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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的主要對象「德意志猶太人」，指的並非住在德國的猶太人，而是

精神上認同德意志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經歷生存的考驗，在他鄉生根之後，努

力「同化自己」，使其融入德國社會並獲得認同。	

	 	 	 	 研究的時代背景為十九世紀到威瑪共和時期的柏林。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政治的巨大變革，以及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變，柏林呈現一個新舊交雜的景象。

另一方面，「威瑪文化」被視為現代主義的典範，同時也是各種學術與藝術領域

上的一個高峰，在多方面都表現出極具活力的面貌。除了美術、音樂、電影等領

域的現代主義、表現主義作品，大都會的發展與大眾生活亦符合「現代」意義，

而共和首都柏林即為威瑪文化的中心。	

	 	 	 	 文章先鋪陳威瑪共和文化，接著陳述柏林城市的發展，其中包含猶太人遷居

的經過。在經濟與社會地位逐漸獲得提升後，猶太人開始追求文化與精神上的卓

越以及身份的認同。然而經過共和的失敗與種種累積已久的因素，「德意志猶太

人」的自我認同終究不被承認，對其而言這是很大的矛盾與衝突。種族主義與繼

之而起的納粹政權，更將猶太人驅逐消滅，包括他們建立的文化與成就。然而即

使幻滅，在「德意志猶太人」生活與創造的歷史中，我們仍能看見他們如何為德

意志社會帶來豐富的內涵與文化。	

	 	 	 	 	
	 	 	 	

	 	



	

Abstract 

    

   In the Weimar period, although German society went through an upheaval caused 

by the War, the new 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ss society, it still been 

marked as a Golden Age that symbolized Modernism and Expressionism. According 

to the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in science, art, music, cinema and etc., Weimar 

period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eras in history. 

  “German Jews” i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the Jewish people that not only lived in 

Germany but also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Germany. On account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they lived in, the Jewish people tried hard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the local 

society after obtaining a relatively fair living standard. The economical superiority 

enabled Jews to pursue the intellectual advancement and even a cultural lif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some of those Jewish people became “German Jews” that 

identified them as German. 

   Howev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German Jews collapsed with the conflict of the 

chaos late republican era. The racism and Nazi government soon began the racial 

purge, and the movement inflicted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that built 

buy J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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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寫作目標與文獻回顧 

    本文的研究目標為題目所提之「德意志猶太人」（German Jews），意即居住

在德國，並在自我與身份上對德意志存有認同的猶太族群，其同時相信自己是猶

太民族以及德國人，而此種雙重的認同，源於其在德國的生存條件與自我同化機

制。本文主要討論「德意志猶太人」在柏林的生存發展，以威瑪時期作為時間斷

限；探討此「德意志認同」形成的背景，及其後來遭遇到的衝突與矛盾。而當時

猶太人口眾多，對文化主張各異，亦有堅定維持猶太傳統及身份認同的猶太人，

不在本文主要的討論對象內。 

    前人研究部分我主要參考城市史與猶太文化兩個範疇的專書。在城市史方面，

薩賓·哈克（Sabine Hake）的著作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階級地形學：威瑪柏林的

現代建築與大眾社會》（Topographies of Class: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Mass 

Society in Weimar Berlin）一書深刻解析柏林變遷史中的人文因素，尤其在新興

階級的論述上有所強化。此外幾本研究城市計畫（Urban Planning）的專書則是

關於柏林硬體變遷的資料補充，例如托馬斯・霍爾（Thomas Hall）的《歐洲首

都城市計畫：十九世紀城市發展》（Planning Europe's Capital Cities: Asp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並可和其他歐洲城市對照，突顯柏林的

特質。而關於猶太人認同與其藝術文化方面，論文集《柏林大都會：1890 到 1918

年的猶太人與新文化》（Berlin Metropolis: Jews and the New Culture, 1890-1918）

所收錄的數篇文章讓我獲取資料，並拓展我對當時猶太文化的認知。 

    在決定進行本文的研究時，首先爬梳了一些記錄當時柏林的文學作品，以了

解當下的城市面貌。我閱讀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柏林童年》

(Berliner Kindheit um 1900)中文譯本，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 1894-1939）

的《我眼所見：1920 到 1933 年柏林報告》（What I saw : Reports from Berlin, 

1920-1933），弗蘭茲・黑澤（Franz Hessel, 1880-1941）《在柏林：1929 年的日與

夜》（In Berlin: Day and Night in 1929.），羅伯・瓦瑟（Robert Walser, 1878-1956）

《柏林故事集》（Berlin Stories），以上三本為英譯本。此外是斯蒂芬・茨威格

（Stefan Zweig, 1881-1942）的《昨日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和賽巴斯提

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1907-1999）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Die Erinnerungen 1914-1933）中譯本。在這些文獻當中取用描述

柏林的部分作為史料，另外使用史料集《威瑪共和史料集》（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這本文集收有大量當時的報章雜誌與書籍文章、報導、講話紀錄

及檔案等文獻，在本論文的所用史料上佔有重要篇幅。而在閱讀以上史料的過程

中，我決定將論文的論述重心放在猶太種族，以此切入點去觀看威瑪柏林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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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此章節安排上，首先書寫威瑪共和的成立與其文化，接著談作為威瑪共

和中心的柏林城市，以及猶太人的地位與身份，再將研究推往猶太人「德意志認

同」的形成，再到 後此認同的失敗。 

    決定以猶太人的脈絡來論述柏林，我便加強了對猶太人遷居史的爬梳。從第

二章柏林城市史的書寫開始，帶入猶太人角色的出現，接引至第三章，試圖完整

地述說猶太人的生存，及其逐漸在經濟、政治上取得勢力的過程。在此二章節內，

我的閱讀範疇為柏林城市發展相關論著。第三章書寫猶太富商之進入政治，則主

要參考弗里茲・史坦（Fritz Stern）所著《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荷德以及德

意志帝國的創建》（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本書以詳細的傳記體記錄猶太銀行家布萊希荷德與俾斯麥深刻

交織的互利關係，同時描繪當時猶太銀行業的崛起情形。 

    認同方面的論述，則是來自我觀察到猶太人當中存在認同歧異的情形。而不

僅是國家或身份認同，也包含了文化與階級認同上的歧異，後者以茨威格為例子，

在他的回憶錄《昨日世界》書中，深刻將西歐的精緻文化提升為個人精神的依歸。

論文 末以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談極權主義的思想為引，試

圖為德意志猶太人的認同困境及納粹種族主義的論述提出精神上的解釋。然而這

並不能找到確實的答案，本篇論文的 大目的在於提問，並呈現問題的脈絡；探

究城市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德意志猶太人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份與認同，甚至如何

豐富德意志的文化。 

 
二、：「威瑪共和」與其文化 

    在歷史上，「威瑪共和」並非一個政治實體的名稱，而僅是後世一個帶象徵

性的俗稱，用以指稱 1919 年至 1933 年間實施威瑪憲法的德國。當時德國的正式

國號既無「威瑪」，亦無「共和」，國號沿用自 1871 年開始的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德語「Reich」一詞內涵既不是帝國（empire），亦非民族國（nation），

更不包含共和國（Republic）的意思，「Reich」代表一個超越種族和地區的概念。

而古代「帝國」之概念，除了具有一個掌權的皇帝之外，也代表著將各地區、眾

民族連結，接受一個 高統治與原則的內涵。因此一個國的存在可以不限於單一

領土，而可以囊括多地區、多民族，將其連結，並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例如神

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便符合這個跨地域的政治概念。因此即

便帝制已經終結，威瑪共和仍沿用自皇帝時期的國號，承接了這個具備分裂傳統、

眾多語言以及不同民族的「德意志國」。本文便以德意志或德意志國稱之。 

    「威瑪共和」政府的誕生過程可謂相當倉促，且基礎不甚穩固，可說是在各

方勢力與黨派的夾縫間奠立。大戰末了，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於

1918 年 11 月 9 日退位，社會民主黨黨魁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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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1925）出任德意志帝國首任總統，新的政局於是倉促地展開。由於德皇被

罷黜，帝制終亡，這對許多人來說代表一個政治高牆的倒下，正是上位的大好機

會，政治活動遂熱絡起來。此時局勢之活潑，亦有學者認為當時的德國是歐洲

有政治活力的國家。1當然，活力之強亦代表問題之多、情況之複雜，而共和政

府顯然沒有能力掌握此局。 

    1920 年時，戰敗後的德國社會有如遭受創傷，歷經一段混亂而動盪的時期，

經濟、社會秩序各方面皆急需重整。共和體制本身基礎並不穩固，大戰所遺留下

來的重重問題使其政治處境更加嚴峻。而譬如經濟損失與民生安置，這些並不僅

是德國本身的問題，而是參戰國要面對的共同問題。然而，共和政府要進行整頓

的同時還有紛亂的內部政治，以及與外國交涉還款等事務。民主與憲政理想在此

時顯然不能提出強力的解套方式，更甚者，由於政局仍處於混亂狀態，缺乏一個

強有力的勢力來統整國家，亦加深人民對共和政府的不信任。以民主為號召的共

和政府之建立，實際上只達成程序上的共和。新政府尚未有足夠成熟的政治經驗

和穩固的支持，除了立場各異的政治團體，還有與其對立的政黨。極右派的反撲

隨之來臨，許多暗殺事件、濫捕及處刑都因為政黨及意識形態的衝突所引起。直

到共和後期，德國的政治都一直處於高度分歧的狀態。此一「分歧」代表的不僅

是眾多立場歧異並存，而是在整體結構上，各派政治勢力的強弱也是分散而均衡

的，沒有一個黨派或團體擁有長期的、壓倒性的支持度。這種曖昧的情況直到

1929 年左右急轉直下，主要因為國內經濟非但遲遲不見起色，甚至更加地惡化，

致使原本占 大多數的中間派向政治光譜兩端移動，共和政府勢力於是更加搖搖

欲墜。威瑪共和短短十餘年的時間，便是在一種動盪、搖擺的氛圍中，直到極右

派終於掌權。 

    我們說「威瑪共和」一詞實為代稱，而非實際國名，而從此虛詞衍伸而出的

「威瑪文化」卻能指出一個特定形象、概念的文化潮流。在一戰結束至納粹登台

前這段期間，共和首都便代表了威瑪共和的文化，因此，本文首先要探討柏林的

發展史，並更進一步瞭解威瑪共和時期柏林的社會文化。      

    首先，威瑪柏林是現代的。這裡「現代」指的是科技上的現代，十九世紀下

半葉帝國推展建設奠下基礎，並發展到 盛，戰後經濟惡化下坡，而大眾文化依

然充滿活力，深受現代化的影響。柏林也是新舊交融的，自然她的「舊」遠不如

其他更老的大城市，卻是古典、現代兩種勢力的並存。威廉時代的建設座落城市

中心，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是當時的主流風格，薩賓·哈克（Sabine Hake）如是言：

「柏林仍是一個威廉風格的首都」。2基本上，威瑪柏林之整體基礎建立於帝國時

																																																								
1 Eric D. Weitz. 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82. 
2 Sabine Hake, Topographies of Class: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Mass Society in Weimar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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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建設與規劃。十九世紀下半葉，柏林以急遽速度發展，除了工業設施擴增，

因為產業型態改變的需求帶來大量人口，從 1870 年至 1920 年間的成長，自一百

萬增加到近四百萬，柏林的勞工人口如此大幅增加，幾乎形成一個新的階級，因

而在戰後所發生的種種社會變動，都與此因素有著密切關係。 

 
圖 1：雨果・卡恩（Hugo Krayn, 1885-1919）所描繪二十世紀初期的柏林。3 

    一個城市的「現代」走向，相當大篇幅表現在都市規劃與建築上。自二十世

紀初年開始新式建築逐漸增加；柏林的新式建築在歐洲各國中是走在前端的，不

僅是造型設計的新，功能方面亦然。因為都市工業化，隨之而來的人口擴張，半

世紀內增加三倍的人口，導致居住單位需求大幅提高，因而開始大量興建住宅群。

約莫於 1860 至 1914 年間，中產階級的公寓住宅大量增建，從城中心向外擴張，

形成新社區、衛星市鎮。4而在二十世紀後，新興住宅的風格開始有了明確現代

主義的概念。 具代表性的例子是 1910 年至 1930 年間陸續完成的六個著名住宅

聚落。5這些住宅群的規劃與設計，以不同於傳統建物的概念執行，更不同於十

九世紀時擴張的中產階級住宅，它們的共同特色在於建築概念的革新，尤其針對

十九世紀迅速擴增卻條件惡劣的住宅提出改善。直接從外觀來看（見圖 2, 3），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p. 19. 
3 Hugo Krayn, Großstadt (Berlin) (1914)。本文選用此畫作包涵兩層意義，其一，內容描繪柏林的

景象，其中主要元素為勞工、馬車、電燈、工業廢氣與高架鐵路等，說明了在 1914 年的柏林具

備工業化城市的各種特質，也就是「大都會」的寫照；其二，畫家的筆觸和表現方式，已脫離古

典美學的標準，不論是構圖或是顏色、線條，都呈現了表現主義的風格。基於這兩點，我認為此

畫作是相當好的圖像史料。圖片來源：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1649 (2017.6.18)。 
4 Thomas Hall, Planning Europe's Capital Cities: Asp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97), pp. 190-192. 
5 六個住宅聚落依時間序分別為法肯貝格花園城市（Gartenstadt Falkenberg）、席勒公園聚落

（Siedlung Schillerpark）、胡斐森聚落（Hufeisensiedlung Britz）、卡爾勒基恩住宅區（Wohnstadt Carl 
Legien）、白城（Weiße Stadt）、西門子大聚落城（Großsiedlung Siemens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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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者能得到平面式屋頂、無裝飾的外牆、整齊排列的結構佈局、直角組成的輪廓

線等元素。這些與今日當代建築已十分相像的造型，可說是現代實用風格之奠立

典型。而在功能與空間規劃方面，則注重光線的引入，強調通風性與衛生設施，

且每單位要有足夠的起居空間，設計中又規劃社區居民使用的綠地。新住宅的設

計顯然非常以「合宜住家」為目標，亦有如威瑪憲法第 155 條所示：「確保每個

德國人都擁有健康的居住環境」。 

 

圖 2：席勒公園聚落 (1924-1930)6 

 

圖 3：卡爾勒基恩住宅區 (1928-1930)7 

																																																								
6 圖片來源：http://www.kunstgeschichte-ejournal.net/discussion/2011/engelberg-dockal/
（2017.6.18）。 
7 圖片來源：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4192（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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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居住，現代化於市民生活的影響還例如交通。柏林地鐵於 1902 年正式

開通時即有高架化設計，在半空中搭起軌道、有車疾駛而過的景象，形成一個新

奇的城市景觀，不少描述高架鐵路的文字作品透露出當時人們的感受。英國外交

官哈洛・尼科森（Harold Nicolson, 1886-1968）便形容，經過他臥室窗口的高架

鐵路是「黃金的戰車」，是乘載人們往來城市兩端的火箭。8柏林帶給許多外來旅

人的印象是喧鬧而刺激，驚奇卻也不免令人焦慮的城市。尤其柏林市中心，因為

繁忙交通而形成的噪音，街上氾濫的廣告看板甚至競選標語，入夜後夜總會、舞

廳等繼而亮起霓虹燈，使柏林有如一個不夜城。而這大眾娛樂與消費文化的興盛，

與柏林為數龐大的白領階級（white-collar workers）市場有關。此新興階級與藍

領勞工階級之不同主要在於工作型態，不使用勞力交換報酬，通常是辦公室或商

場、機構的職員。白領階級的實際所得並不高，卻是非常熱衷消費的一群。其熱

衷消費及娛樂，除了作為下班閒暇時的消遣，也是藉此模仿舊中產階級的生活。

白領階級以舊中產階級為樣本（model）進行消費，仿效其「品味」，而商人並以

此製造商品、宣傳及推銷；報章雜誌、廣告看板、影視形象、百貨公司與商店陳

設等，給予消費者刺激，另一方面也使其達到滿足感。9  

    當時柏林有豐富多元的娛樂文化。戲劇方面，三家大歌劇院除了上演傳統歌

劇及音樂劇之外，也有現代的、實驗性質的音樂劇作品。此外還有林立各處的劇

場，嚴肅劇與社會喜劇皆有，諷刺劇（revue）亦受換迎。1927 年時全柏林近 50

家劇院總共供應有四萬七千個觀眾席，觀賞機會多且戲劇題材豐富，而劇院又是

一般市民負擔得起的表演藝術，為當時非常普遍的休閒娛樂。史學家吉爾伯特

（Felix Gilbert, 1905-1991）便表示，每到冬天沒有一個週末不上至少一次劇院，

即使月底荷包見光也仍有站票能得。10西邊柏林的選帝侯路堤是當時非常繁華的

主要道路，聚集了大小商場和娛樂場所，以及提供夜生活的舞廳、秀場、俱樂部

																																																								
8 Harold Nicolson, The Charm of Berlin (1929), 取自史料網站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3870（2017.6.18）。 
該描述的整段原文為：The electric trains soar upwards as they pass me, they are chariots of gold, 
they are the rockets which carry people, who have been to tea at Rummelsburg, back to supper at 
Charlottenburg, they are the comets on which the intellectuals of Wilmersdorf are borne enchanted to 
the no less cultured homes at Weißensee. 這篇描寫柏林的文章於 1929 年以英文刊登在雜誌《截面》

（Der Querschnitt）上。 
9 關於柏林白領階級的文化現象，參考科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的文章。科拉考爾分析，

新興白領階級和所謂無產勞動階級存在現實處境的相似性，為了與勞工階層有所區分，相對於勞

工思想上信仰馬克思主義，這些白領們選擇保持「精神上的流離失所」（intellectually 
homeless）——即無信仰、無意識形態，因此讓他們的政治思考逐漸降低，投靠物質的生活方式

更甚，也因而更支持了當時的消費文化及娛樂產業。該文章收錄於史料集 Anton Kaes, Martin Jay, 
Edward Dimendberg,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89-191. 
10 Felix Gilbert, Berlin as the Cultural Capital (Retrospective Account, 1988)，取自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3908
（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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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酒館。城市腹地擴大而住、商分區漸趨明確後，市中心大道也因其功能性的強

化發展得十分繁榮，成為各區柏林人、各國旅人的聚集地。此外還有電影院和遊

樂園。座落在選帝侯路堤尾端的月公園（Luna Park）曾是全歐洲 大的遊樂園。 

    柏林的高文化與低文化之界線遂為模糊的。首先城市各區功能被區別化，則

中心的商業及娛樂提供給所有階級者，同時也因「大眾文化」的出現而融合——

它創造了場域的共通性；打造得豪華舒適的電影院容納各個階級的市民，百貨公

司大門也為所有人敞開。此種打破階級生活圈差異的城市生活，也正是「現代」

的特徵之一。因此，就傳統的視角來看，柏林的狀態便是叛逆而無秩序的。 

    「黃金年代」一詞是 1920 年代柏林的美稱，除了在政治、科學和社會發展

方面的活力與其進步，也因為此時文化藝術的興盛來到高峰。除了產量之多，威

瑪柏林的藝術多被形容為生氣蓬勃的，因為此時產生的藝術創作豐富而多元，並

跳脫長久以來傳統的發展框架。其中 具影響力的潮流便是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經其啟發的作品涵蓋了美術、文學、電影以及音樂。尤其電

影產業特別發達，並在創作上具有開創性，高度爭議性的取材及表現主義式的影

像風格，也是威瑪文化「叛逆」的特有標誌。其前衛與開創性在音樂領域的發展

也相當重要，猶太作曲家荀貝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從生涯早期的

後浪漫主義演變至無調性音樂，甚至 1920 年代之後的十二音列，即受到表現主

義影響；打破舊有的古典規則，挑戰人的聽覺感受，開發音樂組成的更多可能性。

然而在 1933 年，因為種族主義的排擠荀貝格流亡美國，也因此將其創造的音樂

風格帶往新世界。建築方面的代表則有包浩斯（Bauhaus），採取簡潔線條為外觀

而重視實用性的建築物，如前文的現代主義住宅群為一脈，都是具改革精神的藝

術運動，而此風格設計亦被運用在居住建築以外，例如在選帝侯路堤

（Kurfürstendamm）上的環球影城（Universum Kino）（圖 4），便被建築師孟德

爾頌（Erich Mendelsohn, 1887-1953）賦予極為簡單、無裝飾性、水平直線構成

卻擁有強烈風格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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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環球影城（Universum Kino）11 

    吉爾伯特指柏林是一個文化上的首都，同時是被世界孤立的城市，正因孤立，

才如此焦躁、狂熱地進行創造。該論述是主觀的，但是柏林之孤立卻是事實。因

為共和政權本身的不穩定性，政黨鬥爭以及未能有效解決戰後問題，「威瑪共和」

雖為當政，然本質上不能代表「德國的民意」。當時存在許多勢力對共和政府抱

持不信任態度甚至敵意。其首都柏林便被鮮明地標誌化。代表「黃金年代」柏林

的活力與新潮，與傳統德國之間存在矛盾，然而，審美上的差異只是 後被以形

象化方式攻訐的因素，更深層因素在於文化基礎的差異，而此差異在威瑪柏林大

鳴大放時也隨之銳化。 

    在 1925 年時，除了擁有四百萬人口的柏林之外，只有漢堡是人口超過百萬

的城市。全德國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住在人口十萬以上的城市，其餘仍多住在

鄉村，因此即便都市化已十分顯著，整個德國的傳統生活及人口結構仍未受太大

影響，對威瑪柏林產生的種種藝術與思想亦無共感，此現象不能說與德意志地區

的分裂傳統無關，然而在價值與文化認同上的不能結合，卻是造成往後對立遭激

化的根源。圖霍斯基（Kurt Tucholsky, 1890-1935）批判「柏林為德國核心」之

說，主要因其個人對共和政府的不信任立場，然而他提出德國真正的基礎來自農

村，而柏林向來高估了自己，則顯示出共和政府首都與其他地方的不合與矛盾。

12 
    因為柏林的首都地位以及其政治、社會氛圍的特殊，與外省（province）間

有明顯的區隔性，區隔性並非淺層地顯於物質層面，在社會、政治與文化上皆有

區隔。城市文化的流行與發展是易被傳播、仿效的，例如服裝和娛樂，然而跳脫

柏林這個圈子以更廣大的視角來看，我們所說「黃金年代」的進步，並不被普遍

認為「進步」。城市文化的存在本身就足以造成對立，尤其是已成為國際大都市

的柏林，五光十色、燈紅酒綠的景象被解釋為墮落，而政治體制的前進、對文化

的開放甚至是對身體、性的解放，在保守、信奉傳統者眼中是十足的挑釁。舉一

個相當能綜合代表威瑪文化的例子：表現主義電影，此時期電影十分具有原創性，

表現手法細膩而具風格，特色卻是經常擷取黑暗題材，講述反面故事，或呈現人

性的矛盾或醜陋，也有處理同性戀問題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以及倡揚此類作品

的文化圈，便激起甚多傳統人士的批評，並進而將之與「威瑪共和」的道德水平

連結。 

    因此，即便威瑪柏林擁有醒目而充滿活力的文化發展，亦不被外界認同，繼

而被切割，例如具有反猶思想的作家路德維希・芬克（Ludwig Finckh, 1876-1964）

所言：「柏林不等於德國，柏林甚至不等於普魯士！」這種將柏林與德意志切割

																																																								
11 圖片來源：http://www.schaubuehne.de/de/seiten/architektur.html（2017.6.18） 
12 Kurt Tucholsky, “Berlin and the Province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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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論，在反猶主義論述中並不罕見，同時也是威瑪文化的癥結之一。13 

    除了威瑪共和本身的矛盾性，猶太族群之角色也是其中一個被挑起的議題。

本文將就以上陳述的時代背景，探討此時期德意志猶太族群的文化與認同。 

  

																																																								
13 Ludwig Finckh, “The Spirit of Berli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 4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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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柏林城市發展 

 
一、早期城市的形成 

    柏林城市之發源，約可追溯至西元十一世紀。今日柏林的雛形， 初是柏林

(Berlin)及科隆(Cölln)，兩個傍施普雷河相對的城鎮所組成。此一雛形自中世紀奠

定基礎後大體輪廓便一直維持，而後隨時間發展至近代，逐漸擴張。整體而言，

柏林發展是隨著布蘭登堡侯國的勢力而興盛，表現出城市演變與政治權力的關聯。

在易北河東岸的眾多小城鎮中，柏林科隆只是其中之二，如同其他日耳曼地區聚

落在中世紀時的情況，其運作主要依賴內部莊園產業與週邊地區的經濟活動。 

    隨著布蘭登堡的地位自邊境侯晉升至選侯國，柏林成為霍亨索倫皇室之據點，

因而獲得更快速、積極的發展機會。時至十九世紀，普魯士國王更有規模地以城

市改造計劃將其建設起來，柏林成為首要之都，而普魯士於 1871 年統一德意志，

發展起點較晚的柏林，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成為歐洲主要大城之一。 

    今日柏林的形成並非一時一日之成就，從中世紀直到近代「大柏林」的建設

計劃為止，整個大城市是由若干獨立的市鎮逐漸統合而成。從全區地圖來看，例

如現今城市中心位置的科隆與柏林，維持兩市鎮的狀態超過三個世紀，而外圍西

部偏北的施潘道（Spandau）於八至九世紀之間成為斯拉夫人加強兵防的據點，

用以控制哈維爾河（Havel）與施普雷河（Spree）匯流一帶。東南方的柯珀尼克

（Köpenick）亦為中世紀奠定的市鎮，十二世紀時為施普雷流域首要的斯拉夫部

落據點。直至二十世紀，施潘道與柯珀尼克才被除去自治權，併入大柏林市。而

除了中世紀市鎮，十七世紀過後，亦有若干社區、小市鎮出現，隨時間推進，逐

漸才有二十世紀柏林城市輪廓的形成。 

    科隆與柏林兩個城市 晚於十一世紀前就形成聚落，為斯拉夫人所居住、活

動。如同當時其他許多分佈在日耳曼地區的城鎮，作為一座城市，柏林不但不具

有特別的優勢，以日後成為首都的宏偉規模來看，它們甚至可以說是體質不良的。

首先，柏林位於北部低地，此處多含泥炭的黑土並不適合大規模建築。而其所在

位置是今天德國全域偏東北部，而非一般理解的中心，當然，當時為一各城各邦

林立分裂之狀態，統一的「德意志國」尚未出現，而無此問題。但是在地理位置

上，柏林亦不在歐陸人口分佈與交通要道的主要區域，以早期發展脈絡而言，一

城市若不在貿易路線上便很難有發展機會。甚至若將眼光放在北方波羅的海貿易

圈，柏林也無特別優勢，因為當時自波羅的海沿岸往南並無主要幹道通往，即便

柏林是漢撒聯盟的一員，也不因此有發達的商貿活動。14 

    一旦柏林及科隆在交通因素上處於孤立，而建立時間亦無較早而有更成熟的

																																																								
14 Elkins, T. H., Berl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 Divided City (London ; New York : Methuen, 
1988.), pp. 1-7. 



	 11	

發展，在自然狀態下，顯然不會有顯著的突出進步。柏林之崛起，實是直接地和

布蘭登堡的壯大相關。於十二世紀中葉，柏林轉為日耳曼人領地，當時布蘭登堡

仍是邊境侯國，其侯位為阿斯卡尼家族（Die Askanier）擁有。柏林雖為阿斯卡

尼家族根據地， 初主要軍防建設並不在此，主要功能是帶來更活絡的經濟活動

與人口流動。約莫於十四世紀，位於侯國中心的柏林與科隆，相當程度地藉由經

濟發展來提高城市的自治，私人莊園地產出現，亦有市民向統治者購買法律特權

之現象。此外，各城市間會因防禦或商貿等因素互相結盟，其自由與獨立性相當

高。 

    1415 年，首位霍亨索倫家族（Das Haus Hohenzollern）族裔成為布蘭登堡選

侯，即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 1371-1440）。於此之後，柏林及科隆本來是具有

自治傳統的中古城市，其獨立自主性便慢慢被皇室權力削弱了。更因為布蘭登堡

侯國地位提升，十五世紀的柏林不再是一個自由城，而開始背負了「首都」

（Residenzstadt）之身份。1432 年，科隆、柏林合為一城。而柏林從未有過的皇

室宮殿建築，則於 1443 年在舊科隆島上開始興建，有了這個具有政治象徵性的

建築物，議會（Landtag）之召開、各侯國的領事與各項行政決策的中心，也有

了發揮舞台。整體而言，此時柏林還只是眾多侯國城市中之其一，並不具任何領

先的優勢。在霍亨索倫家族的經營下，特別著重於軍事防禦建設，以此主導當時

的城市經濟與發展。 

    
二、南特詔令的影響 

    人口的多寡與其成長，是城市發展的基本條件。1220 年的柏林僅有一千多

名人口，除了本身缺乏優勢，中世紀的戰亂、疾病等因素，使其成長緩慢，三十

年戰爭時期則更為負成長。直到十七世紀中以前，柏林的總人口都還在萬數以下，

是一個僅數千人規模的小城。因為人口不足，再加上缺乏天然資源，理論上是幾

乎沒有發展起來的機會。柏林之進展，其關鍵轉折在於南特詔令的撤銷。 

    此前柏林的城市活動相當程度依賴著軍事功能。城內駐兵與其軍需需求，是

城市主要的人口及產業動機。然而柏林大規模的人口擴張，相當程度是肇因於外

來移民的加入，主要的移民即為法國胡格諾派教徒。自宗教改革後經幾次衝突，

1598 年南特詔令宣布保障法國境內所有新教徒的自由，然而在 1685 年 10 月 18

日，法王路易十四頒布楓丹白露敕令，宣布撤銷宗教寬容的南特詔令，為了貫徹

其集權統治，包括對人民信仰的控制，不再允許國內新教徒活動。「大選侯」腓

特烈威廉隨即於同年頒布波茨坦詔令，宣布保護在法國遭宗教壓迫的新教徒，並

給予許多特權：沒有居住地和職業的限制，在入境時所攜帶的所有財物皆免除關

稅，移民能夠永久居留，而且鼓勵成立宗教聚會地點並以法語禮拜等。從詔令內

文中予其身家財產的高度寬容，顯示出普魯士對外來人口、資金與產業的迫切需



	 12	

要，原來大開包容之門之舉， 重要的目的在於幫助三十年戰爭的重建，挽救戰

後嚴重的人口短少與經濟倒退。15 

    自法國被逐出的胡格諾派教徒高達五十萬人，其中僅有兩萬多人在布蘭登堡

定居，於柏林落腳則約有六千人。以當時柏林的規模，這個數字已達相當高的比

例。城市人口組成產生了變化，至十七世紀末，法國人佔有柏林五分之一的人口。

胡格諾派的移入主要帶來兩個影響：人口成長與經濟成長。遭法國驅逐的胡格諾

派教徒，在社會上原本身份多為富人階層，又因受喀爾文教派之經濟理念的影養，

他們首先帶來資金與較強的商業技能，促進貿易流動，同時亦帶動柏林的生產製

造業；在早期以軍需為主，原本產業型態發展較緩慢、單調的柏林，法國新教徒

引進更多種類、技術層次的製造業，以紡織、服裝業為大宗及其他手工業。換言

之，在楓丹白露敕令與波茨坦詔令之後，法國流失了一批具有技藝與知識的手工

業者，而布蘭登堡則獲得一批。外來移民之豐富的製造技術與商貿活動，刺激並

提升了柏林的經濟。16 

    由於政府賦予的社會特權，來到柏林的法國新教徒有規模地建立生活社群，

建造自己的學校與教會，因而他們不必以易被邊緣化的外來者身份混居於當地社

群當中，反而成為相當蓬勃的一支群體。而新教徒的角色尚不僅止於市民資產階

層，由於官方態度的開放，行政機關與若干庶務系統亦雇法國移民為用。他們長

久地居住，發揮其商業、政治及學術上的影響力。可說是成為柏林歷史的一環，

甚至之後柏林文化的重要元素。17法國移民留下許多法國文化的遺跡，包括無形

的方言用語，以及有形的城市景觀，例如位於御林廣場（Gendarmenmarkt）的法

國教堂（Französischer Dom）。以及位於城市中心偏北的莫阿比特區（Moabit），

此區在十七世紀末由胡格諾教徒開發，命名為莫阿比特，以舊約聖經為典故，取

自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前往迦南美地途中的一處避難所「摩押地」（Moab），亦

有自喻流亡處境的意義。 

    因受宗教衝突影響，布蘭登堡 早的猶太人口曾於 1573 年被驅逐。而後基

於三十年戰爭後的重振計畫，1671 年，腓特烈威廉發佈重新接納猶太人的許可

及相關規定，並首先只接納其認可的五十個猶太家庭。這些猶太人不能從事農業

與製造業，亦沒有爭取公職的資格。18規定限縮了他們的職業選擇，導致猶太人

																																																								
15 “Edikt von Potsdam”, erlassen von Friedrich Wilhelm (“der Große Kurfürst) (29. Oktober 1685)，取

自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_s.cfm?document_id=3636&language=german 
(2017.6.22)。 
16 Elkins, T. H., Berl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 Divided City, pp. 9-10. 
17 Elkins, T. H., Berl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 Divided City, pp. 18. 
18 Die Wiederzulassung der Juden in Brandenburg (1671)，取自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_s.cfm?document_id=3645&language=g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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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往城市居住，並以有限制的貿易與金錢借貸維生。 

    除了猶太人與胡格諾派教徒，柏林也吸引波希米亞、波蘭與奧地利等地的移

民，人口增長持續到一戰前。從十七世紀開始，隨著人口逐漸增加，城市自中心

區向外拓展的區域也越來越多。首先是 1662 年正式成立的弗雷德里希維德

（Friedrichswerder），緊鄰舊柏林科隆西側。而主要組成為法國新教移民的新興

社區：弗雷德里希維德城（Friedrichstadt），則坐落於多洛汀城（Dorotheenstadt）

南方，兩者位置一南一北，位於弗雷德里希維德以西。軍事性質則在腓特烈威廉

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時達到高峰，軍隊大幅擴充，原本作為宮

廷遊憩的花園「娛園」（Lustgarten）甚至被改成練兵場，整個城市被圍籬所圈。
19而此般對軍事過份熱衷的政策雖是一時，予人好武的印象卻似乎一直留存於城

市當中。前任國王腓特烈一世對藝術文化更加熱心；巴洛克風格之流行屬於十六、

七世紀專制王權興起的歐洲，亦出現於柏林，宮殿如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

及其它公眾建築的興建相當地反映出時代潮流，1696 年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Künste）設立，隨後則是普魯士科學院（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隔了一位「軍人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接續這些文藝建設的是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持續在學術方面與官方行政體系上推進。20 

    至此，柏林相較於其他歐洲首要城市，我歸納出以下特點：相對來說，柏林

城發展起步較晚，地緣的傳統較薄弱，先天條件較差而幾乎是依附主事者之政治

勢力的帶動得以發展進步。在其範圍內，各社區分立且具自主性。布蘭登堡普魯

士的政策與計畫，引來外來者的加入。早期的城市功能則以軍事、商業與手工業

為主，而非傳統莊園城市發展而來。這些特點呈現了若干一體兩面之現象，因為

相對地遲慢、傳統薄弱，柏林的整體發展高度依賴人的意志；其歷史較短，於是

具有較年輕、缺乏深厚傳統的建築與城市景觀。城市作為「人」的活動空間，柏

林提供了一個更為開放的態度。而移民因素之存在，不但在柏林近代的發展上有

所助益，也加強其多元與國際性；相較於其他較古老的城市，柏林城市內部多元

的組成，以及主要由胡格諾派所領導的「非德意志」文化因素，產生了對移民與

異鄉人而言相對自由、開放的氛圍。移民文化擴大了城市的規模，也形成發展的

動力。 

 
三、 1870 年後的新城市 

    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新教移民帶來的人口增加以及及商業活絡之後，柏

																																																																																																																																																															
(2017.6.22)。 
19 Elkins, T. H., Berl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 Divided City, pp. 9-10. 
20 Thomas Hall, Planning Europe's Capital Cities: Asp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97), pp. 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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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人口的急速上升發生在十九世紀。因為農奴制度廢止，以及工業化的發展，大

城市柏林成為人力的磁鐵，吸引周圍農村社會的無產階級前往。 

    經過幾位普魯士君主的建設，以打造偉大城市的野心執行之。1870 年普法

戰爭的勝利，德意志統一後柏林成為首都。時至十九世紀中期以前，柏林的規模

都只是一邦國的首都，而不能與倫敦、巴黎等國際性首要城市相比，這樣的地位

直到十九世紀後期快速的工業化後，甚至到二十世紀初才有所改變。在德意志帝

國誕生前後，其工業便有相當顯著的成長，也帶動整體經濟狀況，而經濟狀況與

國家主權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當時普魯士在政治之所以能與其「文化母國」奧

地利抗衡，即相當程度地依靠其經濟實力。短短半世紀內工業急遽發展，許多大

型企業公司興起如 Siemens、AEG、BASF、Krupp。而從 1895 年到 1911 年間，

國內經濟年成長平均為 2%到 5%。即便當時有通膨情形，幅度輕微而無太大影

響。至 1914 年為止，德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已超越英國，並是法國之近兩

倍。可見在大戰爆發前，德國整體的經濟是越趨穩固發達的。21  

    因而在工業革命發展，以及強力政策的推動下，城市人口穩定而快速成長。

根據統計，1880 年柏林已是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在城市膨脹過程中，都市化的

影響與問題也隨之產生。從近代柏林的擴張可以看出，柏林的「長大」是一個區

塊接著一個，逐步地擴散出去。而新興的地區原先都是無人居住的低地，以今日

繁榮的選帝侯路堤（Kurfürstendamm）為例，德文字尾”damm”，代表其原本型

態為「路堤」（Knüppeldamm），此為以木條排列而成，讓人能夠通行於沼澤及低

窪地面的架高木棧道路。柏林許多區域是如此，從低開發的沼澤地間小道，逐漸

發展成社區、城鎮。 

    工業化社會帶來劇烈的都市化現象，因為發展期間過於壓縮、短暫，城市原

本建設與形態難以在短時間內負荷變化，種種問題接踵而生，從居住單位不足、

空間不良造成的衛生與疾病問題、生活品質惡劣到勞工待遇不佳等，柏林之進步

及所遭遇的難題，都意味著她已成為一個大城市。如圖 5 所示，當時龐大的勞工

階層多處於差勁的居住條件中，一家數口只能居住在非常狹小的房間，包含了所

有的生活起居。如何解決以上這些問題，也是柏林城市發展史中重要的一環。 

																																																								
21 Colin Store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 New York : I.B.Tauris, 2013), 
pp.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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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10 年，勞工階級居住空間22 

  透過國家權力的集中與強化，十九世紀開始，歐洲主要的大城市陸續進行改

造，「城市規劃」成為當時一個重要潮流，包括於 1850 年左右展開、 為著名的

巴黎奧斯曼工程（travaux haussmanniens）。整體而言，這些城市計劃的內容包含

兩個層面：實用功能與造型美化；此潮流發生的時間點約落在十八世紀產業革命

之後，在功能意義上，即反映了西歐人口結構及社會形態產生重大變化後的問題，

以及解套方式。粗略按兩個層次而言：一、「人的意志」透過政權的施展；二、

整個社群生活變化後自然地需求增加。「都市化」是當時歐洲各國十分顯著的現

象。1853 年，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便在拿破崙三世

指託之下，開始進行巴黎的城市改造。 

    十九世紀上半葉，巴黎人口從五十萬成長至超過一百萬，舊有的城市逐漸不

能容納。在需求急遽膨脹的同時，巴黎市中心的街道網路仍維持著中世紀以來的

結構，不但狹窄，道路品質也十分低落，產生交通窒礙、環境惡劣導致傳染病流

行等諸多問題。早於十八世紀，便有不少建築師、學者提出若干對巴黎市街的批

評，大多具體地針對其功能性與環境衛生等層面。伏爾泰就認為，巴黎如此富裕

的城市，卻沒有一個寬敞且合適的公共市場及乾淨的飲用水來源，是值得羞愧的。

而這些評論的發起甚至早於人口快速膨脹後的十九世紀。首先進行的是巴黎「大

																																																								
22 圖片來源：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1632 (201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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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工程，以東西向的利沃里街與聖昂托萬街，南北向的史特拉斯堡大道及塞

巴斯托波爾大道，垂直交叉成一個大型十字道路，向四方延伸。而這些新鋪造的

道路，則直接切過許多古老的街區。於是在市區重整方面，中世紀以來凌亂狹窄

的街墎被拆除，以垂直、規則的道路代之。數條林蔭大道貫穿其中成為主要幹線，

並加強綠化，與同樣新建的廣場、紀念物形成整潔氣派的市容。下水道系統的現

代化也在此時進行，另外於開放區域設置的座椅、路燈等，也賦予城市生活新的

型態。23 

  整體來說，奧斯曼的改造巴黎可說是一個成功。獲得拿破崙三世的指派，他

的計劃同時具備了實用考慮與美學表現，雖然其做法亦有許多爭議之處，包括過

於專斷地拆除舊區，未加以妥協、保留等。而這種同時企圖落實實用，以及強調

美學的方式，將城市計畫甚至是人們對「空間」的既有認知帶往另一個層次，則

無疑是歐洲現代化的概念與實踐之體現。巴黎的改造也因而成為歐洲其他大城市

的模仿對象。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正值歐洲中產階級勢力崛起的時期，做為城市的居住者

與使用者，他們在城市規劃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自十八世紀開始，西歐社會中

擁有資產、受過教育，在政治上也逐漸發揮影響力的中產階級們，包括出身鄉間

的也大多活躍於城市社群中，而隨著歐洲整體都市化的現象，市民便也漸次主導

了社會的走向。因此，在一個城市計劃中尤其不能忽略中產階級的需求與意見。

一般而言，都市改造計畫——特別是首都——的啟動與執行，通常由官方政府為

主導者，然而在各層利益上，中產階級與政府之間實是傾向對立的關係。在中央

意欲打造一個「國家」的城市時，往往便和「市民的城市」產生矛盾。其中牽涉

到土地之分配利用，以及美感風格等問題。此外，土地所有者是否有更動意願，

也是劃定土地之重要因素之一。基於這點，於是在人情、政治風氣都與巴黎相異

的柏林，便出現更明顯的問題。 

  柏林方面，則於 1858 年，由普魯士政府指派年輕工程師侯布萊西特（James 

Hobrecht, 1825-1902）主導設計規劃。整體來說，此次規劃較以實用性為主要目

標。如前所述，十八世紀以來，工業革命在歐陸各國逐步發展，隨之而來的種種

環境問題也因人口的急遽集中而惡化，居住環境的改善便成為一個必須正視的問

題。另一方面，這些新興的變化和需求並非單一因素，使之更加棘手的，是舊有

城區的規模與型態已不敷使用，然因居住密度高、路街紛雜而難以整頓。因此當

局在意欲打造一座新城市時，即便發於「中央的意志」，也不得不與居民與土地

所有者交涉。侯布萊西特本業為工程師，其專長在於營建科技方面，也正好說明

了當局託其主持的迫切需要——改善日益不敷使用的城市環境。例如排水系統的

																																																								
 23 關於 1853 年巴黎改造計畫，參考 Thomas Hall, Planning Europe's Capital Cities: Asp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pp. 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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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下水道的營建，針對擁擠所造成之衛生惡化進行根治，這是當時欲進行城

市規劃時所重視的主要問題，也是其委派工程師而非設計師來執行的因素之一。

24  
    談論城市計劃問題時，不應以巴黎作為典範，或使「城市計劃」之意義聚焦

於巴黎的精神。柏林非但幾乎與巴黎同時開始進行，其計劃之方向與內涵也迥然

異於後者。我認為其中差異便相當充分地反映出柏林城市之當下狀態。侯布萊西

特的計劃並不如奧斯曼者強調宏偉帝都的野心，另一方面，其計劃內容包含許多

保留給未來發展的空間。事實上，在 1920 年「大柏林」整合發生之前，柏林仍

舊是許多具地方權力的自治市所組成。例如前文述及的柯珀尼克、弗雷德里希維

德、多洛汀城及弗雷德里希維德城等。而各區居民間存在族群的差異；一區內部

同質性高，區與區間則互有區隔。對整個柏林的規劃而言，這些事實影響甚大，

也是若干問題的肇因。 

    在侯布萊西特的計劃中，柏林中心——即歷史 悠久的中城區，延伸從娛園 、

菩提樹下大道至布蘭登堡門間的範圍，以及西邊蒂爾公園整區的大型綠地規劃，

大致仍承襲原有樣貌。主要的設計工作是針對擴張區，而新興社區與中心範圍的

連結與整合亦是改善重點之一。其 主要的關注仍在於實用性，尤其是解決交通

壅塞，以及整體秩序的布置。許多筆直整齊的寬敞道路，同時因為必須與私有土

地擁有者妥協，而無法完善地規劃成 有效率、 便捷的狀態；我們可以看見，

在儘可能整齊的設計中，不乏一些區域不規則型狀的讓渡，主要是為了配合不同

區域的狀況。 

    從城中心向外擴張的地區，被大量新建築佔據。尤其約莫在 1860 至 1914

年間，中產階級的公寓住宅大量增建，坐落於各個新興社區中。建物之一般規格

多為五層樓高，正面寬度由五十到一百英尺之間，外觀是以古典主義風格式樣為

裝飾，自外面進入、穿過建築體，便會進入內部中庭——中庭為這類建築普遍有

的設計，由造型窄長的屋舍圍起，是一種半開放半封閉的居住空間。這樣的住宅

建物，也就是十九世紀晚期到一戰前許多柏林市民的生活場所，其表現風格也象

徵著舊時代通往新時代的過渡。 

    經過十七世紀以來外來移民的形塑，以及十九世紀工業化的成長，柏林的人

口發展幅度是非常劇烈的，1650 年時不及萬人，至 1880 年已破百萬。人口影響

了城市的規模，以及城市的文化，許多改造與建設都是為了因應膨脹城市的需求。

而「文化」方面，則是隨著空間的打造而生，例如百貨公司、筆直的馬路與大眾

運輸網絡、綠地公園、遊樂場以及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等。這些空間發展到 1920

年代，既是國際性大都會柏林的產物，也是條件。 
																																																								
24 Thomas Hall, Planning Europe's Capital Cities: Asp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pp. 19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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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布萊西特規劃時同時考慮了美觀與實用，並且此一「實用」是對於城市的

居住者而言，因而該城市規劃反映出的柏林的現代性，實具有相當鮮明的政治意

義。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經由中央指示的「首都計劃」，在創造與妥協的過程中，

「中產階級」作為一個社群，逐漸地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城市規劃體現的

是一個城市處於一時空背景下，產生的願景與問題。經由普魯士打造出來的「帝

都」，直到第一次大戰前，因為不斷擴張的城市範圍而進行的建設，象徵柏林的

轉變與進步。而這些建設到一戰後成為威瑪文化的背景，形成新、舊混合的城市

景觀，也象徵了共和時期德意志社會的矛盾。 

 

圖 6：1862 年侯布萊西特的大柏林規劃圖25 

 

  

																																																								
25 圖片來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a/Boehm_Berlin_1862.jpg
（201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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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猶太人的身份 

 
一、生存之道 

    長久以來，反猶主義普遍存在歐洲社會，只因時、地不同而有所差異。直至

十八世紀前猶太人在各社群中依然沒有穩定的地位，他們的生存囿於各種限制，

包括居住、財產、納稅、職業生計等各方面禁令與規定。即使柏林相較於其他地

方已屬寬容，猶太人依舊不跟一般市民擁有同等的權利。在一座城市當中，會有

特定的猶太居住區，學校、聚會場所等皆為其族群專屬。猶太人在這樣相對閉鎖

的生活圈裡，穿著傳統服飾，所能接觸、交往的亦多為猶太人。財產的限制也影

響他們的職業選擇。因為被禁止擁有私人土地，在還未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前，猶

太人也沒有耕作、畜養的機會。而猶太社群離一般社會而居、自成一格的現象，

除了猶太文化本身具有的獨特性，更是由於外界施加的壓力，因為德國人有意將

之排擠於一般社群之外。在維也納，時至十八世紀末方有少數猶太人能居住在城

市的一般區域——他們向來是被區分、被標籤，並受歧視的一群人。 

    歐洲的反猶情結由來已久，在此限縮就本文探討的時代、地點切面來看，十

九到二十世紀初期，德意志猶太人所背負之負面標籤，主要是其社會身份及宗教

信仰兩方面交織而成。根源於早期的仇猶心態，近代基督徒視猶太人為不道德，

其一原因是猶太人的營利方式。許多猶太人在西歐社會中從事放貸與商賈、仲介

等涉及金錢流通的行業，並以此累積財富。基督教社會傳統對高利息放貸有所禁

止，而一般人對放高利貸者印象不佳，甚至對其具有狡猾、斂財之聯想，繼而認

定猶太人貪婪、道德低落。原本只是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又延伸推導至負面結

果，便形成了歧視。 

    事實上，猶太人之所以多從事信貸仲介角色，實為情勢所趨。除了被規定不

能擁有土地，亦即無法耕種、養畜，加上猶太教對放貸並無禁規，才發展出特殊

的經濟模式。因此，猶太人之生存選擇可說是遭受排擠的結果，卻被倒果為因，

成為挑起一般人惡感的肇因，甚至成為反猶主義者的把柄。 

    何以前文提到猶太人「仍未有穩定地位」？西歐社會施加的壓迫，來自思想、

意識上的不善，並以國家力量為實踐，衍伸種種制度面的障礙。然而猶太人多年

的資本和經驗，經年累月下來成為其獨有的條件，在接下來的十九世紀獲得轉機。

換言之，就現實層面而言，猶太人在求生存的過程中逐漸取得了優勢。德意志統

一，強權興起的時代，猶太人本身已挾有經濟優勢，由於當時政治實力需求強大

的經濟條件，上位者與民間結合，不少猶太家族便透過提供經濟幫助或合作，晉

升至更高的社會階層，獲取社會地位甚至影響力。少數經商成功的猶太人累積得

龐大資產，成為金融家，並藉政治對其之倚重，更鞏固了自身地位，儼然成為時

代的「新貴族」，例如下文將舉例討論的布來希荷德（Bleichröder）及羅斯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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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Rothschild）家族。 

 
二、 俾斯麥的猶太朋友 

    葛森・布來希荷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 1822-1893）是談及猶太商人在

德國發展時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角色，在他生涯中， 具標誌性的身份莫過於為俾

斯麥服務的銀行家及財政顧問。布來希荷德一姓來自位於圖林根的城鎮布來希羅

德（Bleicherode），如同許多來到非猶太社群中的猶太移民，布來希荷德家族取

定居所在地為姓氏。葛森的祖父葛森・雅各（Gerson Jacob Bleichröder, 1741-1808）

出生於 1741 年，年青時自布來希羅德遷往柏林，從此布來希荷德家族便在柏林

發展起來。該家族的發展史，便幾乎呈現出非常典型的猶太人處境與生存之道，

以及他們走向繁榮的過程。葛森・雅各 初之所以能在柏林取得居住權，是因為

正好填補了一個掘墓人的缺，獲得可餬口的工作。而後他娶蘇瑟阿宏（Suse Aaron, 

生卒不詳）為妻——柏林一位「被保護猶太人」（Schutzjude）之女。「被保護猶

太人」為中世紀始出現的一種身份，早期猶太人四處流徙，在神聖羅馬帝國之下、

分立的各城邦間尋覓安身之處，便以類似賣身的方式與邦侯締約，從此直接與城

邦主人產生從屬關係，受城邦保護，享有比一般猶太人更高的權限、受到更少限

制。因此，當葛森・雅各締結了這樁婚姻，其身份便得到提升。26 

    葛森・雅各之子塞謬（Samuel Bleichröder, 1779-1855）於 1779 年出生。起

初他經營一家兌匯所，這在柏林可真是一門生意。因為當時市面上尚流通有多種

貨幣，而柏林作為一個轉口貿易點，交通與商貿方面都越漸活絡發達，兌匯市場

需求高。兌匯所算是相當典型的猶太人營生方式，而塞謬同時也經營彩券買賣，

亦獲利不少。總之，布來希荷德便如此漸漸累積了財富，成為柏林金融界的一員。

在此先不談塞謬之子葛森・布來希荷德承繼家業，並在後來成為俾斯麥事業夥伴、

建立龐大產業之事。在 1820 年代，塞謬・布來希荷德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接觸，

才是大大影響其發展的關鍵。 

    羅斯柴爾德來自法蘭克福猶太區——此為當時德意志地區 大的猶太社區，

其姓氏德文意為「紅盾」，由於當時居住的猶太區中沒有門牌制度，而是以顏色

標記來區分，於是他們便以其住屋的紅色標記為姓氏。這個後來橫跨歐洲多國的

大企業家族，創基者梅耶・阿姆謝・羅斯柴爾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 

1744-1812）出生於 1744 年。梅耶的父親經營一間小賣店，兼營兌匯所，起初的

環境也甚清苦，如同多數猶太人，羅斯柴爾德一大家子住在猶太區裡狹小的居住

單位中。 

    梅耶的青少年時期在漢諾威待了一段時間，接著又返回法蘭克福，開始獨立

																																																								
26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 Knopf, 1977), pp.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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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起硬幣及古董生意。1769 年，他成為黑森選侯威廉一世（Wilhelm I. von 

Hessen-Kassel, 1743-1821）認可的「宮廷猶太人」（Hoffaktor）27，並被指派監督

王室之財務及稅收。這個頭銜實際上是帶來身份的提升，從此梅耶・阿姆謝・羅

斯柴爾德得以出入上層社會，遂更進一步與貴族打交道，以此加持自己的事業。

梅耶與妻子共生養有十名子女，他們不但繼承了家業，更分別遠赴巴黎、倫敦、

維也納及那不勒斯四地設立分公司，令羅斯柴爾德銀行成為跨國的金融機構，同

時，法蘭克福的「本行」則由長子阿姆謝（Amschel Mayer von Rothschild, 1773-1855）

坐鎮管理。羅斯柴爾德可說是歐洲跨國銀行的始祖，更精確地說，他們是將此種

金融事業的跨國運作系統化了，而其運作完全由自家人經營：各分公司之間互相

挹注流通，家族的繁衍也透過族內通婚開展，如此也更強化了各單位間的連結性，

儼然成為一個金融帝國。 

    羅斯柴爾德的例子，呈現一個猶太裔族在被壓迫的環境中，具備極其縝密、

精練的算計，甚至來自社會底層步步為營的企圖心，藉由累積財富、與貴族合作，

從而獲得更好的社會地位，甚至成為巨富財閥之歷程。然而，羅斯柴爾德依舊存

在猶太人的身份，不因其地位晉升而被淡忘、接納。也因其在金融業的突出成就，

樹立了顯著的標誌，往後這種標識在衝突的年代更加深了仇視猶太人的理由。 

    前文述及布來希荷德因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有了接觸，對其後發展產生不小的

影響。由於十九世紀時柏林已逐漸發跡，在商貿市場上具有一定地位，分設於巴

黎、倫敦、維也納與那不勒斯的羅斯柴爾德銀行，為了拓展更多據點而來到柏林。

約莫於 1830 年代前後，塞謬・布來希荷德與羅斯柴爾德聯繫上，並開始接受其

生意上的委託。初期，羅斯柴爾德在柏林的事務幾乎交由布來希荷德代理，包括

證券買賣，以及主要在倫敦或巴黎與柏林之間的正規套利事務等。由於布來希荷

德對柏林市場的熟稔，兩者的合作關係亦越來越緊密。葛森・布來希荷德之首度

涉足家族事業於 1839 年，時年十七歲的他十分積極地學習並投入，賽謬過世後

葛森便成為布來希荷德銀行的負責人，時為 1855 年。他的弟弟尤里烏斯則在 1860

年離開家業，創立自己的銀行。從此布來希荷德便由葛森主導經營。 

    十八世紀歐洲專制王權的強化，除了是政治思想發展的階段性成果，在德意

志地區，也受到三十年戰爭後西發利亞和約影響。地方性的權力被確認，即使帝

國之存在看似被架空，形式上的「統一國家」潰散，然而實質的政治體——諸侯

國——內部卻是越趨凝聚。各國王侯們為了強化、擴張勢力，各方面建設皆需求

豐厚的財源，例如維持一支正式的常備軍。不論是加強軍備，或者大興土木，都

必須有穩定的財務收入來支持。統治者們遂尋求民間的經濟支援，並越過貴族勢

力佈展自己的官僚。於是平民便能以其資本為籌碼與貴族合作，甚至交換利益。

																																																								
27	 「宮廷猶太人」（Hoffaktor）是一種特殊的猶太人身份。因其財富與商業能力，為宮廷延攬，

提供金融服務，並因此取得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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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發展，片面上或許類似文藝復興時代城市領主與富有市民之關係，差異在

於早期的關係結構仍屬金錢與特權之交換。十八、九世紀各國統治者開始意識到

猶太人的豐渥資本，並了解他們在金融貿易上的知識、經驗之可用，便積極地在

經濟事務上任用猶太人。也產生部分上文提及的宮廷猶太人。     

    相對於猶太新貴的生存之道，俾斯麥則是迥然相異的典型。他出生於普魯士

薩克森一個貴族莊園，為「容克」28卡爾・威廉・菲狄南・俾斯麥（Karl Wilhelm 

Ferdinand von Bismarck, 1771-1845）之子。對他而言財富與身份都是與生俱來。

俾斯麥父親擁有傳統的地主階級家系，而母親則是來自城市的布爾喬亞，因此自

小在貴族家庭環境中成長、接受良好教育的俾斯麥，性格養成同時受到兩種迥異

的出身背景所影響。他不願只作為一名容克，對傳統的田園生活也感到缺乏興味，

反而對政治抱有興趣，積極地尋謀向外發展。大學學習法律，之後擔任幾年的官

職便成為外交官。俾斯麥於 1871 年登上德意志帝國宰相之位，即使站在政治光

譜的右側，他的洞見、動機、意識思考等方面，都不似傳統普魯士貴族的守舊。

俾斯麥一直抱有鞏固、進而壯大普魯士地位的企圖。在 1864 年什勒斯威戰爭、

1866 年普奧戰爭及 1870 年普法戰爭三場戰爭中，透過情勢佈局與各種協商，而

非強之以武，這個目標漸次地實現。自 1848 年革命以來，德意志內部的政治立

場與其國家論述分立，形成的眾多黨派各執一詞，德國的分歧相當顯著。英國學

者瑪麗・富布盧克描述此時情況陳言：「發生在 1871 年的『統一』與其說是正處

於萌芽狀態的德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或者意志的表現，倒不如說是普魯士實行

擴張主義、對德國的非普魯士地區實行殖民化、並與被排斥在外的奧地利競爭的

一種形式」29而在普魯士內部亦存在舊貴族、新資產階級等勢力的矛盾。 

    葛森・布來希荷德與俾斯麥的合作，可說是透過羅斯柴爾德的牽線。因為羅

斯柴爾德和奧匈帝國關係友好，而奧國又是普魯士的競爭對手，俾斯麥勢必要與

其保持距離。1858 年，當俾斯麥因要從駐德國聯邦大使轉任俄羅斯大使而離開

法蘭克福時，在一方面避免和羅斯柴爾德過於親近，另方面又要與其保持良好往

來的情況下，他向羅斯柴爾德洽詢於柏林可轉辦業務的銀行，羅斯柴爾德遂給了

布來希荷德這個名字。於是，布來希荷德接管了俾斯麥個人及普魯士官方的信貸

業務。30作為俾斯麥的首席銀行家，布來希荷德在許多重要決策與談判時刻扮演

																																																								
28 「容克」：德意志東部地區（主要為普魯士）的莊園領主。名詞為德文 Junker 音譯，其義為年

輕先生（junger Herr），亦即「地主之子」、「少爺」。在封建時期，他們是未被授與騎士勳章，而

擁有龐大地產的貴族階級，同時擁有軍事上的力量。十九世紀開始，容克大力推進農業的生產，

以鞏固其經濟勢力，甚至壟斷。由於對君主制和軍國主義的擁護，容克被視為反民主的守舊代表。

容克階級對國家軍事的干涉，也一直延續到威瑪共和時期，例如擔任共和政府第二任總統的普魯

士軍官興登堡（Paul of Hindenburg）。 
29 瑪麗．富布盧克著；糜佳譯，《妳在哪裡，德意志？─一個找不到自我的國家》（臺北：左岸，

2001），頁 167。 
30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p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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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要的角色，尤其當時普魯士正積極圖求擴張，關於資金開源、政治上利益交

涉等事務都至為重要。大體而言，俾斯麥各階段的工作都是以 終的統一為目標，

然而在 1860 至 1870 年間的幾場戰事無法從議會得到支持，預算並未通過，再加

上俾斯麥本人十分厭惡放低姿態向議會徵求資金。布來希荷德於是擬定計劃，與

其合作銀行以政府債券方式取得 1866 年普奧戰爭資金。在 1870 至 1871 年普法

戰爭後，布來希荷德負責主要的談判工作。因為普魯士首席銀行家的身份，以及

完成了諸多任務，布來希荷德不僅是當時全國 富有的人之一，也對整個德意志

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自普魯士王國至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布來希荷德的地

位來自俾斯麥對其之高度信任以及兩人密切的合作關係，這顯然遠遠超過單純的

銀行業務範圍。此外，俾斯麥更會透過布來希荷德了解當時歐洲各國的經濟與政

治情報。 

    1872 年布來希荷德於柏林被封為普魯士貴族，以猶太人而言這是十分罕有

的事情，而他是繼 1868 年銀行家奧本海默（Abraham Oppenheim, 1804-1878）之

後第二位受封貴族的猶太人。貴族身份的獲得，象徵布來希荷德進入德意志社會

頂端一個向來不存在猶太人的階層。然而，布來希荷德的例子並不代表猶太種族

從此被該階層所接受。     

    一個銀行世家與一王國首相的合作歷程，即與「統一德意志」之野心息息相

關。俾斯麥與布來希荷德的故事幾度說明了德國近代發展的特質與條件。首先是

經濟議題。在十九世紀後期的統一帝國誕生之前，由於各侯國互相競爭、鞏固自

身權力，促使社會的流動與變化更加活絡，另一方面，王權的強化也更加顯著，

各國統治者的意志貫徹在其領國上，而其中強者亦不乏誇耀的現象，因為此時經

濟實力已成為政治強勢的必要條件，傳統貴族即使世襲身份依舊，影響力也因為

經濟方面的停滯而逐漸衰退。該時期也便是猶太人崛起的時代，爬上金字塔頂端

的羅斯柴爾德與布來希荷德，成為足以影響國家走向的代表，此外尚有無數猶太

人在其他產業、憑著經濟實力獲取更好的生活及社會地位。1871 年德意志統一，

德國經濟快速而蓬勃地發展起來。然而由於短時間內過於急遽的進步，並大量貨

幣流通之下，接著便迎來經濟泡沫化的現象，1873 年的經濟崩潰，使得德國政

府將政策轉為保守，不再倚賴完全的自由主義。因而上位者對經濟的控制繼續地

存在。即使統治階層與商人的接觸與合作是各取所需之事，然而掌握權力的權利

仍然只屬於「一等公民」；猶太人再能提供有助益的服務，也無法因其影響力受

到重視，或得到平等的對待。 

    1851 年，俾斯麥被指派為普魯士代表前往法蘭克福聯邦大會，展開他的外

交官生涯。在法蘭克福俾斯麥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有了接觸，高齡近八十歲的阿姆

謝・梅耶・馮・羅斯柴爾德——即梅耶・阿姆謝・羅斯柴爾德長子——在俾斯

麥初抵法蘭克福期間接待了他。雖然俾斯麥接受羅斯柴爾德的接待，來往也屬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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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然而這位容克出身的普魯士貴族仍然對猶太人存在歧視的態度。一般而言，

將猶太人視為次等族群是一種平常的觀念，所謂次等，即他們所受的差別待遇很

難因為成就和表現得以改善。在一般的社群當中，猶太人也因為外觀和舉止的差

異而存在可被指認的特徵，其中之一便是語言。當時俾斯麥的妻子便嘲弄阿姆謝

・羅斯柴爾德帶有猶太腔調的德語發音和句構，顯露對猶太人的次等印象。31 

    無論布來希荷德或羅斯柴爾德，這些猶太家族被不平等對待的處境都是類似

的，而這也正是他們在西歐國家的處境；寒微的出身以及長久遭打壓的經歷，通

過貿易與金融業之管道，躍升為富有、具強大影響力的企業家，甚至與政治密切

結合，並他們往往是以整個家族為單位，去維繫「公司」的產業及發展。然而即

便是爬到了頂，猶太人的權利依舊被次等看待。尤其是在政治領域中，因為種族

關係而受到排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依舊如此。瓦爾特・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 1867-1922）的經歷和遭遇便可為例。 

    威瑪共和時期任職外交部長的猶太企業家拉特瑙於1922年遇刺身亡。戰後，

共和社會迭宕不安，政治情勢亦不平和，政治謀殺事件便累計有三百多起，而在

這為數驚人的案件中，拉特瑙之被暗殺卻別具代表意義。作為德國猶太人，拉特

瑙是一位相當卓越傑出的人士。首先他資產雄厚，其家產主要是繼承其父親埃米

爾・拉特瑙（Emil Rathenau）創立的德國通用電氣公司（德文 Allgemeine 

Elektricitäts-Gesellschaft，一般簡稱 AEG），這間公司 初以生產照明器材為主

力——埃米爾・拉特瑙擁有美國愛迪生白熾電燈泡的專利權，於是該公司在短時

間內大量地生產、供應電燈，而營運規模隨之疾速擴張。在 1884 年，德國通用

電氣公司除了生產燈泡之外，更進一步取得安裝柏林公共照明設施的合約，進行

鋪設市區電線網路的工程。隨著德國通用電氣公司的成功，拉特瑙擴張其事業版

圖，開始投資其他重工業生產與能源開發，甚至包括帝國軍用戰機的製造。握有

德國通用電氣公司的資本基礎，瓦爾特・拉特瑙在一戰前德國經濟十分地強勢時，

積極投資數十間公司，包括金屬加工、汽車與飛機製造、能源開發、鐵路電氣化

工程等，足跡拓展至南美洲與非洲。 

    拉特瑙的人生不止於一名實業家。在經營包括德國通用電氣公司、新汽車公

司（Neue Automobil Gesellschaft）等數十家企業並不懈地擴大版圖之外，他也是

一名作家、政治人物，同時是一名慷慨的藝術贊助者和收藏家。當時貴族與上流

社會人士喜好文藝，欣賞之餘亦給予經濟上的支持。贊助行為不僅是表現慷慨或

展現品味內涵，多少也與其出身、認同及理念相關。當時拉特瑙的資助對象包括

表現主義畫家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猶太裔印象派畫家利伯曼（Max 

Liebermann, 1847-1935）等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拉特瑙出任新政府的重建部

																																																								
31 Fritz Stern,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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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職務名為重建，實質上是負責與戰勝國交涉協商戰後賠償問題，他發揮其

精明的商業頭腦與外交才能，致力將對德國傷害減低，然其中許多交涉皆為秘密

進行，並不為德國大眾所週知。1922 年拉特瑙出任共和政府外交部長，短短幾

個月後便遇刺身亡。自一戰結束至 1920 年代初期，德國的刺殺案之繁多達到高

峰，其中被害者多為左派人士與革命份子。因為拉特瑙的身份以及在共和政府的

影響力，此次暗殺造成社會上相當大的震撼，德國馬克幣值當日重貶，而其葬禮

有五十萬人圍觀哀悼。此案更代表反對者對共和政府的強烈威脅。 

 
三、新城市的猶太人 

    奧地利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是一名猶太紡織商的兒子。他

出生於 1881 年，已值「世紀之末」的維也納。此時西方世界的猶太人已渡過從

前一個刻苦奮鬥的階段，他們憑著家族先輩、甚或自己掙來的財富與名聲，過著

布爾喬亞的生活。猶太人在社會中向上提升的脈絡依然是相似的，如同布來希荷

德與羅斯柴爾德兩個銀行家族，茨威格家亦從其祖父開始從事紡織品貿易，他描

述他的族人們「不像東方的猶太人」，並且很早就融入維也納的社會。了解到現

代化與工業化的重要性，茨威格的父親決定從中間貿易商轉為紡織工廠，啟動生

產製造事業。西方化的猶太人是相當跟得上時代，也力求進步的。 

    茨威格成長於一個優渥的環境。他回憶起十九世紀末這段悠然時光，呈現當

時人們近乎天真的——對應於五十年後經歷——理想主義般的觀念：許多歐洲知

識份子對進步史觀是深信不疑，樂觀地相信太平盛世近在眼前。32而身為猶太人、

身邊亦圍繞著猶太親友同儕的茨威格亦如此。茨威格的自我認同並非一個「傳統」

的猶太人——他的信仰、語言、生活方式甚至文化素養皆非猶太式的，甚至，他

自幼認同自己是一名奧地利人，及至後來自認為是「胸懷世界」的世界主義者。

家庭背景影響他的觀念養成，除了祖籍摩拉維亞地區的父親，茨威格的母親則出

生於義大利南部，來自一個富有的猶太銀行家族。因此，茨威格的家族便能體現

出當時猶太人流徙、營生以及與西方社會融合的命運，也說明了 終成為中產階

級的猶太人們，是如何認同自我、如何定義血緣與其屬社群的關係。 

    1902 年，茨威格從維也納大學轉到柏林就讀。從他的描述中處處表現出一

個來自優雅、富裕文化的傳統城市之人，如何對柏林充滿新鮮、驚奇、落差感以

及些許的輕視。從一段回憶文字便能將柏林與維也納的差異表露無疑： 

「由於普魯士古老的節儉精神，這裡處處都缺乏優雅的風姿。婦女們穿著

自家裁剪的毫無品味的服裝去看戲，這裡的人們沒有那股子巧勁兒，缺乏

																																																								
32 關於自己成長的太平盛世，茨威格將其描繪於《昨日世界》第一章。此書寫作於 1939 至 1941
年，以回憶的視角完成。斯蒂芬・茨威格著；史行果譯，《昨日世界》（臺北：邊城，2005），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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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維也納人和巴黎人那樣的能耐，不懂怎樣把一件便宜貨變成一件迷人的

奢侈品。從每一個細節都可以感受到弗雷德里希二世時代那種近乎吝嗇的

勤儉持家精神：咖啡淡而無味，因為每一顆咖啡豆都要節約使用；飯菜也

無甚滋味，缺乏營養。在維也納，處處都是樂音，而在柏林，處處都一絲

不苟、井井有條。」33 

    在茨威格眼中，柏林既難看、又乏味，柏林人（事實上，茨威格將其歸類為

普魯士作風）一板一眼，嚴肅謹慎卻又斤斤計較。整個城市行事儉約而到了寒酸

的地步，並且一切都缺乏文化和美感。茨威格本來自富裕家庭，而維也納更是擁

有深厚傳統的奧匈帝國之都城，藝文薈萃之地。柏林歷史年輕，發展過程時間短

暫而快速，難免有著速成的痕跡，公共建築與藝術也處處洩露著模仿與斧鑿之

處。 

    然而，逃離傳統也正是茨威格當初前往柏林闖蕩的理由之一。因為柏林的新

與變，對一般處於傳統社會之人而言，充滿刺激與挑戰性。在對柏林的醜陋俗氣

表達失望之餘，茨威格亦描繪了柏林的「人」帶給他的感受，「我在維也納的朋

友們幾乎都出身中產階級，而且，十之八九都是猶太人。所以我們的愛好只能是

大同小異，千篇一律。而在柏林這個新世界當中，年輕人來自截然不同、上下對

立的階層，」34顯然這位自小生活在封閉社交圈的青年，突然之間置身於一個完

全不同的世界了。茨威格提及，無論是在學校或在咖啡館、酒館，都有可能與一

個農民之子、一位衣衫襤褸的酒客同坐，而這是他不曾有過的體驗，「這是我在

維也納從未接觸過的社會階層」。35 

    柏林的確是一個匯聚之處，集結了來自各地各色各階層的人們。雖然數世紀

以來柏林的性質即傾向於流動——既然此地的經濟主要為貿易活動，對外來者的

開放包容態度，更是累聚不同族群的原因。而時至二十世紀初，尤為蓬勃的多元

文化，正是由於柏林的年輕與可塑性，產生使人前往的吸引力。在一具有深厚傳

統的地方，發展的束縛則多，在事物變化加劇之時——也就是舊、新時代的轉變

銜接時期，便顯得沉滯而守舊，例如維也納；維也納「視自己的歷史為偶像，對

青年人和他們的大膽嘗試總是採取謹慎和觀望的態度」。36柏林倏忽躍升為大都

會，於事實面是通過普魯士官方的明確意志，大力建設，同時作為一個新興的年

輕城市，它本身具備的可能性也充滿了吸引力，譬如像茨威格一樣，想逃離原生

環境者，或者夢想一試身手、在新天地大鳴大放者，柏林的主要優點在於它不但

較無來自傳統的阻力，同時也正在躋身國際大都會之列，如此便將各方人士吸引

																																																								
33 斯蒂芬・茨威格著；史行果譯，《昨日世界》，頁 108-109。 
34 斯蒂芬・茨威格著；史行果譯，《昨日世界》，頁 112。 
35 斯蒂芬・茨威格著；史行果譯，《昨日世界》，頁 112。 
36 斯蒂芬・茨威格著；史行果譯，《昨日世界》，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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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過來，在世紀交接時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柏林，在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的筆下也是缺乏

美感，卻更是年輕而不快樂的，是「帶著歷史碎片」的。羅特同樣來自奧地利，

而嚴格說起來布羅德（Brody）只是奧匈帝國領轄下一個邊陲小鎮，今屬烏克蘭

境內。羅特的出身背景遠不如茨威格優渥，從未見過自己的親生父親，而他的出

生地是一個以猶太人為主要人口的小鎮，意即羅特的成長同樣是在猶太社群中養

成。 

    從兩人描寫柏林的態度便展露差異。雖然對柏林城市整體的輪廓及特質，具

有某些一致性的看法，例如人為建設不美觀、缺乏長久文化澱積的市容、冷漠氣

氛的印象等等，然兩人的切入角度及著眼點卻是非常不同。茨威格之嫌棄柏林，

完全是以維也納作為標準，即便在他首次來到柏林時，尚未有其後旅遊世界各地

的經歷，《昨日世界》作為晚年回憶作品，茨威格仍以含有階級意識的立場描述

柏林的狀況，在他眼中柏林不美，是基於維也納上流社會的精緻品味，「當我到

達柏林的時候，正趕上它由一座普通的都城轉變為國際大都市的轉折期。我從備

承祖蔭的美麗維也納來到這裡，第一印象其實相當失望。」在這些文字背面的確

呈述著當時柏林缺乏歷史淵源的粗獷甚至寒酸，然而換到羅特的文字裡，卻以不

同的觀點被描繪出來。 

    作為一名記者，羅特以一種比較具體的目光觀察柏林。他先後替幾家報社專

欄撰文，以柏林見聞為寫作主題。從羅特文章中呈現的城市面貌，融合個人感受

與經驗，也透露出對現象的批評。例如他撰文描寫 1920 年代柏林建築，表示大

量建築物以難以辨認其功能的風格被完成，也就是所謂現代風格（Modern style）。

一戰後柏林的建築潮流主要便是這種無機的、複製的、捨棄裝飾性的風格。在設

計史上，這股現代主義潮流不僅是藝術風格的又一新派，更是一場美學的改造運

動。藝術家們主張工藝的實用性，以簡化為原則製造「產品」，包括房屋的結構

與空間、傢俱、用品器具等，訴求融入人們生活的設計與生產，反對長久以來以

裝飾性為主體的概念——尤其是針對巴洛克與古典主義在十九世紀被大量使用

於建物與居家裝飾方面。 

    羅特在一篇 1929 年的專欄文章描繪此現象時寫下：「曾經有幾次我將夜總會

錯認成火葬場，在行經那些逗人的娛樂場景時，仍舊被死亡的象徵引起安靜的顫

慄。」在此之前的建築物一般具有可辨識的造型與形象，透過傳統的圖像、符號

與其扮演角色對應，例如外觀類似古代神殿的八成是劇院，而與教堂造型相像的

則通常是主要車站，但是「自人們開始相信要以『現代風格』符應現代之後，這

些舊的辨識規則便再也幫不了我了。」建物的內部裝潢亦然，既然電燈的功用在

於照明，那麼手術室和糕餅店所使用的燈具便不會有太大差異，即便同樣的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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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玻璃燈管令羅特對置身何處感到有些錯亂。37這無異是對新潮流與美學概念極

生動的描寫，在不經美醜判斷的情境下，說明了新風格帶給當時人們的感受甚至

衝擊。    

    另一方面，羅特作品中描寫的猶太人亦與茨威格相去甚遠。由於兩者的寫作

動機與作品形式差異甚大，在此不做文本分析比較，本文探討的重點在於：來自

不同階級、背景的猶太人，在柏林生活並將之記錄下來的過程中，表現出的眼光

與意識形態之差異。對羅特而言，「在這世上沒有人會自願來到柏林」38，這點

除了說明柏林的開放性，也點出在這繁華多元背後的猶太人處境。 

    羅特於柏林居留期間約在 1920 到 1929 年，正是共和時期的幾年。他的文章

不乏對猶太人的觀察，尤其針對所謂的東方猶太人。這些東方猶太人主要來自東

歐以及俄羅斯地區，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迫使他們離開原本居住地往西

邊流亡。羅特寫道，許多東方猶太人來到柏林意不在久留，他們的目的地往往是

更遠的地方，例如阿姆斯特丹、美國或巴勒斯坦，原本意圖行經柏林轉往，卻往

往滯留下來甚至長達數年，然而他們的生活情況卻很差。與世代長居的德國猶太

人相比，東方猶太人在語言、打扮穿著方面都與其具有鮮明的差異。事實上，由

於這些東方猶太人絕大多數都是難民，他們的貧窮是一貧如洗的，在德國公司企

業幾乎不可能得到就業機會，為了生存只能成為不法之徒：黑市商販、走私者。

羅特於 1920 年寫道，他來到一處位於步兵街（Grenadierstrasse）的收容所，該

處當時住著一百二十多位猶太難民，而他們當中有老有少，女人並帶著幼孩。住

宿空間嚴重地不足，人們只能一個一個緊挨著彼此躺下，彷彿車站月台上排開的

行李。居住環境條件亦十分惡劣。39 

    要將此時柏林的「猶太族群」一概論之是不恰當甚至不可行的。因為歷史發

展因素造成文化養成的分歧，如前文敘述的兩種情況下不同猶太群體，猶太血統

已不能將這些後裔整合為一個族群，甚至他們彼此之間也不相認。而論者除了難

以將「猶太人」加以定義，族群分歧一方面也體現了當時猶太人的處境，即認同 

的分歧。大戰前至 1920 年代的柏林就是一個交匯點，於此交會的不僅是各種不

同的人，亦是不同的思想與動機。 

 

 

  

																																																								
37 Joseph Roth;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fmann, “Architecture” in What I saw : reports from Berlin, 
1920-1933 (London: Granta, 2013). 
38 Joseph Roth, “Wandering Jew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 263. 
39 Joseph Roth;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fmann, “Refugees from the East” in What I saw : reports 
from Berlin, 1920-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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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威瑪時期的猶太人 

 
一、猶太人的自我認同 

    猶太人的經濟優勢不能改變一般德國人對其根深柢固的歧視，然而若撇除觀

念問題，他們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卻有實際的提升。又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紀

時，各地區對猶太人的禁令亦多有鬆綁趨勢。也就是說，揮別了早期被「圈禁」

的對待，德國境內猶太人若能擺脫貧窮，便能過上好的生活。在十九世紀中期以

後，的確有許多猶太人彷彿「新貴」，混居於城市各區中，出入一般的社交場所

如咖啡廳、酒館。而他們也不再一定維持猶太教信仰，行猶太禮，猶太知識份子

閱讀的不再是傳統經典，而是德意志作家如歌德、席勒的作品，並深受其思想、

美學所影響。在族群認同問題上也幾乎融入了當地——這些猶太後裔開始以「德

國人」自居。可見猶太人在各地社會的生活，因為適應、融會而形成不同於原有

脈絡的族群文化。二十世紀初期至共和時代， 有影響力，同時亦被反猶者構陷

的猶太族群即為資產階級猶太人，而這群人的認同與理念，卻可說是離正統猶太

傳統 遠的。 

    隨著猶太族群在德國的發展與「社會化」；當他們在一般社群中越加融入而

不再突兀時，其內部的文化傳統及認同問題便越是浮現。早期猶太人是被隔離的

一群，無論是服裝、語言抑或生活習俗，都因為社群的封閉而繼續維持傳統，直

到十八、九世紀因為開放才有了變化。問題的根源往往來自長久存在的事實，「問

題」是遭遇挑戰後始成「問題」。正因與外在群體間的藩籬逐漸消褪，猶太人的

生活空間與生活形態遂開始模糊、產生改變，並開始尋求自我定位。如同神學家

馬汀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所言：「一群人之組成國家，是因為他意識

到自我與他者（族群）存在之相異性。⋯⋯而行動起於覺察的基礎。」40這段引文

另外也透露出一要點：族群間的差異及透過意識的行動，並非首先強調血緣。布

伯曾是猶太復國運動的推動者，但是他的觀點和堤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 

1860-1904）有所不同，後者主張的立國基礎在於血統，前者則認為豐富文化並

加強其凝聚力更為重要。     

    十九世紀後期猶太復國運動正式確立前，猶太人的群體意識亦在各層面逐漸

升高。十九世紀上半葉延續上世紀的大革命浪潮，歐洲各地革命與解放運動接二

連三地掀起，尤以 1848 年為歐洲革命之年，期間猶太人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區終

於獲得名義上的公民權，然而，這一步只是他們曲折經歷的其中一個環節。往後

的歷史，因為社會工業化、經濟發展及戰爭等各種原因，社會上既有的反閃情結

不減反增。因為面臨前文所述的敵視和壓力，再加上經濟條件、社會地位甚至智

																																																								
40 Martin Buber, “Nationalism”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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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學養上的進步，猶太人的覺醒意識遂有蓬勃發展的趨勢，其族群內部思想也不

止於建國主義一途。 

    1819 年於柏林成立的猶太文化與科學協會（Verein für Cultur und 

Wissenschaft der Juden）是德國首先以研究猶太文化與學術為主旨的組織。該協

會的成立差不多就是十九世紀猶太文化復興運動的起始。由於這些在德國接受高

等教育的年輕學者通常不以傳統宗教為軸心去解析、闡述猶太民族文化，他們捨

棄以往猶太教與猶太人的強烈的關係標誌，而致力於研究猶太人的學術思想與科

學成就，甚至藉此凝聚民族精神（Volksgeist）。猶太文化與科學協會實際運作的

壽命只有五年，而其研究方式與思考內涵卻影響了後來的猶太族群及其思想。41 

    而相對於猶太復國主義者如馬汀布伯、赫茨爾，另些猶太人也以民族學角度

來解釋猶太族群的根基，卻不以建立猶太國為目的。對他們而言，猶太血統是不

可否認的事實，而這個事實決定了「猶太人與否」的結果，而不是以他們的外在

行為來決定，因此，自由派猶太人對其群體的定義更趨基本也更簡單。無論信奉

猶太教與否，或者是否按照傳統為其生活方式，作為一個種族，猶太人的血脈關

係是既定的存在，換言之，一名「正統的猶太人」是可以在信仰或政治立場上選

擇入世的。如此的定義相較於激進派更為「不可見」，猶太人幾乎成為一個隱形

於各國社會中的民族，他們為了積極在現實社群中有所作為，主動地選擇遠離傳

統，融入所處環境——即德意志社會。因此，整體而言德意志猶太人的立場傾向

於自由派，尤其是政治上的自由派，支持改革同時也代表淘汰守舊勢力；經濟上

的自由主義，這符合了猶太人向來倚靠的經濟模式。簡言之，只有開放能讓猶太

民族從過去在德意志傳統下所受的限制中真正解放出來，也更符合他們的生存處

境。42 

    事實上，直到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德國社會始終存在否定猶太人地位的聲

音，這令德意志的猶太人感到困惑及被壓抑，同時加強了他們入世的積極性。如

此也更能解釋在共和政府確立時，猶太人對於社會與政治的熱烈投入程度。另一

方面，亦有為數相當的猶太人相信：以猶太人的身份同時作一個德國人並不相衝

突，或可說是互相包含、互相充實的，拉特瑙便是一例。 

    從拉特瑙的諸多論著、發言甚至私人書信中，可看出他主張的理想是多族群

的德國社會，這個「社會」因為包容了各個人種，而不再以血緣區分你我。他相

信自己作為一個猶太人，同時也是德國的一分子，德國是他的家鄉，也是他所認

同的文化群體：「德國人是我的同胞。於我而言猶太人就如同薩克森、巴伐利亞

與威登，是其中一個德國的根。」拉特瑙的一生時常來往於各國、各大洲，而始

																																																								
41 Michael Brenner, The Renaissance of Jewish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15. 
42 Michael Brenner, The Renaissance of Jewish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pp.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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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是個柏林猶太人，柏林是當時 能接納新潮文化與外國人的城市，當然也包含

著傳統守舊的住民。拉特瑙的猶太出身加之巨富與高位只是引起殺機的片面原因，

然而無論如何，他不時地鼓吹猶太民族是組成德意志的一員、是其精神的一分子，

同時亦在公共事務上投入極大的心力。 

    茨威格的自我認同亦具雙重性：猶太人與奧地利人，在他的思想中，兩者被

揉合成為一個身份，不同的民族組成國家，也成就國家，茨威格表示維也納文化

藝術之豐富薈萃、領先歐洲其他城市，其中一大因素在於猶太族群竭心盡力的貢

獻，他並認為追求藝術生活與精神內涵是猶太民族的本性，而即便大多數猶太人

表面上汲汲營營於增加財富，「致富」也僅是過程，而非真正目的。猶太人生存

的 終目的是透過更好的世俗條件獲得更多機會，以求達到精神與文化層面的提

升，甚至擺脫「金錢的詛咒」。回溯歷史，猶太人長久在各地生活，從移入到定

居，多已與周遭文化融合，甚至找到身在其中的價值與使命。以上看法雖屬茨威

格之主觀陳詞，然而，同時也體現出當時資產階級猶太人的內在精神面向，他們

對於自己的成就與素養相當自豪，竭力在德語世界中提升各方面的「層次」，同

時卻也對自我定位懷抱不安感，因而對文化的感受與認同問題更為敏感。另一方

面，他們強調猶太文化的重要性，並非要與德語社會對立、割裂，而是相信猶太

文化存於德語社會中，並能豐富其內涵。此時所謂的「德意志猶太人」，便具有

接受、認同德意志文化的內涵。 

 
二、「德意志猶太人」 

    德意志經濟從十九世紀開始進步迅速，並展現強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夕，因其國力之強大，隨之帶來人民精神上的振奮與樂觀。另一方面，盛世光景

也隱蔽了許多問題，使之暫時不造成衝突。這段期間內，猶太人的處境實際上有

所好轉，而在社經層次的提升下，知識與藝文方面遂有十分顯著的表現，「品味」

與所屬社群亦十分入流，如圖 7 所示柏林藏書會晚宴，顯示猶太人過著經濟與文

化上皆優渥的生活。在知識與創造方面，科學、法律、醫學、文學、美術、音樂

等各領域，其中的傑出猶太工作者名字洋洋灑灑。若就國家主義之角度來看，猶

太族群甚至可說是對德意志有所「貢獻」。 

    要檢討近代德意志文化，即精神與智性活動方面的成績，便要面對參與其中

龐大的「猶太因素」，猶太族群的涉入、生產程度非常之高，歷來諾貝爾獎的獲

獎數字能部分地證明此事，而我認為，其中 重要之處在於猶太人的文化養成與

表現方式。猶太族群基本上作為流亡異鄉的民族，從原本具有獨特信仰、習俗的

文化，逐漸吸收、融入其移居社會的文化。尤其各種藝術的表現 能說明。就以

文學而言，例如 1830 年出生的詩人保羅・海澤（Paul Heyse, 1830-1914），他出

生於柏林一個富裕並具文化素養的猶太家庭，父親為哲學及語言學學者，音樂家



	 32	

孟德爾頌曾為其學生。海澤的寫作充滿古典主義式的理想、浪漫精神，與當時德

意志地區受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影響之思想潮流合流。其寫作以抒情詩

文、取材自古老傳說故事的小說為主，以典雅的形式描繪理想、幸福等概念，可

見其風格、思想皆受德意志文學傳統塑造甚深。海澤的猶太出身提供他文化養成

的機會，卻顯然沒有令「猶太主義」成為其養成內涵。海澤於 1910 年獲頒諾貝

爾文學獎，而他在政治主張上是俾斯麥主義者，亦是帝國的追隨者。  

 
圖 7：1932 年，柏林藏書會（Berliner Bibliophilen）晚宴。43 

    同化現象普遍展開在中上層階層的猶太家庭中，該過程除了受世俗事務影響，

猶太人亦有博取認同的明確企圖，意即他們的情況並非完全是「被同化」，而是

有意地、主動地向貴族的審美與價值靠攏。這其中的緣由就如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 1915-2015）所論述的，德奧地區資產階級的地位始終存在高度的限

制，首先，若以近代英法為例較之，德意志的傳統貴族階級並未被消滅，如此一

來資產階級不但難以與其融合，在政治上更無參與機會。當時資產階級猶太人雖

然已經相當富裕，與上流社會階級同化的企圖卻受阻礙，於是便找到另一條出路：

文化。約莫於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開始非常重視藝術品味與

涵養，而其思想根基深受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等現代思潮的影響，與傳統貴族不

同，兩者的文化性格存在著差異性。44因此，資產階級之力求同化便以模仿學習

為方法，逐漸向貴族的「模樣」靠近。另一方面，從藝術贊助也能窺知一二。藝

術贊助行為本屬貴族傳統，追溯歷史至早期，類似者例如屬宮廷所有的畫師或藝

人，不但是優渥有餘、附庸風雅的象徵，也時常具有政治宣傳與認同塑造的意義。

十九世紀新貴的藝術贊助，除了因齊備經濟與知識兩項要件之外，也有仿效貴族

																																																								
43 愛書、藏書的社群自十九世紀末開始流行，當中成員多為文化人士、知識份子。「柏林藏書晚

會」（Der Berliner Bibliophilen-Abend）成立於 1905 年，猶太人在其中相當活躍。至 1930 年為止，

三百名成員中有七十五名猶太人。圖片來源：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4382&language=german (2017.6.18)。 
44 卡爾・休斯克著；黃煜文譯，《世紀末的維也納》（臺北：麥田，2002），頁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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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意。 

    海澤的文學並非特例，其經歷可代表一個猶太資產階級接受、吸納了德意志

傳統美學的現象。於各項藝術領域中表現傑出的猶太人，之所以出類拔萃，並非

以標新立異展露其特殊文化血脈而來，而是確實經過德意志教育，學習其正統知

識、哲學內涵，更有出色成績。隨著猶太人在德國社會的隔閡逐漸淡化，甚至在

經濟、文化與學術上獨佔鰲頭，猶太族群內部興起了不同聲音，主要為錫安主義

及其他文化復興者，在世紀末與繼來世紀之交發展尤其顯著。除了激進的復國運

動是由民族主義導致的意識形態之外，「文化復興」一說確有緣由，1912 年莫里

茨・戈史坦（Moritz Goldstein, 1880-1977）在《藝術守衛者》（Der Kunstwart）

雜誌上刊登論文，陳言指出德意志猶太人在文學創作上，甚至在知性思想上所遭

遇的困境。戈史坦認為，因為猶太族群之所思所作皆被德意志所同化，終於喪失

真正的猶太作品，而他們自己並無意識這一點，或者害怕接受這一點。與此同時，

猶太人的表現也被德國社群有意地否認。因此猶太文化與德國文化之間便存在一

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無法達到真正融合。再者，因為同化現象使然，更導致許多

年青一輩猶太人在自我認同上產生問題。《藝術守衛者》為一相當具聲望而政治

立場保守的刊物，這篇論文在當時引起一番辯論，不僅猶太社群討論，甚至有反

猶主義者援以論述。45實際上，戈史坦之文大多為個人的觀察分析與推論，若以

其作文為史料，則可得知猶太族群對文化傳統的狀況甚至「危機」具有相當的意

識。然而，面對「傳統的危機」，並非所有猶太人都將之視為危機，就如本文述

及多位猶太人士思想之多元；在致力於進步與融入的情形下，或者，在以德意志

為國家認同的前提下，是否保存「猶太正統」或創作真正的猶太文學，對他們而

言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 

    因為歷史脈絡與社會地位，甚至政治立場的不同，猶太「新貴」與德國傳統

貴族在精神層面上，價值觀與審美上仍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在十九世紀的末期，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及至戰後共和的十餘年，隨時間之推進，差異漸趨明顯，

其中矛盾和衝突也越發強烈，可說是一段衝突的醞釀期。而在醞釀期日益膨脹的

同時，現代主義的興起也成為重要因素。「現代性」一詞，無非為一概括諸多現

象的概念，發生在所謂「現代」的轉折變化，其時間定義是寬鬆的。自十九世紀

末到共和時期約半世紀時間，德意志的現代性顯著地發生於都市化現象之上，柏

林的發展即為一典型的例子。在相對短暫的歷史中，柏林之年輕與開放以及後期

的疾速發展，對其他較古老而傳統的城市而言，文化根基可說是不值一哂。然而

因戰後帝國體制的落敗，新政府上台，讓柏林在 1920 年代成為現代城市文化的

中心。威瑪柏林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特質表現了醞釀期中的矛盾因素，使其本身

																																																								
45 Michael Brenner, The Renaissance of Jewish Culture in Weimar Germany, pp. 12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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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標籤化的形象，作為共和政府的首都，柏林之於威瑪共和則有如理念上

的地屬關係。 

 
三、柏林猶太人的文化活動 

    猶太人遭受歧視的問題始終存在，只是程度的差異有所變化。十九世紀末到

一戰前的期間看似好轉，卻是表面的和平。1918 年大戰戰敗帶來的許多問題，

對德國人的生活甚至精神造成衝擊。此時失敗有如一個轉折點，過去許多未明朗

化的問題逐一爆發。接續的十四年時間，直至希特勒掌權之前，政府解決問題的

成效不大，而當時的共和首都——柏林所容納的人物、政治、文化和藝術種種，

可謂一個德意志文化當中反傳統素質的匯聚。新舊勢力的對立遂趨顯著。因此，

無論是戰爭的打擊，或者本來問題的浮出，都在導致社會的矛盾更加緊繃。因而

在「威瑪共和」這段期間前後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文化，不但存在著衝突與矛盾，

更與猶太人的遭遇高度相關。同時它也是一個活潑、多元而多產的文化。 

    因為被限制不能擁有土地，猶太人長久以來居住於城市。在德意志地區，猶

太人是城市的民族。而柏林的相對開放與自由，也讓猶太人在此生活情況優於許

多外省地方。為了尋求更平等的地位，柏林猶太人的政治立場多為傾向支持共和。

另一方面，猶太資產階級亦企圖獲取德國社會認同，並且破除在上流社會被視為

「暴發戶」的身份。猶太人積極地投入文化活動，尤其在現代主義潮流中參與程

度很高，因其不受傳統綁束，而具有較開放的接受態度；德意志猶太人的猶太傳

統已經相當程度被模糊，然而其接受的德意志文化亦不如德國人深，文化上的認

同感難以確立，便以投入知識及藝文活動為解決途徑。 

    十九世紀後期，印象畫派（Impressionnisme）作為一股新理念之藝術運動發

端於法國，從寫實主義到田園風景畫派，印象派脫胎自「描繪真實所見」一概念。

跳脫正統藝術的原則與表現方式，因此印象主義也屬於現代藝術，在當時代表前

衛的風格，甚至是對傳統繪畫的反叛。幾乎與法國的潮流同時，便有收藏家將這

些作品帶到德國柏林，他們是卡爾與菲莉希伯恩斯坦（Carl and Felicie Bernstein; 

1842-1894, 1852-1908），一對來自俄羅斯的猶太夫妻。卡爾作為一名知識份子，

因其猶太裔身份而不能在故鄉任職。猶太人在俄羅斯向來處境不佳，自十九世紀

起更遭受迫害，便有大量猶太人移出。其中許多即便沒有身家安全的立即威脅，

也傾向往外尋找更好的機會。 

    這般際遇，似乎如羅特所說：「沒有東方猶太人是自願來到柏林的。世上又

有誰是自願來到柏林？」46而此番話雖然強烈地帶有屬於文學性的個人色彩，卻

無疑是描繪了一個面向的真實。正因為相對於其他國家、城市，柏林擁有一個更

																																																								
46 Joseph Roth, “Wandering Jew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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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社會，那些「被迫」離鄉背井之人，不能說是「被迫」來到柏林，然而於

此地，他們找到一個能夠容身的空間。如此無論是流亡也好、追求也罷，來自各

方各地的外來者，便成為柏林歷史的一部份；又如更早來到的法國新教徒，或甚

至其他族群，柏林包容著外國人、移民者，成為那個「不得不來」的家園。如前

文所述，猶太人遷居德意志城市，其生活史所形成之脈絡，並不僅在族群的組成，

同時也在文化藝術上走出一條獨特路線，並產生影響。 

    來到柏林的伯恩斯坦在自宅開始定期的藝文沙龍，常有藝術家與學者聚集於

此，例如畫家阿道夫門采爾（Adolph Menzel, 1815-1905）、利伯曼、歷史學家蒙

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文學批評家布蘭德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等人皆為常客，伯恩斯坦宅遂儼然成為一個藝文中心。47而聚集沙龍

之流，也不全為猶太人，或現代主義的支持者。如前述李伯曼為柏林出生之猶太

人，而門采爾來自波蘭，布蘭德斯則來自丹麥。這是一個交集了多元出身與國族

的場合，也就包含了各種思想。反過來說，這種「包含」的特質也是現代主義的

一種內涵。 

    另一方面，此即部分現代猶太人在自我認同上，屬於「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精神之表現。例如茨威格，或者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許多猶太人對文化的認同，超越對政治意義上的「國家」

認同。因此在藝文活動上，也抱著這種「世界主義」的態度。換言之，要在德意

志社會中獲得他人的認同，甚至提升猶太身份的尊嚴，並非在理念上拋棄「非德

意志」因素。以此心態為前提，猶太人仍然認同著「德意志猶太人」身份，並在

積極同化的同時，有意識地保持其心智的獨立性。這種意識與心理狀態，促使了

猶太人在現代文化上豐富、多元的表現。 

    十九世紀末期開始，由於文化人士的引介傳播，柏林逐漸成為現代主義的中

心——同時也就是德意志的現代主義中心。1882 年夏天，伯恩斯坦策劃舉辦了

德國史上第一場印象派畫展，其中包含馬奈（Édouard Manet, 1832-1883）、莫內

（Claude Monet, 1840-1926）、希斯萊（Alfred Sisley, 1839-1899）等人之畫作。

果不其然，此次展出遭到諸多批評。事實上，即便在當時的法國藝術界，印象主

義風格也很難被大眾接受，因其打破傳統技法與美術規則，頗受非議。前衛藝術

的出現必然存在衝突，而伯恩斯坦的行動，則是猶太人在德國現代藝術上發揮推

動作用的一例。 

    承前文章節所述，流徙而來的猶太人逐漸取得經濟上的成功，因而開始享有

社會地位，然而如此的社會地位在德國依然是有限的，在其封建傳統下，地主、

貴族關係嚴密交織而成的上流社會中，身份依舊與血統直接相關，另一方面，猶

																																																								
47 Emily D. Bilski, Berlin Metropolis: Jews and the New Culture, 1890-1918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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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種族本身亦受特別的歧視。儘管經過十八、十九世紀的發展，猶太人能藉由經

濟方面的成功獲取優渥的生活條件，於物質層面晉升為布爾喬亞階級，甚至在知

識及文化活動上的表現也十分出色，然而以一個社會的「階級」而言，提升卻是

有限的，因為身份階級的確立來自社群認同。 

    為數相當的猶太人投入藝術行業，是受德國社會的職業排擠所影響，脈絡類

似於早期在商貿、金融方面的發展。出身中產階級、受過教育的猶太青年，在若

干專業領域不被接納。另一方面，從事藝術創作、藝術投資與贊助、經營藝術市

場，都是猶太人在尋求社會認可，甚至穩固地位——不僅是在經濟意義上「資產

階級」的地位——的手段。而猶太收藏家支持現代藝術，則是一種追尋文化認同

的表現。因為被「正統文化」所排除，猶太人接受了新時代的、非傳統的、國際

性的現代藝術，形成一個平行於傳統體系的藝文圈，風格與審美上遂建立了自有

的目標與認同。 

    資產階級收藏藝術品風氣在帝國時代（Wilhelmine Period）即有，其保守的

審美以古典主義風格為主流， 為德意志上層社會所喜，現代主義作品超過時下

審美的接受範圍，而其中自德國發跡的表現主義，在國內依舊被視為叛逆、反傳

統甚至反中產階級的藝術，是「不正確」的藝術。然而當時猶太收藏家也並非一

味地收藏現代藝術。以一個社會階層的癖好來看，收藏藝術品的主要目標在於「文

化薰陶」，或者說附庸風雅。因此，來自各時、各地之作品皆為拾掇納藏的對象，

諸如文藝復興、印象主義、拜占庭及中世紀基督教藝術等。不難想見，藝術品味

與社會地位息息相關，它是外在的身份象徵，也是內在的文化認同。 

    縱然現代主義不能與猶太文化劃上等號，然而現代藝術之流行於德國，與猶

太資產階級間卻存在相當緊密的關係。猶太人對現代藝術的愛好與慷慨，直接地

影響了藝術品在市場上的流通度與能見度。而猶太族群本身的際遇也形成對拓展

藝術事業開放而積極的態度，其中包含對社會認同的積極尋求。而如前文所言，

在傳統「德意志式」的美學中，現代藝術是不入流的。現代主義之「現代」，是

相對於十九世紀前舊時代之詞，於該世紀下半葉開始，各種新思想之興起表現於

各個文化領域，諸如文學、藝術、音樂、哲學甚至社會概念，他們各自有其流派、

名稱。直到二十世紀初， 後誕生了一個內容廣泛的詞：現代主義。這個「主義」

之中包含許多與傳統相對立的思想。對於舊有觀念、制度之框架的反抗，在現代

主義思潮中確實形成具體的風格甚至論述，並產生各種形式的作品。在現代主義

來臨之前，人們的精神也已逐步走向解放，例如浪漫主義帶來的影響。浪漫主義

與現代主義之內涵誠然地相差甚遠，兩者所表現的風格亦相當不同。 

    現代主義的「式樣」是無法被一概而論的，它是一種觀念的基礎、一個思考

的向度，因而被歸納其中者，包含各類流派與風格。就以文學類別為例，表現主

義者如寫小說的卡夫卡、寫劇本的史特林堡，與意識流作家喬伊斯、普魯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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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納等人，便呈現完全不同的思考意念及創作方式，而他們卻皆屬現代主義文

學的範疇。 

    拉大視角觀之，現代主義的肇因亦來自產業革命、西歐急速都市化等變革。

因人們的生活在實質上產生劇烈變動，種種改變與刺激，延伸至觀念上的推進與

反思。它與西歐社會的轉折可說是互為因果，包含現代主義在精神上去中心以及

反宗教之傾向，也皆是思想史脈絡中的產物。由於其內涵型態多元甚至紛雜，本

文不作細述，而其中之 要，係現代主義的大概念為「屏除過去」。更嚴格地說，

是要屏除「過去」所造成的、長久累積之規範與窒礙，而企圖以新的概念進行詮

釋。因而對守舊者而言，現代主義便是具反叛性者。然雖現代主義之精神 初發

於反抗舊規，當藝術的概念一經解放，多數創作並不著眼於叛逆，而更致力於表

達自我，表現主義即是。 

    路德維希與羅西・費歇爾（Ludwig and Rosy Fischer; 1860-1922, d. 1926）出

身於優渥的猶太中產階層，「收藏藝術品」一類文化行為，在他們的理念當中是

與其社會身份相應的，換言之，「投資藝術」對其而言是一種責任，且甚至更理

想化地願望「活在藝術之中」。亦即前文所提文化薰陶與身份認同；對藝術的推

崇提升至肯定藝術品於生命的正面影響，積極表現於對外與向內兩個方向：畫廊

收藏、釋出藝術品；自己的娛樂欣賞及教育涵養。換言之，藝術圈的生態並不只

是交易行為，而更具有文化意義，涉及認同與價值觀。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收藏

藝術一舉對猶太人文化認同的意義。48 

    費歇爾自 1905 年始收藏藝術品，以當代新潮藝術為主。透過另一位畫商路

德維希・夏姆（Ludwig Schames, 1852-1922）的引介，費歇爾接觸了表現主義畫

家的作品，並將注意力逐漸聚焦於其上，遂其收藏有了明確的風格走向，在 1916

年至 1922 年之間，費歇爾幾乎成為表現主義藝術的專門，網羅超過五百件相關

作品。當時在法蘭克福、甚至全德國，主流的藝術喜好仍舊相當保守，費歇爾很

明確地選擇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路線。路德維希・夏姆亦是猶太資產階級的一份子，

原本從事銀行業，1895 年他在法蘭克福始開設一間藝廊，因早年常待巴黎，夏

姆的收藏品味與興趣濫觴於後印象主義，其藝廊收藏也有同步展現法國時下 新

藝術風潮之意，而後漸將涉獵範圍拓展至德國表現主義作品，並以其為經銷主力，

遂成為推動表現主義 力之人，尤其是德國畫家基爾希納（Ernst Ludwig Kirchner, 

1880-1938）的作品（見圖 8）。1916 年，夏姆畫廊展出基爾希納的畫作，費歇爾

從此接觸並產生興趣，促使他後來亦更積極網羅、推廣表現主義藝術。 

    1920 年代費歇爾夫婦相繼去世，接著納粹政權登台，他們的兩個兒子繼承

雙親多年收藏的畫作，同時面臨存續這些藝術資產的挑戰。因為國內政治情勢的

																																																								
48 資料參考：http://www.transatlanticperspectives.org/entry.php?rec=157 (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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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長子馬克思與次子恩斯特分別於 1938 年及 1934 年離開德國，遠渡重洋無

法帶走所有畫作，其中較多數量由恩斯特及妻子安娜運達美國，餘下的作品便淪

為法西斯意識形態的犧牲品。回到世紀初 蓬勃發展的當下，即便形成一個美感

的認同或者藝術交流圈，因對猶太文化的既定印象使然，德國社會中對此依舊存

有負面看法，他們視此藝術交流生態為猶太人又一牟利的手段：任何事物皆可待

價而沽。猶太收藏家在藝術市場上的著力，不能改變德國社會對其觀感，甚至也

無益於文化上認同的提升。 

    猶太文化與現代藝術在本質上並不直接相關，而將猶太人與現代藝術直接畫

上等號，非但是一種刻板印象，更是反猶主義用以標籤化並進行攻擊的論述。在

威瑪共和時，成為反對者污名化猶太族群的理由之一。認為猶太人之為現代藝術

的「主謀」，也在納粹時期的美學清正當中，變成一項罪名。 

 

圖 8：基爾希納，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1915）。49 

																																																								
49 圖片來源：

http://www.art-magazin.de/kunst/16322-bstr-bilder-von-ernst-ludwig-kirchner/118636-img-brandenbur
ger-tor (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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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貝克曼（Max Beckmann），闔家圖（Family Picture）（1920）。50 

 

  

																																																								
50 圖片來源：

http://www.npr.org/2016/10/16/497999443/decades-after-his-death-max-beckmann-returns-to-new-yor
k (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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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共和末期的衝突 

 
一、「墮落的藝術」與反猶主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二十年，是反猶主義衰落的一段時間，可稱之為

「安全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of security），而這也是猶太人各方面的發展

與活動相當活躍的一段時間。由於當時國家對猶太人金融服務的需求，已不如十

八到十九世紀上半葉時來得高。又在猶太傳統上對文化與精神生活具有特別的愛

好與熱忱，許多富商與銀行家族來到子孫輩時，職業遂有了轉變。猶太資產階級

的青年們快速而大量地湧入文化界，尤其在德國與奧地利十分明顯。包括報紙、

出版、音樂、美術、戲劇表演等，形成了前文所述的猶太文化圈，這些因為憑有

家族累積資產以及自我教育的條件，而對德意志文化藝術發揮了影響力的知識份

子。 

    隨著威瑪共和的不穩定性逐漸擴大，國內反猶主義的聲音也越來越高。籠統

而言，納粹政權的得勢，可說是共和政府之脆弱性與民眾之不滿爆發的結果，其

中更挾帶對猶太種族的仇恨情緒。德國法西斯政權所推崇的美學，除了崇尚整齊、

壯觀、古典、力量等形象，其「審美觀」本身更具有高度種族意識，在納粹認定

下，所謂「墮落藝術」便是針對現代藝術作品，1937 年納粹策辦了一個名為〈墮

落藝術〉（Entartete “Kunst”）的展覽（見圖 10、11），位於慕尼黑長達四個月的

展期，其中展示包括表現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與新即物主義（Neue 

Sachlichkeit）的雕塑及畫作等。透過貶義的展出主題，以及在展場空間內穿插於

作品間的諷刺、誹謗標語，納粹政權以展覽的形式，向公眾陳示了何謂「墮落藝

術」，同時，在新落成的〈藝術之家〉（Haus der Kunst）舉辦另一個〈偉大德國

藝術展〉（Große Deutsche Kunstausstellung），則展示被認定為正統與美——符合

納粹標準——的藝術（見圖 12）。  

    希特勒在〈偉大德國藝術展〉展覽開幕典禮上的致詞，形容現代藝術只能描

繪畸形與低能者、怪物般的男人、令人作嘔的女人，更將草原看成藍色，天空畫

成綠色，顯示其感官的障礙，精神的錯亂與缺陷。而與之相反的，則是健康、完

美、純潔的「亞利安藝術」。〈藝術之家〉的落成，便象徵著那使德國退化的墮落

藝術之終結。51因此，與所謂「偉大的德國藝術」相對應，「墮落藝術」顯然代

表著「非德國」的藝術，在納粹政權的論述中，藝術的美學與道德都脫不了種族

因素，換言之，納粹主義將藝術創作的多元性及表達空間扼殺，以其種族主義意

																																																								
51 Hitler’s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House of German Art in Munich (July 18, 1937), 取自史料網

站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1577&language=german 
(201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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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決定了一種形式、一個標準的「美」。政治手段使然，所謂的現代藝術被

冠以「非德國」藝術，並將矛頭指向猶太人，而猶太藝術又與墮落藝術畫上等號。

在復興德意志精神等口號下展開整肅，大量的「墮落藝術」作品被禁止公開，或

是銷毀，或是被轉賣至外國以籌措政府資金。 

    可視為威瑪文化 具代表性的藝術風格，納粹並不單純以「醜陋」評之，將

美的與否延伸至更深層的道德甚至血緣問題，之所以稱為墮落藝術，便在於強調

此類藝術之不入流；這些藝術的騙徒腐蝕國家並致其退化，是為惡質的藝術、惡

質的思想、惡質的份子。 

 

圖 10：〈墮落藝術〉導覽冊52 

																																																								
52 圖片來源：https://www.dhm.de/lemo/kapitel/ns-regime/kunst-und-kultur/entartete-kunst.html 
(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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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退化藝術〉展場陳設53 

 
圖 12：〈偉大德國藝術展〉展場陳設54 

     
    即使醜化其藝術是法西斯所採取的政治手段，現代主義理念卻與猶太人近代

傳統存在危險的相通。在「安全的黃金期」期間，猶太知識份子表現得十分活躍，

也突顯其現代思想。就如同在政治上，猶太人傾向脫離舊制。因為從德意志歷史

																																																								
53 圖片來源：

https://s-media-cache-ak0.pinimg.com/originals/1b/9c/a5/1b9ca513830f97ff72288dd9d1b08eb6.jpg 
(2017.6.18)。 
54 圖片來源：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2075&language=german ( 
201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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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長久承襲的一切，都意味著猶太種族的被隔離與差別對待。此外，猶太人的

外在印象也經常是「國際性」的，他們的連結往往是依賴血緣或合作關係，而非

國家，因此也超越了十九世紀興起的民族國家之意義。例如幾乎掌握德國金融業

的眾銀行世家，多以家族為支幹建立跨國網絡經營。德意志猶太人的種種特性，

構成非常時期間的嫌疑因素，也成為反猶論述中的理由。 

    反猶主義的行動自然不僅止於藝術美學的詆毀；「美」的正確性僅是其種族

論述系統中的一部份。而納粹政權的肅清範圍不僅是猶太人和共產黨，還包括思

想、立場遊走模糊地帶者，例如既非猶太人，也非共產黨員的作家托馬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亦被列為問題人物。55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種族

因素的迫害行動日益加劇。1933 年四月，納粹稱以報復英美等國對其發動的抵

制為由，開始抵制猶太商店、從醫者、律師，然而由於德國社會對猶太企業的依

賴依舊很高，而成效不彰，此事卻揭露了納粹開始排擠猶太人生存空間的企圖。

接著是〈公務員再造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

規定猶太人不能再任職於政府公職體系，包含大學等學術機構，此舉意義在於將

猶太人從現代社會意義的有權階級中排除。1938 年 11 月 9 日發生水晶之夜

（Kristallnacht）事件，此次事件是納粹首度有規模、有計劃的公開攻擊猶太人，

甚至被視為猶太人大屠殺的起始。當晚全德境內有超過七千家猶太商店，一千五

百多座猶太會堂遭到破壞，因為商店櫥窗被砸破，玻璃碎片散落於夜晚的街道，

為「水晶之夜」一名之緣由。三萬多名猶太人被逮捕，送入集中營，結果除了死

於營中，其餘則被驅逐出境。 

    以血統之名切割群體所造成的問題，另方面是知識文化的外流。德國驅逐猶

太人的其中一層影響，近似於本文第一章談到的，法國王朝以宗教之名驅逐新教

徒，流亡者遂將其知識技能帶至外國。納粹上台後，科學、美術、音樂、哲學等

各界猶太裔傑出者，多被迫離開德國。 

    既然反猶思想並非新潮，猶太人的生存模式亦長久不被認同，為何這些了無

新意的意識形態卻突然成為殺害猶太種族的有力工具？總歸而言，從十九世紀的

極盛到一戰戰敗，再到搖搖欲墜、民心不向的共和政府，許多因素逐漸累積，再

經由操縱社會心理的手。首先是德國人對戰爭結果的落差感，在對國族懷抱信心

之下落敗，心理上需要出口。而新政府不得人民信任，再加上經濟崩潰且持續惡

化——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一戰前夕卻是其經濟 強盛的時候，包括 1923 年的通

貨膨脹，1929 年經濟不景氣造成連年上升的失業率，甚至原本相對安穩的中產

階級也受波及（見圖 13）。生活的困難與失望，導致政治態度之趨於開放，德國

																																																								
55 根據猶太歷史學家福伊希特萬格的童年回憶，其父母談論到托馬斯・曼，說其因「頹廢作家」

風格，亦受納粹打壓。艾德加‧福伊希特萬格、貝提勒‧史卡利著；粘耿嘉譯，《我的鄰居希特

勒：1929-1939，一名猶太歷史學家的童年回憶》（臺北：貓頭鷹，2014），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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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理念與立場變得模糊。尋求「救世主」的心理，致使人民願意對說辭迷人的

納粹黨付出信任，接受納粹激化的種族主義。 

 
圖 13：1923 年，柏林變賣市場。56 

 
二、一戰的究責問題 

    在戰爭進行期間，多數德國人一直抱著近乎理所當然的信心，樂觀認為德國

終會得勝。戰場之外，即便因為物資縮減而影響波及民生，一般人民對戰爭可說

是缺乏真實的理解，關注戰報可為平凡日常帶來刺激，甚至令人有所期盼，如此

從白紙黑字上一次次更新著戰情消息，德國人同時等待「 後的勝利」之到來。
57直到 1918 年 11 月 9 日德皇退位，11 日德軍投降，德國人普遍不能接受這個結

果。而更嚴酷的是，隨失敗而來的還有戰勝國提出的種種要求，也包含報復性的

條件，這讓德國人在戰敗一事上有了受外國迫害的感受。 

    1918 年的革命之後，政治混亂。而新掌權的共和政府也不得民心，「那些新

當權派泰半是一些處境尷尬的冬烘先生，突如其來落入手中的權力反而變成極大

																																																								
56 一戰後德國經濟狀況惡化，影響到的不僅是底層人民，甚至造成社會階級邊界的瓦解。這張

照片顯示，當時以養老金為主要收入，而原本是中產階級的柏林市民，也需要變賣家中物品換取

現金，甚至是傳家之寶。這種變化嚴重考驗著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圖片來源：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4095 (2017.6.18)。 
57 本文此處主要參考《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文字紀錄。在該書當中，賽巴斯提安・哈夫納以

其親身經歷回憶這段往事。另外從十九世紀末的樂觀氣氛亦可得知，許多歐洲人認為戰爭很快就

會結束，而自己的國家終將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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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擔。」，58又因此時關於政治學上追求「進步」的純粹理想，可說對實際面

的問題無足輕重，何況在共和政府的檯面下也是各黨派結盟操作，國家的軍事力

量更是從來都握在極右派的手中，這些舊保皇派並不打算給予共和政府支持。而

從戰敗德軍中組織而成的自由軍團（Freikorps），以一個準軍事團體而言它具有

明確的政治特徵，在十一月革命期間大力打擊左派份子，也是右派勢力的延續，

在其行動中持續造成紛亂。 

    「德國為何會失敗？」遂成為一個當時政治上的假命題。極右派的做法是以

此操作種族主義，換言之，他們利用這個問題，利用德國社會急需一個歸咎對象

的機會來打擊敵人。相較於其他具有穩固思想及深厚傳統的黨派，例如天主教極

端保守派、共產主義、穩定中間派等，納粹的思想內涵是薄弱的；與左翼或右翼

之文化傳統不同，納粹主義的中心價值幾乎就是種族主義而已。因此他們轉而利

用當時各種社會問題，以及人民的普遍焦慮，來煽動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和

對猶太人的厭惡，獲取選票與支持。 

    然而納粹並非 1933 年才突然拔地而起，也非在國會席次弱勢時就不存在。

先不論西歐反猶思想已有數百年之久，到十九世紀，猶太人取得經濟上的優勢並

因國家政策而被解除禁令時，出於對自身利益的維護，貴族階層特別反對解放猶

太人。納粹宣傳之激起種族問題，除了對「德意志精神」的號召，更是利用猶太

人長久以來的社會角色和刻板印象，加以渲染，喚起自十九世紀以來德國社會對

猶太人的疑忌。而這樣的聲音，從一戰結束之後就未曾停息，例如 1919 年即有

的「背後刺一刀」（Dolchstoßlegende）之說（見圖 14）。 

 
圖 14：「背後刺一刀」諷刺漫畫59 

																																																								
58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著；周全譯，《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台北：左岸，2007），頁 58。 
59 圖為 1919 年的諷刺畫片。畫中描繪正在戰場上作戰的德軍，背後遭人刀刺，兇手帽上標示六

芒的大衛之星，明指猶太人所為。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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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刺一刀」傳說是極右派份子用以宣傳的說辭。主要論調是第一次世界

大戰之所以敗，問題不在德軍犯了什麼錯誤，而是家裡出了內賊；作戰的德軍是

無過的，可惜他們背後早已被人刺了一刀。內賊暗示的正是共和分子與猶太人，

甚至社會主義者。60主要原因在於共和政府簽署了停戰協定，這些「內賊」不支

持戰爭，因此可見對國家的忠誠有瑕疵；內賊以合約方式將德國的利益讓給外國。

另一方面，又煽動國內的抗議與罷工等行動，致使社會動盪。這些刀刺德國之人，

便是背叛德國。此論述將「阻礙德國獲得勝利」的猶太人放在反對德國的位置，

透露出極右派的軍國主義思想。對此，猶太知識份子沃弗哈德（Willi Wolfradt, 

1892-1988）提出說法，陳言「背後一刀」實是一把自衛之刀，是為了令德意志

免於戰爭摧殘的力量，而真正刺殺的對象，則是德國的軍閥勢力。61沃弗哈德點

出了「背後刺一刀」傳說針對的問題，也幾乎點出德意志的戰爭心理。「背後刺

一刀」的論述基礎，或者說其操作的意識形態，即為反猶主義長久以來對猶太人

的疑忌，是以新手段將舊內容提出。從來猶太人與國家的從屬關係就是相對薄弱

的，因為他們長久以來都被視為非國家的成員，尤其在德意志地區，「貌似」貴

族或布爾喬亞的猶太人，卻依然不被貴族或布爾喬亞視為同類，即便他們在某些

條件下擁有類似貴族的特權，猶太人自己便成一個階級。而猶太人的「忠誠度」

也因為其經營型態而幾乎被否認，例如羅斯柴爾德於法國的家族，在 1848 年革

命時是如何迅速地轉換其服務對象。他們跨越國家的生存方式遂遭反猶主義者拿

來大作文章。 

    反猶主義向來是超越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超越國家的，對應於猶太

人的族群形象亦超越國家與社會。因而在納粹極權之越趨強大時，是以「取代猶

太人統治世界之地位」來作為德國人的號召。對戰敗的德國而言，找到一個歸咎

對象是普遍大眾的心理需求，並且其造成之效果不但有用，更喚起了長久以來一

直存在、而曾經蟄伏於表面下的仇猶思想。在一戰結束後，右派開始以論述將猶

太人置於罪犯的位置；納粹時，反猶主義又成為一個具有唯一正確性的國家理

念。 

 

  

																																																																																																																																																															
http://arthistery.blogspot.tw/2013/01/o-plakatach-i-walce-z-bolszewizmem-cz-2.html (2017.6.18)。 
60 Paul von Hindenburg, “The Stab in the Back”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 15-16. 
61 Willi Wolfradt, “The Stab-in-the-Back Legend?” in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 p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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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德意志猶太人」的幻滅 

 
    1922 年拉特瑙遇刺一案揭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德意志猶太人終於必須面

對的問題。拉特瑙實際上是一名熱忱的愛國者，不論是戰前準備或戰後重建，他

都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其中主要因素在於拉特瑙認同自己是德意志的子民，並

一心為推動一個更好的德意志而行動。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超過一萬名為了

「祖國」在戰爭前線喪生的猶太人。他們雖然具有猶太血統，而在德國出生、成

長，並且生長環境中的猶太因素日漸地消微，認同德意志帝國為其國家。又如猶

太裔化學家弗里茲・哈伯（Fritz Haber, 1868-1934），戰爭期間主持研發具高度殺

傷力的化學武器，亦是為了對「祖國」有所貢獻，表示忠誠。 

    在這些德意志猶太人的身上，矛盾性從未消逝。錫安主義猶太人在文化衝擊

下選擇回歸傳統，建立猶太國。而「德意志猶太人」其中卻有極多數同時認同猶

太血統與德意志國民的身份，他們的身份認同建立於幾代的積極融入，以及自我

教育，甚至在威瑪共和時期貢獻了極高的科學與文化成就。「德意志猶太人」之

認同感， 後的幻滅並非在於納粹種族屠殺，而是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中，他們被

打成了外國人，因為這些言論否定了「德意志猶太人」一詞的意義，他們長久以

來對自我、對文化，甚至對社會連結的認同感。而如前文所述，反猶主義始終存

在，安全的黃金期也僅是危機的蟄伏，德意志猶太人的身份認同在融入社會、自

我成就之過程中建立，而在危機的年代瓦解。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提出一個別具深意的說辭：德國社

會通常善待個別的猶太人，對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卻抱著明確的歧視。這中間另

外包含一個意思：猶太人作為一個群體的存在時，不同於個體，便給社會帶來疑

忌與威脅。62亦有謠言流傳猶太人若真的強起，將會主導操縱世界之陰謀說，其

基礎來自猶太人的群體概念，他們的「集團」與國家權力存在平行的關係，而這

些拉著跨國網絡互相聯繫的猶太人又經手金錢流動，甚至透過財務上特權與當權

者維持親近關係，如此生存型態遂招致污名的結果。 

    針對反猶主義的本質，鄂蘭認為並非一個政治行動，它的動機源自一種純粹

的憎惡，是政治所不能解釋的情結。直到反猶主義者真正採取實際的攻擊之前，

這種憎惡引起的態度與情緒在社會上影響著猶太人的生存處境，甚至一部分塑造

																																																								
62 關於德國社會對猶太人的矛盾心理，漢娜·鄂蘭所言描述了一個清晰的狀態：「整個社會沒有任

何一個階級打算承認猶太人的社會平等，即他們在政治、經濟和法律上應有的平等，而只接受他

們之中的一部份例外人物。那些猶太人聽到這種奇怪的恭維，說他們是例外的、特殊的猶太人時，

心裡都十分明白，正是這種模稜兩可的說法——意即他們是猶太人，但又假定他們不像猶太

人——向他們打開了社會的大門。」漢娜．鄂蘭著；林驤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臺北：左岸，

2009），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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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猶太人的生活方式。63 德意志猶太人之建立自我認同，不失為一種自我保護、

自我提升的方式，同時也是獲取利益的手段。認同德意志文化並非他們唯一的選

擇，長久以來的生存之道亦是對環境壓迫的回應。雖然在歷史事件的影響下，一

個族群因其處境創造出來的認同身份以及文化，曾經被否定或消滅，本文的研究

目標仍在於，從環境賦予的機會與文化活動中，德意志猶太人如何塑造自己的身

份與認同，並以其身份與認同，豐富了德意志的社會與文化。

																																																								
63 「歧視和吸引不能在政治方面產生影響，他們既不會產生反猶太的政治運動也不會以任何方

式保護猶太人免受敵人傷害。但是它們毒化了社會環境，扭曲了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所有社

會交往關係，並對猶太人的行為造成了特定的影響。亦即，猶太人的行為是由特定的歧視和施惠

兩者共同構成的。」漢娜．鄂蘭著；林驤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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