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典閱讀
(Readings Classics of Social Studies)
九十六學年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社會經典閱讀
開課系所：國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上課教室：EB(工二館)108
上課時間：星期二上午 10:00-12:00
授課對象：大學部二年級學生
學分數：2
授課教師：許維德
辦公室時間：星期二下午14:00 – 17:00
Tel: 03-571-2121, Ext. 58080(O)
Email: weidershu@gmail.com
一、課程介紹
這門課的基本目的，在於讓學生有閱讀屬於「經典位階」之書籍的經驗，並知道
應該用什麼樣的方式來進行這些書籍的閱讀。我們把這門課分成四大部分，除了
第一部份的「導論」以外，在其他的三個部分，我們將依序面對馬克斯、涂爾幹
和韋伯這三個被稱為「古典社會學理論三大家」的作者，從他們的著作中各挑一
本書籍出來，進行「原典精讀」的工作。
二、課程目標
在完成這門課之後，學生應當具備以下的能力：
1. 懂得如何去閱讀一本書，特別是一本屬於「經典」位階的書籍。
2. 對於什麼樣的書籍可以被稱之為「社會經典」，有一個基本的了解。
3. 有「真正」閱讀「社會經典書籍」的第一手經驗和心得。
4. 懂得如何進行基本的「文獻查詢」，特別是對以下這些資料庫 --- 「中

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全
國圖書書目資訊網」、「Sociological Abstracts」、以及「中國期刊全文
數據庫」，必須有一手的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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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懂得如何去寫和社會科學基本概念相關的學術報告。

三、上課方式與要求
1. 課前閱讀及出席討論：本課程將以討論課(seminar)的方式進行，學生務必
於每週上課前依進度讀完教師所要求的閱讀材料，並積極參與課堂討論。
除了有正當理由並於事先請假者以外，缺席一次扣學期成績 15 分，缺席三
次或以上，則學期成績不及格。
2. 小組報告：所有修課同學將分成 6 組(每組 5 人)，每組輪流於每週上課時就
該次閱讀內容進行口頭報告。報告必須準備書面的報告大綱，並帶領同學
就該次閱讀內容進行討論。除了第二週的閱讀材料由我來示範報告之外，
其餘的 12 次上課，由各組輪流報告，所以每組必須報告兩次。報告必須準
備書面的報告大綱，並帶領同學就該次閱讀內容進行討論。
3. 10 篇閱讀筆記(reading notes)：為了督促同學能夠事先完成閱讀工作並能夠
在課堂上建設性地參與討論，在有規定閱讀作業的 13 週當中，所有小組必
須選擇 10 週各繳交 1 篇 1-2 頁的閱讀筆記。閱讀筆記請在上課前一天的晚
上 8 點以前用 e-mail 傳給授課教師及所有修課同學。所謂的閱讀筆記，至
少應該要涵蓋以下三個部份：(1). 該次閱讀材料的「主要提問」是什麼；(2).
面對這個提問，該文作者用什麼樣的方式來「回答」這個發問；(3). 你對
這次閱讀材料的批判性意見(e.g., 作者問了有趣的問題了嗎？作者成功地
回答了自己在一開始所設定的問題了嗎？)
4. 1 篇文獻摘要式的書面報告：請在本學期所要處理的三個作者中先挑一個人
出來，然後再挑一個這個作者的主要概念，開始進行「文獻研究」
。請使用
以下五個資料庫 --- 「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
、「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
論文資訊網」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Sociological Abstracts」
、以及「中
國期刊全文數據庫」 --- 找出至少 10 個「單位」(可以是期刊論文，也可
以是書籍)和這個概念相關的文獻。除了要完整列出該文獻的資料出處之
外，也請簡單整理出該文獻的摘要和論點。報告篇幅請控制在 5 頁以內，
並於 2007/11/06 期中考的時候繳交這篇報告。
概念舉例：Marx 的「異化」
、「歷史唯物論」、「階級」；Durkheim 的「社會
事實」
、
「失規範狀態」
、
「集體意識」
；Weber 的「理念型」
、
「理性化」
、
「正
當性」等(不限於上述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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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篇學期報告：請以文獻摘要報告所選取的文獻當作基本材料，對這些材料
進行閱讀與思考，並用你自己的方式寫出一篇和你所選取之主題相關的學
期報告。報告的書寫方式請參考以下的說明，篇幅請控制在 8 頁以內，並
於 2008/01/08 期末考的時候繳交這篇報告。
6. 口頭報告：在本學期的最後一週(期末考週)，修課學生必須在課堂上報告他
們的學期報告。
四、評分標準
課前閱讀及出席討論…………………………
小組報告(所有小組成員分數相同)*…………
閱讀筆記(所有小組成員分數相同)**…………
文獻摘要報告…………………………………
學期報告………………………………………
口頭報告 ……………………………………..

25%
10%
40%
10%
10%
5%

總計……………………………………………

100%

**每次報告佔總分(100 分)的 5 分，總共有 2 次報告，所以佔總分的
10 分。
**每一篇閱讀筆記佔總分(100 分)的 4 分，總共要交 10 篇，所以這些
筆記佔總分的 40 分。
五、教科書
1. 本課程需要修課同學購買以下五本教科書：
Adler, Mortimer J., and Harles van Doren(阿德勒和道倫)，2003，如何閱讀一本
書，修訂新版，張惠卿編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新版，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台北：允晨文化。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2003，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
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史達林著作編譯局編譯。北京：人民出版
社。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愛彌爾‧涂爾干和馬賽爾‧莫斯)，2005，原
始分類，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Weber, Max(韋伯)，2007，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臺
北：遠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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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書籍均可以在博客來網路書店買到)
2. 參考閱讀資料請同學自己到圖書館或其他地方尋找。
六、論文寫作格式
所交論文應當遵循正式論文寫作格式的規定：
1. 關於格式的問題，請參考坊間一般的論文寫作手冊。有關文獻引用、註釋、
參考書目的書寫與編排，我不做硬性規定，只要從頭到尾格式一致就好，
但是我希望學生能夠依《台灣社會學》的格式處理。
2. 整個論文必須有一個清楚的問題意識(或者說環繞著一個主要的爭議)，不
能只是相關文獻「無機」地累積。它應當試著要去解釋(explain)一些東西。
所有引用的材料，不管是經驗資料也好，其他學者的論證(statement)資料
也好，都必須以這個問題意識為核心，用來佐證(或者否證)這個主要的論
點。
3. 整個論文都必須由你自己來寫作。如果係引用別人的文字，請務必註明出
處。在學術規範上，抄襲(plagiarism)是一件極嚴重的事情。
七、課程大綱
本學期有 18 週，扣掉第一週的課程簡介、第三週的中秋節、第九週的期中考、第
十七週的元旦、以及第十八週的期末考，實際上課週數只有 13 個禮拜。
週次

日期

第一週

2007/09/11 課程簡介及導論
第一部分：導論

第二週

2007/09/18 「經典」是什麼東西？我們又為什麼需要讀這些東西？
2007/09/25 中秋節，放假一天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課程主題

2007/10/02 《如何閱讀一本書》(一)
2007/10/09 《如何閱讀一本書》(二)
第二部分：馬克思

第六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2007/10/16 Marx 簡介
2007/10/23 《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本》(一)
2007/10/30 《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本》(二)
2007/11/06 期中考，不用考試，但學生必須到場繳交「文獻摘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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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向授課教師做一個 3 分鐘內的口頭報告。
第三部分：涂爾幹
第十週
第十一週

2007/11/13 Durkheim 簡介
2007/11/20 《原始分類》(一)

第十二週

2007/11/27 《原始分類》(一)
第四部分：韋伯

第十三週

2007/12/04 Weber 簡介
2007/12/11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一)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第十六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2007/12/18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二)
2007/12/25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三)
2008/01/01 元旦，放假一天
2008/01/08 學生報告 & Party (學生繳交學期報告)

八、詳細課程大綱及閱讀材料
第一週︰課程簡介及導論
第一部份︰導論
第二週︰「經典」是什麼東西？我們又為什麼需要讀這些東西呢？
我們這個禮拜談這門課最基本的概念 --- 經典。到底什麼是「經典」呢？什麼又
是「社會經典」呢？我們為什麼要學習這些所謂的「經典」？閱讀這些一百年前、
甚至更久以前的著作對於我們進行社會科學研究有什麼確切的幫助？這是我們
在正式進行經典閱讀之前所要處理的議題。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原序，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
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
蔡錦昌校訂，新版，頁1-5。台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概論，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
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
蔡錦昌校訂，新版，頁7-15。台北：允晨文化。
參考閱讀資料︰
侯其強，2006，文學經典的生成及其閱讀意義。二十一世紀，no. 98：149-53。
Kuhn, Thomas，1991(1962)，科學革命的結構，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
祥譯。台北：遠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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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中秋節，放假一天
第四週︰《如何閱讀一本書》(一)
既然我們這門課的主要工作，就是「老老實實」地讀幾本經典書籍，那麼，關於
「我們應該如何去讀書」這個議題，就變成這堂課無法迴避的一個重要議題。我
選了敎人如何去讀書的一本重要書籍 --- 《如何閱讀一本書》 --- 當做這個禮拜
和下個禮拜的閱讀材料，希望同學們能夠從這本書中學到一些有趣的「讀書方
法」，並將之應用於之後的閱讀材料上面。
Adler, Mortimer J., and Harles van Doren(阿德勒和道倫)，2003，如何閱讀一本
書，修訂新版，張惠卿編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第一章到第八章，
Pp.3-116)
第五週︰《如何閱讀一本書》(二)
Adler, Mortimer J., and Harles van Doren(阿德勒和道倫)，2003，如何閱讀一本
書，修訂新版，張惠卿編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第九章到第十二
章，Pp.117-187；第十六章，Pp.235-254；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Pp.269-301；
第二十章，Pp.305-330)
第二部分︰馬克思
第六週︰Marx 簡介
Marx 在人文學以及社會科學界中的強大影響力不言可喻。我們這個禮拜先讀
Giddens 的書中和 Marx 相關的兩個章節。雖然我們的時間有限，只能閱讀兩章，
不過，我強烈建議所有同學能夠盡量閱讀這本書中和 Marx 相關的其他章節。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1. 馬克思的早期著作，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21-46。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2. 歷史唯物論，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
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47-71。台北：允晨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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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閱讀資料︰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3. 生產關係與階級結構，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73-89。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一篇 馬克思，4. 資本主義發展理論，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91-118。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四篇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社會理論，13.
馬克思的影響，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
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
頁305-33。台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後記：馬克思與現代社會學，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
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389-95。台北：允晨文
化。
第七週︰《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本》(一)
關於馬克思的著作，我們選讀的是他早年和斯格斯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識形
態》
。這本書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5年秋至1846年5月左右共同撰寫的，是青
年馬克思思想形成時期的重要著作。這部著作共分兩卷，其主要內容是闡述作者
的「唯物主義歷史觀」基本原理、批判分析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鮑威
爾(Bruno Bauer)和施蒂納(Max Stirner)等人的唯心主義歷史觀、批判「真正的社
會主義」或「德國社會主義」的各式各樣代表的哲學觀點，表述對「科學社會主
義」的認識。
這本書的全名應該是《德意志意識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
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馬克思和
恩格斯從1846年到1847年在德國曾多次為出版《德意志意識形態》尋找出版商，
但因故未能出版。除了在1847年《威斯特伐里亞汽船》雜誌八月和九月號上發表
的第二卷第四章以外，全書是以手稿形式保存下來，沒有總標題。《德意志意識
形態。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
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這一標題源於馬克思在1847年4月6日發表的聲
明〈駁卡爾‧格律恩〉中對這部著作的稱呼。該書直到1932年才以原文發表於《馬
克思恩格斯全集》歷史考證版第一部份的第五卷。
《德意志意識形態》第1卷第1章〈費爾巴哈〉是未完成的手稿，寫於第1卷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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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不同時間。但是就理論內容來說，該章具有獨立的價值，在《德意志意
識形態》一書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裡第一次系統地闡述
了唯物主義歷史觀的基本原理，並根據自己新的歷史觀對共產主義作了科學的論
證。這一章在手稿上，原來的標題只是〈一、費爾巴哈〉。在手稿第1章的結尾
有恩格斯的筆跡：〈一、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立〉。顯
然，這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後於1883年整理馬克思遺稿，重讀《德意志意識形
態》手稿時對原有標題的具體說明。
我們選用的版本是2003年由北京人民出版社所出版、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
史達林著作編譯局所編譯的《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本》。在這個版本中，主要
選入的是第1卷第1章〈費爾巴哈〉的四個小節。至於其他部分，則是以「言論摘
選」的方式呈現。
我們這個禮拜讀這本書之第1卷第1章的[I]和[II]。此外，由於這本書主要是以〈費
爾巴哈提綱〉(馬克思1845年手稿)當作思考的主要參考點，因此，我們也選讀馬
克斯這十一條著名的哲學思考陳述。
Marx, Karl，1845，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1845年稿本) [online]。np：馬克
思主義文庫。[引用於 2007年7月16日]。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01/marxist.org-chinese-marx-1845.htm>。
Marx, Karl，1845，馬克思論費爾巴哈（恩格斯1888年發表的稿本） [online]。np：
馬克思主義文庫。[引用於 2007年7月16日]。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01/marxist.org-chinese-marx-1845.htm>。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2003，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
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史達林著作編譯局編譯。北京：人民出版
社。(第1卷第1章[I]和[II]，Pp.3-42)
相關網路資源：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1845，《德意志意識形態》第一卷第一章 費爾
巴哈 唯物主義觀點與唯心主義觀點的對立 [online]。台北：夏潮聯合會。
[引用於 2007年7月12日]。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xiachao.org.tw/ccdb/data/Classics/ME/1845/Feuerbach/Feuerbac
h.html>。
Marx, Karl and Engels, Frederick，1845a，The German Ideology [online]。np：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引用於 16 July 2007]。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index.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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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本》(二)
這禮拜的閱讀材料是《德意志意識形態》第1卷第1章的[III]和[IV]。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馬克思和恩格斯)，2003，德意志意識形態：節選
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史達林著作編譯局編譯。北京：人民出版
社。(第1卷第1章[III]和[IV]，Pp.42-75)
第九週︰期中考，不考試，但請到場交繳交「文獻摘要報告」，並向授課教師做
一個 3 分鐘內的口頭報告。
第三部分︰涂爾幹
第十週︰Durkheim 簡介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第二位社會學大卡 --- 涂爾幹。我們這個禮拜一樣先讀
Giddens 的書中和 Durkheim 相關的兩個章節。不過，我一樣強烈建議所有同學
能夠盡量閱讀這本書中和 Durkheim 相關的其他章節。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5. 涂爾幹的早期著作，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121-44。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6. 涂爾幹的社會學方法論，
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145-63。台
北：允晨文化。
參考閱讀資料︰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7. 個人主義、社會主義與「職
業團體」，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
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
165-79。台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二篇 涂爾幹，8. 宗教與道德紀律，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181-201。台
北：允晨文化。
黃應貴，1992，關於交換與社會的象徵起源：牟斯，見黃應貴編，見證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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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人類學家，頁52-83。台北：正中書局。
第十一週︰《原始分類》(一)
關於 Durkheim，我們選讀的是他於 1903 和 Marcel Mauss 一起出版的《原始分
類》。這本書在當時是以期刊論文的形式，以〈On Some Primitive Forms of
Classification: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為名所發表
的。1963 年，Rodney Needham 翻譯了該篇論文，而以《原始分類(Primitive
Classification)》的書名出版。我們所選讀的版本，也是以英譯本為參考對象所翻
譯出來的中譯本。
在這個禮拜，我們將先讀英譯本的導言，以及這本書的〈問題〉、〈第一章 澳洲
分類類型〉、和〈第二章 其他澳洲體系〉。
Needham, Rodney(羅德尼‧尼達姆)，2005，《原始分類》英譯本導言，見Emile
Durkheim and Marcel Mauss(愛彌爾‧涂爾干和馬賽爾‧莫斯)，原始分
類，汲喆譯，頁95-14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愛彌爾‧涂爾干和馬賽爾‧莫斯)，2005，原
始分類，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問題〉
、
〈第一章 澳洲分類
類型〉、和〈第二章 其他澳洲體系〉，Pp.1-44)
第十二週︰《原始分類》(二)
這禮拜的閱讀材料是《原始分類》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愛彌爾‧涂爾干和馬賽爾‧莫斯)，2005，原
始分類，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章 祖尼人、蘇人〉
、
〈第
四章 中國〉、和〈第五章 結論〉，Pp.45-94)
第四部分︰韋伯
第十三週︰Weber 簡介
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最後一位社會學大卡 --- 韋伯。Weber 在社會科學的影響力不
言可喻，尤其是在 1990 年代以後，
「文化」又重新回到社會科學的各個領域或次
領域中，成為當紅的研究議題。在這種學術氣氛下，重讀 Weber 的種種概念，通
常都會有意想不到的收穫。Weber 的著作極多，將近 1,500 頁的《經濟與社會》(這
本書在他於 1919 年過世的時候還尚未完稿)算是成其大成的經典之作。不過，如
果我們要挑一本屬於一般規模的 Weber 代表性著作的話，
《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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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這本書可能是最適當的選擇。
我們這個禮拜一樣先讀 Giddens 的書中和 Weber 相關的兩個章節。不過，我一樣
強烈建議所有同學能夠盡量閱讀這本書中和 Weber 相關的其他章節。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9. 韋伯：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
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205-24。台
北：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10. 韋伯的方法論著作，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225-43。台北：
允晨文化。
參考閱讀資料︰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11. 社會學的基本概念，見
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論：馬克斯、涂爾幹、
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新版，頁245-77。台北：
允晨文化。
Giddens, Anthony(紀登斯)，1994，第三篇 韋伯，12. 理性化、「世界諸宗教」
與西方資本主義，見Anthony Giddens(紀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理
論：馬克斯、涂爾幹、韋伯，簡惠美譯，錢永祥、陳忠信、蔡錦昌校訂，
新版，頁279-302。台北：允晨文化。
Aron, Raymond，1986，西方近代社會思想家：涂爾幹、巴烈圖、韋伯，齊力、
蔡錦昌、黃瑞祺譯。台北：聯經。(韋伯部分，pp. 205-90)
第十四週︰《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一)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絕對稱的上是 Weber 的重要著作之一，而且這
本書目前也已經有不少不同版本的中譯版。我選用的是 2007 年遠流出版社《新
橋譯叢》的版本，敬請注意。
基本閱讀材料︰
Weber, Max(韋伯)，2007，第一部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卷 問題，
1. 宗教信仰與社會階層，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
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31-45。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2007，第一部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卷 問題，
2. 資本主義的「精神」，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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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47-77。台北：遠流。
建議閱讀材料︰
Weber, Max(韋伯)，2007，第一部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文獻，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23-27。
台北：遠流。
Weber, Max(韋伯)，2007，第一部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卷 問題，
3. 路德的職業觀：研究的課題，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教倫理與資
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79-97。台北：遠流。
第十五週︰《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二)
基本閱讀材料︰
Weber, Max(韋伯)，2007，第一部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二卷 禁慾
新教的職業倫理，1. 入世禁慾的宗教基礎，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
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101-80。台北：遠流。
建議閱讀材料︰
Weber, Max(韋伯)，2007，第一部 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二卷 禁慾
新教的職業倫理，2. 禁慾與資本主義精神，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
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181-227。台北：遠流。
第十六週︰《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三)
基本閱讀材料︰
Weber, Max(韋伯)，2007，第二部 基督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見Max
Weber(韋伯)，基督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康樂、簡惠美譯，頁229-61。
台北：遠流。
第十七週：元旦，放假一天
第十八週：學生繳交學期報告，並以報告內容為準，在課堂上進行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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