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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編譯館與民國科學術語統一 
 

施 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 

 

摘要 民國時期與清末相比，科學知識大量湧入，科學名詞的統一迫在眉睫。國立編譯

館作為當時唯一的官方機構，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文本研究得出結論：國立編譯

館在科學名詞術語的統一上取得的成就，與前人打下翻譯理論實踐基礎、民國人才優勢、

編審名詞程式的規範化和學術團體對其的支持密不可分。 

 

關鍵字：國立編譯館，科學名詞，統一，科學社團 

 

一、引言  

  近現代科技誕生於西方，在其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必須解決譯名統一問題，即減少、

消除科技術語（通常稱作「科學名詞」或「名詞」）中文譯名混亂的現象。因為科技術語

中文譯名（簡稱科技譯名）的規範和統一能推動科技知識的傳播，並促進科學技術的發

展。中國科學出版社有月刊《科學》（1915—1950 年），在發刊詞中謂：「譯述之事，定

名為難。而在科學，新名尤多。名詞不定，則科學無所依倚而立。」這句話闡明了科學

譯名統一工作的重要性1 。奈達說：「翻譯既是藝術，也是科學，也是技藝2。」這句話闡

明了科學譯名統一工作的科學性。 

  到了民國，科技譯名的統一引起了中國科學界的密切關注。著名數學家何魯指出，「科

學訂名一事，為近數年學界所最注意者。」3所以在政府翻譯機構——國立編譯館的組織

協調下，許多科學社團的名詞編定委員會選派本學科的學者專家，合作進行術語名詞譯

名統一與專科辭典的編纂。據不完全統計，至 1941 年已完成譯名統一的學科有 80 種，

其中一些專科辭典已經出版或待出版中。翻譯是一項從原文到譯文的文本轉換活動4。在

翻譯標準方面,已將討論重點轉入「信」與「達」、「雅」三者彼此的主次關係。翻譯方法

則集中討論「意譯」、「直譯」與翻譯品質的關係，並外延至「譯」、「胡譯」、「呆譯」與

「死譯」等概念的討論。可見，無論在術語名詞翻譯方法研究方面，還是在術語名詞譯

名統一及專科辭典編纂的實踐方面，民國時期都有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國立編譯館在

此過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國立編譯館譯名統一工作 

  1927 年，南京政府改教育部為大學院，次年成立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籌備委員會。

                                                        

施揚，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科學技術史研究生。電郵：1203328569@qq.com 

 
1李亞舒、黎難秋，《中國科學翻譯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P351。 
2陳志傑，〈翻譯批評的實踐倫理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11 年 5 月：P204。 
3何魯，〈算學名詞商榷書〉，《科學》，1928 年 5 月：P241。 
4陳志傑，〈對當前譯學研究的倫理學反思〉，《外語教學》，2011 年 6 月：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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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負責科學名詞審查的民間機構——科學名詞審查會得知此消息後，決定向其移交科

學名詞審查工作。1928 年，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正式成立。中國科學社的社員秉志、

姜立夫等位居其列。該委員會從事收集、統計、編譯譯名事宜。1928 年 11 月，大學院

又改組成教育部，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也就此不復存在5。1932 年，國民政府設立了國

立編譯館，由其編訂科學名詞並組織專家對科學名詞進行審查。1932 年 5 月，教育部公

布了《國立編譯館組織規程》，「編訂學術譯名」為其基本任務之一。至 1942 年，編譯館

「先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 80 個學科領域的譯名統一工作」，「為解

放後的新中國繼續開展譯名統一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時審定公布的許多科學譯名

一直沿用至今」6。  

  1933 年 4 月 22 日，國民政府頒佈的《國立編譯館組織條例》，將任務名稱更正為編

審「關於學術上之名辭」。編譯館自成立以來，對於此項工作，一直積極進行，不遺餘力。

其基本思路是：先整理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的譯名，然後再整理人文社會科學的譯名。

當時，教育部公布的科學術語：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天文學、物理學、數學、化學命名原

則，化學儀器設備、地質學、發生學、比較解剖學、氣象學、礦物學、組織學、植物形

態學、植物解剖學等名詞；應用科學方面有藥學、細菌學、免疫學、精神病理學、人體

解剖學、電機工程、化學工程等名詞。 

  根據國立編譯館出版的《國立編譯館一覽》（1936 年）所統計，國立編譯館審核發

佈的天文名詞有 1,300 餘則；算學名詞百餘則，高等數學非歐幾何學及多元幾何學名詞

等 14 部，約計 3,200 餘則；物理學名詞 8,000 餘則；國立編譯館出版的《化學命名原則》

（1933 年）中，公布了化學術語名詞 25,000 餘則；藥學名詞 3 部 1,800 餘條。審查化學

儀器名詞 8,000 餘則；礦物學名詞 4,800 餘條；地質學名詞方面，外動力地質，構造地質

等 7 部專著 7,000 餘則；岩石學名詞 3,000 餘則；動物發生學名詞 3 部 2,000 餘則；寄生

蟲學名詞 3,000 餘則；病理學名詞 40,000 則左右；心理學名詞 2 部。根據上述資料，國

立編譯館在科學術語譯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至 1942 年，雖然國立編譯館雖改組擴大，但時值抗戰最艱難時期，所以編譯工作停

頓。據統計，從 1932 年國立編譯館成立到 1941 年，10 年間審查教科書總計 2,900 種，

編著翻譯（含出版、再版與待版）書籍共 152 種，而其中屬於翻譯詞典的有 45 種。也就

是說，1932—1941 年，國立編譯館平均每年完成的翻譯書籍才 4.5 種7。1911—1936 年問，

出版的數理化史地生譯書 495 種中，該館僅占 4 種8。在編譯圖書和科學術語統一上的這

種巨大反差，凸顯了國立編譯館在譯名統一方面的成就。 

 

三、國立編譯館在譯名統一方面取得成就的原因 

 （一）國立編譯館成立前其他機構工作的鋪墊 

  在國立編譯館成立之前，中國有過一些或民方或官方的學術機構，他們較早接觸譯

名統一工作，為國立編譯館的術語統一打下了堅實基礎。最早開始科學名詞工作的機構

為中國醫學傳教協會（China Missionary Association，簡稱博醫會）。該機構為統一名詞做

了大量組織協調，制定規則，審查復議的工作。博醫會的領導者高似蘭（P. B. Cousland）

                                                        
5溫昌斌，〈中國近代的科學名詞審查活動〉，《自然辯證法通訊》，2006 年 2 月。 
6李亞舒、黎難秋，《中國科學翻譯史》。P473。 
7同前註。P336。 
8黎難秋，〈民國時期中國科學翻譯活動概況〉，《譯事縱橫》，1999 年：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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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了審定醫學名詞的標準：1. 採用中國固有適合之名詞；2. 譯日本所定者用之；3. 意

譯；4. 音譯9。這些標準對今後科學名詞的統一起了很大的借鑑作用。但是，當時的中國

政府和醫學界並未完全承認醫博會提出的醫學名詞，原因之一是翻譯生硬，不符中文表

達習慣，此外，創造的一些新字也不為人們所接受。 

  其後，科學名詞審查會發起了譯音統一會，開始審查國音、填製音表，平衡南北發

音，並致函研究譯音有素的學者，如蔡元培、陳獨秀、錢玄同等徵求意見，經多次修改

於第十一屆科學名詞審查會上，提出還原譯音表。然而，關於譯音表仍然存在不同意見，

於是建議待日後再討論。由此可見科學名詞審查會的嚴謹精神。科學名詞審查會經過十

三年的努力，開會十二次，為我國科學名詞的統一和標準化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工作，並

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除出版科學名詞的審定本和審查本外，還出印了《醫學辭匯》、《漢

英醫學字典》（中華醫學會出版）、《醫學名詞彙編》、《動植物名詞彙編》（科學名詞審查

會出版）等，促進了我國近代科學事業的發展。10 

  （二）科學譯名統一的人才優勢 

  在《吾對於學術名詞進一言》一文中，張鵬飛就統一科技譯名所需的人才發表了看

法，他認為：「制定名詞之人選非兼具下列五者資格不可：一、專家，二、經驗豐富，三、

精通國文，四、精通西文，五、具有學者虛心研究之態度。」11民國初年，大批留學歐美

的學者陸續回國，他們多數已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具備了相對扎實的學科專業知識，

又兼通中文與外文。同時，他們回國後，許多人成為我國高等學校與科研機構的骨幹。

他們從事書籍翻譯、譯名統一工作，自然品質無可挑剔12。以 1934 年國立編譯館的編審

人員為例：1934 年國立編譯館有編審人員包括館長、專任編譯、特約編譯和編譯 39 人。

除特約編譯 8 人外，館長、專任編譯和編譯等常任編審人員共 31 人。其中，獲得國外大

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者 9 人，占總人數之比例為 29%；入館之前有大、中、小學教

育經歷者 21 人，占總人數之比例為 68%，擔任過大學教授者 9 人，占總人數比例 26%。

這樣一支編審隊伍的專業水準在當時應該說是比較高的。13  

  不僅國立編譯館人才林立，參加譯名工作的各個科學社團也是人才濟濟，例如中國

科學社有留學於康乃爾大學的楊杏佛，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的王普等。這些科技翻譯人

才的增加為我國譯名統一工作鋪平了道路。 

  （三）國立編譯館的編審規範化 

  在名詞編審過程中，編譯館具體負責起草，整理，及呈請教部審核公布之責。其工

作程序大致為：先由國立編譯館搜集各科英、德、法、日名詞，參酌舊有譯名，「慎於取

捨，妥為選擇，形成草案。每種名詞的草案完成以後，分送各有關學會及各著名大學諸

專家徵求意見。複經教育部聘請國內專家，組織名詞審查委員會，加以審定，然後請教

育部公布。一編之成，亦有審核三次四次、歷時二三年者。」14編譯館沒有規定明確的名

詞審定準則，根據公布的各科名詞的例子來看，編譯館組織的名詞審定所遵循的準則是：

（1）、採用固的或已通行的名詞（2）、如無相當的固有名而又無通行的現成名，則採取

意譯。（3）、如（1）、（2）行不通，則採取音譯。（4）、新造字，多見於化學名詞中，使

                                                        
9張大慶，〈中國近代的科學名詞審查活動：1915—1927〉，《自然辯證法通訊》，1996 年 5 月：P48。 
10同前註，P52。 
11溫昌斌，〈中國科學社為統一科技譯名而進行的工作〉，《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5 年 5 月：P90。 
12李亞舒、黎難秋，《中國科學翻譯史》。P325。 
13王昌善，《我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審編制度研究》。2011 年，P171。 
14張禮永，〈民國時期審定教育名詞的經過〉，《自然辯證法通訊》，2012 年 4 月：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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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有嚴密的原則。正因為有如此嚴密的編審名詞程式和審定名詞原則，才能保證高品

質和高數量的名詞統一成果。 

  （四）學術團體的支持 

  學術名詞之審訂及整理工作，主要有兩條途徑，一為官定，另一為民治。 

  民治方面，1915 年，博醫學會、中華醫學會、中華醫藥學會及江蘇省教育會等組織

了醫藥名詞審查。至 1918 年，改名為「科學名詞審查會」，同時加入化學組，次年再加

入物理組，1922 年又加入博物組，1923 年再加數學組，1928 年加入工程組。截至 1928

年止，歷年所審查者，有醫學、化學、物理學、動物學及數學等。 

  官定方面，早在宣統元年（1909 年）學部就奏設編訂名詞館，並派嚴復為總纂。1916

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亦有志於此，但因故未能實現。1927 年大學院成立，設立譯名統一

委員會於上海，聘請 30 名專家學者為委員，著手編譯法律、礦物、地質、岩石及教育名

詞。不久，大學院改組為教育部，譯名事宜亦改歸教育部編審處辦理15。民國十九年

（1930），當時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提議建立國立編譯館16。 

  而民國時期的名詞術語統一工作，是官民兩方協力才能取得如此成就。此時，不少

專門學會已經成立，鑑於專門學會審查科學名詞更有科學性，所以，編譯館在組織審查

科學名詞的過程中，有很多名詞是委託專門學會組織名詞審查會進行審查的17。在此以中

國教育學會為例，說明國立編譯館與其他機構的合作，對名詞統一工作的巨大幫助。 

  1933 年 1 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國教育學會，以「研究與改進教育」為宗旨。關於科學

定名工作，學會 1944 年的年報中這樣總結：「教育名詞審查，關係教育學術前途之進展

至巨，本會成立不久，即注意此事，後經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決議與國立編譯館合

作。學會移渝後，審查工作仍賡續進行，茲初步工作已完成云。」說明教育學會確實和

國立編譯館有合作。 

  1938 年 12 月 24 日，教育學會的第四屆第二次全體理事會上對於此事有所賡續，「函

國立編譯館表示本會對於教育名詞之審查工作，願盡力合作，以期儘早完成。」18 

  1939 年春，學會稱「與國立編譯館合作審查教育名詞」。3 個月後，「復加整理，計

得名詞 3,000 餘則，開始油印初審本。是年秋，教育學會會務報告稱。」與國立編譯館

合作審查教育名詞，初步工作，已經完成。為鄭重起見，國立編譯館再將初稿分函專家，

徵求意見。實際上，教育名詞於 6 月底就已繕印完竣，7 月下旬起，編譯館寄請專家作

初步審查。第一批寄送了 49 人，第二批，寄送了 33 人。兩批共計 82 人，實際上，大多

數專家均為學會會員。一份《教育學名詞》，向全國眾多專家徵詢意見，而且改了又修、

修了又改，從中可見國立編譯館對待編審名詞的嚴格——「一編之成，亦有審核三四次，

歷時二三年者」所言非虛。 

  教育學者提過意見後，編譯館又將稿子送往教育部。教育部為此特地組織了 39 人規

模教育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同樣皆為教育學會中人。該委員會於 1941 年 3 月開審查會，

逐字討論，審慎對待。會後再由編譯館加以整理，並送請吳俊升、程其保、汪少倫等委

員再行校訂，同年 11 月公布定稿。至此，《教育學名詞》從草稿 4,000 餘則，審定稿刪

減成 3,000 餘則，最後定稿再刪減到 2,094 則，並不求全、求繁，可謂精益求精。 

                                                        
15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P127。 
16溫昌斌，〈民國時期國立編譯館及其科學名詞審定工作〉，《溯源》，2004 年 6 月，PP46-47。 
17溫昌斌，〈中國科學社為統一科技譯名而進行的工作〉：P91。 
18張禮永，〈民國時期審訂教育名詞的經過—官方學術機關與民間學術團體之間的合作〉，《自然辯

證法通訊》，2012 年 4 月：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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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亦可見，教育學術團體雖有著較高的學術追求，但其自身是鬆散的，加以其成

員本身又有著許許多多的事務，如生存的需求、家庭的贍養、課業的繁重等等，所以對

於教育研究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教育學術機關，比如國立編譯館，其工作人員為專

職，無後顧之憂，便能一心從事，能集眾人之力。而《教育學名詞》的產生正是合作的

典範。 

  編譯館還曾與中國社會學社、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中國氣象學會就審訂相應學術

名詞展開過合作。有的社團還專門設置了編譯機構與名詞編訂機構。例如，中華醫學會、

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天文學會等，都設有專門的譯名委員會19。 

 

四、總結 

  國立編譯館自成立至 1941 年的 10 年間，我國翻譯事業未見發達。作為政府最高編

譯機構的國立編譯館，在翻譯出版書籍方面數量是十分有限的，文中已詳述。但是在這

種時代背景下，該館卻在科學譯名統一方面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和國立編譯館網羅

科技翻譯人才、汲取前人經驗、擁有嚴格的工作制度和態度，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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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fication of scientific terms becomes our first priority as a large amount of 

knowledge swarmed in. As the only official institution for transla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is area. The conclusion of my 

essay is tha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in 

terms unific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four reasons： the foundation made by predecessors in 

this area; the emergence of a good supply of talent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rms’ compilation 

and the assistant from other scientific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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