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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過去在一般讀者眼中，認知心理學的科普書籍還不是一個日常生活

的閱讀類型，但經過十年我們發現，讀者群不但擴大也更為專精，因此

整理出詞彙的一致性與可讀性，使讀者在閱讀科普書籍時不致造成誤

解，更顯重要。所謂「認知」是指人類心智的基礎，舉凡感覺、知覺、

注意、記憶等等，均為人類建構主觀世界與知識所依賴的心理處理機

制。本研究將以研一上課時十本中文與英文版的認知心理學科普書籍中

的詞彙作為語料，探討認知心理學詞彙的語義與結構，譯者在翻譯時不

能只仰賴語感與經驗，從語言學的角度深入分析與探討，歸納出翻譯的

規律也是重要的一環，尋求其前、後綴的構詞，並瞭解其專有名詞背後



的涵義，再就認知心理學的專門詞彙依其翻譯類型，分析其中譯方法，

並作進一步探討。 譯者在翻譯專業文章時，經常出現新的名詞或英文縮

寫，術語的翻譯為其中問題之一，英文縮寫究竟要直接轉借，或予以保

留，或以括弧說明其原詞，或是另外創造一個漢語新詞，似乎尚未有一

定的遵循規則，在缺乏相同認知翻譯規則的情形下，往往出現不同的出

版社翻譯不同譯名的情形，結果是相同的東西有幾個不同的名稱，造成

閱讀上的困擾，可見術語翻譯的重要性。 本研究將藉由歸納整理認知心

理學名詞的命名與翻譯原則，並適當地運用 SDL Trados WinAlign 與

MultiTerm 等翻譯記憶軟體，嘗試作初步有系統的整理，將繁雜的詞彙匯

入翻譯軟體中作有系統的詞彙管理，對於重複出現的詞彙可以省去查字

典的時間及成本，將已經建立的詞彙資料庫，運用在翻譯專業領域的文

章，可供未來譯者作為一項參考。本研究實際運用翻譯記憶軟體，按照

步驟分析其優缺點，希望能在未來的翻譯社群中，為譯者翻譯專業領域

詞彙提供參考。  

摘要

(英) 

In the past, cognitive psychology was not an ordinary genre of reading in the eyes 

of common readers; however, since the reading group has been growing as well as 

specializing over the past decade, as we have n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of lexicons that features consistency and readability, which would facilitate 

readers'comprehension, is becoming consequently more important. “Cognition” 

refers to the base of human mentality, compassing senses, perceptions, attention 

and memories and so forth, all of which cooperate to assist human beings in 

creating a subjective world and knowledge. The current paper aims to use the 

vocabulary contained in the ten books I studied in the first year graduate school, 

regarding cognitive psychology (including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as a 

reference, to discuss the meanings and structures of lexicons of psychology. 

Translators need more than intuition and experience when doing translations. A 

translator shall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and develop the patterns 

and rules of lexical translation. The study further induces the commonly used 

vocabulary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pinpointing the morphology of prefixes and 

suffixes and grasping 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se lexicons. Upon 

achieving the abovementioned missions,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types of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s that the lexicon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generally 

falls into. When a translator translates specific-field articles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where new-coined nouns or abbreviations abound, the translation of 

lexicons often invites much trouble: whether the abbreviations should be 

transferred into another express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kept its original form in 

the translation, offered an explanation shown in parenthesis, or given a new-

coined Chinese word or phrase. Obviously, there are no rules for translators to 

follow, 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same lexicon has divergent 

Chinese translations (from works published by various publishers). This causes 

confusion for the readers,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technical translations. The 

paper organizes a system of lexicons by inducing the translation examples and 

rules for terminologies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applying SDL Trados 

WinAlign and MultiTerm, both of which are widely used TM devices. With the 



transfer-in of lexicons and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lexicons, the appropriate 

usage of TM can save up considerable time in consulting dictionaries and cost. In 

this study, TM has been put into use and demonstrated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in 

the process in the hope that the result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translators who translate lexicons of specific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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