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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中國古典文學中重要女性詩人及詞人作品在中國文學裡佔有重要的
地位，對於華文世界而言，其影響自然不容小覷，歷來也有眾多研
究，針對女性創作者的特殊性提出精闢見解。但若是以世界文學的
舞台而言，這些傑出女性文學作品則主要得依賴英文翻譯為媒介
，才能使更多讀者有機會一探堂奧。歷來有關中國女性古典文學的
三部重要英譯首推《蘭花舟》、《傳統中國女作家：詩歌與評論選
集》與《彤管》，分別由美國詩人王洪公和華籍詩人鍾玲、漢學家
孫康宜 (Kang-I Sun Chang )與蘇源熙 (Haun Saussy)、漢學家伊
維德和管佩達於1972年、1999年及2004年出版，這樣的翻譯嘗試實
屬不易，但是這些編者及譯者如何呈現出其中女性形象仍值得深究
。印度籍學者史碧瓦克曾說，在美國翻譯作品一切以通順為尚的規
範下，不同語言文化、不同性別的作品可能看起來皆大同小異。此
外，女性形象更有可能被「東方主義化」而加強了某種性別刻板印
象，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文本研究及歷史脈絡化的對照，對這兩部
譯作進行細部的分析，並參照當今世界文學及性別研究特別關注的
議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期對文化翻譯與性別研究有更全面的
了解與認識。

在翻譯這些中國古典女性文學時，譯者及編輯勢必要了解到不同文
化中性別角色的差異，以及不同脈絡下對女性書寫所秉持的看法
，這些女性創作者的出身及選擇的題材、所用譬喻與文學手法，其
鎖定的讀者群等，這就帶出了翻譯學者勒菲弗爾所說的「重寫者」
概念，譯者及編輯做為「重寫者」如何去包裝詮釋這些作品，使跨
海越洋的譯作能夠在新的語言文化裡滋長，使迥異於原作時空背景
的讀者能夠理解這些女性創作者的情感與寓意。
若是對應到三部譯作編排譯介的方式，從全書的編排及附文本來檢
視中國古典女作家的形象再現議題，我認為伊管版本在呈現中國古
典女性的作法似乎有強化某種奇風異俗形象之嫌。王洪譯本以書末
簡單的作者及原詩介紹及鍾玲所撰寫的〈中國女性與文學：簡略說
明〉提供讀者一個概略的認識。孫本則是仿照美國學術社所發行的
文學史精選體例，按朝代分期，附有總論、作者介紹，在長詩後面
亦針對典故或史實附有註解，比較特別的是在第二部分獨立出評論
的篇幅，並區分為女性評論家及男性評論家，凸顯中國古典詩學及
詩評傳統，關於詩評家如何影響塑造女性創作者形象亦提供了相當
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資料，並有助於不諳中文讀者有一窺堂奧的管
道。伊管版本雖亦大致按照斷代來編排作品，正如前文所述，其介
紹文字及呈現的手法卻相當值得玩味。

性別研究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使我們更加意識到，性別角色往往透
過各種再現而被扭曲或強化，翻譯是文化交流互動最重要的一種。
從文化再現的觀點，本研究檢視了了中國古典女性作家如何被翻譯
／重寫，進入世界(特別是透過英文的譯介)的文化脈絡，在肯定翻
譯之大不易的同時，也希望能夠對翻譯的文化政治及性別議題提供
批判的視野。

中文關鍵詞： 中國古典文學英譯，文學選集，女性形象，女性文學，世界文學
，翻譯詩學



英 文 摘 要 ： Women poets play a rather important role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a great amount of
research on their uniqueness and legacies in the past
decade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wever, for most of
the readers in the worl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uch work
becomes the only means to get to know classical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Thus, it is obvious that these English
translation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how non-Chinese
speaking readers understand Chinese women’s writing,
aesthetics and gender politics. This research takes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exploring how the female imag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women were discouraged to write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in the past, women writers/poets
faced tougher challenges to create in a male-dominant
tradi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translate different women’s
voices for a wider readership and further shed new light on
how women found/find their way to create and produce in
literature.
In 1972, American poet Kenneth Rexroth and Chinese poetess
Ling Chung selected some women poets’ work and translated
them into English, entitled, The Orchid Boat. Aft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selected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130 poet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edited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in 1999. Not long after, in 2004, two sinologists
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 compiled women’s writing in
Imperial China and completed the ambitious translated work,
entitled The Red Brush, which covered two thousand years of
work and included nearly a hundred of women writer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effort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visibility of Chinese women’s writing in world literature.
However, how are these women’s images represented in their
translation? As Gayatri Spivak famously claimed, in
American-brokere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work by a woman in Palestine may resemble
something by a man in Taiwan. The languag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can be hugely different but read alike. There
is also another trap that the translators may fall into
since the image of a Chinese woman may easily be
“Orientalized” due to cultural and gender stereotypes.
This research thus aims at examining how the works of these
women writers get translated and how their images are
portrayed in these three anthologies. While taking gender
issues on board, the research also attempts to engage with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e
how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adopted to cater to a wider



readership.
By examining how women’s imag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se
works and how translation transfers and transforms the
original, it is hoped that world literature is not just
about what it is and how to read it but also about how
gender is shaped and re-shaped when world literature as
translation travels.

英文關鍵詞：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woman's image, women's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esthetics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女性詩人及詞人作品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於華文世界而言，其影響自然不容小

覷，歷來也有眾多研究，針對女性創作者的特殊性提出精闢見解。但若是以世界文學的舞台而言，

這些傑出女性文學作品則主要得依賴英文翻譯為媒介，才能使更多讀者有機會一探堂奧。在翻譯這

些中國古典女性文學時，譯者及編輯勢必要了解到不同文化中性別角色的差異，以及不同脈絡下對

女性書寫所秉持的看法，這些女性創作者的出身及選擇的題材、所用譬喻與文學手法，其鎖定的讀

者群等，這就帶出了翻譯學者勒菲弗爾所說的「重寫者」概念，譯者及編輯做為「重寫者」如何去

包裝詮釋這些作品，使跨海越洋的譯作能夠在新的語言文化裡滋長，使迥異於原作時空背景的讀者

能夠理解這些女性創作者的情感與寓意。 

 

1960年代歐美的女性解放運動為女性爭取到更大的自由與平等，賦與女性更多表達自我的管道與權

力。不少學者也從過去的傳統中尋覓長期受到忽視及貶抑的女性作家身影，女性即便提筆創作，往

往也以次要文類做為抒發表達，建構女性文學傳統不僅是挖掘被壓抑的過去，更是重新審視

（re-vision）、重新記憶(re-membering)文學歷史與傳統的重要手段。中國女性古典文學的首部重要英

譯大約也是受到這樣的社會氛圍影響而產生，美國詩人王洪公和華籍詩人鍾玲於 1972年翻譯編輯的

《蘭花舟》首開風氣之先，在華文世界普遍仍未以女性詩人、詞人為選集出版的情況下，選錄了許

多在中國傳統古典文學中相對較不為人知的作家，無論是西元 300年前的何氏所寫的〈烏鵲歌〉，或

是十一世紀的北宋名妓聶勝瓊〈鷓鴣天：別情〉，均展現了有別於以男性為主體的傳統中國古典文學

精選集。 

 

以《蘭花舟》的編排及譯作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來看，詩人出身的王洪公與鍾玲以通俗讀者為主要

考量，因此修辭及編排上都採用較平易近人的方式，除了書末的詩作簡要說明、作者簡介及中國歷

史簡表外，並沒有詳細內文註解或詳盡的歷史背景脈絡說明，在每位詩人第一次出現時，除了英譯

人名、詩名及詩作譯文外，另有中國書法標示出作者姓名，營造出一種東方色彩。論者劉素勳在〈中

國古典時期女作家的英譯形象—由《蘭花舟》到《彤管》〉便分析了王洪公和鍾玲在譯介《蘭花舟》

時，有刻意操弄其中譯文，以強化某種情色形象之嫌。在選擇的詩作之中，以描寫豔情之作居多；

甚至在選譯的女詩人裡，名妓及交際花的比例也超過三分之一(頁 28)。至於明清時期才女創作風氣

發達，閨秀詩人蔚然成家的優良傳統，在這本選集裡卻被輕描淡寫帶過，顯然有偏頗誤導之嫌。出

版這部英譯選集的美國麥格羅-希爾出版公司(McGraw-Hill)為一商業出版公司，發行多項教育相關書



籍，但與嚴肅文學出版或大學出版社的方向明顯有所不同。 

 

《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由史丹佛大學出版，除了女性詩詞作品的英譯主體外，提供了大

量的補充資料，使讀者對於背景與中國詩學都能有進一步的認識。在格式編排上，編者撰寫了長文

介紹，使讀者對於歷史斷代及詩詞曲等文類都能有概略的了解。除了依時序朝代編排，讓讀者有更

清楚的歷史感之外，他們所選譯的女詩人也相當多樣，包括有女后妃嬪、妾室名伎、道姑和女尼、

寡婦和農婦等等。每位作者出現均有簡短生平介紹，然後是其作品，並有大量註解，以助於讀者了

解其中典故及豐富的文化資訊。這種譯介的方式相當符合學者阿披亞（Kwame Anthony Appiah）所

述的「稠密翻譯」，對於深入了解世界文學實是不可或缺的附文本。其譯文品質雖然略有參差，但顯

然在選取作品上更為全面多元，譯文基本上也以忠實流暢為標準。 

 

《彤管》分成四部，從早期東漢時期到唐朝、宋朝女性詞人開創出的各種可能性及限制、明朝閨秀

名伎所形成的第一次女性文學高峰、到袁枚隨園女弟子及彈詞、雜劇等成就了第二次女性文學高峰，

這部近一千頁的選集所搜羅的文類更加包羅萬象。和孫康宜與蘇源熙所編的選集類似的是，他們亦

涵蓋了非常多樣的女作家，無論是貴族后妃、婢妾名妓，或是女道士、比丘尼，作品多有展現。有

趣的是，選集除了羅列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創作者外，竟也包括了文學作品所刻劃的女性角色或是歷

史上的知名女性人物，如王昭君、《牡丹亭》的女主角杜麗娘，這就使得這本選集在目錄上顯得與眾

不同，甚至有時會令人有不知其用意之疑惑。例如，在第一部分的一小節名為「現實與虛構：幽靈

的詩歌和生活」，其下的一節為「淪為人彘：戚夫人」，文字出處為司馬遷；又或是在另一章節其

標題看起來相當聳動，「其他幽靈」(Other Phantoms)，在這節底下介紹的是「私奔的寡婦：卓文君」、

「綁架和救贖：蔡琰」、「回文：蘇蕙」。在介紹魚玄機的生平及著作時，編者所下的標題是「小

妾、道姑、殺人犯」；介紹秋瑾時，標題是「斷頭的女權主義者」。單是從其標題訂定及分類方式，

就讓人不禁質疑編撰者究竟希望傳達出什麼樣的中國古代女性形象？當學者研究中國歷代女性地位

及在文化圈活躍而撰寫了《閨塾師》、《蘭閨寶典》的作品時，這部選集卻一再地使用幽靈、道教通

靈女、拋頭露面的女人和伎女等，這些詞彙確實強化了某種形象，或是透過強烈的修辭營造出某種

奇風異俗的效果。 

 

雖然漢學界普遍都對三部英譯作品抱持肯定態度，但我們若是從世界文學的角度來仔細審視。其中



不無可議之處。 

 

孫康宜在〈西方性別理論在漢學研究中的運用和創新〉曾說「在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特色

之同時，更應當努力顯示中國研究到底能給西方甚至全球文化帶來什麼樣的廣闊視野如何才能促進

東西文化的真正對話」（頁 173）。她質疑「西方∕普世性」和「中國∕特殊性」、「男性∕主流」和「女性

∕邊緣」，這種簡化的二元對立。我的研究延續此精神，主張翻譯正是凸顯了二元對立的迷思，並且直

接面對那些幽微晦澀的「第三空間」。前述的中西漢學家對於重新檢視中國古代女性創作者的地位及

其社會背景脈絡均有相當大的貢獻與積累，但這些研究者基本上是閱讀中文原作，以中文或英文發

表其學術研究成果。我研究的重點則是放在英譯本的影響與接受，以及其以翻譯文學姿態在世界文

學的定位與再現。限於篇幅及目前個人研究仍屬初步階段，因此以下我僅列舉一首短詩做為說明，

檢視這三部譯作如何呈現古代中國女性的情思與形象。 

 

雖然這三部英譯選集長短互異，但不約而同地均收錄了西漢班婕妤的〈團扇〉，又名〈怨歌行〉，其

翻譯風格卻是各有特色，展現出不同階段的翻譯所側重的特點互有千秋。按原文為漢樂府古辭，最

早見於《昭明文選》，作者以團扇自喻，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 

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鍾嶸《詩品》評此詩說「《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沈德潛《古詩源》評

語中，也說它「用意微婉，音韻和平」。雖說是作者以物托情，但情感十分含蓄委婉，因此符合古詩

哀而不怨的美感。王洪公及鍾玲的版本將標題譯為 “A Song of Grief” ，孫康宜的版本譯為 “Song of 

Resentment”，伊維德和管佩達的版本則譯為 “Resentment”。就字眼上的選用來看，“grief” 的意思是 

「十分哀傷」（“intense sorrow”），“Resentment” 則是「因為不公平的待遇而心懷怨懟」（“Bitter indignation 

at having been treated unfairly”）1。顯然在標題的指示標記方面，後兩者就已選擇了較為強烈的情緒字

眼，相較於暗自神傷的消極被動，似乎也暗示了主動指控的意味。 

 

                                                 
1
 參見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裡“grief”和“resentment”的解釋。  



第一句顯現了中英文主詞是否採取主動直陳的習慣表達方式：  

王洪公及鍾玲的版本 I took a piece of the fine cloth of Ch’i…. 

孫康宜的版本  “Newly cut white silk from Qi…. 

伊維德和管佩達的版本  “Newly-cut white silken gauze from Qi…. 

在這裡 1970 年代的版本選擇了直接以第一人稱方式破題，順應當時中國古典文學譯介至西方仍屬少

見，大部分讀者恐怕對中國古典文學感到相當陌生，對於詩歌中不以第一人稱破題的表現手法也許較

不能接受，因此選擇這樣的翻譯手法，加上此版本主要以大眾讀者為考量，這樣的譯文似乎較容易親

近。至於近二十一世紀的兩個版本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被動語氣，避開了中文原來沒有主詞的用法。

但是在接下來的詩句中，扇與人就必須標示出來，不像中文裡仍然維持某種曖昧，以扇喻人。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暗示了君王之寵愛而須臾不離，且隱含了親密的情感與肢體的互動，

我們甚至可以說，詩句中有某種隱晦的性暗示。 

王洪公及鍾玲的版本  “It comes and goes in my Lord’s sleeves./You can wave it and start a cooling 

breeze.” 

孫康宜的版本  “It goes in and out of my lord’s breast and sleeve;/Waved, it stirs a gentle breeze.” 

伊維德和管佩達的版本  “Inside and out you take me with you,/You wave me: I stir up a gentle 

breeze” 

 

由於王鍾版本在第一句詩行即凸顯了是敘事者裁剪團扇，因此在原作裡以扇為敘事聲音，在譯作裡

則分裂為「敘事者-我」和「物-扇」，而君王則直接是「對話者-你」。情感表達較為直接明顯，原本

的隱晦曖昧，中國古典抒情傳統的「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在此似乎顯得直白而無含蓄之情。孫的版

本則將「合歡扇」譯為 “conjoined bliss”，「君懷袖」刻意譯成 “breast and sleeve”，強調了男女交合

之歡，此處同樣將意象與修辭變得顯化，並且也區隔了「敘事者-我」和「物-扇」，但提及君王則是

以第三人稱「他」代之，使讀者會產生某種閱讀距離。而伊管版本則是更明顯的直陳交合的歡愉，如

「合歡扇」譯為 “double-pleasure fan”，從「出入君懷袖」譯為“Inside and out you take me with you”，

顯然刻意模糊原文裡懷袖的隱喻，而採用更露骨的意象，有趣的是此處原文是扇入君懷袖，但以男女

的魚水之歡而言，則「出入」則又有不同；這個版本另一個獨特的作法是從「出入君懷袖」到「恩情

中道絕」這六句均放在引號裡，以扇為第一人稱觀點直述。這又與中國古典詩詞作法不同，中國古典



文學是直接敘事，以物代人而不會產生混淆或誤解，在這個英文譯本裡，一開始是採用被動語句客觀

呈現團扇的製作及象徵完滿之意，但是從引號開始則是扇的直接引語，以扇為第一稱角度描述其感受，

並召喚出君王作為聽話者的第二人稱位置，以營造出與讀者更親密的距離。這些修辭策略影響了英文

讀者對中國古典詩詞美學的認知與感受，亦值得更仔細地討論分析。丹羅什在“Love in the Necropolis”

分析了埃及法老王時代的拉美西斯五世的一首短詩，提出了相當精闢獨到的見解，亦援用勒菲弗爾的

看法，強調翻譯從來不是真實地「反射/反映」原作，而是「折射」（167）提姆．帕克斯（Tim Parks）

亦在《譯出風格》（Translating Style） (1998)一書中對於文學翻譯提出不少值得深思的論點，雖然這

些學者並非討論中文譯成英文的作品，但其切入點十分值得中英翻譯研究者借鏡。 

 

若以這首短詩來看，王洪公和鍾玲的譯本以讀者為導向，「我」是詩人以第一人稱現身，描述團扇贈

君後的心情起伏。而「你」則是 “my Lord” （我的君主）。在形式上則完全採取英文的無韻詩格式，

只有 “sleeves”、“breeze”勉強算是押韻。孫康宜的版本雖然亦以第一人稱敘事但是只有在“my lord” 和 

“I”一詞中揭示敘事者的位置，提及團扇時一律以 “it” 指稱，指涉君主時亦以第三人稱謂 “his” 來標

示，呈現出相對而言較有距離的閱讀位置。在形式上也採取自由的無韻詩格式，無論是文字或情感上

都相當平淡直白。伊維德和管佩達的版本則是以團扇為第一人稱敘事，指涉君主時也直接以第二人稱

「你」來代稱，譯者似乎認為這種擬人化寫法不致造成讀者困惑，並且在措辭用字上也更為直接露骨。

就形式上而言，雖然亦是無韻詩形式，但是句子長短較為工整，只有第八句稍稍長了一些，從版面上

看來，譯者儘可能使文字排列上有對稱工整的效果。 

 

就詩的意境而言，如果前兩首譯作都保有了原作含蓄哀怨的特質，第三個版本顯然透過 

“double-pleasure fan”、“Inside and out you take me with you”的用語展現出更鮮明的情欲色彩，似乎與中

國傳統的哀怨詩有所不同。若是對應到三部譯作編排譯介的方式，從全書的編排及附文本來檢視中國

古典女作家的形象再現議題，我認為伊管版本在呈現中國古典女性的作法似乎有強化某種奇風異俗形

象之嫌。王洪譯本以書末簡單的作者及原詩介紹及鍾玲所撰寫的〈中國女性與文學：簡略說明〉提供

讀者一個概略的認識。孫本則是仿照美國學術社所發行的文學史精選體例，按朝代分期，附有總論、

作者介紹，在長詩後面亦針對典故或史實附有註解，比較特別的是在第二部分獨立出評論的篇幅，並

區分為女性評論家及男性評論家，凸顯中國古典詩學及詩評傳統，關於詩評家如何影響塑造女性創作

者形象亦提供了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研究資料，並有助於不諳中文讀者有一窺堂奧的管道。伊管版本



雖亦大致按照斷代來編排作品，正如前文所述，其介紹文字及呈現的手法卻相當值得玩味。若是再以

上述短詩的英譯為例，其操縱重寫的手法亦令讀者不禁懷疑，這樣的翻譯所呈現出來的中國古典女性

文學是何種形象呢？ 

  

勒菲弗爾主張翻譯是一種「重寫」，重寫即是種操縱的行為，有其效力及影響。勒菲弗爾從受到俄國

形式主義啟發而開展的「系統」理論出發，主張文學做為一種系統，包括了文本以及閱讀、書寫及重

寫的人為作用者，因此是一種受到多方因素操縱的人為系統。不論是譯者、批評家、歷史學者、編輯、

精選集編著者、文學教師，都可看作是這個系統的重寫者，他們或許選擇配合系統，順應系統的價值

觀、美學判準及意識形態，但也可能選擇反抗系統的規範，另闢蹊徑，而開創出新的美學觀或是不同

的價值判準（1992）。性別研究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使我們更加意識到，性別角色往往透過各種再現

而被扭曲或強化，翻譯是文化交流互動最重要的一種溝通方式，作為一名文學文化研究者，我希望能

從文化再現的觀點，檢視中國古典女性作家如何被翻譯／重寫，進入世界(特別是透過英文的譯介)的

文化脈絡，透過這些書寫與再現，或許能對建構世界文學論述提出微薄貢獻與反思，並且對不同語言

文化如何翻譯及再現各種性別角色有更敏銳的觀察與理解。 

 

參考書目 

沈立東、葛汝桐主編。《歷代婦女詩詞鑑賞辭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 

孫康宜。〈明清文人的經典觀和女性觀〉《中國婦女與文學論集第二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135-49。 

-----。〈西方性別理論在漢學研究中的運用和創新〉《台大歷史學報》，No. 28, 2001: 157-74。 

曼素恩（Susan Mann）。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出版

社，2005。 

張淑麗。〈世界文學或「世界化」文學〉。《英美文學評論》。No.28, 2016: 53-87。 

劉素勳。〈中國古典時期女作家的英譯形象—由《蘭花舟》到《彤管》〉。《翻譯學研究集刊》。No. 14, 2011: 

23-46。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London: Verso, 2013.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Chamberlain, Lori.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
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88/2004.  

Chang, Kang-i Sun and Haun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9.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3.  

Idema, Wilt, and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199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2004.  

Johnson, Barbara. “Taking Fidelity Philosophically,” in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ed. Joseph F. Graham  

  Ithaca: Cornell UP, 1985.  

Ko, Dorothy and Wang Zheng. Eds. Translating Feminisms in China. Oxford: Blackwell, 2007.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arks, Tim. Translating Style: The English Modernists and Their Italian Translations. London: Cassell, 1998. 

Rexroth, Kenneth, and Ling Chung, Women Poets of Chin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2.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Routledge, 1993. 179-200. 

Teng, Jinhua Emm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in the Western Academy: A 

Critical Review,” Signs (1996): 115-51. 

Von Flotow, Louise. “Translation and Gender Paradigms: From Identities to Pluralities”, Th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iotr Kuhiwczak and Karin Littau eds.,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7, 

92-107.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會議由倫敦亞非學院 SOAS（翻譯研究中心和 SOAS孔子學院）、中國廣東外語

外貿大學、 

中國清華大學聯合主辦，時間為 2019年 1 月 4-5日在倫敦亞非學院舉行，我因

為班機時間銜接的安排，於一月二日出發提前抵達。 

 

主題講者有兩位，Luc van Doorslaer任教為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並兼任比利時

魯汶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翻譯研究中心 CETRA的主任。他是近幾年來相當活躍

的翻譯研究學者，講題為新聞翻譯與意識形態。第二位是 Jeremy Munday ，任

教於里茲大學，他的著作十分豐富，尤其是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深入

潛出，是翻譯研究學者學生人手一冊的必讀書籍。他的講題是以語料庫來檢視新

聞翻譯與報導的一些問題。 

 

會議目標主要是為翻譯和新聞領域的學者、教育工作者和從業人員，提供相互交

流，建立聯繫並從彼此的研究和與翻譯和新聞研究相關的專業知識中受益的機會；

綜合研究觀點並促進跨學科的學術對話，針對全球環境下翻譯和新聞業複雜問題

提出宏觀視野，推動翻譯和新聞學研究跨際探究模式，促進文化間的了解；提昇

對全球跨文化敏感意識，並提供有關翻譯與世界文學之間相互關係的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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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天下午的場次報告，在場聆聽者約有十餘人，好久不見的學者 Theo 

Hermans也出席了我們這場論文發表，不過他僅針對本場第一名報告者提出質問。

我的報告順利，也會其他與會者交流互動。 

 

二、 與會心得 

會議為期兩天，來自中國的學者比例占多數，令我有些驚訝。會議論文參差不齊，

但幾場主題演講頗有收穫。也注意到當前翻譯研究的新趨勢。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7th Asia-Pacific For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APFTIS) conference 

at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on 4-5 January 2019 

Title of the paper present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Abstract: When Gayatri Spivak states that a gendered agent plays a part in translation 

in her now often-quote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1992, how the issues of 

gender and translation are entangled just started gaining researchers’ attention. Now 

many companions to and reade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ould always cover some 

pages on this field of research. One critical point Spivak emphasizes is that translating 

should be an act of love. It is not only intimate but also ethical. Based on such a belief 

in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one particular anthology, The Red 

Brush, edited by 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 and examine how women of letters of 

the imperial period (221BCE-1911CE) are represented in this nearly 1000-page 

translation.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such an effort of selecting and compiling more 

than seven hundred works by or about women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getting them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s a great achievement. However, what intrigues me is that this 

collection adopts a rather unique way of organizing those works. It defies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electing the famous writers and arranging their works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 Though it follows more or less the time-spa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erial times to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the chapter organization is more 

focused on images of women in the past two millennia. In the First Chapter, we see 

“Women On and Behind the Throne.” In the Second Chapter, it is “Neglected Palace 

Ladies and Other Phantoms” that face us. One of the sub-headings in this chapter is 

“Reduced to Human Pig: Lady Qi.” On the blurb of the anthology, it suggests that 

“Rather than simply providing translations of these works, the authors have embedded 

them in a narrative detailing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material.” 

But what kind of image of women or represen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would 

we receive from such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aims at looking at the translations and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se translated works and enquiring how translation (in both 



broad and narrow definition) will help to shape a certain image of a national culture.   

 

四、建議 

隨著中國勢力愈來愈強大，他們也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會議，藉由孔子學院與各國學

術單位合作召開國際會議，這次主辦單位在印行會議議程時也刻意將台灣改為中國

台灣，在英國所主辦的會議竟也有這樣的情況是我始料未及的，也顯現出台灣在國

際舞台確實處處遭致掣肘的現況。建議還是可以適時溫和地表達立場，強調我國主

體性。 



第三屆 East Asian Translation Studies Conference 是此領域學者的一大盛事，由於

我近年領域較為相關，因此第一次恭逢其盛，深感榮幸，有機會和與會學者交流

切磋，也是近幾年來參加學術會議感覺最有啟發、最有收穫一次。本次會議由義

大利威尼斯 Ca’ Foscari University of Venice 主辦，時間原本訂為兩日，後來因

投稿者眾多且品質優良，因此改為為期三天的會議。June 28-30, 2019 我因為本

學期休假研究，因此提前出發、延後返國，在歐洲各地順道進行考察研究。 

我最受啟發的主題講者有兩位，來自加拿大的 Luise VON FLOTOW (Ottawa 

University) ，她撰寫的性別與翻譯專書及論文是我授課時的必讀作品。她在這次

主題演講中回溯了性別與翻譯過去數十年的研究發展，也提出未來值得發展的方

向及她當前所做的相關研究。她承認對於不同族裔，特別是非西方的語言文化了

解仍屬有限，因此在撰寫翻譯研究百科全書性別研究相關條目時也特別審慎，畢

竟各地文化差異不該一概而論，或以西方白人女性作為單一標準。 

其次是來自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的 Anthony Pym 的演講，他和所指導的博士

生合作，針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報導及宣傳，以及習近平在澳洲演講時所引用的「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英文翻譯進行分析討論。另，與會學者 Lucas KLEI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此次發表論文題目 About Chinese Women? Écriture féminine and 

the Male Translator of Female Chinese Poets 所討論的議題恰好與我的研究主題相

關，我也趁機向他請教。 

我是第二天下午的場次報告，在場聆聽者約有十餘人，有數位學者向我提問或是

提出他們的見解，這對於我未來進一步闡釋及寫作很有幫助。我的報告進展相當

順利，和其他與會者也有不少交流互動。這次會議相當成功，出席者來自世界各

地，會議主題"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and Back. Translation as a Construction of 

Plural and Dialogic Identities of East Asia”各地學者得以充分交流對話。 

 

Title: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s A Site of Contestation: When Classical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Women poets play a rather important role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a great amount of research on their uniqueness and legacies in the past 

decade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wever, for most of the readers in the 

worl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uch work becomes the only means to get to know 

classical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It is not until the second-wav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that such work won the broader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hip 

from the Wes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started emerging. In 1972, American poet 

Kenneth Rexroth and Chinese poetess Ling Chung selected some women poets’ work 

and translated them into English, entitled, The Orchid Boat. More than two decades 

later,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selected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from 130 

poet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edited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in 2000. Soon the 



American sinologists 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 also compiled women’s writing in 

Imperial China and completed the ambitious translated work, entitled The Red Brush 

in 2004. The latter two covered two thousand years of work and included nearly a 

hundred of women writers. It then beg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n these women 

poets from centuries ago started speaking English, how would they sound like? When 

they become global, how would the readers receive them?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translation effort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visibility of 

Chinese women’s writing in world literature. However, it also prompts the issue of 

examining how these women’s imag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ir translation. As Gayatri 

Spivak famously claimed, in American-brokere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work by a woman in Palestine may resemble something by a man in Taiwan. 

The languag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can be hugely different but end up being read 

alike in translations. There is also another trap that the translators may fall into since 

the image of a Chinese woman may easily be “Orientalized” due to cultural and 

gender stereotypes. Will the translators enhance this stereotype to cater for innocent 

readers? 

 

To further complicate the questions, considering that Chinese aesthetics always 

celebrates reticence and regards poetry as a means to influence personal morality,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get translated smoothly into another language. Besides, instead 

of stressing the idea of mimesis,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seems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tropes and symbolism. All the gaps and distances between two 

languages and cultures lay bare the different aesthetics at wor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how these women’s poems are translated and how the Chinse aesthetics 

is introduced to English readers, and by extension, a wider global readership. By 

looking at the semantic, syntactic and rhetorical 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translated texts, this paper takes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exploring 

how the female imag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s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ow feminist thoughts inspire these translations and their 

receptions in this globalize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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