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1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 1950 至 2008 年間，台灣地區歐美文學作品翻

譯成中文作品的概況，透過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蒐集

的書目資料，進一步觀察不同地區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的情形，再

以「書目單位」、「包含重印本」、「不含重印本及新版」三種計算方

式，進行洛卡定律、普萊斯平方根定律及 80/20 定律等三大學術生

產力定律，加以驗證翻譯文學作者與翻譯者生產力之可行性。因此

本章第一節總結台灣地區歐美文學翻譯作品分佈概況、特性與其分

佈規律；第二節則是根據研究過程與結果，對書目資料庫與相關研

究者，提出不同觀點之建議；最後一節則是對未來進一步研究提出

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台灣地區世界文學翻譯作品概況 

（一）翻譯文學的作品國別集中在英、美，其次為法、德、俄 

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美國及英國各佔翻譯文學作品的 30

％左右，也就是台灣地區英國與美國的翻譯文學作品共超過總數的

60％。法、德、俄各佔歐美文學作品的 12％、8％、4％左右，因此

約有 85％的歐美文學翻譯作品來自這 5 個國家。可能與這五個國家

政治經濟能力較為強盛，文化傳播較為容易以及這五個國家使用的語

言較為普遍有關，使得台灣地區翻譯文學作品大多由這五個國家翻譯

而來。 



 

 182 

（二）翻譯文學作品呈現穩定成長 

翻譯文學作品每一年的出版數量皆略有上下起伏波動，但若將 50

餘年的出版數繪製累計成長圖，發現台灣地區翻譯文學的出版呈現穩

定成長的情形。此現象的出現，推測與文獻傳播越來越容易、越來越

多翻譯人才投入，以及出版業發達等因素有關。 

（三）翻譯文學出版社出版量集中在 21 所出版社當中 

出版翻譯文學的出版社將近有 1300 所，其中出版 200 冊或 300

冊以上的出版社有 21 所，前 5 名的出版社分別為：志文出版社、皇

冠出版社、遠流出版社、遠景出版社及東方出版社，且這 21 所出版

社出版了所有翻譯文學作品約 1/3 的量，顯示翻譯文學的出版大多集

中在這些少數的出版社。 

若將每年進行出版的出版社數量作統計分析，並繪製圖表，可以

發現每一年的出版社數量亦呈現穩定的成長情形，在 1975 年及 1991

年各出現一次突然出現大量增加的情形，1975 年出版社增多可能是

政治社會變得較為開放，而 1991 年可能為國民經濟能力變好，出版

市場跟著擴充。 

（四）被翻譯最多的文學作品、作者、與最多產的翻譯者皆集中在英

國、美國、法國、德國及俄國 

被翻譯最多的文學作品或作者及翻譯者翻譯的作品，多集中在英

國、美國、法國、德國與俄國，這些國家的文學作品不但出版量大，

單一作品、作者、或翻譯這些地區作品的翻譯者出版量也較大。這顯

示了這些地區的作品不但受到出版商或翻譯者的喜愛，不斷的翻譯出

版；再且，讀者亦喜愛這些作品，而能不停的再版、再刷。如此一來，

形成單一作品或作者的產量提高的情形。 

除此之外，這些被翻譯最多的作品其版權大多已屬公共領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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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任何人自由取用，因此能夠不斷的被重新翻譯、出版，這幾年較新

的文學作品因作者還有版權，出版社為了利益因素，多採用單一授權

的方式，因此不太會再出現像這樣單一作品被不同的人多次翻譯的情

形了。再且，這些被翻譯最多的文學作品同時為許多學校的指定閱讀

作品，另一方面也刺激了銷售量，使得出版量提高許多。 

（五）翻譯文學各分區分佈情形大不相同 

探討各地區翻譯文學作品、作者及翻譯者在各分區的情形，發現

各個分區當中，被翻譯最多的作品、作者及翻譯者分佈的情形不盡相

同，這三者之間未必有關，作品被翻譯較多的作者可能代表他的某 1

或 2 個作品相當受歡迎而多次出版、翻譯、印刷；亦或可能代表作者

著作數十或數百個作品，每一個作品都被翻譯出版，但每一個作品再

版再刷的次數不多。高生產力的翻譯者，大多集中在英語系的國家，

可能是英語為較普及的語言之故。 

（六）各國被翻譯最多次的文學作品 

地區分述當中，被翻譯作品數最多的前五個國家：美國、英國、

法國、德國及俄國各取被翻譯最多的前 3 多的作品，其餘地區則各取

被翻譯數最多 1 個作品。美國被翻譯最多的作品有：《小婦人》、《湯

姆歷險記》、《老人與海》及《湖濱散記》；英國被翻譯最多的作品分

別是：《傲慢與偏見》、《簡愛》、《羅密歐與茱麗葉》及《雙城記》；法

國被翻譯最多的作品有《小王子》、《基督山恩仇記》與《茶花女》；

德國被翻譯最多的文學作品有《少年維特的煩惱》、《茵夢湖》、《格林

童話》與《浮士德》；俄國被翻譯最多的文學作品分別是：《戰爭與和

平》、《罪與罰》、《復活》及《齊瓦哥醫生》。 

義大利及西班牙被翻譯最多的作品分別為《愛的教育》、《唐吉訶

德》；葡萄牙被翻譯最多的作品分別為：《馬亞一家》、《未知島傳說》

與《葡萄牙十四行詩集》；北歐被最多翻譯的作品分別是：《侏儒》、《牧



 

 184 

羊神》及《醜小鴨》；中歐被翻譯最多的作品分別為：《一位陌生女子

的來信》與《暴君焚城記》；東歐被翻譯最多的作品分別為《生命中

不能承受之輕》與《希臘神話》；美洲地區，紐、澳及大洋洲等地與

古代西方文學被翻譯最多的作品分別是《清秀佳人》、《刺鳥》及《伊

索寓言》；非洲地區被翻譯最多的作品為：《神聖的夜晚》與《埃及童

話》；現代西方文學被翻譯最多的作品為《西洋鬼故事》、《孤雛淚》

及《西洋幽默小品》。 

（七）各國被翻譯最多的作者 

各地區被翻譯最多的作者，重要的國家亦取被翻譯數量前三多的

作者，重要的作家如下：美國被翻譯最多的作者有：馬克吐溫、海明

威、傑克倫敦及傑克‧康菲爾德；英國被翻譯最多的作者有莎士比亞、

柯南道爾與克莉絲蒂；法國被翻譯最多的作者盧布朗、莫泊桑及大仲

馬；德國被翻譯最多的作者有：赫塞、歌德與格林兄弟；俄國被翻譯

最多的作者有：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及杜思妥也夫斯基。 

義大利、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被翻譯最多的作者分別為：亞米契

斯、塞萬提斯與喬賽‧薩拉馬戈；北歐地區被翻譯最多的作者為易卜

生與朵貝‧楊笙；中歐、東歐與美洲三個地區被翻譯最多的作者為迪

拉哈耶、昆德拉及蒙哥馬利；非洲地區被翻譯最多的作者為柯慈與郭

蒂瑪；紐、澳及大洋洲地區被翻譯最多的作者為馬佳露與皮特爾。古

代西方文學被翻譯最多的是伊索寓言；現代西方被翻譯最多的作者則

為菲莉西亞‧羅與瑞迪。 

（八）各國翻譯最多的翻譯者 

翻譯各國文學最多產的翻譯者，亦在重要的國家取翻譯最多作品

的翻譯者前 3 多，其餘則取最多的 1 名。翻譯美國文學最多產的翻譯

者有：劉恩惠、劉清彥與姚姮；翻譯英國文學最多產的翻譯者有梁實

秋、朱生豪、陳蒼多及張國禎；翻譯法國文學最多產的翻譯者有黎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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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惠鳳、諾貝爾文學獎全集編委會、琳蒂與顏湘如；翻譯德國文

學最多產的翻譯者有宣誠、劉興華、周學普、賴雅靜與蘇念秋；翻譯

俄國文學最多產的翻譯者有耿濟之、孟祥森、草嬰與邱慧璋。 

翻譯義大利文學最多的翻譯者為方素珍；翻譯西班牙文學最多的

翻譯者為范湲與張傑。翻譯葡萄牙文學最多的為秦於理、張寶生與韓

少功；翻譯中歐地區文學最多的翻譯者有沈櫻與洪翠娥。北歐、東歐

及美洲地區翻譯最多的翻譯者分別為鍾英彥、葉慧芳與李常傳。非洲

地區，翻譯紐、澳及大洋洲與古代西方文學最多的翻譯者分別為張君

玫、李秉儒與文心；翻譯現代西方文學最多的翻譯者為于庭及諾貝爾

文學獎全集編委會。 

 

二、歐美文學翻譯作品生產力定律驗證 

（一）被翻譯作者生產力及翻譯者生產力與洛卡定律均不相符 

台灣地區翻譯文學作者與翻譯者生產力均與洛卡定律不相

符，然而以書目單位計算作者生產力時，只發表一個作品的作者數

之觀察值為 63.07％與洛卡定律估計值 60.79％相當接近，且低生產

力的作者與洛卡定律的估計值亦相當接近，但被翻譯作品較多的作

者數量較為分散，因此整體作者生產力與洛卡定律不相符。 

翻譯者生產力若以包含重印本及新版為計算單位計算翻譯者

生產力時，僅發表一個作品的翻譯者佔總翻譯者的 60.56％，與洛

卡定律理論值的 60.79％相當的接近，且低生產力的翻譯者與與洛

卡定律的比例相當吻合，然而生產力較高的翻譯者亦呈現分散的現

象，導致整體的翻譯者生產力與洛卡定律不相符。 

整體來說，三種計算方式的分佈皆相當接近，低生產力作者、

翻譯者與定律預測值相當接近，然而中高生產力的作者較分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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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與洛卡定律不相符。 

三種計算方式與洛卡定律均不相符的原因，可能是因為洛卡原

始定律是以 CA（化學摘要）收錄的期刊文獻為研究對象，本研究

是以「圖書」（且為翻譯圖書）為研究對象，二種資料類型特性不

同，期刊文獻尤其是科技文獻產出數量較多，不若文學圖書的產出

較花時間，故產量較少，造成整體作品在產出量的分佈與期刊文獻

分佈上的差異。另一方面可以思考的是翻譯文學的出版與消費市場

及出版者的決策相關，因為歐洲許多高生產力作者的作品並無在台

灣出版，因此被翻譯者的生產力未必能代表原作者的生產力，雖以

書目單位計算作者生產力時，只發表一個作品的作者數之觀察值為

63.07％與洛卡定律估計值 60.79％相當接近，且低生產力的作者與

洛卡定律的估計值亦相當接近，但這可能只是一個湊巧的情形。 

（二）書目單位計算的低生產力作者比例與洛卡定律最為相近 

本研究的作者生產力與洛卡定律不相符，然而取被翻譯 20 種

作品以下的作者數與洛卡定律理論值相比較，竟發現洛卡定律的理

論值與以書目單位計算的低生產力作者觀測值相當的接近，差距都

在三個百分點以內，推測可能因為高生產力的作者數量不夠多，使

得檢測結果與定律不符合。 

（三）不含重印本計算的低生產力翻譯者與洛卡定律最為相近 

本研究的翻譯者生產力與洛卡定律不相符，取翻譯 20 種作品

以下的作者數與洛卡定律理論值相比較，竟發現洛卡定律的理論值

與以不含重印本及新版為計算方式的低生產力翻譯者觀測值相當

的相似，差距都在百分之一以內，推測亦可能是因為高生產力的翻

譯者數量不夠多，使得檢測結果與定律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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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翻譯文學作者與翻譯者的生產力與普萊斯平方根定律驗證不

相符 

普萊斯平方根定律在於整體作者人數的開平方，將貢獻整體作

品生產力的一半，本研究所檢測的結果均與普萊斯平方根定律不相

符，然而以三種計算方式的整體作者人數的開平方大約在貢獻整體

生產力的 33％至 40％；而三種計算方式的整體翻譯者人數的開平

方大約貢獻整體生產力的 24％至 31％。這些結果均低於普萊斯平

方根定律的 50％，顯示台灣地區翻譯文學高生產力的作者與翻譯

者無法涵蓋整體作者與翻譯者的半數生產力，且翻譯文學的高生產

力作者生產量大於高生產力翻譯者的生產量。因此推論文學作品多

為專書，與普萊斯平方根定律使用的單篇期刊文獻在量的部分有差

異，造成高生產力的作者或翻譯者數量未能如期刊文獻作者多，而

導致定律中高生產力的作者數未能產出 50％的文獻。 

（五）翻譯文學作者與翻譯者生產力與 80/20 定律驗證均不相符 

翻譯文學作者與翻譯者生產力均與 80/20 定律不相符，分別檢

視作者與翻譯者生產力的三種計算方式，其中以書目單位計算的作

者生產力檢測結果最接近 80/20 定律，大約是 76.58/20，而其餘的

作者生產力與翻譯者生產力皆為 70/30 左右。顯示翻譯文學 20％高

生產力作者與翻譯者大約生產 70％的作品。 

整體而言，三種定律的驗證，除了以書目單位計算被翻譯的作

者之 80/20 定律較為相符，其餘多數不相符合。除了上述所論及的

可能原因之外，值得關注的是，本研究是針對被翻譯的作者與翻譯

者進行生產力分析，此二種生產者雖也是生產力的代表者，但與洛

卡原始定律所指之期刊文獻作者之產出資料類型不同，或許造成本

研究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之差異，且被翻譯作者的作品產出未必與

其實際產出相符，因為出版涉及了出版商喜好及市場因素。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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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斯平方根定律與 80/20 定律是不受此條件限制，其均可應用於

各種生產力的分佈研究，雖然如此，本研究結果仍然無法求得完美

的對應。因此，亦顯示了作者的生產力與翻譯者生產力兩者間並無

直接相關的關係，作者的生產力並不適用於翻譯者的生產力，於本

研究的假設並不符合。 

推測可能與本研究為人文藝術領域的生產力研究，在作者或翻

譯者的生產力方面，向來就比自然科學領域的作者生產力來得低，

且本研究為書籍文獻，通常篇幅較大，在構思、出版的過程較為長

久，且在出版的過程中需經過經紀人、代理商、版權限制等問題，

加上有市場、行銷等機制的控制，與其他領域的作者生產力多採用

期刊文獻，其刊出的關卡僅有專家及同儕評閱審核機制，通過即可

刊出，本研究的圖書文獻在刊出時的考量及不確定的因素即比期刊

文獻多多了。加上本研究為翻譯文學作品，除了當地出版界、市場

等的考量，被翻譯到中文的時候，亦需要再次考量市場、出版社、

翻譯者、行銷及版權等問題，除了以上這些考量，這些翻譯文學亦

需圖書館所收藏並登錄到 NBINet 聯合目錄，這些種種不確定的因

素，可能都是造成本研究被翻譯者及翻譯者生產力偏低的原因。 

 

 

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進行過程中的發現與分析結果，提出下列建議以提

供圖書資訊服務界與相關研究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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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資料庫製作與管理者之建議 

（一）資料庫精確度有待提升 

書目資料庫乃是書目計量學研究重要的取樣來源之一，樣本的精

確程度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重大。本研究在進行資料蒐集分析時發現，

各圖書館對書目的著錄編碼不一致、欄位錯誤，或者異體字、通同字、

錯別字的情形時常出現，例如：啟與啓、台跟臺等字雖然互通，但交

互使用，都會影響資料的判讀，造成重複計算的情形；此外，分類法

已區分作者國家與地區，但圖書館著錄時作者的國別或地區的選定常

常不夠精確，使得作者被劃分到錯誤的國別或地區，若資料來源錯誤

比率過高的話，將造成研究者的困擾。另一方面，書目資料建檔的錯

誤，亦使得讀者難以查檢，影響讀者使用的權利，同時也會造成圖書

館對書目管裡的不便。 

（二）加強權威控制 

書目資料庫的另一大問題是權威控制不佳，除了一般常見的外國

作者譯名的姓或名何者排在前之外，不同的譯名也是一大問題，例

如：狄更司亦被翻為狄更斯、迭更斯；杜斯妥也夫斯基亦被翻為陀斯

妥也夫斯基等。甚至出版社的簡稱都有不同的著錄方式，這些都會影

響書目資料的精確擷取，增加查核比對的困難。因此建議各圖書館書

目建檔時應力求精確，並確實做好權威控制，以確保資料庫的品質管

制。 

（三）提供書目研究之用途 

NBINet 主要功能提供聯合目錄之建立及讀者圖書查詢，以作為

書目公用中心，其建置是由各館自行分編建檔上傳，集合國內眾多圖

書館之力建構而成。然而，這麼龐大的資源僅供圖書資料的查詢及下

載，實在有些可惜，建議可以增加複合功能，例如：讀者可於書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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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同儕評閱書寫心得、查閱排行榜等，甚至如 WOS 資料庫製作完

善的書目評鑑與查詢功能，如此一來才能成為不被淘汰，與時俱進的

聯合書目資料庫。 

二、對相關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之各項研究結果，可作為出版界或圖書資訊服務界之參

考，例如：出版內容可作為出版界對翻譯文學圖書出版的參考，瞭解

整個出版界的現況與未來趨勢；或提供圖書館翻譯文學圖書館藏建立

與書目分析之用；亦可做為翻譯文學參考書目，舉辦閱讀活動之用。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受時間與人力限制，僅能就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收錄的 800 類號外國語言文學書目資料為研究範圍，分

析其內容、文獻分佈及作者、翻譯者生產力等各要項。但研究中仍有

不足之處，列出以下幾點作為後續研究之參考。 

一、研究範圍及對象之擴大 

因為受到人力及時間之影響，僅以 NBINet 收錄的歐美外國語言

文學為資料來源，未來研究可以擴大研究之範圍，補充亞洲地區翻譯

文學作品，使台灣地區世界翻譯文學作品的研究結果更完整，尤其台

灣曾為日本殖民地，加上近年日、韓流行文化的影響，日韓等國的翻

譯文學對台灣地區的影響可能更鉅。又或者更進一步將研究範圍擴大

為大中華地區，可觀察華語與其他世界語言文學作品間的關係。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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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研究對象更改為中國文學作品，使用書目計量學的方式研究中國

文學作品的特性。 

二、研究範圍縮小 

本研究的範圍較大，年代分度較廣，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版權概

念、出版行銷等方式已經大不相同。本研究所得結果，被大量翻譯的

作品或作者大多為已無版權的公共領域作品，任何人皆能取得翻譯，

因此近年來較暢銷的作品反而不見突出。故建議可以將年代切割得較

少，取最近 2 到 3 年出版的翻譯文學作品進行研究，因為版權意識的

提高，同一作品被大量翻譯的情形會比較少，或許更能看出現今的翻

譯文學作品的趨勢。 

三、不同層次之特性分析 

本研究僅就「書目單位」、「包含重印本」及「不含重印本及新版」

三種不同的計算方式，探討台灣地區歐美翻譯文學作者與翻譯者的生

產力定律驗證，未來研究則可進一步剖析各國或各地區作者與翻譯者

生產力之特色分析、定律驗證等情形，藉此凸顯各地區的作者或翻譯

者生產力驗證，亦或可針對高生產力之作者或翻譯者，進行作品內容

剖析與生產力分析，可進一步瞭解文學領域作者生產力的特色。 

四、其他書目計量學之研究 

本研究進行之書目計量學主要以洛卡定律為主，因此，未來研究

可以針對書目計量學中其他重要的研究範疇，加以進行研究，例如：

引文分析、文獻老化等。利用書目計量學之其他研究方法配合基本定

律，可以更深入的了解該領域之文獻，以期更完善掌握該學科領域之

特性。例如：探討哪些學門引用了這些外國文學，以進一步了解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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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力。 

五、進一步進行質性相關研究 

本研究為量化的研究，未來研究可針對質性上進行翻譯文學的研

究。例如：這些翻譯文學的引文狀況與世界上的引文使用情形是否相

似？又或者這些翻譯文學在圖書館中的使用情形為何？甚至可進行

高中生對翻譯文學的閱讀研究、外文系大學生對翻譯文學閱讀的研究

等。 

六、各變項進一步的探討 

本研究因人力與時間限制，無法將研究結果一一進行書目計量學

各研究方法之驗證分析，僅就作者與翻譯者兩方面進行驗證，因此在

未來研究建議可針對出版者、出版語言等變數進行更深入之探討，以

期更透徹地解釋台灣地區翻譯文學之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