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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德國學者萊斯與英國學者紐馬克的文本類型理論指出，小說和信函符合

以形式為重的表情文本範疇，為正確傳譯文本的「表達」功能，翻譯時

首重「作者第一」或「語義翻譯」的原則。然而，在文本類型中屬於表

情文本的書信，內涵上雖為通信雙方思想情感的交流，但以書面文字呈

現自我的形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隱瞞的性質在內，故寫信者隱晦的書

寫動機，難以透過書信傳達的有限訊息，完整表達出來，而形成書信文

本最明顯的特徵—詮釋的不確定性。因此，為探討從文本功能、敘事手

法到作者思維過程等觀點，運用文本類型理論進行書信體小說翻譯，需

考慮何種因素，以再現原作的原創風格，並論證文本類型理論對書信體



小說翻譯原則的應用等問題，本論文以俄國形式主義大師什克洛夫斯基

的著作 Zoo, or Letters Not about Love 為研究文本，針對其相容並蓄形式

主義「陌生化」文學風格與書信阻拒解讀的敘事特徵，進行分析及翻譯

實作。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文本類型理論文獻回顧，提出本論文的

研究動機與架構，並就過去學者對於文本類型理論之相關研究作一彙整

與檢討，說明支援以文本類型理論翻譯原則為本論文引據之原因。 第二

章書信體小說的敘事特徵及語言分析，從敘事理論出發，探討書信體小

說在「敘事結構」與「故事情節」上的編排及話語特色。 第三章 Zoo, or 

Letters Not about Love 作者文學思想及文本簡介，首先為什克洛夫斯基的

文學思想探源，尤其著重在「文學性」與「陌生化」兩大主張的介紹；

其次為文本故事概述，關注作者的文學理論在書信體小說敘事特徵和語

言特色上的體現、採用 Zoo 英譯本作為研究文本之限制說明。 第四章研

究文本翻譯原則的探討，除綜合萊斯和紐馬克對表情文本提出之翻譯原

則外，另分別從書信體裁的敘事特徵，以及文本獨具之形式主義「陌生

化」觀點，提出相應之翻譯原則，以作為第五章翻譯實作的準據。 第五

章部分翻譯實作，按「分析」、「制定翻譯策略」及「翻譯」等步驟，

分就研究文本的標題、題辭、信函，進行研究文本的翻譯實作。第六章

為結論。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Katharina Reiss’ and Peter Newmark’s text typology, novels and 

letters are categorized as the type of expressive text which focuses on form and 

esthetic effect. To faithfully represent the expressive function of the source text, 

the translation has to emphasize the sacred position of author or the principle of 

semantic equivalence. Although their nature is the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 for 

both senders and receivers, letters as the type of expressive text, using the written 

language to project one’s selfhood, inevitably include disguise. As a result, the 

oblique motivation of senders is difficult to be completely discerned through the 

limited messages delivered by letters, which constitutes the most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pistolary texts, the uncertainty of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explore what factors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apply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 function, narrative device and author’s 

thought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ext typology in translating epistolary 

novel to reveal the original text style, this study, using Viktor Shklovsky’s Zoo, 

or Letters Not about Love, a novel embodied the estrangement of Russian 

formalism and the feature of impeding interpretation of epistolary literature, 

conducts analysis and translating practice to substantiate Reiss’ and 

Newmark’s text typology in translating epistolary novel.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1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and a survey of 

Reiss’ and Newmark’s text typology over the years to explain the reason for 

adopt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se two scholars’ theories as an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ng practice. Chapter 2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arratology and then looks into the distinctive written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of 

epistolary novel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verse, prose and drama from the aspect of 

narrative analysis. Chapter 3 firstly gives a detailed sketch of Shklovsky’s 

literary theory, especially focusing on his position of literariness and 



estrangement; secondly, the chapter presents an outline of the research text 

highligh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uthor’s literary concepts on the narrative 

features and language style of epistolary novel, and thirdly, explains the limitation 

in translating practice due to adopting an English translation version as a research 

text as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Russian version. Chapter 4 discusses Reiss’ 

and Newmark’s points of view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expressive text;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epistolary style and the 

estrangement aspects of formalism uniquely possessed by the research text, the 

chapter deduces two respective kinds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They are used as the 

guidelines of the translating practice in chapter 5. Chapter 5 follows a three-step 

translation process to conduct a translating practice on research text titles and 

epigraphs as well as letters 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mmarized in 

Chapter 4. Chapter 6 present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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