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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科普書顧名思義是將專業與高深的科學知識簡化，普及給社會大眾認

識的書。這類書雖多與某一特定的科學或科技領域相關，圍繞著某一著名

科學研究或突破，或者科學家的生平等主題，內容卻深入淺出，以期帶領



非該領域的讀者一窺奧秘的科學世界，將科學在社會大眾中紮根，因此成

為提高國民科學素養和建立科學精神的重要媒介。   然而目前科普書

的翻譯品質不齊，例如誤譯問題嚴重。此外，一般民眾本身對科學已有距

離感和有文化隔閡，若譯文艱深和不通順，在在降低了他們的閱讀理解力

和閱讀意願。   正確性和可讀性為翻譯科普書的兩大問題，科普書譯

者的翻譯原則和策略應以讀者為中心，著力於譯文的正確性和可讀性，增

進讀者對譯文的理解力和閱讀意願，達到科普書的教育和啟蒙目的。   

本研究選擇了國內知名科普書 11 本，作為討論範例，試圖提出英文科普

書之翻譯原則──了解譯文受眾、力求正確、統一學術名詞、譯文自然和

減少理解障礙，並且針對各原則提出翻譯策略。最後則以美國作家大衛?

逵曼所著之《犀牛的影像》中三篇文章作為實例，比較原譯和重譯，檢視

本研究提出之翻譯原則與策略的實踐效果。  

摘要

(英) 

Although popular science writings are mostly centered around a particular science 

field, an important science discovery or breakthrough, or a scientist’s life, they are 

not laden with difficult scientific terms or concepts, and are written in a way that a 

lay person can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As a result, the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are viewed as an important media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science. However, as publishers churn out translations of brilliant science 

writings from the West, Taiwanese scholars are finding mistranslation to be a major 

problem, while nonprofessional readers are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the book due to 

their limit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Western culture. Whatever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may be, they inevitably hinder the function of these books—to educate the 

general public about science. Therefore, to enhance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the 

accurateness of the translation of such writings,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a set of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writings 

based on a reader-oriented approach. First,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proposed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using examples from 11 translated popular science books. 

Then, three chapters from David Quammen’s Boilerplate Rhino will be re-

transla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ir original translation from 2001 to examine the 

usefulness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proposed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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