

對偶–單句對： 

1. 堇花皮靴，櫻花衣裳 

2. 你洒花瓣，我洒薰香 

分段對： 

1. 大家都來，裝飾新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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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來，祝賀新娘， 

ㄧ同拍手同歌唱， 

你洒花瓣，我洒薰香， 

祝她們愛情久長。 

美滿姻緣， 

拼將二人湊成雙， 

今日？何日？何日？ 

永遠永遠不能忘。 

 

大家都來，取笑新娘， 

ㄧ心只想見新郎， 

送她去吧，免她思量， 

同時也免那人望。 

美滿姻緣， 

拼將二人湊成雙， 

今日？何日？何日？ 

永遠永遠不能忘。 

家都來，祝賀新娘…大家都

來，取笑新娘 

修辭： 

感歎 

送她去吧 

設問 

今日？何日？何日？ 

複疊–疊詞 

何日？何日？ 

 

曲次 52 

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 

問我何由醉 

譯詞：蕭而化 

 

Drink to me only with thine eyes, 

And I will pledge with mine; 

Or leave a kiss within the cup  

And I'll not ask for wine. 

The thirst that from the soul doth rise 

Doth ask a drink divine; 

But might I of Jove's[9] nectar[10] sup, 

I would not change for thine. 

 

I sent thee late a rosy wreath, 

Not so much honouring thee 

As giving it a hope that there It could not withered be; 

But thou thereon didst only breathe, 

問我何由醉， 

祇因你雙眸秋水明媚， 

或留吻杯中， 

祇用香吻，無酒我也醉。 

生命空處，惟有飽餐秀色才可

療飢， 

琼漿和玉液，空高貴， 

不如你雙眸魅。 

 

贈妳紅玫瑰， 

我並非想增添你美○麗， 

祇不過表示我對你的一個心願

而○已。 

譯詞字數 116 

譯詞有底線字數 4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37.07% 

押韻：ㄟ、ㄝ通押，ㄧ韻；

第一段一韻，第二段換一

韻；兩句未入韻（2/14） 

修辭： 

對偶–當句對 

1. 琼漿和玉液 

2. 早起晚睡 

設問 

問我何由醉 



 145

And sent'st it back to me; 

Since when it grows, and smells, I swear, 

Not of itself but thee! 

你佩著玫瑰，早起晚睡， 

讓浸透你的嫵媚， 

還將它在我身上佩， 

永慰我心的飢餒。 

譬喻 

你雙眸秋水明媚 

 

曲次 59 

Last Night 

昨夜 

譯詞：蕭而化 

 

Last night the nightingale woke me, 

Last night when all was still; 

It sang in the golden moonlight, 

From out the woodland hill. 

I opened my window so gently, 

I looked on the dreaming dew, 

And oh! the bird, my sweet angel, 

was singing, singing of you, of you. 

  

I think of you in the daytime, 

I dream of you by night, 

I wake and I wish you were here Love, 

and tears are blinding my sight. 

I hear a low breath in the lime–tree,  

The wind… is floating thro,  

And oh! The night, my darling,  

Is sighing, sighing for you, for you 

 

Oh think not I can forget you, 

I could not though I would, 

I see you in all around me, 

the stream, the night, the wood,  

the flowers that slumber so gently.  

The stars above the blue. 

O heaven itself, my darling, 

is praying, praying for you, for you. 

 

昨夜，那夜鶯的歌聲， 

將我夢中驚醒， 

皓月當空，夜已深沉， 

遠山遠樹有無中。 

我輕輕的倚在我的窗邊， 

看露光點點晶瑩。 

那夜鶯，哦，那可愛的夜鶯， 

它說著你的事情。 

 

白天我時常思念○你 

夜晚我夢見○你 

夢中醒來 却不見○你 

淚珠將我眼朦○閉 

我聽到微風在樹林○裡 

輕輕地嘆息 嘆○息 

那微風 哦 那柔和的微風 

它在為我嘆○息。 

 

忘記，我不能忘記○你， 

雖然我願忘○記， 

無論何處，似乎都有○你， 

叫我怎樣去忘○記。 

窸下的玫瑰，清香細○細，  

她靜靜把頭低△垂， 

那玫△瑰，哦，那美麗的玫△瑰，

在為你祈求福○祉。 

譯詞字數 200 

譯詞有底線字數 13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9% 

押韻：ㄣ、ㄥ通押，ㄧ、空

韻通押，ㄟ韻；第一、二段

各一韻，第三段換一韻；兩

句未入韻（2/24） 

修辭： 

對偶–當句對 

遠山遠樹有無中 

摹寫–視覺 

看露光點點晶瑩 

摹寫–嗅覺 

清香細細 

類疊–疊字 

1. 點點晶瑩 

2. 清香細細 

3. 她靜靜把頭低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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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次 61 

Where the Alpine Roses Blow 

高山薔薇開處 

譯詞：蕭而化 

 

尚找不到原詞 我 愛高山蒼蒼， 

我 愛雲海茫茫， 

美麗是山頂穿△雲， 

雲上山半映斜陽， 

幽媚處好像那仙△境， 

可是它是我故鄉。 

那裡有高山薔薇， 

小花朵美麗芬芳， 

時常使我心嚮往， 

那是我想去的地方。 

 

那山裡時有大山○洪， 

狂奔像萬馬脫韁， 

有時候萬籟都無○聲， 

祇聽到牛車鈴○聲， 

滯半天並不見牛車， 

抬頭看在山腰上。 

那裡有高山薔薇， 

小花朵美麗芬芳， 

時常使我心嚮往， 

那是我想去的地方。 

 

那山裡牧人喜歌唱， 

回一聲像幽靈應響， 

有時候幾聲牧笛， 

訴說盡昇平氣象， 

無論是音樂或鳥聲， 

都感覺清脆嘹喨。 

那裡有高山薔薇， 

小花朵美麗芬芳， 

時常使我心嚮往， 

押韻：ㄤ韻，ㄩㄣ、ㄧㄥ通

押，ㄨㄥ、ㄥ通押、ㄟ韻；

整首主要押一個韻，第三段

夾雜另一個韻（第一段交

韻）；七句未入韻（7/30） 

修辭： 

對偶–單句對 

我 愛高山蒼蒼，我 愛雲

海茫茫 

對偶–當句對 

雲上山半映斜陽 

譬喻 

1. 幽媚處好像那仙境 

2. 那山裡時有大山洪， 

狂奔像萬馬脫韁 

3. 那山裡牧人喜歌唱，回一

聲像幽靈應響 

摹寫–視覺 

那山裡時有大山洪，狂奔像

萬馬脫韁 

摹寫–聽覺 

1. 有時候幾聲牧笛 

2. 無論是音樂或鳥聲，都感

覺清脆嘹喨 

頂真 

美麗是山頂穿雲，雲上山

半映斜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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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想去的地方。 

曲次 69 

Good Night Farewell  

再見 

譯詞：蕭而化 

 

Good night, farewell, my own true heart.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  

Each thought of thee bids grief depart,  

And renders joy more bright.  

Through far, thy image dwell with me 

Thou art my guiding star.  

When over me darkening clouds I see,   

Thy love guides me afar, 

When over me darkening clouds I see,   

Thy love guides me afar, 

Farewell, my own true heart.  

A thousand times farewell; 

Good night, farewell, my own true heart.  

 

I see thy heart reflected by a star within the stream; 

It shines forth from thy clear blue eye,  

And sheds over me its beams;  

And though no more than one bright glance 

I e’er of thee possessed 

That look my heart will ever entrance,  

And render ever blest.  

That look my heart will ever entrance,  

And render ever blest. 

Farewell, my own true heart.  

A thousand times farewell; 

Good night, farewell, my own true heart.  

 

再見，再見，我心愛的人兒，

一千一萬的心愛， 

世上有你，就沒有悲哀， 

祇有歡樂輕快， 

我想起你，笑逐顏開，  

你是光明的燈臺， 

憂悶的時候，你溫柔的愛， 

領導我出陰霾， 

憂悶的時候，你溫柔的愛， 

領導我出陰霾， 

再見，我心愛的人兒， 

一千一萬的心愛， 

再見，再見，我心愛的人兒。

 

小溪流水，照映你的○臉兒， 

你的眼睛像星兒閃， 

那光輝裡，滿充愛○憐， 

說盡心事無○限， 

那光輝裏， 是愛○憐的， 

雖祇那麼ㄧ△閃， 

但這一△閃， 

允許了我心身的永遠的投△靠，

祇這一△閃， 

允許了我心身的永遠的投△靠。

再見，我心愛的人兒， 

ㄧ千ㄧ萬的心愛， 

再見，再見，我心愛的人兒。

 

譯詞字數 208 

譯詞有底線字數 148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1 %

押韻：ㄞ韻，ㄧㄢ韻，ㄢ韻；

第一段整段同韻，第二段換

兩次韻（其一為交韻）；六

句未入韻（6/26） 

修辭：  

對偶–當句對 

一千一萬的心愛 

摹寫–視覺 

你的眼睛像星兒閃 

 

 

 

曲次 70 

Heidenroslein 

野玫瑰 

譯詞：蕭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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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 ein Knab' ein Röslein stehn, 

男孩看見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ön, 

是如此年輕美好如清晨 

Lief er schnell es nah zu sehn, 

他趕緊跑過去靠近著看 

Sah's mit vielen Freuden. 

非常高興地看到它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玫瑰 玫瑰 紅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Knabe sprach: "Ich breche dich, 

男孩說 我要把你採下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Röslein sprach: "Ich steche dich, 

玫瑰說 我刺你 

Daß du ewig denkst an mich, 

讓你總是想到我 

Und ich will's nicht leiden." 

這樣我就不致受苦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玫瑰 玫瑰 紅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Und der wilde Knabe brach 

野男孩採了她 

's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郊野生紅玫瑰， 

 

和露開得花枝， 

 

艷麗原非為人賞， 

 

驕態却被頑童窺。 

 

自古美物為人愛， 

 

遭多橫奪苦推○折， 

 

玫瑰其耐頑童○何。 

 

 

頑童但求孤意遂， 

 

指尖刺破心無悔， 

 

從此紅顏落萬劫， 

 

露熵盡作落淚垂。 

 

自古美物為人愛， 

 

遭多橫奪苦推○折， 

 

玫瑰其耐頑童○何。 

 

 

從來折花但稱△心， 

 

譯詞字數 146 

譯詞有底線字數 2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18 %

押韻：ㄟ、ㄜ、ㄣ韻；整首

主要押一個韻，第一、二段

同樣換一次韻，第三段換兩

次韻（其中一次為交韻）；

六句未入韻（6/21）  

修辭： 

對偶–單句對 

艷麗原非為人賞，驕態卻被

頑童窺 

設問 

玫瑰其耐頑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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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上的玫瑰 

Röslein wehrte sich und stach, 

玫瑰反擊刺了他 

Half ihm doch kein Weh und Ach, 

他不理被刺的痛 

Mußt' es eben leiden. 

它就是必須受苦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玫瑰 玫瑰 紅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不解憐花芳心碎， 

 

可嘆悲運侵晨△臨， 

 

荒郊野生紅玫瑰。 

 

自古美物為人愛， 

 

遭多橫奪苦推○折， 

 

玫瑰其耐頑童○何。 

曲次 71 

The Minstrel Boy 

少年樂手 

蕭而化譯詞 

 

The minstrel boy to the war has gone; 

In the ranks of death you will find him 

His father's sword he has girded on, 

And his wild harp slung behind him; 

"Land of song!" cried the warrior bard, 

"Though all the world betrays thee, 

One sword, at least, thy rights shall guard, 

One faithful harp shall praise thee!" 

 

The minstrel fell! But the foeman's sword 

Couldn't bring that proud soul under; 

The harp he loved never spoke again, 

For he tore its cords asunder; 

He said, "No chain shall sully thee, 

No restraint shall taint your bravery! 

My songs were made for the young and free, 

They shall never sound in slavery!" 

那少年樂手赴戰場， 

靠近在死神身旁，  

祖傳的劍掛在他腰邊， 

一張豎琴掛在肩上， 

「音樂之邦」少年說道， 

「縱全世界都背棄你， 

還有一劍能保護你久長， 

一張豎琴為你歌唱。」 

 

那少年樂手負重傷， 

鎖鍊無法使他投降， 

他截斷豎琴的金絲弦， 

使它永遠不再聲響，  

「樂器之王」少年說道， 

「你是愛和勇敢的象徵， 

你祇為自由正義歌唱， 

敵人要聽，休得妄想。  

譯詞字數 107 

譯詞有底線字數 9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0 %

押韻：ㄤ、ㄢ通押；一韻到

底；四句未入韻（4/16）  

 

修辭： 

對偶–分段對 

1. 那少年樂手赴戰場…那

少年樂手負重傷 

2. 「音樂之邦」少年說道…

「樂器之王」少年說道 

 

曲次 77 

Love's old Sweet Song 

古情歌 

譯詞：蕭而化 

 

Once in the dear dead days beyond recall . 天地初開日  譯詞字數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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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on the world the mists began to fall 

Out of the dreams that rose in happy throng 

Low to our hearts love sung an old sweet song . 

And in the dusk where fell the firelight gleam 

Softly it wove itself into our dream 

 

Just a song at twilight, when the lights are low 

And the flick’ring shadows softly come and go 

Though the heart be weary sad the day and long , 

Still to us at twilight comes love’s old song 

Comes love’s own sweet song  

 

Even today we hear love's song of yore . 

Deep m our hearts it dwells for evermore 

Footsteps may falter, weary grow the way 

Still we can hear it at the close of day 

So till the end, when life's dim shadows fall 

Love will be found the sweetest song of all 

 

Just a song at twilight, when the lights are low 

And the flick’ring shadows softly come and go 

Though the heart be weary sad the day and long , 

Still to us at twilight comes love’s old song 

Comes love’s own sweet song 

 

荒涼遠古時  

濛濛滿郊原  

夜霧晚淒淒 

生民無憂患  

入夜夢魂迷 

情歌太古音  

夜夜落夢底 

每當黃昏盡  

野火明滅裡 

情歌透重霧  

聞者都心醉 

莫惜金縷衣  

惜取少年時 

花開直須折  

莫待空折枝 

莫惜金縷衣  

惜取少年時 

花開直須折  

莫待空折枝 

莫待空折枝 

 

而今事境遷  

為生遂不易 

終日為應○付  

力竭心亦疲  

入夜不及○沐  

神智竟以靡 

世變魂難定  

夢寐多警疑 

夜午囂塵息  

老調悄然起  

情歌萬古真  

譯詞有底線字數 5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27% 

押韻：空、ㄧ、ㄧㄣ、ㄧㄥ

韻通押，ㄨ韻；整首主要押

一個韻，只有兩句押另一韻

（交韻）；十一句未入韻

（11/42）  

修辭： 

摹寫–視覺 

濛濛滿郊原  

類疊–疊字 

1. 濛濛滿郊原 

2. 夜霧晚淒淒 

3. 夜夜落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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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者都心醉 

莫惜金縷衣  

惜取少年時 

花開直須折  

莫待空折枝 

莫惜金縷衣  

惜取少年時 

花開直須折  

莫待空折枝 

莫待空折枝 

曲次 82 

Then You'll Remember Me 

你會將我想起 

譯詞：蕭而化 

 

When other lips and other hearts 

Their tales of love shall tell, 

In language whose excess imparts 

The pow'r they feel so well, 

There may, perhaps, in such a scene 

Some recollection be 

Of days that have as happy been, 

And you'll remember me, 

And you'll remember, you'll remember me. 

 

When coldness or deceit shall slight 

The beauty now they prize, 

And deem it but a faded light 

Which beams within your eyes; 

When hollow heats shall wear a mask 

'Twill break your own to see: 

In such a moment I but ask, 

That you'll remember me, 

That you'll remember, you'll remember me. 

當別人對你傾情○時   

言詞必定優美 

那言過其實的美言○詞 

或激動你的心肺 

那樣的時候，你感覺到幸福 

似過○去 往事會回到你腦○裡 

你會將我想○起  

會將我想○起 會將我想○起 

 

當你已發現你的對方 

將你冷淡拋○棄 

你的美麗青春成過○去 

再不為人歡○喜 

你會感覺虛空無○依  

祇有悵惘徘徊， 

那時 往事豈能忘○記 

你會將我想○起  

會將我想○起 會將我想○起 

譯詞字數 136 

譯詞有底線字數 8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5% 

押韻：ㄟ韻，空、ㄧ、ㄩ通

押；整首主要押一個韻，只

有兩句押另一韻（交韻）；

三句未入韻（3/17）  

 

曲次 85 

Wiegenlied 

催眠曲 

譯詞：蕭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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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lyrics with a literal translati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with roses adorned,  

With carnations covered,  

slip under the covers.  

Early tomorrow, if God wills,  

you will wake once again.  

Early tomorrow, if God wills,  

you will wake once agai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 

By angels watched,  

Who show you in your dream  

the Christ–child's tree.  

Sleep now peacefully and sweetly,  

see the paradise in your dream.  

Sleep now peacefully and sweetly,  

see the paradise in your dream. 

 

(德文原詞) 

The original lyrics in German: 

Guten Abend, gute Nacht, Mit Rosen bedacht, 

Mit Naeglein besteckt, schlupf unter die Deck' 

Morgen frueh, wenn Gott will, wirst du wieder geweckt 

Morgen frueh, wenn Gott will, wirst du wieder geweckt 

Guten Abend, gute Nacht, Von Englein bewacht 

Die zeigen im Traum, dir Christkindleins Baum 

Schlaf nun selig und suess, Schau im Traum's Paradies 

Schlaf nun selig und suess, Schau im Traum's Paradies 

寶寶睡 啊 快睡 

外面天黑又風吹 

寶寶睡 啊 快快睡 

媽媽唱個催眠○曲 

唱一聲 寶貝兒/○女  

長大娶/嫁個仙○女/佳○婿 

唱一聲 寶貝兒/○女 

快閉上眼睛睡 

 

寶寶睡 啊 快睡 

夢裡蝴蝶在遊戲 

寶寶睡 啊 快快睡 

夢裡有棵餅乾樹 

風一吹 真有○趣 

餅乾落 像下○雨 

我小寶 好吃兒  

想吃就快睡○去 

譯詞字數 111 

譯詞有底線字數 1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17% 

押韻：ㄟ韻，ㄩ韻；第一、

二段皆換一次韻；四句未入

韻（4/16）  

修辭： 

譬喻 

餅乾落 像下雨 

 

 

 

 

曲次 90 

My Bonnie 

我的邦妮 

譯詞：蕭而化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my Bonnie is over the sea, 

我邦妮飄泊遠渡大海 

我邦妮飄泊在國外 

譯詞字數 190 

譯詞有底線字數 145 



 153

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O blow ye winds over the ocean,  

O blow ye winds over the sea. 

O blow ye winds over the ocean, 

And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Last night as I lay on my pillow, 

Last night as I lay on my bed, 

Last night as I lay on my pillow, 

I dreamed that my Bonnie was dead. 

Bring back, bring back,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以下譯詞未譯) 

The winds have blown over the ocean, 

The winds have blown over the sea, 

The winds have blown over the ocean, 

And brought back my Bonnie to me. 

Repeat chorus 

原曲歌詞無 

My Bonnie leaned over the gas tank, 

我邦妮飄泊遠渡大海 

呵 快叫我邦妮歸來 

叫他歸來 

快叫我邦妮歸來 

叫他歸來 

啊 快叫我邦妮歸來 

 

啊 秋風請你吹過海○洋 

啊 春風快吹向遠○方 

啊 秋風請你吹過海○洋 

呵 快叫我邦妮歸○航 

叫他歸來 

快叫我邦妮歸來 

叫他歸來 

啊 快叫我邦妮歸來 

 

可唉我昨夜夢魂低△迷 

可憐我夢裡久尋△覓 

可哀我昨夜夢魂低△迷 

我夢見我邦妮已△死  

叫他歸來 

快叫我邦妮歸來  

叫他歸來 

啊 快叫我邦妮歸來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6.32 

% 

押韻：ㄞ韻，ㄤ韻，空、ㄧ

韻通押；第一段整段同韻，

第二、三段各換一次韻；句

句入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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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ight of its contents to see, 

I lit a small match to assist her, 

O Bring back my Bonnie to me. 

Repeat chorus 

Last night as I lay on my pillow, 

Last night as I lay on my bed, 

I stuck my feet out of the window, 

In the morning the neighbors were dead. 

Repeat chorus 

My mother makes beer in the bathtub, 

My father makes synthetic gin, 

My sister makes fudge for a quarter, 

Wouldja believe how the money rolls in? 

Repeat chorus 

My mother, she drowned in the bathtub, 

My father, he died from his gin, 

My sister choked on her chocolate, 

My stars, what a fix I am in. 

Repeat chorus 

I tried making beer in the bathtub, 

I tried making synthetic gin, 

I tried making fudge for a living, 

Now look at the shape that I'm in. 

曲次 91 

Bridal Chorus From Lohengrin 

婚禮進行曲 

蕭而化 作詞 

 

Guided by us, thrice happy pair 

Enter this doorway, 'tis love that invites 

All that is brave, all that is fair 

Love now triumphant forever unites 

 

Champion of virtue boldly advance 

Flower of beauty gently advance 

Now the loud mirth of revelling is ended 

秀峯崔巍， 

彩雲擁抱， 

有情成眷屬， 

天理固昭昭。 

亞當之設， 

夏娃同造， 

戀人結姻緣， 

神意亦神道。 

譯詞字數 105 

譯詞有底線字數 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0 % 

押韻：ㄠ韻；ㄧ、ㄧㄥ韻通

押；整首主要押一個韻，只

有三句押另一韻（交韻）；

十句未入韻（10/29）  

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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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bringing peace and bliss has descended 

Fanned by the breath of happiness rest 

Closed to the world , by love only blest 

 

Guided by us, thrice happy pair 

Enter this doorway, 'tis love that invites 

All that is brave, all that is fair 

Love now triumphant forever unites 

forever unites 

今日何日○兮， 

美景良朝， 

同慶佳人○兮， 

百年諧老， 

從此新家○庭， 

幸福常籠罩， 

四時月常圓。 

三春花常好， 

從此新家庭， 

幸福籠罩， 

四時月常圓。 

三春花常好， 

秀峯崔巍， 

彩雲擁抱， 

有情成眷屬， 

天理固昭昭。 

亞當之設， 

夏娃同造， 

戀人結姻緣， 

神意亦神道。 

神意亦神道。 

對偶–單句對 

1. 亞當之設，夏娃同造 

2. 四時月常圓，三春花常

好 

對偶–當句對 

美景良朝 

神意亦神道 

感歎 

送她去吧、同慶佳人兮 

今日何日兮 

排比 

類疊–疊字 

天理固昭昭 

 

曲次 99 

Her Bright Smile 

伊的笑容 

譯詞：蕭而化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IT'S BEEN A YEAR SINCE LAST WE MET  

WE MAY NEVER MEET AGAIN  

I HAVE STRUGGLED TO FORGET  

BUT THE STRUGGLE WAS IN VAIN  

FOR HER VOICE LIVES ON THE BREEZE  

AND HER SPIRIT COMES AT WILL  

IN THE MIDNIGHT ON THE SEAS,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FOR HER VOICE LIVES ON THE BREEZE  

 

和伊隔別幾經年 

況是生時難再見 

但願忘卻伊身影 

心頭伊影轉清鮮（換句話說） 

海上微風和且柔 

都似伊情萬縷纏 

更有笑容太可愛 

夜夜腦裡任盤旋 

雖然隔別幾經年 

譯詞字數 252 

譯詞有底線字數 19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7 %

押韻：ㄧㄢ、ㄩㄢ韻通押，

ㄧ韻；整首主要押一個韻，

只有三句押另一韻（交

韻）；十一句未入韻（11/36）

修辭： 

對偶–當句對 

怒海狂濤如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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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R SPIRIT COMES AT WILL 

IN THE MIDNIGHT ON THE SEAS,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AT THE FIRST SWEET DAWN OF LIGHT  

WHEN I GAZE UPON THE DEEP  

HER FORM STILL GREETS MY SIGHT  

WHILE THE STARS THEIR VIGILS KEEP  

WHEN I CLOSE MY ACHING EYES  

SWEET DREAMS MY MEMORY FILL  

AND FROM SLEEP WHEN I ARISE,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WHEN I CLOSE MY ACHING EYES  

SWEET DREAMS MY MEMORY FILL  

AND FROM SLEEP WHEN I ARISE,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I HAVE SAILED A FALLING SKY  

AND I HAVE CHARTERED HAZARD'S PATH  

I HAVE SEEN THE STORM ARISE  

LIKE A GIANT IN HIS WRATH  

EVERY DANGER I HAVE KNOWN  

THAT A RECKLESS LIFE CAN FILL  

THOUGH HER PRESENCE IS NOW FLOWN,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EVERY DANGER I HAVE KNOWN  

THAT A RECKLESS LIFE CAN FILL  

THOUGH HER PRESENCE IS NOW FLOWN,  

HER BRIGHT SMILE HAUNTS ME STILL 

此生且不能再見 

但那笑容太可愛 

永遠在腦裡盤旋 

 

每當臨晨天欲曙 

寥落疏星光閃閃 

海靜無波水如鏡 

其中伊影似可見 

使我恍惚如入夢 

夢中情景似當年  

尤以笑容太可愛 

時時腦裡任盤旋 

每當臨晨天欲曙 

寥落疏星光閃閃 

海靜無波水如鏡 

其中伊影彷彿見 

 

大海汪洋都航到 

沙漠絕境都走遍 

怒海狂濤如壁△立 

翻身倒下似崩天  

所歷艱危不勝△計 

出生入死幾多遍 

但伊笑容不曾△去 

時時腦裡任盤旋 

大海航行幾經年 

艱危滋味都嘗遍 

但伊笑容不能忘 

時時在腦裡盤旋 

摹寫–視覺 

1. 心頭伊影轉清鮮 

2. 寥落疏星光閃閃 

譬喻 

1. 海靜無波水如鏡 

2. 使我恍惚如入夢 

3. 夢中情景似當年 

4. 海上微風和且柔，都似

伊情萬縷纏 

類疊–疊字 

1. 夜夜腦裡任盤旋 

2. 寥落疏星光閃閃 

3. 時時腦裡任盤旋 

頂真 

使我恍惚如入夢，夢中情景

似當年 

 

 

 

二、周學普 

曲次 2 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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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du liegest mir im Herzen 周學普 譯詞 

You, you are in my heart. 

you, you are in my mind. 

You, you make me much pain, 

You don't know how good I am for you. 

Yes, yes, yes, yes you don't know  

how good I am for you. 

 

So, as I love you 

so, so love me too. 

The most tender desires I feel for you forever. 

Yes, yes, yes, yes, I feel for you forever. 

(German) 

Du, Du liegst mir im Herzen 

Du, Du liegst mir im Sinn 

Du, Du machst mir viel Schmerzen 

Weist nicht wie gut ich Dir binn 

Ja, ja, ja, ja, Du weist nicht wie gut ich Dir bin 

So, so wie ich dich liebe, 

so, so liebe auch mich! 

die, die zärtlich sten Triebe fühl' ich allein nur für 

dich! 

ja, ja, ja, ja, fühl' ich allein nur für dich! 

你，你常在我心中， 

夢，夢裡也縈繞。 

你，你使我很煩惱， 

不知我對你多好。 

多好，多好，不知我對你多好。 

 

 

請，請你也要愛我， 

像我愛你一○樣。 

我，我為著你受過多少氣，多少冤

○枉。 

為你受過多少氣，多少冤○枉。 

譯詞字數 76 

譯詞有底線字數 3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1 % 

押韻：ㄠ韻，ㄤ韻；兩段一

段一韻；兩句未入韻（2/10） 

曲次 8 

Sandmännchen  

催眠曲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Google Translation) 

The little flowers, sleeping 

Long ago in the moonlight, 

They nod their heads 

On their Stengelein. 

 

外面的月下花兒， 

早已朦朧睡著， 

睡意深濃又甜蜜， 

睡影美麗婆娑， 

譯詞字數 150 

譯詞有底線字數 7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7.33% 

押韻：ㄛ韻；一韻到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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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shaking the tree blossoms, 

He whispers like a dream; 

Sleep, sleep, you are my child. 

 

The birds, they sang 

So sweet in the sunshine, 

They have gone to rest 

Small in their nest; 

The crickets in the Âhrengrund, 

It manifested itself does. 

Sleep, sleep, you are my child. 

 

Sandman comes creeping 

And looks through the window, 

Whether any or a sweetheart 

May not be in bed; 

And when he was only a child, 

He scatters the eye he sand: 

Sleep, sleep, you are my child. 

 

(German) 

Die Blümelein, sie schlafen 

Schon längst im Mondenschein, 

Sie nicken mit den Köpfchen 

Auf ihren Stengelein. 

Es rüttelt sich der Blütenbaum, 

Er säuselt wie im Traum; 

Schlafe, schlafe, du mein Kindlein. 

 

Die Vögelein, sie sangen 

So süß im sonnenschein, 

Sie sind zur Ruh’ gegangen 

In ihre Nestchen klein; 

微風吹過，樹枝輕搖， 

似有歌聲灑落，  

睡哦 睡哦， 

夜已深，空寂寞。 

 

許多可愛的小鳥， 

白天飛翔活潑， 

夜來都已感疲倦， 

默伏小巢睡臥， 

祇有草地石下蟋蟀， 

不睡覺，偏嘴多，  

睡哦 睡哦， 

夜已深，空寂寞。 

 

偉大的催眠精靈， 

夜夜窗外走過， 

看見小寶不睡覺， 

還要老是囉嗦， 

他就向你眼裡拋砂， 

看你還不睡著？ 

睡哦 睡哦， 

夜已深，空寂寞。 

句未入韻（10/24） 

修辭： 

摹狀–視覺 

睡影美麗婆娑 

摹狀–聽覺 

默伏小巢睡臥 

感歎–歎詞 

睡哦 睡哦 

設問 

看你還不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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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Heimchen in dem Âhrengrund, 

Es tut allein sich kund. 

Schlafe, schlafe, du mein Kindlein. 

 

Sandmännchen kommt geschlichen 

Und guckt durchs Fensterlein, 

Ob irgend noch ein Liebchen 

Nicht mag zu Bette sein; 

Und wo er nur ein Kindchen fand, 

Streut er ins Aug’ ihm Sand: 

Schlafe, schlafe, du mein Kindlein. 

曲次 12 

Ave Maria 

J. Arcadelt 

聖母頌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Google Translation) 

Hail Maria. full of grace, 

The Lord is with thee; Hail Maria. 

Blessed are you, blessed are you among women 

and blessed is the fruit of thy womb, Jesus. 

Holy Maria. Pray, pray for us! 

Holy Maria. Pray, pray for us! 

Holy Maria. Pray, pray for us! 

Amen.  

 

 (Latin)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Ave Maria. 

Benedicta tu,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Jesus. 

Sancta Maria. 

Ora,ora pro nobis! 

阿慰瑪利亞， 

特受神選拔， 

主和妳同△在， 

阿慰瑪利亞。 

妳永恆的慈△懷， 

培育著仁化， 

古今無比偉大， 

為拯救罪惡， 

把救世主耶穌生下。 

聖母瑪利亞， 

請妳為我們祈求， 

聖母瑪利亞， 

使我們免於罪罰， 

聖母瑪利亞， 

使我們免於罪罰， 

啊們。 

譯詞字數 88 

譯詞有底線字數 5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2.73 

% 

押韻：ㄚ韻，ㄞ韻；整首主

要押一韻，夾雜他韻；三句

未入韻（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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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a Maria. 

Ora,ora pro nobis  

Sancta Maria. 

Ora,ora pro nobis  

Amen. 

曲次 17 

Mit Deinen Blauen Augen 

你那碧藍眼睛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With your blue eyes 

You look at me lovingly, 

And my brain becomes so dreamy, 

That I've no words for you. 

I think about your blue eyes 

Wherever I may be– 

Over my heart are rolling 

Blue thoughts like a sea.  

 

(German) 

Mit deinen blauen Augen 

Siehst du mich lieblich an, 

Da ward mir so träumend zu Sinne, 

Daß ich nicht sprechen kann. 

  

An deinen blauen Augen 

Gedenk' ich allerwärts: 

Ein Meer von blauen Gedanken 

Ergießt sich über mein Herz. 

沒有找到第二段的資料 

 

當你那碧藍眼睛， 

告訴我愛的允諾，  

我就好像在做夢一樣， 

連話也不能說。 

我看了你那眼睛， 

碧藍深邃遼闊， 

就想起有個大海國， 

那海國屬於我。 

 

當你那美麗的金髮， 

溫柔地籠絡我， 

我就好像俘虜那樣， 

默然被你束縛。 

那黃金色的卷髮， 

好像地網天羅， 

把我那投降的心靈， 

像小鳥般活捉。 

譯詞字數 111 

譯詞有底線字數 44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0% 

押韻：ㄨㄛ韻；一韻到底；

八句未入韻（8/16）  

曲次 22 

Schlummerlied 

搖籃曲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Google Translation) 

Descend down to gold'ner track 

silence of the night for floral hall, 

 

夜昏朦星光稀微， 

你安眠夢也美○麗， 

譯詞字數 106 

譯詞有底線字數 2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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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 the stars as silvery and clear 

friendly your sleeping eyes few: 

slumber sweet, sweet slumber, 

watch it the angels in heaven. 

 

 

Go up her elf up of Blumer, 

sing to the boys in front of a lullaby, 

rises from the chalice sweet fragrant room, 

it weaves the golden sweet dreams: 

slumber sweet, sweet slumber, 

watch it the angels in heaven. 

以下未譯出 

Until then rose again, opens up 

joyfully welcomed by the Lark in the morning, 

and the little flowers spring up vocals 

joyfully towards the sun sounded: 

slumber sweet, sweet slumber 

watch it the angels in heaven. 

(German) 

Steiget hernieder auf gold'ner Spur 

schweigend der Abend zur blumigen Flur, 

grüßen die Sterne so silbern und klar 

freundlich dein schlafendes Äuglein paar: 

schlummre süß, schlummre süß, 

es wachen die Engel im Paradies.  

 

Steiget ihr Elfen der Blumer empor, 

singet dem Knaben ein Schlummerlied vor, 

steigt aus der Kelche süß duftigem Raum, 

webt ihm lieblich den goldnen Traum: 

schlumm're süß, schlumm're süß, 

es wachen die Engel im Paradies.  

不要怕你儘管睡， 

媽媽專心看守○你， 

媽媽專心看守○你。 

睡哦，睡哦，可愛的寶貝， 

睡哦，睡哦，可愛的寶貝。 

 

天使們會告訴○你， 

她們家住在哪○裡， 

天國中可愛的花， 

永不凋謝不枯萎， 

永不凋謝不枯萎。 

睡哦，睡哦，可愛的寶貝， 

睡哦，睡哦，可愛的寶貝。 

27.36% 

押韻：ㄟ韻，ㄧ韻；各段皆

段落中換韻（有交韻）；一

句未入韻（1/14） 

修辭： 

對偶–當句對 

永不凋謝不枯萎 

摹狀–視覺 

夜昏朦星光稀微 

感歎–助詞 

睡哦，睡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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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 dann die Rose sich wieder erschließt, 

jubelnd der Lerche den Morgen begrüßt, 

und bis der Blümelein Frühlingsgesang 

freudig der Sonne entgegen klang: 

schlumm're süß, schlumm're süß, 

es wachen die Engel im Paradies. 

曲次 25 

Serenade 

小夜曲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When you sing in the evening 

 cradled in my arms, 

 can you hear my thoughts 

 softly answering you? 

 Your sweet song recalls to me 

 the happiest days I've known. 

 Sing, sing, my pretty one, 

 sing on forever! 

 

When you laugh, love blossoms on your lips, 

 and at once cruel suspicion vanishes. 

 Ah, faithful laughter 

 shows a heart without guile. 

 Laugh, laugh, my pretty one, 

 laugh on forever! 

 (French) 

Quand tu chantes, bercée 

Le soir entre mes bras, 

Entends–tu ma pensée 

Qui te répond tout bas? 

Ton doux chant me rappelle 

Les plus beaux de mes jours. 

Chantez, Chantez  ma belle, 

 

黃昏△時， 

你的音詞優美， 

化作歌△曲， 

無意中， 

使我想起往△事， 

回味無窮， 

許多快樂的日子又回到我的心中， 

啊 請你再訴說一遍， 

我們的舊○情， 

無限動○聽， 

那嫵媚柔和的聲○音，啊 

 

軟語間， 

我的疑團飛◇散， 

轉做欣◇歡， 

微笑△裡， 

使我深深信△你， 

愛我不○變， 

許多快樂的日子又呈現在我們前

○面， 

啊 請你再訴說一○遍， 

那好聽的字○眼， 

說啊 愛人， 

譯詞字數 134 

譯詞有底線字數 38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28.36% 

押韻：空、ㄧ、ㄩ通押；ㄨ

ㄥ韻，ㄧㄥ、ㄧㄣ通押，ㄢ、

ㄨㄢ通押，ㄧㄢ韻；各段皆

段落中換韻（有交韻）；四

句未入韻（4/22）  

修辭： 

對偶–分段對 

1. 許多快樂的日子又回到

我的心中…許多快樂的日

子又呈現在我們前面 

摹狀–聽覺 

那嫵媚柔和的聲音 

感歎–歎詞 

啊 請你再訴說一遍， 

感歎–助詞 

說啊 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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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tez, Chantez toujours! 

Chantez, Chantez  ma belle, 

Chantez, Chantez toujours! 

 

[ L' homme c' est mon homme. La Voix 

elle s' approche à chaque couplet. ]1 

Quand tu ris, sur ta bouche 

L'amour s'épanouit, 

Et soudain le farouche 

Soupçon s'évanouit. 

Ah! le rire fidèle 

prouve un coeur sans détours! 

Riez, ma belle, 

Riez, toujours! 

 

Quand tu dors, calme et pure, 

dans l'ombre, sous mes yeux, 

ton haleine murmure 

des mots harmonieux. 

Ton beau corps se révèle 

sans voile et sans atours... – 

dormez, ma belle, 

dormez toujours! 

那 好聽的字○眼，啊 

 

曲次 27 

Des Herrn Einzug 

主之降臨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Google Translation) 

Daughter, Zion, rejoice,  

rejoice, shout loudly Jerusalem!  

See, your king comes to you,  

yes, he comes, the Prince of Peace. 

 

Hosanna, Son of David,  

都該高興，猶太人， 

快歡呼耶路撒冷， 

你們的君主要降○臨， 

歡迎那和平之○君。 

 

 

 

真是榮幸，猶太人， 

譯詞字數 85 

譯詞有底線字數 55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4.71 

% 

押韻：ㄣ、ㄥ通押，ㄧㄣ、

ㄩㄣ、ㄧㄥ通押；一段整段

同韻，兩段段落中換韻；句

句入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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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blessed your people.  

Reasons now your eternal kingdom, 

Hosanna in the highest! 

 

Hosanna, Son of David!  

Hail, King mildly! 

Eternal peace is your throne,  

thou child of the eternal Father! 

 

Tochter,Zion, freue dich, jauchze laut Jerusalem! 

Sieh, dein König kommt zu 

dir, ja, er kommt, der Friedefürst. 

Tochter Zion, freue dich, jauchze laut Jerusalem! 

 

Hosianna, Davids Sohn, sei gesegnet deinem Volk. Gr

ünde nun dein ewig Reich, 

Hosianna in der Höh! 

Hosianna, Davids Sohn, sei gesegnet deinem Volk. 

 

Hosianna, Davids Sohn! Sei gegrüßet, König mild! 

Ewig steht dein Friedensthron, du des ew'gen Vaters 

Kind! 

Hosianna, Davids Sohn! Sei gegrüßet, König mild! 

上帝賜福給你們， 

請建主永遠之國， 

光榮歸天上之神。 

 

真是榮幸，猶太人， 

歡迎我仁慈之君， 

神之子永遠君○臨， 

祝君民永享太○平。 

曲次 28 

Spinnen Lied 

紡紗曲 

周學普 譯詞 

 

尚未找到原詞 

 

貧家紡紗娘， 

可憐寂寞度春光， 

窗外風鳴水淙淙， 

鳥啼雀舞樂洋洋。 

兒啊，你莫悲傷， 

何患無人來尋訪， 

佳期密約兩茫茫， 

晝夜紡紗淚汪汪。 

尚未找到原詞 

押韻：ㄤ韻；一韻到底；兩

句未入韻（2/16） 

修辭： 

對偶–當句對 

1. 鳥啼雀舞幽 

2. 佳期密約 

感歎–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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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玫瑰花開， 

也有遊人來欣賞， 

日月如梭不稍停， 

無人帶我上教堂。 

兒啊，你莫悲傷， 

何患無人來尋訪， 

佳期密約兩茫茫， 

晝夜紡紗淚汪汪。 

兒啊，你莫悲傷 

摹寫–聽覺描摹 

水淙淙 

類疊–疊字 

1. 水淙淙 

2. 樂洋洋 

3. 兩茫茫 

4. 淚汪汪 

 

曲次 31 

Ave Maria 

Bach/Gounod 

聖母頌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Google Translation) 

Ave Maria, full of grace, 

the Lord is with thee; Ave Maria 

blessed art thou among women, 

and blessed is the fruit of thy womb, Jesus. 

Holy Maria, Holy Maria,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Latin)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Jesus 

Sancta Maria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阿慰瑪利亞， 

妳永恆的慈懷， 

培育著仁化， 

古往今來無比偉大， 

為拯救無數世人， 

脫離那罪惡， 

你把神子救世主耶穌生下。 

聖哉瑪利亞， 

聖哉瑪利亞， 

瑪利亞， 

請為我們祈△禱， 

使我們免於罪罰， 

為我們祈△禱， 

使我們免於罪罰， 

啊們。 

譯詞字數 87 

譯詞有底線字數 5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0 % 

押韻：ㄚ韻；整首主要押一

韻，夾雜他韻（因行句重覆

而有交韻）；三句未入韻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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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ae 

Amen. 

曲次 35 & 54 

Heidenröslein  

野玫瑰 

周學普 譯詞 

 

Sah ein Knab' ein Röslein stehn, 

男孩看見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ön, 

是如此年輕美好如清晨 

Lief er schnell es nah zu sehn, 

他趕緊跑過去靠近著看 

Sah's mit vielen Freuden. 

非常高興地看到它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玫瑰 玫瑰 紅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Knabe sprach: "Ich breche dich, 

男孩說 我要把你採下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Röslein sprach: "Ich steche dich, 

玫瑰說 我刺你 

Daß du ewig denkst an mich, 

讓你總是想到我 

Und ich will's nicht leiden." 

這樣我就不致受苦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玫瑰 玫瑰 紅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看見野玫瑰  

 

荒地上的野玫瑰， 

 

清早盛開真鮮美，  

 

急忙跑去近前看， 

 

愈看愈覺歡喜。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說我要採○你，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說我要刺○你，  

 

使你常會想起我， 

 

不敢輕舉妄為。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譯詞字數 141 

譯詞有底線字數 12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5.82 

% 

押韻：ㄟ韻，ㄧ韻；整首主

要押一韻，三段中一段夾雜

他韻；七句未入韻（7/21）

修辭： 

對偶–單句對 

玫瑰刺他也不管，玫瑰叫著

也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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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der wilde Knabe brach 

野男孩採了她 

's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Röslein wehrte sich und stach, 

玫瑰反擊刺了他 

Half ihm doch kein Weh und Ach, 

他不理被刺的痛 

Mußt' es eben leiden. 

它就是必須受苦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玫瑰 玫瑰 紅玫瑰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終於來採折它，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刺他也不管， 

 

玫瑰叫苦也不理， 

 

只好由他折取。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曲次 36 

Wiegenlied 

F. Schubert 

搖籃歌 

周學普 譯詞  

 

Sleep, sleep, gracious, sweet boy, 

softly rocked by your mother's hand; 

gentle rest, mild refreshment 

brings you this floating cradle–strap. 

 

Sleep, sleep in the sweet grave, 

still protected by your mother's arms; 

all her desires, all her pofssessions 

she holds lovingly, glowing with love. 

 

Sleep, sleep in the downy bosom, 

still notes of love grow around you; 

a lily, a rose, 

after sleep they will reward you. 

(German) 

 

快睡，快睡， 

可愛的心肝寶貝， 

快睡，快睡， 

小寶真美○麗， 

被褥輕軟舒服又安慰， 

快睡，快睡， 

小寶真美○麗。 

 

快睡，快睡， 

媽媽一切為○你， 

就在死後， 

仍就衛護○你， 

你是希望，也是我的安慰， 

一切財富，都是為著○你。 

譯詞字數 114 

譯詞有底線字數 3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26% 

押韻：ㄟ韻，ㄧ韻；兩段主

要押一韻，夾雜他韻，一段

整段同韻；兩句未入韻

（2/12）  

修辭： 

對偶–分段對 

你是希望，也是我的安慰…

你是心肝 也是真寶貝 

摹狀–觸感 

被褥輕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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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afe, schlafe, holder, süßer Knabe, 

leise wiegt dich deiner Mutter Hand; 

sanfte Ruhe, milde Labe 

bringt dir schwebend dieses Wiegenband. 

 

Schlafe, schlafe in dem süßen Grabe, 

noch beschützt dich deiner Mutter Arm; 

alle Wünsche, alle Habe 

faßt sie liebend, alle liebewarm. 

 

Schlafe, schlafe in der Flaumen Schooße, 

noch umtönt dich lauter Liebeston; 

eine Lilie, eine Rose, 

nach dem Schlafe werd' sie dir zum Lohn. 

 

快睡，快睡， 

閉上眼睛安睡， 

你是心肝也是真寶貝， 

和你相比，一切安足貴， 

媽所愛重的 

是生命和你。 

曲次 45 

Die Lorelei 

羅蕾萊 

周學普 譯詞 

 

I cannot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sorrow that fills my breast: 

A fable of old, through it streaming, 

Allows my mind no rest. 

The air is cool in the gloaming 

And gently flows the Rhine. 

The crest of the mountain is gleaming 

In fading rays of sunshine.  

 

The loveliest maiden is sitting 

Up there, so wondrously fair; 

Her golden jewelry is glist'ning; 

She combs her golden hair. 

She combs with a gilded comb, preening, 

And sings a song, passing time. 

It has a most wondrous, appealing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使我心這般悲傷 

那古代的種種傳說  

都來到我的心上（反譯）  

日近黃昏晚風很清涼  

平靜的萊茵河畔 

山峰映在夕陽中， 

閃爍輝煌， 

真美麗非常 

 

是真奇異忽有個美女  

獨坐在那山頭上 

她梳著柔軟的金△髮  

那金飾燦爛發光 

她梳著柔軟的金△髮  

同時並嬌聲歌唱 

歌調是那麼奇妙， 

譯詞字數 188 

譯詞有底線字數 13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2.87 

% 

押韻：ㄤ、ㄢ通押、ㄚ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三段中一

段夾雜他韻（有交韻）；七

句未入韻（7/27） 

修辭： 

摹狀–聽覺 

1. 歌調是那麼奇妙 妖媚悠

揚叫人不能忘 

摹狀–觸覺 

1. 她梳著柔軟的金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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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w'rful melodic rhyme.  

The boatman aboard his small skiff, – 

Enraptured with a wild ache, 

Has no eye for the jagged cliff, – 

His thoughts on the heights fear forsake. 

I think that the waves will devour 

Both boat and man, by and by,  

And that, with her dulcet–voiced power 

Was done by the Loreley.  

(German) 

1. Ich weiß nicht 

was soll es bedeuten 

daß ich so traurig bin; 

ein Märchen aus uralten Zeiten 

das kommt mir nicht aus dem Sinn. 

Die Luft ist kühl 

und es dunkelt 

und ruhig fließet der Rhein; 

der Gipfel des Berges 

funkelt im Abendsonnenschein. 

 

2. Die schönste Jungfrau sitzet 

dort oben wunderbar 

ihr goldnes Geschmeide blitzet 

sie kämmt ihr goldenes Haar. 

Sie kämmt es mit goldenem Kamme 

und singt ein Lied dabei; 

das hat eine wundersame 

gewaltige Melodei. 

 

3. Den Schiffer im kleinen Schiffe 

妖媚，悠揚 

叫人不能忘 

 

那駕駛著小船的船夫  

一心只聽他歌唱 

也不管那中流岩石  

只抬頭向上仰望 

可憐那小船和船夫  

終於都葬身波浪 

我不知道怎麼這樣， 

可哀可傷， 

又叫人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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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reift es mit wildem Weh; 

er schaut nicht die Felsenriffe 

er schaut nur hinauf in die Höh. 

Ich glaube 

die Wellen verschlingen 

am Ende Schiffer und Kahn; 

und das hat mit ihrem Singen 

die Lorelei getan. 

曲次 64 

Zum Sanctus 

至聖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 Google Translation) 

Holy,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Holy, Holy, Holy, Holy is He! 

He had no beginning,  

He was always eternal, and manages  

to be always dar. 

以下未譯出，亦無曲調 

Omnipotence, miracles, love, everything all around! 

Holy,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German) 

Heilig, Heilig, Heilig, Heilig ist der Herr! 

Heilig, Heilig, Heilig, Heilig ist nur Er! 

Er, der nie begonnen, Er, der immer war, 

ewig ist und waltet, sein wird immer dar. 

Allmacht, Wunder, Liebe, alles rings umher! 

Heilig, Heilig, Heilig, Heilig ist der Herr. 

 

至聖，至聖，至聖， 

至聖是我○主， 

至聖，至聖，至聖， 

至聖惟獨○主， 

他是無始無終， 

他自從太○初， 

現在以至未來， 

始終永如○故。 

譯詞字數 44 

譯詞有底線字數 3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5% 

押韻：ㄥ韻，ㄨ韻；段落中

換韻（有交韻；只有一段）；

一句未入韻（1/8）  

修辭： 

對偶–當句對 

無始無終 

排比：詞組 

他自從太初，現在以至未來

 

曲次 73 

Wiegenlied 

W.A. Mozart 

催眠曲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Sleep, my little prince, fall asleep: 

 the lambs and birdies are resting, 

小寶貝快點睡覺， 

小鳥兒都已歸巢，  

花園裡和牧場△上， 

譯詞字數 183 

譯詞有底線字數 108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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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arden and meadow are silent, 

 and even the little bee hums no more. 

 Luna with a silver gleam 

 is pouring her light into the window. 

 Sleep by the silvery light, 

 sleep, my little prince, fall asleep! 

 

 Everyone in the castle is already lying down: 

 everyone is cradled in slumber, 

 and even the little mouse rustles no more. 

 The cellar and kitchen are empty, 

 only in the chambermaid's quarters 

 one can hear a languishing sigh! 

 What kind of sigh might this be? 

 Sleep, my little prince, fall asleep! 

 

 Who is happier than you? 

 Nothing but amusement and rest! 

 Toys and sugar enough, 

 and even a stately coach to convey you; 

 everyone is careful and ready 

 so that my little prince will not shriek. 

 But what will the future bring? 

 Sleep, my little prince, fall asleep. 

 

(German) 

Schlafe, mein Prinzchen, schlaf ein, 

es ruhn Schäfchen und Vögelein, 

Garten und Wiese verstummt, 

auch nicht ein Bienchen mehr summt, 

Luna mit silbernem Schein 

gucket zum Fenster herein, 

schlafe bei silbernem Schein, 

蜜蜂兒不再吵鬧， 

祇有那銀色月△亮， 

悄悄地向窗裡照， 

照小寶夢游仙島， 

小寶貝快快睡覺， 

睡哦，快睡覺。 

 

住在這地方的人，      

都已經睡得安○寧， 

貓兒也不再活動， 

廚房裡也很安○靜， 

祇有那阿銀房○裡， 

透出點嘆氣聲○音， 

不知為甚麼事○情， 

小寶貝快快睡覺， 

睡哦，快睡覺。 

 

誰比你更加快△活， 

都不管媽受折△磨， 

哭幾聲便有糖△果， 

哼兩句爸就罵△我， 

祇要你快點睡著， 

媽媽就天大快△活， 

心肝兒小小妖△魔， 

閉上眼快點睡◇著， 

睡哦，快睡◇著。 

59.02% 

押韻：ㄠ韻，ㄤ韻，ㄧㄥ、

ㄧ、ㄧㄣ通押，ㄛ韻，ㄠ韻；

各段皆段落中換韻（一段中

有交韻）；兩句未入韻（2/27） 

修辭： 

對偶–單句對 

哭幾聲便有糖果，哼兩句爸

就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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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afe, mein Prinzchen, schlaf ein! 

 

Alles im Schlosse schon liegt, 

alles in Schlummer gewiegt, 

reget kein Mäuschen sich mehr, 

Keller und Küche sind leer, 

nur in der Zofe Gemach 

tönet ein schmachtendes Ach! 

Was für ein Ach mag dies sein? 

Schlafe, mein Prinzchen, schlaf ein. 

 

Wer ist beglückter als du? 

Nichts als Vergnügen und Ruh! 

Spielwerk und Zucker vollauf, 

und noch Karossen im Lauf, 

alles besorgt und bereit, 

daß nur mein Prinzchen nicht schreit. 

Was wird da künftig erst sein? 

Schlafe, mein Prinzchen, schlaf ein. 

曲次 76 

Der Tannenbaum 

樅 

周學普 譯詞 (津川主一編) 

 

(English: Google Traslation) 

O Tannenbaum, O Tannenbaum, 

How loyal are your leaves! 

(O Tannenbaum, O Tannenbaum, 

How loyal are your leaves!) 

You're green not only in the summertime, 

But even in winter when it snows. 

O Tannenbaum, O Tannenbaum, 

How loyal are your leaves! 

 

 

O maiden, O maiden, 

 

啊！路旁樅，啊！路旁樅， 

你的葉兒多麼忠○貞。 

啊！路旁樅，啊！路旁樅， 

你的葉兒多麼忠○貞。 

它無論經過夏或冬， 

始終如一色澤青葱。 

啊！路旁樅，啊！路旁樅， 

你的葉兒多麼忠○貞。 

 

啊！鄰家◇女，啊！鄰家◇女， 

你的心思多麼虛△偽。 

譯詞字數 128 

譯詞有底線字數 9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2 % 

押韻：ㄨㄥ韻，ㄣ韻，空、

ㄩ通押、ㄟ韻；每段兩韻交

雜（因行句重覆而有交

韻）；句句入韻 

修辭： 

對偶–單句對 

我得意時山盟海誓，我失意

時避不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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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rong is your soul! 

(O maiden, O maiden, 

How wrong is your soul!) 

You swore to me  

in my good fortune, 

Now I am poor, you go back. 

O maiden, O maiden, 

How wrong is your soul!  

 (German) 

O Tannenbaum, o Tannenbaum,  

Wie treu sind deine Blätter!  

Du grünst nicht nur zur Sommerzeit,  

Nein auch im Winter, wenn es schneit.  

O Tannenbaum, o Tannenbaum,  

Wie treu sind deine Blätter!  

 

O Mägdelein, o Mägdelein,  

Wie falsch ist dein Gemüte!  

Du schwurst mir Treu in meinem Glück,  

Nun arm ich bin, gehst du zurück.  

O Mägdelein, o Mägdelein,  

Wie falsch ist dein Gemüte! 

啊！鄰家◇女，啊！鄰家◇女， 

你的心思多麼虛△偽。 

我得意時山盟海◇誓，   

我失意時避不相◇語。 

啊！鄰家◇女，啊！鄰家◇女， 

你的心思多麼虛△偽。 

 

曲次 84 

Der Wanderer In Der Sägemühle 

 Fr. Gluck (The Wanderer in the Sawmill) 

水車廠中 

周學普 譯詞 

 

(English: Google Translation) 

Down there in the mill I was sitting in a good rest 

And saw the play pong and watched the water. 

(And saw the play pong and watched the water.) 

 

Looked at the bare saw, it was like a dream, 

The long paved paths into a fir tree. 

(The long paved paths into a fir tree.) 

 

悠閒地我獨坐在那個水力廠中， 

呆看著水在奔流， 

水車輪在轉動， 

呆看著水在奔流， 

水車輪在轉動， 

 

看著那雪亮的鋸子， 

譯詞字數 79 

譯詞有底線字數 3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9 % 

押韻：ㄨㄥ、ㄡ通押，ㄣ韻，

ㄧㄥ韻；一段整段同韻 

一段段落中換韻（因行句重

覆而有交韻）；兩句未入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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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未譯出) 

The fir was like living in mournful melody, 

Through all this she sang fibers trembling words: 

You join at the right hour, O wanderer! here, 

It's you, for me the sore penetrates into the heart. 

 

It's you, is to be 

If you just moved, 

This wood–fired in de ground, 

A shrine to the long rest. ' 

Four boards I saw them fall, 

I grew to cherish's hard to 

A little word would I babble, 

Then went the wheel anymore. 

 

(German) 

Dort unten in der mühle sass ich in guter ruh 

Und sah dem räderspiele und sah dem wasser zu. 

Sah zu der blanken säge, es war mir wie ein traum, 

Die bahnte lange wege in einen tannenbaum. 

 

Die tanne war wie lebend, in trauermelodie, 

Durch alle fasern bebend sang diese worte sie: 

Du trittst zur rechten stunde, o wanderer! hier ein, 

Du bist’s, für den die wunde mir dringt ins herz 

hinein. 

 

Du bist’s, für den wird werden, 

Wenn kurz gewandert du, 

Dies holz im schoss de erden, 

Ein schrein zur langen ruh’. 

Vier bretter sah ich fallen, 

我彷彿在做夢， 

它切著樅木飛△奔， 

如入無人之◇境， 

它切著樅木飛△奔， 

如入無人之◇境。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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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 ward um’s herze schwer, 

Ein wörtlein wollt’ ich lallen, 

Da ging das rad nicht mehr. 

曲次 94 

Zephyr of Nightfall 

晚鐘 

周學普 譯詞 

 

Lo, while the zephyr of nightfall balmily wanders 

around,  

Bells from yon village are chimming,    

Sweetly, how sweetly they sound;  

Dear is your music,  

Ye clear ringing bells,  

Passion to quiet profound,   

Sinks at your soothing spell.  

 

Heard ye the voices of nature,  

From the green meadow that come? 

Voices that sing at the twilight,  

Pleasantly calling us home;  

Dear ye their music,  

From mountain and dell 

Hearts that would restlessly roam,  

Yield to their magic spell. 

 

以下未譯出 

Neighbours, a welcome now give us,  

Day and its labors are done;  

Gaily the joy bells invite us,  

Pealing at set of the sun; 

Dear is your music,  

Ye clear ringing bells,  

Love by your magic is won,  

Bound by your soothing spell.) 

哦，每當夕陽將西下， 

傍晚風輕輕吹來， 

村中就發出了鐘聲， 

是那樣清脆和諧， 

聲聲薄雲○霄， 

餘音響不絕， 

聲聲薄雲○霄， 

餘音響不絕， 

深沉而洪亮的音○調， 

把煩憂一齊消解。  

 

你是否聽到那鐘聲， 

是那樣和諧清△脆， 

它撫慰多少人的情◇緒， 

像母親慈懷所△垂， 

從山谷傳來，催牧人歸◇去， 

從山谷傳來，催牧人歸◇去， 

深沉而洪亮的音調， 

流浪者聽也安△慰。 

譯詞字數 131 

譯詞有底線字數 74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6% 

押韻：ㄝ韻，ㄠ韻，ㄟ韻，

ㄩ韻；各段皆段落中換韻

（有交韻）；五句未入韻

（5/18）  

修辭： 

摹狀–聽覺 

聲聲薄雲霄 

感歎–歎詞 

哦，每當夕陽將西下 

譬喻 

它撫慰多少人的情緒，像母

親慈懷所垂 

類疊–疊字 

聲聲薄雲霄 

誇張 

聲聲薄雲霄 

 

 

曲次 101 請聽雲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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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ch horch die Lerch 周學普 譯詞 

Hark, hark! the lark at heaven's gate sings, 

And Phoebus 'gins arise, 

His steeds to water at those springs 

On chaliced flowers that lies; 

And winking Mary–buds begin 

To ope their golden eyes: 

With every thing that pretty is, 

My lady sweet, arise. 

With every thing that pretty is, 

My lady sweet, arise. 

Arise, arise, My lady sweet, arise. 

Arise, arise, My lady sweet, arise. 

 

If even the love all night 

The bright star army 

High above you wake up in the change, 

They hope to generate more 

That even your eyes star greets her. 

Wake up! Then they will wait 

Because you're so pretty yet; 

My lady sweet, arise! 

Because you're so pretty yet; 

My lady sweet, arise! 

With every thing that pretty is, 

My lady sweet, arise. 

Arise, arise, My lady sweet, arise. 

Arise, arise, My lady sweet, arise. 

請聽 請聽 雲雀歌◇聲 

太陽已經睡醒 

它用 露滴 澆染玫瑰  

玫瑰嬌額鮮◇紅  

金盞花因露滴浸潤  

漸把小眼張○開 

一切那麼可○愛  

美麗的姑娘 快點醒○來  

一切那麼可○愛  

美麗的姑娘 快點醒○來 

醒○來 醒○來 美麗的姑娘醒○來  

醒○來 醒○來 美麗的姑娘醒○來  

 

明星閃爍 澈夜不△息  

起落輪流交△替  

溫柔的光 照著你睡 

都在衛護著△你 

都在衛護著△你  

它們希望你那双眸 一道同放光○彩 

它們都在等○待  

美麗的姑娘 快點起○來  

它們都在等○待 

美麗的姑娘 快點起○來 

起○來 起○來 美麗的姑娘起○來  

起○來 起○來 美麗的姑娘起○來  

 

 

譯詞字數 194 

譯詞有底線字數 14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3.82 

% 

押韻：ㄧㄥ韻，ㄥ、ㄨㄥ通

押，ㄧ韻；各段皆段落中換

韻，（因行句重覆而有交

韻）；兩句未入韻（3/24） 

修辭： 

摹狀–視覺 

玫瑰嬌額鮮紅 

摹狀–觸覺 

溫柔的光 

  

 

三、海舟 

曲次 5 

An Autumn Lullaby 

秋日催眠曲 

海舟 

 

Down from the hill sides, silent and steep,  在山坡那一邊，日影傾△斜， 譯詞字數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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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gray shadow, noiselessly creep,  

Brown leaves are falling, fitting and falling,  

Over the blossoms going to sleep,  

Thro’ the warm dusk, the flames laugh and leap,  

Baby’s wee bed is curtained and deep,  

Bright dreams are dropping, silently dropping,  

Over my baby going to sleep.  

 

Cold is the night and gray is the sky,  

Brave little gentian shuts her blue eye;  

Nature is calling, crooning and calling,  

To the tired flowers her low lullaby,  

Through the warm dust the flames dim and die, 

Rockaby, baby, just you and I,  

Rocking and stopping, Drowsily stopping,  

Lullaby baby, sweet lullaby.  

漸寂寂無聲，匍匐西下， 

離枝的黃葉，漫飄搖飛○舞， 

舞倦的葉兒睡吧，睡吧！ 

秋光秋色已是殘妝△卸， 

寶貝的籃上紗帳輕遮， 

你兩眼惺忪，正好夢踟○蹰， 

睡了罷，寶貝，你睡了罷。 

 

灰暗的天空，微涼的△夜， 

籠罩著藍眸的龍膽花， 

微風在輕○呼，在低唱，輕○呼，  

疲倦的小花兒睡吧，睡吧！ 

秋光秋色早朦朧消△謝， 

舒適的籃邊有你媽媽， 

緩緩地搖○撫，懶懶地停○住， 

睡了罷，寶貝，你睡了罷！ 

譯詞有底線字數 10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3% 

押韻：ㄝ韻，ㄚ韻，ㄨ韻；

各段皆段落中換韻（三韻規

律交雜，一句例外）；一句

未入韻（1/16）；句式相同處

押韻  

修辭： 

感歎–助詞 

1. 舞倦的葉兒睡吧 

2. 睡了罷，寶貝 

3. 疲倦的小花兒睡吧 

類疊–疊字 

1. 緩緩地搖撫 

2. 懶懶地停住 

 

曲次 7 

Believe Me, If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依然在我心深處 

海舟 譯詞 

 

Believe me, if all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Which I gaze on so fondly today, 

Were to change by tomorrow and fleet in my arms, 

Like fairy wings fading away 

Thou wouldst still be adored, as this moment thou art,

Let thy loveliness fade as it will; 

And around the dear ruin, each wish of my heart 

Would entwine itself fervently still. 

 

It is not while beauty and youth are thine own, 

And thy cheeks unprofaned by a tear, 

That the fervor and faith of a soul can be known, 

To which time will but make thee more dear. 

No, the heart that has truly loved never forgets, 

But as truly loves on to the close: 

當你的青春美麗漸漸消去，  

當你双額被清淚沾濡， 

我的熱情依然在我心頭深處， 

還增添了對你的愛慕， 

誠信真摯的愛從不輕吐露， 

祇隱在心深處長駐， 

有如葵花向日，一片癡情付與， 

任今朝明朝日晞日暮。 

 

眼看你的嫵媚花容今已萎枯， 

眼看仙侶無法將你護， 

我這誠信真摯的雙睛依然凝住， 

要向你作無言的頃訴。 

我的深情縈繞，在心頭如○許， 

縈繞心頭四春藤常○綠， 

譯詞字數 165 

譯詞有底線字數 6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36.97% 

押韻：ㄨ韻，ㄩ韻；整首主

要押一韻，兩段中一段夾雜

他韻；ㄧ句未入韻（1/16） 

修辭： 

對偶–當句對 

1. 任今朝明朝日晞日暮 

2. 香斷紅消 

排比： 

眼看你的嫵媚花容今已萎

枯，眼看仙侶無法將你護 

映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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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sunflower turns on her god when he sets 

The same look which she turned when he rose. 

 

遮莫是香斷紅消滅盡歡○娛，  

矢當初愛盟永不辜負。 

無言的頃訴 

類疊–疊字  

漸漸消去 

曲次 11 

Ben Bolt 

君憶否 

海舟 譯詞 

 

Oh! don't you remember sweet Alice, Ben Bolt 

Sweet Alice, with hair was so brown; 

She wept with delight when you gave her a smile, 

And trembled with fear at your frown. 

In the old church yard, in the valley, Ben Bolt 

In a corner obscure and alone, 

They have fitted a slab of granite so gray, 

And sweet Alice lies under the stone. 

They have fitted a slab of granite so gray, 

And sweet Alice lies under the stone. 

 

Oh! don't you remember the wood, Ben Bolt, 

Near the green sunny slope of the hill; 

Where oft we have sung 'neath its wide spreading 

shade, 

And kept time to the click of the mill: 

The mill has gone to decay, Ben Bolt, 

And a quiet now reigns all around, 

See the old rustic porch with its roses so sweet, 

Lies scatter'd and fallen to the ground, 

See the old rustic porch, with its roses so sweet, 

Lies scatter'd and fallen to the ground. 

 

Oh! don't you remember the school, Ben Bolt, 

And the Master so kind and so true, 

And the little nook by the clear running brook, 

Where we gahter's the flow'rs as they grew. 

On the Master's grave grows the grass, Ben Bolt, 

君憶否？那溫柔又可愛的艾麗，  

她金髮絲絲秀顏△垂， 

她見你蹙眉頭，便芳心戰慄， 

見你微笑，便乍喜翻△悲。 

惜如今其人幽谷寒塚裏， 

已是玉骨深埋香魂逝。 

當年舊侶，竟咫尺天○涯， 

空憑弔荒郊一斷△碑， 

當年舊侶，竟咫尺天○涯， 

空憑弔荒郊一斷△碑， 

 

君憶否？可愛的故鄉小山坡○下， 

那磨房外高樹枝○枒， 

日午間眠，君我共指濃陰○壓， 

更靜聽水車聲如瀉。 

惜如今但見輪毀屋無遮， 

簷間殘 x 已是根根○塌。 

祇剩有周圍寂寞的塵○沙， 

代替了那舊日喧○嘩， 

祇剩有周圍寂寞的塵○沙， 

代替了那舊日喧○嘩。 

 

還有那潺潺小溪 君憶◇否？ 

點綴溪邊綠密紅◇稠， 

當年同窗友好都年少，  

喜學合融融日接良師教。 

惜如今良師墓木已枯槁， 

溪中水凅花落倍添◇愁。 

譯詞字數 291 

譯詞有底線字數 10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36% 

押韻：空、ㄧ通押，ㄟ韻，

ㄚ韻，ㄡ韻，ㄠ韻，ㄨ韻；

一段整段同韻，兩段段落中

換韻（有兩處交韻，其一因

重複行句而有交韻）；兩句

未入韻（2/30）  

修辭： 

對偶–當句對 

綠密紅稠 

摹寫–聽覺 

1. 水車聲如瀉 

2. 潺潺小溪 

類疊–疊字 

1. 金髮絲絲 

2. 根根塌 

3. 潺潺小溪 

4. 喜學合融融日接良師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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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unning little brook is now dry; 

And of all the friends who were schoolmates then, 

There remains Ben, but you and I. 

And of all the friends who were schoolmates then, 

There remains Ben, but you and I. 

更唏噓同窗好友幾人◇留， 

徒見君我依舊任沉○浮， 

更唏噓同窗好友幾人◇留， 

徒見君我依舊任沉○浮， 

（捨多處呼告） 

曲次 23 

The Bull Dog 

水濱牛犬 

海舟 譯詞 

 

Oh! The bull–dog on the bank.  

Oh! The bull–frog in the pool. 

Oh! The bull–dog on the bank.  

Oh! The bull–frog in the pool. 

Oh! The bull–god on the bank,  

And the bull–frog in the pool.  

The bull–dog called the bull–frog.  

A green old water fool.  

Sing–ing tra la la la la la la,  

Sing–ing tra la la la la la la,  

Sing–ing tra la la la la la la,  

Sing–ing tra la la la la la la,  

tra la la la, tra la la la, tra la la la la la.  

 

Oh! The bull–dog stoopped to catch him.  

And the snapper caught his paw.  

Oh! The bull–dog stoopped to catch him.  

And the snapper caught his paw.  

Oh! The bull–dog stoopped to catch him.  

And the snapper caught his paw.  

The pollywog died alaughing.  

To see him wag his jaw.  

Sing–ing tra la la la la la la,  

Sing–ing tra la la la la la la,  

Sing–ing tra la la la la la la,  

tra la la la, tra la la la, tra la la la la la.  

哦，那牛犬鬧水濱， 

哦，那牛蛙噪水浦， 

牛犬笑對牛蛙說， 

你是綠衣一愚夫。 

哦，那牛犬鬧水濱， 

哦，那牛蛙噪水浦， 

牛犬笑對牛蛙說， 

你是綠衣一愚夫。 

大家唱個啦啦啦啦○啦。 

大家唱個啦啦啦啦○啦。 

唱個啦啦啦啦○啦， 

唱個啦啦啦啦○啦， 

屈啦啦啦啦，屈啦啦啦啦，屈啦啦

啦○啦。 

 

牛犬俯身要捉○蛙，  

不意巨鼈來咬○他，  

蝌蚪見了大笑死， 

笑牠恨怒頻磋○牙。  

牛犬俯身要捉○蛙， 

不意巨鼈來咬○他， 

蝌蚪見了大笑死， 

笑牠恨怒頻磋○牙。 

大家唱個啦啦啦啦○啦。 

大家唱個啦啦啦啦○啦。 

唱個啦啦啦啦○啦， 

譯詞字數 206 

譯詞有底線字數 17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5% 

押韻：ㄨ韻，ㄚ韻；一段整

段同韻，一段段落中換韻；

五句未入韻（5/26）  

修辭： 

對偶–單句對 

哦，那牛犬鬧水濱，哦，那

牛蛙噪水浦 

對偶–當句對 

綠衣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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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個啦啦啦啦○啦， 

屈啦啦啦啦，屈啦啦啦啦，屈啦啦

啦○啦。 

曲次 32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後的玫瑰 

海舟 譯詞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Left blooming alone, 

All her lovely companions, Are faded and gone. 

No flow'r of her kindred, No rosebud is nigh 

To reflect back her blushes, Or give sigh for sigh. 

 

I'll not leave thee, thou lone one, To pine on the stem, 

Since the lovely are sleeping, Go, sleep thou with 

them 

Thus kindly I'll scatter, Thy leaves o'er the bed, 

Where thy mates of the garden, Lie scentless and 

dead. 

So soon may I follow, When friendships decay; 

And from love's shining circle, The gems drop away 

When true hearts lie wither'd, And fond ones are 

flow'n 

Oh! Who would inhabit, This bleak world alone? 

夏季 後的玫瑰， 

入秋猶自紅， 

所有可愛的伴侶， 

無復舊時容，  

殘花片片悲凋謝， 

新花望裡空， 

欲把嬌顏留住， 

長嘆誰與共。 

  

何須留汝在枝頭， 

遺汝獨消瘦， 

既然好友盡長眠， 

去去相與守，  

我將掃葉成香塚， 

為汝殷勤△覆，  

從此芳菲難再△復， 

惆悵使人愁。 

  

面對落花傷往◇事， 

往事成空◇虛，  

平生珍惜良友情， 

消失已無◇餘，   

更有那人間歡愛， 

飛去如飄◇絮，    

似這般悽涼的世界， 

索居向誰◇語。  

譯詞字數 144 

譯詞有底線字數 9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3.89%  

押韻：ㄨㄥ、ㄡ通押，ㄨ韻，

空、ㄩ通押；兩段一段一

韻，一段段落中換韻；十句

未入韻（10/24）  

修辭： 

譬喻 

更有那人間歡愛，飛去如飄

絮 

類疊–疊字 

1.  殘花片片 

2.  去去相與守 

設問 

何須留汝在枝頭 

曲次 37 

Comin’ Thro' the Rye 

當我行過麥堆 

海舟 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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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 thro' the rye, 

Gin a body kiss a body, Need a body cry? 

Ev'ry Lassie has her laddie, Nane, they say, have I, 

Yet all the lads they smile on me,  

When comin' thro' the rye. 

 

Gin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 thro' the glen, 

Gin a body kiss a body, Need the warl' ken? (warl' 

ken – world know) 

Ev'ry Lassie has her laddie, Nane, they say, have I, 

Yet all the lads they smile on me, 

When comin' thro' the rye. 

 

Gin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 thro' the grain; 

Gin a body kiss a body, The thing's a body's ain. 

(ain – own) 

Ev'ry Lassie has her laddie, Nane, they say, have I, 

Yet all the lads they smile on me, 

When comin' thro' the rye. 

 

以下未譯出 

1. O, Jenny's a' weet, poor body, 

Jenny's seldom dry: 

She draigl't a' her petticoatie, 

Comin thro' the rye!  

Chorus: 

Comin thro' the rye, poor body, 

Comin thro' the rye, 

She draigl't a' her petticoatie, 

Comin thro' the rye! 

 

如果是我遇見了你， 

閒行過麥堆， 

如果是你求我親熱， 

要不要逃避？ 

双双情侶，相依相偎， 

人說我不解， 

許多年少含笑追陪， 

當我行過麥堆。 

 

如果是我遇見了你， 

遠自城中○來， 

如果是你向我喝○采， 

要不要嗔○怪？ 

双双情侶，相依相偎， 

人說我不解， 

許多年少含笑追陪， 

當我行過麥堆。 

 

有彼一人，雞群鶴立， 

我心長慕○愛， 

彼何人斯？彼家何○在？ 

至今費疑○猜。 

双双情侶，相依相偎， 

人說我不解， 

許多年少含笑追陪， 

當我行過麥堆。 

 

譯詞字數 159 

譯詞有底線字數 85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3% 

押韻：ㄝ、ㄟ通押，ㄞ韻；

一段整段同韻，兩段段落中

換韻（有相同兩韻）；一句

未入韻（5/24）  

修辭： 

對偶–當句對 

相依相偎 

類疊–疊字:  

双双情侶 

設問 

彼何人斯？彼家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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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versions I have heard omit Burns chorus, 

replacing it with the following: 

Ilk a lassie has her laddie, 

Nane, they say hae I; 

Yet a the lads they smile at me, 

When comin thro the Rye. 

 

(原詞第五段) 

Gin a body meet a body 

Comin thro' the rye, 

Gin a body kiss a body, 

Need a body cry? 

(原詞此段非副歌) 

Ev'ry Lassie has her laddie, Nane, they say, have I, 

Yet all the lads they smile on me, 

When comin' thro' the rye. 

曲次 40 

Kathleen Mavourneen 

喀淋麥芙寧 

海舟 譯詞 

 

Kathleen Mavourneen! the gray dawn is breaking, 

The horn of the hunter is heard on the hill, 

The lark from her light wing the bright dew is 

shaking, 

Kathleen Mavourneen, what slumbering still? 

Oh! hast thou forgotten how soon we must sever? 

Oh! hast thou this day we must part, forgotten 

It may be for years, and it may be forever, 

Oh! why art thou silent thou voice of my heart? 

It may be for years, and it may be forever, 

Then why art thou silent Kathleen Mavourneen? 

 

Kathleen Mavourneen, Awake from thy slumbers, 

The blue mountains glow in the sun's golden light, 

Ah! where is the spell that once hung on my slumbers,

喀淋麥芙寧， 

東方已現晨曦，  

聽獵人的號角， 

發自那遠山徑， 

帶露的小鳥兒， 

振翼一早離枝， 

我喀淋麥芙寧， 

何久寢不醒，  

我喀淋麥芙寧， 

何久寢不醒， 

莫非你已忘記， 

我們即將分袂， 

莫非忘記我們， 

即將賦別離。 

也許這一別， 

譯詞字數 251 

譯詞有底線字數 20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0% 

押韻：空、ㄧㄥ、ㄧ、ㄩ通

押，ㄢ、ㄤ通押，ㄡ韻；一

段整段同韻，一段段落中換

韻（有兩組交韻，其一因行

句重複而有交韻）；七句未

入韻（7/42）  

修辭： 

設問 

焉得容顏依舊 

類疊–疊字 

1. 默默不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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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e in thy beauty, Thou star of my night, 

Arise in thy beauty, Thou star of my night. 

Mavourneen, Mavourneen, my sad tears are falling, 

To think that from Erin and thee I must part, 

It may be for years, and it may be forever, 

Then why art thou silent, thou voice of my heart? 

It may be for years, and it may be forever, 

Then why art thou silent, thou voice of my heart? 

從此重見渺無期， 

為何默默不言語， 

有言當永銘。  

也許從今別重見渺無期，  

為何默默不言語， 

喀淋麥芙寧。 

 

喀淋麥芙寧， 

我欲喚你醒△轉， 

看山色爛△漫， 

早已敷上陽△光， 

當年你那嫵媚， 

繫我詩情繾△綣，  

焉得容顏依◇舊， 

使青春永○駐， 

焉得容顏依◇舊， 

使青春永○駐， 

麥芙寧，麥芙寧， 

我今悲淚汪△汪， 

為將要遠離你， 

遠離我故△鄉。 

也許這一別， 

從此重見渺無期， 

為何默默不言語， 

有言當永銘。 

也許從今別重見渺無○期， 

為何默默不言語， 

喀淋麥芙寧。 

2. 悲淚汪汪 

 

曲次 43 

Juanita 

朱尼妲 

海舟 譯詞 

 

Soft o'er the fountain, Ling'ring falls the southern 

moon; 

Far o'er the mountain, Breaks the day too soon! 

夜靜月徘○徊， 

影纖纖越過南浦， 

遠方山漸○白， 

譯詞字數 136 

譯詞有底線字數 7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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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y dark eyes' splendour,  

Where the warm night loves to dwell, 

Weary looks, yet tender, 

Speak their fond farewell! 

Nita! Juanita! Ask thy soul if we should part. 

Nita! Juanita! Lean thou on my heart! 

 

When in thy dreaming, Moons like thee shall shine 

again, 

And daylight beaming, Prove thy dreams are vain, 

Wilt thou not, relenting, For thine absent lover sigh, 

In thy heart consenting, To a pray'r gone by? 

Nita! Juanita! Let me linger by thy side! 

Nita! Juanita! Be my own fair bride! 

 

不覺天已曙。 

看你容顏憔△悴， 

掩不住溫柔如故， 

獨有那雙睛△垂， 

無限離情注。 

尼◇妲，朱尼◇妲， 

願你我精神無阻，    

尼◇妲，朱尼◇妲， 

此愛永不渝。 

 

你好夢宵△宵， 

堪驚來去月如○馳， 

你好夢陶△陶， 

白日總消○逝。 

試問柔情幾○許？ 

遙向離人訴相○思， 

試問信誓如何， 

今昔當無○異。 

尼◇妲，朱尼◇妲， 

我欲傍你將身○繫， 

尼◇妲，朱尼◇妲， 

此愛永不○移。 

52.94%  

押韻：ㄞ韻，ㄨ韻，ㄟ韻，

ㄠ韻，帀、ㄩ、ㄧ通押；各

段皆段落中換韻（有交韻，

一段三組交韻，有一韻三組

相同，一段兩組交韻）；兩

句未入韻（2/24） 

修辭： 

對偶–跳句對 

1. 你好夢宵宵…       

你好夢陶陶 

2. 此愛永不渝… 

此愛永不移 

摹寫–視覺 

1. 影纖纖越過南浦 

2. 遠方山漸白 

類疊–疊字 

1. 影纖纖 

2. 夢宵宵 

3. 夢陶陶 

曲次 51 

Dixie Land 

狄西蘭 

海舟 譯詞 

 

I wish I was in land of cotton, 

Old times that are not forgotten,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In Dixie Land where I was born in, 

Early on one frosty mornin',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I wish I was in Dixie, Hoo–ray! Hoo–ray! 

In Dixie land, 

I'll take my stand to live and die in Dixie; 

我願我能回到 難忘的， 

那棉樹叢叢的故鄉， 

遠望著，遠望著，遠望著狄西蘭， 

在狄西蘭，我自幼生長， 

出生在多霜的早上， 

遠望著，遠望著，遠望著狄西蘭。 

倘若我一旦回到狄○西，快哉！快

哉！ 

在我的狄○西，我願此身生死永守在

譯詞字數 338 

譯詞有底線字數 15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5% 

押韻：ㄤ、ㄢ通押，ㄧ韻，

各段落副歌前同韻，副歌另

一韻；六句未入韻（6/30）

修辭： 

類疊–疊字 

1. 棉樹叢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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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y, away, away down south in Dixie, 

Away, away, away down south in Dixie. 

 

Now here's a health to the next old Missus, 

And all the gals dat want to kiss us (all the girls that 

want to kiss up);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But if you want to drive 'way sorrow, 

Come and hear dis song to–morrow,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I wish I was in Dixie, Hoo–ray! Hoo–ray! 

In Dixie land, 

I'll take my stand to live and die in Dixie; 

Away, away, away down south in Dixie, 

Away, away, away down south in Dixie. 

 

Dar's buckwheat cakes an' Injun batter, 

Makes you fat or a little fatter;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Den hoe it down (Then hoe it down) and scratch your 

grabble (gravel), 

To Dixie's land I'm bound to trabble (travel),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I wish I was in Dixie, Hoo–ray! Hoo–ray! 

In Dixie land, 

I'll take my stand to live and die in Dixie; 

Away, away, away down south in Dixie, 

Away, away, away down south in Dixie. 

 

以下未譯出 

Old Missus marry Will–de–weaber, 

Willium was a gay deceaber; (自加 Soon she found 

out he was a gay deceiver) 

狄○西， 

遠望狄西，遠望著天南的狄○西， 

遠望狄西，遠望著天南的狄○西， 

 

我願我能回到 難忘的， 

那耕牧辛勤的農莊， 

遠望著，遠望著，遠望著狄西蘭， 

在狄西蘭，家家麥餅芳香， 

還有那鮮美的酪漿， 

真好吃，不能忘，不能忘，狄西蘭。

倘若我一旦回到狄○西，快哉！快

哉！ 

在我的狄○西，我願此身生死永守在

狄○西， 

遠望狄西，遠望著天南的狄○西， 

遠望狄西，遠望著天南的狄○西， 

 

我願重現昔時 難忘的， 

那生活融融的鄉黨， 

費思量，費思量，費思量狄西蘭， 

今且把酒遙祝鄰友健康， 

唱一曲解憂的歌唱， 

遠望著，遠望著，遠望著狄西蘭。 

倘若我一旦回到狄○西，快哉！快

哉！ 

在我的狄○西，我願此身生死永守在

狄○西， 

遠望狄西，遠望著天南的狄○西， 

遠望狄西，遠望著天南的狄○西， 

2. 生活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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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But when he put his arms around 'er 

He smiled as fierce as a forty–pounder, (自加 is a 

forty ounce bottle of liquor, generally whiskey, vodka, 

rum, or other 80 proof stuff)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His face was sharp as a butcher's cleaber, 

But dat did not seem to greab (grieve ) 'er;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Old Missus acted the foolish part, 

And died for a man dat broke her heart, 

Look away! Look away! Look away! Dixie Land.  

曲次 62 

Auld Lang Syne 

憶舊遊 

海舟 譯詞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old lang syne ?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We two have run about the slopes, 

and picked the daisies fine ; 

But we’ve wandered many a weary foot, 

since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舊日同游，情深無○限， 

哪能一旦相忘？ 

舊日同游，情深無○限， 

是少小時光。 

為那少小時光， 

吾友，為那少小時光， 

今也重聚，銜杯引滿， 

為那少小時光。 

  

舊日同游，攜手澤畔， 

朝朝鬪草擷芳，  

浪跡連年，分飛勞燕， 

還憶少小時光。 

為那少小時光， 

吾友，為那少小時光， 

今也重聚，銜杯引滿， 

為那少小時光。 

  

譯詞字數 170 

譯詞有底線字數 137 

原詞譯出比例  7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4% 

押韻：ㄤ、ㄢ通押，ㄧㄢ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三段中兩

段夾雜他韻（有交韻；同

韻）；句句入韻 

修辭： 

對偶–當句對 

1. 鬪草擷芳 

2. 烈日驕陽 

類疊–疊字 

朝朝鬪草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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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wo have paddled in the stream, 

from morning sun till dine† ; 

But seas between us broad have roared 

since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以下未譯出 

And surely you’ll buy your pint cup ! 

and surely I’ll buy mine ! 

And we'll take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CHORUS 

 

And there’s a hand my trusty friend ! 

And give us a hand o’ thine ! 

And we’ll take a right good–will draught, 

for auld lang syne. 

CHORUS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thought upon; 

The flames of Love extinguished, 

and fully past and gone: 

Is thy sweet Heart now grown so cold, 

that loving Breast of thine; 

That thou canst never once reflect 

on Old long syne. 

CHORUS: 

On Old long syne my Jo, 

in Old long syne, 

That thou canst never once reflect, 

舊日同游，晨昏無○閒， 

不遜烈日驕陽， 

海天阻隔，兩心難○遣， 

已非少小時光。 

為那少小時光， 

吾友，為那少小時光， 

今也重聚，銜杯引滿， 

為那少小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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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ld long syne. 

My Heart is ravisht with delight, 

when thee I think upon; 

All Grief and Sorrow takes the flight, 

and speedily is gone; 

The bright resemblance of thy Face, 

so fills this, Heart of mine; 

That Force nor Fate can me displease, 

for Old long syne. 

CHORUS 

Since thoughts of thee doth banish grief, 

when from thee I am gone; 

will not thy presence yield relief, 

to this sad Heart of mine: 

Why doth thy presence me defeat, 

with excellence divine? 

Especially when I reflect 

on Old long syne 

CHORUS 

曲次 67 

Loch Lomond 

羅莽湖邊 

海舟 譯詞 

 

By yon bonnie banks and by yon bonnie braes, 

Where the sun shines bright on Loch Lomond 

W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were ever wont to gae 

(go), 

On the bonnie bonnie banks of Loch Lomond. 

Oh! Ye'll take the high road, and I'll take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But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ie, bonnie banks of Loch Lomond. 

 

'Twas then that we parted, In yon shady glen, 

出城郊，風光好， 

望遠陂，真美麗，   

香塵日照裡， 

羅莽湖○上， 

憶當初，雙情侶，  

終朝攜手共遊戲，   

在那美麗美麗羅莽湖○上。 

你要越高○山， 

我要履平夷，  

到鄉關行路○難， 

你來何遲， 

哦哦！双情侶， 

譯詞字數 263 

譯詞有底線字數 165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3% 

押韻：ㄠ韻，空、ㄧ、ㄩ通

押，ㄢ韻，ㄨ韻；各段皆段

落中換韻（副歌有交韻）；

八句未入韻（8/44）  

修辭： 

摹寫–聽覺 

鳥聲溢，鳴啾唧 

類疊–疊字 

兩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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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eep, steep side of Ben Lomond, 

Where, in purple hue, The highland hills we view, 

And the moon coming out in the gloaming. 

Oh! Ye'll take the high road, and I'll take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But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ie, bonnie banks of Loch Lomond. 

 

The wee birdies sing, And the wild flowers spring, 

And in sunshine the waters sleeping. 

But the broken heart it kens, Nae second spring again,

Though the waeful (woeful) may cease frae (from) 

their greeting. (grieve)  

Oh! Ye'll take the high road, and I'll take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But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ie, bonnie banks of Loch Lomond. 

 

從今恐無相見期， 

在那美麗、美麗羅莽湖湄。 

 

憶別離，兩依依， 

無盡語，在山△谷，   

欲去復踟△躕， 

羅莽湖△邊； 

日向西，山色紫，  

新月如眉天就△暮，  

舊景模糊人影△孤， 

羅莽湖△邊。 

你要越高○山， 

我要履平夷， 

到鄉關行路○難， 

你來何遲， 

哦哦！双情侶， 

從今恐無相見期， 

在那美麗、美麗羅莽湖湄。 

 

鳥聲溢，鳴啾唧， 

野花○放，遍地○香， 

湖水映日○光， 

增我哀○傷， 

萬種愁，有時休， 

是離愁無限○長， 

如此湖○光，空眺○望， 

羅莽湖○上。 

你要越高○山， 

我要履平夷， 

到鄉關行路○難， 

你來何遲， 

哦哦！双情侶， 

從今恐無相見期， 

譬喻 

新月如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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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美麗、美麗羅莽湖湄。 

曲次 74 

Annie Laurie 

安娜羅荔 

海舟 譯詞 

 

Maxwellton braes are bonnies 

 where early fa's the dew 

And it's there that annie laurie  

gaved me her promise true 

gaved me her promise true  

which n'er forgot shall be 

And for bonnie annie laurie  

I'd lay me down an' dee 

 

Her brow is like the snowdrift, 

Her neck is like the swan, 

Her face it is the fairest 

That e'er the sun shone on, 

That e'er the sun shone on, 

An' dark blue is her ee, 

And for bonnie Annie Laurie 

I'd lay me doon an' dee. 

 

Like dew on the gowan lying 

Is the fa' o' her fairy feet; 

An' like winds in summer sighing, 

Her voice is low an' sweet, 

Her voice is low an' sweet, 

An' she's a' the world to me, 

And for bonnie Annie Laurie 

I'd lay me doon an' dee. 

美麗的麥威頓陂， 

陂上新露清淒， 

在那裡安那羅荔， 

給我難忘的信誓， 

她說永不分離， 

我誓永不相背， 

為著可愛的安娜羅荔， 

我的心至死不移。 

 

素顏彷彿雪堆砌， 

玉頸天鵝與並美，  

她那娟娟容姿， 

真是世上無比。 

佳人再過不易， 

何況情投意契， 

為著可愛的安娜羅荔， 

我的心至死不移。 

 

她那婉轉甜美的低○唱， 

使我胸襟涼○爽， 

她那輕盈娟麗的步履， 

像露滴瀝花○上， 

她是幸福天使， 

她比一切高貴， 

為著可愛的安娜羅荔， 

我的心至死不移。 

譯詞字數 167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7% 

押韻：空、ㄧ、ㄩ通押，ㄤ

韻；整首主要押一韻，三段

中一段夾雜他韻；四句未入

韻（4/24） 

修辭： 

對偶–單句對 

她說永不分離，我誓永不相

背 

對偶–當句對 

何況情投意契 

摹寫–聽覺 

1. 她那婉轉甜美的低唱 

譬喻 

2.   她是幸福天使 

 

 

曲次 80 

How Can I Leave Thee 

我怎能離開你 

海舟 譯詞 

 

How can I leave thee! How can I bear to part! 

That thou hast all my heart, Dearest beleive! 

我怎能離開你， 

我怎能將你棄， 

譯詞字數 132 

譯詞有底線字數 151 



 191

Thou hast this soul of mine, So wholly is it thine, 

That I can love no one, But thee alone. 

   

Blue is the flow'ret, Call'd the "Forget me not," 

Ah! lay it on thy heart, And think of me,  

Should hope fade with the flow'rs 

Loves wealth shall still be ours,  

That will re–main with me, Dearest beleive. 

  

Were I a bird love, Soon would I fly to thee, 

Falcon nor Hawk to me, Should terror bring; 

If shot by Huntsman's hand, I at thy feet lay dead, 

If thou one tear would'st shed, Gladly I'd die.  

你常在我心○頭， 

信我莫疑。 

願兩情長相○守， 

在一處永綢○繆， 

除了你還有誰， 

和我為○偶。 

 

藍色花一叢○叢， 

名叫做毋忘○儂， 

願你手摘一枝， 

永佩心○中。 

花雖好有時死， 

祇有愛能不移， 

我和你共始○終， 

信我莫疑。 

 

願今生比做◇鳥  

飛向你暮和◇朝  

將不避鷹追△逐  

不怕路◇遙 

遭獵網將我△捕  

寧可死傍你△足 

縱然是恨難◇消  

我亦無△苦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3.64% 

押韻：空、ㄧ通押，ㄨㄥ、

ㄡ通押，ㄠ韻，ㄨ韻；兩段

兩韻交雜（有交韻），一段

段落中換韻；兩句未入韻

（2/24） 

修辭： 

類疊–疊字 

藍色花一叢叢 

曲次 81 

In the Gloaming 

憶別離 

海舟 譯詞 

 

In the gloaming, oh my darling, 

when the lights are soft and low 

and the quiet shadows falling 

softly come and softly go. 

When the trees are sobbing faintly 

with a gentle unknown woe, 

will you think of me and love me, 

夜幕初張，天光翳翳，  

眼中景物尚依稀， 

陰影飄浮，忽東忽西， 

往還輕悄無聲息； 

風吹裊漾，越樹穿枝， 

若有幽怨泣歔欷， 

你我情深，呵，我的愛人， 

譯詞字數 135 

譯詞有底線字數 5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2.22 

% 

押韻：空、ㄧ通押，ㄛ韻，

ㄜ韻；一段整段同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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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you did once long ago..? 

 

In the gloaming, oh my darling, 

think not bitterly of me. 

Though I passed away in silence 

left you lonely, set you free.. 

For my heart was tossed with longing, 

what had been could never be. 

It was best to leave you, thus, 

dear, best for you and best for me. 

It was best to leave you, thus, 

dear, best for you and best for me. 

今時何似別離時。 

 

苦憶當初，一曲驪歌， 

別時容易聚無○多， 

憐你寂○寞，怕你折○磨， 

別時無語淚滂○沱； 

相思似擣，望隔山△河， 

悲愴往事去如○梭， 

如此別離，奈何奈△何， 

為了你也為了○我。 

如今別離怎奈△何， 

為了你也為了○我。 

一段段落中換韻（有交

韻）；兩句未入韻（2/18） 

修辭： 

對偶–單句對 

憐你寂寞，怕你折磨 

感歎–歎詞 

呵，我的愛人 

摹狀–視覺 

陰影飄浮 

風吹裊漾 

類疊–疊詞 

奈何奈何 

譬喻 

相思似擣 

曲次 100 

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 

箜篌引 

海舟 譯詞 

 

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 

Its soul of music shed, 

Now hangs as mute on Tara's walls 

As if that soul were fled. 

So sleeps the pride of former days, 

So glory's thrill is o'er 

And hearts that once beat high for praise 

Now feel that pulse no more. 

 

No more, to chiefs and ladies bright, 

the harp of Tara swells; 

The chord alone that breaks the night 

Its tale of ruin tells. 

Thus freedom now so seldom wakes 

The only throb she gives 

Is when some heart indignant breaks, 

To show that still she lives. 

樂舞高張，故朝宮殿， 

曾聽琴韻悠揚， 

今日如何，空餘絃索， 

依然掛在宮牆。 

帝子長眠，榮華消謝， 

全非舊時模樣， 

好景不常，頌聲都杳， 

哪堪人世炎涼。 

 

御室嬪嬙，朝中顯貴， 

驕佚如今安在，  

如泣如歌，箜篌夜響， 

彈出一代興亡。 

堪笑人生，終天夢夢， 

難拋貪嗔痴○愛， 

世事滄桑，英雄白骨， 

斯情千古同○慨。  

譯詞字數 112 

譯詞有底線字數 54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48% 

押韻：ㄤ、ㄢ通押，ㄞ韻；

一段整段同韻，一段段落中

換韻；八句未入韻（8/16）

修辭： 

對偶–單句對 

好景不常，頌聲都杳 

對偶–當句對 

如泣如歌 

摹寫–聽覺 

琴韻悠揚 

排比 

難拋貪嗔痴愛 

設問 

1. 哪堪人世炎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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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驕佚如今安在 

類疊–疊字 

終天夢夢 

 

四、張易 

曲次 3 

Massa's in de Cold Ground 

馬撒永眠黃泉下 

張易 譯詞 

 

Round de meadows am a–ringing 

De darkeys' mournful song, 

While do mocking bird am singing, 

Happy as de day am long. 

Where de ivy am a–creeping 

O'er de grassy mound, 

Dare old massa am a–sleeping, 

Sleeping in de cold, cold ground. 

Down in de cornfield 

Hear dat mournful sound: 

All de darkeys am a–weeping, 

Massa's in de cold, cold ground. 

 

When de autumn leaves were falling, 

When de days were cold, 

'Twas hard to hear old massa calling, 

'Cause he was so weak and old. 

Now de orange tree am blooming 

On de sandy shore, 

Now de summer days am coming, 

Massa nebber calls no more.  

Down in de cornfield 

Hear dat mournful sound: 

All de darkeys am a–weeping, 

Massa's in de cold, cold ground. 

 

環繞牧場四面八方， 

黑人悲歌响亮。 

鳥兒無知不解人意， 

却反嬌啼喜日長。 

草兒青青黃土一◇杯， 

長著紫籐○花， 

老年馬撒 後安◇眠， 

睡在冷冷黃泉○下。 

聽！四野悽風， 

悲歌動塵○沙， 

所有黑人都在哀泣， 

馬撒永眠黃泉○下。 

 

往常秋天落葉時節， 

天氣漸轉寒△冷。 

可憐馬撒老病呻◇吟， 

人耳淒惻心難△忍。 

現在橘子樹正開○花， 

清香染岸○砂， 

祇今夏天既已來◇臨， 

惟聞哀歌悼馬○撒。 

聽！四野悽風， 

悲歌動塵○沙， 

所有黑人都在哀◇泣， 

馬撒永眠黃泉○下。 

 

譯詞字數 246 

譯詞有底線字數 17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2% 

押韻：ㄤ韻，ㄟ、ㄧㄢ通押，

ㄚ韻，ㄣ、ㄥ通押，ㄧㄣ、

ㄧ通押；一段整段同韻，兩

段段落中換韻（有交韻）；九

句未入韻（9/36） 

修辭： 

對偶–當句對 

愁雲慘雨 

類疊–疊字 

草兒青青、冷冷黃泉 

摹狀–聽覺 

可憐馬撒老病呻吟 

摹狀–嗅覺 

現在橘子樹正開花，清香染

岸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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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 made de darkeys love him, 

Cayse he was so kind, 

Now dey sadly weep above him, 

Mourning cayse he leave dem behind. 

I cannot work before tomorrow, 

Cayse de tear drop flow, 

I try to drive away my sorrow, 

Pickin' on de old banjo. Chorus: 

Down in de cornfield 

Hear dat mournful sound: 

All de darkeys am a–weeping, 

Massa's in de cold, cold ground. 

馬撒使黑人都愛○他， 

那仁慈老人○家。 

現在他們悲泣念○他， 

傷心把他們丟○下。 

想起老馬撒的音容， 

淚珠如雨○下， 

沒法遣走我的悲哀， 

愁雲慘雨彈紛○沓。 

聽！四野悽風， 

悲歌動塵○沙， 

所有黑人都在哀泣， 

馬撒永眠黃泉○下。  

曲次 13 

The Spanish Cavalier 

西班牙騎士 

張易 譯詞 

 

A Spanish cavalier stood in his retreat, 

And on his guitar play'd a tune, dear; 

The music so sweet they'd oft–times repeat. 

The blessing of my country and you, dear. 

Say, darling, say, when I'm far away. 

Sometimes you may think of me, dear; 

Bright sunny days will soon fade away, 

Remember what I say and be true, dear. 

 

I'm off to the war, to the war I must go, 

To fight for my country and you, dear; 

But if I should fall in vain, I would call 

The blessing of my country and you, dear. 

Say, darling, say, when I'm far away. 

Sometimes you may think of me, dear; 

Bright sunny days will soon fade away, 

Remember what I say and be true, dear. 

 

When the war is o'er to you I'll return. 

那西班牙騎士，退居在家鄉， 

彈起老給沓，高聲歌唱， 

聽呵，我的愛人，琴聲好悠揚， 

好像是你和國家對我的讚賞。 

說哦，愛人○說，當我遠征○哦， 

你有時會想起我○麼？  

快樂的時光，很快就飛○過， 

千萬別忘記你給我的允○諾。 

 

當我遠離家鄉，提劍赴戰場， 

為你並為國家去打仗。 

如果，我戰死，不能再歌唱， 

空剩下你和國家對我的讚賞。 

說哦，愛人○說，當我遠征○哦， 

你有時會想起我○麼？  

快樂的時光，很快就飛○過， 

千萬別忘記你給我的允○諾。  

 

一旦戰事完結，我便回家鄉， 

譯詞字數 243 

譯詞有底線字數 17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3% 

押韻：ㄤ韻，ㄛ韻；各段落

副歌前同韻，副歌另一韻；

句句入韻 

修辭： 

摹狀–聽覺 

琴聲好悠揚 

感歎–助詞 

1.  聽呵，我的愛人 

2.  當我遠征哦 

設問 

你有時會想起我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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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my country and you, dear; 

But if I be slain, you may seek me in vain, 

Upon the battle–field you will find me. 

Say, darling, say, when I'm far away. 

Sometimes you may think of me, dear; 

Bright sunny days will soon fade away, 

Remember what I say and be true, dear. 

再來為你和國家歌唱。 

萬一我陣亡，徒然你悲傷， 

你祇能找著我僵臥戰場上。 

說哦，愛人○說，當我遠征○哦， 

你有時會想起我○麼？ 

快樂的時光，很快就飛○過， 

千萬別忘記你給我的允○諾。  

曲次 15 

The Soldier's Farewell 

征人別離歌 

張易 譯詞 

 

Ah love how can i leave thee? 

The sad thought deep doth grieve me; 

But know what e'er befalls me, 

I go where honor calls me 

Farewell,farewell, my own true love, 

Farewell,farewell, my own true love 

 

No more shall i behold thee 

Or to my heart enfold thee 

In wars array appearing  

the foe’s stearn hosts are nearing 

Farewell,farewell, my own true love, 

Farewell,farewell, my own true love 

 

以下未譯出 

I'll think of thee with longing 

When thoughts with tears 

come thronging, 

And on the field if lying  

I'll breathe thy dear name dying 

Farewell,farewell  

my own true love, 

Farewell,farewell, 

my own true love. 

我怎麼忍離開你， 

熱吻一親送別離， 

前途遭遇任如何， 

我必贏得榮譽歸。 

別矣，別矣！ 

忠實的愛○人， 

別矣，別矣！ 

忠實的愛○人。 

 

我或不能再見你， 

但我愛你心不移， 

為我國家並為你， 

我必贏得榮譽歸。 

別矣，別矣！ 

忠實的愛○人， 

別矣，別矣！ 

忠實的愛○人。 

 

譯詞字數 92 

譯詞有底線字數 6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5% 

押韻：ㄧ韻，ㄣ韻；整首主

要押一韻，兩段中一段夾雜

他韻（有交韻，因行句重複

而有交韻）；三句未入韻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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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次 29 

Sweet Genevieve 

哦，簡妮微 

張易 譯詞 

 

O Genevieve, I'd give the world 

To live again the lovely past! 

The rose of youth was dew–impearl'd, 

But now it withers in the blast. 

I see thy face in ev'ry dream, 

My waking thoughts are full of thee, 

Thy glance is in the starry beam 

That falls along the summer sea! 

O Genevieve, Sweet Genevieve, 

The days may come, the days may go, 

But still the hands of mem'ry weave 

The blissful dreams of long ago. 

 

Fair Genevieve, my early love! 

The years but make thee dearer far. 

My heart shall never, never rove; 

Thou art my only guiding star. 

For me the past has no regret. 

Whate'er the years may bring to me 

I bless the hour when first we met, 

The hour that gave me love and thee! 

O Genevieve, Sweet Genevieve, 

The time may come, the time may go, 

But still the hands of mem'ry weave 

The blissful dreams of long ago. 

哦，簡妮微，我願捨世， 

如能換取可愛的過去， 

青春薔薇，滿飾珠露， 

而今凋謝淒風苦雨。 

我見你面，僅在夢裡， 

夢中情境，一如往昔， 

夢去醒來，悵恨難已， 

哀此情懷，永感離迷， 

哦，簡妮微，永遠的愛△人， 

歲月增積，記憶更新， 

每思往事，倍覺傷△神， 

哀我幸福，祇在夢中，祇在夢中。

 

哦，簡妮微，早日的愛人， 

歲月愈增，念你更○殷， 

愛妳之心，永不移動， 

惟你永是我的方向○星， 

此生遭際，我無怨△忿， 

過去一切，我無悔△恨， 

永遠祝福，初會之△晨， 

相見無言，互永鐘○情。 

哦，簡妮微，永遠的愛△人， 

歲月增積，記憶更○新， 

每思往事，倍覺傷△神， 

哀我幸福，祇在夢中，祇在夢中。

譯詞字數 206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5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6% 

押韻：空、ㄩ、ㄧ、ㄧㄣ、

ㄧㄥ通押，ㄣ韻；各段皆段

落中換韻（有交韻）；六句未

入韻（6/24）  

修辭： 

對偶–單句對 

此生遭際，我無怨忿， 

過去一切，我無悔恨 

 

曲次 30 

Now the Day is over 

現在白晝已過 

張易 譯詞 

 

Now the day is over, Night is drawing nigh 

Shadows of the evening, Steal across the sky 

 

Now the darkness gathers, Stars begin to peep 

現在白晝已過， 

天色漸黃昏， 

夜幕悄然張開， 

橫掃蔽天空。 

譯詞字數 66 

譯詞有底線字數 5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9% 

押韻：ㄛ、ㄨㄥ通押，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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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s and beasts and flowers, Soon will be asleep 

 

Jesus, give the weary calm and sweet repose; 

With Thy tend'rest blessing may our eyelids close. 

 

以下未譯出 

Now the day is over, The sun has said goodnight 

The crescent moon has risen, To share it's gentle light 

Now the wind is whispering, In stillness soft and sweet

All of nature's creatures, Now are sound asleep 

The birds and beasts and flowers 

All have gone to sleep 

Grant to little children visions bright of 

Thee; 

Guard the sailors tossing on the deep blue sea. 

Thro' the long night watches, may Thine angels spread

their white wings above me, watching 'round my bed. 

When the morning wakens, then may I arise 

pure and fresh and sinless in Thy holy eyes. 

 

現在夜黑深沉， 

閃閃惟星○光， 

所有草木鳥獸， 

 

相將入睡○鄉。 

 

祈神賜予睡眠， 

甜蜜如含○甘，  

得你親切祝福， 

合眼夢魂○安。 

ㄢ通押；兩段同韻，一段整

段同韻；六句未入韻（6/12） 

修辭： 

譬喻 

甜蜜如含甘 

類疊–疊字 

閃閃惟星光 

 

曲次 44 

Sweet and Low 

和且柔 

張易 譯詞 

 

Sweet and low, sweet and low, 

Wind of the western sea, 

Low, low, breathe and blow, 

Wind of the western sea! 

Over the rolling waters go, 

Come from the dropping moon and blow, 

Blow him again to me; 

While my little one, while my pretty one sleeps. 

 

Sleep and rest, sleep and rest, 

Father will come to thee soon; 

Rest, rest, on mother's breast, 

和且柔，和且柔 

遠海西風軟如綢， 

和柔，和且柔 

遠海西風軟如綢。 

吹過那動蕩的波山浪谷， 

吹向那月落處，遠海窮陬， 

將那小船吹回頭； 

吹他回到我小寶貝身邊來。 

 

安心睡，安心△睡， 

爸爸就回看寶△貝； 

睡睡，安心△睡， 

譯詞字數 127 

譯詞有底線字數 8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7.72% 

押韻：ㄡ韻，ㄟ韻；兩段一

段一韻；三句未入韻

（3/16）；每段 後一句未入

韻  

修辭： 

對偶–當句對 

1.  波山浪谷 

2.  遠海窮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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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will come to thee soon; 

Father will come to his babe in the nest, 

Silver sails all out of the west 

Under the silver moon: 

Sleep, my little one,  

Sleep, my pretty one, sleep. 

爸爸就回看寶△貝； 

海上一片銀光，月色清△翠， 

小船乘風歸來，蕩漾沿△洄， 

歸來看我小寶△睡， 

我的小寶△貝，小寶貝真美麗。 

摹狀–視覺 

月色清翠 

譬喻 

遠海西風軟如綢 

 

曲次 48 

O, Wer't Thou in the Cauld Blast 

如果 

張易 譯詞 

 

Oh wert thou in the cauld blast, 

On yonder lea, on yonder lea, 

My plaidie to the angry airt, 

I'd shelter thee, I'd shelter thee; 

Or did misfortune's bitter storms 

Around thee blaw, around thee blaw, 

Thy bield should be my bosom, 

To share it a', to share it a'. 

 

Or were I in the wildest waste, 

Sae black and bare, sae black and bare, 

The desart were a paradise, 

If thou wert there, if thou wert there. 

Or were I monarch o' the globe, 

Wi' thee to reign, wi' thee to reign, 

The brightest jewel in my crown 

Wad be my queen, wad be my queen. 

啊，如果在那牧場上，  

寒風淒厲，寒風淒厲， 

那我會將毛衣張開， 

將你遮避，將你遮避。 

若不幸狂風夾暴雨， 

四面淋漓，四面淋漓，  

你可在我懷抱中， 

安心休息，安心休息。 

 

啊，那就算一片荒野，  

淒涼蕪廢，淒涼蕪廢， 

那也會變成花園， 

祇要有你，祇要有你。 

我若是君臨天下， 

和你共治，和你共治， 

我王冠上 亮的珠寶， 

那就是你，那就是你。 

譯詞字數 126 

譯詞有底線字數 9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7% 

押韻：ㄧ、ㄩ通押；一韻到

底；七句未入韻（7/16） 

修辭： 

感歎–歎詞 

啊，那就算一片荒野 

  

曲次 57 

Yankee Doodle 

北方男兒 

張易 譯詞 

 

Father and I went down to camp 

Along with Captain Gooding 

And there we saw the men and boys 

As thick as hasty pudding. 

Yankee Doodle, keep it up 

Yankee Doodle dandy 

父親和我走到兵營， 

古丁隊長同行， 

我看見不少威武軍隊， 

密密麻麻成群。  

北方男兒努力○幹， 

北方男兒大好○漢， 

譯詞字數 191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2%%

押韻：ㄧㄥ、ㄩㄣ、ㄧㄣ通

押，ㄢ韻，ㄨㄣ、ㄥ通押，

ㄚ韻，ㄣ韻；各段皆段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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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the music and the step 

and with the girls be handy! 

 

 

There was Captain Washington, 

Upon a slapping stallion, 

Giving orders to his men– 

I guess there were a million. 

Yankee Doodle, keep it up 

Yankee Doodle dandy 

Mind the music and the step 

and with the girls be handy! 

 

And there I see a swamping gun 

Large as a log of maple, 

Upon a deuced little cart, 

A load for father's cattle. 

Yankee Doodle, keep it up 

Yankee Doodle dandy 

Mind the music and the step 

and with the girls be handy! 

尚有七段未譯出 

熟習音樂和步法， 

是女子眼裡的英雄。 

 

大總司令是華盛△頓， 

騎在馬上好威△風， 

他發下命令，動員前進， 

何只百萬雄軍。 

北方男兒努力○幹， 

北方男兒大好○漢， 

熟習音樂和步法， 

是女子眼裡的英雄。 

 

有一尊大砲，大得驚◇人， 

好像一段樹◇身， 

它裝在車上， 

由父親的牛拉著前進。 

北方男兒努力○幹， 

北方男兒大好○漢 

熟習音樂和步法， 

是女子眼裡的英雄。 

 

換韻；九句未入韻（9/24） 

修辭： 

類疊–疊字 

密密麻麻成群 

 

曲次 65 

Robin Adair 

羅賓阿黛 

張易 譯詞 

 

What's this dull town to me, Robin's not near 

What was't I wish'd to see, What wish'd to hear 

Where all the joy and mirth 

Made this town heaven on earth 

Oh, they're all fled with thee, Robin Adair 

 

What made th' assembly shine, Robin Adair 

What made the ball sae fine, Robin was there 

What when the play was o'er 

我羅賓一離開，一切都壞， 

（食無味，聽無音，看都灰色，）

一切歡樂何在？ 

使這裡變成天堂的， 

都為她所帶走，羅賓阿黛。 

  

會中誰 光彩，羅賓阿黛， 

（舞姿誰 可愛，羅賓阿黛，） 

當舞會終了時， 

譯詞字數 131 

譯詞有底線字數 10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9% 

押韻：ㄞ韻；一韻到底；四

句未入韻（4/15）  

修辭： 

類疊–疊字 

見面時冷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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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de my heart so sore 

Oh, it was parting with Robin Adair 

But now thou'rt cold to me, Robin Adair 

 

But now thou'rt cold to me, Robin Adair 

Yet he I loved so well,  

Still in my heart shall dwell 

Oh, I can ne'er forget, Robin Adair 

使我的心 難堪的，  

那就是送走了羅賓阿黛。 

 

但現在我羅賓，態度忽改， 

（見面時冷冰冰，愛睬不睬，） 

但她仍是可愛， 

使我永遠難忘懷， 

我決不會忘記羅賓阿黛。 

曲次 66 

Sleep, Baby, Sleep 

小寶睡 

張易 譯詞 

 

Sleep, baby, sleep! 

Thy father watches his sheep; 

Thy mother is shaking the dreamland tree, 

And down falls a little dream on thee. 

Sleep, baby, sleep! 

 

Sleep, baby, sleep! 

The large stars are the sheep; 

The little stars are the lambs I guess; 

And the bright moon is the shepherdess. 

Sleep, baby, sleep! 

 

Sleep, baby, sleep! 

Thy Savior loves His sheep, 

He is the Lamb of God on high, 

Who for our sakes came down to die, 

Sleep, baby, sleep! 

睡，小寶寶，睡， 

你爸賺錢買牛奶， 

你媽正在搖動著夢鄉樹， 

好夢便都落入催眠曲， 

睡，小寶寶睡。 

 

睡，小寶寶，睡， 

那月亮是一只餅， 

那小星星便都是牛奶○糖， 

它們都落入小寶的睡夢○鄉， 

睡，小寶寶睡。 

 

睡，小寶寶，睡， 

小蝴蝶多麼好○看， 

那小鳥兒都飛來真好○玩， 

它們都飛落小寶的睡夢○間， 

睡，小寶寶睡。 

譯詞字數 114 

譯詞有底線字數 6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4% 

押韻：ㄟ韻，ㄤ、ㄢ通押；

一段整段同韻（行句重複而

成韻），一段段落中換韻；四

句未入韻（4/15）  

曲次 68 

Long Long Ago 

往事難忘 

張易 譯詞 

 

Tell me the tales that to me were so dear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Sing me the songs I delighted to hear  

Long, long ago, long ago  

呵，給我講那甜蜜的老故○事， 

往事難忘，往事難忘。 

呵，給我唱那好聽的老歌○曲， 

往事難忘，不能忘。 

譯詞字數 218 

譯詞有底線字數 14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56% 

押韻：空、ㄩ通押，ㄤ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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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you are come all my fears are removed  

Let me forget for how long you have roved  

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Do you remember the past where we met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Ah yes, you told me you'd never forget  

Long, long ago, long ago  

Then, to all others, my smile you preferred  

Love, when you spoke, gave a charm to each word  

Still my heart treasures the praises I hear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Though by your kindness my fond hopes were rais'd,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You by more eloquent lips have been prais'd, 

Long, long ago, long ago.  

But by long absence your truth has been tried, 

Still to your accents I listen with pride, 

Blest as I was when I sat by your side, 

Long, long ago, long ago.  

你已歸來，我已不再悲傷 

讓我不信你背我久流浪， 

我相信你愛我仍然一樣， 

往事難忘，不能忘。 

 

你可記得，春花路，初相遇， 

往事難忘，往事難忘。 

倆相依處，微風動，落花香，  

往事難忘，不能忘。 

不勝情時，我微笑，你神往， 

你訴衷情，每字句，寸柔腸， 

一言一語，心深處，永珍藏， 

往事難忘，不能忘。 

 

我的情感雖為你所激蕩， 

往事難忘，往事難忘。 

你的情感却為人所刼掠， 

往事難忘，不能忘。 

現經久別，已試出你的衷腸， 

我很欣喜你再回我身傍， 

叫我感覺幸福如往常， 

往事難忘，不能忘。 

整首主要押一韻，三段中一

段夾雜他韻（有交韻）；兩句

未入韻（2/24） 

曲次 72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are 

東方三王 

張易 譯詞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 

Bearing gifts we traverse afar 

Field and fountain, moor and mountain 

Following yonder star 

O Star of wonder, star of night 

Star with royal beauty bright 

Westward leading, still proceeding 

Guide us to thy Perfect Light 

我們是東方三君， 

攜帶著禮物遠行， 

經原野山河沼澤， 

隨著彼方明星。 

哦，光明奇異之星， 

真美麗光明無○倫， 

引向西不斷進行， 

引我們挨近他○身。 

譯詞字數 166 

譯詞有底線字數 15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2% 

押韻：ㄩㄣ、ㄧㄥ、ㄧㄣ通

押，ㄨㄣ、ㄣ通押；整首主

要押一韻，各段皆夾雜他韻

（有交韻，同韻，因副歌重

複）；五句未入韻（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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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a King on Bethlehem's plain 

Gold I bring to crown Him again 

King forever, ceasing never 

Over us all to reign 

O Star of wonder, star of night 

Star with royal beauty bright 

Westward leading, still proceeding 

Guide us to Thy perfect light 

 

Frankincense to offer have I 

Incense owns a Deity nigh 

Prayer and praising, all men raising 

Worship Him, God most high 

O Star of wonder, star of night 

Star with royal beauty bright 

Westward leading, still proceeding 

Guide us to thy Perfect Light 

 

生在伯利亨原野， 

那萬王之王降臨， 

我們拿黃金王冠， 

祝賀他世代君臨。 

哦，光明奇異之星， 

真美麗光明無○倫， 

引向西不斷進行， 

引我們挨近他○身。 

 

我定要點起乳香， 

那香烟知覺神近， 

誠祈禱異口同聲， 

禮拜他，至尊君。 

哦，光明奇異之星， 

真美麗光明無○倫， 

引向西不斷進行， 

引我們挨近他○身。 

 

曲次 83 

Rocked in the Cradle of the Deep 

盪動在深海的搖籃裡 

張易 譯詞 

 

Rocked in the cradle of the deep, 

I lay me down in peace to sleep; 

Secure I rest upon the wave, 

For Thou, O Lord, hast power to save. 

I know Thou wilt not slight my call, 

For Thou dost mark the sparrow’s fall. 

And calm and peaceful is my sleep, 

Rocked in the cradle of the deep; 

And calm and peaceful is my sleep, 

Rocked in the cradle of the deep. 

 

And such the trust that still were mine, 

Though stormy winds sweep o’er the brine, 

盪動在深海的搖籃○裡， 

我平靜躺下即入睡， 

我深信我主會來救，  

使我脫離災難和憂○慮，  

知主不忽視我呼喊， 

因主留意麻雀的墜落。 

我平靜安寧地入睡， 

盪動在深海搖籃○裡， 

我平靜安寧地入睡， 

盪動在深海搖籃○裡。 

 

雖有暴風掠過大洋， 

大浪要將我船吞○食， 

譯詞字數 165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2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8% 

押韻：空、ㄧ、ㄩ通押，ㄟ

韻；各段皆段落中換韻（有

交韻，因行句重複而有交

韻）；八句未入韻（8/20） 



 203

Or though the tempest’s fiery breath 

Rouse me from sleep to wreck and death, 

In ocean cave still safe with Thee, 

The germ of immortality. 

And calm and peaceful is my sleep, 

Rocked in the cradle of the deep; 

And calm and peaceful is my sleep, 

Rocked in the cradle of the deep. 

我的信念堅定永不變， 

我深信我主會將我救○起， 

永不滅亡的苗種， 

大海洞中和主同在。 

我平靜安寧地入睡， 

盪動在深海搖籃○裡， 

我平靜安寧地入睡， 

盪動在深海搖籃○裡。 

曲次 88 

We're Tenting to–Night 

老營地 

張易 譯詞 

 

We're tenting tonight on the old camp–ground 

Give us a song to cheer 

Our weary hearts, a song of home 

And friends we love so dear. 

Many are the hearts that are weary tonight 

Wishing for the war to cease, 

Many are the hearts looking for the right 

To see the dawn of peace.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on the old camp–ground.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on the old camp–ground. 

 

We've been tenting tonight on the old camp–ground, 

Thinking of days gone by 

Of the loved ones at home that gave us the hand, 

And the tear that said, "Good–by !" 

Many are the hearts that are weary tonight 

Wishing for the war to cease, 

Many are the hearts looking for the right 

To see the dawn of peace.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on the old camp–ground. 

今晚我們露營老營地， 

唱歌來快快意， 

先唱一聲那我的老故里， 

再唱一聲親愛的瑪利。 

不知多少人，今夜力竭心疲，  

願望戰爭能停息， 

不知多少心，正在尋求正義， 

使和平重建立， 

今夜露營，今夜露營， 

露營在那老營地。 

或則成功 或則成仁， 

總是在這老營地。 

 

今晚我們露營老營地， 

不禁想起往昔， 

妻兒跑來向我們送別時，  

滿眼珠淚說再會。 

不知多少人，今夜力竭心疲， 

願望戰爭能停息， 

不知多少心，正在尋求正義， 

使和平重建立， 

今夜露營，今夜露營， 

露營在那老營地。 

譯詞字數 294 

譯詞有底線字數 23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9% 

押韻：ㄧ、ㄧㄥ通押；一韻

到底；四句未入韻（4/36）

修辭：  

對偶–當句對 

力竭心疲 

對偶–單句對 

或則成功 或則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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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ing tonight,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on the old camp–ground. 

 

We are tired of war on the old camp–ground; 

Many are the dead and gone 

Of the brave and true who've left their homes; 

Others been wounded long. 

Many are the hearts that are weary tonight 

Wishing for the war to cease, 

Many are the hearts looking for the right 

To see the dawn of peace.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on the old camp–ground.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tonight 

Tenting on the old camp–ground. 

 

以下未譯出  

We've been fighting today on the old camp–ground, . 

Many are lying near ;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dying, 

Many are in tears. 

或則成功 或則成仁， 

總是在這老營地。 

 

我們不願作戰在老營地， 

此地好不吉利， 

快讓我們快離這老營地， 

把戰線向前面移。 

不知多少人，今夜力竭心疲， 

願望戰爭能停息， 

不知多少心，正在尋求正義， 

使和平重建立， 

今夜露營，今夜露營， 

露營在那老營地。 

或則成功 或則成仁， 

總是在這老營地。 

曲次 92 

The Camptown Races 

康城賽馬歌 

張易 譯詞 

 

De Camptown ladies sing dis song –  

Du da, du da! 

De Camptown racetrack five miles long –  

Oh, du da day! 

I come down dah wid my hat caved in –  

Du da, du da! 

I go back home wid a pocket full of tin –  

Oh, du da day! 

Gwine to run all night!  

Gwine to run all day! 

聽康城女郎唱賽馬歌， 

督大！督大！ 

看康城賽馬場長十里， 

好個賽馬會。  

我歪戴著帽子來此地， 

像個流氓。 

我轉回家時滿袋錢幣， 

真好生意。 

白天賽不夠， 

晚上再繼續， 

譯詞字數 158 

譯詞有底線字數 12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78% 

押韻：ㄧ、ㄩ通押，ㄤ、ㄢ

通押；一段整段同韻，一段

段落中換韻；十句未入韻

（10/24）  

修辭： 

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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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t my money on de bobtail hoss –  

somebody bet on de bay. 

 

De long tail filly and de big black hoss –  

Du da, du da! 

Dey fly de track and dey both cut across –  

Oh, du da day! 

De blind hoss sticken in a big mud hole –  

Du da, du da! 

Can't touch bottom wid a ten foot pole –  

Oh, du da day! 

Gwine to run all night!  

Gwine to run all day! 

I bet my money on de bobtail hoss –  

somebody bet on de bay. 

我祇買那短尾馬的馬票， 

栗色馬讓人賭去。 

 

大公馬色馬，母馬尾○長， 

督大！督大！ 

跑起來拼命不相○讓， 

都要得頭○獎。  

那大公馬掉進大泥坑， 

笑斷肚○腸， 

等掙扎半天爬上○岸， 

真不像○樣。 

白天賽不夠， 

晚上再繼續， 

我祇買那短尾馬的馬票， 

栗色馬讓人賭去。 

我歪戴著帽子來此地，像個

流氓 

誇張 

笑斷肚腸 

 

 

 

 

 

 

 

 

 

 

五、劉廷芳 

曲次 4 

Nearer, My God, to Thee 

與主接近 

劉廷芳 譯詞 

 

Nearer, my God, to Thee, nearer to Thee! 

E'en though it be a cross that raiseth me, 

Still all my song shall be, nearer, my God, to 

Thee. 

 

Though like the wanderer, the sun gone 

down, 

Darkness be over me, my rest a stone. 

Yet in my dreams I'd be nearer, my God to 

Thee. 

 

There let the way appear, steps unto Heav'n;

All that Thou sendest me, in mercy given; 

更加與主接近， 

更加接近！ 

縱使在十字架， 

高舉我○身， 

我心依然歌○詠， 

更加與主接近。  

 

雖在曠野遊行， 

紅日西○沉， 

黑暗籠罩我○身， 

依石為○枕， 

夢裏依舊追尋， 

更加與主接近。 

譯詞字數 96 

譯詞有底線字數 85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9% 

押韻：ㄧㄣ、ㄩㄣ、ㄧㄥ通

押，ㄣ、ㄥ通押；整首主要

押一韻，三段中兩段夾雜他

韻 （ 同 韻 ）； 五 句 未 入 韻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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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s to beckon me nearer, my God, to 

Thee. 

以下未譯出  

Then, with my waking thoughts bright with 

Thy praise, 

Out of my stony griefs Bethel I' ll raise; 

So by my woes to be nearer, my God, to 

Thee. 

 

Or, if on joyful wing, cleaving the sky, 

Sun, moon, and stars forgot, upward I'll fly, 

Still all my song shall be, nearer, my God, to 

Thee. 

 

忽有階梯顯現， 

上達天庭， 

一生蒙主所賜， 

慈悲充盈， 

欣看天使招迎， 

更加與主接近。 

 

曲次 9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趕快工作 

劉廷芳 譯詞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Work through the morning hours; 

Work while the dew is sparkling, 

Work ’mid springing flowers; 

Work when the day grows brighter, 

Work in the glowing sun;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When man’s work is done.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Work through the sunny noon; 

Fill brightest hours with labor, 

Rest comes sure and soon. 

Give every flying minute, 

Something to keep in store; 

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When man works no more. 

 

趕快工作，夜來臨， 

趁著早晨清醒； 

露珠耀彩花笑時，   

工作要辛勤； 

陽光漸漸加明亮， 

我也加倍奮興； 

趕快工作夜來臨， 

夜臨工當成。 

 

趕快工作，夜來臨， 

趁著白晝光明， 

盡心盡意盡力量， 

勉勵惜分陰； 

光陰飛逝難留住，  

應當充實善行； 

趕快工作夜來臨， 

夜臨工必成。 

 

譯詞字數 150 

譯詞有底線字數 9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4.67% 

押韻：ㄧㄣ、ㄧㄥ通押，ㄣ、

ㄥ通押；整首主要押一韻，

三段中一段夾雜他韻（有交

韻）；七句未入韻（7/24） 

修辭： 

摹狀–視覺 

暮色未深 

排比 

盡心盡意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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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for the night is coming, 

Under the sunset skies; 

While their bright tints are glowing, 

Work, for daylight flies. 

Work till the last beam fadeth, 

Fadeth to shine no more; 

Work, while the night is darkening, 

When man’s work is o’er. 

趕快工作，夜來臨， 

趁著暮色未○深， 

紅霞籠罩群山頂， 

落日正西○沉； 

一簣功成看此時， 

雖勞切莫暫停； 

趕快工作夜來臨， 

夜臨工便○成。 

曲次 19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小伯利恆歌 

劉廷芳 譯詞 

 

O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 how still we see thee lie! 

Above thy deep and dreamless sleep the silent stars 

go by. 

Yet in thy dark streets shineth the everlasting Light;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ll the years are met in thee 

tonight. 

 

For Christ is born of Mary, and gathered all above, 

While mortals sleep, the angels keep their watch of 

wondering love. 

O morning stars together, proclaim the holy birth, 

And praises sing to God the King, and peace to men 

on earth! 

 

Where children pure and happy pray to the blessèd 

Child, 

Where misery cries out to Thee, Son of the mother 

mild; 

Where charity stands watching and faith holds wide 

the door, 

The dark night wakes, the glory breaks, and 

Christmas comes once more. 

 

美哉小城小伯利恆！ 

你是何等清靜！ 

無夢無驚，深深睡著， 

群星悄然進行， 

在你漆黑的街衢， 

永遠的光照啟； 

萬世希望，眾生憂驚， 

今宵集中于你。 

 

因瑪利亞誕生聖嬰， 

天上天軍齊集， 

世界眾生酣睡正△深， 

天軍虔敬守夜。 

晨星啊，同來頌揚， 

同來禮拜虔△誠， 

同來感謝至尊上主， 

同祝世界和平！ 

 

凡有聖潔活潑兒童， 

快樂頌拜聖嬰， 

凡有困苦顛沛流離， 

呼籲人子之名； 

凡有信德與善心， 

譯詞字數 220 

譯詞有底線字數 208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5% 

押韻：ㄧㄥ、ㄧㄣ、ㄧ、ㄩ

通押，ㄣ、ㄥ通押，ㄧㄢ韻；

整首主要押一韻，兩段皆夾

雜他韻（有交韻）；十二句

未入韻（12/32） 

修辭： 

對偶–當句對 

1.  無夢無驚 

2.  千秋萬古 

感歎–助詞 

美哉小城小伯利恆 

類疊–疊字 

深深睡著 

排比 

凡有困苦顛沛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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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holy Child of Bethlehem, descend to us, we pray; 

Cast out our sin, and enter in, be born in us today. 

We hear the Christmas angels the great glad tidings 

tell; 

O come to us, abide with us, our Lord Emmanuel! 

 

以下未譯出 

How silently, how silently, the wondrous Gift is 

giv’n; 

So God imparts to human hearts the blessings of His 

Heav’n. 

No ear may hear His coming, but in this world of sin,

Where meek souls will receive Him still, the dear 

Christ enters in. 

 

 

大開仁愛之門， 

黑夜消亡，榮光破曉， 

便是聖誕重經。 

 

兒童大家合掌歡求， 

聖嬰再臨人△間， 

求主今日臨格人心， 

驅除一切罪△愆； 

欣聞天軍傳消息， 

群生快樂無涯， 

以馬內利神人團契， 

千秋萬古永偕！  

曲次 33 

Rock of Ages 

萬古磐石 

劉廷芳 譯詞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Let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From thy wounded side which flowed,  

Be of Sin the double Cure,  

Save from wrath and make me pure.  

 

Could my tears forever flow. 

Could my zeal no languor know. 

These for sin could no atone;  

Thou must save, and thou along;  

In my hand no price I bring,  

Simply to thy cross I cling.  

 

While I draw this flleting breath,  

萬 古 磐 石 為 我 開 ，  

容 我 藏 身 在 主 懷 ；  

願 因 主 流 水 和 ○血，  

洗 我 一 生 諸 罪 孽 ，  

使 我 免 干 主 怒 責 ，  

使 我 污 濁 成 清 ○潔。  

  

縱 使 勤 勞 直 到 △死，  

一 生 流 淚 永 不 △止。    

依 舊 不 能 贖 罪 ◇過，  

惟 有 耶 穌 能 救 ◇我，  

兩 手 空 空 無 代 價 ，  

祇 靠 救 主 十 字 架 。  

  

當 我 呼 吸 餘 一 △息 ，  

譯詞字數 126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4% 

押韻：ㄞ韻，ㄝ韻，空、一

通押，ㄛ韻，ㄚ韻；各段皆

段落中換韻；三句未入韻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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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my eyes shall close in death.  

When I rise to worlds unknown.  

And behold thee on thy throne,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t in thee.  

當 我 臨 終 眼 閉 △時，  

當 我 誕 登 新 世 界 ，  

到 主 座 前 恭 敬 拜 ，  

萬 古 磐 石 為 我 開 ，  

容我藏身在主懷。 

曲次 53 

Hark the Herald Angels–Sing 

新生王 

劉廷芳 譯詞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Peace on earth, and mercy mild, 

God and sinners reconciled!” 

Joyful, all ye nations rise, 

Join the triumph of the skies; 

With th’angelic host proclaim, 

“Christ is born in Bethlehem!”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Christ, by highest Heav’n adored; 

Christ the everlasting Lord; 

Late in time, behold Him come, 

Offspring of a virgin’s womb. 

Veiled in flesh the Godhead see; 

Hail th’incarnate Deity, 

Pleased with us in flesh to dwell, 

Jesus our Emmanuel.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Hail the heav’nly Prince of Peace! 

Hail the Sun of Righteousness! 

Light and life to all He brings, 

Ris’n with healing in His wings. 

聽啊 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天人從此常融洽 

恩寵平安被萬方 

起啊 萬國眾生○靈 

響應諸天歌頌△聲 

加入天軍傳善○信 

基督生於伯利△恒  

聽啊 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基督諸天同頌揚 

基督千古永生王 

大展群心求臨格  

普世恩光萬眾望 

真神披上血肉◇體  

聖道化身降塵◇世  

甘與凡夫同起◇居 

大哉我以馬內◇利  

聽啊 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歡迎天降和平王 

歡迎輝煌公義光 

祂賜世人新生命  

祂消痛苦治創傷 

譯詞字數 210 

譯詞有底線字數 18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9% 

押韻：ㄤ韻，ㄧㄥ、ㄧㄣ通

押，ㄥ韻，空、ㄧ、ㄩ通押；

整首主要押一韻，三段中兩

段夾雜他韻（有交韻）；四

句未入韻（4/10） 

修辭： 

感歎–助詞 

起啊 萬國眾生靈 

頂真 

消滅死亡賜再生，再生宏福

萬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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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d He lays His glory by, 

Born that man no more may die. 

Born to raise the sons of earth, 

Born to give them second birth.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捨棄榮華離天上 

降生奮鬥滅死亡  

消滅死亡賜再生 

再生宏福萬古長  

聽啊 天使高聲唱 

榮耀歸與新生王 

曲次 55 

Jesus, Lover of My Soul 

靈友 

劉廷芳 譯詞 

 

Jesus, lover of my soul, 

let me to thy bosom fly, 

(while the billows o’er me roll, 

while the tempest still is high.) 

safe into the haven guide; 

Oh, receive my soul at last! 

Hide me, O my Savior, hide, 

till the storm of life is past; 

 

Other refuge have I none, 

hang my helpless soul on thee; 

(leave, ah! leave me not alone, 

still support and comfort me.) 

Cover my defenseless head,  

With the shadow of Thy wing. 

All my trust on thee is stayed, 

all my help from thee I bring; 

 

Thou, O Christ, art all I want, 

more than all in thee I find; 

raise the fallen, cheer the faint, 

heal the sick, and lead the blind. 

Just and holy is thy name, 

I am all unrighteousness; 

false and full of sin I am; 

耶穌我靈好友朋，  

容我奔投主懷中； 

洪濤暴雨衝我身， 

狂風激浪高千○尋； 

當此大難臨頭○時， 

懇求拯救勿延○遲； 

直到風靜浪亦○平； 

助我依舊向前○行。 

 

疲乏靈魂得寄△託， 

主外別無難避△所； 

求賜矜憐賜保全， 

千萬千萬莫離△我；  

因我專心仰望◇主， 

專心向主求援◇助； 

身世孤單多愁◇苦， 

救主慈蔭容我躲。 

 

主啊，我祇需要◇主， 

世界尊榮皆看破， 

醫病，明瞽，肉白◇骨， 

起衰，興弱，扶失◇足， 

我心污穢多罪惡， 

私慾蔽心難解△脫， 

主是公義至聖潔， 

譯詞字數 168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4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8% 

押韻：ㄥ、ㄨㄥ通押，ㄩㄣ、

ㄧㄥ通押，ㄛ韻，ㄨ韻；各

段皆段落中換韻；六句未入

韻（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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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 art full of truth and grace. 

 

以下未譯出 

Plenteous grace with thee is found, 

grace to cover all my sin; 

let the healing streams abound, 

make and keep me pure within. 

Thou of life the fountain art, 

freely let me take of thee; 

spring thou up within my heart; 

rise to all eternity. 

惟主施恩能就△渡。 

 

曲次 60 

How Firm A Foundation 

信心基礎 

劉廷芳 譯詞 

 

How firm a foundation, ye saints of the Lord, 

Is laid for your faith in His excellent Word! 

What more can He say than to you He hath said, 

To you, who for refuge to Jesus have fled? 

To you, who for refuge to Jesus have fled? 

 

Fear not, I am with thee, O be not dismayed, 

For I am thy God and will still give thee aid; 

I’ll strengthen and help thee, and cause thee to stand 

Upheld by My gracious, omnipotent hand. 

Upheld by My gracious, omnipotent hand. 

 

When through the deep waters I call thee to go, 

The rivers of sorrow shall not overflow; 

For I will be with thee, thy troubles to bless, 

And sanctify to thee thy deepest distress. 

And sanctify to thee thy deepest distress. 

 

信眾，主的門徒， 

基礎何其穩， 

聖經垂教訓， 

幫助你信仰心！ 

主對你所說， 

尚有何可加增？ 

因你投入主△懷， 

求主作庇蔭， 

因你入主△懷， 

求主作庇蔭。 

 

主說，我在這◇裡， 

莫懼怕驚○惶，   

我是你得主， 

時常在你身○旁， 

幫助你挺◇立， 

更便你有力○量， 

用我全能手◇臂， 

保護你安○康， 

用我全能手△臂， 

譯詞字數 164 

譯詞有底線字數 14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6% 

押韻：ㄩㄣ、ㄧㄣ、ㄧㄥ通

押，ㄞ韻，ㄤ韻，ㄣ韻；一

段整段同韻，兩段段落中換

韻（有交韻）；六句未入韻

（6/30）  

修辭： 

誇張 

逆浪雖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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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你安○康。 

 

當我叫你前行， 

經過苦海◇深， 

逆浪雖滔天， 

却不能淹你◇身， 

因我同你行， 

化患難為安寧， 

使你超凡入聖， 

痛苦不留痕， 

使你超凡入聖， 

痛苦不留痕。  

曲次 75 

Abide With Me 

夕陽西沉 

劉廷芳 譯詞 

 

Abide with me–––fast falls the eventide! 

The darness deepens––Lord, with me abide; 

When other helpers fall and comforts flee, 

Help of the helpless, O abide with me! 

 

Swift to its close ebbs out life's little day, 

Earth's joys grow dim, its glories pass away; 

Change and decay in all around I see––– 

O Thou who changest not, abide with me! 

 

I need Thy presence ev'ry passing hour––– 

What but Thy grace can foil the tempter's pow'r? 

Who like Thyself my guide and stay can be? 

Thru cloud and sunshine, O abide with me!  

夕陽西沉，求主與我同居; 

黑暗漸深，求主與我同居; 

求助無門，安慰也無求處， 

常助孤苦之神，與我同居。 

 

渺小浮生，飄向生涯盡◇處 

歡娛好景，轉瞬都成過去; 

變化無常，環境何能留◇住？ 

懇求不變之神，與我同居。 

 

我深需主，時刻需主眷顧， 

除卻主恩，尚有何法驅魔？ 

誰能如主，時常導引扶持？ 

無論風雨晦明，懇求同居。  

譯詞字數 120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8% 

押韻：ㄣ韻，空、ㄩ通押，

ㄨ韻；整首主要押一韻，三

段中一段夾雜他韻（有交

韻）；三句未入韻（3/12） 

修辭： 

設問 

環境何能留住？ 

  

 

曲次 78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劉廷芳 譯詞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By His counsels guide, uphold you, 

With His sheep securely fold you;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主為良師常指導○你， 

主為救人常養護○你， 

譯詞字數 186 

譯詞有底線字數 174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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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at Jesus’ feet;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Neath His wings protecting hide you; 

Daily manna still provide you;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at Jesus’ feet;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When life’s perils thick confound you; 

Put His arms unfailing round you;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at Jesus’ feet; 

Till we meet, till we meet,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再相會，再相會， 

靠主恩得再相會， 

再相會，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主展全能羽翼護○你， 

主賜日用糧食養○你，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再相會，再相會， 

靠主恩得再相會， 

再相會，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生活危機雖侵擾○你， 

仁愛聖臂必衛護○你，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再相會，再相會， 

靠主恩得再相會， 

再相會，再相會， 

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押韻：ㄟ韻，ㄧ韻；整首主

要押一韻，各段夾雜他韻

（同韻，皆為「你」字）；

句句入韻 

 

曲次 79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聖哉此夜（平安夜）  

劉廷芳 譯詞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平安○夜，聖善○夜， 

萬暗中，光華射， 

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靜享天賜安○眠， 

靜享天賜安○眠。 

 

平安○夜，聖善○夜， 

譯詞字數 125 

譯詞有底線字數 8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8.80% 

押韻：ㄝ、ㄧㄢ通押，ㄚ韻，

ㄥ韻，ㄠ韻；一段整段同

韻，兩段段落中換韻；五句

未入韻（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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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pherds quake at the sight. 

Glories stream from heaven afar 

Heavenly hosts sing Alleluia, 

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on of God love's pure light. 

Radiant beams from Thy holy face 

With dawn of redeeming grace, 

Jesus Lord, at Thy birth. 

Jesus Lord, at Thy birth. 

牧羊人，在曠○野， 

忽然看見了天上光◇華， 

聽見天軍唱勒盧◇亞； 

救主今夜降生！ 

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聖善○夜， 

神子愛，光皎○潔， 

救贖宏恩的黎明來◇到， 

聖耶穌我主降生普◇照， 

容發出來榮光， 

耶穌我主降生。 

修辭： 

摹狀–視覺 

光皎潔 

 

 

六、王飛立、丁作人、王毓騵 

曲次 14 

Softly Now the Light of Day 

白晝光明漸消逝 

王飛立 譯詞 

 

Softly now the light of day 

fades upon my sight away; 

free from care, from labor free, 

Lord, I would commune with thee. 

 

Thou, whose all pervading eye 

naught escapes, without, within, 

pardon each infirmity, 

open fault and secret sin. 

 

Soon for me the light of day 

shall for ever pass away; 

then, from sin and sorrow free, 

take me, Lord, to dwell with thee. 

以下未譯出 

Thou who, sinless, yet hast known 

all of man's infirmity; 

有生至此眼常閉， 

日月光輝永消逝， 

無憂無勞隨我主， 

永隨我主不分離。 

 

吾主神目無不視， 

一切都不能逃避， 

赦免信心不堅定， 

和那明錯與暗罪。 

 

我眼不久即長閉， 

白晝光明永消失， 

永脫罪惡與憂傷， 

永隨我主不分離。  

譯詞字數 84 

譯詞有底線字數 7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3.33%

押韻：空、ㄧ、ㄧㄥ通押；

一韻到底；三句未入韻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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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from thine eternal throne, 

Jesus, look with pitying eye. 

曲次 18 

O, Come All ye Faithful 

啊來, 忠信的人們 

王飛立 譯詞 

 

O come, all ye faithful, joyful and triumphant, 

O come ye, O come ye, to Bethlehem. 

Come and behold Him, born the King of angels;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Sing, choirs of angels, sing in exultation; 

O sing, all ye citizens of heaven above! 

Glory to God, all glory in the highest;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Yea, Lord, we greet Thee, born this happy morning; 

Jesus, to Thee be glory given; 

Word of the Father, now in flesh appearing.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以下未譯出 

True God of true God, Light from Light Eternal, 

Lo, He shuns not the Virgin’s womb; 

Son of the Father, begotten, not created;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啊，來，忠信的人○們， 

快樂而且歡喜， 

啊，來，忠信的人○們， 

走向伯利○亨。 

來這裡看他， 

生為天使之王。 

啊，來，讓我們拜他， 

啊，來，讓我們拜他， 

啊，來，讓我們拜他， 

基督，我主，亞們。 

 

唱啊，歌詠天使， 

歡天喜地歌唱， 

唱啊，光輝的日月， 

和那諸星○辰。 

光榮歸於○神， 

一切 高的光榮。 

啊，來，讓我們拜他， 

啊，來，讓我們拜他， 

啊，來，讓我們拜他， 

基督，我主，亞們。 

 

主，我們歡迎△你， 

生在幸福朝晨， 

耶穌，願一切光榮歸屬於△您。

天父的兒子， 

已從肉體出現。 

啊，來，讓我們拜他， 

啊，來，讓我們拜他， 

譯詞字數 187 

譯詞有底線字數 176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4% 

押韻：ㄣ、ㄥ通押，ㄚ韻，

ㄧ、一ㄣ通押；各段皆段落

中換韻；八句未入韻（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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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ome, let us adore Him, 

O come, let us adore Him, 

Christ the Lord. 

 

See how the shepherds, summoned to His cradle, 

Leaving their flocks, draw nigh to gaze; 

We too will thither bend our joyful footsteps; 

Refrain 

Lo! star led chieftains, Magi, Christ adoring, 

Offer Him incense, gold, and myrrh; 

We to the Christ Child bring our hearts’ oblations. 

Refrain 

Child, for us sinners poor and in the manger, 

We would embrace Thee, with love and awe; 

Who would not love Thee, loving us so dearly? 

Refrain 

啊，來，讓我們拜他， 

基督，我主，亞們。 

 

 

曲次 42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輕搖, 可愛的馬車 

王飛立 譯詞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I looked over Jordan, and what did I see,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A band of angels comin’ after me,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If you get there before I do,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輕搖，可愛的馬車， 

輕搖著來接我回○家， 

輕搖，可愛的馬車， 

輕搖著來接我回○家， 

我望喬丹河，我看見些什△麼？

輕搖著來接我回○家， 

有一隊天使兒也追蹤著△我， 

為的是要接我回○家。 

 

輕搖，可愛的馬車， 

輕搖著來接我回○家， 

輕搖，可愛的馬車， 

輕搖著來接我回○家， 

如你比我先達到那個地方， 

告訴我的親戚朋友。 

譯詞字數 201 

譯詞有底線字數 199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9% 

押韻：ㄜ韻，ㄚ韻，ㄛ韻；

各段皆段落中換韻（有交

韻）；五句未入韻（5/24）  

修辭： 

設問 

為的是要接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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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 all my friends I’m comin’ too,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The brightest day that I can say,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以下未譯出  

I’m sometimes up and sometimes down,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But still my soul feels heavenly bound, 

Comin’ for to carry me home. 

不久的時候，我也就來到， 

他們會來接我回○家。 

 

輕搖，可愛的馬車， 

輕搖著來接我回○家， 

輕搖，可愛的馬車， 

輕搖著來接我回○家， 

這晴朗之日，從來沒有見過， 

為的是要接我回○家？ 

主我耶穌將我罪洗淨， 

為的是要接我回○家。 

 

 

曲次 89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強固的要塞 

王飛立 譯詞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a bulwark never failing; 

Our helper He, amid the flood  

of mortal ills prevailing: 

For still our ancient foe  

doth seek to work us woe; 

His craft and power are great,  

and, armed with cruel hate, 

On earth is not his equal. 

 

Did we in our own strength confide,  

our striving would be losing; 

Were not the right Man on our side,  

the Man of God’s own choosing: 

Dost ask who that may be?  

我主是強固大要塞， 

這堡壘決不會毀壞， 

我主是我們的大救星， 

顯聖在災難洪流○中， 

因我們的老敵○人， 

向我們尋仇釁， 

他權衡本偉大， 

兼含有殘忍的○恨， 

在地上惟他 勇○猛。 

 

如我們靠自己力△量， 

縱奮鬪也將會敗△亡。 

除非是上帝所選人， 

時常在我們身△旁。 

要問那人是誰， 

譯詞字數 196 

譯詞有底線字數 190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7% 

押韻：ㄞ韻，ㄣ、ㄥ通押，

ㄤ韻，ㄨ韻，ㄟ韻，ㄧ、ㄧ

ㄥ通押；各段皆段落中換

韻；七句未入韻（7/27） 

修辭：  

對偶–當句對 

千年萬代 

譬喻 

一言便墮萬劫淵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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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Jesus, it is He; 

Lord Sabaoth, His Name,  

from age to age the same, 

And He must win the battle. 

 

And though this world, with devils filled,  

should threaten to undo us, 

We will not fear, for God hath willed  

His truth to triumph through us: 

The Prince of Darkness grim,  

we tremble not for him; 

His rage we can endure,  

for lo, his doom is sure, 

One little word shall fell him. 

以下未譯出 

That word above all earthly powers, no thanks to them, 

abideth; 

The Spirit and the gifts are ours through Him Who with us 

sideth: 

Let goods and kindred go, this mortal life also; 

The body they may kill: God’s truth abideth still, 

His kingdom is forever. 

即是耶穌基◇督， 

撤保便是他名， 

千年萬代聖◇主， 

惟他永遠戰勝敵仇。 

 

雖然現世充滿魔鬼， 

圖謀將我們滅毀， 

但上帝有 大決○意， 

信賴他的人們必勝○利。 

那黑暗界的魔鬼， 

我們決不驚畏， 

其怒氣也當得○起， 

因他運命已○定， 

一言便墮萬劫淵○底。 

曲次 56 

I Think, When I Read that Sweet Story 

當我頌讀故事 

丁作人 譯詞 

 

I think, when I read that sweet story of old, 

When Jesus was here among men, 

How He called little children as lambs to His fold, 

I should like to have been with them then. 

 

I wish that His hands had been placed on my head, 

That His arms had been thrown around me, 

And that I might have seen His kind look when He said, 

“Let the little ones come unto Me.” 

當我頌讀那感動人的老故△事，

想起耶穌出現人群中， 

他把兒童撫愛和那綿羊無△異，

我若在他身旁也歡欣。 

 

希望聖手舉起撫摩我的△頭， 

希望聖臂把我擁○抱， 

那時他將輕輕地△說， 

來吧，小鳥，面上還帶著慈祥

譯詞字數 122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3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3% 

押韻：空、ㄧ通押，ㄡ、ㄛ

通押，ㄠ韻；兩段一段一韻，

一段段落中換韻；兩句未入

韻（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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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still to His foot stool in prayer I may go; 

And ask for a share in His love; 

And if I thus earnestly seek Him below, 

I shall see Him and hear Him above. 

微○笑。 

 

我要仍然跪向壇前來祈○禱， 

我要他愛我似羊○羔， 

天上彷彿有他的聲音和容○貌，

在地下也能聽到見○到。 

曲次 63 

Come, Thou Almighty King 

主來罷，萬能之主 

丁作人 

 

Come, thou almighty King, 

help us thy name to sing, 

help us to praise! 

Father all glorious, 

o'er all victorious, 

come and reign over us,  

Ancient of Days! 

 

Come, thou incarnate Word, 

gird on thy mighty sword, 

our prayer attend! 

Come, and thy people bless, 

and give thy word success, 

Spirit of holiness,  

on us descend! 

主來罷，萬能之主， 

我主名容我歡唱， 

容我頌揚， 

仰天父，尊榮極， 

戰萬物，無不◇克， 

撫人類惟以◇德， 

願主永昌。 

 

願聖主顯身其○早， 

顯威嚴大能獨○操， 

聽我祈○禱， 

福我民，賴主△身， 

啟我民，賴主靈， 

有聖言無不△尊， 

仰主彌高。 

譯詞字數 81 

譯詞有底線字數 51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3% 

押韻：ㄤ韻，ㄜ韻，ㄠ韻，

ㄣ、ㄨㄣ通押；各段皆段落

中換韻；三句未入韻（3/14）

修辭：  

對偶–單句對 

福我民，賴主身， 

啟我民，賴主靈。 

對偶–分段對 

1. 容我頌揚…聽我祈禱 

2. 願主永昌…仰主彌高 

 

曲次 20 

Pleas'ant farmer 

豐年 

王毓騵 配詞 

 

無原詞 看呀！看呀！稻穗一片金黃，

遠望無邊隨風起伏，好似波

浪， 

看呀！看呀！今年賽過往常，

家家戶戶滿面含笑，喜氣洋

洋， 

磨快鐮刀，個個精神抖擻， 

準備收割，清理穀倉存糧， 

押韻：ㄤ韻；一韻到底（只

有一段）；兩句未入韻（2/8） 

修辭： 

摹狀–視覺 

稻穗一片金黃 

感歎–助詞 

1. 看呀！  

2. 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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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呀！來呀！大家齊來歌唱，

齊來歌唱，齊來歌唱，慶祝豐

年。 

類疊–疊字 

1. 家家戶戶 

2. 喜氣洋洋 

3. 個個精神抖擻 

類疊–疊句 

1. 看呀！看呀！ 

2. 來呀！來呀！ 

3. 齊來歌唱，齊來歌唱 

譬喻 

稻穗一片金黃，遠望無邊隨

風起伏，好似波浪 

曲次 86 

Mother 

母親 

王毓騵 譯詞 

 

尚未找到原詞 為了追求那幻夢美景， 

在塵世中迷了途徑， 

為了仰慕那浮華的虛○榮， 

讓寂寞充滿在心○中， 

春天窗外下著細雨， 

秋日園中綴著露珠， 

母親眼淚永沒乾涸時候， 

你知她在為誰祈禱。 

 

回憶兒時多麼天真活潑， 

更不知什麼是罪△惡， 

枕在媽胸膛上小手亂△扯， 

聲聲要媽媽唱△歌。 

春天窗外下著細雨， 

秋日園中綴著露珠， 

母親眼淚永沒乾涸時候， 

你知她在為誰祈禱。 

 

母親慈愛使我心○碎， 

上天使她應有恩○惠， 

押韻：ㄧㄥ、ㄧㄣ、ㄩ通押，

ㄨㄥ、ㄡ通押，ㄜ韻，ㄟ韻，

ㄚ韻，ㄨㄣ、ㄣ通押；兩段

一段一韻，兩段段落中換

韻；十二句未入韻（12/32）

修辭：  

對偶–單句對 

春天窗外下著細雨，秋日園

中綴著露珠 

對偶–跳句對 

1. 為了追求那幻夢美景… 

為了仰慕那浮華的虛榮 

感歎–助詞 

疲乏小鳥回到巢中吧 

設問 

你知她在為誰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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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乏小鳥回到巢中◇吧， 

別忘記了兒時的◇家。 

春天窗外下著細雨， 

秋日園中綴著露珠， 

母親眼淚永沒乾涸時候， 

你知她在為誰祈禱。 

 

跪在神前燒香的母親， 

她將永在世上生◇存， 

不要造成了無法收拾的遺◇恨，

她是唯一愛你的◇人。 

春天窗外下著細雨， 

秋日園中綴著露珠， 

母親眼淚永沒乾涸時候， 

你知她在為誰祈禱。  

 

七、其他譯者 

曲次 24 思故鄉  

 不禁思起我之故鄉，兒時遊釣不

能忘， 

不禁思起我之故鄉，天涯煙水勞

相望， 

故鄉故鄉，我之故鄉， 

往事回頭半渺茫。 

窓前明月，屋角斜陽， 

至今可是仍無恙。 

 

不禁思起我之故鄉，家人故舊不

能忘， 

而今散處天各一方，空有相思任

來往， 

故鄉故鄉，我之故鄉， 

何處可比故園風光。 

修辭： 

對偶–分段對 

不禁思起我之故鄉，兒時遊

釣不能忘…不禁思起我之故

鄉，家人故舊不能忘 

對偶–單句對 

1. 窓前明月，屋角斜陽 

2. 還鄉素志，歸里願望 

類疊–疊字 

夜夜惟在夢中償 

類疊–疊詞 

故鄉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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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鄉素志，歸里願望， 

夜夜惟在夢中償。 

曲次 39 

Flee as a Bird 

古相思曲 

盧同詩改作  

 

Flee as a bird to your mountain, 

Thou who art weary of sin; 

Go to the clear flowing fountain, 

Where you may wash and be clean; 

Fly, for th'Avenger is near thee; 

Call, and the Savior will hear thee; 

He on his bosom will bear thee, 

Thou who art weary of sin, 

O thou who art weary of sin. 

He is the bountiful giver, 

Now unto him draw near; 

Peace then shall flow like a river, 

Thou shalt be saved from thy fear. 

Hark! ,tis the Savior calling! 

Haste! for the twilight is falling! 

Flee, for the night is appalling! 

And thou shalt be saved from thy fear, 

And thou shalt be saved from thy fear. 

He will protect thee forever, 

Wipe ev'ry falling tear; 

He will forsake thee, no, never, 

sheltered so tenderly there. 

Haste, then, the hours are flying, 

Spend not the moments in sighing, 

cease from your sorrow and crying, 

the Savior will wipe ev'ry tear. 

Come, then, to Jesus, thy Savior, 

He will redeem thee from sin; 

Blest with a sense of his favor, 

誰家女兒樓上頭， 

指揮婢子挂簾鉤， 

林花撩亂心之愁， 

卷却羅袖彈箜篌。 

箜篌亂歷六五弦， 

羅袖掩面啼向天， 

相思向天情不斷， 

哦，落花紛紛心欲穿， 

哦，落花紛紛心欲穿。 

 

直緣感君一回顧， 

使我思君暮與朝， 

我有嬌靨侍君笑， 

我有娥眉待君掃。 

鶯花爛漫君不來， 

及至君來花已老， 

哦，心腸寸斷誰得知， 

哦，玉階逐級生青草， 

哦，玉階逐級生青草。 

 



 223

Make thee allglorious within! 

Call, for the Savior is near thee, 

Waiting in mercy to hear thee; 

He by his presence will cheer thee, 

O thou who art weary of sin, 

O thou who art weary of sin. 

曲次 41 

Bo–tree 

菩提樹 

 

 

At the well by the gate, There stands a linden tree; 

I dreamed in its shadow, Many a sweet dream. 

I carved in its bark, Many a word of love; 

In joy and in sorrow, I was always drawn to it. 

 

Again today I had to travel, Past it in the depths of 

night. 

There even in the darkness, I closed my eyes. 

And its branches rustled, As if they called to me: 

Come here to me, friend, Here you'll find peace ! 

 

The cold winds blew, Right into my face; 

The hat flew off my head, I didn't turn around. 

Now I am many hours, Distant from that place, 

And I still hear it whispering: You'd find peace here ! 

 

Der Lindenbaum (Am Brunnen vor dem Tore) 

Am Brunnen vor dem Tore 

Da steht ein Lindenbaum 

Ich träumt in seinem Schatten 

So manchen süßen Traum 

Ich schnitt in seine Rinde 

So manches liebe Wort 

Es zog in Freud und Leide 

Zu ihm mich immer fort  

井旁邊大門前面，有一顆菩堤樹，

我曾在樹蔭底下，做過甜夢無數。

我曾在樹皮上面，刻過寵句無數，

歡樂和痛苦時候，常常走近這樹，

常常走近這樹。 

 

彷彿像今天一樣，我流浪到深更，

我在黑暗中經過，什麼都看不清。

依稀聽到那樹枝，對我簌簌作聲，

朋友來到我這裡，你來找求安靜，

你來找求安靜。 

 

冷風呼呼地吹來，正對著我的臉，

頭上的帽被吹落，不忍轉身回看。

遠離開了那地方，依舊念念不忘，

我常聽見簌簌聲，你會找到安靜，

你會找到安靜。 

 

譯詞字數 174 

譯詞有底線字數 157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90 % 

修辭： 

類疊–疊字 

1. 簌簌作聲 

2. 冷風呼呼地吹來 

3. 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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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musst auch heute wandern 

Vorbei in tiefer Nacht 

Da hab ich noch im Dunkeln 

Die Augen zugemacht 

Und seine Zweige rauschten 

Als riefen sie mir zu 

Komm her zu mir Geselle 

Hier find'st du deine Ruh 

Die kalten Winde bliesen 

Mir grad ins Angesicht 

Der Hut flog mir vom Kopfe 

Ich wendete mich nicht 

Nun bin ich manche Stunde 

Entfernt von jenem Ort 

Und immer hör ich's rauschen 

Du fändest Ruhe dort 

Du fändest Ruhe dort 

曲次 46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信徒精兵歌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marching as to war, 

With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Christ, the royal Master, leads against the foe; 

Forward into battle see His banners go!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marching as to war, 

With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At the sign of triumph Satan’s host doth flee; 

On then, Christian soldiers, on to victory! 

Hell’s foundations quiver at the shout of praise; 

Brothers lift your voices, loud your anthems raise.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marching as to war, 

With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信徒如同精兵, 爭戰向前行, 

十字架為旗號, 先路導我程! 

基督乃是君王, 領我攻敵往; 

故當仰望麾旗, 前行入戰場. 

信徒如同精兵, 爭戰向前行, 

十字架為旗號, 先路導我程! 

 

賴此旗號必勝, 攻退撒但軍; 

我為基督精兵, 追敵要勤奮! 

地獄根基震動, 因聞大聲頌;  

弟兄皆當歡呼, 讚美聲須洪. 

信徒如同精兵, 爭戰向前行, 

十字架為旗號, 先路導我程! 

 

譯詞字數 198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8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60 % 

修辭︰ 

譬喻 

信徒如同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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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a mighty army moves the church of God; 

Brothers, we are treading where the saints have trod. 

We are not divided, all one body we, 

One in hope and doctrine, one in charity.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marching as to war, 

With the cross of Jesus going on before. 

以下未譯出 

What the saints established that I hold for true. 

What the saints believèd, that I believe too. 

Long as earth endureth, men the faith will hold, 

Kingdoms, nations, empires, in destruction rolled. 

Refrain 

Crowns and thrones may perish, kingdoms rise and 

wane, 

But the church of Jesus constant will remain. 

Gates of hell can never gainst that church prevail; 

We have Christ’s own promise, and that cannot fail. 

Refrain 

Onward then, ye faithfull, join our happy throng, 

Blend with ours your voices in the triumph song. 

Glory, laud and honor unto Christ the King, 

This through countless ages men and angels sing. 

Refrain 

教會在此寰宇, 行動猶軍旅, 

弟兄奮力前趨, 緊跟先聖步; 

我眾原非分裂, 我眾是一體, 

希望信仰無二, 愛心亦惟一. 

信徒如同精兵, 爭戰向前行, 

十字架為旗號, 先路導我程! 

 

曲次 47 

Old Folks at Home 

夢 

李叔同 

 

Way down upon de Swanee Ribber, 

Far, far away, 

Dere's wha my heart is turning ebber, 

Dere's wha de old folks stay. 

All up and down de whole creation 

Sadly I roam, 

Still longing for de old plantation, 

And for de old folks at home. 

哀游子煢煢其無依兮，在天之涯。

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時恍惚以

魂馳。 

蘿偃臥搖籃以啼笑兮，似嬰兒時。

母食我甘酪興粉餌兮，父衣我以

彩衣。 

月落烏啼，夢影依稀，往事知不

知？ 

修辭：  

對偶–分段對 

1. 哀游子煢煢其無依兮…

哀游子愴愴而自憐兮 

2. 母食我甘酪興粉餌兮，

父衣我以彩衣…父語我

眠食宜珍重兮，母語我

以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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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de world am sad and dreary, 

Eb–rywhere I roam; 

Oh, darkeys, how my heart grows weary, 

Far from de old folks at home! 

 

2nd verse 

All round de little farm I wandered 

When I was young, 

Den many happy days I squandered, 

Many de songs I sung. 

When I was playing wid my brudder 

Happy was I; 

Oh, take me to my kind old mudder! 

Dere let me live and die. 

 

3rd Verse 

One little hut among de bushes, 

One dat I love 

Still sadly to my memory rushes, 

No matter where I rove. 

When will I see de bees a–humming 

All round de comb? 

When will I hear de banjo strumming, 

Down in my good old home? 

汩半生哀樂之長逝兮，感親之恩

其永垂。 

哀游子愴愴而自憐兮，吊形影悲。

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時恍惚以

魂馳。 

夢揮淚出門辭父母兮，嘆生別離。

父語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語我以

早歸。 

 

對偶–當句對 

月落烏啼 

摹狀–視覺 

夢影依稀 

摹狀–聽覺 

月落烏啼 

類疊–疊字 

1. 煢煢其無依兮 

2. 長夜漫漫 

3. 愴愴而自憐兮 

感嘆–助詞 

兮（9 句）   

設問 

往事知不知？ 

 

 

 

 

 

曲次 58 

The First Noel 

聖誕佳音 

 

 

The First Noel, the Angels did say 

Was to certain poor shepherds in fields as they 

lay 

In fields where they lay keeping their sheep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so deep. 

Noel, Noel, Noel, Noel 

天使初報聖誕佳音  

先向田間貧苦牧人 

牧人正當看守羊群  

嚴冬方冷 長夜已深 

歡欣歡欣 歡欣歡欣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譯詞字數 143 

譯詞有底線字數 115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80 % 

修辭： 

對偶–單句對 

嚴冬方冷 長夜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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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They looked up and saw a star 

Shining in the East beyond them far 

And to the earth it gave great light 

And so it continued both day and night.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And by the light of that same star 

Three Wise men came from country far 

To seek for a King was their intent 

And to follow the star wherever it went.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以下未譯出 

This star drew nigh to the northwest 

O'er Bethlehem it took its rest 

And there it did both Pause and stay 

Right o'er the place where Jesus lay.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Then entered in those Wise men three 

Full reverently upon their knee 

And offered there in His presence 

Their gold and myrrh and frankincense.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Then let us all with one accord 

 

 

牧人抬頭見一景星  

遠在東方燦爛晶明 

發出奇光照耀世塵  

不分晝夜 光彩永恆 

歡欣歡欣 歡欣歡欣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博士三人見星光  

遠道而來捨棄家鄉 

專心一意尋求君王  

追隨景星 不問路長 

歡欣歡欣 歡欣歡欣  

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類疊–疊詞 

歡欣歡欣 

頂真 

先向田間貧苦牧人 

牧人正當看守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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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 praises to our heavenly Lord 

That hath made Heaven and earth of nought 

And with his blood mankind has bought. 

Noel, Noel, Noel, Noel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曲次 87 

Home, Sweet Home 

可愛的家 

吳研因 詞 

 

‘Mid pleasures and palaces, 

Tho' we may roam; 

Be it ever so humbl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A charm from the skies 

Seems to hallow us there, 

Which, seek through the world 

Is ne'er met with elsewhere. 

Home! Home! Sweet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Oh! 

 

I gaze on the moon as I tread the drear wild,  

And feel that my mother now thinks of her child;  

As she looks on that moon from our own cottage door, 

Thro' the woodbine whose fragrance shall cheer me no 

more.  

Home, home, sweet sweet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An exile from home, splendor dazzles in vain,  

Oh, give me my lowly thatched cottage again;  

The birds singing gaily, that came at my call:  

Give me them and that peace of mind, dearer than all.  

Home, home, sweet sweet home,  

我的家庭真可愛 整潔美滿又安

康 

姐妹兄弟很和氣 父母都慈祥 

雖然沒有好花園 春蘭秋桂常飄

香 

雖然沒有大廳堂 冬天溫暖夏天

涼 

可愛的家庭呀  我不能離開你 

你的恩惠比天長 

譯詞字數 73 

譯詞有底線字數 14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19.18 %

修辭：  

對偶–跳句對 

1. 雖然沒有好花園…雖然沒

有大廳堂 

對偶–當句對 

1. 春蘭秋桂 

2. 冬天溫暖夏天涼 

排比 

整潔美滿又安康 

感嘆–助詞 

可愛的家庭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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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曲次 93 

Wading the River 

涉江 

古詩 

 

 涉 江 采 芙 蓉 ， 蘭 澤 多 芳 草 。  

采 之 欲 遺 誰 ？ 所 思 在 遠 道 。  

還 顧 望 舊 鄉 ， 長 路 漫 浩 浩 。  

同 心 而 離 居 ， 憂 傷 以 終 老 。  

 

曲次 95 

The Shepherd Su–Woo 

95 蘇武牧羊 

古詩 

 

 蘇武牧羊北海邊 

雪地又冰天 羈留十九年 

渴飲雪 餓吞氈 野幕夜孤眠 

心存漢社稷 夢想舊家山 

歷盡難中難 節旄落盡未還 

兀坐絕寒 時聽胡笳 入耳聲痛

酸 

 

蘇武牧羊久不歸 

群雁卻南飛 家書欲寄誰？ 

白髮娘 倚柴扉 紅粧守空幃 

三更徒入夢 未卜安與危 

心酸百念灰 大節仍不少虧 

羝羊未乳 不道終得 生隨漢使

歸 

 

曲次 96 

Ballad 

道情 

鄭板橋 詞    蕭而化 編曲 

 

 老漁翁，一釣竿，  

靠山崖，傍水灣，  

扁舟來往，無索絆，無索絆；  

沙鷗點點輕波遠，  

荻港蕭蕭白晝寒，  

高歌一曲斜陽晚；  

一霎時波搖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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驀抬頭，月上東山。 

 

老頭陀，古廟中，  

自燒茶，自打鐘，  

兔葵燕麥，閒齋供，閒齋供；  

山門破落無關鎖，  

斜日蒼黃有亂松，  

秋星閃爍頹垣縫；  

黑漆漆蒲團打坐， 

夜燒茶，爐火通紅。 

曲次 97  

Aloha Oe 

珍重再見 

 

 

Proudly swept the rain by the cliffs 

As on it glided through the trees, 

Still foll’wing ever the “liko,” 

The Ahihi Lehua of the Vale. 

Farewell to thee, farewell to thee, 

Thou charming one who dwells in shaded bowers, 

One fond embrace ’ere I depart, 

Until we meet again. 

Thus sweet memories come back to me, 

Bringing fresh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Dearest, one, yes, thou art mine own, 

From thee, true love shall ne’er depart. 

Farewell to thee, farewell to thee, 

Thou charming one who dwells in shaded bowers, 

One fond embrace ’ere I depart, 

Until we meet again. 

以下未譯出 

I have seen and watched thy loveliness, 

綿綿密密的烏雲堆滿山頂 

籠罩著那山頂上的樹林 

那山谷中吹來悽涼的野風 

激動起我們的別意離情 

珍重再見 珍重再見 

親愛的朋友 離別就在眼前 

從今以後，再相見前 

我們會感到心酸 

 

新仇舊恨都在腦海中縈迴， 

不能忘的往事歷歷如繪， 

你是我生唯一知己的伴侶， 

你我間的友情至死不渝。 

珍重再見 珍重再見 

親愛的朋友 離別就在眼前 

從今以後，再相見前 

我們會感到心酸 

 

 

譯詞字數 152 

譯詞有底線字數 58 

譯詞沿用原詞比例： 38 % 

修辭：  

對偶–當句對 

新仇舊恨  

類疊–疊字 

1. 綿綿密密的烏雲 

2. 歷歷如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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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 sweet Rose of Maunawili, 

And ’tis there the birds oft love to dwell 

And sip the honey from thy lips. 

Translated by Lili‘uokalani 

Aloha ‘Oe 

Ha‘aheo ka ua i na pali 

Ke nihi a‘e la i ka nahele, 

E hahai ana paha i ka liko, 

Pua ‘ahihi lehua o uka. 

HO‘OHO: 

Aloha ‘oe, aloha ‘oe 

E ke onaona noho i ka lipo, 

A fond embrace a ho‘i a‘e au, 

Until we meet again. 

‘O ka hali‘a aloha i hiki mai, 

Ke hone a‘e nei kuÿu manawa, 

‘O ‘oe no ka‘u ipo aloha, 

A loko e hana nei. 

Maopopo ku‘u ‘ike i ka nani, 

Na pua rose o Maunawili, 

I laila hia‘ia na manu, 

Miki‘ala i ka nani o ka liko. 

曲次 98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送別 

李叔同 作詞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t when I wake 'tis sweet to find,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Home, Dear home, childhood happy home,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232

When I played with sister and with brother,  

'Twas the sweetest joy when we did roam,   

Over hill and thro' dale with mother,  

(Chorus）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t when I wake 'tis sweet to find,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Sleep balmy sleep, close mine eyes,   

Keep me still thinking of mother;  

Hark! 'tis her voice I seem to hear.  

Yes, I'm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Angels come, soothing me to rest,   

I can feel their presence and none other;  

For they sweetly say I shall be blest;   

With bright visions of home and mother.  

(Chorus）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t when I wake 'tis sweet to find,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Childhood has come, come again,    

Sleeping I see my dear mother;  

See her loved form beside me kneel   

While I'm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Mother dear, whisper to me now,    

Tell me of my sister and my brother;  

Now I feel thy hand upon my brow,    

Yes, I'm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Chorus）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 

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 

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 

來日後會相予期，去去莫遲疑。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 

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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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t when I wake 'tis sweet to find,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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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譯者的翻譯策略 

一、 蕭而化 

在《101 世界名歌集》中，記載為蕭而化譯詞的歌曲共有二十首，另有兩首記為

蕭而化填詞／作詞，總計二十二首。蕭而化所運用的歌詞翻譯策略，包括原意延

伸增添、合併翻譯、添加評論、情緒強化、核心字詞翻譯、順序調換、重複、疊

句及疊詞改寫、聚焦、數字改寫共九種，茲分述舉例說明之。 

（一）原意延伸增添 

歌詞的翻譯，較之於其他文體的翻譯， 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它須配合著曲調，在

曲子每一小段結束時，歌詞即須隨之斷句。曲子的每個音符，搭配著源語拼音語

言的每個音節，在多音節的原文單字譯為單音節的中文字時，勢必增添詞語。就

歌詞的翻譯而言，譯詞的字數應與原曲的音節數相等，一字一音，亦步亦趨，以

能準確無誤地體現作曲家的意圖和原曲的節律特色，讓原曲的節奏感，從譯詞中

顯現出來（薛范，2002，頁 111）。 

 在譯詞時，這種音步、音節的要求或限制，讓譯者譯完原詞詞意而仍有「餘」

之時，必須添上詞句，否則就會出現一字拉長成多音的情形，失了曲調的節奏感。

例如〈散塔蘆淇亞〉一曲中，原詞「Come, then ere night is dark, Come to my 

bounding bark.」兩行，蕭而化譯為「夜已昏，欲何待，快回到船上來。」，原詞

之意在「夜已昏」與「快回到船上來。」已交代完畢，但尚餘三個音符的空缺，

故蕭而化延續情節，加添了「欲何待」三字。 

（二）合併翻譯 

合併翻譯出現在譯者將兩行或多行的原詞詞意合併譯為一句，句子一經整合，精

簡了譯詞，同時空下了音符，故譯者必須添柴加薪，例如〈老黑嚼〉一曲中，原

詞「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 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 」的詞意，蕭而化刪去了「cotton fields」不譯，所餘兩行訊息已在

「老友盡去，永離凡塵赴天國」一行述盡，因此，蕭而化採延伸相同意境的方式，

譯為「四顧茫然，殘燭餘年惟寂寞。」，補上所餘的一整行空行， 

（三）添加評論 

從增添的內容來看，除了接續前言，順勢而寫之外，亦有加上評論的處理方式，

像是在〈肯達基老家鄉〉一曲中，原詞「The head must bow and the back will have 

to bend, Wherever the darkey may go」兩行，蕭而化譯為「無論何處為，惟有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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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永遠是低頭背又彎。」，增添了原詞所無之「可憐」一詞的評論；而這

樣的評論同樣也出現在〈聽那杜鵑啼〉一曲中，原詞「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 

the valley, the valley; 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兩行，蕭而化譯為「可憐她玉殞

香痙，要見她，惟夢裡。可憐她長眠樹底。」，將重覆的「sleeping in the valley」

分以同樣表示逝去的「玉殞香痙」與「長眠樹底」來換句話說，同時，也將原詞

所無之「可憐」喟歎、評論加入譯詞之中。 

（四）情緒強化增添 

另有一類增添內容的類型在於強化情緒，例如〈老黑嚼〉一曲中，兩行原詞「Why 

do I weep, when my heart should feel no pain, Why do I sigh that my friends come 

not again?」，蕭而化譯為「老淚縱橫，豈因遺恨心頭鎖，家人盡去，要不悲泣

不由我。」，原詞兩句設問的語氣，蕭而化皆改為直述句，將原詞的自問逕自在

譯詞中回答，而譯詞中的「遺恨」二字，甚而強化了悲泣的情緒。此曲原詞另有

兩處提及「friends」，一為「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 」，

一為「Why do I sigh that my friends come not again?」，蕭而化將這兩行分別譯為

「老友盡去，永離凡塵赴天國。」與「家人盡去，要不悲泣不由我。」，若非譯

時的疏漏，則這般的無親無故，真是讓老黑嚼的景況淒涼至極。此外，蕭而化對

於〈問我何由醉〉一首裡玫瑰的角色形塑，也是以強化情感的方式呈現出來。  

（五）核心字詞翻譯 

在蕭而化的譯詞之中，常可見原詞的核心主體仍在，但寫情寫景已不同，頗似班

雅明所言譯文的切線與原文在切點相會之後，繼續著自己的路程。例如〈散塔蘆

淇亞〉一曲中原詞「See where the star of eve, Beams gently yonder, See where from 

wave to wave, Soft breezes wander; 」四行，蕭而化譯為「黃昏遠海天邊，薄霧茫

茫如煙，微星疏疏幾點，忽隱又忽現。」，原詞中先看星空，後觀大海，而譯詞

則將順序顛倒，先向海那端，再向微星。原詞的星兒，在遙遠的天際點著星光，

其中的「星兒」與「星光」，皆化入了譯詞之中，但星兒添了「疏疏幾點」，多

了寂聊，而星光不只閃耀著，還對著地上的人兒「忽隱又忽現」。原詞中「海浪」

那端有著微風，在譯詞之中，「海」仍在，但已不見微風，有的是茫茫如煙的薄

霧。這樣的譯詞，用原詞的核心元素，加上新意境與新元素，實際上是半譯半寫，

可謂半創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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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順序調換 

〈散塔蘆淇亞〉一曲有句子順序上的調換，原詞「All sunk in peace and rest, All 

sweetly dreaming,」，先說寂靜，後說如夢，蕭而化譯為「夜色如夢如煙，美麗

寂靜悠閒。」，倒是先說了如夢般的夜色，再述寂靜。這兩行的韻腳相同，故此

處的調換句序並非因押韻而為之。 

（七）重複 

 在歌曲的唱和之中，樂音段落的重複為必定的模式，讓聽者在一次又一次的重

複之中，熟悉歌曲，繼而讓聽者起而和之。在歌詞的表現上，同樣也會出現重複

的設計，讓聽者熟悉，易於記憶，亦可讓詞意的表達有前後呼應的效果。陸正藍

（2007）認為呼應是歌詞 本質的結構特徵，是建構歌詞的基礎（頁 109），而

歌詞本身的內部呼應，可以存在於詞與詞之間，行句與行句之間，以及段與段之

間。 

  分析蕭而化譯詞中存在的內部呼應，可看出其藉著重複詞句、對偶，以及

使用相同字詞元素來表現前後的呼應。在重複詞句部分，像是〈散塔蘆淇亞〉一

曲中原詞「Now thro’ the deep’ning night. Moonlight is streaming.」，蕭而化捨而

不譯，改以前面段落出現過的「何處歌喉悠遠，聲聲逐風轉。」來替，以重覆詞

句來形成呼應。 

以對偶來表現的呼應，在〈少年樂手〉一曲中可得見，其中原詞「He said, "No 

chain shall sully thee, No restraint shall taint your bravery! My songs were made for 

the young and free, They shall never sound in slavery!"」，蕭而化譯為「『樂器之王』

少年說道，你是愛和勇敢的象徵，你祇為自由正義歌唱，敵人要聽，休得妄想。」」，

譯詞中的少年之所以會在此對豎琴高昂地呼喊著「樂器之王」，其實是為了與前

段中「"Land of song!" cried the warrior bard.」／「『音樂之邦』少年說道。」一句

形成對偶，營造呼應的效果。L 

 運用相同字詞元素亦可讓閱聽者從不同詞句中發現相同之處，領略前後呼應

的設計。在〈問我何由醉〉一曲中，原詞「Since when it grows, and smells, I swear, 

Not of itself but thee!」，蕭而化改寫為「還將它在我身上佩，永慰我心的飢餒。」，

除了強化對伊人送還之玫瑰的珍愛之外，還與前段譯詞中的「惟有飽餐秀色才可

療飢」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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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疊句及疊詞改寫 

疊句為歌詞中重複吟唱的歌詞，譯者除了可選擇保留原詞疊句、疊詞的應用，亦

可行改寫操作，去除原詞疊句、疊詞的形式，換上創作的歌詞，豐富情境。在〈聽

那杜鵑啼〉一曲中，原詞「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 the valley, the valley; She’s 

sleeping in the valley,」兩行，蕭而化譯為「可憐她玉殞香痙，要見她，惟夢裡。

可憐她長眠樹底。」，原詞重覆四次「the valley」，蕭而化的譯詞並不就此讓句

末的詞語逕自層疊，而是改以豐厚句意，添加了惟夢裡方能再見的感歎。同樣地，

原詞中「Ah! well I yet remember, remember, remember,」一行，蕭而化仍是捨棄

句末詞語的重複，改寫為「我還記得，九月裡，天氣好，風景美。」，在這一行

中，將原詞後句所說的回憶時間點提前到此處先行交待，接著再述景致，豐富了

回想時的背景。而到了原詞交待時間點的這三行，「’Twas in the mild September, 

September, September, ’Twas in the mild September, And the mocking bird was 

singing far and wide.」，蕭而化不再重複說著九月的這個時間點，而是聚焦於連

接今昔的杜鵑，譯寫為「那時杜鵑歌聲美，聽起來，真可喜，現在杜鵑聲轉悲，

其聲悽苦叫人聽了徒流淚。」，實際上，今日杜鵑依然啼唱的詞意，「And the 

mocking bird is singing on the bough」，出現在原詞的第三個段落之中，而譯詞只

譯兩段，此一段落雖整段刪除，但蕭而化仍提取了其中重要的景色依舊，人事已

非的核心元素，寫入譯詞之中。 

〈我心戀高原〉譯詞中亦有兩處捨去原詞的疊句，改而添上對高原景致的描

繪。此外，〈老黑嚼〉與〈伊的笑容〉兩首原詞疊句的部分，譯詞中皆表現了大

同中的小異，顧及了呼應效果，亦添上了變化，豐富文辭。 

（九）聚焦 

 在〈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我心戀高原〉一曲中，原詞「Farewell to the 

straths and green valleys below.」一行，蕭而化譯為「別矣澗底松，何日重會面。」，

從原詞一片青綠的河谷之中，挑出「松」樹入詞來，聚焦描寫，不失綠意，亦讓

畫面真實、細緻了起來。  

（十）數字改寫 

在〈再見〉一曲中，原詞說著「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蕭而化將之譯為

「一千一萬的心愛」，依循著原詞詞意裡說再多次也述不盡的情意，讓一千變為

一萬，讓依戀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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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學普 

周學普所譯的歌曲共有十九首，其中有兩首〈聖母頌〉，曲調不同，歌詞大致相

同，僅少數行句有些許差異，另有兩首〈野玫瑰〉，不同曲調，但歌詞皆相同。

周學普所運用的歌詞翻譯策略，包括原意延伸增添、添加評論、情緒強化、核心

字詞翻譯、順序調換、重複、詞組字序調換，以及偏譯共八種，茲分述舉例說明

之。 

（一）原意延伸增添 

〈小夜曲〉原詞中破題且從一而終的唯二元素，歌唱與笑靨，在周學普譯筆下多

了「軟語」，不再讓第一段從頭歌唱到結束，亦不讓第二段從第一句一路展笑靨

到 後，這使得譯詞在各段的後半部分，讓「往事」延伸為述說的「舊情」，讓

「軟語」變為令人讚嘆的「那好聽的字眼」。  

（二）添加評論 

〈催眠曲〉一曲三個段落的 後一句均為「Sleep, sleep, you are my child. 」，周

學普均將其改寫為「夜已深，空寂寞。」，讓這一首富含「月下花兒」、「可愛的

小鳥」、「催眠精靈」等兒時記趣的催眠曲，倏地脫離了小娃兒的世界，轉而進入

了唱著催眠曲的母親的心境。此外，周學普詞這一首譯詞中有三處的增添翻譯：

「偉大」的催眠精靈、「還要老是囉嗦」、「看你還不睡著？」，均明顯地透出霸氣，

讓原本一片靜謐的催眠曲，添上了個性與力道。 

（三）情緒強化 

〈小夜曲〉這一首譯詞的主角為一位美則美矣的美人（my pretty one），在周學普

的筆下，美人轉成了「愛人」，直接讓那「愛我不變」的美人，在稱呼上直率地

表現出情感的濃蜜。    

（四）核心字詞翻譯 

〈催眠曲〉原詞中幾個元素在譯詞裡重新組合，核心主體仍在，但寫情寫景已不

同。譯詞如同原詞一般，也有夜晚、星辰、花兒、夢境，但原詞中夜晚的寂靜

（「silence of the night」），變為了譯詞中的「夜昏朦」，由聽覺感受轉成了視覺經

驗，而在夜空中閃爍著清朗銀光的星辰（「stars as silvery and clear」），在譯詞中

卻只有無力的「星光稀微」。原詞與譯詞彈著同調，登場的角色亦相同，但周學

普選擇讓它們在譯詞中有著兩樣的裝束，不影響意旨，只是換個風景。此外，〈小

夜曲〉原詞中的唯二元素，歌唱與笑靨，在周學普譯筆下仍然存在，仍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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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笑」這兩個核心字詞，但卻稍欠了身，讓「軟語」一起加入，讓話語如歌，

讓帶著笑靨的美人更要訴說情意。  

（五）順序調換 

周學普譯有兩首〈聖母頌〉，原詞大致相同。在其中一首〈聖母頌〉中，原詞的

句序為「Hail Mary, full of grace, the Lord is with thee; blessed art thou among 

women, and blessed is the fruit of thy womb.」，依照周學普所譯寫的詞句，譯詞的

排列應為「阿慰瑪利亞，永恆的慈懷，主和妳同在，特受神選拔，培育著仁化」，

但周學普將其調整為「阿慰瑪利亞，特受神選拔，主和妳同在……妳永恆的慈懷，

培育著仁化」。 

（六）重複 

周學普的譯詞之中有著以重複詞句來表現的呼應。在〈羅蕾萊〉一曲中，周

學普僅改寫兩處，而這兩處皆運用了重複的翻譯策略，以前後呼應來強化歌詞的

力度。第一處的原詞為「Her golden jewelry is glist'ning; She combs her golden hair. 

She combs with a gilded comb, preening, And sings a song, passing time.」依照周學

普所譯寫的詞句，譯詞的排列應為「那金飾燦爛發光，她梳著柔軟的金髮」，用

金色的梳子梳著，妝扮著，一直唱著歌。但周學普將其調整為「她梳著柔軟的金

髮，那金飾燦爛發光，她梳著柔軟的金髮，同時並嬌聲歌唱」，讓「她梳著柔軟

的金髮」一句重複。第二處表現在 後一句，原詞詞意為那迷人歌聲就是羅蕾萊

所唱，周學普將此句改寫，以呼應歌曲第一句的「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使我心

這般悲傷」的方式，寫為「我不知道怎麼這樣，可哀可傷又叫人迷惘」，呈現出

前後呼應的效果，增加了整體性。此外，在〈搖籃歌〉（舒伯特）一曲中，亦有

這類重複詞句的呼應表現。 

（七）詞組字序調換 

在〈小夜曲〉中，可看到為了押韻而調整字序的痕跡。原詞將「歡欣」調整為「欣

歡」，即是為了與「我的疑團飛散」的「散」字同押ㄨ、ㄨㄢ通押的韻。 

（八）偏譯 

〈Wiegenlied〉／〈催眠曲〉原詞有的是羊與小鳥、地下室與廚房、玩具與糖果

這些元素的搭配，到了譯詞中，皆採取了二選一的方式，刪除了羊，使成「小鳥

兒都已歸巢」，略去了地下室，只剩「廚房裡也很安靜」，而玩具也遭受了捨棄，

成了「哭幾聲便有糖果」。至於有關馬車一句的全句刪減，應是考量馬車並不存

於台灣文化之中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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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舟 

海舟共譯有十五首歌曲，所運用的歌詞翻譯策略，包括原意延伸增添、添加評論、

情緒強化增添、核心字詞翻譯、順序調換、重複、疊句及疊詞改寫、合併翻譯、

聚焦，以及詞組字序調換共十種，茲分述舉例說明之。 

（一）原意延伸增添 

〈憶別離〉原詞「and the quiet shadows falling, softly come and softly go.」裡陰影

「come」與「go」的字意，海舟以「忽東忽西」、「往還」共六字來表現，而其

中的「往還」二字其實已交待了字意，但為求補足空缺處，且為押韻故，因而從

原意延伸，增添了「忽東忽西」。 同樣地，在「When the trees are sobbing faintly, 

with a gentle unknown woe.」兩行中，原詞描述著樹枝與樹葉被動的顫動與窸窣，

海舟譯為「風吹裊漾，越樹穿枝，若有幽怨泣歔欷，」，將成此結果的主動角色，

風，帶入場景之中，依勢補足、擴充了角色的佈局。此外，〈憶舊遊〉一曲譯詞

以四字句為主，有多個空留音符之處，故海舟多所增添，由原意延伸，以填空缺，

例如原詞「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海舟譯

為「舊日同游，情深無限，哪能一旦相忘？」，其中的「情深無限」即為原意之

延伸。還有在〈我怎能離開你〉與〈羅莽湖邊〉譯詞中，亦都有幾處原意已譯盡，

但音符有餘，故以延伸原意的方向，做情境、情節上的增添改寫。 

（二）添加評論 

在〈君憶否〉一曲中，原詞「And of all the friends who were schoolmates then, There 

remains Ben, but you and I.」兩行，海舟譯為「更唏噓同窗好友幾人留，徒見君我

依舊任沉浮。」，其中增添的「更唏噓」，便是對「同窗好友幾人留」所做的評論，

以表悲嘆與惋惜之意。 

（三）情緒強化增添 

在〈 後的玫瑰〉一曲中，「Thus kindly I'll scatter thy leaves o'er the bed, Where thy 

mates of the garden Lie scentless and dead.」兩行原詞，海舟譯為「我將掃葉成香

塚，為汝殷勤覆，從此芳菲難再復，惆悵使人愁。」，原詞的句意其實在「我將

掃葉成香塚」精簡的短句中即已交代，為了補空缺而有增添，以強化情緒的表達

方式，讓譯詞較原詞多了掃葉的「我」的心境，手上的動作表現的是心底的殷勤

與赤誠，而心中感受的是腳邊香塚帶來的惆悵與愁緒。有趣的是，原詞用

「scentless」來述說落花，說的是花已落，香氣也已然消散，但海舟的譯詞認為

紛紛落花集聚而成的是「香塚」，讓花兒那綻放時所透出的芬芳，在化作春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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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再續。在〈君憶否〉中，原詞「And the running little brook is now dry.」，海

舟譯為「溪中水凅花落倍添愁」，增添的「花落倍添愁」即是將溪水水凅之景所

隱含的情緒挑出，再行添上花落的傷懷，強化人事全非的愁緒。此外，在〈我怎

能離開你〉一曲中，「If shot by Huntsman's hand, I at thy feet lay dead, If thou one 

tear would'st shed, Gladly I'd die.」四行原詞，海舟譯為「遭獵網將我捕，寧可死

傍你足，縱然是恨難消，我亦無苦。」，原詞說的本是愛人垂淚所給的感動，可

讓死亡帶來的苦痛轉為欣喜，但海舟省卻、刪去了垂淚所觸及的感動，轉而沿續

前句死傍妳足的結果，接以「縱然是恨難消」，改寫為與愛人死別的遺恨重量。 

（四）核心字詞翻譯 

在〈喀淋麥芙寧〉一首中，原詞「where is the spell that once hung on my slumbers, 

Arise in thy beauty, Thou star of my night.」 這兩行，可見到愛人的嫵媚讓人夢裡

也想念，而在夜晚裡，愛人就像夜空下的星兒那般地光亮，而海舟所譯寫的「當

年你那嫵媚，繫我詩情繾綣，焉得容顏依舊，使青春永駐。」，由原詞中的嫵媚

此一核心元素發想，在四行譯詞裡，夜晚不見了，星兒也失去了蹤跡，愛人的嫵

媚無須以夜空的星兒來比擬，而是以如詩般、不容片刻分離的情意來表現嫵媚的

魅力。 

〈The Harp that Once Through Tara's Halls〉／〈箜篌引〉一首中，原詞 後

四行「Thus freedom now so seldom wakes. The only throb she gives, Is when some 

heart indignant breaks, To show that still she lives.」，海舟選取了原詞中的「seldom 

wakes」與「indignant」兩元素，分譯為「終天夢夢」與「慨」，由此延伸創作，

寫就了「堪笑人生，終天夢夢，難拋貪嗔痴愛，世事滄桑，英雄白骨，斯情千古

同慨。」四行，意義上比原詞豐厚了不少，氣勢上也確實磅礡了許多。此外，〈憶

舊遊〉一曲中，海舟捨河中划槳的情節，只取原詞元素「sun」，放大其表現效果，

寫成了「不遜烈日驕陽」的譯詞。另有〈君憶否〉一曲，海舟只取原詞中「碑」

一字為核心，改寫為「當年舊侶，竟咫尺天涯，空憑弔荒郊一斷碑。」。  

（五）順序調換 

〈水濱牛犬〉為此歌集中難得的一首詼諧、逗趣的曲子，原詞句子的順序與重複

之處巧妙地重整在譯詞之中。原詞第一段一開始就將「Oh! The bull–dog on the 

bank. And the bull–frog in the pool.」這兩行重複了三次，讓聽者一直聽著有牛

犬，有牛蛙，但卻不知是何故事，之後才開始述說牛犬笑牛蛙是水中的綠色傻瓜。

而在海舟的譯詞中，卻是將完整的情節在頭四行交代完畢，譯為「哦，那牛犬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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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濱，哦，那牛蛙噪水浦，牛犬笑對牛蛙說，你是綠衣愚夫。」接著再重複一次

頭四行，讓原詞兩行的疊句，轉成了一個段落的重複，不採原詞略為懸宕的風格，

而採一股作氣、明快的風格來陳述故事。第二段同樣也是以此轉換方式來編寫譯

詞。 

〈安娜羅荔〉、〈君憶否〉、〈狄西蘭〉、〈朱尼妲〉的譯詞皆有句序的調換，而

〈依然在我心深處〉一曲中，更有將原詞兩段歌詞前後調換的處理方式。有些句

子、段落順序顛倒，並無明顯原因，有的則是為了承接後頭歌詞而有此類改動，

像是〈狄西蘭〉原詞的第五段先說故園的麥餅與酪漿，還說吃了會讓你變得胖乎

乎些，之後再敘農場鋤地耕種的農事。而海舟在譯詞的處理上，將胖乎乎那不甚

合乎譯詞語境的部分刪去，轉而增添詞句，描寫麥餅與酪漿的美味，更將句序顛

倒，先說農事，再述美食。既然美食在後，因此海舟還將其他各段相同的 後一

句「遠望著，遠望著，遠望著狄西蘭。」，改成了「真好吃，不能忘，不能忘，

狄西蘭。」，明白地表現故園美食帶給離家遊子的那份 直接的、牽動著味蕾的

鄉愁。此處的順序顛倒，目的即在於承接後句。  

（六）重複 

從海舟的譯詞之中，可看出海舟藉著重複詞句、對偶、相同字詞元素來表現前後

的呼應。在重複詞句部分，〈秋日催眠曲〉原詞兩段的 後一句分別為「Over my 

baby going to sleep.」與「Lullaby baby, sweet lullaby.」，皆與睡有關，但使用詞語

並不相同，不過，海舟將這兩句同樣譯為 「睡了罷，寶貝，你睡了罷。」，讓重

複的詞句明白顯現出呼應的效果。 

在對偶的部分，〈朱尼妲〉原詞兩個段落的 後一行分別為「Nita! Juanita! 

Lean thou on my heart!」、「Nita! Juanita! Be my own fair bride!」，海舟將這兩行不

同的敘述，轉為相似的疊句，譯寫為「尼妲，朱尼妲，此愛永不渝」、「尼妲，朱

尼妲，此愛永不移」，將原詞第二段 後一行請求愛人做他美麗的新娘的句意，

轉為與第一段 後一行相呼應，同時也顧及了第二段所押的韻。這種對偶的呼應

效果，第二段譯詞中亦有一處表現出來 

在相同字詞元素的部分，像是〈秋日催眠曲〉一曲中，有三處此類的呼應設

計，第一處為海舟將原詞 「Over the blossoms going to sleep…To the tired flowers 

her low lullaby」，譯為「舞倦的葉兒睡吧，睡吧！…疲倦的小花兒睡吧，睡吧！」，

以「倦」、「兒」、「睡吧」這些相同的字詞來表現呼應。第二處的原詞為「Baby’s 

wee bed is curtained and deep…Rockaby, baby, just you and I」，譯詞為「寶貝的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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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紗帳輕遮…舒適的籃邊有你媽媽」，以「籃」字讓不同段中相同位置的句子有

了對應。 

（七）疊句及疊詞改寫 

海舟的譯詞中，對於原詞多處相同的疊句，皆以完全或些微不同的譯詞譯出。將

相同疊句原詞譯為完全不同譯詞的有〈憶別離〉與〈安娜羅荔〉，以〈憶別離〉

為例，原詞第一、二段的第一行皆相同，皆為「In the gloaming, oh my darling」，

但海舟在第一段如實譯為「夜幕初張，天光翳翳」，但到了第二段，即不再沿用

相同的詞語，改從第二句「think not bitterly of me.」中的「think」與「bitterly」

兩字來譯寫，寫就了「苦憶當初，一曲驪歌，別時容易聚無多」，與原詞完全不

同，而之所以會有「別時容易聚無多」的詞句，則是為了與隔行的「別時無語淚

滂沱」相呼應。 

此外，海舟亦有將相同疊句改為略有不同的譯詞，在〈安娜羅荔〉與〈憶別

離〉中皆有這樣的表現，像是〈憶別離〉重複了兩次原詞「It was best to leave you, 

thus, dear, best for you and best for me.」，海舟譯時在相同的基調上安上了小小的

差異，分別譯為「如今別離怎奈何，為了你也為了我。」、「如此別離，奈何奈何，

為了你也為了我。」，大同中有小異，增添了巧妙的變化。  

（八）合併譯法 

海舟在〈依然在我心深處〉一首中，對原詞的改寫程度頗大，將原詞的訊息濃縮、

截取若干，像是原詞「Believe me, if all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which I gaze 

on so fondly today, were to change by tomorrow and fleet in my arms.」三句，海舟

僅取其中的「charms」、「change」、「fleet」，以及「today」與「tomorrow」的兩

相對照，合併、濃縮為「眼看你的嫵媚花容今已萎枯」一句。而在〈狄西蘭〉一

首中，有兩行原詞「But if you want to drive 'way sorrow, Come and hear dis song 

to–morrow」，海舟將其合併譯為「唱一曲解憂的歌唱」一句。 

對於原詞所含的元素，海舟亦有合併翻譯的處理方式，例如在〈朱尼妲〉一

首中，原詞「Soft o'er the fountain, Ling'ring falls the southern moon;」的月兒已掛

在南方的天空，在泉水那方，而譯詞不說月兒究竟是在廣垠夜空的何處，只說「夜

靜月徘徊」，而將原本描述月兒方位的「南方」，讓給了泉水，寫就了「影纖纖越

過南浦」一行。在這兩行中，就算譯詞調整了、合併了，仍不漏失「南」方的方

位訊息，因為，此方位透露了時間，在月兒到了南方時，表示已過了午夜，繼而

將要西下，將要天明，也才能接續下一行所述的「遠方山漸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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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聚焦 

〈秋日催眠曲〉中原詞「Nature is calling, crooning and calling」一行，海舟譯為

「微風在輕呼，在低唱。」，大自然的柔和清音中，有風兒呼呼、水流潺潺、鳥

鳴啾啾，有各式各樣的唱和，而海舟在秋日這微涼的夜色中，選定了襲襲柔和的

微風，作為譯詞中那大自然的催眠曲。 

（十）詞組字序調換 

海舟的譯詞有為了押韻而改變詞組的字序，例如在〈憶別離〉中，說著「若有幽

怨泣『歔欷』」，而不說「欷歔」，在〈依然在我心深處〉裡說著「眼看你的嫵媚

花容今已『萎枯』」，而不說「枯萎」。 

四、張易 

張易所譯的歌曲共有十五首，運用的歌詞翻譯策略包括了原意延伸增添、情緒強

化增添、核心字詞翻譯、順序調換、重複、疊句及疊詞改寫、聚焦，以及數字改

寫共八種，茲分述舉例說明之。 

（一）原意延伸增添 

張易的譯詞有幾處延伸原意的增添，像是在〈往事難忘〉一首中，原詞「Do you 

remember the past where we met,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Ah yes, you told me 

you'd never forget.」三行，張易譯為「你可記得，春花路，初相遇，往事難忘，

往事難忘。倆相依處，微風動，落花香。」，原詞第一行僅指出初識的當初，而

張易替它增添了相遇的地點，「春花路」，原詞第三行說的伊人允諾定不忘懷，因

張易已在第二行寫出了「難忘」二字，故譯詞第三行全部延伸增添，繼續形容相

遇時的情景，回想當初的徐徐微風，憶起當初的陣陣花香。 

 這樣的延伸增添，有些有明顯的邏輯可循，像是〈羅賓阿黛〉一首中，原詞

「What was't I wish'd to see. What wish'd to hear.」說到「看」與「聽」，但譯詞說

完「看」與「聽」後尚有空缺待補，故張易補上「食」，寫成了「食無味，聽無

音，看都灰色」的譯詞。另外，〈西班牙騎士〉中的「And on his guitar play'd a tune, 

dear;」原詞，張易譯以「彈起老給沓」，已將原詞訊息傳達完畢，故在還空下的

四個音節之處，補上「高聲歌唱」，有了給沓，再添上歌唱，是合於邏輯，順應

聯想的延伸增添方式。 

（二）情緒強化增添 

在〈馬撒永眠黃泉下〉這首黑奴哀傷主人死去的原詞中，其中一句「I canno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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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omorrow, Cayse de tear drop flow.」，黑奴因為哀傷，今天無心工作，明天

才能再上工，稍稍傳達出奴僕縱使悲淒逾恆，亦沒有悲月傷秋的情緒或時間可供

揮霍，生活仍然要過，工作一樣要做，但張易在此句上，選擇了轉化，將原詞中

黑奴與工作的意象抹去，改譯為「想起老馬撒的音容，淚珠如雨下。」。下兩行

的原詞為「I try to drive away my sorrow, Pickin' on de old banjo.」，可見到黑奴意

欲將悲傷之情洗去，藉彈奏五弦琴來轉換情緒，這般正向以對的態度，張易同樣

選擇捨棄，改將此兩行譯為「沒法遣走我的悲哀，愁雲慘雨彈紛沓。」，寧願讓

哀傷的情緒留滯、延宕。 

這種強化悲傷的譯法，在這首譯詞中屢屢出現，像是副歌原詞「Hear dat 

mournful sound: All de darkeys am a–weeping.」兩行，訴說著聽得的悲切聲音來自

於黑人的哭泣，而張易卻將其譯為「聽！四野悽風，悲歌動塵沙，所有黑人都在

哀泣」，不僅要表現出黑人的哀泣，更要讓景物同悲，同泣同訴。再者，原詞「'Twas 

hard to hear old massa calling, 'Cause he was so weak and old.」，說著馬撒身體日益

虛弱，連發出呻吟聲要用的氣力都快散失了，但張易將其譯為「可憐馬撒老病呻

吟，人耳淒惻心難忍。」，增添了黑奴們對馬撒病重的憐憫與於心不忍的情緒，

再一次加重了譯詞中傷悲的程度。   

〈往事難忘〉一首中，原詞「You by more eloquent lips have been prais'd」，

張易譯為「你的情感却為人所刼掠」，原詞說著愛人離去時，應也有過新的際遇，

有過他人甜言蜜語的稱讚與追求，但張易卻硬是揭去這只說他人單方面追求的薄

紗，直接改以雙方均陷入情網的角度來描寫。此外，〈征人別離歌〉譯詞中亦有

著強化情緒的翻譯，將原詞那內心縈繞的不捨化為外顯熱烈、激情的行動，以「熱

吻」搬演一段激烈的終場。 

（三）核心字詞翻譯 

在〈哦，簡妮微〉一曲中，原詞「I see thy face in ev'ry dream, My waking thoughts 

are full of thee, Thy glance is in the starry beam, That falls along the summer sea!」四

行，說的是每個夢裡都有妳，醒來後腦海裡也全是妳，妳的魅力像那夏夜海上的

星光，閃耀迷人，但張易的譯筆取了「夢」這一個核心字，由此發想寫作，改寫

為「我見你面，僅在夢裡，夢中情境，一如往昔，夢去醒來，悵恨難已，哀此情

懷，永感離迷。」，將原詞中對於魅力的闡釋，轉成夢去人空的哀淒與悲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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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順序調換 

  張易的譯詞有一處調換了句序。〈康城賽馬歌〉中譯句的順序與原詞不同，

原詞「Gwine to run all night! Gwine to run all day!」先說晚上，再說白天，如此則

可與下一行中「somebody bet on de bay」的「bay」字押韻，而張易譯為「白天

賽不夠，晚上再繼續」，還原成先白天後晚上，而這亦是為了押韻故，為了與下

一行中「栗色馬讓人賭去」的「去」字押韻。 

（五）重複  

從張易的譯詞之中，可看到其藉著重複詞句、相同字詞元素來表現前後的呼應。

在重複詞句部分，〈和且柔〉原詞「Rest, rest, on mother’s breast.」一行，張易譯

為「睡睡，安心睡。」，將母親的角色刪除了。這一句原詞接續、呼應的是前二

句的「Sleep and rest, sleep and rest」，張易將這句譯為「安心睡，安心睡。」，故

在「Rest, rest, on mother’s breast.」一句上才會選擇譯為「睡睡，安心睡。」，以

達呼應效果，不過卻捨棄了讓媽媽此一重要主角現身於詞中的機會。 

 另一首〈盪動在深海的搖籃裡〉，原詞「Though stormy winds sweep o’er the 

brine, Or though the tempest’s fiery breath. Rouse me from sleep to wreck and death.」

三行，前兩行均在交代海上暴風雨的來襲與肆虐，張易僅以一行「雖有暴風掠過

大洋」，加以下一行點出的「大浪」一詞譯寫，原詞第三行對應的即是譯詞的第

二句，因而餘下一行空行，張易選以前面譯詞出現過的「我深信我主會將我救

起」，在此重複，以營造呼應的效果。 

在相同字詞元素的部分，〈往事難忘〉一曲原詞「Let me forget for how long 

you have roved」，張易譯為「讓我不信你背我久流浪」，將忘記轉為「不信」，此

一轉化純粹是為了與下一句「我相信你愛我仍然一樣」相呼應。此外，〈小寶睡〉

中亦有將原詞三個段落裡詞意各不相同的行句，改為相似的話語，譯寫成「好夢

便都落入催眠曲」、「它們都落入小寶的睡夢鄉」、「它們都飛落小寶的睡夢間」，

以營造呼應效果。 

（六）疊句及疊詞改寫 

〈如果〉一曲原詞中有多行的疊句，張易在譯詞中也詳實地表現出來，疊句原詞

譯為疊句譯詞，唯獨將原詞前兩行「Oh wert thou in the cauld blast, On yonder lea, 

on yonder lea.」的訊息顛倒處理。原詞疊詞之處為「遠方牧場，遠方牧場」，但

張易選擇將層疊落在戲劇張力較大的寒風上，加以下一行中的「the angry airt」，

合併譯寫為「啊，如果在那牧場上，寒風淒厲，寒風淒厲。」，轉換了疊句的段



 247

落，不落訊息，增強了效果，又可讓譯詞合乎中文的表達習慣，先點出地點，再

交代情況。 

在〈康城賽馬歌〉一曲的原詞中，各段除了副歌之外的四行歌詞，均以擬聲

的「Du da, du da!」或「du da day」做為結尾，而張易的譯詞只留下第一行的音

譯「督大！督大！」，其餘三行均延伸詞意，做增添翻譯，各行不同，像是「好

個賽馬會」、「真好生意」、「笑斷肚腸」、「真不像樣」，這些增添的評論式詞語，

皆有著看官拍掌喝采的況味，倒也豐富、增強了譯詞的戲劇效果。〈老營地〉中

也有這樣的改寫轉換，將原詞重複的訊息「今夜露營，今夜露營」，改寫為「或

則成功 或則成仁。」，以豐富文意的表達。 

（七）聚焦 

張易的譯詞有兩處改寫原詞的詞語，而改寫的原因皆是為了押韻。像是在 

〈哦，簡妮微〉一曲中，原詞「I bless the hour when first we met」一行，張易譯

為「永遠祝福，初會之晨。」，原詞說的只有初會當時，並無指出晨昏的時間點，

之所以加上「晨」字，採聚焦方式寫明時間落點，即是為了同段所押的「ㄣ」韻。

同樣地，〈老營地〉原詞「And friends we love so dear.」一行，張易譯為「再唱

一聲親愛的瑪利。」，捨原詞中大範圍指稱的朋友，而聚焦到單獨的「瑪利」一

人身上，這亦純然是為了與同段其他三行中的「地」、「意」、「里」等韻腳押同韻。 

（八）數字改寫 

從張易譯詞中與數字有關的詞語來看，張易對於數字偏好取多、取十的倍數來

譯。〈北方男兒〉原詞中說到華盛頓總司令統帥的士兵人數，說是「I guess there 

were a million」，張易譯為「何只百萬雄軍。」，雖然數字同為百萬，但原詞猜測

約為百萬，而譯詞加上「何只」一詞，立即讓人數衝破百萬，較原詞雄軍的聲勢

更加浩大。 而〈康城賽馬歌〉原詞提到「five miles」這個長度的度量衡，張易

譯為「十里」，取了十的倍數來譯，清楚易記。論及「里」這一個古代的度量衡，

愈到後代越長，清朝時，一里約為五百多公尺，因此，以此換算標準來看，十里

僅五公里多，而五英哩約等於八公里，譯詞中的賽馬場比起原詞中的規模來得

小，不過，不論孰大孰小，譯為「十里」已可表現出大型賽馬場的規模。  

五、劉廷芳 

劉廷芳所譯的歌曲共有十首，運用的歌詞翻譯策略，包括情緒強化增添、合併翻

譯、順序調換、詞組字序調換，以及偏譯共五種，茲分述舉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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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緒強化增添 

〈信心基礎〉中原詞「When through the deep waters I call thee to go. The rivers of 

woe shall not thee overflow.」兩行，其中主令我前行經過的是「deep waters」，要

我不駭怕，雖然那是「rivers of woe」，但主會保護著我。劉廷芳將此兩行譯為

「當我叫你前行，經過苦海深，逆浪雖滔天，却不能淹你身。」，「deep waters」

與 rivers of woe」結合，變成了「苦海」，更深更無依，是意象，是對人生的比

喻，同時，因為字詞簡化結合而產生的空缺，則須新增、填補，既是苦海，那麼

會造成威脅的已不僅僅是河流水深之難測，而是更加危險的滔天逆浪。 

在〈靈友〉一首中，劉廷芳對「raise the fallen, cheer the faint, heal the sick, and 

lead the blind.」一句採取了兩字與三字的短詞翻譯，原詞中的四件恩德，化為譯

詞中的六件德行與神蹟，譯詞中詳實對應的有兩件事，亦即醫病與扶失足，而

「cheer the faint」雖字面上勉強可與譯詞中的起衰、興弱對應，但畢竟起衰、興

弱在意義上多是指家國與民族，少用於人的身上。而原詞中「the blind」一詞，

譯詞中確實也有「瞽」一字對應，但原詞中主對於盲者所行的恩德在於引導，但

換成譯詞的情境時，却是顯現了「明瞽」的神蹟。接著所增添的「肉白骨」一詞，

更是延續了神蹟的無所不能。此處的增添譯法，在原詞的基礎上，延伸詮釋，並

進而放大了意象，增強譯詞的效果。   

〈聖哉此夜（平安夜）〉原詞所描寫的夜晚是一個「Silent night, holy night!」，

是靜寂的，神聖的，表現出在一片無聲之中，烘托著令人崇敬的神聖之感，而這

樣的情景，在劉廷芳的譯筆之下，寫成了「平安夜，聖善夜。」不僅承襲了原詞

的意境，更寫出了在耶穌降生的這一個神聖的夜晚，除了靜謐，還有著人們嚮往

的平安與純善的氣氛。 

〈趕快工作〉中三行原詞「Work till the last beam fadeth, Fadeth to shine no 

more.」，劉廷芳譯為「一簣功成看此時，雖勞切莫暫停；」，原詞表達的是要

辛勤工作，直到 後一道日光消蝕，但劉廷芳在此卻用上了「一簣功成看此時」，

讓夜晚將臨之際的 後工事變得極為重要，成功與失敗就看 後的時刻能否堅

持，再次讓恪守本份、努力工作的原詞意境，添上了不只要「工成」，還要求「功

成」，強調堅持到底的重要性。 

（二）合併翻譯  

〈趕快工作〉中原詞「Work while the dew is sparkling, Work ’mid springing 

flowers;」兩行，劉廷芳譯為「露珠耀彩花笑時，工作要辛勤；」，將兩句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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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立的元素，合併在同一句中，成了「露珠耀彩花笑時」，再將兩句中相同的

「Work」字挑出，延伸譯為「工作要辛勤」。 

（三）順序調換 

  劉廷芳的幾首譯詞中可見到句序的改變，像是在〈信心基礎〉中的「When 

through the deep waters I call thee to go」原詞，劉廷芳調動了時間副詞子句與主要

子句的內容，譯成了「當我叫你前行，經過苦海深」。另外，在〈萬古磐石〉一

首中，劉廷芳將「Could my tears forever flow. Could my zeal no languor know.」這

兩行，譯為「縱使勤勞直到死，一生流淚永不止。」，調換了句序，增添了「縱

使」此一讓步連詞，旨在為這兩句之後的「依 舊 不 能 贖 罪 過 」鋪設讓步條件，

而之所以調動句序，應是為了維持全首七字詞字數的整齊。 

（四）詞組字序調換 

劉廷芳的譯詞有幾處為了押韻而改變詞組的字序，例如在〈信心基礎〉中，說著

「尚有何可『加增』」，而不說「增加」，〈靈友〉一首中說「耶穌我靈好『友朋』」，

不說「朋友」。 

（五）偏譯 

〈聖哉此夜（平安夜）〉一首中，劉廷芳對「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的翻譯只

取「all is bright」的部分，譯成「萬暗中，光華射」，應是要突顯光華的亮，故

轉而在前頭換上萬暗的黑以為襯托，加強譯詞的效果。   

六、王飛立 

王飛立所譯的歌曲共有四首，運用的歌詞翻譯策略，包括了原意延伸增添與重

複，茲分述舉例說明之。 

（一）原意延伸增添 

〈輕搖，可愛的馬車〉原詞中只有「Tell all my friends」之意，而王飛立譯為「告

訴我的親戚朋友」，即是在尚餘音節時，依原詞詞語延伸增添，除了朋友，再補

上親戚二字。 

（二）重複 

在〈白晝光明漸消逝〉一曲中，兩段原詞的末句並不相同，分別為「Lord, I would 

commune with thee」與「take me, Lord, to dwell with thee.」，王飛立對於說著與主

交談、與主同在的兩行原詞，皆譯為「永隨我主不分離」，也藉著重複的詞句來

表現前後呼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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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丁作人 

丁作人所譯的歌曲共有兩首，運用的歌詞翻譯策略，包括了原意延伸增添與核心

字詞翻譯，茲分述舉例說明之。 

（一）原詞延伸增添 

在〈主來罷，萬能之主〉一曲中，丁作人多所增添，以多個三字詞，增添譯詞的

韻律，像是在第一段中，原詞有「Father all glorious, o'er all victorious, come and 

reign over us」三行，丁作人將前兩行譯為「仰天父，尊榮極，戰萬物，無不克」，

原詞中原有的元素俱在，但加添字詞，在原要素範圍內稍做擴充翻譯，以三字詞

表出，而原詞第三行為請求天父來統領我們，丁作人譯為「撫人類惟以德」，增

添了中華文化中自古以來至為重要的「德」之意念，讓原詞的語境更加完整與弘

大。 

（二）核心字詞翻譯 

〈主來罷，萬能之主〉原詞有「Come, and thy people bless, and give thy word success, 

Spirit of holiness, on us descend!」三行，說的是人們讚美神，昌盛聖道，神聖的

主靈來到人間，丁作人譯為「福我民，賴主身，啟我民，賴主靈，有聖言無不尊，

仰主彌高。」，將前兩行的主題由原詞的人們所為改成聖主給予的恩賜，而 後

一行的譯詞則是取了原詞中「holiness」與「descend」兩個核心字詞來改寫，離

了原詞所言神聖的主靈下凡來，改寫為對聖主的頌讚。  

八、王毓騵 

王毓騵在歌集中譯配的兩首歌曲，皆找不到原詞，故無法分析其應用的翻譯策略。 

九、其他譯者 

（一）李叔同 

李叔同的〈夢〉一曲，為完全改寫的型態，配上新詞。原詞寫的是離鄉背景的人

想念家鄉的老友，在李叔同的譯筆下，寫的仍是離鄉背景的故事，但改寫孤獨無

依的遊子，感念父母恩，惟有夢裡，才能回家鄉，在夢中夢回襁褓時父母的照顧，

亦夢回臨行時向父母辭別的情景。李叔同此首譯詞應用了楚辭體的「兮」字，例

如「哀游子煢煢其無依兮，在天之涯。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時恍惚以魂馳。」

使得整首譯詞在原已偏文言的詞句中，更顯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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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研因 

《101 世界名歌集》裡並沒有寫出〈可愛的家〉的譯者，而此首歌曲實為吳研因

所譯配。〈可愛的家〉一曲運用了核心字詞翻譯的方法，原詞的主軸句子為「Home! 

Home! Sweet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鋪陳著離鄉背景的遊子對於家的

想念，說著雖然家是那樣地簡陋普通，但外面的世界縱有樂園和宮殿，卻沒有比

家更好的地方。在吳研因的譯詞中，主軸句子變為「可愛的家庭呀，我不能離開

你」，沒有了離鄉背景，沒有了人在異鄉對家鄉那種殷切的想望，改由因感受家

的美好、家人的情誼，而有了與家緊密相依、不能離開家的體悟。原詞共有五段，

譯詞僅有一段，原詞中的情境包括了遊子抬頭凝望著明月，彷彿見到母親站在低

矮茅屋前，仰望明月，想念著她離家的孩子，原詞中亦述及了外面的世界雖有新

樂園，有豪華壯麗的景致，但遊子只冀望著回到簡陋的家。這般原詞所描寫的領

受頗具層次，有種過盡千帆的深刻體認，而在吳研因的轉換之下，譯詞倒是抖落

了原詞心情上些許的沉重，留下了其中一些核心意象，再行改寫。例如吳研因將

外面的新樂園與簡陋家園相較的對比，在譯詞中稍微改寫，寫成「雖然沒有好花

園，春蘭秋桂常飄香，雖然沒有大廳堂，冬天溫暖夏天涼」，呈現出華麗與簡樸

房屋相較的對照，但此簡僕仍有舒適之處，不致陋鄙。譯詞亦將原詞中提到的母

親，擴及所有家人，寫為「姐妹兄弟很和氣，父母都慈祥」，也將原詞中出現的

「woodbine」的香氣，轉為由我們所熟悉的「春蘭秋桂」來飄香。整首譯詞純粹

描述家的可愛與甜蜜，不豪華，但舒適，讓人知足、滿足，離不開，也不想離開。  

（三）譯者未明 

1. 〈珍重再見〉 

〈珍重再見〉原詞訴說的是一對戀人的離情，說著「true love」，但譯詞將原詞所

說的愛情轉為友情，說著「親愛的朋友」、「你我間的友情」，在這樣的轉化之下，

大大地提升了這首世界名曲的傳唱頻率，讓它在每個畢業時節響起，讓當年的學

子憶起同窗離別時，就會有這首歌的樂音流瀉縈繞。這首歌的譯詞應用了核心字

詞翻譯，原詞「One fond embrace before I now depart, Until we meet again」兩行，

說的是離別時的擁抱，而若要能再次相擁，得等到再聚首之時，而譯詞為「從今

以後，再相見前，我們會感到心酸。」，留下了原詞中的「今」與「再相見」這

兩個時間點，捨棄了擁抱此一元素，以分離時的想念與心酸來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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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tree〉／〈菩提樹〉 

〈菩提樹〉這一首歌曲有運用到原詞添加評論的翻譯方法，譯者將原詞「The hat 

flew off my head, I didn't turn around.」兩句譯為「頭上的帽被吹落，不忍轉身回

看。」，增添了「不忍」二字的評論，讓傳達的情緒更為清楚。  

3. 〈信徒精兵歌〉 

〈信徒精兵歌〉中原詞「Christ, the royal Master, leads against the foe;」，譯詞寫為

「基督乃是君王, 領我攻敵往。」，句末之所以會增添「往」字，即是為了與段

落中其他韻腳同押「ㄤ」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