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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譯諸子百家》
——醺人中詩英譯選集

施文志
醺人的中詩英譯選集《譯諸子百家》

由菲律賓莊茂榮基金會出版，列為【心誌叢

書】之16。

醺人在《刊前語》寫道：萬里長城有

多長？無論用英哩或是公里去測量，都不到

一萬。所謂萬里，就跟李白詩句「白髮三千

丈」的「三千丈」一樣，只不過是運用誇張

技巧，來形容「很長」而已。

諸子百家有幾家？這詞語最先出現在

春秋戰國時代。至今還讓人熟悉的，不過道

家李耳、莊周、墨家墨翟、名家惠施、公孫

龍、儒教孔丘、和弟子孟軻、荀況這對寶貝

冤家而已總共加起來，絕對不超過一百。

 如果「萬里」形容「很長」；那麼，同

樣道理，「百家」形容「很多」，不一定整

整一百。先把數目字念說清楚，免得大家見

笑不會算數。

春秋戰國以後二千多年來，「諸子百

家」四個字不斷在各種文獻中出現，最鮮明

的例子，是上世紀末香港出版的《諸子百家

看金庸》。

且為這部《譯諸子百家》詮釋定義：依

「萬里長城」例，本書「諸子百家」專指菲

華詩人。

旅遊不算，凡是在菲律賓定期居留過的

軒轅血裔華人，不計國籍，都符合「菲華」

資格。凡是寫過詩的，不論是傳統詩詞、自

由詩、現代詩甚至打油詩都符合「詩人」資

格。底線是：寫的必須是詩，不是一行一行

的中文字。

「譯」字最廣義，適合本書作題。譯諸

子百家，以英文為主，卻有例外，並不是絕

對，所以「英譯」並不適用。

醺老兒天生任性，一向逍遙自在，快意

恩仇，不是墨守繩規的料，譯諸子百家時，

卻嚴格遵守兩條鐵律原則：首先，老兒尊重

人權，必定徵求作者同意才翻譯。

這麼不怕費時間精力的堅持和執著，

固然讓譯者交了許多新朋友；經歷過三料驚

喜；卻也留下三樁遺憾。

有一回作者欣然同意譯詩，又說可惜是

英譯，有一位西班牙同學（或教授，記不清

了），不能請他看自己的詩。當時除了英譯

刊登外，又另外譯成西班牙文，打一份交給

詩人，造成一次驚奇。幾天後，接電話知道

那學友高興得跳起來，讓驚奇成雙。然後譯

者就忘了這件事。這次整理稿件時，意外發

現當年的副本（將附錄收進本冊），驚喜的

卻是自己！

一直想翻譯杜若、亞薇、藍菱的詩，因

為聯絡不到詩人求得同意，至今不能如願，

是譯諸子百家的三樁遺憾。 

遵行的另一條規則，就是對照發表，接

受大眾指教。

這麼做，的確收到增進交流的效果，拓

大自己的世界。初期，先後得到圈子裡于長

庚、邵建寅、蔡清潔（皆已仙遊）、吳建省

來教，受益良深。近期又有逸峰兄，榮超老

弟相互磋切。日前收到仞青兄網訊指出打錯

的字。

從事翻譯工作，樂趣達此境地，夫復何

求！ 

交新朋友，造成驚喜，增進交流，擴充

世界，誠然值得欣慰；有些少遺憾，也始終

無悔。如還能從頭來過，照樣會這麼做。如

果還繼續翻譯，也不會改變堅持了幾十年的

政策。醺人謹識 歲次辛丑季值孟冬于世外鬧

市。

莊金耀先生在《心誌叢書序》裡說：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詩聖

杜甫的名言。誠然，寫作人長期的精神勞

動，若能把自己的力作結集成書，乃是他們

的夙願。有感于此，此番莊茂榮基金會出版

《心誌叢書》系列，意在讓具有菲華特色的

文學作品得以結集傳世，為菲華作家的心血

結晶略盡棉力。我們認為這項工作有益社

會，富有意義，何樂而不為。

 【心誌叢書】系列已經出版：之1：

李泉山《山澗泉聲》。之2：鍾藝《朗園·千

島·神州》。之3：施文志著、施華謹菲譯、

Marne L.Kilates英譯《解放童年》中菲英三

語詩集。之4：：王仲煌《拈花微笑》。之

5：蔡介川《八連孩子的心聲。之6：老油條

《笑罵江湖》。之7：莊紫棟《寸草心》。

之8：蘇榮超《遺失》。之9：劉少宏《人

海百態》。之10：老油條《塵緣蒼茫》。之

11：南山鶴詩選、陳默詩選。之12：施文志

詩集《是我》。之13：施華謹翻譯《詩在千

島上》中菲雙語詩集。之14：鍾藝《歲月記

憶》。之15：吳梓瑜《岷灣絮語》。之16：

醺人《譯諸子百家》。

 《譯諸子百家》目錄：心誌叢書序，刊

前語，獻。後記：冷門·動力·天地（代跋），

附錄一：外一章，附錄二：緬懷到永恆：滿

江紅·悼邵建寅賢達，千年思·悼靜思詩兄，悼

晴雨軒主，石州引·悼施騰輝兄，永遇勒·悼王

文漢兄，百年·肝膽·悼念，悼亡父。附錄三：

樂譯聊誌趣：譯事三則，氣質·火花·加番，

仔細推敲，果然有趣。醺人中詩英譯的菲華

詩人：一民、一陣風、一樂、山石、心宇、

月曲了、王仲煌、王勇、王斐、平凡、石

子、本予、仞青、白雁子、江一涯、竹草、

亦勵、吳天霽、老頑童、弄潮兒、林泉、和

權、施文志、范零、柳夢影、幽蘭、悟真、

許冬橋、許芥子、晨雨、莊垂明、陳扶助、

陳默、雲鶴、農夫、逸峰、劉一氓、謝馨。

收錄中詩英譯七十七首。

 醺人的《冷門 ‧ 動力 ‧ 天地 （代

跋）》：譯諸子百家，至今已經超過三十

年。一路譯過來，對自己有三項要求：一、

譯出原作每一個字的意思；二、維持原作的

形態、節奏；三、原作如押韻，譯文也依位

押韻。從開始到如今，自問這三項要求都做

到了。

這三十多年，當然不是天天翻譯（哪還

了得！）。從事這種冷門嗜好，除了天時、

地利、人和，還需要運氣和機緣。

碰到好運氣，一天可譯一位詩家一首

詩。運氣特別好，可譯一家一首以上，或是

一家以上各一首，卻從未發生一家以上各一

首以上這樣的綵頭，可見好詩可遇不可求。

因為可遇不可求，所以正常的日子一天

難得有一首可譯。這種日子通常以星期，甚

至以月計數。要怪，只怪機緣

欠佳。

因為可遇不可求，好詩是造成洛陽紙

貴的大熱門。但對一位只譯好詩，寧願樹敵

也不願濫譯的譯者，他的嗜好卻成大冷門。

能夠一直堅持三十多年，連他自己也覺得奇

怪。

三十年前，有人相勸將譯詩結集付梓。

沒有結果。

二十年前，又有人這麼相勸。又沒有結

果。

十年前，還是有人這麼相勸。還是沒有

結果。

沒有結果，跟天時、地利、人和、運

氣、機緣都無關。沒有結果，只因為譯者患

上一種很難醫治的痼疾：懶病！

最近這一兩年，親朋戚友一個個離開塵

世，數目多得令人觸目驚心，加上記憶力出

奇迅速衰退，暗自尋思，如果

自己也走了，或許彼岸李詩仙會備酒相

待；如果記憶喪失殆盡，除了聽天由命也別

無良方；一些俚詩歪文，懶得去理會；唯有

多年來那些譯詩，當初鄭重其事驚動了作者

（好多位已故），似應對大家有個交代才合

情理，便開始收集舊稿，鬆動懶骨。

四月初北美職棒季開始，老兒一家兩

口都是標準鐵桿球迷，退隱城市組隊每日參

賽，集稿「大計」才停頓下來。

這兩年來離世故人，圈子內的先後有：

亦師亦友的邵建寅賢達；吟社共同對酒酬唱

的靜思兄、晴雨兄；說服老兒在《大眾論

壇》開闢『酒話無涯』的編座騰輝兄；當年

八五英齡，還與我共盡一整瓶威士忌的王文

漢兄。沾南瀛網頁的光，老兒第一時間獲

訊，都譜填詩詞哀悼。他們瀟灑走一回，不

帶走一片雲彩，卻驚醒懶病中的懶蟲，給這

部集子提供起步的動力。容許醺老兒把這些

詩詞附錄在冊，緬懷到永恆。另有一生最重

要的兩篇悼文，追念的長者，一個生我，一

個知我，也附錄了。

但願人長久。希望以後不要再寫這一類

的詩文才好。

幾個月前，山石兄從網上傳來某作家的

一篇散文，長達幾千字，問老兒願不願譯成

英文；如果願意，要什麼條件。

卻說先母生前喜歡湊熱鬧，偌大的年

紀，有一回跑到老遠的地方聽啥演講會。散

會時，承蒙一位好心人送她回家，省掉搶擠

吉普尼車，轉搭巴士，再擠另一線吉普尼的

勞頓。

這位敬老的好心人，正是散文求譯的

作家。他也許忘了自己那次善舉，但母親受

惠，衷心感激，常常提起，所以

老兒記得他。受人滴水之恩，應該湧泉

以報。母親多承車送回府，本應回增機票才

對，不知為何只說不做。現在她仙遊了，正

該替她報恩。想到做到，便無條件一口氣譯

完回傳。

一兩天後，山石兄來訊，轉達某作家

的謝意，又說所以求譯，是為了給只識英文

的孫女看。老兒非常感動，這位作家不但敬

老，而且恤幼，是頂級慈祥的爺爺。單憑這

一點，就值得為他服務，不管有沒有母親的

一段淵源。而這位幸福的孫女，讓老兒連帶

又想起幾百里外波士頓，自己的兩個孫女。

她們將來長大，大概也只識英文了。人家爺

爺這麼費心讓一個孫女欣賞作品，我這個爺

爺豈不是應該趕緊把集子弄出來，留給兩個

孫女欣賞我菲華詩家的文采。（當然還有爺

爺的譯筆！）

這想法無異給《譯諸子百家》打了強心

針，成後續動力。

姮姮我家燕，我的愛人，一向以沉默支

持我的寫作。

千萬別誤會，她不是啞巴。開車長途

旅行時，她會一路跟我聊天，驅除化解長時

間駕駛的單調。沉默支持，因為她知道老公

必須靜靜坐下來才寫得出東西來。如果叫我

像曹植，一邊計步走動，一邊譜詩，休說七

步，就是七萬步也吟不出來，只會先累死！

今年十月底，職棒季結束，她看見老

兒又翻箱倒屜找剪報舊稿，破例出聲打氣鼓

勵，贊成有加，催我積極從事，構成最強勁

的動力。既然金人都開了金口，如果不照

辦，天地難容！

醺老兒不敢獲罪于天地，輾轉奔走，

努力幹旋，又幸蒙亦勵社長和農夫兄鼎力幫

忙，終于聯絡上莊茂榮機構慨允出版，才有

機會將這集子獻給至愛的姮姮。

多承農夫兄賜題書名，友銘編座設計封

面，萬分感激。醺老兒只嗜好譯詩交友，無

意開職業介紹所，也不想當

媒人；譯諸子百家，只依筆名推揚佳

作，不另再詳介詩家。反正識者自識，不識

者可惜，是他們自己吃虧，一切隨緣！且填

一闋《哨遍》，不說譯者是誰，只明其志，

並收結本冊：

《哨遍 ‧ 伏櫪自如》

~返步東坡學士「為米折腰」~

皮相歷塵，輕快順怡，餐飲無休止。

對友儕，磊落避猜疑。枉逐浮華不如

醉。

且頌之。不推淺才疏識，臨箋必有臨箋

計。

容雅緒升霄，黃湯下腹，鏗鏘著地鳴

矣。

仗靈思沸湧記當時。筆下逸篇火赫兮

兮。

神步青蓮，格依東坡，韻從平水。

噫。詩酒遄飛。試過方知箇中味。

得兩三真契，酬唱豈求驚世。

鬧市利藏蹤，正宜退隱，園林互証東山

意。

網絡暢開通，交流萬里，鍵盤抒盡前

此。

喝夠章成樂沁心扉。更番授受多少風

晞。

偶回首、追懷丁稚。

逍遙湖海峰麓，嚐遍坊間釀，

斬荊穿浪陶然伏櫪，參透物非人是。

天涯闖蕩路同歸。覺自如、了卻凡累。

僑中總校訂期舉行畢業結業升級儀式 基礎教育各部獎項得獎學生名單揭曉
菲律濱僑中學院訊：疫情肆虐了兩年，

儘管線上學習帶來諸多挑戰，我院學子憑藉
一股青春的熱情，展現出少年應有的魄力，
讓2021至2022學年度依然碩果累累。現在全
部學習活動經已結束，我院總校將訂於五月
六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半在Zoom會議平臺
上舉行幼兒園升級儀式；五月十一日（星期
三）上午八時半與下午二時在Zoom會議平臺
上分別舉行小學部畢業典禮及英文初中部結
業式；五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半舉
行高中部線下線上混合式畢業典禮。

各班優秀生及各獎項得獎同學經於全體
教師會議評定選出，名單如下：

英文部學業成績優良獎
僑中金獎：（十二年級）王合桂
高中部科技工程數學科畢業最高榮譽

獎：王合桂、王曜釧、蔡繼恒、洪煒祺、陳
懷英、吳珊妮、王永順、黃筱笄、吳泯妮、
鄭嘉玲、尤傳華、李松松；榮譽獎：黃心
媚、鄭志祥、施純陽、邱雅麗、吳敏星；優
秀獎：陳章順、黃鈞皓、蔡忠輝、陳詩妍、
施志強、蔡育仁、黃仁德、曾善福

高中部會計商業管理科畢業最高榮譽
獎：呂燕詩、莊清媚、許炳祥；榮譽獎：莊
淵棋、蔡靜瑩；優秀獎：陳安琪、柯莉莉、
黃毅鑫、許思洋、蔡紹麟、呂寶寶、黃天
倫、施正捷、吳安雄、郭羽軒、陳凱洋、趙
菲婷、柯靜雅、黃鴻儀、王若琳、李煥年、
吳錦鈺、李昌煥

小學部畢業第一名：李姍姍；第二名：

林泉德；第三名：吳松燦；第四名：施美
琳；第五名：蔡永利

初中部結業全年段第一名：江盼姐；第
二名：陳甲鴻；第三名：黃靜嫻

幼兒園英文班優秀生：（大A班）李培
淵、莊昆達、張珺瑜；（大B班）施淑薇、陳
楷翰、鄒燕；（大C班）林婧盈、張西詹、
莊志傑；（中A班）傅名陽、蔡宜娟、林奇
佑；（中B班）丁彥中、陳子童、張勇財；
（小班）顏珍美、許榮輝、張明仁

扶西劉禮學業成績優良獎：（十二年
級 ） 王 合 桂  傑 利 • 羅 哈 斯 學 生 領 袖 獎 ：
（十二年級）蔡繼恒

楊應琳大使青年奉獻獎：（十二年級）
洪煒祺

最佳數學獎：（十二年級）洪煒祺；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林泉德

最佳理科獎：（十二年級）王合桂；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李姍姍

最佳英語獎：（十二年級）王曜釧；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李姍姍

最佳菲語獎：（十二年級）王合桂；
（十年級）蔡清廉；（六年級）李姍姍

最佳社會學獎：（十二年級）鄭燕煌；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林泉德

最佳商業管理獎：（十二年級）呂燕詩
最佳視覺藝術獎：（十二年級）吳泯妮
最佳多媒體藝術獎：（十二年級）李松松
最佳表演藝術獎：（十二年級）莊淵

棋、尤傳華

最佳音樂藝術獎：（十二年級）郭羽軒
最 佳 論 文 獎 ： （ 十 二 年 級 科 技 工 程

數學科）洪煒祺、洪紹睿“Compara t ive-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Modeling 
Techniques for Potential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十二年級會計商業
管理科）呂燕詩、莊江立“The Impact of 
Shopee Rating Reviews on the Buying Behavior 
of Selected Parents of Philippine Cultural College 
Mani la”；（十二年級人文社會學科）鄭
燕煌“Analyzing the  Portrayals of Transgender 
Transitioning in the Films The Danish Girl (2015) 
and Just Charlie (2017)”

最佳論文答辯獎：（十二年級科技工程
數學科）蔡繼恒；（十二年級會計商業管理
科）莊淵棋；（十二年級人文社會學科）鄭
燕煌

最佳實習獎：（十二年級科技工程數學
科）王合桂；（十二年級人文社會學科）曾
雅熔 

最佳體育健將獎：（十二年級）鄭志祥
最佳電腦獎：（十年級）陳甲鴻；（六

年級）李姍姍
最佳操行獎：（十二年級）李松松；

（十年級）陳甲鴻；（六年級）李姍姍
服務獎：（十二年級）李松松、洪煒

祺、吳泯妮、尤傳華、蔡繼恒、莊淵棋；
（六年級）林泉德、施嘉芊

王瓊基金會獎學金：（六年級）李姍姍
學樂閱讀最高分：（十年級）江盼姐

學樂閱讀精英：（十年級）江盼姐
幼兒園學樂閱讀精英：：（大A班）周

鴻偉；（大B班）施淑薇；（大C班）林婧
盈；（中A班）謝雨真；（中B班）丁彥中；
（小班）顏珍美

中文部學業成績優良獎
高中畢業班（實驗班）畢業第一名：李

松松；第二名：吳泯妮；第三名：蔡塤緣
高中畢業班（普通班）畢業第一名：王

森楠、莊兆隆；第二名：吳安雄；第三名：
蔡梓賢

高中華語特別獎：許靖凱
小學畢業班（實驗班）畢業第一名：王

瀅婷、尤可瀅；第二名：蔡煜菲；第三名：
李俊誼、施嘉琳

幼兒園中文班優秀生：（大A班）張珺
瑜、李培淵、邱鎂琳；（大B班）施淑薇、蔡
文豪、邱銥涵；；（大C班）陳紫菱、董思
彤、林婧盈；（中A班）王丹妮、謝雨真、
董欣屹、（中B班）陳子童、蔡文凱、丁彥
中；（小班）顏珍美、許文元、林靖航

校友會獎學金
中文部：（幼兒園）張珺瑜；（二年

級）陳慧媛；（五年級）黃靜嫻；（六年
級）尤可瀅；（中二）陳巧妮；（中三）洪
靜雯；（中四）邵燦培

英文部：（幼兒園）林婧盈；（二年
級）陳慧媛；（三年級）何麗麗；（四年
級）邱錦林；（五年級）李美安；（九年
級）王嘉河；（十一年級）邵燦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