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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為日本女性時尚雜誌之譯文，時尚雜誌這類實用性文

本，因為有許多特殊因素需要考量，所以譯文呈現的方式往往不如傳統

翻譯理論所規範之樣式。這些譯文所使用的翻譯策略，大多是為了達成

某個特殊目的而產生。筆者認為這就如弗美爾目的論所示：翻譯是一種

行動，而任何行動皆有其目的，所以翻譯也受到目的所制約。本論文在

開頭部分先初步介紹台灣女性時尚雜誌之概況，接著說明相關理論之基

本概念。並舉出實例，探討中文版與日文版之不同，針對《mina﹙米娜

時尚 ﹚》雜誌中的語料進行分析。第一節探討日系女性時尚雜誌譯文中

的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及忠實原則，第二節結合實例針對日系女性時尚



雜誌之語言特色進行分析，第三節檢視日系女性時尚雜誌之翻譯策略，

第四節分析影響女性時尚雜誌譯文之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女性時尚雜誌

翻譯時的語言處理自由度高，偏好使用異化的方式營造現代和風的時尚

感。譯文要求語句流暢通順，重視台灣本地的使用習慣，因此對於不符

台灣立場的原文採取編譯的手段。 

摘要

(英) 

The research subject for this thesis is discussing the translation in Japanese 

fashion magazine. Other than general literature, Japanese fashion magazine has 

several particular aspects need to be concerned. Therefore, translation performed 

in it usually doesn'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but utilizes different 

strategy to reach specif purposes. According to Hans J. Vermeer's Skopos Theory, 

translation is an act of human activity with specific purpose. Translation is also a 

language conversion activity with its own goal, which further concludes that 

translation is a activity restricted by purposes as wel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it sho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shion magazine market in Taiwan and 

the concepts of func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In chapter 4, it compares the 

Japanese fashion magazine “mina”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in Taiwan. Section 

1 is conferring the skopos rule,coherence rule and fidelity rule in Japanese fashion 

magazine. Section 2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Japanese fashion magazine's 

language within example. Section 3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aken by 

Japanese fashion magazine. As to the last sectio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fashion 

magazine's translation is the main topic in this paragraph.Result shows evidence 

that Japanese fashion magazine prefer using foreignizing vocabularies to create 

Japanese modern style. Furthermore, translation require coherency and adapt the 

native-speaking language.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 第二節 先行研究 5 一、 女性雜

誌之相關研究 5 二、 目的論之相關研究 9 第三節 研究目的 11 第四節 研

究對象與方法 13 一、 關於研究對象 13 二、 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文獻探

討 20 第一節 女性時尚雜誌之定義與發展 20 一、 關於國際中文版女性

時尚雜誌 20 二、 女性時尚雜誌之發展過程 23 第二節 女性時尚雜誌之

特色與市場 24 一、 女性時尚雜誌之特色 24 二、 女性時尚雜誌之市場 

26 第三節 讀者層之分析 29 一、 讀者心理之探討 29 二、 讀者分類 31 

第三章 關於翻譯 34 第一節 翻譯理論與忠實標準 34 第二節 德國功能學

派翻譯理論之介紹 37 一、 德國功能學派的發端﹙1970 年代﹚ 37 二、 

功能學派的基礎－目的論﹙1980 年代﹚ 45 三、 譯者行動論﹙1980 年

代﹚ 50 四、 功能加忠誠﹙1990 年代﹚ 51 第三節 跨文化的信息轉換 52 

第四章 翻譯實例探討 56 第一節 日系女性時尚雜誌譯文中的目的論三原

則 57 第二節 日系女性時尚雜誌之語言特色 61 一、 日系時尚雜誌之詞

彙特色 64 二、 日系時尚雜誌之語法特點 76 第三節 女性時尚雜誌之翻

譯策略 79 一、 專題報導型 80 二、 教範性文體 81 三、 產品介紹型 82 

第四節 影響女性時尚雜誌譯文之因素 83 一、 影響譯文之基本因素 84 

二、 翻譯導向的文本影響因素 86 三、 特殊翻譯策略 89 第五章 結論 

100 第一節 結論 100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04 一、 研究限制 104 二、 

未來研究方向 104 參考文獻 105 附錄 110 



參考

文獻 

一、中文部分 卞建華，《傳承與超越：功能主義翻譯目的論研究》，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包惠南、包昂，《實用文化翻譯

學》，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0。 白靖宇，《文化與翻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朱純深，《翻譯探微》，台北：書

林出版有限公司，2001。 余也魯，《雜誌編輯學》，香港：海天書樓，

1980。 李運興，《語篇翻譯引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1。 奈達著、譚載喜，《新編奈達論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

1999。 奈達著、嚴久生譯，《語言文化與翻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

學，1998。 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著、賴慈芸編譯，《翻譯敎

程：翻譯的原則與方法》，台北：臺灣培生敎育發行出版，2005。 金惠

康，《跨文化交際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柳敏

生，《雜誌的編輯設計》，台北：天工書局，1982。 柳閩生，《雜誌的

編輯設計》，台北：天工書局，1982。 洪順慶，《行銷學》，台北：新

陸書局，2006。 胡壯麟，《語篇的銜接與連摜》，上海：上海外語教育

出版社，1994。 胡習之，《語言交際美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0。 范仲英，《實用翻譯教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9。 馬西屏，《標題飆題》，台北：三民書局，1998。 張沉香，《功

能目的理論與應用翻譯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張

美芳，《翻譯研究中的功能途徑》，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5。 張美芳、王克非，《譯有所為─功能翻譯理論闡釋》，北京：外

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 許鈞，《翻譯論》，武漢：湖北敎育，

2006。 陳偉，《學理反思與策略重構》，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 陳德

鴻、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00。 陸松齡，《日漢翻譯藝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賈

文波，《應用翻譯功能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 董

希文，《文學文本理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靖

立青，《日漢翻譯技巧》，台北：鴻儒堂出版社，2001。 劉宓慶，《文

化翻譯論綱》，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劉宓慶，《文體與翻

譯》，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7。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

學》，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 劉靖之，《翻譯論集》，台

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995。 謝天振，《翻譯的理論建構與文化透

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0。 二、學位論文 王芳宇，〈從萊思

理論評析德國廣播劇《爸爸，查理說…》之中譯本〉，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應用德語所，2007。 江奇忠，〈英譯本《書劍恩仇錄》書本版與

網路版的異同比較〉，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2008。 吳華維，〈從目

的論看《它~一個男孩的名字》的中譯問題〉，長榮大學翻譯研究所，

2007。 吳筱婷，〈以萊思的翻譯批評理論評析《棋戲徐四金的三個短篇

故事》中譯本〉，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德語所，2006。 沈幼君，〈日

文雜誌國際中文版初探：以女性雜誌為研究對象〉，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應用日語所，2005。 沈裕明，〈以功能目的論探討中譯英旅遊網站

資料：以台灣觀光局網站為例〉，長榮大學翻譯研究所，2007。 周欣

君，〈女性雜誌市場區隔與產品定位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

傳播研究所，2002。 周鄧懿貞，〈全球化下的台灣女性流行時尚雜誌研

究〉，世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 2005。 林千玲，〈台灣女性時尚雜誌封



面視覺設計之研究〉，銘傳大學設計管理研究所，2007。 林映君，〈廣

告文案及其翻譯問題之探討─以德文廣告中譯為例〉，國立高雄第一科

技大學應用德語所，2003。 柯惟惟，〈台灣的新日系外來語之研究-透

過『mina 米娜時尚國際中文版』的調查-〉，南台科技大學應用日語

所，2007。 紀佳嫻，〈解碼女性雜誌的時尚編制〉，南華大學教育社會

學研究所，2004。 高憶雯，〈國際中文版日系女性時尚雜誌編輯風格關

鍵成功因素研究〉，世新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2008。 張婉珣，〈女性

時尚雜誌版式系統之研究〉，銘傳大學設計創作研究所，2006。 郭詠

萱，〈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在地化」策略研究－以「在地切割」與

「在地重組」的觀點分析〉，世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2007。 陳姜嫄，

〈以目的論評析外國商品廣告之翻譯現象〉，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

用德語所，2006。 陳淑芬，〈策略型態、市場導向、創新能力與績效關

係之研究〉，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技術研究所， 2000。 陳淑萍，

〈女性雜誌讀者之生活型態、購買涉入感與廣告訴求偏好對廣告效果影

響之研究〉，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究所，2004。 陳燕琪，〈臺灣女

性時尚雜誌內容分析與消費者行為之研究〉，南華大學出版事業管理研

究所，2006。 彭意如，〈從卡塔琳娜萊思的翻譯批評理論來看青少年文

學翻譯〉，輔仁大學德國語文研究所，1999。 黃獻慶，〈連載漫畫翻譯

策略之研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所，2005。 黃蘭麗，

〈再見列寧》電影字幕翻譯研究〉，輔仁大學德國語文研究所，2006。 

楊喻婷，〈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及其結果：以日系時尚女性雜誌為

例〉，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2008。 蔡佳靜，〈女性時尚雜誌

國際中文版之編排設計研究－以 Mina 雜誌為例〉，中原大學商業設計

研究所，2008。 蔡孟珈，〈女性時尚雜誌消費者決策因素之研究〉，世

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研究所，2008。 賴永忠，〈臺灣地區雜誌

發展之研究: 從日據時期到民國八十一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

所，1993。 賴珮如，〈女性雜誌與女性價值變遷相關性之探討〉，國立

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1994。 羅如芳，〈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之市場

行銷策略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2004。 二、期刊

雜誌 王秀珍，《新觀念雜誌》，華威葛瑞出版社，1995。 吳麗萍，

《動腦 245 期》，動腦出版社，1996。 鈴木俊二，〈外来語の略語の構

造－音節‧モーラ‧フット‧語〉，《国際短期大学紀要》，国際短期

大学紀要編集委員会，1996。 

論文

頁數 
112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0/12/23 



轉檔

日期 
2010/12/28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296145 2010.12.23 11:21 140.112.191.45 new 01 495296145 2010.12.23 

11:31 140.112.191.45 new 02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03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04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05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06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07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08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09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10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11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12 495296145 2010.12.23 11:32 140.112.191.45 new 13 tran2415 2010.12.24 

11:38 140.136.185.214 del 02 tran2415 2010.12.24 11:39 140.136.185.214 new 

02 tran2415 2010.12.24 11:40 140.136.185.214 del 06 tran2415 2010.12.24 11:40 

140.136.185.214 new 06 030540 2010.12.28 9:12 140.136.208.75 del 07 030540 

2010.12.28 9:12 140.136.208.75 del 08 030540 2010.12.28 9:12 140.136.208.75 

del 09 030540 2010.12.28 9:12 140.136.208.75 del 10 030540 2010.12.28 9:12 

140.136.208.75 del 11 030540 2010.12.28 9:12 140.136.208.75 del 12 030540 

2010.12.28 9:12 140.136.208.75 del 13 030540 2010.12.28 9:16 140.136.208.75 

new 07 030540 2010.12.28 9:16 140.136.208.75 new 08 030540 2010.12.28 9:16 

140.136.208.75 new 09 030540 2010.12.28 9:16 140.136.208.75 new 10 030540 

2010.12.28 9:16 140.136.208.75 new 11 030540 2010.12.28 9:17 140.136.208.75 

new 12 030540 2010.12.28 9:17 140.136.208.75 new 13 

異動

記錄 

C 495296145 Y2010.M12.D23 10:36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0:36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1:10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1:14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1:19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1:20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1:21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1:22 140.112.191.45 M 

495296145 Y2010.M12.D23 11:34 140.112.191.45 M tran2415 Y2010.M12.D23 

11:34 140.112.191.45 M tran2415 Y2010.M12.D24 11:43 140.136.185.214 M 

tran2415 Y2010.M12.D24 11:43 140.136.185.214 M 030540 Y2010.M12.D24 

13:44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0.M12.D24 15:26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0.M12.D28 9:13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0.M12.D28 9:13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0.M12.D28 9:17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0.M12.D28 9:17 140.136.208.75 I 030540 Y2010.M12.D28 9:23 

140.136.20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