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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年度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入学試験問題

［修士課程］ 専門科目 表象・メディア論 コース ※解仰!J紙（縦・⑮

［問 1]

以下の 9項目から 4項目を選び、それぞれについて 3～5行程度にまとめなが

ら解説せよ。

(1) ジャック・デリダ

(2）『パサージュ論』

(3) ポスト・トウノレース

(4) 高畑勲

(5) ピクトリアリズム

(6) パンクシー

(7) サイトスペシフィック・パフォーマンス

(8) 向田邦子

(9）『ゴドーを待ちながら』

［間 2]

以下の英文・仏文資料のうちから一題を選択して和訳せよ。

［英文］以下の英文を読み、下線部を和訳せよ。

The body has always been a contested site. In the 
Christian and Humanist traditions, it has often been 
seen as a mere am品iaryto the self, a vehicle or object 
that houses the mind or the soul. In these views of 
embodiment, (1) the self is seen as a transcendent entitv 
whose existence deoends onlv contine-entlv on the bodv. 
which the 'true' self will eventuallv shed like a defunct 
item of clothine-. An alternativ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body, supported by more recent discoveries in science,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is that (2) it narticinates in 
crucial wavs in thinkine-. feeline-and the shaoine-of our 
nersonalities and that (3) nreciselv for this reason. the 
bodv is in fact constitutive of what we call the self. Yet 
these ways of understanding the body are never pure; 
there are always areas of openness to the contrary 
position. (4) For the bodv is notoriouslv difficult to 
theorize or oin down司 becauseit is mutable. in oeroetual 
flux. di在erentfrom dav to dav and凶 sistantto conceotual 
definition. 

※Web公聞にあたり、著作権者の要請により:±l興追記しております。
Fro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Body in Literature, 
David Hillman, Ulrikaドlaude,

Cab bridge University Pr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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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仏文］以下の仏文を読み、全文を和訳せよ。

Je dis: cette femme. H凸lderlin, Mallarme et, en general, tous ceux dont la poesie a 

pour theme l'essence de la poesie ont vu dans l'acte de nommer une merveille 

inquietante. Le mot me donne ce qu'il signifie, mais d’abord il le supprime. Pour que je 

puisse dire : cette femme,,il faut que d'une maniere ou d’une autre je lui retire sa realite 

d'os et de chair, la rende absente et l'aneantisse. Le mot me donne l'etre, mais il me le 

donne prive d’etre. Il est r absence de cet etre, son neant, ce qui demeure de lui lorsqu'il 

a perdu l'etre, C’est-a-dire le seul fait qu’il n'est pas. Hegel, dans un texte anterieur a La 

Phenomeno]ogie de ]'Esprit, a ecrit : ≪ Le premier acte, par lequel Adam se rendit maitre 

des animaux, fut de leur imposer un nom, c’est-a-dire qu'il les aneantit dans leur 

existence (en tant qu’existants）.》 Hegelveut dire qu'a partir de cet instant, le chat 

cessa d’etre un chat uniquement reel, pour devenir aussi une idee. Le sens de la parole 

exige done, comme preface a toute parole, une sorte d'immense hecatomb♂， un deluge 

prealable, plongeant dans une mer complete toute la creation. 

士hecatombe:sacrifice ou massacre d’un grand nombre d’animaux ou de personnes. 

米Web公開にあたり、著作権者の要請により出典追記しております。
Maurice Blanchot, La part du feu, Maurice Blanchot, 

⑥ Editions GALLLMARD 

［問 3］以下の三つのキーワー ドを軸にして、「想像力」について論述せよ。

キーワー ド；「メディアJ「身体」「イメー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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