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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論文綜合筆者的觀察、受訪者的意見、和媒體上的論文報

導，希望瞭解台灣翻譯青少年小說之相關工作者，需面對的大環境問題，

並進一步尋求提昇其翻譯品質的方法。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說明筆



者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並簡介作為主要討論例子的《The Hobbit》

一書及其作者。《The Hobbit》於 1937 年出版，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教授

J. R. R. Tolkien，至今已翻譯成三十七種語言，受到數百萬讀者喜愛，被歐

美學界公認為經典青少年小說。台灣則有兩家出版社分別出版了兩個不同

的中譯本，即為本論文所討論的主要例子。 第二章討論這幾年台灣翻譯

青少年小說的出版情況，和青少年閱讀市場狹小的因素。其中除了升學壓

力和電子媒體的競爭等較為顯著的原因之外，文學教育沒有落實、部份圖

書館採購制度不健全、國人閱讀風氣未普及等，都是影響深遠，值得關注

的問題。第二章最後談到未來青少年閱讀市場的展望，有樂觀悲觀兩種看

法。但筆者認為，在教育改革和休閒觀念開展之際，再加上有更多有心人

投入，青少年文學市場應該會有更光明的前景。 第三章以《The Hobbit》

兩個中譯本為例，從版權購買、版權頁資料交代、書籍包裝和行銷等面

向，探討台灣翻譯青少年小說的一般品質水準。台灣法律對於版權的保護

由於處在新舊規定交接時期，因此雖然業者普遍有尊重版權的觀念，但法

令卻不一定保障合法購得版權的業者。此外，版權頁資料完整性仍有待加

強。第三章最後則強調書籍的包裝與品質通常不能劃上等號。 第四章仍

以《The Hobbit》中譯本為例，檢討從找尋譯者、確認譯者能力、洽談翻

譯條件、一直到實際著手翻譯、譯稿後處理等青少年小說翻譯流程，以瞭

解導致翻譯品質參差的所有可能因素。在「譯者在哪裡」一節特別探討出

版者與大陸譯者合作的經驗，瞭解大陸譯者相對於台灣譯者的優點及缺

點。「譯稿完成後的處理」一節，則討論譯者通常較少干涉，但對最後成

品品質，和譯者權益影響頗大的潤飾、校對、審稿過程。 第五章則舉出

《The Hobbit》兩中譯本的實例，以筆者的觀察，配合與譯者的實際訪

談，說明譯者的工作條件、本身經驗、出版社之後潤飾、校對等因素，如

何反映在譯本品質上。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原書作者 J. R. R. 

Tolkien 在文字運用上有獨到精妙之處，並且自創了繁複的神話體系作為

該書的創作背景，因此更增添了翻譯的困難度。 最後一章總結本論文的

發現，反省本論文不足之處，並檢討過去有關提昇青少年小說翻譯品質的

建議，有何窒礙難行，或可進一步改良之處。筆者認為，開拓市場是提昇

品質的前提；而要大幅快速的改善翻譯品質，提高譯者報酬和公開公正持

續的譯評，則是當前最有效的良方。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thesis combines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as a 

translator, the opinions of twenty interviewees, relevant media reports and theses, 

and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J.R.R. Tolkien''s The 

Hobbit, in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of young adult novels in Taiwan. The object i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er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re working, and, having 

done so, to suggest possible way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young adult novel 

translations in Taiwan.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explains the author''s motivation and purpose, states the method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and goes on to give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Hobbit and 

its author. The book that forms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argumen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England in 1937, and has since become a classic of young adult fiction, translated 

into almost 40 languages and giving joy to millions of readers of every age around 



the world. The author of The Hobbit, J.R.R. Tolkien, wa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Oxford University, a fine scholar who won international 

critical acclaim for his works of fictio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Hobbit 

have been published so far in Taiwan, one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 and the other 

by Variety Publishing Co. These two translations are the main examples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The second chapt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aiwan''s market for young 

adult novels in recent years, pointing out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non-textbook 

publications for young adults take only an in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publishing 

market. Literature for this age group is usually neglected mainly because of 

Taiwan''s high-pressure examination culture and stiff competition from electronic 

media, while an underdeveloped literary education, often poor procurement policies 

of schools/libraries and the general lack of a popular reading culture in Taiwan are 

also contributing factors. The second chapter concludes with an outlook on the 

future of the young adult publishing marke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aiwan''s 

latest efforts at educational reform, increasing leisure (and reading) time for young 

people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a growing number of competent, devoted translators 

and publishers, the author is inclined to take a carefully optimistic view of the 

prospects of this market. Taking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Hobbit as 

examples, the third chapter examines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ranslated young adult 

novels in Taiwan.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copyright procurement, the 

completeness (or otherwise) of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e copyright page, cover 

design and layout, book promotion/sales strategies and other commercial aspects. 

Taiwan is only just beginning to fully recognize and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Most publishers here are well aware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try to abide by the rules, yet the law does not always provide 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domestic copyright owners, leaving loopholes for pirated copies. This is also 

part of the reason why copyright pages are often far from exhaustive. Another point 

made in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sometimes appalling quality gap between cover 

design/layout and the actual translation of young adult novels. The fourth chapt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how publishers find and 

contact translators, how they determine the ability of potential candidates, how 

contracts are negotiated, how translators work and how they handle difficulties, and 

finally how publishers handle the reviewal, proofreading and editing of the 

translated text. The author hope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any translation. Since the Variety edition of The Hobbit 

was a product of cooperation with a mainland Chinese translator,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is cross-strait ''joint venture'' are also discussed at some length, 

with considerable weight given to the pros and cons of working with mainland 

rather than local translators, a common practice in Taiwan. The final part of the 

fourth chapter shows how post-translation procedures like reviewing, polishing and 

editing-which are largely beyond the translator''s control-d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version of any translation. The fifth chapter 

contain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Hobbit. In 

addition to a close-up comparison of the two versions, this chapter also attempts to 



give explanations as to why the two existing translations are far from satisfactory. 

The author draws upon her own experiences as a translator and interviews with 

translators/publishers to look for some answers. It is shown how working 

conditions, the translator''s experience and competence, and, again, post-translation 

proceedings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product. One focus of the fifth chapter 

are the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a translator encounter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many 

word games and puns that are typical for most of J.R.R. Tolkien''s fictional work. 

Additional problems arise from the fact that Tolkien, in a staggering feat of 

imagination, invented a whole mythology of his own, and this mythology with its 

numerous quintessentially Nordic roots and connotations forms the backdrop for 

The Hobbit. To convey these specific features, this unique atmosphere of the 

original in a Chinese rendering of the novel, some extra effort is required from the 

translator. The final chapter sums up the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reflects on its 

shortcomings and points out problems that might deserve further research.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past attempts a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young adult novel 

translations, shows the most common obstacles encountered, and proceeds to 

suggest possible future solution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a considerable expansion 

of Taiwan''s market for young adult literature is the foremost prerequisite for any 

significant quality enhancement. Only when the market grows, efficient tools of 

quality control can be implemented, including more reasonable fees/deadlines for 

translators and public forums for independent, widely accessible translation 

cri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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