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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resents the rationale and the framework of this translation study part and some basic 
comments; in the second part, the linguistic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acanese menus would 
be discussed; and finally, the third section would focuses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Macanese menus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types and functions of Target Text. Based on our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neither functional aspect, nor professional level, the majority of 
translated menus has ever satisfied the expectations and needs of their clients. And there are some 
clues show that, the main reason leads menu translation to the deficiencies is incapacity of translators, 
not translation itself. Since everyone knows that,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u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is such a simple work for reproducing linguistic structures from a language in another. It is such an 
attitude reveals tha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ity could result in a negative effect: failed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ents. This, no doubt, restrains the mediation role that translation play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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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展示了行将结束的《中国与葡语国家美食餐旅术语手册》编纂研究工作中，以澳门

餐厅菜单为翻译文本之研究部分的初步结论。第一部分，简述研究的原理与设计，并对翻译给

出粗浅评论；第二部分，展现了菜单翻译的语言学表征及其功能特征；最后将关注适用于处理

跨文化文本的翻译策略，以及这些策略与译出语文本的类型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据现有观察，

大多数翻译菜单形成的译入语文本，无论是功能上还是专业性上都不尽人意。然而，现有缺陷

更多是由于译员能力不足造成，而非翻译活动本身。众所周知，在非专业译员人群看来，翻译

仅仅是一种以译入语重构译出语表层语言结构的简单活动。正是这种态度体现出专业素养缺

乏，可能产生更糟的影响：完全不能满足客户需求。这无疑折损了跨文化交际中翻译的中介作

用。 

关键词：菜单翻译；翻译策略；跨文化；中葡翻译 

1 引言 

本文介绍了行将完结的有关澳门餐厅菜单翻译研究的初步结论。本文并不寻求对澳门各餐

厅的菜单译本进行实名针对性评估（在研究文本中已作匿名处理），而旨在阐清由翻译产生的

理论性和实践性问题。此外，基于研究所整理归纳出的翻译策略选择，本文将尝试解决一些菜

单文本范围以外的问题，并从更广泛意义上对中葡跨文化交际中的词汇转换问题提供一些初步

思考。 

第一部分将介绍研究情况，包括研究的原理和设计，并提出一些与翻译相关的粗浅想法；

第二部分将呈现餐厅菜单的语言学表征和功能特征；最后，我们将着重于研究采样收集的菜单，

这一作为迎合和体现文化多样性的文本，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以及这些策略与译文类型和功能

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概述和初步思考 

菜单翻译研究从属于葡语国家美食餐旅手册研究项目。该项目由澳门城市大学科研处主

理。研究期间，小组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收集和分析了澳门地区71家葡国菜餐厅2菜单、

美食点评网站和旅游资讯网站上的菜单等共计464道菜式（含酒水、甜品等）。菜单的平均菜

肴数量约为43道（含酒水、甜品等）。考虑到葡国菜的菜式相对固定，尽管每份菜单的词条数

目不少，但剔除重复值后所剩语料数目对于计量语言学而言略显单薄，故而在分析框架中剔除

了计量分析方法。坦诚而言，收集语料的过程充满艰辛，成本高昂。即便为了收集现有语料，

研究小组也不得不面对来自餐厅管理层的质疑和拒绝，不少情形下，调查需在实际用餐的掩护

下进行，高昂的成本也迫使本调查未能按计划完整进行。 

                                                
2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报告，2018年澳门拥有饮食店铺共计2267间，其中西餐厅计有210间。

在走访各类餐饮店铺后，研究小组发现通常采用中文、外文（双语及以上）形式菜单的餐厅几

乎全为西式餐厅，仅有少量高级酒廊、高级中餐厅和甜品店采用双语（及以上）菜单，且采用

餐厅多分布于高级商圈（如金沙城中心等）或历史性文化商圈（如官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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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取餐厅在菜单翻译活动中所采用的翻译标准和译者选择标准3等信息，以便我们检验

和评估语料，我们在用餐时与餐厅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交谈，以期获取我们所需信息。本研

究小组亦通过电话和电邮征询商家，遗憾的是，许多情况下4调查员未能获得所需信息。同时，

小组亦曾尝试与店家沟通，希望与菜单原译者取得联系，以便我们了解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原因，

但这一努力终告失败。之后，我们通过整理手中语料，并结合部分店家反馈以分析影响翻译活

动的参数：译入语（Target Language以下简称TL）的选择标准、译者来源及其选择标准。 

通过该项调查可见，市场规律和餐厅业主自身偏好决定了TL的选择。因澳门作为国际化

旅游城市，餐厅无法预先确定顾客国籍和使用的语言，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对店家和顾客而言均

可接受。同时，部分葡国菜餐厅出于体现自身特色的考虑，或是基于葡籍（裔）业主、厨师的

自身偏好，会将菜单译为葡语或基于葡语制作5。考虑到2018年，餐饮业对澳门经济贡献的增

加值总额达43.1亿元，同比增长7.9%；同年，澳门接待了35,803,663人次游客（其中超过315万

人6来自大中华区以外地区）[1]的事实，澳门餐饮业因而提出了一定翻译质量和增加语种的要

求。例如，La Fa***lia提供中、英、葡、日、韩语菜单和木*餐厅提供中、英、葡、日语菜单

等，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体现。无论TL选用何种语言，业主均认可译本准确度能为顾客提供

更好的体验，增强本店吸引力，也能推升澳门旅游与餐饮业的发展。 

关于译者选择上，大多数餐厅选择了自译7或机器翻译，这一部分中极少数餐厅会依据现

有翻译8作为翻译基准来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和译本的功能性。仅有非常少的餐厅选择雇佣译者9

翻译。可见，大多数情况下菜单翻译由非专业译者完成，既缺乏专业人士的翻译，又缺乏母语

                                                

3 针对翻译实施者，小组提供了下列选项：译者来源包括：1.专业译者（含翻译公司及专业自

由译者）；2.兼职译者（含非从业大专学生和兼职招募网站译者）；3.机器翻译（含翻译网站、

软件）；4.餐厅职员（含业主）；5.亲朋好友。 

4 存在因翻译工作久远、堂内管理人员已更换或是回答人未参与翻译工作的对接等原因而无

法回答；或是未能取得商家信任而未能得到答复的情形。 

5 葡国菜餐厅提供菜单样式多样：1.中英葡菜单；2.中葡菜单；3.中英葡日菜单；4.中英葡韩

日菜单；5.葡语菜单。 

6 主要来自韩国、日本、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 

7 含餐厅职员和亲朋好友翻译情形。 

8 含SL和TL间已有的菜肴翻译，以及SL与第三方语言间现存菜肴翻译。 

9 毫无疑问，兼职译者是该分组的绝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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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的检查10。尽管澳门拥有相当数量的双语者和专业译者，在排除了少量译者素质不足等因

素后，调查显示，专业领域区别和翻译服务价格阻碍了这一本地优势的发挥。 

不同于堂内菜单，网络上的菜单11相当比例只提供英译本，仅有少数具有特色或难译的菜

肴以原文展示。针对这一现象，小组推断是因为英语有普适性、折中性和经济性，它同时便利

了顾客与餐厅双方需求。同时，本研究也认为具备了维护自有网站能力的餐厅往往具备了一定

的经营规模和拥有一定量的稳定外籍客源，这也是促成他们提供英文服务的原因和基础。 

值得考虑的是，这种由非专业译者完成的语言转换成果是否还能被认为是翻译产品。出于

不同的评判标准，学界、业界和大众的看法似乎有所不同。尽管多数菜单译本并不能良好地体

现其功能，但它仍被大众视为翻译产品。但是翻译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它可视为是一种有目

的性的社会交际活动，受到文本外因素的影响。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提出“翻译

策略应与语言功能、语篇类型以及文章体裁相结合。[2]”相应地，译文应在TL语言情景中达

到预期的信息与交际功能。菜单作为一种提供信息的简单文本，符合莱斯对信息型文本的定义 

[3] 12。其内容即文本的全部交际功能：“信息型文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将信息传达给接受者” 

[4]。从交际角度来看，菜单有其特定的意图与对象，即发信者（Emissor）和接受者（Receptor），
也就是研究菜单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本文认为菜单文本的

意图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技巧。所谓可接受性是指文本接受者在交际中的反应和态度。而翻译最

根本的交际目的就是满足接受者的需求。结合上述调查可见，翻译的功能与标准的界限很大程

度是由文本特征和经济因素圈定的。翻译的市场需求对翻译给出了不同的要求，译出语文本（以

下简称ST）的类型也限制了翻译策略的选择。 

3 菜单的语言表征和功能特性 

从纯语言学角度来看，菜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文本。因为它们的位置关系不符合常见的“主

语（S）+动词（V）+宾语（O）”或“主语（S）+宾语（O）+动词（V）”语序 [5] 13。多数情

                                                
10 以A**ga Ve**a、An*****和海*咖啡屋为代表的菜单，从句法结构颠倒和错译等方面得以

直观体现。 

11 仅限高级餐厅或知名餐厅拥有官网，且少部分官网仅提供中英内容。综合观察，堂内菜单

和官网菜单的语言选择一致。 

12 信息型文本提供“纯粹”事实，如信息、知识、观点等，其语言特点是逻辑性强；内容或话

题是交际的焦点。 

13 参考卢瑟尔（Russell S. Tomlin）对世界语言语序频率的观察，全球约45%的语言使用主宾动

（SOV）语序，42%使用主动宾（SVO）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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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我们面对的是只由词组构成的名词短语（句）。这些短语自带含义，用以指代事物的词

汇构成，通常还会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色彩。我们可从如下几点来精确界定此类名词性短语：  

核心成分，大多数情况下，必须由具体的、文化背景公认的名词承担。例如，“葡国鸡”
中的“鸡”；“木糠布丁”中的“布丁”等。所谓“文化背景公认”即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的差别

应得尊重，尽量体现接收者文化特色，沿用受众公认名称。例如，“马介休”在澳门餐厅中常见。

而当外地游客点餐时，便亟待译者合理运用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将菜名译为“鳕鱼”、
“Bacalhau”或“Cod”等，以避免游客困惑。 

修饰成分，通常由名词性形容词承担。例如，“葡国鸡”中的“葡国”；“木糠布丁”中的“木
糠”；“石锅鱼”中的“石锅”等。 

组合形式，常常体现出复合特征。通常，组合形式存在两种可能性：a.）由修饰性形容词

（attributive adjective）＋名词（substantive）组成。常见如“烧鸡”、“惹味叉烧皇”和“油炸大虾”
等；b.）由多名词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个名词作为主要成分，指明菜肴的（主要）食材；其

余名词作为修饰成分，可用以指示菜肴做法、特征、产地等一系列修饰性内容。 

从文本角度来看，菜单可被视作语用文本，即德力勒（Jacques Delisle）所定义的: “该类

文本通常具有实时性，使用期限短的特点…主要用于传达某个领域的一般性或特定的信息，而

美学需求在此屈居次要地位。[6]”如果我们采用莱斯（1971/2002）[7]的文本类型分类，则可

能会认为菜单是一种信息文本。信息性文本的交流目标是以简洁，可靠和完整的方式在给定主

题中传递信息或指令。换句话说，它们旨在传达内容（展示餐厅中可供顾客享用的菜肴及其明

细），展示介绍是其主要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定义将要翻译的文本类型对译者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正如莱斯（1971/2002）
所述，“文本类型决定了适用的翻译方法”。她提议，翻译信息性文本时，译入语文本（以下简

称TT）应传递ST的全部概念性内容，使之产出与ST相同的效果。因而译员应以最终产品可以

完成与原始产品相似的功能的途径进行翻译。在此本文提议，菜单应是以传递信息14为先，尽

可能兼顾美学需求15的语用文本。然而现有语料表明，产品不尽人意。如我们所见，不少菜单

的译本难以理解，部分存在语言不合TL的语法规则和表达规范，并没有以准确翔实和充满吸

引力的方式翻译，从而常使得客户不满意或感到困惑。 

4 翻译策略 

托里（Gideon Toury）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还是一种文化活动，甚至是一种社

会和商业活动[8]。菜单翻译正如是，其中文化成分的解析对翻译来说至关重要。然而译者不

                                                

14 准确传递菜肴、食材、烹饪方法等客户所需信息 

15 达到吸引客户下单的目的，但受制于语言差异、译者水平、文化差异和经济性等，美学需

求显然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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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保找出完全对等的烹饪方式、食材的对等词，因此对译者而言，文化差异构成了巨大挑战。 
本文汇集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论述现有译本是如何解决这项不对等的难题。 

4.1 存在对等词 

当TL语境中存在相同或相似菜肴、食材时，倾向于采用直译或逐词翻译策略： 

鸭饭 / Arroz de Pato （来源：B** o Porto） 

朱古力慕斯 / Mousse de Chocolate（来源：L* C***r） 

是日例汤 / Sopa do Dia （来源：L* C***r） 

海鲜饭 / Arroz de Marisco（来源：海***屋） 

但即便存在对等词，翻译选择也会因翻译主体（译者翻译或机器翻译）、翻译途径（人工

翻译、机器辅助翻译或完全机器翻译）、翻译类型选择等等诸多因素而产生差异。其中，不少

出现了错译、误解、漏字等不符合TL使用规则的情形： 

鸡沙律 / Salada de Frango（来源：L* C***r） 

乌贼炖与虾和蛤蜊 / Caldeirada de Lulas com Camarões e Ameijoas （来源：A*****o） 

薄饼 / Pizza - 拿破仑 / Napolitana 女皇 / Regina（来源：L* C***r） 

此外，即便存在对等词，澳门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和渔业文化而仍采用音译策略催生

出了极具本地特色的译名： 

马介休 / Bacalhau 

以及采用部分省略或补充的策略： 

虾仁炖眉豆 / Feijoada de Camarão （来源：A**** V****） 

葡式焗鸭饭 / Arroz de Pato （来源：雅*） 

葡式什锦奶酪盘 / Seleção de Queijos （来源：Ch***o） 

海韵柑橘、柚子雪芭配糖霜海藻 / Mar e cítrinos, sorvete de yuzu e algas cristalizadas （来
源：Ch***o） 

4.2 不存在对等词 

若TL文化语境中没有对等物，那么译者必须就特定概念进行理解、阐释和适当表达。通

常应满足客户需求，原则上应采用归化翻译。实践中现有译本采用了音译、文化替代、释

义、部分翻译、上位翻译和省略等策略。 

梅西克提出（Brinkley Messick）音译是构建起两种语言和两个文化对话的一座桥梁[9]。
它能以一种双方都能收发语音信号的简单方式促进了跨文化交际。但正因其简单地将音素组



SSH, 2020, Volume 1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 http://dx.doi.org/10.6896/IETITSSH.202011_10.0002 
 

 18 

合成难以理解的表音词汇，加大了客户的阅读难度和损害了交际效率而受到一些学者（如帕帕

迪马）的批评。音译使TT失真，用与TL规范不符的音素组合提升双方交际的流畅性。就菜单

而言，这种策略也是可以接收的，因为实践证明译者无法给出一份令所有接收者都理解和满

意的译本。而音译至少在交际的可能性和流畅性上颇有成就。从长远来看，音译在早期翻译

中常见，而如今仅少数在甜品、饮品中保留下来： 

咋喳 / Cha Cha 

迈泰16 / Mai Tai （来源：芝*坊）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音译或许仰赖于一套完整且通用的注音或转译标准，以避免同词不

同译的现象过度泛滥。例如Mousse即有慕斯、慕思、慕丝、慕士等不同音译对等词，偶尔也

会产生一词多形带来的误解。 

文化替代在早期交际中也是常见策略，Leite Crème被译作“焦糖炖蛋”即是典型。在烹

饪手法、食材不明的情况下，以译者自身熟悉的相似物进行替代翻译，从而向接收者展示更

为直观和形象的概念，以便其理解。在早期跨文化交际中，该策略无疑是成功的，而当下因

为译者拥有更丰富的对等词和策略选择，加之少量客户对译本提出美学要求的情况下，此类

策略的运用并不常见。仍以Leite Crème为例，提供该甜品的餐厅多为中高价位消费餐厅，其

中仅有一家餐厅以此作译。 

释义则不直接提供菜名翻译，而是将食材和烹饪方式陈列以供客户理解和选择。该类译

本通常为小型私房菜餐厅所提供，店主即厨师，因而对菜单的信息传递需求极高，而忽视美

学需求。例如Pernil de Cordeiro Assado译作“炖羊腿配上土豆泥，炒蔬菜，蘑菇，橙色和黄
色的段葡萄酒酱汁”；Cozido à Portuguesa译作“葡肠、白菜、豆、土豆、胡萝卜炖肉”。但

从例子中可见，此类翻译通常也是雇佣了低质量译者或纯粹机器翻译的佐证，也反映出其翻

译需求极低——通常对应为家庭式经营的餐厅，翻译需求有限，以确保信息传递为完全目

的。 

不同于完全释义，部分翻译则在中高端餐厅常见，而且往往会在翻译的菜名下方或后方

附上食材清单用以释义，即部分翻译往往与释义结合运用。部分翻译指一个延展性名词仅对

其中的对等成分或核心成分翻译，而对修饰成分予以音译或保留。该策略通常用于翻译知名

高端食材，因而常现于中高端餐厅的菜单中。较为典型的有Speciale de Claires Marennes 
Oléron译作“法国Marennes Oelron生蚝”；Persunto Ibérico Blázquez译作“顶级西班牙Jamón 
Blázquez火腿”等。 

处理类似的进口食材和菜名时，还有一种常见策略，即贝克（Mona Baker）认为是“处理

多种类型的非对等情形的最常用方法之一[10]”的上位翻译。它采用相较于原始词汇更具一

般性特征和含义的词，即上位词，作为原始词汇的替代，以实现语义覆盖，从而弥补了在TL
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相关词汇和概念的空缺。此类策略在葡国菜及西餐中运用甚广，究其原

因，欧洲饮食中对香肠、奶酪等食材的细分是关键所在。在这一类菜品上，无论餐厅消费水

                                                

16 一款由不同品牌和风味朗姆酒调制的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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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定位如何，译本几乎都遵循了上位翻译：Chouriço Assado“烤葡肠”；Tábua de Enchidos
“葡肠拼盘”；Paiola de Porco Preto“葡肠”等。 

与之相对，省略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策略。有人将之定义偷懒的把戏，诚然在语料库中

有相关佐证（如Escalope de Peru Panadas com arroz tomate只有英文翻译Breaded Turkey fillet 
with tomato rice & salad，而省略了中文翻译），而本文以为，省略更偏向当TL中不存在任何

对等词，也无法发挥上位翻译和音译功用的情形下的权宜之计。 从语料库中的酒水部分可

见，相对比例语料存在省略：通常一个次属分类下（如生啤）的众多品类是以商标命名（如

Stella Artois和Budweiser等，在点单过程中直接以原词作为交际信号），无实际含义且无法直

接以上位词实现交际功能的完全替代，音译标准缺失可能会伴生更复杂的语义、语音困扰。

因而，直接省略反而能更高效地完成信息传递。 

5 澳门菜单译本中的翻译策略有效性评估 

综上，基于本研究语料库可梳理出两大情形、九种策略。而译本是否在这些翻译策略的

协同下实现了其跨文化交际之功用，则是本节重点。 

统计表明，大多数（84.5%）菜单的翻译止步于语言层面，而鲜有涉及菜单作为信息或语

用文本的语用功能层面（14.1%），美学层面更是凤毛麟角（2.8%）。甚至存在少量（1.4%）

家庭式经营的餐厅菜单都未能达到翻译文本的标准。所幸语言层面的粗糙对等，在迫使顾客

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于理解和询问沟通后，往往能够实现菜单的信息传递功能。但这也侧

面映射出译本近乎是翻译失败的产品，因为译文无法直接而明晰地提供接收者以足够和明晰

的信息，无法直接和独立完成跨文化交际的功能。考虑到游客可能既对澳门文化也不熟悉，

又对西餐或葡萄牙文化陌生的现实，在接收者缺乏相关知识的背景下，TL中没有对等词的菜

肴的不规范直译和音译几乎可以认定为是失败翻译。例如，慕士对于数量占主导的内地顾客

而言是一个亲切的生词，而随机采访的台湾顾客则表示虽然大概能猜到含义，但在阅读菜单

时反而更依赖英译本。但本文并未全盘否定音译和直译的价值，在上节中提及的合乎TL规范
的实例，恰是能准确反映SL所承载信息的良好产品。此外，上位翻译、部分翻译和释义策略

也都产生了清晰的翻译产品，但各自所获评价不一。从诺德（Christiane Nord）的理论出发，

译本应在实现其功用的同时兼顾忠实 [11]——就菜单而言，译本在准确无误的向外语顾客传

递出菜品的烹饪方式和食材时，也应尽力为其提供与本地顾客相同或相似的阅读体验（菜品的

文化特征）。从简单明了的角度出发，上位和部分翻译无疑是优先选项；而从准确性看，释义

处于绝对优势（因此存在上位翻译＋释义的复合策略，但上节提及的释义实例无疑是反例典

型）；部分翻译也能有效体现跨文化体验和可理解性的有机融合（但不绝对，例如Caldo Verde
可以运用释义得到比直译或部分翻译更优的产品“薯蓉青菜汤”）。但无论是哪种策略，本研

究支持吉尔（Daniel Gile）的观点：在菜单翻译中，任何语言错误都会给读者以错误的文本形

象，并消磨其对菜单内容的兴趣 [12]——即译文表达符合TL规范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必须注

意接收者的阅读经济性。 

6 结论 

综上，基于语料库的分析而言，澳门业界菜单翻译未能有效履行其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

介作用。翻译策略在是次有限度统计来看，既不能确保实现语言层面的对等，也不能保证语

用层面的高效，更不能确保产出忠实、专业兼顾美学的产品。但是，对同一菜品的语料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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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发现，不同翻译策略的确会对翻译的对等层面、功用层面和美学层面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但是更多的翻译失败是由译者的能力不足导致的，甚至存在完全仰赖机器翻译的极端案

例。一方面，该现象折射出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态度和成见；另一方面，也映射出餐厅管理

层普遍对于翻译重要性的轻视和社会经济效益的短视。从译者选择以及译本的审查上可见，

大多数人仅从形式上的、机械的字词对等来理解翻译，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重构另一种语

言的表面结构的简单活动。而餐厅对翻译的轻视，无疑是忽视了客户的不满意会降低其用餐

兴趣，从而长远来看降低了对该餐厅，乃至对该地区的餐饮文化的兴趣、期待和需求。换言

之，因为交际不畅而放弃对相应菜品，甚至餐厅的尝试，本身就是对餐厅的轻视翻译行为产

生的经济找补。而相对准确、忠实又兼顾美学需求的菜单，往往来自高消费的餐厅。这无疑

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正向循环，也昭示着只有当餐厅管理层进一步关注外来客户的翻译需求，

并合理采用专业翻译服务时，才能建立起正向循环，真正推升餐饮文化对澳门跨文化交际的

贡献。 

参考文献 

1. Governo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ire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2019). Inquérito aos Restaurantes e Similares 2018. Macau. 

2. Reiss, K, 转引自: 俞翔. (2011). 葡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Reiss, K: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1977) 

4. Reiss, K & Vermeer, 转引自: Shuttleworth，M. & M.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 Jerome Publishing, Manchester (1997), p. 97 

5. Russell, T: Basic Word Order: Functional Principles, Croom Helm, London (1986), p. 22 

6. Delisle, J. and al: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J.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Philadelphia (1999), p.169 

7. Reiss, K: La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ses possibilités et ses limites, trad. de l'Allemand par C. 
Bocquet,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2002), p. 166 

8.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Philadelphia (1995) 

9. Messick, B: Notes on Transliteration. In: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edited 
by Rubel, P. G. & Rosman, Berg, A. Oxford/New York (2003), p. 177–196. 

10. 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Routledge, London (1992) 

11. Nord, C: Scopos, Loyalty and Translational Conventions. Target Vol. 3. No. 1. (1991), p.91–109 

12. Gile, D: La traduction. La comprendre, l’apprend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