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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以杜玲英譯的《家變》Family Catastrophe 為例，闡釋王文興的中文原

著如何經過文化翻譯形成一部褪色的「現代主義」譯本。論文旨在析論英譯本如

何透過「歸化」策略，形成一種嶄新的「建構體」。此外，論文將闡明英譯本如何

展現「差異性重複」，形成一個「看似神似卻不盡相同」的相異主體與「番易」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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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how Wang Wen-hsing’s Family Catastrophe, a 

classic modernist novel in Taiwan, becomes a work of faded-out modernism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esides, it seeks to explore how the English translator adopt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domestication, instead of foreignization, to reconstruct a 

“translation-and-transformation” copy, a “repetition in difference,” which is “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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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０年代以降，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的現象，進入了文化研究

層面，不再侷限於語言的轉換層面。翻譯「不再是指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

換」，其內涵已擴及「文學藝術對現實、對生活和對自然的『再現』，擴大

到了公眾（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的讀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接受和解釋」

（謝天振 9-10）。翻譯於是被理解為一種文本建構的過程，其中蘊含了顛

覆 (subversion) / 包 容 (containment) ， 解 組 (de-composition) / 重 組

(re-composition)， 解構 (disarticulation) /重構 (rearticulation) 的力量。此

外，翻譯被視為兩種文本、文化相互協商、妥協、交流、與溝通的角力場

域；譯文乃是原文經過文化旅行、越界、轉移、及移植等過程後所形成的

一種嶄新的「建構體」，具有新的文化意涵與主體性。 

  本論文以杜玲 (Susan Won Dooling) 英譯的《家變》Family Catastrophe 

為例，闡釋王文興的作品如何經過文化翻譯，形成一部褪色的「現代主義」

譯本，淡化了中文原著現代主義色彩。論文旨在析論英譯本如何透過「歸

化」策略，形成一種嶄新的「建構體」。此外，論文將闡明英譯本如何展

現「差異性重複」(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形成一個「看似神似卻不盡

相同」(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 的相異主體」 (Bahaba 86) 與「番易」

(trans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文本。 

  費時七年才完稿的《家變》，自 1973年出版以來，廣受海內外學者注

目。甫出版，各方毀譽參半。對這部作品有「異」見的讀者，批評它是一

部離經叛道之作，語無倫次，難以卒讀。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它是一部

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實驗與創新之藝術作品。1999年，《家變》獲文

建會選為三十部「台灣文學經典」之一，被譽為台灣現代主義經典巨著。

陳芳明在討論《家變》之意義時指出：「現代主義所帶來的創作技巧、審

美原則與語言改造，確實使台灣文學的藝術營造有了重大轉折。沒有現代

主義的衝擊，台灣作家也許還停留在五四旗幟的陰影下。也許還依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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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寫我口」的白話文，也許還遵循起承轉合的傳統思維結構 」(11)。由於

師承歐美現代主義文學遺緒的內涵以及新批評 (New Criticism)精神，王文

興對於小說語言的鍛鑄極為講究，且強調文字重於一切。他對於文字的「精

省」要求，以及對於讀者的「慢讀」、「減速」要求，已臻至其所言的「橫

征暴歛」(iv)之境界：  

因為我有一個不近情的想法，我覺得：「『家變』可以撇開

別的不談，只看文字⋯⋯。」我相信拿開了「家變」的文字，

「家變」便不復是「家變」。就好像褫除掉紅玫瑰的紅色，玫

瑰便不復是玫瑰了。小說所有的零件 (componants)，主題，人

物，思想，肌理(texture)一概由文字表達。Period。一個作家的

成功與失敗盡在文字。Period。 

因為文字是作品的一切，所以徐徐跟讀文字纔算實閱讀到 

了作品本體。⋯⋯理想的讀者應該像一個理想的古典樂聽眾，

不放過每一個音符(文字)，甚至休止符(標點符號)。任何文學

作品的讀者，理想的 速度應該在每小時一千字上下。一天不

超過二小時。作者可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歛」的人，比情

人還橫征暴斂。(iv) 

王文興對於小說文字鍛鍊與細節推敲之慎重，可以從 1978 年洪範版上述

序言略窺一二。在《家變》中，王文興將現代主義所帶來的「語言改造」

發揮得淋漓盡致，其特殊的文字運用與語法結構（如使用奇特的符號、夾

雜文言文、運用歐化句法等）與扭曲式的實驗風格，確實令讀者耳目一新。

以歐化句法為例，王文興認為，它有「阻擋快速閱讀的效果，可於閱讀上

『求其慢』；同時，歐化的長句也富音樂性，可於綿長的句子中製造抑陽

頓挫之效，此是中國傳統短句所不及的」（董淑玲 244）。 

  陳裕美在其〈試論王文興《家變之文字》〉一文中指出，《家變》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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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罕見之文字形式可以歸類為四種：習慣語詞的倒置、自創新詞、多用僻

字，與特殊符號的運用。1 倘使我們以上述《家變》之特質來檢視杜玲的

英譯本Family Catastrophe，則不難發現中文原著所具有的現代主義痕跡

（例如小說語言形式的標新、立異、獨特、激進等特質）在英譯本中顯然

被淡化或忽略，因而無法達到王文興對小說文字的高度要求（例如「精省」

與「慢讀」），亦無法讓熟稔歐美現代主義的英文讀者理解王文興在《家變》

中是如何「陌生化」（defamiliarize）中文語言，以及如何賦予中文讀者新

的視覺效果與閱讀感受。 

    以下討論，將以陳裕美所歸類的部分例子作為討論的出發點，透過原

文與譯文之對比，闡釋英譯者如何透過「歸化」2 策略與「去陌生化」之

手法，將帶有疏異感的中文語境，轉化為其所熟悉的英文語境，重新建構

一個嶄新的「番易」文本。以《家變》中慣用語詞的倒置為例，杜玲的譯

文顯然受制於英文句法，無法顯示《家變》「不循矩特出的語句法」（曾麗

玲 163），亦無法使英文讀者減緩閱讀速度，達到精讀之效： 

        父親的去向續惑困著他。（6） 

        His father’s absence continued to haunt him. (11) 

        例常體身均要過三天後始上浮。(10) 

                                                 
1 本論文將參照陳裕美所列舉的部分例子，對比英譯本中的譯文，並比較原文與
譯文之差異。 
2 借用溫努緹 (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書
所提出的術語：「歸化」(domesticat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簡言之，「所謂
異化，就是說，譯文不僅要忠實地表達作者所說的內容，也要儘量地展現作者的
表達方式，以便在譯文中最大限度地向讀者展現原作在語言文化上的特色。而當
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遇到某些無法逾越的、由於語言文化差異而造成的障礙時，
如果採取異化法就會使譯文晦澀難懂，這時譯者就會將譯文納入目標語語言文化
規範的軌道──這就是所謂的歸化⋯⋯，異化要求譯文接近作者，而歸化則要求
譯文接近讀者。」（阮曉霞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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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usually took three days before a body resurfaced. (14) 

        他並常常望希下雪。（81） 

        At these times, he longed for snow to fall. (76) 

        他發現他的父親底模樣兒竟然的遽變得那麼樣的陋醜。(216) 

        He would be newly struck by the sudden—so it 

seemed—transformation  that had turned his father into this 

hideous-looking creature he saw before him. (227) 

        他是個已業退休的中央機構的質詢委員。(191) 

        He was a retired member of the Central Bureau of Intelligence. (202) 

在英譯的「歸化」、「去陌生化」過程中，《家變》原文中「字句有誤」的

倒置語詞 (「惑困」、「體身」、「望希」、「陋醜」、「已業」）被轉化為拼字

無誤之英文語詞 (“haunt”、“body” 、“longed for” 、“hideous-looking” 、

“was” )。易言之，英文譯者無法找到英文中對等的表達方式，只能將倒置

語詞還原，然後照字面意涵翻譯，於是英文譯文變得通順達意，文字上完

全看不出具有實驗試煉性質的現代主主義色彩。 

  此外，王文興在《家變》中創造新詞以達到「陌生化」之意圖，在英

譯本中，亦消弭於無形： 

    他低頸刷牙。（9） 

     He lowered his head to brush his teeth. (13) 

    但見河驅在朝霧和朝暉交柔下面閃光緩動。（10） 

     Dawn and the early morning mist intermingled, shimmering on the      

body of water. (14) 

    父親自己也才久絞一把，蓋蒙他自己臉上（29） 

     Father placed the hot steamy towel on his face, covering it up  

Completel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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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蝸鎮在小竹凳上。（30） 

He sat hunched up like a snail on the rattan stool. (30)             

        他深然為自個兒的罪錯感到異常自我，咎罪地勾下了下頦。（114） 

         He was racked by guilt and remorse. Under their indictment he 

hung his head in repentance (113)  

原文中新創語詞之例子（以「低頸」代替「低頭」、以「河驅」代替「河

流」、以「蝸鎮」代替「蜷曲黏坐」、以「久絞」代替「搓揉擰乾」、以「勾

下了下頦」代替「壓低了下頦」），在中文語彙裡皆屬非慣常語彙，其中包

含了無法照字面翻譯的閩南方言（如「鎮」、「驅」、或「久絞」等字詞）。

然而，英譯本中的對等語 (“lowered his head”、 “placed……on his face”、 

“hunched up like a snail”、 “hung his head” ) 皆是英文的慣常語彙，無法讓

英文讀者在閱讀上造成停頓，進而感觸到字裡行間「陌生化」的疏異效應。 

    關於《家變》中所採用冷僻生字，黃裕美列舉了數例。她以「蹀」、「躇」、

「跽」等字，說明僻字所隱含的複雜深意，例如「蹀巡」（意指「小步巡

走」）優於「巡走」、「躇坐」（「躇」有「躇躇」之意，單用此字而全取詞

義）勝於「跪坐」、「跽跪」（「跽」意指「長跪」）較單用「跪地」更能表

現跪地之狀（83）： 

    之後便衣著睡衣睡褲在房內蹀巡。（9） 

And after that, still in his pajamas, he went puttering about the house, 

making the rounds. (13) 

    他出門衣著已穿畢，但未出發，躇坐在紗門處。（10） 

He was now dressed, but he wasn’t ready to go, not yet. Instead he 

planted himself by the screen door. (14) 

只見黑壓壓的人群包圍之中于空地上跽跪的有一個人。（192） 

He went over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 middle of the empty 



廣譯第三期 50 

space created by the crowd of onlookers was a man on his knees. 

(203) 

英譯本中，杜玲以慣常使用的語詞 “puttering……making the rounds”、 

“planted himself”、 “on his knees” 來翻譯「蹀巡」、「躇坐」、「跽跪」等艱

澀語詞。英譯者採「歸化」策略，避開了「蹀」、「躇」、「跽」等中文僻字

之翻譯。譯文不見冷僻的英文對等語詞，係屬「去陌生化」語言，讀者一

目了然，毋須費時揣度字義。 

  《家變》中新奇罕見之文字形式亦可見諸於特殊符號的運用，例如在

文字上加注符號、加粗體字，加邊線、加匡線、自創新字，用注音符號、

英文字母標音、簡體字等（陳裕美 83）。茲舉數例： 

    他還不能全然的肯定父親真的已失了蹤。（B） 

But no, he still couldn’t b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Father had truly 

disappeared. (p. 18) 

    為什麼，是不是她 死 了？ （152） 

Was she dead? He dashed out and burst into their  

bedroom. (155) 

    我看你变了一個人了！（145） 

You look to me like a different person altogether! (148) 

    他走進入以前他猶聽到他的父親被留在最後頭的一呻：「Hi  ~      

    ~ 」  (186) 

Before he got there he heard his father let out a long Sigh: 

“Aigh……”    (196) 

杜玲的譯文（ “absolutely certain”、 “dead”、 “like a different……”、 

“Aigh……”）無法表現原文中透過特殊符號所欲凸顯的字義強度。「全然

的肯定」中的畫線與 死 字中的匡線，這二個加強字義的視覺符號，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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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越界的「番易」，原文所欲凸顯的字義強度已蕩然無存。此外，中文

簡體字「变」的使用，以及具有象形功能的中文延長符號（「Hi  ~ ~ 」

中的「~ ~」）之運用，旨在破除讀者的閱讀成規，使其感受到現代主義在

文字上求新、求變的前衛實驗精神，然而英文譯文的對等語（“like a 

different……”）與（“Aigh……”）皆是「去陌生化」的慣常語彙，既無法

讓讀者感受到少數簡體字（如「变」）在繁體中文句子中所造成的視覺顯

目效果，亦無法體會中文延長符號（如「~ ~」）「不但是語氣的延長，更

有所嘆之氣於空氣中飄盪之象形作用」（陳裕美 85）。 

  《家變》的法文譯本譯者瑪恦德(Sandrine Marchand)，在〈翻譯王文

興小說的原因〉一文中指出：「一個語言裡總是有很多語言混合在裡面。

現代主義的一個原則是反映語言的繁多等級、豐富變化。」（135）。如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杜玲的英文譯本顯然無法將《家變》中語言揉雜多樣、

繁複多變的現代主義特質呈現出來，且原文中新奇罕見之文字形式在譯者

的「歸化」過程中，「陌生化」盡除，譯文於是變得不那麼晦澀難懂。據

此而論，杜玲的英文譯本可謂「一個經過重組、可資變識的『他者』

(Other)──一個看似神似卻不盡相同」(Bhabha 86) 的「番易」文本。杜玲

的譯文彰顯了「再現」理論所強調的「差異性重複」與「同中存異」之現

象：再現即是一種不完備、卻具創意的模擬與「近似」(approximation)。

杜玲的英文譯本與王文興中文原著的關係，借用班雅民(Walter Benjamin) 

的話，就好像數學上一條切線與圓的關係，交會於一點後便「沿著自己的

軌跡前進，通向無限(infinity)」( Benjamin 80)，不受拘束。由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英譯者杜玲透過「歸化」策略，創造了一種既能產生「去陌生

化」又能達到重新建構 (reconstruction) 的「番易」文本，淡化了《家變》

原著所欲彰顯現代主義色彩──特殊的文字運用與語法結構，以及扭曲式

的實驗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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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主義的精神即是對傳統價值、人類文明的懷疑和反叛。張錯指

出，「現代主義抗拒傳統的基調是反寫實，而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保持一分

自我清醒，有點像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史詩劇場 (Epic 

Theater) 所強調的『疏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173）。王文興《家變》，

就語言技巧而言，師承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的表現方式，求新求變，藉「精

省」之文字與減速之「慢讀」，強迫讀者「保持一分自我清醒」，用心體會

創作者的「陌生化」語言，進而達到「疏離效果」。 

  杜玲的英文譯本，採用了「歸化」策略，而非「異化」策略，無法展

現中文創作者的表達方式，同時也無法呈現語言文化上的特色。筆者認為

適度使用「異化」策略，可以凸顯王文興的文字創新與實驗風格，英文讀

者也會較容易體會為何《家變》在台灣文學史上是一部現代主義的經典之

作，並瞭解此作品的時代意義。在翻譯過程中，翻譯者當然有權選擇「歸

化」或「異化」策略，然而就《家變》這部作品而言，若完全捨「異化」

策略，則英文讀者根本無法體會作者在創作時所欲彰顯的現代主義文字風

格、「字」變與「家」變之微妙關聯、「形式」之變與「內容」之變的緊密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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