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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來自星星的同學

◎本校西語系校友盧廣仲近來發行單曲

「大人中」，日前受日本NHK電視臺邀

約，赴日和一青窈在節目上合作表演歌曲

「喔啦啦呼呼」。練團時，更是興奮得把

鞋子都脫了，為求完美，正式彩排時則唱

了6次。NHK特別買來雷神巧克力作為初次

見面禮，得知盧校友喜歡井上雄彥的「浪

人劍客」，也買了2本漫畫送他。知名吉他

手Marty Friedman 也在該節目中演出。（文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態
校中華民國103年5月12日

　這本書名為《禪的故事》，內容主要是與
「禪」有關的故事。全書四個部分：禪話一○
一則、禪宗《無門關》、《十牛圖》、《中
道》。
　主編保羅˙李普士是美國比較宗教學者，對
中、日禪學很有研究。中譯者徐進夫怕讀者看
不懂《無門關》、《十牛圖》這種中國古代禪

一、重要文法
本週我們繼續示範用同一個字在不同文法中的
改變。
使役動詞：「使」人替代我們服勞役
有主動和被動兩種：
1.主動：have+發出動作者+原式
2.被動：have+接受動作者+p.p.
1.以inform為例：
（1）I will have someone inform you.
                   使人「通知」你
（2）I will have you informed.
       　       使你「被通知」

2.以wash為例：
（1）I had my brother wash my car today.
            叫我弟弟「洗」
（2）I had my car washed.
            使我車「被洗」
3.以lecture為例：
（1）I will have you lectured.
                  讓你被「教訓」
（2）I will have you dad lecture you.
                  找爸爸「教訓」你

二、請填入正確文法，訂正後讀三遍

1.誰染了我的頭髮？
Who            my hair?
2.我都找張小姐幫我染髮。
I always           Miss Chang           my hair.
3.今天我找李先生幫我染髮。
I          Mr. Lee          my hair today. 或
I          my hair          by Mr. Lee today.
4.我會叫人把你的車洗好。
I will          your car         . 或
I will          someone          your car.
5.我會再找人來油漆房子。
I will          the apartment          again.或

I will          somone          the apartment again.

三、答案
1.tinctured（簡單式）
2.have; tincture（張小姐發出動作：用原式）
3.had; tincture（李先生發出動作：用原式）; 
had; tinctured（頭髮「被染」：用p.p.）
4.have; washed（車「被洗」：用p.p.）; have; 
wash（someone發出動作：用原式）
5.have; painted; have; paint

文／夏天然採訪整理報導

現。班雅明也從聖經詮釋重兩行文字之間的
言外之意，說明翻譯所處的中介位置，創造
性就此產生。」同樣重視兩種不同觀點之碰
觸，並從其中找尋流變或創造契機的，雖
然還很多，但德勒茲是最具原創性的思想
家。哲學家傅柯曾說，20世紀可能要稱為
「德勒茲世紀」。德勒茲的論述屬於存有
論，跳脫實證面向而指向更真實的層面。
　邱漢平說，不論班雅明或德勒茲，都是這
1、20年來文學與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思想導
航者，他們的思維影響人文學科的研究至
鉅。很幸運的，他在2、30年前求學時有機
會接觸這些理論，此後一直受到這些進步思
維引導啟發。

研究歷程 
　在執行國科會（目前改為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期間，邱漢平曾數度擔任整合型計畫
之總計畫主持人。1998年開始，為期2年的
「翻譯、文學研究與文化翻譯」整合型計
畫，團隊成員包括目前在臺灣做翻譯研究的
主要學者。邱漢平主持的第二個整合型計畫
為「建構批判性的跨國文化流動研究」，為
期3年；緊接著的第三個整合型計畫為「新
興文化與人文知識」，也是3年。這兩個整
合型計畫，主題都與全球化相關。
　1999年他獲國科會遴選，於7至8月參加
國際人文理論學院在西班牙舉行的5週研習
營，對文學如何反映網路瞬間串聯全球使用
者的趨勢，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一起研習

討論。不久後他獲得國科會海外進修補助，於
2000年8月前往英國華威大學，在哲學研究中
心擔任訪問學者半年，研究班雅明理論。 
　邱漢平也提到為國科會籌辦外文研習營，認
為這個經驗對他的學術研究有幫助。從2004
年到2011年，國科會連續7年委託他為外文學
門學者籌辦研習
營。邱漢平並表
示，研習營最重
要的任務是介紹
外國文學研究的
最新趨勢，規畫
課程及邀請演講
的學者。

研究主軸
與成果
　在研究成果方
面，邱漢平先從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　）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包括：語
文 、 音 樂 、 戲 劇 舞 蹈 、 美 術 、 攝 影 、 圖
形、視聽、錄音、建築、電腦程式、表演等
11種。

2.（　）著作財產權是財產權的一種，可以
轉讓給他人，也可由繼承人依法繼承。

3.（　）加註「家用」之合法錄影帶，可用
於「營業用」。

答案：2.（○） 2.（○）3.（X） 

【第三題說明：如欲在營業場所播放錄影
帶，必須購買已有公開上映授權之「公播
版」影片。】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全民英檢秘笈

學術研究人員專題報導 ─

看故事
　　悟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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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普士（Reps, Ali Paul）

譯者：徐進夫

申請國科會獎助的結果談起。他從1992年開始
申請甲種研究獎勵，到2001年該項學術獎勵最
後一次申請的9年間，9次申請得到8次。在專
題研究計畫方面，他自1994年開始申請，第一
次因不諳計畫書撰寫格式而沒成功，1995年第
二次申請時就過了。此後每次申請都通過，且
都能1次通過3年期的研究計畫。
　邱漢平提到的第二類成果，是專業能力養
成。他主持過的3個國科會整合型計畫，其一
為翻譯研究，核心思維來自班雅明的翻譯理
論。第二個及第三個整合型計畫，都屬於全球
化研究，主要的理論框架出自德勒茲與班雅
明。他在這6年主持的兩個3年期子計畫，不僅
納入東亞，在全球與國家框架下，探討區域有
無角色扮演的空間，也持續在翻譯理論層次上
研究全球化的跨國流動，並把生物科技的議題
帶進翻譯研究的範疇。邱漢平還提到他在整合
型計畫後執行的兩個3年期個別型計畫，「德
勒茲與生命哲學」、「身體與身動力：從『表
現』概念檢視翻譯」，前者與德勒茲密切相
關，後者則為班雅明與德勒茲相關理論的比較
研究，但都是之前幾個計畫的擴展與深化。
　當問到他的研究主軸時，邱漢平回答是翻譯
研究，從原本以班雅明理論為基礎的翻譯視
野，到把德勒茲觀點整合進來，也從原本以分
析文學為主的翻譯研究，跳到分析跨國文化流
動涉及的跨界與符號變換。
　他接著說，如要把翻譯的潛力發揮得淋漓盡
致，就不能遺漏生命科技這一塊，其中涉及的
符碼翻譯或轉譯（transduction），如蛋白質與
DNA之間的翻譯，基因碼（genetic code）與

邱漢平

走上文學研究之路
　「真正感受到念文學的樂趣，並由此對自己
所學產生信心的，還是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
後。」邱漢平談到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英文系
唸書的經驗，由於對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濃
厚興趣，修課範圍不限於英文系，也擴及專門
研究文學理論的比較文學系，以及專門從事文
化研究的人文學系。

英文系的訓練，讓他學會分析文本。文學
理論與文化研究的訓練，使他在作文本分析
時，更加知道如何切入問題、運用文獻，把議
題的探索導向學術研究的尖端。

專長領域的養成
　在明大選修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時，邱漢平
首次接觸德國文評家班雅明的著作。當詢問
班雅明的核心思想為何時，邱漢平以一個句子
作答：兩個消失點接近處，是啟迪與創造之所
在。「在兩種思維交接或兩種文化接壤處，由
於單一視野再也不適用，創造性的想法較易迸 （圖／夏天然）

學經典，認真加了注釋。
　「禪話一○一則」都是中、日禪家的故事，主
要取自日本13世紀無住禪師所輯錄的《石沙
集》；另外廣蒐20世紀初，日本出版物的禪家故
事。這些故事蘊涵禪趣，對敏悟的讀者很有啟發
性。
　《無門關》是宋代無門慧開禪師，隨機引導門
徒時，所運用的「公案」。「公案」是禪師拋給
習禪者參悟的「難題」，通常是與「禪悟」有關
的故事、偈頌、詩歌或妙言。「公案」雖以文字
寫成，卻不直接給定抽象概念的答案，甚至根本
沒有答案，而只讓習禪者自己體悟。同一「公
案」，常因個人體悟而各得其意；並且必須超越
文字，得意忘言，才能破執而明心見性。「執」

是「關卡」，破執就過關了；但是，破執過關沒
有唯一固定的法門，全在自悟，所以叫作「無門
關」。
　《十牛圖》是宋代廓庵禪師所創製，圖外以
禪歌、禪語提點。從「尋牛」開始，歷經「見
跡」、「見牛」、「得牛」、「牧牛」、「騎牛
歸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
還源」，終於「入廛垂手」。以十圖喻示「禪
悟」以至「渡化眾生」，連續歷程的階段性步驟
及境界。這本書的配圖採用日本德力富吉郎的木
刻版畫。看圖、吟詠禪歌、閱讀禪語而參悟，很
有機趣。
　《中道》是早於佛陀之前，就已流傳古印度
的靈修經典，用寓言答問的形式與詩歌意象的

語言，喻示一一二種打
開無形意識之門的靈修
法訣。很美，很有啟發
性。
　這不是一本現代學者
研究禪學的論著，而是
彙集很多禪修實踐的故
事及妙言。日常輕鬆閱
讀幾則，說不定頓
有所悟，解開心中
積久的迷蔽。

「我是個喜歡深思、探索問題的學者，但也不

是一頭栽進書堆，對外面世界不感興趣的人。」

邱漢平如是回答記者，他如何看待與定位自己。

（攝影／夏天然）

　班雅明作品在許多領域發揮的影響力，還可
以列出一長串。在寫博士論文時，由於內容涉
及小說的事實與虛構面向，必須對小說興起的
背景、演變與傳統深入研究，班雅明的文章
〈說書者：論列斯柯夫的作品〉，給我許多啟
發，也讓我循線研讀盧卡契的《小說理論》。
　小說的興起與資本主義制度密切相關。班雅
明在其說書者的文章裡，談到小說的興起代表
著說書傳統的沒落，後者以口頭傳遞的經驗與
智慧，在現代時期因為種種劇變，無法在活生
生語言裡呈現。
　兩者脫鉤的結果，是以書寫為媒介的小
說，轉以報紙類資訊為尚，重視內容可查

文本與理論
　在文學研究的道路上，我一直維持理論與文
本並進的策略，希望隨著理論知識的增長，對
文本的分析與理解能力更為深入。另一方
面，也期待從讀過的文學作品，找到印證闡釋
理論的適當文本，以免落入空談理論的境遇。
　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英文系念博士學位
時，修課也採行此一策略。除了修英文系規定
必修的喬叟、莎士比亞、密爾頓等科目外，修
課重點放在英美小說上。另一個修課重點，是
文學理論。

大師與我
　班雅明是位對我啟發極大的思想家，在我研

讀小說及日後執行翻譯與全球化研究時，都從
其著作找到關鍵的理論框架。
　班雅明（1892-1940）是猶太裔德國文評
家，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深受猶太神秘主義影
響，其重要性可從他在許多領域的深遠影響
力一窺究竟。例如：他兩篇涉翻譯議題的文
章，仍是當前翻譯研究最重要文獻；他有關
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的著作，喚起學界的高度興
趣，也成為研究此領域最重要的文本；他對法
國現代詩人波特萊爾的研究，是城市遊蕩與流
行文化的寶典；他有關機器複製的文章，是研
究電影、流行文化與傳統表演藝術不可或缺的
著作。

沉浸班雅明的翻譯研究世界 文／邱漢平

證，卻罕見讓人低迴不已的人生智慧。這篇文
章演繹盧卡契的核心論點：小說是「失去先
驗家園後的表現方式」（form of transcendental 
homeless）。

班雅明與翻譯研究
　班雅明翻譯理論處理的並非不同語言間意
義的傳遞，而是突顯沒有訊息與意義的純粹
語言。他稱詩與神聖面向所寄的，是上帝創造
萬物所用的「話語」，以及亞當為動物命名的
「命名語言」，這兩種具有無限創造性的語
言，都沒有人類習知的訊息或意義。班雅明心
目中的翻譯，是把人類語言轉為純粹語言，再
從純粹語言翻轉為人類能解的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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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顏崑陽  中文系教授

難以想像、無法測量、難以使用
且不斷移動變換的狀態，要守住
藝術與人文最可貴的作法，如面
對渾沌時將其變成能夠感知，並
將此有限性推向無限可能，而非將簡化的版本
視為絕對真理。
　邱漢平回到研究成果的提問，從這些年因為
主持整合型計畫或執行個人計畫，談到因此而
舉辦的研討會、讀書會及學術演講，以及因為
這些活動而出版的文章，或在期刊客串主編的
專輯，或在國外結集出版的專書。
　他談到主辦4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辦過3個
系列的讀書會。最近1次主辦的學術活動，是
2013年第一屆德勒茲研究在亞洲國際學術研
討會，在會議舉行前還有5天的研習營，發表
論文的學者來自全球各地，且需要繳交註冊
費，是國內少數真正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
場研討會最具體的成果，是本校的英文學術
期刊Tamkang Review將推出1期專輯，英國的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將出版1本專書。

未來展望與契機
　邱漢平在提到未來的展望時說，一方面持續
吸收新知識、新觀點，以深化現有的研究，另
一方面把已出版的文章擴大改寫為專書，或增
添篇章，結合已有的文章集結成書。
　他提到沉潛的重要性，因此，將不再辦活動
或參與過多活動，避免像以往一樣接任中華民
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或擔任國科會《人文
與社會科學簡訊》總編輯。他認為，靜下心來
才能深入研讀書籍，為蓄積下一波的學術動量
做準備。

老師：

　我們班上有一位同學，從外表上來看，他

跟我們沒什麼不一樣，一起上課、一起做作

業、成績也非常不錯，但相處起來就覺得有

點怪怪的。他講話很直白，有一次在我剛剪

完新髮型後竟直接告訴我不好看，另一次在

課堂上老師還未講完就一直發問，或大聲地

說自己的意見，我們都覺得十分不禮貌；之

前曾經找他一起吃午飯，大家都很開心的聊

天，而他總是顯得格外不自在，離我們遠遠

的，講話的時候也不太看我們，有時候令人

覺得不被尊重；還有一次老師在課堂上直接

要求他安靜，我發現他好像變得很焦慮，一

直搖動身體、咬手指，大家也都不太敢去

問他怎麼了，直到有一次，他告訴我們他是

「亞斯伯格症」，我才確知原來他跟我們有

些不同，不過「亞斯伯格症」是什麼呢？有

什麼症狀？他這些怪怪的行為都跟「亞斯伯

格症」有關係嗎？

小歡

小歡：
　首先，謝謝妳願意接觸與了解亞斯伯格症
同學。的確，就像妳感受到的，他們外表跟
大家沒什不同，但因為一些生理因素，亞斯
伯格症患者在情緒的表達與接收上跟一般人
不盡相同，所以常被認為行徑怪異，也經常
遭受誤解或被欺負，但其實他們是很可愛與
真實的，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亞斯伯格症」者擁有正常，或甚至高於
一般人的智商，像我們所熟悉的愛迪生、莫
札特、愛因斯坦、牛頓，這些歷史上有名
的天才人物也都被認為有亞斯伯格症的特
質。到底他們與我們有何不同呢？以下介紹
三個主要的差異：
　 一 、 跟 最 近 很 紅 的 韓 劇 主 角 都 教 授 一
樣，他們在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較一
般人敏感且特異，突然的聲音、高頻的聲
音、混雜凌亂的聲音會令他們感到不安，例
如:突然的狗叫、水壺燒開聲、舞會的吵雜聲
會令他們覺得刺耳，或是與人之間過近的距
離，例如無意間的輕拍身體或搭肩等一般人
可接受的方式，常令他們覺得難以忍受而產
生誇張的反應。
　二、亞斯學生較缺乏彈性思考，常產生固
著、僵化的行為，例如：每天的行程都得要
按計畫表上所排定的進行，或玩遊戲時要求
他人要按自己的規定等，因為外在環境的突
然改變會令他們感到焦慮不安，而僵化的行
為也會呈現在他們的興趣上，例如喜歡數
字，就只窄化且執著的研究數字，而對其他
科目不感興趣。
　三、具有人際互動上的困難，例如：一
般人可以從對方已經下垂的眼眉、垮下的
嘴角，讀出他不悅的心情，而且知道現在
最好不要講話惹他，然而這對亞斯伯格的學
生是一件難事，他們無法從對方的表情或肢
體語言上讀出情緒，因此常講出一些話令人
覺得不適當或不禮貌，即使他們無心傷害他
人，卻常得罪他人而不自知。
　雖然他們在社交、溝通或與人互動上有些
先天上的困難，但透過後天的長期教育與身
旁人的關懷，他們還是有許多成長與進步的
空間。與我們相同的是，他們也渴望被尊
重、被了解，跟大家建立關係，當我們能更
了解與接納「亞斯伯格症」，換個角度看待
這些來自星星的同學，也許會發現他們的反
應也有其可愛之處。

：

　去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一屆德勒茲研
究在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德勒茲研討會過去主要在歐洲和美國
舉辦，去年在亞洲首次舉辦，以亞洲思維展開這次研討會，並將開
啟日後之德勒茲研究在亞洲的系列研討會，參與學者來自20多個國
家，共215人參與。（圖／英文系提供）

翻譯研究                生命科技不應遺漏

遺傳特質的轉換，基因圖譜裡由鹼基組成的生
命密碼等。不過，邱漢平也警惕自己，把翻譯
研究推到生命科技，不能墮入科學領域
的窠臼，如以固定公式表達像混沌這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