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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其中的現象會模糊研究的眼光，太近了看不清楚，也不宜空談理論，而無史料的

佐證、理論的推演。在研究中都需要有一個根本、一個史料或是一個文本為根本，才

不會空談理論。

  鄭惠雯非常感謝李奭學的協助。她認為薪傳學者諮詢對自己或是說對青年學者來

說，為其在個人研究的培養注入龐大的研究能量。最大的幫助莫過於研究眼光的養

成，即是思想的啟發以及閱讀視野的開拓。她提及薪傳學者跟自己的研究領域非常不

同，在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受的訓練除了文學文本的閱讀之外，以文

學文化理論的閱讀探討居多，但李奭學傳統研究功力深厚，非常注重翻譯史料的蒐集

與整理。因此，於輔導與諮詢期間，開始協調自身在理論和史料之間的掌握能力，怎

麼樣讓自己兼具好的理論眼光和蒐集爬梳史料的能力。

  「薪傳學者就是一個先行者，走在我們前面，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傳承確實對於後輩

有很大的助益。」回想這段歷程，她仍尤為感動，鄭惠雯如是說道。她認為「薪傳學

者諮詢」的計畫立意甚好，也是值得繼續推行的計畫。尤其對各方面資源都還不是很

多的人文領域的年輕學者非常有幫助。她提及人文領域的研究很多時候都是「閉門造

車」，和其他學者的交流多半是書面的、在閱讀當中的平行交流。有這樣的媒合計畫

其實對自己的研究能力提升頗有直接效益。

      雖然有諮詢次數、諮詢方式、撰寫每季的報告、結案報告的種種規範，在報告書

寫的進度的掌握都能如期完成，或許跟自己當譯者有關。她建議青年學者在報告的書

寫上，比如說當天諮詢完之後，就趕快筆記下來，平常例行紀錄，等到繳交時便能較

為順利。因此她覺得，書寫報告對她來說，是例行公事，也因著這些規範與要求，有

一個諮詢歷程的紀錄，對正在探索未來研究方向的年輕學者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

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東吳大學英文系的鄭惠雯助理教授，在面對科技快速發

展與變遷的世界，翻譯的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人類譯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

會如何改變？

踏入翻譯世界的學思歷程

　　鄭惠雯回想學思歷程，博士班一讀就是八

年，中間經歷結婚生子，過著一邊帶小孩、一

邊寫論文、準備口試的日子。過程雖然艱辛，

但期間仍持續不懈的維持論文產出，從其研究

論文中，可見關注的研究議題。

　　鄭惠雯的研究領域包括翻譯的實務與現象、翻譯理論、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語

言哲學。碩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偏向翻譯的實踐和實作的培養，受

到扎實的實踐訓練，而博士班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系所的訓

練，以文學理論偏長，其翻譯歷程中反映出求學時兩段非常不同的學術訓練。受惠這

兩段歷練，使鄭惠雯不只受限在字面上或譯本的比較，而長於在觀察翻譯或討論譯本

時，能夠融合翻譯理論、文學理論以及比較文學理論等不同視角切入。在此期間也因

修習許多理論課程，開始對語言、文學和翻譯的哲思議題產生濃厚興趣，這也讓她的

研究從描述性的研究慢慢朝向哲思性的探究、朝向語言哲學方面發展。

　　「我其實最希望在研究中釐清的問題就是譯者和工具、科技互相創造、互相定義

的過程」在不同的時代，譯者所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樣的，展現出的翻譯現象有什麼是

會變的？又有什麼不會變？如從過去「寫字」到「打字」，從翻閱紙本字典在稿紙上

執「墨水筆」寫字的譯者；而現今使用「碳粉匣」對著電腦打字印出文稿，利用網路

強大的搜尋功能的譯者；從玄奘遠赴印度「取經」到現在譯者從網路「下載」，「人

類」變成「後人類」的變化對於翻譯實踐和理論帶來什麼啟示？ 

譯者、工具與科技

　　鄭惠雯以自身開始接觸翻譯到成為職業譯者，到現在成為教翻譯的老師，這二十

幾年來的經歷，深刻地體會到網路及數位科技出現重大的突破。

　　翻譯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自動翻譯使翻譯看起來是一件省時、省力的事

情且可以立即、瞬間完成，如同我們利用google翻譯，只要貼上文字，經手指輕輕

一按，便立即翻譯成各國語言。科技文明背後隱藏著嚴肅的議題：一是，語言可能更

深度地被工具化，語際之間的轉換主要服膺於工具目的的交換。其次，當語言和翻譯

活動都被簡化為工具轉換時，也會忽略一位好譯者的養成。而人類譯者和工具之間的

關係將會是輔助、取代，還是合作？如何輔助？如何合作？人類譯者能勝出的能力是

什麼？譯者和工具的問題，是鄭惠雯感興趣且努力思考並深入研究的議題。

　　雖然現今諸多量化的研究面向是機器翻譯後編輯（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

iting）的研究，鄭惠雯則是從哲思的角度來解釋思考人與科技、知識和工具的問

題。她以「熵」字的翻譯為例，查找古字書推測譯者可能在古字書中覓得「熵」字

轉注entropy概念，認為在AI時代譯者的危機，看似翻譯的功能會被機器取代，但

其實隱含著更大的問題是思維能力與創造創發能力的持存問題，而這個能力不只是

譯者，更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且都會面對的問題。而現今的譯者跟過去有何不同，及

在於使用的工具、怎麼去使用知識的方式不同，有鑑於此，鄭惠雯著重於譯者與工

具之間關係的探討。

　　鄭惠雯參與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中的薪傳學者是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李奭學研究員。李奭學曾獲得研究著作獎項的殊榮，研究除了文

學研究方面亦涉略翻譯文學。鄭惠雯所執行的研究計畫「譯者與工具、科技：過去、

現在和未來」，即為探究人類譯者、工具與科技之間的關係。鄭惠雯觀察到研究翻譯

文獻多是關於譯本的討論、譯者的介紹，其實很少談及譯者使用的工具，認為對於現

況的描述和未來的推測之外，也必須對過去歷史也有相當的掌握，在這個基礎上，才

能清楚觀察整個翻譯活動如何因著譯者與工具、科技的關係變化而變化。因此，在史

料上則須要薪傳學者的協助、提供史料方面的諮詢。

經驗與收穫

　　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鄭惠雯看到一封比較文學學會轉寄人社中心的電子郵件，提

到「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可以補助年輕學者向資深學者提

出諮詢，幫助年輕學者能夠在諮詢輔導期間或結束後準備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因此提出申請，之後也順利獲得計畫的補助。

　　李奭學在輔導與諮詢過程，提供鄭惠雯在執行研究計畫過程中許多協助。不但在

思想上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且在很細微的、實務面上提供具體的指導，完

全不吝於分享個人經驗，大到研究方向、小到具體、細節的東西，如填寫計畫時學門

的選擇、各樣經費的規劃等等，李奭學都以他個人的經驗分享。鄭惠雯提到在2020年

投稿於東吳翻譯學報《譒》創刊號的研究論文，關於「字典」和「知識」的部分其實

就受惠於薪傳學者的諮詢內容，讓她在撰寫過程當中除了理論的引用之外，能夠舉翻

譯史上的實例來豐富內容。

　　鄭惠雯的研究計畫跨足文學、語言、翻譯、歷史等面向，如何聚焦自己的研究，

讓她陷入思考。李奭學提醒，做出一個對翻譯、學術有價值的一個研究，同時要有原

創性、可行性，常以自身過去的研究來提點，該怎麼進行研究。由此，鄭惠雯盡量去

展現自己在翻譯、文學理論、文化理論的優勢與專長，盡力在這些方面凸顯，使得她

如實的感受到研究經驗的傳承。

　　當鄭惠雯提到正在書寫的文章、思考的問題時，李奭學都能順著脈絡，提供很多

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和方向。李奭學認為談工具就不能不顧及知識的掌握問題。從李奭

學的談話中能得知許多過去未曾知道卻非常有趣的翻譯史實例。又如在執行計畫過程

中，執著於該怎麼談AI自動化翻譯帶來的影響跟衝擊。李奭學關切的說道：有時我們

鄭惠雯：譯者與工具——
　　　　　　　　人類譯者面對科技的影響與挑戰
採訪、撰文／葉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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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其中的現象會模糊研究的眼光，太近了看不清楚，也不宜空談理論，而無史料的

佐證、理論的推演。在研究中都需要有一個根本、一個史料或是一個文本為根本，才

不會空談理論。

  鄭惠雯非常感謝李奭學的協助。她認為薪傳學者諮詢對自己或是說對青年學者來

說，為其在個人研究的培養注入龐大的研究能量。最大的幫助莫過於研究眼光的養

成，即是思想的啟發以及閱讀視野的開拓。她提及薪傳學者跟自己的研究領域非常不

同，在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受的訓練除了文學文本的閱讀之外，以文

學文化理論的閱讀探討居多，但李奭學傳統研究功力深厚，非常注重翻譯史料的蒐集

與整理。因此，於輔導與諮詢期間，開始協調自身在理論和史料之間的掌握能力，怎

麼樣讓自己兼具好的理論眼光和蒐集爬梳史料的能力。

  「薪傳學者就是一個先行者，走在我們前面，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傳承確實對於後輩

有很大的助益。」回想這段歷程，她仍尤為感動，鄭惠雯如是說道。她認為「薪傳學

者諮詢」的計畫立意甚好，也是值得繼續推行的計畫。尤其對各方面資源都還不是很

多的人文領域的年輕學者非常有幫助。她提及人文領域的研究很多時候都是「閉門造

車」，和其他學者的交流多半是書面的、在閱讀當中的平行交流。有這樣的媒合計畫

其實對自己的研究能力提升頗有直接效益。

      雖然有諮詢次數、諮詢方式、撰寫每季的報告、結案報告的種種規範，在報告書

寫的進度的掌握都能如期完成，或許跟自己當譯者有關。她建議青年學者在報告的書

寫上，比如說當天諮詢完之後，就趕快筆記下來，平常例行紀錄，等到繳交時便能較

為順利。因此她覺得，書寫報告對她來說，是例行公事，也因著這些規範與要求，有

一個諮詢歷程的紀錄，對正在探索未來研究方向的年輕學者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

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東吳大學英文系的鄭惠雯助理教授，在面對科技快速發

展與變遷的世界，翻譯的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人類譯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

會如何改變？

踏入翻譯世界的學思歷程

　　鄭惠雯回想學思歷程，博士班一讀就是八

年，中間經歷結婚生子，過著一邊帶小孩、一

邊寫論文、準備口試的日子。過程雖然艱辛，

但期間仍持續不懈的維持論文產出，從其研究

論文中，可見關注的研究議題。

　　鄭惠雯的研究領域包括翻譯的實務與現象、翻譯理論、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語

言哲學。碩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偏向翻譯的實踐和實作的培養，受

到扎實的實踐訓練，而博士班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系所的訓

練，以文學理論偏長，其翻譯歷程中反映出求學時兩段非常不同的學術訓練。受惠這

兩段歷練，使鄭惠雯不只受限在字面上或譯本的比較，而長於在觀察翻譯或討論譯本

時，能夠融合翻譯理論、文學理論以及比較文學理論等不同視角切入。在此期間也因

修習許多理論課程，開始對語言、文學和翻譯的哲思議題產生濃厚興趣，這也讓她的

研究從描述性的研究慢慢朝向哲思性的探究、朝向語言哲學方面發展。

　　「我其實最希望在研究中釐清的問題就是譯者和工具、科技互相創造、互相定義

的過程」在不同的時代，譯者所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樣的，展現出的翻譯現象有什麼是

會變的？又有什麼不會變？如從過去「寫字」到「打字」，從翻閱紙本字典在稿紙上

執「墨水筆」寫字的譯者；而現今使用「碳粉匣」對著電腦打字印出文稿，利用網路

強大的搜尋功能的譯者；從玄奘遠赴印度「取經」到現在譯者從網路「下載」，「人

類」變成「後人類」的變化對於翻譯實踐和理論帶來什麼啟示？ 

譯者、工具與科技

　　鄭惠雯以自身開始接觸翻譯到成為職業譯者，到現在成為教翻譯的老師，這二十

幾年來的經歷，深刻地體會到網路及數位科技出現重大的突破。

　　翻譯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自動翻譯使翻譯看起來是一件省時、省力的事

情且可以立即、瞬間完成，如同我們利用google翻譯，只要貼上文字，經手指輕輕

一按，便立即翻譯成各國語言。科技文明背後隱藏著嚴肅的議題：一是，語言可能更

深度地被工具化，語際之間的轉換主要服膺於工具目的的交換。其次，當語言和翻譯

活動都被簡化為工具轉換時，也會忽略一位好譯者的養成。而人類譯者和工具之間的

關係將會是輔助、取代，還是合作？如何輔助？如何合作？人類譯者能勝出的能力是

什麼？譯者和工具的問題，是鄭惠雯感興趣且努力思考並深入研究的議題。

　　雖然現今諸多量化的研究面向是機器翻譯後編輯（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

iting）的研究，鄭惠雯則是從哲思的角度來解釋思考人與科技、知識和工具的問

題。她以「熵」字的翻譯為例，查找古字書推測譯者可能在古字書中覓得「熵」字

轉注entropy概念，認為在AI時代譯者的危機，看似翻譯的功能會被機器取代，但

其實隱含著更大的問題是思維能力與創造創發能力的持存問題，而這個能力不只是

譯者，更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且都會面對的問題。而現今的譯者跟過去有何不同，及

在於使用的工具、怎麼去使用知識的方式不同，有鑑於此，鄭惠雯著重於譯者與工

具之間關係的探討。

　　鄭惠雯參與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中的薪傳學者是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李奭學研究員。李奭學曾獲得研究著作獎項的殊榮，研究除了文

學研究方面亦涉略翻譯文學。鄭惠雯所執行的研究計畫「譯者與工具、科技：過去、

現在和未來」，即為探究人類譯者、工具與科技之間的關係。鄭惠雯觀察到研究翻譯

文獻多是關於譯本的討論、譯者的介紹，其實很少談及譯者使用的工具，認為對於現

況的描述和未來的推測之外，也必須對過去歷史也有相當的掌握，在這個基礎上，才

能清楚觀察整個翻譯活動如何因著譯者與工具、科技的關係變化而變化。因此，在史

料上則須要薪傳學者的協助、提供史料方面的諮詢。

經驗與收穫

　　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鄭惠雯看到一封比較文學學會轉寄人社中心的電子郵件，提

到「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可以補助年輕學者向資深學者提

出諮詢，幫助年輕學者能夠在諮詢輔導期間或結束後準備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因此提出申請，之後也順利獲得計畫的補助。

　　李奭學在輔導與諮詢過程，提供鄭惠雯在執行研究計畫過程中許多協助。不但在

思想上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且在很細微的、實務面上提供具體的指導，完

全不吝於分享個人經驗，大到研究方向、小到具體、細節的東西，如填寫計畫時學門

的選擇、各樣經費的規劃等等，李奭學都以他個人的經驗分享。鄭惠雯提到在2020年

投稿於東吳翻譯學報《譒》創刊號的研究論文，關於「字典」和「知識」的部分其實

就受惠於薪傳學者的諮詢內容，讓她在撰寫過程當中除了理論的引用之外，能夠舉翻

譯史上的實例來豐富內容。

　　鄭惠雯的研究計畫跨足文學、語言、翻譯、歷史等面向，如何聚焦自己的研究，

讓她陷入思考。李奭學提醒，做出一個對翻譯、學術有價值的一個研究，同時要有原

創性、可行性，常以自身過去的研究來提點，該怎麼進行研究。由此，鄭惠雯盡量去

展現自己在翻譯、文學理論、文化理論的優勢與專長，盡力在這些方面凸顯，使得她

如實的感受到研究經驗的傳承。

　　當鄭惠雯提到正在書寫的文章、思考的問題時，李奭學都能順著脈絡，提供很多

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和方向。李奭學認為談工具就不能不顧及知識的掌握問題。從李奭

學的談話中能得知許多過去未曾知道卻非常有趣的翻譯史實例。又如在執行計畫過程

中，執著於該怎麼談AI自動化翻譯帶來的影響跟衝擊。李奭學關切的說道：有時我們

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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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其中的現象會模糊研究的眼光，太近了看不清楚，也不宜空談理論，而無史料的

佐證、理論的推演。在研究中都需要有一個根本、一個史料或是一個文本為根本，才

不會空談理論。

  鄭惠雯非常感謝李奭學的協助。她認為薪傳學者諮詢對自己或是說對青年學者來

說，為其在個人研究的培養注入龐大的研究能量。最大的幫助莫過於研究眼光的養

成，即是思想的啟發以及閱讀視野的開拓。她提及薪傳學者跟自己的研究領域非常不

同，在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受的訓練除了文學文本的閱讀之外，以文

學文化理論的閱讀探討居多，但李奭學傳統研究功力深厚，非常注重翻譯史料的蒐集

與整理。因此，於輔導與諮詢期間，開始協調自身在理論和史料之間的掌握能力，怎

麼樣讓自己兼具好的理論眼光和蒐集爬梳史料的能力。

  「薪傳學者就是一個先行者，走在我們前面，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傳承確實對於後輩

有很大的助益。」回想這段歷程，她仍尤為感動，鄭惠雯如是說道。她認為「薪傳學

者諮詢」的計畫立意甚好，也是值得繼續推行的計畫。尤其對各方面資源都還不是很

多的人文領域的年輕學者非常有幫助。她提及人文領域的研究很多時候都是「閉門造

車」，和其他學者的交流多半是書面的、在閱讀當中的平行交流。有這樣的媒合計畫

其實對自己的研究能力提升頗有直接效益。

      雖然有諮詢次數、諮詢方式、撰寫每季的報告、結案報告的種種規範，在報告書

寫的進度的掌握都能如期完成，或許跟自己當譯者有關。她建議青年學者在報告的書

寫上，比如說當天諮詢完之後，就趕快筆記下來，平常例行紀錄，等到繳交時便能較

為順利。因此她覺得，書寫報告對她來說，是例行公事，也因著這些規範與要求，有

一個諮詢歷程的紀錄，對正在探索未來研究方向的年輕學者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

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東吳大學英文系的鄭惠雯助理教授，在面對科技快速發

展與變遷的世界，翻譯的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人類譯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

會如何改變？

踏入翻譯世界的學思歷程

　　鄭惠雯回想學思歷程，博士班一讀就是八

年，中間經歷結婚生子，過著一邊帶小孩、一

邊寫論文、準備口試的日子。過程雖然艱辛，

但期間仍持續不懈的維持論文產出，從其研究

論文中，可見關注的研究議題。

　　鄭惠雯的研究領域包括翻譯的實務與現象、翻譯理論、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語

言哲學。碩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偏向翻譯的實踐和實作的培養，受

到扎實的實踐訓練，而博士班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系所的訓

練，以文學理論偏長，其翻譯歷程中反映出求學時兩段非常不同的學術訓練。受惠這

兩段歷練，使鄭惠雯不只受限在字面上或譯本的比較，而長於在觀察翻譯或討論譯本

時，能夠融合翻譯理論、文學理論以及比較文學理論等不同視角切入。在此期間也因

修習許多理論課程，開始對語言、文學和翻譯的哲思議題產生濃厚興趣，這也讓她的

研究從描述性的研究慢慢朝向哲思性的探究、朝向語言哲學方面發展。

　　「我其實最希望在研究中釐清的問題就是譯者和工具、科技互相創造、互相定義

的過程」在不同的時代，譯者所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樣的，展現出的翻譯現象有什麼是

會變的？又有什麼不會變？如從過去「寫字」到「打字」，從翻閱紙本字典在稿紙上

執「墨水筆」寫字的譯者；而現今使用「碳粉匣」對著電腦打字印出文稿，利用網路

強大的搜尋功能的譯者；從玄奘遠赴印度「取經」到現在譯者從網路「下載」，「人

類」變成「後人類」的變化對於翻譯實踐和理論帶來什麼啟示？ 

譯者、工具與科技

　　鄭惠雯以自身開始接觸翻譯到成為職業譯者，到現在成為教翻譯的老師，這二十

幾年來的經歷，深刻地體會到網路及數位科技出現重大的突破。

　　翻譯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自動翻譯使翻譯看起來是一件省時、省力的事

情且可以立即、瞬間完成，如同我們利用google翻譯，只要貼上文字，經手指輕輕

一按，便立即翻譯成各國語言。科技文明背後隱藏著嚴肅的議題：一是，語言可能更

深度地被工具化，語際之間的轉換主要服膺於工具目的的交換。其次，當語言和翻譯

活動都被簡化為工具轉換時，也會忽略一位好譯者的養成。而人類譯者和工具之間的

關係將會是輔助、取代，還是合作？如何輔助？如何合作？人類譯者能勝出的能力是

什麼？譯者和工具的問題，是鄭惠雯感興趣且努力思考並深入研究的議題。

　　雖然現今諸多量化的研究面向是機器翻譯後編輯（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

iting）的研究，鄭惠雯則是從哲思的角度來解釋思考人與科技、知識和工具的問

題。她以「熵」字的翻譯為例，查找古字書推測譯者可能在古字書中覓得「熵」字

轉注entropy概念，認為在AI時代譯者的危機，看似翻譯的功能會被機器取代，但

其實隱含著更大的問題是思維能力與創造創發能力的持存問題，而這個能力不只是

譯者，更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且都會面對的問題。而現今的譯者跟過去有何不同，及

在於使用的工具、怎麼去使用知識的方式不同，有鑑於此，鄭惠雯著重於譯者與工

具之間關係的探討。

　　鄭惠雯參與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中的薪傳學者是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李奭學研究員。李奭學曾獲得研究著作獎項的殊榮，研究除了文

學研究方面亦涉略翻譯文學。鄭惠雯所執行的研究計畫「譯者與工具、科技：過去、

現在和未來」，即為探究人類譯者、工具與科技之間的關係。鄭惠雯觀察到研究翻譯

文獻多是關於譯本的討論、譯者的介紹，其實很少談及譯者使用的工具，認為對於現

況的描述和未來的推測之外，也必須對過去歷史也有相當的掌握，在這個基礎上，才

能清楚觀察整個翻譯活動如何因著譯者與工具、科技的關係變化而變化。因此，在史

料上則須要薪傳學者的協助、提供史料方面的諮詢。

經驗與收穫

　　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鄭惠雯看到一封比較文學學會轉寄人社中心的電子郵件，提

到「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可以補助年輕學者向資深學者提

出諮詢，幫助年輕學者能夠在諮詢輔導期間或結束後準備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因此提出申請，之後也順利獲得計畫的補助。

　　李奭學在輔導與諮詢過程，提供鄭惠雯在執行研究計畫過程中許多協助。不但在

思想上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且在很細微的、實務面上提供具體的指導，完

全不吝於分享個人經驗，大到研究方向、小到具體、細節的東西，如填寫計畫時學門

的選擇、各樣經費的規劃等等，李奭學都以他個人的經驗分享。鄭惠雯提到在2020年

投稿於東吳翻譯學報《譒》創刊號的研究論文，關於「字典」和「知識」的部分其實

就受惠於薪傳學者的諮詢內容，讓她在撰寫過程當中除了理論的引用之外，能夠舉翻

譯史上的實例來豐富內容。

　　鄭惠雯的研究計畫跨足文學、語言、翻譯、歷史等面向，如何聚焦自己的研究，

讓她陷入思考。李奭學提醒，做出一個對翻譯、學術有價值的一個研究，同時要有原

創性、可行性，常以自身過去的研究來提點，該怎麼進行研究。由此，鄭惠雯盡量去

展現自己在翻譯、文學理論、文化理論的優勢與專長，盡力在這些方面凸顯，使得她

如實的感受到研究經驗的傳承。

　　當鄭惠雯提到正在書寫的文章、思考的問題時，李奭學都能順著脈絡，提供很多

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和方向。李奭學認為談工具就不能不顧及知識的掌握問題。從李奭

學的談話中能得知許多過去未曾知道卻非常有趣的翻譯史實例。又如在執行計畫過程

中，執著於該怎麼談AI自動化翻譯帶來的影響跟衝擊。李奭學關切的說道：有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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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其中的現象會模糊研究的眼光，太近了看不清楚，也不宜空談理論，而無史料的

佐證、理論的推演。在研究中都需要有一個根本、一個史料或是一個文本為根本，才

不會空談理論。

  鄭惠雯非常感謝李奭學的協助。她認為薪傳學者諮詢對自己或是說對青年學者來

說，為其在個人研究的培養注入龐大的研究能量。最大的幫助莫過於研究眼光的養

成，即是思想的啟發以及閱讀視野的開拓。她提及薪傳學者跟自己的研究領域非常不

同，在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受的訓練除了文學文本的閱讀之外，以文

學文化理論的閱讀探討居多，但李奭學傳統研究功力深厚，非常注重翻譯史料的蒐集

與整理。因此，於輔導與諮詢期間，開始協調自身在理論和史料之間的掌握能力，怎

麼樣讓自己兼具好的理論眼光和蒐集爬梳史料的能力。

  「薪傳學者就是一個先行者，走在我們前面，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傳承確實對於後輩

有很大的助益。」回想這段歷程，她仍尤為感動，鄭惠雯如是說道。她認為「薪傳學

者諮詢」的計畫立意甚好，也是值得繼續推行的計畫。尤其對各方面資源都還不是很

多的人文領域的年輕學者非常有幫助。她提及人文領域的研究很多時候都是「閉門造

車」，和其他學者的交流多半是書面的、在閱讀當中的平行交流。有這樣的媒合計畫

其實對自己的研究能力提升頗有直接效益。

      雖然有諮詢次數、諮詢方式、撰寫每季的報告、結案報告的種種規範，在報告書

寫的進度的掌握都能如期完成，或許跟自己當譯者有關。她建議青年學者在報告的書

寫上，比如說當天諮詢完之後，就趕快筆記下來，平常例行紀錄，等到繳交時便能較

為順利。因此她覺得，書寫報告對她來說，是例行公事，也因著這些規範與要求，有

一個諮詢歷程的紀錄，對正在探索未來研究方向的年輕學者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業務旨在培育青年學者，鼓勵從事

跨領域研究的青年學者向資深學者提出諮詢、協助其進行學術研究、強化研究能力

及拓展學術網絡。目前任職東吳大學英文系的鄭惠雯助理教授，在面對科技快速發

展與變遷的世界，翻譯的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人類譯者與工具之間的關係

會如何改變？

踏入翻譯世界的學思歷程

　　鄭惠雯回想學思歷程，博士班一讀就是八

年，中間經歷結婚生子，過著一邊帶小孩、一

邊寫論文、準備口試的日子。過程雖然艱辛，

但期間仍持續不懈的維持論文產出，從其研究

論文中，可見關注的研究議題。

　　鄭惠雯的研究領域包括翻譯的實務與現象、翻譯理論、文學理論、比較文學和語

言哲學。碩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偏向翻譯的實踐和實作的培養，受

到扎實的實踐訓練，而博士班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系所的訓

練，以文學理論偏長，其翻譯歷程中反映出求學時兩段非常不同的學術訓練。受惠這

兩段歷練，使鄭惠雯不只受限在字面上或譯本的比較，而長於在觀察翻譯或討論譯本

時，能夠融合翻譯理論、文學理論以及比較文學理論等不同視角切入。在此期間也因

修習許多理論課程，開始對語言、文學和翻譯的哲思議題產生濃厚興趣，這也讓她的

研究從描述性的研究慢慢朝向哲思性的探究、朝向語言哲學方面發展。

　　「我其實最希望在研究中釐清的問題就是譯者和工具、科技互相創造、互相定義

的過程」在不同的時代，譯者所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樣的，展現出的翻譯現象有什麼是

會變的？又有什麼不會變？如從過去「寫字」到「打字」，從翻閱紙本字典在稿紙上

執「墨水筆」寫字的譯者；而現今使用「碳粉匣」對著電腦打字印出文稿，利用網路

強大的搜尋功能的譯者；從玄奘遠赴印度「取經」到現在譯者從網路「下載」，「人

類」變成「後人類」的變化對於翻譯實踐和理論帶來什麼啟示？ 

譯者、工具與科技

　　鄭惠雯以自身開始接觸翻譯到成為職業譯者，到現在成為教翻譯的老師，這二十

幾年來的經歷，深刻地體會到網路及數位科技出現重大的突破。

　　翻譯自動化為人類譯者帶來衝擊。自動翻譯使翻譯看起來是一件省時、省力的事

情且可以立即、瞬間完成，如同我們利用google翻譯，只要貼上文字，經手指輕輕

一按，便立即翻譯成各國語言。科技文明背後隱藏著嚴肅的議題：一是，語言可能更

深度地被工具化，語際之間的轉換主要服膺於工具目的的交換。其次，當語言和翻譯

活動都被簡化為工具轉換時，也會忽略一位好譯者的養成。而人類譯者和工具之間的

關係將會是輔助、取代，還是合作？如何輔助？如何合作？人類譯者能勝出的能力是

什麼？譯者和工具的問題，是鄭惠雯感興趣且努力思考並深入研究的議題。

　　雖然現今諸多量化的研究面向是機器翻譯後編輯（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

iting）的研究，鄭惠雯則是從哲思的角度來解釋思考人與科技、知識和工具的問

題。她以「熵」字的翻譯為例，查找古字書推測譯者可能在古字書中覓得「熵」字

轉注entropy概念，認為在AI時代譯者的危機，看似翻譯的功能會被機器取代，但

其實隱含著更大的問題是思維能力與創造創發能力的持存問題，而這個能力不只是

譯者，更是每一個人都需要且都會面對的問題。而現今的譯者跟過去有何不同，及

在於使用的工具、怎麼去使用知識的方式不同，有鑑於此，鄭惠雯著重於譯者與工

具之間關係的探討。

　　鄭惠雯參與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中的薪傳學者是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李奭學研究員。李奭學曾獲得研究著作獎項的殊榮，研究除了文

學研究方面亦涉略翻譯文學。鄭惠雯所執行的研究計畫「譯者與工具、科技：過去、

現在和未來」，即為探究人類譯者、工具與科技之間的關係。鄭惠雯觀察到研究翻譯

「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申請受理時間：每年3月、8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77

文獻多是關於譯本的討論、譯者的介紹，其實很少談及譯者使用的工具，認為對於現

況的描述和未來的推測之外，也必須對過去歷史也有相當的掌握，在這個基礎上，才

能清楚觀察整個翻譯活動如何因著譯者與工具、科技的關係變化而變化。因此，在史

料上則須要薪傳學者的協助、提供史料方面的諮詢。

經驗與收穫

　　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鄭惠雯看到一封比較文學學會轉寄人社中心的電子郵件，提

到「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可以補助年輕學者向資深學者提

出諮詢，幫助年輕學者能夠在諮詢輔導期間或結束後準備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因此提出申請，之後也順利獲得計畫的補助。

　　李奭學在輔導與諮詢過程，提供鄭惠雯在執行研究計畫過程中許多協助。不但在

思想上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且在很細微的、實務面上提供具體的指導，完

全不吝於分享個人經驗，大到研究方向、小到具體、細節的東西，如填寫計畫時學門

的選擇、各樣經費的規劃等等，李奭學都以他個人的經驗分享。鄭惠雯提到在2020年

投稿於東吳翻譯學報《譒》創刊號的研究論文，關於「字典」和「知識」的部分其實

就受惠於薪傳學者的諮詢內容，讓她在撰寫過程當中除了理論的引用之外，能夠舉翻

譯史上的實例來豐富內容。

　　鄭惠雯的研究計畫跨足文學、語言、翻譯、歷史等面向，如何聚焦自己的研究，

讓她陷入思考。李奭學提醒，做出一個對翻譯、學術有價值的一個研究，同時要有原

創性、可行性，常以自身過去的研究來提點，該怎麼進行研究。由此，鄭惠雯盡量去

展現自己在翻譯、文學理論、文化理論的優勢與專長，盡力在這些方面凸顯，使得她

如實的感受到研究經驗的傳承。

　　當鄭惠雯提到正在書寫的文章、思考的問題時，李奭學都能順著脈絡，提供很多

值得去思考的問題和方向。李奭學認為談工具就不能不顧及知識的掌握問題。從李奭

學的談話中能得知許多過去未曾知道卻非常有趣的翻譯史實例。又如在執行計畫過程

中，執著於該怎麼談AI自動化翻譯帶來的影響跟衝擊。李奭學關切的說道：有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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