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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研究五組網球裁判術語的漢譯名稱，此五組術語的漢譯名稱出現詞

不達意，或多個術語共用同一譯名的現象。為能替這些術語找到最適合的

漢譯名稱，本文先以概念系統的建立來區分相似術語在概念上的差別，再



以語義成分分析法比較相似術語的語義成分，進一步證明各組術語雖然相

似，但是在概念和語義上皆不同，應有不同的中文對應詞。最後，本文應

用中國術語學者所主張的「提升術語經濟指數」為原則，來替各術語找到

最適合的漢譯名稱，使術語的漢譯不但正確，更能提升單詞在術語中的構

成頻率，使網球裁判術語系統成為較有效率的術語系統。 本文的研究結

果認為 Net 應保留「觸網」的漢譯名稱，而 Let 應譯為「重新發球」。

Referee 和 Umpire 都是網球的裁判術語，Referee 應譯為「大會裁判」、

Chief Umpire 應譯為「評審長」、Chair Umpire 應譯為「主審」、Roving 

Umpire 應譯為「自由主審」、Net Umpire 應維持「網審」的漢譯、「Line 

Umpire」應維持「線審」的漢譯。Hindrance 可保留「妨礙」的漢譯名稱，

但 Interference 則非網球術語。依退賽時的情境，Withdrawal 應譯為「賽前

自願退賽」、Retirement 應譯為「中場自願退賽」、Default 應譯為「裁判

要求退賽」、Walkover 應譯為「賽間自願退賽」。最後，Fault 應譯為

「犯規」，而非「錯誤」。  

摘要

(英) 

This thesis examined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5 groups of the tennis officiating 

terminology, recognizing that most of these Chinese equivalents failed to deliver the 

true meanings and that two or more officiating terms shared the same Chinese 

equivalent. In order to correctly translate these terms into Chine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ual systems and the componential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conceptually and semantically differentiate similar terms. After the need to identify 

better equivalents was justified, this thesis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erminology systems,” advocated by Chinese terminologists, by 

increasing the existence frequency of words that composed terms. Thus, the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tennis officiating terminology was slightly improved.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s as follows: “Net”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chu 

wang” in Chinese and “Let” into “chong xin fa qiu.” “Referee” and 

“Umpire” are both officiating terms used in tennis games while “Referee” is 

better translated into “da hui cai pan,” and “Chief Umpire”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ping shen zhang,” “Chair Umpire” into “zhu shen,” 

“Roving Umpire” into “zi you zhu shen,” and the current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Net Umpire” and “Line Umpire” require no change. “Hindrance” can 

keep its Chinese equivalent “fang ai,” while “Interference” turned out to be a 

non tennis officiating term. The context where players failed to complete a game 

determined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for Withdrawal , Retirement, Default, and 

Walkover, so this thesis suggested translating them into “sai qian zi yuan tui sai,” 

“zhong chang zi yuan tui sai,” “cai pan yao qiu tui sai,” “sai jian zi yuan tui 

sai” respectively. Last, the Chinese equivalent for “Fault” is “”fan gui,” not 

“cuo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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