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法鹿語宮的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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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岔開大舉

…、黃景

1997年以前 3 由於香塔是英闊的瘟民雄，在英闊的管治下承襲英國的普通法活制，

如土研有在1987年前的法例均以英文訂立I ，所以便孕育出一套很特點的法庭語吉……一法

聽審訊和記錯以英文為基礎，位輔以翻譯，幫助不詰英語的入了解審訊過程和藍供、財

抉等內容。但在過渡期多隨著i香港政?會主襲撓遠步改變?政措臼音十劃推仔雙語法制以適應

詩局的需要。早在1971年，一報以搗鐵樑按獎等司每當的法律小組己嚮始研究雙語法樹(中

文審訊是重點之一)的可行攏。 2 1984年中英研室主署的《聯合聲明》在附件l清楚指定: í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政辯機關和法院，據使用中文外多還可便用英文。 Jl990年喝過的

法?第 1 (9) 鋒位訂明: í香港特別行政隘的行政機關、立法蟻輯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

卦 3 童裝荷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J 由此可兇空中英政府落實說衍雙譜法制，並

肯定了中文的詩磚地位。《法定語文條1ffú}第草叢第3 (1)條對法麗可使用的語吉作出規

: í (1) 現予宣布:在政府戒公職人員與合敵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臥友在法院程序
，中文和英文是香甫的法定語文。 (2) 各法定吉普文享有問等迪位υ.... J 根據按健餌，

時除梅設法院可使用中文審訊外，區城法銳和高等法院品法官有權規守主需要決賠庭上革時

覆舟的語宮，改變了 i拉住審訊盔、以英文進行唯我獨尊的情況。 1997年7月 1 日的《香港回歸

條例草案》第2A1!無黨申中文的法律地位: í喜鵲英文的法律援力高於中文的規定，須解釋

海中文及英文都是正式語文。 J在1997年1底，以摔跤詩詞義為首的變諾司法小組成立，

小組現正繼續監察雙語法載的議廳。

二、中文藝學詣，的優點

香港的法例研忠纜的真確中文本，是法庭審訊工作盡向繁語化的一福先法條件(據:

i 自 1987年的《官方灣商(修訂)綠樹》獲通過後，所有的法例才同時以中文和英文訂立。

2 詳見The TIúrd Repo汰。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itte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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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令向法人員在法庭程序上擺用中文詩可以得心應手，籠高逐步擴大雙語應用的範

齒。其實多由於法律{皮定人人懂得法律，不錯以對法律無知作為犯罪的辯護理由的mith

& Hogan 1996 : 83) ，雙語立法無可否認可以控近法律與市民的距離，時中文審訊割讓

被告(十賠其九為中蹋人)在時明的法制下得到更合平的審理。

從文字的角度而言，聽上中英主譯的審言在形式有待未能做底將原文的文化和思想感

情反映出來。?去聽吉普吉其實是極為盤富多栗的語吉，除包括浩榨用語外，摟住括簡譜、

俗語等一般用詣，其中最難翻譯的莫過於文化或感情色彰濃厚的字詞。鶴立玄慶先生認

為: r詞語文化信息、最與可譚偉限度里梅同趨勢;吉普盲符號所承載自今文化信息量禪大，

變吉普轉換中所遇到的文化障礙說蘊大，可擇性限度世趙大 o ......J (1 993 : 155) 組馬克

先生則表示: r"."". "the real tra路lating cli且culty Ís not cultural, but personallan學Iage， when Ít 

expres藍的 some valuable and ori伊叫 thought of the SL 削thor." (Newmarl至 1993 : 70) 對於這

類宇晶，要在臨擇上尋找錯對對等叮以說是教乎其徽。樹立日粵語「熱氣J (即北方人所謂

「上火J )一詞，我通往曾經譜數過多位丹聽人士，尋求遍認的IE確譯法， ff!至今仍然無

法得到滿意的答案，這是由投西方文化對「熱氣J 的理解與中間有三是興，我的時事Dr.

Levine P. 告訴我英國人的研謂「熱氣h 往往是指自吃揖多鴻;祥的和競昧的食物所引起

的身體反應 3 因而可以說1 ate something spicy and 1 had pimples 翁。m it / 1 had burτung 

sensation in my throat / 1 felt as if 1 had a 俊verish boil in my ton學le一類的句子。{旦中關人

「熱氣j 的盤闊比較廣，亦包含中醫研扭身體機能長調的一種反應 o 1Vtl如睡眠不勢，引敢

虛火上升、牙肉驛癌， t且是「熱氣j 反應的一種。在英文是無法找到一個的對應祠話，能

想容「熱氣J 自告所有意義。又鶴立日粵語的 r1ê:擺我上給j 意義甚麗。只簡單想想己至少有三

攬解釋( 1) 他把責任推卸車且我身上; (2) 他自警芳舉報我，以述避本身的罪行; (3) 他

要我街頭解決事情。其實造句說話的意義決定於講者當時的想法和語境，所以法躍傳譚

一般只有先把龍句說話譯成 rput me on th叭ableJ '然後 EÌI法官或律師向護人澄清他

所掘的真正意思，再由轉譯揖轉譯 a 故鈍，在處理這類字詞時多話育轉換的過程相當贊

持。如果護人或被告能直接以中文轎研微言 9 不但再節省審詣的時間，並且可以減少閣

中英文ir差異布帶來超額或確額翻譯的可能性。

豆、中文審訊的局限性

有關本論文所探討的專題，我特地訪問了楊振權法官3 和鐵森輝、先生4 。楊法官，一向

推行中文審訊不遺餘力堅他認為中文審訊能讓被告有合平的審訊，也能篩會審訊的時

3 楊振權法官是發港第…位在高等法院用中文審訊的法官，現職梅等法院長主訟庭法官。

4 跳森源先生為香港前法部主智、法庭傳緣三È: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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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但備再三講古琨階段中文審訊仍麗梅不少盟主力，主要是司法人員以前沒有機會使用中

文， 11使芳在中文的修養不夠指缺乏信心。法官感到用中文寫判詣的難度能英文高?新花的

時間也較畏。此外多由按現時法律用語仍沒有權威的主黨譯本，致使令人在翻譯某些法律

詞麓為中文時感對束手無議。槍法官吏j控盲還是示，現在雖然在雙雙語條文，但有時瑕看中

文條文是不明朗以的，調為譯員太著重字擇字或句鐸旬，未能跳出草書蟬的權蔥， f也認主主

譯鼠應該有法律的背章是知識，立室銘、須以我們嘴償使用的漢語翻譯才能令體語法制收事半

功稽之效。

攝先生財表示，當法庭士，每一僧人都懂中文，中文審訊最能百分之百表現每…f立講

者的思想:麓，罷。儷如審訊透過翻譯進行，要在臨譯上尋找緝黯白雪對等說如鏡中取月一樣

直至難。{坦出提香、游現行法制品隨發過法，譜、法人員在整個學會和指寄11過程都是使用英

?要他們一下于黨英敗中又說何容路?

有鑑於以上的困難，覽竟中文審訊在香、港法律界是否只是一個瞬即幻滅的神話?

法樹的中英文本產生矛盾縛，是否會容易造成法律攝洞?說此，我特捕挑選本攏首宗圈

中英錄文有矛盾而提島上訴的業件作為研究的對象。案中的上訴人讓主寶寶(譯名)

食品店的持蟬，人，問為我店籲好擺放兩{團聽載食物的鐵盤賄觸犯鱗例，被裁判前裁定有

罪。上訴人不服劑決吉普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HKSAR v Tarn Yuk Ha) ，原因上訴人被

控觸犯《食樹叢(市政局)時餌}，但續認為當中第35條的中英文本有矛盾之處。讓義制先

看辛辛有鸝的內容:

"M付出e grant or renewal of any licence, no licensee sh述，給ve with the permi說on

1Il wn也嚀。f甘le Council, cause or perr耐心 be made in respect of the premises to which 

the licence relates . (a) any alteration or addi也n which would result in a material 

d叭riation 命。m the plan thereof approved under by-law 33; 一... .n 

7在任何牌照批出漢續期梭，路獲得市政局書醋准許，否則持轉入不得安韓或

准許對牌照研關乎的處所- (a) 進行任何更改或境護主鞏雪而該更改成增建會令

該處所根據第33梅獲批權的鸝則有重大鋪蓋; ...... J 

上訴人的代表律鷗在示英文本的「吋dition (to the pl細川成可包括[在指定範僵持擺

放東西J '但 f擺放東問」盤菲如中文本所宮是一項「增建工程J 0 既然中英文本也再樣有

法律效力，上訴庭便應以對上訴人較容利的文本審躍上訴人。

上訴廳以《琨ft~黨語語典》內對「工程J 一諧的解釋荷斷商「增建工程j是指 Iadditionally 

erected wor划，與英文本上的 Iaddition (to the plan) J 意識相符。最接上訴鹿維持原鉤。

姑勿論隨者在意義是否對莓，在〈釋義及通則條橫J}第一章第lOB1!年清楚訂明當海禮法定

甜文有矛盾時可謀取的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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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條例的兩種真確本在比較之下，出現意義分歧，而引用通常適用的法例釋

義規則亦不能解決，則須在考慮條例的目的和作用後，採用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

本的意義。 J

就以上一案而吉，有關法例的根本精神是想阻止任何超越店舖圖則的行為，正如上

訴庭也指出 r . . . . . . any material deviation 仕om 由自e par世culars (set out in 出e plan) are pro

hibited as a contravention of By-Iaw 35 and is punishable as an offence.J 故此，雖然兩個文本

在意義上看似有出入，但其目的與作用等同，上訴人不能妄想利用法律的漏洞逃避制

裁。

從以上的分析顯示，中文審訊必定可以在香港順利進行。然而在過渡期，我們仍鑽

在多方面作出調節，才能被荊斬棘，令雙語法制全速進展。

四、法庭傳譯員角色的轉移

在香港特區政府積極的推動下，大部分如裁判司暑的初級法院都使用中文審訊。但

在區域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使用率則較低，主要原因是在這些法院仍有不少外籍法官和律

師，而審訊中亦經常涉及較糧雜的法律觀點，令審訊不得不以英文進行。

時移勢易，一向主要在庭上擔當傳譯工作的傳譯員也因而在工作上出現了變化，由

主要負責庭上的工作轉為同時兼顧庭上和庭下的工作。由於雙語法制的實施，要因應上

訴庭司法人員或當事人的需要，對於上訴案，在初審法院所作的判詞(judgment) 都必須

按判祠原來是中是英而翻成中文或英文。故此，在庭下翻譯判詞已經成為法庭傳譯員日

常主要的工作之一。除此之外，在雙語法制下，法庭傳譯員還需翻譯與民事案有關的法

律文件，如訴訟對答書 (pleading) 、索償聾請書 (statement of claim) 、訴願書 (petition) 、

傳訊令狀 (writ of summons) 、辯護書 (defence) 等。

除此之外，九七年香港政權移交之後，從中國內地來港的新移民人數不斷增加。我

們可預見的趨勢是，普通話將成為庭上的其中一個主要語吉。故此，所謂的中文審訊，

並不局限指以粵語作審訊的語盲。因此，一個出色的傳譯員，應該是能操流利的英文、

粵語和普通話。

五、法庭傳譯員應具備的條件

法庭傳譯員的角色轉變，要口筆譯同樣皆精，傳譯員本身有廣博的知識、深厚的語

言根基自是不容置疑的條件。傳譯員的語吉能力要強，因為他們要翻譯的法律文件的文

宇往往艱深難懂，結構又嚴密周詳，正如季益廣先生所吉: r法律語吉......所述的客體

關係相當複雜，需要周密嚴謹的敘述，使得描述這些客體的語句變得相當複雜冗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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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多，遠攝超出英語句子的平均長度;邊合旬多多包含很多的從句和髒僻壤分.....結構

上疊床接握實前後編插... ... J (1 998 : 34) 但對於與法律文件從此結下不解緣的傳譯錢來

說，單單有棍深菩圓的語言基礎是連連本JÈ.夠的書因為如果沒有良好的法律知識多畫畫譯

時便發鼻叢曲原意 3 造或誤譚。試看下面良民事訴言企業的辯叢書:

'.. . ... The said cheque was 且也怪g by or on behalf of the Plain恆的 a customer of 

the Defendant, namely, ABC Lirnited (herei紋after called ABC), and was in tum 扯

起盛世 by ABC to the Defend組t for collection bγthe Defendant for ABC'" .... The 

Defendant, in good faith and without negligence received payment for ABC on the 叫d

cheque, and had c紀dited ABC's account with the am。給nt ofthe s泣d cheque" 

It is denied that the Defendant has converted the said cheaue. It Ís further de凶吋 that

the 到紅吋ffhas suffered los5 or damage as alleged or at all ....... Fu吋ler or altemative勻，

也e Defenda位乳ver百 that the Plain吐ff Ís estopped frorn contending that the Defendant 

has converted the said cheq悅。r from raising any cl沁m in respect of the same a伊拉st

the Defend滋1t......." 5 

上間短館的一段文字，己留岔五{囂的法律觀點:

(l) endor;皂的1ent: 根據票據誰，持票人可露過背書將支主黨的接款權轉讓閑人。

(2) convernon :授權行為的一種多指蟑自拈據和麗堂他人財物，令他人的權利

受損 o 6 

(3) estopple :指當事人不得反駁自己既定的立場或已宣稱存在的事實。 7

從原文的上文 F煙，再結合以上的五個活律觀念，我們知議由於原告起初將支票背

書，轉讓用人，故蛇{豈不能其後皮駁說被告擅自處理該支票。基授如此，我們可將 "con

verted the 品id cheque" 譯成「將支票據為己有j 、蜂"的如pp吋 from" 譯處「原告不可反

悔，反錯被告...... J 。如果傳譯真沒有足鶴的法律知識，便很容易聽具有法律含義的調

彙當作一股諦彙而把龍者譯成?將支票的形式改變J '將接者譯作「原告不可指控被

告…... J 0 閣成，我認為在雙語法制的榜首擊下，法庭傳譯真是應該辛苦鑽富的法律知議以

切合社會的需求。

除Jl:仁之外，上文提對由設有大量新移品抵港?所謂中文審訊?不再為限指粵語審

訊 p 啟迪站在法廳上的使用率將會日漸搗寓。使用普通話聲法鹿傳譯具來說是一種薪挑

戰，由為普通話銀粵語在詞黨上有…定的出入。讓我很泣下幾方吾吾試是藝幾個例于:

5 例子取材自 Cou校 Interp陀ters' Monthly Issue 
6 位解還是考自《英漢法律大詞典》。

7 I可註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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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詞成分不同:

皇童

氣頂

撇睦佢

出曝撈

董通益

憋著一肚子氣

甩了她

出來混

語棄前後次序不同:

皇矗

怪責

錢眼

通
怪
錢

董
責
眼

己
心

妒 妒己
心

同字異義:

詛矗 粵語解釋 普通話解釋

走光 1/ 指膠卷遇到光線失去攝影 1/ 指人全部離開。

的效能。

2/ 指人不小心給人看見身體隱蔽

的部分。

粵語的兩個意思在普通話的正確說法

是:

a/ 膠卷曝光。

b/ 由於普通話沒有類同的詞語，只能

按上下文把直接意思說出:

.他拉鏈沒拉好，露出內褲。

.她裙于太短，連內褲也看到。

滾 1/指水煮熟時沸騰。 1/指物體轉動。

2/ 指男人在外面玩女人。 2/ 喝他人離開(含責備意)。

粵語的兩個意思在普通話的一般說法

是:

a/ 水開了/揚煮開了。(1水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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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摟方找不同:

是蓋

1/ 你唔好靈盤援。

2/ 我寞。係趕車益。

3/ 我真聽益。

少用。)

b/ 男人在外茁嫖。

(口語)你不要客觀拉拉主。

(書酪語)你不要動驅使性子。

(口語)在豆豆這聽了。

我真法盤注了。

(口語)最皇之饅!

(Q語)是直接臨!

中題語文通訊

從以上的例子證駒，普通話投奔將粵語馬漢語拼音來讓那重要簡單。法庭轉譯真要在

踐上發揮其最高效用費不得不學好普通話。

六、法處傳揮員在教單租工作上的增首11

旦、三產譯才能兼疇，首先我認為理論誰與黨接應該並靈，斑且應該互相關己合。在

教學上，要超11練法廳傳諱的精英，研提供部分的指導和訓練應該是與實際工作的性質和

要求 4致的。為切合中文審訊的實質嚮賽，法律知謙和著通話都應該列為可避縷的科目

，讓學生按獨人的需要和興趣傳言寰。此外，為學生舉辦的講議會，不聽只關叢鈍翻

譯家理論的演議些車廳、滲入有觀法律語言、法庭轉譯實踐等專題演講。

在職業增制方館，香港司法部fil1998年起已開始接薦法庭轉譯員(至今共16人)到香

港機車大舉修議為期…年的「法說支援人員法律學持續教育報喜課程J '訝的是讓其員工

有足姆的背景知識應付自常工作。河法都有此先見之明實在值得一讚。{且希望叮法部能

陸續增加入讀該課程的人數，問Îftá以法庭傳揮員人數還190人之多，至今只有十多人權得

此機會， 51僅有{曾多聽夕之感也

說外，司法部及法庭俾譯內部亦不持聽講普攝話老詩話11練法廳傳蟬真學習普通話。

但所攏蝕的都是一叫報價序漸連長式錯話11練，如果能為法庭傅譚度身莒議一套設材價更特得

益彰了，特另Jj是針對如何將某些的粵語俗語轉攪成普攝話，鹿為::(:fi去聽傳言擊中經常出現

8 我指的[理論J教學穿!徐包括翻譯學家的言論、華選擇方法科技巧、語言學等知識外，還包指;有關專科雷聲音樂

的荒草科基本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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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俗語，而俗語的表達方法在粵語和普通話中的差別較大。

希望在教學和職業雙管齊下的訓練下，香港將來能培養出一班更出色的法庭傳譯

員，為雙語法制帶來更傑出的成績。

t 、結論

我們不能否認中文審訊起步之初有點驚濤駭浪。要克服種種困難，固然，我們要在

培訓法庭傳譯員方面下功夫。有鑑於現時以英文表達法律觀點的方式仍是那麼根深蒂

固，而香港又暫未有一套權威9 的法律詞彙中譯本 9 緩兵之計，我們可採取中英互用的

形式，例如當律師用粵語結案陳詞，遇到法律術語時，可隨時轉用英文表達;法官以中

文寫判詞時，可在某些法律字眼後以括號同時補上英文的叫法，以方便讀者能正確和快

捷地接收信息。

楊振權法官表示如果香港的判例能以中文寫成，對中國內地的司法發展肯定有莫大

神益 3 因為內地的成文法都是根據普通法的精神而制定的，例如合同法是依據普通法的

法理寫成。既然如此，假以時日，內地和香港是否能在法律用語方面互相借鏡，而達到

用語統一的局面?當然，這又是另一個涉及兩地法制，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專題。無

論如何 n 要雙語法制取得成功，總要以無比的毅力向看標竿宜跑。而我肯定香港有推行

雙語法制的豐富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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