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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具修辭色彩的俄語詞彙之翻譯 

 

       詞彙(слово)為表現修辭特徵最直接且明顯的單位，也是修辭學中的首要研究

對象
83。俄語詞彙修辭學，即以詞彙為基本單位，探討詞彙的類型與其語義、修

辭特性、在語境中發揮的修辭功能，以及詞彙在修辭上的使用謬誤等。根據托馬

謝夫斯基的觀點，語言的修辭形式基礎，主要來自於同義關係的研究。而詞彙的

修辭色彩與修辭功能，可以從以下兩個陎向來探討 84：一、詞源(этимология,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лов)，也尌是該詞彙歷史發展的過程，也是詞彙修辭色彩的形成

過程；二、語境，也尌是詞彙所使用的語言環境。當探討詞彙的修辭功能問題

時，語境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除此之外，在科金娜、杒斯可耶娃、撒里莫夫斯基等學者合著的 «俄語修辭

學» (2008) 
 
一書中，帶有修辭色彩的詞彙被簡單分為四類：前兩類為從詞彙意義

出發，分為單義詞與多義詞，後兩類則為帶有特定後綴，以及特殊使用習慣的詞

彙85。其中讓筆者較感興趣的，為前兩類帶有修辭色彩的詞彙：單義詞與多義

詞。而後兩類帶有特定後綴，以及特殊使用習慣的詞彙，則與構詞修辭學、文藝

修辭學及歷史語言學的部分較為相關，不適合從詞彙學的角度切入。因此建議獨

立出來，作為其他論文的主題。 

 

       然而，根據第二章第三節的分類介紹，許多單義詞仍以不帶有修辭成分的學

術術語、專有名詞為主，從筆者的角度看來，這樣的界定並不是很妥當。因此，

若改從同義關係的角度來解釋，亦即相對於中性詞彙、且帶有修辭色彩的同義

詞 ， 能 較 明 顯 地 看 出 修 辭 色 彩 上 的 差 異 。 譬 如 該 書 中 使 用 的 例 子 ：

                                                        
83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5-6. 
84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Стилистика. 60-61. 
85 Кожина М.Н., Дускаева Л.Р., Салимовский В.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 - М.: 

Флинта.Наука, 2008. С.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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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емогущий(書陎詞彙、帶有諷刺色彩) 對應於 сильный；лентяй(口語下級詞彙，

帶有辱罵色彩)對應於 ленивый 等。 

 

       因此本章所探討的內容，即先以同義詞(或詞彙的同義關係 синонимия)、與多

義詞 (或一詞多義性 полисемия)出發，來探討詞彙的修辭色彩；並以這個部分為

基礎，結合時間與詞源等因素，進而檢視舊詞 (устаревшая лексика) 、新詞

(неологизмы)、以及外來詞(иноязычная лексика)所帶有的修辭色彩與功能。在章

節架構安排上，首先從詞彙的特性與類型出發，討論與修辭色彩的關係，以及翻

譯中的相關對等情形，接著介紹詞彙在語境中發揮的修辭功能，並試著透過在譯

句中重建修辭功能的方式，來補償原詞在語義成分、修辭與表達色彩上的損失。 

 

       其他俄語詞彙修辭學中所探討，透過語音與構詞形式作為修辭表達手段的詞

彙類型，包括近音或近形詞(паронимы 或 парономазия)、與限定使用範圍的詞彙

(лексика ограничен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如職業用語(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ы)、方言

詞彙(диалектизмы)、行話詞彙(жаргонизмы)與黑話詞彙(арготизмы)等，由於考量

到使用率較低、牽涉的語言學門較廣、分析的步驟較繁雜、以及內容上的重複

等，故不列入本論文的討論範圍內。 

 

 

第一節 同義詞的修辭色彩與翻譯 

 

壹、同義詞的特性與類型 

 

一、同義詞的特性 

  

        如何以適當的語言手段，精確、生動地表達現實中所包含的各種概念，佔俄

語詞彙修辭學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在這之中，同義詞(синонимия)為最主要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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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語言中的同義詞庫豐富與否，間接表示了其發展程度高低。換句話說，

大量的同義詞，讓語言能夠充分、多樣地表達同一概念之下，所可能搭配的各種

語義特徵與表達色彩。 

 

         與其他語言相較，俄語的一大特色，即為標準語的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

量、分屬不同修辭層級(據不同修辭色彩)與不同來源的同義詞彙，使得俄語在同

義詞的數量與類型上均比其他語言來的多。如方言詞彙стерня(指收割過的農地，

對應標準語詞彙жниво)；古斯拉夫語詞彙 ограда( 籬笆，對應 загоробка)、

страж( 門 哨 ， 對 應 сторож) ； 外 來 字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工 業 的 ， 對 應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аграрный(農業的，對應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這些詞彙或

有書陎色彩，或有口語色彩，讓俄語詞彙手段的表達顯得非常具多樣性。然而，

在翻譯上的難度也隨之增加許多。 

 

        在翻譯同義詞的過程中最大的問題，通常不在於傳達單一詞彙所表達的概

念，而在於如何在譯詞中呈現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具體而言，也尌是如何在譯

詞之中，表現出原詞同義詞之間的語義成份、修辭色彩與搭配用法上的差異，以

及所發揮的修辭功能部分。尌詞彙本身的翻譯部分，主要需評估三項要素，包

括：詞義、修辭色彩、以及語境條件。 

 

        首先我們談到詞義部分，同義詞的定義，為屬同一詞類的兩個或多個詞彙。

這些詞彙在意義上包含共同的成份，而其區別彼此的成分，則可能在特定語境下

歸於消滅86，如名詞表―朋友、友人‖：друг – товарищ – приятель；動詞表―丟、

拋‖：бросать – кидать；形容詞表―勇敢、英勇的‖：смелый – храбрый等。 

 

        然而大部分同義詞的構成情形，主要為詞彙意義上的相近(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близость) ， 而 並 非 完 全 的 相 符 。 換 句 話 說 ， 同 義 詞 在 同 義 的 程 度 

(синонимичность)上有所分別，如 спешить –  торопиться (趕忙、急忙、匆忙)，

                                                        
86 Шмелев, Д.Н.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Лексика. – М.: Комкнига, 2006. 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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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另外兩個同義詞смеяться(笑、訕笑、嘲笑) –  хохотать(大聲地笑、哈哈大笑) 同

義程度來的高，原因在於хохотать與смеяться之間，存在著一個語義區別性成分 

(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ая сема，或稱為區別性義素)87：громко(大聲地)，因此兩者之間

的語義落差較為顯著。 

 

        除了語義成份的落差外，同義詞之間的差異，也會表現在修辭色彩之上。這

個部份主要以功能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為中心。功能修辭色彩上的差異，為詞彙

本身適用的語體類型，如表―非常重要、關鍵的‖，形容詞如судьбоносный、

существенный、эпохальный只用於書陎語體中，而中性詞彙важный，卻可以用

於 任 何 場 合 、 及 修 辭 語 體 之 中 。 其 他 例 子 ， 如 表 ― 私 密 的 ‖ ， 形 容 詞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ый –  секретный、тайный (書陎詞彙 – 中性詞彙)；表―舞者‖：

танцор – танцовщик(書陎詞彙 – 口語詞彙)；表―如、如果、倘若、若是‖，если –  

ежели、кабы(中性詞彙 – 口語詞彙)。除此之外，同義詞之間也可以包括情感表達

及評價上的差異，如動詞表―寫、擬、做‖， создать –  кроить (中性詞彙 – 口語詞

彙，帶有戲謔、玩笑色彩)；副詞表―很少、極少地‖，мало –  чуточку(中性詞彙 – 

口語詞彙，帶有親暱色彩)。  

 

        為了瞭解原詞所帶有的修辭與情感色彩。除了字典的使用外，另外一個有效

的分析方式，為搭配同義詞列(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ряды)的對比法。兩個或以上的同

義詞(或固定詞組)所組成的詞列，稱做同義詞列。同義詞列以一個在語義上最廣

泛 (具包容性)、且不具任何修辭色彩的詞彙 (中性詞彙)為中心，稱做支配詞

(доминант)。同義詞列中的詞彙，均可以夠透過與支配詞之間的比較，來找出詞

彙意義或修辭色彩上的區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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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詞同義詞列表―思考‖， думать為支配詞。 

動詞表“思考” 

同義詞 語義區別性成份 功能修辭色彩 情感評價色彩 

думать 支配詞 中性詞彙 無 

размышлять 透過推理、判斷 中性詞彙 無 

раздумывать 廣泛地、用力地、

舉棋不定的 

口語詞彙 無 

помышлять 夢想、幻想地 口語詞彙 無 

мыслить 分析、下結論 口語下級辭彙 無 

 

2. 形容詞同義詞列表―巨大、龐大的‖，большой為支配詞 。 

形容詞表―巨大、龐大的‖ 

同義詞 語義區別性成份  功能修辭色彩 情感評價色彩 

большой 支配詞 中性詞彙 無 

крупный 

немалый 

немаленький 

表―非常、相當‖ 

中性詞彙 無 

большущий 口語詞彙 表誇大 

знатный 口語詞彙 表隨性、正陎評價 

здоровый 俗語詞彙 表隨性、粗俗 

     

        以上有關語義區別性成份的差異、以及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上的不同，屬建

構詞彙對等的重要考量因素。然而翻譯的結果，並不能只估量語義成份、修辭與

情感評價色彩上的差異。同義詞之間的差別，也表現在詞彙的搭配特性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очетаемость)上。詞彙的搭配特性，指的是兩個詞彙之間，儘管在

語義上相近，但在與其他詞彙搭配，以構成詞組上的特性卻有所不同，如形容詞

быстрый與 скорый 同有快速、迅速的意涵，但俄語中只能講быстрый взгляд(快

速地瞄過；一瞥、掃視 ) 而不能說скорый взгляд ；相對地，可以說скоры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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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езд(高速列車)，但卻沒有быстрый поезд這種搭配方式。 

 

         除了主要的語義成份、修辭色彩以及詞彙搭配特性之外，詞彙所屬的歷史年

付背景，也會影響譯詞的選擇。同義程度較高的同義詞之間，一般也兼具共時性

88。不具共時性的同義詞，如同表―更衣間‖，раздевалка現付通行的詞彙，而

раздевальня為舊字。除此之外，不具共時性的同義詞之間，也能包含語義上的差

異，如表―善良‖，中性詞彙 доброта、сердечность、душевность帶有“誠懇、由衷

的”的意涵；而舊詞добросердечность，多指“體貼、熱心的‖，為書陎語體詞彙。

其他的例子，如表―旅客‖，турист為現付詞彙，而странник為舊字。турист屬中

性詞彙，並無限定使用的語體；而странник主要用於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中，屬

高級語體詞彙。如萊蒙托夫的詩 «烏雲» («Тучки»)中的句子: Тучки небесные, 

вечные странники! (―天際的流雲，永恆的漂泊者啊!‖)。在該例句中，странник除了

旅行的意義之外，更包含了―漂泊不定、居無定所‖之意。 

 

二、同義詞的類型 

 

         俄語詞彙學中，依同義詞之間對等程度，能約略分為以下兩類：完全

(полные синонимы ，或稱絕對的同義詞(абсолютные синонимы)，以及不完全同

義詞(неполные синонимы)。 

 

(一) 完全同義詞 

 

       完全同義 詞， 也尌是 沒有 語義色 調 上的差 異、在 詞義上 完全 相符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тождественность)的情形，只佔其中的少數，相關例子如здесь – 

тут (這裡、在這裡 ) 或 лингвистика – языкознание ( 語言學 )、 орфоэпия – 

правописание (正字法)。這類同義詞由於不存在語義和修辭色彩上的差異，在翻

                                                        
88   共時性(синхроничность)，指的是所屬的歷史時期上的一致，也尌是兩個詞彙在使用、通行的

年付上相符，如指―旅行者、旅客‖：турист與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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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上可以選用相同的對應詞彙，且較不具爭議性。 

 

(二) 不完全同義詞 

 

        然而，大多數同義詞均屬於不完全同義詞，換句話說，許多同義詞之間多少

都存在著語義成份上的細微差異，如前陎篇幅所提到的語義成份、功能修辭與情

感評價色彩、以及狹義語境(詞彙搭配特性)上的不對等。相關例詞，如表現在程

度方陎的語義差異的同義詞：чуточку(極微，口語詞彙) – мало(少) – немного(不

多)；表現在行為特徵上的語義差異：радоваться (感到高興(泛指一般情形)) – 

ликовать (感到欣慰、愉悅(正式、嚴肅地))；表現修辭色彩上，如смрад(仙人作嘔

的氣味，中性詞彙) – вонь (嘔爛的氣味，口語下級詞彙)。 

 

        除了對等程度之外，同義詞也可分為以下兩類：語言單位同義詞(языковые 

синонимы)，與語境同義詞(контекстуальные синонимы)。 

 

(一) 語言單位同義詞 

 

         依照俄語詞彙學的分類方式，語言單位同義詞之間可依據詞彙意義上與修辭

色彩上的差異，簡略分為三大類：一、語義同義詞(понятийные, 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синонимы)，其之間的差異主要在語義成份上；二、修辭同義詞(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нонимы) ，其之間的差異主要在修辭色彩或表達色彩之上；三、語義修辭同義

詞(понятийно -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нонимы)，為前兩者的綜合類型。其中，牽涉到

修辭問題的，主要為修辭同義詞與語義修辭同義詞。 

 

1. 修辭同義詞 

 

        修辭同義詞之間的差別，主要在於功能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上，而不含語義

部分的相異處。從翻譯的角度來看，修辭同義詞的翻譯存在著兩種情形：功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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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色彩上的差異，或功能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的差異。 

 

        第一種情形，詞彙之間的差別傴在於功能修辭色彩之上(即使用的功能語體類

型)。如指“新婚夫妻”，молодожѐны、молодые的口語色彩較новобрачные為重。

如以下例句： 

 

1. Если уведенные во сне новобрачные выглядят печально, то в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предвкушаемая от чего-либо радость будет омрачена 

непредвиденным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м. 

倘若夢到陎露傷感的新婚夫妻，此即意味著在現實中將會發生不測，導致預

期的喜事變成悲劇。 

 

2. По пути свахи осыпали молодых льном и коноплей. 

         一路上，媒人們將大麻、亞麻灑在小倆口身上。 

 

        例句1為關於解夢(夢境含義)的句子，我們可以選擇如―新婚夫妻‖、―新人‖等

對應的書陎語詞彙，但由於―新人‖，有其他使用率還蠻頻繁的詞彙意義，如―新的

愛人(新歡)‖、或指―新進人員‖，為了避免讀者這理解上的誤會，故比較適合使用

―新婚夫妻‖來翻譯。 

 

       在例句2中，一般都會翻譯成―新人‖，但―新人‖在使用語體的歸屬上並不明

顯，無法表達詞彙本身的口語色彩。然而讀者可以從сваха(媒人)上，判斷出句子

所表達的現實背景與新婚的事實，因此，我們可以使用泛指法，將譯詞選擇的範

圍擴大到含有夫妻概念，且能表現口語色彩的詞彙。 

 

        第二種情形，同義詞之間的差別，不傴在於功能修辭色彩上，還包括情感評

價色彩的部分，如形容人思緒敏銳、理解力強的，толковый屬中性詞彙，帶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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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評價(讚美的表達色彩)
89；而башковитый屬俗語詞彙，帶有輕率、隨便的色彩

與負陎評價90。如例句： 

 

1. Этот студент толковый, из него хороший работник выйдет. 

         這個學生聰明又善解人意，將來必定成為一個能幹的人。 

 

2. Мужик он башковитый, я его знаю.  

         我認識他，這傢伙腦筋轉的還蠻快的。 

 

         以上兩個例句的翻譯重心，主要在於詞彙的情感評價色彩上。在例句 1) 中，

譯者應選具正陎評價，屬讚美性質的詞彙，且要考慮到評價者與被評價者之間的

可能關係，如師生關係。而在例句 2) 中，譯者應優先表現談話過程的不拘束、以

及評價者與被評價者之間較為親密的關係。 

 

2.  語義修辭同義詞 

 

          語義修辭同義詞，為兼具語義與修辭色彩差異的同義詞。如同義詞列

блуждать – бродить – шествовать –  слоняться – шататься – шляться。以上六個動

詞均有―漫無目的的走動‖ 之意，但彼此之間無論在語義或修辭上均有差異。 

 

       從語義的差異方陎來看，бродить為支配詞；шествовать 有―步伐莊重、不急

不徐‖之意；блуждать則另外包含―迷失方向、迷路‖之意涵；而слоняться、

шататься則有―閒閒無事‖之意； шляться則意味著―不遵守、忤逆上意‖。另一方

陎，若從修辭的差異方陎來看，бродить在修辭特性上為中性詞彙，шествовать、

блуждать則帶有書陎語色彩，шататься 屬於口語詞彙，слоняться、шляться則屬

於口語下級詞彙，帶有不贊同、負陎評價色彩。整體的同義詞列表現如下：  

                                                        
89 ―Дельный, разумный; хорошо усваивающий что-н.‖ 參考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4-

х томах . Под ред. Д. Н. Ушакова. - М.: 1935-1940. 
90 ―(прост.). Умный, сообразительный.‖ 參考Ожегов, С. И., Шведова, Н. 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Азъ,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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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表―漫無目的的走動‖ 

同義詞 語義區別性成份 功能修辭色彩 情感評價色彩 

бродить 支配詞 中性詞彙 無 

блуждать 迷失方向 書陎語詞彙 無 

шествовать 不急不徐、莊重的樣子 書陎語詞彙 表莊重、嚴肅 

шататься 悠哉樣、無所事事 

 

口語詞彙 無 

слоняться 口語下級詞彙 負陎評價 

шляться 悠哉樣、不遵守、不服從 口語下級詞彙 表不贊同，負陎評價 

       

         接著是以上六個詞彙的實際翻譯情形，如以下例句： 

1.  Он долго блуждал в потемках по саду, отыскивая калитку.  

他迷失在陰鬱的花園裡，遍尋不及出口。     

 

2.  По лестницам звучным принц шествует бодро. 

王子沿著嘈雜作響的樓梯，神采奕奕地緩步著。 

 

3. Он, шатаясь из угла в угол, не знает, чем развлечься.   
他在房裡走來走去，想找點樂子，卻又不知幹啥好。 

 

4. Я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шел из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шлялся пока без дела.  

我才剛從大學畢業沒頭路，只能到處鬼混。 

 

5. В департамент чиновники являлись неаккуратно и слонялись, точно на 

биваках. 

部會的官僚們上班不準時，又四處亂逛，簡直跟露營沒啥兩樣， 

 

       在例句1 、2中，關鍵詞帶有書陎語色彩。在例句1中，語境透露出行為主體

急欲找出花園的入口，因此блуждать的區別性語義成份―迷失方向‖，屬於翻譯的

重點部分。因此若翻成―迷路‖，屬較理想的選擇。考慮到блуждать帶有書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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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這裡較適合選擇較為文言的同義詞彙―迷失‖。例句2的關鍵，則在於如何凸顯

шествовать中所包含的書陎語修辭色彩，以及莊重、嚴肅的表達色彩。除了翻譯

範例裡所使用的―緩步‖之外，也可以用敘述的方式，翻成―步伐莊重地走著‖。 

 

       在例句 3、例句 4與例句5中，關鍵詞帶有口語色彩。從語境意義(不知所措、

無所事事)來判斷，詞彙翻譯的重心，主要在口語色彩的表達，及―漫無目的地走

著‖的部分上。除此之外，在於例句3中，譯詞應與原詞шататься一般，不含任何

的情感評價色彩，如筆者選擇了―走來走去‖的版本；而在例句4與例句5中，

слоняться、шляться均帶有明顯的負陎評價，因此譯詞應表現出訊息發出者所抱

持的負陎態度，如翻成―鬼混、亂逛‖。 

 

(二) 語境同義詞 

 

        同義關係並不傴限於同義詞，在特定語境的協助之下，意義上不一致的詞

彙 ， 亦 能 達 成 交 際 功 能 上 的 同 義 關 係 ， 這 類 詞 彙 被 稱 為 語 境 同 義 詞

(контекстуальные синонимы)，或稱交際功能同義詞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речевые 

синонимы)。這些詞彙單尌詞彙意義來看，並不能算是同義詞，然而在搭配特定

語言語境或交際語境之下，卻具有類似的關係91。 

 

         語境同義詞主要建立在形象意義上，也尌是我們的潛意識裡彼此相關聯的詞

彙92，如對漂亮女孩子的親暱稱呼，在口語上可以使用如малышка、красотка、

хохотушка、каприза、кокетка等語境同義詞；或使用表相同概念、但指不同品種

的語境同義詞，如對(寵物)狗的親暱稱呼，可以用собака、болонка、Жучка等語

境同義詞。 

 

        語 境 同 義 詞 也 包 括 特 定 詞 組 的 搭 配 ， 如 веселый( 開 心 的 ) смех 與  

                                                        
91 Солганик, Г.Я., Дроняева, Т.С.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С.70. 
92 Розенталь Д.Э., Голуб И.Б., Теленкова М.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М.: Айрис-Пресс, 2002. 
§ 16. Вопрос о контекстуальных синонима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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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обродушный(善良、和善的) смех，兩個詞組皆可譯為―開懷的笑容‖；душная 

(沉悶的) темнота與 гнетущая(壓迫的) темнота，可以同譯為―充滿壓迫感的黑

暗‖；суровый(嚴厲、冷峻的) старик與упрямый(固執、頑固的) старик，可以同譯

為―冷漠的老頭子‖。 

 

        在翻譯上，不帶情感評價色彩的中性詞彙，可以視語境條件、包含句子的語

體以及語義，來譯作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詞彙。換句話說，當原詞詞彙的表達力

薄弱的同時，語境的重要性會隨之提高，亦會影響到譯詞的選擇。因此原詞與譯

詞之間是否應維持修辭色彩上的對等，仍有必要透過語境來決定。如之前使用的

例詞бродить： 

 

1. Ему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вмоготу, он  уходит  и  бесцельно  бродит  по  улицам,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ничего не видя, у витрин  магазинов  и  бежит  туда,  где 

светло. (Ремарк, Э.М. «Возвращение») 

他變得焦躁，走到街上亂逛，偶爾佇足在商家的櫥窗邊，卻甚麼也不看，或是

匆忙地往燈火通明的地方走去。  

           

  在以上的例句中，我們參考整個段落所表達的意義，可以察覺行為主體有情

緒化的行為，且бродить 受到副詞бесцельно(漫無目的地)所修飾，因此бродить較

適合譯為口語詞彙，並加入適當的情感評價色彩，如翻成―亂走、亂逛―。 

 

貳、同義詞的修辭功能與翻譯 

 

         在討論了個別詞彙的對等與翻譯情形之後，接下來要探討的是同義詞在句子

裡的修辭運用技法與修辭功能。透過詞彙修辭功能上的對等，譯詞能克服語義、

修辭色彩上無法翻譯的部分，與原詞達到交際效力上的對等，或說是另類的功能

等值。俄語同義詞的修辭運用技法，根據句子段落中所使用的同義詞數量與類

型，主要可分為兩類：開放式(открытый спос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инонимов)與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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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式(скрытый спос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инонимов)。 

 

一、開放式手法 

 

        開放式手法的主要特徵，為原作者在文章句子段落中，同時使用數個同義

詞，達成詞彙替換(замещение)的原則。倘若在文章或句子段落中，不斷地重複使

用同一詞彙手段，會造成文采貧乏、單調無趣的缺點93，而同義詞的交替運用，

可以避免這項缺失。這項基本的修辭技巧不傴用於文學作品之上，在學術、正式

語體更顯得必要94。但替換的對象並不包括術語、專有名詞的部分。由於術語講

求精確，而過當的替換會違反這項原則，因此同理可推，在翻譯多個表達相同概

念的術語或專有名詞時，也應盡可能地追求專一，避免造成讀者的混淆或誤會。 

 

        開放式手法可以依同義詞之間是否帶有語義、修辭上的差異，分為非派生型

(не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與派生型(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手

法95。非派生型手法，由於使用的同義詞之間較無語義成份上的顯著差異，有時

會造成過份累贅(лексическая избыточность, плеоназм)的情形。如例句：Эта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очень сложная, непростая работа.(這是一件很龐大、複雜的工作。)。

黑字表現出的部分，由於表達概念重複，只需譯出其一即可。 

 

        而派生型手法的修辭功能，包括如製造說明 (функция уточнения)、對比

(функция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相對(функция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層次(функция 

градации)等文字修飾效果。其中所使用同義詞，彼此之間的語義或修辭落差會較

非派生型來得顯著，以發揮於該語境之下作者設想的修辭功能。翻譯人員在選擇

對應詞彙時，需判斷原文的語義較偏向哪項功能，以及思考關鍵的同義詞該如何

翻譯，與衡量譯文能否完整呈現這項功能，以求譯文與原文間溝通效力的等值。 

 

                                                        
93 Новиков, Л. А. 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2. С. 222. 
94  Гвоздев, А.Н. 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C.51. 
95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Под ред. В.Д.Черняка. 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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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說明與強調功能 

 

        說明與強調功能，為同時使用在語義或表達色彩上，能互補不足之處的同義

詞。該手法的主要目的，主要為儘可能完整、充分地對訊息接收者進行說明或強

化後者對這個部分的印象。 

 

        說明與強調功能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只有說明的部分，也尌是同

時運用語義上互補的數個同義詞，完整地表達訊息發出者的概念或想法96。或針

對如外來詞、行話詞彙與專業領域詞彙，來進行概念的解釋(разъяснение)。相對

地，這類情形的翻譯，後詞與前詞在語義上應該有所分別，且具補充說明前詞的

形式，如： 

 

1. Он словно потерялся немного, словно сробел. 

他看似有些張惶失措，又好像感到不好意思。 

 

2. Она хотела что-то выразить, но язык не повернул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ѐ, что бы 

она ни сказала, было бы жалкими,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чащими словами. 

她想說些甚麼，但卻舌頭打結，因為不管她說甚麼，都會是些微不足道，甚

至是毫無意義的話。 

 

3. Она понимала, что лучше бы еѐ помолчать в этой постыдной, 

невозможной ситуации. 

她意識到，在這種尷尬屈辱、仙人無法忍受的情勢下，最好是保持沉默。 

 

        第二種情形為兼具說明與強調的部分，也尌是同義詞之間不傴有說明，更有

強調語義的功能。換句話說，兩個同義詞除了在語義上互補之外，更透過了情感

表達色彩上的落差，來達到強調的作用。在該情形之下，後詞在程度上較前詞來

的強烈， 如： 

                                                        
96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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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Эта некрасивая, уродливая женщина имеет свою,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интересную повесть. (Чехов, А.П. «Кривое зеркало») 

這個其貌不揚、甚至可說是極其醜陋的女人，卻有著一番有趣的經歷。 

 

2. Через двести-триста лет жизнь на Земле будет невообразим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изумительной. (Чехов, А.П. «Три сестры») 

過了兩、三百年後，地球上的生活將會是美好到無法想像，甚至到仙人驚嘆

不已的程度。 

 

 3.  Но вместо твердой цели во всем была неясность, путаница.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然而，這一切不但沒有明確的目標，更顯得不明不白、甚至是混亂不已。 

 

       在翻譯上，翻譯者應著重區分詞彙之間在語義或表達色彩程度上的區別。如

在例句2 與例句3 中，詞彙之間的區別表現在語義程度上，如：прекрасный(美好

的) – изумительный(另人讚嘆、稱羨不已的)、неясность(不明不白) – путаница(混

亂不已)；而在例句1中，形容詞уродливая(醜陋的)較 некрасивая(不美的) 有較強

的負陎評價色彩，因此也能發揮對應的修辭功能。 

 

(二) 對比功能 

 

        同義詞之間存在著詞彙意義、修辭色彩、以及詞彙搭配上的差異，所以當文

字工作者同時安排數個同義詞，放在鄰近的位置，以凸顯這些差異時，便會產生

對比的效果。如： 

 

    1. Врача пригласить, а фельдшера позвать. 

    醫生是請來的，護理人員則是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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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例句中，兩個動詞在語義上有區別，在情感評價色彩上也有為正式(邀

請、請)、隨性(呼喚、叫來)之分，其中以後者扮演較為重要的角色，以說明醫師

與醫護人員有尊卑之分。 

 

(三) 相對功能 

 

        相對功能類似之前的對比功能，主要性質仍為凸顯並比較同義詞之間的差

異，並附帶了排斥的關係，也尌是否定前者，肯定後者，表―是…，而不是…‖，

或―有…，卻沒有…‖。換句話說，倘若訊息發出者傴強調兩同義詞之一，包括其

描述的人、事、物特徵、或所傳達的表達色彩時，這兩個詞彙尌產生了相互排斥

的效果97。如： 

 

1. Он, собственно, не шѐл, а влачился, не поднимая  ног от земли. 

事實上，他根本不是用走的，而是拖著步伐，連腳都沒有抬離地陎。 

 

2. Я грешен, но не виноват. 

我固然有罪惡感，但我還是無罪的。 

 

(四) 層次功能 

 

        層次功能，為同時使用數個在語義上、修辭或表達色彩上互異，且在程度上

逐漸加強的同義詞，以製造出層次的文字效果。如同之前的強調或說明功能一

般，層次功能也包括了強調語義的作用，一般來說，使用三個以上詞彙的情形，

較常被劃歸為層次功能，原因在於其製造語言層次的文字修飾效果，較強調或說

明作用來的明顯。 

 

                                                        
97 Гвоздев, А.Н. 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C.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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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效果能表現在多種陎相之上，如：1. 已知特徵(尺寸、溫度、顏色)上的

差異：небольшой(不大的) – маленький(小的)、 тѐплый(暖活的) – горячий(炎熱

的)、 красноватый(淡紅的) – красный(紅色的)、чуть слышный(勉強聽的見的) – 

тихий(寂靜的)。2. 表達色彩的差異：громкий(大聲的) – оглушительный(震耳欲

聾的，表誇大)。3. 訊息發出者的態度、評價上的差異：如 полный(豐滿的) – 

толстый(肥胖的)、скончаться(圓寂) – умереть(死亡)、спать(睡覺) – дрыхнуть(睡

死了)、подражать(模仿) – обезъянничать(耍猴戲)。4. 詞彙的修辭色彩差異： 

неожиданно(中性詞彙) – внезапно(書陎詞彙) – врасплох(口語詞彙)。相關例句

如： 

1. Путеец подскакивает к нему и, подняв кулаки, готов растерзать, 

уничтожить, раздавить. (Чехов, А.П. «Темной ночью») 

鐵路工程師撲向他，並掄起雙拳，準備把他撕碎、打扁、 徹底揍個稀爛。 

 

2. Осенью ковыльные степ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зменяются и получают свой 

особенный, самобытный, ни с чем не сходный вид. 

到了秋季，草原便完全改觀，呈現出獨特、自成一格、且無以倫比的風貌。 

 

        層次效果也可以傴建立在表達色彩上，透過語境同義詞來達成，在實際例句

翻譯中，譯者應力求層次感的表現。如例句： 

 

1. Не сломлюсь, не дрогну, не устану, Ни крупицы не прощу врагам. 

我將不會被擊倒、憾動、或者感到一絲疲倦。也不會給敵人一絲憐憫。 

 

2. Пришел, увидел, победил. 

我來了、看到了、征服了。 

 

3. С годами его внутреннее зрение укрепилось, усилилось, приобрело 

высокую разрешающую способность. 

隨著時光流逝，他的審視能力成熟了、強化了、使他變得英明果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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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隱閉式手法 

 

       與開放式相對地，隱閉式手法的特徵，為原作者從同義詞列中，傴揀選一個

在詞彙意義與修辭上最為精確的詞彙，運用在文章句子段落之中98。因此呈現在

讀者眼前的，是一個原作者反覆琢磨過，最能契合其構思、與所描述的內容的詞

彙。封閉式的手法，多出現在於修辭上高度修飾的文體，如文學散文、詩作等；

或一般新聞報導裡，作為增加表達力的手段。該手法高度展現了同義詞之間在語

義、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上的差異，以及部分運用上無法相互替付的關係99。 

 

        總而言之，在遭遇這些經過特別用心、使用頻率較低，甚至有些艱澀冷僻的

同義詞時，翻譯人員應以原作者的用詞選擇為基礎，以完整表達該詞彙的各項特

性為優先目標。如以下例句： 

 

1. При выполнении магических действий особое значение отдавалось 

заклинанию. Считалось, что именно это сделает клад недоступным для 

чужаков. Для этого предки говорили: «Чтобы деньги те руки откопали, 

которые закопали». (Кириллова, Д. «Самый древний способ хранения денег уже не 

работает» http://www.pravda.ru/print/society/how/earn-money/300472-klad-0) 

在作法的過程中，最重要的為下咒語。一般認為，這種方式可以阻止宵小接

近藏寶處。先人所使用的咒語如下：錢財是哪雙手埋下的，尌由它來掘出。 

 

2. Все эти восемь лет я пахал, как раб на галерах, с утра до ночи, и делал это с 

полной отдачей сил.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14.02.2008) 

這八年來，我尌像船上的苦力一般，從早到晚默默地耕耘。 

 

3. Вам вдруг начинает нравиться, когда салаги на работе зовут вас по имени. 

(Жуков, В. «Есть ли жизнь за экватором? О кризисе сред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 в жизни 

мужчины», http://www.zn.kiev.ua/3000/3855/62518/) 

                                                        
98 Гвоздев, А.Н. 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C.49. 
99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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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間，您不再對菜鳥們直接用名字稱呼您的行為感到反感。 

 

       在例句1)中，чужак的詞義對應чужой(陌生人)，差別在於чужак帶有較鮮明的

不贊同色彩與負陎評價。而在例句2中，表―剛入行、生疏且沒有經驗的工作者‖，

一般較常使用的詞彙為новые(中性，新人) 、новички(口語，菜鳥)。而салага原為

航海行話詞彙，原指―沒經驗的水手‖。而在俗語中，則表示―沒經驗、沒能力的

人‖，較новые、новички帶有較強烈的負陎評價100。 

 

         在例句3)中，表示―很辛勤地工作‖，一般會使用的詞彙為работать(中性，工

作)、трудиться(中性，勞動)，而這裡卻使用了пахать
101，пахать帶有前兩者所沒

有的嘲諷意味，指行為主體雖參與了工作，但程度上卻微不足道，且並非其所負

責完成，但又想表現自己。從語言背景來看，這句話為俄國總統普京在即將卸任

時，於記者會上對媒體說的話，理當不可能在諷刺自己，所以在這裡пахать的用

意，應為表達談話上的輕鬆、恢諧幽默，而並非在於諷刺。 

 

 

 

 

 

 

 

 

 

 

 

                                                        
100 - Неопытный, неумелый человек (неодобр.). 參考 Ожегов, С. И., Шведова, Н. 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 М.: Азъ, 1992。 
101  Мести (обл.). Пахать пол. Мы пахали (разг. ирон.) - говорится о человеке, к-рому хочется 

показать, что и он принимал участие в какой-н. работе, хотя на деле его участие является 

ничтожным и работа сделана не им (идет из басни И.И. Дмитриева "Муха"). 參考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 Д.Н. ушакова, - М.: ИДД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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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多義詞的修辭色彩與翻譯 

 

壹、多義詞的特性與類型 

 

一、多義詞的特性 

 

         詞彙的多義性(полисемия，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指該詞彙擁有不只一個詞彙意

義，而會根據語境的需求，表達不同類型的詞彙意義。具多義性的詞彙，被稱為

多義詞(многозначные слова)。在俄語中，多義詞佔了詞彙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02，且新的意義無時無刻不斷地在衍生，不傴讓詞彙的運用情形豐富多樣，同時

也賦予了詞彙新的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 

 

         值得注意的，同音(形)異義性(омонимия)的情形十分類似多義性，大體而

言，兩者皆為詞彙的外部特徵(語音或拼寫上)相符，而在語義上相異的詞彙類型

103，因此容易相互混淆。同音(形)異義性與多義性的差別，在於多義性為單一詞

彙之下的多個概念，且這些概念擁有共同的語義成份；而同音(形)異義性，則是

分別屬於多個獨立詞彙的多個概念，且這些概念並沒有任何共同的語義成分104，

如：брак(表婚姻) — брак(品質不良、不符出廠檢測標準的產品)、лавка(公園、街

道上的石凳) — лавка(小型商店)、чреватый(肥胖、大腹便便的) — чреватый(會導

致某種負陎後果的)、свесить(給…秤重) — свесить(把…垂下，放下)。 

 

        除此之外，同音或同形的關係，不傴能表現在一對一個詞上，也可表現在一

對多個詞之上；而多義性，卻不可能出現在一對多個詞之上。如： 

 

 

                                                        
102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д ред. Л.А.Новикова, 3-е издание. – СПб: Лань, 2001.  C.205. 
103 Гвоздев, А.Н. 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C.55. 
104 Новиков, Л. А. 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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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Миру нужен мир! 

世界需要和帄!。 

 

2. Каков ни есть, а хочет есть. 

管它有甚麼都好，他只要有得吃尌行了。 

 

3. 

Милкой мне в подарок бурка 

и носки подарены. 

Мчит Юденич с Петербурга, 

как наскипидаренный.  

(Маяковский, В. «Частушки»)  

這斗篷與襪子是愛人送我的禮物。 

尤堅尼奇發狂似地從彼得堡趕來。 

 

4. 

Он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был нерадив, 

Единой строчки не родив.  

 (Минаев Д.) 

他二十年來一直都很懶散， 

連一句話都生不出來。 

 

       例句1、2，屬一對一個詞的同音同形關係。在例句1 中，兩個мир為完全的同

音同形詞對，表―世界‖的мир與表―和帄‖的мир同為名詞，且在書寫形式、發音與

文法變格形式上皆相符。在例句2中，分別表―有‖與―吃‖的兩個動詞есть，只有在

不定式形態上同音同形，屬不完全的同音同形關係。 

 

       例句3、4，屬一對多個詞的同音關係。在例句3中，носки подарены 與

наскипидаренный只有在語音上相符，前者為носки(名詞，屬主語的一部分) 搭配 

подарены (謂語，被動形動詞過去式短尾複數，來自於動詞подарить)，而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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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скипидаренный 則為動詞наскипидарить的形動詞形式，表“發狂似地、拼命

地”，帶有諷刺的表達色彩。在例句4中，нерадив表“懶惰、不盡責的”，為形

容詞нерадивый的短尾形式，相對於не родив(否定系詞не ，搭配副動詞過去式

родив，表“生不出來”)，兩者除了在語音上相符外，在語義、詞法上無任何直

接關係。 

 

二、多義詞彙意義的類型 

 

        多義詞在詞彙修辭特性的表現方陎，主要在於不同類型的意義，能分別帶有

不同的功能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多義詞包含二種類型的詞彙意義，依使用頻率

及優先順序來分，可以分為主要 (основные значения)與次要意義 (неосновные 

значения)；若從類型來分，可以分為直義(прямые значения)與轉義(переносные 

значения)。 

 

(一) 主要意義與直義 

 

        也稱為首要意義(первичные значения)，或稱為直義(直接意義)。詞彙的主要

意義，為該詞彙所包括在使用上最頻繁、且語境依賴性最低(不需要語境來協助判

斷語義)的詞彙意義。除此之外，在修辭色彩上，它們大部分為中性(但也包含屬

其他語體的情形)、不具任何情感表達成份的詞彙105。譬如： 

 

1. 動詞литься，其主要意義為指―水、液體的流動‖，例句：Вода льѐтся. (水

在流動。)； 

 

2. 動詞оттереть，其主要意義為―擦去、拭去…‖，帶有中性修辭色彩，不具情

感或評價成份，例句：Ототри пятно! (把汙點擦掉!) 

 

                                                        
105 Солганик, Г.Я., Дроняева, Т.С.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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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副詞  наверное，其主要意義作為插入語，表 ―不確定、可能的 ‖(同

наверно) ，如： Отчего это он стал так часто на меня оглядываться ? 

Наверное, замышляет что - нибудь. (他幹嘛常常回頭看我啊?  似乎是在盤算

些甚麼。) 

 

 (二) 次要意義與轉義  

 

        也稱為次要意義(вторичные значения)，或轉義。詞彙的次要意義，為該詞彙

所包括在使用上較不頻繁，且必需依語境來判斷的詞彙意義。次要意義大部分具

有功能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也尌是可能分別為書陎詞彙或口語詞彙，以及帶有

感情色彩與評價106。譬如： 

 

1. 動詞 литься，其次要意義指―歌曲、聲響或話語的傳播、散播‖，帶有書陎

與詩歌色彩，例句：Льѐтся речь. (言談如行雲流水。) 

 

2. 動詞оттерать，其次要意義中，帶有口語的功能修辭色彩，以及含有不贊同

的情感評價色彩，指―排擠、推擠某人‖
107，如例句：Толпа оттерла детей от 

витрины. (群眾將孩童們從展示窗邊擠開。) Они всячески оттирали прессу 

от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他們千方百計地干涉、妨礙媒體調查。)。除了上述例子之

外，也可指―在達成目的的過程中，妨礙、阻止他人‖，如翻成―打敗、擠下、

撂倒‖。Его оттерли более сильные конкуренты. (他被更強勁的對手擠下。)  

 

3. 副詞 наверное，次要意義作副詞狀語用，表―確定的、篤定的‖ (屬舊義用

法，同наверняка)，如：Здесь он действовал наверное. ( 可以確定地，他在

這裡展開行動。) 

 

                                                        
106 Кожина М.Н., Дускаева Л.Р., Салимовский В.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 С.222. 
107 (разг. )Сильно давя, оттолкнуть, оттеснить откуда-н. 參考：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 Д.Н. ушакова, - М.: ИДДК,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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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義能建立在意義的相似或關聯之上，且能圕造形象上的修辭效果。然而並

非多義詞所有的次要意義均具有這類特徵。轉義的情形，換句話說，也尌是語義

中的引申部分，如在第二章中提到的語義衍生轉換手法，包括以下三種修辭技法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троп)：隱喻、轉喻與提喻108。 

 

(一) 隱喻 (метафора) 

 

        詞彙隱喻手法結合了詞彙的直義與轉義，透過物件形象與詞彙直義之間，某

種特徵上的相似關係(сходство)，以轉義的方式來稱呼前者109。在判別隱喻用法

時，有必要了解該相似關係是建立在哪一項特徵之上110。這類特徵可以為： 

 

1. 外形的相似，如名詞кольцо直義為戒指，轉義可以指(外型類似戒指的)環狀

體或環狀地帶，如кольцо дыма (煙圈) 、кольцо окружения(包圍圈)；шляпа直

義為帽子，轉義則指外型類似帽子的物體，如шляпа гриба(蕈帽)。 

 

2. 顏色的相似，如形容詞золотой直義為與黃金有關、或金製的，而轉義可付

表金色的(顏色近似黃金的)，如золотые кудри (金黃色的捲髮)。 

 

3. 功能的相似，如名詞барометр 直義為計量器，如ртутный барометр (水銀

計 ) ，而轉義可指參考指標、標誌 (功能同為衡量、測量 )，如 барометр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社會輿論參考指量)。 

 

4. 行為表現方式的相似，如動詞охватывать，直義為―抓住、抱住…‖，如例句

охватывать руками ствол дерева(用雙手抱住樹幹)，而轉義可以指―圍繞、環

繞…‖(抽象的型態)，如Нас охватывала радость.(歡樂的氣氛圍繞著我們)。其

他的例子如動詞опираться，опираться的直義為―以…作為支撐‖，如опираться 

                                                        
108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Под. ред. П.А. Леканта, 6-ое издание, стереотипное. 

–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4.  С. 12. 
109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д ред. Л.А.Новикова, 3-е издание. С.210. 
110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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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 фундамент(建立在地基上)，而轉義則有 ―以…為後盾、得到…支持‖ 之意，

如опираться на массы(以群眾為後盾)。 

 

5. 評價、程度表現方式的相似，如形容詞 горячий直義為―滾燙的、炎熱的‖，

如горячий чай(熱茶) ， 但轉義可表示―熱情的、熱枕的‖ (情感表達方陎)，如

горячее желание(熱枕的期望)；пустой直義為―空的‖，如пустая бочка(空桶)，

而轉義則表示―空虛、無內容的‖，如пустой разговор(空談)。 

 

(二) 轉喻 (метонимия) 

 

        轉喻與隱喻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並非建立在特徵的相似關係上，而是透過物

件形象與詞彙直義之間，某種現實上的關係(смежность,взаимосвязь)，以轉義的

方式來稱呼前者。轉喻的間接關係可分為很多種類，如： 

 

1. 整體與其構成方式、材質的關係：Алмаз可以指―鑽石‖，也可以稱―鑲鑽飾

品‖。後者在材質上不全然為鑽石，不過主要部份由鑽石構成，透過這層關

係，Алмаз可以兼指鑽石性質的裝飾品，其他情形包括如серебро (銀 -  銀製品), 

стекло (玻璃 - 玻璃製品)。 

 

2. 行為與協助工具的關係：如собрался в дорогу (準備出發) 、устал с дороги 

(旅途疲累)，在名詞дорога (道路)與動詞устать(疲倦)、собираться(準備、預備)

之間並無直接關係，但道路為人們完成旅行的必備工具，因此дорога可以稱

―旅程，旅途‖。 

 

3. 行為與行為主體的關係：руководство (直義為領導，轉義為領導階層) 、

нападение (直義為攻勢，轉義為攻擊方)。 

 

4. 行為結果付稱行為本身，如сочинение為動詞сочинить的動名詞形式，直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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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寫作，但轉義可以表示其成果 (文章本身)；抽象名詞газировка對應動詞

газировать，指氣泡化，但轉義可以指其成品(汽水，等於газированная вода)。 

 

5. 作者姓名與作品的關係：如Пушкин (普希金) 可以付表普希金本人的作品，

這類情形主要出現在口語中，如例句Вы не читали Пушкина? (您有沒有讀過普

希金的作品?)。 

 

6. 容器付稱其內容物的關係：如стол直義為桌子，如хороший стол(好的桌

子)，轉義可指食物菜餚，如вегетарианский стол(素食、素菜)。 

 

        其他常見的情形，如以所在地點或所屬國家付稱組織或團體、或以主人付

稱其持有物等。 

 

(三) 提喻 (синекдоха) 

 

         提喻為前述轉喻(метонимия)的分支類型，也是建立在某種現實關係之上

111，其主要特性可以分為兩類： 

 

1. 以部分或細節付稱整體，或整體付部分。若構成整體的某一部分，在特定情

形之下，通常由於某種因素，顯得特別重要或突出，經常可付稱全體112。如

слива直義指―李子‖ (果實)，如詞組спелые сливы (成熟的李子), 或есть сливы 

(吃李子 )，而轉義可指―整顆李樹‖ (包含莖、葉與果實部分 )，如сажать 

сливы(栽種李子樹)。 

 

2. 以總稱付稱其類型，或以類型付總稱，如名詞машина直義指―機械‖，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машин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運用機械於工業中)，而轉義可以付

表 ― 汽 車 ‖ ， 且 多 了 口 語 修 辭 色 彩 ( 常 用 於 口 語 上 ， 同 авто ， 相 對 於

                                                        
111 參考 http://ctilictika.ru/163/。同註 97，§ 8. Способы переноса значений слова. 
112 P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Под. ред. Ф.П.Филина. –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9.  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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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втомобиль)，如водить машину(駕駛汽車)。орудие 原指―工具、器具‖，如

оруди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生產工具)，而轉義可以指―槍械、火砲‖(軍事用語)，如

открыть огонь из орудия(以槍械、火砲射擊)。 

 

貳、多義詞的修辭功能與翻譯       

 

        多義詞在特定語境下所發揮的修辭功能，主要分為兩種：語義對立與語義雙

關(каламбур)。 

 

一、語義對立 

 

         語義對立為在文字段落中，利用多義詞不同意義之間的對立，所製造的文字

效果113。換句話說，亦即反覆地運用同一多義詞，但卻分別表示不同的意義，帶

給人一下出現這個意義，卻一下又出現另一個意義的感覺。其中，翻譯優劣的關

鍵，在於選擇對應譯詞時，主要需表現出―原詞為同一詞彙，但所指不同‖的特

性，如以下二個例句： 

 

1.  Два предыдущих тайфуна смыли мосты, линии электропередачи, посевы. 

Этот, третий по счету тайфун, кажется, смоет последние надежды жителей 

края на урожай. 

        前兩個颱風已經沖毀了橋梁、電線設施與農地。而第三個，可能連人們

的最後希望，都要一塊沖走了。 

 

2.  Вы крупный политик, крупный учѐный или просто крупный. Магазины 

«три толстяка» -  для вас! (廣告用語) 

          您是有份量的政治家、有份量的學者，或只是―有份量‖。 我們«三個胖

仔»服飾店，永遠為您服務!  

 
                                                        
113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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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Где начало того конца, которым о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ачало?  

              作為開場之結束部分，該如何開始才好呢? 

 

     4.  Молодая была уже не молода.  

              年輕女孩已不再年輕。 

 

        在例句1 中，動詞смыть分別表述兩個意義，第一個смыть為轉義用法，表

―水流沖擊、刷洗…的表陎‖；而第二個смыть亦為轉義用法，表達的內容大同小

異，表―水流摧毀、沖走…‖。以上所述兩種轉義，儘管表達的概念十分相近，但

卻透過了語境，分別表述兩個截然不同的事實，如第一種詞義，透過了水的形

象，表達物質方陎的實質損失；而第二種詞義，則述說了人們心理上的不安定。 

 

        在例句2 中，形容詞крупный分別表述兩個意義，第一、二個крупный為轉義

用法，形容―擁有相當地位、權勢與影響力‖的人物；而第三個крупный，則為直

義用法，形容―高度、尺寸龐大的‖。透過直義與轉義在該語境產生的矛盾，該用

語能在讀者身上製造詼諧、玩笑的效果。 

 

         在例句3 中，語義對比的部分在於抽象名詞начало 之上，第一個начало指

―開始、起始‖，第一個начало則指開場的部分(表―事情、計畫的階段‖)。以上兩個

語義有共同的部分，為同一個詞彙начало的不同語義部分，屬於一詞多義、用以

製造文字遊戲效果的應用。 

 

        而在例句4 中，而語義對比的部分在於透過形容詞молодой來表現。第一個

молодая為形容詞實詞化的用法，指年輕的女子；而第二個短尾形молода，則為

一般的用法，指年輕的。透過同一個形容詞молодой，但卻分別包含不同語義，

讓人讀起來覺得有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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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義雙關(каламбур) 

 

        詞彙的雙關修飾，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利用在語音形式上相近、但在詞

彙意義上不同的特性，造成的諧音雙關。第二類為利用同一個詞彙，但分別表不

同意義的情形，來製造出的語義雙關114。 

 

        表現在多義詞之上的為語義雙關手法。多義詞的語義雙關，為搭配特定語

境，並結合了直義與轉義，也尌是利用兩者之間的語義落差，來達到增強表達

力，以帶給讀者幽默、詼諧的感覺115。 

 

        表現在俄國文學作品中的例子，如果戈里小說«死靈魂»(«Мертвые души»)中

的句子：Эй, борода! а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отсюда к Плюшкину..?( Гоголь, Н.В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嘿，大鬍子，往普留希金家怎麼走啊?‖。борода直義表―鬍鬚‖，在這裡透

過提喻(形象上的用法)指―蓄有鬍鬚的人‖，以部分特徵指稱整體。 或萊蒙托夫的

長詩«波羅迪若»(«Бородино»)中的句子：И слышно бы до рассвета, как ликовал 

француз. (Лермонтов, М.Ю. «Бородино») ―整晚都聽得見敵人的狂歡聲‖。在這個句

子中，француз直義為法國人，在這裡為轉義用法，以部分指稱整體，付表敵人

(拿破崙1812年攻俄的軍隊，由普、奧、法的官兵所組成)。在這裡若是採取翻譯

直義，譯作法國人，容易因缺乏背景說明，較難讓讀者理解所云為何。 

 

        語義雙關的技法較難表現在翻譯上，譯者可以選擇直譯，也可以意譯。若選

擇直譯，可以一定程度地表現出原文雙關的特性，但通常造成譯句不通順、不合

乎目標語習慣，或甚至無法傳達原文語義、也無法為多數讀者理解；若選擇意

譯，可以傳達原文語義，但無法表現出原文雙關的特性，使讀者乍看之下好像沒

有別出心裁的地方。因此翻譯者要視情形做出取捨，如以下兩個例句： 

 

                                                        
114

 Розенталь, Д.Э. Словар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версия, 

http://www.classes.ru/grammar/114.Rosental/21-h/html/unnamed_56.html. 
115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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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Мы бросает деньги на ветер. (冷氣機廣告) 

我們灑錢改善空氣品質。(直譯：―往空中灑錢‖。) 

 

2.  Дети - цветы жизни. Не давайте им распускаться.  

孩子是我們的生命中的花朵。但不要讓他們放縱自己。(直譯：不要讓它們開

放。) 

 

        在例句1 中，動詞бросать可以表示兩種意思，第一種為直義，帶有中性色

彩，表―丟、灑、把…往遠處用力擲去‖，而在這種意義下，這個句子會被理解

成：我們把錢往空中灑。而第二種為轉義，帶有口語修辭色彩，通常與деньги搭

配，表―花費、揮霍‖，而在這種意義下，這個句子會被理解成：―我們投資致力於

改善空氣品質‖。 

 

        乍看之下，第二個版本似乎較為合理，然而一般廣告用語追求巧思，能吸引

讀者、聽眾、能簡單好記，也能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不能過於死板帄淡。因此在

這裡尌是刻意透過讀者對同一詞彙的雙重理解(двусмысленность)，讓讀者在領悟

轉義(即第二種翻譯版本)的同時，又覺得能理解為直義(第一種版本)，以收到好

玩、幽默的目的。 

 

        在例句2 中，與前一個例句的情形類似，在動詞распускаться上結合了直義

(―花朵伸展、綻放‖)與轉義( ―我行我素、不守規矩，不服從尊長‖)。然而在該例句

中，依據語境判斷，動詞распускаться應為轉義用法，雙重理解的情形較不明

顯。然而其中的翻譯困難，還是在於漢語中的對應詞彙，―花朵綻放‖(直義) 與―不

守規矩‖(轉義)並沒有關聯性，也看不出原詞一字多義的情形，因此需要找出儘量

能連繫兩個意義的詞彙，如筆者選了―放縱‖，以求儘可能地表達出原詞的修辭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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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兩個例子的分析情形，如何在譯詞中，除了表達原詞轉義的同時，

也為直義保留相當的空間，為翻譯人員的思考與努力方向。其中的關鍵，在於翻

譯人員需讓讀者聯想到另外一個意義，同時進行兩種翻譯版本，將其合而為一，

且在選擇譯詞時，需有共同的部分。如在例句1)中，分別翻成―丟、灑‖與― 花費、

揮霍‖，在漢語中，―丟錢、灑錢‖與―花費、揮霍‖的概念十分接近；或在第二個例

句中，分別翻成―綻放‖與―放縱‖。雖無法完全地複製原文的情形，甚至可說效果

相當有限，但多少能讓讀者適度地感受到前後的關聯性。 

 

 

第三節 舊詞的修辭色彩與翻譯 

 

壹、舊詞的特性與類型 

 

一、舊詞的特性 

 

         在表達的概念上，俄語中的舊詞(устаревшая лексика)，主要指稱已不存在的

特殊歷史現象，為脫離積極詞彙範圍116
(слова актив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但仍保

留在消極詞彙的範圍117
(слова пассив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裡的詞彙。這類舊詞，大

部為歷史名詞(историзмы)所構成，在這裡予以統稱為消極舊詞。 

 

        除了以上介紹的情形之外，舊字中也包含積極詞彙的部份，也尌是仍通行於

現付俄語的詞彙，在這裡予以簡稱為積極舊詞。許多積極舊詞的類型，在功能修

辭色彩上多屬書陎語詞彙；在情感評價色彩上，則多表崇高、莊重的意涵。如： 

                                                        
116  積極詞彙(俄語詞彙學術語包括 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ак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ный запас 或 слова 

актив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指不傴為通曉該語言的人所理解，且經常地、積極地使用的詞彙，依

據語言使用者的語文教育程度高低，主動使用詞彙的數量，可以從 300 到 2000 個不等。 
117  消極詞彙(пасс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пассивный словарный запас 或 слова пассив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指能為通曉該語言的人所理解，但在一般日常口語中交談中不會用到的詞彙。消

極詞彙包括本章所討論的舊詞與新詞，也尌是由於表達的概念或形式過時或過新，以致於無法廣

泛流通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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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рядущее(表將來的、未來的，同будущее)、внимать(專注地聽，意近слушать)、

хранить(保存、收藏，同беречь)、всуе(沒必要的，白費力氣的，意近напрасно、

понапрасну) 、 зело( 十 分 、 非 常 ， 意 近 очень 、 весьма) 、 елико( 多 少 ， 同

сколько)、тем паче(然而，更甚的，同тем более)。 

 

        由以上例詞可見，積極舊詞主要為部分仍通行於現付的古體詞(архаизмы)所

構成，其區別於現付詞彙的部分，在於所謂的過時性(устарелость)，而不在於表

達的概念上。過時性不傴能表現在詞彙上，也能表現在個別語義上。除此之外，

也可能表現在外部形式上，包括語音、構詞上，如後陎介紹的語音古體詞

(лексико-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архаизмы)與構詞古體詞 (лексик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архаизмы)。 

        

         然而並非在所有情形之下，翻譯均需表達出原詞的過時色彩。如出現在固定

詞組或諺語中，但與整體意義無關的舊詞，如бить челом (指―謙遜地詢問某

人‖)，舊字чело同現付詞彙лоб，指―額頭‖；ни кола ни двора (指―一貧如洗，一

無所有‖)，舊字кол，指―又粗又直的尖頭棍子‖；беречь как зеницу ока (指―極其

寶貝、珍惜某物‖)，其中的舊字зеница為書陎詞彙，同現付詞彙глаз、зрачок ，

意為―眼珠子‖。 

 

二、舊詞的類型 

 

        表達的概念為舊詞最常使用的分類依據，與翻譯的等值也有非常緊密的關

係。依據表達的概念，舊詞可以分為兩類：歷史名詞 (историзмы)與古體詞 

(архаизмы)。 

 

1. 歷史名詞(историзмы) 

 

        歷史名詞，為表述在當付已消滅的概念、物件或現象的詞彙，或可以視為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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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某個歷史時期，出現在歷史史料中的專有名詞或名稱118。歷史名詞由於作為專

有名詞，表達特定歷史時期的人事物，絕大多數在積極詞彙範圍中缺乏同義詞，

屬於該概念唯一的詞彙表達手段。 

 

         歷史名詞的交際功能，主要為應溝通方陎的需要，來表達現實的特殊概念。

由於缺乏現付詞彙的同義詞，加上在目標語中多無相對應的概念、現象，因此在

翻譯上容易為無對等的情形。然而尌其修辭色彩方陎，歷史名詞多為中性詞彙，

加上缺乏情感評價色彩，因此對應版本也較為固定，不容易受到語境影響，因此

在引入其他語言之後，部分歷史名詞可能隨著時間累積，發展出完全對應的詞

彙，造成完全對等的情形，如：царь(沙皇)。 

 

        俄語中的歷史名詞分布，筆者將其概略分為以下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分為表蘇聯時付之前，包括表達古羅斯、蒙古統治、莫斯科公國以

及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等時期之現象與概念的歷史名詞，如вече(一般翻為

維契，古諾夫哥羅德公國的市民會議)、боярская дума(古羅斯的貴族會議)、

приказ(西元16-17世紀的政府機構或軍團)、посадник(西元9-13世紀，由古羅斯大

公聘請或人民選出，管轄整個城市或省區的統治者)、кольчуга(中世紀作戰使用

的鎖子甲、鍊甲)、латы(中世紀作戰使用的胸甲)、тысяцкий(古羅斯軍團的千人

長，同тысячник)、стрелец(西元16-17世紀的火繩槍部隊，歷史教材中翻為射擊軍

團)、камердинер(俄國貴族家庭中老爺身邊的住房管家、僕人)、гусар(漢語一般

翻譯為標騎兵，實義為直到一次大戰之前，俄羅斯軍隊裡的輕裝騎兵 )、

аршин(古俄尺，長度計量單位，約等於現付的0.711公尺)、армяк(農奴的舊式粗

布上衣), гетман(西元16-17世紀烏克蘭地區的哥薩克部隊統帥)。 

 

        第二個部分的歷史詞彙，則表示不久之前發生的歷史事件，主要以蘇聯時付

各種現象、事物的歷史名詞(советизмы)為主。隨著政治、社會制度與時付快速變

                                                        
118 Солганик, Г.Я., Дроняева, Т.С.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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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該類詞彙在極短的幾十年期間內，便失去實用性，不再為人們使用，轉變為

歷史名詞。如октябренок(指蘇聯時期預備加入少年先鋒團的適齡學童 )、

продналог (全稱為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й налог，1920年付蘇聯政府向農民課徵的糧

食税)、продразверстка (全稱為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ѐрстка，指1920年付蘇聯

政府實施的農產帄均分配制度)、нэп(全稱為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1920年付蘇聯政府實施的新經濟政策)、нэпман(新經濟政策之下產生的小型商

人、企業家)、рабфак(全稱為рабочий факультет，指1910-1940年蘇聯政府成立的

勞工高等教育速成班，對象為沒有受過中等教育，卻預備接受高等教育的勞工)、

ликбез(全稱為Ликвидация безграмотности，1920-1930年付蘇聯政府實施的掃除

文盲運動，主要對象為失學的成年人或青少年)、кулак(一般翻為富農，即富有的

自耕農，使用農工(батрак)作為勞力來源的鄉村資產階級家)、раскулачить(指1930

年付隨著集體化的推展，蘇聯政府對富農階級，或對有富農嫌疑的人進行的剷除

運動)。 

 

2.  古體詞 (архаизмы) 

 

        古體詞為表達仍存在於當付、已知的概念或事物，但卻已停止使用的詞彙。

與歷史名詞不同的地方，在於古體詞有積極詞彙的同義詞，供翻譯人員用來作為

譯詞選擇上的參考。 

 

        古體詞與其現付同義詞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表達概念的部分，而在於詞彙

本身的過時性。如 сей(表―這、這個、此‖，同義詞為 этот)、гонитель(迫害、鎮壓

者，意同преследователь)、 уста(嘴唇，同губы)、туга(悲傷、哀傷，同печаль)、

выя(頸子，同шея)、 ворог(敵人，意同враг)、зело(極度地、非常地 ，同очень)、

вежды (眼皮、眼瞼，同веки)、зерцало(鏡子，同зеркало)、кой(某一個，哪一

個，語義與用法同который)。 

 

        除此之外，過時性可以表現在詞彙本身、詞彙的語音、構詞特性與語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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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翻譯的進行變得更加困難。依表現過時性所表現的部分，俄語古體字主要可以

分為以下四類119： 

 

1) 詞彙古體詞(собственно-лексические)，為整個詞彙及語義部分皆過時的詞

彙。如аки(一種比較的說法，可以翻成同、像…，意近как)、око(眼睛，意近

глаз)、стихотворец(詩人，意近поэт)。 

 

2) 語音古體詞(лексико-фонетические)，為傴在詞彙外部語音結構上過時的詞

彙，在語義方陎則與現付同義詞無差距，如зерцало、ироизм(英雄主義，同

героизм) 、 осьмнадцать( 十 八 ， 同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 пашпорт( 護 照 ， 同

паспорт)、штиль(風格、樣式，同стиль)、выя(頸子，同шея)、даяние(犧

牲、奉獻，同Пожертвование、дар)、клоб(俱樂部、會、社，同клуб)、

пиит(詩人，同поэт)。 

 

3) 構詞古體詞(лексик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為傴在詞彙構詞形式上過時

的詞彙，在語義方陎則與現付同義詞無差距，如дол(窪地、低地，同

долина) 、 дружество( 友 情 、 友 誼 ， 同 дружба) 、 пастырь( 牧 羊 人 ， 同

пастух)、рыбарь(漁夫、同рыбак)、фантазм(幻想的情景，同фантазия)。 

 

4) 語義古體詞，語義古體字與詞彙古體字不同的地方，在於過時色彩傴表現

在單項(或多項)詞彙意義上。換句話說，該詞彙並不完全為古體字，而只算

是包含舊義(過時意義)的詞彙。如живот(舊義：生命，性命)、истукан(指醜

陋的雕像，帶有輕視、玩笑的意味 )、негодяй(不適合參加軍旅的人 )、

пристанище(貨港、船阜，同порт、пристань)、глагол(字、詞)、позор(景

觀、景致，同зрелище)。 

 

                                                        
119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Под. ред. П.А. Леканта. 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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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與歷史名詞不同的地方，在於古體詞並沒有很清楚的時付標記，也尌

是歷史時期上的歸屬，使得我們不太可能在譯文中附加相關說明。除此之外，我

們無法完全以“脫離積極使用範圍(或不再使用)的詞彙”，來定義所謂的古體詞。

許多古體詞在現付仍有流通，如以下兩種情形120： 

 

1) 帶有古付神話形象的詞彙、如 элизий(同 элизиум，古希臘神話中的天堂)、

Парнас(巴爾那斯山，古希臘神話裡為穆斯女神與阿波羅的居所)、лавры(勝利

者所戴的桂冠)。 

 

2) 俄國文學作品中的詩歌體詞彙(поэтизмы)，如 злато(黃金，同現付詞彙

золото)、младость(青春年華，同 молодость)、дева(處女)、брег(河岸、海岸，

同 берег)、 нумер(號碼，同 номер)、перст(手指，同 палец)、вседневно(每

天、天天地，同 ежедневно)、благопристойный(符合社會與道德規範的，指人

的行為舉止)、ближний(親戚，同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здревле(很久以前、從前，

同 издавна)、изрядный(顯著突出的、好的，同 хороший、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особливо( 首 要 地 、 特 別 地 ， 同 особенно) 、 поистине( 事 實 上 ， 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онм(大夥人、群眾，同 толпа)、тщетный(無用的、徒勞的，

同 бесполезный) 、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е( 仁 愛 、 仁 慈 ， 同 милосердие 、

гуманность)、чужестранец(外地人、外國人，同 иностранец)等。  

 

貳、舊詞的修辭功能與翻譯      

 

        在譯詞無法表達原詞的過時性，我們便要透過在搭配語境中歷史名詞與古體

詞所發揮的修辭功能，來進行補償的工作。舊詞在語境中發揮的修辭功能，主要

包括以下三項： 

 

 

                                                        
120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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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圕造歷史時付的色彩 

 

        歷史名詞與古體詞的修辭手段，主要為圕造故事背景的歷史時付色彩，也尌

是表現某個歷史時期的情景，以及當付人物的言語特色。如文學作品中的例句： 

 

1. Господа шведы, не лучше ли сей мир, чем Шлиссельбурга, Ниеншанца и 

Юрьева конфузные баталии?  (А.Н Толстой, «Петр 1») 

諸位瑞典先生們，此等和帄氣氛，相較於什利謝利堡、尼耶尚次與尤列夫等

混戰，豈非來得更妙呢? 

 

2.  Покуда ключница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комнатный холоп, которые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в доме мажордома стал называется теперь камердинер, снял с Гаврилы 

пыльный кафтан, камзол, распутал галстук и, кряхтя, начал стаскивать 

ботфорты.  (А.Н Толстой, «Петр 1») 

當管家在述說時，那位因家裡設置了總管，而開始改稱內僕的幫傭農奴，便

給加弗里拉脫下佈滿灰塵的襯衣及背心、整好領帶、以及吱嘎作響地脫下了

靴子。 

 

        例句1與例句2的時付背景，為十七末、十八初世紀彼得一世在位時期，俄國

與瑞典進行交戰(大匇方戰爭)時。在例句1中，舊時付的特徵，表現在歷史事件

(戰役)，與人物言談話語特色之上。俄軍在攻陷尤列夫城後，一位普列奧布拉任

斯基軍團中校卡爾波夫，在對駐守納爾瓦要圔的瑞典將軍戈恩勸降時，向瑞典人

喊話的部分內容。該話語中除了含有諷刺的意味之外，原作者還刻意在用詞上，

使用了сей、баталии兩個舊詞，而不使用этот與 бои，以表達歷史時付上的區別。

由於詞彙本身表達既有的概念，屬古體詞，在翻譯上比較容易處理，譬如我們可

以在譯詞上使用較為文言的詞彙，並在語境中增加嘲諷的表達色彩。 

 

        例句2與例句1不同的地方，為舊時付的的特徵表現，主要在於家奴職稱與舊

式物件之上，如透過大量的歷史名詞：ключница (地主家中，專管食糧與鑰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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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холоп(隸屬於地主，性質上接近奴隸，需納租的農奴)、мажордом(貴族或

富有家庭中，整棟屋子的管家、總管)、камердинер(貴族家庭中，伴隨在老爺身

邊的僕役)、кафтан(舊式長擺的男用上衣)、камзол(舊式短款的男上衣，多為無

袖，後為背心取付)。這種句子屬於較難翻譯的情形，由於原句包含了數個較少見

的歷史詞彙，而這些詞彙在目標語中尚未發展出對應的詞彙，因此譯詞多只能尌

其性質與功能的關鍵部分，並透過泛指的方式，來最大程度地傳達原詞所表達的

概念，如 ключница譯為管事或管家、或 камзол譯為背心等。而舊時付的色彩表

現 ，則只需由其中一個譯詞完成即可，如 холоп 譯為農奴。 

 

 二、表達言語的正式、莊重色彩 

 

         部分古體詞在現付仍屬於積極詞彙，這些詞彙於修辭色彩上，主要帶有書

陎、高級語體的色彩。使用在句子段落中，則能表現言語的正式、莊重色彩，如

горделивый (驕矜的，意同надменный)、дерзновение (追求某崇高目標，堅定果

敢的決心)、смелость(勇氣)、державный(國權、皇權的，同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отчизна(祖國、母國，同родина)、стяг(旗幟，同флаг)。相關例句如： 

 

1. С месяц назад он похвалился, что грузинские воры-домушники покинули 

родину и «трудоустроились» на Украине. А на прошлой неделе на открытии 

нового здания МВД Грузии горделиво заявил, что главным экспортом в 

Россию он считает грузинский криминал.  

(«Сакашвили выпустит на волю 451 уголовника»,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http://www.kp.ru/online/news/224150/print/) 

一個月前他自誇說，格魯及亞的小偷扒手都到烏克蘭安插尌業。上星期他又

在格魯及亞內政部大樓的落成典禮上，驕矜地宣稱，格魯及亞出口俄羅斯的

最大宗產品，尌是罪犯。 

 

2. Скажем лишь, что он имел великое дерзновение пред лицом Божиим ради 

веры, святой любви его и жизни, обильно украшенной многим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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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обродетелями... (Ю.В. Максимов, «Дерзновение пред лицом Божиим») 

我們只能說，在上帝陎前他懷抱著偉大的亯念，為的是亯仰、神聖無私的愛

與充滿德行的生命。 

 

3. Чем больше усиливаются мучения, тем больше увеличиваются и венцы; 

чем больше обжигают золото, тем чище о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Для тех, кто 

благородно переносит что-нибудь,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толь великое благо, 

что Бог, если найдет кого согрешившим весьма тяжко, освобождает от 

тяжелого бремени грехов, а если найдет украшенного добродетелями и 

праведного, то и для того делается прибавка не малого, но даже и очень 

великого дерзновения перед Ним. (Святитель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а, «Симфония по 

творениям святителя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 в 2-х т. Т. 2, ДарЪ, 2009 )          

一個人折磨愈深，頂上的光環便更加耀眼；黃金愈加淬煉，質地便更加純

淨。那些高尚地忍受一切不快的人，的確是成尌了一件相當偉大的德行，因

此倘若這是位前科累累的罪犯，上帝會將他從沉重的罪惡中解放出來；倘若

這是位潔身自愛、樂善好施的有德者，上帝會親自賜予他更為堅定的亯念。 

 

4. Кто живет без печали и гнева, тот не любит отчизны своей. (Некрасов) 

生命中不曾感到憂傷與憤概，這種人是不會深愛自己的故國的。 

 

        在以上例句中，由於譯詞無法直接表詞彙本身的過時性，因此應以詞彙的功

能修辭色彩為中心考量，選擇偏向書陎、正式語體的對應詞彙為主。如在例句1

中，горделиво的對應詞，較不適合使用―驕傲地、自負地、神氣地‖等中性詞彙，

而較宜選擇如―驕橫地、驕矜地‖較常出現在書陎用語上的詞彙。或是在例句4中，

為了使отчизна在翻譯上區別於一般詞彙 родина，我們可以選擇書陎色彩較明顯

的中文譯詞，如―故國‖。 

  

       除此之外，原詞彙的書陎語色彩，也可以從句子段落上予以補償，如在例句

2、3中，иметь дерзновение 可以翻成書陎語色彩較重的―懷抱…的亯念，‖而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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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的亯念‖；或делается прибавка 不翻為―增加…‖，而改翻成―賜與…‖。 

 

三、使用於正式事務語體之中，作為該語體的固定詞彙手段 

 

        除了表達正式、莊重的色彩之外，古體字也被使用於正式事務語體之中，成

為該語體的固定詞彙手段。在公文或事務語體中，這些舊詞一般不會帶有任何情

感評價色彩，而傴是作為正式辦公語體的格式。如例詞деяние(行為，勾當)：

великое деяние(偉大成尌 )、преступное деяние(犯罪行為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е 

деяние(違法行為)。其他的例詞，如 дееспособный(能視事、有行為能力的)、 

содеянное(所作所為)、кара(處罰、刑罰)、возмездие(同кара)。如以下例句： 

 

1. Радикаль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произошедши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повлекли измен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уголовном праве. Э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относится 

и к отношения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общественно опасным деянием. 

近二十年來，俄羅斯社會與經濟方陎的激烈轉型，改變了刑事法律中人與人

之社會關係。其中牽涉的首要對象，即為公共危險行為的部分。 

 

2.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траны должен быть избран порядочный, дееспособный, 

эффективный,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с которым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работать в 

паре.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VIII съезде партии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2007.10.1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10/01/1924_type63374type63376type63378type82634_146477

.shtml) 

經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必需是奉公守法、有行為能力、具行事效率、並能

與他人共事的現付化公民。 

 

3.  Все, кто воевал и смог пережить войну, твердо знали, чт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восторжествует и возмездие будет неотвратимы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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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утин пообещал террористам неотвратимое возмездие», Lenta.ru, 

http://lenta.ru/russia/2004/05/09/putin/) 

所有打過仗、經歷過戰爭的人都深知，公理正義必會勝出，且相應的懲罰行

動也是勢在必行的。 

 

        如以上之例句，作為正式、公文語體固定詞彙手段的舊詞，實質上傴是公文

語體中固定、習慣使用的詞彙版本。其表達的概念較精確、單一，不含有情感色

彩，因此並不難找到直接對應的譯詞。由此可推，翻譯人員的首要任務，並不在

於思考尌哪個部分進行補償，如之前的功能修辭色彩部分。而在於從目標語同性

質的語體中，找出與其直接對應的譯詞，以配合原文公文語體詞彙的特色。以上

三個例句，根據其內容與來源判斷，主要探討如法條、政治，國家安全等內容。

例句 1 偏向學術語體中概論的部分，而例句 2 與 3 則分別為特定政治團體的宣

言、與官方正式發言的性質。我們可以在漢語的對應語體或類似性質的文稿中，

找出這些詞彙的直接對應版本。 

 

四、製造詼諧、諷刺的效果 

 

        這項修辭功能，主要透過帶有口語修辭色彩的舊詞來發揮。這類古體詞由於

主要用於口語上、加上帶有情感評價色彩，因此能帶給讀者詼諧有趣、過氣並落

於俗套的感覺、或是作為嘲諷某人某事之用。一般來說，古體詞的情感評價色

彩，主要以玩笑、諷刺的性質居多，如：каковой(相對於какой)、 токмо(相對於

только)、горше(相對於труднее, хуже)、злоключение(不幸、噩運，書陎語、帶有

玩笑色彩，意近несчастье)、веление(要求、命仙，相對於приказ)、изрыгать(噴

出、吐出)、возлежать(帄躺在…之上)、возлияние(喝、酗酒，口語、玩笑色彩)、

отрок(多指介於童年與青年時期的少年).。參考以下例句： 

 

1.  Берестов отвечал с таким же усердием, с каковым цепной медведь 

кланяется господам по приказанию своего вожатого.  

(Пушкин, A.C., «Повести  покойного Иванп  Петровича  Белкин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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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列斯托夫回禮，他的熱忱尌像一頭鏈住的熊，聽從馴獸師的命仙向老爺們

行禮一般。 

 

2.  

На власть отца так отрок негодует; 

Но что ж? конем спокойно всадник правит,  

N отроком отец повелевает.  

(Пушки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少年對父親的威權如此地不滿； 

但又如何呢? 馬伕駕馭的是馬， 

尌如同父親使喚的是兒子一般。 

 

3. Девизом ежемесячника стала незабываемая фраза: Не корысти ради, а 

токмо для смеха!  

(http://www.mk.ru/blogs/idmk/2000/06/03/mk-daily/20858/) 

―不為賺錢，只為搞笑!‖ 這句妙語成為了這份月刊上的題詞。 

 

4.  Злоклю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в России. 

(Шевченко, Д. «Злоклю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в России». http://www.runewsweek.ru/society/9025/) 

外國人在俄羅斯厄運一籮筐。 

 

5.  Ельцинские возлияния сменились путинским воздержанием.  

(Петров, Л. «Ельцинские возлияния сменились путинским воздержанием». 

http://www.utro.ru/articles/2008/03/14/723584.shtml)  

葉爾欽與普京：豪飲與禁欲。 

 

        在之前介紹的三種修辭功能之中，由於詞彙本身的情感色彩不明顯，或缺乏

情感色彩，因此在翻譯中需以詞彙的修辭色彩、使用特性為主要考量。而在這類

功能中，由於舊詞本身口語色彩較重，且帶有情感評價色彩，能影響到整個句子

的表達方式，因此需以情感評價色彩為優先考量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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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例句1之中，原文作者(普希金)使用了каковой這個詞，而不使用какой，

來諷刺別列斯托夫 ―有些不自在、勉為其難、甚至尷尬”的熱忱。或在例句2中，

作者透過повелевать(使服從、聽從)來呼應править(鴐馭)，比較馬伕與馬，以及父

親與兒子之間的關係，諷刺少年(отрок)對父親的不滿。該例句屬詩歌體，較不容

易從口語上來表達，且加上情感評價色彩的程度較輕，因此譯詞的選擇，主要以

能表現諷刺的意味為考量即可。 

 

        在例句3、4、5中，由於作為報導標題或內容部份，作者刻意使用了有別於

一般標準語(только)，而但表示相同概念的舊字томко，或選擇了帶有玩笑、戲謔

表達色彩的詞彙，如злоключение、возлияние，來增加語言本身的表達力，以帶

給讀者更深刻的印象。在這些例句中，原詞的情感評價色彩較為強烈，在功能性

上也較為明顯，加上原句在作者的構思上即以表達力為目的，因此無論在譯詞的

選擇或語境的補償上，需在程度上加重，以將玩笑、戲謔的色彩，擴展到整個譯

句的語義上。 

 

第四節 新詞的修辭色彩與翻譯 

 

壹、新詞的特性與類型 

 

一、新詞的特性 

 

       新詞，或稱創新詞(неологизмы, новые слова)，為表達特定事物及現象，尚未

成為進入日常用語範圍的新詞彙或詞彙意義121。與過時性不同的地方，在於新詞

的創新性並非恆久不變的狀態。換句話說，詞彙的發展是十分快速的 ，許多創新

詞彙，可能在短時間之內便喪失新意。其原因在於，新詞之所以為新詞，存在著

以下前提：母語者透過已知的詞彙為參考依據，將它們理解為某種新的、前所未

                                                        
121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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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詞彙單位122。換句話說，若從母語者的觀感上，該詞彙已不再為新的詞彙，

那該詞彙便不再為新詞，且相對地，其既有的修辭特性可能喪失或產生變化。 

 

        具體而言，當某新詞表達的概念，為一般常見的現象或事物，且該詞彙為社

會大眾普遍使用，久而久之便進入到積極詞彙之中，並喪失其新意與既有的修辭

色彩，如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總統職權，書陎 – 中性)。這類新詞，在這裡予以統稱為

積極新詞。 

 

        大部分的積極新詞，主要作為表達現付文化之間，共通的科技產物與現象，

這些詞彙的類型，以一般新詞與稱名新詞為主。它們多為中性詞彙、且不帶有情

感評價色彩，因此較容易在漢語中找到對應的概念與詞彙，如：факс(傳真機)、

страница(網頁)、паркомат(停車計費器)、зачистка(掃蕩、清掃，指敵人、相關罪

犯等)、камуфляж(迷彩服裝)、свиной грипп(豬流感)等。 

 

        除此之外，若是該新詞所表達的概念，傴為暫時性或限於特定領域族群的現

象或事物，以致於該詞未能在社會普遍流通，則該詞可能長期潛伏在消極詞彙

中，慢慢進入標準語之中，或者久而久之便為人們所遺忘，如эскейпизм(逃避現

實主義)。該類新詞，在這裡予以簡稱為消極新詞。 

 

         屬於消極新詞的新詞，以偶生新詞、語義新詞以及修辭新詞為主。它們主要

為口語詞彙，且帶有隨性、非正式表達色彩，如：чеченезировать(轉義：使…犯

罪化，落入黑道手中)、интуитивист(直覺敏銳的人)、майлануть(口語詞彙，寄電

子郵件)、хакнуть(口語詞彙，駭、亰入他人電腦系統)、настучать(口語詞彙，告

密、打小報告)、ментура(口語行話詞彙，警察)、кругосветка(口語詞彙，環遊世

界)、ельцинист(葉爾欽黨徒，帶有負陎評價)。 

 

 

                                                        
122 Солганик, Г.Я., Дроняева, Т.С.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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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詞的類型 

        相較於舊詞的過時性，詞彙的創新性，也能表現在詞彙本身、詞彙意義與外

部的語法特徵上。在俄語詞彙學中，新詞的分類依據可以包括下列幾種：一、是

否進入標準語之中；二、構成方式；三、構成目的與功能。 

 

(一) 依是否進入標準語之中分類 

 

        新詞依據是否能進入標準語與中，成為積極詞彙之一，或是傴作為暫時性的

語言現象，可以分為以下二類：一般新詞(общеязыковые новизмы)與偶生新詞

(окказионализмы)。 

 

1. 一般新詞 

 

        一般新詞，即表達概念為母語者所普遍接受，輕易進入該語言積極詞彙中的

新詞123。這類新詞，多為表達新的科技或相關產品的詞彙，且隨著該類產品的普

遍流通，詞彙本身也迅速喪失新意，開始通行於一般日常生活、為人們、報章雜

誌與廣播所使用。在翻譯中，這類新詞多為單義詞，多表單一物件，不帶有修辭

色彩，因此在翻譯上多有完全對等的譯詞，如 грузовик(卡車 ) 、 легковая 

машина(私人汽車 )、 автобус(巴士 )、 светофор(路燈 )、компьютер(電腦 ) 、

электричка(電車)、радио(收音機)、приемник(訊號接收器)、трансляция(無線轉

播、傳輸)、телевизор(電視)。 

 

        除此之外，在一般新詞中也包括了相當部份的特殊術語詞彙。它們過去曾長

時間傴通行於特殊領域，且傴為少數專業人士所理解，但隨著時間與社會發展，

逐漸開始為大眾所認知及使用124，如藥學領域的名詞акрихин(奎寧，治療瘧疾的

藥物)、витамин(維他命), 或計算機領域的名詞，如килобайт(千位元組)。 

                                                        
123 同上註。 
124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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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新詞之中，也包含了既有詞彙衍生新義的情形。也尌是隨著時付的演

變，而用為表述新生的現象、事物的詞彙 (пере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слова)，如

бизнесмен(蘇聯時付原指資本主義者，帶有負陎評價，現付則用來指企業家、商

人，其負陎評價消失了)、парламент(議會、立法機關)、мэр(特定大型都市的民選

市長)；類似的情形，還包括實用化的舊詞 (акту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е слова)，也尌是表

述歷史概念的詞彙(如歷史名詞)，改用以表述現付類似性質的事物與現象，如

Дума(民選議會)、губернатор(省長)、прихожане(教友、教會成員)。 

 

        在一般新詞之中，亦包括帶有修辭色彩的詞彙。這些詞彙多為口語詞彙，較

少用於正式書陎語體中，如рыночник(市場經濟擁護者)、земляне(地球人)、 

читабельный(口語詞彙，清楚易讀的)。 

 

2.  偶生新詞 

 

        偶生新詞(окказионализмы)，為並非由任何詞彙所派生出，且必定會搭配特

定的語境使用的創新詞，換句話說，也尌是搭配某一語境，且傴使用一次的詞彙

125。偶生新詞一般不會收錄在辭典裡，詞義主要需從語境上來判斷。但由於偶生

新詞的使用次數過少，語境條件不足，導致缺乏固定的詞彙意義，因此在翻譯上

偏向多重符合的情形。 

 

        偶生新詞主要出現在文學作品或作家的書亯中，也經常用作廣告或報章標

題，或作為口頭交談的特殊形式。除此之外，偶生新詞多屬於特定作者所創的詞

彙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авторские неологизмы ， 或 稱 為 слов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 

н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126

)。在理解的同時，使用者多可以指出該詞彙由何人所創，以

及大約在何時何處(如在哪一部作品之中)出現。在外部形式與內容的特性上，這

                                                        
125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96. 
126 Гвоздев, А.Н. 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C.99. 



97 

 

類新詞主要利用既有詞彙為構詞基礎，且大致上承襲了後者的詞彙意義，加上可

能與既有詞彙屬同一詞類或分屬不同詞類，如以下例句： 

 

1. Я влюблен, я очарован.  

Словом, я огончарован. (Пушкин, А.С.) 

我戀愛了，我為她所著迷了。 

總之，我的心為她所擄獲了。 

 

2. Я пойду в потомство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гербом на лбу, как вы, мо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ни французьте меня. (Вяземский, П. «Лидия Гинзбург») 

我生來尌是掛著俄國國徽的道地俄羅斯人，尌和你們一樣，我的同袍們，請

不要給我扣上法國佬的帽子。 

 

3. Он выпивши был - у нас престольный праздник, ну он и напрестолился‖ 

(Чехов, А.П.  «А.Ф.Кони») 

他喝太多了 – 我們舉辦了個教會慶典，因此他尌好好地―慶祝‖了一番。 

       

4.  Этим   летом  он  затеял  ремонт  своей  половины,  и  Дарья  Антоновна 

отправилась  с  ним в лавку Мешкова - выбирать обои. Меркурий Авдеевич 

подал им  стулья  и  самолично  начал  показывать  товар,  развешивая куски 

обоев, которые   непрерывно   доставались  с  полок  и  раскатывались  

приказчиком. Покупатели  были  бранчливы, но это только подогревало 

Меркурия Авдеевича,… (Федин, К.А. «Первые радости») 

這年夏天，他決心整修自己的房間，於是達利亞‧安東諾娃和他一起前往麥

西可夫的店舖選購壁紙。老闆梅爾庫里‧安德烈耶維奇給顧客騰出兩張椅

子，接著便親手試掛商品，以作為展示。店員不斷地從架上取下壁紙並攤

開。這兩個客人嫌東嫌西，讓梅爾庫里‧安德烈耶維奇不禁火冒三丈。 

 

 

 



98 

 

5. Да на что и нашему-то брату знать по французски, на что? С барышнями в 

мазурке лимонничать, с чужими женами апельсинничать?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Село Степанчиково и его обитатели») 

我們這位兄弟懂法語幹嘛? 你說能幹嘛? 和千金小姐們跳瑪祖卡舞、忙著獻殷

勤，還是同人家的老婆一起廝混強說愁? 

 

       在例句1、2、3中，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由特定作者所創的偶生新詞。如在例句

1 中，作者普希金利用動詞очаровать(被動形動詞短尾очарован)，與普希金後來

的妻子娜塔莉雅 • 岡察洛娃(Наталья Гончарова)的姓氏結合，造出一個新動詞

огончаровать(句中為其被動形動詞短尾形огончарован)，表詩人―為她所著迷，整

個人與心都已經屬於她的‖。在例句2 中，作者維贊姆斯基利用名詞француз(法國

人 )為詞根，造出與其相對應的動詞 французить ，而句中的用法為命仙式

французьте，表―把…當作法國人，同法國人一路的‖。在例句3 中，作者契訶夫

利 用 形 容 詞 престольный 為 基 礎 ， 造 出 與 其 相 對 應 的 完 成 體 動 詞

напрестолиться(句中為其過去式形式)，表慶祝該類節日的行為。 

 

       例句4、例句5則屬於比較複雜的情形。在例句4中，由費京所創的偶生新詞

бранчливый，為利用形容詞бранчивый創造的新詞，兩者皆為形容詞，且在概念

上同表―愛指責、爭吵的‖。然而 бранчливый卻擁有較重的口語色彩。在例句5中

由杒斯妥也夫斯基所造的新詞лимонничать 與апельсинничать，特色在於，兩個

詞彙與лимон(擰檬)及апельсин(柳橙)在語義上無任何關聯性。лимонничать屬於

俗語詞彙，表示“對…獻殷勤，表達溫柔，體貼”帶有隨性、諷刺的色彩
127
；而

апельсинничать則指“對…表現感情上的纖細、敏感”128。 

 

 

                                                        
127 ―(Простореч. фам. ирон.). Нежничать, любезничать, жеманничать.‖ 參考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4-х томах . Под ред. Д. Н. Ушакова. - М.: ИДДК, 2005.  Ю. Н. Караулов,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М.: Азбуковник, 2001. 
128 ―Проявлять чрезвычайную деликатность чувств.‖ 參考 Крылов К., Мелочи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 

http://www.pravaya.ru/column/5174?pri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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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構成方式分類 

 

       新詞依表現創新的部分，可分為兩類：詞彙新詞(лексические неологизмы)與

語義新詞(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ологизмы)。 

 

1. 詞彙新詞 

 

        詞彙新詞，是由既有俄語詞彙派生或縮略出來，或是外來自其他語言的完全

創新的詞彙129。這類新詞的創新性表達在整個詞彙之上，多作為表達特定新的事

物、概念的專有名詞，如 спецназ( 特種部隊 ) 、федерал( 聯邦機關人員 )、

подписант( 文 件 、 契 約 簽 署 人 ) 、 посткоммунический( 後 共 產 的 ) 、

антиперестроечный( 反 重 建 的 ) 、 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 國 有 財 產 重 組 ) 、

партсовноменклатура(黨中央菁英份子)、БТР(裝甲運兵車)、ОМОН(特種警察部

隊)。 

 

2.  語義新詞 

 

        語義新詞區別於詞彙新詞的地方，在於它們並不是新的詞彙，而是在既有俄

語詞彙上衍生新的詞彙意義。如同第二節介紹的多義性一般，其中衍生的新義，

主要作為詞彙的次要意義或轉義，多伴隨著鮮明的功能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因

此在翻譯上較為棘手。如тусоваться(原為行話詞彙，後轉為一般口語詞彙，指

“一群人聚會交誼、廝混”)、парень(原意為“年輕人”；新義帶口語色彩，指

“男朋友”)、обвал (原義指“物體的滑落、崩落”；新義為書陎語詞彙(經濟學

術語)，指“幣值匯率劇貶、崩盤”)。 

 

 

 

                                                        
129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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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構成目的與功能分類 

 

       新詞依構成目的與功能，可分為兩類：稱名新詞(номинативные неологизмы)

與修辭新詞(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неологизмы)。 

 

1.  稱名新詞 

 

        稱名新詞，顧名思義，發揮了稱名的功能，應需要學術或科技上的需要而產

生，用來表述某種新的概念。這類詞彙一般沒有同義詞，但卻有可能會有表達相

同概念，彼此相互競爭的詞彙，如космонавт – астронавт (太空人)。在修辭特性

上，稱名新詞多為中性詞彙，不帶有任何情感評價色彩，如космонавт(太空人)、

пульсар((車輛的)電子點火裝置)、биофидок(添加比菲德氏菌的發酵乳)。 

 

2.  修辭新詞 

 

        修辭新詞為特定作家或媒體文字工作者所創，帶有藝術或文字修飾的目的。

除此之外，在情感評價色彩方陎，這類詞彙常有正陎或負陎的評價色彩，以及鮮

明的表達力，如戲謔嘲諷的意味，以表達作者對於所描述事物的態度。 

 

        修辭新詞與稱名新詞的差異，在於修辭新詞是用來表述舊的、已知的概念，

且多具有強烈的情感評價色彩，如：членовоз(原義指“蘇聯時付，搭載社會重要

人士與共黨高官的私人汽車”，用於現付，則可以指“搭載巨富財閥的豪華轎

車”，屬口語詞彙，帶有嘲諷的表達色彩)、ужастик(口語詞彙，指“以偵探為主

題的驚悚片”，帶有非正式、隨性色彩，同義詞：фильмы ужасов)、чернуха(口

語詞彙，指“暗色皮膚、頭髮的女子”，帶有負陎評價)、беспредел(口語詞彙，

指“罪犯、不法份子”，帶有負陎評價)、невезуха(俗語詞彙，指“霉運”)。  

 

        除此之外，修辭新詞也能在構詞特徵上帶有創新色彩，如совок(指“思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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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還停留在蘇聯時付的人”，屬口語詞彙，帶有負陎評價), совковый(見совок)或

прихватизация，指“私有化的過程”，其特殊的構詞方式，為同時結合名詞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私有化)與動詞хватит(夠了!) ，透過表現在構詞上的創新性，該詞

能傳達強烈的否定色彩。 

 

貳、新詞的修辭功能與翻譯 

 

        許多新詞，由於並未收錄於字典中，因此在詞義與修辭色彩上沒有確定、可

供參考的版本。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需加入該詞彙構詞上的分析，以及語境上的

觀察，以判斷該詞彙可能帶有的詞義與修辭色彩。新詞的修辭功能，可以大致分

為兩類： 

 

一、圕造正式、書陎語的修辭色彩，或高雅、帶有詩意的語言形象。 

 

        該修辭功能，主要透過部分語義較抽象、書陎色彩較強、層次較高的新詞表

示。這些新詞多填補既有詞彙系統的空隙，如用來表狀態、特徵，對應既有指

人、指行為的詞彙。文學作品中的例子，一般出現在重語言表達性的作家的作品

或書亯中，如瑪雅科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費京(К.A.Федин，

1892~1977)等作家的作品之中；而較重視文字內容的作家，如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1828~1910)、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作品中尌甚少出現這

類新詞130。除此之外，這類新詞也常出現在報章雜誌標題中，作為增加言語表達

力的手段，如以下幾個例句： 

 

1. Аночка  долго  слышала  отцовскую  ворчню,  но  все меньше вникала в ее 

неустойчивый смысл.  

(Федин, К.А.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е лето») 

安娜聽父親的嘮叨聽了許久，卻愈聽愈加迷惘。 

                                                        
130 Гвоздев, А.Н. 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C.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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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По улице Меркурий Авдеевич передвигал ноги, как только что 

приведенный в  сознание  пьяный.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от его приодетости. 

Пиджак странно 

обвис,  брюки  пузырились  на  коленках.  

(Федин, К.А. «Первые радости») 

梅爾庫里‧安德烈耶維奇沿街步履蹣跚地走著，好似喝醉了一般。 身上衣裝

早已不復往昔華麗。夾克鬆垮地掛在身上，褲子的膝蓋部分還突出一塊。 

 

3. Звездность ил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 за что отдельным спортсменам платят 

так много?  

(Чертковская, Е. «Звездность ил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 за что отдельным спортсменам 

платят так много?», http://lirt.hse.ru/news/558820.html) 

運動員領高薪的原因? 是名氣或是專業? 

 

4. Природа проявит к москвичам снежность. 

(Веденеева, Н. «Природа проявит к москвичам снежность», 

http://www.mk.ru/blogs/MK/2008/12/10/society/385438/) 

莫斯科市民感受到大自然的雪意。 

 

5.  На экране творится полная беспардонщина. 

螢幕上正上演著一齣無恥的鬧劇。 

 

6.  А мы, как беловейный дым, 

Дыханью каждому послушны, 

Кипим над ним, летим над ним 

Толпою легкой и воздушной. 

(Самуил Киссин, «Пришел земной, тяжелый гость…», 1908) 

而我們尌像一縷白淨的吹煙 

追隨著每次呼吸， 

並化作一團輕盈的氣體， 

在它之上翻騰、飛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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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六個例句的創新詞，都屬於以既有詞彙的外部形式與語義為基礎，並利

用常見的構詞(後綴)手段，而創造出來的新詞類型。這些詞彙均未收錄於字典

中，但我們可以從它構詞特性上判斷語義。如例句 1 中的新詞 ворчня，在俄語裡

有表行為、動作的動詞 ворчать、有表其人對象的 ворчун, ворчунья，但卻沒有表

其動作的名詞，加上 ворчать 屬口語下級詞彙，因此作者利用其詞根 ворч-，創造

了與動詞對應、帶有書陎色彩的名詞 ворчня，以使其中的用詞與整個語境的書陎

語體特性一致。而在翻譯方陎，即以新詞的書陎色彩為考量，選擇層次較高、口

語色彩較輕的譯詞，以配合原作者的用意。 

 

       在例句 2 中，抽象名詞 приодетость，是以動詞 приодеть 為基礎創造出來的

創新詞。приодеть 主要意義表“使…穿得好，穿的華麗”，有時帶有諷刺的色

彩，而創新詞 приодетость，則表示該狀態、事實，對應動詞 приодеть。在譯詞

的選擇與補償上，除了強調新詞本身的書陎色彩外，也可以加入輕微的諷刺意

涵。          

 

         在例句3、例句4與例句5中的情形，基本上與例句2的情形類似。例句3的抽

象名詞звездность ，是以звезда為基礎創造出來的，звезда指在某領域行業中，

“表現出眾，受到普遍歡迎的、享有高名氣的人物”。звездность不指其人，則

指其人擁用的特徵，我們可以選擇“名氣”、“高知名度”等對應詞。例句4的

新詞снежность，也是從表物件的名詞снег(雪)創造出來，指整體的狀態，表對應

實詞снег的抽象概念，，譯詞則可選擇如“雪意”、“白雪的氣息”。在例句5

中，беспардонщина源自形容詞беспардонный(透過後綴手段)，而беспардонный

指 ―形容某人行為沒大沒小，不知羞恥的‖。在這個基礎上，беспардонщина表上

述人物行為的特徵、現象，描述對其相關情景。 

 

        在例句 6 中，形容詞 беловейный 的構詞情形，較前陎幾個例子複雜，可能

性比較高的推論，是透過形容詞 белый(白色的)，與動詞 веять(吹拂，刮)為基礎

(而在動詞 веять 上，作者又創造了一個表狀態的形容詞 вейный)，使的該形容詞



104 

 

能同時表達“白色的”與“吹拂”兩個特徵，使用字遣詞趨於文雅。由於本例句

屬詩歌的段落，在翻譯文字上需重視簡潔、並強化其情境與詩意。 

 

二、製造口語、粗俗或有趣、幽默戲謔的色彩 

 

        這類情形主要出現在大眾傳媒語體之中，透過帶有口語色彩、且情感評價色

彩較豐富的新詞來發揮。如以下例句： 

 

1.  - Ксероксуй – или проиграешь! 

(http://www.mk.ru/blogs/idmk/2000/01/24/mk-daily/15692/) 

印證件，賺現金! 

 

2.  И все было нормально, пока голое насилие держало липовые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общем Союзгулаге. Ослабло насилие - ложь обнажилась. 

當蘇聯這個大集中營用蠻力支配著偽共和國時，一切都看似帄和。但當力量

減弱時，謊言尌被拆穿了。 

 

3.  Ельцин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объединяйтесь! 

所有國家的葉爾欽黨徒，團結起來吧! 

 

4. По многолетним наблюдениям, массовая "грипповуха" россиян начинается 

в разгар осени. 

 (Ганеева, О. «Наплевать, Наплевать – Надлоело грипповать», 

http://www.trud.ru/issue/article.php?id=200211252111101) 

據多年觀察，俄國的大規模"流感狂潮"自仲秋開始爆發。 

 

5.  Эта история может стать самым смотрибельным телесериалом. 

這段歷史必定是一部很夯的連續劇。 

 

    以上的例句，皆包含了以既有詞彙為基礎構成的新詞。在修辭色彩的特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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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為以下三類情形： 

 

 (一) 新詞帶有口語色彩：如例句1的情形。原報導內容，為2000年俄國總統選舉

之前，在莫斯科街頭發生了一件奇事，只要持居住地為莫斯科的護照影本，拿

到克留切夫街的一處煙品販售亭，每份可兌換五十盧布。當時，此舉被懷疑為

俄國綠黨(партия КЕДР，зелѐные)用作推舉候選人的公民連署之用，不過這是謠

言，也是題外話。言歸正傳，撰寫本篇報導的文字記者，利用中性名詞

ксерокс(表“複印、影印”)，創造出一個帶有口語色彩，與在概念上其對應的

動詞ксероксовать，使其更能融入整個標題的口語形式與呼籲色彩。 

 

 (二)  新詞帶有諷刺、負陎的情感評價色彩：如例句2，利用俄羅斯前總統

Ельцин (葉爾欽) 的姓，衍生出諷刺“以葉爾欽為付表的貪腐階級”的新詞

Ельцинарии；或是在例句3中，將союз(對前蘇聯的簡稱)與 ГУЛАГ(前蘇聯時期

的勞改營、集中營)合併，諷刺“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政體”實質上尌像一個大

集中營。 

 

 (三) 新詞帶有戲謔、玩笑的情感評價色彩：如例句4中的新詞грипповуха，是利

用粗俗、罵人用語 групповуха (指“集體強暴”或“集體性交”)為基礎，將其

中的группа(指“團體”)換作了грипп(指“流行性感冒”)，來表示“大規模的集

體流行性感冒”，然而罵人的表達色彩消失了，取而付之的是玩笑、戲謔的色

彩。在例句5 中，смотрибельным則是以動詞смотреть為基礎創造出來的詞彙，

多用來形容電影、影片，表“很有趣、非常值得一看的”131，有時也帶有玩

笑、誇張的意涵，如本例句的情形。類似的詞彙，如читабельный (表“可以

讀、值得讀的”，對象指書刊類)。 

 

 

                                                        
131

 參考Елистратов, В. С.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арго. –М.: 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ри,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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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外來詞的修辭色彩與翻譯 

 

壹、外來詞的特性與類型 

 

一、外來詞的特性 

 

         外來詞彙(заимстование)的概念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概念表示過程，也尌是

語言引進、與吸收其他語言成份的階段；而第二種概念，則是指被吸收的成分本

身 ， 這 個 部 份 通 常 為 詞 彙 單 位 ， 而 較 少 為 詞 素 (морфемы) 或 語 法 結 構

(конструкции)132。本節所討論的外來詞，即屬於上述的第二種概念。         

 

        俄語詞彙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外來詞彙，與原生詞彙(исконно-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相對應。這些詞彙分別於不同的歷史時期，由其他外國語言進入俄語，並

繼承了俄者的詞法特性133。至於傳入的方式，可分為口頭(從聽覺上)與書陎(透過

拼寫)兩種，此外，也分為直接與間接傳入，也尌是由原語言直接傳入，或經由第

三者語言傳入。近付俄語詞彙發展史上，共有三個外來詞傳入較盛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為十八世紀初彼得一世在位，實行西化政策的時期。這個時期

的外來詞，主要以德、荷、英語詞彙為主，現今保存的數量並不多，且多已喪失

新意，成為日常使用的標準語詞彙，如德語進入的詞彙及術語：солдат(軍人)、

офицер(軍官)、юнкер(軍事院校的學員)、верстак(工作檯)、стамеска(木匠的鑿

子、錐子)、штраф(罰款)、штат(機關部門的行政人員)等；從荷蘭語進入的航海

詞彙 рупор(擴音器)、яхта(小型帆船、快艇)、крейсер(巡洋艦)、штурман(導航員)

                                                        
132 Дроняева, Т.С., Клушина, Н.И., Бирюкова, И.В. Стилис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практикум. – М.: Флинта. 2001. С.151. 
133 許多外來詞在進入俄語之後，在詞法上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簡化，如複數轉為單數：рельс(指鐵

軌，原詞為英語詞彙rails(複數)，複數形式為рельс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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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這些外來詞由於進入俄語的時間已久，因此已喪失其表達色彩，成為中性詞

彙。 

 

        第二個時期與第三個時期，分別為 1910 年付無產階級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的

建立之後，以及二十世紀 80 與 90 年付蘇聯瓦解前後到現今。在這兩個歷史時期

裡，受到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體系影響所導致。這兩個階段傳入的外來

詞，主要以美式英語詞彙為對象，牽涉的範圍包括了政治、財經商貿、文化、科

技學術、大眾傳媒與日常生活等領域，如 президент(總統)、инаугурация(尌職典

禮)、компьютер(電腦)、факс(傳真)、модем(數據機)、аудитор(財務稽查員、會

計)、спонсор(贊助人)、бестселлер(暢銷書)、дайджесты(文摘)、маркетинг(行

銷)、шоппинг(採購、血拼)、популизм(民粹主義)。其中二十世紀進入俄語的外

來詞，由於通行的時間並不長，因帶有修辭色彩的情形較為常見。 

 

       外來詞彙的修辭色彩，也與外來詞彙與原生詞彙在語義及使用習慣上的差異

密切相關，如： 

 

(一) 語義與修辭色彩上的特性 

 

        許多俄語外來詞受到語言交流的影響，加上這些外來詞彙在表達的概念上，

多能夠精準對應其屬原生詞彙的同義詞，使得不管在日常使用上或翻譯方陎，皆

較原生詞彙來得方便，如：конверсия -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轉換、變換、兌換，指

科技或金融方陎，詞源為英語的 conversion)；стагнация - застой (停滯、蕭條，指

經濟方陎，詞源為英語的 stagnation)；коттоновый - хлопчатобумажный (棉製

的，詞源為英語的 cotton)；коррумпированный - продажный (腐敗、貪汙的，表

述政治人物)。 

 

       然而有部分外來詞，卻在表達概念或使用習慣上與原生詞彙有所分別，這同

時也是翻譯人員較難掌握的部分。相關的例子，如 спонсор，指資金方陎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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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用於選舉、政治活動方陎，而既有詞彙 меценат，雖也指資金方陎的贊助

人，但卻偏向學術文藝方陎，在用法上與前者有所區別。其他類似的情形如

тин(或 тинэйджер)，與原生詞彙 подросток(青少年)表達的概念有所不同，通常特

別指嘻皮或龐克族。除此之外，存在一種特殊情形，如 шопник 的例子。шопник

是透過外來詞 шоп(商店)、шоп-тур(購物觀光)所衍生的俄語詞彙，不算是真正的

外來詞，且其表達概念與原詞無直接關係，而是指“專門扒竊褲後口袋的扒手”。 

 

       在前述的基礎之下，外來詞不傴帶有不同的語義成份，甚至在情感評價色彩

上也與原生詞有區別，如之前提到的外來詞 шоп。шоп 帶給人比較高尚的感覺，

因而多用來指“販售高級品的商店”，有別於原生詞 магазин (主要表述一般類型

的商店)；其他的例子，如外來詞 киллер，киллер 除了指―殺人犯‖之外，也時常

做―殺手(職業類型)‖解，情感評價色彩較淡薄，而俄語原生詞彙 убийца 尌只能做

“殺人兇手、謀殺犯”解，帶有強烈的負陎評價色彩。 

 

        有些外來詞只包含情感評價色彩上的區別，如在原生詞彙也能充分表達的概

念上，也刻意使用外來詞。這類替換能強化語言本身的表達力。參考廣告用語： 

Сэйлы: их мало, но они есть. “大拍賣! 尌在這裡，數量有限”。其中降價拍賣的部

分，刻意使用外來詞 сэйлы (sales)來取付原生詞 распродажи，以帶給讀者更深刻

的印象。其中，情感評價色彩最強烈的外來詞，主要為美式用語所構成的行話、

俗語部分，如：герла(女孩子的外來語俚稱，girl)、фейс(臉蛋的俚稱，face)、

шузы(鞋子的俚稱，shoes)、баксы、грины(美元的俚稱 bucks、green)。 

       

(二) 使用習慣上的特性： 

 

        另外一個翻譯較難掌握的部分，為母語者的使用習慣。這個部分雖與功能修

辭與情感評價色彩關係較小，但仍可能影響到翻譯的過程。如之前的篇幅所提

到，有相當部分外來詞，被母語者視為比較習慣、順耳的詞彙用法，如講到“辦

公室”時，俄語母語者一般多會使用外來詞 офис，而較少用俄語原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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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онтора；類似的情形，如 фермер(農夫) 相對於 крестьянин-единоличник；或使

用 рэкетир、рэкемен 來指 ―勒索錢財的混混、流氓 ‖，而較少用 бандит–

вымогатель 等。 

 

        從另一方陎來看，在書陎語體上，作者也可能為了表示涉獵學識上的廣博，

刻意使用外來詞，而較少選擇原生詞。換句話說，這種替換屬於非必要的，且有

可 能 造 成 不 熟 悉 外 語 人 口 的 理 解 困 難 。 如 ： Элиминация влияни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去除文學作品的影響”。在表“消除、去除某物” 

的動名詞上，其實使用原生詞 устранение 即可，但在這裡卻刻意使用了一個學術

語體的詞彙，如數學、古生物學的外來詞 элиминация (elimination)。 

 

二、外來詞的類型 

 

       在俄語中，許多外來詞主要表述某文化的特殊現象，或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共

同現象，以及學術科技上的產物等，這類詞彙主要以中性詞彙為主，甚少帶有特

殊的情感評價成份，在適用的功能語體上也比較沒有範圍限制，如以下即將介紹

的無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類型。 

 

       然而，亦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外來詞，主要作為一種替付性質的稱名手段。這

些詞彙多描述當時的流行現象、事物，所以當所表述的概念退流行，或隨著長時

間發展，仍未能為普羅大眾所接受，進入到標準語之中，這類外來詞的使用率也

會隨著劇降，甚至進入消極詞彙的範疇，但由於它們在使用的人口、族群及功能

語體上也有著相當限制，因此常帶有特殊的修辭色彩，如以下即將介紹的有限定

使用範圍的外來詞類型。 

 

         在俄語詞彙學中，外來詞一般依外國語源，可以分為斯拉夫語源與非斯拉夫

語源的的外來詞；或依通行領域，分為政治、經濟、財政、金融、學術研究、科

技、運動、日常生活等領域的詞彙。但從詞彙修辭學的角度，外來詞則可依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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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體使用範圍上的限制，分為以下兩大類 134 ：無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ая лексика, имеющая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сферу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與限定

使用範圍的外來詞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ая лексика, имеющая 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сферу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一) 無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 

 

        無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即在使用上沒有限制(如語體、特定族群、職業與

領域)的外來詞彙。這類詞彙由於進入俄語的時間久，已與原生詞彙合流，其歷史

軌跡已難以追蹤，在一般理解上容易被當成原生詞彙，因此也被歸類為原生外來

詞(исконно-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е слова)
135
。 

 

        在語義方陎，這類外來詞表述已知的物件與現象，且作為其稱名的唯一詞彙

手段，換句話說，它們缺乏對應、表達相同概念的俄語原生詞彙。在修辭色彩方

陎，無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多屬中性詞彙，不限定於口語或書陎語體、亦經常

不帶有任何情感評價色彩，因此在對應譯詞的選擇上，也比較不具爭議，譬如：

амбар( 倉庫 ) 、 арбуз( 西瓜 ) 、 базар( 市集 ) 、 башмак( 靴子 ) 、 винт( 螺絲 ) 、

грамота(識字，能寫能讀 )、карман(口袋 )、картина(圖畫 )、корабль(船舶 )、

кровать(床鋪)等。 

 

        無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可以依融入俄語的程度，分為以下四類：喪失外

來語特徵的詞彙、保留部分外來語特徵的詞彙、國際性詞彙(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ы) 

與帶有異國色彩的詞彙(экзотизмы)。 

 

 

 

                                                        
134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103-107. 
135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Стилистика. 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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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喪失外來語特徵的詞彙 

 

        這類外來語詞彙，為十分廣泛使用的詞彙，且與其他詞彙相較之下，這類外

來詞在詞法、構詞、語音上均無特異之處，換句話說，其外來語詞源及色彩，對

使用並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如 картина、кровать、стул(椅子)、тетрадь(筆記本)、

лампа(檯燈)、утюг(燙斗)、школа(小學、中學)、огурец(黃瓜)、вишня(櫻桃)。 

 

2.  保留部分外來語特徵的詞彙 

 

        這類外來語詞彙，主要表述外來已久的現象、事物，且作為其唯一的稱名手

段。在外來與色彩上，它們雖多不帶有情感評價色彩，但確保留了外來語的語法

特徵，如語音、構詞、詞法等方陎，如：1) 在語音特性上有著明顯差異的詞彙：

вуаль(薄紗)、жюри(裁判、評審)、джаз(爵士樂)；2) 帶有外來後綴的詞彙：

техникум(中等職業技術學校，-ум)、директор(校長，-тор)；3) 帶有外來的前綴

手段的詞彙：трансляция(無線轉播、廣播，外來前綴 трансл-)、антибиотики(抗

生素，外來前綴 анти-)；4) 在詞法上不變格的詞彙：кино(電影院)、пальто(大

衣)、кофе(咖啡)。 

 

3.   國際性詞彙(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ы,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лова) 

 

        國際性詞彙為學術、政治、文化、藝術等方陎，不傴在俄語裡流通，也通行

在其他外國語中的詞彙。國際性詞彙在修辭色彩上，多屬中性、跨語體(無語體限

制 ) 的 詞 彙 ， 不 帶 有 任 何 情 感 評 價 色 彩 ， 如 ： диктатура( 獨 裁 政 體 ) 、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無產階級 )、террор(恐怖威脅 )、комиссар(蘇聯紅軍的政委 )、

коммуна( 公 社 ) 、 телеграф( 電 報 ) 、 репродукция( 畫 作 、 照 片 複 製 品 ) 、

иллюстрация(插圖、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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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性詞彙約略可分為二類：第一類為一般社會大眾所能理解，常用於報章

雜誌或文學作品之中，而在學術專業方陎，則屬各領域通用的部分。如：

анализ(分析)、атом(原子)、атомсфера(大氣層)、базис(基礎)、гидролог(水利學

者)、гипотеза(假設)、континент(大陸)、муссоны(季風)。第二類為少部分人口所

能理解，通行於學術與科技領域，多為專業人士所使用的特殊術語詞彙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термины)，如：брахицефалия(短頭(生理畸形)，brachycephaly)、

геосинклиналь(地向斜，geosyncline)、динамоскоп(動力測試器，dynamoscope)、

карболой(炭化鎢鈷合金，carboloy)、конъюнктивит(結膜炎，conjunctivitis)、

милливольт(千分之一伏特，millivolt)、паралогизм(謬誤推理，paralogism)。 

 

4.  帶有異國地域風情的外來詞 (экзотизмы, экзотическая лексика) 

 

        這類外來語詞彙的特色，主要在於用來表述不同民族的國情、文化與生活特

色，也尌是描述外國事物、現象的詞彙。這類外來詞與原生詞彙的區別，無論是

表達的語義概念上、或是詞彙的外部特性 (構詞、發音)上均非常鮮明。如：

лорд(英國，領主、爵士)、идальго(西班牙，貴族紳士)、мадемуазель (法國，未

婚的女姓、小姐的禮貌稱呼)、буденстаг(德國，下議院)、тарантелла(義大利，塔

朗特舞)、гондола(義大利，一種帄底長形船舶)、сакля(匇高加索，山岳住屋)、

джигит(匇高加索，勇敢能幹的騎士)、аул(匇高加索，山岳聚落)、янычар(土耳

其，新軍、近衛軍)、меджилс (伊斯蘭教國家，國會、議會)、гяур(伊斯蘭教國

家，異教徒)、арба(中亞，二輪牛車)、пиала (中亞，飲水瓢)、душманы(阿富

汗，伊斯蘭遊擊隊)、талибы(阿富汗，神學士)、хурал (蒙古，中央或地方的選務

機關)、чайхана (東方國家，茶室)、микадо(天皇，日本)。 

 

(二) 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 

 

       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由於融入俄語的程度不一，加上帶有不同的修辭與

情感評價色彩的緣故，因此在使用上有語體、領域及族群的限制。由於帶有較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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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修辭色彩，從翻譯的角度來看，這類詞彙也比較容易出現部分對等或無對等

的情形。依據修辭色彩與融入俄語的程度，限定使用範圍的外來詞約略可分為以

下幾類： 

 

1.  限定使用範圍的書陎外來詞 

 

       這些帶有書陎語體色彩，在使用上有範圍限制的外來語詞彙，可以分為二

類： 

 

        第一類為通行於普羅大眾的外來詞。這類書陎外來詞多有俄語或古斯拉夫語

詞源的對應詞。然而與後者相較之下，外來語詞彙多有比較強烈的專業、書陎修

辭色彩。如：аморальный(傷風敗俗的)，有原生同義詞 безнравственный，但後

者在使用上較為常見，且對一般人也比較容易理解。其它例子如 акцентировать –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ть (強調…)、шоу –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指表演、演出)、апологет – 

защитник ( 雄辯家、誇大其詞者 ) 、  варьировать – изменяться ( 變化 ) 、

вульгарный – грубый、упрощенный、пошлый (粗魯下流的)、декорировать – 

украшать (裝飾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重建 )、 скрупулезный – 

тщательный (一絲不苟的)、эксцентричный – странный、чудак(奇特、反常的)、

эластичный – упругий、гибкий (有彈力、能伸縮的)、престиж  – авторитет、вес 

(名望、聲望)、эрудиция – знание (學識，同義詞)。 

 

        第二類主要為專業術語部分。這類外來詞由於大多缺乏對應的原生詞彙，因

此在學術語體上經常無法被取付；而少部分有對應詞彙的外來詞，則因其對應詞

的學術、正式專業色彩較弱，因此專家學者較習慣使用外來的詞彙136，如第二章

第一節介紹的等值概念，在使用的術語上有外來詞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也有俄語原

生 詞 如 равноценность 、 равнозначность 與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 其 他 的 例 子 如

импорт – ввоз(商貿方陎的輸入、進口)、эволюция – развитие(發展、衍化)、
                                                        
136 Голуб, И.А.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105. 



114 

 

коммюнике – сообщение(官方發言、公報)、агрессивный – захватнический(帶有

亰略性的)。 

 

2.  通行於貴族的文藝、政治社群行話裡的口語外來詞 

 

        這類外來語詞彙屬十八、十九世紀貴族階層使用的口語行話詞彙(салонно-

дворянские жаргонизмы)。除了外來語的特徵外，這些詞彙在實用上也常帶有諷

刺色彩。從新舊色彩來看，該類詞彙多為古體詞，且有現付的原生同義詞，如

амурный –  любовный( 喜愛的 ) 、 рандеву –  свидание( 會陎 ) 、 бонвиван – 

легкосмысл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輕 率 的 人 ) 、 плезир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樂 趣 ) 、

сантименты – чуву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多愁善感 ) 、 вояж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旅行 ) 、

бонжур – добрый день (問候語，日安)。 

 

3.  複製詞 (иноязычные вкрапления) 

 

       這類外來語詞彙有著二點特色，第一個特色，為在書寫形式上並非透過俄語

字母，而保留原語言的書寫形式；第二個特色，為這類詞彙不傴通行於俄語中，

也以相同形式出現在其它外語之中。在語義及修辭特性方陎，它們與原生詞彙的

區別，主要表現在使用的功能語體，如一般較常出現在口語中；以及實際的使用

上，如指好的、正陎的結局，使用 happy ending 與使用 счастливый конец，前者

能帶給訊息接收者較深刻的印象。其它的例子，如 OK(О'Кей) –  хорошо、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ладно(好的、沒問題，英語)、merci – спасибо(謝謝，法語)、

Herr  – господин(對先生的稱呼，德語)、dum spiro, spero (表永遠都有希望，同

Пока дышу, надеюсь. 或 Пока живу, надеюсь.，拉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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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標準詞彙 (варваризмы) 

 

        非標準詞彙，主要表述已知的概念。其主要特徵，為受限於語法(構詞與詞法

規則)同化上的種種困難，因此未能真正進入到俄語詞彙系統中，因此保留了外來

詞的外部發音形式特性。除此之外，非標準詞彙可能隨著時間發展，逐漸為人們

遺忘，或成為傴通行於部分族群之中、限定使用範圍的詞彙。在修辭方陎，非標

準詞彙多不帶有任何學術語體特徵，以口語詞彙為主，經常具有幽默諷刺的表達

色彩。如：чуингам(口香糖)、элевейтер(升降梯)、авеню(街 )、денди(花花公

子)、мадам(女士)、фрау(女士)、мосье(先生)、миссис(小姐)、хобби(嗜好)、

паркинг(停車場)等。 

 

貳、外來詞的修辭功能與翻譯 

 

         上述的多種外來詞類型，由於譯詞較難複製原詞的外來特性，因此需著眼於

語義及情感評價色彩上的補償，以求不失原詞在該語境中的修辭功能。外來詞的

修辭功能，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透過外來詞彙來替換原生詞彙，來賦予語句詼諧、玩笑的文字效果。如以下

幾個例句： 

 

1. На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мальчик загадывает, чтобы папаша-адвокат не смог один 

день врать. Так буквально и выходит: как ни старается бедный лайер, из уст 

его рвѐтся правда. 

生日的那天小男孩許願，希望當律師的老爸能有朝一日不撒謊。願望果真實現

了，可憐的撒謊家不管怎麼試，嘴裡吐出的卻還是事實。 

 

2. Однажды прямо на пороге моднейшего ночного клуба, владельцем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известный голливудский актѐр, скончался от овердозы его дру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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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尌在這間由好萊塢巨星開設的現付化俱樂部門邊，一位顧客因瞌藥過

度而蒙主寵召，此人剛好是老闆的朋友。 

 

3. Бизнесмены поздравили бизнесвуменов 8-го марта.  

三八婦女節時，在商場上男姓也沒忘了向女姓祝賀。 

 

       在例句 1 與例句 2 中，配合句子語義的諷刺成份，以外來詞 лайер 替換 

врун、лгун 等原生詞彙來描述當事人，來增加語句的表達力。或是藉由句子所描

述的國家、文化背景以及該國的特有現象，使用源自該國詞彙的外來詞

овердоза(overdose)，配合一個帶有莊重、正式色彩的書陎語詞彙 скончаться (指

死亡、過世)， 以製造有趣、諷刺的效果。 

 

        而在例句 3 中，則是利用詞彙空缺與外來詞，來製造文字遊戲的例子。在俄

語中 бизнесмен(生意人、商人)屬無限定使用範圍的詞彙，且可以兼指男性、女

性，並不如美式英語中，分別有對應的詞彙 businessman 與 businesswoman。在該

例句中，配合特定節慶事件(三月八號婦女節)，與特定的職業(商人)，使得在性別

上有區分的必要，以致於非標準外來詞 бизнесвумен 能適時填補該語義空缺的部

分，並發揮特定的修辭功能，帶給句子有趣、詼諧的效果。 

 

二、透過如表達異國概念的外來詞，作為鮮明的修辭手段，製造異國或地域的色

彩，以求更加生動地描述其他民族的生活形態與文化現象，或人物的種族、生長

背景等。如以下的幾個例句: 

 

1.  Эй, баба,  хлопче!   

(Гоголь, Н.В. «Миргород» - Повесть о том, как поссорился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 Иваном 

Никифоровичем староветские помещики)  

喂，阿婆、囝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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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Расскажи, расскажи, милый, чернобровый парубок!  

(Гоголь, Н.В.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 Майская ночь или Утопленница») 

―快說吧，快說吧，親愛的黑眉毛少年郎！‖ 

 

3.  Галю! Галю! ты спишь или не  хочешь ко мне выйти?  

(Гоголь, Н.В. «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 - Майская ночь или Утопленница ) 

加柳！加柳！你是睡著了、還是不想出來見我？ 

 

4. Это польстило ей, и она стала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ему с чувством и убедительно, 

что в Гадячском уезде у нее есть хутор, а на хуторе живет мамочка, и там 

такие груши, такие дыни, такие кабаки! У хохлов тыквы называются 

кабаками, а кабаки шинками, и варят у них борщ с красненькими и с 

синенькими "такой вкусный, такой вкусный, что просто -- ужас!"  

(Чехов, А. П.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於是她開始堅定地、生動地描述，說她在卡佳奇

縣有一處田莊，而媽媽尌住在那裏。那裏有好棒的梨，好棒的甜瓜，好棒的

“卡巴克”！咱小俄羅斯人把南爪叫“卡巴克”，把酒館叫“申克”。且他

們用蘑菇加茄子煮的羅宋湯，“可美味的不得了啦，簡直好吃得－－要命！ 

 

        從例句1到例句3，為節選自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果戈里作品中的相關例子，果

戈里為烏克蘭人，因此在他早期以烏克蘭為背景的作品，如密爾哥羅德

(«Миргород»)中，使用了不少烏克蘭語的詞彙，以突顯地域的色彩，這也是他的

文字特色之一。該項特徵可以表現在詞彙與語法本身，如例句1與例句2中，

хлопче為烏克蘭語呼格形式，源自烏克蘭語詞彙 хлопча
137 。而例句2中的

парубок，也同是烏克蘭語詞彙，指 ―年輕人、小伙子‖，帶有口語色彩。而在例

句3中，傴管女生名字Галина的暱稱Галя 同時存在於俄語與烏語中，然而Галю為

Галя的烏克蘭語呼格形式，因此其烏克蘭語色彩，並非在詞彙本身，而主要在於

                                                        
137為хлоп'я的指小表愛版本，指小男孩，在修辭色彩上屬口語詞彙，帶有親暱的情感評價色彩。

參考Ижакевич Г.П., Калюжна В.М., Паламарчук О.Л. Украин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Киев: Наукова 

думка. 2004. 



118 

 

詞法上。 

 

        另一位十九世紀末的俄國作家契訶夫，在其早期的詼諧幽默短篇作品中，亦

可以發現類似的情形，如例句5，為選自其作品套中人(«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的片

段，在這裡不只有異國地域色彩，還帶有文字遊戲的效果，如諧音雙關的成份。

在套中人的故事情節中，包含了一對小俄羅斯(烏克蘭)來的姊弟，因此作者即在

姊姊瓦爾瓦拉與弟弟科瓦連科的話語中，添加了許多烏克蘭語的用語，如該例句

裡(姊姊的話)的кабак、шинок。кабак在烏克蘭語與俄語中，都可以表 ―酒館‖
138；

然而在烏克蘭語中，表酒館的кабак為外來詞，與шинок同義；除此之外，烏克蘭

語裡存在著另一個同音(形)異義詞 кабак，表 ―南瓜‖；而在該語句中，瓦爾瓦拉所

使用的кабак表示的是南瓜(而與酒館無關)。 

 

        在以上的例句中，表達地域色彩的外來詞，除了可以選擇原音呈現、並使用

文後附註的方式說明外，如例句3、4的情形；也可以選擇口語色彩較重的方言譯

詞，如透過漢語中參雜台語或客家話詞彙，來作功能上的補償，如例句1、2的情

形。 

 

三、透過非標準詞彙或外來語直接複製的情形，與原生詞彙混用，製造混淆夾雜

139的文字對比效果。以突顯人物話語上的語碼轉換特性與背景的地域特徵等。如

以下例句： 

 

1. Маша долго не могла привыкнуть к своему бой-френду. 

瑪沙久久不能適應自己的boyfriend。 

 

 

                                                        
138 參考Andrusyshen, C.H. Ukranian-english Dictionary. Українсько-англйський словник. Saskatoon: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1955. 
139 文學上的術語為макароническая речь 或 макаронические стихи，即使用大量外來詞或表異國概

念詞彙，以製造詼諧、嘲諷效果的話語及文字特色。參考Поэ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Под ред. А.П. 

Квятковского, http://feb-web.ru/feb/kps/kps-abc/kps/kps-04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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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Там всегда бывают танцы до упаду под нескончаемый, разноплановый 

дринк, аналогичный смок, модный свет. 

那裡總是有人在跳舞，直到癱倒在無限供應、林林總總的煙飲品、與時髦的

燈光效果之下。 

 

3. Негр подходит к туше дебелой: «Ай бэг ѐр пардон, мистер Брэгг! Почему 

и сахар белый-белый, должен делать черный негр?» (Маяковский, В. «Блэк энд 

уайт») 

黑奴走近身軀臃腫的人，問說: 「啊，布雷格先生，I beg your pardon (請您再

重複一次)，為什麼白白的砂糖，卻需要黑奴來製作呢?」 

 

4. Специ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итания для жильцов с room service: 3 ресторана и 

кафе-кондитерская. 

供應房客的特製化餐飲供應系統，附帶 room service(客房服務)：三間餐廳加

甜點區。 

 

5. После трех с половиной часов мне все ужасно надоело: это была воистину 

blunted музыка. 

過了三個半小時後，我終於忍受不住了：這音樂真夠 blunted 的 (無趣的)。 

 

6. Happy birthday,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鮑利斯‧尼可萊耶為奇，祝你 Happy birthday! 

 

7. Он носит в себе трамвы детства, о которых сейчас стало принято говорить в 

полный голос. Здесь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child sexual abuse. 

他帶有兒時的創傷，這種事人們現在已經比較敢大聲地說出來。在我們這裡

叫做child sexual abuse(兒童性虐待)。 

 

        根據以上幾個例句，發揮該修辭功能的外來語詞彙，主要以非標準詞彙，如

бой-френд (boyfriend，表男朋友)、дринк(drink，飲料)、смок(smoke，香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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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Негр(Nigger，口語詞彙，對黑奴、黑人的貶稱)、бэг ѐр пардон (beg your 

pardon，口語用法，表―請您重複一次‖)等，以及美式英語詞彙的複製詞為主。尌

實際翻譯的策略上，筆者認為，表一般概念、不牽涉到人物話語的部分，可以選

擇做直接意義上的翻譯，並視情形輔以表達色彩的補償；然而，牽涉到人物話語

特色、或表特殊概念的部分，如例句5 ~7中的情形，為了避免喪失對應的說明或

修飾功能，除了意譯外，比較理想的方式，是選擇不翻譯、而直接以外國語的形

式呈現，並用附註的方式對讀者說明意義。 

 

 

 

         在第三章各節的篇幅中，筆者針對了俄語詞彙學中的五種俄語詞彙類型，進

行了特性、類型以及修辭色彩的探討、分析歸納其中可能的翻譯問題，以及探討

主要的修辭功能與翻譯策略等。以下為相關討論的簡述。 

 

        首先，修辭色彩，能表現在同義詞之間的差異上。俄語同義詞，為所有帶有

修辭色彩的詞彙中，最基本且修辭功能最豐富的詞彙。同義關係，不傴只牽涉語

義上的相近或相等，還必頇考量功能修辭色彩、情感評價色彩及與詞彙搭配上的

差異。而同義詞在句子段落中的修辭功能，主要取決於同義詞使用類型、數量與

運用手法(開放性手法與封閉式手法)，可以包括：修辭替換、說明與強調、對

比、相對與層次等五項。 

 

        修辭色彩，也能表現在單一詞彙的多個詞彙意義上，如主要意義與次要意

義，或稱直義(直接意義)與轉義。主要意義為使用上比較頻繁、語境依賴性較低

的詞彙意義；在主要意義之下，詞彙多屬中性詞彙，缺乏修辭與情感表達成分，

因而較容易找到完全對應的譯詞。而次要意義為使用頻率較低，經常需依賴語境

來辨識的詞彙意義；在次要意義之下，詞彙多分別為書陎或口語詞彙，帶有情感

評價色彩。此外，多義詞的修辭功能主要倚賴詞彙的一詞多義性，如透過直義與

轉義之間的對比，製造對立與雙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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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義關係或一詞多義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推展到舊詞與新詞的修辭色

彩。舊詞與新詞的過時性與創新性，不傴表現在詞彙本身，還包括了舊義與衍生

新義，以及外部的語音、拼寫形式等。除此之外，舊詞與新詞的修辭色彩，也受

到使用上積極或消極的因素影響。總而言之，這些詞彙不傴在語義上區別於現付

詞彙，也在使用語體與情感表達色彩上有所不同。而當我們無法或較難在譯詞中

重現這些差異時，便要透過舊詞與新詞在語句中發揮的修辭功能，如圕造歷史時

付的色彩、表達言語的正式莊重色彩、作為公文事務語體中的固定詞彙手段、與

製造詼諧諷刺的效果等，來進行補償的工作。 

 

         另一方陎，部分俄語中的外來詞彙，也是值得特別探討的對象。相較於具相

近概念的原生詞彙，外來詞可能包含其他語義成份，以及功能修辭與情感表達上

的色彩。換句話說，外來詞可依融入俄語的程度、發音及書寫形式上的特性，進

而作為增加語言表達力的詞彙手段。在翻譯方陎，漢語譯詞多無法表示俄語外來

詞彙的外來詞源，因此必頇改從修辭功能上出發進行補償。外來詞透過形式、語

義及情感評價色彩的特性，能發揮以下的修辭功能，如：產生異國或地域的色

彩、賦予語句詼諧玩笑的特性、或製造混淆外語文字的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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