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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學翻譯研究探討譯文語言風格時，大多以主觀方式評析，如指出哪些
用語較正式、哪些用詞較不正式。
本研究主張語言正式度可以用較客觀的方法分析，因此從語言學角度出
發，以量性為主、質性為輔的方式，檢視三部英文小說的六本中譯本，即 David
Copperfield 的林漢達及思果譯本、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海觀及余光中譯
本、Slaughterhouse-Five 的洛夫及陳枻樵譯本。除了比較譯本正式度差距，亦探
討哪個譯本與原著的語體風格更為接近。
檢視中譯本時，引用馮勝利正式語體理論。馮勝利指出韻律輕重及長短是
區辨語體的關鍵。因此，本研究以 AntConc、MARKUS、CRIE、CKIP 等語料
庫工具統計文本的輕聲、功能詞、音節詞數量，並輔以質性分析綜合呈現譯
本的語言特色及語體風格。
英文原著部分，英文詞彙及句式對正式度影響甚鉅。本研究以
Readability.io 檢視原著平均字長、句長，並參照 Formality-score、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衡量文本整體正式度，兼以 Ferenčík 詳列的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特徵
進行細部質性分析。
研究最後得出：三本英文原著的正式度都偏低。David Copperfield 的林漢
達譯本正式度低、思果譯本正式度高，但因缺乏中英正式度級別參照，難以
推斷何者與原著風格更接近。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及 Slaughterhouse-Five
的中譯本，則是余光中及陳枻樵譯本的正式度高，海觀及洛夫譯本的正式度
低；後兩者與原著風格較為接近。
關鍵字：語言風格、語體、正式度、語料庫、韻律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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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ers tend to explore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words used in translation in a more subjective manner, in other words, by
selecting a few examples from the texts and indicating which terms are more formal
and which are more informal.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language formality can be discussed in a more objective
manner. Therefore, based on Feng Shengli’s theories of prosodic grammar and stylistic
registers, six Chinese translations rendered from three English novels, namely David
Copperfiel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Slaughterhouse-Five, are examined. These
translations are compared quantitatively, using corpus tools such as AntConc,
MARKUS, CRIE and CKIP, and supplemented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translations of David Copperfield are by Lin Honda and Si Guo;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re by Haiguan and Yu Guangzhong; and Slaughterhouse-Five are by Lo Fu and
Chen Yi-Chiao.
In addition, the formality levels between the translations and the originals are also
compared. To determine the formality levels of the three English originals, indicators
such as average word/sentence length, Formality-score and Flesch Kincaid Grade Level
are analyzed using the corpus tool Readability io. Textual analysis is also performed
based o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linguistic features detailed by Ferenčík.
The fin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formality levels of all three English novels are
low. Concerning the translations of David Copperfield, Lin’s translation is too informal,
while Si Guo’s translation is too formal, but it is difficult to infer whose style is closer
to the original. Regarding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Slaughterhouse-Five, Yu’s
and Chen’s translations are formal, while Haiguan’s and Lo Fu’s are less formal
and hence relatively closer to the originals.
Keywords: stylistic feature, register, formality, corpus, prosodic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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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閱讀翻譯文學時，經常會發現同一本著作的不同中譯本，有的讀來淺白，有
的讀來艱澀，有的口語通俗，有的書面正式。
風格向來是文學翻譯極為重視的議題，不過，儘管語言風格的相關翻譯研究
不少，多數研究在檢視或比較原著及譯本語言風格之後，會著重在討論文本風格
反映出的翻譯策略、譯者風格、時代及地域背景。少有研究會著眼於文本的用字
遣詞，探討這些語言特徵表現出什麼樣的氣氛與格調，或具有什麼樣的語體色彩，
例如，語言特點呈現出的語言風格是書面正式還是口語非正式。即使有，也大多
是舉出幾個例子，再憑藉研究者自身語感做出較主觀的論述。然而，用字遣詞呈
現出的風格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真的只能以主觀方式評價？
語言學是以科學方法研究語言的學科，而中譯寫作是中文寫作的一種。因此，
本研究試圖從中文語言學出發，找出區辨中文正式及非正式語體的語言特徵。在
查找相關語言書籍後，發現音韻學家馮勝利曾在多部著作中，指出漢語韻律與正
式／非正式語體息息相關，其論點似乎能夠協助研究者以較客觀的方式檢視、比
較語言正式度。
本研究因而引用馮勝利提出的正式／非正式語體理論及韻律觀點、歸納整理
中文正式語言及非正式語體的語言特徵及區辨原則，之後，進一步以語料庫工具
實際檢視中譯本及原著，並輔以質性文本分析。
在論文最後，本研究希望能回答兩個研究問題：第一，中譯本能否以中文語
言學的理論加以檢驗？第二，中譯本的語體風格能否以語料庫工具檢驗？

第二節 何謂語言風格
「風格」一詞是美學、文藝學、語言學、修辭學、文章學以及其他學科共同
使用的術語，其定義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張德明（1989，頁 16-20）在《語言
風格學》中指出「語言風格」的定義大致有四個主要論點：格調氣氛論1、綜合特

1

語言風格是語言運用中表現出的一種言語氣氛與格調。
1

點論2、表達手段論3、常規變體論4，並強調雖論點不同，其定義都離不開語言要
素和語言運用表達手段。
張德明（1989，頁 25）最後彙整各方說法，主張「風格」作為一般術語時，
指風貌、格調，是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作為「語言風格」時，則指語言體系本
身的特點和語言運用中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包括語言的民族風格、語體風格、
時代風格、流派風格、個人風格、地域風格、表現風格等。
所謂民族風格，指的是「某民族語言和其他民族語言相比較而產生的各種特
點的綜合表現。如漢語的音樂性和簡潔性」；語體風格，指的是「由於語言運用
的目的、場合等交際功能不同所產生的一系列特點和風格體系」；時代風格，指
的是「不同時代運用語言的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流派風格，指「不同流派的
文學作品在語言運用上共同特點綜合表現」；個人風格，指「作者個人運用語言
表達意中一系列特點的綜合表現」；地域風格，指「不同地區的作家作品由於運
用各地群眾語言表現地方特色所形成的一種共性風格」
（張德明，1989，頁 4-5）
。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為語言正式度，與交際的對象、目的、場合息息相關，例
如，與長輩或上司說話，會使用較為正式的語言；私下與朋友聚會聊天，會使用
較為口語通俗的語言。因此，屬於語體和語體風格的研究範疇。

第三節 文學翻譯的語言風格研究
在文學翻譯研究中，語言風格的研究大致可分為理論及實務取向。理論取向
關注風格可譯性，其中，針對語言風格詳加敘述的代表學者為劉宓慶（1999，頁
221-235）；他將風格標記分為「形式標記」與「非形式標記」兩類，主張「形式
標記」是由音系、語域、句法、詞語、章法、修辭等六項語言屬性標記組成，屬
於直觀性的基礎分析。「非形式標記」則包括表現法（作者的題材選擇、處理原
則和方法）、作品內在素質分析（作品的主題思想、感情）及接受者的視野融合，
屬非直觀的、觀念及情態的分析。
實務取向時常討論原著及譯本的語言風格近似度，並探討與譯者個人風格、
時代風格、地域風格等有何關連。以譯者個人語言風格為例，有研究深入探究譯
者翻譯特色（柯宗佑，2016；陳碩文，2012；董崇選，2013；趙若淇，2014），
有研究對比譯者翻譯及創作風格（林光揚，2008；鄧敏君，2014），也有研究比
較來自不同背景的譯者風格（李克莉、邵斌，2016；張孟仁，2015；楊艾潔，2014）
。

2
3
4

語言風格是語言運用中或言語實踐中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
語言風格是某種語言表達手段的體系。
語言風格是人們在運用語言中有意識地違反標準語常規的一種變異。
2

時代風格則有探討同一時代（賴慈芸，2010）及不同時代（黎子鵬，2011）的研
究。地域風格最常見的研究則是兩岸用語的比較（林靜宜，2006；彭臨桂，2009）
。
再則，亦有研究透過比較譯本與原著討論風格的可譯性，如張寶云（2010）
《翻譯風格之比較研究──以夏目漱石的《少爺》中譯本為例》藉劉宓慶的風格
標記理論檢視文本、分析譯文是否忠於原作風格。又如魏冬菊（2003）《淘氣的
尼古拉─風格分析與譯本比較》彙整翻譯理論的風格論述，再藉由對比原著及譯
本，討論風格翻譯的可能性。
然而，儘管比較文本時可能提及哪些字詞較口語、哪些字詞較正式，很少有
論文會從語言學角度出發，也就是從語體這個面向著手，分析到底哪些用字遣詞
具有較濃的口語非正式語體色彩，哪些又是書面正式語體的常見語彙。
奚喬君（2007）《《傲慢與偏見》中譯本主要人物對話評析》是少數從語體
面向著手的論文，比較了書面語、口語、小說對話（摹仿口語的書面語）的語言
特徵。但此論文對語言特徵的敘述非常簡單，如指出口頭語體「常用重音、語調
來強調說話者的感情和情緒，句子結構較為鬆散、簡短」。這樣的敘述充滿詮釋
空間，缺少實例，仍顯得有些主觀。
其他曾提及用語口語、書面或正式、非正式的論文，對語言特徵的討論更少，
大多僅是片面地舉出幾個例子，並仰賴語感主觀地做出評價。這類論文大概可分
成三類：語域 (register) 理論、口說文本（如劇本、話本）、兒童／青少年文學。
提及語域理論的研究大多採用 Halliday 的語域觀點，也就是透過分析文本的
語場 (field)、語式 (mode)、語旨 (tenor)5 來找出適合不同情境的語言，再從中
評價譯本及翻譯策略。然而，儘管語域常會討論到語言特徵，語域的研究主要是
「為了找出支配情境類型的變項，讓大家了解哪些情境要素會決定哪些語言特徵」
6

；焦點是「情境變項」。
因此，研究者習慣詳細地分析各種情境變項，但在評價用字遣詞及句型時就

沒有太多著墨，僅是主觀、零散地論述。例如陳繪茹（2013）《戲仿效果的翻譯
—以英國喜劇《脫線一籮筐》為例》，仔細檢視了劇中不同語場、語式、語旨下
的會話情境，也描述該語境應使用的口吻應該口語還是正式，但評析時，僅是零
星舉出數個例子，如頁 6 指出 hoax 翻成「玩笑、惡作劇」會比「欺騙」口語；
頁 45 指出「排便」較「大便」正式；頁 65 指出「歌唱」較「唱歌」正式等等。
又例如施行一（2016）《《冰與火之歌第三部：劍刃風暴》簡繁譯本比較研究》

「語場」涉及言談當下的內容和情境（如政治演講）；「語式」指語言傳遞媒介，可分為口語
及書面；「語旨」反映對話者的關係，可看出正式度。（整理引自 Hatim, B. & Mason, I. (2014, pp.
48-50) ）
6
What the theory of register does is to attempt to uncover the general principles which govern this
variation, so that we can begin to understand what situational factors determine what linguistic features
(Halliday, 1978,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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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分析了語場、語式、語旨，也舉例評論文中用字遣詞是否符合該情境會有的
語言特徵，但他的例子也類似陳繪茹，如頁 25 指出「嗝屁」比「凍死」較為口
語俚俗、頁 34 指出「為什麼」比「為啥」口語隨意、頁 44 列出一小段簡繁譯本
的譯文，直接做出「繁體版譯文用詞過於口語」的論述，而未細談其用字遣詞。
以口說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如劇本或話本，則時常在譯評時討論到譯
本是否足夠口語，並舉出一些口語化例子。如呂季青（2004）《慾望街車的中譯
與評析》一文中提到「口語化」是戲劇語言之一，並在頁 43 的文本討論中，指
出 victim 翻成「冤大頭」而非「犧牲者」，正是因為要符合口語化原則。又如許
恬寧（2008）的《話本文體英譯研究：以《三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為例》，
提及《三言》展現話本的口語敘事傳統，文本中充滿了俚語、成語、順口溜等口
語表達方式，並在頁 63 指出發語詞 well 能讓英譯文更接近口語敘事，在頁 45 指
出 allow me、I beg you、pray do so 等英文常見的句型及慣用語可增加口語程度。
只是，不管是「冤大頭」比「犧牲者」口語，還是 well、I beg you 較接近口語敘
事，都只是幾個單詞、片語的評析，且倚仗的並非語言學理論，而是研究者的主
觀語感，也因此顯得較為主觀而零碎。
至於兒童／青少年文學的相關研究，則是因為強調譯文要符合目標讀者的語
言能力及認知能力，會提及兒童及青少年族群的口語特色。如楊雅嵐（2013）
《《遜
咖日記》Diary of a Wimpy Kid 歸化與異化翻譯策略之譯評分析》，檢視《遜咖日
記》的中譯本在成語、口語、選字、遊戲名稱、節目名稱、書名、台式中文、文
字遊戲等八個層面的表現，並在文中舉出許多兒童及青少年的口語表達特色，如
常用誇飾詞（～斃了、超～）、疊字詞（臭便便、躲貓貓）及混、靠、瞎、遜等
動詞及形容詞。然而，儘管我們可以從中得知青少年文學的語體會有哪些特色，
如有許多誇飾詞、疊字詞，但由於此研究僅列出數個類別，每個類別也只有少數
舉例，難以窺見此類語體的全貌。
主觀的討論或許能讓我們知道一個一個單詞或句型的語言風格為何，但可能
會有疑義，且舉的例子不多，無法讓我們看到特定語體普遍的語言特點。分散式
討論固然能較仔細、深入剖析各情境適合的用字遣詞或句型，卻無法反映出整個
文本因譯者用字遣詞、行文方式不同所傳達出的整體風格。
因此，本研究希望從語言正式度切入，找出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的語言特點，
再進一步以較客觀的方法檢視譯本整體的語言風格樣貌。

4

第二章

理論基礎

此章節將介紹本研究採用的中、英文理論基礎。中文部分，首先概述中文語
言學界對語體的定義及分類，接著敘述本研究採用的正式／非正式語體理論。英
文部分，則先簡述西方正式度相關研究，之後列舉本研究採納的正式度指標及參
考之正式／非正式語言特徵。

第一節 中文：語體定義及分類
一、語體定義
在中文語言學領域，許多學者都曾對「語體」下過定義。張德明（1989）在
《語言風格學》彙整多位學者的定義，最後指出：
語體……是由於語言運用的交際功能不同所形成的風格體系，這個體系在語言材
料（要素）和修辭方式上有一系列的共同點，而在不同的體系之間則存在著一系
列的差異和對應規律。（張德明，1989，頁 141-144）

此定義幾乎將「語體」及「風格體系」劃上等號。但張德明之後，陸續有學
者強調「語體」不等於「語體風格」，認為兩者處於不同平面，前者是言語特點，
後者是呈現出的氣氛和格調（袁暉、李熙宗，2005，頁 5；黎運漢、盛永生，2009，
頁 12）。這些學者也針對語體提出他們各自的定義，例如：
語體……是適應不同交際領域的需要所形成的語言運用特點的體系。(袁暉、李
熙宗，2005，頁 3)

語體……是長期的語言使用過程中，因交際領域、交際方式、交際目的、交際對
象的不同而逐漸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的一系列語言使用特點的綜合體。
（黎運漢、
盛永生，2009，頁 12）

至於語體或語體特色究竟如何形成，許多學者也嘗試提出解釋：
語體形成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交際領域。語體形成的內部因素，主要是語言運用
所形成的特點體系。它包括了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兩部分。語言因素是指語體
中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構成的特點體系。非語言因素指語體中語言因素之外副語
5

言、體態語以及書面語中的圖畫、符號、表格、公式等。(袁暉、李熙宗，2005，
頁 15)

各種語體的不同特點和不同語體色彩，都會通過語音、詞彙、語法、修辭方式、
篇章結構等語言因素，以及一些伴隨語言的非語言因素具體表現出來。
（陳健榮、
李兆麟，2014，頁 227）

綜合上述學者的說法，可以發現雖然各家定義不同、解釋不同，但大多強調
語體的交際功能，並贊成「語體」是一系列語言特點綜合體，會通過語言因素（如
語音、詞彙、語法）及非語言因素（如圖畫、符號）表現出來。至於語體風格，
則是語言特點綜合呈現出的氣氛與格調，例如一系列正式語體中常見（帶正式色
彩）的詞彙、語法等，會綜合呈現出較正式的氛圍，同時拉高正式度。
二、語體分類
語體一般可分為「口語語體」及「書面語體」，底下又可各自再細分。但細
分方式不盡相同，如張德明（1989，頁 152）將口語語體細分為獨白體、對話體，
將書面語體細分成文藝語體、科技語體、政論語體、公文語體；陳健榮、李兆麟
（2014，頁 27）則將前者細分為談話語體、演講語體，將後者細分成法律語體、
科技語體、政論語體、文藝語體、新聞語體、網路語體等。
特別要注意的是：語體不同於文體，所以新聞語體不等同於新聞文體。前者
屬於語言學範疇，是語言所形成的言語特點體系，可存於書卷語及口語交際之中，
後者是文體學範疇，指文章體式或式樣，只存在書卷語交際之中（黎運漢、盛永
生，2009，頁 6）。兩者不應混淆。
不同語體會有不同的常見語音、詞彙及句法等，如「口語詞在文藝語體中的
運用頻率非常高」（袁暉、李熙宗，2005，頁 332），而不同語音、詞彙、句法
等，也會因為常見於某種語體，而帶有其語體色彩，並能展現特定風格，如帶有
口語色彩的口語詞「常作談話語體體和文學語體修辭手段…體現通俗，易懂，生
動的修辭風格特點」（黎運漢、盛永生，2009，頁 16）。
然而，除劃分為口語語體及書面語體，有學者特別強調語體的交際功能，主
張應依「交際的對象、場所和內容」（馮勝利，2010，頁 400-401）不同有「正
式」與「非正式」之別（馮勝利，2014，頁 10）。此觀點的代表學者是馮勝利。
馮勝利（2014，頁 10-12）認為語體是「用語言來表達或確定彼此關係和距
離的語言機制」，正式語體給人嚴肅感，起到拉遠距離的作用，非正式語體給人
親近平易的感受，能拉近距離。他（2010，頁 404）指出兩者關係相互對立，沒
有正式就沒有非正式；正式度是種等級概念，有程度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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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文：正式／非正式語體
馮勝利（2006，頁 1-7）將語體區分為正式語體及非正式語體，並指出漢語
的正式語體是近百年來發展出的一種新語體，由自身系統（以合偶詞及其語法為
主）和典雅語體（以嵌偶詞及古句型及其語法為主）組成7。合偶詞是古代沒有，
口語也不用，只在正式書面語體出現的詞彙，須與另一個雙音詞組成「雙＋雙」
韻律模式，如「無法學習」。嵌偶詞則源自漢語典雅體的文言單音詞，須與另一
單音詞組成「單＋單」的韻律格式，如「遍訪」，才能在現代漢語中合法使用。
談論正式／非正式語體時，馮勝利（2006，頁 3）特別強調「正式」與「非
正式」語體的對立以及「口語」與「書面語」的對立，其間關係是相互交叉，而
非嚴格對應；凡屬正式場合（不論口說或書面），都要使用「正式語體」。與「話」
的形式是書面或口語並無絕對關連。
在此特別一提的是：馮勝利會用「書面語」或「書面正式語體」指稱「正式
語體」；用「口語」、「俗常體」及「通俗體」等借指「非正式語體」。這是因
為馮勝利（2014，頁 11）直接將「書面語」定義為「寫下來的，還包括可以說的
正式語體」，將「口語」定義為「非正式的語體（包含寫下來的）」。本研究後
續以「口語」做評析時，採用的即是馮勝利的定義。
在正式／非正式語體風格的區分上，馮勝利強調「韻律」的重要。他（2009b，
頁 16-18）主張漢語的形態是隱形的，但隱形不代表沒有，反而是漢語語音，語
法和辭典的重要特徵，是漢語之所以為漢語的「經絡」。而韻律，正是一種漢語
獨特的「無形」語音標記。
馮勝利（2009b，頁 16-17）明言在正式／非正式語體的風格上，「韻律起著
決定性的作用」，並指出韻律的輕重及長短，都會形塑不同風格。
一、韻律的輕重
馮勝利主張，有輕聲成分的格式，一般是口語的韻律，音全調足的，一般是
正式或典雅體的韻律（2009b，頁 17）；凡是帶有（或趨向於）輕聲的，是口語
的形式，凡是表達正式語體色彩的，都沒有輕聲或不能輕讀（2006，頁 10）。換
言之，韻律較輕，則風格較為口語不正式，音全調足，則風格較為書面正式；文
本中的輕聲多寡，對語體風格有著關鍵影響。
語言學領域常將輕聲定義為「說的又快又模糊的調」
（葉德明，2005，頁 130）
，
分為「固定輕聲」及「非固定輕聲」。尤思怡等人（2011，頁 26）指出固定輕聲
是「音調固定為輕聲的詞」，如語助詞；非固定輕聲則是短句或句子中，為了使
詞彙意義更明顯，並使音調產生抑、揚、頓、挫等而產生的輕聲，如「是」及「沒
7

馮勝利將上百筆合偶詞、嵌偶詞、古句式彙整於《漢語書面用語初編》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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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有」。約定俗成的輕聲，不少語言學書籍均有著墨。如葉德明（2005，
頁 132-134）指出的輕聲有：
1.

語助尾：啊、啦、吧、嗎、呢…。

2.

名詞尾：子、頭、們、巴。

3.

指示代詞尾：這麼、那麼、怎麼、多麼、甚麼。

4.

動詞尾：了、著、得。

5.

形容詞尾／名詞的記號：的。

6.

副詞尾：地。

7.

方位詞尾：上、下、裏。

8.

名詞的重疊：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9.

動詞的重疊：聽聽、看看、說說、走走、試試、搖搖。

10. 老資格的詞／連綿詞：太陽、月亮、頭髮。玻璃、琵琶、葡萄……。
11. 通用得量詞「個」：一個、像個人、作個人情、來個紅燒魚。
12. 「一」與「不」夾在詞中間：算一算、想一想、等一等、有一天、去不去、
要不要、動不動、來不及、買不起、差不多、了不起。
13. 三音節中詞嵌的輕聲：雪裡紅、醜八怪、丈母娘、哈巴狗。
14. 四音節的常態： （AABB）第二音節輕聲，如大大方方、窩窩囊囊。
（ABAB）第二、四音節輕聲，如研究研究、計畫計畫。

又如魯允中（2001，頁 28-32）列出的常用輕聲有：
1.

結構助詞：的、地、得。

2.

比況助詞：似的、一樣。

3.

時態助詞：著、了、過、來著。

4.

語氣詞：（陳述語氣）的、了、吧、呢；（疑問語氣）嗎、吧、呢、啊；（祇
使語氣）吧、呢、了、啊；（感嘆語氣）啊、呀、哇、哪。

5.

疊音的親屬稱謂：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6.

常用的意義較虛的語素：我們、什麼、十來個、個把月、屋子、木頭。

7.

趨向動詞：（單音節）來、去、上、下；（雙音節）上來、上去、下來、下
去、進來、進去、出來、出去、過來、過去、回來、回去、起來。

8.

方位詞：（單音節）上、下、裏；（雙音節）上頭、上邊兒、上面兒、下頭、
下邊兒、下面兒、裏頭、裏邊兒、裏面兒、外頭、外邊兒、外面兒、前頭、
前邊兒、前面兒、後頭、後邊兒、後面兒、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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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疊的動詞或形容詞中間的「一」和「不」字：看一看、笑一笑、好不好、
同意不同意。

10. 單音節動詞的重疊形式：看看、算算。
11. 口語色彩強的四音節詞：糊裏糊塗、黑不溜秋，第二音節念輕聲。

由於輕聲的例子眾多且互有重疊，本研究將上述學者提及的常見固定輕聲彙
整於表 1、附上例子，並把《新編普通話教程》提及不讀輕聲的原則一併整理在
旁：
表 1
常見固定輕聲表
舉例
量詞8

助
詞9

個
結構助詞

的、地、得

時態助詞

著、了、過

語氣助詞

子、頭、們、巴

綴10

指示代詞11

麼

方位詞13

*時態助詞與「得、

啦、咯、了、嘍、哩、慌、啊、哇、著、罷了

名詞

趨向動詞12

*個個、整個

吧、罷、唄、嗎、麼、嘛、嚜、的、哪、呢、

後

來、去、上、下

複

上來、上去、下來、下去、進來、進去、出

合

來、出去、過來、過去、回來、回去、起來

單

上、下、裡（裏）

合

不」連用時，如，睡
得著、來不了
*實際意思，如男子

單

複

不讀輕聲

*前、後、內、外

上頭、上邊、上面、下頭、下邊、下面、裡
頭、裡邊、裡面、外頭、外邊、外面、前頭、
前邊、前面、後頭、後邊、後面、底下

表示事物或動作的單位詞。表事物單位的稱「物量詞」（個、塊）。表動作單位的稱「動量詞」
（次、回）。（引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簡稱「教育部辭典」）
9
附在詞、詞組或句子上，表某種附加意義，包括結構助詞（的、得）、時態助詞（了、著）和
語氣助詞（嗎、吧）。「結構助詞」表句子的結構關係；「時態助詞」表動作或變化的狀態，又
稱「體態助詞」、「動態助詞」。「語氣助詞」表某種語氣或停頓，又稱「語助」或「語助詞」。
（教育部辭典；劉蘭英、孫全洲，1998；楊素英、黃月圓、孫德金，1999）
10
詞綴為附加在詞根上的構詞成分，詞義虛化，有前綴、中綴、後綴三種。（教育部辭典）
11
代替所指事物的詞。分近指（這、此）、遠指（那、彼）兩種。（教育部辭典）
12
放在動詞或形容詞當作補語，表動作的趨向，通常讀作輕聲。（劉蘭英、孫全洲，1998）
13
表示方向或位置的名詞。（教育部辭典）
8

9

雙

名詞重疊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形容詞、副詞重疊
*表時間、數量、範

音

動詞重疊

三

詞嵌

一

看一看、想一想、等一等、笑一笑

音

14

不

好不好、要不要、來不及、差不多

四

AABB 型

大大方方、窩窩囊囊

音

ABAB 型

研究研究、計畫計畫

聽聽、看看、說說、走走

圍，如，家家戶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葉德明（2005，頁 132-134）、魯允中（2001，頁 2832）、肖正芳（2012，頁 21-23）
除了指出輕聲對文本正式度的影響，馮勝利（2009b，頁 21）也以功能詞為
例，提及功能詞一般不攜帶重音：
1.

句法功能詞
(1)

體態助詞：了、過、著

(2)

助動詞15：能、可、將、要、想

(3)

否定副詞16：張三不知道他；語氣副詞：他可不知道

(4)

結構助詞：的、地、得

(5)

介詞17：向、在、從、跟、到、比、給、象、把、叫、讓、拿、替、被

(6)

語氣詞：呀、嗎、啦、哇、吧

(7)

量詞：三個人、四張紙、五把椅子、六條煙

(8)

方位詞：房上、左邊、裡頭

2.

構詞功能詞：老師、椅子、石頭、阿姨

3.

詞彙功能詞：（代詞）18：他、他們、你；（數量）19：幾、些、三兩個

綜上所述，韻律輕重會影響語言正式度。輕聲及不帶重音的功能詞，會讓文
本顯得口語非正式。音全調足者，則會讓文本帶有書面正式的語體色彩。

「一、不」夾在重疊的動詞、形容詞或夾在詞中間。（魯允中，2001；葉德明，2005）
文法中的一種輔助動詞。表示可能、必要等的特殊動詞。（教育部辭典）
16
副詞是對動詞、形容詞起修飾、限制或補充作用的一類詞，可劃分為時間副詞（正在、剛
剛）、頻率副詞（偶爾、間或）、程度副詞（很、更）、範圍副詞（都、總）、情狀副詞（竭
力、斷然）、肯定否定副詞（必定、沒有）、語氣副詞（竟、果然）。
17
用於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組前，合起來表方向、對象、時間、處所等的虛詞。（教育部辭典）
18
代詞能替代名詞、動詞、形容詞以及數詞、量詞、副詞等。（教育部辭典）
19
「數詞」表示數目的文詞。（教育部辭典）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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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律的長短
不只韻律輕重會影響正式度，韻律長短亦與正式／非正式語體有密切關連。
單／雙音節的部分，馮勝利（2006，頁 9）談到語氣正式則音長語重，且「單音
輕，雙音重」，因此「雙音節的形式自然就被用來表達正式莊重的語氣」；「雖
然雙音節的詞彙不限於書面語，但是書面語的詞彙一般都是雙音節」。換言之，
若文本含有大量二字詞，其正式度很可能也會較高。這是大原則。
細節部分，單音的嵌偶詞及雙音的合偶詞是正式語體詞彙。前者源自文言單
音詞，須與另一單音詞組成「單＋單」的韻律格式；後者是古代沒有，口語也不
用，只在正式書面語體出現的詞彙，須與另一個雙音詞組成「雙＋雙」韻律模式。
除嵌偶詞及合偶詞，「1+2」動賓結構及四字格亦帶有不同語體色彩。馮勝
利提及「1+2」動賓結構是一個單音節動詞加上一個賓語二字詞，例如，寫作業，
一般具口語色彩（2009b，頁 17）
。四字格是有標準組合方式及重音分布規則（2009a，
頁 54）的獨立語言單位，一般分典雅律 [0213] 及俗諧律 [2013]，前者如狐假虎
威，後者如劈裏啪啦20（2009b，頁 10）。典雅律很可能是自古以來固定的一種
「複合韻律詞」重音形式──歷史悠久，古樸典雅，多用於正式場合（2009a，
頁 58）
；成語一般用此重音格式（2009a，頁 74）
。俗諧律的組成則是[[ _ A][ _B]]。
A、B 為實詞，_為襯字或音綴，[ _ A] 跟 [ _ B] 都不成詞。如「七上八下」是
「上下」拆開形成 [[ _上][ _下]]，「七、八」只有「填充」或性質。只有一般口
語形式的（或打趣、擬聲）四字格，才適用此重音結構（2009a，頁 74）。
本研究根據馮勝利理論，將韻律輕重及長短與正式度的關係彙整於表 2：
表 2
韻律輕重及長短與正式度關係
韻律
輕
重

長
短

輕

非正式

正式

輕聲（助詞、疊字、詞嵌…）
功能詞（介詞、代詞、數詞…）

重

音全調足

大
原

單音

人、偷

雙音

人民、偷竊

則

單

N/A

單

嵌偶詞（不宜、遍訪）

其

雙

N/A

雙

合偶詞（禁止說話）

他

三

「1+2」動賓結構

三

N/A

細

四

俗偕律（襯字、音綴）

四

典雅律（成語）

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馮勝利（2006、2009a、2009b）

20

數字大小代表輕重度，細節可參見馮勝利《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2009a，頁 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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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一提的是：嵌偶詞雖是單音詞彙，但有嚴格韻律格式規定，且詞性及含
意都有限制，出現頻率不高，不會動搖「單音輕、雙音重」的大原則。

第三節 英文：正式度研究
在 西 方 語言 學研 究 中 ， 正 式 度屬 於語 言 風格 變 體 (stylistic variation of
language) 的研究範疇。Li、Cheng 與 Graesser (2015) 曾彙整前人研究，指出：
最初的語言風格變體研究是為了找出單一或不同講者／作者在不同交際場合的
語言風格。正式或非正式的語言，謹慎（正式）或隨和（非正式）的言談，都可
以透過多重交際層面下的詞彙選擇、語法結構、語義及語用意義不同加以辨別21。
(Li, Cheng & Graesser, 2015, p.175)

由上述說明可知，中西方語言學界討論正式度時都強調交際場合，並指出「正
式語言」及「非正式語言」擁有的詞彙及語法不盡相同。由於詞彙及語法是區辨
兩者關鍵，正式度指標經常檢視文本中的詞彙及語法。如 Li 等人 (2015) 提到：
早前在計算正式度時，大多檢視單字 (word level) 或詞彙層面 (lexical level)。如
Fang 與 Cao (2009) 主張形容詞密度能預估不同文類的正式度，而另一個頗受歡
迎的正式度測量指標 F-score (formality score) 則主張正式度與名詞、形容詞、冠
詞、介系詞的出現頻率成正比，與代名詞、副詞、動詞、感嘆詞的出現頻率成反
比，故而檢視不同的語法詞類 (syntactic word categories)。F-score 成功為英文及
其他歐洲語言設計出考量到句法層面 (syntactic level)…的正式度指標 22 。(Li,
Cheng & Graesser, 2015, p.176)

21

Stylistic variation of language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to identify the distinctive language style among
different speakers/writers or within a single speaker/writer in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Bell 1984; Hymes
1974; Labov 1973). Formal vs. informal language, or careful (formal) vs. casual (informal) speech
(Graesser et al. 2014; Heylighen and Dewaele 2002),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both linguistic features
such as choices of words, syntactic structures, semantic and pragmatic meanings at the multi-textual
levels of discourse (Biber 1988; Carroll 1966; Graesser et al. 2014; Graesser, McNamara, and
Kulikowich, 2011; Sardinha and Pinto 2014).
22
The previous computational measures of formality were primarily at the word level (Fang and Cao
2009; Heylighen and Dewaele 2002) or lexical level (Brooke and Hirst 2014; Hovy 1990; Peterson,
Hohensee and Xia 2011). For example, Fang and Cao (2009) proposed that an adjective density (the ratio
of frequency of adjectives to word tokens) would predict formality of text categories. Another popular
measure of formality, F-score (formality-score), is sensitive to syntactic word categories (Heylighen and
Dewaele 2002). Formality increases when there is a high relative frequency of nouns, adjectives, articles
and prepositions, but a low frequency of pronouns, adverbs, verbs and interjections. The F-score measure
has successfully accounted for the human construct of formality at the sentence level (Lahiri, Mitra, and
Lu 2011) …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12

由上文可知，文本中各語法詞類的含量會對正式度產生影響，因此，詞類常
被用作正式度的計算指標。
但除了詞類分析，單字及句子長短對正式度也有影響。例如，正式詞彙通常
音節較多，非正式詞彙音節較少；正式的句型複雜，非正式的句型簡單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ch & Deuchar, 1982; Swan, 2005)。此外，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是以「字長、句長」作為計算公式的可讀性指標。研究指出，
「正式度」與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高度相關且關係成正比23 (Graesser, 2014,
pp. 219-220)，由此可見「正式度」與「字長、句長」關係之密切。

第四節 英文：正式度指標及正式／非正式語言特徵
本研究主要採用兩種正式度計算指標來衡量英文原著的整體正式度。第一種
是檢視「語法詞類」的 F-score，第二種則是檢視「字長、句長」並與正式度成高
度正相關的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至於細部文本分析的參考，則以 Ferenčík
(2004) 在 A Survey of English Stylistics 所詳列之正式／非正式語言特徵作為依據。
一、正式度指標 F-score
Heylighen 與 Dewaele 於 1999 年設計出正式度指標 F-score，其公式為 F =
(noun frequency + adjective freq. + preposition freq. + article freq. – pronoun freq. –
verb freq. – adverb freq. – interjection freq. + 100)/224。Heylighen 與 Dewaele 將此
公式套用至荷蘭文、法文、義大利文及英文的語料，結果顯示 F-score 能適當區
分出不同文類的正式度高低。
檢視英文語料時，Heylighen 與 Dewaele 將 F-score 套用至 Hudson (1994) 提
供的英文語料數據。由於該數據缺乏部分語法詞類，因此 Heylighen 與 Dewaele
改採簡化版 F-score，不計冠詞 (article) 及感嘆詞 (interjection)，最後得出表 3 的
結果。其中，書面語料共有三項，分別為書面寫作 (Writing)、想像力寫作
(Imaginative Writing) 及信息類寫作 (Informational Writing)。書面寫作是指所有
書面語料，包括想像力寫作及訊息類寫作。想像力寫作是文學、創作或虛構式寫
作，訊息類寫作則是非文學的類別，包括科學、國際事務、商業貿易、藝術等25。

23

Formal language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with grade level and with informational over narrative
text...There was a high (r=.721)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rmality score and FK grade level.
24
名詞(noun)、形容詞(adjective)、介系詞(preposition)、冠詞(article)、代名詞(pronoun)、動詞
(verb)、副詞(adverb)、感嘆詞(interjection)、頻率(frequency/ freq)。
25
想像力寫作及訊息類寫作的分類，引自 BNC “Reference Guide for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XML Edition)”（http://www.natcorp.ox.ac.uk/docs/URG.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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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英文文本的 F-score（簡化版）

資料來源：Heylighen & Dewaele (1999, npn)
從表 3 可以得知，書面寫作的 F-score 為 58、想像力寫作的 F-score 為 47、
信息類寫作的 F-score 則為 61。此結果符合 Haiying Li (2015) 等人指出的：文件
越偏訊息類，正式度越高；越偏敘述類，正式度越低26；文學作品屬於想像力寫
作，當中包含許多對話和敘述，所以正式度較低；訊息類寫作含有大量資訊，所
以正式度較高。
由於本研究討論的是原著使用的英文反映出的整體語言正式度，也就是語體
風格，因此將標準訂在所有書面語料得出的 F-score=5827。F-score 值≧58，較正
式的寫作；F-score 值≦58，較不正式的寫作。
二、可讀性指標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可讀性指標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Kincaid et al, 1975) 是 Kincaid 及其
團隊將可讀性公式 Flesch Reading Ease Formula (Flesch, 1948) 轉換而來，可用來
計算與文本難度相對應之美國年級程度。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簡稱 F-K Grade Level）及 Flesch Reading Ease
Formula（簡稱 Flesch 適讀分數）均是藉由計算句平均詞數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ASL) 及字平均音節數 (Average number of Syllables per Word, ASW) 來
檢視文本可讀性。F-K Grade Level 的公式為 FK= (0.39*ASL)+(11.8*ASW)-15.59；
Flesch 適讀分數的公式則是 RE = 206.835 – (1.015 x ASL) – (84.6 x ASW)。
26

Formal language increases with grade level and with informational texts, but decreases with
narrative texts (Li et al, 2015, p.176)
27
若將標準訂在想像力寫作得出的 F-score=47，會變成在討論這本英文小說與其他英文想像力
寫作相比，何者正式度高、何者正式度低。這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因此不以 F-score = 47 作
為標準。
14

F-K Grade Level 的優點在於其年級數是依據美國年級程度。換言之，套用此
公式計算出的數值可直接對應到美國年級程度，如得出數值為 6，文本難度等同
於六年級生的閱讀平均難度。Flesch 適讀分數則需要與對照表（表 4）相互參照，
分數範圍介於 0-100，文本越難，數值越高。
由於 Flesch 適讀分數是計算分數後去對應閱讀級別，而 F-K Score-Level 則
是從美國年級數直接轉換而來的公式，其數值，也就是年級數，會稍微有些出入，
因此，本研究將以 F-K Grade Level 公式計算出的數值一併整理在表 428。
表 4
Flesch 適讀分數參照表
Flesch 適讀分數
風格

F-K Grade

ASL

ASW

適讀分數

閱讀年級

Level

8 以下

1.23

90-100

5

≧2.044

容易

11

1.31

80-90

6

4.158

稍容易

14

1.39

70-80

7

6.272

標準

17

1.47

60-70

8-9

8.386

稍困難

21

1.55

50-60

10-12（高中）

10.89

困難

25

1.67

30-50

13-16（大學）

13.866

29 以上

1.92

0-30

大學或研究所

≦18.376

非常容易

非常困難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Flesch (1949, p.149)
其中，標準文件的 Flesch 適讀分數為 60-70 分，句平均詞數為 17，字平均
音節約 1.47，換算成 F-K Grade Level 為 8.4，與 Flesch 的 8-9 年級並不衝突。
由於 F-K Grade Level 與正式度成高度正相關，因此，本研究以 F-K Grade
Level = 8.4 作為基準；較正式的寫作，其分數≧8.4；較不正式的寫作，其分數
≦8.4。又因正式度與字長、句長關係密切，本研究同時也檢視句平均詞數（ASL）
及字平均音節數（ASW）。句平均詞數≧17、字平均音節數≧1.47，風格偏正式；
句平均詞數≦17、字平均音節數≦1.47，風格偏不正式。

整理引自 Ruth Colmer “The Flesch Reading Ease and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https://readable.io/content/the-flesch-reading-ease-and-flesch-kincaid-grade-level/）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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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式／非正式語言特徵
一般而言，正式詞彙音節多、句型較複雜；非正式詞彙音節少，句型較簡單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ch & Deuchar, 1982; Swan, 2005)。更詳細的語言
特徵，可參見 Ferenčík (2004) A Survey of English Stylistic。本研究將 Ferenčík 所
列之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特徵彙整於表 5、表 6，並補上例子說明29：
表 5
正式詞彙及句型
語言特徵

例子

列舉或補充的副詞

first(ly), to begin with

正

拉丁文縮寫

iz, eg, ie

式

第一人稱代名詞 we 取代 I。

We have demonstrated …

詞

以 one 作為代名詞

One can imagine…

彙

despite、notwithstanding 表對比

…despite the weather.

情態動詞 may 表允許或邀請

May I help you?

分詞構句 (participial)

Not knowing what to do,…

無動詞子句 (verbless clauses)

I considered Tom a good student.

正

it 分裂句 (it cleft sentences)

It was my sister who left the room.

式

不定數量詞後接單數

None of them has arrived.

句

慣用虛擬語態 (formulaic subjunctive)

Be that as it may.

型

倒裝句

Away went the car.

／

未來進行式表「理所當然」的未來式

When will you be coming again?

文

慣用的請求語 (formulaic requests)

I would be grateful if...

法

it 被動或 it 引介，表客觀風格

It is believed that…

詳盡解釋的拒絕 (elaborate refusals)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試探時，過去式代替現在式表試探

Did you want to go?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Ferenčík (2004, chap. 4, npn)

例句參考自 Cambridge Dictionary（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Swan (2005)、
ThoughtCo（http://www.about.com/educatio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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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非正式詞彙及句型
語言特徵

例子

不定代名詞

They say …

動詞片語 (phrasal verbs)

bring in; go around

非

問候語 (greetings)

hello, hi

正

各

呼告語 (vocatives)

my dear, sir

式

種

感嘆詞 (interjections)

oops, ouch

詞

插

語篇標記 (discourse markers)

anyway, you know

彙

入

誘答詞 (response elicitors)

You know who he is, right?

語

猶豫詞 (hesitators)

mmm, well

咒罵詞 (expletives)

damn it

無連接詞的對等子句 (asyndetic coordination)
非

並列句型 (juxtaposition)

正

插入結構 (parenthetical structures)

式
句
型
／
文
法

“He was a bag of bones, a floppy
doll, a broken stick, a maniac.” 30
“Watchmen at lonely railroad ...
Ticket-sellers in the subway…”31
The turkey, after moments of
deliberation, ate the bug.

助動詞的縮略 (contraction)

I’m, didn’t, hasn’t

do 強調情緒

I do like your story!

介系詞放句尾

Which country did he live in?

不定數量詞後接複數

None of them have arrived.

名詞子句省去 that

We think (that) it’s possible.

get 被動句型 (get passive)

My uncle finally got promoted.

省略 (ellipsis)

(Have you) Seen my wallet?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Ferenčík (2004, chap. 4, npn)
綜合看來，正式及非正式語言大致上的區別是：正式語言的詞彙音節數較多、
句型較複雜（如分裂句、倒裝句、分詞構句）、敘述較客氣（如表示請求的 I would
be grateful if…）、邏輯較完備（如在轉折處補上 firstly, to begin with），也會在
轉折處補上 firstly, to begin with 等表列舉的副詞；非正式語言的音節數較少，句
構較簡單（如簡單句）、敘述較簡省（如省略 that、縮略）、邏輯較不緊密（如
零碎的插入語、插入結構，或在字、詞、子句及句子間省略連接詞）。

30
31

Jack Kerouac (1957) “On the Road”
H. L. Mencken (1949) “Di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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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以量性分析為主，質性分析為輔，主要分析對象為中譯
本，亦會比較中譯本與原著的正式度差距。此章節中，首先會介紹中譯本及原
著的量性分析統計工具及方法，接著說明質性分析方式，最後簡介欲探討的研
究文本。

第一節 量性分析
一、中文文本的統計工具
本研究檢視中文文本時，使用工具包括 AntConc、MARKUS、文本可讀性指
標自動化系統 (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CRIE)、中文斷詞系統 (CKIP)、
Excel、LL 率計算器。工具書則包括《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教育部
成語典》、《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的內容與說明（修訂版）》、《漢語書面用
語初編》。
AntConc32是英國學者 Laurence Anthony 研發的語料庫檢索軟體，可以用來
統計詞頻、檢索搭配詞及語料。本研究利用此工具統計詞數、二字詞數、輕聲細
項、功能詞等。
MARKUS33是一半自動標記平台，在歐洲研究院協助下，由 Ho, Hou Ieong
Brent 與 Hilde De Weerdt 共同開發，能提供關鍵字標記及統計的功能，支援較無
資訊背景的研究人員快速進行文本標記。本研究使用此工具統計詞嵌一、詞嵌不
等數據。
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系統34 (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CRIE) 是
由宋曜廷帶領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可讀性團隊共同開發，能分析多種可讀性指標。
本研究使用此工具進行分詞，並協助統計如字數等指標。
中文斷詞系統35 (CKIP) 是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提供的斷詞系統，可進行中
文自動化分詞並自動標記詞類，本研究利用其線上系統標記詞類，協助計算介詞、
語氣詞、量詞、方位詞、代詞、數詞、否定副詞數等。

可至 http://www.laurenceanthony.net/software.html 下載。
可至 http://dh.chinese-empires.eu/markus/beta/使用。
34
可至 http://www.chinesereadability.net/CRIE/?LANG=CHT 使用，團隊成員包括宋曜廷（計畫
主持人）、許福元、張道行、洪嘉馡、林淑晏等人。
35
可至 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使用。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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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率計算器36由北京外國語大學許家金 (Xu Jiajin) 教授研制開發，可用來
檢視「對數偶然性」（Log Likelihood，簡稱 LL 值），計算出特定詞在兩個語料
庫中出現的頻率差異及顯著性。數值越大（不論正負），頻率差異也越大37。本
研究利用此工具找出兩譯本達顯著差異（LL 值≧6.6，p＜0.01）的數據。
二、中文文本的統計方法
統計的第一步是將文本電子化，並將純文字檔上傳至 CRIE 系統進行分詞
（圖 1）。此系統分詞快，操作簡單，且正確率亦相當不錯。不過，由於分詞並
非百分百正確，故參考《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的內容與說明（修訂版）》所列
之分詞原則整理文本。整理好後進行統計。各項統計指標如表 7：

圖 1 文本數入 CRIE 系統進行分詞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CRIE 系統
表 7
統計指標及使用的語料庫工具
指標

語料庫工具

基本

總字數

CRIE

資訊

總詞數

AntConc

N/A

總數
輕
韻律
輕重

聲

功

詞

37

AntConc

方位詞、疊字詞
詞嵌一、不

能

36

AntConc
量詞、助詞、後綴、趨向動詞、

細項

非正式

MARKUS

總數
細項

正式色彩

CRIE
非正式

介詞、語氣詞、量詞、方位詞、
代詞、數詞、否定副詞

CKIP

可於 http://www.bfsu-corpus.org/static/BFSUTools/BFSULL.xls 下載使用。
LL 值≧6.6，p＜0.01。LL 值≧10.8，p＜0.001。LL 值≧15.1，p＜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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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態助詞、助動詞、語氣副詞、
結構助詞、構詞功能詞
單

韻律
長短

雙
三
四

AntConc

總數

非正式

嵌偶詞

正式
AntConc

總數
合偶詞

正式
正式

「1+2」動賓結構

N/A

成語（典雅律）

非正式
正式

AntConc

口語四字格（俗偕律）

非正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一）基本資訊
總字數方面，使用「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系統」（CRIE）分析「字數」這
項指標（圖 2）；總詞數方面，將整理過後的文本輸入 AntConc，並使用 Word
List 統計詞頻及詞數（圖 3）。

圖 2 以 CRIE 系統計算文本字數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CRIE 系統

圖 3 以 Word List 統計詞頻及詞數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AntConc 系統
（二）韻律輕重：輕聲
在韻律輕重的部分，本研究欲統計的指標包括輕聲總數及表 1 所列之各固定
輕聲細項。統計時，先檢視輕聲細項，之後才計算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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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輕聲的各細項依統計方法可大致分作三類：獨立分詞單位、非獨立分詞
單位、輕聲變調。
「獨立分詞單位」的輕聲，是指分詞過後單獨存在，且依輕聲規則讀作輕聲
的詞，如量詞「個」、結構助詞「的、地、得」、時態助詞「著、了、過」、語
氣助詞等。統計時，先將欲統計的文本輸入 AntConc，接著利用 Concordance 檢
索欲統計的詞，統計總數並檢視上下文進行確認（圖 4，以「個」為例）。

圖 4「獨立分詞單位」的輕聲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AntConc
「非獨立分詞單位」是指唸做輕聲，但分詞後不獨立存在，會與其他詞素合
併成詞的詞素，如名詞後綴、指示詞後綴等。統計時，首先將文本輸入 AntConc，
利用 Word List 統計詞頻，並將結果複製到 Excel。接著，利用 Excel 篩選功能挑
出欲檢視的詞素。如在篩選欄位輸入「子」，就能篩選出所有含「子」的字詞。
最後，標記出當中唸做輕聲的詞，統計其數量（如圖 5，以後綴「子」為例）。

圖 5「非獨立分詞單位」的輕聲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AntConc、Excel
「輕聲變調」是指因「輕聲或變調規則」而讀作輕聲的詞或短語，如疊字詞
及詞嵌「一、不」。檢索疊字詞時，首先利用 Excel 內建公式38將各音節獨立成
欄，設定條件39，標出符合「第一個字與第二個字相同」及「第一個字與第三個
字相同」等條件的字詞，藉此找出所需之疊字詞進行分類與統計（如圖 6，以 AA
型疊字詞為例）。

38
39

使用公式：=MID(text, start_num, num_chars)
使用公式：=IF(logical_text, [value_if_true], [value_if_false])。e.g. =IF(D2=E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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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動詞
圖 6 輕聲疊字詞的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Excel
詞嵌「一、不」因為分詞後不會歸在「三音節」字詞，所以改利用 MARKUS
工具。MARKUS「關鍵字標記」的「關鍵字小幫手」可顯示「欲分析關鍵字」的
前綴及後綴（字數可自由設定）；「載入關鍵字」的功能，可標記指定之關鍵詞，
並統計總數。檢索詞嵌「一、不」時，先輸入未分詞的文本，點選關鍵詞小幫手、
設定搜尋條件，點按「開始分析」得出搜尋結果（如圖 7，以詞嵌「不」為例）。

圖 7 利用「關鍵詞小幫手」統計詞嵌一、不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MARKUS
之後，將統計結果複製到 Excel 進行篩選，找出符合輕聲變調的詞，再回到
MARKUS，點選「載入關鍵字」，輸入經篩選的詞。系統除了會在「標記總覽」
統計數量外，亦會在文本中做出醒目標記，供研究者做最後確認（如圖 8，以詞
嵌「不」為例）

圖 8 利用「載入關鍵字」統計詞嵌一、不的數量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MAR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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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檢視與查找，統計時，一邊將得出的輕聲數據彙整至 Excel（圖 9）。

圖 9 固定輕聲統計總表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Excel
統計完各輕聲細項後，則計算文本所含之輕聲總量。輕聲分作固定輕聲及非
固定輕聲，上述僅統計固定輕聲，但非固定輕聲的數量亦不在少數，因此，本研
究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所收錄的輕聲詞做參考，找出文本中讀作輕
聲又收錄在字典的詞（這些詞包括固定輕聲及非固定輕聲）。之後，再與本研究
自行統計的固定輕聲數據及結果相互參照，做一些數據修正。
非固定輕聲總數的計算方法，首先是下載《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
Excel 檔案，利用 Excel 內建篩選功能，篩選出讀音唸做輕聲的詞，整理成一輕
聲總表。接著，把 Word List 統計出的詞頻複製到 Excel。最後，利用 Excel 格式
化功能，格式化「重複的詞」（圖 10），即可標記出文本中所有讀作輕聲的詞，
不管是固定輕聲還是非固定輕聲，都會一起被標記出來。

圖 10 利用 Excel 格式化「重複的值」篩選輕聲詞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Excel
得出文本的輕聲詞總數之後，為增加數字精確度，會做兩項調整。第一，扣
除當中的單音固定輕聲數據，以先前統計固定輕聲時的數據為準。第二，補上先
前統計過，因輕聲規則讀作輕聲，但字典未收錄的輕聲。
進行第一項調整，是因為許多單音固定輕聲的詞，不一定只有輕聲的讀音，
例如，「地」當作副詞時讀作輕聲，如「慢慢地」，但當作名詞是就不讀輕聲，
如「此地」。又例如，「得」當作時態助詞時讀作輕聲，如「跑得快」，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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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表「應該、必須」時，不讀輕聲，如「我得去工作了」。這些單音輕聲在先
前統計時有確認過讀音，數據會更精確，因此，以先前統計得來的數據為準。
進行第二項調整，是因為字典也有侷限，未能盡收依輕聲規則而唸做輕聲者。
例如，趨向動詞的部分，字典收錄「閉上、配上」，將讀音標為輕聲，但「爬上、
撞上、患上」等卻沒有收錄。因此，詞嵌「一、不」、方位詞、趨向動詞、疊字
等依輕聲規則唸做輕聲，字典經常未收錄者，以人工方式補上。
（三）韻律輕重：功能詞（虛詞）
功能詞部分，統計總數及馮勝利（2009b，頁 21）所列之功能詞。總數是統
計完各項功能詞類後將數字加總。其中，構詞功能詞（詞綴）因為與其他詞素合
併後，可能會是虛詞（裏頭），也可能會是實詞（房子），故不計入功能詞總數。
統計各項功能詞時，先將各功能詞分作兩類。一是可以使用 CKIP 系統的詞
類標記功能的詞類，包括介詞、語氣詞、量詞、方位詞、代詞、數詞、否定副詞，
二是無法以上述工具協助統計的詞類，包括體態助詞、助動詞、語氣副詞、結構
助詞、構詞功能詞。
能以 CKIP 統計的詞類又細分兩種，一是該詞類有對應之詞類標記，二是沒
有的。有對應詞類標記的詞類，包括介詞（代號 P）、語氣詞（代號 T）、量詞
（代號 Nf）、方位詞（代號 Ng、Ncd40）、代詞（代號 Nh）、數詞（代號 Neu），
統計時，先將文本輸入 CKIP 系統進行詞類自動化標記，再將標有詞類的文本整
理成純文字檔、匯入 AntConc，以 Clusters/N-Grams 統計詞頻（圖 11，以「介詞」
為例）
，最後將數據整理到 Excel 並做確認。無直接對應詞類標記則有否定副詞，
統計時，首先檢索副詞（代號 D、DK），再將得出的詞頻複製到 Excel，找出其
中的否定副詞，並計算其數量41。

圖 11 利用 CKIP 系統標記詞類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CKIP 系統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的內容與說明（修訂版）》（詞庫小組，1998）指出 Ng 原指稱方
位詞，後正名為後置詞。其中，若一個詞的作用是表方位的後置詞，給予 Ncd，非表方位則給
Ng。故統計時同時計入 Ncd 及 Ng 的詞項。
41
輕聲部分已計算的量詞「個」、方位詞「上、下、裡（裏）」不重複計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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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以 CKIP 協助統計的詞類，有部分詞類已在輕聲細項統計過，包括體態
助詞、結構助詞等，無須重複計算。尚未統計的有助動詞、語氣副詞、部分構詞
功能詞，這些詞的統計方法，與固定輕聲細項類似，也就是利用 AntConc 的
Concordance 功能檢索欲統計的詞。
助動詞的部分，檢索馮勝利（2009b，頁 21）列舉之助動詞「能、可、將、
要、想」；語氣副詞的部分，檢索齊春紅（2008，頁 42-43）彙整各學者主張後
所歸納出的 41 項典型語氣副詞，包括，必定、本來、大概…等；構詞功能詞，
則統計呂叔湘（1979，頁 48）指出的漢語道地詞綴，包括前綴「阿、第、初、老、
小」，後綴「子、兒、頭、巴、者、們、然」，中綴「得、不」（如，看得出）。
（四）韻律長短
本論文欲統計的韻律長短指標，包含單、雙音節詞數、嵌偶詞、合偶詞、
「1+2」
動賓結構、成語（典雅律）、口語四字格（俗偕律）。統計單、雙音節詞時，首
先把 Word List 統計出的詞頻，複製到 Excel，利用 Excel 公式42標好音節，再以
篩選功能選出音節數為「1」、「2」的字詞，最後統計其數量（如圖 12）。

圖 12 雙音詞的統計方法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Excel
嵌偶詞及合偶詞的部分，由於嵌偶詞及合偶詞分別需組成「單＋單」及「雙
＋雙」的韻律格式，統計時先將《漢語書面用語初編》所列之嵌偶詞及合偶詞製
表，再將詞表匯入 AntConc，利用 Clusters/N-Grams 功能檢索出嵌偶詞、合偶詞
的前、後各一個單詞（如圖 13），之後再篩選出條件的項目、計算其數量。

圖 13 利用 Clusters/N-Grams 功能檢索嵌偶詞

42

使用公式：=LE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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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AntConc
成語的計算方式，則以類似字典輕聲詞的統計方法，先將《教育部成語典》
所列之成語正文製表，再將詞表與 Word List 列出的字詞對照，利用 Excel 格式
化「重複的值」篩選欲檢索的詞，統計其數量。
三音節的「1+2」動賓結構，因分詞規則有時會將動賓結構分離，無法使用
AntConc 統計，而動賓結構又易辨識，故整理文本時即以人工辨識將「1+2」動
賓結構紀錄在旁。口語四字格則利用 Excel 篩出四音節的詞，再以人工方法辨識。
（五）顯著差異
本研究以對數偶然性（簡稱 LL）計算器，作為判斷兩譯本的數據差異是否
具有顯著性的標準（圖 14）。LL 數值越大（不論正負），其頻率差異也越大，
LL 值≧ 6.6（p＜0.01）即達差異顯著。論文中僅列出數據達顯著差異的項目。

圖 14 差異顯著性（LL 值）的計算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LL 值計算器

三、英文文本的統計工具及方法
英文文本的整體正式度可以透過一些公式或工具計算，方法容易許多。統計
時，使用 Dave Child 創建的英文可讀性分析工具 Readability io。此工具可以自動
化得出字數、字平均音節、句平均詞數、不同語法詞類、F-K Grade Level、Flesch
適讀分數等數據。
統計方法即是將文本匯入 Readability. io 自動化得出相關數據（圖 15），並
從中找出：
1. 文本基本資訊：字數、字平均音節、句平均詞數
2. F-score 的語法詞類數據：名詞比例、動詞比例、形容詞比例、副詞比例、
介系詞比例、代名詞比例。
3. 可讀性指標：F-K Grade Level / Flesch Reading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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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Readability io 自動化得出的數據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Readability io
正式度指標 F-score 的部分，得出 F-score 相關語法詞類數據後，以人工方式
算出簡化版 F-score 的值，之後與表 4 的數值做對照，並以 F-score=58 為基準；
F-score 值≧58，偏正式寫作；F-score 值≦58，偏非正式寫作。
F-K Grade Level 的部分，則是在自動化得出數值後，與表 4 對照，並且以
F-K Grade Level = 8.4 為基準；F-score 值≧8.4，風格偏正式；F-score 值≦8.4，
風格偏不正式。

第二節 質性分析
除提供量性數據，本研究亦實際檢視文本，並附上文本例子進行分析討論。
分析面向有二：第一，呈現不同中譯本如何運用正式色彩不同的語言特徵；第二，
比較中譯本與英文原作的語言正式度。
第一個面向的分析方法，首先會檢視韻律輕重、韻律長短等指標數據，之後
針對兩譯本最具顯著差異的類別或詞類，找出文本中含有這些詞類的句子或段落，
再進行分析討論。例如，兩譯本輕聲疊字詞的數量及比例差異顯著，那麼，就會
找出文本中有輕聲疊字詞的段落，再去分析討論。
第二個面向的分析步驟，則是先參考表 5、表 6 彙整出的正式／非正式語言
特徵，接著檢視英文原著中的詞彙及句法是否具有明顯的正式／非正式語言的特
徵，如果有，則挑選出一些代表段落，比較兩譯本的處理策略。例如，語篇標記
anyway、you know 等具有非正式色彩，假如英文原著中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的字
詞，那麼，就會找出包含這些語篇標記的段落，比較中譯本的處理方法以及各自
呈現出的風格，並嘗試論述哪個譯本與原著正式度更為接近。
為做出較客觀的評論，討論時，盡可能從第二章介紹的中、西方語言學理論
基礎出發，不做太多主觀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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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文本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三部英文小說的六本中譯本。三部小說分別為 David
Copperfield、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和 Slaughterhouse-Five，每部小說各會比較
兩個語言正式度差異明顯的中譯本。欲研究之中譯本及英文原著小說資訊如下：
1. David Copperfield，1850
原作者：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譯本一：林漢達（1951）《大衛・考柏飛》，上海：潮鋒。
譯本二：思果（1993）《大衛・考勃菲爾》，臺北：聯經。
2. The Old Man and the Sea，1952
原作者：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
譯本一：海觀（1957）《老人與海》，上海：新文藝。
譯本二：余光中（1957）《老人與大海》，臺北：重光文藝。
3. Slaughterhouse-Five，1969
原作者：馮內果（Kurt Vonnegut，1922-2007）
譯本一：洛夫（1975）《第五號屠宰場》，臺北：星光。
譯本二：陳枻樵（2016）《第五號屠宰場》，臺北：麥田。
挑選這三組文本作為研究對象的首要考量，是兩相比較的中譯本讀起來是否
有明顯感受差異。如果譯本讀起來大同小異，同質性高，就失去特別去分析比較
的意義。此外，現階段尚無正式度級別參照，無法比較正式度的細微差異，因此，
必須選用感受上差異明顯的中譯本。
這三組中譯本的感受差異，從譯本開頭就可見端倪。
1. 林漢達／思果譯本
林漢達譯本：
人家說我是禮拜五晚上十二點鐘生下來的。掛鐘「噹噹噹」，我「哇哇哇」，響
到一塊兒了。我跟鄰近的老太太們壓根兒就沒見過面，更甭說誰認得誰了，可是
她們倒挺喜歡照應我，說我生在這個壞日子，壞時辰，命裏註定了一輩子倒霉，
還說在禮拜五半夜子時生的孩子能瞧得見鬼。（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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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果譯本：
且說我在星期五午夜十二點鐘離開娘胎，這是有人告訴我，我也相信的。據說
鐘鳴我哭，同一時刻。據看護和鄰近的幾位經歷多而精明的婦女說，我生下來
的日子和時辰都不吉利。第一、我注定了要倒楣；第二，能見鬼魅。（頁 1）

林漢達的譯文字數雖然較多，閱讀起來卻相當流暢，抓住句中一兩個關鍵訊
息就可以很快讀過去。思果的譯文字數雖然少，閱讀時卻需要放慢速度，諸如「且
說」、「離開娘胎」、「鐘鳴我哭」、「能見鬼魅」，用詞都相當簡鍊、訊息密
度非常高。
2. 海觀／余光中譯本
海觀譯本：
他是個獨自在灣流裡一隻小船上打魚的老頭兒，他到那兒接連去了八十四天，一
條魚也沒有捉到。頭四十天上，有一個孩子跟他在一起。（頁 1）

余光中譯本：
那老人獨駕輕舟，在墨西哥灣暖流裏捕魚，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日，仍是一魚不
獲。開始的四十天，有個男孩跟他同去。（頁 1）

余光中的譯文開頭即有典雅的「獨駕輕舟」，讓人聯想到詩句「輕舟已過萬
重山」，進而產生讀古文般細細品味的感受，且「出海已有八十四日」、「一魚
不獲」、「同去」等表達法訊息密度高，需逐字逐句慢慢閱讀。海觀的譯文讀來
感受則完全不同，余光中譯「輕舟」，海觀僅以簡單的「小船」一詞帶過。此外，
「接連去了八十四天」、「一條魚也沒有捉到」、「跟他在一起」等表達法，也
都相當口語、輕快。
3. 洛夫／陳枻樵譯本
洛夫譯本：
所有這些事情多多少少都曾發生過。不管怎麼說，戰爭中的事蹟都是非常真實的。
我認識的一個傢伙，因為偷了別人一把茶壼而在德勒斯登這地方被鎗殺。另外我
認識的一個傢伙卻威脅著要在戰後僱用鎗手殺害他的仇人，這類的兇殺事件，不
一而足。為了方便，我已把書中所有人物的姓名更換過。（頁 45）

29

陳枻樵譯本：
這一切算是發生了。總之，戰爭那些事真實無誤，我有朋友的確於德勒斯登偷別
人的茶壺時被槍殺。另名友人也的確出口威脅，說要在戰後僱槍手解決仇家，諸
如此類。我已更換當事者名姓。（頁 17）

在字數上，陳枻樵譯本少於洛夫譯本，幾乎沒有贅字，諸如「真實無誤」、
「另名友人」、「出口威脅」、「解決仇家」、「更換當事者名姓」等表達法，
每個字幾乎都有實義，要放慢閱讀速度以免錯漏訊息。至於洛夫譯本就沒這種感
覺。陳枻樵譯「真實無誤」，洛夫譯「都是非常真實的」；陳枻樵譯「另名友人」，
洛夫譯「另外我認識的一個傢伙」。洛夫譯本字數雖多，只要抓住句子中的一兩
個訊息，就可以很快地讀過去。
上述例子不難看出三組中譯本的用字遣詞具明顯差異，也都帶給讀者截然不
同的感受。此外，除了感受差異，研究選用的六本中譯本，僅余光中《老人與大
海》（1957）在學術界有比較明確討論到正式度。例如，孫依靜（2017）比較余
光中 2010 年及 1957 年的譯本，指出新譯本在詞彙上「刪除舊譯本中過於書面、
古語的表達」（頁 II）；楊金月（2014）發現余光中在列的作家譯者群「用語較
正式、表達呈書面化」（頁 V）。
不過，前者比對余光中舊譯與新譯的用字遣詞差異，並沒有計算文本中含有
多少正式用語及整體正式度；後者則將作家譯者群的譯作放在一起討論，也就是
說，尚無單獨討論余光中譯本整體正式度的研究。
至於其餘五本中譯本，包括林漢達《大衛・考柏飛》（1951）、思果《大衛・
考勃菲爾》
（1993）、海觀《老人與海》
（1957）、洛夫《第五號屠宰場》
（1975）、
陳枻樵《第五號屠宰場》（2016），都沒有專門討論正式度的學術研究。換言之，
從正式／非正式語體的角度切入去檢視這些文本，能提供學術界不一樣的視角去
審視、評價這些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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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David Copperfield 語言正式度比較
第一節 作者及原著介紹

David Copperfield 43 是英 國批判 現實主 義作家 查爾斯 ・狄更 斯 （Charles
Dickens，1812-1870）寫於 1848-1850 年的長篇小說，先以連載形式逐月發表，
後於 1850 年出版單行本。
書中描述孤兒大衛在母親改嫁後經歷的悲慘人生，與狄更斯的際遇多有疊合，
雖非自傳，卻常被視為其著作中最具自傳色彩的一部44。狄更斯更是毫不掩飾對
此著作的喜愛，在 1869 版的序中，他直言「此書是他創作中最愛的一部，而他
就像所有慈愛的父母一樣，心中有個最疼愛的孩子，名叫大衛・考勃菲爾」45。
一、作者及寫作特色
狄更斯 1812 年生於英國樸次茅斯 (Portsmouth)，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作
家，代表作包括 Great Expectations、 David Copperfield、Oliver Twist 及 A Christmas
Carol 等。其成長家庭並不富裕，經常面臨財務問題，父親約翰・狄更斯 (John
Dickens) 更在狄更斯 12 歲時因債務問題入獄，迫使年幼的狄更斯被送往鞋店擔
任學徒。這段經歷對狄更斯帶來深遠影響，也反映在其創作中46。
在寫作特色上，張亞麗（2012 ，頁 14-15）指出狄更斯的作品有三大特徵：
第一、同情社會低層：反映社會醜陋、批判社會不公；第二、人物塑造觀獨特：
善與惡界限分明；第三、語言幽默輕鬆：擅以誇張修辭及風趣敘事增加喜劇性的
藝術效果、以滑稽幽默掩蓋嚴肅事實，笑的背後是流淚和沉思。
二、原著特色及風格
狄更斯的寫作特色亦體現在 David Copperfiled 一書之中，許多譯者有類似張
亞麗的評語，如林紓（1981，頁 2）在序中寫道：「迭更斯此書，種種描幕下等
社會，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道以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
俗，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又例如林漢達（1951，頁 X）提及狄更斯「是天底
全名為 The Personal History, Adventures,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of David Copperfield the
Younger of Blunderstone Rookery (Which He Never Meant to Publish on Any Account)
44
“If we take a look at Charles Dickens’ novels, David Copperfield is the most autobiographical.”
(Sehrawat, 2013, p.1)
45
Of all my books, I like this the best…like many fond parents, I have in my heart of hearts a favourite
child. And his name is David Copperfield (Dickens, 1869).
46
整理引自“Charles Dickens Info” (https://www.charlesdickensinfo.com/) 及“The Childhood of
Charles Dickens” (https://www.charlesdickensinfo.com/life/childhood/)。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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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獨一無二寫窮孩子事兒的人……他逗笑的筆尖上帶著眼淚，眼淚裏帶著笑」。
這些評論，都顯示狄更斯有著關懷社會底層、笑中帶淚的幽默筆觸。
至於 David Copperfield 的具體特色，張亞麗（2012，頁 15-17）指出狄更斯
靈活運用不同階層的語言，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並以大量修辭手法，如形象比
喻、雙關、誇張、排比、擬聲等，增加語言的生動性；何輝英（2009）則主張此
書的四大語言特點為：人物語言的口語化及個性化、敘述語言的精確化、標點符
號運用的創新化、修辭的多樣化。
「對話敘寫生動」是 David Copperfield 的一大特色，思果（1998，頁(六)）
在譯序中亦曾評論此書「人人的話說法不同，一開口就知道是誰」，狄更斯也在
晚年搖身一變成說書人，朗誦自己作品，獲得廣大迴響，甚至造成一票難求的盛
況47。若不是角色揣摩傳神，對話敘寫生動，很難單靠「朗誦」就達成如此效果。
語體風格方面，則有劉曉華（2006）指出此書語言隨意、用詞直白，句子結
構大多鬆散、插入語較多，儘管有些地方也有正式語域出現，但大部分屬於非正
式語域範疇。

第二節 譯者及譯本介紹
David Copperfield 的第一本中譯，是林紓、魏易合譯的文言《塊肉餘生述》
（1908），之後出版的白話文譯本，較知名的有：


許天虹（1943）《大衛・高柏菲爾自述》，桂林：生活。



董秋斯（1947）《大衛．科波菲爾》，上海：駱駝。



林漢達（1951）《大衛・考柏飛》，上海：潮鋒。



張谷若（1980）《大衛・考坡菲》，上海：譯文。



思果（1993）《大衛・考勃菲爾》，臺北：聯經。

本研究以林漢達（1951）及思果（1993）的譯本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林漢
達《大衛・考柏飛》出版後「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
（蒯文婷，2011，頁 106），
除了蒯文婷（2011）〈林漢達普通話「試驗」——論口語化翻譯小說《大衛．考
柏飛》〉一文曾舉例論述林漢達如何在語音、詞彙、語法進行口語化操作，學術
界很少討論到這部譯作。

引自陳徵蔚〈視覺新解放：資訊多樣的 Podcast〉取自 http://epaper.ctust.edu.tw/main.htm?pid=3&Class_ID=3&ID=206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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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思果《大衛・考勃菲爾》出版後即引起迴響，不僅於 1996 年獲第
三屆外國文學中譯小說獎48，學術界亦有討論，如高克毅（1998，頁 228）在〈一
塊肉．五香味——談 David Copperfield 的中文翻譯〉中稱讚思果「運用文字功力
較強，能將原著用中文一氣呵成」，又如張瀟予（2010）比較林紓、董秋斯、張
谷若、思果譯本，並在頁 40 指出思果「對原文信息結構的保留、錘鍊語言後的
直譯、……創造性的表達方法，在所選譯本中較為突出」。
一、譯者簡介
（一）林漢達
林漢達 1900 年生於浙江省，是著名的教育家、語言學家、翻譯家，曾任中
國教育部副部長，一生致力於推廣普通話及語言改革，重要著作包括教育理論書
籍《向傳統教育挑戰》，以及以拼音編寫的歷史故事集《東周列國故事新編》、
《前後漢故事新編》、《春秋故事》、《春秋五霸》等49。
本書欲檢視的《大衛・考柏飛》是林漢達嘗試將白話文改成大眾口語的「口
語化試驗」譯本。林漢達首先將 David Copperfield 翻成白話文，再將其改為北京
口語，最後於文末附上白話及口語對照表供大眾口語的研究者參考50。
（二）思果
思果本名蔡濯堂、蔡思果，1918 年生於江蘇省，是著名的散文家和翻譯家。
其散文的遣詞用句涉及古今中外、旁徵博引，兼具抒情及說理成分，曾出版多部
散文集，如《私念》、《沈思錄》等，另著有多部翻譯論述，如《翻譯研究》、
《翻譯新究》51。
在翻譯主張上，思果非常在乎譯本是否「像中文」。他認為譯文好壞粗分起
來只有三種：像中文、過得去、不是中文（2001，頁 16）。他竭力提倡避免英文
化的中文，如過度使用量詞、代名詞、「的」、「地」、「著」（2001，頁 71142），並強調在不歪曲原文語意的前提下，可以多使用一些現成中文或符合中
文習慣的表達法，如 failure 可譯為「一事無成」；tall and beautiful 可譯作「亭亭
玉立」（2001，頁 182-184）。
思果的翻譯主張反映在《大衛・考勃菲爾》一書之中；其譯本省去不少量詞
及「的」、「著」等助詞，也運用許多中文既有表達法，如成語等。
引自九歌文學網：思果（http://www.chiuko.com.tw/author.php?au=detail&authorID=527）
整理引自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林漢達（http://www.bdc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l/lin-handa.php）
50
整理引自林漢達（1951，頁 234-249）
51
整理引自台灣作家作品目錄：思果
（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942）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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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譯本研究概況及特色
臺灣學術界對 David Copperfield 的中譯本並無多少關注。相關研究集中在大
陸，且多側重於「從多元系統論、目的論、闡釋學和接受美學、意識形態操控的
角度以及文化視角對董、張兩譯本或三、四個譯本進行比較研究」
（張亞麗，2012，
頁 1）。對風格再現進行比較的不多。
其中，論及語言風格的研究，大多從文體學（程永濤、趙曉敏，2011）或劉
宓慶的風格標記（王秀紅、張軼前，2009；顧文潔，2010）角度切入。提及語言
正式度的研究，則有劉曉華（2006）從語音、語彙與句法三個層面探討非正式語
域在董譯及張譯的再現狀況，以及 Duan (2010) 從 Halliday 語域理論檢視張譯及
董譯。但前者僅從「語音、詞彙、句法」等三個面向各舉一例，後者則偏重在語
域情境的分析，論述上仍較為主觀、片面。至於本論文欲檢視的林漢達及思果譯
本，則尚未有討論到正式度的研究。

第三節 整體數據分析
此章節以量性方法得出文本整體數據，再輔以質性的文本舉例，藉此探討文
本整體的語言正式度。
由於 David Copperfield 篇幅非常長，本研究僅分析中譯本約三萬五左右的字
數。這樣的字數對應到中譯本的章節數，分別是林漢達譯本的前十一章（總字數
34499 字）及思果譯本的前四章（總字數 34465 字）。章節數之所以不同，是因
為林漢達譯本是節譯本，思果譯本為全譯本。不過，雖然分析的章節數不同，但
兩個中譯本的風格一致性都很高，閱讀起來不會有某一個章節風格與其他章節特
別不一樣的狀況，因此，對分析結果不會有太大影響。
一、中譯本語言正式度
依據第三章所述之方法檢視文本後，發現林漢達及思果譯本在輕聲、功能詞
及單、雙音節詞的數據有極大差異。整體數據彙整於表 8：
表 8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整體數據52

字數
詞數
52

林漢達

思果 (蔡濯堂)

34499

34465

24175

22939

語言正式度
LL 值
林＜蔡

林＞蔡

輕聲比例=輕聲/總字數；功能詞比例=功能詞/總詞數；單、雙音節比例=音節詞/總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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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律

輕聲

6285

18.22%

4735

13.74%

217.21

●

輕重

功能詞

9473

39.19%

8063

35.15%

112.11

●

韻律

單音詞

15956

66.00%

12939

56.39%

313.28

●

長短

雙音詞

6322

26.15%

8782

38.28%

404.88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可知，兩譯本在韻律輕重及長短指標的數據差異都相當顯著，其中，
又以雙音詞的差別最為明顯，之後依序是單音詞、輕聲及功能詞。
由於單音輕、雙音重，而雙音節又常用來表達正式語氣，故兩譯本的整體語
言正式度，顯然是林漢達譯本較思果譯本來得口語非正式。至於細部表現，以下
分就輕聲、功能詞、不同音節詞的各項數據進行探討。
（一）輕聲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的輕聲總數分別為 6285 及 4735，在整個文本中，所佔比
例分別為 18.22%及 13.74%，LL 值達 217.21，差異相當顯著。表 9 彙整達顯著
差異（LL 值≧ 6.6，p＜0.01）的所有輕聲細項，依顯著性差異由高至低排序，並
於數據後方列出譯本中最常見的詞頻。
表 9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具顯著差異之輕聲
林漢達

思果
(蔡濯堂)

LL 值

正式度
林 林
＜ ＞
蔡 蔡

舉例53

1348

745

175.62

●

林：了(831)、著(465)、過(52)
蔡：了(550)、著(140)、過(55)

[著]

465

140

183.82

●

林：拿著(19)、覺乎著(17)、坐著(13)
蔡：望著(25)、對著(7)、盯著(5)

[了]

831

550

57.30

●

林：到了(37)、說了(20)、完了(17)
蔡：到了(15)、上了(9)、來了(9)

量詞 [個]

347

203

38.00

●

林：一個(136)、這個(40)、那個(32)
蔡：這個(59)、那個(32)、一個(27)

後綴

845

611

37.54

●

林：子(302)、麼(254)、們(234)、頭(46)
蔡：子(226)、們(221)、麼(156)、頭(13)

（指）[麼]

254

156

23.56

●

林：什麼(91)、怎麼(45)、這麼(42)
蔡：什麼(83)、怎麼(24)、那麼(13)

（名）[頭]

46

13

19.53

●

林：手指頭(8)、木頭(6)、骨頭(6)
蔡：木頭(4)、外頭(1)、小毛頭(1)

時態助詞

53

以出現頻率多寡排序，列出最常見的詞頻。括號()內表該詞出現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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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226

10.90

●

林：孩子(52)、屋子(25)、爐子(17)
蔡：孩子(26)、樣子(20)、椅子(13)

406

255

34.65

●

林：複合(262)、來(49)、去(34) 、下(32)
蔡：複合(113)、來(64)、下(39)、去(28)

[複合]

262

113

60.72

●

林：出來(20)、出去(20)、回來(16)
蔡：出去(12)、下去(9)、出來(8)

[上]

29

11

8.38

●

林：閉上(4)、關上(4)、加上(2)
蔡：加上(1)、走上(1)、披上(1)

351

247

18.08

●

[吧]

57

24

13.81

●

[啊]

26

7

11.62

●

[呢]

72

38

10.65

●

[哇]

13

0

N/A

●

404

316

10.70

●

林：裡(201)、上(139)、複合(61)、下(3)
蔡：上(153)、裡(126)、複合(35)、下(2)

[裡]

201

126

17.28

●

林：家裏(36)、心裏(19)、懷裏(9)
蔡：心裡(19)、家裡(11)、房裡(10)

[複合]

61

35

7.10

●

林：裏頭(21)、外頭(16)、上頭(11)
蔡：裡面(10)、外面(9)、後面(5)

（名）[子]
趨向動詞

語尾助詞

方位詞

林：了(79)、呢(72)、嗎(68)、吧(57)、
啊(26)、啦(21)、哇(13)、哪(8)、的(7)
蔡：了(67)、嗎(62)、呢(38)、吧(24)、
啦(19)、的(17)、哪(9)、啊(7)、罷了(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具顯著性差異的輕聲類別，依顯著性差異由高到低排列，分別為時態助詞（著、
了）、量詞（個）、後綴（麼、頭、子）、趨向動詞（[複合]、上）、語尾助詞
（吧、啊、呢、哇）、方位詞（裡、[複合]）。這些輕聲類別的數據，全都是林
漢達譯本多於思果譯本，反映出思果譯本正式度高於林漢達譯本。
其中，差異最為顯著的時態助詞，LL 值達 175.62，大幅高於其他輕聲細項。
時態助詞具體包含「了、著、過」。「了」置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的結束；「著」
加在動詞後，表示動作的存有或動作正持續進行；「過」用於動詞後，表示曾經
或已經的意思54。
兩譯本中，除了「過」的數量差不多，各約 50 筆，「了、著」均達顯著差
異。「了」在所有具顯著差異的單詞中，總量及差距都是最大的；總量相加超過
2000，落差近 300。「著」則是所有單詞中差異最為顯著的，LL 值高達 183.82。
〈例 1〉及〈例 2〉分別節選一段林漢達使用「了、著」的範例，並列出原
文及思果譯本的對照段落。

54

引自教育部辭典
36

〈例 1〉55
原文：

She gave my mother such a turn, that I have always been convinced I am
indebted to Miss Betsey for having been born on a Friday. (chap. 1)

林漢達： 我媽見了，抽冷子嚇了一大跳。也許就因為嚇了這麼一跳，才害得我在
禮拜五晚上生下來。（頁 3）
思果：

姨婆把我母親這一嚇非同小可，我一直都相信，我在星期五那天出世，
是虧了她。（頁 6）

在〈例 1〉中，林漢達除了使用 3 次「了」，且「了」之外，還有 5 處輕聲，
包括詞綴「抽冷子」、指示詞綴「這麼」、結構助詞「害得」、方位詞「晚上」、
複合趨向動詞「生下來」。整句 36 字中共有 8 個輕聲，佔整句 22.2%，略高於
文本整體數據的 18.22%。
至於思果則僅使用 1 次「了」，且這同時是整句 32 字中唯一的輕聲，輕聲
僅佔整句 3.1%。不過此數據與整體數據 13.73%有落差，是比較極端的例子。
〈例 2〉56
原文：

Those allied powers were considerably astonished, when they arrived within a
few minutes of each other, to find an unknown lady of portentous appearance,
sitting before the fire, with her bonnet tied over her left arm, stopping her ears
with jewellers’ cotton. (chap. 1)

林漢達： 工夫不大，漢姆領著戚力浦大夫來了，才瞧見客廳裏還有一位不認得的
太太坐著，左胳臂肘上掛著帽子。耳朵裏塞著棉花，真絕！（頁 5）
思果：

這些一同出力的人隔不了幾分鐘都陸續來了，發現一位素不相識、神情
傲慢的太太坐在爐子面前，帽子繫在左臂上，用珠寶商用的講究的棉花
把耳朵塞起，都大吃一驚。（頁 13）

在〈例 2〉中，林漢達使用 4 次「著」，思果則完全沒有使用。林漢達譯「坐
著」對思果「坐在」；林漢達譯「掛著」對思果「繫在」；林漢達譯「塞著」對
思果「塞起」。雖然「在」是不帶重音的功能詞，但音韻上還是較輕聲「重」了
一些，正式度也就高了少許。。
除「著」之外的輕聲，林漢達及思果譯本各有 11 個。林漢達譯本有「工夫、
大夫、來了、客廳裏、認得/的、太太、肘上、帽子、耳朵/裏」，思果譯本則有

55
56

以
以

表示欲檢視的「了」，以
表示欲檢視的「著」，以

表示其他讀作輕聲的字。
表示其他讀作輕聲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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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的人、隔不了、來了、傲慢的、太太、爐子、帽子、左臂上、用的、講究
的」。數量雖同，但若將兩譯本使用輕聲的地方交互比對，仍可看出詞彙的正式
度差距，如林漢達譯「不認得的」對思果「素不相識」，「素不相識」音全調足，
「不認得的」則有「得、的」兩處輕聲；但思果譯「隔不了幾分鐘」對林漢達「工
夫不大」，「工夫不大」的「夫」，與「隔不了」的「不」同樣讀作輕聲。
整段中，由於「著」的數量差異，林漢達譯文 51 字共 15 個輕聲，佔 29.4%，
思果 68 字 10 個輕聲，佔 14.7%；林漢達譯文的輕聲數大幅高於思果譯文。
思果在此段中的輕聲比例為 14.7%，接近整體的輕聲比例 13.73%。換言之，
思果譯本多數段落使用輕聲的情形與〈例 2〉相似。
（二）功能詞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的功能詞（虛詞）總數分別為 9473 及 8063，分佔文本總
詞數的 39.19%及 35.15%，LL 值達 112.11，差異相當顯著。表 10 彙整功能詞中
具顯著性差異的各項詞類，並依差異顯著性由高至低排列。
表 10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具顯著差異之功能詞
功能詞類

林漢達

思果
(蔡濯堂)

LL 值

正式度
林 林
＜ ＞
蔡 蔡

舉例

1572

781

270.38

●

林：兒(812)、子(302)、們(234)、頭(101)
蔡：子(226)、們(211)、兒(85)、然(72)

812

85

680.52

●

林：自個兒(68)、這兒(38)、這會兒(33)
蔡：姪兒(12)、那兒(11)、一會兒(10)

101

13

77.04

●

林：裏頭(21)、外頭(16)、上頭(11)
蔡：木頭(4)、外頭(1)、小毛頭(1)

[然]

10

72

52.93

[子]

302

226

10.90

●

林：孩子(52)、屋子(25)、爐子(17)
蔡：孩子(26)、樣子(20)、椅子(13)

體態助詞

1348

745

175.62

●

林：了(831)、著(465)、過(52)
蔡：了(550)、著(140)、過(55)

數詞

623

414

42.21

●

林：一(445)、幾(22)、第二(17)、六(16)
蔡：一(273)、兩(55)、幾(13)、第二(10)

語氣詞58

437

279

35.00

●

林：了(79)、嗎(64)、呢(62)、吧(56)
蔡：了(67)、嗎(57)、呢(36)、吧(20)

詞綴
[兒]
[頭]

57

●

林：猛然(6)、當然(3)、忽然(1)
蔡：當然(15)、雖然(11)、突然(7)

輕聲統計「名詞後綴」，功能詞統計「詞綴」，前面不僅限接名詞，故數據不盡相同。
語（氣）助詞有讀作輕聲的，也有不讀輕聲的。輕聲區塊統計唸做輕聲的語氣助詞，功能詞
則統計所有語助詞類，故數據上會有些許出入。
57
58

38

林：不(349)、沒(59)、別(34)、沒有(7)
蔡：不(255)、沒有(60)、別(17)、沒(13)

●

否定副詞

449

345

13.56

語氣副詞

125

186

12.10

量詞

840

717

9.61

●

林：個(347)、天(65)、隻(33)、塊(31)
蔡：個(203)、天(51)、隻(38)、種(35)

代詞

2654

2459

7.25

●

林：我(1254)、她(405)、他(315)、你(284)
蔡：我(1255)、她(373)、他(268)、你(166)

●

林：好像(40)、也許(18)、反正(14)
蔡：好像(63)、也許(19)、的確(1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功能詞中，差異顯著性由高至低排序，分別為詞綴（兒、頭、然、子）、體
態助詞、數詞、語氣詞、否定副詞、語氣副詞、量詞及代詞。其中，語氣副詞是
思果譯本唯一在數量上多於林漢達譯本的詞類，但總量不大，兩譯本都不足 200，
影響力有限。
在所有詞類中，差異顯著性大幅領先的有二，分別為詞綴（構詞功能詞）及
體態助詞。體態助詞在討論輕聲時已有舉例分析，在此就不多加贅述。至於詞綴
部分，從數據上看，林漢達譯本含有大量以詞綴「兒、頭、子」構成的詞彙，特
別是詞綴「兒」，筆數超過 800，使用頻率相當頻繁，可說是林漢達譯本的一大
特色。
詞綴「兒」可附於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後，構成兒化音，一
般無義59。林漢達譯本中使用兒化音的範例，以及思果譯本的對照段落如〈例 3〉
所示。
〈例 3〉60
原文：

‘Good?’ said Em’ly. ‘If I was ever to be a lady, I’d give him a sky-blue coat
with diamond buttons, nankeen trousers, a red velvet waistcoat, a cocked hat,
a large gold watch, a silver pipe, and a box of money.’ (chap. 3)

林漢達： 她說，『這還用說嗎？趕明兒我長大了，準要好好兒孝順他，我要送給
他一件天藍色兒的短褂兒，扣子是金鋼鑽兒的，一條紫花布的袴子，一
件紅絲絨的坎肩兒，一個有邊兒的大帽子，一隻大金錶，一桿銀烟袋，
還有，還有一木頭箱子的大錢。』（頁 22）
思果：

「人好？」艾姆麗說。「要是我有一天有地位，我就送他一件天藍的衣
裳，金鋼鑽做鈕釦，一條本色布做的褲子，紅天鵝絨的背心，一頂捲邊
帽，一隻大金錶，一隻銀煙斗，一櫃子錢。」（頁 52）

59
60

引自教育部辭典。
以
表示欲檢視的「兒」，以

表示其他功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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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例 3〉可以看出，林漢達習慣在名詞後加上「兒化音」，如「天藍色兒、
短褂兒、金鋼鑽兒、坎肩兒」，有時亦會加在形容詞後，如「好好兒」，短短一
段就有 7 個兒化音。思果則沒有這樣的習慣，也因此導致兩譯本「兒」的數據出
現極大落差。
林漢達譯本充滿「兒化音」的原因其實不難理解──此譯本是林漢達將白話
文改寫成北京口語的實驗，而兒化音是北京口語的特色，譯本中自然會存在許多
「兒化音」。
除了「兒化音」，〈例 3〉中也能看出詞綴「頭、子」的使用差別。詞綴「頭、
子」達顯著差異，數量上均是林漢達譯本高於思果譯本。此段中，林漢達使用 4
個詞綴「子」構成的詞彙，包括「扣子、袴子、帽子、箱子」，及 1 個詞綴「頭」
構成的「木頭」。思果則僅使用 2 個詞綴「子」，即「褲子、櫃子」，數量上明
顯較少。
不過，即使不計差異特別顯著的詞綴61，此段中，林漢達譯本的功能詞數量
及比例也都高於思果譯本。
林漢達譯本 64 個詞中有 29 個功能詞，比例 45.3%；思果譯本 47 個詞中有
19 個功能詞，比例 40.2%。兩譯本的比例都高於整體的 39.19%及 35.15%。原因
顯而易見：此段原文有許多冠詞，譯文的數詞、量詞也自然也會跟著變多。不過，
儘管比例都高於整體平均，林漢達譯本含有較多功能詞，這點是肯定的。
思果譯本在所有功能詞類中，有兩個項目的數量高於林漢達譯本，分別是語
氣副詞及詞綴「然」。前者有如「好像、也許、的確」等詞，後者則有「當然、
雖然、突然」等。推估原因，或許是因為語氣副詞及詞綴「然」構成的詞彙常會
用來修飾、轉折或加強語氣；林漢達譯本並非全譯本，翻譯過程中可能就刪去了
這些細節。
（三）不同音節詞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的單、雙音節詞差異相當顯著。單音詞部分，林漢達譯本
15956 筆，佔總詞數 66.00%，思果譯本 12939 筆，佔 56.39%，相差近 3000 筆、
10 個百分點。雙音詞部分，林漢達譯本 6322 筆，佔總詞數 26.15%，思果譯本
8782 筆，佔 38.28%，數量差了將近 2500 筆，百分比則差了近 1.5 倍。由於單音
輕，雙音重，可推知林漢達譯本正式度低於思果譯本。
除了整體的單、雙音節詞數據，不同音節的特定詞類，如雙音節的合偶詞、
「1+2」動賓結構，都帶有正式或口語色彩。達差異顯著的數據彙整於表 11。

61

詞綴與其他詞素合併成詞後不一定是功能詞，因此統計功能詞總數時，本就沒有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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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2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具顯著差異之不同音節詞
林漢達

思果
(蔡濯堂)

1+2
動賓

108

50

*78

*35

合偶

9

38

10

38

*7

*31

成語
俗偕

15
*10

0

LL 值

正式度
林 林
＜ ＞
蔡 蔡

21.74

●

林：吹口哨(3)、做鬼臉(3)、趕大車(3)
蔡：鬧彆扭(6)、兜圈子(4)、吃晚飯(3)

19.28

●

林：明明知道(1)、格外留神(1)、猛然站住(1)
蔡：表示尊敬(2)、不時傳來(1)、充滿感情(1)

17.44

●

林：低聲下氣(2)、垂頭喪氣(2)、胡思亂想(2)
蔡：心不在焉(3)、面面相覷(2)、忘恩負義(2)

N/A

●

林：楞頭楞腦(3)、慌裏慌張(2)、東瞧西望(2)、
蔡：哆哩哆嗦(2)、傻拉瓜喞(1)、傻拉瓜喞(1)

舉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可知，思果譯本中，「1+2」動賓結構及口語四字格（俗偕律）的數
量少於林漢達譯本，合偶詞、成語的數量則多於林漢達譯本。由於「1+2」動賓
結構及口語四字格的口語色彩明顯，合偶詞及音全調足的成語帶有強烈正式色彩，
因此，從以上數據不難看出兩譯本的正式度差距。
〈例 4〉到〈例 7〉分別節錄兩譯本使用「1+2」動賓結構、合偶詞、口語四
字格及成語的段落63。
〈例 4〉
原文：

My mother had left her chair in her agitation, and gone behind it in the corner.
(chap. 1)

林漢達： 我快生下來的那天，我媽一點兒沒有精氣神兒，身子又挺軟的，一個人
坐在爐子旁邊，掉眼淚，歎氣，心裏想著自個兒這一輩子，跟快見世面
的這個沒爸爸的小累贅。（頁 2）
思果：

那天下午，我母親坐在火爐旁，體氣虛弱，心情也很壞，含淚望著爐火，
淒然欲絕，可憐自己也可憐這個和她從不相識的小孤兒。（頁 5）

62
63

「1+2」動賓結構、成語、俗偕律另計種類數 (*)。
表動賓結構。
表合偶詞。
表口語四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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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語。

〈例 4〉中，林漢達譯本有 2 個「1+2」動賓結構，分別為「掉眼淚」、「見
世面」，對應思果譯本的「含淚」、「從不相識」。思果譯本的用字均為實詞，
可見兩譯文正式度之差別。
〈例 5〉
原文：

…; and immediately dispatched Ham Peggotty, her nephew, who had been for
some days past secreted in the house, unknown to my mother, as a special
messenger in case of emergency, to fetch the nurse and doctor. (chap. 1)

林漢達： （漢姆是排高第偷偷兒請來幫忙的，連媽都不知道。）（頁 5）
思果：

她姪子在幾天前就暗地裡派到我們家（我母親並不知道），以防遇到緊
急事故，可以特別差他去送信。（頁 13）

〈例 5〉中，思果連用兩個合偶詞，包括「遇到」跟「緊急」，「遇到」後
接雙音詞「緊急」，「緊急」後方接雙音詞「事故」。林漢達譯本節略了部分原
文訊息，但整個對應段落沒有用上合偶詞。
〈例 6〉
原文：

My mother had left her chair in her agitation, and gone behind it in the corner.
(chap. 1)

林漢達： 我媽慌裏慌張地站起來，躲在屋子的牆觭角裏頭。（頁 3）
思果：

我母親心慌意亂，站了起來，走到椅子後面的牆角那裡。（頁 6）

〈例 6〉中，林漢達譯本「慌裏慌張」是口語四字格，對應思果譯本「心慌
意亂」。「心慌意亂」雖未收錄在成語正文，但訊息密度高，正式度也不低。
〈例 7〉
原文：

It is a fact which will be long remembered as remarkable down there, that she
was never drowned, but died triumphantly in bed, at ninetytwo. (chap. 1)

林漢達： 甭說那個老太太沒淹死，正格的，還活到九十二歲，挺自在地歸了天了…
（頁 1）
思果：

她活到九十二歲，確是沒有淹死，而且是躊躇滿志地壽終正寢的...（頁 3）

〈例 7〉中，思果譯本有兩個收錄在成語正文的四字詞，即「躊躇滿志」、
「壽終正寢」，分別對應林漢達譯本「挺自在」、「歸了天」。「自在」是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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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的輕聲，「歸了天」則有時態助詞「了」讀作輕聲，由此可見兩譯本的正式
度差距。
二、原著語言正式度
David Copperfield 中譯本的研究範圍是林漢達譯本前十一章及思果譯本前四
章。以語料庫工具 Readability io 分別檢視 David Copperfield 前十一章及前四章
的數據後，發現兩譯本與正式度相關的指標，除字數、F-K Grade Level、適讀分
數，其餘並無差異，且 F-K Grade Level 及適讀分數的差距十分細微；前者只差
0.1 年級，後者只差 1 分。顯示前四章及前十一章的正式度差距不會太大。
表 12 彙整了原著及正式度相關數據64。
表 12
David Copperfield 文本及正式度相關數據

文
本

正

項目

數據

字數

25138 / 70027

標準

難易度

適讀分數

字平均音節

1.3

[1.47]

[容易]

[80-90]

句平均詞數

16.4

[17]

[標準]

[60-70]

F-K Grade Level

= 6.6 / 6.5

[8.4]

[稍容易]

[=76.7/ 77.7]

49.5

[58]

式

語法詞類

度
指

參照值

F-score

標

名詞

21%

動詞

18%

介詞

12%

代名詞

15%

形容詞

6%

副詞

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經過計算，David Copperfield 的 F-score 得分為 49.5，F-K Grade Level 等級
為 7.6 / 7.7，均小於標準的 58 及 8.4，因此，屬於口語非正式的寫作。
若進一步檢視字平均音節數及句平均詞數，可發現詞彙音節數大致落在「容
易」區間，句平均詞數則是趨於「標準」。換言之，文本之所以偏非正式，詞彙
的影響力應該大於句式。

前四章及前十一章數據有出入的指標以「／」隔開。「／」的前、後分別為前四章及前十一
章數據，數據相同者不另標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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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細部文本分析
從整體上看，原著偏非正式，特別是詞彙部分，大多使用簡單、音節數較少
的單詞，句長則與一般文件差不多。實際檢視文本後，可發現原著「敘述」及「對
話」的用詞及句法有明顯差異：敘述的句子長，詞彙時簡單時困難；對話的詞彙
簡單、句子短而口語。
參考正式語言及非正式語言特徵，並分別檢視原著對話及敘述部分，可大致
歸納出三個特色：
一、敘述多長句，長句多插入結構及斷句；
二、敘述句常夾雜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特徵，少有極正式或極不正式的句子；
三、對話多短詞、短句，常有縮略、省略、呼告語、語篇標記、不合文法等
非正式語言特徵。
（一）敘述多長句，長句多插入結構及斷句
狄更斯是 19 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家，當時寫作特色是愛用長句。Flesch
(1949, pp. 106-107) 曾統計英國 20 世紀前的文學作品句長，指出伊莉莎白時期的
書面句長平均約 45 字，維多利亞時期約 29 字。因此，David Copperfield 一書多
長句，並不讓人意外。
此書偏長的句構大多出現在敘述部分，短則一至兩行，長則八至九行都有。
對話的句式則相當簡短，也是能將平均句長拉低至 16.4 字的主因。
敘述句雖然偏長，細看下，卻可發現其結構大多鬆散，有非常多插入結構，
此外，逗點使用相當頻繁，充斥各式各樣的斷句，有些斷句也不符合書面文法。
這些插入結構及斷句，大幅沖淡偏長句構的正式語體色彩。
所謂插入結構 (parenthetical structures) 是指在句子中間插入一些訊息補充
的單詞或詞組。這些插入語並非必要，可長可短，可置於句子或子句的前、中、
後半部65，是非正式語言特徵，如〈例 8〉及〈例 9〉66。
〈例 8〉
原文：

I have understood that it was, to the last, her proudest boast, that she never had
been on the water in her life, except upon a bridge; and that over her tea (to
which she was extremely partial) she, to the last, expressed her indignation at

參考自 ThoughtCo（https://www.thoughtco.com/what-is-a-parenthetical-element-1857161）
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非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不合書面文法的地方以
標記。
[ ] 指原文省略的部分。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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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iety of mariners and others, who had the presumption to go
‘meandering’ about the world. (chap. 1)
林漢達： 因為她一輩子沒挨著過水，除了喝茶的時候。（頁 1）
思果：

據我所知，她除非打橋上經過，終身不曾置身水上，這是她一向津津樂
道、引以為榮的。她嗜茶如命，喝起茶來，總批評航海和別的膽敢到世界
各地兜圈子的人作孽，對他們始終表示憤慨。（頁 1）

〈例 8〉to the last、except upon a bridge、(to which she was extremely partial)、
who had the presumption…都是插入結構。一句話，五個插入結構，顯見句子雖長，
但結構鬆散。再加上斷句頗多，使得語言正式度趨於一般，即使有正式度色彩，
可能也是稍偏正式或稍偏不正式。
翻譯部分，林漢達譯本為節譯，思果譯本為全譯。儘管後者訊息量較前者完
整許多，譯文中還是能看出明顯正式度差距。
例如，林漢達譯「一輩子、沒挨著過水」對思果「終身、置身水上」；前者
有 3 處輕聲（子、著、過），後者僅 1 處（上）。此外，思果譯文整句除「喝起
茶來」跟「兜圈子」，其餘表達法都非常精鍊，少有虛詞，可見其正式度遠高於
林漢達譯本。
〈例 9〉
原文：

I knew as well, when I saw my mother’s head lean down upon his shoulder,
and her arm touch his neck - I knew as well that he could mould her pliant
nature into any form he chose, as I know, now, [and] that he did it. (chap. 4)

林漢達： 媽的頭趴在他的肩膀上，她的手碰著他的脖子。我挺清楚：媽是聽話的，
跟一團泥似的，謀爾石想把她捏成什麼就是什麼。（頁 27）
思果：

我看到我母親頭倒在他肩膀上，膀子碰到他頸項，就知道，牟士冬現在
正在擺佈她，而且也知道像我母親這樣容易聽人搬弄的人，他要把她擺
佈成什麼樣子，就可以擺佈成什麼樣子。（頁 67）

〈例 9〉由 I knew as well 起頭，隨即插入 when I saw …及 and her arm 兩個
子句，之後再重新以 I knew as well 開頭，並在句中再度插入 as I know 及 now 兩
個短語，才繼續把句子寫完。
此外，最後的 that he did it 接到 I knew as well，但在書面文法中，第二個接
I knew as well 的子句前要有 and，也就是 I knew as well he could mould her…and
that he did it。換言之，由於連用三個插入結構，又不合書面文法，此句雖長，但
也只是稍正式或稍不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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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部分，林漢達依舊沒使用正式色彩強烈的詞，整段話只有五個雙音詞「肩
膀、脖子、清楚、聽話、什麼」，其中，「脖子、什麼」讀作輕聲，可謂相當口
語。思果的「膀子碰到他頸項、聽人搬弄」則都帶有正式色彩，「母親、擺佈」
等則較林漢達譯本的「媽、捏」來的正式些。
（二）敘述句常夾雜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特徵
敘述句雖長，卻有插入及並列結構等非正式語言特徵，使得正式度色彩相互
抵銷。但這樣的特徵，其實不僅限於敘述長句。
書中多處能見到這種正式、非正式語言夾雜的狀況，如〈例 10〉句構正式，
但詞彙簡單；〈例 11〉、〈例 12〉句構簡單，但用詞較難67。
〈例 10〉
原文：

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

林漢達： 掛鐘「噹噹噹」，我「哇哇哇」，響到一塊兒了。（頁 1）
思果：

據說鐘鳴我哭，同一時刻。（頁 1）

〈例 10〉以虛主詞 it 引介，其句式是用來表達客觀風格的正式句法。但在
用詞上，clock、begin、strike、cry 都是非常簡單的用字，同時 the clock began to
及 I began to 也為較口語的並列結構。因此，整個句子的正式及非正式語體色彩
大致抵銷，沒有明顯的風格特色。
在翻譯表現上，林漢達譯「掛鐘『噹噹噹』」對思果「鐘鳴」；林漢達譯「我
『哇哇哇』」對思果「我哭」；林漢達譯「響到一塊兒」對思果「同一時刻」。
前者「噹噹噹、哇哇哇、一塊兒、了」都不帶重音，後者除了數詞「同一」，其
餘都是實詞。幾乎是正式度的兩個極端。
〈例 11〉
原文：

[That is] Quite as comfortable as we can expect a young mother to be, under
these melancholy domestic circumstances. (chap. 1)

林漢達： 年輕兒的產婦像這麼個樣兒總算不錯。（頁 7）
思果：

年紀輕輕的母親，家庭環境這樣淒涼，有這種情形，就算不錯的了。我
們巴著她有多舒服，總有多舒服吧。（頁 17）

67

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非正式語言特徵以
46

標記。[ ] 指原文省略的部分。

〈例 11〉同時具有省略 That is 的句法，以及源自拉丁的詞彙 68 ，包括
melancholy domestic circumstance。省略 (ellipsis) 是非正式語言特徵，拉丁語彙
則是正式語言特徵；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特徵穿插，使得語體色彩相互抵銷。
林漢達的翻譯仍是全句口語，詞綴「兒」更出現兩次。思果的翻譯則是正式
及非正式用語穿插。其中，melancholy domestic circumstances，翻成「家境環境
這樣淒涼」，顯然較貼近原文偏正式的風格。
〈例 12〉
原文：

How well I recollect, when I became quiet, what an unnatural stillness seemed
to reign through the whole house! How well I remember, when my smart and
passion began to cool, how wicked I began to feel! (chap. 4)

林漢達： 趕到我靜下來了，整個屋子沒有一點兒聲兒。（頁 36）
思果：

我記得多清楚，等我安靜下來，整個家好像給鴉雀無聲的氣氛籠罩，多
麼反常！記得多清楚，等疼痛和忿怒漸漸輕淡，感到自己多麼淘氣！（頁
86）

〈例 12〉包含兩個並列結構及數個拉丁字源詞彙。並列結構是一種將單詞、
子句、句子並置的對等結構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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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中，How well I …

及 I began to …兩句並列，拉低了正式度，卻又有 recollect、reign、remember、
passion 等源自拉丁的詞彙，拉高了正式度。語域顯得不高也不低。
翻譯表現上，林漢達的譯文充滿不帶重音的詞，包括趨向動詞「靜下來」、
時態助詞「了」、詞綴「屋子、一點兒、聲兒」、否定副詞「沒有」。思果譯文
則不同，「鴉雀無聲的氣氛籠罩」、「疼痛和忿怒漸漸輕淡」等表達法幾乎皆由
雙音詞構成，少有虛詞。
顯然，林漢達維持一貫口語風格，思果也繼續保有書面正式的語言特色。
（三）對話多短詞、短句，常有非正式語言特徵
狄更斯的對話敘寫生動，充滿各種口語特徵。書中大部分對話使用短詞、短
句，正式度相當低，如〈例 13〉。稍長一點的對話，則常出現呼告 (vocatives)、
語篇標記 (discourse markers)、省略、縮略 (contraction)、動詞片語 (phrasal verbs)、
不合書面文法等非正式語言特徵，風格相當口語，如〈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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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自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https://www.etymonline.com/）
參考自 ThoughtCo（https://www.thoughtco.com/juxtaposition-composition-term-169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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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3〉70
原文：

‘Oh tut, tut, tut!’ said Miss Betsey, in a hurry.
‘Don’t do that! Come, come!’

(…)

‘Take off your cap, child,’ said Miss Betsey, ‘and let me see you.’ (…)
‘Why, bless my heart!’ exclaimed Miss Betsey. ‘You are a very Baby!’
(chap. 1)
林漢達： 克姑姑一連串地說，『咄，咄，咄！別這麼著！』（略）
姑姑說，『孩子，把帽子摘下來，讓我瞧真照點兒。』（略）
姑姑說，『哎，哎，哎，簡直是個小姑娘兒！』（頁 3）
思果：

「啊唷，嘖，嘖，嘖！」姨婆連忙說。「別哭！好啦，好啦。」（略）
「孩子，脫下帽子來，讓我瞧瞧，」姨婆說。（略）
「啊，我的天！」姨婆嚷了起來。「你真是個娃兒！」（頁 6-7）

〈例 13〉的對話內容是連續的，但省略中間敘述。在這段對話中，詞彙及句
式都非常短；詞彙最長僅 5 個字母，句長最多不過 5 字 (and let me see you)。此
外還有縮略 Don’t 及動詞片語 take off 等非正式語言特徵，可謂相當口語。
翻譯上，林漢達譯「咄，咄，咄」對思果「嘖，嘖，嘖」；林漢達譯「把帽
子摘下來，讓我瞧眞照點兒」對思果「脫下帽子來，讓我瞧瞧」；林漢達譯「簡
直是個小姑娘兒！」對思果「你真是個娃兒！」都是很口語非正式的表達法。
兩譯本處理短句時，大多是這樣的策略，也就是都以較口語的寫法翻譯。但
若對話的句子稍長，兩譯本的譯法又會出現正式度差別。如〈例 14〉。
〈例 14〉71
原文：

‘Now, Clara, my dear, I am come here, you know, to relieve you of all the
trouble [that] I can [help you relieve]. (chap. 4)

林漢達： 「克來拉，親愛的，我來這兒是幫你來的。……」（頁 30）
思果：

「哪，柯蕾樂，好嫂子，我到這兒來，你知道，是要盡力替你消除所有麻
煩的。……」（頁 72）

非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
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非正式語言特徵以
文法的地方以
標記。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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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 指原文省略的部分。不合書面

〈例 14〉句子稍長，但用字簡單，且斷句頗多。其中，my dear 是呼告語，
讓說話對象知道有人在跟他說話；you know 是語篇助詞，是一種說話時，依據聽
者的反映或回應要調整說法或重述時常加入的詞彙72。兩者都是非正式語言特徵。
此外，to relieve you of all the trouble I can 省略不少詞，完整句應為 to relieve
you of all the trouble [that] I can [help you relieve]；I am come here 則有 am、come
兩個動詞，顯然不合文法。這些省略及不合語法之處，也都拉低正式程度。因此，
此句句長 19 字雖稍長了些，正式度仍然偏低。
林漢達及思果譯本在句子前半一連串短詞開頭的部分，正式度沒有太大區別，
但後半段句子較長的地方，林漢達譯「幫你來的」對思果「盡力替你消除所有麻
煩的」，就可以明顯看出林漢達口語到底，思果的翻譯風格則起了變化，使用較
多雙音詞及實詞。就此句而言，林漢達譯文較符合原著的口語風格。

第五節 小結與討論
此章節藉由量性為主、質性為輔的研究方法，分別檢視林漢達、思果譯本，
以及原著的語言正式度，並得出兩項研究結果：
第一、林漢達譯本的正式度大幅低於思果譯本
從數據上看，林漢達較思果使用更多帶口語色彩的輕聲、功能詞、單音詞，
LL 值達 217.21、112.11、313.28。思果則較林漢達使用更多帶正式色彩的雙音詞，
LL 值達 404.88。這些用字遣詞的差異使得林漢達譯本讀起來較思果譯本「輕」
了許多，也因此口語通俗不少。
從文本上看，林漢達譯本不管是敘述還是對話都一貫口語到底，思果則是敘
述句風格正式，對話大部分非正式。林漢達譯本全篇口語的結果，大幅降低文本
的正式度，也再次突顯出其譯本正式度低於思果譯本。
第二，英文原著整體風格偏不正式
從數據上看，David Copperfield 的 F-score 是 49.5 分，F-K Grade Level 是 6.6
/ 6.5 年級，整體語言正式度偏低。
正式度偏低的原因主要是用字簡單，平均音節數僅 1.3。句子部分，雖然句
長平均 16.4 字低於標準的 17 字，稍偏非正式，但檢視文本後，可發現對話及敘
述的句式差異不小：對話句子簡短，敘述句式偏長。換言之，平均 16.4 的數據，
不是因多數句式都低於平均，而是因對話句式短小，把平均句長大幅拉低了。
參考自 Cambridge Dictionary（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grammar/britishgrammar/discourse-markers/discourse-markers-so-right-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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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的風格明顯口語，敘述句則因有許多插入語及斷句，句式雖長，但正式
度色彩兩相抵銷，大致維持一般程度，不會給人很正式或很口語的感覺。這樣的
結果，某程度也呼應劉曉華（2006）提出的：此書語言隨意，句構大多鬆散，插
入語多，大部分屬於非正式語域範疇。
至於林漢達譯本及思果譯本何者與原著風格更接近，因為現階段尚無中文及
英文的正式度級別參照，很難做出推斷，僅能大致推知林漢達譯本比起原著太過
口語非正式，思果譯本則太過書面正式。儘管如此，本研究依然成功以量性輔以
質性的分析分法，比較出兩譯本的正式度差距。
兩譯本迥異的語言正式度，或可歸因於林漢達的特殊翻譯目的。林漢達是語
言學家，他翻譯 David Copperfield 的目的不是要忠實呈現原著的訊息及風格，而
是要進行「口語化試驗」，將白話文帶換成大量「口語詞」。
因為這個目的，林漢達翻譯時有意識地將用字遣詞口語化。如果林漢達的口
語化方向是正確的，也就是他替換的「口語詞」的確口語，那麼他的譯本想當然
爾就會帶有特別強烈的口語色彩，也會因此拉開與其他譯本的正式度差距。
但在該譯本中，林漢達僅列出「白話跟口語對照表」並告知這些所謂的口語
詞是他跟他朋友討論出來的，未能客觀證明所替換的詞的確口語，且後續也未有
研究證明這點，因此，本研究實際檢視林漢達譯本前，僅能「推知」其譯本的正
式度可能偏低。
在套用馮勝利理論，並以量性為主、質性為輔的方法實際檢視林漢達譯本後，
發現林漢達譯本的確口語非正式，也間接證實林漢達的口語化方向是正確的。也
正因為林漢達口語化的方向正確、口語化實驗成功，因此大幅拉低文本正式度，
使得其譯本與思果譯本的語言風格產生極大落差。
思果譯本推出後頗受好評，林漢達譯本則很少受到關注，然而，林漢達列出
的「口語詞」及其極為口語的譯法，在翻譯對話或是口語非正式的書面作品時，
可以是很好的參考。換言之，這部譯作有其翻譯價值，也值得更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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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語言正式度比較
第一節 作者及原著介紹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是美國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
的代表作，寫於 1951 年，1952 年先刊於《生活》(Life) 雜誌，後出版單行本。
1953 年此書榮獲普立茲獎、1954 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書中情節改編自一真實
故事，描述一名聖地牙哥的老漁夫出海第八十五天終於捕獲一條大魚，可惜與之
搏鬥數日並成功殺死大魚後，引來鯊魚爭相分食，最後只能帶著魚骨返家。
一、作者及寫作特色
海明威 1899 年生於美國伊利諾州 (Illinois)，是美國 20 世紀的知名小說家，
著有 The Sun Also Rises、A Farewell to Arms、For Whom the Bell Tolls、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等多部代表作。海明威曾於《堪薩斯城星報》(Kansas City Star)
擔任報社記者，並於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戰後，他在《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 就職，並從事寫作。1961 年於愛達荷州 (Idaho) 自殺身亡73。
海明威的創作，據孫致禮（2012，頁 59）所言可以概括成兩大特徵：一是
「冰山」原則，二是「電報式」文體。「冰山」原則由海明威提出，指刪去枝微
末節，以簡鍊語言書寫。他將創作比喻成「冰山」，主張文字寫出的，也就是冰
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僅是作家想表達的八分之一；創作時應盡量刪去一切已知訊
息，來鞏固這座冰山74。「電報式」文體則指採用結構簡單的句子（常是短句或
並列句），用最常見的連接詞連接起來（孫致禮，2012，頁 60）。
二、原著特色及風格
海明威的寫作特徵體現在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這本著作上，許多研究及
專書都有類似評論。如涂成吉（2012，頁 115）認為海明威試圖刪去一切不必要

整理引自“Ernest Hemingway Biography”（https://www.biography.com/people/ernest-hemingway9334498）
74
海明威在 Death in the Afternoon 提出冰山原則 “If a writer of prose knows enough about what he
is writing about he may omit things that he knows and the reader, if the writer is writing truly enough,
will have a feeling of those things as strongly as though the writer had stated them. The dignity of
movement of an ice-berg is due to only one-eighth of it being above water.” (Hemingway, E., 1932)，
並在 1958 接受 The Paris Review 專訪時進一步補充 “I always try to write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iceberg. There is seven-eighths of it underwater for every part that shows. Anything you know you can
eliminate and it only strengthens your iceberg.” (Plimpton, 1958, p.8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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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讀者傳達的內容、淡化社會背景，只突出人物和故事情節、側重於人物獨白和
動作。這正是「冰山」理論的精髓。
余健明（2009，頁 46-55）則以量性方式分析，得出此書在詞彙上大量運用
簡短而使用頻率高的 Anglo-Saxon 詞彙，且少用形容詞、副詞、誇張性詞語；在
修辭上大量使用明喻、暗喻、擬聲、頭韻、排比、倒裝、詞類轉換等；在句法篇
章上節奏起伏有致、長短句夾雜而句構簡單、有大量直接及自由直接引語等特色。
此結果呼應了前述提及的「電報式」文體特色。
至於原著的風格正式度，何明霞等人（2001，頁 15）及李萍、汪桂芬（2003，
頁 74）、王琳琳（2012，頁 182）均主張原著文風簡潔、凝煉、含蓄，用詞簡單、
動詞多、形容詞少、句式短小、常用簡單句或並列句；余健明（2009，頁 46）指
出海明威「採用活潑的口語、日常閒語、民間俗語和街頭俚語，取代沿用已久、
凝固僵化而無生氣的書面語」；劉澤權，王夢瑤（2017，頁 78）則以量性方法分
析原著，指出「源文詞彙量小，句法簡潔，敘事手法精煉，全文顯現出高度的口
語化和獨白式對話體」
。雖然這些論文沒有直接討論正式度，但文中提及的口語、
俗語、俚語、日常詞彙、簡單句、並列句等特色，一般都被視作非正式語體的常
見語言特徵。

第二節 譯者及譯本介紹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甫推出即造成搶譯現象，譯本數量眾多。李惠珍
（1998，頁 106、113-115）曾蒐羅書目資料，指出最早譯本是 1952 年香港中一
出版社推出的張愛玲譯本75。臺灣 1993 年之前共有四十七家出版社出版過此書，
雖當中有不少盜版、假名或未署名，但確定的譯本至少有十三種76。除張愛玲外，
還有辛原（1953）、余光中（1957）、宋碧雲（1978）、羅珞珈（1980）等人譯
本。1993 年至 2013 年間，此書仍斷重譯77。再之後，至少還有傅凱羚（2016）
的譯本。大陸譯本數量亦相當可觀。據顧苑佳（2017，頁 1-2）指出，1957 年的
海觀譯本為大陸第一本中譯，其後吳勞、趙少偉、李錫胤、吳鈞燮不約而同在 1987
年重譯此書。1990 年代後，譯本數量大增，迄今已達四十多種。
至於兩岸較為知名的譯本，至少有下列幾種78：

當時譯者署名「范思平」，是臺灣遭盜印次數最多的版本。
詳細書目列表可參見李惠珍（1998，頁 113-115）
77
沈秉翔（2014，頁 17）更新李惠珍書目資料，指出 1993-2013 年間，臺灣還出版過愛瑪
（1998）、黛孜（1999）、…、陌上花（2013）、楊照（2013）等人的譯本。
78
引自賴慈芸〈欣見楊照的老人與海新譯本，可是...〉
（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3/04/blog-post_23.html）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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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1952）《老人與海》，香港：中一。



海觀（1956）《老人與海》，上海：新文藝。



余光中（1957）《老人與大海》，臺北：重光文藝。



宋碧雲（1978）《老人與海》，臺北：遠景。



羅珞珈（1980）《老人與海》，臺北：志文。



吳勞（1987）《老人與海》，上海：譯文。

本研究以海觀（1957）及余光中（1957）譯本作為研究對象。
一、譯者簡介
（一）海觀
海觀，本名朱海觀，1908 年生於安徽省，曾擔任蘇聯塔斯社駐中國總社英文
翻譯，並曾接任《世界文學》編委，是知名文學翻譯家，譯有《老人與海》等 20
多部譯作。1941 至 1955 年間是其翻譯高峰期，作品多與革命、解放思想有關，
如《不朽的人民》（Народ бессмертен）。1975 至 2000 年間，譯作主題則較為
多樣，觸及歷史、戰爭、人性等議題，如《罪與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至於翻譯理念及風格，海觀曾以「平頭整面最好」教導後生翻譯家，其譯文
則具有整潔、不拖沓、簡鍊的面貌79。
（二）余光中
余光中，福建人，1928 年生於南京，1950 年來臺，是著名詩人、散文家、
翻譯家、評論家，曾任教於臺、港、美多所大學，著有詩集《舟子的悲歌》、《藍
色的羽毛》，散文集《左手的繆思》、《逍遙遊》，論述《掌上雨》等上百本著
作，並獲頒中國文藝協會新詩獎章、中山文藝獎、時報文學獎等諸多獎項。
在創作上，其詩講究結構、節奏、意象，富有時代及藝術氣息，常流露濃烈
鄉愁；其散文講求彈性、密度、質料，夏志清曾有「繽紛華麗」、「音節鏗鏘」、
「多著意嵌入古典佳句」等評語。80。在翻譯理念上，余光中（2002，頁 109-124）
極力主張翻譯要避免西化譯法，如避免濫用代名詞、介詞、助詞「的」等。
二、中譯本研究概況及特色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是學術領域熱門的研究題材。然而，臺灣研究「多
著墨於哲學和宗教的層面」（林光揚，2008，頁 14），探討中譯本的較少。期刊
海觀簡介引自鄧麗雲（2015）〈朱海觀的翻譯實踐研究〉
上述介紹引自台灣作家作品目錄：余光中
（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392）
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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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李惠珍（1998）簡述此書在臺灣的出版概況。碩論則有林光揚（2008）藉由比
較張愛玲及余光中譯本，探討譯者能見度；沈秉翔（2014）從目的論及文體學觀
點比較楊照與陌生花譯本；蔡易霈（2015）透過檢視張愛玲、宋碧雲、楊照、余
光中、吳勞等人譯本，探討出版於不同年代及地區、譯自不同性別譯者的翻譯策
略及字詞使用；潘惟佳（2017）檢視張愛玲、楊照譯本「逗號」的使用。然而，
這些研究和語言風格不甚相關，也並未討論到正式度。
相較之下，大陸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研究篇數較臺灣高出不少。僅從
中國知網 (CNKI) 查到的研究就高達兩千七百多篇，與翻譯相關的亦有兩百多。
其中，以量化方式分析譯本語言風格的研究，大致有何明霞等人（2001）及李萍、
汪桂芬（2003）擷取原著四千字左右，比較海觀及宋碧雲譯本在字數、句數、句
長、詞式、句式等的表現，認為宋譯較貼近原著；余健明（2009）從詞語、修辭、
句法和篇章等層面比較海觀、吳勞、宋碧雲、董衡巽、張愛玲的譯本，認為譯者
各有千秋，但整體來說，宋譯、張譯、董譯的處理效果較好；向榮（2011）從詞
彙及語篇比較張愛玲及吳勞譯本，認為吳譯更貼近原著風格；王琳琳（2012）比
較吳勞及趙少偉譯本標準類符／形符比（STTR）、高頻詞、詞彙密度，外來詞、
平均句長、漢語句對類型等語言特徵，主張趙譯較為精準地傳達傳譯海明威口語
化的語言；劉澤權，王夢瑤（2017）從標準類／形符比、詞彙密度、高頻詞、句
長、語氣等五個面向比較張愛玲、海觀、余光中、吳勞、孫致禮的譯本，得出張
愛玲譯本用詞精簡、海觀譯本顯化程度高、吳勞及孫致禮譯本尊崇源文句式結構、
余光中譯本詞彙富於變化等結果。
這些研究分析眾多語言特徵，卻似乎偏向從「形式」面評價譯本與原著的近
似程度，如李萍、汪桂芬（2003，頁 74）指出「宋譯本用詞較少，句子較短，成
功地再現了原文簡潔的文風」，是以字數、句長評價譯本及原著。但中、英文是
兩種不同的語言，影響語體風格的語言特徵不同，換言之，形式上的字數、詞數、
句長較接近，並不代表語體風格也較相近。
語體風格相關的研究中則有孫依靜（2017）比較余光中 2010 年及 1957 年的
譯本，指出新譯本詞彙上「刪除舊譯本中過於書面、古語的表達……使語言更加
口語化」，言下之意指舊譯有較多書面及古語，也較不口語；楊金月（2014）比
較作家譯者群（余光中及張愛玲）及職業譯者群（黃源深及李文俊）在翻譯詞彙
及句法上的表現，發現作家譯者群「用語較正式、表達呈書面化」。但上述研究
均非單獨討論余光中譯本正式度的研究。至於海觀譯本雖有「略顯華麗」（吳雪
梅，2015）、「沒有宋碧雲譯本簡鍊」（何明霞、汪桂芬、張海燕，2001；李萍、
汪桂芬，2003）等評價，但並未直接討論到正式度；其正式度有待進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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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整體數據分析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原文字數 26658 字，海觀譯本 39659 字，27430 詞，
余光中譯本 35377 字，24114 詞。兩譯本均為全譯本，訊息量差不多，單從字數
及詞數上看，差別達三、四千字，可以想見余光中譯本應該較海觀譯本精鍊許多。
至於余光中簡鍊的譯法是否影響到正式度？以下將從文本整體數據加以分析。
一、中譯本語言正式度
經過統計，海觀及余光中譯本在韻律輕重及長短指標的數據均達顯著差異。
依顯著性排列依序為輕聲、雙音詞、功能詞及單音詞。整體數據彙整於表 13。
表 13
海觀及余光中譯本整體數據81
海觀 (朱海觀)

余光中

39659

35377

27430

24114

字數
詞數

語言正式度
LL 值
朱＜余

韻律

輕聲

6906

17.41%

4344

12.28%

332.58

●

輕重

功能詞

10938

39.88%

8518

35.32%

88.75

●

韻律

單音詞

16674

60.79%

13593

56.37%

60.87

●

長短

雙音詞

9498

34.63%

9918

41.13%

120.41

●

朱＞余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輕聲」是兩譯本落差最明顯的指標。海觀譯本的輕聲總數較余光中譯本多
出近 2600 筆，是余光中譯本總量的 1.5 倍以上。據馮勝利所言，輕聲是口語的
韻律；表達正式的韻律，一般沒有輕聲或不能輕讀。余光中譯本輕聲數量大幅少
於海觀譯本，其語言正式度明顯較高。
以下分就輕聲、功能詞、不同音節詞得出的細部數據進行討論。
（一）輕聲
海觀譯本的輕聲總數為 6906，佔文本 17.41%，余光中譯本的輕聲總數為 4344，
佔 12.28%。不管是數量還是比例，海觀譯本均高於余光中譯本，且兩譯本 LL 值
達 332.58，差異相當顯著。各項達顯著差異的輕聲細項彙整於表 14。
81

輕聲比例=輕聲/總字數；功能詞比例=功能詞/總詞數；單、雙音節比例=音節詞/總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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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海觀及余光中譯本具顯著差異之輕聲
余光中

LL 值

正式度
朱 朱
＜ ＞
余 余

2239

1516

69.72

●

朱：的(1828)、地(224)、得(187)、
余：的(1238)、地(186)、得(92)

[的]

1828

1238

56.84

●

朱：他的(96)、它的(80)、＿上的(77)
余：我的(87)、她的(34)、他的(29)

[得]

187

92

23.06

●

朱：看得(15)、游得(11)、走得(8)
余：看得(9)、弄得(6)、聽得(6)

692

368

67.08

●

朱：上(370)、裡(218)、複合(91)、下(13)
余：上(220)、裡(94)、複合(45)、下(9)

[裡]

218

94

37.52

●

朱：水裡(68)、海裡(15)、黑暗裡(10)
余：心裡(19)、家裡(11)、房裡(10)

[上]

370

220

23.34

●

朱：身上(33)、肩膀上(18)、水面上(16)
余：海上(21)、船上(11)、身上(10)

[複合]

91

45

11.06

●

朱：下面(22)、上面(20)、後面(11)
余：裡面(10)、外面(9)、後面(5)

447

208

64.08

●

[啦]

82

3

83.13

●

[呢]

99

28

34.38

●

[啊]

59

0

N/A

●

量詞 [個]

218

98

34.05

●

朱：一個(119)、那個(22)、這個(12)
余：一個(27)、兩個(20)、有個(13)

趨向動詞

650

432

22.85

●

朱：複合(315)、去(161)、來(104)
余：複合(179)、來(82)、去(68)、下(61)

[去]

161

68

29.00

●

朱：去(89)、打去(6)、睡去(6)、劈去(4)
余：去(34)、失去(6)、睡去(6)、死去(4)

[複合]

315

179

24.00

●

朱：下去(22)、出來(16)、回來(14)
余：出去(12)、下去(9)、出來(8)

778

546

18.67

●

朱：子(334)、們(208)、麼(179)、頭(29)
余：子(154)、們(192) 、麼(156)、巴(29)

334

154

49.01

●

朱：孩子(102)、身子(35)、繩子(20)
余：繩子(23)、孩子(18)、老頭子 (16)

106

47

17.11

●

39

5

26.10

●

869

666

8.74

●

566

426

7.06

●

海觀
(朱海觀)

結構助詞

方位詞

語尾助詞

後綴
（名）[子]
詞嵌
[一]
時態助詞
[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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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朱：吧(99)、呢(89)、啦(82)、了(65)、
啊(59)、嗎(30)、的(11)、哩(7)、罷了
(3)、哪(2)
余：吧(76)、了(59)、呢(28)、嗎(25)、
哩(7)、的(6)、啦(3)、嘛(2)、罷了(2)

朱：詞嵌不(39)、詞嵌一(67)
余：詞嵌不(42)、詞嵌一(5)
朱：看一看(5)、望一望(5)、講一講(5)
余：嚐一嚐(1)、醒一醒(1)、見一見(1)
朱：了(566)、著(254)、過(49)
余：了(426)、著(177)、過(63)
朱：去了(16)、上了(13)、吃了(8)
余：到了(15)、上了(10)、來了(9)

具顯著性差異的輕聲類別，依顯著性差異由高到低排列，分別為結構助詞（的、
得）、方位詞（裡、上、[複合]）、語尾助詞（啦、呢、啊）、量詞（個）、趨
向動詞（去、[複合]）、名詞後綴（子）、詞嵌（[不]）及時態助詞（了）。所有
詞類的數據均指向「余光中譯本正式度高於海觀譯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輕聲細項中，只有「疊字」一項沒有達顯著差異82，
就連詞嵌「一、不」這種形式特殊、數量少，難有顯著差異的類別，都有達標。
可見兩譯本輕聲總量差異，不是來自單一詞類，而是所有類別的輕聲數，都是海
觀譯本較余光中譯本多，最後導致輕聲達到 LL 值 332.58 如此顯著的差異。
排名前三的結構助詞、方位詞、語尾助詞，LL 值分別為 69.72、67.08、64.08，
其差異顯著性相當接近。不過就總量而言，結構助詞遙遙領先，約是另外兩類的
兩到三倍，所以細就起來，結構助詞是影響輕聲總量最關鍵的一項。
結構助詞是用來表示句子結構關係的虛詞，具體包括「的、地、得」。「的」
附在詞或詞組之後，表前面的詞或詞組是具修飾作用的定語，如「社會的安全」，
「社會」為定語；「地」附在詞或詞組後，表前面的詞或詞組是能區別事物的動
作、形態、性質的狀語，如「慢慢地吃」，「慢慢」是狀語；「得」附在動詞或
形容詞後，表後面的詞或詞組是能補足主述語意思的補語，如「好得很」，「很」
為「好」的補語83。
結構助詞「的、得」達顯著差異，至於「地」，海觀譯本 224 筆、余光中譯
本 196 筆，數據雖未達顯著，但仍是海觀譯本較多。
兩譯本中「的、得」的使用情形如〈例 15〉。
〈例 15〉84
原文：

She is kind and very beautiful. But she can be so cruel and it comes so suddenly
and such birds that fly, dipping and hunting, with their small sad voices are
made too delicately for the sea.

海觀：

海洋是仁慈的，十分美麗的。但是她有時竟會這樣的殘忍，又是來得這
樣的突然，那些在海面上飛翔的鳥兒，不得不一面點水搜尋一面發出微
細而淒慘的叫喊，這種鳥兒啊，生來就柔弱得沒有抗拒海水的力量。（頁
16）

余光中

她本性良善而又非常美麗。可是她有時竟會變得那麼殘酷，變時又那麼
急驟；像這樣低聲悲吟著，一面飛旋，一面潛水覓食的小鳥，長得過於
嬌嫩，是沒法應付大海的。（頁 15）

82
83
84

海觀譯本有 48 個疊字輕聲，小幅高於余光中譯本的 41 個。
整理引自教育部辭典及彭鳳、胡炯梅（2010）〈漢語結構助詞語音形式〉。
以
表示欲檢視的「的、得」，以
表示其他讀作輕聲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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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譯本「的」的次數，分別是海觀譯本 7 次，余光中譯本 2 次。數量差了數
倍。「的」沒有實義，可有可無，刪去「的」會使語句更加精簡。余光中文風精
鍊，在許多可加入「的」的地方，如「她本性良善」的「她」之後，省去了「的」。
由於中文的結構助詞使用相當頻繁，這邊省一個，那邊少一個，最後加起來
的數據差異也會相當可觀，對正式度會造成不可小覷的影響。
至於「得」的部分，海觀使用 2 次（來得、柔弱得），余光中雖然也使用 2
次（變得、長得），但對照後可發現，海觀譯「來得、柔弱得」，余光中譯「變
時、嬌嫩」，沒有輕聲。但余光中譯「長得」，海觀譯「生來」，「來」是讀作
輕聲的趨向動詞。由此還是可以看出正式度的差別。
整體而言，海觀譯本整段 84 字有 13 處輕聲，輕聲比 15.5%，余光中譯本 66
字有 7 處輕聲，輕聲比 10.6%。不管是次數還是頻率上，都是海觀譯本高過余光
中譯本，符合文本整體數據的傾向。
除結構助詞，方位詞、語尾助詞的顯著性也較其他詞類高。「方位詞」表方
向或位置，單詞「裡、上」及複合方位詞達顯著差異；「語尾助詞」置於句中或
句末，表某種語氣或停頓85，兩譯本的「哪、呢、啊」達標。
這兩類詞在海觀及余光中譯本的使用情形如〈例 16〉。
〈例 16〉86
原文：

Eat them, fish. Eat them. Please eat them. How fresh they are and you down
there six hundred feet in that cold water in the dark. Make another turn in the
dark and come back and eat them.

海觀：

吃吧，魚啊。吃吧。請你吃吧。那些小魚兒長得多嫩，可你偏要躲在下
面六百呎的地方，躲在那黑魃魃的冷水裡，從黑暗裡再轉一個身，回來
把它們吃掉吧。（頁 25）

余光中

吃吧，大魚。吃吧。請用吧。這些沙丁魚多新鮮，而你卻深藏在那六百
呎深的黑漆漆的寒水之中。在暗海裏再打個轉，游回來嚐一嚐吧。（頁
22）

〈例 16〉中，方位詞使用次數分別是海觀 3 次（下面、冷水裡、黑暗裡），
余光中 1 次（暗海裏）；語尾助詞則是海觀 5 次（吧、啊），余光中 4 次（吧）。
均是海觀略高於余光中。整體上看，海觀譯文 60 字有 14 個輕聲，佔 23.3%；余
光中譯文 52 字有 10 個輕聲，佔 19.2%。數量及比例上，均是海觀譯本較高。

85
86

引自教育部辭典
以
表示欲檢視的「輕聲方位詞、輕聲語尾助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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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他讀作輕聲的字。

（二）功能詞
海觀及余光中譯本的功能詞總數分別為 10938 及 8518，佔文本總詞數的
39.88%及 35.32%，相差近 2500 筆。LL 值達 88.75，差異性雖不及輕聲，但亦十
分顯著。兩譯本達差異顯著的功能詞細項整理於表 15。
表 15
海觀及余光中譯本具顯著差異之功能詞
余光中

LL 值

正式度
朱 朱
＜ ＞
余 余

1240

617

147.99

●

朱：兒(497)、子(334)、們(208)、然(57)
余：們(192)、子(154)、然(86)、巴(29)

[兒]

497

63

334.65

●

朱：老頭兒(207)、事兒(32)、那兒(26)
余：鳥兒(16)、這兒(15)、那兒(11)

[子]

334

154

49.01

●

朱：孩子(102)、身子(35)、繩子(20)
余：繩子(23)、孩子(18)、老頭子(16)

[小]

1

15

16.35

[老]

30

7

12.89

[然]

57

86

9.70

結構助詞

2239

1516

69.72

●

朱：的(1828)、地(224)、得(187)、
余：的(1238)、地(186)、得(92)

語氣詞87

466

226

59.83

●

朱：吧(95)、呢(82)、啦(79)、了(65)
余：吧(76)、了(59)、呢(28)、嗎(25)

方位詞

1050

733

26.26

●

朱：上(370)、裡(218)、以後(27)
余：上(220)、裡(94)、時(46)、中(34)

介詞

1510

1137

18.75

●

朱：在(468)、把(417)、從(108)、跟(76)
余：在(340)、把(250)、向(94)、用(75)

量詞

920

673

15.43

●

朱：個(218)、條(175)、次(50)、只(39)
余：條(142)、個(98)、次(44)、種(43)

數詞

780

581

10.90

●

朱：一(585)、兩(206)、幾(93)、三(42)
余：一(371)、兩(161)、第一(121)

體態助詞

869

666

8.74

●

朱：了(566)、著(254)、過(49)
余：了(426)、著(177)、過(63)

代詞

2530

2429

6.69

●

朱：他(973)、我(565)、它(505)、你(213)
余：他(853)、我(559)、它(475)、你(190)

功能詞類

詞綴

海觀
(朱海觀)

●

舉例

朱：小貓(1)
余：小鳥(12)、小伙子(1)、小孩(1)
朱：老鷹(13)、老大爺(9)、老婆(3)
余：老板(3)、老虎隊(2)、老鷹(2)

●
●

朱：雖然(17)、突然(11)、當然(8)
余：自然(13)、雖然(11)、當然(1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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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聲統計讀作輕聲的語氣助詞，功能詞統計的標記為語助詞的詞類，故數據不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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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所有功能詞類中，除了助動詞、否定副詞、語氣副詞等數量較
少的詞類88，其餘詞類均達顯著差異，可見導致兩譯本功能詞總量差距的原因與
輕聲類似，不是由單一詞類造成，而是由多數功能詞類別一同累積出的差異。
各項功能詞的差異顯著性由高至低排序，分別為詞綴（兒、子、小、老、然）、
結構助詞、語氣詞、方位詞、介詞、量詞、數詞、體態助詞、代詞。其中，差異
顯著性大幅領先其他詞類的是詞綴，接著是結構助詞及語氣詞。其餘類別的 LL
值未達 30，相比之下落差較不明顯。
詞綴（構詞功能詞）沒有實質意義，可附於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
副詞後。兩譯本差異最顯著的是詞綴「兒、子」；詞綴「兒」的數量落差超過 400，
詞綴「子」的數量則差了近 200。
但進一步檢視，可發現造成詞綴「兒」數量差異的主要是「老頭兒」一詞，
兩譯本差距超過 200；造成詞綴「子」數量差異的是「孩子」一詞，兩譯本差距
將近 100。
「老頭兒」對應的英文原文是 the old man，「孩子」則是 the boy。余光中將
前者譯成「老人」，後者譯為「男孩」。「老頭兒」及「老人」、「孩子」及「男
孩」的正式度差異大概只在「人、孩」有實義，而「兒化音」及「子」無實義，
相較下「輕」了一點。
只是由於文本中 the old man 及 the boy 反覆出現，積沙成塔，也累積出差異
顯著性，進而影響譯本正式度。歸根結底，僅是非常細微的選字差別。這或許也
對譯者帶來一些啟示：翻譯文本中出現頻率特別高的詞，選詞時要一慎再慎。
〈例 17〉是海觀使用詞綴「兒、子」的範例及與余光中譯本的對照。
〈例 17〉89
原文：

The boy left him there and when he came back the old man was still asleep.
“Wake up old man,” the boy said and put his hand on one of the old man’s
knees.

海觀：

孩子又走開了，回來的時候，老頭兒還在那兒睡著。
「醒來，老大爺，」孩子喊了一聲，把一隻手放在老頭兒一個膝頭上。
（頁 8）

余光中

男孩走時，他坐在那兒，回來時他還在熟睡。
「醒一醒，老人，」男孩說著，用手按住老人的一邊膝蓋。（頁 8）

據統計，海觀譯本：助動詞(206)、否定副詞(286)、語氣副詞(82)；余光中譯本：助動詞
(203)、否定副詞(251)、語氣副詞(104)
89
以
表示詞綴「兒、子」，以
表示其他功能詞。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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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7〉中，海觀使用 2 次詞綴「子」及 3 次詞綴「兒」，包括「孩子、老
頭兒、那兒」，余光中分別譯為「男孩、老人、那兒」。如先前所述，詞綴「子、
兒」的差別主要是 the old man 及 the boy 的譯法不同。
〈例 17〉若不計詞綴，海觀譯本 31 詞中有 15 個功能詞，包括 3 個時態助
詞（了、著）、3 個介詞（在、把）、3 個數詞（一）、3 個量詞（聲、隻、個），
及 2 個方位詞（那兒、膝頭上）、1 個結構助詞（的）。余光中譯本 28 詞中則有
11 個功能詞，包括 4 個方位詞（時、那兒、邊）、2 個介詞（在）、2 個代詞（他）
及 1 個時態助詞（著）、1 個結構助詞（的）、1 個數詞（一）。比例上，海觀
譯本 48.4%，余光中譯本 39.3%。以上數據顯示：海觀譯本功能詞的數量及出現
頻率都明顯高過余光中譯本。
功能詞中，余光中譯本的詞綴「小、然」數量多於海觀譯本，但前者差不到
10 筆，後者差不到 30 筆，對整體數據的影響相當有限。
（三）不同音節詞
海觀及余光中譯本的單、雙音節詞達顯著差異。單音詞部分，海觀譯本 16674
筆，余光中譯本 13593 筆，數量差距超過 3000。雙音詞的差異又更明顯，海觀譯
本 9498 筆，余光中譯本 9918 筆，分別佔總詞數 34.63%及 41.13%，相差近 7 個
百分點，LL 值達 120.41。單音輕、雙音重。余光中譯本的單音詞少於海觀譯本，
雙音詞多於海觀譯本，語言正式度也因此高於海觀譯本。
不同音節詞的詞類有些正式，有些口語，如四音節的成語是正式用語，
「1+2」
動賓結構是口語用詞。經過統計，具顯著差異的音節詞細項彙整於表 16。
表 1690
海觀及余光中譯本具顯著差異之不同音節詞

(朱海觀)

余光中
譯本

LL 值

正式度
朱 朱
＜ ＞
余 余

嵌偶

25

84

44.28

●

朱：圍在(3)、不知(2)、桌上(2)、大亮(1)
余：漸起(5)、猛扯(3)、桌上(3)、肩上(3)

合偶

11

54

36.13

●

朱：一經說破(1)、充滿信心(1)、即將到來(1)
余：喪失氣力(3)、增加氣力(3)、直到現在(2)

1+2
動賓

56

21

●

*34

*20

12.76

朱：拉釣絲(5)、捉海龜(5)、吃東西(4)
余：拉釣索(2)、打電話(1)、瀉肚子(1)

海觀

舉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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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偶詞及合偶詞另計該詞佔雙音詞的比例(%)；動賓 1+2 另計種類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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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譯本嵌偶詞、合偶詞、「1+2」動賓結構皆達顯著差異。嵌偶詞及合偶詞
具正式書面色彩，余光中譯本的數量高於海觀譯本；「1+2」動賓結構具口語色
彩，海觀譯本多於余光中譯本。這些數據指出余光中譯本正式度較高。
其中，嵌偶詞差異最為顯著。海觀譯本的嵌偶詞有「圍、知、桌、大…」等
25 筆，余光中譯本有「漸、猛、桌、肩…」等 84 筆，LL 值達 44.28。
兩譯本嵌偶詞的使用情形如〈例 18〉。
〈例 18〉91
原文：

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

海觀：

他是個獨自在灣流裡一隻小船上打魚的老頭兒，他到那兒接連去了八十
四天，一條魚也沒有捉到。（頁 1）

余光中

那老人獨駕輕舟，在墨西哥灣暖流裏捕魚，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日，仍
是一魚不獲。（頁 1）

〈例 18〉中，海觀沒有使用嵌偶詞，余光中則使用了三個，包括「獨、捕、
獲」，分別組成「獨駕」、「捕魚」、「不獲」等「單＋單」的韻律格式。其中，
「獨駕輕舟」、「一魚不獲」，對海觀「獨自在…一隻小船上」、「一條魚也沒
有捉到」，前者總共只有一個功能詞「一」，後者則有「在、一、隻、上、一、
條、沒有」等七個，顯見海觀與之對應的詞不僅不具正式色彩，甚至更為口語。
兩譯本的正式度也因此拉開。
除嵌偶詞外，不同音節詞中達顯著差異的，還有正式色彩濃厚的「合偶詞」
及口語特徵明顯的「1+2」動賓結構。合偶詞的部分，海觀譯本有「一經、充滿、
即將」等 11 筆，余光中譯本則有「喪失、增加、直到」等 54 筆，均是余光中譯
本多於海觀譯本。
「1+2」動賓結構的部分，海觀譯本有「拉釣絲、捉海龜、吃苦頭」等 56 筆，
34 種，余光中譯本則有「拉釣索、打電話、瀉肚子」等 21 筆，20 種；海觀譯本
多於余光中譯本。
綜上所述，余光中譯本嵌偶詞多、合偶詞多，「1+2」動賓結構少，文本因
此較為書面正式。

91

以

表嵌偶詞，___表嵌偶詞搭配的單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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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著語言正式度
以 Readability io 工具分析 The Old Man and the Sea，得出字數、字平均音節、
句平均詞數、語法詞類比例、F-K Grade Level 等數據。
文本及與正式度相關的數據彙整於表 17。
表 17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文本及正式度相關數據

文
本

項目

數據

字數

26658

標準

難易度

適讀分數

字平均音節

1.2

[1.47]

[非常容易]

[90-100]

句平均詞數

13.6

[17]

[稍容易]

[70-80]

F-K Grade Level

= 3.9

[8.4]

[非常容易]

[= 91.7]

=49.5

[58]

正

參照值

式

語法詞類

度
指

F-score

標

名詞

21%

動詞

18%

介詞

9%

代名詞

13%

形容詞

8%

副詞

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中可知，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 F-score 為 49.5 分，小於標準的 58
分，F-K Grade Level 為 3.9 年級，低於標準的 8.4 年級。這些數據均指出原著風
格偏向口語非正式。
若進一步檢視字長及句長，並與 Flesch 參照表相互對照，可發現此書的字平
均音節僅 1.2，，難易度落於「非常容易」區間。句平均字數則為 13.6，落於「稍
容易」區間。句長雖然沒有像字彙一樣「非常容易」，但也明顯帶有口語色彩。

第四節 細部文本分析
文本整體數據顯示原著風格傾向非正式，且在詞彙及句長的表現上都比標準
寫作容易許多。這與先前學者指出原著用詞簡單，動詞多、形容詞少，句式短小、
常用簡單句或並列句，呈現高度口語化（王琳琳，2012；何明霞，2001；余健明，
2009；李萍、汪桂芬，2003；劉澤權、王夢瑤，2017）等說法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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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檢視文本得出的結果，與量性數據及學者主張差別不大。若從正式度角
度切入，並檢視文本中對話及敘述的詞彙、句法特徵，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特色：
一、不管是敘述句還是對話，詞彙都相當容易。
二、對話大多為短語或短句，有許多縮略及省略。
三、敘述句比對話稍長，但有許多非正式語言特徵，如動詞片語、並列結構。
（一）文本詞彙容易
在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一書中，不管是敘述還是對話，都很少見到艱澀
或源於拉丁文、希臘文的詞彙，且詞彙平均音節數僅 1.2，是相當低的數據。
〈例 19〉是一段同時包括敘述及對話的節選。
〈例 19〉92
原文：

“He hasn’t much faith.”
“No,” the old man said. “But we have [faith]. Haven’t we?”
‘Yes,” the boy said. “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
“Why not?” the old man said. “[It is] Between fishermen.”
They sat on the Terrace and many of the fishermen made fun of the old man
and he was not angry.

海觀：

「他沒多大的信心。」
「是的，」老頭兒說。「可是我們有，你說是不是？」
「是的，」孩子說，「我請您在海濱酒店喝一瓶啤酒，然後我們把打魚的
東西帶回家去，好嗎？」
「為什麼不好？」老頭兒說，「打魚的都是一家人啊。」
他倆坐在海濱酒店，很多打魚的人拿老頭兒開玩笑，老頭兒一點也不生
氣。（頁 2）

余光中

「他不大有信心。」
「自然了， 」老人說。「可是我們有信心，對不對？」
「對，」男孩說。「我請你去平臺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過了，我們再
把這些東西拿回去。」
「好呀，打魚的還用客氣嗎！」老人說。

[ ] 指原文省略的部分。縮略形式以底線＋粗體標記。正式語言特徵以
言特徵以
標記。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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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非正式語

他們坐在平臺上，許多漁夫就拿老頭子取笑作樂，可是他並不生氣。
（頁 2）

這段節選除了 between、fisherman 及 Terrace，其餘詞彙都不超過 5 個字母，
可見用詞之簡單。海觀整段翻的都很口語，如帶有輕聲的「你說是不是、為什麼
不好、都是一家人啊」，及「1+2」動賓結構「開玩笑」。余光中則是對話翻得
口語，如「自然了、好啊、還用客氣嗎」都帶有輕聲，但敘述句會有較正式的譯
法，如「取笑作樂」。
（二）對話多短語、短句，有許多縮略及省略
原著中的對話句子有長有短，但以短句或短語佔大多數。此外，句中常會出
現縮略及省略。所謂縮略，指插入省略符號 (apostrophe) 而將兩個字合併成為一
字，屬於非正式語言的特徵。所謂省略，指省去句子的部分成分，如 I knew [that]
something terrible had happened 省略 that，又如[Have you] Seen my gloves anywhere?
省略 Have you，是非正式語言的特徵。
先前的〈例 19〉及下文的〈例 20〉都能看出對話的這些語言特色。
如在〈例 19〉中，除了 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 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這句話，其餘句子都相當簡短，甚至可以僅由 No、Yes、Why not
等短語構成。此外，也有許多縮略形式，如 Haven’t we、we’ll take，以及省略，
如 But we have [faith] 省略 faith、[It is] Between fishermen 省略 It is。
〈例 20〉
原文：

“One sheet. That’s two dollars and a half. Who can we borrow that from?”
“That’s easy. I can always borrow two dollars and a half.”
“I think perhaps I can too. But I try not to borrow. First you borrow. Then you
beg.”
“Keep warm old man,” the boy said. “Remember [that] we are in September.”

海觀：

「我可以訂一張。」
「一張就得兩塊半錢。我們從哪兒去借這筆錢呢？」
「那倒不難，我想可以借到兩塊半錢的。」
「我想大概我也借得到。不過我儘量不去借錢。頭一遭借錢，下一遭就
要討飯。」
「別著涼啦，老大爺，」孩子說。「記住，這是九月的天氣啊。」（頁 7）

余光中

「一張好了。一張是兩塊半。我們向誰去借呢？」
「那容易。我什麽時候都借得到兩塊半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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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許我一樣借得到。可是我好可以就不借。一次借。兩次討。」
「蓋暖些，老公公，」男孩說。「記住這是九月。」（頁 7）

〈例 20〉的對話，則大多由短語或短句構成，如 One sheet、That’s easy、First
you borrow、then you beg。最長的句子為 I can always borrow two dollars and a half.，
句長也僅 8 個字。此外，句子也有縮略形式，如 that’s，及省略，如 Remember
[that] we are in Septemper.省去 that。
在翻譯表現上，海觀譯本「那倒不難」，余光中譯本「那容易」；海觀譯本
「別著涼啦」，余光中譯本「蓋暖些」，沒有什麼正式度的差別，顯見在翻譯對
話的部分，兩譯本都較為口語，與原著風格貼近。
（三）敘述句比對話稍長，常有各式非正式語言特徵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敘述句同樣是長短句夾雜，但短語或短句的數量
沒有對話多、也沒有對話短，因此平均句長稍長一些。即使如此，由於句構簡單，
又有許多非正式語言特徵，正式度不會高出對話太多。其中，最常見的非正式語
言特徵是並列結構及動詞片語 (phrasal verb)。
並列結構是一種將單詞、子句、句子並置的對等結構，並列方法可以是直接
並置，或以對等連結詞 and、but、or、so、for、yet 等連結，如〈例 21〉及〈例
22〉93。
〈例 21〉
原文：

Then the sun was brighter and the glare came on the water and then, as it rose
clear, the flat sea sent it back at his eyes so that it hurt sharply and he rowed
without looking into it.

海觀：

一會兒太陽越來越明亮了，耀眼的光芒射在水面上，隨後越上升越紅，
平滑的海面把太陽的光芒反射到他的臉上，劇烈地刺痛了他的眼睛，因
此他就把眼光移到一旁，只管劃下去。（頁 18）

余光中

不久太陽晨煇漸增，光芒照在水面，等到全輪升盡，平穩的海面把陽光
反射到他的眼裏，十分傷目，他便避開反射， 划船前進。（頁 16-17）

在〈例 21〉中，作者分別將 the sun、the glare、the flat sea 及 he 開頭的句子
並置，並使用對等連接詞 and 將這些句子連接起來。as it rose clear 則是插入結
構。兩者同是非正式語言特徵。此外，此句用字簡單，正式度明顯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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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的開頭以粗體＋底線標示。正式語言特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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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非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

翻譯上，余光中使用許多典雅的表達法，如余光中譯「晨煇漸增」對海觀「越
來越明亮」；「全輪升盡」對海觀「越上升越紅」；「傷目」對海觀「刺痛了他
的眼睛」。此外，余光中譯本也有雙音詞堆疊，如「避開反射」對海觀「把眼光
移到一旁」；「划船前進」對海觀「只管劃下去」。
余光中典雅及雙音節堆疊的表達法，使得訊息量相當密集，少有虛詞或輕聲。
正式度因而大幅高於海觀譯本，也與原文的口語風格產生不小的落差。
〈例 22〉
原文：

They are widespread and the flying fish have little chance. The bird has no
chance. The flying fish are too big for him and they go too fast.

海觀：

它們散佈的很廣，飛魚恐怕很少脫逃的機會了。老鷹也不會占到便宜。
飛魚的身子大到不是老鷹可以捉到的，何況它們又飛得太快。
（頁 19-20）

余光中

它們四散水中，所以飛魚不易逃生。鄂鳥兒更無希望。飛魚體積龐大，飛
行迅速，那鳥兒是捉不到的。（頁 18）

〈例 22〉將 they、the flying fish、the bird 開頭等五個句子，以直接或使用連
接詞 and 的方式並置在一起，且用字及句式都很簡單，正式度相當低。
在翻譯表現上，余光中依舊好用簡鍊筆法。諸如「四散水中、不易逃生、更
無希望、體積龐大、飛行迅速」等，訊息含量都相當高，不僅每個字都有實義，
整句也只有三個輕聲（們、捉不到、的）。海觀的譯法則不同，相對應的「散佈
的很廣、很少脫逃的機會了、飛魚的身子大到、飛得太快」等，個個都有輕聲，
甚至不只一個。這也使得海觀譯本與原文風格較為接近。
動詞片語則是由動詞及介副詞 (adverb particles) 組成的語言單位，正式度通
常比相對應的單詞更低一些，屬非正式語言特徵。常見的界副詞包括 around、at、
away、down、in 等94。文本中使用動詞片語的範例如〈例 23〉及〈例 24〉95。
〈例 23〉
原文：

He simply woke, looked out the open door at the moon and unrolled his
trousers and put them on.

海觀：

他就那樣醒了過來，望一望敞開的門外面的月亮，把當枕頭用的褲子打
開，穿上。（頁 13）

參考自 Cambridge Dictionary（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grammar/british-grammar/aboutverbs/verbs-multi-word-verbs）
95
動詞片語以粗體+底線標示。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非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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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他就這麼醒來，透過敞開的門凝望曉月，又抖開褲子穿上。（頁 13）

〈例 24〉
原文：

Now the old man looked up and saw that the bird was circling again.

海觀：

這時老頭兒抬起頭來，看見那只老鷹又在打著轉兒。（頁 22）

余光中

這時老人仰見那鳥兒又在飛旋。（頁 20）

〈例 23〉及〈例 24〉以 and 連接句子，句式及用詞簡單，且前者有 look at
（看）及 put on（穿上）兩個動詞片語，後者則有動詞片語 look up（抬頭看）。
風格顯然偏向非正式。
在翻譯表現上，海觀譯「望一望、門外面的月亮、抬起頭來、打著轉兒」，
均帶有輕聲，余光中譯本卻出現「凝望曉月、仰見、飛旋」等非常典雅的表達法，
正式度明顯高了不少，也與原作風格產生不小落差。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一書中，對話及敘述的詞彙及句式差異不顯著。推
估原因，可能與此書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語」有關 (Free Indirect Speech /
Thoughts) （余健明，2009；蔡鳳鳴，2003）。
「自由直接引語」的概念由 Leech 與 Short 提出。他們將話語及思想的引語
形式各分為五種96。直接引語 (Direct speech)、自由直接引語 (Free Direct speech)、
直接思想 (Direct Thoughts)、自由直接思想 (Free Direct Thoughts) 的舉例如下：
一、直接引語：He said, “I’ll come back here to see you again tomorrow.” (p.255)
二、自由直接引語：He said I’ll come back here to see you again tomorrow.
(p.258)
三、直接思想：He wondered, “Does she still love me?” (p.270)
四、自由直接思想：Does she still love me? (p.271)
從上述例子可知，「自由直接引語／思想」與「直接引語／思想」相比，只
是形式上更為自由，不加引號；詞彙及句法是完全一樣的。而這樣的引語形式在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隨處可見，如文中一段老人的內心獨白 But I must get

話語形式──直接引語(Direct speech)、間接引語(Indirect Speech)、自由直接引語(Free Direct
Speech)、敘述式言語行為(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s)、自由間接引語(Free Indirect Speech)；
思想表達形式──自由直接思想(Free Direct Thoughts)、直接思想(Direct Thoughts)、自由間接思
想(Free Indirect Thoughts)、間接思想(Indirect Thoughts)、敘述式思想(Narrative Report of a Thought
Act)。(G. Leech & M. Short, pp. 255-279)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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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close, close, close, he thought. I mustn’t try for the head. I must get the heart.，就
是直接思想引語的範例。其語言特徵跟對話沒兩樣，同樣詞彙簡單、句式短小，
且具有縮略形式 mustn’t。
書中有大量此類引語形式，可能也因此使得對話及敘述的正式程度相差無幾。

第五節 小結與討論
本章節以量性兼採質性的方法，檢視海觀、余光中譯本，以及原著的語言正
式度。經過統計與分析，大致得出以下幾個結果：
第一、余光中譯本的正式度大幅高於海觀譯本
從數據上看，余光中譯本的輕聲、功能詞、單音詞數量低於海觀譯本，而雙
音詞數量高於海觀譯本，LL 值分別為 332.58、88.75、60.87、120.41。余光中譯
本的輕聲、功能詞數量及比例均低於海觀譯本，其原因並非來自單一詞類，而是
多數輕聲及功能詞類別均是余光中譯本含量低於海觀譯本。在所有詞類中，結構
助詞在數量上勝過其他詞類數倍，影響力最鉅。
從文本上看，結構助詞也是影響正式度的重要關鍵。余光中譯法簡鍊，訊息
密度高，省略許多沒有實際意義、不必然要存在的虛詞，結構助詞便是其中之一。
但省去這些虛詞，使得余光中譯本「重」了許多，也因此大幅拉高了正式度。
第二、英文原著語言正式度相當低
從數據上看，原著在正式度指標的得分為 49.5 分，低於一般寫作的 58 分，
風格偏不正式。可讀性指標 F-K Grade Level 是 3.9 年級，遠低於標準文件對應的
8.4 年級。字平均音節 1.2，句平均詞數 13.6，都大幅低於標準文件的對應分數。
由以上數據可推知：原著風格相當口語非正式。
從文本上看，原著的詞彙簡單，句式短小。敘述部分的平均句長稍微高於對
話部分，但差別不大。此外，動詞片語及並列句等非正式語言特徵，頻繁在文本
中出現。這些發現，呼應先前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原著用詞簡單、動詞多、形容
詞少，句式短小、常用簡單句或並列句，呈現高度口語化（王琳琳，2012；何明
霞，2001；余健明，2009；李萍、汪桂芬，2003；劉澤權、王夢瑤，2017）。
第三、海觀譯本與原著語言正式度較為接近
原著語言正式度低。余光中用語精鍊典雅，正式度高。海觀用詞口語，且文
本的輕聲、功能詞、單音詞大幅多於余光中譯本，明顯與原著正式度較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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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探討為何兩位譯者的語體風格會有如此大的區別，主要原因可能與
余光中的寫作特色密切相關。
余光中是著名詩人、散文家、翻譯家。在散文創作上，他主張現代散文必須
講究「密度」，也就是「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數內）滿足讀者對於美感
要求的分量」（1984，頁 29-40）。因此，他的散文兼具詩的密度及美感，有「詩
質散文」的稱譽。
他「詩意化」的散文語言，不僅與行文時的「密度」有關，也與他擅長使用
富含文化底蘊的文化詞有密切關連。顧瑛（2005）便曾指出余光中散文兼含詩意
及人文韻味，是因為作品中含有大量源自古詩文（如巴山夜雨、逍遙游）、歷史
人物（如庾信）、神話典故（如騎鶴聽松）的詞彙，且在運用上別具一格，存在
不少蘊含中文精髓的自創詞，如「冷雨、嘶蟬」（借中文象徵手法）、「寂天寞
地、山隱水迢」（仿成語結構）、「猿視眈眈」（仿用舊詞語）等。
《老人與大海》經常可以看到文化詞或仿似古語的用字遣詞。如全書譯文的
第一段97，就至少有「獨駕輕舟、一魚不獲、無可挽救、空船歸來、不覺惻然、
長敗之旗」等六例。
這些古文、古詞，或仿古語新創的詞，不僅文化內涵深厚，也很可能用上源
自典雅語體的詞彙，如嵌偶詞；所創新詞的重音格式，也很可能是較典雅的韻律，
如古語今用「單＋單」格式、成語的重音格式。就上述六例而言，「獨」、「獲」、
「覺」都是嵌偶詞，而「獨駕」、「不獲」、「不覺」都是古語今用的「單＋單」
格式。
講究文章「密度」，省去許多無實義的詞彙，如結構助詞，解釋了為何余光
中譯本的功能詞數及輕聲數會大幅低於海觀譯本；善於使用文化詞及仿古語的自
創詞，解釋了為何余光中譯本的雙音詞總數、嵌偶詞總數會大幅多於海觀譯本。
較少的輕聲及功能詞，較多的雙音詞及嵌偶詞，都拉高了正式度，也使得余光中
譯本的正式度大幅高於海觀譯本，也與原著風格產生落差。
值得一提的是，海觀《老人與海》在學術上似有貶抑多於讚揚的傾向。例如
何明霞、汪桂芬、張海燕（2001）及李萍、汪桂芬（2003）比較海觀及宋碧雲譯
本，認為宋譯較貼近原著；余健明（2009）比較海觀、吳勞、宋碧雲、董衡巽、
張愛玲譯本，認為整體上宋譯、張譯、董譯的處理效果較好。上述研究中，海觀
那老人獨駕輕舟，在墨西哥灣暖流裏捕魚，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日，仍是一魚不獲。開始的
四十天，有個男孩跟他同去。可是過了四十天還捉不到魚，那男孩的父母便對他說，那老頭子
如今確實無可挽救地成了晦氣星，而那是最糟的惡運。於是男孩聽了父母的話，到別一條船上
去。第一個星期，那條船便捕到三尾好魚。他看見老人空船歸來，不覺惻然，每每下去幫他的
忙，或拿繩圈，或拿魚鉤魚叉，以及擔在桅上的布帆。那帆兒用麵粉袋子補成一塊塊地， 一排
起來，就像是一面長敗之旗（余光中譯，1957，頁 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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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都是當中評價較低的文本。此外，吳雪梅（2015，頁 96）更直指海觀譯文
「刻意在語言和句法上流露出偏華麗的風格，因而失卻原作簡單樸實的風格」。
至於余光中譯本，則較少看到針對用字遣詞的批評，比較多是將其譯本當作
媒介，探討該譯本如何受到譯者身份、創作風格、時空背景等影響，換言之，多
以「呈現譯本特色、討論背後原因」取代批評。例如劉澤權，王夢瑤（2017，頁
78）指出余光中譯本「詞彙量大且富於變化，這或許與其作家身份及翻譯思想均
有聯繫」，又如林光揚（2008）指出余光中因受到其創作特色影響，運用複疊詞
彙、使用詩作修辭、融入文化詞語、創造「繪畫性」、善用排比及歐化倒裝句，
且句法有如詩法般的割裂、詩作般的音樂性。
然而，原著風格偏向口語非正式，余光中的譯文儘管文字優美，極具文學性，
但單就語體風格而言，反而是海觀簡單樸實的譯法較符合原著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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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Slaughterhouse-Five 語言正式度比較
第一節 作者及原著介紹

1969 年，美國黑色幽默文學代表作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1922-2007）
以其親身經歷的二次大戰作為故事背景，出版代表作 Slaughterhouse-Five。書中
描述一位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驗光師，出於不明原因，不受控制地時空穿梭於
人生不同階段。
一、作者及寫作特色
馮內果 1922 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 (Indiana)，是第四代德國移民。1943 年，
馮內果參與二次世界大戰，並在突出部之役（War of the Bulge）遭德軍俘虜，囚
於名為 Slaughterhouse-Five 的地下儲肉室。1945 年，英美聯軍發動大轟炸，大火
吞噬十萬多居民。目睹這一切的馮內果僥倖躲過一劫，後成為作家，著有 Cat’s
Cradle、Slaughterhouse-Five、Breakfast of Champions 等 14 部小說98。
創作上，馮勝利擅長以科學幻想的意境諷喻現實，將荒誕不經的遐思與重大
的社會政治寓言合而為一；五〇年代小說多採傳統藝術筆法，科學幻想成分突出、
描述極盡誇張矯飾；六〇年代則「融科幻與現實為一爐」，口吻略帶辛辣諷刺，
但對人類與社會的關係有較深關切；更後期的小說則缺乏主線故事、結構及細節，
使大量插曲交錯，並以誇張荒謬的筆觸彰顯社會亂象及人類詭異心理99。
二、原著特色及風格
馮內果曾在序中表示：「這本書是用一種無動於衷的方式表達我的驚駭，驚
駭於多年以前德勒斯登焚城之際我的所見所為」100。學術界則有學者評論此書：
筆調簡練得幾近枯澀、語調近乎冷漠，冰冷的「語言碎片」，寥寥數筆，使得人
物顯得平面（趙秀蘭，2006，頁 11、13）。此外，不同於傳統戰爭小說，此書沒
什麼戰爭場面或英雄人物、也沒有明顯的敵我界線（田鵬，2004，頁 125-127）。
這部小說出版後不僅成為後現代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亦被視為一部反戰經典，
有此書「實質上促成了美國人退出越戰」101一說。

此段整理引自“A Brief Bio”（https://www.vonnegut.com/home）
此段整理引自陳長房（1994）〈馮內果小說 寄哲理於荒誕中〉（https://goo.gl/DW4LyQ）
100
詹宏志譯。收錄於《第五號屠宰場》（陳枻樵譯，2016，頁 11）
101
詹宏志指出：此書於 1969 年出版，正值美國介入越戰高峰。不妨說是此書「實質上促成了
美國人退出越戰」。收錄於《第五號屠宰場》（洛夫譯，1994 年，頁 15）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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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譯者及譯本介紹
這部同時具有文學價值及歷史意義的經典，於 1972 年改編成電影。1975 年，
星光出版社在臺灣首度推出中譯本，由詩人洛夫翻譯。譯本一翻開就可看見斗大
的兩行字句──「本書已拍成電影，且獲一九七二年法國坎城影展最佳影片獎」
，
由此或可推論，正是這部電影，間接促成了臺灣中譯本的誕生。
洛夫的中譯本後來又兩度由麥田出版社於 1994 年及 2007 推出。2016 年，
麥田出版社再度出版了《第五號屠宰場》，只是這次，不再是洛夫譯本的再版，
而是由翻譯學博士陳枻樵翻譯的全新中譯本。
本研究即以洛夫（1975）及陳枻樵（2016）譯本作為研究對象。
一、譯者簡介
（一）洛夫
洛夫，本名莫洛夫、莫運瑞，1928 年誕生於湖南衡陽，1949 年離鄉來臺，
為著名臺灣詩人。曾參與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金廈砲戰、越南戰爭，親眼目睹
戰火肆虐，並幾度與死亡擦身而過102。成名作〈石室的死亡〉寫於金門砲戰砲聲
隆隆之際，他形容：「那時候好像是詩神與死神在決鬥……炮戰以後，什麼都沒
有留下來，就留下了一首〈石室之死亡〉」103。
洛夫的創作以詩為主，次及散文、翻譯等。早期詩作意象繁複濃烈、節奏明
快多變、語言奇詭冷肅，後期詩風轉變，有「語淡韻深，自然渾成」之評。在文
壇上，享有「詩魔」之稱號，曾獲中國時報敘事詩推薦獎、中山文藝創作獎、吳
三連文藝獎等諸多獎項。著有詩集《靈河》、《石室之死亡》，散文集《洛夫隨
筆》、評論集《詩人之鏡》等104。翻譯則有《第五號屠宰場》、《雨果傳》（Victor
Hugo and His world）等。
（二）陳枻樵
陳枻樵畢業於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擁有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
士、Imperial College London 翻譯學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譯
有《第五號屠宰場》、《動物農莊》（Animal Farm）、《教宗之死》（O Ú ltimo
Papa）等多部譯作105。
整理引自〈拾得詩心訪洛夫〉（http://chinesewritersna.com/review/?page_id=28077）
整理引自〈星期日文學．洛夫：那年，我親自流放自己〉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01/s00005/1462038985970）
104
整理引自台灣作家作品目錄：洛夫
（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999）
105
引自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http://flld.thu.edu.tw/web/alumni/page.php?scid=58&sid=118）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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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譯本研究概況及特色
學術界對 Slaughterhouse-Five 的討論，多聚焦在原著的寫作手法或文學價值，
尚未有針對洛夫及陳枻樵譯本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僅就譯本在不同時代的
定位以及翻譯特色進行初步探討。
首先，此書定位隨年代而有不同。從譯本封面上看，1975 年的中譯本似乎有
意避開與戰爭的關連──封面沒有戰爭相關文字，圖充滿科幻意味，馮內果的稱
謂則是「美國當代心理小說家」。1994、2007 年的版本正好相反，大力強調此書
的戰爭意義──分別在封面、封底稱此書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反戰書之一」106。
2016 年的版本，則再度削弱戰爭意味──書的介紹詞為「美國文學大師馮內果
經典代表作」，且圖中雖有飛彈，卻彷彿是靜態的。

(1975)

(1994)

(2007)

(2016)

推估原因，或許是因 1975 年尚未解嚴，戰爭仍是敏感話題，出版社因而刻
意強調小說的「心理」及「科幻」元素，將其定位為「心理小說」。但到了 1994、
2007 年，沒有了時代包袱，又有「促使美國退出越戰」之評能拉高歷史意義，出
版社便改以「反戰小說」包裝此書。及至 2016 年，戰爭對臺灣人可能已經淡去
或遠去，所以出版社不再極力強調「反戰」
，而是將此書重新塑造為「經典文學」
。
但不論是何定位，都無損 Slaughterhouse-Five 在文壇及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至於翻譯特色，兩譯者的翻譯策略迥異，使譯本產生截然不同的風格。陳枻
樵用字簡鍊，譯本中的訊息忠實於原著；洛夫則常善用文學筆法，於譯文各處添
加景象、動作、聲音、人物心境等描繪，或是增添語句轉折，如〈例 25〉所示。
〈例 25〉
原文：

A lot of people were being wounded or killed. (chap. 5)

洛夫：

於是，許多人死的死，傷的傷，血肉狼籍，一片悽慘。（頁 45）

陳枻樵： 現場許多死傷。（頁 107）

1993 年版封底稱此書的「反戰觀念，在七〇年代的美國，點燃了新觀念之火」；2007 年版
封底則讚譽「新世代的戰爭觀點正是這本小說推波助瀾帶來」。兩者也都強調了反戰意義。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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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 25〉中，陳枻樵僅用「死傷」二字，就傳達 wounded 及 killed 的訊
息，詞彙密度相當高。而洛夫則用了「死的死，傷的傷」六字，此外，更在後方
補充原著沒有的訊息，包括轉折「於是」，以及「血肉狼籍，一片悽慘」等描繪。
洛夫特意增添景象描繪的原因，可能與他的詩人背景有關。在翻譯時，比起
忠實，他更在意譯文讀起來像不像文學。據袁暉（2005，頁 309）所述，文學作
品重視「語言形象生動，真切地再現作者的感性經驗……使人如臨其境，如見其
形，得到深切的形象體驗」。洛夫在譯文中著意添加各種景象、心理描繪等，可
能正是因為想藉由增添畫面感，使譯本更具文學性。

第三節 整體數據分析
Slaughterhous-Five 全文共 49895 字，洛夫及陳枻樵譯本的字數分別為 77450
字及 68918 字，詞數則為 50032 詞及 41483 詞，差距高達八、九千，相當驚人。
這樣的差距，或可歸因於陳枻樵文風精鍊，譯本詞彙密度高，而洛夫常增添各式
各樣訊息，譯本也不特別講求簡鍊。
至於兩譯者的寫作手法是否影響了文本正式度，本研究將以量性為主、質性
為輔的方式，對文本呈現出的語言正式度進行討論。
一、中譯本語言正式度
以語料庫工具檢視文本後，發現兩譯本在輕聲、功能詞，以及單、雙音節詞
的數據均達顯著差異。統計得出的數據彙整於表 18。
表 18
洛夫及陳枻樵譯本整體數據107
洛夫 (莫洛夫)

陳枻樵

77450

68918

50033

41483

字數
詞數

語言正式度
LL 值
莫＜陳

韻律

輕聲

9344

18.67%

5942

14.32%

418.48

●

輕重

功能詞

18422

36.82%

11528

27.79%

898.51

●

韻律

單音詞

26562

53.09%

18494

44.58%

664.22

●

長短

雙音詞

20552

41.08%

19870

47.90%

69.49

●

莫＞陳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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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聲比率=輕聲/總字數；功能詞比率=功能詞/總詞數；單、雙音節比率=音節詞/總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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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譯本的輕聲、功能詞及單音詞，差異顯著性非常驚人，LL 值都在 400 以
上，功能詞甚至接近 900。
David Copperfield 差異顯著性最大的指標是雙音詞，LL 值 404.88，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則為輕聲，LL 值 332.58，其差異顯著性均無法與以上數據相提
並論，由此可知 Slaughterhouse-Five 兩譯本的語言正式度差異之鉅。
其中，功能詞是所有指標中差異最大的。據馮勝利指出，功能詞一般不帶重
音。由於較輕的韻律帶有的正式色彩通常較低，可輕易推知洛夫譯本的語言正式
度低於陳枻樵譯本。
以下分別就輕聲、功能詞及不同音節詞得出的數據進行討論。
（一）輕聲
洛夫譯本的輕聲總數為 9344，佔整個文本 18.67%，陳枻樵譯本的輕聲總數
5942，佔文本 14.32%。在數量及比例上，均是洛夫譯本高於陳枻樵譯本，LL
值達 418.48，差異相當明顯。各項具顯著差異之輕聲數據列於表 19。
表 19
洛夫及陳枻樵譯本具顯著差異之輕聲
陳枻樵

LL 值

正式度
莫 莫
＜ ＞
陳 陳

1406

581

263.60

●

莫：了(857)、著(457)、過(92)
陳：了(255)、著(225)、過(101)

[了]

857

255

277.57

●

莫：回到了(29)、走了(21)、到了(20)
陳：死了(18)、做了(7)、到了(7)

[著]

457

225

55.76

●

莫：對著(16)、活著(12)、等著(12)
陳：掛著(11)、站著(11)、帶著(10)

3462

2018

235.15

●

莫：的(3103) 、地(191)、得(168)
陳：的(1862) 、地(131)、得(115)

[的]

3103

1862

185.56

●

莫：他的(170)、_上的(104)、畢勒的(57)
陳：他的(58)、比利的(56)、_上的(33)

量詞 [個]

516

276

48.57

●

莫：個(416)、這個(82)、那個(18)
陳：個(219)、這個(32)、那個(25)

後綴

1300

856

47.61

●

莫：們(636)、子(372)、麼(257)、頭(31)
陳：們(393)、麼(233)、子(197)、頭(24)

[子]

372

197

36.22

●

莫：孩子(58)、房子(23)、樣子(20)
陳：孩子(16)、靴子(12)、毯子(8)

[們]

636

393

33.07

●

莫：他們(429)、我們(124)、你們(31)
陳：他們(218)、我們(91)、你們(41)

洛夫
(莫洛夫)

時態助詞

結構助詞

108

括號()內表該詞出現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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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108

885

589

30.32

●

莫：上(507)、複合(186)、裡(159)
陳：上(275)、裡(166)、複合(137)

[上]

507

275

45.46

●

莫：地球上(35)、身上(35)、牀上(22)
陳：身上(29)、地上(15)、戰場上(15)

[下]

33

11

9.09

●

莫：樓下(3)、山下(2)、月光下(2)
陳：助長下(2)、腋下(2)、天空下(1)

569

387

16.87

●

莫：複合(265)、去(108)、來(99)、下(49)
陳：複合(193)、來(70)、上(53)、下(40)

108

31

36.64

●

157

186

7.01

●

30

78

28.07

●

方位詞

趨向動詞
[去]
語尾助詞
[嗎]

莫：死去(20)、走去(11)、失去(7)
陳：失去(10)、死去(6)、睡去(2)
莫：了(46)、嗎(30)、吧(23)、啦(18)、
啊(17)、的(12)、嘛(4)、呢(3)、哩(3)
陳：嗎(78)、了(39)、啊(28)、吧(22)、
啦(10)、的(4)、呢(3)、哪(1)、哇(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經過統計，具差異顯著性的輕聲類別，依顯著性高到低排列，分別為時態助
詞（了、著）、結構助詞（的）、量詞（個）、後綴（子、們）、方位詞（上、
下）、趨向動詞（去）、語尾助詞（嗎）。其中，時態助詞及結構助詞整體上的
差異顯著性大幅高於其他類別，LL 值分別為 263.60 及 235.15。
除了差異顯著性，時態助詞及結構助詞的總量也是所有類別中排名前二的，
又以結構助詞數量最多；兩譯本的結構助詞加起來有 5480 筆。其中，「的」有
4965 筆，佔當中九成，本身也達到顯著差異。由此可推知，造成輕聲總量差距最
重要的關鍵就是結構助詞（尤其是「的」）及時態助詞。
結構助詞包括「的、地、得」，其作用是用來表示句子的結構關係。如「社
會的安全」這個短句，「的」附著在「社會」之後，表示「社會」是具修飾作用
的「定語」。時態助詞包括「了、著、過」，「了」表動作的結束，「著」表動
作的存有，「過」表曾經或已經。
結構及時態助詞中達顯著差異的單詞有「的、了、著」。在「的」的表現上，
洛夫譯本 3103 筆，陳枻樵譯本 1862 筆，差異近 1250 筆，LL 值達 185.56；在
「了」的表現上，洛夫譯本 857 筆，陳枻樵譯本 255 筆，LL 值 277.57；在「著」
的表現上，洛夫譯本 457 筆，陳枻樵譯本 225 筆，LL 值 55.76。
由於結構助詞及時態助詞的數量多，使用頻繁，兩譯本又達顯著差異，可以
想見陳枻樵譯本的語言正式度大幅高於洛夫譯本。
兩譯本結構助詞及時態助詞的使用差異如〈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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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6〉109
原文：

They came to the prison railroad yard again. They had arrived on only two cars.
They would depart far more comfortably on four. They saw the dead hobo
again. He was frozen stiff in the weeds beside the track. He was in a fetal
position, trying even in death to nestle like a spoon with others. There were no
others now. (chap. 6)

洛夫：

他們又回到了戰俘火車站。來的那天只有兩個車廂，離開時卻有四個車
廂，因此大家都坐得很舒服。他們又看到了那個死了的流氓，全身凍得
僵硬，給扔在鐵軌旁的雜草中，他像胎兒似的踡著身子，死了似乎還想
跟調羹一樣挨著別人睡。（頁 193）

陳枻樵： 他們再度來到火車站，之前只有兩節車廂載他們來這座監獄，現在有四
節送他們走，相對舒服許多。美國人又見到死去的遊民，他全身凍僵，
倒在鐵軌旁的雜草間，即使已經喪命，依舊將身子蜷起來，像個嬰兒。
（頁 144）

在這個段落中，洛夫譯本 95 字中有 18 個輕聲，佔 18.95%，與譯本整體的
18.67%接近；陳枻樵譯本 83 字中有 10 個輕聲，佔 12.05%，略低於整體的 14.32%。
其中，洛夫使用 4 次「的」（來的、死了的、鐵軌旁的、胎兒似的）、5 次
「了」（回到了、看到了、死了、死了、死了）、2 次「著」（踡著、挨著）、
2 次「得」（坐得、凍得）；陳枻樵僅使用 2 次「的」（死去的、鐵軌旁的），
且並未使用任何時態助詞。
陳枻樵譯本的結構助詞及時態助詞，不管是數量還是比例，均遠不及洛夫譯
本，正式度也明顯較高。若進一步檢視洛夫譯本使用功能詞的地方，陳枻樵譯本
如何處理，可發現陳枻樵譯「喪命」對洛夫「死了」；陳枻樵譯「凍僵」對洛夫
「凍得」。「喪命、凍僵」均是雙音節實詞，訊息密度高，顯見陳枻樵除了省去
助詞，譯本相對應的詞也較正式，與洛夫譯本幾乎是正式度的兩個極端。
（二）功能詞
洛夫及陳枻樵譯本的功能詞數量及比例分別為：洛夫譯本 18422 筆，佔總詞
數 36.82%，陳枻樵譯本 11528 筆，佔 27.29%，差了約 7000 筆，10 個百分點，
LL 值更是高達驚人的 898.51，是兩譯本差異最大的一個指標。
由於功能詞一般不帶重音，陳枻樵譯本功能詞比例大幅小於洛夫譯本，也就
意味其譯本會較洛夫譯本「重」了許多。功能詞具顯著差異的各細項列於表 20。

109

以

表示欲檢視的結構助詞（的）及時態助詞（了、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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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他輕聲。

表 20
洛夫及陳枻樵譯本具顯著差異之功能詞
功能詞類

洛夫
(莫洛夫)

陳枻樵

LL 值

正式度
莫 莫
＜ ＞
陳 陳

舉例

數詞

2021

888

330.84

●

莫：一(1466)、兩(149)、三(46)、幾(39)
陳：一(486)、兩(390)、四(119)、幾(35)

體態助詞

1406

581

263.60

●

莫：了(857)、著(457)、過(92)
陳：了(255)、著(225)、過(101)

結構助詞

3462

2018

235.15

●

莫：的(3103)、地(195)、得(168)
陳：的(1862)、地(131)、得(115)

代詞

3416

2052

203.28

●

量詞

2630

1549

170.89

●

詞綴

1512

1016

48.66

●

[頭]

33

92

36.30

[子]

372

197

36.22

●

[們]

636

393

33.07

●

[然]

177

78

28.78

●

[第]

91

38

16.69

●

莫：第二(37)、第一(24)、第三(10)
陳：第一(14)、第三(8)、第二(7)

介詞

2513

1883

32.03

●

莫：在(907)、把(265)、對(153)
陳：在(622)、被(157)、從(97)、對(84)

助動詞

249

299

12.27

莫：他(1538)、我(497)、他們(428)
陳：他(714)、我(379)、他們(218)
莫：個(516)、為(332)、種(128)、次(94)
陳：個(276)、名(120)、次(73)、本(63)

●

莫：們(636)、子(372)、然(177)、第(91)
陳：們(393)、子(197)、頭(92)、然(78)
莫：罐頭(11)、石頭(5)、牀頭(4)
陳：裡頭(31)、外頭(14)、上頭(12)
莫：孩子(58)、房子(23)、樣子(20)
陳：孩子(16)、靴子(12)、毯子(8)
莫：他們(429)、我們(124)、你們(31)
陳：他們(218)、我們(91)、你們(41)
莫：突然(35)、仍然(34)、當然(31)
陳：當然(25)、突然(11)、雖然(10)

●

莫：要(105)、能(46)、想(38)、可(33)
陳：要(93)、想(84)、能(83)、可(2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功能詞中，具差異顯著性的詞類從高到低依序排列，分別為數詞、體態助詞、
結構助詞、代詞、量詞、詞綴（頭、子、們、然、第）、介詞、助動詞。
其中，除了討論輕聲時提過的體態助詞及結構助詞，數詞、代詞、量詞的 LL
值也都破百，總量都破千，對整體功能詞的差異顯著性及數量差異都具有相當顯
著的影響力。
至於陳枻樵譯本在數量上勝於洛夫譯本的項目，包括詞綴「頭」及助動詞，
其總量僅數百，差距不及 60，對功能詞數據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例 27〉呈現兩譯本在數詞、代詞及量詞的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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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7〉110
原文：

I would hate to tell you what this lousy little book cost me in money and anxiety
and time. When I got home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wenty-three years
ago, I thought it would be easy for me to write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
since all I would have to do would be to report what I had seen. (ch1)

洛夫：

我真不願告訴你，我要寫的這本窩囊的小書花了我多少錢，多少焦慮和
時間。二十三年前，我從二次世界大戰中退伍還鄉，當時我以為，把德
勒斯登毀滅的經過情形寫成一本書，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只要我把
當時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就行了。（頁 46）

陳枻樵： 真不想提這本破書花了我多少金錢、時間與心神。二十三年前，自二戰
戰場返鄉，原以為記錄德勒斯登遭摧毀是件易事，反正只須敘述當初所
見。（頁 18）

〈例 27〉中，兩譯本數詞、代詞、量詞的使用情形差異甚鉅。數詞部分，洛
夫譯本 6 筆（二十三、一），陳枻樵譯本 1 筆（二十三）；代詞部分，洛夫譯本
10 筆（我、你），陳枻樵譯本 2 筆（我）；量詞部分，洛夫譯本 6 筆（本、筆、
個），陳枻樵譯本 2 筆（件、本）。不管是數量還是類別，洛夫譯本均明顯多於
陳枻樵譯本，其正式度也較低。
整段來看，洛夫譯本 64 詞中有 26 個功能詞，約 40.6%，較文本整體的 36.82%
略高一些；陳枻樵譯本 38 詞中僅 9 個功能詞，約 26.3%，與文本整體的 27.29%
相去不遠。換言之，陳枻樵譯本的整體文本大致是以這種行文方式撰寫，功能詞
能省則省，而洛夫譯本則好用各式功能詞。
（三）不同音節詞
兩譯本的單音詞及雙音詞均達顯著性差異，其中，又以單音詞差異（LL 值
664.22）更為突顯。單音詞部分，洛夫譯本 26562 筆，超過總詞數的一半，佔 53.09%，
陳枻樵譯本 18494 筆，佔 44.58%，差了近 10 個百分點。雙音詞部分，洛夫譯本
20552 筆，陳枻樵譯本 19870 筆，儘管數量上洛夫譯本較多，但洛夫譯本總詞數
也多，若檢視雙音詞比例，洛夫譯本僅佔 41.08%，陳枻樵譯本則佔 47.90%，後
者比前者多出近 7 個百分點，顯見在雙音詞的使用上，陳枻樵比洛夫頻繁許多。
值得注意的是，陳枻樵譯本的單音詞比例低於雙音詞比例，這點頗令人意外。
對比 David Copperfield 及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數據，其單音詞比例至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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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表示欲檢視的數詞、代詞、量詞，以

表示其他功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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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5%以上，雙音詞也最多不超過 42%，可見陳枻樵譯本單音詞使用之簡省，雙
音詞使用之頻繁。又單音輕，雙音重，陳枻樵譯本正式度顯然高於洛夫譯本。
至於不同音節詞的各細項，僅有合偶詞達顯著差異，如表 21。
表 21111
洛夫及陳枻樵譯本具顯著差異之不同音節詞

(莫洛夫)

陳枻樵
譯本

LL 值

正式度
莫 莫
＜ ＜
陳 陳

143

231

32.45

●

洛夫

合偶

舉例

莫：無法想像(3)、無法入睡(3)、無法忍受(2)
陳：無法改變(3)、發表感言(3)、不斷咳嗽(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合偶詞是口語不用，書面語自行發展出的書面詞彙，需符合「雙＋雙」韻律
格式才能合法使用。陳枻樵譯本有 231 筆，洛夫譯本 143 筆，陳枻樵譯本多於洛
夫譯本，LL 值達 32.45。兩譯本合偶詞的範例如〈例 28〉。
〈例 28〉112
原文：

Billy is spastic in time, has no control over where he is going next, and the trips
aren’t necessarily fun. He is in a constant state of stage fright, he says, because
he never knows what part of his life he is going to have to act in next. (chap.
2)

洛夫：

畢勒到時候就要引起一陣痙攣；他無法控制今後要到什麼地方去，而這
些旅程也不一定有趣。（頁 69）

陳枻樵： 比利罹患時空痙攣症，無法控制自己接下來前往的地方，時空旅程亦非
充滿歡笑。（頁 36）

洛夫和陳枻樵同時使用了合偶詞「無法」，並搭配雙音詞「控制」。在這個
例子中，陳枻樵另外還使用了合偶詞「充滿」，後面搭配「歡笑」，整個小句「時
空旅程亦非充滿」對洛夫譯文「而這些旅程也不一定有趣」，後者不僅未使用合
偶詞，還有輕聲「不一定」，顯見兩譯文的正式度差距。

111
112

嵌偶詞及合偶詞另計該詞佔雙音詞的比例 (%)。
表合偶詞，____表合偶詞後接的雙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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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洛夫及陳枻樵譯本在不同音節詞的數據表現上，僅「合
偶詞」達顯著差異，但若將兩譯本的不同音節詞交叉比對，仍可以看出兩譯本用
字遣詞有明顯正式度落差。例如，兩譯本「1+2」動賓結構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洛夫譯本 55 筆，陳枻樵譯本 36 筆。然而，交叉比對之後，可以明顯看出洛夫使
用「1+2」動賓結構的地方，陳枻樵經常會用雙音詞帶換，而陳枻樵使用「1+2」
動賓結構的地方，洛夫使用雙音詞的頻率則低了許多。
兩譯本的「1+2」動賓結構及對照用法有正式度差異者彙整於表 22。
表 22
洛夫及陳枻樵譯本的「1+2」動賓結構及有正式度差異的對照用法
洛譯─1+2 動賓 陳譯─對照用法

陳譯─1+2 動賓 洛譯─對照用法

 出太陽

（天氣晴朗）

 拉肚子

（排泄）

 打交道

（處理）

 洗廁所

（清掃廁所）

 打瞌睡

（睡覺）

 添柴火

（撥動爐火）

 吃東西

（進食）（用餐）

 擦玻璃

（擦拭玻璃杯）

 吃晚飯

（用餐）

 講實話

（言不由衷）

 找樂子

（享受日光）

 擺桌子

（安排餐桌）

 找厕所

（出去小便）

 玩女人

（尋歡）

 施私刑

（行刑）

 洗窗子

（清洗窗戶）

 做苦工

（辛勤工作）

 凑熱鬧

（出現）

 唱高調

（慷慨激昂）

 問時間

（知道時間）

 逗樂子

（甘草角色）

 愛乾淨

（衣著乾淨）

 搞這個

（本行）

 碰運氣

（幸運摸到）

 跳圓舞

（共舞）

 讀小說

（閱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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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明顯看出，陳枻樵譯本會使用「處理、睡覺、進食、用餐、尋歡、
行刑、出現、本行、共舞、閱讀」等二字詞，或如「天氣晴朗、享受陽光、出去
小便、清洗窗戶、辛勤工作、慷慨激昂、衣著乾淨」等中間沒有任何虛詞的短語。
這些表達法的正式度，都較具口語色彩的「1+2」動賓結構來得高。
至於洛夫譯本有正式度差距的對照用法相較之下少了許多，這是因為洛夫在
與之相對的地方，經常：
1.

也使用同為「1+2」動賓結構的短語：
生小孩（生孩子）、擦窗戶（洗窗戶）、插木樁（埋木樁）、拉單槓（翻
113

單槓） 、開冰箱（拿東西）……
2.

也使用單音節動詞
送報紙（送）、玩遊戲（玩、玩什麼遊戲）、吃糖漿（嚐一口）、
喝烈酒（喝這麼烈的酒）
、上大號（去大便）
、上廁所（去找女厠所了）……

3.

動詞後常接輕聲的時態助詞「了、著、過」
打領帶（打着領結）、吃香腸（咬着臘腸）、上廣告（作過廣告）、穿
西裝（穿了一套西裝）、拿茶壺（偷了一把茶壺）、摸東西（捏著一樣
東西）、說壞話（說了許多關於他的可怕的事）、創紀錄（打破了以往
的紀錄）
、尿褲子（嚇得褲子都尿濕了）
、報平安（告訴她他還活着）……

「1+2」動賓結構、單音節動詞、時態助詞「著、了、過」均是口語非正式的
語言特徵，不會有明顯的正式度差距。
綜上所述，陳枻樵在洛夫使用「1+2」動賓結構的地方，經常以「二字詞」或
「不帶虛詞」的表達法替代，具有正式度差距，至於洛夫，則在陳枻樵使用「1+2」
動賓結構的地方，經常是以同樣帶有口語非正式色彩的詞彙替代，換言之，雖然
兩譯本「1+2」動賓結構的數量上無顯著差異，仍可看出洛夫及陳詍樵譯本用字
遣詞的正式度差距。
二、原著語言正式度
Saughterhouse-Five 上傳至 Readability io 後，與文本及正式度相關的數據，
彙整於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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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號前為陳枻樵使用「1+2」動賓結構的地方，刮號內為洛夫的對照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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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Slaughterhouse-Five 文本及正式度相關數據

文
本

項目

數據

字數

49895

標準

難易度

適讀分數

字平均音節

1.4

[1.47]

[稍容易]

[70-80]

句平均詞數

11.7

[17]

[容易]

[80-90]

F-K Grade Level

= 5.4

[8.4]

[稍容易]

[= 77.2]

=54

[58]

正

參照值

式

語法詞類

度
指

F-score

標

名詞

26%

動詞

20%

介詞

11%

代名詞

9%

形容詞

6%

副詞

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正式度指標 F-score 的部分，Slaughterhouse-Five 得分為 54，小於標準的 58
分。F-K Grade Level 的部分，得出的年級數為 5.4，低於標準的 8.4 年級。在字
長及句長的表現上，每字平均音節數為 1.4，落於「稍容易」區間，每句平均詞
數為 11.7，落於「容易」區間，字長及句長都低於標準的 1.47 音節及 17 字。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原著風格偏向口語非正式。

第四節 細部文本分析
原著整體的量性數據反映出詞彙簡單、句式不長的特色。此外，F-score 為
54 分，低於一般寫作，F-K Grade Level 為 5.4 年級，低於標準文件，顯見原著整
體風格傾向口語非正式。
實際檢視原著中對話及敘述句的詞彙以及句法，大致可以發現兩大特色：
一、對話的用詞偏易，句式簡單，非正式語言特徵多，其中又以縮略及省略
最常見。
二、敘述句的句長參差不齊，短句多為簡單句，長句則常夾雜各式非正式語
言特徵，如並列結構、無連接詞對等子句、語篇標記、do 表強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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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話用詞偏易，句式簡單，非正式語言特徵多
Slaugterhouse-Five 一書的對話有長有短，以短句、短語居多，且不論句子長
短，大多具有非正式語言特徵，特別是縮略及省略，如〈例 29〉、〈例 30〉114。
〈例 29〉
原文：

“How’d you like to be hit with this—hm? Hmmmmmm?” he wanted to know.
“I wouldn’t,” said Billy.
“[Do you] Know why the blade’s triangular?”
“No.”
“[Because it] Makes a wound that won’t close up.”
“Oh.”
“[It] Makes a three-sided hole in a guy. You stick an ordinary knife in a guy—
[it] makes a slit. Right? A slit closes right up. Right?”
“Right.” (chap. 2)

洛夫：

「用這把刀子戳一下如何，嗡──？」
「我不要。」畢勒說。
「你知道為什麼刀尖是三角形的？」
「不知道。」
「使傷口不致馬上合攏。」
「啊！」
「它可以在人身上戮一個三角形的洞。如果你用一把普通的刀，只能刺
一條縫，對不對？這條縫馬上就會合攏起來，對不對？」
「對！」（頁 82-83）

陳枻樵： 「你希望我怎麼用這把刀對付你啊？嗯？」威瑞很想知道。
「不要對付我。」比利說。
「知不知道刀身三角形的原因？」
「不知道。」
「這樣傷口才無法癒合。」
「喔。」
「這種刀可以在人身上捅出三邊形的洞。普通刀具只能捅出一條傷口，
對吧？然後傷口馬上開始癒合，對吧？」
「對。」（頁 47）

省略的地方以[ ]標記。縮略形式及 get 被動句型以底線＋粗體標記。正式語言特徵以
非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嵌偶詞及合偶詞以 標記。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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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

〈例 29〉的一長串對話中，可清楚看到對話用詞簡單、句式短小，並有許多
短語，如 No、Oh、Right，及動詞片語，如 close up（合攏）。此外，多處可見
縮略形式，如 How’d、wouldn’t、won’t，及各種省略，如[Do you] Know why the
blade’s triangular?”省略問句開頭 Do you；[Because it] Makes a wound that won’t
close up.” 省略連接詞 Because 及主詞 it。口語特徵相當明顯。
洛夫及陳枻樵在翻譯口語色彩如此強烈的對話時，卻都還是用上一些不那麼
口語的詞，如洛夫譯本「使傷口不致馬上合攏」及陳枻樵譯本「這樣傷口才無法
癒合」，都是雙音詞堆疊，功能詞含量低的表達法。
不過，洛夫譯本整段話僅有這一處正式度較高，陳枻樵譯本還有好幾處，如
「對付、刀具」是雙音節動詞及名詞，正式度高於洛夫譯文中的單音節動詞「戳」
及名詞「刀」；「開始癒合」包含合偶詞「開始」，正式度也高於洛夫譯文中帶
輕聲的趨向動詞「合攏起來」。
〈例 30〉
原文：

“The irony is so great. A whole city gets burned down, an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killed. And then this one American foot soldier is
arrested in the ruins for taking a teapot. And he’s given a regular trial, and then
he’s shot by a firing squad.” (chap. 1)

洛夫：

「這是不是很夠諷刺？整個城市都被大火所焚，成千上萬的人被殺，然
後就是這位美國步兵因為偷了一把茶壺，在廢墟中被逮捕，經過正常的
審判後，終於被行刑隊拉出去鎗斃了。」（頁 50）

陳枻樵： 「那非常諷刺，整座城市全給燒毀，數十萬人喪命，這個美國步兵卻在
這片廢墟中因為拿茶壺被逮，接受正規審判，最後讓行刑隊槍斃。」（頁
20）

〈例 30〉用字簡單，句式比〈例 29〉稍長一些，但也不冗長。進一步檢視，
可以發現句子大多是將各種短語或短句以 and 或 and then 連接起來，換言之，句
式簡單。此外，句中也可見到縮略形式 he’s，以及帶有非正式色彩的 get 被動句
型 A whole city gets burned down。整段對話的正式度不高。
在翻譯表現上，洛夫及陳枻樵譯本都還是出現一些較為正式的表達法，如洛
夫譯本「被大火所焚、成千上萬」及陳枻樵譯本「全給燒毀、數十萬人喪命」。
但兩譯本相互比較，洛夫譯本的正式度明顯較低，如洛夫譯「是不是很夠諷
刺」，「是不是」含輕聲的詞嵌「不」，正式度低於陳枻樵譯本的「非常諷刺」；
洛夫譯「因為偷了一把茶壺…拉出去鎗斃了」，含有輕聲「偷了、的、拉出去、
鎗斃了」及功能詞「一把、在、中、被、後」等，陳枻樵譯「因為拿茶壺被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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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行刑隊槍斃」，則沒有任何輕聲，且除了「被、讓」兩個介系詞外，其餘全為
實詞。
從以上兩例可以看出：翻譯對話時，儘管對話大多具口語色彩，兩位譯者都
還是有可能使用一些正式度較高的字詞或表達法。不過洛夫譯本與陳枻樵譯本相
比，洛夫使用的頻率較低，且運用較多口語色彩明顯的詞，較符合原著風格。
（二）敘述的短句多為簡單句，長句多夾雜非正式語言特徵
Slaughterhouse-Five 的敘述句有長有短，參差不齊。短句的句式簡單，長句
頂多 20 字出頭，且通常會夾雜非正式語言特徵，如〈例 31〉的插入結構、語篇
標記、do 強調情緒、省略、縮略形式；〈例 32〉的省略及插入結構；〈例 33〉
的無連接詞對等子句及動詞片語；〈例 34〉的並列結構115。因此，敘述句不論長
短，其風格都明顯偏口語非正式。
〈例 31〉
原文：

All this happened, more or less. The war parts, anyway, are pretty much true.
One guy [that] I knew really was shot in Dresden for taking a teapot that
wasn’t his. Another guy [that] I knew really did threaten to have his personal
enemies killed by hired gunmen after the war. And so on. I’ve changed all the
names. (chap. 1)

洛夫：

所有這些事情多多少少都曾發生過。不管怎麼說，戰爭中的事蹟都是非
常真實的。我認識的一個傢伙，因為偷了別人一把茶壼而在德勒斯登這
地方被鎗殺。另外我認識的一個傢伙卻威脅著要在戰後僱用鎗手殺害他
的仇人，這類的兇殺事件，不一而足。為了方便，我已把書中所有人物
的姓名更換過。（頁 45）

陳枻樵： 這一切算是發生了。總之，戰爭那些事真實無誤，我有朋友的確於德勒
斯登偷別人的茶壺時被槍殺。另名友人也的確出口威脅，說要在戰後僱
槍手解決仇家，諸如此類。我已更換當事者名姓。（頁 17）

〈例 31〉句式有長有短，最短的句子 And so on.僅 3 字，最長的句子 Another
guy I knew …有 19 字，僅比標準平均句長 17 字高出 2 字。整段話更穿插各式各
樣的非正式語言特徵，包括語篇標記 anyway、插入結構，that 省略、縮略形式
wasn’t、I’ve，以及以 do 強調情緒，可謂是相當口語。

語篇標記、插入結構、do 表情緒、縮略形式等，以底線＋粗體標記。省略的地方以[ ]標
記。正式語言特徵以
標記。非正式語言特徵的以
標記。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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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表現上，陳枻樵譯文的輕聲及功能詞數量少，正式度高。如陳枻樵譯
「戰爭那些事實真實無誤、另名友人也的確出口威脅、解決仇家、更換當事者名
姓」，對比洛夫「戰爭中的事蹟都是非常真實的、另外我認識的一個傢伙卻威脅
著、殺害他的仇人、把書中所有人物的姓名更換過」，前者不僅沒有輕聲，連功
能詞都只有 1 個（量詞「名」），讀起來相當「重」。後者則出現好幾個輕聲，
包括「的、個、傢伙、著、過」，相較下口語許多，與原著風格較接近。
〈例 32〉
原文：

What he meant, of course, was that there would always be wars, [and] that
they were as easy to stop as glaciers. (chap. 1)

洛夫：

當然，我懂他的意思，他是說世界上的戰爭是永遠打不完的，戰爭就像
冰河一樣容易被阻止。（頁 61）

陳枻樵： 他當然是指戰爭始終存在，和冰河形成一樣難以避免。（頁 19）

〈例 32〉的句長有 22 字，但當中出現插入結構 of course，以及 and 省略，
這些非正式語言特徵拉低了正式度。
陳枻樵譯本的風格依舊簡鍊，特別是「戰爭始終存在」對洛夫譯本「世界上
的戰爭是永遠打不完的」。前者沒有輕聲，均為實詞，後者則有結構助詞「的」
及詞嵌「不」讀作輕聲，正式度較低，與原著風格較接近。
〈例 33〉
原文：

O’Hare and I gave up on remembering, went into the living room, [and] talked
about other things. (chap. 1)

洛夫：

於是，我跟奧赫就此放棄了回憶，走進了客廳，談談其他方面的事。（頁
61）

陳枻樵： 歐海爾和我放棄回想，決定到客廳聊其他事情。（頁 29）

〈例 33〉句長為 16 字，略低於標準文件的 17 字，且句式包括無連接詞的
對等子句 (asyndetic coordinations) 及動詞片語 give up（放棄）。
Asyndeton（連接詞省略）指詞與詞、片語與片語、子句與子句之間，省略連
接詞；coordination（連接句型）指將彼此關係對等，沒有從屬關係的詞與詞、片
語與片語、子句與子句連接起來。Asyndetic coordinations 指的就是「無連接詞的
對等子句」，為非正式文本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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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3〉中，兩譯本用字雖無太大區別，但陳枻樵習慣省略助詞或功能詞，
使得整句譯文沒有任何輕聲或助詞，正式度大幅拉高，洛夫則因使用助詞「了、
的」以及含輕聲的動詞疊字「談談」，正式度較低，與原著風格較接近。
〈例 34〉
原文：

He had no trouble believing it. He was up. He was reading. Everybody else
in his house was asleep. (chap. 1)

洛夫：

他毫不猶疑地就相信了。這時他還沒有睡，在看書，屋子裏所有的人都
已睡了。（頁 49）

陳枻樵： 他絲毫不感懷疑，當時他還醒著，在看書，其他家人皆已入眠。（頁 20）

〈例 34〉是並列結構，將 4 個短句並列，分別以 He、He、He、Everybody
開頭，呈現出明顯的口語非正式的色彩。陳枻樵譯本精鍊的筆法，如「絲毫不感
懷疑」、「家人皆已入眠」，不僅沒有輕聲或功能詞，且「不感」的「感」為嵌
偶詞，帶有強烈書面正式色彩。洛夫譯本所對應的「毫不猶豫地就相信了」、「所
有的人都已睡了」，則含有數個輕聲助詞「地、了、的」，與原著風格較貼近。

第五節 小結與討論
以量性統計及質性分析檢視 Slaughterhouse-Five 及洛夫、陳枻樵所譯之中譯
本，大致得出以下幾個結果：
第一、陳枻樵譯本的正式度大幅高於洛夫譯本
從數據上看，陳枻樵譯本的輕聲、功能詞、單音詞大幅少於洛夫譯本，LL 值
全破四百，差異顯著性相當巨大，其中，又以功能詞的差異最為顯著。
輕聲部分，差異最為顯著的是體態助詞及結構助詞，其顯著性及數量遙遙領
先其他類別。功能詞部分，排名前五的依序為數詞、體態助詞、結構助詞、代詞、
量詞，差異性也是大幅領先。單、雙音節部分，除兩譯本數量上差異顯著外，陳
枻樵譯本單音詞佔總詞數的比例僅 44.58%，甚至低於雙音詞，這是本研究其他
中譯本未曾得到的結果，可能與陳枻樵譯本省去大量單音節助詞、數詞、代詞、
量詞等有著密切關連。
從文本上看，各式功能詞，特別是結構及時態助詞，顯然也是影響正式度的
關鍵。陳枻樵譯本通篇簡鍊，實詞密度非常高，在敘述句尤為明顯。對話也時不
時可以看到省去虛詞的翻譯手法。洛夫雖然有時候的用詞正式度偏高，但由於不
吝於使用輕聲、功能詞及單音節動詞、名詞，正式度明顯低於陳枻樵譯本。
89

第二、英文原著的語言正式度偏低
從數據上看，Slaughterhouse-Five 的正式度指標 F-Score 為 54 分，低於一般
寫作的 58 分。與正式度指標高度相關並成正比的 F-K Grade Level，則是 5.4 年
級，低於標準文件對應的 8.4 年級。字長及句長分別為平均 1.4 音節、11.7 字，
與標準文件的對應分數對照，也低了不少，反映原著用詞簡單，句式偏短的特色。
從文本上看，原著的對話口語特徵明顯，敘述句有長有短，句長參差不齊，
但經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非正式語言特徵，包括並列句、插入結構、省略、縮
略、動詞片語、語篇標記、無連接詞對等子句等。換言之，不管從數據或文本上
看，原著語言正式度都偏低。
第三、洛夫譯本與原著語言正式度較為接近
原著風格偏口語非正式。陳枻樵譯本省略大量助詞、功能詞，正式度明顯太
高。洛夫譯本正式度大幅低於陳枻樵譯本，且譯文也使用不少輕聲、功能詞等，
因此，可推知洛夫譯本與原著語言正式度較為接近。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為何兩譯者的語言正式度會產生如此大的落差。推估主
要原因，可能與陳枻樵的翻譯背景及理念有關。
陳枻樵是當代譯者，目前尚無針對其翻譯風格的研究，不過他擁有翻譯博士
學位，或許可從中推知他求學過程中，經常接觸到談論翻譯的專書或研究，而許
多翻譯學著作會比較中英文差異，或點明一些西化譯法及譯文常見弊病。如洪千
慧（2009）指出余光中、思果、傅一勤、陳定安、劉宓慶、吳潛誠等多位知名譯
者，皆主張譯文要避免西化譯法及贅字；主詞、代名詞、冠詞、時態、複數、
「的」
、
「地」等，都是英文需要，但中文如實翻出會顯得累贅的西化譯法。
英文的「主詞、代詞」，如 I、him，對應到中文的代詞，如「我」、「他」；
英文的「冠詞、數詞」，如 a box、friends，對應到中文的「數詞、量詞、詞綴
『們』」，如「一」「個」箱子、朋友「們」；英文的時態，如 thinking、have
read，對應到中文的時態助詞，如想「著」、讀「過／了」；英文形容詞及副詞，
如 beautiful、slowly，對應到中文的結構助詞，如漂亮「的」、慢慢「地」。
這些詞在陳枻樵的譯文中，明顯是能省則省。例如，〈例 27〉的首句 I would
hate to tell you what this lousy little book cost me in money and anxiety and time. (chap.
1)，陳枻樵翻成「真不想提這本破書花了我多少金錢、時間與心神」，顯然省去
I 及 you 的代名詞翻譯。
又例如〈例 31〉的第二句 The war parts, anyway, are pretty much true. (chap.
1)，陳枻樵翻成「總之，戰爭那些事真實無誤」，「戰爭」後面不加「的」，true
翻作「真實無誤」而不翻成「真實的」，省去結構助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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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例 31〉的第三句 One guy I knew really was shot in Dresden for taking
a teapot that wasn’t his. (chap. 1)，陳枻樵翻作「我有朋友的確於德勒斯登偷別人
的茶壺時被槍殺」，沒有翻出 One（一個）、a（一把）及 taking 的時態（偷了），
省去了數詞、量詞、時態助詞。
這樣極力避免西化翻譯及贅字的作法，雖讓譯文簡潔，卻也同時大幅降低結
構助詞、時態助詞、數詞、量詞、代詞等功能詞數量，且許多功能詞是單音詞，
或唸做輕聲，連帶導致單音詞、輕聲數量銳減，導致譯本正式度大幅拉高，與原
著風格產生不小落差。
比起洛夫譯本，陳枻樵譯本在訊息的翻譯上的確較為忠實，然而，由於原著
正式度相當低，過於精鍊的用詞，反倒可能會與原著產生落差。在翻譯上，這或
許也能帶來一點啟示：在翻譯對話或語言正式度較低的文本時，該有的虛詞甚至
是贅字，還是要適度保留，以更加符合原著的語體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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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本論文的研究重心是中譯本的語言正式度比較，亦會稍微觸及英文原著的語
言正式度。論文前半，彙整文學翻譯學界及語言學界探討語言風格及正式度的相
關文獻及理論；論文中段，介紹研究工具及方法；論文後半，以量性為主、質性
為輔的方式分析、比較六本中譯本並與原著風格相互對照。
三本英文原著為 David Copperfield (1850)、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及
Slaughterhouse-Five (1969)。六本中譯本則是林漢達（1951）及思果（1993）譯自
David Copperfield 的《大衛・考柏飛》及《大衛・考勃菲爾》；海觀（1957）及
余光中（1957）譯自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老人與海》及《老人與大海》；
洛夫（1975）及陳枻樵（2016）譯自 Slaughterhouse-Five 的《第五號屠宰場》。
本研究欲回答的研究問題有二。第一，中譯本能否以中文語言學的理論加以
檢驗？第二，中譯本的語體風格能否以語料庫工具檢驗？
實際檢驗文本後證實的確可行。理論部分，可以引用馮勝利正式／非正式語
體理論檢視譯本。工具部分，可以使用 AntConc、MARKUS、CRIE、CKIP 等語
料庫工具，搭配質性文本分析檢視文本。而經由上述理論及方法檢視中譯本所得
出的研究結果是：譯自 David Copperfield 的林漢達譯本，正式度低於思果譯本；
譯自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海觀譯本，正式度低於余光中譯本；譯自
Slaughterhouse-Five 的洛夫譯本，正式度低於陳枻樵譯本。
至於語體風格與原著的接近程度，三部英文原著的整體風格都偏口語非正式。
與中譯本相比，林漢達譯本比起原著太過口語，思果譯本比起原著太過正式，但
因缺乏正式度級別參照，難以推斷何者更接近原著。海觀、余光中、洛夫、陳枻
樵等人的譯本，則是余光中及陳枻樵譯本正式度較高，海觀及洛夫譯本正式度較
低；後兩者明顯與原著風格更為接近。
若跳脫語言本身，進一步推論導致中譯本正式度落差的原因，林漢達及思果
譯本的風格差異，可能是因林漢達將 David Copperfield 當作「口語化試驗」對象、
竭力將譯文往口語的方向推，不僅拉低正式度，也拉開與思果譯本的正式度差距；
海觀及余光中譯本的風格差異，原因可能是余光中翻譯時融入了講求「密度」、
善用文化詞的寫作筆法，使得功能詞、輕聲、單音詞總量銳減、雙音詞數量遽增，
同時拉高正式度；洛夫及陳枻樵譯本的風格差異，則可能是陳枻樵翻譯時極力避
免「可能的」冗言贅字，如數詞、量詞、結構助詞、時態助詞、代詞等，從而使
得正式度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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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筆法及精簡的翻譯策略，都使得譯文與原著風格產生落差。在翻譯實務
上，這或許能帶來這樣的啟示：如果文本簡單、口語或正式度低，翻譯時，不必
刻意講求文學筆法或文句精鍊，相反地，該口語的地方就要口語，該有的虛詞甚
至是贅字也該適度保留，以更加符合原著的語體風格。

第二節 研究限制
大致說來，本研究遇到的主要限制有二：第一，缺乏中文、英文及中英正式
度級別參照表。第二，小說中有對話、有敘述，但量性只能得出一整體數據。
首先，中文語言學的正式／非正式語體研究尚在發展階段，目前仍缺乏正式
度級別的參照。西方語言學的正式度參照，則大多針對不同文類 (genre) 或劃分
口語及書面，並未有不同等級的正式度分數參照。在中文及英文皆缺乏正式度級
別參照的情況下，更別提會有中英正式度級別對照表。
缺乏中文正式級別對照，意味得出量性數據後，無法直接判斷譯本的正式等
級，也無法確知譯本偏正式還是不正式、正式度高出多少，只能得出「相對」數
據，也就是兩譯本的語言正式度孰高孰低。若要進一步判斷譯本的語言風格偏正
式還是不正式，就必須仰賴質性文本分析。
只是，這麼做有兩個問題。第一，質性分析還是有主觀成分，所做推斷未必
全然正確。第二，只能針對譯本語言正式度差異較大的文本進行分析；如果譯本
的語言正式度差異不大，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特徵就不會特別突出，那麼即使有質
性分析輔助，仍無從判斷。這也是為何本研究在挑選研究文本時，要特意選擇語
言風格感受截然不同的兩個譯本進行比較。
缺乏英文正式度級別參照，意味得出的數據只能粗略將文本分成偏正式及偏
不正式，或者必須透過有劃分不同等級的可讀性指標來協助判別。只是，儘管可
讀性指標與正式度指標成高度正相關，但畢竟不相等，差異依然存在，得出的數
字也未必能精確反映出真實的正式程度。
缺乏中英正式度級別參照，意味比較譯本及原著風格的接近程度時，無法直
接檢視中譯本及原著各自落在哪個正式等級區間，必須仰賴質性分析去判斷究竟
哪個譯本的風格更接近原著。
但做出判斷的先決條件，是兩個譯本中要有一本的語言正式度明顯與原著接
近，或明顯有落差。例如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的海觀及余光中譯本以及
Slaughterhouse-Five 的洛夫及陳枻樵譯本，在檢視文本的語言特徵後，可以明顯
看出原著及海觀譯本、洛夫譯本都含有許多非正式語言特徵，而余光中及陳枻樵
譯本則含有大量正式語言特徵，故而能從中推斷海觀及洛夫譯本的語言正式度與
原著較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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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沒有上述條件，質性分析只能判斷出兩個譯本都與原著接近，或都與
原著有落差，無法做出哪個譯本語言正式度更接近原著的評價。例如 David
Copperfield 的林漢達及思果的譯本，檢視文本語言特徵之後，可以得知原著的敘
述句同時兼有正式及非正式語言特徵，正式度大致趨於一般，但林漢達譯本的敘
述句翻譯含有許多非正式語言特徵，而思果譯本則含有許多正式語言特徵；兩譯
本均與原著有落差，但無法判斷出到底哪個譯本更接近原著。
第二個限制，則源自小說本身的寫作特性。小說通常包括對話及敘述，可對
話及敘述的語言正式度會有落差。語料庫工具只能檢視出文本整體的數據，換言
之，只能判斷整體的正式程度，沒辦法區分對話及敘述句的譯文正式度各是多少，
與原著相比又如何。若要判斷對話及敘述的翻譯哪個譯本更接近原著，只能以質
性方式分析，做出的評論也或多或少會帶有主觀色彩。
小說本身的寫作特性就是對話、敘述夾雜，難以切割。或許未來，可以挑選
一些純「敘述」或「對話」的素材作為研究對象，如口語文本「劇本」。如此一
來，得出的量性數據反映的就會是「對話翻譯」的整體表現，質性分析時也不用
主觀切分「對話翻譯」及「敘述翻譯」各自的正式度。此外，或許也能去探討不
同時代的「對話翻譯」正式度是否有改變等等的議題。
除了上述兩大限制，本研究的其他限制還包括譯本章節數不同、英文原著年
代不同、不同地區有不同語言習慣、部分詞類或語言要素在語言學界尚無定論。
首先，David Copperfield 的林漢達譯本是節譯本，思果譯本是全譯本，為了
讓分析的總字數不要相差太遠，選錄的章節數不同。儘管原著、中譯本各章節的
風格一致性很高，對研究最終結果影響不大，但終究因為選錄不同章節、翻譯的
訊息不盡相同，或多或少會對數據產生影響。
第二，David Copperfield 的寫作年代是 19 世紀，當時寫作特色與現代英文
相差甚遠，但本研究採用現代的語言學理論及統計工具。換言之，儘管這部著作
與當時文壇其他著作相比相當口語非正式，但本研究統計出的部分數據，例如平
均句長，無法反映出這樣的特色。
第三，不同地區有不同語言習慣，例如北京語有「兒化音」特色，臺灣沒有。
北京語字正腔圓，臺灣則有輕聲脫落的現象，如尤思怡等人（2011，頁 36）在
〈針對台灣華語的輕聲實況調查〉一文指出「輕聲脫落是台灣華語語音上的明顯
特徵之一」，而臺灣人較不能掌握的有方位詞尾（如，山上）、名詞尾（如，心
頭）、老資格詞／連綿詞詞尾（如：態度）等。然而，本研究分析的中譯本，譯
者背景不同，有些來自臺灣，有些來自大陸，也就是說，部分用字遣詞的差異，
很可能只是當地語言習慣使然，並非譯者有意為之，且來自不同地區的人，也可
能因為對相同字詞的讀音有不同唸法或印象，而產生不同的語體風格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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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文語言學界對於部分詞類或語言要素尚無定論。本研究主要引用馮
勝利的定義，但如語氣副詞、構詞功能詞等，馮勝利並未詳加敘述，因此，本研
究另外採用了包括齊春紅及呂淑湘等人的論述。然而，若以不同學者的定義檢視
並計算詞頻，得出的數據也會有些許出入。
以上四個限制均對研究數據帶來一些影響，不過，影響範圍較少，侷限於部
分詞類及部分文本，對主要分析結果不會造成太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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