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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有系統介紹西學之人，其所提「信、達、

雅」翻譯三原則，為中國翻譯史及翻譯理論上最具知名者。嚴復翻譯

時，因中西交流未深，漢語尚無固定對應之譯詞，故面臨「一名之名，



旬月踟躕」之窘境。本論文即以此為切入點，探討嚴復所立譯名之語

言、社會、心理、文化等面向。 本論文以嚴復之《原富》譯著為研究語

料來源。研究重點有三：一、嚴復譯名之立。旨在探討嚴復在此譯著內

對經濟類譯詞所採翻譯策略，並以「沿用舊詞」、「借用日詞」、「即

義定名」、「以音命名」等分類，探討嚴復對名詞翻譯所持觀點，並提

供譯例。二、嚴復譯名之引介及其內涵。除介紹嚴復有一名多譯之現象

外，亦探究嚴復如何透過「定義」、「釋義」、「評論」、「示例」等

方式，譯介西方經濟術語、觀念。此外，並以嚴復所立「物競」、「能

生之功」、「常住母財」等譯名為例，窺視嚴復譯詞中所透露之天演思

想、富強思想與佛家思想。三、現代漢語不採行嚴復譯名之原因。從

「日譯詞與自譯詞」、「音譯詞與意譯詞」、「新式譯詞與舊式譯

詞」、「《原富》傳播之局限性」等語言面向，並從社會文化和心理制

約兩面向，論究嚴制譯詞在現代漢語詞彙凝定時未受青睞之原因，及其

背後所彰之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等意涵。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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