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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如何成真？
「真人圖書館」與「一冊一世界」
的想像與實踐
王健文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2015年2月1日∼2019年1月31日）

書，每本書是一個傳承，書與書之

一、
四年前與圖書館結緣，曾以少林寺藏

間，連結了異時空的智慧，展開無

經閣掃地僧自喻。當時，作為一個最資淺

窮無盡的對話。

的圖書館員，探索著這似乎極其熟悉卻又

然後我問自己：「『書』化身成

陌生的場域，想起的是年輕時看過的一部

『人』，是個絕妙的寓言。如果倒過來，

電影：

『人』化身成『書』呢？」
楚 孚 （ F r a n ç o i s T r u f fa u t ,

1932-1984）《華氏451度》

於是我試著開始一個以「人」為
「書」的圖書館行動。

（Fahrenheit 451），想像一個以焚
書進行思想管制的「烏托邦」中，

二、

逃避這個烏托邦而遁入另一個世界

2015年1月底，蘇校長邀請我來到圖

的人們，信步走在溪畔林間，朗朗

書館服務，第一次邀約見面，她問我對圖

頌讀，你是柏拉圖《共和國》、我

書館有怎樣的想像？當時對圖書館專業一

是黑格爾《歷史哲學》、他是荷馬

無所知的我，提出第一件想做的事即是

的《奧德賽》……。每個人是一本

「真人圖書館」。二月履新，三月，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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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術小組幫我做真人圖書館的初步

學術小組很認真地追溯了真人圖書館

研究，蒐集國內外圖書館、學術機構與社

的緣起、理念及發展，蒐集國內外真人圖

會團體的實踐案例。四月，我邀請數位學

書館的實踐案例，整理了近年的相關研

校教師與同學，與相關館員舉辦真人圖書

究。但是真人圖書館需要更多的跨領域思

館諮詢會議。

考的相互激盪，以及社會工作的實務經

我對真人圖書館的認識，來自一篇學
生寫的文章。2013年，《成大》校刊243

驗，對在自己領域很專業的圖書館同仁來
說，仍有力有未逮之處。

期夢想成大專欄有著這麼篇文章，〈如果

在初步研究之後，我邀請了幾位不同

成大也有真人圖書館？〉作者廖于萱介紹

專業領域的教師，以及對這議題較為敏銳

了上個世紀末，從北歐開始、在圖書館實

的幾位學生，在四、五、六月間，分別進

踐的一種社會行動：「真人圖書館」。

行了三次諮詢會議。最後決定第一次真人

于萱是歷史系畢業生，我也許在課堂

圖書館聚焦在臺灣近年來的新移民與移

上教過她，但這事她卻是我的老師。文章

工，我將主題訂為「東西南北之人：移民

中寫著：

工及其他」。

真人圖書館把人當成書，只借

策劃過程中，我們諮詢了許多關心或

人，不借書。館藏以背負著偏見的

付出具體行動協助外籍移民工（這次聚焦

身份作分類，從移民、難民、警察

在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與移工）的團體

到穆斯林，讓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

或個人，也得到他們的熱情回應。我自己

人有機會認識彼此，檢視偏見從何

與每一位邀請的真人圖書、每一位邀請的

而來，又存在於何處。

講者、每一場邀請展示的團體聯繫或見面

這樣的描述讓我感到極大的好奇，大

長談，最後，是一個頗具規模的系列活

家都知道圖書館是典藏知識的所在，而知

動。

識則是以各種不同物質或傳播形式的

我們邀請了十位真人圖書，在活動期

「書」而存在，但是，如果真實的「人」

間排定時程提供讀者借閱。借閱的形式是

（應該說是「人」的生命型態與生命經

限定五人以下，與所借閱的真人圖書面對

驗、體會）也成為一種「書」的形式，那

面談話三、四十分鐘，對於真人圖書與借

又會是如何呢？關於「人」的典藏、借閱

閱者分別有相關的倫理要求，大致是真人

又該如何設想？

圖書不宜刻意影響讀者接受特定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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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真人圖書－蔡氏清水

圖二

真人圖書－阮氏青河

圖三

真人圖書－陳魚果

圖四

真人圖書－楊宗翰

圖五

真人圖書－陳理揚

圖六

真人圖書－呂越雄

圖七

真人圖書－陳修女

圖八

真人圖書－Andrea
Manalastas

圖九

真人圖書－阮文立、
黃文江

讀者不得以偷窺心態不尊重甚至挑釁真人

展「凝視驛鄉」、「暫停之家」，主題影

圖書。

展《失婚紀》、《望鄉》、《追鄉》，主

真人圖書借閱之外，成大圖書館同時
於2015年10月31日至12月11日舉辦了其他

題演講顧玉玲、張正、張郅忻及阮氏貞、
《一線之遙》新書分享座談會。

系列活動，包括主題書展暨多語出版品展

各種不同形式的系列活動，從不同的

示，移民工畫展「艷驚四方」，移工攝影

角度觀看、在不同的場景相遇、進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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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展暨多語出版品展示

圖十一

張郅忻及阮氏貞分享座談會

情境下的對話。期待讀者有機會真實面

受到尊重的氛圍下，也覺得他們的現身說

對、深刻了解早已是臺灣社會中重要的成

法不只是浮淺的異類展示，而是在豎立在

員，但是許多人卻似乎熟悉其實陌生的移

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高牆壁壘中鑿出窗口，

民工朋友們。

讓人們能在善意的窗口中相互對望，看到

我始終認為，在我們這個後巴別塔時

他人，也因而能重新看見自己。

代（這時代有數千年了吧？我覺得此時此

我想，開放的公共論壇是很艱難的，

地更是嘈雜而難以溝通的眾聲喧嘩），傾

重點完全不在我們各自抱持著怎樣的主

聽與述說、同時是相互的傾聽與述說，是

張，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他人相異甚至對

最迫切需要、也最欠缺的德性。真人圖書

立的主張，同時更重要的是，如何促成各

館基本上就是在創造這樣的場域，讓差異

種差異能夠有效地對話，進而認識對方，

共存共榮、相互敬重。

也因而能更認識自己。公共論壇的建構

這是一件館員及協助規劃的教師、學

者，不可能沒有自己既有的觀點，卻又要

生都陌生的事，當然對我也是。我們誠意

在知識論辯的程序中將自我暫時放在現象

十足，但是在執行面如何周全？除了參考

學的括號中，虛空自己，才能夠容得各種

先行者的經驗外，仍然戰戰兢兢、如履薄

多元差異對等進入論壇之中。

冰。

在此之前，臺灣一些公益團體、社會

不管是外籍移工或是外籍配偶，我們

系所、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始

如何能夠讓這件事做來是有意義的？如何

辦理真人圖書館，大體上前二者的內涵與

讓願意成為我們真人館藏的朋友，能夠在

最初在北歐發展的原型較接近，後二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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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題書展暨系列活動，就是從一本書
的書展這樣的雛型出發。
「一冊一世界」的發想，源自日本書
店「一冊一室」的概念。位在繁華銀座地
區的幽靜角落，森岡顛覆性地以「一冊一
室」的概念經營他的小小書店。「一冊一
室」顧名思義即是「一個空間一本書」。
圖十二

於開幕式活動與真人圖書合照

書店不再是由顧客從雜然並陳的無數書籍

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北歐最初推出真人圖

中挑選自己有興趣的，而是經由書店主人

書館，是為了進行社會整合，讓各種差異

每週親自選一本書推薦給讀者。森岡並且

可以直接面對面，雖然未必能消除彼此之

通過演講、展覽或相關活動，深入推薦

間的偏見，但通過這樣場域的創造，至少

（也是行銷）作者與該著作。

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彼此的隔閡。但在

到圖書館服務之初，我在網路上讀到

東方社會真人圖書館，不管是在中國還是

關於森岡書店的報導，當時就問自己，圖

臺灣，常常變成是一種勵志故事或特殊才

書館可不可能也就類似的構想，進行一本

藝指導；真人圖書的借閱，也常常是以一

書的書展呢？

種難以直面對話的演講方式進行。

我開始想像那會是怎樣的書展？首

成大圖書館的「真人圖書館」，雖非

先，當然不會只是展出「一本書」，失去

首創，但的確是以一種更開闊的姿態更深

脈絡的「一本書」的書展是沒有意義的。

入地實踐。

「一冊一室」搬到圖書館來，那本書只是

一句話總結真人圖書館活動的根本意

作為展場的核心焦點，而整個展場是圍繞

義，是我在活動開幕邀請卡中寫的：「我

著這本書，從核心發散或迴旋，所有其他

們只是提供一面鏡子，讓每一個人在安靜

展示或活動都呼應著這唯一的焦點。

觀看的時刻，從鏡中的他者看見自己。」

核心的這本書要能夠撐得起整個書
展，那就必須是經典著作，能夠跨越時空
重大影響的重要經典。

三、
你看過一本書的書展嗎？2017年冬

這也不能只是一場以一本書為核心的

天，成大圖書館舉辦第一次的「一冊一世

主題書展，必須搭配系列演講或導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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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擴大且深入地認識展示主題的那「一

到深刻影響的著作。於是將第一次「一冊

本書」。展場的設計必須以更多不同媒材

一世界」主題獻給了韋伯，書展更於演講

或展示形式，來呈現書展的理念或延伸的

一百週年當天（2017年11月7日）開展！
展示空間由蕙玟副館長迅速規劃完

想像。
當我開始起心動念時，想到的第一本

成。以韋伯圖像為主的變形地貼，必須站

書是達爾文《物種原始》，曾經考慮邀請

在一個特定的點上，才能看到完整而不扭

醫學院微免所楊倍昌老師、生科系蔣鎮宇

曲變形的面貌。還從圖書館庫房中找出了

老師、歷史系陳恒安老師，這三位擁有重

閒置多年的透明隔板書架，用來陳設韋伯

疊專業背景，卻有不同專業面向的三個

其他著作以及許多韋伯研究的專書。並邀

人。用三種不同視角，兩週一換的接力展

請熟讀韋伯著作的學者們提供韋伯發人深

來執行。

省的經典名句，製作而成投影片在螢幕上

與恒安老師交換過一些意見後，因為
忙著其他工作與規劃，這事就一直擱著，
直到一年多之後才化為具體行動。

輪播，讓參觀的讀者彷彿與韋伯互動對
話。
最重要的是，整個展場的視覺焦點，

適逢2017年為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

是一個圓桌，桌上擺著一個特別設計的展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一百週年，韋

示架，架上攤開一本《學術與政治》德文

伯在學術思想、社會實踐擁有超過一世紀

原著，旁邊陳列著中、法、日、英不同語

的重大影響力，而《學術與政治》這本著

文的譯本。

作堪稱經典，也是我個人從年輕時候就受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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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圖像變形地貼

當然，「一冊一世界」現場不會只有

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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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但這部經典本身是展覽的視覺焦

這次的策展，讓我回憶年輕時讀〈學

點，也是整個周邊活動發想的起點與能量

術作為一種志業〉與〈政治作為一種志

的核心。經過錢永祥教授引薦，邀請到清

業〉這兩篇演講稿，韋伯的深刻見解，讓

華大學張旺山教授作開幕專題演講。另

我自己無論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或從事教

外，再加上四場導讀。由於成大沒有社會

學生涯，對於自己的本分、如何 安身立

系，在社會學專業的黃于玲老師協助下，

命、該守的倫理，都找到清楚的方向與界

邀請到臺大社會學博士、任教於臺大臺文

線。面對臺灣狂飆的政治與社會現象，即

所的蘇碩斌教授，從社會學角度詮釋韋

使這兩篇演講發表距今已相隔一世紀，所

伯。並邀請中文世界最重要的韋伯著作翻

闡述內容仍如暮鼓晨鐘，直搗問題與現象

譯者簡惠美暢談韋伯的焦慮與渴望。而

核心。經典之所以超越時代，正因為他掌

1980年代，與我同世代的人特別熱衷閱讀

握了問題的根本，所以歷久彌新。

韋伯，老同學政大歷史系劉季倫教授反省
韋伯關於中國的知識與圖像。我自己則對
讀民國新儒家徐復觀與韋伯關於學術與政
治的深刻思考。

一位成大學生在聆聽了張旺山教授的
演講後，寫下了這樣的感想：
「由一系列的書認識一個時
代，或由一系列的著作認識一位學

由於活動場地就在展場，非一般正式

者」，這是我未曾有過的經驗，也

演講廳，打破了臺上臺下的界線，是個對

未曾在任何圖書館參加過類似的展

講者與聽眾都能放鬆的場所，彼此互動如

覽或活動。期望成大圖書館未來亦

親切談天說地。

能夠多舉辦類似的活動，讓我們從

圖十五

專題演講實況

圖十六

現場觀眾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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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認識偉大的學者或其他時代偉大

當時說的話，也是現在想說的話：

的學術論述與產物。（陳力豪，

圖書館除了是知識匯聚之處，

〈向韋伯致敬〉，《成大》校刊

還必須是知識流通之處，同時必須

258期）

是知識對話之處。

圖書館的主題書展一向求多求全，總

讀者之於圖書館，是最簡單也

要展現出館藏之豐富、蒐羅之精深，數大

最本質的「人」與「書」之間的關

即是美，似乎是不變的金科玉律。「一冊

係，而「人」與「書」的關係，其

一世界」的嘗試，在國內圖書館是首創，

實正是「人」與「人」的關係。

恐怕在世界各圖書館也罕見。我曾經在

再次確認「人」與「書」的關

2018年的館長聯席會議分享經驗，得到與

係，其實正是「人」與「人」的關

會館長們非常熱烈的回響。

係，我想，我們就會有機會，找到

深度閱讀、反思與溝通，是圖書館的

圖書館新的生命契機。

天職。經典著作直探靈魂深處、深思普世

讀者到圖書館遇見了書，也遇

且永恆價值，其意義歷久彌新。一百年

見了人，然後，他會在那裏遇見夢

前，世界面臨天翻地覆的劇變，韋伯困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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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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