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

Daily Magazine

二○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星期六

庭傳譯的工作
聽 一 句 譯 一
句
句，看似一板一眼，
像機械式的應對。在港大中文學院翻
譯課程助理教授吳雅珊眼中，變成機
械人是傳譯的最高境界，因為潮語
新詞，日新月異，就算傳譯員是一
部人工智能電腦，也要每日更新「系
統」，方可確保不會在舌劍唇槍的大
狀前「死機」。但翻譯員始終是人，
要自願更新，內容就要夠吸引，吳雅
珊於是研發應用程式「時彙」，收錄
玉石俱焚、雷射筆、起底等時令詞
彙，但「壽終正寢」的翻譯，至今仍
未收錄，因為她拒絕接受「the bill is
dead」屬準確翻譯。
記者 郭增龍

法

■港大中文學院翻譯課程助理教
授吳雅珊表示，法庭傳譯考驗即
時反應，挑戰甚大。 郭增龍攝

如果傳譯做到
「人講乜他
譯乜」
，像機械式程序一樣，
要很高水準才做得到。

「時彙」
翻譯程式研發人
■因應最近社會事件，「時彙」收錄雷射筆、起底等
詞彙。
由吳雅珊統籌研發的中英雙語詞彙應用程式「時
彙」，最近獲電影報刊辦評選為二○一八年十大健
康手機或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其實時彙早已薄有名
氣，一七年九月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出席集會時說出
一句「殺無赦」後，獲時彙即時收錄，並將其翻譯為
「kill without mercy」
，一度引起熱話，更被封為
「潮語
App」
，吳雅珊卻不認同這個封號。

收錄潮語貼近本地時事
時彙目前收錄近九千對中英詞彙，並不時更新，
最近加入的新詞，包括「起底（doxxing/doxing）、玉石
俱焚（mutual destruction）、快閃（flashmob）及雷射筆
（laser pointer）等，的確是貼近本地時事。不過，網
民最近常用的「popo（ 網民對警察的「暱稱」）」、甚至
是「我覺得自己是零」等使用多時的潮語，時彙卻查無
此字。這也是時彙之所以不叫「潮彙」的原因。吳雅珊
要做到的，是緊貼時事，提供中英翻譯，「潮」不過是
副產品，「英國脫歐出現不少新詞，我們當時也有收
錄，而最近加入的玉石俱焚及雷射筆，本身不是新
詞，但我們沒有收錄過，於是也放進去。」
準確是吳雅珊對翻譯的要求，翻譯系畢業的她，
九四至九五年曾擔任法庭傳譯。很多人以為翻譯只是
聽一句譯一句，只要中英文根底好，就能駕輕就熟，
她笑言：「如果傳譯做到『人講乜他譯乜』，像機械式

不收錄「壽終正寢」

程序一樣，要很高水準才做得到。」

法庭傳譯追求
「信達雅」
吳雅珊分析，語文根底好可令傳譯對答流暢，惟
法庭傳譯要在法官、律師、被告你一言我一語的電光
火石間，達到翻譯所追求的「信達雅（即符合原文、通
暢達義及用字優雅）」，背後要有豐富的中英對照詞彙
認識。她笑言過去於北九龍裁判法院擔任傳譯，要記
熟大廈的中英文名，就要花一輪苦功，「你知道牛頭
角花園大廈的孔雀樓，英文是甚麼？是Hung Cheuk
Lau，全音譯，之前未見過不會翻譯得準確。」
她擔任法庭傳譯的年代，中文審訊模式開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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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彙」獲電影報刊辦評選為一八年十
大健康手機或平板電腦應用程式。

及，法官、律師不少是土生土長港人，具有一定中英
文水平，「在七十年代，法庭傳譯可以是法庭內唯一
具備雙語能力的人，權力可以很大，亦無人知道他翻
譯得準不準確。」直至近年，地區裁判法院幾乎以全
中文審訊，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都有不少人以中文
答辯，包括在一四年被高院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等
五項罪名成立，判監七年半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他畢業於港大，主修翻譯及英國文學，是吳雅珊的
「大師兄」
，但在庭上也選擇講中文。

保留文字歧義才是專業
中文字句內易有歧義，一句
「無着衫」，既可解作
全
全裸，亦可以只是沒穿上衣，半裸亦未知是否說得
上
上。吳雅珊憶述，法庭傳譯的翻譯方式，有時更會被
控
控辯雙方律師挑剔，「『我幫他買白粉』這句話，到底
是
是向他買毒品，還是幫助他買毒品？當中的分別，就
代
代表被告到底是藏毒抑或是販毒，刑責相差很遠。傳
譯
譯的選擇隨時影響控罪，律師自然會咬住我們的用字
不
不放。」
既然如此，傳譯員當如何選擇？吳雅珊的答案
是
是，不用選，兩個意思也說出來，保留文字的歧義，
才
才是傳譯的專業，「我們不應該向證人提問，弄清真
正
正的意思，因為盤問是律師的職責。
」

限制多多 約束海濱區設施活動
管理者的思維決定了海濱的生命。看看香港的公
園，樹木不開花不落葉，因為管理者怕打掃怕通渠。
長椅中間加扶手，因為管理者怕人躺臥。公園沒有藝
術雕塑，因為管理者怕人攀爬。海濱圍欄杆公園沒水
池，因為管理者怕人出意外而遭投訴。凡此種種，都
局限了海濱長廊的設計。
此外，康文署管理休憩用地，受制於《遊樂場地
規例》。公園不准唱歌奏樂，不准遛狗踏單車，不准
放飛機放風箏放氣球，不准售賣商品。難怪有人譏笑
說：「這樣不准那樣不行，市民到長廊公園，只可以
站着、坐着和走路。」
這些過時的規例，亦大大約束了
市民在公共空間進行不同的活動，從而令海濱活力和
吸引力大打折扣。如果要把海濱變得朝氣蓬勃，要媲
美世界級的海濱，便要豐富海濱區的設施和活動，並

尋找由政府以外更靈活的管理模式。

達令港克拉碼頭的規劃靈感
海濱事務委員會一直關注海濱管理問題。在○八
及○九年更遠赴倫敦、新加坡、雪梨、三藩市和溫哥
華五個海濱城市考察，探索不同的管理模式。我們發
現，舉世聞名的海濱區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由一個
獨立機構一站式負責海濱區的規劃、設計、建造、營
運和管理，甚至為海濱區進行推廣工作。另外，這些
海濱區，例如雪梨達令港，又例如新加坡克拉碼頭，
根本都不是公園。
由此可見，把海濱單單規劃成休憩用地，再由康
文署以管公園的模式管理，便無法成就「活力之港」的
海濱願景。
我們在一二年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成立海濱管
理局。有關建議在一三及一四年進行了兩輪公眾參與
活動，獲社會普遍支持。但隨後社會出現其他紛爭，
到一七年，政府認為時機未成熟，把計畫擱置。輾轉
近十年，不幸地又回到原點。
既然海濱管理局未能成立，要盡快落實更富生命

■隨着中文審訊普遍，裁判法院案件甚少需要法
庭傳譯。

沙士停課 着學生結集詞彙上網
要做好傳譯工作，吳雅珊每日保持雙語思考，
周
周末行山也駐足留意指示牌及植物旁邊的簡介，一
旦發現新詞，即時用手機拍下，成為教材。時彙的
雛形，早在○三年沙士期間出現，她憶述，當時政
府宣布全港學校停課，為免浪費光陰，她要求學生
停課期間，搜集與沙士有關的中英新聞詞彙，結集
於學校的網上平
於學校的網上平台，分享成果，其後從新聞中抽取
中英詞彙，更成
中英詞彙，更成為每年學生必做的功課。直至一四
年，吳雅珊連續
年，吳雅珊連續取得資助，製作具備搜尋功能的網
頁，並設
頁，並設計應用程式，未來會提供廣東話、普
通話
通話及英文讀音，更接受市民提供新詞的
中英
中英文翻譯，增加互動。
■吳 雅珊（左 一）不時 帶學 生到 法庭
旁聽 傳譯 的工
時彙講求貼近時事，但上月特
作。
受訪者提供
首林鄭月娥以雙語說出《逃犯條例》

靈活管理 為海濱注進生命力
前文提及，為了確保公眾可以享用海濱，城規會
已把大部分海濱地帶劃為休憩用地，再建設成海濱長
廊和公園。香港的公園，主要是交由政府康文署負責
管理。

壽終正寢，這句成語在時彙搜尋，卻查無結果。既然
特首也說，壽終正寢就是
「the bill is dead」
，吳雅珊為
何不用？她認為，壽終正寢有安詳離世的意義，比起
單純死去，多一重意義，「壽終正寢最起碼也要譯作
die peacefully，如果跟特首的翻譯，一定有爭議，最
後決定不收錄了。」
咬文嚼字這回事，學者比官員更有
堅持。

力的海濱，便不能乾等，而是要尋求其他有別於政府
管理的辦法。我們認為，公私合營管理海濱是個可以
考慮的方案。
我們一方面希望政府能更積極進取，以更靈活的
方式管理海旁地區，例如對小商戶及街頭藝術表演者
採取較寬鬆的發牌制度，並推動更多的藝術文化和社
交活動供市民大眾欣賞。另一方面，可以鼓勵私營機
構參與，發展和營運海濱用地。
事實是，過去數年，我們持續觀察由私人機構或
非政府組織管理海濱的成效，初步可說是令人鼓舞。
雖然常聽到公眾對公私合營模式表示關注，擔心公地
私用，或令不想消費的人士無法享用；不過倘若有清
晰條款確保海濱必須人人可享的原則，應可釋除社會
疑慮。

清晰條款確保人人可享原則
中環新海濱區自一四年起以臨時租約方式予私人
公司營運，除了固定的摩天輪外，還有偌大場地可以
舉行不同的活動，例如美食節、藝術展覽、露天音樂
會、演唱會、嘉年華會等。雖然部分是收費活動，但

租約亦訂明營運者全年需撥出最少一百二十天舉行免
費活動。而當區的海濱長廊則二十四小時開放給市民
使用。
最近重新開放，以電影為主題的星光大道，由發
展商營運，也是受市民和旅客歡迎的景點。掌印欄杆
和情侶座椅的設計別出心裁，長廊上又設有小商舖售
賣富本地特色的飲品食物和工藝品。多元化及非標準
化的設施和設計，豐富了市民在海濱的體驗。
此外，觀塘海濱亦撥出長廊部分用地由非政府組
織營運，為市民提供餐廳和活動場地，更定期舉行不
同社區活動。去年亦推行「共融通道試驗計畫」，提供
免費單車租賃，容許市民在海濱騎單車，推動人車共
融的理念。
為了推動更多元化的
設計與管理，我們建議，
正在規劃中的項目，例如
灣仔的水上活動主題區和
慶典主題區等，都可以考
慮以公私合營模式管理及
營運，適當地包容餐飲、
運動和表演設施，再加上
富創意的城市設計，令該
吳永順
段海濱成為一段更具活力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
的目的地。
http://avincentng.blogspo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