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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書、評書與讀書── 
知識社會學的考察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林端 

【摘要】本文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將寫書、評書與讀書看成是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的社會行

動，而作者、書評者與讀者則是知識的社會承擔者的不同角色。晚近全球化的世界裡，形成多元現

代的情況，知識也顯得更加多元化與專業化，但是專家知識卻是不確定的，使得作為知識守門人的

書評家益形重要。文末並呼籲一般社會大眾，加強知識參與與社會行動的參與，以免過度盲從專家

不確定的知識。 

關鍵字：知識；知識社會學；知識的社會承擔者；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消費；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 

 

 

一、寫書、評書與讀書：知識的生產、傳

播與消費 

悟因師父、法師、諸位在座的女士、先生們，

非常高興有這機會跟大家交換一下有關寫書、評

書、讀書的經驗談。 

我自高中時期就開始編校刊，也很喜歡看

書，自己是編者、讀者，而且也寫過幾本比較學

術性的小書。對於「寫書、評書與讀書」這個議

題，我就從社會學的角度跟大家交換意見。 

我們稱現代是知識爆炸、知識經濟、或所謂

的資訊社會、二十一世紀後現代社會、消費社會，

在如此琳瑯滿目、複雜的名目下，我們是如何看

待知識呢？這其中，書評又扮演怎樣的角色？我

們每天電腦打開，就充斥著一堆垃圾信件，然後

資訊排山倒海而來，報紙也越來越厚。其實，我

常跟我太太討論，報紙能恢復以前那樣三張四張

多好。尤其是目前我們看的都是一些垃圾資訊，

而且常常都很不愉快的。 

以前不是有一句開玩笑的話──『狗咬人不是

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那就是嘲諷一些不一

定有用的新聞。可是現在是一個越來越專業化的

社會，前陣子，教育部跟各大學有所謂的期刊論

文排比，可是我自己也在政大兼課，所謂的 SSCI

或者一些期刊論文這些事情，我自己也感同身

受。雖然我們在台大社會科學院裡，由於有台大

醫學院、工學院的關係，所以沒有感受到太大的

壓力；可是到了政大以後，馬上感受到對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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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很大。為什麼會這樣呢？因

為論文有很多種，書有很多種，

資訊也有很多種，你要把它做一

定的分類，像現在變成台灣非常

多的雜誌，能不能擠進台灣自己

建立的所謂 TSSCI，就變成是你

能不能升等，能不能進階的一個

很重要階段。所以在學術界裡，

就變成知識被分類，你寫出來的

論文價值被重新定義，這不一定

公平。 

譬如說，我自己喜歡寫書，

所以我現在出了兩三本書，兩本中文，一本德文

的書，但是台灣沒有書評制度，因此書的價值與

貢獻，就沒有人肯定。可是寫一本書可能要五年，

而一年可以寫兩三篇論文，如果被論斤秤兩的時

候，一本書有時候還不如一篇論文。為什麼？因

為書被認定是沒有經過評審的，而且台灣沒有一

些被肯定的學術出版社，雖然出版社很多，像「聯

經」、「三民」、「商務」或「時報」，這些出

版社有一定的聲譽，但它是不是學術性的出版

社？很多人不太肯定。最近國科會正在推動學術

書籍出版的審查制度，成效如何，仍尚待觀察。 

台灣其實出版了三萬六千多種的書，以全世

界來比的話，我們出版的書大概是美國的之十分

之一強，甚至更多。我們出書的速度非常蓬勃，

中國大陸出書也非常快，台大附近就有很多是賣

中國大陸書的書店，我現在幾乎都不敢進去了，

為什麼呢？因為一進去，就會捧一疊書出來，並

不是因為怕花錢，而是現在家裡已經沒地方放

了，而且搬家時更痛苦，搬家公司看到我們這些

東西最害怕，他每次都覺得上當了，因為看起來

不多，但每一箱搬起來都非常沉重，尤其是我們

住的是沒有電梯的公寓。書都是很重，每個人的

家裡又買很多書，然後書要怎麼擺？要買哪些書

呢？不要講外文的，光講華文、中文的書，就必

須要層層的過濾，說不定要汰舊換新，有些書應

該捐贈出去、有些書應該讓它流通。因此今天我

們在這個時刻來討論寫書、評書、讀書，就變得

非常有意義。 

我曾在《佛教圖書館館訊》二十七期裡，有寫

一篇〈解讀《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

∼2000）》所帶來的豐富知識：知識社會學的考

察〉，介紹的就是具有非常大貢獻的這本書。這種

工具書，幫助大家檢索，它不只是跟佛教有關，跟

台灣地區非常多的宗教博碩士論文都有相關，甚至

還包括香港地區。我當時看了非常感動，覺得應該

寫那樣的書評。我用社會學角度來加以分析，其實

就是要把寫書、評書跟讀書，看成知識份子參與知

識生產、傳播、消費的一個過程。 

▲林端教授於「品書與書評」論壇之發表（編輯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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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書會有價值，書會有書香？說一個

人，家世很好，說是書香門第。基本上是因為書

帶來了人性的光輝，書的價值在於其中充滿了傳

統文化的精髓。透過閱讀、透過品書、理解書，

會覺得它摘除了我們一天中不愉快的事，滌除玄

覽，讓整個身心有了清淨自然的感覺。每個人如

果每天有一段時間可以靜下來看書，是讓自己在

喧囂城市裡，使自己繼續成長。我們透過書，可

以得到很多智慧的結晶，書是一種文化的象徵。 

在人類學的文獻裡，發現人類在有文字出現

之前，都是口傳的歷史，人類發明了文字之後，

傳統就不斷被確立了。為什麼？因為文字可以超

越時空，不斷地流傳下去。以前的口傳歷史，都

是神話或是文學上的想像，但是有了文字之後，

除了文學上的想像繼續發展以外，還進入更多人

類社會的智慧結晶。這些東西是不太可能被電

腦、電子化所徹底取代的，雖然電子化有很多貢

獻，但是透過書籍的閱讀，所得到的是一些很具

體的感受，跟您面對一部電腦，在某種程度上是

有些差異的。 

二、作者、書評者與讀者：知識的社會承

擔者 

知識的作者，還有書評者、讀者，我們都會

把他看成是承擔知識的人，社會的承擔者。知識

社會學所考察的是：在什麼社會文化裡會產生什

麼樣的作者，會產生什麼樣的讀者，中間又會產

生什麼樣的傳播知識者。如果是一個非常重視知

識，而且非常重視書籍的社會，理論上會是擁有

非常豐富的讀者群，會有一些很健全的書評組

織，彼此之間有很密集的互動。換句話說，一個

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就會產生什麼樣的讀者，什

麼樣的書評者，什麼樣的書的消費者或書的資訊

理解者。理論上知識的生產、消費、傳播跟它所

處的社會是息息相關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承擔

一定程度的知識，而現在卻又是一個知識爆炸的

社會，知識不斷專業化、普及化。 

例如前陣子，很可惜，溫世仁先生過世。你

可以理解溫先生一生的歷史，他去幫助祁連山的

中小學學生，幫他們架設網站，把很多書傳遞到

那邊去，有人因他而整個世界都改變了。就社會

學來講，整個世界觀都改變了。原來非常封閉、

跟外界完全沒有溝通的世界，透過知識的傳播、

透過資訊科技、透過書籍傳播到那裡，整個世界

觀都改變了，所融入的不只是一個大陸，而是整

個世界的知識分配體系。所以，究竟如何讓我們

的知識能夠很平均分配到每個人身上，就變成是

社會上很重要的權力分配。 

三、多元現代下知識的多元化與專業化 

為什麼這時候書評很重要？就是當知識越來

越專業化，知識越來越多，我們要如何過濾每天

的垃圾知識，又如何過濾讓很多重要的知識到達

每個人手裡，而且它是越來越專業化。我們講最

簡單的，就人文社會科學知識來說，也許一般人

或多或少都還有一些理解，但在自然科學知識

中，譬如全球災變的問題、溫室效應、土石流、

大地反撲，或所謂京都公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還有整個生態危機，或類似這些的風險。這些有

關我們整個世界的危機和風險的知識，是不是只

有那些自然科學的專家知道？還是我們一般人也

應該知道？否則，在台灣島上，這個番薯越來越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38 期  93 年 6 月 9 

瘦，整個土石流、地震或 SARS 這種傳染病越來

越多時，我們對這些知識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理

解，一味信任專家，全由專家來作決定時，其實

也是相當危險的。所以，這時就要透過知識的分

配，讓知識不是只有專家、少數人所擁有的知識。 

我們不是常講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權

力，很多事情都以知識為基礎，像現在也有知識

經濟，整個經濟發展要以知識為基礎。所以就變

成對於很多知識的理解，必須透過層層的過濾，

這就需要有他人的協助。以我的經驗來說，我的

博士論文在德國出版時，出版商是一間有名的兩

三百年的學術出版社（Duncker & Humblot）。要

出版之前，他們就寄個單子給我，說明這裡大概

有三、四十家相關的學術期刊（當然主要是德語

世界），要我勾選其中的十家，他們要把書寄給

這些學術期刊作書評。這是非常制度化的，是他

們的服務（service）。但我看了覺得可能還不夠，

有些英語世界可能對我的書會有一些興趣。所

以，我勾了七、八家以後，又增填了大概四、五

家英文期刊。他們果然用很快的速度寄過去，我

的書是 1997 年出版的，可是一直到公元 2000 年

時，還有一兩家德文跟英文期刊還在評那本書。 

所以這是非常制度化的制度，對於學術上的

書，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管道；而非學術的書，我推

測應該也是一樣。譬如小說，他們會寄給各個書

評、報紙書評副刊或非常專業的雜誌來評判這本

書，這變成一套非常上軌道的制度。甚至有時候出

版社，也會問作者誰適合評您的書？剛剛賴教授也

提到，如果是您的朋友評你的書，有時只會講好

話，這就會牽涉到學術本身倫理的問題。他也會問

您，哪幾個作者對您的書比較清楚，但是他不一定

會全部採納您的建議。意思就是說，書評在歐美國

家已經是一個上軌道的制度，是他們出版社一定程

度上的服務。他要幫你出版時，就會幫你推薦到一

個適當的期刊或適當的雜誌、報紙。 

又如我最近在三民也出了一本書，就跟三民

書局推薦這樣的一個制度。以前我們完全沒有推

行類似這樣的制度，使得讀者、期刊和作者之間，

彼此沒有一個制度化的軌道可以進行溝通。如此

就變成讀者想要知道相關的資訊時，沒有適當的

推薦者；作者想要推廣自己的書，出版社也希望

推廣自己的銷路時，也沒有一個適當的管道。我

個人認為，其實在台灣社會每年出三、四萬本書

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建立這樣的制度，對於讀

者、作者以及很多知識傳播者，都是非常不利的。 

四、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與知識守門人（

書評家） 

學術的書籍如此，我們一般人應該知道的資

訊，譬如所謂推廣科學知識的科普書也應該如

此。我自己曾參與過《中國時報》開卷版的選書

工作，現在幾個報紙也做類似的工作。但非常遺

憾的是，他們因為還有一定程度的銷路壓力，還

有一種主觀的所謂主流價值，譬如有陣子 SARS

問題非常重要，他們在推舉過程中，就必須要遵

照時代的脈動或潮流。這不是不對，但是如果所

有的書，都有某一定程度的主流、流行的評書標

準時，就會忽略了我們現在需要的很多知識。就

是說不一定只有 SARS 的問題，不一定只有流行

病問題。事實上，我們的生態問題或環境破壞等

其他的一些問題和一些相關需要知道的訊息，也

都應該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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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報紙或相關科普書的推薦上，不太能

夠涵蓋知識的多元化與專業化。它還是因為有它

主流、流行的一些過程或內容，就會排擠掉一些

其他相關的知識。如果過度學術性的，是絕對不

會推薦，還有不很流行的，比較冷門的，也不一

定會被推薦。在這種情況之下，就變成我們所看

到的是選擇性的資訊，是被過濾過的知識。我們

常開玩笑看到的好像是被剪洞的報紙一樣，有些

東西是被剪掉的，是被守門人把它過濾掉的。所

以，這裡就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識社會學最近研究了一個議題，是我

講綱裡的第四點「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這個

主要是指涉自然科學的知識。我們現在無可避免

的世界，是一個越來越專業化的社會，包括我自

己也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學家，也被看成是某種的

專家。但專家是不是真正非常的專精？由於知識

分類越來越細，每個人可能在自己的領域以內是

專精的，但這個領域在和別的領域之間，要如何

溝通、如何串連，卻是值得省思的。我的意思是，

學物理的未必懂化學、學化學的未必懂天文，學

天文的未必懂生物或生命科學，學生命科學未必

懂人文、未必懂哲學、未必懂社會科學。在這種

情形之下，無可避免的，很多東西都被這些專家

所決定。簡單來講，當 SARS 問題產生以後，誰

是專家？誰能告訴我們 SARS 是什麼？每個專家

只能談有關 SARS 的某些部分、某些特徵，到時

候就需要整個團隊來作決定。但整個團隊是不是

真正能夠集思廣益、眾志成城，有時候還真是靠

運氣。 

所以，知識社會學最近有一個很重要的議

題，就是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很多事情我們明

明知道社會充滿了風險，或充滿了不確定性，但

未必是專家能幫我們解決的，而很多時候我們跟

這些東西是息息相關的。譬如我剛剛提過的全球

災變的問題，甚至還有所謂全球化的現象；有很

多人的親朋好友今天在台北，明天在紐約，後天

在上海，這就是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以後，

我們台商到處走，世界各國人也都進入台灣，就

是時間、空間的觀念也會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

前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但是在整

個快速變遷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難掌握自己的

命運。所以我很感動香光尼僧團能辦這樣的一個

書評研討活動，因為這活動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活動，就我們的領域來看，其實是蠻重要的問

題，但在很多機構都不會注意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目前沒有一套很好的書評制度，甚至包

括非常重要的學術期刊，列入所謂 TSSCI 裡面，

到現在還沒有書評制度，這意謂著我們連學術界

上軌道的書評制度都沒有建立。 

五、社會大眾：知識參與及社會行動參與

的必要 

再來，對一般社會大眾來說，我們很需要的

是一些科普的知識，就是跟我們生活相關的知

識。雖然目前台灣的兩大報有一些與書評相關的

活動，但還是不夠的、是有限的，甚至它還受到

社會流行所支配，受到某一種程度的限制。因此

在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或者知識分配不夠均勻

的狀況下，應思考如何透過書評的制度來加以改

善。也就是說，專家知識的不確定性，或者知識

分配的不夠均勻的狀況，如何透過書評的制度來

加以改善。當務之急，我會覺得不只在台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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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整個華文的世界裡都是一樣的，我們欠缺非

常上軌道的學術性的書評，以及一般社會大眾一

般書的書評制度。如果沒有一個很上軌道的制

度，我們每個人都在海底摸針一樣，每個人都自

己在慢慢的摸索，沒有辦法適當去看到一兩本相

關的一些刊物，就可以知道我們要找的書籍或要

知道的知識是什麼。 

一旦知識分配不是很均勻的時候，一定程度

就是權力分配也是不均的。那我們自己的很多命

運就會掌握到那些專家或是別人來作決定，對自

己一些週遭環境的一些狀況也都不是很理解。所

以在第五點中我們就談到「知識參與和社會行動

參與的必要」。 

我們在昨天和今天的新聞可以看到，林義雄

先生帶一些人到國民黨前面去做一些核四公投的

抗議行動。舉這個例子我現在不是把它當成是一

個政治事件來看，而是把它看成是一個和我們生

活息息相關的「核四到底該不該在台灣蓋？」，

這個自然科學的知識，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們會針

對核四作一定程度的公投。到底支持核四和反對

核四的，他們的理由何在？他們都是專家的看

法。做為非專家的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參與？哪

些方面是我們應該知道的知識？可是你攤開相關

的期刊雜誌，我們並不容易找到相關的書籍或相

關的書評，這樣子就造成知識分配的不平均。但

是這方面就跟我們台灣未來發展的命運，和華人

世界未來發展命運相關，因為大陸現在模仿台灣

蓋很多核電廠，有一個就蓋在香港附近。所以未

來十幾億的華人到底要分布多少個核電廠，這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可是我們作為這裡息息相

關的一份子，我們卻缺乏有關這方面的知識。 

不管正方、反方，反對核四的理由何在？他

能不能說服我們？綠色和平組織他們主張怎樣？

然後支持核四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或認為核能是

非常安全的這些東西。這個其實雙方可能都是專

家，可是雙方所看到的都是一些部分。那每一個

人為什麼可以作一定程度的社會參與，就是起碼

我們要分享相關的知識，因為以後說不定就要去

投一票，例如公投要不要垃圾廠？公投要不要核

四？未必是去公投統獨的問題，而是公投一些我

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若是我們對它完全不知

道，我們對這些知識完全沒有任何分享時，這其

實是滿危險的事情，等於把我們的命運完全寄託

在那些專家的手裡。 

我自己是個社會學家，有些人常要把我看成

專家，可是我覺得非常慚愧，我對台灣的理解其

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千萬不能過度信賴專家。

你可以去推測社會科學家是如此，人文學家也是

如此，自然科學家更何嘗不是如此。 

雖然我們不能過度信賴專家，但是我們對於

過度專業的知識又是非常隔閡的。這時我們必須

要重建一個在台灣社會，甚至是華人世界的知識

生產、消費與傳播的管道。不只是在學術世界，

更重要的是一般知識的分配上，因為知識就是力

量，知識就是經濟的基礎，甚至是我們未來命運

的重要基礎。 

我們未來可能面臨要不要垃圾場的課題。垃

圾蓋在別人家就好，蓋在我家不行；核四蓋在貢

寮就好，蓋在我家前不行。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只

有自私而已？還是對於核能，對於垃圾處理問

題，你有充分的知識、充分的理解？這時如果有

人努力去做這類知識的撰寫、傳播跟介紹，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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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軌道的書評制度，那麼我們就比較能掌握自己

的命運。因為我們理解自己在日常週遭生活裡面

一些正在發生的知識專業化、知識爆炸化，這樣

的狀況下，我們才更有積極參與的可能。否則的

話，我們很多命運真的就聽任這些專家來作決定。 

我自己也被看成某種專家，但是非常慚愧，

而且非常汗顏、非常害怕。因為社會學家能看到

台灣的社會發展，其實是非常有限的。我們每天

都在發現，台灣都在變，但是我們每天知道的事

非常有限。那你就可以理解，現在台灣社會裡面

各種不同專家，其實都是這樣子的。他都應該謙

卑，應該學學佛法，應該知道自己的有限性。這

樣子，其實我們一般社會大眾，可以更積極地去

參與，去分享知識、去理解知識，甚至透過一定

的社會行動，來要求知識某種程度的公開化、普

及化。這個是我今天講出來跟大家作分享的。謝

謝各位！ 

【編者按】本文為 92 年 12 月 13 日假臺北印

儀學苑舉行「品書與書評」論壇之發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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