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韋伯演
講百年紀念與反思系列活動

侯曉君

成功大學圖書館閱覽組

Denn nichts ist für den Menschen als Menschen etwas wert, was er nicht mit Leidenschaft 

tun kann

「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1917年11月7日

1917年11月7日，韋伯在慕尼黑以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為題，作了一場演

講；1919年1月28日在同一地點，韋伯再

次主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場影

響後世深遠的演講，彙編為單行本，世界

各主要語文皆有譯本。1985年台灣的繁體

字中譯本出版，也為世紀末的台灣知識界

帶來思想與行動的深刻反思。

1991年《學術與政治》繁體中文譯本

的增訂版中，編譯者指出：「在一個因

『除魅』而喪失了意義的世界中，學術與

政治是否能夠成為新的『神』，讓志在追

求知識或參與政治的人，替自己的生命找

到意義，為世界創造價值。」

圖書館的主題書展一向求多求全，總

要展現出館藏之豐富、蒐羅之精深，數大

即是美，似乎是不變的金科玉律。但在

2017年11月7日起至12月10日止，成大圖

書館突破傳統，完美演繹了「一本書」的

主題書展。當然，現場不會只有一本書，

但是那本書是整個展場視覺焦點，也是整

個展示及周邊活動發想的起點與能量的核

心。

成大圖書館嘗試一種特別型態的主題

書展，從今年（2017）起定期舉辦「一冊

一世界」的系列活動。每次選擇一部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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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世代而影響遍於世界的重要經典，聚

焦在這部經典本身，搭配主題演講與導讀

活動，向經典以及創作經典的作者表達敬

意。

第一次的「一冊一世界」是【韋伯

（Max Weber，1864-1920）《學術與政

治》主題書展：「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

講百年紀念與反思】，在德國社會學大師

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一百週年

當天開展，除主題展示外，還有一場主題

演講與四場韋伯著作導讀。

深度閱讀、反思與溝通，是圖書館的

天職。經典著作直探靈魂深處、深思普世

且永恆價值，其意義歷久彌新。一百年

前，世界面臨天翻地覆的劇變，韋伯困思

衡慮、慷慨陳言。百年之後重溫，內心澎

湃、熱情如湧的同時，也聆聽了韋伯關於

清明理智與責任倫理的深切提醒。

在2017年的成大校慶系列活動，圖書

館敬邀讀者，從一本書開始，深入百年智

慧，共享這一場知識盛宴！

開幕式

開幕式於11月7日上午11時在總圖書

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舉行，現場地面

精心設計韋伯的大型人像，讓讀者可以站

在定點使用手機拍攝，彷彿和韋伯對話互

動。林蕙玟副館長的策展發想與佈展呈

現，讓韋伯這位百年前的社會學家及其著

作，變得更加親近讀者。

林從一副校長高度肯定圖書館的創

想，表示「經典書籍可以扮演好的床頭書

角色，讓人在不同階段的閱讀產生不同感

覺，彷彿擁有和自己長期對話的老朋

友」。他亦指出，圖書館的「一冊一世

界」，可讓韋伯的這部經典作為軸線，串

聯相差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志同道合的好

朋友，並勉勵學生，在大學時期至少要愛

過一個人、一本書或是一個活動，能夠更

加擴大自我。林副校長更進一步從哲學家

的角度來闡釋，對於某書籍、活動、人的

愛，幫助我們突破自我的邊界，把原本不

是我們的東西，變成我們自己的一部份。

讀一本好書，就像認識一個朋友，擴展了

我們的邊界。

王健文館長表示，「一冊一世界」書

展的發想，源自日本東京森岡書店

（Morioka Shoten）「一冊一室」，一次

只賣一本書的啟發，只推薦一本經典書籍

給讀者。他指出，韋伯在學術思想、社會

實踐等方面有超過一世紀的重大影響力，

而《學術與政治》這本經典著作彙集了韋

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

種志業」兩篇重要演講。開幕式也融合時

間上的巧合，10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

1917年11月7日，正是韋伯在慕尼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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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為題發表演講。在

今天舉辦開幕式別具意義。

專題演講

一百年前，世界面臨天翻地覆的劇

變，韋伯慷慨陳言。百年之後，聆聽韋伯

關於清明理智與責任倫理的深切提醒。清

華大學哲學所張旺山老師在演講中帶我們

深入了解百年前韋伯這兩篇發人深省且影

響深遠的演講。當晚演講活動共計有38人

次參與，現場座無虛席，互動熱絡。此

外，策展過程中，張旺山老師是我們最重

要的諮詢顧問，沒有張老師就沒有這個特

展。張老師在一封信中提供韋伯與妻子合

葬墓碑影像，並為我們傳神地翻譯了那兩

行文字：

「韋伯於1920.6.14.因感染西班牙

流感併發肺炎而病逝於慕尼黑。後

移葬海德堡山上墓園（Heidelberger 

Bergfriedhof），由韋伯太太瑪莉

安娜（Ma r ia n ne Weber,  1870-

1954）舉行的喪禮，據估計將近千

人參與。瑪莉安娜死後，與丈夫合

葬。

圖一　王健文館長主持開幕式 圖二　林從一副校長於開幕式致辭

圖三　林蕙玟副館長介紹策展理念 圖四　開幕式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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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正面刻著韋伯與瑪莉安娜的姓

名與生卒年，左邊刻有取自歌德的

《浮士德》（Faust）結尾處〈神秘

的合唱〉 （Chorus Mysticus）第一

行詩的：

Al les Vergängl iche is t  nu r  ei n 

Gleichnis.

右邊則刻有：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

這句話一般都認為是取自莎士比亞

的《哈姆雷特》。這二段話，據信

為Marianne所選，很巧妙地刻劃了

韋伯的一生，值得細細品味。

試譯如下：

一切無常事物，無非某種比喻

我們再找不到，跟他一樣的人」

開卷星期三：導讀韋伯

「開卷星期三」是圖書館長期舉辦的

定期讀書聚會系列活動，每場讀書聚會以

90分鐘為原則，45分鐘導讀、45分鐘對

話。預計每兩或三周，固定在周三晚間，

分別在總圖書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或

是新K館，邀請講者導讀一本或一組相關

書籍，也邀請校內成員，共同參與對話激

盪思想。

2017年第四至七場，配合「一冊一世

界」系列主題書展之一，【韋伯（Max 

Weber，1864-1920）《學術與政治》主

題書展：「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百年

紀念與反思】，於11月15日、17日、22日

及29日分別在總圖書館一樓東側展場舉辦

四場導讀。

四場導讀，由本館館長王健文教授開

啟第一場，導讀書目有：韋伯（M a x 

Weber）的《學術與政治》以及徐復觀的

《學術與政治之間》，講題為：「學術與

政治之間：韋伯＋徐復觀」。一開始，讀

圖五　張旺山教授演講「韋伯論學術與政治」 圖六　王健文館長致贈感謝狀與張旺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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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許對韋伯陌生，經過這個也許是歷史

性第一次的一本書的特展以及張旺山老師

於11月8日舉行的主題演講，大家開始稍

稍了解韋伯（1864-1920）以及他關於學

術與政治的兩場演講。也許讀者多半還是

對徐復觀（1904-1982）感到陌生。這位

曾有學者譽為「激進的儒家」，以「解

放」儒學而建立「解放儒學」的新儒家，

也許是那個世代中國知識分子中關乎知識

與權力之間課題有著最深刻省思的一位。

東西方兩位哲人對話，迸出的火花，吸引

了51人次參與，讓本館的多功能閱覽區活

動現場呈現人山人海之勢。

韋伯展四場導讀之二，邀請到政治大

學歷史系劉季倫教授為我們主講「韋伯與

中國議題」。韋伯的理論是學術界許多討

論的出發點。我們可以不同意韋伯，卻不

能夠不「經過」韋伯。這次演講「問題

化」（problematize）韋伯關於中國的理

論。本場次共有23人次參與。

圖七　 館長王健文教授主講「學術與政治之

間：韋伯＋徐復觀」

圖八　現場聽眾提問

圖九　劉季倫教授演講「韋伯與中國議題」 圖十　王健文館長致贈感謝狀與劉季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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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展四場導讀之三，則邀請到韋伯

著作重要譯者簡惠美老師，講題為「我能

指望什麼？韋伯《宗教社會論文集提

綱》」。我能指望什麼？或者，我可以希

望什麼（Was darf ich hoffen？What may I 

hope）？這是康德的三個大哉問當中的第

三個問題。人類之所以會有宗教信仰的需

求，多半也就是在尋求這個問題的解答。

韋伯在考察了世界各大宗教之後，集結成

一部三大冊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譯

成中文後，約有一百五十萬字之多。在這

部煌煌鉅著裡，韋伯循著一條主軸，人類

總體文化的理性化，來追索各大宗教的倫

理要求的理性化過程，以及在這過程中對

文化裡的其他價值領域的理性化產生了什

麼作用，是促進、挑戰，還是衝突、阻

礙？就在種種作用的交織下，各大宗教所

在的各大文化展現了非常不同的精神與物

質面貌。本場導讀共有22人次到場參與。

韋伯展系列導讀的最後一場，來到了

他整體論述歐洲文明的重要起點《基督新

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邀請到社會學

者蘇碩斌教授主講「世俗竟始於神聖：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

讀」，蘇碩斌教授的本行是社會學，雖然

在臺灣文學研究所任教；但許多歷史系學

生知道他的臺灣史論述別出心裁，那本膾

炙人口以空間概念討論臺北城三生三世的

著作是他在臺大社會所的博士論文。導讀

的講者從哲學家到歷史學者，這次由社會

學者擔綱導讀韋伯，雖然韋伯被譽為古典

社會學三位大師之一，他的知識與精神貢

獻當然不限於社會學。《基督新教倫理與

資本主義精神》作者韋伯（ M a x 

Weber），是號稱「社會學古典三大家」

的超級A咖，本書是他遺世的最盛名著

作。過了一百年再看，韋伯的分析並沒有

過時，而且愈看愈是命中要害。跟著韋伯

圖十一　 簡惠美老師演講「我能指望什麼？韋

伯《宗教社會論文集提綱》」

圖十二　王健文館長致贈感謝狀與簡惠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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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蘇碩斌教授演講「世俗竟始於神聖：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

讀」

圖十四　王健文館長致贈感謝狀與蘇碩斌教授

深入隱晦的歷史因果，我們可以體認韋伯

發現「人類被迫成為資本主義人」宿命的

悲觀。但是，既然我們讀到「理性科學資

本主義」不是永恆真理、也非普世價值，

所謂宿命其實不過來自歷史的偶然，或許

我們也不應該太執著在韋伯的悲觀氛圍

裡，而必須更積極去尋找改變的可能。本

場次共有22人次參與。

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學術與政治》主題書展：「學

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百年紀念

與反思

韋伯主題書展，展出期間從11月7日

至12月5日。展覽現場最吸睛的莫過於韋

伯頭像的巨幅地貼，讀者可透過手機拍

照，從不同角度解讀韋伯。展場中心以韋

伯的《學術與政治》為「一冊一世界」主

軸，搭配播映韋伯的經典名句、生平照片

及名著書影，讓讀者可以在最短時間內，

抓住韋伯思想的精髓。除了《學術與政

治》外，並展出韋伯著作及其相關研究近

300冊；而沿著視覺焦點的盡頭，則是韋

伯全集，預計2020年韋伯逝世一百週年將

出齊。書櫃上方攤開的是韋伯妻子瑪莉安

娜（Marianne Weber, 1870-1954）為韋伯

寫作的傳記。讓讀者透過韋伯最親近的人

筆下，更加認識韋伯。

本次展場規模龐大，事前規劃甚費人

力心力，感謝閱覽組工讀生及服務學習同

學協力幫忙布展、以及行政室同仁在行政

事務上的支援。還有在時間緊迫的情況

下，採編組同仁協助緊急採購書籍並完成

編目、系統組同仁短時間內製作活動網

頁、典藏組同仁幫忙初步館藏設定，才能

使展覽活動更加完善。此外，感謝本館同

仁參與開幕式，讓活動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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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整體展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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