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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全世界的語言種類繁多，目前，我們估計約有3000到 5000種，最

多甚至可以多達 10000種。1語言是人類表情達意與溝通思想最重要的工

具，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展，語言也處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之

中。當一個民族在表現一些非本民族語言所有的新事物或新概念時，就

需要吸收其他民族的一些詞語，以豐富自己的語言，增加其表達能力，

這部分被借來的詞就是外來詞，外來詞是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詞彙中普遍

存在的現象，正如愛德華．薩丕爾在《語言論》說：「語言，像文化一樣，

很少是自給自足的」我們很難找到沒有外來詞的語言，外來詞對一個民

族及其語言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由此，世界各種語言的外來詞，一向

是以一種平穩均勻的速度在不斷地增加著。 

 

  中外文化交流機會增加，外來事物和概念不斷湧現，都在漢語外來

詞中留下了痕跡。例如，有來自法語的外來詞（“愛麗舍宮”、“巴士

底獄”、“芭雷舞”、“百靈舌”、“布爾喬亞”、“沙龍”、“炸藥

等”），有來自德語的外來詞（“康采恩”、“馬克”、“蓋世太保”、

“毛瑟槍”、“納粹”等），有來自日語的外來詞（“科學”、“民主”、

“入口”、“廣場”、“市場”、“動脈”、“生命線”、“雜誌”、

“社會”等），有來自俄羅斯語的外來詞（“喀秋莎”、“布爾什維克”、

                                              
1 從前，美國的 L.H.格雷統計出有 2796種，已成為定論。但此後又不斷追加了新的 

  語言，據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教授 G.F.邁爾說，保守估計有 4200種，不保守的話則達 

  到 5600種（下宮忠雄《語言》1981年第 7期）。金田一春彥，《日語概況》（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12月第 1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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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布拉吉”、“沙皇”、“克格勃”、“康民團”、“伏

特加”等），有來自梵語的外來詞（“夜叉”、“閻羅王”、“沙門”、

“菩薩”、“羅漢”、“佛陀”、“涅盤”、“禪”等），有來自阿拉伯

語的外來詞（“伊斯蘭”、“穆斯林”、“蘇丹”、“古蘭經”、“哈

里發”、“穆罕默德”等），有來自希臘語的外來詞（“基督”、“耶

穌”、“猷大”、“阿爾法”、“阿多尼斯”、“阿爾泰婭”、“宙斯”、

“雅典娜”等），有來自拉丁語的外來詞（“阿波羅”、“鐵盧斯”、“彌

撒”、“丘比特”等），有來自波斯語的外來詞（“乃瑪孜”、“阿利

曼”、“嗩吶”），有來自韓國語的外來詞（“金達萊”、“阿媽妳”、

“阿爸基”、“阿爸伊”、“道拉基舞”等），有來自蒙古語的外來詞

（“哈叭狗”、“猞猁”、“胡同”、“戈壁”、“喇叭”、“驛站”、

“成吉思汗”、“那達慕”、“好來寶”等），有來自滿洲語的外來詞

（“ 駙”、“薩其馬”等），此外，還有來自其他民族的外來詞。 

 

  現在，我們似乎沒有人會去懷疑先秦、漢、魏和隋、唐時代以及近

現代中國輸入的外來詞的價值了。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的中外交流，都

在詞彙層面上留下一層外來詞彙，它們之中有許多的外來詞已成為中國

語文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些外來詞代表的觀念是不可缺少的。 

  早在漢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回來時就從西域諸國引進了不少詞

語。如“劍”、“箜篌”來自突厥語，“苜蓿”來自大宛語，“獅子”

來自古波斯語，“菠菜”來自古尼泊爾語等。而中國古代把北方和西方

的少數民族稱為“胡人”，稱來自這些地方的東西時，都在前面加個

“胡”字，如“胡琴”、“胡桃”、“胡瓜”等。自東漢末年到唐朝，

印度佛教東傳，大批西域僧人東來，大量佛經漢譯，出現了大量的佛家

用語，例如，音譯詞“佛”、“禪”、“菩薩”、“羅漢”等。明末清

初至辛亥革命時期，隨著大批西方傳教士來華及列強的侵入，西方文化

大量傳入中國，外來詞也隨之湧來。鴉片戰爭後，來自英語的外來詞迅

速增加，這是由於新的技術、新的產品、新的思想、新的觀念大多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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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美為主的西方國家，而英語日漸成為國際性語言，所以，漢語外來

詞吸收的重點轉移到英語，特別是美國式英語。五四運動後，中國的一

些有識之士掀起了學習、借鑑西方的熱潮，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知識以及文化名著被大量譯為漢語，因此，許多的外來詞從古代一直流

傳下來，至今仍活躍在現代漢語中，發揮著自己的交際作用，顯然地豐

富著漢語的表達功能和文化內涵。 

 

  最近，更因交通便利，與外國來往密切，與外來文化不斷交流，作

為載體的外來詞也滾滾而來，以前所未有之速度急速增加，因此外來詞

機已成為生活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漢字屬於表意體系的方塊文字，其

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它與西方字母文字有著根本的區別，所以，漢語吸收

外來詞的大原則是盡可能地按照漢語的特點進行改造，能意譯的就用意

譯，只是用漢民族的構詞材料和造詞規則把外語裡的某個詞的意義移植

過來，而先不考慮讀音的對應。當然，如果實在不能意譯的就暫時採取

音譯，經過一段時間，再加以替換和改動。漢語音譯的外來詞表現出來

的外在特徵，主要為“純音譯”、“半音半意譯”、“音譯加類名”、

“音意兼譯”及“外文字母化”等。 

  純音譯詞根據外語原詞的發音特徵，選取與其發音相似的漢語的詞

將外語原詞譯過來，而不考慮外來詞的意義。所有的純音譯詞不管它的

音節數多少，都是由一個語素構成的單純詞。純音譯詞既方便，又簡易，

因此，是外來詞引進初期人們所喜好的方法。近年來科技發展迅速，許

多新概念很難意譯，也很難改造，因此，純音譯詞就呈現出新的發展。 

  半音半意譯詞是對原詞一部分進行音譯，一部分進行意譯而構成

的。這種半音半意譯方式構成的外來詞，音譯的部分是外國獨有的名稱，

意譯的部分是中外皆有的事物。它幾乎清一色是偏正式複合詞，由表意

部分充當中心語素，並有辨意、補意的功能。可是，不像音譯加類名詞，

意譯部分極少有省略者。 

  音譯加類名詞是在音譯部分前後加上表示類名的詞。這些詞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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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外來詞音譯後，再加上一個漢語的語素來意譯，結構上以表示類名

的語素為中心語素，整個詞意的重心在中心語素上，音譯部分為修飾性

成分，處於中心地位表示類名的語素其漢字書寫形式與語素意一致。這

類詞由於為漢譯詞附加了意符，就可完全納入了漢語構詞方式的範圍，

形成了偏正式複合詞。 

  音意兼譯詞是用漢語中意義相近、發音相似的詞或文字來翻譯外來

語詞。音意兼譯這種方式仍然屬於音譯範圍，這類詞是以原詞的讀音為

前提，然後，根據該詞所指事物的某些特徵，選擇適當的漢字，加以重

新命名。這類外來詞為了避免外語原詞純表意化的傾向，在不違背音譯

原則的前提下盡量選出有某種意義關聯的字來構成詞語，使人能按照這

些表意性漢字來把握外來詞的大致涵義。因此，漢語吸收音譯的外來詞

時，也總是盡可能根據原詞的語音選擇一個音意可以融於一體的形聲

字，讓人能從形聲字的形旁中得到一些提示。這種譯法使承載外來詞的

紀錄符號──漢字既是表音成分，同時亦是表意成分。人們既可以通過

漢字判斷外來詞的讀音，又可以因聲循義，把握外來詞的語意內容，融

音譯與意譯為一體。另一方面，音意兼譯需要一邊顧音一邊顧意，如果

達不到理想的程度，往往導致兩者都無法兼顧的結局。因此，引進外來

詞時，應當多考慮這種音意兼譯詞是否確切表達原詞的詞義內涵，且是

否會造成誤解。 

 

  另有從書寫形式借取的，則包括日語借形詞及借取拼音字母的外文

字母詞。由於日語曾借用了大量漢字，因此“西學東漸”時許多西方語

詞經日本“漸”到中國。明治維新後，日本從西歐吸收了大量語詞，其

中有許多是用漢字書寫的，之後又流回漢語。這種日語借形詞是直接採

取照搬形式，由於外形上不易察覺，在漢語中日語借形詞所佔的比例其

實很大。 

  另一種借形詞是直接以外文字母或用外文字母與漢字一起構成新的

外文字母詞。這種借形詞的產生，是由於在經濟利益的發展下，外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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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擁而來，而在求新求異及捨繁就簡的心理影響下，人們還來不及把這

麼多外來詞變為意譯詞的情況下產生的。而目前，許多商業行為導致了

大量原本有漢語名稱的事物變成了音譯詞，尤其是一些新產品在市場交

易時，更大量使用音譯的外來詞作為自己的品牌名稱，甚至有些直接使

用外文，如 NBA、CD、VCD等等。這些外文字母詞跟漢語詞彙在形式

上有很大的差距，而很容易引人注目。這樣形成的詞，數量多，通行度

廣，已經融入了人們的生活中，因此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彙，這也是現代

漢語新詞彙發展的重要特點之一。隨著新事物的不斷產生，與各國交流

的頻繁，而外文字母詞又有一些無法忽略的優點，所以它的數量仍持續

增加。然而，它畢竟不符合傳統的漢語構詞模型，是否會正式成為漢語

構詞的新方式，抑或只是暫時的現象，值得我們繼續注意和研究。 

 

  漢文化除其強大的同化力量之外，還存在著極其頑固的封閉性。這

在漢語言選擇吸收、改造外來詞的活動中表現得尤其充分。對於某些語

言來說，外來詞經過形式的改造後即可進入該語言；而對漢語而言，外

來詞常常在歷經語音、語法的改造之後，還要在語義上接受漢文化嚴格

的考驗，要適應漢語的詞彙系統。 

  在詞法方面，主要是表現在詞形的漢化。由於漢語的孤立語性質，

與大多數西方語言的屈折語不同，因此，在遇到有形態變化的外來語詞

時，往往是依據外來語詞的原形加以借用，而且，一旦借入漢語就不再

有詞形的變化了。至於對外來詞的音譯部分而言，其內部構造一律被視

為是單一語素，即“最小的音義結合體”。一般而言，以音譯方式借入

的外來詞，名詞佔絕大多數，形容詞與動詞較少，其內容亦多是科技、

醫療、文化、飲食、服飾、政經、娛樂等各方面的新事物或新概念。 

  在語音方面，則表現出漢語外來詞在聲調、音節結構、音節數目和

音素方面的特徵。譬如有輕重音區別的的外來語詞要想進入漢語中，就

必須先得到聲調；又如外來語詞中的某個音為漢語語音系統所無，要想

將其漢化便要將漢語所無的元音或輔音改為漢語相近的元音或輔音，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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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音改成二個音節或去除其中一個輔音，將多音節詞節縮，亦即外來語

詞需用增音或減音的方式向漢語語音特點靠攏，以求填進漢語既定的音

韻框架。 

  在語意方面，則表現在語義擴大、語義縮小、引申變化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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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意義的一部分，多意的外來語詞通常只有一個或幾個義項能夠進入漢

語中，而非全部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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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原詞往往不只含有一種意義，而漢語借入英語原詞

時，則只是取其中一義或者當中的某幾個。所以，漢語在引進外來詞時，

是針對其所需要的意義範圍借入，或者在原詞基礎上加以引申，而非原

封不動的借用。 

 

  由以上各種情形可以說明外來詞要進入漢語中，必須受漢語的內部

規律的支配，要符合於漢語的發音習慣，要具有漢語的語法作用，要受

漢語的詞彙體系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儘管外來詞

是外語來源的詞，但是它已是漢語之內的一個組成成分，它是漢語詞彙

體系的一個成員，它已不是外語的詞，而是漢語的詞了。換句話說，只

有從來源的角度來看，才顯出它是外來的；而就其語言的體系關係來看，

它是如假包換的漢語詞彙。 

 

  外來詞使漢語的表意功能更加豐富多彩，除了外來詞補充漢語的理

性意義之外，吸收外來詞也促進了漢民族思維方式的一些改變。也就是

說，在社會文化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外來詞的流傳不但引進新名詞的特

定涵義，而且引進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漢語吸收

了許多英語言的成分，融入自己的詞彙體系中。外來詞的引進及使用對

整個漢語社會造成的影響，最明顯表現在漢語詞彙系統的擴充，由外來

詞衍生的新詞，亦難以估計。而且外來詞的產生亦會在漢語中形成同意

詞，適當運用尚可達到調整音節，避免重覆的作用，也可促使語文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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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藝術表現更加多樣化。而漢語複音節詞大量增加，亦與多音節外來詞

的吸收結下不解之緣。2 

  現代外來詞的大量產生，更豐富了中西兩種文化的內涵，擴大了兩

種文化的共同部分，提高了兩種語言的可譯度，進而又促進了文化的趨

同過程。Byram 認為學習外國語就是學習外國文化，他就主張語言與文

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3而且，外來詞給漢文化社會帶來一股崇洋媚外的

心態，人們以說洋味十足的外來詞及外文字母詞來表現專業、時髦，這

種心態還表現為對本土事物的洋化包裝。這些都是外來詞引進及使用過

程中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 

  

  當然在外來詞的使用上，也出現了某些濫用、胡譯外來詞的現象。

由於外來詞產生的歷史條件不一致，創詞的人、地背景不同，再加上漢

外語言系統的差異，在翻譯外來語詞時就常常產生很多譯名混亂的現

象，主要是由於漢語的方言、一詞數譯、譯法不定、同音字、語源的差

異等等。尤其是多方言區的南方沿海地區（粵語地區），產生了許多不倫

不類的音譯外來詞，造成混亂，也許有的人只是出於好奇，趕時髦，才

有意無意地四處傳播未經規範的外來詞，而造成混亂。今後外來詞會越

來越多，傳播速度會越來越快，流行區域會越來越大，這些未經規範的

外來詞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也會越來越深。 

 

  當然，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這種分歧現象遲早總要消除的。運用

語言的社會總要在這多種多樣的形式裡有意無意的依據語言發展的內部

規律，選擇其最恰當的，把它固定下來。然而，這種發展的趨勢是比較

                                              
2 吳智君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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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270。 

3 Byram, M著，《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Multilingual Matters， 

  1987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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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慢的，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種現象，若放任自行，不加規範化，則造

成語言的混亂，它拖延了現代漢語的發展速度。因此，運用主觀的努力

來對現代漢語外來詞的紛歧現象加以規範化是可能而必要的。這就要求

語言工作者一方面要密切關注這一問題，而另一方面，要以寬容的態度

來對待它、研究它，不能一味地排斥和抵制。因為，外來詞跟語言一樣

是不斷的發展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事物的理解和觀點不同，使

用的詞亦會改變，所以，現在所規範的外來詞，將來未必適用，這是需

由整個語言社會來決定的。在語言發展不斷進行之際，規範的腳步亦須

隨之調整。在引進外來詞時，要想讓更多的人接受，就必須結合具體場

合綜合考慮，靈活選用方法，注意語言效應，才能不違背我們借用外來

詞的初衷。我們要知道，引進規範化的外來詞，旨在不斷豐富和發展漢

語和文化，促進內外交流，以便更能弘揚漢民族的燦爛文化。4我們也許

可以這樣說，漢語中對外來詞的規範只是為著使其更合理、更貼切地為

我們服務，不是為了消除帶有外來文化印記的詞彙，這也正是為甚麼我

們對有些外來詞嚴格規範，對有些外來詞卻寬容處理的原因。 

 

  外來詞在漫長的漢語發展史上，佔據了多少時間舞臺，因為時代過

於久遠，我們無從得知，根據文獻記載，其上限至少應始於 3300年以前

的盤庚遷殷時期，而其下限則更不知何處，只要漢語存在一天，外來詞

也將伴隨漢語一天。因為世界上只要存在不止一種語言，而且使用這些

語言的人不得不互相交流，那彼此就必須從對方語言中吸收外來詞。 

  史有為在《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說：「今天，中國正步入這種快

速、多變、開闊的現代節奏中。此時的漢語中自然加入了大量源自外民

族諸語言的外來詞。我們可以接觸到許多反應現代生活、現代文化的外

來詞，這是由於互相交流的加強而增進了彼此語言的詞語對流。隨著文

化、經濟、政治活動在地域上和深度上的發展，漢語中外來詞在量和質

                                              
4 洪文翰著，〈外來詞的引進與漢譯〉，《外語與外語教學》，1997年第 2期，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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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面都有了發展。」5如此，現代漢語裡出現許多反應現代生活、文化

及交往情形的外來詞，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有的人認為外來詞是外語的詞，認為外來詞多的語言是一種詞彙不

夠豐富的語言，甚至有的人擔心漢語的勢力越來越弱，總有一天會消亡

的；尤其最近來自英語的外來詞增加很快。此外，對英語的直接使用也

大幅度增加。因此，盡量排斥外來詞。不過，我們應該承認外來詞是本

族語言的詞彙，雖說從表面上看，是外族語言進入了漢語言中的詞語，

不是純粹的漢語詞彙，而從更深層次上看，更源於外來文化。可是，它

正是漢語詞彙得以發展和豐富的一個來源。它不僅豐富、壯大了漢語詞

彙，還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活力。而且現代漢語雖然受到許多外來詞的

影響，但還是僅限於表面上，其基幹部分絲毫也沒有受到侵害。因此，

我們可以說有一部分外來詞為漢文化所吸收接納，而成為其詞彙的一部

分；但是，有更大的一部分的外來詞，卻被排除於漢語言之外，而無法

成為其詞彙的一員；更有一部分外來詞在漢文化中漸漸被融化、改造，

漸漸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其外來文化的特徵，成為以漢語特點為主宰的

外來詞，或地地道道的漢語詞。 

 

  外來詞帶來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技術開闢了人們的眼界，激發了

人們的思想和創造力。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切身感到，接觸外國人的機

會明顯增多了。當然，與外國人通過語言手段進行交流的機會也急劇上

升。因此，在漢語語言環境中，外來詞所佔比例勢必增加。然而，我們

實在不必過份憂慮漢語因此受到戕害。外來詞如同生活的節奏一般，它

們的發展過程加快了，它們迅速的產生，迅速的流行，又迅速地被篩選，

迅速地淘汰其中的部分，僅僅有限的部分穩定了下來。在不同語言交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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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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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時，外來詞難免有許多紛歧現象存在，但是，有些不過只是一時短

暫的現象，日久就會被漢語所淘汰。6 

 

  外來詞是各語言在詞彙方面所共有的現象。外來詞的存在和發展是

語言融合的一種初級形式，同時亦是文化融合的一種初級形態。人類社

會互相接觸、互相滲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往往可以促

進彼此在文化上的發展。凡是興旺發達的文化群體，往往自信力很強，

他們不害怕接觸不同的甚至其中有牴觸因素的異文化，筆者認為漢語就

屬於這種類型。這些文化群體不但不怕異文化，恰好相反，他們自信有

力量去消化外來文化，亦即吸收其值得移植的部分，而拒絕不符合本文

化群體的生活習慣和社會習俗的部分。只有那些自信力弱的文化群體，

或文化群體中自信力弱的那一部分，才害怕異文化或異文化中某些因素

的侵入或影響，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這種侵入或影響是不可避免的。

7 

  中國人在接受外來詞和外來的異質文化時，表現了中華文化巨大的

包容性，而對外來詞的主動選擇、吸收、調整和改造，也同時反映出漢

語、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對外來文化的融匯能力和創造精神。於是，外

來詞的創造可以反應各社會單位之間的包容與相長的痕跡。通過外來詞

這面鏡子，我們能清楚地看出：在文化的傳播和互相影響的過程中，語

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甚至我們可以進一步設想未來

漢語外來詞的數量逐漸增多，而且引進的速度也會增加。因為外來詞是

世界各民族語言、文化、經濟、科技交流的必然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

和科技的進步，英、漢兩種語言會不斷的被“引進”或“輸入”外來詞。

總結而言，外來詞的產生存在和發展都是有益的，對該民族和該語言來

                                              
6 魏岫明著，《國語演變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年 6月， 

  頁 165－166。 

7 陳原著，《陳原語言學論著》(卷一)（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月），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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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都是值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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