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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影響及功用 

 

 

  外來詞是一種語言系統對另一種語言系統某些詞彙的吸收而並加以

利用。外來詞的引入伴隨著外來文化的引進和傳播，一方面，外來詞使

語言系統發生調整並增加新的成分，另一方面，外來詞作為文化載體也

攜帶著外來文化和思想，或因語言吸收使我們了解了不同的文化，促進

了文化的傳播，或因外來詞的到來，同時改變並影響我們的生活和思想，

使我們不自覺地接受著一種文化的影響，並將這種影響留在語言系統

中。因此，外來詞是每一種民族語言以及民族文化得以持續健康發展的

重要條件。以下，本章將討論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影響及功用，分為兩個

部分而論述。 

 

第一節 從語言方面來看漢語外來詞的影響 
 

  漢語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吸收了相當數量的外來詞。這些外來詞

在人們的語言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語言方面來看，現代漢語外來詞

的影響主要可以從五個部分來看：第一部分是現代漢語外來詞促進漢語

構詞方式的發展；第二部分是現代漢語外來詞促進音譯詞的發展；第三

部分是現代漢語外來詞穩定了外文字母化形式；第四部分是現代漢語外

來詞促進漢語的多音節化；第五部分是現代漢語外來詞填補漢語中的語

義空白。以下擬從以上幾個部分，討論現代漢語外來詞在語言方面的影

響。 

 

壹．促進構詞方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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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來詞是詞彙的組成要素之一，它跟詞彙同樣及時而準確地為語言

提供造句的材料，這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它在語言上的功用是主要的，

也是特別明顯的。它補充了漢語言詞彙的某些不足，促進了詞彙的復音

化。作為漢語的異質詞語，同時又補足了本族語言構詞方法以及能力的

不足，並給本族語開闢了另類構詞的新路。1 

 

  純音譯詞本來不含任何意義，然而，在長期使用過程中，漢語經常

會摘取音譯詞中那些只記音而不表意的文字，使音譯詞中的某個音譯字

逐漸取得了獨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賦予了一定的意義，或者單獨使用

或者用其組成新詞，使之成為一個音義結合的漢語語素。這就是漢譯外

來詞純記音成分的語素化現象。 

  這種外來詞的語素化現象古已有之，早在《木蘭詩》中就有“願借

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的詩句。其中，“明駝”中的“駝”當為“駱

駝”之縮略式。“駱駝”隨著這一詞語的頻繁使用，最後“駱駝”縮略

為“駝”來使用。六朝以後，佛經的大規模翻譯使漢語中的梵語外來詞

大量產生，其中由多音節詞縮為雙音節詞再縮為單音節語素的例子並不

少見。例如，“佛”、“塔”、“禪”等等。這些單音節詞逐步語素化，

用以構成的合成詞也多為雙音節。 

 

  近幾十年來，隨著外來詞數量的增加，外來詞的使用範圍、使用方

式也在不斷擴大和增加，其中以外來詞為基礎的構詞現象，更能體現外

來詞的變化與發展。以下是外來詞的某個音節逐步語素化，用以構成合

成詞的例子。例如： 

 

 

                                              
1 參見史有為著，《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1月)，頁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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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譯詞 簡化形式 漢語語素 新詞 

班 
奧班(台灣不用此

詞) 

賽 
奧賽(台灣不用此

詞) 

申 
申奧(台灣不用此

詞) 

奧林匹克 奧 

運 奧運 

熱 熱咖 

冷 冷咖 

黑 黑咖 咖啡 咖 

黃 
黃咖(台灣不用此

詞) 

大 
大巴（台灣不用

此詞） 

中 
中巴(台灣不用此

詞) 
巴士 巴 

小 
小巴(台灣不用此

詞) 

面 
面的(台灣不用此

詞) 

摩 
摩的(台灣不用此

詞) 

的士 的 

哥 
的哥(台灣不用此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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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的姐(台灣不用此

詞) 

扎 
扎啤(台灣不用此

詞) 

散 
散啤(台灣不用此

詞) 

生 生啤 

黑 黑啤 

啤酒 啤 

暖 
暖啤(台灣不用此

詞) 

龍 
龍卡(台灣不用此

詞) 

綠 綠卡 

聲 
聲卡(台灣不用此

詞) 

磁 磁卡 

卡片 卡 

打 打卡 

氧 
氧吧2(台灣不用

此詞) 

台 吧台 酒吧 吧 

網 
網吧(台灣不用此

詞) 

 

  我們看“酒吧”(bar)這個例子。它的英語形式本來是“bar”，漢語

採用的是音譯加類名的形式，“吧”是純音譯成分，後來，根據“酒吧”

                                              
2 目前，“氧吧”一詞表示兩個概念：一個指供缺氧者吸氧的地方；一個指人們常說 

  的負離子空氣清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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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外來詞，人們又創造了“吧台”“吧娘”“網吧”等漢語新詞。這

時的“吧”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構詞成分，具有“….的場所”之意。再

如，“可口可樂”，它本是英語 coca cola的音譯，是一個典型的既照顧

讀音又照顧字面義的音譯詞，在後來的使用過程中，人們又逐漸用“可

樂”來指代這種飲料。這就使本來毫無意義的音節“cola”具有了獨立

的詞的資格，而在“百事可樂”（pepsi），與大陸的“非常可樂”（飲

料名稱）中，“可樂”又變成了構詞語素。其中，“百事可樂”這個名

稱是用音譯加意譯的方法翻譯出來的，“可樂”是後加的意譯部分；“可

口可樂”是用音譯的方法翻譯出來的，“可樂”是純粹的音譯成分；而

“非常可樂”則是利用漢語已有的構詞材料創造的道地的漢語詞。“巴

士”（bus）中的“巴”可構成“大巴”、“中巴”、“小巴”等新詞，

除此之外，像這種音譯詞記音成分語素化或獨立成詞的現象還有很多。3

“的士”是英語 taxi的粵方言音譯詞，出租汽車的意思。“的士”簡略

為“的”，把無意義的音節變為有意義的語素，“的”意義的有的還是

“出租汽車”，如常用的“打的”。而當前出現的一系列帶“的”的新

詞，“的”不僅意化了，而且，詞意也有所變化。例如，“面的”是“供

出租用的麵包車”、“摩的”是“供出租用的摩托車”、“馬的”是“供

出租用的馬車”等，以上“的”的意義是“供出租用的某種車”，既可

以是馬車，也可以是摩托車、麵包車等，意味著陸上行駛的交通工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外來詞“因特網”（internet）4的流行，隨著九

十年代以來使用電腦網路的人數急劇上升，一批與之有意義關聯的詞語

便以“網”為中心輻射開來，形成“網站”、“網吧”、“網址”、“網

頁”、“網友”、“上網”、“聯網”5等詞語。 

                                              
3 卜祥忠著，〈漢語外來詞的“漢化”現象〉，《棗庄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 6月 

  第 3期，頁 87。 

4 台灣譯為“網際網路” 。 

5 這個詞台灣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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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些外來詞的語素化程度還不穩定，還在

發展中。如果要判斷哪些成分是穩定的語素義，哪些成分是臨時的修辭

義，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是離開了特定的語言環境，表義是否比較

明確。例如，“酒吧”（bar），離開了具體的上下文，“吧”的表義仍

然比較明確，屬於穩定化的語素義。二是能否與更多的語素組合，有一

定的能產性。如英語 show 的“秀”，除了可以單獨構成一個詞，或與

動詞語素“看”構成動賓式合成詞以外，還能與修飾語素或中心語素構

成偏正式的合成詞。又如，英語的 down，現在台灣青年學生譯為“當”，

考試不及格叫“被當”，低於 50分因沒機會補考叫“死當”，50-60分

之間因有機會補考叫“活當”。源於香港的“巴士”在大陸進一步派生

出“大巴”、“中巴”和“小巴”等詞。符合這些條件的成分才可以是

穩定的語素義。6 

  這裡要特別指出這種縮略式外來詞語素目前仍處在語言的“臨時變

化”狀態，目前可以稱為穩定化的語素好像只有“卡片” (card)的

“卡”、“酒吧”(bar)的“吧”等。因此，其它發展中的語素能否被正

式接納，尚不能確定。 

 

  在一般的情況下，外來詞保留第一個音節，代替整個音譯成分，並

且，常常作為一個語素出現在復合詞中。把現代漢語裡原有的“老”、

“子”、“頭”等詞綴，跟外來詞裡的“卡”、“吧”、“啤”等字比

較，兩者的共同點是它們在詞語中的位置比較固定，或在前，或在後。

但是，也有顯著的區別，舊有詞頭、詞尾的實詞詞義已完全虛化、消失，

而外來詞的語素，卻保留了它原有的實詞義。 

                                              
6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論文集》，〈台 

  灣和大陸詞語差異的原因、模式及其對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 1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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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類外來詞，其外來詞本身不僅作為一般詞語通行，而且，作

為漢語中的有效造詞成分，已成為製造復合詞的要素之一，具有了很強

的構詞能力。例如： 

 

 

音譯詞 漢語語素 新詞 

生日 生日卡 

聖誕 聖誕卡 

賀年 賀年卡 
卡 

信用 信用卡 

餐廳 餐廳秀 

脫口 脫口秀 

透明 透明秀 
秀 

名人 名人秀 

蘋果 蘋果派 
派 

巧克力 巧克力派 

色 咖啡色 

館 咖啡館 

糖 咖啡糖 
咖啡 

店 咖啡店 

會議 馬拉松會議 

賽 馬拉松賽 馬拉松 

式 馬拉松式 

迷你 裙 

迷你裙（“裙”在英文

原詞中即有之，只是

採取意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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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 
迷你電池(台灣不用

此詞) 

手錶 
迷你手錶(台灣不用

此詞) 

車 迷你車 

 

辭典 迷你辭典 

機 

卡拉 OK機（台灣不

用此詞，台灣一般稱

“伴唱機”） 

音箱 卡拉 OK音箱 卡拉 OK 

歌廳 

卡拉 OK歌廳（台灣

不用此詞，台灣一般

稱“KTV”） 

 

  其實，古代已經有這種現象。目前，可能極少數人才知道“胡”這

個詞源於匈奴語“Huns”，本為匈奴人的自稱。在現代漢語中，“胡”

是非常活躍的構詞語素。它可以用以指稱來自外族的東西，也從漢人對

東西方少數民族的偏見引伸出“蠻不講理、隨性而來”的修飾義，如“胡

扯”、“胡鬧”、“胡說八道”、“胡思亂想”等。而中國民樂中的“二

胡”、“高胡”、“京胡”、南朝中的“胡”也是由“胡琴”簡縮而成

的一個實體語素。7佛教傳入中國，中國有了“塔”，漢語中又有了這個

詞，現代漢語中用“水塔”、“寶塔”、“燈塔”、“紀念塔”等詞來

指稱那些塔形的建築物，其源都應上溯至佛家之“塔”。再如，佛教中

以“魔”組成的詞就有，“魔王”、“魔子”、“魔女”、“魔民”、

“魔兵”等。8 

                                              
7 史有為著，《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4月)，頁 35。 

8 胡曉清著，《外來語》(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 6月)，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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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與外國接觸機會的增多，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水乳交融，大

眾對外來文化的認同感日益增強。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為外來語素的

產生提供了契機。外來事物的引進與普及、大眾對外來文化的認同是促

使外來語素在漢語中落地生根的必要條件。這些外來語素都很快就加入

了漢語詞彙行列，有的甚至進入了漢語基本詞彙。人們已經習焉不察，

正說明它們已滲入漢語血液，有著旺盛的生命力。 

 

貳．促進音譯詞的發展 
 

  現在外來詞湧現的數量之多，涉及面之廣是史無前例的，不管是人

們日常口頭交際，還是隨便翻開手頭任意一份言語材料，其中都使用了

大量的外來詞。並且不管是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科技領域或生產領域、

生活領域，這種現象都很突出。這可以從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等

方面來看，例如行的方面在“公共汽車”、“火車”等的基礎上，又多

出了“的士”（taxi）這一新的交通工具名稱；衣的方面，由於其作用

在近時期已不僅僅是保暖，所以，衣服的品牌、品類也越來越新，越來

越多，比如“耐吉”（Nike）、“迷你裙”（mini skirt）“夾克”(jacket)；

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吃的、喝的也越來越講究，用來表明吃

喝用品的語言符號也越來越多。喝的有“咖啡”(coffee)、“可口可樂”

(coca cola)、“雪碧”(sprite)，吃的有“麥當勞”(McDonald’s)、“肯

德基”(KFC)、“巧克力”(chocolate)等。 

 

  漢語在吸收外來的詞時，意譯往往佔很大優勢。正如有人指出的，

儘管有音譯詞，有意譯詞，但“排擠了音譯詞的意譯詞比排擠了意譯詞

的音譯詞要多得多”。但是，人們最初遇到外來的東西或概念的時候，

不知所接觸的東西的真面貌，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用意譯的方式來表達

這些東西或概念，因此，只能採取音譯的方法。實際上，許多外來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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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用音譯的方式來引進，然後再改為意譯了。例如，“德謨克拉西”

（democracy）以後變成“民主”，“賽因思”(science)變成“科學”，

“水門汀” (cement)變成“水泥”，“煙士披里純” (inspiration)變成

“靈感”等。許多學者在解釋這一現象時有不同說法。王力在《漢語史

稿》中說：「意譯是漢語的優良傳統，因為它簡單易懂，容易記憶，所以

容易為群眾所接受。意譯和漢字的特性也可能有點關係。」9張德鑫在《第

三次浪潮－外來詞引進和規範芻議》中說：「看來，主要不是漢語，而是

漢字不適於音譯。」陳原在《在文化背景接觸下進行的語言接觸》一文

中說：「(漢語外來詞抗拒音譯)也許因為同原來語義很不相同的歧義。」

陳榴在《漢語外來語與漢民族文化心理》中也說：「用表意文字去轉寫表

音文字，勢必造成詞所表達的概念與詞的書寫形式的分離。」 

                                                                                                                                        

  這在在都說明，漢語意譯佔優勢與漢字的表意性有很大關係。10再

加上，漢語是音節文字，一個字一個音節，而西方文字多為音素文字。

因此，漢語在用音節漢字轉寫外來詞時常常感到困難，往往需要多個漢

字來轉寫一個音素文字的詞，用音譯出來的外來詞，有時很難上口，於

是，經過一段時期的使用，往往在很多場合廢棄了音譯，另外創造了新

的意譯。 

  從上面的說明不難發現，外來詞從音譯轉到意譯，這是看得出來的

一種趨勢。過去外來詞的湧入，一般都要經過較長的吸收、融化階段，

成為相對規範的意譯詞，而且，這些意譯詞也比較符合漢語基本的造詞

方式。 

 

  可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新事物、新概念層出不窮，人們的思維愈

                                              
9 王力著，《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6月第 1版)，頁 519。 

10 周玉琨著，〈談漢語外來詞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1999年 6月第 

  3期，頁 49－50。 



第四章 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影響及功用 

 137 

來愈細緻複雜，這些都會向交際提出新的要求，便推動語言不斷豐富詞

彙。使用意譯法，需要對原詞的內涵外延有全面的認識，而進入知識爆

炸的時代，術語更新往往迅速得來不及用意譯的方法，有些詞因為內涵

太大，無法用兩三個漢字概括。於是，人們往往採取直接音譯，新的音

譯詞越發多了起來。有人對李行健等編的《漢語新詞詞典》做統計，發

現該詞典 1949-1977年 28年間收錄的音譯詞才 28條，平均每年吸收 1

條；而 1978-1988年 10年間收錄的音譯詞就有 58條，平均每年近 6條。

1988年至今又過去十多年了，據保守估計，至少每年吸收英語音譯外來

詞 10條。11《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在 1996年修定本的基礎上

增收了近些年來產生的新詞新義 1200餘條，其中從英語引進的外來詞已

是 30 多個，例如“蹦極”（bungy）、“黑客”（hacker）、“歐佩克”

（OPEC）、“雅飛士”（yuffies）、“雅皮士”（yuppies）等等，此外外

文字母開頭的詞也有較多的補充。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出漢語的音譯

外來詞有逐漸上升的趨勢。 

 

  張清源在1957年發表了《從現代漢語外來語初步分析中得到的幾點

認識》一文，他分析音譯詞的必要性時談到了下面幾個方面：第一，為

了更具體、更精確地表示中外交流的器物和概念。張清源指出，漢語在

古代除音譯詞外，往往給外來的事物或概念一個比較籠統的稱呼，如“胡

椒”、“胡琴”、“胡桃”，近代也流行著“洋船”、“洋車”、“西

服”、“西餐”一類形式。可是，後來由於中外交流的器物和概念比過

去多得多，為了保持它們細緻的差別和特性，為了更具體、更精確地標

示它們，這種籠統的譯名就不適用了。如果找不到適當的意譯詞，就不

得不用音譯詞了。例如，我們不能把外國樂器都叫“胡琴”或“揚琴”，

而分別叫做“曼陀琳”、“梵啞鈴”、“吉他”、“披霞娜”（現在叫

                                              
11 陳建民著，《漢語新詞語與社會生活》（北京：語文出版社，2000年 7月第 1版），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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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等。又如西服這個詞，在現代漢語中往往只指男子穿的一種服裝，

而其他的外國名稱卻叫做“布拉吉”、“甲克”等。再如，產自外國的

飲料，就是“啤酒”、“威士忌”、“白蘭地”、“伏特加”、“香檳”、

“可口可樂”等，外國舞曲就有“華爾滋”、“探戈”、“波爾卡”（波

希朱亞的一種舞曲）、“馬左卡（台灣稱“馬祖卡”）”（波蘭舞曲之一種）

等，這些都不能籠統地譯為‘洋酒’或‘西曲’，它們都以自己的名稱

互相區別，漢語就借用了這些詞的語音形式”。 

  第二，他還指出，有些外來語詞的概念在漢語中沒有相當的語詞能

夠既簡潔又明確地把它們標示出來，例如“圖騰”、“雷達”、“歇斯

底里”、“布爾什維克”等。“歇斯底里”(hysteria)是一種複雜的病症，

曾有人在詞典上注為‘臟燥症’，但不能表明原詞的複雜概念，而且，

如果把‘戰爭歇斯特里’改為‘戰爭臟燥症’顯然也會失去那種深長的

諷喻意味。“浪漫主義”（romanticism）這個詞的本來的涵義是甚麼，

都還不能完全確定，它的涵義也是複雜的。因此，以上這些詞一直沒有

被意譯詞代替。 

  第三，他認為一些原來就是簡稱的詞，如“塔斯社”（蘇聯電訊社

的簡稱）、“納粹”（徳意志國民社會勞動黨）等，這些詞的意譯也不如

音譯簡便，所以音譯比較穩定。 

  第四，一些標示了一定的民族風格或特性的外來語，往往也不曾被

意譯詞代替。例如，“紗麗”（台灣稱“紗龍）”（印度婦女的一種衣物）、

“沙龍”（文藝客廳，與一般的‘客廳’不同）、“撲克”（與一般的‘紙

牌’不同）、“布丁”（西洋食物的一種）、“芭蕾舞”（西洋舞蹈的一

種，有人譯為‘腳尖舞’不妥）、“安拉”（回教的‘上帝’）、“耶和

華”（基督教的‘上帝’）。 

  第五，一般說來是不能意譯的外來語，即以專有名詞命名的詞或詞

組，“人名、地名本身不能意譯，也決定了這類詞的穩定，這類詞在科

學術語中特別多，為了科學術語的精確意義不致被不妥當的意譯被破

壞，這類詞的變化不大。這類外來詞中還有些本來就是人名，由於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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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獲得了一般名詞的資格，但是，又不能用意譯詞代替，如“繆斯”

（‘詩神’或‘藝術之神’的意思）、“丘比得（台譯“丘比特”）”（‘愛

神’的代名詞）。中外貿易及其它交往帶來不少外來事物的專有名稱，特

別是商標名稱，常常也作為普通名詞來運用，這也是不能意譯的，如“派

克”（自來水筆的一種）、“歐米茄”（表的一種）等。12 

  

  因此，音譯詞對我們已不再是不順眼的東西了。像  “開司米”

（cassimere）、“勃郎寧”（browning）、“蒲式耳”（bushel）”等純音

譯詞，還有一種含有表意成分的，例如，“維他命”(vitamin)、“滴滴

涕”（DDT）等的音意兼譯詞大量產生了。這些詞由於漢字和語音不發

生直接的聯繫，因此，借助音譯，可以增強漢語的表音功能，充分體現

兩種語言在語際轉換時最大限度的對等原則，不至於形成語義上的遺漏

空缺。一般來說，外來詞是伴隨著異族或外國的某種事物和思想觀念被

吸收進漢語的，所以相形之下，音譯最能體現其原有的文化色彩、精神

內涵以及本來面目，因此，“伊甸園”（Eden）雖然有“天國樂園”的

譯法，“安琪兒”（angel）又叫“天使”，但是，人們還是常用前者。 

 

  董秀梅說：「現在人們對音譯詞的興趣和接受能力已逐漸超過了以往

的任何一個時代，因而，引起音譯詞的數量劇增，除了人名、地名、國

名外，其他詞語也用音譯的形式，如“克隆”（clone）、“基因”(gene)、

“伊妹兒”(e-mail)、“肯德基”(KFC)、“納米”等，不但新產生的詞

多用音譯的方式，已經意譯的詞有的又變成的音譯。」13有一些最初引

進時，以意譯的形式通行，之後再用音譯來使用的例子。比如，“激光”

                                              
12 潘文國、葉步青、韓洋著，《漢語的構詞法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年初 

  版)，頁 364-366。 

13 董秀梅著，〈關於改革開放以來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思考〉，《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1 

  年第 2期，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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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是在大陸正式確定的譯名，但是，近來在娛樂場所幾乎被“雷

射”(laser)取代。再如，“邏輯”(logic)，原先有作“名學”的，後來也

意譯為“論理學”； “理則學”，但是，現在已不流行，多用純音譯的

“邏輯”這個詞。“卡通”(cartoon)，早期曾被音譯為“卡通”，後代

之以意譯詞“動畫片”，《現代漢語詞典》對“動畫片”的解釋是“把

人、物的表情、動作、變化等分段畫成許多畫幅，再用攝影機連續拍攝

而成。” “動畫片”和詞本身的意義十分吻合，一直流行了幾十年，而

近年來，現在在大陸又回復使用“卡通”一詞。 

 

  目前，不少男女老少寧願說“拜拜”（bye-bye），也不說“再見”，

不少人不說“是”而說“也死、也”(yes)，一個外來詞“酷”(cool)已經

成了當前的流行語之一。14可能他們對外來詞有好奇心，而且用外來詞

覺得好玩。尤其是在港台地區，人們更加充分利用漢字的表意的性能，

更精心地選擇所使用的漢字，著意使所運用的漢字做到音意兼顧，力圖

使它融入漢語的造詞和構詞的模式，使人們在語感上察覺不出它是一個

外來詞。進而，由於以上音譯形式的影響，漢語新詞中也就開始出現像

純音譯詞一樣散性的形式，主要是商品和商店的名稱，有的是自擬自造

的，有的先選定外文語詞，然後，音譯成漢語名稱，也有的是中外雙向

考慮的結果。胡開寶在〈英漢商標品牌名稱對比研究〉說：「英語音素組

合任意程度大，對語義表達依賴性很小不同，漢語文字的理據性很強。」。

                                              
14 “酷”（cool）這個外來詞可以說是音意兼譯詞，既是譯音，又有“冷酷”的涵義。 

  像許多外來詞一樣，“酷”（cool）也是有港台地區創造的，香港報紙上這個詞就 

  直接寫成 cool。“酷”（cool）隨著使用頻率的增高其“冷峻”義逐漸淡化，以至 

  於凡是長得漂亮或者儀表不俗的男女都可以用“酷”（cool）來形容。現在“酷” 

  （cool）不僅能形容人，也可以用來形容事物，說某件事物眞“酷”（cool），等於 

  誇讚它“漂亮”或者“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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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因而，漢語商品名稱基本上是表示一定語義的詞彙，但是在翻譯英語

商品名稱時，可以突破漢語詞彙組合的語義限制，打破漢語詞彙常規的

組合模式，使外來詞具有奇特之美。例如，“潘婷”（pantene，洗髪潤

絲產品）、“多芬”（Dove，沐浴保養產品）、“達美樂”(Domino’s，比

薩)等。16 

  最令人叫絶的是一些商品標牌的音譯，形神兼備、文約事豐。例如，

“寶馬”（BMW）、“標致”（Peugeot）、“耐吉”（Nike）、“佳能”

（Cannon）、“可口可樂”（Coca cola）、“愛維養”（Evian）等，不僅

易於人們記住商品的名稱，而且，巧妙地增添了商品原本不具有的中國

文化內涵和審美情趣，以暗示商品的優異性能。由此所產生的廣告效應

為商品的促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體而言，音譯詞有增長的趨勢，特別是音意兼譯這種形式的音譯

詞增加更快，相對而言，純音譯詞增長較慢，因為它使中文詞彙的結構

與意義趨於莫須有的複雜性，讀者很難從音譯去了解詞彙的意思，同時

亦是由於人們更傾向於充分利用漢字的表意性能，更精心地選擇所使用

的漢字，著意使所運用的漢字作到音意兼顧，力圖使它融入漢語的造詞

和構詞的模式。 
 
參．穩定了外文字母化形式 
 

  早期，大多數現代漢語教材在論及外來詞時，只提到純音譯詞，半

音半意譯詞，音譯加類名詞，音意兼譯詞，而不提有一種摻雜外語字母

的詞語。有人雖然也看到了這一事實，卻把它們貶之為“混血兒”，不

                                              
15 胡開寶著，〈英漢商標品牌名稱對比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 3期，頁 119。 

16 史有為著，《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1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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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它們有立足之地。早在 1956年公佈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編篡法（初

稿）》就明確認為，它們不符合漢語發展的規律，所以不予收錄。此後的

《現代漢語詞典》等工具書，是嚴格按照這個原則辦事的。1979年出版

的《辭海》開始做了讓步，在全部詞條的最後附了一個“外文字母”欄

目。可是，在目錄裡也不給它一個地位，而且，僅收錄了 63個詞條。17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化的社會，由於世界的縮小，競爭的加劇，不

論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都需要加快信息傳遞，需要用現代技術傳

遞信息，而這與結構繁雜、字數眾多的漢字也是不完全匹配的。儘管現

代科技也能解決電腦輸入等通信技術，但是，畢竟設備會更複雜、成本

會更高，訓練和掌握也會更繁難費事。這種局面將不斷折磨漢字，也不

斷折磨使用者，甚至局面有根本性的變化。信息時代的這一特點，使得

語言運用上的求簡心理表現得尤為強烈，要求信息載體儘可能地經濟，

用簡練的信息符號傳遞儘可能多的信息。自然越來越多的一些摻雜外語

字母的外文字母詞出現在我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之中。 

 

  英語是國際社會運用最廣的語言，中國人使用英語的機會自然越來

越多。又由於國家對外語教學的重視及各種傳播媒體的使用，人們的英

語水準日漸提高。這一切使人們對一些國際社會常用的英語表達越來越

熟悉，也為人們在許多場合的漢語表達中直接運用英語創造了條件。這

種條件下，漢語中外文字母詞採用的主要是拉丁字母。國際上通用的拉

丁字母縮寫的外文字母詞，如“CT”、“DNA”之類，與全稱詞語形式

相比，長度大為減縮，是現代社會指稱某一事物和現象的特定符號，可

以不受國界的限制，在信息傳遞中具有高度簡潔的特點，使用起來非常

方便。呂叔湘在《語文常談》中說：「現在世界上各種文字都是拼音的，

                                              
17 朱永鍇著，〈怎樣處理這些“混血兒”詞語〉，《詞庫建設通訊》，1994年 3月第 3期，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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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漢字是例外。因而，在我國與外國的文化交流上是一個不大不小的

障礙。我們需要翻譯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其他資料。如果用拼音文字，

人名、地名可以轉寫，許多國際通用的術語可以不翻譯。」18 

  史有為又從漢字與文化相匹配的角度指出漢語中外文字母詞增加的

原因，他說：「傳統文化是不能造成與漢字不匹配的，只有現代科技和外

來文化才可能造成不匹配。而這種不匹配必然促使尋找新的補充物來加

以調整。看來，處於現代文化革新階段的中國，不斷輸入新的或外來的

視讀單位也是必然的，也就是說，拉丁字母出現在漢字系統中是不可逆

的。」19 

 

  我們不難發現越來越多的外文字母形式的外來詞，出現在報章、雜

誌、電視等媒體。王吉輝、焦妮娜在《字母詞語的使用與規範問題》選

取了受眾對象相對不同的晚報和青年報作為調查對象，對外文字母詞的

使用情況做了一次抽樣調查。20抽樣統計指出，外文字母詞在報紙中出

現的量超乎一般的估計，不僅每份報紙中都出現了大量的外文字母詞，

最少的有 40個，最多的竟達 193個，而且出現頻度還很高，在 105天的

報紙中，除了 13天的報紙沒有出現外文字母詞之外，其餘都出現了數量

不等的外文字母詞。下面轉錄該論文對外文字母詞出現在報紙上的統計

表，以供參考。 

 

報別 人民 北京 天津 北京 今晚 中國 天津 

                                              
18 呂叔湘著，《語文常談》(台北：書林出版社，1993年)，頁 103。 

19 史有為著，《漢語如是觀》(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年 3月第 1版)， 

  頁 308。 

20 調查情況的幾點說明：1.選取的報紙須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較為廣泛的社會覆 

  蓋；2.調查時間隨機定在 2001年 9月 1日－2001年 9月 15日之間；3.廣告內的字母 

  詞語不屬於本文的統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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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日報 日報 日報 晚報 報 青年

報 

青年報 

出現總量 54 70 47 117 52 40 193 

出現總次

數 
265 172 219 426 135 195 3029 

未出現天

數 
0 4 2 4 2 1 0 

21 

  運用外文字母形式簡潔而有效的表達，更能適應信息化社會對語言

的要求，一方面解決了短時間內外來詞傳入量大的困擾，另一方面也解

決了純音譯詞音義結合的難題。最早使用這種新構詞方式是在自然科學

領域，如，物理、數學等學科常用的一些詞彙和醫學上使用的“X 光”

等便使用的是這種構詞方式，只不過數量有限，使用範圍特定，作為一

種語言現象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由於現在大眾傳播工具極發

達，有的原來只通行於專業領域的外文字母詞，現在也成了日常生活中

新詞的來源，更多的外文字母詞是在社會生活各領域廣泛的使用著，不

論政治、經濟、軍事、科技以及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

無所不包。例如，科技方面的有 IBM、Intel、AMD、Dell、IP、LCM、

GPS、DSP、QQ、TMSI、PUK、SIM、PIN、STK、CDMA、GPRS、GSM、

CEO、PDA、NEC、VCD、CD、DVD、MP3、PDVD等，經濟方面的有

K線、A股、B股、ST、PT、DAX、CAC、IPC、GNP、GDP、CPI、QMS、

AFG等，軍事方面的有 AK、MPS、MPSSD3、F-15、NMD、TMD、CIA、

FBI 等，教育方面的有 GRE、MBA、L.S.A.T、SBC 等，娛樂方面的有

BLUERAIN、HOUSE、RAP、KTV、RPG、卡拉 OK等，體育方面的有

NBA、FILA、MLB 等，生化醫藥方面的有 PPA、RSE、HLA、AIDS、

                                              
21 王吉輝、焦妮娜著，〈字母詞語的使用與規範問題〉，《漢語學報》，2001年第 4期， 

  頁 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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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等，政治方面的有 APEC、WTO等，其他方面的有 EMS、CEO、WHO、

GPRS、CDMA、NBC、IDP、ATTAC、EMA、IMF等。有些專業工作者，

日常使用的語文中，寧可直接使用外文術語夾雜在中文之內，這種現象

極普遍，任何一本專業雜誌或刊物都可見到這現象。至於音譯詞與意譯

詞數量也不少，可是，翻譯的素質良莠，其中也有不錯的例子，例如“臭

蟲”（bug）、“快取”（cache）、“病毒”（virus）等是比較好懂的例

子；至於將“編輯器”（compiler）、“中央處理器”（CPU）、“微處理

器”（microprocessor）、“管理信息系統”（MIS）、“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基本輸入輸出系統”（BIOS）等即使看了也不懂這些詞所代

表的意思，更糟的是“器”有兩個意義，可以是電腦程式，也可以是電

腦的硬體裝置，所以容易產生歧義，因此，像這類的詞便可能借用了原

有的字母形式，變成為每一個人都會用或都能懂的詞語，人們使用得十

分自然，反而不知道相應的中文名稱是甚麼。它們終於成為漢語的一部

分，是漢語中的外文字母詞。 

 

  另外，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不斷交融，利用英文字母進行形象性表述

的詞語在漢語裡頻頻出現。劉涌泉將諸如“A 股”、“B 股”、“U 形

鋼”、“Y 形樓”的詞一並視為字母外來詞，具體地說，醫學上常說的

“O 形腿”、“X 形腿”；時裝界常說的“T 台”、“V 字領”、“A

型款式”、“H形款式”；証券業常說的“K線圖”、“M頭”、“W

底”、“T型”；國際象棋常說的“L型”；以及生活中常說的“S型”、

“V 字形”、“U 字形”等等，這些外來詞，不僅豐富了漢語的表達方

式，而且，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而且，由於外文字母詞的出現，漢語也受其影響而逐漸使用上同類

或近似的形式來造詞。因為，漢語借用外文形式的新詞可以避免意譯冗

長的不足，又有利於中國在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對外交流與合作。這些

新詞使用起來非常方便，是使用頻率很高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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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機－尋呼機，以其叫聲命名。（台意譯為“傳呼機”）22 

K書－讀書。 

GF－girl friend的簡稱。23  

 

  最近，模仿外文字母詞而產生的新詞會在媒體大量增加。從整體來

看，這種模仿外文字母詞而產生的新詞受到媒體歡迎，是因為它簡潔而

新鮮，用起來省事，但也反映了一般人崇尚洋文的心態。可是，外文字

母詞現在雖然很多，呈增加之勢，但變動很快，真正能夠站得住腳的可

能還要待時間的檢驗。吳東英則認為，要判斷外文字母化在現代漢語能

否進一步擴大，不僅要看外文字母詞使用的領域範圍，而且要考察以下

幾個問題：第一，外文字母詞的使用功能範圍；第二，外文字母詞是否

用來表示語法意義；第三，外文字母詞的活用能力。24 

  我們不可否認，外文字母詞進入漢語之初，不少人擔心漢語言文字

會被外文字母“汚染”而加以抵制。現在，審視外文字母詞在漢語中的

現狀，我們看到漢語言文字並沒有因外文字母詞的介入而破壞，它在漢

語中發揮獨特的文化交流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這類外文形式，無疑將

會越來越多地進入漢語詞彙系統。它們對於漢語造詞法是一種突破，將

來會怎樣變，頗值得研究。 

                                              
22 孟偉根在〈“BB機”是外來詞嗎？〉說：「“BB機”的說法是粵語模擬“無線尋呼機”

的呼叫聲“嗶嗶”而產生的，它不是英語詞語的音譯，也非其意譯。」《詞庫建設通訊》，

1995年 4月第 6期，頁 30，姚德懷也在〈“BB機”是外來詞嗎？〉說：「我認為，“BB

機”可看成“聽聲生義詞”。它們都是“外來概念辭”，但又不是傳統的“外來詞”。」《詞

庫建設通訊》，1995年 4月第 6期，頁 31。 

23 竺家寧著，《漢語詞彙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 10月），頁 437-438。 

24 轉引郭鴻杰著，〈從形態學的角度論漢語中的英語借詞對漢語構詞法的影響〉，《上 

  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 4期，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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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進漢語的多音節化 
 
  漢語的詞，依其所包含的音節的多寡，可以分為單音節詞、雙音節

詞與多音節詞三種。單音節詞是只含有一個單音節的自由語素的詞。雙

音節詞，係指含有兩個音節形成的詞。雙音節詞又可以分為兩類：第一

類是由一個雙音節的語素單獨形成的雙音詞。第二類雙音詞，由兩個單

音節的語素組合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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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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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漢語

裡，主要以單音節詞為主。長期以來，漢語學家們對漢語是否可以看做

一種單音節語言，一直有所討論。由於中國傳統詞彙學沒有注意到字和

詞的區別，許多西方學者常常誇大漢語單音節的特性，而把古漢語中早

已存在的那些多音節詞只看做一種例外，於是，他們堅持認為，漢語基

本上是一種單音節的語言。但是，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多音節詞

早已存在而使用了，在 19世紀以前，特別是在白話文學中，多音節詞已

屢見不鮮。25 

 

  多音節詞既然在漢語裡早已存在，就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而言，其

語音系統的變化也是漢語多音節化的主因。王力說，漢語多音節化現象

基本上反映了語言中語音簡化的發展規律。這種簡化的過程是很緩慢

的，其發展進程不易察覺。一般認為，從西周、春秋一直到東漢乃至魏

晉，是漢語語音大為簡化的時期，複輔音聲母逐漸喪失殆盡，具有輔音

韻尾的陰聲韻字也脫落韻尾。語音的劇烈變化，必然影響交際，故要求

運用其他手段進行補償。四聲即應運而生。但是，語音的簡化相當劇烈，

                                              
25 參見馬西尼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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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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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這一補償遠不敷用。這樣，漢語詞彙成員的日益紛繁化與漢語語音

系統的愈趨簡單化，便是朝著兩種相反的方向在運用著。顯然，在這背

道而馳的情況下，創造大量的新詞若依舊是單音節的，那麼同音詞的數

量則勢必大大增加。而同音詞的大量出現，卻又無可避免地會給語言帶

來混亂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促進了漢語多音節化。                    

  另外，詞義的發展變化，其主要方式就是從詞的本意產生岀引伸義，

而這些引伸義一經固定，就形成多義詞，然而，過多的多義詞的產生並

不能真正明確地表達意義，完成其交際任務，反而會引起多義詞內部的

混肴，“四聲別義”濫用的結果是造就了大批的多音詞。而且由於漢字

對字音的制約比較少，所以相較於具有聲符的形聲字，沒有聲符的象形、

指事、會意字更容易產生多音詞的現象。 

  因此，為了彌補多音詞缺陷，並促使漢語更加精密化，便利用漢語

構詞法中所固有的足以分化同音詞、多義詞的有效手段，從而創造了難

以數記的多音節詞。26因此，毫無疑問，作為孤立語的漢語的特點決定

了漢語詞彙從單音節為主過渡到以雙音節為主，這是漢語發展的必然趨

勢。 

 

  以上我們在漢語內部規律裡尋找漢語多音節化的原因。而目前多音

節詞的發展更是前所未見，主要原因在於：社會的不斷發展，新生事物

的陸續湧現，人們意識的愈益增強，自然便要求創造許多的新詞來表達，

以便使漢語更有效地發揮其作為交際工具的職能。姚漢銘說：「思維的豐

滿化、複雜化也使語言中構造出大量的多音節新詞語有了可能。如果考

察一下雙音複合詞的產生和發展，不難發現，主要是由於原來的單音詞

適應不了已趨複雜化的思維。於是，雙音詞應運而生。如今我們的思維

遠比大量產生雙音複合詞時代的過去要複雜多了，也就是說，老用單音

                                              
26 梁曉虹著，《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年），頁 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