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康德與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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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民 國 98 年 06 月 06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案】
規劃主題：康德與德國觀念論
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
執行期限：95/12/01~98/05/31
核定圖書經費：8,134,000元（第一年度5,434,000元；第二年度2,700,000元）
計畫主持人：張鼎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劉吉軒（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副教授 / 中正圖書館館長）

一、計畫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 計畫背景及動機
政大哲學系曾於89、90、91三個學年度，受教育部顧問室補助，於本校總圖
書館籌設「近當代歐陸哲學資料中心」為全國八大重點資料中心之一。當時任務
為蒐集、典藏歐陸自文藝復興以來，重要哲學家著作集、全集及書信集，主要哲
學原作的單行版本，包括各種原典與翻譯、註釋等，以及相關的學術叢書、研究
系列出版物。
該項工作在2002年順利完成，並達成初期目標，可提供國內歐陸哲學研究所
需的核心文獻。但仍有為數眾多的圖書不齊備，尤其是英文和法文著作因出版零
星分散，不易購得。因此，英文書冊數量略少於總數1/2，佔採購金額僅30%；
法文圖書也因代理不熟，剩下相當數量已查妥書目，但計畫已結束的待採購書
單。許多國際學界最知名的代表性外文研究圖書，更因為無法超過一般採購程序
訂購，如透過國外舊書通路，或專業的絕版書刊代理，也一時無法獲得。
「近當代歐陸哲學資料中心」成立經過及使用辦法，可參閱教育部顧問室編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重點資料中心手冊》﹝2004年3月 時報文教基金會
發行﹞。資料中心所有的選書檔案等資料，現今仍完整留存於哲學系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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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計畫申請案初提補助案，則依國科會新訂「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作業要點」，並以「康德與德國觀念論」為哲學學門重點範圍，正可充分利用
過去收藏和經驗，在舊有基礎上擴增，使專業圖資的豐富齊備程度，迅速達到典
藏完備且使用流通率提高的目標。而本案執行至今，在此一重要學術領域內，由
於資源集中而實際發揮功效，不論圖資專書完整、專業與豐富程度，以及取閱的
開放便利而言，都能立竿見影，甚至已超過極大多數歐美大學的典藏規模。
因此本次所規劃的採購作業，是繼續以政大哲學系為申請單位，以政大圖書
總館開架區為圖書資料管理置放地點，而且和先前已為數眾多的哲學家全集、系
列套書、專刊合併放置，供各界使用。此次採購書單除非必要，避免與原有書刊
重複外，並以專業的判斷依據，進行有系統的增購與擴充。同時，目前更輔以館
方主動進行的中、長程整理推廣宣傳計畫，再配合哲學系所本身的各種學術活動
需求，在「文本充分到位」的精神下，大力提昇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水準。
我們在為時兩年多的執行期間，一方面「補足」原有缺漏，一方面「擴充」
建構規模，並謹守五項規劃要點，大幅度提高整體收藏的設立價值，以適應由通
淺至專精或為跨學門的各層次需求。這和其他單位或許會仿傚以重複新購高價全
集套書方式，輕易湊足補助金額而提出申請，是有很大不同的。執行原則為：

(1) 補全全集和著作書信集遺漏或新增出版冊數優先進行。
(2) 調整參考資料語文數量比例，照顧一般需求以提高使用流通程度。
(3) 發掘當前新詮釋、新方向與尋求舊經典原文書冊齊備兩者並重。
(4) 全集和套裝書編目置放集中以便現場研讀及交互參考利用。
(5) 重點及主題選擇上兼顧理論深度及推廣和應用實效。

（二） 計畫目的
本案以哲學學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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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傑出學者，他們的哲學思想如知識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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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於上述的各項動機，本計劃案所欲達到的目的如下：
1. 首先，這次申請計畫的「康德與德國觀念論」主題，是哲學學門內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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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視的古典哲學成就，更是當今哲學思想研究最豐富而重要的資源之一，研究
價值歷久彌新，舉世公認。各個時代以來，全球各地都能有推陳出新的相關學術
成果出現，結合各種文化傳統，嘉惠後世思考。所以這個領域，可說是哲學學門
教學研究方面的一個重要核心。
2. 其次，本校國立政治大學，建校就特別以人文社會科學為發展主軸，而
政大哲學系也擁有極多的留德師資，又以歐陸哲學教學研究為系所發展重點之
一。本系內如專任的戴華、汪文聖、彭文林、張鼎國，以及擔任兼任的李明輝、
文哲都曾開設或正開授康德課程，蔡美麗教授黑格爾及西哲史，楊世雄專精於德
國古典政經及社會思想，與中研院合聘的黃冠閔開設德國觀念論及美學。此次採
購的圖書，非常有利於全系教師的教學、研究工作，學生上課、撰寫報告及學位
論文，同時更支援本系所舉辦的許多跨校師生讀書會、專案工作坊、短期講座與
暑期學習營等等活動。
3. 本校各學院的外系同仁，其中具留學德國背景，或專事研究相關德國法
律政治、社會經濟、教育與歷史、語言、文化思想者也是人才濟濟，在國內經常
發表重要論文，或指導學生撰寫涉及德國古典哲學研究之相關學術領域畢業論
文。本系前此「近當代歐陸哲學資料中心」的設立並公開供校內、校外使用，已
經相當受到稱道，現今若續之以「康德與德國觀念論」專案補助則更具專業深度，
且整體成果也會更加充實。
4. 本校近年開辦的歐洲語言與文化學程，也因此擁有豐富經典資源。
5. 此次採購特別留意增加英語圖資的書冊比例，讓各院系及學門的師生，
無論是否能閱讀德法原典，都能有適當的學術資源可用。
6. 政大哲學系曾於康德逝世200年之際，舉辦國際性「2004年康德哲學會
議」，廣邀康德研究專家而規模可觀，後《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連續數期出
有專號。同時歷年來造訪問本系的各國康德與觀念論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如
Otfried Höffe、前德國康德學會會長Manfred Baum、Gernot Böhme、美國的Allen
W. Wood兩度來訪、Martin Schonfeld、Martin Müller，還有日本康德學會副會長
牧野英二 (Makino Eiji)，以及即將受邀來訪的英語界知名康德學者Henry E.
Allison等。現本系再經兩年半努力，特別收蒐羅康德與德國觀念論相關圖書資料
後，必將更有利於推展全球化學術交流工作，國際化程度勢必會愈來愈高。

二、計畫執行原則、程序與成果
（一） 圖書採購原則及工作執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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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圖書蒐尋與採購原則如下：
首先，確定應全力補足前此購置康德與德國觀念論哲學家全集、書信集等原
作資料未全者，另外也必須包括知名度較低，國內研究較不熱門但學術影響重要
者，更增加十餘位學者。例如：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29)、Salamon
Maimon (1753-1800)、Jacob Friedrich Fries (1773-1843)、Moses Mendelsohn、
Reinhold、Herder、Hamman、Wilhelm von Humboldt等當年啟蒙與浪漫主義時期
活躍的學者著作和研究書刊。
其次，基於前此之實務經驗，深知一完備的研究資料中心，必須以達成下列
幾項目標為理想。因而現在的計畫進的方式，就是依照這些項目，或為「補足」
其先原先所遺漏者，或為「擴充」原有系列內容並「新增」新出刊系列或其他尚
未收集的成套系列專書：補足著作全集、補足傳記書信、補足與擴充演講集與遺
稿出版、新增與擴充會議論文集、依新舊並重原則及語文比例大量擴充研究專
書、補足與擴充專題研究論文集、補足與擴充相關主題學術叢書、補足與擴充二
手研究系列套書、擴充及全套Back Issues重刊本添購重要期刊、補足、增加及擴
充書評書目與其他報導。
此外與德國啟蒙運動至德國觀念論同時期的主要文學作品﹝詩作﹞與文
學、美學、藝術思潮與理論的著作，也非常適合採用價少量多、儲存不佔空間的
電子版方式購置。因為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從啟蒙運動、狂飆運動、古典主義、
浪漫主義到後期德國觀念論期間，最能表現德國古典思想Dichter與Denker相互輝
映的特色，不可輕忽或認為哲學研究應無關乎文學與人文思考而排斥之。
至於其他可根據舊有堅實典藏基礎，以逐年繼續補充擴建的具體規劃項目，
包括有意新增的部分在內，先分別舉例以扼要說明如下。
1) 以哲學家原典著作為優先，其中包含原典之英、德、法等不同語文的重
要翻譯版本。
2) 補充其他跨學科領域的相關研究專著或論文集，並主要集中在歐、美、
的學者們當前最具創新的研究成果。
3) 圖書出版年代以當代為優先 (包含直到2007年最新出版的圖書)，其後可
依序順著年代向前推展。

（二） 計畫執行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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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集圖書諮詢委員
在本計畫執行過程中，除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外，亦廣邀國內相關領域的資
深優秀學者，提供書單建構蒐尋的具體意見，以協助計劃的執行。計畫進行中，
這些委員都提出不少寶貴建議，或直接提供書單。諮詢委員有：
戴華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相關專長：康德哲學 倫理學
李明輝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相關專長：康德哲學 倫理學 歷史哲學
蕭高彥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 相關專長：黑格爾政治哲學 憲政理論
顏厥安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相關專長：法理學 康德黑格爾法哲學
顧忠華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相關專長：德國社會理論 社會哲學
馮朝霖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相關專長：德國教育理論 教育哲學
蔡美麗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相關專長：黑格爾哲學 德國觀念論
張旺山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相關專長：黑格爾 尼采 康德哲學
黃冠閔 華梵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相關專長：德國觀念論哲學 謝林
彭文本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相關專長：德國觀念論哲學 費希特
鄭志忠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相關專長：康德哲學 康德美學
孫善豪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相關專長：德國古典政治哲學
2. 書單蒐集：

本計畫自95年12月正式展開後，首先以德、法、英等不同語言劃分計畫助理
的工作責任領域，再各自透過國外大學圖書館、各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網路
書店、書商供應現貨目錄等搜尋媒介，依計畫圖書採購原則，蒐集和整理出各語
系相關主題之擬購書單，最後交由計畫主持人審核和匯整。

3. 複本查核和採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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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書單蒐集階段，計畫助理經由臺大圖書館的Metacat系統查詢書籍複
本，形成初步書單。
2) 上傳初步書單後，由國科會購書計畫網站系統進行查核，第二次確認書
單中的複本狀況，統整出合適的擬購書單。
3) 計畫主持人根據擬購書單再次進行審核和篩選，形成採購書單，交由圖
書館進行估價和採購。為使圖書採購作業更有效率，書單蒐集及複本查核每進行
至一定階段（約2-4周），即匯整成冊，最後再分批送交圖書館進行後續流程。
4) 圖書館採編組相關負責人針對採購書單進行最後查核確認，再交由書商
進行估價。在取得書商的估價回報後，最後確認訂單進行採購。
5) 書商回報為絕版、缺書（短期內不再版），或因缺書情況過久無法配合
整批購入作業流程的圖書，也都由圖書館另外建檔，並定期追蹤狀況，或交由其
他書商訪書。但往來費時，效果未充分發揮。

（三） 計畫執行成果
截至98年3月，本計畫圖書採購經費已全數核銷完成（圖書經費核銷情況請
詳見附件一、圖書採購明細表）。共計購入圖書2,475冊，其中第一年度購入1,594
冊，第二年度購入881冊。以下分就語言、主題及類型三種區分統計，配合圓形
圖表，說明採購成果。
1. 語言
本計畫所採購圖書主要為德、法、英等語言。其中，因應計畫執行之前的現
況評估，政大圖書館館藏的康德與德國觀念論與相關領域哲學書籍中（包含「近
當代歐陸哲學資料中心」三年的採購成果），以德文圖書為最多數，約佔總館藏
的60%。此情形實則反映出西方當代哲學發展的源流及承創的學術土壤，本無不
妥，然而，考量到當代法國、英美與東亞學界豐富的研究成果，以及教師和學生
在使用上的需求，除了持續注意德文相關書籍的補充外，更特別注意其他語言的
書籍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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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825冊

法文425冊

英文1,225冊

德文825冊
33%
英文1,225冊
50%

法文425冊
17%

2. 類型
就本計畫所購進的書籍類型加以區分，共可分為以下七類：
A) 著作全集，包括：補齊康德全集版25冊、Kant-Index全集補齊、Forschungen
und Materialien zur deutschen Aufklärung (FMDA) 全集補齊
B) 傳記書信
C) 演講集與遺稿出版
D) 會議論文集，
E) 哲學家專書
F) 二手研究系列套書，包括：Klassiker Auslegen系列、Hegel-Deutungen叢
書、補齊SUNY Series in Hegelian Studies叢書、補齊Stanford Studies in Kant and
German Idealism叢書
G) 專題研究論文集，包括：Athenäum Jahrbuch für Romantik、Studien zum 18.
Jahrhundert叢書、Spekulation und Erfahrung叢書、Studien und Materialien z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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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kantianismus叢書
H) 相關主題學術叢書，簡言之，各學會、學術團體叢書或會議結集出版，
各出版社主題系列，以及知名大學出版中心叢書等：Study in German Idealism叢
書、Veröffentlich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Hegel-Vereinigung叢書、NAKS叢書、
Kant-Forschungen叢書、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in
Translation譯叢等等數十筆。

I) 書評書目與其他報導

A) 32冊
D) 77冊
G) 131冊

G) 131冊
5%

B) 5冊
E) 1132冊
H) 127冊

C) 105冊
F) 857冊
I) 9冊

A) 32冊
I) 9冊1%
B) 5冊
H) 127冊
D)
77冊
0%
0%
5%
3%
C) 105冊
4%

E) 1132冊
47%

F) 857冊
35%

（四）計畫執行所遇困難及評估
1. 購書率問題
8

本計畫在96年9月30日，針對第一年度計畫執行情況所提出之進度報告中，
提及當時共有六批擬購書單，合共2,997冊，交與圖書館採編組進行估價與採購。
然而最後第一年度實際上購得的圖書為1.594冊，購書率約為53%。第二年則改變
策略，專注於搜尋近四年新書，購書率上升至66%，但若合併兩年度擬購書單與
實購進館書單加以比對，購書率仍僅在60%左右。評估其原因，除絕版、缺書（短
期不再版）問題外，以往書商訪書後所回報之金額，通常較低於計畫助理搜尋書
單時由網路書店或搜尋平台所得的估價（約六到七折）
，然而可能受外幣匯率（歐
元、美金、英鎊及日圓）調整影響，圖書訂價換算之後使書商的報價較以往為高，
因此連帶使購書率不若預期。
2. 複本率問題 ﹝由詮釋學購書組提出供參考﹞
本次補助圖書計畫中，之所以設定複本率的限制，誠然是為避免重覆採購書
籍，以免造成資源浪費，希冀能將有限的經費，做最有效的使用。然而在工作執
行上，雖然國科會所架設的圖書計畫網站，即有提供複本比對的功能，但由於在
作業流程中（上傳擬購書單至網站之前）必須對蒐集整理的擬購書單與往後實際
可購得之圖書數量有所估算掌握，以便隨時調整後續書單蒐集的方向，各計畫助
理在提交書單於主持人前，皆要就每筆蒐尋到的書訊，先經由臺大圖書館的
Metacat系統查詢書籍複本狀況，主持人在彙整各批書單交予圖書館前，也要就
書單中所標記的複本狀況裁量增刪，在交由圖書館工作人員後，將書單製作為採
購格式時，亦會經過複本比對程序，再加上圖書計畫網站的複本比對功能，雖然
經過多次確認，然而在過程中亦對作業效率造成若干影響。另外，以圖書計畫設
立之宗旨，原就希望建構資料更齊備、資源更完善的大學圖書館，本計畫在申請
之初，亦回應此美意，希望朝構作一個華人世界詮釋學哲學資料中心的方向努
力，在此前提下，複本率的限制固有其設定之理由所在，但恐一併限制了以一個
甚至數個專題研究資料中心導向的大學圖書館之建構。再者，就整個學術研究發
展的視野來看，重要學術典籍的存備典藏，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若限於複本
率而使許多重要典籍全台僅存一本，或舊有典籍、全集之缺漏因此無法補充更
新，不啻令人遺憾，雖可應用圖書館之館際合作，但上述情形若非只個案，而仍
為研究社群中之普遍現象，現行的館合措施恐仍不敷支應。
3. 經費挪用報告﹝流入購書經費﹞
長期採購專案的經常門業務費用較不易控制，此次三年期計畫執行期限雖追
加三通過時為二年，但進行到後段助理人力支出有限，大部分時間反而在等待大
批書單的採購及到館狀況。因業務費用結論尚多，延長執行時間之際，另行由業
務費流入100,000元至購書費用，正好用來支出後來發現遺漏可惜的缺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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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時間延長報告
自95年8月提規劃案，12月1日開始執行，原先申請為期三年，但通過時間縮
為兩年，但經過申請延長以處理不易購得的部分圖書。

附件一、圖書採購明細表
日期

項目

種數

冊數

累進金額 備註

2007.10.31

西文書

983

1170

4,438,585

12.31

西文書

1379

1594

5,951,098 第一年度

2008.5.31

西文書

191

204

33,418

9.31

西文書

692

733

1,735,219

10.31

西文書

816

865

2,036,606

12.31

西文書

822

876

2,150,392

2009.3.31

西文書

827

881

2182,902

核定圖書經費(A)

一、二年度總採購金額 (B)

8,134,000

8,134,000

第二年度
餘

(A)-(B)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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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執行率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