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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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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國語文研究所 陳如玫 指導教授：何金蘭老師 兒童文學是文學的一

環，也具有教育兒童的功用。加拿大作家多米妮克‧德梅 (Dominique 

Demers) 的力作《新“新”老師》(La Nouvelle Maîtresse) 描寫一位教學與傳

統迥異的新老師，如何帶學生歡笑，如何改變了他們生活；但校長卻對她

的教學極不認同，想找機會開除她。在偶然的機會中，女主角聽見校長的

計畫：校長發現這位新老師是冒牌貨，她沒有教師證，準備要在隔天召開

家長會開除她。於是，一群小學生展開他們的救援行動。 兒童文學不僅是

文學，也必須能帶給兒童正面的啟發，培養他們正向的人格特質。故事中

的小學生勇於向不可能挑戰，他們不畏挫折與困難的勇氣是足以為國內兒

童、青少年作為借鏡的。然而，在翻譯兒童小說的過程中，不僅需處理語

言與文化上的問題，還需針對讀者的特質：身心尚未成熟、語言能力有限

等，適度調整譯文。因此，本論文從奈達的「動態對等論 (dynamic 

equivalence)」（後改稱為「功能對等論 (functional equivalence)」）出發，探

討如何在翻譯中達到效果上的對等，並探討兒童讀者及兒童讀物的特性，

歸納翻譯童書的原則。筆者以「長句化短」、「用詞簡單」、「活潑有

趣」、「飽含韻味」等四原則翻譯《新“新”老師》一書，並在第五章中

探討漢、法雙語在語音、語義對應上的障礙，根據譯文及兒童讀者的特質

如何在翻譯中轉化原文，並在結論提出研究上的建議，期使能對翻譯法語

兒童文學的研究盡上棉薄之力。  

摘

要

(英) 

Résumé La littérature d'enfance est un genre littéraire particulier, dans la mesure où 

il favorise l'éducation des enfants. Dans son roman La Nouvelle Maîtresse, 

Dominique Demers, écrivain canadien, nous conte une intéressante histoire pour 

enfants. Une jeune maîtresse, Mlle Charlotte, travaille dans une école primaire. Sa 

manière d'enseigner diffère des méthodes traditionnelles, mais le directeur de l'école, 

M. Cracpote, désapprouve sa façon d'enseigner, et cherche un prétexte pour 

l'expulser de l'école. Une élève a entendu par hasard le plan du directeur : M. 

Cracpote a découvert que Mlle Charlotte n'avait pas de diplôme de professeur d'école 

et envisage de lui signifier son renvoi lors de la réunion de parents d'élèves ayant lieu 

le lendemain. Les élèves de Mlle Charlotte s'organisent pour sauver leur maîtresse. 

La littérature d'enfance présente non seulement une forme d'écriture adaptée aux 

enfants, mais aussi une source d'inspiration leur permettant de construire leur 

personnalité. Ainsi, dans cette histoire, les élèves de Mlle Charlotte ont le courage de 

défier l'impossible, sans peur des échecs ni des difficultés. Leur histoire est un bon 

exemple pour les enfants et adolescents de Taiwan. Du fait des spécificités de la 

littérature d'enfance et du public qu'elle vise, la traduction de romans de ce genre 

dépasse le simple travail de transcripti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En 

effet, les lecteurs adolescents n'ont pas encore atteint la maturité physique et mentale. 

L'œuvre doit s'ajuster de façon appropriée aux capacités linguistiques et à la maturité 



présumée de ses lecteurs. Pour préciser cette idée, j'emploie la notion de Nida, « 

théorie de l'équivalence dynamique », rebaptisée par la suite la « théorie de 

l'équivalence fonctionnelle ». Cette théorie explique clairement le passage d'une 

langue source à une langue cible par l'interprétation juste du sens original, dans un 

style soucieux de fluidité. Le premier chapitre de mon mémoire présente ma 

motivation, ma base d'analyse et l'objet de ce travail. Le deuxième chapitre consiste 

en une présentation de l'écrivain canadien Dominique Demers et du corpus d'étude 

sur La Nouvelle Maîtresse. Le troisième chapitre s'attache à définir le processus et la 

stratégie de traduc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enfants, et les propriétés des différentes 

théories associées. Le quatrième chapitre est la traduction de La Nouvelle Maîtresse. 

Le cinquième chapitre aborde la diversité des exemples de la traduction en présentant 

leurs ressemblances et leurs différences. Le sixième chapitre met à jour de nouveaux 

problèmes et les suggestions qui en découlent. Tout au long de ce travail, j'ai essayé 

de montrer les enjeux de la traduction et l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J'espère que mon 

mémoire peut inspirer de nouveaux champs de recherche pour la traduction de 

romans pour enf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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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09.24.67 new 10 493226093 2009.2.16 14:14 140.109.24.67 new 11 493226093 

2009.2.16 14:14 140.109.24.67 new 12 493226093 2009.2.16 14:15 140.109.24.67 

new 13 493226093 2009.2.16 14:15 140.109.24.67 new 14 493226093 2009.2.16 

14:15 140.109.24.67 new 15 493226093 2009.2.16 14:16 140.109.24.67 new 16 

493226093 2009.2.16 14:16 140.109.24.67 new 17 493226093 2009.2.16 14:16 

140.109.24.67 new 18 493226093 2009.2.16 14:16 140.109.24.67 new 19 493226093 

2009.2.16 14:17 140.109.24.67 new 20 493226093 2009.2.16 14:17 140.109.24.67 



new 21 493226093 2009.2.16 14:17 140.109.24.67 new 22 

異

動

記

錄 

C 493226093 Y2009.M2.D16 14:11 140.109.24.67 M 493226093 Y2009.M2.D16 

14:11 140.109.24.67 M fren2581 Y2009.M2.D16 14:22 140.109.24.67 M fren2581 

Y2009.M3.D30 9:06 140.136.213.22 M fren2581 Y2009.M3.D30 9:06 

140.136.213.22 I 030540 Y2009.M3.D30 10:10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