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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使用意義 

 

 

  詞彙和語言的各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聯繫。其原因就在於詞是一個

音義結合體，而詞彙是語言參與交際的最直接、最實際存在的單位，詞

彙是語言的各種成分的具體體現者。由於詞是音義結合體，所以，在了

解和使用詞的時候，對它的語音和語義都不可能忽視，詞本身就是語音

和語義的載體。對語言這一交際工具來說，離開詞，語音和語義都無法

體現；而沒有語音和語義，詞也無從產生。只有在詞中，語音和語義才

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因此，在語言運用中，人們在接觸詞的同時，也自

然地接觸到了語音和語義。因此，我們在學習或研究詞彙的時候，決不

能把詞彙孤立起來，而是必須把它放在與語音、語義、語法等方面的廣

泛聯繫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夠完整的觀察詞彙，也才能深入地分析和

了解詞彙。1 

 

  外來詞是詞彙的成員，也是語言的各種成分的具體體現者。可是，

外來詞跟別的詞彙不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外來詞來自另一

種語言，不可避免帶有原詞的印跡，即現代漢語外來詞與英語的外語原

詞有相似的發音、書寫形式或相近的結構；而另一方面，外來詞在新的

語言中，必定受到借貸語言的同化，亦即，它的發音、詞形、意義等會

受到該語言的限制。以下，將以《國語日報外來語詞典》和《現代漢語

詞典》（修訂版）的資料，研究漢語外來詞從英語引進後，在語法、語音、

意義方面產生甚麼樣的變化以及外來詞如何被漢語同化了。而英語原詞

方面，參考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An English 

                                              
1 葛本儀著，《現代漢語詞彙學》(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4月)，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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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ouncing Dictionary 及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 。2漢

語外來詞方面，參考《現代漢語詞典》和《國語日報外來語詞典》。 

 

第一節 詞法方面 
 

  語言的演變，從縱的方面來看，指的是那些被歷史固定下來的、已

經成為歷史事實的變化。以漢語的發展變化為例，從文獻材料中我們知

道古代漢語有「平、上、去、入」四大調類，其中每一調類又分陰陽，

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現代漢語的

共同語（大陸稱共同語，海外稱華語）也有四大調類，卻沒有了入聲，

只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發展過程中，

聲調發生了「平分陰陽、入派三聲、濁上歸去等」的變化。這是語音方

面歷史變化的例子。語法是語言中最穩定的要素之一，但也存在著歷史

性的變化。例如，漢語重要的語法手段就是語序和虛詞。古代漢語中有

一種“疑問代詞賓語前置”的“主──賓──動”句式，例如“吾誰

欺”，在現代漢語中就得說成“我欺騙誰”的“主──動──賓”式。

現代漢語中虛詞數量增加，表達功能也相應地增強了。例如，現代漢語

動詞後面加時態助詞表示各種語法意義，像加“了”表示完成體，加

“著”表示進行體等，這種用法就不曾表現在古代漢語中裡。這就是語

法的歷史變化。如果將一種語言的古代、近代與現代等不同時段的材料

加以比較，就會發現語言諸要素的歷史變化。這些變化發生在語言要素

的各個部分，包括語音部分、詞彙部分、語法部分等。通常是詞彙的變

化最多，速度也最快。這是因為詞彙是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語言要素，

隨時反映社會的發展變化。其次是語音，語法的演變則較緩慢。 

  若從語言的橫面而論，國語和其他各漢語方言間差異最大的，主要

                                              
2 “達因”（dyne）“勃郎寧”（browning）、“珂羅版”（collotype）、“席夢思”（simmons）

在英語詞典裡沒有收錄，因此，外來詞的使用意義中不列入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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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語音，其次是詞彙，語法在各方言裡則相差極少。由此可知，語法最

具保守性，總是顯示出相當的一致性。3那麼現代漢語外來詞在語言要素

中最穩定的語法方面有甚麼樣的特徵，以下，我們加以說明。 

 

壹．形態方面 
 

  英語是屈折語言，它具有表示語法範疇的形態變化，如性、數、格

的變化，而英語中的詞語要想成為漢語外來詞，就必須遵從漢語的語法

特點。而漢語是典型的孤立語，它的語法規律，一般而言，沒有表示語

法範疇的形態變化。因此，漢語借用外語原詞時，往往產生語法形式上

的變化。4現代漢語的外來詞，通常都是依據外語原詞的詞幹或其在詞典

裡所表現的第一個形式而加以搬用的，並沒有把外語原詞的各種形態變

化，也搬進現代漢語裡來。例如： 

 

夾克(jacket)－英語的名詞本來有單數、復數的變化，而 jacket一詞

音譯進入漢語後，一律用同樣的形式“夾克”。 

 

杯葛 (boycott)－英語原詞 boycott 有 boycotts(第三人稱單數現在

時)，boycotted(過去時)等變化。而 boycott一詞音譯進入漢語後，也

一律用同樣的形式“杯葛”去指代。 

 

  漢語在借用具有形態變化的外語原詞時，一般說來，是依據原詞的

原形加以借用。然而，在某些個別情況下，亦有採取非原形的形式來做

                                              
3 參見葛本儀著，《語言學概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5月)， 

  頁 64-67。 

4 高名凱、劉正埮著，《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2月)， 

  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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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借用的依據。有一些外來詞有把形態變化後的變體凝固成現代漢語外

來詞的情況，譬如，英語的 penny ，英聯邦國家貨幣單位名稱 pence，

它的單數形式為 penny，有人音譯時將復數的譯為“便士”、單數的譯

為“便尼”以示區別。今天，現代漢語中只保留下“便士”(pence)這個

外來詞，而其餘的早已隨時間的推移消失了，只是復數形式的“便士”

(pence)代表一切。這都是以原詞的形態變體再凝固成與原詞原形不同的

外來詞形式。不過，這些例子畢竟是少數，而且，不管是由原詞原形或

變體改造而來的外來詞，一旦經過改造，進入漢語中，就不再起內部的

詞形變化了。 

 

  漢語缺少詞形變化，好比各行各業的人穿著一樣的衣服，只能憑他

們的功能來分類，這就給漢語詞類的劃分帶來了複雜性，為了便於鑑別

一個詞所屬的詞類，對詞的句法功能的分析還需要做一些重要的補充。

比方說，有人對漢語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的句法功能做了如下的歸納。

前面能加數量詞，不能加“很”、“不”，後面不能加“了”，不能做

謂語的叫名詞；前面能加“很”，後面能加“了”、“的”，在偏正結

構中能修飾名詞，能做術語的叫形容詞；後面能加“的”、“了”，前

面能加“不”但不能加“很”，能做述語的叫動詞。5 

  以上，現代漢語的詞類一般分十二類，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

量詞、代詞(以上實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象聲詞(以上

虛詞)。6外來詞以名詞佔絕大多數，僅有少數形容詞與動詞，如“摩登”

                                              
5 葉蜚聲、徐通鏘著，《語言學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4月），頁 105-106。 

6 漢語詞類的眞相仍然相當撲朔迷離，有關漢語詞類的關鍵問題也還未解決。高 凱 

  曾經在〈關於漢語的詞類分別〉裡主張漢語的詞只能分為實詞與虛詞兩大類，甚至 

  認為“漢語的詞沒有詞類的分別”。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文法》上也說：「國語的 

  詞類在詞的本身上無從分別；必須看他在句中的位置、職務，才能認定這一個詞屬 

  於何種詞類。」但是，筆者在本文採取湯廷池的看法，而認為漢語裡仍然可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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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幽默”(humor)、“休克”(shock)、“秀”(show)等。根據

高明凱與劉正埮所著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的蒐集，漢語裡譯自英

語的動詞有，“開司”(kiss)、“夜冷”(yelling)、“卡脫”(cut)、“杯

葛”(boycott)、“屯併”(探併 dump)、“貼士”(tip)、“拷貝”(copy)、

“派司”(pass)、“休克”(shock)等，在高明凱與劉正埮所蒐集的英譯外

來詞中所佔比例僅為百分之一、二。7而且，大多數意譯形容詞都屬於“非

謂形容詞”。至於代詞、介詞、連詞、量詞、助詞等，虛詞則很少有採

用外來詞的可能。其他語言的情況也如此。外來詞以名詞佔絕大多數，

僅有少數形容詞與動詞。跟據 Haugen 的研究，挪威語裡譯自英語的外

來詞有以下的分布。8 

 

名詞     75.5% 

動詞       18.4% 

形容詞     3.4% 

副詞、介詞 1.2% 

感嘆詞     1.4% 

 

從以上的分析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來詞中沒有代詞。其實，絕

大多數的語言中借用代詞的例子極少，因此，語言學者比較兩種語言的

親屬關係時，用代詞來比較。9這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大部分的外來詞並不

                                                                                                                         

  語意內涵、構詞特徵、句法功能等來區別漢語的詞類。 

7 陳光明著，《漢語複合動詞的研究》，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139。 

8 Haugen, Einar，“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Language 26(1950)：210-231.  

  Reprinted in Lass, R., ed., Approaches to Englis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p. 58-82.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9 Anthony Arlotto著，李乙煥、李周行、鄭東彬、閔賢植共譯，《比較－歷史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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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時髦，而是當有些中國沒有的外來事物或概念流入中國，這些事

物或概念無法用漢語來稱呼，只好用原來的外國名稱，把它音譯成漢字。 

 

  在詞類變化方面，每種語言裡面都有跨類的詞，亦即，一個詞既可

以屬於這一詞類，也可以屬於另一詞類。例如，英語的 fire可以是名詞，

也可以是動詞，home可以是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漢語裡“學習”、

“報告”既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名詞等等。尤其是漢語的實詞缺少形

態變化，同一個詞的句法功能往往有比較大的靈活性，因而，跨類的現

象比較多，這是漢語詞類系統的一個特點。10尤其是 19世紀以來，西方

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被介紹到中國來，一些翻譯者自覺不自

學的受到了外來詞的影響。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大量歐化句式，而且

也影響到對詞功能的認識。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日語對漢語的影響。譬

如，“代表” 、“意識” 、“反映”等詞，在日語中既有動詞用法，

也有名詞用法，當帶上 是動詞，不帶 是名詞。由於漢語沒有類

似日語的 ，當指稱該動作行為表示的抽象概念時，就只好用同形的

動詞。不僅這些日譯詞，就是那些日本從漢語中借過去的漢語詞，如“革

命”、“教育”、“勞動”、“運動”等在漢語中原來也只有動詞功能，

然而，在日語中同時也有名詞的功能。受其日語的影響，這些詞在現代

漢語中也具有了動詞、名詞兩種功能。11 

  然而，整體來講，在外來詞表現上，多是縮小原詞的詞類，少數有

兼類的情形，這是因為漢語大多是以名詞的方式借進，不像原詞使用的

靈活。縮小原詞的詞類的情形，在資料中可以找出以下的例子，例如： 

 

                                                                                                                         

  （漢城：學研社，1987年 8月第 1版），頁 199。 

10 葉蜚聲、徐通鏘著，《語言學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4月），頁 105-106。 

11 劉順著，《現代漢語名詞的多視角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 6月第 1版)， 

  頁 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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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的士”(taxi)、“菲林”(film)、“巴士”(bus)、“杯

葛”(boycott)、“托拉斯”(trust)、“水門汀”(cement)、“那摩溫”

(number one)、“印第安 (人 )”(Indian)、  “泵” (pump)、“馬達”

(motor)、  “拷貝” (copy)、 “康拜因” (combine)、 “三明治”

(sandwich)、“來復線”(rifle)、“爵士(樂)”(jazz)、“卡（片）”(card)、

“引得”(index)、“磅．鎊”(pound)、“瓦斯”(gas)、“俱樂部”(club)

等。 

 

以上原來英語原詞既可以做為名詞用，也可以做動詞使用，但是，引進

漢語時，動詞功能失落了。“那摩溫”(number one)、“印第安(人)”(Indian)

等是原來英語原詞具有名詞和形容詞的用法，然而，引進漢語時，只採

取名詞的用法。“馬達”(motor)，英語原詞既可以做為名詞，也可以做

形容詞，還可以做動詞使用，但引進漢語時，只採取名詞的功能。這些

例子都說明在外來詞表現上，大多數是縮小原詞的詞類，而且，漢語對

於外語原詞大多只借進名詞，不像原詞使用的靈活。在資料中，只有“幽

默”(humor)這詞是例外，它在英語原詞中可以做為名詞跟動詞使用，但

是，到漢語中除了勉強有名詞用法外，主要功能反而是形容詞，而且，

可以有離合式動詞的用法，例如可以說“太幽默了”，“幽默極了”“幽

不幽默”（以上形容詞用法），“幽了他一默”（此為動詞用法）。 

 

貳．造詞形式 
 

  造詞法與構詞法這兩個術語常被混用，用以指稱語言中詞彙內部結

構的形式以及構造出新詞的方式。然而，本文採取把構詞法和造詞法區

分開來，讓這兩個術語各有所指。構詞法指由語素構成詞的法則，是對

既成詞的結構作語法分析，說明詞的內部結構中語素的組合方式。對單

純詞、派生詞、複合詞等結構類型做分析，就是屬於構詞法的。造詞法

指新詞形成的方法，它針對造成一個詞所使用語言材料和手段（造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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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說明詞所形成的原由或理據。12對添加意符的形式、半音半

意形式、音譯詞加上表意的語素等結構類型做分析，就是屬於構詞法的。 

 

  漢語的詞除了少數聯綿詞外，絕大多數的詞以詞根語素的複合為

主，一般叫複合詞。現階段的新詞以“偏正式”、“聯合式”和“動賓

式”的詞為最多。然而，現代漢語新詞中佔絕大多數的外來詞有不同意

義，因為，音譯詞主要特徵是以漢語語音對外語原詞語音的模擬，音節

本身並不表示意義，所以，要對音譯的多音節詞要求分析成有意義的成

分是有困難的，自然也不存在並列、偏正等的結構問題。然而，此種造

詞習慣，並不合於漢字的高度表意作用。所有外語原詞只有經過「漢化」

過程後，才能變成漢語外來詞。進行漢語化的改造過程則是造詞的行為，

進行造詞行為中使用的方法便是造詞法。漢字是記錄漢語的符號系統，

在使用漢字的長期歷史進程中，人們逐漸習慣於由形見義。大眾對於這

種不含字面意義，又不合於漢語造詞規律的音譯詞，心理上總難接受。

因此，在引進外來詞時，往往會受到漢語的造詞系統及民族心理的影響，

對傳統音譯方式再加以創造。 

 

一. 添加意符，變成形聲字 

 

  引進漢語外來詞，首先，在語音相似的原則下，以具有表意作用的

傳統造字法對音譯詞進行改造，以盡可能降低其外來色彩，同時也能使

人一望而知其的屬類。現代許多音譯詞，尤其是化學名詞，亦常借漢字

偏旁來幫助了解，“ ”、“木”代表植物，如“芒果”、“茉莉”、

“葡萄”、“木瓜”等。“玉”、“石”代表礦物，如“玻璃”、“琉

璃”等。從“气”、“金”、“石”偏旁的是化學元素，如“氨”

(ammonia)、“鎘”(cadmium)、“碘”(iodine)等。 

                                              
12 參見陳光磊著，《漢語詞法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年 9月第 1版），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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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方式，大多能兼表音和意。根據漢字的造字規律，依靠漢字偏

旁的表意功能，首先取得文字形式上的漢化，從字形直接表示概念。當

然，這樣的新造詞只能是少量的，在目前漢字的龐大發展形勢下，這種

方式並不能彌補漢語吸收外來詞的限制，還很可能增加漢字累贅。13陳

原即指出形聲字造詞法之弊，他說：「創造一些新方塊字來解決這個問

題，未必是一條好的道路。我們的化學家是當代的倉頡，他們曾創造過

不少新的方塊字，表達新的物質，而這些方塊字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卻還

是在流行著和廣泛使用著。比方有這麼三個字：氕、氘、氚，除了天天

使用這三個方塊字的專業工作者以外，人們對這三個字只好搖頭。第一，

不怎麼好看；或者說，很刺眼；第二，讀不出來，很彆扭。……這種造

詞法實在是很費心思的。這幾個字的造字法其實是不可取的。」14可見，

這種方法只適用於部分化學名詞及部分用語，若太過氾濫，反而造成混

亂。 

 

二. 半音半意形式 

 

  外語原詞的詞尾或詞頭往往要被改換成現代漢語的構詞法成分。半

音半意譯形式吸收的外來詞意譯部分也盡量體現出這類外來詞的意義類

別。即使這種外來詞的意譯部分無法明確指明類屬，也至少可以使人借

其意譯成分展開想像，幫助了解其詞的意義。如半音半意譯詞“冰淇淋”

(ice cream)在詞的形式中，既有模擬外語聲音而形成的音譯成分，又有

漢語以本身的語素所構成的意譯部分。“冰淇淋” (ice cream)中的

“冰”並不表示意義類別，但是，由漢語中“冰”的意義可以聯想到這

是一種涼爽宜人的東西，這種聯想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此外來詞表意的

                                              
13 吳致君著，《漢語借詞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頁 105-106。 

14 陳原著，《語言與社會生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2月），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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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這種半音半意譯形式比較接近漢語的偏正式複合詞。偏正式複合

詞，其語素之間具有修飾語與被修飾語的關係，而且，修飾語必定出現

於被修飾語的前面。被修飾語，又叫做“中心語”。15研究過古漢語詞

彙的人都知道，在古漢語的合成詞中，聯合式的所佔比重很大，在百分

之七十五左右，成為合成詞的主體。16可是，據周光慶的初步觀察，在

18世紀以後產生的合成詞中，主從式的所佔比重很大，有百分之六十左

右，進而成為新合成詞的主體。這些偏正式複合詞在外來詞的形式中佔

絕大多數。姚榮松說：「外來詞的偏正式復合詞佔極大多數，述賓式與述

補式複合詞次之。」17湯廷池也說：「外來詞以偏正式複合詞佔極大多數，

述賓式與述補式複合詞次之，並列式、主謂式與重疊式複合詞較少。」18

可見，這種半音半意譯較能符合漢語的造詞法，故採用此種半音半意譯

的外來詞比較多，一直廣泛地使用著。 

 

三. 音譯詞加上表意的語素 

 

  至於其他使用表音文字的語言，像印歐語系的英文，他們所吸收的

外來詞，每一個詞都是一個不可再細分的音串，英語外來詞與引進的外

語原詞的意義也只是單純的連結。然而，漢語有孳生力既強而又靈活的

造詞法，因此，在接觸其他語文的時候，可以跟表意的漢字作最密切的

配合，造出易於理解的外來詞。音譯加類名的方式無疑是最直接且最方

便的方法。因為，在音譯或音意兼譯外語原詞之後，加上一個漢語的構

                                              
15 湯廷池著，《漢語詞法句法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 99。 

16 周光慶著，《古漢語詞彙學簡論》（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 80-88。 

17 姚榮松著，〈海峽兩岸新詞語構詞法的比較分析〉，《華文世界》，1992年 6月，頁   

  38。 

18 湯廷池著，《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 12月），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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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成分，來補充說明這個詞所指的事物屬於哪一類。這類情況，有如形

聲字一樣，既有表音成分，又有表意成分。例如，英語的 car，在其相應

的現代漢語的外來詞裡除了把 car 音譯為“卡”之外，又在“卡”後面

加上一個構詞成分“車”，使它成為一個復合詞“卡車”（car），說明

這個事物是屬於“車”之一類的。還有“啤酒” (beer)、“卡賓槍”

(carbine)、“卡片”(card)、“達姆彈”(dumdum)、“高爾夫（球）”

(golf)、“爵士（樂）”(jazz)、“霓虹燈”(neon)、“吉普（車）”(jeep)

等等，都是音譯加類名之例。另外，也可用音譯或音意兼譯的譯法把外

語原詞改成現代漢語的形式之後，又在前面加上一個現代漢語的構詞成

分，如“酒吧”(bar)。 

  有的學者主張，音譯加類名的外來詞，語素之間不能拆開，只能看

做由好幾個字合為一個單一的語素而形成的詞。19但是，我們在本文把

它看做兩個語素合成的偏正式複合詞，這是由於表意的部分只是為了使

讀者容易理解外語原詞另加的一部分而已。 

 

參．構詞形式 
 

  所謂構詞是指內部結構的規律。構詞法是詞的內部結構規律的情

況，即語素組合方式和方法。國語的詞彙，可以依據詞裡頭詞根與詞綴

                                              
19 湯廷池在《漢語詞法句法續集》說：「『多音詞』或『多音節詞』，也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多音詞，由一個含有多音節的語素單獨形成；也就是說，由好幾個字合為一 

  個單一的語素而形成的詞。國語裡有一些象聲詞或經過譯音而來的外來詞，如“凡 

  士林”、“沙丁魚”、“哀的美敦書”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些詞一經拆開就無法 

  成為詞。連最後兩個例詞，如果分別把“魚”、“書”抽離，所剩下的“沙丁”、 

  “哀的美敦”就無法形成詞或語素。因此，“沙丁”與“魚”，以及“哀的美敦” 

  與“書”，都是譯音與借義兩個部分共同形成的多音詞。第二類多音詞，是由兩個 

  以上的單音節、雙音節或多音節語素組合而成的三音節或三音節以上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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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合情形，分為單純詞、派生詞與複合詞三種。由一個詞根，不加任

何詞綴，單獨形成的詞，叫做“單純詞”(simple word)。單純詞，可能

是“單音詞”，可能是“雙音詞”，也可能是“多音詞”。比如，“人”、

“水”、“走”、“吃”、“紅”、“高”、“琵琶”、“乒乓”、“葡

萄”、“仿佛”、“巧克力”（chocolate）、“咖啡”（coffee）等，其

中“巧克力”（chocolate）、“咖啡”（coffee）、“葡萄”、“仿佛”、

“琵琶”等是音譯外來詞。根據武占坤、王勤在《現代漢語詞匯概要》

分析來自歐美語言的音譯詞，有“巴力門”(parliament)、“賽恩斯”

(science)、“德律風” (telephone)、“安琪兒” (angel)、“托辣斯”

(trust)、“白蘭地”(brandy)、“佛郎”(franc)、“加倫”(gallon)、“沙

發”(sofa)、“烏托邦”(utopia)、“引擎”(engine)、“安知必林”、“達

爾文”、“加拿大”(Canada)、“日耳曼”、“俄羅斯”、“可加因”

(cocaine)、“威士忌”(whisky)、“先令”(shilling)、“盎斯”(ounce)、

“可可”(cocoa)、“撲克”(poker)、“紐約”(New York)、“阿摩尼亞”

(ammonia)。這些音譯外來詞的產生大都是在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間。

五四運動以後的音譯外來詞有，“伏特加”俄〔Vodka〕、“卡其”

(khaki)、“奎寧”(quinine)、“爵士樂”(jazz)、“麥克風”(microphone)、

“曼德琳”、“加濃炮”(cannon)、“卡路里”(calorie)、“香檳酒”

(champagne)、“海洛因”(heroin)、“山道年”(santonine)、“金雞”、

“法西斯”(fascism)、“托拉機”（tractor）、“吉普車”（jeep）等。20

由以上的觀察，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漢語單純詞以單音為主，多

音的單純詞主要是來自音譯外來詞。純音譯詞，即被借的外語原詞在引

進漢語後，雖然在音節數量的表現上可與外語原詞不一致，但是，不管

原詞的語素是何種組合規則，一旦進入漢語，則一律被視為由一個語素

構成的單純詞，因為，這些詞所擁有的音節表達的只有一個最小的意義。

                                              
20 武占坤、王勤著，《現代漢語詞匯概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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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圖騰”（totem）、“令”（ream）、“盤尼西林”（penicillin）

等，所有的純音譯詞不管它的音節數的多少，即是由一個語素構成的單

純詞。 

  對於音意兼譯詞，由於外語原詞在進入漢語後，它表面上好像意譯

詞，有些人不知它是來自外國的，所以，諸如“安琪兒”（angel）似為

三個語素，而“幽浮”(UFO)、“幽默”(humor)則似為兩個語素。不過，

若從音譯的角度來看，它們仍只是一個由雙音節或多音節構成的語素，

實際上仍是音譯詞。因此，它們也像純音譯的外來詞一樣看成是由一個

語素構成的單純詞，就比較妥當。 

 

  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根結合而成的詞，叫做“複合詞”

(compound word)。例如，“思想”、“動靜”、“火紅”、“雪白”、

“證明”、“看見”、“注意”、“關心”等。對半音半意譯詞而言，

“華爾街”（wall street）、“拓撲學”（topology）等，其中的意譯部分

“街”、“學”無疑都是音意結合體，而且，不可再分解，自然都是一

個語素，而“華爾”、“拓撲”都獨立表達意義，而且，只表達一個意

義，因此，也是一個語素。假如把這類外來詞視為一個語素，那是不恰

當的，因為音譯意譯二者結合之後，就不再是最小的音意結合體了。因

此，我們可以看做這些半音半意譯詞屬於兩個語素合成的複合詞。 

  至於音譯加類名詞，亦是由一個音譯語素加上一個表意的語素構成

的，其中的音譯部分代表了原詞的意義，而表意的類名，無疑的，是一

個語素，也是音意結合體，所以，兩者結合，成了音譯加類名詞，也不

再是最小的音意結合體，像“爵士（樂）”（jazz）、“吉普（車）”（jeep）、

“高爾夫（球）”（golf）、“達姆彈”（dumdum）、“大麗花”（dahlia）

等，它們都是由兩個語素合成的複合詞。 

 

  另外，由一個詞根加上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詞綴而成的詞，叫做“派

生詞”(derivational word)。如“老師”、“老虎”、“阿婆”、“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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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房子”、“石頭”、“木頭”、“花兒”等。不過，外來

詞中並未找到派生詞的例子。 

 

肆．新的造詞形式 
 

  外文字母詞中，英漢夾雜形式是拉丁字母與漢字結合而成的詞，例

如，“卡拉 OK”、“T恤”、“IC卡”等等。外來詞中出現的這種新的

造詞方式，突破了以往傳統的造詞模式，數量之多、影響之大是前所未

有的。 

  最早使用這種構造詞方式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例如，物理、數學等

學科常用的一些詞彙和醫學上使用的“X 光”等便使用的是這種造詞方

式，只不過數量有限，使用範圍特定。可是最近英漢夾雜形式的外文字

母詞的使用範圍擴大，有的在專業領域使用，如“CIF價”、“FOB價”

在外貿領域使用，“POP廣告”在廣告界使用，“K線”在股票金融行

業使用，更多的是在社會生活各領域廣泛使用，如“AA 制”、“BP

機”、“B超”、“卡拉 OK”、“PC機”、“T恤”、“IC卡”等。

如此，英漢夾雜的外文字母詞已成為現代漢語一種新的造詞形式。 

 

第二節 語音方面 
 

從語音方面看，現代漢語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沒有複輔音，現代

漢語無論是音節的開頭還是音節的結尾，沒有幾個輔音連接在一起的現

象。二是元音佔優勢，由複元音構成的音節比較多。三是以元音收尾的

音節比較多，輔音主要除“-n”和“-ng”之外，都不能出現在音節的末

尾。四是每個音節都有聲調，聲調之間互相配合，形成一種音樂美。21 

                                              
21 參見楊德峰著，《漢語與文化交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3月第 1版)， 

  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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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從英語裡吸收了一些存在於英語裡的詞而加以改造成現代

漢語的詞彙。現代漢語外來詞音譯部分的讀音雖然來自英語，然而，在

總體上人們都是拿漢語的語音體系作基礎去對應外語的發音的，因而，

多多少少與原詞有所不同。漢語音系會在不同程度上改造這些外來的

詞，把它們同化於漢語體系了。史有為解釋說：「語音漢語化主要發生在

三個方面：一是音位漢語化，二是音節構造漢語化，三是語音長度的漢

語化。」22胡曉清說：「外來詞的語言形式絕不是外語原詞語語音的翻版，

它經過了漢語規律的濾化，使外來詞在語音上率先對漢語俯首稱臣。這

種臣服主要表現在聲調的加入、音素的替換及音節的增減上。」23本節

參照兩位學者的看法，探討現代漢語外來詞在漢語語音體系裡聲調、音

節結構、音節數目和音素方面的特徵。以下分析以標準語的發音為標準，

因此，語音方面的分析上有幾個除外對象，這些例子雖然源於英語，可

是，它們先從方言地區引進，無法反應國語的標準發音，不列入研究範

圍。例如： 

 

“ ” 24(mark)、  “的士” (taxi)、“菲林” (film)、“水門汀”

(cement) 、“巴士” (bus)、“杯葛 (boycott)”“噸” (ton)、“磅

(pound)” 、“咖啡”(coffee)25、“沙發”26(sofa)、“沙拉”(salad)、 

                                              
22 史有為著，〈“外來語”和“外來概念詞”、“外來影響詞”之回應〉，《詞庫建設通訊》，

1996年 6月。 

23 胡曉清著，《外來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頁 21。 

24 廣州話“ ” (mark)念作[mak]。見何文華，《粵語詞彙探索》，珠海大學中國歷史研

究所博士論文，1983年 7月，頁 420。 

25 《現代漢語詞典》裡沒有注釋，但馬西尼在《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 

  外來詞研究》裡解釋說：「19世紀，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的貿易活動，促使一些特別 

  是從英語來的音譯詞逐漸向外擴散。最初，這些音譯詞是表示重量單位的名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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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 (sandwich) 27、“巧克力” (chocolate) 、“布丁”

(pudding)、“馬賽克”(mosaic)、“凡士林”(vaseline)、“賽璐珞”

(celluloid)、水汀(steam)、恤衫(shirt)、摩登(modern)、雪茄(cigar)28等。 

 

本節英語詞彙的國際音標 29的標記是按照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Third edition with New Words supplement，2001

來表示，音節分節是按照 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4th 

                                                                                                                         

  如，“躉”(ton)、“磅”(pound)；還有一些是在中國聞所未聞的產品名稱，例如，“咖啡”

或“架非”(coffee)；還有一些用來表示特殊階層的詞語，例如，“馬占”(merchant)、“沙

文”(servant)。」。見馬西尼著，《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頁 162。 

26 高名凱、劉正埮在《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裡說：「英語的 sofa[ souf ]，在其相應 

  的現代漢語的外來詞裡就說成了“沙發(Şā fā)”。這顯然是從上海方言的外來詞搬過

來的結果。上海話“沙發”念作[safa]，這與英語的[souf ]更接近。」見高名凱、劉正

埮著，《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2月），頁 157。 

27 馬西尼在《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裡說：「廣州話中的 

  ji(之)和 xi(士)，改讀官話中 zhi(之)和 shi(士)。官話中另有兩個字，其讀音與英語 

  cheese的讀音相近，這就是，計司(jisi)。 “三文治”(sammenji)還保留了原來的寫法，

但在官話中讀作 sanwenzhi，後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寫法：三明治(sanmingzhi)。」， 

  頁 180。 

28 轉引吳致君著，《漢語借詞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165。 

29 國際音標是在 1886年，由歐洲的語言學家所組成的「國際語音協會」負責擬訂的， 

  於 1888年公布初稿，以後經過許多次的修訂。一般在語言研究上都採用這個系統， 

  因為它是最精確的標音工具。同時，它也最完備，凡是人類語言所有的音，都能用 

  這套符號標示出來。見竺家寧著，《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 

  頁 31-32。 



第三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使用意義 

 91 

ed..，2000來表示，外來詞的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簡稱 IPA）的標記是以林燾30的國際音標來表示。 

 

壹．聲調方面 
 

  英語有詞的重音(stress)，沒有區別意義的聲調(tone)，而漢語是一種

聲調語言，沒有重音。聲調是漢語語音的一大特點，它具有多種的語言

功能和作用。首先，漢語的聲調有區別詞的語音形式的作用，它是由音

的高低變化表現出來的。所謂音高，主要決定於基音的頻率。這就是說，

音高的分別，在於發音時聲帶的鬆緊度。發音時聲帶越緊，那麼，它在

一定時間裡顫動的次數就越多，聲音也就越高；反之，發音時聲帶越鬆，

它在一定時間裡顫動的次數就越少，聲音也就越低。人們在發音時，就

是通過對聲帶鬆緊度的自行控制、調節和變化，以造成諸如高低升降或

曲折的各種不同的音高變化來構成各種不同的聲調。國語是通過四種不

同的音高的變化形式組成四個不同類別的聲調，即：陰平、陽平、上聲、

去聲。漢語每一個音節，通常是由聲母、韻母和聲調三個要素構成的，

其中，韻母和聲調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就多種情況而言，語詞的音節

一般由聲母、韻母和聲調構成的。在聲母、韻母相同的條件下，聲調的

不同，往往是區別詞義不同的重要語音手段。例如，“千”、“錢”、

“淺”、“欠”，這四個音節的聲母、韻母都相同，但詞意義不同，即

聲調不同所致。 

  其次，漢語聲調有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功能。聲調的修辭作用主要

體現在古詩詞的格律上，即平仄格式上。詩詞的平仄格式體現了聲調的

修辭功能，每句詩中的平仄安排要交替有序，這樣通過聲調平仄的修飾

作用，就形成了詩詞抑揚起伏，和諧均整，自然流暢的韻律美。 

  再次，漢語聲調具有構形作用。構形作用是指聲調在語言結構中具

                                              
30 林燾、王理嘉著，《語音學教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 11月第 1版）。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92 

有區別語法意義的功能。這是跟英文利用重音的位置來區別詞性很類

似。都是憑藉語音上的「上加成素」來擔負形態功能。只不過一用音重，

一用音高而已。31可是，有的學者認為漢語聲調的變化，只有分別不同

意義的作用，不能看作是形態標志；也有的學者認為漢語聲調的變化有

區別詞類的作用，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廣義的形態。語言研究告訴我們，

漢語不僅有過以改變聲調來改變詞性的歷史事實，而且還有利用聲調變

化區別單數、復數、格、時態等語法意義的現實佐證。32王力也在《漢

語史稿》裡說：「中古漢語的形態表現在聲調的變化上面。同一個詞，由

於聲調的不同，就具有不同的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主要是靠去聲和其

他聲調對立。」33為此，我們不可迴避漢語聲調與形態的關鍵問題。 

 

  以上所知，漢語聲調在漢語語音系統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只

有輕重音區別的英語詞彙要想進入到漢語中，必須先得到聲調。只有得

到了漢語的聲調，英語詞彙才算正式成為漢語的外來詞。 

  外文字母詞也不例外，雖然它直接引入漢語體系中，同其他外來詞

相比，最接近外語原詞，但是，由於不同語言間的語音系統有別，純字

母詞的聲調還是有變化的。例如，“KTV”中的 K 讀作kèi，T 讀作tì，V

讀作wēi。34還有字母 C，原讀為[si]，漢語中則改讀為[ i]，像“CD”等

外文字母詞的讀音跟外語原詞的讀音有一定的差距。因為，聲調是漢語

的一大特徵，外來原詞在進入漢語之前，必須先得到聲調的條件。 

 

                                              
31 竺家寧著，《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 10月)，頁 386。 

32 憑英著，〈漢語聲調與形態〉，《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 12月第 

  6期，頁 64。 

33 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6月第 1版），頁 211。 

34 郭伏良著，《新中國成立以來漢語詞彙發展變化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年 4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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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日昇在〈香港廣州話英語音譯借詞的聲調規律〉中歸納出十一項

英語重音與粵語聲調對應的公式，而這些公式的變化是受到外語原詞重

音的位置，外來詞的音節數目和來源等條件的制約的。35但是，本論文

分析依據國語的外來詞發音為標準，因此這些公式在本論文的詞彙中並

沒有發現。 

  

貳．音節結構方面 
 

  英語音節由元音或元音與輔音構成，其結構類型可分為單輔音型音

節和複輔音型音節。音節中的複輔音可位於音節首也可位於音節尾或者

音節首尾都分布著輔音連綴。音節首的複輔音可以是兩個、三個，音節

尾的複輔音可是兩個、三個甚至是四個。例如： 

      位

置 

例子 

音節頭音（onset） 音節核 音節末音（coda） 

I 

rye 

right 

rights 

prompt 

prompts36 

sprout37 

 

 

 

 

 

 

s 

 

 

 

 

p 

p 

p 

 

r 

r 

r 

r 

r 

r 

aI 

aI 

aI 

aI 

A 

A 

au 

 

 

t 

t 

m 

m 

t 

 

 

 

s 

p 

p 

 

 

 

 

 

t 

t 

 

 

 

 

 

 

s 

 

                                              
35 張日昇說：「大底主重音和次重音都用 55調來對應，外來詞的末音節，如果是外語   

  元慈非重音所在，則一般用 35調，其餘的或用 22調，或用 33調不等，但都有規 

  律可循。」張日昇，〈香港廣州話英語音譯借詞的聲調規律〉，《中國語文》，1986年 

  第 1期，頁 42。 

36 －VCCCC形式裡，第四個子音（C）一定是[t]或者[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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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所以，英語的原詞有複輔音的地方，可是，相應的現代漢語的外來詞

則沒有這種複輔音。 

 

  漢語的語音趨向音韻的單純化，第一，複輔音（如“pl-”、“tl-”、

“kl-”等）的失落，發生在上古音的階段。在上古音裡，“風”念近似

[pl-m]的音，“龐”念近似[bl-N]的音。到漢末，已逐漸減少而且消失了。

因此，現在漢語缺乏輔音群，即是說，一個音節中就不能具有兩個以上

連續的輔音群(consonant group)。因此，我們在漢語中不能找到像英語的

“golf”、“trust”、“Eskimo”這樣的複輔音詞彙。39第二，輔音尾的

失落和合併：上古音舒聲（平、上、去）的輔音尾“-b”、“-d”、“-g”

等，在漢以後也消失了（“-b”尾在先秦已消失了），而變為中古音的

“-i”、“-u”等輔音尾，如“泰”由t ad變為t ai。又一次輔音尾的失

落，發生在唐以後。在大部分官話區域中，入聲輔音尾“-p”、“-t”、

“-k”也逐漸失落了。在其他的方言中，如吳語入聲只保留一種喉塞音

輔音尾，福州話入聲只保留一種舌根音輔音尾。又如舒聲的鼻音輔音尾

“-m”在好多方言中也失去了，多變為“-n”。有些地方，如西南官話，

下江官話，“-en”、“-eng”不分，“-in”、“-ing”不分，甚至“-an”、

“-ang”不分。福州話舒聲鼻音輔音尾只有舌根音“-ng”一種。在吳語

和西北方言中鼻音輔音尾有變成鼻化音或完全失落者。因此，在現代標

準漢語裡，輔音尾只有“-n”，“-N”，像英語的“shock”、“jeep”、

“karat”、“pump”，“-k”、“-p”、“-t”等輔音尾，漢語裡不能

存在。第三，濁聲母的清音化，中古音中的全濁聲母，如“b-”、“d-”、

                                                                                                                         
37 CCCV－形式裡，第一個子音（C）一定是[s]，第二個子音（C）是[p]、[t]、[k]之 

  一，第三個子音（C）是[l]、[r]、[y]、[w]之一。 

38 田相範著，《英語音聲學概論》(漢城：eulyoo文化社，1995年 2月第 1版)，頁 212。 

39 雖然英語卻還保留了很多複輔音，可是現代英語和古英語或拉丁語比起來，複輔音 

  已經少得多了。竺家寧著，《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頁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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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等，在現代大部分方言中都已經消失了，只有一小部分方言，如

吳語、湘語，才保留著。在十世紀左右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已有濁聲母

變成清音的跡象。其實濁音清化是人類語言的普遍現象，例如印歐語言

的「格林語音律」（Grimm’s Law）中，原始印歐語的“b”、“d”、“g”

變成早期日耳曼語的“p”、“ t”、“k”；原始印歐語的“bh”、

“dh”、“gh”變成早期希臘語的“ph”、“th”、“kh”。語言學家

發現，有濁音“b”、“d”、“g”的語言，往往也有清音“p”、“t”、

“k”，但是，有“p”、“t”、“k”的語言未必都有“b”、“d”、

“g”，這就是濁音清化的緣故。40第四，顎化及其他，古音的舌根音

（“k-”、“g-”、“h”等），和齒頭音聲母（“ts”、“dz-”、“s-”

等）在介音前，在現代許多方言中都顎化了。純音（“p”、“b”、“m-”

等）在大部分三等韻前，在現代許多方言中都變成輕唇音了。41如此漢

語在經過音韻單純化的過程後，具有了比較單純的音節結構。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漢語在音節結構上有很多的制約，因此，引進

英語詞彙的時候，可能會經過很多的變化。以下我們將觀察漢語從英語

中，引進具有複輔音的詞彙，以及具有除了“-n”，“-N”以外，其他

輔音尾的外語詞引進的情形。 

 

一. 複輔音 

 

  漢語是一個字一音節，漢語的一個音節可以沒有輔音，然而，不能

沒有元音。元音之前最多只能有一個輔音，不像英語那樣常有複輔音，

而且一個元音可以帶上三個以上的輔音，輔音和輔音可以緊接。因此，

在現代漢語沒有複輔音的情形下，遇到英語原詞具有複輔音，相應的現

                                              
40 竺家寧著，《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頁 450。 

41 周法高著，《中國語文研究》(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3年 10月初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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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漢語的外來詞或者就在兩個輔音之間加上一個元音，使其成為兩個音

節或三個音節，或者就把其中的輔音省去了。 

 

(一) 兩個輔音之間加上一個元音 

 

trust[tr st]→托拉斯[t uo-la-s ]42 

 Eskimo [ e-skI-moU]→愛斯基摩(人) [Qi-s -t i-mo] 

 golf [g lf]→高爾夫(球) [kAu-Śr-fu] 

hysteria [hI- ste-ri-Ś]→歇斯底里[ iE-s -ti-li] 

brandy [ brQn-di]→白蘭地[pQi-lan-ti] 

Kremlin [ krem-lIn]→克里姆林宮[k ł- i-mu-lin] 

 

  從以上這些例子，可看出元音之前若出現複輔音，要在兩個輔音之

間加上一個元音，以增加一個音節。這也是多數現代漢語外來詞的音譯

外來詞音節比外語原詞更長的原因。雖然以上的多音節外來詞不太符合

漢語的雙音節傾向，但是，可以反映出所有的元音、輔音，更能具體的

表現外語的語音情況。 

 

(二) 省略其中一個輔音 

 

microphone [ maI-krŚ-foUn]→麥克風[mQi-k ł-fŚN] 

trust[tr st]→托拉斯[t uo-la-s ] 

 

  以上所省略的輔音，大部分是兩個輔音中比較弱地發音的一個（省

r）。像輔音尾輕音“t”、“d”等，一般省去不譯，比如，英語 trust的

“ t”沒有其他的輔音那麼清楚地發音，因此，最後的“ t”省略掉， 

                                              
42 本文以“ ”音表示舌尖前高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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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ald當快餐招牌時譯為“麥當勞”，省去兩個輕音“l”、“d”。 

以下兩例不但省略其中的一個輔音，另外的輔音也略加變化，例如： 

 

pump [p mp]→泵[pŚN]  －mp→m（p省）→N 

modern [ mA -dŚrn]→摩登[mo-tŚN] －rn→n（r省）→N 

 

這些例子和上述的例子有點不同，即複輔音中省略掉一個，而另外的一

個輔音有一點變化，有變化的都屬於鼻音，像“n”、“m”、“N”。

這好像由於現代漢語標準語中的尾輔音只有“-n”、“-N”二種， 除了

“-n”，“-N”以外，其他輔音尾的外語詞在漢語中不能存在。 

 

(三) 省略所有的複輔音 

 

card [kA rd]→卡(片)[k a] 

valve [vQlv]→閥[fa] 

 

  以上兩個詞都帶有複輔音尾，但是，進入漢語後，後面的兩個複輔

音都消失。它們雖有簡便的優處，可是，省略所有的複輔音的詞和外語

原詞相差得很遠，我們不是先記得這些的原詞，就辨別不出來。 

 

二. 輔音尾 

 

  英語的輔音尾，則除“h”和“w”、“j”從不出現在詞尾外，其他

的輔音都可以出現在詞尾。它們有鼻音“-m”、“-n”、“-N”及其他

如“-p”“-l”、“-r”、“-s”、“-t”、“-k”、“-dZ”、“-f”、

“-v”等，而現代漢語標準語中的輔音尾只有“-n”、“-N”二種，其

他的英語原詞的輔音都在現代漢語的外來詞裡或在這輔音後面加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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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使其成為一個音節，或把這個輔音尾取消了。43這樣，英語的輔

音尾進入漢語要有一定的改造，以下即分鼻音及非鼻音音尾兩種討論。 

 

(一) 非鼻音輔音尾 

 

1. 在輔音尾之後加上一個元音 

 

(1) 英語原詞的“-p”→漢語外來詞[p u] 

  jeep [dZi p]→吉普(車) [t i-p u]  

 

(2) 英語原詞的“-k”→漢語外來詞[k ł] 

 

romantic [roU- mQn-tIk]→羅曼蒂克[luo-man-ti-k ł] 

shock [SA k]→休克[ iou-k ł] 

tank [tQNk]→坦克[t an-k ł] 

 

(3) 英語原詞的“-s”→漢語外來詞[s ]、[ ] 

 

miss [mIs]→密司[mi-s ] 

mister [ mIs-tŚr]→密司脫[mi-s -t ł] 

pass [pQs]→派司[p a-s ] 

pence [pens]→便士 [piEn- ] 

whisky [ wIs-ki]→威士忌[uei- -t i] 

 
                                              
43 高名凱、劉正埮著，《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2月)， 

  頁 14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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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語原詞的“f”、“S”、“z”、“t” 

 

golf [g lf]→高爾夫(球) [kAu-Śr-fu] 

cashmere [ kQS-mIr]→開司米[k Qi-s -mi] 

jazz [dZQz]→爵士(樂) [t yE- ] 

pint [paInt]→品脫[p in-t uo] 

 

它們在輔音尾之後加上元音，使成為一個音節。 

 

2. 省略輔音尾 

 

(1) 省略英語原詞的“r” 

 

cigar [sI- gA r]→雪茄[ yE-t ia] 

guitar [gI- tA r]→吉他[t i-t a] 

motor [ moU-tŚr]→馬達[ma-ta] 

cartoon [kA r- tu n]→卡通[k a-t uN] 

morphine [ m r-fi m]→嗎啡[ma-fei] 

poker [ poU-kŚr]→撲克[p u-k ł] 

mister [ mIs-tŚr]→密司脫[mi-s -t ł] 

cashmere [ kQS-mIr]→開司米[k Qi-s -mi] 

carbine [ kA r-baIn]→卡賓(槍) [k a-pin] 
car [kA r]→卡(車) [k a] 

beer [bIr]→啤(酒) [p i] 

radar [ reI-dA r]→雷達[lei-ta] 

humor [ hju -mŚr]→幽默[iou-mo] 

sonar [ soU-nA r 、nŚr]→聲納[ Ś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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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r”的例子非常多，這是英語的“r”音較為弱化，因此，漢語也

受到英語的影響，音譯詞中常常不反映英語的“r”音。 

 

(2) 省略英語原詞的“l” 

 

mile [maIl]→邁[mQi] 

rifle [ raI-fŚl]→來復(線)[lQi-fu] 

TOEFL [ tŚU-fŚl]→托福[t uo-fu] 

 

(3) 省略英語原詞的“d”、“t” 

 

card [kA rd]→卡片[k a] 

jacket [ dZQ-kIt]→夾克[t ia-k ł] 

trust [tr st]→托拉斯[t uo-la-s ] 

 

(4) 省略英語原詞的“k”、“s” 

 

logic [ lA -dZIk]→邏輯[luo-t i]  

Olympics [Ś- lIm-pIks]→奧林匹克(運動會) [Au-lin-p i-k ł] 

 

3. 其他 

 

(1) 英語原詞的“-l”、“-r”→漢語外來詞[er] 

 

angel [ eIn-dZŚl]→安琪兒[an-t i-Śr] 

bushel [ bU-SŚl]→蒲式耳[p u- -Śr] 

hormone [ h r-moUn]→荷爾蒙[xł-Śr-mŚN] 

golf [g lf]→高爾夫(球) [kAu-Śr-fu] 



第三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使用意義 

 101 

waltz [w lts]→華爾茲[xua-Śr-ts ] 

 

其中的 waltz帶有兩個輔尾音“l”、“ts”，進入漢語後都獨立成音節。 

 

(2) 省略音節 

 

karat [ kQ-rŚt]→開[k Qi] 

dozen [ d -zŚn]→打[ta] 

UFO [ ju -ef- oU]→幽浮[iou-fu] 

 

(二) 鼻音輔音尾 

 

1. 漢語外來詞以“-n”、“-N”對應英語原詞的鼻音輔音尾 

 

(1) 英語原詞的“-n”→漢語外來詞“-n” 、“-N” 

 

index [ In-deks]→引得[in-tł] 

heroin [ he-roU-In]→海洛因[xQi-luo-in] 

Indian [ In-di-Śn]→印第安(人) [in-ti-an] 

cartoon [kA r- tu n]→卡通[k a-t uN] 

engine[ en-dZIn]→引擎 [in-t iN] 

vitamin [ vaI-tŚ-mIn]→維他命[uei-t a-miN] 

nicotine [ nI-kŚ-ti n]→尼古丁[ni-ku-tiN] 

violin [ vaI-Ś- lIn]→梵啞鈴[fan-ia-li ] 

neon [ ni-A n]→霓虹 [ni-huN] 

 

(2) 英語原詞的“-N”→漢語外來詞“-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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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go [ mQN-goU]→芒果[mAN-kuo] 

 

(3) 英語原詞的“-m”→漢語外來詞“-n”、“-N” 

 

ream [ri m]→令[liN] 

combine [ kA m-baIn]→康拜因[k AN-pQi-in] 

totem [ toU-tŚm]→圖騰[t u-t ŚN] 

Olympics [Ś- lIm-pIks]→奧林匹克(運動會) [Au-lin-p i-k ł] 

 

  上述這些例子，顯示以下的情況：英語原詞中的鼻音輔音尾

“-m”、“-n”、“-N”，在其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裡也是一個帶有

鼻音輔音尾的音節。多數的情形是：英語原詞收“-n”的，相應的現代

漢語外來詞也收“-n”，英語原語收“-N”的，相應的現代漢語的外來

詞也收“-N”，英語原詞收“-m”的，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則改為收

“-n”或收“-N”。但是，也有例外，英語原詞收“-n”的，相應的現

代漢語外來詞也可以收“-N”。 總結說，外語原詞收鼻音輔音尾者，在

漢語全部用“-n”、“-N”對應，但是，對應並不嚴格。對這些現象的

原因，高名凱則表示，「“-n”、“-N”、 “-m”之所以在其相應的現

代漢語外來詞裡有不規則的情形，原因是漢語的語音體系裡沒有收

“-m”的，而“-n”、“-N”的分別又是一般受方言影響的人所不能分

別清楚的。」44他說的正符合上述周法高所說的原因。 

 

2. 漢語外來詞在英語原詞“-m”鼻音輔音尾之後增加元音 

 

dumdum [ dŚm- dŚm]→達姆彈[ta-mu] 

                                              
44 高名凱、劉正埮著，《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2 

  月），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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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英語原詞的鼻音輔音尾去除 

 

morphine [ m r-fi m]→嗎啡[ma-fei] 

 

三. 其他 

 

cocaine [koU- keIn]→可卡因[k ł-k a-in] 

gene [dZi n]→基因[t i-in] 

 

一個音節誤為兩個音節，獨立成為一個零聲母形式的鼻音尾音節。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漢語引進外語原詞時，的確是以適應漢語

的語音結構為原則。在複輔音方面，由於現代漢語標準語沒有複輔音，

所以，遇到外語原詞有複輔音的情況，為適應漢語的音節習慣，則在複

輔音之間加上一個元音，或去掉其中一個輔音。而對於外語原詞的輔音

尾，亦是或在這輔音後面加上一個元音，使其成為一個音節，或把這個

輔音尾取消了。至於鼻音輔音尾“-m”、“-n”、“-N”，由於現代漢

語標準語中無輔音尾“-m”，所以，就分別對應漢語的“-n”、“-N”。

而外語的“-n”又會對應漢語的“-N”，外語的“-N”會對應漢語的

“-n”。上述的改造方式，主要是為適應現代漢語標準語的音節結構所

致。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有多的外來詞，都很難把新的音節形式帶進

一個語言。 

 

参．音節數目方面 
 

  近幾十年來由於和西方國家密切接觸，輸入大量多音節的外來詞

語，更加助長了漢語音節複雜化的趨勢。漢字一字一音，一般而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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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外語拼音詞時音節會增多，如三個音節的英語 president被音譯成五個

漢字“伯里璽天德”等。因此，純音譯詞有單音節、雙音節的、也有多

音節的，而雙音節、多音節者居多。  

 

  然而，詞彙的發展變化還是要受其語言系統內部規律制約的，現代

漢語詞有雙音節化的傾向，吸收引進外來詞就必須尊重漢語的語言特

點。因此，漢語雙音節化趨勢還是最主要的因素。漢語雙音節現象在從

白話文開始發展時就已經有了，王力在《漢語史稿》裡曾經說過：「到了

中古時期，雙音詞逐漸增加。我們很容易誤會，以為雙音詞的大量增加

只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以為只是受了外語的影響。實際上，漢語由單

音詞過渡到雙音詞的發展，是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之一。遠在唐代，漢

語雙音詞已經非常豐富了。」45我們可以知道外來詞的雙音節化現象是

受到歷史上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而不是受了外語的影響。 

 

的確，外來詞會受到這個規律的限制。事實上，漢語外來詞以雙音

詞占多數，即使有些詞在英語的語言系統中不是雙音節詞，或以多音節

的面貌進入漢語中，經過時間的流轉，亦往往會被改造成雙音節形式。

外語詞被盡量填進漢語既定的音節框架，用增音或減音方式向漢語語音

                                              
45 例如，思量、悲哀、歡喜、疲勞、踴躍、恭敬、容許、供給、讚揚、驚惶、拋棄、 

  忍受、尋求、慈悲、疲倦、指揮、報答、非常（以上妙法蓮花驚變文）光輝、玲瓏、 

  商量、提攜、排比、推延、痊可、慰問、羞慚、推辭、朦朧、揀選、堅固、雷同、 

  安慰、磨練、妨愛、光明、怕懼、子細、等閒、帶累、擁護、酌度、根基、慇勤、 

  恐怕、允許、增益、田地、僧徒、如許、多少、利益、隨時（以上維摩詰經菩薩品 

  變文甲）計較、眷屬、萌芽、分明、千萬、秀麗、艷麗、容貌、功行、奢華、自在、 

  願意、巡遊、因緣、究竟、稀奇、煎熬、暖熱、遲滯、湯藥、差錯、迮隘（以上維 

  摩詰經菩薩品變文乙）。見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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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靠攏，例如，“坦克”(tank)、“基因”(gene)、“品脫”(pint)等皆

是。46王力還在《漢語史稿》裡說：「音譯原來複音詞，譯出來字是複音

詞，如“沙發（sofa）、“邏輯”（logic）。甚至原來是單音詞，譯出來

也可以變為雙音詞，例如，“伏特”（volt），如果意譯更非複音不可……

至於吸收外來語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靠著主從仂語來對譯單詞。既

然是仂語，至少有兩個音節。」。還有些音譯加類名詞經過適應的時間，

省掉表意的部分，變成純音譯詞，這也可能跟漢語總有雙音節化的傾向

有聯繫，例如，“吉普車→吉普”（jeep）、“來復線→來復”（rifle）、

“坦克車→坦克”(tank)、“撲克牌→撲克”(poker)等。 
 
  漢語又傾向於簡音。某些音譯詞，或因原詞過長，不易完整對譯，

或為簡潔因素，以適應漢語音節習慣，往往將全譯形式予以減縮，或只

選擇部分音節對譯。因此，有些外來詞音譯時並未全部照應於外語詞的

音節，外語詞的某個或某些音節因種種原因而被省略掉了，從而致使音

譯詞的音節反而比外來語詞的音節少。例如，英語 meter 譯為“米”，

省略音節[tŚ]，英語 dozen，起初似乎是翻為“打臣”47，但是，很快地

就縮短為“打”字了，英語 Pound也只譯為“磅”，不譯為“磅特”。

一些元素名和化合物的外來詞中，音節省略的情況表現得更為充分和明

顯，一般只選取外來詞中的某一個音節來作為音譯依據的對象，並就把

這音譯自某個音節的音譯詞作為相應外來詞的代表。譬如，“釷”

(thorium)、“銻”(antimony)、“ ”(peptide)、“鈦”(titanium)、“鍶”

(strontium)、“胂”(arsine)、“銫”(cesium)、“鋁”(aluminum)等。48  

 

肆．音素方面 

                                              
46 參見胡曉清著，《外來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6月)，頁 21－23。 

47 《漢語外來詞詞典》說：「十二個為一打。又作‘大、打臣、大臣’。」。 

48 王吉輝著，《現代漢語縮略詞語研究》（台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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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素是語音的最小單位。把語音拉長放慢，可以分析出一個個不同

的發音動作，這每一個發音動作即為一個音素。49一個語言引進另一個

語言的詞彙時，如果某個詞的發音在其借貸語中存在，那它有可能保留

原來的發音；反之，如果外來詞來自於新語言截然不同的語言體系，外

來原詞中的某個音是借貸語音體系中所沒有的，在吸收外來語詞時就用

接受語的某個相似音去對譯，這在語音學上叫‘音的代替’ (sound 

substitution)。 

 

  所有的音素中輔音造音，利用很多發音方法與很多發音器官，因此，

輔音相互之間的差異比較大，一般而言，比較容易分別。反而，元音不

是由發音器官阻礙而形成的音，只是按舌位的高低、舌位的前後、發音

的口唇圓展來分別。50而且英語的元音分得特別細，比很多別的語言都

分得細。 

  因此，為了便於說明不同音色的各個元音之間的差別，無論用甚麼

標準分類，事實上都不可能在各類元音之間畫出一條明顯的界限。這正

像無法在不同顏色之間畫出明顯的界限一樣，我們可以只把顏色分成

“紅、黃、藍、白、黑”五類，也可以細分為十幾類甚至二十幾類，分

                                              
49 參見《語言文字詞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頁 447。 

50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將元音（vowel）如下：「in human speech, sound in which the 

flow of air from the lungs passes through the mouth, which functions as a resonance 

chamber, with minimal obstruction and without audible friction; e.g., the i in “fit,” and the 

a in“pack.” Although usually produced with vibrating vocal cords, vowels may be 

pronounced without such vibration, resulting in a voiceless, or whispered, sou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articulatory phonetics, vowel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tongue and lips and, sometimes,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the air is released 

through the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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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目的不同，分類的粗細也就不一樣，但是，無論分成多少類，各類

顏色之間都是沒有明顯界限的。元音的分類也是可粗可細，不同類的元

音用不同的字母符號來代表，如“a”、“i”、“u”等等，這些字母符

號只是用來說明各類元音之間關係的一種標記，它們的內涵因分類粗細

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無法給這些代表元音的符號定出絕對的標準。51

由上述的說明可知，元音之間的辨別很難，它們在不穩定的狀態，相對

而言，輔音之間的辨別比較容易而清楚。因此，以下我們只要探討現代

漢語外來詞的輔音，而元音就不加以討論。 

                                                                           

一. 塞音(Plosive) 

 

  塞音，發音時，成阻部位完全閉塞，呼出的氣流先聚集在受阻部位，

然後，阻塞部位突然放開，讓氣流爆發出來，這樣形成的聲音是塞音。

例如，漢語的“p”、“p ”、“t”、“t ”、“k”、“k ”等。 

 

(一) 英語原詞的“b”、“d”、“g”→漢語外來詞“p”、“t”、“k” 

 

bar[bA r]→(酒)吧[pa] 

carbine[ kA r-baIn]→卡賓(槍) [k a-pin] 

combine[ kA m-baIn]→康拜因[k AN-pQi-in] 

dahlia[ dQ-liŚ]→大麗(花) [ta-li] 

DDT[ di -di - ti ]→滴滴涕[ti-ti-t i] 

dozen[ d -zŚn]→打[ta] 

index[ In-deks]→引得[in-tł] 

radar[ reI-dA r]→雷達[lei-ta] 

                                              
51 林 、王理嘉著，《語音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11月第 1版），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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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g lf]→高爾夫(球) [kAu-Śr-fu] 
 

現代漢語標準語無濁音不送氣塞音“b”、“d”、“g”，所以，遇到

英語原詞中的“b”、“d”、“g”時，在漢語中一般都是以清音不送

氣塞音“p”、“t”、“k”相應，而少數以清音送氣塞音“p ”、

“t ”、“k ”相應，如： 

 

beer[bIr]→啤(酒) [p i] 

bushel[ bU-SŚl]→蒲式耳[p u- -Śr] 

 

(二) 英語原詞的“p”、“t”、“k” → 漢語外來詞“p ”、“t ”、

“k ” 

 

  在相同的語音環境裡（phonetic context）會引起語義的對立的聲音

我們稱為音位。然而兩個不同的音位在相同的語音環境中，卻不是非要

引起語義對立不可的。有一些可以從個別語言本身的語音系統或是通用

語音學（universal phonetics）可以預知的。例如，英語原詞的雙唇清塞

音“p”在字首必須送氣，在字尾可送氣或完全不除阻，但是在“s”後

面，則不能送氣，即是說，有“p”的時候不會有“p ”，有“p ”的

時候它不會有“p”。這種分佈情形我們稱為「互補分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兩個語音是互補分佈時，其出現的語音環境各不相同，相

互排斥。因此互補分佈永遠不可能構成語義的對立。52 然而，在漢語外

來詞中不容易找到英語原詞的雙唇清塞音“p”唸不送氣的例子。 

 

penicillin[ pe-nŚ- sI-lŚn]→盤尼西林[p an-ni- i-lin] 

                                              
52 參見謝國平著，《語言學概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 8月），頁 

  94-99。 



第三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使用意義 

 109 

trust[tr st]→托拉斯[t uo-la-s ] 

jeep[dZi p]→吉普(車)[t i-p u]  

Olympics[Ś- lIm-pIks]→奧林匹克(運動會) [Au-lin-p i-k ł] 

pass[pQs]→派司[p a-s ] 

poker[ poU-kŚr]→撲克[p u-k ł] 

cartoon[kA r- tu n]→卡通[k a-t uN] 
DDT[ di -di - ti ]→滴滴涕[ti-ti-t i] 

pint[paInt]→品脫[p in-t uo] 

tank[tQNk]→坦克[t an-k ł] 

TOEFL[ tŚU-fŚl]→托福[t uo-fu] 
totem[ toU-tŚm]→圖騰[t u-t ŚN] 

copy[ kA -pi]→拷貝[k Au-pei] 

jacket[ dZQ-kIt]→夾克[t ia-k ł] 

khaki[ kA -ki]→卡其[k a-t i] 

shock[SA k]→休克[ iou-k ł] 

 

英語原詞的清音送氣塞音“p”、“t”、“k”，一般是以相應的漢語清

音送氣塞音“p ”、“t ”、“k ”。但是，有的時候，英語原詞的

“p”，“t”也可以在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裡改成為不送氣清塞音

“p”，“t”，例如： 

 

pence[pens]→便士[piEn- ] 

champagne[SQm- peIn]→香檳(酒) [ iaN-pin] 

copy[ kA -pi]→拷貝[k Au-pei] 

pump[p mp]→泵[pŚN] 

motor[ moU-tŚr]→馬達[ma-ta] 

romantic[roU- mQn-tIk]→羅曼蒂克[luo-man-ti-k ł] 
nicotine[ nI-kŚ-ti n]→尼古丁[ni-k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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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語原詞的“k”、“g” → 漢語外來詞“t ”、“t ” 

 

gallon[ gQ-lŚn]→加侖[t iA-lun] 

Eskimo[ e-skI-moU]→愛斯基摩(人) [Qi-s -t i-mo] 

whisky[ wIs-ki]→威士忌[uei- -t i] 
cigar[sI- gA r]→雪茄[ yE-t ia] 

guitar[gI- tA r]→吉他[t i-t a] 

khaki[ kA -ki]→卡其 [k a-t i] 

 

英語原詞的“k”、“g”，亦有作不送氣清塞擦音“t ”、送氣清塞擦

音“t ”等者。由以上資料可以看出，英語的不送氣濁塞音“b”、

“d”、“g”可以對應漢語的不送氣清塞音“p”、“t”、“k”及送氣

清塞音“p ”、“t ”、“k ”，而英語的送氣清塞音“p”、“t”、

“k”也可以對應漢語的不送氣清塞音“p”、“t”、“k”和送氣清塞

音“p ”、“t ”、“k ”，沒有固定的對應關係。 

 

二. 擦音(fricative) 

 

  擦音，發音時，成阻的兩個部位靠近，留一個縫隙，讓呼出的氣流

通過縫隙形成磨擦，這樣發出的聲音是擦音。例如，漢語的“f”、“s”、

“ ”、“ ”、“x”等。 

 

(一) 英語原詞的“f”、“v” → 漢語外來詞“f” 

 

valve[vQlv]→閥[fa] 

golf[g lf]→高爾夫(球) [kAu-Śr-fu] 

microphone[ maI-krŚ-foUn]→麥克風[mQi-k ł-f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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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ine[ m r-fi m]→嗎啡[ma-fei] 

rifle[ raI-fŚl]→來復(線) [lQi-fu] 

TOEFL[ tŚU-fŚl]→托福[t uo-fu] 
violin[ vaI-Ś- lIn]→梵啞鈴[fan-ia-li ] 

 

英語原詞的“f”、“v”在相對應的現代漢語標準語中，大都作清擦音

“f”，但亦有作濁半元音“u”的，例如： 

vitamin[ vaI-tŚ-mIn]→維他命[uei-t a-miN] 

 

(二) 英語原詞的“s”、“z” → 漢語外來詞“s”、“ ”、“ ” 

 

hysteria[hI- ste-ri-Ś]→歇斯底里[ iE-s -ti-li] 

cc[si -si]→西西[ i- i] 

cigar[sI- gA r]→雪茄[ yE-t ia] 

penicillin[ pe-nŚ- sI-lŚn]→盤尼西林[p an-ni- i-lin] 

pence[pens]→便士[piEn- ] 

whisky[ wIs-ki]→威士忌[uei- -t i] 
jazz[dZQz]→爵士(樂) [t yE- S] 

 

英語原詞的“s”、“z”，在相應漢語裡大都作清擦音“s”、“ ”、

“ ”。 

 

(三) 英語原詞的“S” → 漢語外來詞“ ”、“ ”、“s” 

 

champagne[SQm- peIn]→香檳(酒) [ iaN-pin] 

shock[SA k]→休克[ iou-k ł] 

bushel[ bU-SŚl]→蒲式耳[p u- -Śr] 

cashmere[ kQS-mIr]→開司米[k Qi-s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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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英語輔音是漢語所沒有的，譬如“S”、“T”、“Z”。漢語中沒

有“S”這個音位，所以，英語原詞的“S”，在相應的現代漢語中多作

清擦音“ ”、“ ”、“s”。 

 

(四) 英語原詞的“h” → 漢語外來詞“x” 、 “ ” 

 

heroin[ he-roU-In]→海洛因[xQi-luo-in] 

hormone[ h r-moUn]→荷爾蒙[xł-Śr-mŚN] 

hysteria[hI- ste-ri-Ś]→歇斯底里[ iE-s -ti-li] 

 

英語原詞的“h”，在其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裡作清擦音“x”或

“ ”。 

 

(五) 英語原詞的“T” → 漢語外來詞“s” 

 

marathon[ mQ-rŚ-TA n]→馬拉松[ma-la-suN] 

 

英語原詞的“T”，在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中大都作“s”。 

 

三. 塞擦音(Afficate or Plosove－fricative) 

 

  塞擦音，發音時，成阻部位先完全閉塞，隨後才放開一個縫隙使氣

流沖出，這樣形成的聲音是塞擦音。例如，漢語的“ts”、“ts ”、

“t ”、“t ”、“t ”、“t ”等。 

 

(一) 英語原詞的“ts” → 漢語外來詞“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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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z[w lts]→華爾茲[xua-Śr-ts ] 

 

英語原詞的“ts”，在漢語中多作不送氣清塞擦音“ts”。 

 

(二) 英語原詞的“tS” 、 “dZ” → 漢語外來詞“t ”、“t ” 

 

gene[dZi n]→基因[t i-in] 

jacket[ dZQ-kIt]夾克[t ia-k ł] 

jazz[dZQz]→爵士(樂) [t yE- S] 

jeep[dZi p]→吉普(車)[t i-p u]  

logic[ lA -dZIk]→邏輯[luo-t i] 

angel[ eIn-dZŚl]→安琪兒[an-t i-Śr] 

engine[ en-dZIn]→引擎[in-t iN] 

 

英語原詞的“tS”和“dZ”，在漢語的對應中亦是極為分散，以送氣清

塞擦音“t ”或不送氣清塞擦音“t ”較多。 

 

四. 鼻音(Nasal)，邊音(Lateral)，顫音(居於元音之前時) 

 

  鼻音，發音時，軟腭下垂，打開鼻腔通路，完全閉塞口腔，氣流從

鼻腔呼出，同時聲帶顫動。例如，漢語的“m”、“n”、“N”等。邊

音，發音時，舌尖抵住上齒 ，阻塞中間的通路，使氣流從舌頭的兩邊

呼出，沒有磨擦，聲帶顫動。例如，漢語的“l”。 

 

(一) 英語原詞的“m” → 漢語外來詞“m” 

 

motor[ moU-tŚr]→馬達[ma-ta] 

mango[ mQN-goU]→芒果[mAN-k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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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mere[ kQS-mIr]→開司米[k Qi-s -mi] 

humor[ hju -mŚr]→幽默[iou-mo] 

microphone[ maI-krŚ-foUn]→麥克風[mQi-k ł-fŚN] 

modern[ mA -dŚrn]→摩登[mo-tŚN] 

mile[maIl]→邁[mQi] 

 

英語原詞的“m”，在現代漢語中多以相同的濁鼻音“m”對應。 

 

(二) 英語原詞的“n” → 漢語外來詞“n” 

 

nylon[ naI-lA n]→尼龍[ni-luN] 

nicotine[ nI-kŚ-ti n]→尼古丁[ni-ku-tiN] 

penicillin[ pe-nŚ- sI-lŚn]→盤尼西林[p an-ni- i-lin] 

 

英語原詞的“n”，在現代漢語中多以相同的濁鼻音“n”對應。 

 

  英語原詞的鼻音“m”、“n”等若居於元音之前的話，在現代漢語

中多以相應的“m”、“n”對應。英語原詞的鼻音輔音尾“-m”、

“-n”、“-N”，在其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裡也是一個帶有鼻音輔音

尾的音節。一般的情況是：英語原詞收“-n”的，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

詞也收“-n”，例如，index [ In-deks]→引得[in-tł]、heroin [ he-roU-In]

→海洛因[xQi-luo-in]、Indian [ In-di-Śn]→印第安(人) [in-ti-an]等。英語

原詞收“ -N”，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也收“ -N”，例如，  mango 

[ mQN-goU]→芒果[mAN-kuo]等。英語原詞收“-m”的，相應的現代

漢語外來詞則改為收“-n”、“-N”，例如， ream [ri m]→令[liN]、

combine [ kA m-baIn]→康拜因[k AN-pQi-in]、totem [ toU-tŚm]→圖

騰 [t u-t ŚN] 、 Olympics [Ś- lIm-pIks] → 奧 林 匹 克 ( 運 動 會 ) 

[Au-lin-p i-k ł]等。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形，英語原詞收“-n”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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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也可以收“-N”，例如， vitamin [ vaI-tŚ-mIn]→

維他命[uei-t a-miN]、nicotine [ nI-kŚ-ti n]→尼古丁[ni-ku-tiN]、violin 

[ vaI-Ś- lIn]→梵啞鈴[fan-ia-li ]等。 

 

(三) 英語原詞的“l” → 漢語外來詞“l” 

 

dahlia[ dQ-liŚ]→大麗(花) [ta-li] 

logic[ lA -dZIk]→邏輯[luo-t i] 

Olympics[Ś- lIm-pIks]→奧林匹克(運動會) [Au-lin-p i-k ł] 

 

英語原詞的“l”，在現代漢語中多以相同的濁邊音“l”對應。 

 

(四) 英語原詞的“r”→漢語外來詞“l” 

 

romantic[roU- mQn-tIk]→羅曼蒂克[luo-man-ti-k ł] 

radar[ reI-dA r]→雷達[lei-ta] 

hysteria[hI- ste-ri-Ś]→歇斯底里[ iE-s -ti-li] 

marathon[ mQ-rŚ-TA n]→馬拉松[ma-la-suN] 

rifle[ raI-fŚl]→來復(線) [lQi-fu] 

 

英語原詞的“r”，多以現代漢語的濁邊音“l”對應，英語原詞的“r”

和漢語的濁邊音“l”不同，後者舌尖頂住，空氣從兩邊出來的，兩邊始

終不關的，可是前者，根本舌頭捲在後頭，不是當間頂住，兩邊空。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如果英語原詞的“r”，“l”是英語原詞音節

裡的開首音或元音之前的輔音的話，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一般的情

形，就都做“l”。這是由於英語原詞的“r”，在現代漢語中無相同的

濁顫音“r”，因此，“r”音若居於元音之前，則多以比較接近的“l”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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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 

 

  英語原詞的“w”在現代漢語的外來詞裡作以濁半元音“u”對

應，如： 

whisky[ wIs-ki]→威士忌[uei- -t i]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在英語中，輔音的清或濁具有區別詞義的重要

作用。英語有八對清濁成對的輔音（“p”、“b”；“t”、“d”；“k”、

“g”；“s”、“z”；“S”、“Z”；“tS”、“dZ”；“f”、“v”；

“T”、“D”）都是根據清音與濁音之別而成為兩個不同的音素的。但

是，在現代漢語中，最重要的特徵還是送氣與否之別（“p ”、“p”；

“t ”、“t”；“k”、“k ”；“t ”、“t ”；“ts”、“ts ”；

“t ”、“t ”等，前者送氣、後者不送氣）。它們全是清音，只有送

氣與否之別。所以，在漢語中，輔音的送氣與否又具有區別詞義的重要

作用。在英語中，輔音的送氣與否因不具區別詞義的作用；但是在漢語

中，因為輔音絕大多數是清音，所以在翻譯時常常不注意清與濁的區別。

我們從上面的對應關係可以發現，由於兩個語言難有絕對相等的音韻系

統，所以，往往以相近的音來替代，這就是周法高所說的「語言的替代」

(phonetic substitution)。另外，還可看到一個現象，即就是外來音素的引

進一定要符合漢語的音素系統。 

 

第三節 意義方面 
 

  語言是社會集團成員用來傳遞訊息的交際工具。語言是民族文化的

一部分，同時又是反應民族文化的主要形式。尤其是語言中的語義系統，

是該社會成員把握、認識世界的集中反映。而且，每個詞的意義都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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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概括反映的範圍，彼此之間相互制約，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個詞，

可能會引起其他的意義的變化。由此可見詞彙中詞義之間相互制約的關

係在詞義的構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限制某一個詞義對客觀對象的概

括反映的範圍。因此，處於不同詞彙系統中的，即使是兩個意義相當的

詞，它們所表達的意義範圍也是不完全一樣的。 

 

  現代漢語引進外語詞時，從信息的角度看，語言交際是一個信息交

換過程。外來詞進入漢語通常是由於漢語需要該詞語表達相應的概念而

造成的。不同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必然會接觸到許許多多彼此相異的事

物，其中有自然物，有人工器物，還有制度和行為，不管這些事物是自

然物還是人為物，只要被語言所反映，用語詞命名，它們就都是被人所

認識的，其中都具有人的主觀意識，於是，自然物就具有了人文性質。

我們可以說命名實際上就是人的某種加工，是人在適應和改造自然中的

某種努力，因此，其含義和形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性質，也就是說，

這些信息在一定的情境中被賦予一定的意義，而實現了的語義正是文化

中的一部分。同一文化背景、操同一語言的交際，雙方由於共享文化，

他們就能用對方所期待的方式進行編、解碼，而文化背景不同、母語各

異的交際雙方因為不能完全共享兩套截然不同的文化，信息交換就不能

以對方期待的方式進行，信息傳遞就會發生偏差。換言之，在跨文化交

際中，一旦信息發出者和信息接受者賦予信息意義在量和質上出現差

異，形象地說，一旦交際雙方處於信息通道兩旁的位值不能完全對接，

語義變動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53 

  如此，在中國的特定社會環境下，而且在詞彙系統的不同下，一些

外來詞語的概念也常常發生全部或部分語義變化。語言中詞義之間的錯

綜的、相互制約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53 王福祥、吳漢櫻著，《文化與語言》（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 4月 

  第 1版），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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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說，相對外來詞語音、語法而言，外來詞意義上的變化更

為細致、複雜，詞義經常在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有時甚至會經歷一個

比較長的詞義選擇過程，所以，觀察研究外來詞意義有一定的難度。 

 

壹．外語原義 
 

  吸收外來詞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豐富漢語，特別是漢語的詞彙系統。

例如：體育或醫學等方面的外來詞，一方面在國際社會上通用，另一方

面補充漢語詞彙體系。因此，那些可以補充漢語中語義空白的外來詞總

是較為容易地引進漢語；反之，漢語中已存在的概念則幾乎不需引進，

所以，在吸收外來詞時漢語對外來詞的原有意義進行細緻的篩選。以下

是漢語為了補充漢語中語義空白，完全借用外語原詞意義的例子。例如： 

 

“的士”(taxi)、“爾格”(erg)、“巴士”(bus)、“圖騰”(totem)、

“沙拉”(salad)、“凡士林”(vaseline)、“水門汀”(cement)、“盧

比”(rupee)、“令”(ream)、“布丁”(pudding)、“品脫”(pint)、

“盤尼西林”(penicillin)、“便士”(pence)、“尼龍”(nylon)、“尼

古丁”(nicotine)、“嗎啡”(morphine)、“邁”(mile)、“麥克風”

(microphone)、“歇斯底里”(hysteria)、“荷爾蒙”(hormone)、“海

洛因” (heroin)、“吉他” (guitar)、“加侖” (gallon)、“可可”

(cocoa)、“可卡因” (cocaine)、“雪茄” (cigar)、“巧克力”

(chocolate)、“開司米”(cashmere)、“蒲式耳”(bushel)、“白蘭地”

(brandy)、“卡其”(khaki)、“三明治”(sandwich)、“開”(karat)、

“打”(dozen)、“西西”(C.C)、“印第安(人)”(Indian)、“來復線”

(rifle)、“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s)、“霓虹燈”(neon sign)、

“克里姆林宮”(Kremlin)、“爵士(樂)”(jazz)、“吉普(車)”(jeep)、

“高爾夫 (球 )”(golf)、“愛斯基摩 (人 )”(Eskimo)、“達姆彈”

(dumdum)、“大麗花”(dahlia)、“香檳酒”(champagne)、“卡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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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 (carbine)、“啤酒” (beer)、“恤 (衫 )”(shirt)、“拓撲學”

(topology)、“華爾街”(wall street)、“維他命”(vitamin)、“雷達”

(radar)、“滴滴涕”(DDT)、“芒果”(mango)、“幽浮”(UFO)、

“威士忌”(whisky)、“馬達”(motor)等。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發現，這些外來詞大多與科技術語及人類共通的日常

用詞有關。 

 

貳．語義縮小 
 

  吸收外來詞時還要考慮到漢語的規範，不能增加一些詞義色彩毫無

差別的同義詞。因此，外語原詞被漢語借用之後常常會發生語義上的變

化，亦即外來詞的意義和原語詞的意義範圍不是完全吻合的，有時外來

詞只保存原詞的意義的一部分，即外來詞的意義範圍比原詞的意義範圍

縮小了。此類意義縮小的情形，在英語來源的外來詞中相當普遍。因為

英語原詞多義，而漢語借入英語原詞時，只選擇其所需要的極少部分，

只取其中一義或者其中的幾個意思，例如： 
 

“安琪兒”（angel）54、“ ”(mark)、“杯葛”（boycott）55、“菲

林”(film)、“閥”(valve)、“撲克”(poker)、“派司”(pass)、“密
司”(miss)、“夾克”(jacket)56、“康拜因”(combine)、“咖啡”

                                              
54 英語 angel主要有“上帝的使者，天使”、“類似天使的人”、“侍衛神”、“冒 

  險家，演員或政治競選者的非職業性的支持者”、“英吉利的一種金幣名”的意 

  義。相應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的意義只採取“上帝的使者，天使”“類似天使的人” 

  兩個。 

55 英語 boycott主要有“抵制”、“絕交”兩種意思，輸入漢語時只採用“抵制”的 

  意義。 

56 在英語中指“短上衣、夾克”，也可以指“鍋爐、槽、管等的護套”，但是當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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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卡片”(card)57、“卡車”(car)58、“(酒)吧”(bar)59、“邏

輯”(logic)、“引得”(index)60、“幽默”(humor)61、“磅．鎊”

(pound)、“休克” (shock) 62、“引擎” (engine)、“卡通”
(cartoon)63、“瓦斯”(gas)、“俱樂部”(club)、 “噸”(ton) 、“密
司脫”(mister)64、“拷貝”(copy) 、“坦克”（tank）、“加農炮”

                                                                                                                         

  為漢語外來詞夾克後，在漢語中的意思更為狹窄，僅用來指“帶拉鏈、袖口和底端 

  收縮的短上依，很像英語的 jumper。 

57 在英語中 card除漢語中現存義之外還有“賽跑或比賽場合的節目單”、“紙牌”等 

  意義，引進入漢語後，“卡片”只剩下一個義項，就是“記錄各種事項以便排比、 

  檢查、參考等的長方形硬紙片”。 

58 英語 car表示“車、車輛”，既可以指大車也可以指小車，既可以指貨車，也可以 

  指座車、卧車之類的車，但源於此詞的漢語詞“卡車”僅用來專指“運輸貨物、器 

  材等載重汽車”，相當於漢語“卡車”的英語應該是 truck，意義範圍縮小了。 

59 英語 bar原來的意義，除了“酒店”以外，“棒”、“桿”、“橋木”，引伸為“遮 

  欄”、“障礙”。櫃臺設在酒保與酒客之間，形狀是橫木，作用是遮攔，因此叫做 

  “吧”。而漢語的“酒吧”只取用了其中“(旅館、飯店的)賣酒專櫃”一個義項。 

60 英語 index有“索引”、“指針”、“指數”、“食指”之意義，漢語只取“索引” 

  之意。 

61 英語 humor除了有“幽默”的意義外，還有“素質”、“性質”、“幻想”、“迎 

  合”、“適應”、“讓步”等諸多意義。“幽默”在漢語中只有“有趣可笑而意味 

  深長”這一個意義。 

62 漢語詞彙裡面，“休克”有“臨床上常見的一種細胞急性缺氧綜合症”的意義。但 

  是，英語 shock除了這些意義以外，還有“衝擊”、“激動”、“震驚”、“震撼”、 

  “予人打擊”等意義。 

63 在英語 cartoon有“漫畫”、“動畫片”、“底圖、草圖”三個意義。進入漢語後， 

  只留存下“漫畫”、“動畫片”的意義。 

64 王玨著，《現代漢語名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年 1月第 1版），頁 77。 



第三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使用意義 

 121 

（cannon）65等。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發現，漢語對外來詞的詞義縮小提高了漢語表達

的簡潔性和準確性。但是，同時也可能在對外來詞的理解和翻譯時帶來

了困擾。譬如，伍鐵平在〈借詞的詞義〉擧例說：「有一位英語和俄語都

很好的德國漢語博士用漢語給我寫信說：“我已經把你的論文的拷貝送

給某某教授”。這是由於他將德語的 kopie和英語的 copy（這兩個詞的

意義都是：“副本、抄本、複印件”）誤用到漢語中來了。他沒有考慮

到英語的 copy和德語的 kopie雖然也有從“複制件”、“副件”派生的

“拷貝”這一意義；但是漢語普通話的“拷貝”卻只借用了外語原詞的

一個意義“從電影底片洗印出來供放映用的膠片”（見《現代漢語詞

典》），而沒有借用它的本意和全部意義“副本、抄本、複印件”(港台地

區漢語中有借用者。現在大陸上同複印機、計算機打交道的人常用一個

新詞“拷”，如“給我拷一份文件”。這是借入了英語的動詞 copy（複

製）的第一個音節，這種借入現象比較罕見，值得注意。)」66這是由於

外來詞的意義和原語詞的意義範圍不完全相同而產生的矛盾。事實上

“拷貝”（copy）一詞，以前主要作名詞，指電影電視膠片複製本，最

近常常用作動詞，指復印、複製。所以從這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知道它

的意義還在引伸中。 
 
參．語義擴大 
 

  詞不只包含有一個意義，而往往是多義的。它除了中心意義之外，

還有附帶意義，而用這中心意義和附帶意義構成它的應用範圍。現代漢

語在引進外來詞的時候，固然是連音帶義的搬用外語的詞，但是，卻不

                                              
65 英語 cannon則泛指“所有裝上輪子可移動的大炮”，但進入漢語後其意義狹窄得 

  多，“加農炮”是火炮的一種，專指“炮身長、彈道低、初遠大的火炮”。 

66 伍鐵平著，〈借詞的詞義〉，《詞庫建設通訊》，1993年 7月第 1期，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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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外語的詞整個應用範圍都搬到漢語言裡來，有時可以在原詞意義的

基礎上加一些新的意義。以下是外來詞的意義範圍比原詞的意義範圍擴

大的例子。例如： 

 

沙發(sofa)－在英語中原義是“坐墊、靠墊及扶手都是彈性的、柔軟

的坐具。”但“沙發”一詞在漢語中則通指“裝有彈簧或厚泡沫塑

料的坐具，兩邊有扶手”只要坐墊是彈性的，扶手、靠背即使是木

製品、竹藤製品的也均可稱之為“沙發”，而且可以包括單人沙發

在內，例如，“他好生奇怪，沒好氣的一屁股坐在單人沙發上，這

時丘子章正好從裡面出來。”。67 

 

雷射68(laser)－在英語中只有“激光裝置”一個涵義。但是，在漢語

中則指“激光裝置”，也指“激光”。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漢語吸收外來詞語後，有時會按照中國人的思

維方式，根據漢語的特點和需要，給一些外來詞增添新的意義，以豐富

漢語的表達力。 

 

肆．引伸變化 
 

  引伸變化是外來詞進入漢語詞彙系統之初，如果其他義項漢語中早

有類似詞語表達，將自己原來的語義重新加以選擇、變動，使新吸收的

外來詞具有漢語體系最需要的意義，或者已進入漢語社會的音譯詞，在

中國人使用過程中，在原詞原義或某個意義的基礎上經引伸而獲得原詞

所沒有的意義成分，例如： 

                                              
67 胡曉清著，《外來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6月)，頁 24－28。 

68 大陸譯“萊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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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摩溫(number one)－英語 number one，本義是“一號”，用以表示

為一個團體中位列第一者，是“首領”、“頭腦”的意思。但是，

在漢語中 1949年以前上海用來稱“工頭”。 

 

馬賽克(mosaic)－英語 mosaic 有鑲嵌工藝品和鑲嵌細工似的圖案。

可是，在漢語裡，用於建築物牆或地板的瓷甎叫做“馬賽克”，嚴

格地說，應該是“馬賽克瓷甎”(mosaic tile)，但是，一般人省稱為

“馬賽克”。還有凡是使用不同顏色的小的片狀物，使其粘貼成圖

畫或圖案，用以裝飾地板、牆壁或天花板的，也都叫做“馬賽克”。

此詞在台灣還有另一意：在視覺媒體上有不宜出玲的畫面，刻意打

上使畫面模糊的方塊狀圖形，也叫“馬賽克”。 

 

沙發(sofa)－ 80年代初時興一種長沙發，靠背可放下來，臨時當床

使用，家具店稱作“床式沙發”。“床式”修飾“沙發”，部分改

變了沙發的性質，由僅作坐具變成了可作臨時臥具，因而“沙發”

又出現了多種類型。69 

 

水汀(steam)－英語 steam原來指“蒸汽”、“水蒸氣”，“蒸汽動

力”、“蒸汽壓力”，“水氣”、“霧氣”、“靠蒸汽機車的鐵路

運營”等，可是，漢語改變原意使用“蒸汽暖房設備”一意。 

 

  經過引進的過程，引起詞義變化的因素非常複雜，然而，總與現實

現象的變化、人們對現實現象的認知發展及詞義之間的相互影響等有

關。70雖然這些具有引伸義的詞有的隨著時間又消失了，有的卻成為所

                                              
69 盧卓群著，〈當今音譯外來詞的詞義蛻變〉，《語文建設》，1998年第 5期，頁 11。  

70 詞義變化除了經過引進的過程以外，在英語本語言中也進行著。例如，Wall Street 



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124 

進入語言的永久組成部分。這些有文化新義的詞(cultural-extended word)

豐富了漢語，擴展了漢語的表達能力。 

  我們要注意，意義方面的變化並非只是單純的意義擴大或意義縮

小，它往往是伴隨著多方條件，例如“沙發”(sofa)這一外來詞借入漢語

時，意義則擴大了，並在漢語使用中再引申出新的意義。這樣的外來詞

的意義變化往往是在兩個以上的條件下進行的。 

 

  詞語所記錄的是人們對客觀事物以及客觀現象的主觀認識。人們在

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摻進一些主觀色彩，比如說愛、

憎、好、惡等，也附在詞語的意義之上，使得一些詞語帶上了感情色彩。

外來的詞借入漢語後，由於受漢語表達方法的限制，或者因文化環境的

更換，可造成外來詞附加色彩的脫落或改變。因此，有些外來詞進入漢

語後，失去了外語原詞所有的某種附加色彩。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

音譯外來詞的方法對準確而完整地借入外語原詞的附加色彩無能為力，

亦即，音譯法一般只能借入外語原詞的語音形式和理性意義。二是文化

環境的更換可造成外語原詞附加色彩的脫落，不再簡單地等同於外語原

詞。語言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文化的一部分，有些外來詞在原語中很

少或幾乎不具有附加色彩，借入漢語後，由於漢化而產生褒貶等色彩。

例如： 

 

托福（TOFEL）－英語 TOFEL，原意為“作為外語的英語測試”，

具有中性意義。然而，借入漢語後譯為“托福”（TOEFL），使人

聯想“托”考試之“福”，含有出國留洋之意，帶有明顯的褒意色

彩。 

 

摩登（modern）－英語 modern是個不帶感情色彩的中性詞，但是，

                                                                                                                         

  意味著 the American stock market，還有 Broadway、Soho、Hollywood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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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裡的“摩登”(modern)卻帶上了感情評價色彩。人們稱某姑娘

是“摩登女郎”或“摩登小姐”，那可能不是恭維話。 

 

迷你裙(mini skirt)－英語 mini skirt是一種客觀的描述，是中性詞，

而漢語詞“迷你裙”(mini skirt)則帶有明顯的聯想和感情色彩，使

其增添了詼諧戲謔的色彩。71 

 

T恤－T shirt原意為“a close fitting collarless garment for the upper 

body with short arms”。而今，在漢語地區 T恤成為大眾文化的一

種表現形式。72 

 

  漢語詞彙進入英語，也會染上英語語言文化的色彩。73上海從清道

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開作商埠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城市。在這個背

景下 Shanghai一詞進入英語後，不再只是指“上海”這個地名，而增添

了“擊昏或灌醉某人然後拐到船上當水手”（ to make someone 

unconscious by hitting them or by alcoholic drink and then put them on a ship 

to serve as a sailor）一義。據說過去當船上缺少水手時，就是採用這種辦

                                              
71 孟偉根著，〈漢語外來詞的詞義漢化及其回譯〉，《詞庫建設通訊》，1996年 8月第 9 

  期，頁 29。 

72 馬彥著，〈漢語外來詞的構詞特點與語義演變〉，《湖南輕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2年 9月第 3期，頁 79。 

73 大部分英語中的漢語外來詞是作為一個獨特的詞彙群存在的，構詞靈活，均為表達 

  中國民族文化之特有事物，表意準確簡明，沒有附加義，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在 

  近一百萬英語詞彙中，漢語外來詞對英語的影響微乎其微，不但與法語等語言難以 

  比肩，就是阿拉伯語、日語的外來詞也遠遠超出漢語。涂靖、李柯平，〈漢語詞彙 

  音譯的限度與標準〉，《湖南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保），2000年 12月第 4期， 

  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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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綁架人去當苦工。後來此意逐漸引伸為“誘騙或強迫某人做事”（to 

trick or force into doing something unwillingly）。74 

  由於文化傳統、社會背景和思維方式等差異，一般來說，漢英兩種

語言中各自存在的詞的附加色彩在漢語外來詞與原英語原詞的對譯過程

中是無法轉換和再現的。因而，王佐良在《翻譯中的文化比較》一文中

指出：「在尋找與原文相當的『對等詞』的過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較，因

為，真正的對等應該是在各自文化裡的涵義、作用、範圍、情感色彩、

影響等等都相當。」因而「它處理的是個別的詞，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

化」75。這也正是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在其《語言論》一書中所強調的：

「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就是說，不脫離社會流傳下來的、決定我們

生活面貌的風俗和信仰的總體。」76從上面的說明可知，引進外來的詞

語時，要注意語言內部的差異，還要考慮和了解、掌握外語跟漢語的差

異，特別是在文化背景上的差異。 

 

 

                                              
74 《朗文當代高級辭典》(香港：朗文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1997年第一版)，頁 1394。 

75 《翻譯通訊》1984年第 1期。 

76 愛德華．薩杰爾著，《語言論》（中譯本）(香港：商務印書館，1977年 8月第 1版)， 

  頁 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