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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不僅必須以大幅加強的程度，去重視那種在各種

哲學的哲學的哲學的哲學的觀點下所做的對種種社會問題的探討，也必須重視在

我們這個專業領域裡的那些在較窄的意義下被稱為「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的研究形式：清楚的概念之建構。因為，正如我們完全不認

為應該將歷史生活的豐富硬塞進一些公式裡去一樣。我們也

確信：唯有清晰明確的概念，才能為一種想要建立種種社會

性文化現象之特有意義的研究鋪平道路。 

Max Weber 

*** 

韋伯對於方法論課題的關注， 

僅在於事實問題出現時方為必要。 

鄭志成 

*** 

壹、 課程緣起──翻譯做為西方知識本土化的基礎 

 韋伯的方法論文集終於有了中文的全譯本了！ 

 這是臺灣社會學界的一件盛事。通常，在臺灣初識初學韋伯的方法論，大多

囿限於語言，只能藉由英美學界通行的 Shihs / Finch選本（1949），更多數則是

藉由此英譯版的中譯本選讀──其實也沒得選，就是全讀──客觀性（1904）、

文化科學邏輯的批判性研究（1906），以及價值中立（1917）等三篇論文，再加

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1917）以及社會學的基本概念（1920）兩篇論文，大致形

塑了臺灣學界對於韋伯方法論的形貌與認識。雖然多少能夠捕捉韋伯方法論的重



 - 2 -

點主張，不失荒唐，但是對於更進一步對話、更深入的探究，根本缺乏知識底

蘊，侈言卓越。 

 臺灣學界對於韋伯方法論的繼受方式──先是受限於英美學界的有限選擇，

後來逐漸將思想學說類型化、表面化、浮淺化──幾乎可以普遍適用於人文社會

科學諸領域對於外來思想學說的引介模式。 

 上述的知識淺碟化現象，除了可以歸因於臺灣社會產官學以及民間社會向來

側重自然科學，輕忽人文思想的功利實用取向之外，對於外來思想學說的原典譯

註工作的輕忽罔顧，也就是不重視、不鼓勵翻譯工作。雖然國科會近幾年來略有

省悟，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但在大學教師的升等評比指標中，譯

作完全不受青睞、不予採計。如此「重著述、輕譯作」的學術政策，自然領導並

扭曲知識社群的治學態度，從而浮淺了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的基底。 

 要紮實深厚知識底蘊，只要將研究落實本土社會文化，如何需仰賴外來思想

學說的中文翻譯？乍聽之下，頗能自慰。但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的社會科學中國

化議論開始，歷經戒嚴後伴隨臺灣意識高張而來的臺灣化、本土化、在地化的呼

聲與訴求。臺灣學界──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自我認知重蹈了清末西

學傳入中國後所造成的體用之爭。試攤開臺灣社會學界的期刊論文，哪一篇能夠

逃離「西方觀點理論方法－臺灣在地經驗事實」的模式？猶如王韜所言：「器則

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弢園文錄外編》） 

 究其原因，具備「現代性」意義下的知識體系本源於西學。對於西方思想與

方法，臺灣若只是拿來借用，甚且以之為排場幌子，虛壯聲勢，未能紮根同化，

那麼臺灣的社會學界就只能撿拾歐美學者祭祀其先哲後的牲禮供品，永遠無緣供

奉祭壇，因為我們根本不熟悉這些學科的列祖列宗啊！ 

 這些年來，我倡議以閱讀中譯版本深耕西方思想學說，方是本土化在地化臺

灣化的根本之道。也就是將西方思想學說讀成自己的思想學說，而非僅僅引介淺

說，搬來裝飾。以西學為師，並不可恥，亦無損自身主體性。重要的是，將西方

思想與學說讀成自己的思想與學說。這不是一個有樣學樣，照單全收的複製模仿

過程；更是一個吸收內化，反芻消融的深刻省思。有朝一日，當我們可以自己的

母語，自己的說話方式闡述西方思想學說，那就是社會學在臺灣開始生根抓地的

時候了。 

 最常聽聞對於閱讀中文譯作的批評是：譯文失真，難以卒讀。結論也就是，

還不如讀原文。果真能直面原文也就罷了，但在臺灣學界，「原文」的語意經常

自覺不自覺地等同於英文。如果以英文譯本較能精確掌握原典，擔心中文譯本的

翻譯品質拙劣為由，並成為「以英美為師」的依據，不正好揭露原典中文翻譯工

作的迫切與不容忽視？並且我以為，對於翻譯工作內容的批判自是學術對話之當

然，但絕非一味指責，全盤否定。我還是堅持這樣的主張，要能在知識殖民的不

對等狀態下，獲得徹底自主的解放之道，就是以自己的母語教授與學習知識內

容，以母語進行閱讀、思考與對話。如果將本土化在地化臺灣化理解為一種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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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在化的過程，那麼翻譯工作──從概念的譯名斟酌，到論述邏輯的語言適

應轉化──將成為本土化的基礎工程。 

 如今，張旺山將韋伯著作中最難以系統梳理與理解的方法論論文，以至少四

年的時間由德文譯為中文，可以說是對臺灣文化科學界的莫大功德。在我的治學

生涯中，曾投入不少時日研讀韋伯其人其作，亦經歷譯書的折磨過程，深切知曉

這一份工作所必須付出的心血代價，絕非撰寫幾篇期刊論文可以比擬相較。並且

就我對於張旺山的認識，以及他的譯文的閱讀，這一本韋伯方法論文集不論就知

識內容，以及譯文忠實可信度，皆值得逐頁細讀。知識社群的榮譽不是競逐多少

獎項，核發多少彈性薪資，獲頒多少桂冠得以證成，而是讓知識薪火，以批判省

思，等待超越，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我一直以為，對於一位學者所能表示的最

大敬意，就是認真用心，好好地研讀其書，不論著述還是譯作。 

 本課程的緣起初衷，不只是向韋伯致意，更是向張旺山致敬！ 

貳、 課程旨趣 

 就目前所留傳下來的書信、文件及史料來看，韋伯對於方法論的知識興趣以

及知識定位，皆非優先首位。根據韋伯母親的回憶，韋伯從孩提時候就對歷史以

及系譜學深感興趣。及長至青年時期，也只能從其書信中探知，青年韋伯對於歷

史以及政治的興趣。在韋伯的大學期間，他修習法理學、國民經濟學、歷史學、

哲學，但沒有發現任何一篇關於方法論的學期報告留傳下來。大學期間，與方法

論學習有關的唯一蛛絲馬跡是 1883年 2 月 23 日寫給父親的家書中提及，他修習

了由歷史學者 Bernhard Erdmannsdörffer（1833-1901）所開授的討論課收穫頗豐，

「主要關注於歷史方法的領域」。但是書信中並未透露具體的上課內容。 

 考察韋伯的著作史，可以看到韋伯知識興趣始終關注具體的經驗事實。並將

方法學視為「副業」，方法的存在只是做為工具，為了達成知識探究的目標。一

如我在課程綱要卷首所引的片段，「正如我們完全不認為應該將歷史生活的豐富

硬塞進一些公式裡去一樣。我們也確信：唯有清晰明確的概念，才能為一種想要

建立種種社會性文化現象之特有意義的研究鋪平道路」。韋伯夫人 Marianne也這

麼地評斷韋伯：「韋伯並不關心對他的思想進行系統闡述，因為他無意成為一個

專業的邏輯學家。儘管他對方法論的洞見力評價甚高，但並不是為了方法本身去

進行評價，而是在闡明感知具體問題的可能性時把它們做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工

具。」方法以及理論都只是為了經驗事實而服務，這幾乎是韋伯學圈的共識看

法。 

 如果韋伯將方法存乎一心，不著痕跡地揮灑運用，對於韋伯學說的後來繼受

也許不存在方法學的爭議問題。偏偏自 1902 年後，他大病初癒，在不同的因緣

際會下，陸續構思並撰寫了多篇關於方法論的論文。各篇論文皆有其撰寫因緣及

動機，且多為論辯文章，皆有針對性。故各篇章論文非彼此連結，環環相扣。也

因此留下韋伯方法論究竟是「一致性還是歧異性」的紛爭。早年從 Alexander von 

Schelting（1934）主張韋伯的方法論有「特定的基本旨趣」可循，認為韋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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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論存在著一致性。接著 Dieter Henrich（1952）以《韋伯方法論的一致性》為博

士論文標題，進一步辯護韋伯方法論諸篇章的內在一致性，「其完整性是令人驚

奇的，因為這個完整性並非顯而易見，甚且連韋伯自己都不曾意識到。」直到晚

近，Johannes Weiß（1992）也完全附和 von Schelting和 Henrich的韋伯方法論一

致性主張：「在韋伯理論的以及知識理論的關注中，存在著一致性與明確的意

圖。」 

 從 1959年即撰文反對韋伯方法論一致性主張的 Friedrich H. Tenbruck，則認

為韋伯的方法論篇章，既在議題上，也在系統性上的碎片性特徵，顯示了韋伯方

法論是「一個極為複雜並且變動的形體。它是在一個特殊的時間情境中，著手處

理了具體個別問題與普遍要件的多重面貌。即使在個別問題上極具邏輯的細緻，

但完全是強制性地彎曲在一起」。又，韋伯方法論是「一個極為矛盾的形體。在

其中不同的動因、概念與問題，接受著一個相當膚淺且非常普遍的解答」。據

此，Tenbruck對韋伯的方法論得出一個毀滅性的判決：「處於這樣的事實狀態，

只有一個結論：對我們來說，韋伯的方法論事實上並不是一個整體。」Tenbruck

之後（1986）關於韋伯方法論的評斷並不再聚焦於一致性議題，反而轉移到論述

韋伯方法論是掌握韋伯的社會學做為一門事實學科的關鍵。晚近 Tenbruck

（1989）的爭議焦點集中於反對《韋伯全集》對於韋伯方法論文集分為兩冊

（MWG I/7, I/12）的編纂主張。然而，在此論文論及韋伯論文的論辯性格時，

Tenbruck仍重申韋伯方法論歧異性的主張，「只有由於機會與偶然，韋伯才特別

涉及到這個或那個立場，他根本沒有掌握一個基本的構想」。直到 1994 年，

Tenbruck對於韋伯方法論的最後表態，不無妥協地寫下，韋伯方法論既非「一致

性」（Einheit）， 亦 非「不 一致 性」（Nicht-Einheit） ，而是 「 準一致 性」

（werdende Einheit），或依字面意義，譯為「將為一致性」：「我們只有將韋伯

方法論文集以『準一致性』閱讀，方能發現這些個別論文的意義，以及它們與整

體的鏈結。雖然這些論文是個別地、偶然地形成，它們是沿著一條貫穿的難題思

緒排成一串。」看起來，Tenbruck向著一致性的陣營靠攏。 

 上述不無細瑣地勾勒韋伯的方法論著作及主張在其身後所造成的紛爭，揭示

了韋伯方法論文集的研讀不太容易循著系統性、體系性的理路掌握。本課程旨趣

即在以每一篇論文為單位，瞭解寫作背景契機、對話對象，方能梳理立場，彰顯

主張。至於韋伯方法論文集究竟是一致性，還是歧異性，當是學期末閱讀全書後

的課題了。 

 除了以掌握韋伯各篇方法論論文意旨之外，我一直主張韋伯的方法論之最佳

解讀取徑，就是伴隨著韋伯自己的經驗研究相互關照。也因此，本課程在每週討

論課之餘，要求課餘平行閱讀《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並以方法

論篇章所討論之議題，逐章細讀分析。也就是以韋伯方法論的系絡闡述「新教倫

理」命題。如是自身文本的方法與事實相互參照，當可掌握韋伯學說的深刻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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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能配合課程節奏，悉心展讀韋伯方法論文集與新教倫理文本，所獲致的學

習成效不僅僅限於豁顯韋伯學說。對於有別於自然科學的文化科學之知識旨趣，

當更能瞭然於心。 

*** 

參、 課程評鑑項目及方式 

評鑑方式以下列四項工作為學習評鑑之依據（詳細實施辦法於第一次上課說

明及討論後確定） 

一、課堂參與、討論及文本導讀（40%）： 

1. 課堂參與以出席情形及討論表現評鑑；  

2. 文本導讀以自選及協調方式依序輪流進行，導讀人需備妥書面綱要，提

供所有課程參與者參閱； 

3. 導讀綱要之電子檔案亦需傳寄給所有課程參與者；為便利整理歸檔，請

統一檔案名稱，如下所示： 

� 檔案名稱格式：「導讀綱要-{xxxxxxxx 八位數日期}-{姓名} 」 

� 範例：「導讀綱要-20140220-鄭志成」 

4. 導讀時間至多 30分鐘。 

二、每週文本研讀提問（50%）： 

課程參與者依每週所安排之進度仔細研讀，留意篇章旨趣、寫作構思、

論述脈絡、方法策略，以及批判質疑與獨立見解；並構思整理，提出三個議

題或問題，並適當闡述（至少 1,000 字），以為課程中參與討論之基礎；文

本研讀提問於各週討論課前一日（週三）以電子檔案傳寄至所有課程參與

者，並於上課當日繳交書面紙本予任課教師。為便利整理歸檔，請統一檔案

名稱，如下所示： 

� 檔案名稱格式：「memo-{xxxxxxxx八位數日期}-{姓名} 」 

� 範例：「memo-20140220-鄭志成」 

三、平行閱讀及作業（本項評分併入前述第二項「每週文本研讀提問」部分） 

為配合韋伯方法論之理解與掌握，本課程構思除每週閱讀方法論文本之

外，同時閱讀韋伯的經驗研究著作《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期

能以韋伯自身為例，展示方法論主張與原則如何體現於經驗事實之闡述。並

安排於第十七週（6 月 12 日）討論課，以《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一書為本，討論整個學期以來的研讀內容。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閱讀進度請參閱「陸、研讀文

本及進度」。並以每章為單位繳交心得作業（至少 1,000 字）。心得作業以

從韋伯方法論意義下的考察書寫，並於各章進度結束日當週上課繳交書面紙

本予任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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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末論文（10%）  

1. 課程參與者就每週關於韋伯方法論文集以及新教倫理文本的研讀及討

論，以「韋伯韋伯韋伯韋伯方法論意義下的新教倫理命題之考察方法論意義下的新教倫理命題之考察方法論意義下的新教倫理命題之考察方法論意義下的新教倫理命題之考察」為題旨，撰寫期末

論文（約 10,000 字）。 

2. 期末論文以書面紙本形式繳交，期限為學期結束前（2014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繳交。 

肆、 本課程評鑑項目、成績配置及實施辦法若有任何建議、變更或未盡事宜得

隨時於課堂中討論及說明，確定後公告於教學互動網。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thusocccj/home 

伍、 課程研讀書目（以下所列書目僅供參考，歡迎使用並比較不同語文版

本）： 

一、 方法論文本 

� ［中］Weber, Max／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臺北市：聯經，

2013。［簡稱：《《《《韋伯方法論文集韋伯方法論文集韋伯方法論文集韋伯方法論文集》》》》］ 

� ［中］Weber, Max／顧忠華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臺北市：遠流，

1993。［簡稱：《《《《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 ［英］Weber, Max: Collected Methodological Writings. Edited by Hans 

Henrik Bruun and Sam Whimster. Translated by Hans Henrik Bruu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 英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Volume On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 德 ］ Weber, Max: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71988. 

二、 新教倫理文本 

� ［中］Weber, Max／于曉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縣新店

市：左岸，2001。［簡稱：《《《《新教倫理新教倫理新教倫理新教倫理》》》》］ 

� ［ 英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Giddens. London: 

Georg Allen & Unwin 1978. 

� ［德］Weber, Max: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and I. 

Tübingen: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9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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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讀文本及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及研讀、討論文本 
平行閱讀及作業：

《新教倫理》 

1 
2014 

0220 
課程旨趣與進行方式說明 

2 0227 

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3-1］ 

� ［中］《韋伯方法論文集》：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
邏輯問題，頁 3-162，本週進度頁 3-49［＝I. 羅謝的「歷史的方
法」］。 � 第一章：宗教派

別和社會分層 

3 0306 

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3-2］ 

� ［中］《韋伯方法論文集》：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
邏輯問題，頁 3-162，本週進度頁 50-118［＝II. 肯尼士與「非理
性」問題］。 

4 0313 

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3-3］ 

� ［中］《韋伯方法論文集》：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
邏輯問題，頁 3-162，本週進度頁 119-162［＝III. 肯尼士與「非理
性」問題（續）］。 

� 第二章：資本主
義精神 5 0320 

專題演講 

張旺山（張旺山（張旺山（張旺山（臺灣臺灣臺灣臺灣清華大學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系） 

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翻譯與閱讀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翻譯與閱讀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翻譯與閱讀韋伯方法論著作的翻譯與閱讀 

6 0327 
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1904）［2-1］ 

� ［中］《韋伯方法論文集》：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
觀性」，頁 171-242，本週進度頁 171-205。 

7 0403 春假（停課） � 第三章：路德的
「職業」概念
（本書的研究任
務） 8 0410 

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觀性」（1904）［2-2］ 

� ［中］《韋伯方法論文集》：社會科學的與社會政策的知識之「客
觀性」，頁 171-242，本週進度頁 205-242。 

9 0417 期中考（停課）  

 

 

 

� 第四章：世俗禁
慾主義的宗教基

10 0424 

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1906）［2-1］ 

� ［中］《韋伯方法論文集》：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
些批判性的研究（1906），頁 243-325，本週進度頁 243-298［＝I. 
與愛德華‧麥耶（Eduard Meyer）的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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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501 

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些批判性的研究（1906）［2-2］ 

� ［中］《韋伯方法論文集》：在「文化科學的邏輯」這個領域的一
些批判性的研究（1906），頁 243-325，本週進度頁 298-325［＝II. 
歷史的因果考察中的「客觀可能性」與「適當的起因造成」］。 

礎－A.喀爾文宗 

12 0508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1907）［2-1］ 

� 《韋伯方法論文集》：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頁 327-
429，本週進度頁 327-386。 

� 第四章：世俗禁
慾主義的宗教基
礎－B.虔信派 

13 0515 
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1907）［2-2］ 

� 《韋伯方法論文集》：史坦樂之「克服」唯物論的歷史觀，頁 327-
429，本週進度頁 386-429。 

� 第四章：世俗禁
慾主義的宗教基
礎－C.循道宗 

14 0522 

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則」（1908）暨「能量學」的

文化理論（1909） 

� 《韋伯方法論文集》：邊際效用學說與「心理物理學的基本法
則」，頁 431-448。 

� 《韋伯方法論文集》：「能量學」的文化理論，頁 449-480。 

� 第四章－第四
章：世俗禁慾主
義的宗教基礎－
D.浸禮宗諸派 

15 0529 
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學科之「價值中立」的意義（1917） 

� 《韋伯方法論文集》：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諸學科之「價值中立」的
意義，頁 481-538，本週進度頁 481-538。 

� 第五章：禁慾主
義與資本主義精
神 16 0605 

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 《基本概念》 

17 0612 
方法論下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 《新教倫理》 

18 0619 期末考（停課） � 繳交學期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