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品牌本土化的一種譯介方式一一循聲諧義

邵宜

聾南大學中文系

蠱、首詩

中觀歷史上任何一故對外關放都會帶來一定數量的船來品。語育學瞬之誼臨的一餌

緊迫冉題就是如何觀譯造挫船來晶的名嚼。能80年代科現在，對外經濟貿易往來、文化

科技交謊空檔增多，不可避免帶來了大聾的外來事物，品種繁多的各類外鷗品牌就是其

中一個突出的鴨子。權墊外留品騁的名稱或「金娶碧眼J '或「黃皮累贅卜前者是原汁原

味 9 復者質IJ經過喬攏。不論使舟什麼方式，這控品轉遠漸受到本主泊費者的青睞是不箏

的事實。「金醫碧眼j滿足了都分盟人的崇譚心理，前「糞皮黑髮J對歡那些既認同好來商

品的質量，又種是對民族自尊心理拉不下筒子的國人來說，是最好不過的精神勝利法了。

在進入大陸的眾多外國品牌中，有一部分是直接使用原文的名稱的，如U2'CY等，

多數是幫種名稱都有，一餾是原文名稱=另一個是中文名稱，如悶不少外麗人來到中獨

復習噴起一個中盟各寧一樣，臀如「維始命J (vitamin) 、?康鍍雅J (conlia) 、「潘姆J

(pantcnc) 等。鸝譯成中文名稱常見的立于式有兩種，一是純粹音譯，如「麥當勞j

{mocdonald}、 f卡連拉克J (ca品aC)等，二是會意音譯(即本文研謂「循聾諧義J) ，如「託

福J (Tocfl)、「可口可樂J (Cocacola)。本文著軍討論後一種翻譯芳法的特點及其能產性。

貳、蘭提會囂的方式

音譯是漢語借用外來謂的主要譯介1i式之一。就其類讀來說，又可分為如下幾種(本

文所謂 f音譯調J措詞語的每…轎成分都含有表奇功能，不包括含有部分意譯成分的外來

講) : 

豆、純粹的音譯。尋找與外來鵲讀音輯用或相近的漢宇記錄其讀音。響如早期的借調

?蟬陀J 部惜自梵文揖 fbuddhaJ 0 由於是純借音成兮，有時會出現繭鐘以上的譯法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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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uddhaJ也可以翻譯成「浮層上「澤園心「菩薩J等。誰代的?種律凰山telephond 、麥克

風 (r泊crophond 、 f賽，恩荷J (如ence) 、「攘攘克拉西J (democrasy) 、「鱷疊著克J (romanrid 、

浦西斯J (fasces) 、?歇斯爐里J (hysteria) 、「攝輯J (logid 、「餾默J (humour) 、 f奧林恆克J

(0加npid 、「吉他J (guitar) 、他藹地J (bran蚓、 f康拜自J (comb如)、 f咖啡J (coffed 、「發

發抖的ω ，都曾經風行一時，有些使用至今。琨代對件交謊引入的類很借調更加數不勝

數會如「高爾夫J (golf) 、「巧克力J khocolate) 、 f麥當勞J (Mcdonald's) 、「訣爾馬j

(駒，站n衍。、「海洛因J (heroin) 、「卡迪J (cartoon) 、「迪斯可J (disco) 、 fi鹿士尼J (disney) 、「拷

貝J (copy) 、 f丁克J (晶lk)、「克盤J (clond '等。外國人名及地名的翻譯一酸採用純將會

譯的方式 3 很少使用其他方式(頓很 fice islan社j 鸝譯成?冰島J 的教j于一驅為少見)。

2 、音譯兼黨譚。所選用的漢字既能表音又能表晶， {及研表示的意義與原文單調意義

是一致的，如「攝帶J (bandage) 、 f苦力J (koolie)、 f棋樂器J (dub) 、月 1擎J (en伊le)。此

類例子不多，前旦因為受限太多，能產姓不寓，因龍無法處為主流言式 α

謗、搶聲講義。研摘編聲措義指的是翻譯用字既表裔文表義，但其表示的意義主義際會

的，與原文詞義立全無必然的觀輯，如「說福J (toefl)、「基因J (gend 。此類方式被廣泛用於

外關商品的中文名稱的對意之中，如 f標致J (peugeot) 、?雅芳J (avon) 、 f舒服佳J

(safeguard)等。人們對權些詞語的字觀理解與原文的意義風馬牛不相及。由於該種方式

掙脫了漢字義與館、揖義之闊的觀甜，只要所選擇漢字(或灑語詞)的讀音與原詞相閱或接

近要意義歸才會的自由空時相對大得多，因關能產性相當高。種文規舉的大量外盟品牌的

飄譚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提前漢語借入外來謂無論是採舟音譯邊是意譯的方式多都帶有明顯的漠化痕膀，造

種精入方式的背種館藏著的複蟬的民換文化心理(詳見復文)。熬時在輯時期多造種心理

存在的社會文化革礎正在接漸受割削弱，當人們再次面臨大量的外來語詞或用語時，屏

棄了樓雜的文化心理干鐘，甫多使經濟高雄、實用方便的角度考慮，困而音譯的方式閱

始受到青睞。新時期譯介方式最顯著的一餾變化說是搞聲擔義的黨沒使用，它反映了近

年來人們對待外來文化有了實恰當的態度和處理方式，換薄了敢抬民換意識時更多地提

商業角度考慮。在商業績城會華於鷗讓利益，人們更加實際、更加功科，所謂 f賓士J

(benz) 之類的循釁諧義方法，並非民族自尊心理的回歸草復蘇，而是為了澀含混費者的

本土文化意識和幫漢字難以幫拾的情感興習慣。

五、搶聾曾講繭

由於尋思j離了漢字義和獻詞義之間的限制，只需考慮語音輯近，循聾請義的方式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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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推崇。在商業報蟻，特別是在外關品牌進入中關時中文品牌名稱的創意中多運用權

種方式往往館收到意恕不到的市場競果。最成功的例子當舉續閣大眾汽車íben剖，華灣

翻譯丟在 f平治j 、海樓翻譯為 f賓士J '都是純悴的音譯闊，荷大陸觀譯成f賓士h 與該產

品的并形與性能十分貼切?使消費者產生了強煦的共鳴，鐘對於品牌宣傳無疑起到了鑫

龍點暗的教果，顯然大陸的翻譯更有觀意 e 再如組前「屈使民J '這是一個用粵語鸝擇的

攝外超m品牌，本是個洋玩意見，但是經遠麼一翻譯，消費者-1-:5士認悶，不少?再贊者鐘

以為迪是一聞中闊的百年老字盤大小呢。在香諧讓昆對一個額做的棚子一一一「彭氏」

(pond's) 。我們聽搜蠶豆目的品牌名稱銳i舉如下:

洗浴化妝:早在芳 (avon) 、潔諾 (sígnal) 、佳潔士(crest) 、拉芳(lafone) 、雅倩 (arc蚓、

黨士蓮伍紹eline)、強生和hnson' 一種嬰幼兒爽身輯卜高露潔(伊甸&蚓、玉斯潔(usage) 、

白。iby) 、詩芬(sifone) 、舒潔 (scotÙ 、實潔 (P&G) 。

飲食醫藥:可口可樂 (cocacola) 、百事可樂 (p叩sicola) 、專碧 (spírít) 、

(H1irinda) 、使可立 (quickly) 、萬寶路 (marlboro) 、愛混 (aíds) 、維他命 (vitamin) 、華閱

(genel 。

汽車:黨士 (Benz) 、富豪 (Volvo) 、標致 (Peuguetl 、奇瑞 (Cherry卜讀來 (Bora) 、福

美東 (Familia)、福特 (ForV 、住笑 (Camry) 、韓閱 (Accord)、思域 (Cívic) 0 

電腦電器:黑客 (Hacker) 、施樂 (Xerox) 、禮龍(Athlon) 、毒龍(Duron) 、奔騰

(pentiu叫‘饗萍(Celeron) 、華頓(Asus) 、新哥華(Syntax) 、泰安(fy蚓、佳能 (Canon) 、萬家樂

(Macro) 、愛立信 (Ericcson) 、讓f圭 (konka) 。

超常:百使 (Park'n) 、忠臣民 (Watson's) 、金海馬 (kinhom '樣俱禮鎖店卜宜家

(IKEA '傢俱連鎖店)、家樂福 (Carrefo蚓、惡康 (Welcome)、百盛 (Parkson) 。

服裝:金牙語j來 (gold lion) 、康銳雅 (conlia)、關克 (ni蚓、銳步(r、研bok)。

文體教育:秀 (show) 、按龍 (salonl 、脫口秀(吋k show) 、保齡 (bowling) 、觀(cool)、

託福 (toe頁)、卡通 (cartoon) 。

種聲諧義詞為什麼能夠盛行?要自答這個問題，忠、裝考察鬧個幸福:一是社會大環

壤，二是受造種環境影響略成的社會心理。一種語育現象的血現釋手言官白色社會盤史背景

以及心理文化康問。我們很以下幾個方茁分析。

1 、改革時放的結果，外來事物大量湧入中觀?帶給諾苦的變化說是件來闊的成推出

現。這些外來詞中囑於科投和商業棋域的議數盧大。為了追求高效率的工作，需要對這

些外來名稱權行最便擾、最錯濟的處理，我餾悶音或近昔的漢字來代替無聽最為合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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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操用傳統的意譯芳式無法講v~E{時需贅。迪是社會大環境的需要。

2 、自按科技或商業績域的從業人員英文水平日漸提高，直接使用卦文詞語已不是餾

JjlJ現象，

問i比意譯造種傳說的譯ft方式車進來越不受青睞。在自常工作中，當談及專業知識

時，這些白棋人士使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育已經不是什聽希海事兒。這種心理變化艷於館

聾講義方式的謊行十分關鍵，使得他們在報鸝品縛的割黨中遊刃有餘，揮灑自如。

3 、琨代商業意議使得高家更加關控措贊者的心理感受和文化頓向。鸝意什麼樣的品

牌名稱是體現鵲家把握消費者心理是否準確的一偏重要尺規，用什麼樣的方式構思品牌

名稱成海商家最傷腦茄也最為在乎的一項工作。中盟的諧賽者深受傳說文化的影響，對

tit漢字及其帶來的文化含義有著深厚的情感和審美習慣。這就要求商家感須深入研究中

盟的文化和本土消費者的心理，尋找產品與消費者按恰當的升醋?礎。福建劃贏得消費者

青睞的店的。正如前文所述，種聲諧義的方式正好迎合了本土消費者的文化傾向和心理

習慣，所以大行其主義。

根據我們搜集割的語料，外關品牌名稱大致有以下幾種命各方式:

1 、外文品牌。攝類品牌占了一定比重。服裝店名如 IC.Y" 、 IQGenJ、 IDisneyJ ;餐

飲店名如iTINOJ ;化妝品牌如 INeutrogenaJ 、 iChristian B忱的削、 iSidefcnJ、 IChanelJ、

fThe ModJ ;電腦品牌如 IKingmaxJ 、 íIBMJ 、 fA叩enJ 、 fTENDAJ ;于錶品牌如

íKELEKJ 、 IUNIONJ; 新棉概念fDIYJ (do it yous亡的，等等。

2 、純音譯品牌。如汽車品牌「勞斯來斯J (rollsroycd 、 f卡過拉克J (c材illacl 、「串串薩

特 (passartJ、「帕拉了J (pa拇指)、 f馬串連J (mazda)、「雷諾J (reno) 、神的封(蚓、惜rJ

克J (buick) ;芋機品牌如「摩托羅拉J (motorola) 、 f諾基亞J (nokia) 、「阿爾彼特J (albe成)、

「西門子J (sÌmens) ;服裝品牌如「阿埠達斯J (Adidas) 、 f佐丹蚊J ITo吋ano) ;其總電子產品

如「聽取Ur當J (Philips) 、「黨尼J (Sony) 、 f東芝J (Toshiba) 、「夏普J (sharp) 、時可達J

(kodak) ;文化品牌如[奧斯卡J (Oscar) 、「卡通J (cartoon) 、 f比基尼J (bikini) 、「桑拿j

(sauna) 、 f諾貝爾J (no呻b扯el)且) ;電E臘醫品牌如 f戴爾Jμ(Dell叫u盼) 、 f艾笨宮喜蕃豆J (悅Ace衍剖rβ) ;超1市官晶牌

篤jμ(祕Wγ泣ma蚓吭吋)、 f古之島J (cusco) f融{吉德J (OBV 、「麥總龍J (METRO) ，等等。

3 、衛聲諧義品牌。汽車品牌如「賓土J (Benz) 、?紳寶J (SAAB) 、 f瑞攝J揖efine) 、

鐵籠J (citroeru f夫簫J (teana) 、門學馬J (Hummer) 、「里程J (Legend)、「護志J (Lexus) ; 1 t 
妝品品韓如「可機可棉lJ (cIean&cIear)、?讓舒實J (Wrusper) 、「玉蘭暫J (olay) ;于錶品牌如「玉

寶J (EBEL) 、 f雷達J (Rado) 、 f浪琴J (Longines) ;服裝品牌如「爾克J (Nike) 、 f銳步"

(1支付 bok) ;超市品轉交11 fs佳J (Parket) 、「萬客隆J (Man kro) 、「生活幾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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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犯L&KEVIN) 、 f百安居J (B&Q)、歐尚 (AUCHAN) ;電器品牌扭「聯想j

Uenovo) 、「方在J (founderl 、「佳能J (canon) 、「施樂J (xerox)。

中摺產品攏入外餾市場問樣面臨如何制意品牌的問題，這方商比較成功的例子當數

?海倍J 了。海位在國外註捕了 fHiSenseJ 的英文商標，它來自high sense 多是「高靈敏、高

清晰J的意思，與其產品性能與實點十分吻合。闊縛， high sense又可譯為「建見卓識J ' 

體現了品騁的深攘的寓意。

音譯的譯1r方式重新受到青睞，是草草于現代高效率社會的需要，又出於經濟生活是

現階段中聞社會的主題，蠶濟承j益敢代了傳統的政治利鐘，成~社會價值的標杆。於是

先有了純碎的音譯繭，後來的發展自現了兩種傾向:一幅是循聲譜藥，另一餾則是直接

引用原文。誰也倒上來說，引用原文目前權無法取代插嘴講義成為主諜的譯介方式。

是由為商業活動是發生在中國，中國大多數具有傳說品展情感的人未發能夠接受純粹的

f金變碧眼卜捕更樂意接受經過喬裝打掛的情自來品J 0 藏家們正是看准了這一點今懋擇

了能夠照顧中關人民接情感、符合本土文化品味的錯聲譜義作為品牌餌囂的主要手段。

事實誰明，造一選擇是明智的。臀如「託;福J (to槍、「黑客J告1acker) 、「可口可樂J (CocacoJa) 

，既能轉給人擇自來品的提示，滿v網〕幫碟H崇洋的心理，同時也照顧了本主文化，最大

範闊地吸引消費者的控意力。

有個飼予很有意思，著名品牌「金利來j原來的名稱是「金1師J (goldlion) 多在香港這儕

名稱會給人不好的聯想(與?今輸」音近) ，自闊無人光顧。曾憲祥先生將其改為現名後，

境規馬上改觀。吉祥如意的名字誼會了消費者的心理，也戲就了金利來的佳話。

肆、錯話

一般說及語言與文化的觀僚，更多的是說辭彙層麗來說的。外來誦的譯介、譯介的

方式不單是語言本身的問題，還涉及到語言態度電話吉心理，權些態度和心理不向程度

反映在對待外來諧的譯介芳式上。

換澳大國時代?能以一種寬擴大度、海約百)11的胸襟對待來自東西南北鵑各種文

化，多是基於傲棍天下的強國心態。好來說以音譯的主式進入漢語並沒有引起療時人們

的不安和抗拒。進入近代，由於西方文明的蠅起實在列強的整船利地的轟擊之下 3 古老

的東方文明面臨前研未有的恁機，曾經驕傲無比的東主大關幾欲奮起與列強對話賀禮都

回失敗而告終，中華民接陷入探潔的自卑混潭福無法自拔。古老的民族對於西方文明既

聽著客又痛恨，想強盟誓盔、贊學習人家的先進文化與科學技備，要面于，又不得不強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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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不卑不亢 3 造種矛盾的心理基至反映在對外來鵲器的翻譯方法的取捨上。

f棒、鎮克說國公「賽因斯j是五個時期最署名的口號，最後配不得不用摺產化的「民

主J ' r科學j來取代。中關民眾尤其是中國的民族知議f分子，他們非常清楚本鷗的弊端在

哪里，聲治這些弊端的靈丹妙藥又在何處，1.ê園為他們是民族知識歸于今聽管他們中的

許多人也曾留過祥，囑攝洋轟水，但是民族自卑的心理在這些入身上用樣存在，某種程

度上可能更加根深蒂唱。 f民主j 、「科學J之所以取代了 f德體克拉獨j 、「饗居斯h 是因

為龍樣的表權方式既能表示間放的姿態 9 對按國家發展和民族富雖有益 1 (儘管宵哩被迫

無奈) ，閑時也能充分照鸝脆弱的民族自尊心，一舉摘得。

五十年代中聽聽器，給外界的印象轎車好過自家兄弟， ‘時間儂指中的許多詞語進入

了摸諸多立自「喀秋莎J 、 f米格j 、「康拜盟J等。但是好景不長，由於老大哥的傲慢與擺

棋，深深傷害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民族如識份子主政者的自尊，中蘇轎係急轉車下 9 棍，快

轉親為仇，甚至兵投相見。間1時4進入漢語的誼些飯語醫彙擺沒有來得及站種辦跟，就使

人們的眼中和口中銷聲盟跡了。文革時代對於西方文明的抗拒猶如對傳統文化的反跟一

樣 9 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外來祠的使用成為 通外國的有力證據，一時間人入自

攏，說話作文都變得連小慎傲。

進入新時期，由投對外交流日趨頻繁，外來文11::不可聽免地對我圓的傳統文化震生

影響，外來語詣的大最澳琨足以說明問題。在商業領域，外醫品牌的還是入，首先醋臨的

就是品牌名稱的譚升問題。以什麼樣的名轎攝入市場多展現在消費者面前多高家們費盡

心撓。直接引人的原形品牌看上去洋味十足，許多消費者對其品牌的真正含義不墓了

了?厲於古龍浩費;用意諱的方式引介的品碑，其謝意完全為了過合本士消費者的具族

公理和文化品位，原文是什麼事甚至是不是外盟品碑立豈不葉賽，造也迎合了一定群落鵑

f需要費者;關循聲諧義的主式則把西洋文化和本土文化作了最完美的結合，既滿足了?商費

者崇洋的的心態，又照顧了其1習慣的本土文化的情錯，可謂既存苗子又不懂自尊多所以

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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