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人文社會學報
9:1(2016),1-26

從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的中譯看翻譯新趨勢：
專業翻譯
孫順智 *

摘

要

翻譯理論的發展迄今 ， 可劃分為四個階段：(一)語文學派/文藝學派翻譯
階段；(二)語言學翻譯理論階段；(三)文化翻譯階段；(四)專業翻譯階段。語
文學派/文藝學派著重主觀的創造性，認為翻譯是一種藝術。以接受美學為取
向 ， 認為翻譯語言是藝術創造的產物。語言學翻譯理論早期著重於文法 ， 後
轉重於語義 ， 再轉變為著重語用 ， 語用翻譯是要打破語言表面結構的對譯，
強調溝通情境中訊息的意義與功能。文化翻譯階段著重於不同文化間的資訊
轉換 ， 對於以作者為中心的異化與以讀者為中心的歸化視情況加以運用。歸
化的意思是，將譯文融入本土的文化，為原文找出對等的表達，目的為使譯
文通順，能為大多讀者所接受；而異化則是，照著原文翻，保留原文的外國
風情，使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得以進行。專業翻譯階段則強調翻譯是獨立的學
科，翻譯是一種專門的職業，翻譯必須著重於各個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使
翻譯與其它學科作跨學科合作的科際整合。
專業翻譯階段是當今翻譯的新趨勢。對於法政 、 財經 、 新聞 、 科技 、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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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 舞蹈各方面需有起碼的知識與能力才易掌握各該專業的翻譯。翻譯學界
的翻譯 ， 在標準舞專業翻譯方面 ， 目前剛在起步的階段。翻譯學者對標準舞
方面有造詣者寥寥無幾 ， 而標準舞者對翻譯方面有造詣者亦鳳毛麟角。筆者
對翻譯學以及標準舞皆有涉獵 ， 故擬以世界職業摩登舞 1999、2000 與 2001
冠軍巴瑞奇(Luca and Loraine Baricchi)的 Art in Motion : Quick Step 中譯為
例，以「 內容精確取向態度 」，從翻譯的宏觀面與微觀面，配合標準舞專業知
識與能力加以論述 ， 以見專業翻譯的重要性。

關鍵詞：專業翻譯、標準舞、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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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與標準舞專業翻譯
本文所指專業翻譯，涵義包括翻譯是獨立的學科(Munday, 2001: 5)，不
只是語言技巧。也包括翻譯是一種專門的職業。但最主要的，是指翻譯必須
著重於各個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使翻譯與其它學科作跨學科合作的科際整
合(Inter-Discipline)，如：法政翻譯，舞蹈翻譯，科技翻譯，醫學翻譯，新聞
翻譯等等。
探討標準舞的著作不少，例如林主忠的〈國際標準舞舞者體適能之研究〉
就是從體能與適能方面來探討國內舞者及舞蹈環境的著作(林主忠，2003)。
強調專業翻譯重要性的著作也不少，例如孫順智的〈邁向內容精確取向的翻
譯 〉， 特 重 專 業 學 術 素 養 在 翻 譯 上 的 重 要 性 (孫 順 智 ， 2002)。 芒 迪 (Jerome
Munday)的 Introducing Translating Studies 專章探討跨學科合作的科技整合
(Munday, 2001)。史內兒-洪比(Mary Snell-Hornby)等人也編纂了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一書，強調專業翻譯的科技整合(Snell-Hornby, M.,
Franz Pöchhacker and Klaus Kaindl, 1994)。史內兒-洪比(Mary Snell-Hornby)
更 單 獨 寫 了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 or Shifting
Viewpoints 一書，專章討論跨學科合作的科技整合(Snell-Hornby: 2006)。吳
宜錚、陳瑋琳也撰寫了〈知識層面在翻譯能力中所扮演的角色—以長榮大學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為例〉一文，強調一般咸認中文、英文均流利者，自然而
然就會中英雙向翻譯，事實上，學界早已推翻此一傳統觀念，並長期討論如
何 培 養 與 發 展 譯 者 之 知 識 層 面 與 翻 譯 能 力 (吳 宜 錚 、 陳 瑋 琳 ， 2010)。 Sun,
Shun-chih 的“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s New Trend of Translation” (2014:
63-73)及“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ranslation” (2015: 1-6)
均強調翻譯是獨立的學科，翻譯是一種專門的職業，以及翻譯與其它學科作
跨學科合作的重要性。
然而探討標準舞與翻譯關係的論文則極為罕見，故本研究以 1999、2000
與 2001 世界摩登舞冠軍巴瑞奇(Luca and Loraine Baricchi)的 Art in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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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Step 之中譯為例，點出翻譯是獨立的學科，翻譯是一種專門的職業，
翻譯與其它學科作跨學科合作的科際整合之重要性，並強調專業知識與翻譯
的結合是當前翻譯的趨勢。其目的在於提供研究者參考，並期拋磚引玉，刺激
學者作更深入的研究。

二、理論介紹
臺灣的翻譯學界，較著重於翻譯的習作，對於翻譯理論的建立，不如國
外(Lan Y., Da-hui Dong, and Andrew Chiu, 2009: 178)。前人及當代學者皆曾致
力於翻譯之研究，從語法上，語意上及其他方面提出「信、達、雅」等主張，
學者迭有論辯。但筆者主張，翻譯方面最要注重的是內容精確與否的問題。
至於精確翻譯，嚴復就主張「信」
。西方學者耐達(Eugene A. Nida)也主張正確，易
於明白及影響個人生活經驗，如：信教(Nida, 2004: 173)。而紐馬克(Peter Newmark)
也認為翻譯的主要目標是準確與經濟(Newmark, 1988: 47)。設若翻譯的內容不
精確，則譯得再怎麼典雅，詞句再立怎麼暢順，都是無濟於事。因此翻譯內
容之精確，是最需注意的問題。
欲達成翻譯內容之精確，首須對原文有充分之瞭解。不只是對語法的瞭
解，對語義的瞭解，還需對原文之文化內涵充分瞭解，更需對原文所屬的學
科領域有充分的瞭解。因此，翻譯時文字語法之對比固然有價值，但不宜過
於遷就。宜對文義對比，文化內涵對比，尤其是對該學術領域多下功夫，才
易有精確的翻譯。對原文及譯文的文字修養，尤其是對該學科領域的修養是
邁向翻譯內容精確的不二法門。
翻譯自由度問題，有學者將之分為逐字對譯、字面翻譯、語意翻譯、傳
意翻譯、編譯、改寫等類型。也有人認為翻譯為重寫(思果，2001：頁 11)。
固然言之成理，但那只是為了說明之方便，實際上無此分類之必要，因為只
要是翻譯內容精確，就無需強作此等分類，以免化簡為繁(孫順智，2003：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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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文體的類型與翻譯策略問題，胡功澤把文章分為三大類：傳訊類、
訴求類、文學類。傳訊類以清楚正確傳遞內容為主。訴求類宜用譯文讀者所
能立即瞭解，樂於接受的用語，才能產生效果。文學類的翻譯必須用自己的
語言文字表現特殊的意義(胡功澤，1994：頁 105-123)。
功能翻譯學派在二十世紀 70 至 80 年代於德國興起，賴斯(Katharina Reiss)
算是德國功能翻譯學派的開創者，她認為傳統的等值概念(Equivalence)不應
只停留在字詞句構的單位上，而應該涉及整體文本，甚至文本以外的因素也
要考慮。她主張文本類型所具備的功能會決定翻譯的方法，而提出三種文本
類型及其翻譯方法如下：(1)資訊類文本(Informative Text)：為提供事實，知
識，意見等資訊的文本，功能為傳達訊息，行文講求邏輯清楚，例如參考工
具書和報告。翻譯時應直接明瞭，將文字指涉的事物或觀念明白陳述出來，
有時或可忽略原文的形式。(2)表達類文本(Expressive Text)：強調語言美感層
面的文本，功能為表情達意，讓讀者產生審美感受，例如詩歌、劇本等文學
作品。翻譯時強調傳達原文的藝術形式，主要採取原文作者的觀點。(3)操作
類文本(Operative Text)：籲請讀者產生反應，採取行動的文本，功能為勸說
影響讀者意向，例如廣告，競選演講等。翻譯時要創造與原文相同的效果，
採取歸化方法，以期喚起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相同的反應和行為(廖柏森等
人，2011：頁 8)。諾得(Christiane Nord)更提出功能加忠誠的模式，兼顧發啟
者，接受者，原作者三方面的合法利益，如果三方面有所衝突，譯者必須負
責協調，尋求共識(Nord, 1997: 127-128)。
紐馬克(Peter Newmark)從新的角度看文體。他的切入點是語言的功能，
包 括 三 個 語 言 功 能 ： A. 表 現 功 能 (Expressive Function) ， B. 信 息 功 能
(Informative Function)，C.呼喚功能(Vocative Function)。A 類是以作者表達自
己為主，比較主觀，是以作者為中心的文體，如文學等。B 類是以語言之外
的訊息為主，是十分客觀的，重點是語言所描寫的客觀內容，如科技報告等。
C 類也是以人為中心，但和 A 類不同的是 C 類以讀者為中心，文體的目的旨
在影響讀者，特別是讀者的情感和行為，如廣告或政治宣傳(孫順智，2002：
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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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其實並非一個本質和界限早已確定的一成不變的現象， 而是一種
隨文化系統內的各種關係而變化的活動(莊柔玉，2008：頁 282-283)。儘管我
們不能否認外部研究的價值，但翻譯在本質上仍是以語言為媒介的跨文化交
往實踐，這就決定了翻譯研究的首要任務就在於指導譯者更好地把握源語文
本 的 意 義 ， 並 儘 可 能 忠 實 地 將 源 語 文 本 的 內 容 傳 達 給 目 的 語 讀 者 (李 菁 ，
2009：頁 2)。
長期以來，譯界對翻譯理論學派的劃分，見仁見智，並不統一。奈達
(Eugene A. Nida)區分並分析了四種翻譯理論或學派，即語文學派，語言學
派，通訊理論學派，社會符號學派(葉子南，2000：頁 163)。以西方翻譯理
論而言，史內兒-洪比(Mary Snell-Hornby)談到翻譯成為獨立的學科，語言學
的實用趨向，1980 年代的文化趨向，文化趨向後接續的是科際整合，實證研
究，全球化與以及社會學等趨向(Snell-Hornby, 2006)。根茨勒(Edwin Gentzler)
把西方翻譯理論分為北美翻譯工作坊學派，翻譯科學學派，早期翻譯研究學派，多
元體系學派，及解構學派(Gentzler, 2001: 1)。李菁把翻譯研究劃分為傳統語文學階
段，結構主義現代語言學階段，解構主義研究階段(李菁，2009：頁 1-2)。陳善偉認
為漢英對譯所面對的問題基本上屬於兩類：語言與文化。所以翻譯理論亦大致上可
以分為兩派：語言學派(Linguistic Approach)和文化學派(Cultural Approach)。文藝學
派(Literary Approach)其實亦可算是屬於語言學派。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翻譯理論是
由文藝學派而語言學派而文化學派(陳善偉，1993：頁 116)。陳德鴻與張南峰把西方
翻譯理論分為語文學派，詮釋學派，語言學派，目的學派，文化學派，及解構學派
(陳德鴻、張南峰，2000)。本文則根據強調專業知識與否，把翻譯理論分為：(一)
語文翻譯/文藝翻譯階段，(二)語言學理論翻譯階段，(三)文化翻譯階段，(四)
專業翻譯階段。語文翻譯階段，語言學理論翻譯階段前期，較不強調專業翻
譯。語言學理論翻譯階段中期及後期以及文化翻譯階段逐漸重視專業翻譯。
專業翻譯階段強調翻譯為一門獨立學科，可以進行跨學科合作，認同翻譯為一
個專門行業，翻譯時強調譯者對專業知識的了解與內容的精準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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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文翻譯/文藝翻譯階段
文藝翻譯學派關注原文的文學特徵，這個學派著重主觀的創造性，認為
翻譯是一種藝術。以接受美學為取向，認為翻譯語言是藝術創造的產物，比
較重視原文而忽略讀者。文藝翻譯學派翻譯觀早在希臘和羅馬時期就很重
要。這個學派早就提出了「到底是讓訊息適應人還是讓人適應訊息」的問題。
這 個 學 派 的 人 很 早 就 圍 繞 直 譯 和 意 譯 的 問 題 進 行 了 激 烈 的 爭 論 (葉 子 南 ，
2000：頁 163-164)。德萊頓(John Dryden)是十七世紀英國翻譯理論的代表人
物。他區分的三種翻譯方法：直譯、意譯、擬作，前人雖也曾提及，但經他
系統的論述，以及明確地推崇中間路線的觀念，卻有著劃時代的意義，直接
地影響了後來的翻譯研究，也在翻譯實踐方面，起了指導的作用。泰特勒
(Alexander Tytler)於一七九 O 年出版的《論翻譯原則》(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闡述了完美翻譯的三大原則：傳達原作的思想、複製原作的風格、顯
現原作的流暢。泰特勒特別偏重文體和風格，這正是十八世紀浪漫主義詩派的特徵
之一，而泰特勒同期的詩人歌德(Goethe)和雪萊(Shelley)在談論翻譯時也屢次談到詩
詞的風格。泰特勒這一派翻譯理論家都不講求形式上的相式，即形似，他們注重精
神上的相似，也就是神似(陳德鴻、張南峰，2000：頁 1-9)。

(二) 語言學理論翻譯階段
早期語言學派注重的是原語和譯語結構方面的差別。該學派強調原語和
譯語的對應規則，但這種對應基本上是在表層進行的，所以它對大部分實際
翻譯活動幫助不大。然而，語言學派較為刻板的對應歸規則卻對機器翻譯的
發 展 有 很 重 要 的 意 義 。 這 個 學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可 以 說 是 卡 特 福 特 (J. C.
Catford)，代表作是他的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葉子南，2000：頁
164)。早期語言學派後來演變為語意學派，著重指涉意義(Referential Meaning)
與內涵意義(Connotative Meaning)等等。後期又演變為語用學派，語用翻譯
是要打破語言表面結構的對譯，強調溝通情境中訊息的意義與功能，對不同
功能的文體，採取不同的翻譯方法。奈達(Eugene A. Nida)的翻譯觀傾向於肯
定 動 態 對 等 而 否 定 形 式 對 等 。許多傳統的翻譯理論，只是探討譯文與原文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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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讀者的存在。奈達在效果對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動態對
等理論，則明確地指出必須重視讀者的反應(陳德鴻、張南峰，2000：頁 39)。

(三) 文化翻譯階段
文化翻譯階段著重於不同文化間的資訊轉換，對於以作者為中心的異化
與 以 讀 者 為 中 心 的 歸 化 視 情 況 加 以 運 用 。 何 謂 歸 化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何謂異化(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歸化的意思是，將譯文
融入本土的文化，為原文找出對等的表達，目的為使譯文通順，能為大多讀
者所接受；而異化則是，照著原文翻，保留原文的外國風情，使不同文化間
的交流得以進行。歸化與異化這兩種翻譯策略各有其優缺點，翻譯是一個不
斷取捨的過程，對這兩種策略的應用也是如此，他們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歸
化因為重點在顧及譯文的順暢與讀者的接受度，故容易忽略、甚或抹殺了原
文所欲傳達之文化意涵，而逕以自身文化替代，這可能令讀者不知這是譯
文，而誤以為是原創。而異化因為亦步亦趨的跟著原文，所以會令讀者有閱
讀困難的情形，甚或因文化的隔閡完全無法瞭解譯文，但異化策略對於文化
的傳遞、增長，以及對異國的見聞則有幫助。
維努提(Lawrence Venuti)可以說是 1990 年代北美最具影響力的翻譯研究
學者(Gentzler, 2001: 36)。他提倡異化的翻譯以抵抗歸化的翻譯(Munday, 2001:
147)。他認為，歸化翻譯最大的特點就是採用流暢地道的英語進行翻譯，在
這類翻譯中，翻譯者的努力被流暢的譯文所掩蓋，譯者為之隱形，不同文化
之間的差異也被掩蓋，目的語主流文化價值觀取代了原語文化價值觀，原文
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譯作由此而變得透明。從後殖民理論吸取營養的異化翻
譯策略則將歸化翻譯視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謀，是文化霸權主義的
表現。所以，維努提(Lawrence Venuti)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根據這一策略，
譯 者 和 譯 語 讀 者 在 翻 譯 的 過 程 中 努 力 擺 脫 來 自 強 勢 文 化 的 羈 絆 (羅 選 民 ，
2003：頁 62)。
應該提到的是最近幾年西方翻譯研究領域中的一股新的力量。以巴斯納
特(Susan Bassnett)拉斐維爾(Andre Lefevere)為核心人物的翻譯的文化建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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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正越來越引起人們注意。嚴格說來，他們應屬於社會符號學派。但他們和
傳統的翻譯學派不同。他們似乎在用翻譯藉題發揮，所關心的在語言和翻譯
之外。他們強調翻譯有必要和其他研究領域連接起來，特別是文化研究離不
開翻譯研究。因為它他們認為翻譯活動直接參與了權力和語篇的產生，在強
勢文化和弱勢文化間進行語言符號的轉換絕不僅僅只是文字的轉換，甚至不
只 是 信 息 的 轉 換 ， 而 牽 涉 到 權 力 對 社 會 文 化 的 影 響 ( 葉 子 南 ， 2000 ： 頁
164-165)。

(四) 專業翻譯階段
專業翻譯階段強調專業翻譯為獨立的學科，翻譯與其它學科領域合作的
科際整合，及專業翻譯為一項專門職業，茲分述如次：
1.專業翻譯為獨立的學科
早期的翻譯學附屬於語言學或比較文學，並不是獨立的學科。但近年來
翻譯學已經逐漸成為獨立的學科。在臺灣，大學的翻譯學系及翻譯研究所相
繼設立，例如長榮大學、文藻外語大學都設立翻譯學系; 長榮大學、輔仁大
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文藻外語大學都設
立翻譯及相關研究所。 專業翻譯的課程備受重視。 舉例而言，長榮大學翻
譯學系就相當重視專業翻譯。除了語言及一般翻譯之外，也著重於經貿，科
技，新聞等不同領域的專業翻譯。
至於在翻譯教學方面廖柏森認為，教師在從事翻譯教學前，首先要釐清
教學的目標是甚麼。事實上翻譯並不是只有一種教學型態，根據學生的程度
和需求，至少可分為兩種，也就是訓練專業譯者的課程和以翻譯做為增進語
言能力的課程。第一種視翻譯為專業技能(Professional Skill)，此技能包括優
異的外語和母語能力，兩種語言和文化間的轉換能力，以及不同專業領域的
背景知識。語言能力只是翻譯能力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而非充
分 條 件 (Sufficient Condition)， 也 就 是 說 光 有 語 言 能 力 仍 不 足 以 成 為 專 業 譯
者，因此教學目標在於培訓學生具有獨立作業，從事翻譯各種專業領域文本
的能力。另外一種課程則是把翻譯視為語言技能(Language Skill)，是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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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聽、說、讀、寫技能之外的第五種技能。學生以翻譯增加個人的競爭力，
但不一定會以翻譯做為職業的考量，而教學的重心是透過中英兩種語言的對
比，掌握基本的翻譯技巧(廖柏森等，2011：頁 5)。
專業翻譯教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al Skill)和語言翻譯教
學(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Language Skill)都是屬於翻譯教學的範圍。另
外，語言翻譯教學與從「外語教學」出發，視翻譯為聽、說、讀、寫技能之
外的一種語言技能的觀點非常接近。大體而言「專業翻譯教學」和「語言翻
譯教學」的教學目標和學生學習都有差別，應該分別看待實施，但這兩種翻
譯教學型態的意涵和應用亦可相互參照啟發，也可以把語言翻譯教學視為是
專業翻譯教學的初級準備階段，例如現在許多大學的英文和應用英文科系的
翻譯課就比較接近語言翻譯教學，而翻譯系所的訓練就較屬於專業翻譯教學
的範疇，兩者有會通和銜接之處 (廖柏森等人，2011：頁 6)。
即使在外語的課程裡，翻譯也備受重視，因為翻譯是跨語言，跨文化溝
通的重要橋樑。在全球化，科技發達而英文優勢的當代，語文認同與文化的
保留仍不能忽視。例如科克(Guy Cook)就強調，翻譯應該是當代語言學習者的
主要學習目標，學習方式，與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Cook, 2010)。公莎雷-大衛斯
(Maria Gonzalez-Davies)則強調在翻譯課堂上，教師需視情況扮演傳播者，最
終仲裁者，或引導者的角色，兼採翻譯的語言，文化，認知，功能取向(Gonzalez
Davies, 2004: 14-15)。
2.專業翻譯為跨學科合作的學科
在西方，學者也強調翻譯與其它學科領域合作的科際整合，例如根茨勒
(Edwin Gentzler)就說：「我們即將進入令人興奮的翻譯領域研究新階段，促使
學者整合各種不同領域的理論與資源，而產生多種新見解。我希望這本書的
新版，有助於加速此過程」(Gentzler, 2001: 203)。巴斯納特(Susan Bassnett)強
調翻譯學的研究如同文化學的研究一般，都需要從孤立的象牙塔裡走出來，
邁向多面向的科際整合，容納多元的聲音(Bassnett, 1998: 138-139)。又強調，
翻譯學在從前被認為是語言學的分支，現在則被認為是跨學科研究的領域。
翻譯學樂於和其它學科相互引進或提供技術和方法(Bassnett, 2002: 2-3)。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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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兒-洪比(Mary Snell-Hornby)更指出，翻譯學 1990 年代跨學科合作的特色是，不
只 是 借 助 別 的 學 門 ， 也 從 翻譯學內 部 協 調 與 整 合 各 項 新 知 識 (Snell-Hornby,
2006: 104)。沙西佛(Susan Sarceive)也鼓勵翻譯學系應多提供翻譯與法律科際整合的
課程，使從事法律翻譯者能兼具翻譯與法律的知識與能力，適任於法律翻譯
(Sarceive, 1994: 301-307)。
3.專業翻譯為一項專門職業
翻譯工作已發展為一個服務性行業，從業員如何在市場之中力爭上游，
出人頭地？廿一世紀翻譯這一行要求什麼條件與精神？未來的譯員要具備
甚麼知識、本領、眼光幫助你迎接專業工作的挑戰(周兆祥，1997)？這些都
是翻譯專門職業所面臨的問題。而在世界各地，訓練專業翻譯人員的單位也
不少，例如澳洲 NAATI(澳洲國家口筆譯認證機構)就指定了若干學校給予大
學畢業生一年的口筆譯訓練課程，畢業者給予證書(Graduate Diploma)，可以
擔任澳洲的專業口筆譯人員。當然,澳洲口筆譯人員的認證，還有其它管道，
例如通過 NAATI 的考試(http://www.naati.com.au)。
不具專業知識而翻譯專業文章是很危險的，譯者常常按照字面直接翻譯
而不知使用簡便的專業術語。專業學術素養在翻譯上更是邁向內容精確不可
或缺的條件。專業翻譯階段是當今翻譯的新趨勢。對於法政、財經、新聞、
科技、環保、舞蹈各方面需有起碼的知識能力才易掌握各該專業的翻譯。金
隄曾說，所謂準確的翻譯就是原文變成譯文後，譯文給讀者的信息等同於原
文給讀者的信息(金隄，1998：頁 124)。筆者在將原文忠實地呈現於譯文中
的同時，也保存文章中所應含有的訊息。如前所述，專業翻譯階段強調翻譯
為一門獨立學科，不是語言學的附屬品；翻譯學必須與其他學科作科技整
合，邁向多元；翻譯為一種專門職業。專業翻譯階段的翻譯，不只是要注重
文法結構，語意，語用；特別重視文化以及各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識。
翻譯學界的翻譯，在標準舞專業翻譯方面，目前剛在起步的階段。翻譯
學者對標準舞方面宜有專業知識才容易翻譯得準確得體。筆者對翻譯學以及
標準舞皆有涉獵，故以世界職業摩登舞 1999、2000、2001 冠軍巴瑞奇(Luca and
Loraine Baricchi)的 Art in Motion 當中的 Quick Step 為例，予以翻譯、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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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專業翻譯的需求與重要性。例如，spin(旋轉)與 pivot(軸轉)看起來都是
「轉」
，但 spin 是較小的轉，而 pivot 則是 180 度的腳掌軸轉，是有不同的。
如 “posture”是「姿勢」，而“poise”則是「體位」。「姿勢」是指收縮背部肌肉
使身體自然而挺直。體位則是身體重量與地板的角度，兩者是不同的。又如
音樂方面，rhythm 與 timing 是不同的：rhythm 是指節奏旋律，而 timing 是
指節拍。Quick Step 不譯為快步，而譯為快四步，那是因為每一小節有四拍。
又如空間(Space)與協調(Harmony)，空間是指身體的前左，前右，後左，後
右四個地帶。協調是指舞伴之間的節拍、動作及感覺上的和諧。

三、研究方法
劉宓慶的《當代翻譯理論》一書， 論及翻譯的方法，探求雙語轉換的
各種手段。包括常規手段和變通手段。常規手段指雙語在轉換時訊息通道的
暢通或基本暢通。變通手段指任何可以借以實現翻譯實質中所包含的意義轉
換的途徑，包含(1)分切，(2)轉換，(3)轉移，(4)還原，(5)闡述，(6)融合，(7)
引 伸 ， (8)反 轉 ， (9)替 代 ， (10)拆 離 ， (11)增 補 省 略 與 重 複 ， (12)重 構 ， (13)
移植等共計 13 項(劉宓慶，1993 年：頁 195-234)。
本人翻譯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時，使用的研究方法，在宏觀的翻譯
策略方面，以及在微觀的各句構方面，皆採用內容精確取向的翻譯態度，而
特重標準舞的專業知識及能力。所謂內容精確取向的翻譯態度是指「凡是內
容精確的翻譯為有價值，凡是內容不精確的翻譯為無價值，一以內容精確與
否為判斷的標準」。 從宏觀的翻譯策略來說，是要精確，事實上這與紐馬克
(Peter Newmark)所說的等效，奈達(Eugine A. Nida)所說的功能對等有異曲同
工之妙。如前所言，紐馬克(Peter Newmark)亦強調準確與經濟，奈達(Eugine
A. Nida)也強調準確、易懂及對生活經驗的影響，例如信教。
若 從 文 體 方 面 來 看 ，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原 文 屬 於 訊 息 類
(Informative) ， 著 重 於 訊 息 準 確 流 暢 地 傳 達 給 讀 者 。 但 也 含 有 說 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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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uasive)成 份 ， 鼓 勵 讀 者 買 錄 影 帶 學 標 準 舞 。 也 含 有 表 述 性 (Expressive)
成份，表述作者對標準舞的闡述及情感。但不論是何種文體的翻譯，都離不
開「精確」的這個大原則。即使是廣告翻譯，固然強調推銷的效果，雖然「翻
譯時應採歸化策略，儘量貼近譯文讀者的自然用語習慣，必要時應調整，甚至捨棄
原文的内容與形式，以達廣告效果為首要原則」(廖柏森等人，2011：頁 71)。但
還是要注意到，
「當原文和譯文一同對照比較時，譯文就訊息正確度和文字通順度
而言是否合格」(廖柏森等人，2011：頁 75)。
標準舞翻譯為專業翻譯的一種，強調標準舞知識之重要，不論在內容本
身，訊息傳達，及鼓勵讀者各方面，與其它類型的專業翻譯及非專業的翻譯，
都有共同的要求，就是要精確。至於翻譯的過程，則採用奈達(Eugine A. Nida)
的 分析(Analysis)， 轉換(Transfer)， 重組(Reconstructuring)， 和檢驗(Testing)四個階
段(Nida, 2004: ch 3-8)，依次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但分析的重點不是在文法，而
是標準舞的專業。
原文及譯文全文，由於篇幅的關係，本論文不予全載，只舉一些翻譯實
例加以分析，以見專業翻譯之重要。對全文有興趣的讀者，英文可以參看
(Baricchi, 2000)，中文可以參閱(孫順智，2011 與 2012 年)。

四、研究結果與意涵
透過下列實例解析，配合上述的翻譯理論及研究方法，可以獲致如下研
究結果及意涵：翻譯為一門獨立學科，翻譯為一個專門行業，專業知識及能力
在翻譯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標準舞的翻譯，譯者必須要有標準舞的專業
知識及能力才能夠勝任愉快。
在翻譯過程中，首先是對原文的理解，包括文法，詞彙，語言結構的理
解，語意的理解，和語用的理解，以及運用標準舞專業知識來理解。其次是
把原文訊息準確地轉換成譯文。最後以順暢，易懂的譯文表現出來。標準舞
的翻譯過程中，還需要把舞蹈的內容，包括姿勢，體位，上半身的動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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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身的動作，協調，空間，音樂節拍研究清楚，並實踐力行，確實跳好。標
準舞翻譯與別種專業翻譯有其共通處，例如準確易懂。標準舞翻譯與別種專
業翻譯最大不同之處，是會跳了才能翻譯得好。如果還不會跳就來翻譯，譯
文必然格格不入。 所以，標準舞的專業知識及能力，在標準舞翻譯過程中，
伴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以下請看實例解析。

(一) 實例解析一
1.原文
“Luca: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citing, emotional, fast, rhythmical
dancing world of Luca and Lorai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Quick Step.
Quick Step is a very misunderstood dance. Everybody seems to want to rush around the
floor and move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actually stopping to understand the quality,
the feelings of this dance. To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to
develop your quickstep. We are here to help you understand how you can still achieve
the same feeling that you have in the other dances. When Loraine and I dance Quick
Step, w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that same harmony, for that same exciting, enjoyable
feel which we have in every other danc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is because
Loraine and I want you to enjoy your quickstep.”
2.譯文
「陸卡：女士、先生，歡迎蒞臨陸卡及羅蘭興奮、情感、快速、節奏的
舞蹈世界。今天將談到快四步。 快四步是非常令人誤解的舞蹈。每個人似
乎都想環繞地板急進，儘速移動，而並沒有真正停下來去了解這種舞蹈的品
質、感覺。女士、先生，羅蘭與我跳快四步時，總在追尋和其他舞蹈一樣的
和諧、興奮及享受感。今天我們在此幫忙各位發展快四步。我們在此幫忙各
位在跳快四步時也能夠有像跳其他舞蹈的感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羅蘭與我都希望你們跳快四步時能夠樂在其中。」
3.說明
本段英文是開場白，指出快四步的性質，品質與感受。快四步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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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鐘約 200 拍。
國際標準分為摩登舞與拉丁舞兩大類，摩登舞方面有華爾滋，探戈，慢
狐步，快四步，維也納華爾滋五種。在音樂的旋律或節奏方面，快四步每小
節 4 拍，第 1 拍與第 3 拍為強拍，Slow 為 2 拍，Quick 為 1 拍。華爾滋每小
節 3 拍，第一拍為強拍。探戈每小節 2 拍，每拍皆為重拍。Slow 為 1 拍，
Quick 為半拍。慢狐步每小節 4 拍，第 1 拍與第 3 拍為強拍，Slow 為 2 拍，
Quick 為 1 拍。維也納華爾滋每小節 3 拍，第一拍為強拍。
翻譯時，標準舞的專業知識分析特別重要，其次是文法與語言，再次是
文體與目的，再次是文化上是採用歸化或異化，以作者為中心或以讀者為中
心，但最核心的是採取內容精確的態度。
本段的翻譯，一方面是準確的傳達原文訊息，一方面是讓讀者易於明
白。重點是把英語原意用中文準確，通順地翻譯出來。不拘泥於直譯或意譯，
不拘泥於文法，著重於功能的對等，讓中文讀者對於中文的感受等同於英文
讀者對於英文的感受。
如何達到這些？那就是平時就要充實語言與文化的知識，尤其是標準舞
的專業知識，最好是勤練標準舞以達到知行合一，「譯中有舞，舞中有譯」
的境界。
從宏觀上來說，是要先作分析，轉換，重組，要翻譯得精確，注重功能
對等。從微觀上來說，是要把個別的語句，專門名詞作適當的處理。而在翻
譯的過程中，標準舞的專業知識更是達成翻譯精確的關鍵所在。有良好的標
準舞專業知識才能翻譯出適切的標準舞譯文，表現出精湛的舞技。
例如：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citing, emotional, fast, rhythmical
dancing world of Luca and Loraine.”
The exciting(興奮的)，emotional(情感的)，fast(快速的)，rhythmical(節奏
的)，dancing world(舞蹈世界) of Luca and Loraine。這是作者對標準舞性質及
情感的描述。採取內容精確取向的態度，經分析，轉換，重組後，
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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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先生，歡迎蒞臨陸卡及羅蘭興奮、情感、快速、節奏的舞蹈世
界」。
又如：
“Quick Step is a very misunderstood dance. Everybody seems to want to rush
around the floor and move as fast as possible, without actually stopping to understand
the quality, the feelings of this dance.”
“misunderstood”譯為「令人誤解的」，“rush around the floor”譯為「環繞
地板急進」，“without actually stopping to understand the quality, the feelings of
this dance” 譯為「並沒有真正停下來去了解這種舞蹈的品質、感覺」。這是
對快四步性質的描述，固然速度快，但舞者也要了解快四步並非橫衝直撞的
舞蹈，而是活潑，有朝氣，有活力，仍然要注重舞伴間的協調，維持品質。

(二) 實例解析二
1.原文
“(Loraine) Quick Step is a very fast dance, so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got the correct posture in order to do this dance. What I require from the man is
first of all that he now makes sure that he shortens the muscles in his back. If we just
rotate Luca around, I feel in order to lengthen the body, you need to shorten the muscle.
So these muscles in the back here working downwards will now shorten to lengthen the
front of the body, therefore giving me a very long spine. So then I will feel that spine
coming through from Luca’s body. We rotate again, from there I would like Luca to take
the arms into the dance position, using the muscles on top. So the muscles here are
picking up the arm. Now as we spoke about in great detail in the other videos, we have
got a set of muscles working down at the back. Those muscles will now be squeezing in
order to stretch out towards the elbows to the lady. If now we look at the lady’s posture,
again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lady does likewise, so here the lady would be
shortening the muscles in the back in order to allow the front to now lengthen. Then, the
lady, using the same muscles on top, would be picking up her own arms. So here they
are picked up, hands placed into position. Here the lady will now use the left side to
rotate slightly and to shorten the left side here to produce the lady’s picture. So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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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ly, if you can actually stand together, and you both concentrate on what muscles are
shortening, feeling the spine lengthening, then using the arms here, the shoulder pick up
the arms, if you do that slowly together, you will both feel an elevation, a very light
feeling. If we just stand together you will see this. Standing, shortening the muscles,
spine feels nice and long, using muscles on top, picking up the arms, and now walking
into position. Lady rotating, man stretching and now the hands connecting together.
This feels very easy to do, it feels very light and very comfortable together. Take time
and slowly work this out. ”
2.譯文
羅蘭：快四步是很快的舞蹈。所以我認為你必須有正確的姿勢以便跳這
個舞蹈，這是很重要的。.我要求男士的是，首先要確定他收縮背部的肌肉。
讓我們環轉陸卡，我感覺到為了伸展身體，你需要收縮肌肉。所以這裡這些
背後的肌肉向下運作，現在收縮以伸展前身，我的脊椎要伸長。所以我就會
感覺到脊椎沿著陸卡的身體過來。我們再轉動，從那裡我要陸卡運用手臂上
部的肌肉，舉起手臂進入舞蹈位置。
所以這裡的肌肉抬起手臂，現在，如同我們在其它錄影帶詳述的，我們
有一組前面的肌肉向下運作，我們也有一組後面的肌肉向下運作。現在擠
壓，以便向手肘伸張出去。謝謝。那樣，產生很大的架構，從背後到手肘，
再到女士。如果我們再看看女士的姿勢。非常重要的，女士也要如此作。所
以這裡，女士也要收縮背後的肌肉使前身伸展。然後，女士運用相同的肩膀
頂部肌肉，舉起她的手臂，所以這裡手臂舉起，手放入適當位置。這裡女士
現在運用左側稍為轉動，收縮左側，秀出女士的模樣。所以慢慢地，如你們
能確實地站在一起，你們都注意於哪些肌肉在收縮，感覺到脊柱伸長，然後
使用這裡的手臂，肩膀舉起手臂，如果你們一起慢慢作這個，你們都會感覺
到上升/上揚，感覺到輕盈。如果我們站在一起，你會明白這個。站立，收縮
肌肉，脊柱感到又好又長。運用手臂頂部肌肉，舉起手臂，現在走入位置，
女士轉動，男士伸展，現在手聯結一起。這感覺到很容易作，感覺到非常輕
盈，非常舒服在一起，花點時間，慢慢的把這個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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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說明
如前所述，標準舞的專業知識是作好翻譯的關鍵。有適當的標準舞專業
知識，才能完全理解原文，將訊息從原文轉換成準確、通順、適切的譯文。
因此，在翻譯此段時，重點是運用標準舞的專業知識，而不是文法，誠如奈
達(Eugine A. Nida)所言：「內容精確不只是忠於原文作者，也要明白易懂，
不讓讀者誤解，加上文化上的適切，那就是成功的翻譯。通曉雙語的譯者，
在清楚了解原文之後，並不需要滿腦子想著如何使用名詞、動詞、形容詞、
動名詞等來表達特定的概念」(Nida, 2001: 3)。所以翻譯本段時，文法不是重
點。準確、通順、適切以及標準舞專業知識才是重點。
姿 態 (Stand)可 分 為 姿 勢(Posture)與 體 位 (Poise)， 本 段 由 羅蘭 (Loraine)說
明姿勢。姿勢「是指收縮背部肌肉使身體自然而挺直」；體位則是身體重量
與地板的角度，兩者是不同的。了解並實踐正確的姿勢與體位，是學好標準
舞的基礎。Quick Step 是一種快速的舞蹈。Quick Step 譯為快四步而不譯為
快步，是因為 Quick Step 每小節有 4 拍。它雖然快而活潑，但舞者跳快四步
時，仍然不能忽略舞伴之間的協調。

(三) 實例解析三
1.原文
“Poise, ladies and gentlemen, is the angle of body weight and therefore of our
posture in relationship to the floor, so my angle can change. And in Quick Step, due to
the speed of the dance, and the speed in which we are moving across the floor, the
change of pois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redirect our body weight in our new direction.
So we are using posture, we are not breaking sides, we are not pulling each other, but
we are actually changing the poise, so my posture is still the same but my angle of my
poise is changing to modify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see
how we can apply first of all good posture, secondly very good poises, and dancing our
poise therefore not holding our poise but actually dancing our poise to achieve the
freedom and harmony which we are looking f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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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譯文
先生、女士，體位是身體重量的角度，所以是我們姿勢與地板的關係。
所以體位是我對於地板的角度，所以我的角度可以改變。而在快四步，由於
速度的關係，我們移動跨過地板的速度，體位的改變非常重要，以便重新引
導我們身體重量於新方向。所以我們不是運用姿勢，我們不是破壞側面，我
們不是彼此拉扯，而我們是確實改變體位。所以我的姿勢維持相同，而我體
位的角度改變，以便修正移動的方向。
所以今天將要明白，首先，我們如何運用好的姿勢，其次，好的體位，
跳出來體位而不是維持體位，跳出來體位以實現我們所追尋的自由與協調。
3.說明
本段由陸卡(Luca)說明體位。在翻譯的過程中，標準舞的專業知識是達
成翻譯精確的關鍵所在。有良好的標準舞專業知識才能翻譯出適切的標準舞
譯文。
例如：
“dancing our poise therefore not holding our poise but actually dancing our poise
to achieve the freedom and harmony which we are looking for. ”
“dancing our poise therefore not holding our poise”譯為：「跳出來體位，
而不是維持體位」。因為體位，身體重量與地板的角度，會隨著舞步的不同
而適時作改變，並非維持不變的。“dancing our poise to achieve the freedom and
harmony which we are looking for”譯為：「跳出來體位，以實現我們所追尋的
自由與協調」
。自由是指身體能自由自在地作轉動，傾斜，擺盪等身體動作。
協調是指舞伴之間有默契，不侵佔對方的空間，配合得自然美好。

(四) 實例解析四
1.原文
“And now let’s move on to point No.2 of today’s video. Usage of upper body and
Usage of lower body. Of course, we will also discuss poise, as mentioned just earlier on.
Now, for you today, we have prepared three natural groups therefore, three groups
which will rotate to the right.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and move on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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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and finish with a more difficult one. We’ll then talk about reverse
figures therefore, figures which rotate to the left. Once again, starting from a very
simple figure, moving on to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one, and finishing with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one. But let’s start now with a very simple step which I am sure you
are all dancing. ”
2.譯文
陸卡：現在讓我們進入本錄影帶的第二部份：上半身與下半身的運用。
當然，我們也討論體位，如先前我們提到的。現在，今天我們預備了三段右
轉舞步，向右旋轉的舞步，首先是簡單的，然後進入稍難的，最後進入更難
的舞步。然後談到左轉舞步，向左轉的舞步，再次，始於很簡單的舞步，進
入稍為複雜的舞步，最後完成更複雜的舞步。現在讓我們開始簡單的舞步。
我確信，是你們都在跳的舞步。
3.說明
本段進入錄影帶的第二部份:上半身與下半身的運用，並說明體位。下半
身的動作包括腳跟，腳掌，腳尖，腳踝，膝蓋，小腿,臀部等動作。上半身的
動作包括腰、背、胸、脊椎、頸、肩、頭部等動作。下半身的動作顯現力量
(Power)，上半身的動作顯現姿勢(Posture)、體位(Poise)與造形(Shape)。
Three natural groups 譯為「三段右轉舞步」
，reverse figures 譯為「左轉舞步」
。
右轉舞步是指沿順時鐘方向跳的舞步，而左轉舞步是指沿逆時鐘方向跳的舞
步。標準舞的右轉舞步當中最著名的舞步是 Natural Turn(右轉步)。右轉步，
係指舞伴雙方沿著順時鐘方向轉。右轉步的身體動作包括旋轉(Rotation)，擺
盪(Swing)及升降(Rise and Fall)，是標準舞最基本的美妙動作。
那麼，到底是會跳了再來翻，或翻了之後才會跳?在作翻譯時，如果你
已經會跳該舞步，那麼就會得心應手。如果你還不會跳該舞步而作這些翻
譯，那麼譯文常常會格格不入。如前所述，標準舞的翻譯與其它類型的翻譯
有其共通處，就是要準確而通順。但也有其特殊處，乃是標準舞是一種專業，
專業翻譯是一門獨立學科，可以進行跨學科合作，認同翻譯為一個專門行業，翻
譯時強調譯者對專業知識的了解與內容的精準翻譯。標準舞的翻譯，特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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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舞的專業知識及能力，且必須知行合一。標準舞的專業知識及能力，在標
準舞翻譯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五、結論
從以上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的翻譯舉例及論述，可知專業翻譯強調
翻譯為一門獨立學科，可以進行跨學科合作，認同翻譯為一個專門行業，翻譯時
強調譯者對專業知識的了解與內容的精準翻譯。需有起碼的標準舞專業知識
及能力，才易掌握標準舞專業的翻譯。
因此專業譯者需具有獨立作業，從事翻譯各種專業領域文本的能力。如前所
言，一般咸認中文、英文均流利者，自然而然就會中英雙向翻譯，事實上，
學界早已推翻此一傳統觀念，並長期討論如何培養與發展譯者之知識層面與
翻譯能力。翻譯能力係指中英雙語者所不具備之翻譯專門知識，因此，充足
的知識層面對譯者絕對有幫助。專業學術素養在翻譯上更是邁向內容精確不
可或缺的條件。專業翻譯階段是當今翻譯的新趨勢，對於法政、財經、新聞、
科技、環保、舞蹈各方面需有起碼的知識能力，才能掌握各該專業的翻譯。
翻譯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時，標準舞的專業知識分析特別重要，其
次是文法與語言，再次是文體與目的，再次是文化上是採用歸化或異化，以
作者為中心或以讀者為中心，但最核心的是採取內容精確取向的態度。翻譯
時，一方面要準確的傳達原文訊息，一方面是讓讀者易於明白。重點是把英
語原意用中文準確，通順地翻譯出來。不拘泥於直譯或意譯，不拘泥於文法，
著重於功能的對等，讓中文讀者對於中文的感受等同於英文讀者對於英文的
感受。
如前所述，從宏觀上來說，是要先作分析，轉換，重組，要翻譯得精確，
注重功能對等。從微觀上來說，是要把個別的語句，專門名詞作適當的處理。
而在翻譯的過程中，標準舞的專業知識更是達成翻譯精確的關鍵所在。有良
好的標準舞專業知識才能翻譯出適切的標準舞譯文。在翻譯舞步時，腦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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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想著舞步跳法，包括姿勢、體位、下半身的動作、上半身的動作、協調 、
空間、方向、節拍等等。這就是所謂「譯中有舞，舞中有譯」的標準舞專業
翻譯境界。
「專業翻譯」這個名詞，早有人提出，例如曲兆祥就出版過《專業翻譯》
一書(曲兆祥，1997)，其所指「專業翻譯」係指翻譯為一種職業。如前所述，
有學者強調翻譯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學者強調跨學科知識整合在翻譯的重
要性，有學者強調翻譯為一種職業。但將「專業翻譯」定義為「一門獨立學
科，可以進行跨學科合作，認同翻譯為一個專門行業，翻譯時強調譯者對專業知
識的了解與內容的精準翻譯」則為本人所提出的觀點，研究者 Sun, Shun-chih
已有所呼應(Sun, 2014, 2015)。而本人以標準舞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之中譯
為例，點出翻譯是獨立的學科，翻譯是一種專門的職業，翻譯與其它學科作
跨學科合作的科際整合之重要性，並強調專業知識與翻譯的結合是當前翻譯
的趨勢，算是翻譯界新的嘗試。

．22．

從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的中譯看翻譯新趨勢：專業翻譯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吳宜錚、陳瑋琳 (2010)，〈知識層面在翻譯能力中所扮演的角色—以長榮大
學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為例〉，《長榮大學學報》，14(1)，頁 51-66。
李菁 (2009)，《翻譯研究的語用學轉向》，上海：譯文出版社。
周兆祥 (1997)，《專業翻譯》，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林主忠 (2003)，〈國際標準舞舞者體舒適能之研究〉，《體育學報》， 34， 頁
41-52。
金隄 (1998)，《等效翻譯的探索》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思果 (2001)，《翻譯新究》，臺北：大地。
胡功澤 (1994)，《翻譯理論之演變與發展》，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孫順智 (2002)，
〈邁向內容精確取向的翻譯〉
，
《翻譯學研究集刊》
，7，頁 53-74。
孫順智 (2011)，
〈移動的藝術：快四步〉
，
《舞世界月刊》
，136，頁 71-73；138，
頁 80-81；139，頁 67-68；142，頁 80-81。
孫順智 (2012)，〈移動的藝術：快四步〉
，《舞世界月刊》
，144，頁 78-80。
莊柔玉 (2008)，
《多元的解構─從結構到後結構的翻譯研究》
，臺灣：學生書
局。
陳德鴻、張南峰編 (2001)，《翻譯理論精選》，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葉子南 (2000)，《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廖柏森，林俊宏，邱羽先，張裕敏，張淑彩與歐冠宇 (2011)，《翻譯教學實
務指引，從 15 份專業教案開始》，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劉宓慶 (1993)，《當代翻譯理論》，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羅選民 (2003)，〈跨文化視野中的異化、歸化翻譯〉，劉靖之主編，《翻譯新
焦點》，頁 57-72，香港：商務印書館。

．23．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外文部分
Baricchi, L. and L. Baricchi (2000),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Tokyo: Studio Himawari.
(DVD)
Bassnett, S. (1998),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e Studies,” in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eds.), Construction Cultures, 123-140, Clevedon: Multi Lingual
Matters Ltd.
Bassnett, S. (2002), Translation Studie,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
Cook, G. (2010), Transl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An Argument for Reassess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ntzler, E. (2001),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Clevedon: Multi Lingual
Matters Ltd.
Gonzalez Davies, M. (2004), Multiple Voices in the Translation Classroom: Activities,
Tasks and Projec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Lan Y., D.-H Dong, and A. Chiu (2009), “Research Trend and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2(2), 177-191.
Munday, J. (2001),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Nida, E. (2001), Context in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Nida, E. A. and C. R. Taber (2004),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al Press.
Nord, C. (1997),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Sarceive, S. (1994), “Translation and the Law: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Snell-Hornby, M., Franz Pöchhacker and Klaus Kaindl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301-30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Snell-Hornby, M. (2006),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 or Shifting
Viewpoint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Sun, S.-C (2014),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s New Trend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Madison, 2(2), 63-73.
Sun, S.-C (2015),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ranslation,”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2(3), 1-6.
．24．

從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的中譯看翻譯新趨勢：專業翻譯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as New Tendency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into Mandarin as an Example

Shun-Chih Su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1) the
period of literature theory of translation, (2) the period of linguistics theory of
translation, (3) the period of cultur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d (4) the period of
profession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literature the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rt and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linguistics the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transfer of
grammar, then to the language meaning, and finally to pragmatic linguis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culture the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emphasized the transfer of cultural
messages with debates on authors-centered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readers-centered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with balance between them. 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profession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acquir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he professional theory of translation is the current tendency for translators. The
translators had better hav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for the translation fields,
such as laws and politics, finance and economy, mass med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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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and even ballroom dancing in each respect so as to be competent in
translation. In the field of the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ballroom dancing, it is just the
beginning with few translators at the same time being the good dancers. I have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as well as ballroom dancing, and hence I choose to translate
Art in Motion Quick Step (by Luca and Lorraine Baricchi, champions of International
Modern Ballroom Dancing 1999, 2000, 2001) “with content accuracy translation
attitude” through both the macro and the micro translation method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ballroom dancing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Keywords: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Ballroom Dancing, Art in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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