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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現代文學為了忠實地描繪出社會語言的多元性、實際地反映出小說

人物的對話情況，眾聲喧嘩多語言小說文本日漸普遍。面對這些多語文

本，譯者該採取什麼樣的翻譯策略以期能夠保留原文作者想要表達的多語



情境，又不致影響到中文譯本的流暢及完整性，這個問題勢必會對譯者造

成極大的困擾。因此，本文旨在探討譯者如何處理小說中方言口音以及多

語言摻雜使用的問題，並以華美作家譚恩美的兩部作品《喜福會》與《接

骨師的女兒》為例，比較分析兩岸譯本不同的處理方式，希望能歸納出一

些結論，提供日後有機會接觸華美文學的譯者一些翻譯策略上的參考，以

及對有興趣探討多語文本翻譯的研究有所助益。 多語現象是譚恩美小說

創作的特殊風格呈現，為了突顯小說人物使用中文發音，作者會在原文中

以文字敘述說明，或是刻意地以羅馬拼音拼出中文發音。針對這些語言轉

換的情形，台灣與大陸譯本大多會依照原文敘述譯成中文，並在譯文中說

明是何種語言，但有時也會忽略多語現象直接譯成中文，或是產生漏譯、

誤譯等情形，因為這些忽略、漏譯、誤譯，往往造成之後的譯文邏輯不

通，前後文不連貫等現象。除了多語言現象，手語表達、以及外語成分，

譯者還必須處理譚恩美小說裡的「文化變形」問題。無論譯者選擇使用什

麼翻譯策略，都必定會影響到譯文的呈現，以及讀者對這部小說的理解接

受程度。探討譚恩美小說中多語現象的翻譯之同時，我們再度認知譯者翻

譯策略的重要性， 對於「華美文化」的傳遞有其舉足輕重的影響。  

摘要

(英) 

Abstract This thesis consisting of three chapters and a conclusion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multilingual text in Amy Tan’s novels, especially The 

Joy Luck Club and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The first chapter presents the 

motivation of this topic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second chapter introduces the 

multilingual text which the novel consisted of together with both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accents. And the third chapter, the core of this thesis, further 

discusses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in particular, Amy Tan’s writings：

The Joy Luck Club, The Kitchen God’s Wife,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nd 

The Opposite of Fate. In this chapter I analyze the two translations of The Joy Luck 

Club and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respectively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1. Translation of the Code Switching 2. Wade-

Giles (Romanized) spelling 3. Ignoring of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4. Additions, Omissions and Mistakes 5. Other Languages 6. Pidgin 

English 7. Sign Language 8. Cultural Deformation Translation is not an easy task, 

and there is no fixed strategy for it. However, I believe, a translator should both 

fully honor the author and refer to the original text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reasonable or not. In a nutshell, this thesis aims to help future translators when 

encountering any similar problems for translation to find some guidelines, and 

hopefully, this modest analysis can offer some useful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multilingual text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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