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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補助案經驗談
──規劃主題：「康德與德國觀念論」
張鼎國＊

壹、前言
本案以哲學學門「康德與德國觀念論」為範圍，配合當時歐洲思想界「啟蒙運動」與
「浪漫主義」的許多學者，他們的哲學知識理論、形上學、倫理道德、美學與詩學著作，
乃至 19 世紀後期興起的「新康德學派」哲學，也選擇性包括在內。自 95 年 8 月提規劃
案，12 月 1 日開始執行，不知不覺中，執行時程已過半矣。
鑒於國科會補助作業是以多年期、幾乎全額的經費補助，跨領域且多元複合主題方
式，整體推動這個能迅速增加國內研究用書量的方案，開放各方申請 1；而且由於實質助
益頗大，有心爭取者眾，因而撰寫此文，意在分享、報導籌劃與實施進展。以下是我們執
行至今狀況，讓大家參考或賜予建議。

貳、申請背景與規劃基礎
首先可說明，政大哲學系這次第一批補助中就爭取到兩個主題，本案外，另有羅麗
君老師負責的「詮釋學」，確實有賴過去類似經驗幫助。我們曾規劃執行圖書採購專案，
對書單製作方針與原則，先後與輕重緩急的決定，和圖書館如何合作，圖書到館的後續作
業，都累積相當經驗，知道如何排除困難。前此已有的大量哲學全集、著作及關鍵期刊、
叢書陸續上架後，再縮小範圍，執行更專業、更精要的主題設定，挑戰雖大卻推展有據。
當然，我們有把握能從既有基礎完成目標，也成為申請競逐間甚具優勢的指標之一。
一、過去經驗的背景說明
政大哲學系於 89 至 91 年度曾與圖書館合作，接受教育部顧問室補助，成立「近當
代歐陸哲學資料中心」，蒐集文藝復興以降歐陸主要哲學家著作集、全集及書信集，經典
哲學著作的單行本與各國翻譯、對照，導讀注釋版本，再加上相關專題研究叢書、系列套
書，及國內外研究成果。三年任務完成時，已順利達成提供國內歐陸哲學研究核心文獻的
大半目標，但仍有眾多面向照顧不均，尤其英、法文書因為分散，很不容易掌握。因此，
英文書略少於總冊數一半，佔採購金額僅 30%，令人有偏重德文原典，能使用者少的疑
＊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1 楊李榮：
〈推動補助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之說明〉報導，《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8 卷第 3 期（96
年 6 月）16 至 29 頁。

慮。法文部分，也因代理商通路不熟，剩下許多查妥書目，但時間及經費已用盡的待購書
單。許多國際學界長久知名的研究出版，又必須經由特殊管道尋訪，一時無法購入。電子
書刊及影音資料則限於辦法規定，並未購置，光碟版著作全集完全付之闕如。
關於「近當代歐陸哲學資料中心」設立及使用辦法，除進度報告及成果發表會外，也
刊登於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重點資料中心手冊》2。當時通稱的「八大重
點資料中心」，哲學部門有 4 個：除歐陸哲學，另有輔大「西洋古典暨中世紀哲學資料中
心」、中正哲研所「分析哲學資料中心」，以及東吳哲學系「中國哲學外文研究資料中心」
；
其他還有「科技史」〔清華〕、「表演藝術」〔臺北藝大〕、「西洋史」〔成大〕和「教育資料
中心」〔中正〕，都各具特色而成果顯著。
人文處一方面主動洽購大型學術資料庫，供全國研究者使用，另方面大手筆挹注遠超
過各單位預算的金額，經審核分撥下去，確實可快速收到一些效果。例如：讓人文與社會
科學最迫切需要的圖書資源總量提高，與國外知名學府藏書規模差距縮小；備齊原典著作
外，也選定若干領域，率先達成國內資料充實的程度，鼓勵有系統、有計畫的學術用書採
購、收藏與研究創新。特別從已公布主題來看，顯然徵詢過學界意見，經深思熟慮，欲藉
由圖資集中採購方式，推展若干基礎研究外的跨學門、新興及前瞻性課題。因此，將來一
些中小型專題資料庫規劃，預期會有先備集國外最新資訊，以開發國內學術研究新方向，
引導研究結合新趨勢之功能。
二、本案的新規劃構想
這次政大申請本案，循國科會新訂「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作業要點」，選擇
「康德與德國觀念論」和「詮釋學」兩個主題，希望利用前已獲致的可觀藏書和三年實務
經驗，迅速在現有基礎上再事擴增，使歐陸哲學領域典籍的完備充實程度，達到全國性資
料中心的目標。尤其從前選書的檔案等資料，都還有效留存，並用一般經費逐年增添；惟
進度較慢，且舊書搜購不易問題始終難解決。當初投入的學生、研究生助理，知曉搜尋程
序與技巧，如今再次承擔任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更重要的是這兩大主題一向為系所教
學研究重點之一，師生同仁們開課研究及撰寫論文從未間斷，大家集思廣益，互通訊息，
彼此支援鼓勵，更配合長期發展。所以在人力及經驗傳承下，對該時期哲學熟稔，購書原
則一確定，步驟及時程把握不難，可迅速進入狀況。
以「康德與德國觀念論」來說，我們立刻檢視四大德國哲學家康德 (1724-1804)、費
希特 (1762-1814)、謝林 (1775-1854)、黑格爾 (1770-1831) 的原典購置情形，發現成績不
錯，僅須對五年來新出或公告將出的最新書冊下定單。進一步，我們又列出同時代知名度
2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重點資料中心手冊》時報文教基金會，93 年 3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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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國內研究少但影響重要者如 Moses Mendelsohn (1729-1786)、Johannes Georg Hamman
(1730-1788)、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29)、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Salamon Maimon (1753-1800)、Karl Leonhard Reinhold (1758-1823)、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Christoph Gottfried Bardili (1761-1808)、Gottlob Ernst Schulze (1761-1833)、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Jacob Friedrich Fries (1773-1843) 等 10 餘 位。 其 中 也
有欲購而未竟者，或因單價過高須逐年選購者，這次正好補足，其中包括當年幾場有關於
「史賓諾莎」、「泛神論」、「意識命題」、「懷疑論」、「虛無主義」等重要爭論的書籍文件。
其次依分類言，基於先前之經驗，我們深知一座理想的資料中心，圖書收藏方面須達
成幾個項目。如今繼續擴大，也是按照這些項目再執行 ─ 或「補足」原先遺漏，或「擴
充」原系列叢書收藏內容，大幅添購「新增」專書及系列：1. 哲學家全集、2. 演講集與遺
稿及信件出版、3. 歷屆學術會議論文集、4. 歷來專家學者研究專書或論文集、5. 經規劃編
纂的專書專題論文集、6. 相關主題學術叢書、7. 收集各方研究成果的系列套書、8. 生平傳
記資料及原始書信手札、9. 書評、書目與其他通訊報導。
規劃中曾列舉一份核對國內館藏後的「相關學術期刊」，選購若干全套 Back Issues，
約需 80 萬台幣，後因國科會統一購置 AOL、JStor 而放棄紙本；還製作有「電子書刊」新
目錄，包括哲學家全集及經典著作光碟，近年大量新推影音資料、有聲書、演講錄音錄影
或 CD 近百筆，僅需 30 萬元，也因國科會考慮流通不便，排除電子書而作罷，相當可惜。
整體而言，新規劃是要「補足」並「擴充、增添」原有基礎而搜尋新書目，另則針對
過去經驗檢討，特別強調：1. 調整語文數量比例、2. 新詮釋、新方向與舊經典原文兩者並
重、3. 編目集中置放以便現場研讀及參考尋閱、4. 增購電子書刊、5. 兼顧推廣使用效果 ─
這五項要點，提升我們整體收藏的設立價值，適應由淺至深或跨學門的各層次需求。換言
之，較大項目上不重複分散資源，又能有計畫擴充，是我們申請時的理念。
三、系所及校內配合
本次規劃仍以圖書總館為收藏地點，和「近當代歐陸哲學資料中心」大量成套書刊合
併陳列。新購書單，則依哲學專業判斷精益求精，進行系統性增購調整，體現「文本充分
到位」以提昇學術水準的精神。我們預期這個主題將來資源集中收藏與效果發揮上，不論
圖資完整性、專業度與豐富程度，以及取閱借覽的開放性，都會大幅進步，甚至不輸國外。
尤其館藏管理專業上，有本校劉吉軒館長共同主持，許多館員們更和我們密切合作過。3
「康德與德國觀念論」這個主題，是哲學學門最被重視的研究領域之一，學術價值歷

3

例如館方曾教導專業查詢技巧，助理們也會於圖書大量到館時協助分類，需要時讓分散的全集、套書及系
列出版品集中編目放置。

久彌新，各時代都能有推陳出新的研究成果出現，貢獻後世。政大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
哲學系有不少留德師資，又以歐陸哲學為發展重點之一，投入康德、黑格爾哲學教學研究
的老師很多。外系同仁具留德背景，或研究德國相關法政、社經、教育與歷史、語言、文
化思想者更是人才濟濟，經常發表重要論文，或指導學生撰寫各領域相關題材的論文。這
幾年校內提倡第二外語與歐洲文化學程，師生對歐語圖資需求大，哲學思想亦為主要興趣。
對外方面，哲學系曾舉辦「2004 年康德哲學會議」，廣邀國內外學者專家，由《國立
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推出數期專號。歷年來訪的康德與觀念論專家不少，有國際法政哲學
權威 Otfried Höﬀe 教授，前德國康德學會會長 Manfred Baum、美學專家 Gernot Böhme，
美國知名教授 Allen W. Wood 兩度造訪，南佛大 Martin Schonfeld，和英語界極著名學者
Henry E. Allison〔2005 年康德獎得主〕，日本康德學會副會長牧野英二 (Makino Eiji)，武漢
大學鄧曉芒等。待完成此主題，形成專業圖書資料中心後，更有利拓展學術交流，提升國
際化程度。
四、諮詢委員
然而，數量如此龐大的圖書如何選購，實難面面俱到。因此我們從規劃之初，陸續邀
請校內外學界參與，組成諮詢委員會。每位專長都和此領域相關，專精深厚。以下為咨詢
委員及其特別相關於本主題部分的專長：
李明輝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康德哲學 倫理學 啟蒙與歷史哲學
孫善豪 政大政治系副教授：德國古典政治哲學
張旺山 清華大學哲研所副教授：黑格爾 尼采 康德哲學
彭文本 臺大哲學系副教授：德國觀念論 費希特
黃冠閔 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謝林 美學 當代法國思想
馮朝霖 政大教育系教授：德國教育理論 教育哲學
蔡美麗 政大哲學系教授：黑格爾 康德 德觀
鄭志忠 清華大學哲研所助理教授：康德哲學 康德美學
戴華 政大哲學系教授：康德哲學 倫理學
顏厥安 臺大法律系教授：法理學 康德黑格爾法哲學
蕭高彥 政大政治系教授：黑格爾政治思想 憲政理論
顧忠華 政大社會學系教授：德國社會理論 社會哲學

參、執行方式、進度與困難
規劃申請通過，經費未刪，但時間縮短為 2 年。據了解是主事者希望各主題儘速完
成，接續申請者才能在避免重複的條件下規劃，集中開發新領域，豐富國內藏書的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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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樣的考慮當然有其道理，但過度注意排除國內複本，以及可能造成量多優於質精的
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效果，也同樣不可不慎。以下僅就這一年執行重點，迄今進展和遭遇
困難略作陳述。
一、圖書購置重點
（一） 哲學家著作全集：〔補齊為要務〕
1. 此 時 期 全 集 原 大 致 齊 備， 但 逐 年 新 出 卷 冊。 這 種 研 究 專 用 校 編 版 本 (kritische und
historische Ausgabe) 每 冊 定 價 數 百 歐 元， 動 輒 台 幣 2、3 萬。 如 2002 年 後 Bayerische
wissenschaftliche Akademie 版 Fichte 全集新增一冊即 398.98 歐元，Schelling 全集增加兩
冊，分別為 582 及 349.98 歐元。預告新刊本也不少，都利用此機會補全；Hegel 則另添
購舊版全集。
2. 其他全集出版仍未結束，總冊數不斷增加，如新康德學者 Ernst Cassirer 的 WBG 版全集
多冊。
3. 前幾年缺書的費希特著作集〔Fichtes Werke〕現重刊 11 冊立即補進。
4. 前因無書漏買全集，如 1903 至 1911 年間 Stuttgart 版 Feuerbach 全集 12 冊，內含許多黑
格爾研究與觀念論批判，2006 年重刊 829 歐元，迅速請購到館。
5. 著 作 全 集 的 英 譯 本 同 等 重 要， 像 最 新 康 德 英 譯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由 Paul Guyer 和 Allen E. Wood 主持，出版 15 種，已成英語研究新標準
版本。
6. 哲學家傳世經典，著作中英法日譯本，註釋導讀版本，更是持續追蹤對象。許多觀念論
原典這幾年都有新譯問世。
（二） 演講集與遺稿出版情況：〔補足擴充〕
1. 德國哲學家全集和書信集外，常有遺稿札記 (Nachlass) 或授課筆記 (Nachschriften) 問世。
如 Hegel 於柏林授課講義有不同編稿，Felix Meiner 最為權威，但精裝選輯價格不菲。此
等嚴格編審的標準必備文獻，最適合統一購置，供各界使用。
2. 其他整理中未出版者，可由 Marbach 的德國檔案文獻館及國圖總目錄查尋，許多哲學家
手稿已有全文檔案可閱讀。4
3. 著作遺稿與札記手冊外，常見哲學家個人眉批注記的特殊典籍重印，值得收購，供有心
人研讀評比。此次都有不少斬獲。
（三） 傳記書信：〔補充添購〕
1. 近年來對康德與德觀的重視，新撰之哲學家傳記及生平考察多種，英文如 Manfred
4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 Katalog der deut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Kuehn 和 Terry Pinnkard 康德傳和黑格爾傳，法文有 Jacques d’ Hondt 黑格爾新傳；每部
傳記撰寫都是重要學術研究成果。
2. 2003 年 Olm Verlag 新編 Aus Schellings Leben in Briefen 3 冊，如同借原始信函重建其學
說生平。
3. 其他中英法日文傳記專書或翻譯。
4. 德國哲學家有通信論學習慣，內容精彩，因而後世會有書信集編輯出版。我們以往即曾
注意，這次更一面購買出版品，一面主動查尋，取得複製 200 多年前包含文件在內的資
料典藏，構成一大特色。
5. 當 年 Carl Leonhard Reinhold《 論 康 德 哲 學 書 簡 》 有 英 譯 本 Reinhold: Letters on the
Kantian Philosophy〔Cambridge 2006〕
。其他書信體發表之學說著作很多。不論書信往返
〔Briefwechsel〕或論學書簡〔Briefe über …〕
，如席勒的《美學教育書簡》
，一向是此領域
重要資料，輯印成書很多但不好找，包括英法文翻譯研究或註解文獻，急待搜尋補足。
（四）會議論文集：〔新增與擴充〕
1. 重要哲學家研究年刊〔Jahrbuch〕及歷屆國際性學術會議論文集，常可提供相關領域最
新趨勢及新論題，研讀學者專家們的個別慧眼與成就，極具價值，重要性不下於 KantStudien 及 Hegel Studien 等期刊。
2. 目前以黑格爾會議最為完整，因 9 次國際會議的論文集雖分散於三家不同的出版社，我
們都能同時購置而完整集中一處。
3. 第 9 屆國際康德哲學會議已有五冊 Akten des IX. Kant Kongresses 出版。歷屆成果或已收
入 Kant-Studien 附冊，需逐一查對。
4. 各地 Kant、Fichte、Schelling、Hegel、German Idealism 等學會舉辦的會議及年會年刊，
同樣值得注意。
（五）學者研究專書：
1. 對於此領域研究專書，應新舊並重，大量補增。由於原文原典的收藏已有相當成績，因
此研究專書的部分，特別是具指標性的各國、各時期學者的經典性研究成果，歷來知名
專家的代表著作，是最需要大量擴增的項目。預期咨詢委員們會對主要研究群，新的關
鍵主題或爭論，提供最新、深入且確要的協助。
2. 對相關哲學專著的翻譯、導讀、評論、研究注釋、批判、發生背景考察，以至重新詮釋
檢討甚至解構或挑戰，對當時德語哲學家們原有哲學系統與哲學主張的現代觀點研究與
創新，對古典哲學議題的現今全球性視野繼續審思。
3. 為兼顧各主要學術語言，此次英文冊數將大量超過德文，雖然支出金額仍以後者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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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總體收藏中英文與德文書冊數量會大致平衡，讓非留德的研究人員與師生都可使
用，或對照原文原典撰寫學術論文報告。
4. 近年新出版專書則以新思維、新議題、新詮釋方向，與各學門領域對康德哲學、觀念論
思考的檢討翻新為指標。資料蒐集不止滿足哲學學門需求，對跨領域探討的自由、正
義、法政、人權、文化際理解溝通、永久和平等研究課題，都會密切注意。
（六）專題研究論文集：〔補足與擴充〕
1. 包括對這時期某一哲學家、特定哲學問題與思想發展，專門研究、詮釋一部經典著作的
論文集，每篇都是邀請學界專精者執筆。從導讀、評論、新詮釋，到相互批評爭論的都
有，更多為精選期刊或會議論文而成。
2. 像前述專書一樣，強調增加英文書數量，滿足不同層次的研究參考需求，讓使用效果更
普及。畢竟閱讀英語文獻者佔絕大多數。
3. 故英語學界 Critical Assessments、Cambridge 或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uidebook to
…等系列書集，凡是與康德、黑格爾、德觀、啟蒙、浪漫主義、新康德思想有關者，皆
應購齊。
4. 徵求咨詢委員意見，並查證研究書目及評論，針對知名學者擔任主編或編委的論文選
集，列為首選對象。
5. 由於 2004 年為康德年，2007 年為黑格爾《精神現象學》200 週年，英美學界對德國古
典哲學研究熱潮再起，體認歐陸傳統的豐富資源與主題，因此近年相關會議活動及出版
不斷。此次適時充分蒐購，可提升國內對此領域的重視程度與研究水準。
（七）相關主題學術叢書：〔補足與擴充〕
1. 同樣加強英語出版之相關主題學術研究叢書、套書，特別是主編為該領域知名學者的新
出叢刊。
2. 兼顧各學門需求，例如關於古典德國法理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教育學、詩學、文
學思潮與藝術理論相關叢書。
3. 德 文 補 充 如 Meiner 出 版 社 Kant-Forschungen、Hegel-Deutungen 專 書 系 列，de Gruyter
出版 Kant 與 Hegel 專論叢刊多種，Frommann-Holzboog 出版 Schellingiana 謝林叢書，
Rodolpi 出 版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系 列。 其 他 如 Akademia、Alber、Niemeyer、
Klostermann 都是傳統哲學書籍出版重鎮。
4. 由德國 Bamberg 每年舉辦的 Hegelwochen 會議系列，由當地報社與大學出版，屬於相對
小型但影響重要的文化活動，值得收藏。5
5

黑格爾曾於此地的報社擔任編輯。

（八） 研究系列套書：〔補足與擴充〕
1. 特別檢查英美如 Cambridge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SUNY Series in the Continental
Philosophy、Studies in German Social Thought、Ohio UP Studies in Continental Thought、
Warwick Studies in European Philosophy、Rethinking the Western Traditionm、Memory in
the Present 等各大出版社近 30 套相關歐陸學術叢書，察看有無遺漏。
2. 學 會 出 版 品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Hegel-Vereinigung Stuttgart 系 列 20 餘
冊；Springer 出版社 Studies in German Idealism 系列。
3. 美國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ries: Texts in German Philosophy〔Fichte 和 Schelling 等
著作英譯本〕，及 Stanford Studies in Kant and German Idealism 新系列。紐約大學 SUNY
Series un Hegelian Studies。
（九）書評書目與其他報導：
1. 已出版書目不少，期刊及專書、網站上更多。新書書評報導同樣有各種來源，網路則是
明顯趨勢。其他如各學會 News Letter 及年刊等。
2. 這類資訊對規劃採購者極重要，我們還充分利用一套個人訂閱的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刊物，順利找出無數德英法文書刊。
二、第一年度進度報導
第一年度成套添購或單冊續購的著作全集、傳記書信、演講集與遺稿出版、會議論文
集、研究專書、專題研究論文集、相關主題學術叢書、二手研究系列套書、書評書目與其
他報導，共九大類。其中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再加上 10 餘位主要哲學家有全
集者，至 2007 年已出者皆已購全。會議論文集、叢書、套書等系列出版品筆數大量增加，
內容精要而份量紮實。
經費上，第一年度核定購書金額 $5,434,000，預估訂購總額已達 $5,951,098，進度
110%，其中已提請購案 $4,438,858，仍在尋書報價 $1,512,240。但其中 11 月底前確定可送
交請購 $995,142，完成核銷，餘 $517,098 留待明年結案。
就訂書單而言，第一年度書單首批 555 冊，最優先以全集、書信、遺稿講義和主要
著作版本補遺為主；第二批 1956 冊，以英、法、德文譯著及二手研究為主，數量極多。
前兩批已上傳國科會並排除不少國內複本，第三批 264 冊則是特別蒐集訂購的絕版重印書
刊，含珍貴罕見資料。6
到書量方面，第一年度至 9 月已到 851 冊〔種〕，訂購中 1885 冊〔種〕，但部分結果

6

詳目見政大圖書館網站 http://iru.lib.nccu.edu.tw/modules/tiny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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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再重刊或暫無庫存〔OP/OS〕。若至 10 月 31 日止，到書冊數實質增加。按最新統計：
第一年度已有 1157 種，1348 冊圖書，金額 $4,827,185。
第二年度預核經費 $2,700,000 元，已暫定書冊 341 種，金額 $1,056,990 元，另加暫未
送館圖書乙批 $517,098，實際已決定過半購書額度。第二年除繼續尋找書目外，並追蹤歷
次採購中缺現書的 OP / OS 項目。
三、遭遇困難與繼續方式
此次申請獲得補助後，雖立即有大量工作啟動，但開始執行時，我們即發現與原先期
待有落差，如前述過期期刊和電子書、影音出版物兩份已製成書單，因辦法改變而棄置。
另外工作至今，也逐漸遭遇瓶頸：例如需不厭其煩地找出複本而是否添購外，搜尋進行到
一定程度，會有速度減緩的情況出現，因為完全不重複之條件下，沒買而值得購買的書愈
來愈不好找。其實如果依上述數據顯示，如期把經費用完以順利結案，對我們而言並非困
難。但如何盡善其事，真正有助於長久的學術紮根，引領此領域的研究進展，則需更多心
力投注。
國科會曾建議對照一知名國外學府為目標，把他們收藏而國內缺少的書籍購買進來，
這是短期見效的捷便途徑。比如說美國知名學府，和德國傳統的哲學研究重鎮，再和法國
的研究機構相比，因為各自收藏圖書、提供研究資料的範圍、重點及使用習慣都不相同。
由於以往資料中心的重點範圍，再加上這次規劃主題，我們難免深受德式學風影響：特別
重視原典齊備，資料豐富，系統詮釋與歷史發展評論等一應俱全等特色。但與此同時，我
們也發現這個領域雖然古典，其應用發揮、詮釋與創新價值卻始終能推陳出新，多方影響
著現代哲學論述及學術發展，甚至經過哲學學門，引領其他領域的議題背景或處理途徑，
成為重要思想資源。這種現象非僅英美學界，法國或義大利學者的研究發揮都各有可觀。
因此我們一面成套訂購全集圖書，一面由叢書、系列出版品添置資料之際，又另行
建立一批重要研究學者名單，改變以往以哲學原典為重心的方式，更靈巧務實，主動追究
新詮釋、新研究方向的出現，不分國別和語言差異（絕大部分會譯成英文）。特別是鎖定
晚近知名研究者的貢獻，許多目前仍在國外知名學府教授，並經常活躍於國際學界。換言
之，我們是以哲學原典與「實效歷史」(Wirkungsgeschichte) 並重的方式，補強處理這次的
購書任務，不會因為以前已購置太多而無以為繼。所以這次執行，反而變成我們進一步檢
查遺漏的機會，當代與古典皆然。例如我們這次也添置新康德學派重要著作，以延伸德國
古典哲學知識論、存有學與實踐哲學的後世學術討論面向。
然而，由這些歷來學者名單製作書單，我們一則常發現已成套夾帶進來，再則與國
內其他館藏重複的機率更大。這樣一來，複本書和絕版書的問題再度浮現。所以複本書方

面，我們仍然認為某些複本無法避免，尤其會有複本其實正是資料重要的必然現象。7 所
以不論按照專家名單，或是按照關鍵概念，尋找不同年代、學風或思潮背景下最代表性研
究著作，都會發現有同樣的問題：不是國內別人已有不能買，不然就是要買也買不到了。8
再就絕版書而言，學術研究用書市場有限，印刷數量不高，通常庫存售罄後便不再
版，何況有些知名著作在國內尚未注意到之前即告絕版，更應該費心尋覓。第二年計畫，
考察康德與德觀（如上所述）知名研究學者名單時，會特別往這個方向努力，佔購書金額
不多，卻可能極為耗時。但圖書館方面也提供了相當幫助，例如建議一家在台有代理的專
業書商進行。9 因此整理無現書供應的 OP / OS 書單，挑選不可或缺的重點目錄，直接交付
專業舊書商或原版進行複製服務，應該是可行的辦法。 但中研院和東吳大學「中國哲學外
文資料中心」，都能靈活透過自尋管道而更有效率取得專業所需，似乎更值得參考。

肆、結論與建言
以上為國科會推動計畫以來，我們「康德與德國觀念論」主題這一年的進度與繼續努
力方向。由於第一年台大與政大都獲得多個計畫，外界難免評論資源過於集中；然而為避
免一番美意良策，演變成大量灑錢而效果分散的現象，每個規劃的專業及合理程度確有檢
驗必要。當時我們進行初步規劃時，擁有過去經驗，也獲得系內支援。現今有意爭取其他
主題者，甚至可於準備申請階段就得到校內研發、圖書館等單位輔助。
其實國科會人文處補助辦法，事前確有完整構想，包括一開始就陸續公佈的各個主題
範圍。但或許也正因為要鼓勵競爭，以示公平公開，許多單位當初曾投入假期人力規劃申
請，其未能通過者，時間心力深感浪費。往後若主題及早公佈，事先徵詢有意申請者，展
開良性競爭，協調出各自最適於加強的領域範圍；甚至讓大家主動依專業基礎，配合發展
決策，向國科會建議國內值得大力促進的領域，表示願承擔任務，都是可考慮的辦法。
雖然每個學門領域情況未必相同，但以下三點，仍值得一併提供給往後或正進行中的
規劃案參考。10

7

去年 12 月國科會邀集獲補助單位進行說明會議，本人曾建議不要太限制複本的幾點理由如下：1. 全集從前
有買但依主題分散到外館，應添一套完整新版集中於總館；2. 若有增訂或修正版，再購並不為過；3. 近來
新興 print +online 版本 ISBN 書號不同；4. 因經常出借的已破舊書冊汰換精裝新本，應屬必要；5. 多年期專
案研究計畫用書長久供研究者專用，館內宜另購。
8 例如網路上《精神現象學》研究書單詳目數百筆〔http://phg.wikispaces.com/Bibliography〕已更新至 2007 年
10 月，另 650 筆黑格爾英文研究專書〔THE HEGEL Bookstore (650+).htm〕，對照結果若非已購，就是多半
已絕版。
9 Dawson Books〔http://www.dawsonbooks.co.uk/〕。
10 其實全套期刊重印本及電子與影音檔案仍可購置，特別是電子版全集的新趨勢不容排除。紙本書冊價值在
開架現場迅速參考取閱，電子書則收藏於系圖供精細的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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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依過去經驗，若每次購書的龐大書單都採比價招標，書價會壓得太低，影響到書
率及後續服務。例如定購全集而未主動補充新出版的單冊、無現書時不再追蹤。這次我們
和圖書館合作雖更順暢，但前二批書單仍嫌數量太多，重複上傳檢查複本，又發給書商再
次報價，時間拖太久。所以我們建議每次書單各依關鍵主題或專家學者名單切割，千萬別
太長又混雜，而且若單項數目多，增加到書時核對及檢查遺漏的困難。何況圖書館及代理
商作業時間愈長，其間和製作採購書目的單位愈難配合，後者不知進度，也影響後續書單
的決定。
其次，對國科會及校內行政單位建言，這些規劃案執行時若經費核銷限期嚴格，會減
少循特殊管道尋書的時間，結果為了結案時限，以備用書單取代真正該購置的重要典籍，
或急就章隨便亂買。若真考慮時效，許多同仁做專題研究計畫時都自行上網訂購，或直接
向最熟的國內外書商訂書，以信用卡結帳再交書請款。一般而言，這會是最快捷的途徑，
如果現在這些規劃案，尤其針對絕版書也能比照辦理，會增加不少便利和效果。所以我們
建議若時效和付款方式都能解決，至少容許若干作業循此途徑進行，直接取得難找又最需
要找的書籍資料。
最後，對已申請者或有意申請者而言，各系所若有圖書委員會之設置者，最適合統籌
規劃。大家若充分利用此機會，不僅獲取額外經費助益，也一面檢視原有藏書，一面構思
新添與充實重點。如果能就各專業，先備齊原典與核心文獻，再建立知名專業學者名單，
掌握新詮釋與新研究方向，熟悉重要刊物叢書的主編與作者群，最後用名單、主題、關鍵
字、學術系列套書、出版社等項目交叉查尋，製出應採購書單。無論每年計畫審查結果如
何，國科會若因此能促成各研究單位都慎重其事，長期致力典藏文獻，並隨時蒐集最新優
秀成果，增強自身學術研究能量，那麼學界所受惠者，就絕不止一時之間多出多少採購金
額，添加書冊財產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