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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法律翻译中的衔接转换个案研究
阎 喜
（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外国语学院， 广东珠海 ５１９０８５）

摘

要： 衔接理论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重要概念。衔接与语篇连贯， 语篇体裁的实现， 以及语

言的元功能关系密切， 而在翻译中衔接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本文主要是通过运用韩 礼德和哈桑的衔接模
式对汉英法律翻译的衔接手段转换进行个案研究， 以期为法律语言研究和法律翻译提供指导与帮助。
关键词： 衔接转换； 法律语言研究 ； 法律翻译

１． 引言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脚步的加快和日益广泛的对外交流， 越来越多的中
国学者开始对法律语言从用字， 措词， 句式句法， 以及文体等多角度研究 （如孙懿华 周广然 １９９７；
王洁 １９９９； 吴伟平 ２００２； 刘婴红 ２００３； 杜金榜 ２００４）， 其中已有学者将法律语言的研究与法律翻译
结合起来（ 杜金榜 ２００４； 张新红， 李克兴， ２００５） 。但综观我国的法律翻译研究， 运用韩礼德的语篇
分析理论对法律翻译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运用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模式对汉英法律翻译
的衔接手段转换进行研究， 以期为法律语言研究和法律翻译提供指导与帮助。

２． 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
韩礼德和哈桑“用‘衔接’这个词专门指那些组成语篇的非结构性关系。它们……是语义关
系， 语篇是一个语义单位”（１９７６：７）。“衔接是语篇中的一个成分和对解释他起重要作用的其他成
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这一其他成分也必须在语篇中能找到， 但它的位置完全不是由语法结构来确
定的”（ １９７６： ２３） 。简言之， “衔接是一种谋篇意义， 是非结构性成分体现得跨句际意义联系”
（１９７６：

２９）。他们将衔接分为五种： 指称， 替代， 省略， 连接和词汇衔接。
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是不断发展的， 在 １９８５ 年出版的《语言 语境 语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Ｔｅｘｔ） 一书中， 哈桑对衔接概念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她把衔接分为结构衔接和非结构
衔接。结构衔接包括平行对称结构， 主位 － 述位结构， 已知信息 － 新信息结构， 而非结构衔接分为成
分关系衔接和有机关系衔接， 成分关系衔接包括照应， 替代， 省略和词汇衔接， 有机关系衔接包括
连接关系， 相邻对， 延续关系等。我国学者胡壮麟（ １９９４） 把及物性结构之间的关系， 语篇结构以及
语调， 语音模式均作为衔接手段。张德禄（ ２００３） 提出了跨类衔接机制， 外指衔接的概念， 隐性衔接
机制的概念以及多元意义衔接概念。
对于衔接的分类， 国内外学者意见不一。如我国学者黄国文（ １９８８） 把衔接分为语法衔接与词
汇衔接。前者大致相当于韩礼德的前三类， 而后者大致相当于韩礼德的最后一类。胡壮麟（ １９９４）
把衔接分为四类， 即指称， 结构衔接。逻辑连接和词汇衔接。其中第一类与韩礼德的指称大致相
［作者简介 ］ 阎

喜 ， 助教， 硕士。毕业于澳门大学 ， 研究方向： 功能语言学， 语篇分析。

６３

２００８年

第１期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同， 结构衔接包括替代， 省略和同构关系如结构重复等， 逻辑衔接主要包括连词以及连词以外的
连接手段， 词汇衔接大致相当于韩礼德的词汇衔接。在语篇翻译中， 衔接的优劣 ，关系到译文是否
被接受者理解和接受。本文将以韩礼德和哈桑（ １９７６） 的衔接为框架研究汉英法律翻译中的衔接
手段的转换。

３． 汉英法律翻译衔接手段转换研究：
本文选用的文本来自澳门法务局出版的 《本澳 关于收养的法律规定》及其英文译本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Ｄ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ｃａｕ。
３．１ 法律翻译的照应转换
图一： 汉英法律平行文本照应对照表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
社工局在接获（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ｘｔ

） 申请后， 会向申请人 Ｕｐ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

发出一份证明其已作出告知的声明书， ｔｕｔｅ ｗｉｌｌ ｉｓｓｕｅ 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并且在随后的三个月内研究有关 （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申请。

收养 前 试 养 期 一 般 为 一 年 ， 在 此 期 间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ｌａｓｔｓ ｆｏｒ １ ｙｅａ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
内， 社公局会进行监察和评估工作， 该 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ｉｌ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ｎ－

期间完结后 或 认 为 已 符 合 收 养 的 条 件 ｄｕ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ｏｒ ｃｏｎｄｉ－
时， 社公局会在三十内作出具结论性的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社会报告， 并向申请人提供该报告的副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ｉｎ ３０ ｄａｙｓ． Ａ

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ｗｉｌｌ ｂｅ．．．

本。

申请人 须 于 获 悉 社 工 局 的 （

） 社会报

告结论后一 年 内 向 法 院 提 出 收 养 的 申
请， 在（

） 申请书内需指出符合法律规

定的一般要件， 并附同（

） 社会报告书

和其他相关文件。

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ｍｕ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ｐｒｏｏｆ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ｍｕｓｔ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ａｎ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

） 收养声请 书 时 未 ｍｅｎｔｓ：

１． Ｕｎｄｅｒ １６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ｓ

满十六岁；

２． 在向法院提交（

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ｗｉｔｈｉｎ １ ｙｅ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ｕｐ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被收养人须符合下列任何一项条件：

１． 在向法院提交（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ｍｉｔ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ｄｏｐ－

） 收养声请 书 时 为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已满十六岁 但 未 满 十 八 岁 及 尚 未 解 除 ２． Ａ ｍｉｎｏ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ｔｔａｉｎｅｄ １６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 ｂｕｔ ｕｎｄｅｒ １８
亲权的未成年人， 而其在未满十六岁时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ｅｎｊｏｙ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ｗｈｅｎ ｔｈｅ

已至少由其中一名收养人照顾；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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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法律翻译中的衔接转换个案研究

韩礼德和哈桑认为“在语篇中如果对于一个词语的解释不能从词语本身获得， 而必须从该词
语所指的对象中寻求答案， 就会产生指称关系”（ １９７６： ３１） 。就英汉语而言 ，“现代英语在语句衔接
方式上来说多用形合方法 （ｈｙｐａｔａｘｉｓ） ， 即用连接词语将句子衔接起来 ； 而汉语既用形合方法 ， 又用
意合方法 （ｐａｒａｔａｘｉｓ） ，但重意合法”
（胡曙中 ，１９９３ ：６０１） 。朱永生等（ ２００１） 也认为英语使用人称代词
和指示代词的频率显然高于汉语， 而汉语通过零式指称和名词的重复使用来表达照应的现象则
远远超过英语。
例 １ 宝玉看罢， 笑道：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贾母笑道： “（

） 又胡说了！ 你何曾见过（

）？ ”

“
Ｉ’ｖｅ ｍｅ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ｓｉｎ ｂｅｆｏｒｅ，”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
“
Ｙｏｕ’ｒ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 ａｇａｉｎ，”ｓａｉｄ ｈｉｓ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Ｈｏｗ ｃ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ｈａｖｅ ｍｅｔ ｈｅｒ？”
如例一所示， 汉语通过零式指称和名词的重复使用如宝玉， 贾母来表达指称。在其英译文中
则使用人称代词 ｈｅ， ｈｉｓ， ｙｏｕ， ｈｉｓ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 ｈｅｒ来表达指称。
鉴于汉语衔接的“意合”性 ， 少用照应手段 ， 转换成英语时 ， 理应较多地使用照应手段， 但是在
本研究中可以看出， 如图一所示， 原文中出现的“申请”， “社会报告”以及“收养声请书”在上文中
已经出现， 但是当它们再次出现时， 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 并未使用汉语中常用的零照应， 而在
英译文中， 并没有使用照应手段进行翻译， 而始终使用重复手段， 与原译文相对应， 唯一与原文不
同的是在译文中， 这些词再次出现时， 前面都带有定冠词“
ｔｈｅ”。

３．２ 法律翻译的替代转换
替代指的是用替代形式如 ｏｎｅ， ｄｏ， ｓｏ 等等来取代上文中已出现的某一成分。替代分为名词
型替代， 动词型替代和小句型替代。朱永生等认为“由于英语有词的屈折变化形式， 所以名词型替
代词有单复数形式的区分。动词型替代词有时台上的形式变化”（ ２００１： ５８） 。英语中的名词型替代
词分 ｏｎｅ 和 ｏｎｅｓ， 而汉语中“的”， “者”等名词型替代词既可用于单数， 也可用于复数。动词型替代
词ｄｏ会有时态变化， 而汉语中的“来”， “干”， “弄”等动词型替代词无此变化。此外汉语中的替代现
象少于英语， 因为汉语往往使用原词复现的方式来达到语篇的衔接 ，
例 ２ Ｔｏｍｍｙ ｅａｔｓ ｂｒｅａ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ｕｔｔｅｒ． Ｈｉ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ｅａ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汤姆吃白面包。他弟弟也吃白面包。
但在我们选用的文本中， 却并未出现韩礼德和哈桑所提出的几种替代形式。

３．３ 法律翻译的省略转换
省略也称为“零式替代”， 指的是同类项目出现时， 不是被替代， 而是被省略不提。省略分为名
词型省略， 动词型省略和小句型省略。朱永生等认为“由于汉语是一种以意合为主的语言， 因而语
篇中的省略注重意义的表达， 不大考虑语法和逻辑。而英语则是一种以形合为主的语言， 因而省
略在很多情况下都伴有形式或形态上的标记“（ ２００１： ７４） 。此外， 汉语常通过原词重复而非省略来
表达意义， 如下例中“玉”的重复出现， 而在译文中省略了最后一次出现的“玉”：
例３ 因又问黛玉： “可有玉没有？ ”众人都不解， 黛玉便忖度着： “因他有玉， 所以才问我的。”便
答道： “我没有玉。……

Ｔｈ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ｌｌ， ｈ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ａｉ－ ｙｕ ｉｆ ｓｈｅ ｈａｄ ａｎｙ ｊａｄｅ．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ｈｅ ｈａｄ ｈ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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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ｗｎ ｊａｄｅ ｉｎ ｍｉｎｄ， ｓ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Ｎｏ， Ｉ ｈａｖｅｎ’ｔ （ ）…
但在我们选用的文本中， 却并未出现韩礼德和哈桑所提出的几种省略形式。

３．４ 法律翻译的连接转换
图二： 汉英法律平行文本连接对照表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

社工局负责收养服务的技术员会主动联 ｔｕｔ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络申请人， 并对申请人的健康状况， 性格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ｌｉｖ－
特点， 生活方式， 婚姻状况， 收养的理由， 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是否能照顾被收养人的需要， 教育儿童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的态度和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因此， 申 ｃｈｉｌ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请人须向社工局提交所需的资料。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ｉｓ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ｍｉｔ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此外， 收养人在获交托待被收养人是应
未逾六十岁， 而且双方之间的年龄差距
原则上应在十八年以上五十年以下。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ｒ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ｕｎｄｅｒ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ｗｈｅｎ ｈｅ／ｓｈｅ ｉｓ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此外， 被收养人还须出于下列任何一种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
状况， 方可被收养：

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ｂｅ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连接表示两个句子之间的联系， 是一种间接的衔接关系。它通过表示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来
预设另一个句子的存在， 从而建立起衔接关系。韩礼德和哈桑（ １９７６） 将衔接划分为增补型， 转折
型， 原因型和时间型。
由于英语重意合， 汉语重形合， 有时汉语的语篇连接成分可以省略呈隐性状态， “英语语句之
间主要采用形合法过渡 ， 尤其是那些比较正式的文章中 ， 句子之间或句群之间往往使用一些过渡
词来衔接”（王武兴 ，２００３ ：１０９）。如例 ４ 中汉语并未出现连接成分， 但在译文中却需要使用连接成
分 ｉｆ 来表明上下文的关系。
例 ４ 太太屋里人多手杂， 别人还可以， 那个主儿的一伙子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 有该使黑心
坏了才罢。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ｎｄ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ｃｅ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ｙｏｕ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ａｎｄ ｈｅｒ ｌｏｔ． Ｉｆ ｔｈｅｙ
ｓｅｅ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ｒｏｏｍ ｉｎ 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ｒｅ ｓｕｒｅ ｔｏ ｆｉｎｄ ｓｏｍｅ ｗａ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 － ｏｎ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ｆ ｔｈｅｙ ｇｅｔ ｈａｌｆ ａ ｃｈａｎｃｅ．
而在本研究中， 我们发现语句间的连接词使用的很少， 如图二所示， 原文与译文中各出现三
处连接手段， 原文中使用“因此”（原因型 ）， “此外”（ 增补型） ， “此外”（ 增补型） ， 在译文的相对应处
为“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原因型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增补型）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增补型） 。译者并没有根据目的语的
特点对译文的逻辑连接方式进行调整而大量的使用连接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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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法律翻译的词汇衔接转换
图三： 汉英法律平行文本重述对照表（ 以待被收养人为例）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ｅｘｔ

即使收养申请人与待被收养人已同住， 并且由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其照顾， 亦必须做出告知。
对于符合条件的收养申请人， 社公局会尽量按
其意愿和要求， 安排待被收养人予申请人。在
进行行政或司法交托前， 该局会安排申请人与
待被收养人接触相处一段日子， 以便评估双方
是否适合共同生活。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ｉｌｌ ｔｒｙ ｔｏ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ｗｉｓ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ｉｌ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倘若待被收养人为申请人之配偶或又是试婚关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ｏｆ ｔｈｅ
系的人的子女， 有关的试养期不超过三个月。

ｓｐｏ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ｏｒ ｗｈｅｎ ｈｅ／ｓｈｅ．．．

凡符合以下全部要件， 法院方可作出收养的宣告：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ｗｉｌｌ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１． 收养会对待被收养人带来实际好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ｅｒｅｑ－

２． 收养乃基于正当理由（ 例如不容许仅以使 ｕｉｓｉｔｅｓ：
待被收养人拥有某一国际为目的而进行收养） ；

１．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ｏ

３． 收养不会使收养人的其他子女或待被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收养人的子女有不公平的牺牲（ 虽然无须征得

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ｌｉｄ ｒｅａｓｏｎ （ｅ．ｇ．，

收养人的其他子女的同意， 但如其有十二岁以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ｒ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上的子女， 法官仍应听取他们的意见） ；

３．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ｌｅａｄ ｔｏ ｕｎｆａｉｒ ｓａｃｒｉ－

４． 能合理推测收养人与待被收养人之间 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ｒ 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能建立一种类似亲子关系的联系；

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５． 待被收养人应已由收养人照顾一段足 ａｄｏｐ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ｗｉｌｌ．．．
以评估设定收养关系是否适宜所需的时间。
此外， 收养人在获交托待被收养人是应未逾六
十岁， 而且双方之间的年龄差距原则上应在十
八年以上五十年以下。
收养须经下列人士同意：

１．十二岁以上之待被收养人；
３． 待被收养人的父母（ 即使其为未成年人
或不行使亲权亦然） 。但如已作出司法交托， 或
待被收养人已跟其亲属或监护人共同生活， 就
无须取得待被收养人父母的同意；

４． 如待被收养人与其亲属或监护人共同
生活， 则须经有关亲属或监护人同意。

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ｒ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ｕｎｄｅｒ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ｗｈｅｎ ｈｅ／ｓｈｅ ｉｓ ｅｎｔｒｕ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１．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ｏｆ ｏｖｅｒ １２．．．
２．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ｅｎｔｒｕｓｔ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ｏ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ｈａｓ …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３． Ｉ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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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衔接是最后一种衔接关系， 表达的意义关系包括相同， 相似， 相近或相反的关系。韩礼德
和哈桑（ １９７６） 将词汇衔接分成两类： 重述与搭配。重述表示“衔接纽带一端出现一个项目后， 其另
一端由相同， 更概括， 同义等词汇占据的现象”（ 张德禄 ２００１： ３０） 。由于汉语“不怕重复 ， 重复不会
给人单调乏味感觉”（范仲英 ，２００１ ：１５４） ； 而“英语在同一句子或语段中一般尽量不重复用同一个
词 ，特别是名词”
（方梦之， ２００２： ２９０）， 所以汉语好重复 ，而英语尽量避免重复。而在本研究中， 我们
发现在原文与译文中都大量使用重述手段， 以“待被收养人”为例， 汉语如图三所示， 原文共重复
出现了十五次， 而在英译文中的对应处， 也同样使“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十一次，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ｅ”
四次。总起来看， 英译文与原文是对应一致的。

４． 讨论：
准确性是法律语言最本质的特点。正如孙懿华， 周广然所说“在语言的使用上， 选词用句都要
特别慎重， 一丝不苟地进行辨别取舍， 不然就可能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
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 １９９７： ９１） 。法律语言的准确性要求用词造句严谨规范， 需严格区分， 慎重
选择相近易混得法律专业术语。通过对《本澳关于收养的法律规定》及其英译文的对比研究， 可以
发现：
首先， 汉英法 律 文 本 较 少 使 用 指 称 （ 指 示 指 称 如 ｔｈｅ 除 外 ） ， 替 代 与 省 略 ， 而 较 多 使 用 词 汇 衔
接。究其原因， 这与法律语言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法律语言注重庄重， 严谨， 并以准确性为其灵
魂与生命。在法律语言中， 词或是词以上的单位， 往往使用重复的手段以保证其准确性。即使在不
致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指称， 替代与省略等衔接手段也是较少使用。中文法律文本如此， 英译文也
同样。正如社会语言家 Ｓｈｕｙ所述， “法律文件， 法律条文及官僚语言之所以难懂，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违反了我们使用语言的习惯， 比如名词的重复， 按照英文惯例， 名词出现了第一次以后， 再提及的
时候往往以代词的形式出现”
（转引自吴伟平 ２００２， ７６）。法律的准确性， 严肃性要求在汉英法律翻
译中不能使用照应手段进行翻译， 而始终严格使用重复手段。
第二， “英语与汉语在指示指称上的一个最大差 异是 英 语 有 一 个 既 非 ｔｈｉｓ 又 非 ｔｈａｔ 的 定 冠 词

ｔｈｅ ”（ 胡壮麟 １９９４， ５９） 。由于汉语中没有定冠词， 在《本澳关于收养的法律规定》中， 在表达相应的
指称意义时， 主要是借助于零式指称， 即指称成 分前没有特指限定词修饰。故在原文中， 当“申
请”， “社会报告”以及“收养声请书”在上文中已经出现， 但当它们再次出现时， 原词重复出现， 并
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与其不同的是在译文中， 这些词再次出现时前面都带有定冠词 ＂ｔｈｅ＂ 。
第三， 在原文与译文中， 连接手段也是很少使用的， 原文只出现三个： “因此”（原因型 ）， “此外”
（ 增 补 型 ） ， “此 外 ”（ 增 补 型 ） ， 在 译 文 的 相 对 应 处 为 “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原 因 型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增 补 型 ） ，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增补型） 。这种现象与法律文本的语篇类型不无关系。从宏观层面上看， 汉英法律文
本都采用了分条列款的体式。这种条款的固定排列形式是法律语言的典型程式化结构， 它一方面
使法律文本浑然一体， 各部分紧密相连， 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连接手段的使用。虽然法律语言中
有“但书”的语言形式， 但因其常见于句内， 故不构成衔接。同样， 法律的准确性， 严肃性要求译者
在汉英法律翻译中严格按照法律原文的逻辑意思进行翻译， 不允许译者根据目的语的特点对译
文的逻辑连接方式进行调整而大量的使用连接词应。

５．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一则法律文本及其英译文的衔接手段进行对比， 发现汉英法律中使用相同的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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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段， 较少使用指称， 替代与省略以及连接， 而较多使用词汇衔接。这给法律翻译者一定的启
示， 为保证法律语言的准确性， 我们应慎用指称， 替代与省略， 多用词汇衔接（ 如重述手段） 。
语篇分析为法律语言学与法律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本文仅对法律翻译从衔接性入手进
行初步的研究， 仅是一个开端， 语篇分析理论异彩纷呈， 今后还需从语篇分析的其他角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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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以及与语义塑造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等问题似乎没有解释清楚。但是， 瑕不
掩瑜， 作为 Ｒｅｃａｎａｔｉ 十几年耕耘的结果， 该书提出的话语解释认知论对我们研究认知语用学具有
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该书作者 Ｆ． Ｒｅｃａｎａｔｉ教授的指导， 特此诚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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