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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愛麗絲漫遊奇境》是部「經典」作品，內容細膩而有深度。

雖然這部書早已家喻戶曉，然而許多人是透過改編的卡通或電

影認識這部作品，以為就是像《白雪公主》那樣的童話故事。

中文的全譯本則有許多謬誤，不但改寫了原著，也把許多精采

內容刪除了。多年下來，雖然中文讀者多了不同譯本的選擇，

但在看過熱鬧後，卻沒能在文學上多得到一點點的收穫，很滿

足地以為已經得到門道。至於閱讀原文的中文讀者，是否真看

懂了這部作品，也有很大的疑問。

因為這部作品真的很不容易閱讀。

原著作者  Lewis Carroll（1832-1898，本名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在牛津大學基督學院教授數學。故事源起於一個夏
日午後，作者和友人 Duckworth，以及 Lorina、Alice、Edith 三
姊妹划船出遊，小女孩要求作者講個荒誕不經的故事，於是編

出了故事的雛型。Alice 要求作者把故事寫成一本書送給她，作
者後來寫成了一本一萬兩千多字的手寫書送給 Alice，裡面還有
親筆畫的 37 幅插圖。Carroll 後來將內容擴增到兩萬六千多字，
並委託漫畫家 John Tenniel 重畫了 42 幅插圖，在一百四十一年
前（1865 年）的七月四號發表了這個作品。

中國最早讀過這部書，而有明確資料記載的，要算是末代皇帝

愛新覺羅溥儀了。溥儀在《我的前半生》第二章裡提到：

十四歲起又添了英文課，除了《英語讀本》，我只念

了兩本書，一本是《愛麗思漫遊奇境記》，另一本是

譯成英文的中國《四書》。

這是溥儀的英國老師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口譯給他聽的，這大約是在 1919 年的事情。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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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第一個譯本出現在八十多年前。趙元任先生在 1921 年開始
翻譯，隔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一書。

趙先生說這是他翻譯的處女作，書名是胡適先生定的。中文界

至今仍推崇趙先生的版本是最好的中文譯本。

這本《解說愛麗絲漫遊奇境》，是中文界第一本嚴謹處理這部

經典作品的書籍。內容深入，解說清楚，是專為一般中文讀者

所寫的書籍。小學高年級以上暨一般社會大眾，會發現這是一

本有深度但平易近人的書。

本書的寫作並不參照任何中譯本，直接由閱讀原文開始。在翻

譯初稿完成後，開始校對原著的文字，參考原文相關資料，並

考證內容及說法的正確性，到了 2005 年底書本初稿完成時，已
寫作了年餘。最後的階段則是和美國加州 Glenn Lai 開始為期三
個月，每天兩次各一小時，逐字逐句討論原文所寫的意思，並

推敲中文字詞的使用。本書最後得以順利完成，Glenn Lai 扮演
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此特別感謝。

ㄚ亮 2006 年 3 月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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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目　錄

除了第一、四、八、九章以外，都有 Carroll 改作的詩歌，
第十章更有三首詩之多。以下列出所有書裡的詩以及改作
的原詩（開頭的數字是書裡的頁數）。

有的詩有名稱，沒有名稱的詩往往以開頭第一句來描述。

序詩

第二章

 111 以 “How doth the little——” 開頭的詩
 113 原來是由 Issac Watts (1674-1748) 寫的，詩名為：
 “ Against Idleness and Mischief ”

第三章

 136 A Long Tale，《漫遊奇境》
 144 A Long Tale，《地下奇遇記》

第五章

 184 以 “ You are old, Father William ” 開始的詩
 200 原來由 Robert Southey (1774-1843) 寫的，詩名為：
	 “ The old Man’s Comforts and How He Gained Them ”

第六章

 216 以 “ Speak roughly to your little boy ” 開始的搖籃曲
 原來以 “Speak Gently” 開始的詩是由 David Bates 所寫（未

收錄）

第七章

 242 “ Twinkle, twinkle, little bat ! ”
 242 原來是由 Jane Taylor (1783-1824) 所寫的 “ The Star ”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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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316 “ Will you walk a little faster, . . .”
 316 原來在《地下奇遇記》裡，Carroll 寫的另一首歌：
	 以	“Beneath the waters of the sea” 開始

第十章

 324, 326  “ ’Tis the voice of the Lobster; . . .”
 328 原來是 Issac Watts（和第二章的詩同一個人）寫的：
 “  The Sluggard  ”

第十章

 330 “ Turtle Soup ” song
 332 原來是一首 Liddell 姊妹唱給 Carroll 聽的歌：
 “ Star of the Evening ” （詞曲：James M. Sayles）
 334 原來模仿的是 Mary Howitt (1799-1888) 所寫的：
 “ The Spider and the Fly ”

第十一章

 346 以 “  The Queen of Hearts  ” 開始的控訴狀
 346 原詩發表在 The European Magazine (April 1782)

第十二章

 374 以 “ They told me you had been to her  ” 開始
 386 改自 Carroll “  She’s All My Fancy Painted Him, ” 開始的詩，

而這一句又是改自 William Mee 所寫的 “ Alice Gray ” 的第
一句：“  She’s All My Fancy Painted Her ”

 387 William Mee (1875?-1845) 的 “ Alice Gray ”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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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背景

一：關於作者 Lewis Carroll

本名為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1832–1898) 的 Lewis Carroll 
（一般稱 Dodgson 或 Carroll）是《愛麗絲漫遊奇境》以及
《鏡中奇緣》兩本名著的作者。作者將名字裡的 Charles 和 
Lutwidge 轉成拉丁文的形式 Carolus 和 Ludovicus，再予以英語
化而成為 Carroll 和 Lewis 兩個字，以作為自己的筆名。

Carroll 的中文名稱有「卡羅」、「卡洛爾」、「凱洛」等，而 
Dodgson 翻作「道吉森」或「道奇森」。Dodgson 的發音應為
“Dodson”，這和故事裡的 “Dodo” 也有關，所以翻作「德」或
「得」較接近，但現在也有唸作 “Dogson”。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 Dodgson 於牛津大學基督學院 （Christ 
Church, Oxford）教授數學，學術以外的作品是以筆名來發表，
所以當時的社會大眾多半不知道 Carroll 本人是誰。 Carroll 也
會簡易的素描，還自己畫了《地下奇遇記》（《漫遊奇境》的

前身）裡的 37 幅插圖。此外，他還是位傑出的攝影家，至今留
傳許多珍貴的照片，也為 Alice 本人拍過一些照片，有一張還
貼在手寫書的最後一頁。

 Carroll 的幾個重要大事年表如下：
• 1832 (Jan. 27)  出生於 Cheshire
• 1855 (January) 任職於基督學院 (Christ Church, Oxford)
• 1855 (June) Henry George Liddell 擔任基督學院院長 
• 1862 (June 17) 和愛麗絲姊妹等人到 Nuneham 野餐，回程
遇到大雨

• 1862 (July 4) 和愛麗絲姊妹三人以及 Duckworth 等共五人
划船到 Godstow 野餐，划船途中編出了這部經典作品的故
事架構

• 1862 (Nov. 13) ~ 1863 (Feb. 10) 完成《地下奇遇記》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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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 (Nov. 26) 把手稿送給愛麗絲當作聖誕節禮物
• 1865 (July, 4) 發表《愛麗絲漫遊奇境》一書
• 1871年12月發表《鏡中奇緣》一書 (書標示為1872)
• 1886 發行《地下奇遇記》的傳真複印本
• 1890 發表《幼兒版愛麗絲》一書
• 1898 (Jan. 14) 死於肺炎，終身未娶

二：幾本相關的 “Alice” 著作

兩本著名的 “Alice” books 是《愛麗絲漫遊奇境》以及《鏡中奇
緣》，英文的書名分別是：

•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

第一本書一般簡稱為 Alice in Wonderland，第二本書也常省略副
書名只稱作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事實上，《漫遊奇境》還有個前身作品：《地下奇遇記》，

這是一本手寫的書，連同作者自己畫的  37  幅插圖，是在 
1862~1864 年間完成的，書名是：

• Alice’s Adventures under Ground

這是 Carroll 在 July 4, 1862 划船時講給三個姊妹聽的故事，10 
歲的 Alice 要求作者把故事寫下來送給她。Carroll 完成後，曾
借給友人閱讀，包括 George MacDonald (Dec. 10, 1824 – Sep. 
18, 1905) 這個蘇格蘭作家暨詩人。Carroll 在 1863 年 5 月的日
記裡有如下的描述：

Heard from Mrs. MacDonald about Alice’s Adventures un-
der Ground, which I had lent them to read, and which they 
wish me to publish.

後來，Carroll 修飾這本手寫書並擴增一倍的內容後，發表了
《愛麗絲漫遊奇境》一書。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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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Carroll 於 1864 年 11 月將這本手寫的《地下奇遇記》一書送給 
Alice 當作聖誕禮物。後來 Carroll 打算出版這本原來的手寫書，
於是在 1885 年向 Alice 借回來，於 1886 年底以手寫稿的傳真複
印方式發行了 5,000 本。

後來在 1928 年 4 月 3 日的蘇富比拍賣會上，Alice 賣掉了這本手
寫書，由 Dr A. S. W. Rosenbach 獲得，半年後轉手給 Eldridge 
Reeves Johnson，並在各地公開展覽。Johnson 於 1945 年 11 月過
世，隔年  4 月  3 日再度公開拍賣，當時擔任美國國會圖書館館
長的 Dr Luther H. Evans 委託 Dr Rosenbach 再次出面，並以五萬
美金標下了這本手寫書，經費是由 Dr Luther 向一群匿名的贊助
者所募集，並隨後在 1948 年捐贈給英國，保存在大英圖書館
（British Library）裡。

Carroll 晚年還特地為零到五歲的小孩改寫一本簡略的《幼兒版
愛麗絲》，於 1890 年出版，書名是：

• The Nursery “Alice”

三：兩本四種的 “Alice” books

（一）July 4, 1865 出版的《愛麗絲漫遊奇境》有 12 個章節，裡
面有漫畫家 John Tenniel 所繪的 42 幅插圖。中文的譯名有民國 
11 年趙元任先生所翻譯出版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以及目前
普遍採用的三種譯名：《愛麗絲漫遊奇境》、《愛麗絲夢遊奇

境》、《愛麗絲夢遊仙境》。

首版發行日期正是作者第一次對 Liddell 姊妹講述這個故事後整
整三年。但是第一次印刷的  2,000 本發行並不順利，當 Carroll 
送出了 50 本給朋友後，收到 Tenniel 來信表示插圖的印刷品質
不好，最後 Carroll 決定重印，並改採更好的機器來印刷。等到
第二次印刷的 4,000 本發行時已經是 11 月的事了（書本印的年
份則是 1866 年），Dodgson 把原來剩下的 1,950 本賣給一家美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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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故事的背景

國出版商，至今仍有流傳。

（二）六年後（1871 年  12 月）發表的第二本《愛麗絲》──
《鏡中奇緣》，由於書上標示 1872 年，所以兩個年份發表的講
法都有。這本書也有 12 個章節，是《漫遊奇境》的續篇，50 幅
插圖仍由 John Tenniel 繪製。

這兩本 “Alice” books 的故事都是描述愛麗絲（在一天內）作夢
的情節，還有特定的日期。《漫遊奇境》是發生在夏天的五月

四號（原本《地下奇遇記》並沒有日期，《漫遊奇境》則在兩

個不同章節裡分別提到「五月」和「四號」，而串接出來的這

個日子正是 Alice 本人的生日）。至於《鏡中奇緣》則是發生在
半年後的冬天。在《鏡中奇緣》的第五章裡 Alice 回答白棋王后
（White Queen）說 “ I’m seven and a 
half exactly.” ，這說明了這兩本《愛
麗絲》故事裡的  Alice 是個七歲的小
女孩。此外，原來的手寫稿最後一

頁，Carroll 貼上了他在 1859 年，也
就是 Alice 七歲時為她拍攝的一張照
片的臉部，右圖是完整的照片。

此外，《漫遊奇境》的後半部還出

現以「紙牌」為主軸的重要劇中人

物。而《鏡中奇緣》則是以「西洋

象棋」為主軸貫穿全篇。

以下是和《漫遊奇境》相關的另外兩本書：

（三）《地下奇遇記》：原始的手寫書分成沒有標題的四個章

節。根據大英圖書館的資料，《地下奇遇記》有 12,715 字（筆
者的計算是 12,514 字），而《漫遊奇境》則是 26,211 字（1865 
年版）。中文界並沒有中譯本，書名不妨稱作《愛麗絲地下奇

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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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四）《幼兒版愛麗絲》是在 Carroll 發表了《漫遊奇境》 25 
年後的 1890 年出版。作者說這是專為零到五歲的幼童改寫的版
本，裡面還採用原來 42 幅插圖裡的 20 幅，並請 Tenniel 配上色
彩並加大了插圖的版面，故事則分成十四個章節。文字的內容

就像在對幼兒講故事一樣，連 20 幅插圖都有文字說明。

四： Liddell 三姊妹

1856 年 6 月，Carroll 任教的「基督學院」來了一位新院長 
Henry George Liddell，帶來的家人有太太 Lorina Hanna 和一男
三女四個小孩，其中的三個小女兒和《愛麗絲漫遊奇境》的故

事有直接關聯，而二女兒 Alice 更是故事裡的主角。（Henry 還
有四個小孩是到牛津後才出世的，此外 Alice 有一個哥哥和一
個弟弟在小時候夭折）。

• Liddell 的中文翻譯有「利德爾」、「黎德爾」、
「利朵」、「林道」等。筆者捨去混淆的中文譯名，

直接採英文來描述。

這三個 Liddell 姊妹分別是：

• 1849 年出生的 Lorina Charlotte Liddell (也叫作 L.C. 
或 Ina)
• 1852 出生的 Alice Pleasance Liddell 
• 1854 年出生的妹妹 Edith Mary Liddell

Henry 到基督學院那年，三姊妹分別才七歲、四歲和兩歲。

五：兩次關鍵的郊遊活動

Carroll 和 Liddell 的家人成為親近的朋友後，經常會一起出遊。 
Carroll 有時和他們一起到 Folly Bridge，然後租條小船在 River 
Isis（泰晤士河流經牛津一帶的稱呼）上划行。他們還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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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故事的背景

Godstow 或 Nuneham 去野餐，而兩次關鍵的活動分別發生在這
兩個地方。

Nuneham 位在牛津南方五英里左右的泰晤士河畔，地主開放星
期二和星期四讓人們到此野餐。

June 17, 1862（星期二），Carroll 約了一群人到 Nuneham 野
餐。有 Carroll 的兩位姊姊 Fanny 和 Elizabeth，姑媽 Lucy，三
個 Liddell 姊妹以及友人 Robinson Duckworth。回程時遇上大
雨，這群人在雨中走了三英里路到一棟房屋避雨，男士找來車

子把她們接回去，當晚大家在 Carroll 的書房裡喝著茶結束這天
的活動。

這個插曲演變成故事裡「淚水池」的內容，而這群人則是故事

裡的各種動物，不過在改寫成《漫遊奇境》後，在房子裡躲雨

的部分改寫成用跑步 (Caucus-race) 的方式來弄乾身體。

半個月後（July 3, 1862 星期二）Carroll 再度安排到 Nuneham 
的野餐活動，卻又遇到下雨而順延一天。由於隔天 (July 4) 是
星期三，Nuneham 沒有對外開放，因此地點改到 Godstow。這
回划船出遊的有 Carroll、Duckworth、13 歲的 Lorina、10 歲的 
Alice 和 8 歲的 Edith 五人（二大三小）。正是在這天，Carroll 
構思出這部經典作品的雛型。

根據 Duckworth 後來的回憶，這個故事是 Carroll 一邊划船一邊
想出來的：

I rowed stroke and he rowed bow in the famous Long Va-
cation voyage to Godstow, when the three Miss Liddells 
were our passengers, and the story was actually composed 
and spoken over my shoulder for the benefit of Alice 
Liddell, who was acting as “cox” of our gig. I remember 
turning round and saying, “Dodgson, is this an extempore 
romance of yours?” And he replied, “Yes, I’m inventing 
as we go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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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 stroke: 指坐在船尾指揮划船快慢的划槳手
• bow : 在船頭划槳的人
• cox: 指引導指揮划船的舵手
• gig: 用划的小船
• extempore: 即興的
• romance: 指和某個特定的地點或某種活動相關的冒險而令
人興奮的感覺

六：Carroll 和 Alice 之間的關係，以及失落的關鍵日記

Carroll 和  Liddell 姊妹間的友誼似乎在  1863 年  6 月突然結束。
Carroll 過世後，他的繼承人在公開 Carroll 的日記以前，把許多
相關時期的紀錄都毀掉（包括 June 27~29, 1863 這段可能和這個
事件有關的記載），長久以來大家認為 Carroll 愛上 Alice ，但
從未證實。後來，Karoline Leach 於 1996 年發現一張便條，內
容卻暗示著 Carroll 可能是在追求 Alice 的姊姊 Lorina，不過這些
猜測還無法得到學界的認同。

不管如何，Carroll 還是在 1864 年 11 月將《地下奇遇記》的手稿
送給 Alice 當作聖誕節禮物，而當《愛麗絲漫遊奇境》在 July 4, 
1865 首版發行時，彼此已經疏遠了。

七：其他

Carroll 是個出色的攝影家，他為 Liddell 姊妹拍的一些照片流傳
至今。1880 年以後 Carroll 不再從事攝影方面的工作。

Carroll 會簡單的素描，送給 Alice 的手寫書裡 37 幅插圖都是
自己畫的，不過當要出版《漫遊奇境》時，還是請來專業漫畫

家 John Tenniel 繪製插圖。Carroll 讓 Tenniel 參考他精心畫的插
圖，並仔細和 Tenniel 討論每張插圖的細節，所以 Tenniel 插圖
裡的內容幾乎都是 Carroll 的本意。許多文字沒有明講之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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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故事的背景

在插圖裡說了出來，可說和作品內容是一體的兩面。雖然後來

出現許多畫家的插圖版本，但 Tenniel 的插圖仍然是最經典的版
本，如果沒欣賞過原版的插圖，那就沒有完整讀過《愛麗絲漫

遊奇境》。

Carroll 出版第二本《鏡中奇緣》時，Tenniel 因工作繁忙，不願
為這本書畫插圖。不過 Tenniel 最後還是接下了這個工作，並為
第二部作品畫了 50 幅插圖。值得一提的是 Tenniel 拒絕為其中一
個章節（A Wasp in a Wig）畫插圖，最後 Carroll 把整個章節刪
除了。一百多年後，相關文件在蘇富比拍賣會（July 3, 1974）
上出現，於是  Martin Gardner（The Annotated Alice 一書的作
者）寫信給新的擁有者，取得一份拷貝，將內容公諸於世。

此外，據說這本作品（應該就是趙元任先生的譯本）在中國湖

南曾經因為「動物不應該用人類的語言」以及「動物不應該和

人類平起平坐」等理由予以查禁。不過，介紹的書籍和文件都

像在寫傳說一樣，毫無確切的年代和相關文獻，有待進一步澄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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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物介紹

依照出場的先後順序（含提及的人物）：

序詩
1. Prima (Lorina)
2. Secunda (Alice)
3. Tertia (Edith)

第一章
1. Alice & Alice’s sister
2. White Rabbit
3. Dinah (the cat)

第二章
1. Ada & Mabel (Gertrude & Florence)
2. the Mouse

第三章
1. Duck (Duckworth), Dodo (Dodgson), Lory (Lorina), & 

Eaglet (Edith)
2. Crab, Magpie, & Canary

第四章
1. Pat
2. Bill (the Lizard)
3. Mary Ann
4. 兩隻 guinea pig
5. puppy

第五章
1. (blue) Caterpillar         2. Pigeon

第六章
1. the Fish-Footman & the Frog-Foo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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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Duchess & a baby
3. the cook
4. Cheshire cat

第七章
1. Hatter
2. March Hare
3. Dormouse
4. Elsie (L. C. or Lorina Charlotte), Lacie (Alice), & Tillie 

(Edith’s family nickname Matilda)

第八章
1. spade Two, Five, & Seven
2. ten soldiers carrying clubs (club one to ten)
3. ten courtiers (diamond one to ten)
4. royal childrens (heart one to ten)
5. the guests (other Kings and Queens . . .)
6. the Knave of Hearts
7. The King of Hearts & The Queen of Hearts
8. hedgehogs (croquet balls) & fl amingo (mallets
9. the fl amingo (male)
10. the executioner (the Knave of club)

第九章
1. Mock Turtle
2. Gryphon

第十章
1. lobster
2. snail
3. whiting

第十一章
1. The Knave (the prisoner)
2. the jury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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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序詩：
• Prima, Secunda, Tertia •

分別指 Alice 的姊姊 Lorina，Alice 本人以及妹妹 Edith

第一章：
• Alice （愛麗絲）•

趙元任先生翻譯為「阿麗思」，現在大都翻作「愛麗絲」，是

書中主要人物。

Carroll 在划船講故事的那天 Alice 是 10 歲又兩個月大，原本
《地下奇遇記》的夢境並沒有日期，後來出版《漫遊奇境》

時，作者把月份和日期分兩處穿插在故事中，而這個日子正是 
Alice 的生日 (May 4) ：

• 第六章快結束的地方描述著：
 開懷貓 (Cheshire cat) 告訴 Alice 附近住著三月兔和帽
子商人。 Alice 心裡想著以前看過帽子商人，但還沒
看過三月兔，由於現在已經五月了，於是認為三月兔
應該不會那麼瘋了。

• 第七章：
 帽子商人拿出錶看了一下，猶豫了一下，然後問今天
是哪一天， Alice 想了一下回答說是四號。

至於歲數部分，《漫遊奇境》並沒有明白說明，然而介紹的文

章都說是七歲，這是因為 Carroll 寫續集《鏡中奇緣》時，故
事設定在《漫遊奇境》半年後的冬天，而且在第五章當 White 
Queen 問 Alice 年紀時，她明白回答 “ I’m seven and a half exact-
ly.”。此外 Carroll 送給 Alice 的《地下奇遇記》手稿最後貼了一
張他在 Alice 七歲時 (1859) 幫她拍的照片。

Carroll 在書裡賦予 Alice 一項特質，那就是喜歡把自己裝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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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物介紹

兩個人來互相聊天講話（第一章第 21 段： . . . for this curious 
child was very fond of pretending to be two people.）。不過這只
是講故事給 Liddell 姊妹聽時，故意用來增加趣味的。在第二本
《鏡中奇緣》裡，Carroll 賦予 Alice 另一項特質，那就是喜歡
用 “Let’s pretend” （我們來假裝⋯）來說話。

• Alice’s sister（愛麗絲的姊姊）•

Alice 的姊姊只出現在第一章的開頭以及第十二章的結尾，都是
在夢境以外的部份。

• White Rabbit（白兔）•

中文翻譯為「白兔」，是隻公兔子。牠把 Alice 引入奇境中。
牠每次的出現幾乎都在引導 Alice 往下一處前進，讓劇情得以
發展下去。

白兔在第一、二章的表現匆匆忙忙；第四章在自己的屋子相當

急躁；第八章跟在遊行隊伍中顯得膽怯；最後兩章則是紅心國

王的傳令官(herald)，一手拿著喇吧，一手拿著羊皮紙卷，穩重
多了。

White Rabbit 只出現在下面六個章節：
I  Down the Rabbit-Hole
II The Pool of Tears
IV The Rabbit Sends in a Little Bill
VIII The Queen’s Croquet-Ground
XI Who Stole the Tarts
XII Alice’s Evidence

• Dinah（黛娜）•

大多翻為「黛娜」，是一隻母貓。故事裡並沒有出場，只是一

再被 Alice 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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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Liddells 家中有兩隻貓咪分別叫做 Villikens 和 Dinah，這是根據
當時的一首 Villikens and His Dinah 的歌來命名的。

Dinah 出現在《鏡中奇緣》裡，故事另外的兩隻小母貓 Kitty 
(黑貓) 和 Snowdrop (白貓) 分別是故事裡的 Red Queen 和 White 
Queen。

第二章：
• Ada 和 Mabel •

Ada 有長長的卷髮，而 Mabel 懂得很少。原來《地下奇遇記》
裡用的名字是 Gertrude 和 Florence，這是 Alice 的堂（或表）姊
（或妹）。

故事裡，變大後的  Alice 懷疑自己是不是變成了  Ada 或是 
Mabel，尤其不願意自己是變成什麼都不懂的 Mabel，因為這樣
會有學不完的功課。

中文的譯名有 Ada 的「愛達」、「艾達」以及 Mabel 的「瑪貝
兒」、「瑪貝爾」或是「梅寶」。

• The Mouse（老鼠）•

只出現在第二、三章。Mouse 先從淚池裡出現，和牠提到貓和
狗時相當敏感。牠在第三章講了一個尾巴故事，不過內容和原

來《地下奇遇記》裡完全不一樣，不過都非常有趣。

Mouse 是隻公老鼠（第二章倒數第四段 “who was trembling 
down to the end of his tail” ，以及第三章最後一段 “half hoping 
that the Mouse had changed his mind,” ）。學者認為這隻老鼠是
在說 Liddell 的家庭女教師 Miss Pricket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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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物介紹

第三章：
• Duck, Dodo, Lory & Eaglet（鴨子，兜兜鳥，鸚鵡，小鷹）•

第二章最後一段先點出了這四隻動物。這些動物指的是划船當

時除了 Alice 以外的其他四人：

• 友人 Robinson Duckworth 是 Duck。
• Dodo 是指 Carroll 本人。當作者含糊唸著自己本名的 

Dodgson 時，好像在念 Dodo 一樣。Dodo 這種動物
是模里西斯 (Mauritius) 島上一種不會飛的大鳥，但在
十七世紀末已經滅絕了。

• Lory 指 Alice 的姊姊 Lorina。
• Eaglet 則是 Alice 的妹妹 Edith。

這四隻動物只出現在第三章裡，和 Mouse 有密切的互動：

• 其中 Duck 和 Eaglet 各講了兩句話：
• Duck 和 Mouse 在扯 found 這字的雙關，讓 Mouse 
很生氣。

• Eaglet 嘲笑 Dodo 講話用的字眼複雜難懂。不過原
來在《地下奇遇記》裡，這些話是由 Duck 說的。
如果《漫遊奇境》沒有這樣改，那 Eaglet 在書裡
都沒有講任何話了。

• Lory 講得也不多。首先在第二段和 Alice 講到不說話
了。後來則是因為冷而叫了一聲，讓講話的 Mouse 很
不高興。後來 Mouse 被氣走以後，講了一句 “What 
a pity it wouldn’t stay!”。最後則是問 Alice 誰是 
Dinah。

• Dodo 講的話不少。牠提出弄乾身體的有效方法 cau-
cus-race (核心成員的賽跑) 。不過在原來的《地下奇
遇記》裡，Dodo 是帶大家到附近的一棟屋子，把身
子包在毛毯裡，舒適地坐在爐火邊。

• Crab, Magpie, & Canary（螃蟹，喜鵲，金絲雀）•

第三章的最後幾段點綴著 Crab（螃蟹），Magpie（喜鵲），
Canary（金絲雀）等三種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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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第四章：

• Pat •

Pat 只出現在第四章，就是在挖蘋果 [馬鈴薯] 的那位。Pat 是個
愛爾蘭名字，在故事裡用的是愛爾蘭的講話方式，順帶一提的

是 Carroll 本人也有愛爾蘭的血統。

文章裡並沒有明白指出 Pat 是那種動物，但喜愛這故事的人推
測應該就是扶著蜥蜴 Bill 的其中一隻 guinea pig（天竺鼠），當
然這只是後來一些讀者的看法，無法證明 Carroll 本人就是這樣
構想的。

• Bill（比爾）•

白兔的僕人，是隻笨手笨腳的綠色公蜥蜴，（綠色的描述出自

原來的《地下奇遇記》，公的描述見第十二章：The unfortunate 
little Bill had left off writing on his slate with one fi nger, . . .）。大
家把各種責任推到 Bill 身上，最後白兔派牠從煙囪爬進屋裡，
不過卻被 Alice 踢了一下，像沖天砲一樣飛上天去。

Bill 還出現在最後兩章的審判過程中，是其中一個陪審。牠在
石板上寫字時刮石板的刺耳聲讓 Alice 受不了，結果 Alice 趁牠
寫字時很快地把筆偷偷抽走。後來 Alice 準備作證時翻倒了陪
審席，還把 Bill 頭下腳上擺了回去。最後王后還向牠丟一罐墨
水，打在頭上。

• Mary Ann •

白兔的女僕，沒有出現在故事裡。白兔錯把 Alice 當成牠的女
僕 Mary Ann 然後命令 Alice 去拿手套和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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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物介紹

• guinea pigs •

總共有兩隻天竺鼠，出現在第四章和第十一章裡：

• 四章：當 Alice 把 Bill 踢出去後，這兩隻 guinea pig 
扶著 Bill 還拿白蘭地給牠喝。

• 第十一章：guinea pag 在法庭上歡呼，分別被制止 
(suppressed) 了。

• Puppy（小狗）•

小狗只出現在第四章最後幾段，和 Alice 伸出去的樹枝玩耍，
不過當時 Alice 已經變得很小了，所以很怕這隻小狗。

中文一般譯為「小狗」，但也有翻作「哈巴狗」。不過根據 
Carroll 和 Tenniel 畫的插圖來看，應該是隻小獵犬 (terrier)。

第五章：
• Caterpillar •

一隻三英寸高的藍色公（Alice 稱呼 sir）毛毛蟲。動作緩慢，
態度高傲，說話簡短毫不客氣，不時抽著水煙。只出現在第五

章的前半部份。牠提供的蘑菇配方讓 Alice 可以自主地控制變
大變小。

• Pigeon •

母鴿子，只出現在第五章後半，為了保護牠的巢，到處搬家，

最後還遇上脖子變得很長的 Alice，一直認定她是條大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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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第六章：

原本的《地下奇遇記》並沒有這章節，而 Duchess 則是從 Mar-
chioness 轉變而來的。

• Marchioness（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只在《地下奇遇記》第二、四章提及：

• (Chapter II) . . . and she heard it muttering to itself “the 
Marchioness! the Marchioness! oh my dear paws! oh 
my fur and whiskers! She’ll have me executed, as sure 
as ferrets are ferrets! Where can I have dropped them, I 
wonder?” 

• 在第四章裡 Alice 問白兔 Marchioness 在哪裡，白兔
則提到了 Marchioness of Mock Turtles

• The Fish-Footman（魚僕人）•

「魚僕人」只出現在第六章的開頭兩段，牠帶來紅心王后的邀

請函，請女公爵去打槌球，只和 Fish-Footman 有簡短的互動，

還在兩人互相行禮時把假髮纏在一起。

• The Frog-Footman（青蛙僕人）•

女公爵的「青蛙僕人」，在第六章一開始先接待「魚僕人」，

後來則和 Alice 抬槓，直到第 19 段 Alice 走進屋裡後就沒再出
現。

• Duchess（女公爵）•

中文翻譯一般都作「公爵夫人」，不過這個字也可以指有「公

爵」頭銜的女性。而在故事中完全沒有男的公爵來搭配「公爵

夫人」，筆者認為翻譯作「女公爵」比較合理。

女公爵在廚房裡的脾氣相當暴躁，對 Alice 很不客氣，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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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人物介紹

也很粗魯。不過到了第九章，女公爵的脾氣變得很好，所以 
Alice 認為廚房裡可能是廚師用了胡椒的緣故。

在槌球場時，Duchess 凡事都同意 Alice 說的話，還喜歡為每件
事找寓意。最後王后出現並警告她要立刻消失，否則要砍掉她

的頭，於是女公爵逃之夭夭，從此沒再出現過。

• baby（嬰兒）•

女公爵罵這個嬰兒是豬，而最後也真的變成一隻豬。只出現在

第六章裡。

• the cook（廚師）•

女公爵的廚師，喜歡使用胡椒粉。上法庭作證時（第十一章）

還隨身帶著胡椒粉，並說水果糕餅 (tart) 大部分是胡椒做的。

• Cheshire cat（開懷貓）•

中文有翻譯作「柴郡貓」、「赤郡貓」、「笑口常開的貓/咧嘴
大笑的貓/貓」等。Cheshire 的開頭讓筆者聯想到「開」，再根
據咧嘴笑 (grin) 的特點，於是筆者翻譯為「開懷貓」。

Cheshire 是英國的一個郡 (county)，Carroll 就出生在這裡。作
者那個年代早有 “grin like a Cheshire cat” 的說法，但起源不
詳；當時還有一種稱作 Cheshire cheese 的起司是做成貓咧開嘴
笑的模樣。

《地下奇遇記》裡並沒有這號「人物」，改寫成《漫遊奇境》

時才將這個題材串接到故事當中。《幼兒版愛麗絲》第八章描

述開懷貓有綠色的眼睛 (with lovely green eyes, and smiling so 
sweetly)。貓的眼睛在夜間反光時看起來確實會綠綠的。

Alice 最先在女公爵的廚房裡看到開懷貓，後來走在路上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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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的高度變化

第一章

1. ▼ 第一次身高變小為 10 英寸以配合小門的 15 英寸（但在原
來的《地下奇遇記》裡的門則是 18 英寸）。這是因為喝了長
廊裡玻璃桌上標著 “DRINK ME” 的藥水瓶子之故。

第二章

2. ▲ 接著第一章最後三段的過程，在第二章開頭第一段有了第
二次的身高變化，這次伸展超過了 9 英尺。這是因為吃了長
廊裡玻璃桌下的那塊標著 “EAT ME” 的小蛋糕之故。結果哭
出了 4 英吋深的淚水池，淹過了半個長廊。

3. ▼ 第三次身高變矮。只說在變化當中到桌邊估計時只剩下 2 
英尺高，但仍繼續縮小，至於縮到多小並沒明講。這次是因

為用了兔子丟下的扇子來搧涼的緣故。愛麗絲變小後不久，

就掉進了淚水池裡。

在《地下奇遇記》裡，是因為聞著一束花 (nosegay) 而變小
的，到了《漫遊奇境》才改以扇子 (fan) 取代 nosegay。《地
下奇遇記》還明確描述經過 2 英尺的高度後，變為 3 英寸。

第三章：沒有高度變化。

第四章

4. ▲ 替兔子跑腿回屋子拿扇子和手套時，房間桌上有一瓶沒有
標籤的藥水瓶，愛麗絲直接喝了下去後，變大到幾乎填滿整

個房間，這是第四次的變化。

5. ▼ 屋外推來的一車小石頭丟進房間後，變成小蛋糕，愛麗絲
吃了一塊後開始變小，於是走出屋外。《地下奇遇記》明白

說是變成 3 英寸，但 《漫遊奇境》並沒有明確說明，直到第
五章和毛毛蟲的對話接近尾聲時才間接說出是 3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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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6. ▼ 經由毛毛蟲的指點，愛麗絲得到了可以自主控制變大或
變小的磨菇秘方。這個秘方在《漫遊奇境》裡是蘑菇傘的兩

側，但原來《地下奇遇記》的描述卻是傘 (top) 和莖 (stalk)。

第六次的變化，是因為第一次嘗試磨菇的其中一片（或《地

下奇遇記》裡的莖）結果身體立刻快速收縮，以致於下巴撞

在腳上。

7. ▲ 第七次的變化：經過一番掙扎，終於吃到另一片（或《地
下奇遇記》裡的傘），但脖子卻又變長到像蛇一樣，結果和

鴿子鬧了好一陣。

8. ▽ 第八次的變化：吃到蘑菇後第一次恢復原來的大小。

9. ▼ 第九次變化：第五章最後一段，為了接近女公爵的屋子，
把自己縮小為 9 英寸。

第六章

10. ▲ 第十次變化：第六章最後一段，為了加入 Hatter 和 March 
Hare 的茶宴，把自己調高為 2 英尺。

第七章

11. ▼ 第十一次變化：第七章最後一段，終於可以進到花園裡
去了，於是先把自己調整成 1 英尺。

第八、九、十章：沒有高度變化。

第十一、十二章

12. ↑接下來是自然而緩慢的變化，沒有吃、喝任何東西：在
第十一章 Hatter 作證當中，愛麗絲發覺自己開始慢慢變大。第
十二章開頭還弄翻了陪審席。最後完全恢復原來的大小後，接

著整副牌子就飛了起來，於是夢境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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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張插圖列表

《愛麗絲漫遊奇境》有 42 張插圖，這裡照次序排列，並賦予描述性的
名稱。編號後有括弧的 20 張亦出現在《幼兒版愛麗絲》一書中。

接下來的「插圖介紹」以這  42 張為主軸，但也提及 Carroll 本人在
《愛麗絲地下奇遇記》畫的插圖，並編以序號如 Carroll-10。

1 (1) 卷首插圖 (frontispiece)：審判法庭

第一章
2 (2) 盛裝打扮的白兔
3  愛麗絲拿黃金鑰匙準備打開小門
4 (3) 玻璃桌與神奇藥水

第二章
5 (4) 脖子變長的愛麗絲
6  長廊裡變大的愛麗絲嚇跑了白兔
7  掉進淚水池裡的愛麗絲
8 (5) 淚水池裡的愛麗絲和老鼠

第三章
9 (6) 兜兜鳥頒發獎品
10 老鼠講尾巴的故事

第四章
11 愛麗絲變大後困在白兔的房間裡
12 愛麗絲猛然一抓，使白兔摔倒在黃瓜圃裡
13 (7) 蜥蜴一飛沖天
14 (8) 逗弄巨大的小狗

第五章
15 (9) 磨菇與藍色毛毛蟲
1６ 威廉爸爸頭倒立
17 威廉爸爸後滾翻
18 威廉爸爸吃大餐
19 威廉爸爸鼻頂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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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20 青蛙僕人和魚僕人
21 (10) 女公爵的廚房及嬰兒、廚師、開懷貓
22 (11) 愛麗絲抱著豬寶寶
23 (12) 樹枝上的開懷貓
24 (13) 漸漸消失的開懷貓

第七章
25 (14) 瘋狂的茶宴
26 帽子先生唱歌
27 帽子先生和三月兔把惰兒鼠裝進大茶壺裡

第八章
28 (15) 三個黑桃園丁和白色玫瑰樹
29 (16) 臉紅脖子粗的紅心王后
30 愛麗絲、紅鶴和刺蝟
31 國王、劊子手、和王后在爭論

第九章
32 (17) 女公爵、愛麗絲、紅鶴
33 沉睡中的鷹頭獅子
34 模擬烏龜講故事

第十章
35 (18) 鷹頭獅子、模擬烏龜，及龍蝦方陣舞
36 化粧中的龍蝦

第十一章
37 白兔傳令官吹喇叭
38 緊張的帽子先生又掉鞋子又咬茶杯
39 帽子先生逃離法庭

第十二章
40 (19) 愛麗絲弄翻陪審席
41 國王審判和水果糕餅
42 (20) 飛舞的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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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說　明

本書主要的中文解說類似一部完整的翻譯，然而目的是在解釋

英文句子所講的意思（若以翻譯為主要目的，對應原文的粗體

中文，以及句子的前後次序需要做一些調整）。中文讀者容易

弄錯的字彙和句子都加以說明，故事的前後關聯也做了解釋並

介紹相關背景。此外，所有改寫的「打油詩」都謹慎處理，原

來的詩也一併作了解說。

編排上，左頁是校正過的「英文原著」，右頁則是「翻譯式中

文解說」，篇幅多的「額外說明」放置在中英文的段落後面，

「字彙的注釋」在頁面下方，有幾首說明裡提到的詩則放在章

末「附錄」裡，每章的最後則是「內容提要」。

• 左頁的英文文字部分，由於原作者在不同的版本修飾過內
容，所以文字會有出入。原則上，筆者以 MACMILLAN 發行
的三種版本（見參考書目）為主要依據，每一字每一句都做過

多次校正。過於瑣碎的細節，直接選定某版本的文字或標點方

式；較大的差異則額外加注說明。

• 右頁的「翻譯式中文解說」可以和英文的句子一一對應，不
增減原著的文字內容，在閱讀原文時，可以很精確地瞭解英文

句子說的意思。粗體字對應到英文原文裡的強調斜體字。

• 以上兩個中英文部分都加上了額外的段落編號，便於查找。
需要較多篇幅說明之處，則條例在相關段落的後面，而為了

配合左右內容的對稱，有時在左頁，有時在右頁。如果必須跨

頁時，原則上左頁跨兩頁後的左頁，右頁亦然；如果左頁要跨

到右頁時，會有標示說明，例如：（下接右頁）或（上承左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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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彙的解說以故事內文相關解釋為主，並加注 KK 音標（ 英美
人士以及國外的字典幾乎不用 KK 音標）。

• 有幾個章節所引用的原詩篇幅太長，另外擺在章節後面的附
錄裡。

• 每章後面有兩頁內容提要，有系統地把整章故事內容分成幾
個部分，以幫助讀者抓住故事的大綱。

其他說明：

• 字彙採用原來書本裡的英式或舊式拼法。

• 章節的羅馬數字以及名稱後面加了句點是採用和原來早期的
原版書籍一樣的方式。後來的袖珍本則不再標句點符號，如：

 I.   DOWN  THE  RABBIT-HOLE.
 XI.   WHO  STOLE  THE  TARTS?

• 英式引號以單引號為主，但原來印行的版本是以雙引號為
主。本書依照原來的版本以雙引號為主。

• 原來印刷發行的版本裡，當引述句跨越段落時，該段落最後
並不使用後引號，接下來的段落會再以前引號開始，跨越數個

段落時，依照相同的規則，直到引述句完全結束時才標上後引

號，詩的情形也一樣（參考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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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 the golden afternoon
Full leisurely we glide;

For both our oars, with little skill,
By little arms are plied,

While little hands make vain pretence
Our wanderings to guide.

• All 指的是划船的五個人，包括 Dodgeson, Duckworth, 以
及 Alice 三姊妹。

• For both our oars, with little skill, By little arms are plied 可
以改寫如下：

 For both our oars are plied, with little skill, by little arms.
• 這個 verse 裡的三個 little 和 Liddell 諧音。
• 押韻的三個字是 glide, plied, guide

Ah, cruel Three! In such an hour,
Beneath such dreamy weather,
To beg a tale of breath too weak

To stir the tiniest feather!
Yet what can one poor voice avail

Against three tongues together?

• one poor voice 指的是 Carroll 的， three tongues 則指三個
小女孩的。

• 押韻的三個字是 weather, feather,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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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在金黃的午後

我們悠閒地滑行著；

而我們的槳是由缺乏技巧的，

小手臂勤奮地划著，

小手亂揮亂舞在

引導我們的漫遊。

啊，殘酷的三位！趁著這個時辰，

在這樣舒適慵懶的天氣裡，

要一個氣息微弱到無力

吹動最小的一片羽毛的人來講故事！

然而一張可憐的嘴巴如何能夠說

得過三個聯合起來的舌頭呢？

• leisurely ['li52lI] (adv.) 不慌不忙地，從容不迫地，悠閒地
• glide ['gl1d] (v.) 輕快順暢、不費力，幾近無聲地持續滑行（動）著
• oar [or] (n.) 櫓，長槳（短槳是 paddle）
• ply [pl1] (v.) 勤奮而不斷地
• vain [ven] (a.) 徒勞無功的，沒有結果的 
• pretence [prI'tεns] (n.) 假裝
• wanderings ['wandErI9z] (n.) （尤指在不常去的地方）漫遊
• dreamy ['drimI] (a.) 平靜的，朦朧的，柔和的
• poor [pUr] (a.) 有氣無力的，衰弱的
• avail [E'vel] (v.) 有助於，有幫助，有用處
• against [E'gεst] (v.) 反對，對抗

序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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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ous Prima fl ashes forth
Her edict “to begin it”:

In gentler tone Secunda hopes
“There will be nonsense in it!”
While Tertia interrupts the tale
Not more than once a minute.

• 押韻的三個字是 it, it, minute。

Anon, to sudden silence won,
In fancy they pursue

The dream-child moving through a land
Of wonders wild and new,

In friendly chat with bird or beast—
And half believe it true.

• 故事開始講了，所以全都靜了下來。
• 押韻的三個字是 pursue, new, true。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ㄚ
（
阿
）
亮
工
作
室

81

蠻橫的 Prima 直截了當地
發出了她的命令「現在就開始」：

較溫和的口吻中 Secunda 希望著
「故事裡頭要有胡說八道的內容！」

至於 Tertia 則一直打斷著故事
大概每分鐘就會有一次。

• Prima 指 Alice 的姊姊 Lorina ， Secunda 指 Alice ， Tertia 指 
Alice 的妹妹 Edith 。

不久，突然安靜了下來

在幻想中她們想像著

夢中的孩子到處悠遊在

瘋狂 (wild) 而新鮮 (new) 的境地之中，
友善地和鳥兒們及野獸交談著——

還幾乎相信這些都是真的。

• imperious [Im'pIrIEs] (a.) 專橫的，傲慢的，飛揚跋扈的，喜愛發號施
令的

• forth [fCrθ] (adv.) 向前去
• edict ['idIkt] (n.) 命令 → 原意為「法令，敕令，告示」之意
• anon [E'nan] (adv.) 【詩】 不久，未幾
• fancy ['fænsI] (n.) 想像，幻想；愛好，喜愛，迷戀

序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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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And ever, as the story drained
The wells of fancy dry,

And faintly strove that weary one
To put the subject by,

“The rest next time—” “It is next time!”
The happy voices cry.

• 押韻的三個字是 dry, by, cry。注意在這個 verse 裡，三個
動詞中的兩個 drained 和 strove，用的都是過去式，但第三
個 cry 為了遷就韻腳，所以刻意不用過去式 cried。

Thus grew the tale of Wonderland:
Thus slowly, one by one,

Its quaint events were hammered out—
And now the tale is done,

And home we steer, a merry crew,
Beneath the setting sun.

• 押韻的三個字是 one, done, crew。

• ever ['εv2] (adv.) 總是
• drain [dren] (v.) 逐漸流完、排光（這裏指點子慢慢地用完了）
• faintly ['fentlI] (a.) 無力地，虛弱地
• strive [str1v] (v.) 努力，奮鬥，力求
• weary ['wIrI] (a.) 疲倦的，筋疲力竭的（這裡用來形容故事的編織已
經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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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故事講到枯竭

想像的泉源也乾枯，

虛弱地奮鬥疲乏的（講故事的）人

想要先把它擱在一旁，

「剩下的等下次吧——」「但現在就是下次啊！」

快樂的聲音大聲說著。

那樣地逐漸形成了奇境裡的故事。

那樣緩慢地，一件接著一件，

裡面的奇特事件慢慢地塑造出來——

而現在這個故事完成了，

在夕陽西下中，一群快樂的船員，

朝著家的方向駛去。

• put by (v adv) 先放到一邊去，暫時擱下（這個故事）
• grow [gro] (v.) 逐漸變成
• quaint [kwent] (a.) 奇特而吸引人的，奇特有趣的，典雅的
• hammer out (v adv) 反覆討論，仔細而慢慢地推敲、塑造出來
• steer [stIr] (v.) 掌舵朝某方向前進

序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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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Alice! a childish story take,
And, with a gentle hand,

Lay it where Childhood’s dreams are twined
In Memory’s mystic band,

Like pilgrim’s wither’d wreath of fl owers
Pluck’d in a far-off land.

• Alice! 彷彿是 Carroll 叫著 Alice，要對她說接下來的那些
事情一般。

• “a childish story take” 就是 “take a childish story”。
• Lay it... 的代名詞 it 就是指第一行的 a childish story。
• 朝聖者 (pilgrim) 到聖地去朝拜時，通常會在頭上戴著花
圈。有位叫作 Howard Lees 的讀者推測 Carroll 是希望 
Alice 把這些故事寄存在孩提的記憶當中，而當 Alice 長大
以後，這個記憶就會像朝聖者的花朵一樣枯萎了。此外，
這個花朵所採自的遙遠地方 (far-off land) 不只是空間的，
也是時空上的 “far-off land of childhood”。

• 押韻的三個字是 hand, band, land。

• twine [tw1n] (v.) 纏繞，盤繞，捻
• pilgrim ['pIlgrIm] (n.) 朝聖者，香客，雲遊者，旅行者
• wither’d 就是 withered 的縮寫，這樣的用法常見於詩中
• wither ['wI6E] (v.) （植物的）枯萎、乾枯、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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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 啊！用溫柔的手，
把一個孩童的故事，

放在幼年的夢纏繞

在記憶裡神秘帶子的地方，

就像朝聖者的花圈上

枯萎的花朵採自遠方。

• wreath [riθ] (n.) （戴在頭上或頸上代表榮譽的）花環，花冠
• pluck’d: plucked 的縮寫
• pluck [plVk] (v.) 採，摘
• far-off (a.) （地點，時間）遙遠的

序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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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wn  the  Rabbit-Hole.

第 一 章

跳 進 兔 子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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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I.   DOWN  THE  RABBIT-HOLE.

1. ALICE was beginning to get very tired of sitting by her 
sister on the bank and of having nothing to do : once or twice she 
had peeped into the book her sister was reading, but it had no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in it,  “ 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thought Alice,  “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 ”

2. So she was considering, in her own mind  (as well as she 
could, for the hot day made her feel very sleepy and stupid), 
whether the pleasure of making a daisy-chain would be worth the 
trouble of getting up and picking the daisies, when 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

3. There was nothing so very remarkable in that ; nor did 
Alice think it so very much out of the way to hear the Rabbit say to 
itself  “ Oh dear !  Oh dear !  I shall be too late ! ”  (when she thought 
it over afterwards it occurred to her that she ought to have 
wondered at this, but at the time it all seemed quite natural) ; but, 
when the Rabbit actually took a watch out of its waistcoat-pocket, 
and looked at it, and then hurried on,  Alice started to her feet, for 
it fl ashed across her mind that she had never before seen a rabbit 
with either a waistcoat-pocket, or a watch to take out of it, and, 
burning with curiosity, she ran across the fi eld after it, and was just 
in time to see it pop down a large rabbit-hole under the hedge.

4. In another moment down went Alice after it, never once 
considering how in the world she was to get out again.

5. The rabbit-hole went straight on like a tunnel for some way, 
and then dipped suddenly down, so suddenly that Alice had not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stopping herself before she found herself 
falling down what seemed to be a very deep well.

6. Either the well was very deep, or she fell very slowly, 
for she had plenty of time as she went down to look about her, 
and to wonder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next.  First, she tried to 
look down and make out what she was coming to, but it was too 

2. stupid ['stupId] (a.) 恍惚的
3. remarkable [rI'markEbl] (a.) 很不平常而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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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第一章　跳進兔子洞

1. Alice 開始覺得很厭煩了，因為她只是陪著姊姊坐在河
邊又無所事事。有一兩次她偷瞄了一下姊姊正在看的書，但裡

面既沒有圖片也沒有對話，「這樣的書有什麼用呢，」Alice 想
著，「既沒有圖片又沒有對話？」

2. 於是她心裡盤算著（盡她所能──因為天氣熱得讓她昏

昏欲睡又神情恍惚），是否做個雛菊花圈的快樂值得起身去採

個雛菊。這時，忽然一隻有粉紅眼睛的 White Rabbit 從附近跑
了過去。 

3. 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而當 Alice 聽到兔子對自己說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將會遲到很久！」時也不覺得有什

麼特別不平常的地方（事後回想，她認為應該要奇怪才對，但

當時卻認為那是很平常的）。不過，等到 Rabbit 從背心口袋掏
出一隻懷錶，看了一下，然後繼續趕路時，Alice 才連忙站起
來──因為心裡突然想到她從未見過兔子有背心口袋，或是口

袋有懷錶。她極端好奇，於是就跟在 Rabbit 後面追了過去，剛
好看見牠跳進樹籬笆底下一個很大的兔子洞裡。

4. 不久，Alice 想都沒想到底要如何出來就跟著跳了進
去。

5. 兔子洞像隧道一樣筆直延伸了一段距離，然後突然往下

一沉，急到讓 Alice 根本沒時間去想把自己停下來，就已經掉
進一個看起來非常深的井裡去了。

6. 不是這個井非常深，就是她掉得非常慢，因為掉落的時

候，她還有充裕的時間看看四周，同時想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事。首先，她試著往下看，想要知道她會掉到什麼地方去，但

3. out of the way: 不平常的，特別的
3. afterwards ['æft2,w2dz] (adv.) 事後
3. occur to [E'k3] (v prep) 浮現在腦海中；想到（某事）
3. waistcoat ['west,kost] (n.) 背心、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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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I.   DOWN  THE  RABBIT-HOLE.

dark to see anything : then she looked at the sides of the well, and 
noticed that they were filled with cupboards and book-shelves : 
here and there she saw maps and pictures hung upon pegs. She took 
down a jar from one of the shelves as she passed : it was labelled  
“ ORANGE MARMALADE”, but to her great disappointment 
it was empty : she did not like to drop the jar, for fear of killing 
somebody underneath, so managed to put it into one of the 
cupboards as she fell past it.

7. “ Well ! ”  thought Alice to herself.  “ After such a fall as this, 
I shall think nothing of tumbling down-stairs !  How brave they’ll 
all think me at home !  Why, I would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even 
if I fell off the top of the house ! ”  (which was very likely true.)

8. Down,  down,  down.  Would the fall never come to an 
end ?  “ I wonder how many miles I’ve fallen by this time ? ”  she 
said aloud.  “ I must be getting somewhere near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Let me see :  that would be four thousand miles down, I 
think—”  (for, you see, Alice had learnt several things of this sort 
in her lessons in the school-room, and though this was not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showing off her knowledge,  as there was no 
one to listen to her, still it was good practice to say it over)  “—yes 
that’s about the right distance—but then I wonder what Latitude 
or Longitude I’ve got to ? ”  (Alice had not the slightest idea what 
Latitude was, or Longitude either, but she thought they were nice 
grand words to say.)

• 地球的直徑大約 7,973 英里（12,756 公里），也就是八千
英里左右，所以到地心的半徑大約四千英里。

9. Presently she began again.  “ I wonder if I shall fall right 
through the earth !  How funny it’ll seem to come out among the 
people that walk with their heads downwards !  The antipathies, I 
think—”  (she was rather glad there was no one listening, this time, 
as it didn’t sound at all the right word)  “—but I shall have to ask 

6. shelf [Sεlf] (n.) 架子（通常架在牆上的，長而淺的水平置物空間）
6. marmalade ['marmE,led] (n.) 柑橘〔桔子〕果醬
9. presently (adv.) 馬上、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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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第一章　跳進兔子洞

是下面暗到無法看清任何東西。接著看看井壁，發現擺滿了櫥

櫃和書架，還有零星的地圖和圖畫掛在木釘上。她在經過一個

架子的時候順手拿了一個罐子，標籤上寫著「柑橘醬」，不過

她很失望，因為裡面是空的。她不想放掉罐子，深怕會砸死下

面的人，於是在經過一個櫥櫃時把它擺了進去。

• 如果以物理的自由落體 (free fall) 角度來看，Alice 放掉那
瓶果醬後，瓶子只會漂在附近一起落下而已。

7. 「嗯！」Alice 想著「經歷過像這樣的『掉落』之後，
我再也不會覺得從樓梯滾下去有什麼了！家裡的人一定會認為

我多麼勇敢啊！何必呢，我才不會說這些事呢，即使我從屋頂

上摔下來也一樣！」 (這倒很有可能是真的。) 

8. 掉啊，掉啊，掉啊。難道都不會停止嗎？「不知道我

現在掉了幾英里呢？」她說出話來。「我一定快掉到地心附近

了。我想應該有四千英里吧！」（Alice 在學校的課程裡學到一
些這類的相關知識，即使現在不是很好的時機來賣弄學問──

因為旁邊沒有人在聽──說一說還是很好的練習）「──沒

錯，那個距離大概是正確的──但我到底到了哪個緯度或是經

度呢？」（其實 Alice 對於緯度或經度完全沒有概念，但她認
為這些字眼說起來都很有學問。) 

9. 不久，她又開始說起話來：「我是不是會穿過地球去！

當我從一群頭朝下走路的人群中掉出去時，看起來不是會很

奇怪嗎！我想這大概就是叫作『反感』(antipathies) 吧──」 
（這回，她很高興沒有人在聽她講話，因為這個字眼聽起來好

像根本是錯的）「──但是我得去問他們這是哪個國家。請問

9. funny (a.)  奇怪
9. antipathy [æn'tIpEθI] (n.) 對於某事物的強烈反感, 厭惡
9. antipodes [æn'tIpE,diz] 地球表面通過地心的直徑上兩個相對點，中文
辭彙翻作「對蹠（人、地）」。「蹠」亦作「跖」（ㄓ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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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I.   DOWN  THE  RABBIT-HOLE.

them what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is, you know.  Please, Ma’am, 
is this New Zealand or Australia ? ”  (and she tried to curtsey as she 
spoke—fancy, curtseying as you’re falling through the air !  Do you 
think you could manage it ?)  “ And what an ignorant little girl she’ll 
think me for asking !  No, it’ll never do to ask : perhaps I shall see it 
written up somewhere.”

10. Down, down, down.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o do, so Alice 
soon began talking again.  “ Dinah’ll miss me very much to-night, 
I should think ! ”  (Dinah was the cat.)  “ I hope they’ll remember 
her saucer of milk at tea-time. Dinah, my dear !  I wish you were 
down here with me !  There are no mice in the air,  I’m afraid,  but 
you might catch a bat, and that’s very like a mouse, you know.  But 
do cats eat bats,  I wonder ? ”  And here Alice began to get rather 
sleepy,  and went on saying to herself,  in a dreamy sort of way,  
“ Do cats eat bats ?  Do cats eat bats ? ”  and sometimes  “ Do bats eat 
cats ? ” for, you see, as she couldn’t answer either question, it didn’t 
much matter which way she put it.  She felt that she was dozing 
off,  and had just begun to dream that she was walking hand in hand 
with Dinah,  and was saying to her,  very earnestly,  “ Now, Dinah, 
tell me the truth : did you ever eat a bat ? ” when suddenly, thump ! 
thump ! down she came upon a heap of sticks and dry leaves, and 
the fall was over.

• Dinah 是隻母貓，在《漫遊奇境》裡只有被提及而已，沒
有真正出場。實際生活中 Liddell 家裡確實有兩隻貓咪，是
根據當時普受歡迎的一首歌 Villikens and His Dinah 分別取
名為 Villikens 和 Dinah。

• cat 和 bat 發音類似，Alice 因為在半睡半醒之間，所有有
時唸反了。

11. Alice was not a bit hurt, and she jumped up on to her 
feet in a moment : she looked up, but it was all dark overhead : 
before her was another long passage, and the White Rabbit was 

9. ma’am [mæm] (n.) 夫人, 女士
9. curtsey ['k3tsI] (v.) （女子所行的一種將一隻腳移到後面，然後彎曲
膝蓋的）屈膝禮 

9. fancy ['fænsI] (v.)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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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第一章　跳進兔子洞

這位女士，這兒是紐西蘭還是澳洲呢？」（Alice 在說話的時候
還一邊行著禮──想像一下，在掉落的同時還要行著禮！你認

為你可以做得到嗎？）「如果這樣問的話，她一定會認為我是

個多麼無知的小女孩啊！不行，絕不能問。或許我可以看到某

個地方會寫著紐西蘭或是澳洲的。」

• 原本 Alice 想到的是 antipodes（對蹠），但說出來的卻是
發音類似的另一個字 antipathies（反感）。英國的「對蹠
地」就是在澳洲、紐西蘭那一帶地區，所以故事裡才會提

到這兩個國家。

10. 掉啊，掉啊，掉啊。由於沒其他事可做，所以  Alice 
又開始說起話來：「我相信 Dinah 今晚一定會很想我的！」
（Dinah 是貓。）「我希望他們在午茶的時候會記得倒牛奶在
牠的盤子裡。親愛的 Dinah，真希望你也在這下面陪我！半空
中可能不會有老鼠，不過你可能抓得到蝙蝠，而且牠們看起來

也很像老鼠。但是貓會吃蝙蝠嗎？」這時，Alice 開始有些想睡
了，於是迷迷糊糊地對自己說「貓吃蝙蝠嗎？貓吃蝙蝠嗎？」

然而有時卻說成「蝙蝠吃貓嗎？」由於不管是哪個問題她都

答不出來，所以用哪種方式來問也就無所謂了。她覺得要睡

覺了，正開始夢到和 Dinah 手牽手一起走著，然後很認真地問
「Dinah 現在告訴我實話：你到底有沒有吃過蝙蝠？」突然，
砰！砰！她碰到一堆枯枝和乾樹葉，掉落的過程就結束了。 

11. Alice 一點也沒有受傷，而且很快就跳起來站著；她抬
頭一看，全都黑漆漆的；面前又是一條很長的通道，她還看得

到 White Rabbit 正往前趕路。不可以浪費時間了，Alice 立刻

10. dreamy ['drimI] （指一個人）處於愛幻想的情況多過於實際的情況
10. doze off (v adv) 淺淺地入睡
10. thump [θVmp] (n.) 物品掉落所產生的聲音；砰的一聲
10. stick [stIk] (n.) 較細小的樹枝或枯枝
11. not a bit: 一點兒也不
11. overhead ['ov2,hεd] (adv.) 頭頂上
11. passage ['pæsIG] (n.) 在建築物裡的窄長通道，兩側有牆壁連接某個
地方或者是房間到另一處地方或房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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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I.   DOWN  THE  RABBIT-HOLE.

still in sight, hurrying down it.  There was not a moment to be lost :  
away went Alice like the wind, and was just in time to hear it say, 
as it turned a corner, “ Oh my ears and whiskers, how late it’s 
getting ! ”  She was close behind it when she turned the comer, but 
the Rabbit was no longer to be seen : she found herself in a long, 
low hall, which was lit up by a row of lamps hanging from the 
roof.

12. There were doors all round the hall, but they were all 
locked ; and when Alice had been all the way down one side and 
up the other, trying every door, she walked sadly down the middle, 
wondering how she was ever to get out again.

13. Suddenly she came upon a little three-legged table, all 
made of solid glass : there was nothing on it but a tiny golden key, 
and Alice’s fi rst idea was that this might belong to one of the doors 
of the hall ; but, alas ! either the locks were too large, or the key was 
too small,  but at any rate it would not open any of them.  However, 
on the second time round, she came upon a low curtain she had not 
noticed before, and behind it was a little door about fi fteen inches 
high : she tried the little golden key in the lock, and to her great 
delight it fi tted !

14. Alice opened the door and found that it led into a small 
passage, not much larger than a rat-hole : she knelt down and 
looked along the passage into the loveliest garden you ever saw.  
How she longed to get out of that dark hall, and wander about 
among those beds of bright fl owers and those cool fountains, but 
she could not even get her head through the doorway ;  “ and even 
if my head would go through,” thought poor Alice,  “ it would be of 
very little use without my shoulders.  Oh, how I wish I could shut 
up like a telescope !  I think I could, if I only knew how to begin.”  
For, you see, so many out-of-the-way things had happened lately, 

11. turn [t3n] (v.) 轉彎
11. oh my ears and whiskers: 意思就相當於 oh my god 。 在書中，曾想
砍別人頭的有王后，國王，和女公爵三人。白兔大約就是怕女公
爵砍了牠的頭，拔了牠的鬚等等，所以會冒出這樣的話來。

11. whisker ['hwIsk2] (n.) （貓, 鼠等動物在嘴邊的）長而硬挺的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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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第一章　跳進兔子洞

像陣風一樣趕了上去，正好在 Rabbit 轉過一個彎的時候聽到牠
說：「喔，我的天啊，已經都這麼晚了！」本來她還緊緊跟在

後面，但轉個彎後 Rabbit 就不見了，而自己已經在一個由一排
吊掛在天花板上的燈照亮的低矮長廊裡面。 

12. 長廊四周有許多門，但全都鎖著；所以當 Alice 從一側
走過去再從另一側走回來去試過了每道門之後，她就很沮喪地

從中間走了過去，心裡想著不知該如何才能夠出的去。

13. 走著走著，她突然發現一張有三隻腳的小桌子，整個都

是實心玻璃做的，上面只放了一把很小的黃金鑰匙。Alice 首先
想到的就是這把鑰匙應該是屬於長廊裡的其中一扇門，但是，

哎呀！要不是門鎖太大，就是鑰匙太小，總之它開不了任何一

扇門。不過，就在繞第二次的時候，她發現一個剛剛沒看到的

矮簾子，而它後面有一扇大約十五英寸高的小門。她把小黃金

鑰匙插進門鎖裡時尺寸相合，所以她非常高興。

• 原先在《地下奇遇記》裡所講的小門是 18 英寸高，這裡改
成了 15 英寸（38 cm）。

14. Alice 打開門，然後發現一個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
通道，她跪下來從小通道望了過去，發現一座非常美麗的花

園。她盼望能離開暗淡的長廊，然後漫步在那個生氣盎然的花

圃以及清涼的噴泉之間，但她連頭都擠不進那道門：「即使頭

可以過得去，」可憐的 Alice 想著，「如果肩膀沒跟著過去那
一點用都沒有。唉，真希望我能夠像望遠鏡那樣，把自己收起

來就好了！只要知道怎麼開始的話，我想我可以做到。」由於

最近發生很多奇怪的事情，於是 Alice 已經開始認為沒有什麼

11. hall [hCl] (n.) 走廊，通道（按：筆者一律翻譯為「長廊」）
11. roof [ruf] (n.) 天花板
13. solid ['salId] (a.) 實心的，純質料的。
13. at any rate: 無論如何，不管怎樣，不管如何
14. bed [bεd] (n.) （種植花或植物的）苗床, 花壇, 苗圃
14. out-of-the-way (a.) 不尋常的，怪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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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I.   DOWN  THE  RABBIT-HOLE.

that Alice had begun to think that very few things indeed were 
really impossible.

15. There seemed to be no use in waiting by the little door, 
so she went back to the table, half hoping she might fi nd another 
key on it, or at any rate a book of rules for shutting people up 
like telescopes : this time she found a little bottle on it,  (“ which 
certainly was not here before,” said Alice), and tied round the neck 
of the bottle was a paper label, with the words “ DRINK ME ” beau-
tifully printed on it in large letters.

• “Print” 也做「印著」解釋，但如果是「很漂亮」的話，那
就是「用印刷體寫的很漂亮」，不是印的很漂亮。

• “DRINK ME” 以及後面的 “EAT ME” 一般翻譯成「喝我」
和「吃我」，但唸起來有點生硬。

16. It was all very well to say “ Drink me,” but the wise little 
Alice was not going to do that in a hurry.  “ No, I’ll look fi rst,” she 
said,  “ and see whether it’s marked ‘poison’ or not ;” for she had 
read several nice little stories about children who had got burnt, and 
eaten up by wild beasts, and other unpleasant things, all because 
they would not remember the simple rules their friends had taught 
them : such as,  that a red-hot poker will burn you if you hold it too 
long ; and that,  if you cut your fi nger very deeply with a knife,  it 
usually bleeds ; and she had never forgotten that, if you drink much 
from a bottle marked “ poison,” it is almost certain to disagree with 
you, sooner or later.

17. However, this bottle was not marked “ poison,” so Alice 
ventured to taste it, and, fi nding it very nice  (it had, in fact, a sort 
of mixed flavour of cherry-tart, custard, pine-apple, roast turkey, 
toffy, and hot buttered toast,) she very soon fi nished it off.

 *  *  *  *

  *  *  *

 *  *  *  *

15. print [prInt] (v.) 用印刷體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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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第一章　跳進兔子洞

事情是不可能的。

• “shut up like a telescope” 是指像（單筒可伸縮的）望遠鏡
那樣收起來變短，就可以穿過那扇 15 英寸高的小門。

15. 看來在這個小門前面乾等是沒有用的，於是她又走回桌

子那裡，有點希望可以再找到另一把鑰匙，或至少一本教人怎

麼像望遠鏡那樣收起來的書。結果這回她在桌上發現一個小瓶

子，（「我確定這東西剛剛不在這裡，」Alice 說道），瓶頸上
綁著一張標籤寫著「把我喝掉」，而字用大大的印刷體寫得很

漂亮。

16. 光寫著「把我喝掉」好是好，但聰明的 Alice 並不急著
那樣做。「不行，我得先看一看，」她說「是否上面標著『毒

藥』」，因為她曾讀過一些很好的小故事，裡頭有些是小孩被

灼傷，或被野獸吃掉，或發生其他不好的事情，全因他們沒有

記住朋友教的一些簡單原則。比如說，一把熾熱的撥火鉗如果

握太久的話就會燙傷；還有，如果用刀子把手指切很深的話，

通常都會流血；而她從未忘記的是，如果喝了標有「毒藥」的

瓶子裏的東西，那可以很肯定你遲早會不舒服的。 

17. 不過，這個瓶子倒沒有標示「毒藥」，因此 Alice 大膽
地嚐了一下，結果發現它非常好喝 (事實上，它混合了各種口
味，像是櫻桃糕餅、蛋奶甜羹 (custard) 、鳳梨、烤火雞、太妃
糖、還有塗了奶油的熱吐司等等)，於是她很快就把它喝完了。

 *  *  *  *

  *  *  *

 *  *  *  *

16. sooner or later: 遲早，總有一天 
17. roast [rost] (v.) （在爐火等上面）烤（肉等）
17. toffy ['tafI] (n.) 太妃糖（或拼作 toffee）
17. finish off (v adv) 吃〔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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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I.   DOWN  THE  RABBIT-HOLE.

18. “ What a curious feeling ! ” said Alice.  “ I must be shutting 
up like a telescope ! ”

19. And so it was indeed : she was now only ten inches high, 
and her face brightened up at the thought that she was now the right 
size for going through the little door into that lovely garden.  First, 
however, she waited for a few minutes to see if she was going to 
shrink any further : she felt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is ;  “ for it might 
end, you know,” said Alice to herself,  “ in my going out altogether, 
like a candle.  I wonder what I should be like then ? ”  And she tried 
to fancy what the flame of a candle looks like after the candle is 
blown out, for she could not remember ever having seen such a 
thing.

• 剛才那扇小門是 15 英寸。

20. After a while, fi nding that nothing more happened, she de-
cided on going into the garden at once ; but, alas for poor Alice ! 
when she got to the door, she found she had forgotten the little 
golden key, and when she went back to the table for it,  she found 
she could not possibly reach it : she could see it quite plainly 
through the glass, and she tried her best to climb up one of the legs 
of the table, but it was too slippery ;  and when she had tired herself 
out with trying, the poor little thing sat down and cried.

• 明明已經打開的小門怎麼又會關上了呢？且不管這個小細
節，總之又鎖上才會曲折離奇。作者也知道這個問題，所
以在《幼兒版愛麗絲》裡，明白說著 Alice 第一次打開了
門過不去後，又再把門關起來鎖上。

21. “ Come, there’s no use in crying like that ! ” said Alice to 
herself rather sharply.  “ I advise you to leave off this minute ! ”  
She generally gave herself very good advice  (though she very 
seldom followed it),  and sometimes she scolded herself so severely 
as to bring tears into her eyes ; and once she remembered trying to 
box her own ears for having cheated herself in a game of croquet 
she was playing against herself, for this curious child was very fond 
of pretending to be two people.  “ But it’s no use now,” thought poor 

18. curious ['kjUrIEs] (a.) 奇怪的，古怪的，難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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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第一章　跳進兔子洞

18. 「多麼奇怪的感覺啊！」Alice 說「我一定是像望遠鏡
那樣正在收起來當中！」

19. 也確實如此。她只剩下十英寸高了，臉上同時浮現興奮

的表情，因為想到現在的大小可以穿過小門到那個美麗的花園

裡。不過，她先等了幾分鐘看看會不會繼續縮小：她有點擔心

會有這種狀況。「因為結果可能是，」Alice 對自己說，「我
會完全消失不見，就像蠟燭一樣。不知到那時我會像什麼樣

子？」於是她去想像蠟燭吹熄以後的火燄會是什麼模樣，因為

她不記得曾經看過這樣的東西。 

• “such a thing” 指「熄掉的火焰」。

20. 過了一會兒，沒有再發生什麼變化，於是她決定要立刻

進到那個花園裡去。但，唉呀，可憐的 Alice！當她來到門口
的時候，卻發現忘了小黃金鑰匙，而走回桌子要去拿的時候，

卻又發現完全搆不到了。她透過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把

鑰匙，而她也竭盡全力想要從一隻桌腳爬上去，但桌腳實在太

滑。等她試到筋疲力盡時，這個可憐的小東西就坐了下來開始

哭泣。

21. 「好了啦，那樣子哭一點用都沒有！」Alice 很嚴厲地
對自己說著，「我勸你現在就立刻停止！」她通常會給自己很

好的建議（但是很少會照著做），有時候她還會把自己斥責到

哭了出來。她記得有一次甚至想要打自己的耳光呢，因為她在

和自己比賽槌球時作弊；這個奇怪的孩子就是這麼喜歡把自己

裝扮成兩個人。「可是現在要裝成兩個人是沒有用的！」可憐

19. altogether [,CltE'gε62] (adv.) 徹徹底底、完完全全地
19. fancy ['fænsI] (v.) 想像
20. tire out (v adv) 讓人十分疲勞：使人精疲力倦
21. this minute: 立刻，馬上
21. scold [skold] (v.) 責備、斥責 (做錯事的人)
21. box someone’s ears 打耳光
21. croquet [kro'ke] (n.) 槌球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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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I.   DOWN  THE  RABBIT-HOLE.

Alice,  “ to pretend to be two people !  Why, there’s hardly enough 
of me left to make one respectable person ! ”

22. Soon her eye fell on a little glass box that was lying under 
the table : she opened it, and found in it a very small cake, on which 
the words “ EAT ME ” were beautifully marked in currants.  “ Well, 
I’ll eat it,” said Alice, “ and if it makes me grow larger, I can reach 
the key ; and if it makes me grow smaller, I can creep under the 
door : so either way I’ll get into the garden, and I don’t care which 
happens ! ”

• 在原來的《地下奇遇記》裡，EAT ME 只是 a card with the 
words EAT ME beautifully printed on it in large letters 而已，
並非用葡萄乾排列出來的。

23. She ate a little bit, and said anxiously to herself  “ Which 
way ?  Which way ? ”, holding her hand on the top of her head to 
feel which way it was growing ; and she was quite surprised to fi nd 
that she remained the same size.  To be sure, this is what generally 
happens when one eats cake,  but Alice had got so much into the 
way of expecting nothing but out-of-the-way things to happen, that 
it seemed quite dull and stupid for life to go on in the common 
way.

24. So she set to work, and very soon fi nished off the cake.

 *  *  *  *

  *  *  *

 *  *  *  *

22. currant ['k3Ent] (n.) 無核的葡萄乾（尤常用於製作糕餅）
23. stupid ['stupId] (a.) 無聊的
24. finish off (v adv) 吃〔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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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lice 這樣想著，「因為我只剩下這麼一點點，連作一個像
樣的人都已經不夠了！」

22. 不久，她看到桌子下面有一個小玻璃盒。她把盒子打

開，發現裡面有一塊很小的蛋糕，上面還用葡萄乾排出優美的

字樣：「把我吃掉」(EAT ME) 。「那麼，我就把它吃掉吧，」
Alice 說道，「如果讓我變大的話，我就可以拿得到鑰匙；如
果讓我變小的話，我就可以從門底下爬過去。不管是變大或變

小，我都可以進到花園裡去，所以怎麼樣我都無所謂！」 

23. 她吃了一小口，然後著急地問說：「是變大呢？還是變

小呢？」她把手放在頭頂上，想要感覺到底是變高還是變矮，

但她很驚訝自己仍舊是原來的大小。本來吃了蛋糕後通常也就

是這樣（按：不會立刻變大或變小。），但是 Alice 已經很習
慣會發生奇怪的事情，如果人生一成不變的話，那似乎是很沉

悶又無聊的。 

24. 於是她吃了起來，然後很快就把整塊蛋糕吃完了。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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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跳進兔子洞裡 內容提要

一：白兔出現 (1~5)：

姊姊坐在河邊看書，Alice 正考慮要不要作個雛菊花圈時，看到
一隻粉紅眼睛的白兔從附近經過而且喃喃自語著。白兔從口袋

拿出懷錶時，Alice 覺得奇怪何以兔子會有懷錶以及背心，於是
立刻起身追了過去，跟著白兔跳進樹籬笆下的兔子洞，不久就

開始往下墜落。

二：墜落過程 (6~10)：

Alice 一直往下掉，但居然還有時間可以想東想西。她首先往下
看，想知道會掉到哪裡，但黑漆漆的一片，什麼都看不出來。

接著看看四周，發現有許多的櫥櫃、書櫃、圖畫和地圖。後來

拿下了一罐桔子醬，裡面是空的，於是又放回櫥櫃上。

Alice 還不停地往下掉，讓她以為可能在掉地心附近。她懷疑自
己會掉到地球的另一側去，然後看到大家都顛倒著走路，還得

問人家是在紐西蘭還是澳洲呢？邊掉邊想還同時行禮呢！但接

著又認為這樣問會被認為很無知，所以應該找找看哪裡有寫國

家的名稱。

Alice 想到她的貓咪 Dinah，希望喝午茶的時候有人會記得幫牠
倒牛奶。後來又希望 Dinah 能夠來這裡陪她，而雖然半空中可
能沒有老鼠，但也許抓得到蝙蝠。Alic 不知道貓吃不吃蝙蝠，
而由於開始覺得想睡，有時卻說成蝙蝠吃不吃貓。接著夢到和 
Dinah 手牽手走著，於是很認真地問 Dinah「你到底吃過蝙蝠
嗎？」突然，砰！砰！她已經掉在一堆枯葉乾枝上了。

三：追進長廊發現小門裡 (11~14)：

Alice 並沒有受傷還看到白兔，於是繼續追下去，但卻在一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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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後不見蹤影，而自己已經置身在一個長廊裡。長廊周圍全是

門但都鎖著，正擔心如何離開這裡時，發現長廊中央有一張三

隻腳的玻璃桌，而桌上則有一把小小的黃金鑰匙。在試過所有

的門後發現要不是門鎖太大那就是鑰匙太小了。不久發現一個

剛剛沒注意到的簾幕，後面有扇 15 英寸的小門，她很快就用那
把黃金鑰匙打開了小門，看到對面一座美麗的花園。她很想到

對面的花園去，不過這個小門連頭都擠過不去，而即使頭過得

去但肩膀過不去也沒有用，於是幻想著如果自己能像望遠鏡那

樣收起來就好了。Alice 今天已經遇上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所
以認為要把自己收起來並非不可能，只要知道該怎麼做，自己

一定做得到。

四：變身的藥水和小蛋糕 (15~24)：

Alice 回到玻璃桌想找一把鑰匙，或一本教人如何像望遠鏡那樣
收起來的書，卻發現一個瓶子，標籤寫著「把我喝掉」。聰明

的 Alice 確認沒有「毒藥」的字樣後先嚐了一口，發現混合了
各種口味非常好喝，於是一口氣喝完，結果變小剩下 10 英寸
高。Alice 等了一會，確定沒再繼續變小，於是很高興地跑到小
門去，可惜門又鎖起來了。等到 Alice 想回桌上去拿那把黃金
鑰匙的時候，卻已經拿不到了，於是坐著哭起來。

Alice 要自己立刻停止哭泣，但一點用都沒有。她老喜歡把自
己扮成兩個人來說話，有次還因為和自己打槌球時作弊差點打

了自己一個耳光。她接著說，現在想再扮成兩個人已經沒有用

了，因為小到連一個完整的人都不夠了。

不久，她發現桌下有個玻璃盒子，裡面的小蛋糕用葡萄乾排著

「把我吃掉」的字樣，於是 Alice 很快就吃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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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II.   THE  POOL  OF  TEARS.

1. “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 ” cried Alice (she was so much 
surprised, that for the moment she quite forgot how to speak good 
English).  “ Now I’m opening out like the largest telescope that 
ever was !  Good-bye, feet ! ”  (for when she looked down at her 
feet, they seemed to be almost out of sight, they were getting so 
far off).  “ Oh, my poor little feet, I wonder who will put on your 
shoes and stockings for you now, dears ?  I’m sure I shan’t be able !  
I shall be a great deal too far off to trouble myself about you :  you 
must manage the best way you can ;—but I must be kind to them,” 
thought Alice,  “ or perhaps they won’t walk the way I want to go !  
Let me see :  I’ll give them a new pair of boots every Christmas.”

• curiouser 是「不好的」英語用法，但是學說話的小孩可能
會這樣說。作者故意安排 Alice 這樣講，接著就說她幾乎
忘了要怎麼講好的英語了：“she quite forgot how to speak 
good English”。

• 引述一中譯本解釋：「原文中，愛麗絲把『奇怪』的比較
級 (curiously) 說成了 “curiouser”。」事實上 “curiously” 是
副詞並非比較級，“curious” 的比較級和最高級應該用 more 
以及 most 來修飾。

2. And she went on planning to herself how she would 
manage it.  “They must go by the carrier,” she thought ;  “ and how 
funny it’ll seem, sending presents to one’s own feet !  And how odd 
the directions will look !

Alice’s Right Foot, Esq.
Hearthrug,

near the Fender,
(with Alice’s love).

Oh dear, what nonsense I’m talking ! ”

3. Just at this moment her head struck against the roof of the 
hall :  in fact she was now rather more than nine feet high, and she 
at once took up the little golden key and hurried off to the garden 
door.

1. curious ['kjUrIEs] (a.) 很奇怪的，古怪的，難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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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越來越奇怪了，越來越奇怪了！」Alice 大聲說著
（她很訝異，因為她都幾乎忘了要如何說好英語）。「我現

在伸展得像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望遠鏡一樣！再見了，我的雙

腳！」（當她往下看的時候，她的雙腳都快看不見了，因為已

經離得相當遠了）。「喔，我可憐的小腳，現在還有誰可以幫

你穿鞋子和襪子呢，雙腳啊？我確定我已經做不到了！我已經

離你太遠，無法再費神去照顧你了，你必須自行處理了──不

過我得好好對待它們才行，」Alice 這樣想著，「要不然它們可
能不會照我的意思去走！我想想看，我要在每個耶誕節都送給

它們一雙新的靴子。」

2. 她接著盤算著要如何來處理這件事情。「它們必須由運

送貨物的人送過去才行，」她想著；「這看來會是多麼的奇怪

啊，居然送禮物給自己的雙腳！而送貨的指示更是奇怪啊！

Alice 的右腳閣下
在爐前的地毯，

靠近璧爐的檔板處，
(獻上 Alice 的愛)。

「喔，我的天啊，我在胡說些什麼呢！」

3. 就在這個時候，她的頭已經頂到了長廊的天花板上。事

實上，她現在已經超過九英尺高了，於是她立刻拿起了小黃金

鑰匙，然後很快地跑到通往花園的那個小門邊。

1. dears (n.) （複數）這裡是指 Alice 的雙腳
2. carrier ['kærI2] (n.) 送貨的人
2. funny ['fVnI] (a.) 奇怪的
2. Esq. （尤使用在英國）esquire 的縮寫
2. esquire [Is'kw1E] (n.) （某某）先生（寫在男子姓名後的尊稱，用於
正式信件中）

2. hearthrug ['harθ,rVg] (n.) 爐火前的地毯
2. fender ['fεnd2] (n.) 璧爐（爐火）前的網狀檔板，用來阻隔壁爐裡燃
燒的炭火

3. roof [ruf] (n.) 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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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II.   THE  POOL  OF  TEARS.

4. Poor Alice !  It was as much as she could do, lying down on 
one side, to look through into the garden with one eye ;  but to get 
through was more hopeless than ever :  she sat down and began to 
cry again.

5. “ You ought to be ashamed of yourself,” said Alice, “ a great 
girl like you,” (she might well say this), “ to go on crying in this 
way !  Stop this moment, I tell you ! ”  But she went on all the same, 
shedding gallons of tears, until there was a large pool all around 
her,  about four inches deep and reaching half down the hall.

6. After a time she heard a little pattering of feet in the dis-
tance, and she hastily dried her eyes to see what was coming.  It 
was the White Rabbit returning, splendidly dressed, with a pair of 
white kid gloves in one hand and a large fan in the other :  he came 
trotting along in a great hurry, muttering to himself as he came, 
“ Oh ! the Duchess, the Duchess !  Oh ! won’t she be savage if I’ve 
kept her waiting ! ”  Alice felt so desperate that she was ready to 
ask help of any one ;  so, when the Rabbit came near her, she began, 
in a low, timid voice,  “ If you please, sir—”  The Rabbit started 
violently, dropped the white kid gloves and the fan, and skurried 
away into the darkness as hard as he could go.

• 在原來的《地下奇遇記》裡，這段經過的描述內容不太一
樣：首先，白兔手上拿的除了 white kid gloves 之外，另一
個東西是花束 (nosegay) 而不是這裡說的扇子。此外，白兔
並沒有說話，而是在聽到 Alice 的聲音後抬頭看了一下然
後逃跑了。

• 《地下奇遇記》原來提到的是 Marchioness（侯爵夫人），
不過故事裡並沒有 Marchioness 的劇情，Carroll 在改寫成
《漫遊奇境》時轉變為 Duchess（女公爵）這個人物，並
且增加了許多有趣的內容。

7. Alice took up the fan and gloves, and, as the hall was very 
hot, she kept fanning herself all the time she went on talking :  
“ Dear, dear !  How queer everything is to-day !  And yesterday 
things went on just as usual.  I wonder if I’ve been changed in the 
night ?  Let me think : was I the same when I got up this morning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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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第二章　淚水池

4. 可憐的 Alice！她現在只能側身躺著，用一隻眼睛去看
另一頭的花園，而想要穿過那扇門已經更沒有希望了，於是她

坐下來又開始哭了起來。

5. 「你應該覺得丟臉才對，」Alice 說道，「像你這麼好 
[大] 的一個女孩，」(她是可以這樣說了)，「還一直這樣哭！
我跟你說，現在立刻就停止！」但她仍舊繼續哭，掉下好幾加

崙的眼淚來，使得周圍形成一個約四英寸深的大池子，淹過了

一半的長廊。

• a great girl 是「一個好女孩」的意思，“great” 在這裡同時
也指變大了的 Alice。

6. 過了一會兒，她聽到遠處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急

忙擦乾眼淚去看是誰跑了過來。原來是 White Rabbit，牠穿著
華麗，一手拿著一副白色的羊皮手套，另一手則握著一把大

扇子。牠很匆忙地跑過來，一邊對自己嘀咕著「哎呀，女公

爵啊！女公爵啊！如果一直讓她等的話，她會不對我狂怒的

嗎！」Alice 正絕望到可以找任何人幫忙。因此當 Rabbit 走近
時，她小聲而怕怕地說：「打擾了，這位先生──」Rabbit 嚇
了一大跳，把手裡的羊皮手套和扇子都弄掉了，然後飛快地遁

入黑暗之中。

7. Alice 撿起扇子和手套，而由於長廊裡非常熱，於是一
邊講話一邊搧著扇子。「天啊，天啊！怎麼今天所有的事都這

麼奇怪！昨天的一切都還很正常。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夜裡變了

呢？我想想看：今天早上醒來的時候，我是不是和以前一樣

6. kid [kId] (n.) 小山羊所做出來的皮革
6. fan [fæn] (n.) 用手搧的扇子
6. duchess ['dV7Is] (n.) （常大寫） 1. （有公爵頭銜的）女公爵 2. 公爵 

(duke) 夫人
6. skurried = scurried 早期的作品常用這樣的拼法
6. scurry ['sk3I] (v.)（用小步伐）快跑前進、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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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II.   THE  POOL  OF  TEARS.

almost think I can remember feeling a little different.  But if I’m not 
the same, the next question is, ‘ Who in the world am I ? ’  Ah, that’s 
the great puzzle ! ”  And she began thinking over all the children she 
knew that were of the same age as herself, to see if she could have 
been changed for any of them.

8. “ I’m sure I’m not Ada,” she said, “ for her hair goes in such 
long ringlets, and mine doesn’t go in ringlets at all ;  and I’m sure 
I can’t be Mabel, for I know all sorts of things, and she, oh !  she 
knows such a very little !  Besides, she’s she, and I’m I, and—oh 
dear, how puzzling it all is !  I’ll try if I know all the things I used 
to know.  Let me see : four times fi ve is twelve, and four times six 
is thirteen, and four times seven is—oh dear !  I shall never get to 
twenty at that rate !  However, 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doesn’t 
signify : let’s try Geography.  London is the capital of Paris, and 
Paris is the capital of Rome, and Rome—no, that’s all wrong, I’m 
certain !  I must have been changed for Mabel !  I’ll try and say ‘How 
doth the little—’ ” and she crossed her hands on her lap as if she 
were saying lessons, and began to repeat it, but her voice sounded 
hoarse and strange, and the words did not come the same as they 
used to do :—

“How doth the little crocodile
Improve his shining tail,

And pour the waters of the Nile
On every golden scale!

“How cheerfully he seems to grin,
How neatly spreads his claws,
And welcomes little fi shes in,
With gently smiling jaws!”

8. ringlet ['rIŋlIt] (n.) （垂下來的）長而卷的頭髮 
8. at that rate: 照那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8. signify ['sIgnE,f1] (v.) 要緊，有關係，有重要性，具代表性意義
8. doth [dVθ] 【舊用法，聖經】 =does 
8. jaw [GC] (n.) （凶悍的）動物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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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幾乎認為我記得感到有點不太一樣了。但如果不一樣的

話，那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到底是誰呢？』啊，這是個大謎題

呀！」於是她仔細回想所有她認識的同齡小孩，看看她是不是

已經變成其中一個小孩。

• 因為《地下奇遇記》裡是 nosegay（花束），而不是 fan
（扇子），所以這裡搧扇子的動作在原來的《地下奇遇
記》裡是「不時地聞著花香」。

8. 「我確定我不是 Ada，」她說道，「因為她的頭髮又
長又卷，而我的一點兒都不卷。我也確定我不可能是 Mabel，
因為我知道很多事情，而她，喔，她只知道那麼一點點而已！

況且，她是她，而我是我，還有──喔，天哪，這一切都是那

麼令人困惑啊！我來看看，我是不是還知道所有我以前懂的事

情。我想想：四乘以五是十二，四乘以六是十三，然後四乘

以七是──，喔，天啊！照那種速度的話，我永遠都到不了

二十！不過，乘法表不是那麼重要。讓我們來看看地理好了。

倫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羅馬的首都，羅馬是──不對不

對，那全都是錯的，我很肯定！我一定是變成 Mabel 了！我
來朗誦看看《是如何呢，這隻小──》」，於是她交叉雙手放

在大腿上，彷彿要朗誦課文一樣，然後開始複誦這首詩，但是

她的音調聽起來沙啞而奇怪，而所唸出來的字和以前都不一樣

了：──

小鱷魚是如何

讓尾巴變得更閃亮，

傾倒著尼羅河水

在每一片金黃色的鱗片上面！

牠看起來笑得多開懷，

整齊地張開牠的爪子，

歡迎小魚兒們進來 ，
用溫柔微笑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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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II.   THE  POOL  OF  TEARS.

• Ada 和 Mabel 這兩個小女孩在原來《地下奇遇記》裡用的
名字是 Gertrude 和 Florence，這兩人是 Alice Liddell 的堂
（或表）姊（或妹）。

• 英國的小學生背的是「 12x12 乘法表」，這和許多傳統度
量衡是 12 進制有關（例如 1 英尺 = 12 英寸，還有英國舊
制錢幣的 1 shilling = 12 pence)。

• Alice 想用乘法表來驗證自己是否變成懂很少的 Mabel 。
於是接連試了三個：4×5=12, 4×6=13, 4×7= 然後就停住
了；其中第三個 4×7=14 只點到 4×7 為止，沒有把 14 說
出來（原來在《地下奇遇記》裡有說出來）。 Alice 背的
結果是乘數每加一，積只往上加 1 而已，如果依照這樣的
速度，到了最後也不過是 4×12=19，這就是為什麼 Alice 
會說到不了 20 的原因。

• 有譯本翻作「超過二十以上的我都不會了！」或「我從來
就沒辦法算到二十！」，意思是不對的。

• 地理部份，在原來《地下奇遇記》裡的描述不一樣：
“London is the capital of  France, and Rome is the capital of  
Yorkshire,  and  Paris�”  。

• “How doth the little—” 並沒有把這首詩的名稱完全寫出來，
是因為原來的內容是 “busy bee” 而 Alice 唸出來的內容變成 
“crocodile”。所以下一段的開頭， Alice 自己也說 “I’m sure 
those are not the right words,”。Carroll 那個時代的讀者一般
都知道原來的這首詩，所以一讀到 Alice 唸出來的內容，
立刻知道是不一樣了（這首詩的原文見右頁）。

9. “ I’m sure those are not the right words,” said poor Alice, 
and her eyes filled with tears again as she went on,  “ I must be 
Mabel after all, and I shall have to go and live in that poky little 
house, and have next to no toys to play with, and oh !  ever so many 
lessons to learn !  No, I’ve made up my mind about it; if I’m Mabel, 
I’ll stay down here !  It’ll be no use their putting their heads down 
and saying ‘Come up again, dear !’  I shall only look up and say 
‘Who am I then ?  Tell me that first, and then, if I like being that 
person, I’ll come up : if not, I’ll stay down here till I’m somebody 
else’—but, oh dear ! ”  cried Alice, with a sudden burst of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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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由 Isaac Watts (1674-1748) 所寫的詩如下：

Against Idleness and Mischief

How doth the little busy bee
Improve each shining hour,

And gather honey all the day
From every opening flower !

How skillfully she builds her cell !
How neat she spreads the wax !
And labours hard to store it well
With the sweet food she makes.

In works of labour or of skill,
I would be busy too ;

For Satan finds some mischief still
For idle hands to do.

In books, or work, or healthful play,
Let my first years be passed,
That I may give for every day
Some good account at last.

9. 「我確定這些字不對，」可憐的 Alice 說道，然後眼裡
又充滿淚水繼續說，「我一定是變成 Mabel 了，而且必須住
在那個簡陋的小房子裡，幾乎沒有任何玩具可以玩，還有許多

課程要學！不行，我已經下定決心了：如果我真是 Mabel 的
話，我就要待在這下面！即使他們把頭探下來說『親愛的，上

來吧！』也沒有用，因為我只會抬頭對他們說『那我到底是誰

呢？請先告訴我吧，如果我喜歡做你們說的那個人的話，我就

會上來的；如果我不喜歡的話，我就要待在這裡，直到我變成

其他人為止』──但，喔，我的天啊！」Alice 突然掉下許多眼

9. poky ['pokI] (a.) 狹窄的
9. next to: 幾乎，很接近

不要閒也不要壞

忙碌的小蜜蜂是怎麼來
改善每個閃亮的時辰，
整天去收集花蜜
從每朵綻放中的花！

她很純熟地建造蜂巢！
很均勻地塗上蜂臘！
勤奮地去好好儲藏
她所製造的甜美食物。

需要勞動或技巧的工作裡，
我也會忙碌；
因為撒旦會找到一些壞事
給清閒的手去做。

在書本、工作、有益身心的活動中，
度過我人生開頭幾年，
讓我到了最後（死時）可以
給每一天有好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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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II.   THE  POOL  OF  TEARS.

“ I do wish they would put their heads down !  I am so very tired of 
being all alone here ! ”

10. As she said this she looked down at her hands, and was 
surprised to see that she had put on one of the Rabbit’s little white 
kid gloves while she was talking.  “How can I have done that ? ”  
she thought.  “ I must be growing small again.”  She got up and went 
to the table to measure herself by it, and found that, as nearly as she 
could guess, she was now about two feet high, and was going on 
shrinking rapidly :  she soon found out that the cause of this was the 
fan she was holding, and she dropped it hastily, just in time to save 
herself from shrinking away altogether.

11. “ That was a narrow escape ! ” said Alice, a good deal fright-
ened at the sudden change, but very glad to fi nd herself still in exis-
tence ;  “ and now for the garden ! ” and she ran with all speed back 
to the little door :  but alas !  the little door was shut again, and the 
little golden key was lying on the glass table as before, “ and things 
are worse than ever,”  thought the poor child, “ for I never was so 
small as this before, never !  And I declare it’s too bad, that it is ! ”

• 《地下奇遇記》裡明白說是三英寸，而《幼兒版愛麗絲》
第三章則說是差不多老鼠的大小：“she was just about the 
size of a mouse!”。《漫遊奇境》沒有明確描述，不過接下
來會和老鼠一起在池裡游泳，所以也和老鼠差不多大，而
三英寸的高度配合四英寸深的淚水池也說得過去。

12. As she said these words her foot slipped, and in another 
moment, splash !  she was up to her chin in salt water.  He fi rst idea 
was that she had somehow fallen into the sea, “ and in that case I 
can go back by railway,”  she said to herself.  (Alice had been to the 
seaside once in her life, and had come to the general conclusion, 
that wherever you go to on the English coast you fi nd a number of 
bathing machines in the sea, some children digging in the sand with 
wooden spades, then a row of lodging houses, and behind them a 
railway station.)  However, she soon made out that she was in the 
pool of tears which she had wept when she was nine feet high.

12. lodging house ['laGIŋ] (n.) 出租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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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哭了起來，「我真希望他們會把頭探下來！我一個人在這裡

已經很煩了！」

10. 說完後，她往下看著雙手，驚訝的發現說話的時候，

已經戴上了 Rabbit 的一隻羊皮手套。「我怎麼可能戴得上去
呢？」她心裡想著。「我一定又變小了。」她站起來走到桌子

旁邊用它來量自己的高度，結果發現大約只剩兩英尺，而且還

在快速縮小當中。她很快就發現是手上那把扇子造成的，於是

很快把它放開，才沒有讓自己縮到完全不見。

• 這裡的是因為扇子而變小，但在《地下奇遇記》裡是因為
不時聞著那束花 (nosegay) 而變小的。

11. 「真是好險！」Alice 說道，她對於這個突然的變化
感到非常害怕，但很高興自己仍然還存在。「現在就去花園

吧！」她衝到小門那裡，但是，唉呀！小門又關上了，而那把

小黃金鑰匙仍然擺在桌上，「現在比以前更糟，」可憐的孩子

想著，「我從來都沒像現在這麼小，從來都沒有！我說這實在

太糟糕，真的太糟了！」

12. 她說完後腳滑了一跤，撲通一聲！鹽水已經淹到她的下

巴。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知怎麼就掉進海裡去了，「如果是

那樣的話，我可以搭火車回家，」她對自己說。（Alice 曾去
過海邊一次，然後有了一個結論：在英國的海岸，不管哪裡都

會看到海裡有一些游泳更衣車，還會看到小孩子用木鏟挖著沙

子，然後是一排出租用的房子，在房子後面還會有火車站。）

不過，她很快就發現她是在一池淚水當中，這是當她還有九英

尺高時掉下來的眼淚。

• bathing machine 看起來就像個完全封閉的馬車車廂，大都
利用馬拖到海裡，大約是在十八世紀發展出來的。英國維

多利亞時期，公共場合穿著泳衣是極不得體的，要想到海

邊玩水就需要用到 bathing machine。人們在沙灘登上 bath-
ing machine，在裡面更衣並由馬匹拉進海裡，車廂有部分
會浸到海中，由靠海水那側的門下海玩水。可參考網頁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hing_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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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I wish I hadn’t cried so much ! ” said Alice, as she swam 
about, trying to fi nd her way out. “ I shall be punished for it now, I 
suppose, by being drowned in my own tears !  That will be a queer 
thing, to be sure !  However, everything is queer to-day.”

14. Just then she heard something splashing about in the pool 
a little way off, and she swam nearer to make out what it was :  at 
fi rst she thought it must be a walrus or hippopotamus, but then she 
remembered how small she was now, and she soon made out that it 
was only a mouse that had slipped in like herself.

15. “ Would it be of any use, now,” thought Alice, “ to speak 
to this mouse ?  Everything is so out-of-the-way down here, that 
I should think very likely it can talk :  at any rate, there’s no harm 
in trying.”  So she began :  “O Mouse, do you know the way out of 
this pool ?  I am very tired of swimming about here,  O Mouse ! ” 
(Alice thought this must be the right way of speaking to a mouse : 
she had never done such a thing before, but she remembered having 
seen in her brother’s Latin Grammar,  “A mouse—of a mouse—to 
a mouse—a mouse—O mouse ! ”)  The Mouse looked at her rather 
inquisitively, and seemed to her to wink with one of its little eyes, 
but it said nothing.

• 關於 Latin Grammar 一書，Selwyn Goodacre 在 Jabber-
wocky 雜誌 1975 年春季號發表了一篇文章 “In Search of 
Alice’s Brother’s Latin Grammar”，認為這本 Latin Grammar  
就是 1840 出版的 The Comic Latin Grammar 一書。這本書
只有 “musa” （這個拉丁字相當英文的 muse ）這個名詞有
完整的詞格變化，而 Alice 把 “musa” 誤以為另一個拉丁字 
“mus” ，也就是英文的 mouse。

16. “ Perhaps it doesn’t understand English,” thought Alice ;  
“ I daresay it’s a French mouse, come over with William the Con-
queror.”  (For, with all her knowledge of history, Alice had no 
very clear notion how long ago anything had happened.)  So she 
began again :  “Où est ma chatte ? ”  which was the fi rst sentence 
in her French lesson-book.  The Mouse gave a sudden leap out of 
the water, and seemed to quiver all over with fright.  “ Oh, I beg 
your pardon ! ” cried Alice hastily, afraid that she had hurt the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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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要是當時沒哭那麼多就好了！」Alice 一邊游著找出
路一邊說著。「我想我現在的報應就是淹死在自己的眼淚裡！

那樣當然就很奇怪了！不過，今天所有的事都很奇怪。」

14. 就在這時，她聽到池裡不遠的地方有拍打的聲音，於是

游上前去想看看到底是什麼。起初，她認為那一定是海象或河

馬，但接著就想到自己已經變得很小了，因此很快就弄清那只

是一隻和她一樣掉進來的老鼠而已。

15. 「現在和這隻老鼠說話有用嗎？」Alice 想著，「在這
下面一切都那麼奇怪，所以我想牠很有可能會說話。不管了，

試試也無妨。」於是她說了起來：「老鼠啊，你知道離開池子

的路嗎？我在這裡已經游得很厭煩了，老鼠啊！」（Alice 認為
這一定就是和老鼠說話的正確方式。她從未做過這樣的事情，

但她記得曾經在哥哥的拉丁文文法書裡看到「一隻老鼠──老

鼠的──給老鼠──一隻老鼠──老鼠啊！」）Mouse 很好奇
地看著 Alice，而 Alice 覺得 Mouse 用一隻小眼睛對自己眨了一
下，但 Mouse 什麼話都沒說。

16. 「也許牠不懂英語，」Alice 想著；「可能牠是和征服
者 William 一起來的法國老鼠。」（雖然她歷史知道很多，但
對事件是多久前發生的並沒有什麼概念。）她又繼續說：「Où 
est ma chatte?」（按：法語的「我的貓在哪裡？」）這是她法
語課本裡的第一句話。結果 Mouse 突然跳出水面，全身顫抖好
像很害怕的樣子。「喔，對不起！」Alice 連忙大聲說著，深怕
刺傷了這隻可憐的動物。「我完全忘了你是不喜歡貓的。」

• 括弧裡的 “with all her knowledge of history”，字面上是「所

14. walrus ['wClrEs] (n.) 海象，有點像是大隻的海豹 (seal)
15. inquisitive [In'kwIzEtIv] (a.) 好奇，很想知道
16.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27~1087) 威廉一世，1066 年征服英國，
得到 the Conqueror 的稱號

16. Où est ma chatte? 法文，相當於英語的 “Where is my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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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II.   THE  POOL  OF  TEARS.

animal’s feelings.  “ I quite forgot you didn’t like cats.”
•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27~1087) 於 1066 年征服英國， 

Alice 把 11 世紀的人物混到當時的 19 世紀去，所以故事裡
說她對於事件發生的年代沒有很清楚的概念。

• Hugh O’Brien 於 1963 年發表文章指出 Alice 提到的法語課
本就是 La Bagatelle: Intended to introduce children of three 
or four years old to some knowledge of the French language 
(1804).

17. “ Not like cats ! ” cried the Mouse in a shrill, passionate 
voice.  “ Would you like cats if you were me ? ”

18. “ Well, perhaps not,” said Alice in a soothing tone : “ don’t 
be angry about it.  And yet I wish I could show you our cat Dinah : 
I think you’d take a fancy to cats if you could only see her.  She 
is such a dear quiet thing,”  Alice went on, half to herself, as she 
swam lazily about in the pool, “ and she sits purring so nicely by 
the fi re, licking her paws and washing her face—and she is such a 
nice soft thing to nurse—and she’s such a capital one for catching 
mice—oh, I beg your pardon ! ”  cried Alice again, for this time the 
Mouse was bristling all over,  and she felt certain it must be really 
offended.  “ We won’t talk about her any more if you’d rather not.”

19. “ We indeed ! ” cried the Mouse, who was trembling down 
to the end of his tail.  “ As if I would talk on such a subject !  Our 
family always hated cats :  nasty, low, vulgar things !  Don’t let me 
hear the name again ! ”

• Mouse 所說的 “We indeed!” 裡的 “We” 是回應前一段最後 
Alice 就是用 “We” 所起頭說的 “We won’t talk about her any 
more if you’d rather not.”，對 Mouse 而言，這只是 Alice 單
方面要說的，牠可沒有要去談這個話題的。

20. “ I won’t indeed ! ” said Alice, in a great hurry to change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 Are you—are you fond—of—of 
dogs ? ” The Mouse did not answer, so Alice went on eagerly : 
“ There is such a nice little dog near our house I should like to show 
you !  A little bright-eyed terrier, you know, with oh !  such long 
curly brown hair !  And it’ll fetch things when you throw th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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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fancy ['fænsI] (n.) 喜好、喜愛
18. purr [p3] (v.) （貓在愉快時所發出的）撒嬌的聲音
18. nurse [n3s] (v.) 抱起來
18. capital ['kæpEtl] (a.) 極好的、一流的、頂好的
18. bristle ['brIsl] (v.) （t 不發音，動物因驚嚇或憤怒而毛髮）豎立
20. terrier ['tεrI2] (n.) 小獵狗（體小動作敏捷，獵取一般小型的野味）

有她知道的關於歷史的知識」，同時也指「她歷史知道很

多」。

• 法文的 Où est ma chatte ?  ( Where is my cat ? ) 發音為  ㄨ   
ㄝ    ㄇㄚ   ㄒㄚ    ㄊㄜ

17. 「不喜歡貓！」老鼠用尖銳而激動的聲音大叫著。「如

果妳是我的話，妳會喜歡貓嗎？」

18. 「嗯，大概不喜歡吧，」Alice 用安撫的口吻說著，
「不要生氣。我希望你可以看看我家的那隻 Dinah。你如果有
機會看到牠，我想你一定會喜歡貓的。牠又可愛又安靜，」Al-
ice 在池子裡懶洋洋地游著，有點自言自語地繼續說下去，「牠
會坐在火爐邊溫柔地撒嬌，舔著爪子、洗著臉──抱起來是這

麼柔軟──捉老鼠時也相當出色──喔，對不起！」Alice 又大
聲說了一次，因為 Mouse 全身的毛髮都豎了起來，所以她很確
定 Mouse 真的很生氣了。「如果你不要的話，我們就不再去談
牠了。」

19. 「你說是『我們』？沒弄錯吧！」Mouse 大叫著，同時
抖到了尾巴末端去。「好像是我會去談這個話題似的！我們的

家族一直都是憎恨貓的：牠們是惡毒、卑劣、粗野的東西！我

不要再聽到牠的名字了！」

20. 「我真的不會了！」Alice 說道，然後急著要換個話
題。「你是否──你是否喜歡──喜歡──喜歡狗呢？」

Mouse 沒有回答，於是 Alice 興致勃勃地說下去：「我家附近
有一隻可愛的小狗，我真想讓你看看！這隻小獵狗的眼睛炯炯

有神，棕色毛髮好長好卷！牠還會把你拋出去的東西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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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ll sit up and beg for its dinner, and all sorts of things—I can’t 
remember half of them—and it belongs to a farmer, you know, and 
he says it’s so useful, it’s worth a hundred pounds !  He says it kills 
all the rats and—oh dear ! ” cried Alice in a sorrowful tone, “ I’m 
afraid I’ve offended it again ! ”  For the Mouse was swimming away 
from her as hard as it could go, and making quite a commotion in 
the pool as it went.

21. So she called softly after it : “ Mouse dear !  Do come back 
again, and we won’t talk about cats, or dogs either, if you don’t 
like them ! ”  When the Mouse heard this, it turned round and swam 
slowly back to her :  its face was quite pale (with passion, Alice 
thought), and it said in a low, trembling voice,  “ Let us get to the 
shore, and then I’ll tell you my history, and you’ll understand why 
it is I hate cats and dogs.”

22. It was high time to go, for the pool was getting quite 
crowded with the birds and animals that had fallen into it :  there 
were a Duck and a Dodo, a Lory and an Eaglet, and several other 
curious creatures.  Alice led the way, and the whole party swam to 
the shore.

• 這段文字和原來《地下奇遇記》裡的幾乎一樣。文字的差
異有兩處：一個是 “full of” 改成 “crowded with”，另外把 
“there was a Duck . . .” 裡的 was 改成 were。

• Carroll 在 July 4, 1862 划船時把半個月前（June 17）野餐
遇到大雨讓大夥淋成落湯雞的情形編入故事中。雨在故

事裡變成 Alice 哭出的一池淚水，讓動物泡得濕答答的。
划船那天的五人在故事裡是： Alice, Dodo（Dodgson, 也
就是 Carroll）, Duck（Duckworth）, Lory（Alice 的姊姊 
Lorina）, Eaglet（Alice 的妹妹 Edith）。

• Dodo 這種鳥不會飛，原棲息在模里西斯島（Mauritius, 非
洲東側的大島 Madagascar 再往東的一個小島），以水果維
生，築巢在地上。當時荷蘭水手和移民把牠們殺來吃，蛋

往往也被農場的動物吃掉，在十七世紀末滅絕，牛津大學

的博物館裡還存有 Dodo 的遺骸。參考下列網頁：
 • http://www.oum.ox.ac.uk/acdodo.htm
 • http://www.oum.ox.ac.uk/dodo.htm
 •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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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用後腳坐著向你要主餐吃呢，還有會做種種事情──大半

我都記不得了──牠是一個農夫的，而這農夫說這隻狗非常有

用，可以值上一百英磅呢！農夫還說牠把大老鼠都殺光了──

我的天啊！」Alice 很歉疚地叫著，「我想我又冒犯牠了！」因
為 Mouse 正拚命游離她而去，並把池裡弄得水花四濺。

• “making quite a commotion” 也有因氣憤而故意用力攪動的
意思。

21. Alice 在牠背後柔聲叫喚著：「親愛的 Mouse！你一定
要回來。如果你不喜歡貓或狗，我們就不去談牠們！」Mouse 
聽到以後，就轉頭慢慢游回 Alice 旁邊。牠臉色蒼白（Alice 認
為牠很激動），同時用低沉而顫抖的聲音說道：「我們先游到

岸邊，然後再告訴你我的過去，這樣你就會瞭解為什麼我討厭

貓和狗了。」

22. 現在是該離開了，因為池裡掉進一些鳥和動物，所以

變得越來越擠：裡面有一隻 Duck（鴨子）、一隻 Dodo（兜兜
鳥）、 還有一隻 Lory（大鸚鵡）、一隻 Eaglet（小鷹）、以及
好幾隻奇特的動物。Alice 在前面帶路，然後大家就游到了岸
邊。

20. rat [ræt] (n.) 大老鼠（比 mouse 的體型還要大）
20. commotion [kE'moSEn] (n.) （劇烈的） 喧鬧和騷動
22. it is high time 該是做某件事的時候了，是時候了
22. dodo ['dodo] (n.) 模里西斯已滅絕的鳥，筆者翻譯為「兜兜鳥」
22. lory ['lCrI] (n.) 一種色彩鮮麗的鸚鵡（澳洲或印尼的一種 parrot）
22. eaglet ['iglIt] (n.) 小隻的老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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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淚水池 內容提要

一：變大後想要 (1~5)：
Alice 吃完小蛋糕後開始像望遠鏡那樣拉長了，她往下幾乎看
不到腳，還得自己的腳說再見，希望雙腳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

了。Alice 還擔心雙腳不會按照她的意思來走路，所以想到每年
都要送雙靴子給雙腳作為聖誕禮物。

當 Alice 的頭頂到長廊的天花板，高度已經超過九英尺，連忙
拿起桌上的小黃金鑰匙去開小門，不過只能側躺著用一隻眼睛

看著另一邊的漂亮花園，於是坐著哭了起來。

二：嚇跑白兔；猜想自己變成誰；變小 (6~11)：
Alice 認為自己已經那麼大了還在哭，應該要覺得丟臉，不過還
是哭出一個四英寸深的大池子。不久她聽到遠處有跑步聲，原

來是白兔趕著要去見女公爵。當 Alice 叫著白兔時嚇了牠，結
果掉手套和扇子跑了，於是 Alice 撿起來用扇子搧涼。

Alice 認為自己變成別人了，於是開始猜想是不是變成 Ada，但
頭髮沒那麼卷；或是變成 Mabel，但她懂得太少。於是 Alice 搬
出乘法表和地理來自我驗證，結果都不對，因此懷疑自己變成

了 Mabel。接著又朗誦 How doth the little�，但也全都唸錯了，
於是認為自己一定得住小房子，沒有玩具還得不斷學習課程，

所以寧可待在這裡也不願回去，除非上面的人認為她是另一個

她會喜歡的人。不過想想還是覺得能夠回家會比較好。

這時 Alice 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把小羊皮手套戴上了，原來是扇
子的關係讓她快速變小，於是連忙拋掉了扇子，她高興地跑到

了小門，卻發現門又鎖住了，而小黃金鑰匙仍然放在桌上。正

抱怨著「之前還沒有這麼小，這真是糟糕透了」，然後就滑進

一個鹽水池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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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掉進淚水池並遇到老鼠 (12~22)：
Alice 以為掉到海裡，還認為可以坐火車回家。後來才恍然大
悟是自己的眼淚，覺得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淚裡，覺得實在不可

思議。這時聽見遠處拍打水面的聲音，仔細一看，好像是海象

或者河馬，原來也是和自己一樣不小心掉進池裡的一隻老鼠。

Alice 想和牠聊聊天，但不知道這隻老鼠會不會說話。反正今天
所有的一切都很奇怪，試試也無妨。Alice 用拉丁文法課本裡的
句子和老鼠打招呼，不過老鼠好奇地看了她一下，好像還對她

眨一下眼睛，但什麼話都沒說。

Alice 猜想老鼠可能是和征服者威廉一世一起從法國來的，於是
想到法語課本的第一句話，於是對老鼠說：「我的貓咪在哪裡

呢？」這話把老鼠嚇得直發抖，Alice 連忙說她幾乎忘了老鼠是
不喜歡貓咪的。接著又安撫說，如果見過 Dinah 的話，老鼠一
定會喜歡貓咪的，但講沒兩句又扯到了 Dinah 捉老鼠是多麼厲
害，讓老鼠全身毛髮都豎了起來。Alice 連忙說「我們」不會再
去提貓了，而老鼠則抱怨 Alice 說的「我們」好像是老鼠自己
願意講的一樣。

Alice 急著要變換話題，於是問老鼠喜不喜歡狗。老鼠沒回答，
Alice 就提起了鄰家那隻眼睛銳利的小獵犬；而由於急著想找話
題，一直說這隻狗的事情，最後又提到小獵犬殺起所有的耗子

來更是──，Alice 還沒說完就看見老鼠拚命游開。Alice 柔聲
地呼喚老鼠說絕不再提貓或狗的事，於是老鼠才慢慢游回來。

老鼠要 Alice 一起上岸去，然後再告訴她為什麼老鼠會痛恨貓
和狗。

這時池裡已經相當擁擠了，有 Duck, Dodo, Lory, 和 Eaglet，以
及各種其他的動物，由 Alice 帶頭，一起往岸邊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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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解說 愛麗絲漫遊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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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A  Caucus-Race  and
a  Long  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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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III.   A  CAUCUS-RACE  AND  A  LONG  TALE.

1. THEY were indeed a queer-looking party that assembled 
on the bank—the birds with draggled feathers, the animals with 
their fur clinging close to them, and all dripping wet, cross, and 
uncomfortable.
2. The fi rst question of course was, how to get dry again : they 
had a consultation about this, and after a few minutes it seemed 
quite natural to Alice to fi nd herself talking familiarly with them, 
as if she had known them all her life.  Indeed, she had quite a long 
argument with the Lory, who at last turned sulky, and would only 
say,  “I am older than you, and must know better.”  And this Alice 
would not allow without knowing how old it was, and, as the Lory 
positively refused to tell its age, there was no more to be said.

• Carroll 講故事給 Liddell 姊妹們聽時，Lory 就是在說 Alice 
的姊姊 Lorina。

• 句子: “And this Alice would not allow . . .” 裡面的 “this” 指
的是 Lory 說的 “I am older than you, and must know better.” 
這件事。

3. At last the Mouse, who seemed to be a person of some 
authority among them, called out, “ Sit down, all of you, and listen 
to me !  I’ll soon make you dry enough ! ”  They all sat down at 
once, in a large ring, with the Mouse in the middle.  Alice kept her 
eyes anxiously fi xed on it, for she felt sure she would catch a bad 
cold if she did not get dry very soon.
4. “ Ahem ! ” said the Mouse with an important air.  “ Are you 
all ready ?  This is the driest thing I know.  Silence all round, if 
you please !  ‘William the Conqueror, whose cause was favoured 
by the pope, was soon submitted to by the English, who wanted 
leaders, and had been of late much accustomed to usurpation 
and conquest.  Edwin and Morcar, the earls of Mercia and 
Northumbria—’ ”

1. draggled ['drægEld] (a.) 又濕又髒的
1. cling [klIŋ] (v.) 牢牢地黏著，緊緊地附著
1. cross [krCs] (a.) 脾氣壞的，生氣的，發怒的
4. dry [dr1] (a.) 枯燥的，乾（燥）的
4. favour ['fev2] (v.) 支持，背書，贊同
4. pope [pop] (n.)  （羅馬天主教堂的領袖）教皇, 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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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1. 他們這群聚集在岸邊，看起來相當奇怪──鳥兒的羽毛

又濕又髒，動物的毛髮黏在身上，全都溼答答滴著水，脾氣不

好，又很不舒服。

2. 現在最重要的當然是怎樣把身體弄乾，於是他們開了一

個會來討論這件事。不過幾分鐘，Alice 就很自然地和牠們談得
很熟，好像她們認識了一輩子一樣。她還和 Lory 爭論很久，最
後 Lory 變了臉只是說著：「我的年紀比你大，一定說的比妳
對。」由於 Alice 不知道牠的年紀，所以不接受這種說法，但
是 Lory 就是不說牠的年紀，到後來她們就不再說話了。

3. 最後好像有點權威的  Mouse 喊著：「全部坐下來聽
我說！我很快就會讓你們乾 [枯燥] 個夠！」於是大家立刻把 
Mouse 圍在中間形成一個大圈坐了下來。Alice 焦急地盯著 
Mouse ，因為她確定如果不趕快把身子弄乾的話，那麼一定會
嚴重著涼的。

• I’ll soon make you dry enough! 裡的 dry 不但指「變乾」一
事，也指「枯燥乏味」。所以 Mouse 接著就說了一段枯燥
乏味的歷史。

4. 「呃哼！」一聲，Mouse 好像自己很重要一樣。「你
們都準備好了嗎？這是我所知道最乾燥 [枯燥] 的事了。請大家
安靜！『征服者 William 的目的受到教皇的支持，很快就得到
英格蘭人民的臣服，因為他們渴望有領導人，而且近年來也受

夠了篡位和征服的事件。Edwin 和 Morcar 這兩位 Mercia 以及 
Northumbria 的伯爵──』」

4. submit to (v prep) 臣服〔服從、聽命、屈服〕於⋯ 
4. of late: 近來（沒有隔很久的時間）
4. usurp [ju's(z)3p] (v.) （非法地）篡奪、奪取（權力、地位）
4. conquest ['kaŋkwεst] (n.) 征服
4. earl [3l] (n.) （英國的） 伯爵
4. Mercia ['m3SIE] 位於英格蘭中、南部，古老的 Anglo-Saxon 王國（六
到十世紀之間）

4. Northumbria [nCr'θVmbriE] 英格蘭東北的古老王國（始於七世紀）和 
Mercia 毗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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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III.   A  CAUCUS-RACE  AND  A  LONG  TALE.

• 編輯 Carroll 日記的 Roger Lancelyn Green 指出這段歷史描
述的片段是引用自 1862 年 Havilland Chepmell 所寫的 Short 
Course of History p143~144 的部份。這本書也是 Liddell 孩
子們的教科書。

• William the Conqueror：西元 1066 年耶誕節受封為英格蘭
國王威廉一世，有 “the Conqueror” 的稱號，不過在諾曼地
仍然只是法蘭西國王的一位封臣而已。William 和 Harold 
於 1066 年的戰役中（史稱 The Battle of Hastings ），
Harold 曾經拜訪 Edwin 和 Morcar 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

5. “ Ugh ! ” said the Lory, with a shiver.

6. “ I beg your pardon ! ” said the Mouse, frowning, but very 
politely.  “ Did you speak ? ”

7. “ Not I ! ” said the Lory hastily.

8. “ I thought you did,” said the Mouse. “—I proceed. ‘Edwin 
and Morcar, the earls of Mercia and Northumbria, declared for 
him : and even Stigand, the patriotic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found it advisable—’ ”

9. “ Found what ? ” said the Duck.
• Duck 的 “found” 是「找到某物」，Mouse 的 “found” 是
「認為」之意。

10. “ Found it,” the Mouse replied rather crossly : “of course 
you know what ‘it’ means.”

11. “ I know what ‘it’ means well enough, when I fi nd a thing,” 
said the Duck : “it’s generally a frog or a worm.  The question is, 
what did the archbishop fi nd ? ”

12. The Mouse did not notice this question, but hurriedly went 
on, “ ‘—found it advisable to go with Edgar Atheling to meet 
William and offer him the crown.  William’s conduct at fi rst was 
moderate.  But the insolence of his Normans—’  How are you get-

6. declare for (v prep) 公開聲明對於（某人、某行動的）支持或贊成
6. patriotic [,petrI'atIk] (a.) 愛國的
8. archbishop ['ar7'bISEp] (n.) 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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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 ahem [E'hεm] 是以咳嗽清喉嚨的聲音來引起注意。趙元
任先生翻作「呃哼」，和英文的發音相近，其他則是用

「咳」或「咳，咳」來翻譯。中文沒有明確的字眼來翻

譯，筆者採用趙先生的翻法。

5. 「呃∼∼！」Lory 冷得發顫。

6. 「對不起！」Mouse 皺著眉頭，但是很有禮貌地問著，
「剛剛是妳在說話嗎？」

7. 「我沒有說話！」Lory 很快地回答。

8. 「我以為你有說話，」Mouse 說，「──那我就繼續
了。『Edwin 和 Morcar 這兩位 Mercia 以及 Northumbria 的伯爵
也都聲明支持。即使是 Stigand ，也就是那位有愛國心的坎特伯
利大主教，也認為 [找到] 那樣 (found it) 比較好──』」

9. 「找到什麼東西？」 Duck 說道。

10. 「就是認為那件事 [找到那個東西]，」Mouse 相當生
氣地回答著，「當然你應該知道什麼是『那件事 [那個東西]』
吧！」

11. 「當我找到東西時，我會很清楚『那個東西 (it) 』是什
麼，」Duck 說道，「那通常是青蛙或者是蟲。問題是到底大主
教發現了什麼東西？」

12. Mouse 不理會牠的問題，而只是匆匆地繼續講下去，
「『──認為最好和 Edgar Atheling 一起去見 William 然後請他
登上王位。剛開始的時候 William 的態度是溫和的，只是他那
些諾曼弟兄卻傲慢無禮──』 親愛的，妳現在（按：乾得）有

8. Canterbury ['kæntE,bεri] (n.) 英格蘭的一座城市
8. advisable [Ed'v1zEbl] (a.) 明智的，可行的，比較好的
12. conduct ['kandVkt] (n.) 行為，表現，舉止
12. moderate ['madErIt] (a.) 溫和有節制的，穩健的
12. insolence ['InsElEns] (n.) 傲慢無禮
12. Norman (n.) 中世紀住在諾曼地或英格蘭的人，突擊佔領了法國的
一省，也就是後來的諾曼地，之後又在 1066 年佔領了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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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II.   A  CAUCUS-RACE  AND  A  LONG  TALE.

ting on now, my dear ? ” it continued, turning to Alice as it spoke.
• 關於 “But the insolence of his Normans”，有好幾個譯本解
釋為：因為威廉一世本人的那種諾曼地的租野性格、傲

慢等，所以⋯。此處 Norman 加了 s 是名詞，是「諾曼地
人」的意思，不是形容詞，這裡是指威廉一世的那些諾曼

地手下。

• Edgar Atheling 在 William 入侵後發動革命，於 1066 年被 
William 征服。

13. “ As wet as ever,” said Alice in a melancholy tone : “ it 
doesn’t seem to dry me at all.”

14. “ In that case,” said the Dodo solemnly, rising to its feet, 
“ I move that the meeting adjourn, for the immediate adoption of 
more energetic remedies—”

15. “ Speak English ! ” said the Eaglet.  “ I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half those long words, and, what’s more, I don’t believe 
you do either ! ”  And the Eaglet bent down its head to hide a smile : 
some of the other birds tittered audibly.

• 這段內容幾乎和原來的《地下奇遇記》是一樣的，不過原
來由 Duck 說的話到《漫遊奇境》後改由 Eaglet 來說。也
因為把 Duck 改成 Eaglet，所以偷笑的方式也必須改變，
《地下奇遇記》的方式如下：

And the Duck quacked a comfortable laugh to itself.

16. “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said the Dodo in an of-
fended tone, “ was, that the best thing to get us dry would be a 
Caucus-race.”

17. “ What is a Caucus-race ? ” said Alice ; not that she much 
wanted to know,  but the Dodo had paused as if it thought that 
somebody ought to speak, and no one else seemed inclined to say 
anything.

14. move [muv] (v.) （在會議上）提出臨時動議
14. adjourn [E'G3n] (v.) 將會議暫停，延後
14. energetic [,εn2'GεtIk] (a.) 充滿活力的，精神飽滿的，活力充沛的
14. remedy ['rεmEdI] (n.) 治療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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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沒有進展？」牠邊說邊轉過頭去看著 Alice。

•  “The Mouse did not notice this question, . . .” 不是 Mouse 
「沒有注意到或聽到 Duck 所說的話」，而是「聽到了但
不去理會它」的意思。

• Mouse 講述枯燥的歷史部分，最後的破折號表停頓下來，
接著牠就轉向 Alice（“as it spoke” 指在講那枯燥的歷史
時），“it continued” 指的是轉過頭看著 Alice 後繼續說出
的 “How are you getting on now, my dear? ”。

13. 「還是一樣溼，」Alice 鬱悶地說著：「你說的話一點
都沒讓我變得比較乾。」 

14. 「既然那樣，」Dodo 站了起來，然後嚴肅地說：「我
提議現在休會，然後立刻採取更有活力的補救措施──」

15. 「請講英語！」Eaglet（小鷹）說道。「你講的那些長
字彙我懂不到一半，而且我相信你也不懂！」接著小鷹就把頭

彎下來偷笑，而其他鳥兒有些也尖聲地竊笑了出來。

16. 「我剛剛要說的是，」Dodo 很生氣的說，「把我們弄
乾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核心成員的賽跑 (Caucus-race)』。」

• caucus ['kCkEs] 這個字源自美國，指政黨各派系的領導者決
定候選人或政策時所開的會議，但在英國指的是政黨內的

委員會系統。這裡的 caucus 當然是指這群從淚水池上來的
溼答答的一群。

17. 「什麼是『核心成員的賽跑 (Caucus-race)』」Alice 問
道，但不是因為她特別想要知道，而是 Dodo 認為應該有人會
說話而停了下來，可是似乎沒有人想說任何話。

• 筆者以「核心成員」來翻譯 Caucus。各種翻譯名詞有趙
元任先生的「合家歡賽跑」，其他諸如「高加斯會議賽

跑」、「決策會式賽跑」、「委員會競賽」、「熱身賽

跑」、「會議式賽跑」等等。

15. titter ['tIt2] (v.) 偷笑
15. audible ['CdEbl] (a.) 足夠讓人聽得見的聲音
16. offend [E'fεnd] (v.) 冒犯，使（人）生氣或腦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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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Why,” said the Dodo, “ the best way to explain it is to do 
it.” (And, as you might like to try the thing yourself, some winter 
day,  I will tell you how the Dodo managed it.)

19. First it marked out a race-course, in a sort of circle,  (“ the 
exact shape doesn’t matter,” it said,)  and then all the party were 
placed along the course, here and there.  There was no “ One, two, 
three, and away,” but they began running when they liked, and left 
off when they liked, so that it was not easy to know when the race 
was over.   However, when they had been running half an hour or 
so, and were quite dry again, the Dodo suddenly called out “ The 
race is over ! ” and they all crowded round it, panting, and asking, 
“ But who has won ? ”
20. This question the Dodo could not answer without a 
great deal of thought, and it sat for a long time with one finger 
pressed upon its forehead (the position in which you usually see 
Shakespeare, in the pictures of him), while the rest waited in 
silence.  At last the Dodo said, “ Everybody has won, and all must 
have prizes.”
21. “ But who is to give the prizes ? ” quite a chorus of voices 
asked.
22. “ Why, she, of course,” said the Dodo, pointing to Alice 
with one finger ; and the whole party at once crowded round her, 
calling out in a confused way, “ Prizes !  Prizes ! ”
23. Alice had no idea what to do, and in despair she put her 
hand in her pocket, and pulled out a box of comfi ts, (luckily the 
salt water had not got into it), and handed them round as prizes. 
There was exactly one a-piece all round.
24. “ But she must have a prize herself, you know,” said the 
Mouse.
25. “ Of course,” the Dodo replied very gravely.  “ What else 
have you got in your pocket ? ” he went on, turning to Alice.

19. mark out (v adv) 劃線標示出路徑
19. leave off 停下來
21. chorus ['kCrEs] (v.) 一起說話，異口同聲地說
23. pull out (v adv) 拿出，取出，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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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 原來的《地下奇遇記》裡並不是用  caucus-race 來當作 
“more energetic remedies” 的辦法，而是找到一間屋子裹著
毯子，坐在爐火旁（《地下奇遇記》第二章第 13 段）。

18. 「當然了，」Dodo 說道：「最好的解說方式就是去
做。」(你也許會想在某個冬天裡去試試看，所以我來告訴你 
Dodo 是怎麼做的吧。)

19. 首先牠畫出有點圓圓的跑道（「確切的形狀並不重

要，」牠說道），然後所有成員在跑道上隨便找個位置。不必

喊「一、二、三，開始」，大家想跑就開始跑，想停就停下

來，所以賽跑什麼時候結束也不清楚。不過，當牠們跑了半個

小時左右，也乾得差不多了，Dodo 突然喊「賽跑結束！」於是
大家擠成一團，把 Dodo 圍在中間，喘著氣問說：「但到底是
誰贏了呢？」

20. 如果 Dodo 沒有好好想一想的話，根本答不出這個問
題，所以牠把一隻手指頭按在前額上坐了很久（你通常會在莎

士比亞的畫像看到這種姿勢），而其他成員則靜靜地等著。最

後 Dodo 說話了：「大家都贏了，而且大家都要有獎品。」

21. 「但是要由誰來頒獎呢？」大家異口同聲地問道。

22. 「這還用問，當然就是她呀，」Dodo 說道，手指同時
指著 Alice，於是所有動物立刻把她圍了起來，然後鬧哄哄地叫
著「獎品！ 獎品！」

23.  Alice 不知如何是好，絕望中把手伸進口袋，結果掏出
了一盒蜜餞（幸好鹽水沒有滲到裡面去），於是一顆顆的傳下

去當作獎品，剛好每個都拿到一顆。

24. 「但是她自己也必須有獎品，不是嗎，」Mouse 說道。

25. 「這當然了，」Dodo 很嚴肅地說著，然後轉向 Alice 
問：「妳口袋裡還有其他東西嗎？」

23. comfit ['kam,fIt] (n.) 【舊用法】糖果，蜜餞
23. apiece [E'pis] (adv) 每人（幾個某某東西）；每件（多少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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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III.   A  CAUCUS-RACE  AND  A  LONG  TALE.

26. “ Only a thimble,” said Alice sadly.

27. “ Hand it over here,” said the Dodo.

28. Then they all crowded round her once more, while the 
Dodo solemnly presented the thimble, saying “ We beg your accep-
tance of this elegant thimble ” ; and, when it had fi nished this short 
speech, they all cheered.

29. Alice thought the whole thing very absurd, but they all 
looked so grave that she did not dare to laugh ; and, as she could 
not think of anything to say, she simply bowed, and took the 
thimble, looking as solemn as she could.

30. The next thing was to eat the comfits : this caused some 
noise and confusion, as the large birds complained that they could 
not taste theirs, and the small ones choked and had to be patted on 
the back.  However, it was over at last, and they sat down again in a 
ring, and begged the Mouse to tell them something more.

31. “ You promised to tell me your history, you know,” said 
Alice, “ and why it is you hate—C and D,” she added in a whisper, 
half afraid that it would be offended again.

• C 和 D 指 cat 和 dog，Alice 有些忌憚，不敢明白說出來。
32. “ Mine is a long and a sad tale ! ” said the Mouse, turning to 
Alice, and sighing.

33. “ It is a long tail, certainly,” said Alice, looking down with 
wonder at the Mouse’s tail ;  “ 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 ? ”  And 
she kept on puzzling about it while the Mouse was speaking, so that 
her idea of the tale was something like this :—

• tail 和 tale 同音，Mouse 說的是 tale 而 Alice 解讀為 tail。
• MACMILLAN 有三版尾巴形狀（見 p146 章末附錄二）：
 •1865 年第一版是：51 行十餘個彎
 •1898 年的 People's Edition ：44 行九（或十）個彎
 •1922 年的 Miniature Edition (始於 1907 年) ：49 行五個彎
 （正好配合故事裡 Alice 說 Mouse 講到第五個彎）類似原來
《地下奇遇記》裡的形狀，但《漫遊奇境》則是在作者死
後的版本才開始出現，不知道是否為作者的本意。

• 以下這首詩，是配合 49 行五個彎來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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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26. 「只剩下一個頂針了，」Alice 難過地回答。

27. 「拿過來給我，」Dodo 說道。

28. 於是牠們又擠成一團把她圍了起來，接著 Dodo 嚴肅地
獻上頂針說：「我們懇請你接受這個雅緻的頂針」。牠簡要地

說完以後，大家都歡呼起來。

29. Alice 覺得整件事情非常可笑，但是大家看起來都很認
真，所以不敢笑出來。她也想不出什麼話好說，所以就簡單的

行個禮，然後拿了頂針，並且儘量保持嚴肅的表情。

30. 接下來就是吃蜜餞了，結果引起一陣喧嘩和混亂，因為

大隻的鳥抱怨說牠們根本嚐不到什麼味道，而小隻的鳥一吃就

噎到了，別人還必須為牠們拍拍背。弄了老半天，一切總算結

束，於是大家又坐成一個圈圈，然後求 Mouse 再多告訴牠們一
些事情。

31. 「你答應過要告訴我你的過去，」Alice 說道，「還有
你為什麼會恨，嗯── C 和 D ，」她小聲地說下去，因為有點
擔心又會冒犯了 Mouse。

32. 「我的『故事 [尾巴]』又長又悲傷！」Mouse 邊說邊轉
向 Alice 還一邊嘆著氣。

33. 「『尾巴 [故事]』確實是很長，」Alice說著，同時很
訝異的往下看著 Mouse 的尾巴，「但為什麼你說它悲傷呢？」
當 Mouse 在講故事時，她一直想不通（按：指『悲傷』這點不
解），於是對於故事的概念就像這樣：

26. thimble ['θImbl] (n.) （縫紉用的）頂針，針箍
28. elegant ['εlEgEnt] (a.) 美麗的，精美的，漂亮的，高雅的
29. absurd [Eb's3d] (a.) 背離常理的，愚蠢的，荒謬〔唐〕可笑的
30. confusion [kEn'fju5En] (n.) 混亂
30. choke [7ok] (v.) （食物等）噎住（喉嚨）
33. wonder ['wVnd2] (n.) 驚訝、驚嘆、詫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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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III.   A  CAUCUS-RACE  AND  A  LONG  TALE.

“Fury said to
a mouse, That

he met in the
house, ‘Let

us both go
to law: I

will prose-
cute you.—

Come, I’ll
take no de-

nial; We
must have

the trial:
For really

this morn-
ing I’ve

nothing
to do.’

Said the
mouse to

the cur,
‘Such a

trial, dear
sir, With

no jury
or judge,

would
be wast-

ing our
breath.’

‘I’ll be
judge,

I’ll be
jury,’

said
cun-

ning
old

Fury:
‘I’ll

try
the

whole
cause,

and
con-

demn
you to

death.’ ”

34. go to law: 向法院提起訴訟
34. prosecute ['prasI,kjut] (v.) （到法院）正
式提出告訴〔控告〕

34. denial [dI'n1l] (n.) 拒絕
34. trial ['tr1El] (n.) 審判
34. cur [k3] (n.) （雜種）狗

34. waste one’s breath: 白費唇舌
34. try [tr1] (v.) （法庭等的公開）審判、審理
34. cause [kCz] (n.) 訴訟案件
34. condemn [kEn'dεm] (v.) 判刑，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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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Fury 告訴
一隻老鼠，那
是牠在房裡
遇見的，『讓
我們一起
上法院去，我
要控告
「你」。──
走吧，我

不接受拒
絕，我們

一定要
有審判。

因為真的在
今天早
上，我
沒有事情
可做。』
老鼠對
這隻狗
說道，
『像這樣的

審判，親愛的
先生。既
沒有陪審團
也沒有法官，
將會
白費

我們的
唇舌。』

『我就是
法官，

我就是
陪審團，』
老奸
巨猾
的老

Fury 這
麼說著，
『我會

審判
這
整個
案件，
然後
把你

判
處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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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中的 “ cur ” 單純就是 dog 的意思，這裡用 cur 而不用 dog 
是為了和  “ sir ” 押韻。

• Fury 是隻狗的這件事在第一句的  “ Fury said to a mouse ” 並
無法判斷出來，而是在後面的 “ Said the mouse to the cur ” 
才間接提及 Fury 是隻狗，在詩裡用來和 jury 押韻。

• “ For really this morning I’ve nothing to do.” 這句可以把 
really 移到後面改寫成 “ For this morning I’ve really nothing 
to do.”。

• 希臘神話的「復仇女神」有三位，一般用複數 “ Furies ”，
這裡的 Fury 是為了押韻，和「復仇女神」無關。

• 這首老鼠尾巴的故事和原來《地下奇遇記》裡的完全不一
樣。不過內容都很有趣。至於老鼠承諾要講貓和狗這事，

顯然在這裡只提到狗而已，倒是原來的《地下奇遇記》，

既有狗也有貓。原來《地下奇遇記》裡的詩見章末附錄一

（p144）。

34. “ You are not attending ! ” said the Mouse to Alice severely. 
“ What are you thinking of ? ”

35. “ 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y :  “ you had 
got to the fi fth bend, I think ? ”

• 這裡的過程如下：當 Mouse 說 “ a long and sad tale ”（故
事）的時候， Alice 把 “ tale ” 當成是 “ tail ”（尾巴），所以 
Alice 才會說她知道老鼠的尾巴確實很長，但怎麼會 “sad” 
呢？於是在 Mouse 說故事時，Alice 的眼神納悶地從尾巴
基部沿著尾巴末端慢慢看過去。顯然 Mouse 發覺 Alice 的
眼神沒有在看自己，認為她沒有專心聽故事，然後冒出了 
“ You are not attending ! ” 這句話，所以 Alice 回答說故事已
經講到（尾巴的）第五個彎了。

36. “ I had not ! ”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37. “ A knot ! ”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 Oh, do let me help to undo it ! ”

34. attend [E'tεnd] (v.) 專注於〔傾聽〕（某人或某事）
35. humble ['hVmbl] (a.) 謙虛的、謙遜的、謙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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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 這首詩可以重排如下：

“Fury said to a mouse,
That he met in the house,
‘Let us both go to law:  I will prosecute you.—

Come, I’ll take no denial;
We must have the trial:
For really this morning I’ve nothing to do.’

Said the mouse to the cur,
‘Such a trial,  dear sir,
With no jury or judge,  would be wasting our breath.’

‘I’ll be judge,  I’ll be jury,’
said cunning old Fury:
‘I’ll try the whole cause, and condemn you to death.’ ”

 其中押韻的字分別是 mouse ↔ house，denial ↔ trial，cur 
↔ sir，jury ↔ Fury。而第三行則不押韻。

• 1989 年，兩個就讀於美國紐澤西州 Pennington 的中學生 
Gary Graham 和 Jeffrey Maiden 發現 Carroll 這首詩類似一
種稱作 “tail rhyme” 的詩結構——先是兩行押韻的文字，再
一行較短但不押韻的文字。Carroll 的詩類似這種結構，但
不同在不押韻的第三行反而是「加長」的。兩位學生也指

出，加長的部分就像條尾巴一樣。

34. 「你沒有在注意聽！」Mouse 嚴厲地對 Alice 說。「你
在想什麼？」

35. 「對不起，」Alice 低聲下氣地說道，「我想你大概已
經講到第五個彎了吧？」

36. 「我沒有 [我有個結] ！」Mouse 又尖銳又生氣地吼著。

37. 「一個結！」Alice 說道。她隨時都想做點有用的事，
於是很著急地四處看看（按：找那個結）。「喔，請你一定要

35. bend [bεnd] (n.) 轉彎〔彎曲〕處
37. undo [Vn'du] (v.) 解開，鬆開，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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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沒明講結指哪裡，一個合理的猜測是 Mouse 的尾巴某
處打了一個結，Alice 想幫牠解開來。

38. “ I shall do nothing of the sort,” said the Mouse, getting up 
and walking away.  “ You insult me by talking such nonsense ! ”

39. “ I didn’t mean it ! ” pleaded poor Alice.  “ But you’re so 
easily offended, you know ! ”

40. The Mouse only growled in reply.

41. “ Please come back and fi nish your story ! ”  Alice called af-
ter it, and the others all joined in chorus,  “ Yes, please do ! ” but the 
Mouse only shook its head impatiently, and walked a little quicker.

42. “ What a pity it wouldn’t stay ! ” sighed the Lory, as soon 
as it was quite out of sight ; and an old Crab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saying to her daughter “ Ah, my dear !  Let this be a lesson to 
you never to lose your temper ! ” “ Hold your tongue, Ma ! ” said 
the young Crab, a little snappishly.  “ You’re enough to try the 
patience of an oyster ! ”

43. “ I wish I had our Dinah here, I know I do ! ” said Alice 
aloud, addressing nobody in particular.  “She’d soon fetch it 
back ! ”

44. “  And who is Dinah, if  I  might venture to ask the 
question ? ” said the Lory.

45. Alice replied eagerly, for she was always ready to talk 
about her pet :  “Dinah’s our cat. And she’s such a capital one for 
catching mice, you can’t think !  And oh, I wish you could see her 
after the birds !  Why, she’ll eat a little bird as soon as look at it ! ”

46. This speech caused a remarkable sensation among the party.   

39. plead [plid] (v.) 懇求、央求（某事）
41. chorus ['kCrEs] (v.) 一起說話；異口同聲地說
41. impatient [Im'peSEnt] (a.) 不耐煩或沒有耐性的
42. crab [kræb] (n.)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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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讓我來幫你解開吧！」

38. 「我才不要做這種事情，」Mouse 說完就站起來走開。
「你這樣子胡說八道是在侮辱我！」

39. 「我沒有這個意思！」可憐的 Alice 很無辜的說著。
「不過你實在太容易生氣了！」

40. Mouse 只是低聲吼著，一句話都不說。

41. 「請回來把故事講完吧！」Alice 在 Mouse 後面叫著，
而其他動物也都一齊說著：「是啊，請務必回來把故事說完

啊！」但是 Mouse 只是不耐煩地搖搖頭，然後走得更快了。

42. 「牠不願意留下來真是可惜！」Mouse 的身影一消失 
Lory 就嘆氣說著。這時一隻老 Crab 趁機告訴自己的女兒說：
「噢，我親愛的女兒啊！把這件事當作教訓，絕不要隨便發脾

氣！」「閉嘴，媽！」小 Crab 頂了回來。「像牡蠣這樣不說話
的都會忍不住說起話來了。」

43. 「我真希望我家的 Dinah 就在這裡！」Alice 說著，但
沒有特別針對誰講。「牠會很快就把 Mouse 抓回來的！」

44. 「我可以冒昧地問一下 Dinah 是誰嗎？」Lory 問道。

45.  Al ice  很喜歡談她的寵物，於是興致勃勃地回答說
「Dinah 是我家的貓，說起抓老鼠來牠實在很厲害，到了你無
法想像的地步！嗯，還有，我希望你們可以看看牠是怎麼對付

鳥的！牠一看到小鳥，就會立刻把牠吃掉！」

46. 這些話給大家引起了相當大的騷動。一些鳥兒立刻就

42. snappish ['snæpIS] (a.) 脾氣暴躁的，愛罵人的，不耐煩的
42. try sb’s patience: 使（某人）無法忍受
43. address [E'drεs] (v.) 對（某人）講話
45. capital ['kæpEtl] (a.) 極好的，一流的，頂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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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III.   A  CAUCUS-RACE  AND  A  LONG  TALE.

Some of the birds hurried off at once :  one old Magpie began 
wrapping itself up very carefully, remarking, “ I really must be 
getting home ;  the night-air doesn’t suit my throat ! ” and a Canary 
called out in a trembling voice to its children, “ Come away, my 
dears !  It’s high time you were all in bed ! ”  On various pretexts 
they all moved off, and Alice was soon left alone.

• wrap it up 有「作總結」的意思，同時也指 Magpie 因恐懼
而把自己裹（縮）起來。

47. “ I wish I hadn’t mentioned Dinah ! ”  she said to herself in 
a melancholy tone.  “Nobody seems to like her, down here, and I’m 
sure she’s the best cat in the world !  Oh, my dear Dinah !  I wonder 
if I shall ever see you any more ! ”  And here poor Alice began 
to cry again, for she felt very lonely and low-spirited.  In a little 
while, however, she again heard a little pattering of footsteps in the 
distance, and she looked up eagerly, half hoping that the Mouse 
had changed his mind, and was coming back to fi nish his story.

46. hurry off (v adv) 匆匆離去，快速地離開
46. magpie ['mæg,p1] (n.) 喜鵲（一種很吵的鳥）
46. wrap up (v adv) 總結；（把某物）包裹起來
46. canary [kE'nεrI] (n.) 金絲雀（體型不大，通常為黃色的）
46. come away (v adv) 離開某地；走了吧！
46. it is high time 該是做某件事情的時候了，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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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46. pretext ['pritεkst] (n.) 藉口
46. move off (v adv) 離開
47. melancholy ['mεlEn,kalI] (a.) 憂鬱的
47. spirits ['spIrIt(s)] (n.) 心情，情緒
47. in the distance: 〔看得到或聽得到的〕遠處

匆匆離去：老  Magpie（喜鵲）開始小心地總結  [包裹起來] 
說：「我真的得回家了，因為晚上的空氣讓我的喉嚨很不舒

服！」；Canary 用顫抖的聲音跟她的孩子們說：「親愛的孩
子，我們走吧！你們該上床了！」大家用各種藉口都離開了，

然後很快就只剩下 Alice 一個人了。

• 這段話有三個句子，中間是最長的一句，由 “Some of the 
birds hurried off at once: . . .” 開始，句子開頭的 “Some of 
the birds” 在冒號後面舉出了兩種鳥來加以說明，一種是 
Magpie，另外是 Canary 和她的孩子們。接著第三個句子說
所有動物都紛紛找各種藉口離開了。

47. 「真希望我沒有提 Dinah！」她難過地對自己說著。
「這地下好像沒有人喜歡牠，但我卻認為牠是世界上最好的貓

了！喔，我親愛的 Dinah！真不知道是否還能夠再看到你！」
說完可憐的 Alice 又開始哭了起來，因為她覺得非常孤單而且
心情低落。然而過了不久，她又聽到遠處傳來小小的腳步聲，

於是連忙抬起頭來，有點希望是 Mouse 回轉心意，決定回來把
故事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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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附錄一

Carroll 原來在《地下奇遇記》裡的尾巴故事詩如下：

             We lived beneath the mat
                    Warm and snug and fat
                           But one woe, & that
                                  Was the cat!
                                       To our joys
                                         a clog, In
                                       our eyes a
                                   fog, On our
                               hearts a log
                         Was the dog!
                  When the
              cat’s away.
           Then
          the mice
           will
               play,
                     But, alas!
                          one day, (So they say)
                                Came the dog and
                                     cat, Hunting
                                         for a
                                        rat,
                                     Crushed
                                 the mice
                             all flat,
                          Each
                       one
                      as
                        he
                          sat
                               Underneath the mat,
                                        warm, & snug, & fat—Think of that!

• 原來的手寫書是以畫底線的方式來強調某個字詞，現在的
印刷則用斜體的方式（原來手寫的樣子見第146頁）。

�  mat [mæt] (n.) 蓆子，小地毯
�  snug [snVg] (a.) 舒適的
�  woe [wo] (n.) 悲傷，悲哀，不幸
�  clog [klag] (n.) 障礙
�  fog [fag] (n.) 迷惑，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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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我們住在地毯下
溫暖舒適又肥胖，
但悲慘的
是有隻貓！

我們歡樂的障礙、

我們眼中的迷霧，
我們心裡的木頭，
是有隻狗！

當貓不在時，

老鼠開始（按：當家）作樂。

但是，唉呀！有一 天，
（大家都這樣說）

來了貓和狗，

要抓隻老鼠，

壓扁所有的老鼠，

當每一隻坐在
地毯下
溫暖、舒適又肥胖，
──想想看！

We lived beneath the mat,
Warm and snug and fat.
But one woe, & that
Was the cat!

To our joys a clog.
In our eyes a fog.
On our hearts a log
Was the dog!

When the cat’s away,
Then the mice will play.
But, alas! one day,
(So they say)

Came the dog and cat,
Hunting for a rat,
Crushed the mice all flat,
Each one as he sat,
Underneath the mat,
warm, & snug, & fat.
—Think of that!

• 押韻的字如下：
 mat, fat, that, cat
 clog, fog, log, dog
 away, play, day, say
 cat, rat, flat, sat, mat, fat, that
• 本來故事講的是老鼠 (mouse)，但第四段為了押韻所以改用
大老鼠 “rat” 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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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尾巴故事的形狀

《地下奇遇記》的

尾巴故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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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愛麗絲漫遊奇境》1865 年首版的尾巴故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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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漫遊奇境》PEOPLE’S EDITION 的尾巴形狀
（取材自 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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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長尾巴故事

現代的《愛麗絲漫遊奇境》所採用的五個彎的形狀

（取自 1922 年的袖珍版，第一行的文字在前一頁）

www.aliang.net 著作權所有 (紀念燙金版 ISBN: 986-82190-0-0)



ㄚ
（
阿
）
亮
工
作
室

150 

第三章 核心成員的賽跑和尾巴故事
內容提要

一：枯燥的歷史 (1~13)：

所有動物上岸後全身濕透了，於是開會討論該怎麼辦才好。

Alice 很快就和大家熱絡起來，好像認識了很久一樣。她和 
Lory 爭論很久，但到了最後 Lory 只一直說自己比 Alice 大，一
定知道得比較清楚，但是 Alice 不知道 Lory 到底多大所以並不
接受，於是就僵在那兒。

最後是那隻看似威嚴的 Mouse，要大家坐下來聽牠講話，牠表
示可以很快就讓大家都乾燥 [枯燥] ，接著就講了枯燥的英國歷
史。演講中 Lory 冷得發顫而打斷 Mouse 的演講，而 Duck 也
和牠抬槓 “found” 的文字遊戲，讓 Mouse 很不高興，不久後問 
Alice 有沒有比較好了，但 Alice 表示仍然一樣濕。

二：Caucus-Race (14~30)：

接著 Dodo 說有個充滿活力的辦法，建議會議暫停。然而 Eaglet 
嘲笑 Dodo 用的字眼深澳，可能自己都不懂。Dodo 則鄭重地說
最好辦法就是「核心成員的賽跑」，並表示最好的解說方式就

是去做它，於是畫了一條跑道，要大家任意找地方站著，不需

要喊「一 、二 、三，開始」，想跑就跑，想停就停。

跑了大約半個小時，身體也乾得差不多以後，Dodo 喊著「賽跑
結束」，於是大家圍過來，喘著氣問誰贏了，Dodo 想了很久，
終於回答說「大家都贏了，大家也都有獎品」。而被問到獎品

哪裡來時，Dodo 指著 Alice 說「當然是她了」。Alice 不知如何
是好，伸進口袋找到一盒蜜餞，剛好每個都分到一顆。老鼠說 
Alice 也應該有獎品，於是 Dodo 問 Alice 還有什麼，結果只有
一個頂針。Dodo 拿過頂針之後很慎重地頒給了 Alice。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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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蜜餞時，大隻的鳥抱怨什麼都沒吃到，而小隻的鳥則噎著

了，需要人家幫牠拍背。等一切就緒後，大家又坐下來圍著老

鼠要牠再講故事。

三：老鼠尾巴的故事 (31~41)：

Alice 要求老鼠講牠的故事，而老鼠說牠的故事 (tale) [尾巴 
(tail)] 又長又悲傷。Alice 疑惑地說她知道尾巴 (tail) [故事 (tale)] 
很長，但怎會是哀傷的呢？於是在老鼠述說這個故事時，直盯

著牠的尾巴看。講了一段後老鼠發現 Alice 沒在注意聽牠講，
而 Alice 卻回答說牠已經講到第五個彎了，老鼠說才沒有呢 
(not)，Alice 又以為老鼠身上打了一個結 (knot) 想幫忙解開，老
鼠一氣之下就走掉了。

四：核心成員們散場 (42~47)：

大家要求老鼠回來繼續講故事，而老鼠卻走得更快了。大家七

嘴八舌了一陣之後 Alice 說要是 Dinah 在這裡的話，很快就可
以把老鼠捉回來。Lory 好奇地問 Dinah 是誰，Alice 說是家裡
的貓而且捉老鼠相當厲害。接著又提到 Dinah 一看到小鳥就會
立刻把牠吃掉，結果嚇得喜鵲、金絲雀以及各種動物找了藉口

儘速離去，留下 Alice 一人。

Alice 後悔不該提到 Dinah ，然後哭了起來。不久後，遠處傳來
腳步聲，Alice 希望是老鼠回心轉意，想回來把故事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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