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何謂啟蒙運動 

一、啟蒙運動的文明史意義 

概括說來，文明史上「啟蒙運動」的意義是：第一，持續科學革命以

來對科學方法的信心，啟蒙運動表現出對「理性」的高度肯定，認為理性

是人類探知世界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效的天賦能力
1
。此信念的具體表現

是，因相信當時在天體運行研究上所發現之有規律、可理解的宇宙秩序亦

同樣存在於人間世界，不但追求以普遍性意義解釋人類活動的「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在此時代正式出現，其他學科也呈現數理化與量化研究的新

發展。第二，科學革命所論證及衍生的新宇宙觀與中古以來人們所相信的

基督教說法差異甚大，強力挑戰了基督教啟示性信仰的真確性及傳統以神

學為主導的學術體系，啟蒙運動承續此神學知識體系正受衝擊的背景，比

起「宗教改革」僅針對不合理教會與宗教規範發難的作風，對於神學權威

與宗教迷信的批判更加不遺餘力。而推翻中古知識架構後，如何才是「合

理」的世界與社會結構及人類思想與行為表現的準則，成為啟蒙運動者念

茲在茲的關懷，舉凡信仰、社會、政治、法律、經濟，甚至醫學、生命科

學、化學（煉金術）等種種與人類現世生存相關的課題，皆是其致力探求

的目標，此乃西方文明繼文藝復興後更進一步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發展

2
。第三，科學革命推翻了中古認為世界是靜滯與註定衰敗的認知，許

多學科皆出現了「時間」作為影響事物變化因素或歷史演進的觀念。諸如

地球的生成、自然的演變、生物繁衍的過程、語言的變化、聖經非為上帝

話語的直接記錄而是人為編述的文本、人類的心靈、社會、政治結構皆能

有所發展改進等，人們認知到，事物並非一成不變，其有過去的脈絡可供

探索，亦有未來的進程正在發生。不過，雖然事物可能變好、亦可能變壞，

                                                 
1 相對而言，其他人類探索世界的方式如直覺、情感、想像等，要到啟蒙運動後期才漸漸

為人所強調。 
2 「世俗性」是相對於宗教價值「他世性」(otherworldiness)的強調，中古時代人們以宗教作為

生活的重心，不關心現世生活，文藝復興帶給西方中古後期的第一次在此價值觀上的突破，啟

蒙運動則在科學革命後以各種學說知識的研討及宣傳，更廣泛地肯定世俗性價值。王世宗，《現

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台北：三民，2003），頁 4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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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人類理性能力的信心，啟蒙運動者普遍相信得以找到使事物往好的

方向進展的法則，因而對文明的前途抱有轉好的展望，是「進步觀」的忠

實信徒
3
。第四，較諸之前時代視知識為特權、視研究為學者個人行為的封

閉性態度，啟蒙運動者顯得樂於從事團體組織與知識或理念宣揚的工作，

例如，積極參與公開的知識討論與宣講活動、出版引介或附和新科學與新

思想的著述等。此種開放性與主動性態度使得啟蒙運動迅速自興起地巴黎

向外傳播，終而擴及其他西方世界，成為流行一時與影響深遠的新價值體

系。 

簡言之，啟蒙運動是一次由知識份子主導，發揮自然科學研究成果，

使 社 會 更 加 肯 定 世 俗 價 值 、 離 棄 傳 統 基 督 教 神 學 思 考 的 世 界 觀

（Weltanschauung 認知世界態度）的轉變；無論在時間階段或性質意義上，

都可說是歐洲文明由現代早期(early modern)進入現代的轉折關鍵。其認為

人人均有理智及道德的可完善性(human perfectibility)4
，欲脫離神權、啟迪

「民」智，乃文藝復興人本精神與宗教改革個人主義的發揚，而其致力普

及為「常識」的各種學說，則有賴文藝復興、宗教改革與科學革命以來，

西方知識系統與研究方法突破基督教神學教條，一步步朝向世俗化及合理

實用(rational pragmatism)的發展
5
。 

 

 

二、啟蒙運動發展的背景及其與西方知識體系發展的關係 

1. 中古學術乃為宗教服務 

學術不為解釋宗教、獨立於任何可能扭曲其真理的勢力之外，此為現

代熟知的觀念（雖不盡然實現），卻非為啟蒙運動之前的西方社會所普遍

認同。在中古，知識是為宗教而服務的。自從希臘羅馬文明衰亡以來，基

督教會一直是最重要的學術與教育單位，它們往往以宗教為先，求知為次。

                                                 
3 王世宗，《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頁 137-144。 
4 Fania Oz-Salzberger, “Aufklärung,”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1, 98. 
5 Jean Mondot, “Germany” in Michel Delo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2001), Vol.1,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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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古早期的修道院(Abbey Schools)，在主要的靈修與祈禱工作之外，因抄

寫古籍與翻譯希臘古典著作也是其修行生活的一部份，才在無形中發揮了

預 期 外 的 保 存 及 傳 遞 希 臘 羅 馬 文 化 的 功 能 。 稍 後 發 展 的 主 教 堂 學 校

(Episcopal or Cathedral Schools)，因以訓練為教會組織工作的人才為目的，

除基本教義及神學訓練外，不得不兼顧俗學的研修，即所謂「三文四藝」

的七種人文學學科
6
，早期由修道院所保留的希臘羅馬學術，便成為俗學傳

授的主要教材。而至十二、三世紀左右，由於新近自阿拉伯人處傳入的亞

里斯多德著作重新啟發了西歐學者對希臘羅馬學術的興趣，以及查士丁尼

法典的被發現（十一世紀），在一些名師的吸引與號召下，各地學子自發

性地湧至名師所在的主教堂學校中求取深造，如此開啟了後來「大學」的

規模。 

然而，大學的最初功能並非為學術研究，乃以「頒發資格證書」及「灌

輸式教學」(inculcation)為主7。拉丁文「Universitas(大學)」一詞原是社團、

行會之意，如同中古時代許多行業皆有的基爾特(guild)機制，大學即是教師

及學生共同組成的「學者基爾特」，目的在保障教師及學生的經濟利益與

自由權。而大學在發展幾個世紀後，雖然因應社會需求，於科目上分有人

文學(philosophy or liberal arts)8、神學(theology)、法學(law)與醫學(medicine)
四類，但事實上，人文學僅作為其他進階學科的基礎語文、背景知識與辯

證方法訓練的預備教育功能而存在，因此，獲頒人文科學位畢業的學生雖

然最多，但多是不再進修的文科碩士或學士，僅能得到在學院或至更下層

學校教學的資格，普遍社會地位不佳；而有能力向上研修，獲頒神學、法

律或醫學任一科博士學位的學生，學成後才有機會擔任神學家、法學家、

醫師等社會上負有名望的工作。至於其他進階學科，雖分有神學、法學、

醫學三門，實際上卻都是以「神學」作為理論基礎，如同早期教會學校的

                                                 
6 「三文」為文法、修辭、辯證學。「四藝」則包括幾何、算術、音樂及天文。除三文為基本的

語文及邏輯訓練外，所有科目皆有其宗教目的：幾何、算術是為了設計與修建宗教建築而設、

天文是為推算宗教節曆、音樂更是為用於教堂禮儀。 
7 Laurence Brockliss, “Universities,”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op. cit., Vol. 4, 205-207. 
8 「人文學」包括邏輯(logic)、倫理學(ethic)、物理或自然哲學(physics or natural philosophy)
及形上學(metaphysics)等。古代教育體系以文科為主，十七、八世紀以後所習稱的「科學」

(sciences)，僅為古代人文教育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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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學研修，皆是直接或間接為了宗教目的而存在。此外，大學內的教學主

要以口授（耳聽）與教義灌輸為主，並不鼓勵學生獨力研究，經院學派

(Scholasticism)的神學講授雖然注重研讀古代經典後的辯證、歸納功夫，但

歸結的重點卻是要使希臘羅馬學術（以亞里斯多德學說為主）符合基督教

神學理論。中古時代的學者深信，宇宙一切現象的答案早已存在於神學經

典當中，人類能做及理當為之的，只是使其能以人間語言更加精確與系統

化表達。學者越是窮竭心力地以「理性」闡釋經典與現象看似矛盾之處（且

努力研求將其導正回經典的說法），則越能肯定上帝的高明與信仰的可貴；

「研究」於是成為學者的宗教修行功課，經院派神學即是學者在以「信」

為前提下的天人之際的求索過程。 

基本上，上述大學內研究不彰的狀況，要到啟蒙運動快結束的十八世

紀下半葉乃至法國大革命後才有明顯改善9。然而學術研究方法與研究態度

的革新，卻是接續文藝復興的成就，於十六、七世紀起，由自然科學家的

獨立研究及大學系統以外的新興「科學院」(scientific academies)開始的，其

所帶來的科學實踐(scientific practices)、科學理論(scientific theory)及科學方

法(scientific method)的衝擊與發展，蔓延了整個十七、八世紀，號為科學革

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知識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 

2. 哥白尼革命：自然科學「研究」的突破 

十七世紀所謂的「科學」革命，係由文藝復興晚期的波蘭天文學家哥

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的天體觀測與數學計算假說引起
10
，世

                                                 
9 Laurence Brockliss, “Universities,” 206-207, 210. 
10 中古的宇宙觀以希臘亞里斯多德和托勒密的學說為基礎，這個名為地心說(Geocentric)的
學說認為，靜止不動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宇宙是一個有限的球體，太陽、月亮、行星

及其他恆星都在透明的球面圍繞地球而轉動。此學說還斷言，宇宙分有地球所屬的「地層」

(terrestrial realm)與月球、太陽、其他行星及恆星所在的「天層」(celestial realm)，兩者的區

別不只是在宇宙中的位置，還各自擁有不同的本質特徵，遵循著互不相干的運行法則：天

層是一個完美的、無變化的、永不殞落的世界，「第一推動力」(Prime Mover)確保所有星

體處於永恆而自給的圓周運動。地層則是個不完美的變化世界，物體循直線運動，運動的

目的是為求達到靜止位置，且所有事物都逃不過與時俱進的遷變（衰敗）。這個學說看似

完整，利用複雜的本輪(epicycle)與均輪(deferent)圓周體系，也頗能解釋大多數可見天體的

運動，然而，它卻無法周全解釋行星逆行(planetary retrograde motion)的現象。針對這問題，

哥白尼運用天文觀測的資料及數學計算，提出「地球亦為行星」的假說，他認為，如果將

地球看成一顆行星，亦和其他行星同樣圍繞著太陽旋轉，則此體系會比托勒密系統能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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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哥白尼理論的革命性在於：首

先，哥白尼提出地球是會運動的，且確定了地球的三種運動方式（沿著圓

形軌道繞太陽做周年運動，繞著地球自己的南北軸線做自轉運動，以及緩

慢循著北極到北極星的軸線作圓錐形擺動），此言不但否定了傳統天文學

裡主張之地層（球）狀態固定不動的說法，亦帶來「天體究竟是如何在宇

宙中運行」、「宇宙的本質狀態」、「宇宙有無範圍」等新疑問。其次，

中古天文學認為宇宙是有限的，地球為其中心，哥白尼的學說證明地球並

非宇宙中心，並給予宇宙中心是在靠近太陽某處的答案，此非但是對於傳

統說法的否認，過去人們基於此宇宙觀而建構之「地球為仁慈的上帝創造

給人類使用」、「宇宙是圍繞人類而旋轉」的觀念亦隨之動搖
11
。最後，哥

白尼的假說與伽利略的實證挑戰著千百年來人們所相信的神學知識系統，

逼得無論天主教或新教，均需對其教義進行說解或修正，這不僅僅是對號

為「神啟宗教」的基督教信仰公信力的重大打擊，同時也引發了十七、八

世紀時人對原有知識體系及認識知識方式的懷疑，進而欲重新探究。 

3. 科學革命的內涵 

中古經院學術主張信仰高於理性，且信仰的真和理性（知識）的真是

相容一致的，上述哥白尼革命對於傳統神學論述的打擊，不僅教會感受其

挑戰的威力，一般信徒（包括科學家本身）也同樣感受其中信仰與理性衝

突的緊張性
12
。畢竟，在西歐宗教社會中，人們最關心的是如何得救，知識

                                                                                                                            
全地解釋天體運行現象。不過，哥白尼並非是第一個提出地繞日說的科學家，且因明白自

己的研究是一個抵觸基督教神學的說法，所以他小心翼翼地、幾乎是在快過世前才同意將

《天體運行論》(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Spheres, 1543)以假說方式公開發表，因而並未引起同時代人太大的震撼，當時科學界注意

到的是書中關於行星位置的詳細測量及相關的數學運算，教會方面僅有新教路德宗和喀爾

文宗視其學說為對《聖經》權威的挑戰。然而，到了 1610 年，當伽利略(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將望遠鏡對準天空，發現月球表面佈滿坑洞、金星與月球同樣有盈虧現象（證明

天層的星體並非傳統天文學所說的完美無瑕）、無數從前不為人類肉眼所知的星體，以及

四顆木星的衛星（證明傳統天文學說法的不確實及肉眼觀測的不可靠）後，人們很難再否

認哥白尼學說的正確性與革命性，由是引起一連串科學學術及研究方法的發展。 
11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0. 
12 例如，伽利略感受科學研究結果與神學教義衝突的緊張性，在其著作中偏離科學主題進行《聖

經》的相關詮釋，此為引起羅馬天主教注意其研究與著作的真正原因。教會當局認定哥白尼學

說有潛在的革命性和異端性，因而對執意繼續支持及宣揚哥白尼學說的伽利略進行宗教審判。 



 
 

 

6 

 

的研究除生存所需，原是為了印證神意而存在的。天主教教會最後選擇否

認哥白尼學說與限制伽利略的出版及人身自由，藉以維護傳統神學體系的

權威，一時間確保了中古以來信仰高於理性之上的堅持，但也在無形中放

棄了信仰的真與理性的真為一致不抵觸的傳統說法，埋下之後因科學繼續

發展對其教義主張造成更大打擊的種子；新教教會雖仍主張《聖經》的權

威性，但慢慢改變其對《聖經》解釋的態度，即由按字面(literally)說解轉

為探其寓意(allegory)的體悟，加以新教認為，凡人從事任何正當而有用的

工作都是信仰的表現，且科學所發現世界之秩序與完美的物理世界，正彰

顯出上帝造物的睿智與神奇，因此鼓勵科學研究，造成新教地區普遍支持

科學研究發展的風氣
13
。而較諸基督教會的躊躇，知識份子對於哥白尼革命

的回應便顯得相對熱烈，他們很快渡過剛開始的信仰危機，轉而擁抱中古

即有的「理性上帝(rationality of God)」概念，改變自己對神性及宇宙運行

規則的認知，因而能安心接受哥白尼革命中不同於傳統神學的發現，進一

步地建立更多突破性的學術研究成果。如學術實踐上，基於前述天文學發

現而開啟的新宇宙觀（本體論）探討、物理學（尤其是力學）與數學的發

展
14
；科學方法上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的

主張與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對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的重

新肯定，及科技設備的改進等
15
，此即科學革命。 

                                                 
13 王世宗，《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 頁 50, 118-120。 
14 哥白尼革命破解了傳統關於宇宙狀態與運行方式的說法，直接引發了哲學宇宙觀（本體論）

及物理學關於天體及物體運動原理的研究（傳統以為，靜止是物體的自然狀態，物體運動的目

的是為了趨於「靜止」，但科學革命的研究證實，世界的自然狀態應為「運動」，物體乃因受阻

（如摩擦力）而停止運動）。而此期間內一系列天文學與物體力學的發展，主要都是靠「數學」

作為其演算推論的工具，例如哥白尼最初是以繁複的數學計算來支持其地繞日理論的假說，伽

利略則靠幾何處理地球上物體的直線運動問題，而直待十七世紀末牛頓及萊布尼茲發明微積

分，才能以數學完善解釋行星的曲線運動模式。 
15 使伽利略能觀察到月球與行星外表的望遠鏡最早是在十六世紀末發明的，而後隨著科學研究

的進展而不斷被改良，製造倍數更大、功能更多的望遠鏡。另一個重要的觀測儀器則是對生命

科學研究甚為重要的顯微鏡，最早的顯微鏡觀察報告僅能將物體放大五倍，至十七世紀末，列

文虎克(Anthony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已能製造將物體放大 300 倍的顯微鏡。其他如對

實驗科學甚有幫助的氣壓計和溫度計等，都是科學革命時代重要的儀器發明。和後世相比，十

七世紀時所發明的儀器的確顯得微不足道，但它們的意義並非功能上的，而是當時人們及後來

啟蒙運動者所展現之對於科學研究與科技使用的樂觀信心，例如法國《百科全書》的編撰者便

以大量篇幅，專門收集和介紹關於科學、工藝及機械技術的知識。他們認為儀器和技術能協助

人類剷除阻礙進步的障礙，使人終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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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學革命對後世影響之最深遠處，卻非科學理論及科技的發明，

而是上述歸納與演繹二科學方法背後，「經驗主義」(empiricism)與「理性

主義」(rationalism)的知識論立場。蓋哥白尼革命否定了中古經院派學術，

造成學者對於所謂神啟知識與神學知識系統的懷疑，面對此境況，學者先

是發展出否認先驗知識的「歸納法」，認為人類雖僅能由不可靠的感官經

驗獲得訊息，但藉著大量的資訊蒐集、歸類及精確的實驗與分析控制，將

可建立關於真知的通論或規則，此為「經驗主義」的知識論立場
16
。然而，

隨著科學研究本身遠離事物表象、深入物理原則的抽象性發展，感官經驗

及歸納法的有效性遭人質疑，甚至發展出「懷疑主義」的論調，學者不得

不再度採取中古經院學術心物二元論立場，主張物理及真理皆是先驗而存

在，基於肉體（感官）的經驗與觀察不足以掌握真相，而基於靈魂（人類

理性之所在）的理解和推論，即「演繹法」，乃是人類唯一可行（但非完

美）的探索方法
17
。此科學革命後期所確立之「經驗主義」與「理性主義」

知識論（尤其是理性主義立場），不但在理論上可完全取代中古基督教神

學的知識論體系，同時還啟發出一種新的「科學式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亦即基於篤信宇宙及世間一切均蘊含理性通則，人們以為，科學革命所發

展出來的理性方法將可解決人生與社會所面對的所有問題。此為科學革命

為西方文明發展提供的最重要基礎，亦是啟蒙運動的動力來源
18
。 

另外，科學革命雖以理性論證方式，暫且解決了哥白尼革命所帶來的

大部分難題，如以機械哲學(mechanical philosophy)解釋宇宙與天體的結構

及運行法則、物質的本質狀態及其運動方式，以理性主義或經驗主義闡釋

人類心靈的狀態、知識的本質與侷限性，以及推論出自然神論(Deism)來解

釋神、自然及其二者與人之間的關係等，但也因此刺激更多新學說與新研

究方向的出現，影響既有知識體系及學科性質產生改變、轉化與分立，乃

至造成全新學科的出現。例如，當時在大學內，學者漸漸接受了研究自然

現象的部門自人文學院內分出，及其放棄傳統以神學為物理知識解釋基礎

                                                 
16 其實經院派學術的知識論，也是基於理性主義的演繹法，但此理性演繹是有預設答案的，

即絕對不能超過基督教教義的認知體系。 
17 王世宗，《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 頁 121-125。 
18 同上註，頁 11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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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統稱此類學術為「自然科學」或習其舊稱「自然哲學」。此新科

學學術與原來的最大不同，是開始重視事物表面現象的具體分析，而不再

致力於事物本原意義的抽象性探索，因而除原有推理性科目如數學、天文

學、物理（力學）等繼續發展外，亦生出不少以觀測和實驗為基礎的新興

學門，包括以中古醫學和煉金術為基礎的「化學」，由中古本體論、認識

論及醫學分出、綜合研究人類心理及生理反應的「心理學」，專事研究地

球生成與演進現象的「地質學」，以及由中古物理、醫學、化學及文藝復

興後所產生之博物學所延伸的「生命科學」(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of life)
等

19
。而在科學獨立成科後，大學內的人文學門亦脫出神學束縛、自行分化，

如具有現代學術專業意義的「哲學」部門正式在十八世紀下半葉的大學中

出現；傳統人文學院內即有的歷史學、語言研究、聖經評注（宗教詮釋）

等科目，亦在科學式人生觀與世界觀的影響下，出現了重視遷變、追求通

則規律的新發展。最後，在破解了基督教神學知識架構，關於宇宙、自然、

人、人與宇宙及自然的關係都還能所合理詮釋，並在其間發展出肯定人生

為人之意義與肯定世俗追求的新價值觀後，學者更加關心人類現世生活的

安頓及如何獲致幸福等課題，積極地認為人事問題也應如同宇宙及自然現

象，得藉科學方式，合理闡釋其意義與規律，所謂「人的科學」(Science of 
Man)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即由此出現

20
。 

 

總而言之，十七、八世紀的歐洲，神學遜位讓出大片未知或被解構的

知識體系，吸引知識份子前往一探究竟，因而造成科學革命及啟蒙運動的

學術新成就；前者使中古時被忽略的自然哲學（科學）大放異彩，後者則

更進一步擴大與分化了人文學科的內容，造成許多新學科的出現（如社會

科學），亦促進其他傳統學術如醫學、法學、神學等學科產生性質上的轉

變。本來，中古學術以信仰為主要目的，人文學僅為其掌握知識的基礎工

                                                 
19 生命科學經十七、八世紀發展，至 1802 年才正式得名為 biology 生物學。王曾才，《西洋

近世史》（台北：正中書局，1976），頁 264-276。 
20 各學科雖呈現分化與專業化發展，均一致性地表現出對於理性與自然律的信念，例如皆

傾向使用實驗（證）或數學式（理性）語言的研究方法、相信並追求普遍性歸因的存在，

以及納入「時間」作為對自然及人文社會影響重要因素的概念等，此為理性主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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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其他科目除神學兼有信仰及實際（擔任教職）功能外，法學、醫學皆

是為生活實用而非為求知而求知的學術性態度而存在，但自文藝復興經科

學革命至啟蒙運動的過程中，神意宇宙觀及他世追求的價值觀逐漸崩解、

迷信與無知遭到批判，新的世俗化世界觀及追求現世幸福的人生觀漸次形

成、理性與科學方法的運用使得學術脫離信仰獲得獨立地位。換句話說，

西方文明自文藝復興所開啟之早期現代階段，從某方面而言，乃教條式神

學與僅為求生的學術逐步失色，而以人為本、唯理論證之人文學價值卒獲

地位的求知（真）進程。啟蒙運動為此過程的成果，亦為文明自猶信神意

的早期現代進入信仰與理性兩分的現代世界的轉折。 

 

三、科學革命到啟蒙運動的轉變 

十七、八世紀的西方正進行著一場影響深遠的知識與思想革命：舊的

思想體系與價值觀被否定，現代性概念則在此期間一一被確認、萌芽或成

形
21
。就其表面現象通言，此知識與思想革命包含了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二

階段，為一學術研究態度、研究方法的突破，並且伴隨著大量新興自然科

學研究機構、團體與研究成果的出現，現代學術分科範域及其基礎研究方

法的確立，大抵肇始於此。 

然而，倘若更進一步觀察此知識與思想革命當中由「科學革命」（十

六世紀末葉開始）至「啟蒙運動」（十八世紀）的演進，則可發現，首先，

在求知與認識世界的態度上，較之科學革命，啟蒙運動者顯然更為信賴人

類理性的有效性。啟蒙運動不僅大大擴張其理性求知的範圍，使理性求知

由物理自然範疇擴及人性、人生及社會各層面，且在理性接受事物遷變本

質的基本立場上，表現出信奉「進步觀」的傾向，普遍認為只要掌握得法，

                                                 
21 現代性(modernity)是指現代世界所標舉或追求的某些文明價值與意識形態，包括經文藝復興

而提倡的人本主義、民族建國運動宣揚的民族主義、宗教改革標示的個人主義、科學革命和啟

蒙運動肯定的理性主義、工業革命刺激的資本主義，以及法國大革命與英美民主改革所確認的

自由主義等。其中，理性主義為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所新肯定的普遍性價值，人本主義與個人

主義亦在啟蒙運動的發展及傳播過程中獲得發揚，民族主義（民族建國運動）、資本主義（工

業革命）及自由主義（法國大革命與英法民主改革）則是與啟蒙運動同時的歷史發展，換句話

說，十八世紀對現代性概念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雖然其中許多概念在當時僅為初萌芽的未成

熟狀態。王世宗，《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頁 26, 36-37, 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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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使事物朝向好的方向發展。此外，科學革命仍保有以理性支持信仰的

基本態度，啟蒙運動時代的學術則表現出使理性脫離信仰而獨立運作的趨

勢；十八世紀後期的自然科學探討已逐漸脫離事物本原意義的探究，轉而

專事於表面現象的歸納、實驗與分析，而其時關於人事社會現象的探討，

也往往不涉及信仰與宗教方面的意義。 

第二，由於十七、八世紀歐洲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穩定演進，

比起科學革命主要侷限於學者圈內的發展狀況，啟蒙運動的傳播性亦更勝

一籌。當時（尤其十八世紀下半葉）不僅各公、私立學術研究機構與團體

增多，許多宗教組織也發展出鼓勵研討世俗性學術的風氣，最知名者如共

濟會 (freemasons)，另外還有模仿其組織模式而成立的巴伐利亞光明會

(Bavarian Illuminati)。此外，藝文性組織如讀書俱樂部(reading clubs)、圖書

館(lending libraries)、沙龍、咖啡館或茶館等打破階級界線的公共聚會逐漸

風行
22
；識字率、出版量、閱讀風氣及閱讀尺度亦頗有長進。加以啟蒙運動

的支持者相信：促成人類文明的不斷進步得需思想的自由溝通與交流，因

此，雖然公部門針對出版與傳播行為的嚴厲審查(censorship)有增無減，但

藉著上述機構團體公開或祕密地宣傳，啟蒙運動仍是如火如荼地擴散開

來，影響的文化層面、社會階級與地理疆域，皆遠勝於科學革命。 

第三，較之科學革命侷限於自然科學學術內探索的保守，啟蒙運動更

清楚地展現出對單一世界(world as one)與普世性價值的追求。啟蒙運動者的

性格多半有某種程度的熱情（衝動）與野心勃勃（激進），具備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與追求人類全體幸福的理想，偶有超越個人、民族與其文

化環境的氣魄。然而，此為人類剛從宗教世界掙出、不再自覺卑屈於神意

的天真表現，其追索普世價值與人間天堂的信念是一種思想習慣，而非經

歷與反省後的知覺（因為神學本就強調普世價值），其執意相信理性之全

效，乃因未曾探索至理性極限，與未曾經驗非理性因素使理性崩盤的歷史。

換句話說，雖然啟蒙運動當中相信自然神或無神論者仍屬少數，啟蒙運動

思想的內涵與發展情勢的確提供了「無須神之存在，人可自行安妥世間秩

                                                 
22 此時的打破社會階級界線，主要是指部分貴族開始樂於與受過良好教育或擁有資產的平民

（即所謂中產階級）交往，並不涉及廣大的、主要以務農為生、少受教育的下層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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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思考理路，此與宗教改革後基督教會分裂、公信力受損，世俗政權

力圖脫離羅馬教廷掌控、追求民族國家發展的趨勢吻合，啟蒙運動後期「開

明專制」的實踐，當為此兩種歷史脈絡的合流。 

 

綜言之，啟蒙運動乃西方初自中古神權社會掙脫，重新探問人類置於

宇宙何處、人生所為何來、世界何去何從等「大哉問」的表現。其由當時

引領歐洲文化潮流的英格蘭與法國首發其聲，且其關於人生社會的提問、

對教會與傳統舊習的批判，與高度肯定「理性」能力的理念，乃人人皆易

領會與運用的概念，因而啟蒙運動能迅速傳播，成為十八世紀西方社會共

通（但或多或少）的文化現象。 

本文旨在探討環繞「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種種現象，包括其高等學術

如何在科學革命潮流的影響下突破中古知識體系與突破後的發展、當時神

聖羅馬帝國內外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對日耳曼啟蒙運動思想之發

展與傳播的影響，以及其如何展現啟蒙運動基本精神等問題。選擇以日耳

曼啟蒙運動為題，係因其尤能呈現啟蒙運動與學術、宗教及政治互動情況

的歷史背景：日耳曼地區地理上緊鄰啟蒙運動的發源地英法二國、信仰上

則為宗教改革與宗教戰爭的首「戰」之區，境內各教派與政權長期以來一

直在尋找一統教會破滅後的解決之道，乃至其境內各小邦在啟蒙運動期間

所呈現之政治力的活躍，終而發展出湊合啟蒙運動理念及專制王權需求的

「開明專制」等。希冀能藉日耳曼啟蒙運動為例，進一步理解啟蒙運動的

來龍去脈與文明史意義。 

以下將先以本緒論之後半，針對日耳曼地區十七、八世紀之交的歷史

背景略作闡述，再進入本論文研討日耳曼啟蒙運動特質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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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發展背景 
 

一、復原與更新：三十年戰爭後的神聖羅馬帝國 

三十年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48)是神聖羅馬帝國歷史的一個重

要轉捩點。它的重要性，不是因為戰爭本身或象徵其紛擾結束的西發利亞

條約(Treaties of Westphalia, 1648)真的造成了什麼突破性的劃時代變局，而

是，經過冗長的國際參與及妥協交換的條約訂制過程，某些早在戰前或戰

爭期間便在改變中的事實，被普遍地「承認」了。諸如界劃上某些爭議土

地歸屬的定案、政治上各邦不願再聽任哈布斯堡王室號令23、宗教上各新、

舊教派教產與勢力範圍的規範等等，在某種程度上，威西發利亞條約宣告

了神聖羅馬帝國一統帝國與歐洲一統教會理想的放棄，示範了國與國之間

談判交涉的外交形式與維持均勢的基本原則，提供日後列國並立及教派分

歧發展的法源依據。這份大事抵定的確認感，以及人心倦戰的氣氛，使得

神聖羅馬帝國在三十年戰爭後呈現極力避免爭端、追求穩定發展（復原）

的保守性。 
這份保守性，表現在宗教上，可以看出，威西發利亞和約的領土分劃

間接使新舊教派長年因根據地混雜而衍生紛爭的情況獲得改善，形成帝國

境內天主教獨大於南部、路德宗在北部執牛耳、喀爾文宗的少數據點也可

安穩續存的和平局勢。另方面，經歷戰爭的長期破壞，各教團此際均以人

員招募、教士訓練與組織重建為第一要務，無暇顧及伸張教義或撻伐異端

等易生紛擾的事24。因此，即使民間仍廣泛存在對非我信仰者的敵視、猜疑

或仇視心態，偶有因宗教而生的動盪與小暴亂（新教徒與天主教信徒之間、

                                                 
23 Derek Beales, “Love and the Empire: Maria Theresa and her co-regents,” in Robert Oresko, G. 
C. Gibbs, and H.M. Scott ed., Royal and Republican Sovereign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ssays 
in Memory of Ragnhild Hatt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79-499. 
24 戰後，帝國境內的新、舊教會均得面對百廢待舉的教團重建工作。舊教靠著實力雄厚的

耶穌會，以及來自羅馬教廷或其他舊教區的國際援助，復原工作得以較快進行，組織性質與

服務項目也顯得較為開放、友善、具公共性。與之相反，新教內部教團分立，彼此互不往來，

在人力及資源的集結上，不如舊教地區便利及優渥，因而戰後早期，神聖羅馬帝國境內的各

新教教團顯得更具保守性格，多侷限在教團內部事務及自家的教區服務工作。John G. 
Gagliardo, Germany under the Old Regime (London: Longman, 1991), 17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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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路德宗與喀爾文宗之間、基督教徒對猶太人或其他異教信仰等），基

本上，所有人都不希望此些爭端再度引起國際介入的大型戰爭。「宗教寬

容」的概念與相關討論，乃在此際慢慢成形25。而在政治上，藉著法國、瑞

典等國際勢力的支持，威西發利亞條約明文限制了神聖羅馬皇帝的權力，

如往後神聖羅馬帝國皇帝若未預先經過帝國議會同意，不得憑私意行立

法、宣戰、締盟、媾和等事，此舉使得皇帝實權大減，各小邦國君主期盼

已久的「各邦獨立自主原則」(territorial particularism)亦獲得確認。因此，

威西發利亞和約不僅規範著三十年戰爭後帝國各邦與外國往來的原則，從

某方面而言，它也成為帝國境內各小邦維繫自己國內與彼此和平關係的準

繩──君主們普遍希望能保有三十年戰爭後的獨立地位，而為免亂源或爭

端造成國際勢力的再度介入，改變目前平衡穩定的均勢狀態，各小邦國間

一份未明言的共識是，任何有可能威脅威西發利亞條約所協定之秩序與狀

態的宗教、經濟或文化活動，均得將之除去26。 
然而，戰後經濟和民生復育的需求及國際競爭的新形勢，也逼著日耳

曼各小邦的君主們不得一味自居反對改變的保守態度，必須採取能使國家

有效發展的積極作風。三十年戰爭使得神聖羅馬帝國受創嚴重，損失的人

口和經濟力，歷史學家粗估，要到十八世紀中期才完全回復至 1618 年前水

準。而自十六世紀新航路開通以來，西班牙、法國、英國等民族統一國家

皆陸續在新大陸或世界其他地方佔領了貿易及殖民據點，對其國家繁榮頗

有助益；相反的，受到境內政治分裂與戰爭影響，神聖羅馬帝國未能恭逢

其盛，曾經掌握之地中海與北海間的貿易樞紐優勢（尤其是萊茵河沿岸與

北日耳曼地區），又因歐洲國際貿易的經濟中心逐漸由地中海轉向大西洋

而失去了重要性27。威西發利亞條約雖然給予各小邦國獨立自主的發展空

間，但也意味著，自此以後，各邦國便不再有帝國與聯盟的羽翼保護，得

自行面對境內各國之間與國際場域上的列國經濟與地位競爭28。種種因素，

                                                 
25 此時的「宗教寬容」呼聲，主要是基於人道關懷及社會安定需求，針對歷來對小眾宗派排

擠的亂象，提出使之容納共處的見解。詳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26 Thomas P. Saine, The Problem of Being Modern, or, The German Pursuit of Enlightenment from 
Leibniz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 
27 Ibid., 14. 
28 帝國境內政治分裂造成關稅壁壘，如從瑞士到柏林，要經過十個邦國，換十次貨幣，交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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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這些日耳曼小邦在施政上，往往表現出兼有保守與主動、封閉及擴張

的「折衷性或混雜性」(eclectic)29；君主們一方面尋求境內宗教勢力的合作，

在邦內施行專制，致力維持邦內文化與社會秩序的一致與穩定，但也積極

嘗試能使國家發展的各種方式，如在經濟上鼓勵國內貨物出口（亦同時採

取保護關稅政策，限制國外商品進口）、在農村開辦提昇勞動力素質的基

礎教育，甚至發動或參與能使君王及國家獲得名聲與利益的戰爭30。 

 
二、大學：日耳曼啟蒙運動的早期據點 

和西歐地區相較，三十年戰爭後的日耳曼世界，不僅在經濟上未能加

入地理大發現與海外探索發展的行列，學術與知識的文化上層，也處於方

興未艾的科學與知識革命的邊緣，僅有少數菁英如克普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或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曾在科學革命

至啟蒙運動的發展上作出貢獻
31
。再者，戰後文化衰弱的情況，主由境內強

大而保守的基督教勢力（包括新、舊教派）擔負起教育啟蒙與文明復原的

工作，因而對十七、八世紀的日耳曼世界而言，基督教組織非但不是愚民

與腐化人心的障礙，反而是助益文化與教育發展的明燈，其教義亦少被懷

疑，甚有肯定基督教教義、欲援其為提昇公民道德之用的日耳曼啟蒙運動

主張（如沃爾夫的實用哲學思想
32
）。諸如此類的現實因素，影響神聖羅馬

帝國未能與西歐同步進行英法式的啟蒙運動發展。日耳曼啟蒙運動主要是

從少數由君王支持的「新大學」開始的，時間約當十七世紀末葉。而後自

此緩慢向外傳播，隨著十八世紀中期後出版、結社與閱讀風氣的提昇，增

加其發展的速度與程度，於一七七０與八０年代左右達於鼎盛。 

三十年戰爭前，日耳曼地區的教育發展狀況，大約與歐洲其他地方一

                                                                                                                            
關稅。度量衡和貨幣也不統一。各邦國彼此競爭之餘，亦伺機互相併吞。 
29 此種折衷性，也普遍表現在日後日耳曼啟蒙運動的各式主張與實踐裡。詳本文結論。 
30 三十年戰爭的教訓雖造成宗教上保守反動的風氣，卻阻阨不了世俗君王逐利與擴張的野心，

威西發利亞條約簽訂後，歐洲許多戰爭仍處處可見日耳曼各小邦的參與：如普魯士參與瑞典對

波蘭之戰(1656)、大北方戰爭(1700-21)、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2-13)、奧地利王位繼承戰爭

(1740-48)、七年戰爭(1756-63)、瓜分波蘭(1772, 1793, 1795)等。 
31 John G. Gagliardo, Germany under the Old Regime, 221-222. 
32 詳本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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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人們認定上帝是所有知識的源頭，知識的研習與闡釋則被視為探知神

意（真理）的一種方式。教會與教育關係密切，各新舊教派都相當注重教

育的辦理，如鄉村的教區學堂、城市的拉丁文法學校，甚至更高級的神學

院與大學教育等，藉以宣揚他們各自所主張的教義真理及鞏固教會勢力
33
。

然而，三十年戰爭造成神聖羅馬帝國重創，城鎮衰為廢墟，鄉郊頹成荒野。

戰後復原及發展所需，各方面都需要合適人力的投入，學校的恢復、適用

人才的培育，成為戰後教會與國家同樣致力發展的目標，各級學校則普遍

出現注重實用性教育的趨勢，如世俗性科目與當代語文的教學增多，以及

新式技術學院的出現等。拉丁文和神學雖是傳統的基礎教育內容及國際共

通的學術，卻無助於民間傳教與政府行政工作的推展，因此，越來越多文

法學校(grammar schools)、學院(colleges)、中學(gymnasiums)，在拉丁文及

古典語文的傳授之餘，開始注重本國日耳曼語文、國際通行的當代語文（如

法文或義大利文）、歷史、地理及應用數學等世俗性科目的教授
34
。而各邦

君主除循傳統保持良好政教關係，仰賴教會教育體系為其培育行政官僚人

才外，基於專制政權發展及理性化的官僚政治所需，亦積極介入原主要由

教會掌控的教育系統，在各地廣設以教授實用性科目或技術訓練為主的新

式學院，前者如工程、林政、採礦等專門學院，後者如醫護(surgical colleges)
或軍事(military academies)等專門學校35。 

 

政權及教會在「教育（化）」一事上的緊張關係（前者視民眾為臣民，

後者則認為凡人皆是侍奉上帝的子民），更明顯的表現是在大學等高等教

育與學術體系的發展上。其時，神聖羅馬帝國的高等教育是衰弱的，大學

普遍人數招收不足，許多大學都面臨倒閉或萎縮的景況。造成高等教育衰

弱的原因，除因戰爭破壞，且戰後復原急需的是實務與技術性人才，不求

實用的學術研究及大學教育便自然被忽略外。跟隨世界潮流，日耳曼大學

                                                 
33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188. 
34 Laurence Brockliss, op. cit., 206. 
35 如 1709 年在卡塞(Kassel)創建的卡洛蘭學院(Collegium Carolinum)、1717 年在維也納與 1718
年在布拉格創建的工程學院、1763 年在哈茲(Harz)創建的林政學院 M，以及 1765 年在匈牙利

的塞米班雅和薩克森的傅萊堡所創辦的採礦學院，皆是此類學校。ibid. p.207. 另見 Peter Burke
著、賈士蘅譯，《知識社會史》（台北：麥田，2003），頁 95。 



 
 

 

16

 

普遍在此際增設「附屬學校」(feeder schools)，取代了人文學門在中古學制

裡的基礎教育的工作，使得許多學生在讀完了附屬學校後就選擇就業，不

再進入大學續求深造，也是原因之一。此外，各邦君王於其境內行專制統

治，以控制社會穩定及發展經濟為主要目的，並不樂見太多臣民接受高等

教育，因此對大學的入學資格採取嚴格的限制36。而君王不樂見太多臣民接

受高等教育，除因專制統治所需，培養過多具批判及思考力的臣民將有礙

政令推行外，另一個原因是，彼時的大學教育系統，普遍還掌握在教會勢

力手中，這在政教和諧的邦國中，基本上沒有什麼問題，但在君王本人信

仰與邦內主流宗派不吻合的國家，對欲行集權的君王來說，如何不破壞邦

內表面的政教合作氣氛，於既有教會教育系統外另闢學術勢力，以便掌握

一批能為己所用的知識官僚，就是一項需巧妙安排的工作。普魯士「哈雷

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的產生，便是一個例子。 
十七世紀末，普魯士王國大部分臣民信仰的是路德宗，但統治者霍亨

佐倫家族（the Hohenzollerns）卻為喀爾文宗的信奉者，為了制衡國內主流

教會，君主腓特烈三世(Frederick III, 1688-1701，1701 年後稱王改稱腓特列

一世 Frederick I, 1701-1713)引入了當時在北德其他邦國受到排擠的「虔信

派」(Pietism)勢力（屬路德宗的改革派），不但使其領導者斯彭內爾(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在柏林尼古拉大教堂內任職，還在 1694 年，將哈

雷地方的理特茲學院(Ritters Akademie)提昇為大學，委任虔信派學者如法蘭

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663-1727)、托馬西烏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為此新大學作規劃發展的工作，專為普魯士培育行政及軍事部門

官員。 
哈雷大學以培育國家官員為創設目的，在課程規劃上，有別於經院學

術的傳統，主以融合了「國富主義」學說、「虔信派」教義及當時歐洲正

流行之自然法思想的新學術為主。其中，自然法思潮與啟蒙運動相關，而

兩 位 早 期 在 哈 雷 大 學 任 職 的 教 授 托 馬 西 烏 斯 與 沃 爾 夫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又是日耳曼啟蒙運動的代表性學者，其學生後來廣泛任職於日耳

曼各邦國的宮廷、政府或大學學院，對於理性學術及日耳曼啟蒙運動思潮

                                                 
36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19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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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播厥功甚偉。這樣看來，哈雷大學可說是孕育日耳曼啟蒙運動的搖籃。

然而，哈雷大學與日耳曼啟蒙運動之間的等號關係，卻無法這麼順理成章

地在此被認定，畢竟，哈雷大學學術早期是以宗教的虔信派思想為主，虔

信派思想雖然不反對理性與實用性學術，但對部分過於挑戰基督教教義的

啟蒙運動思想，仍是有其敵意，托馬西烏斯晚年的沈寂與沃爾夫離開哈雷

大學，便是其學術主張與主流虔信派思潮不合之故。不過，哈雷大學最終

仍是成為發展日耳曼啟蒙運動的重要中心，那是在 1740 年以後，因喜好啟

蒙運動學術的腓特烈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繼位，積極鼓勵發

展所致37。 
與 此 有 異 曲 同 工 之 妙 的 是 「 普 魯 士 皇 家 科 學 院 」 (Royal Prussian 

Academy Sciences or Preussische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
創設。相較於哈雷大學培育英才的實用目的，普魯士皇家科學院最初是在

位者腓特烈三世(Frederick III)模仿西歐國家的建制而設的。其時英法正值科

學與知識革命發展的盛期，不僅社會上興起許多民間私人或集體研究的組

織，官方亦支持產生不少研究機構，著名者如 1662 年獲頒皇家特許狀的英

格蘭倫敦皇家科學院(Royal Society of London)與 1666 年建制的法蘭西科學

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等38。自然科學研究是當時最重要的學術發

展，也是歐洲上層最新流行的文化潮流，普魯士作為一個正奮發興起的小

國 ， 延 攬 知 名 數 學 及 自 然 哲 學 家 萊 布 尼 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為新科學院的創設出力，乃出於君王附庸風雅和標顯功績的虛榮

心態。換句話說，普魯士科學院的草創缺乏實質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作為支

援，純屬政治上層的架空設置。為此，科學院雖建立於 1700 年，卻一直未

能按照萊布尼茲的規劃進行發展，直到腓特烈大王即位，才於 1744 年，將

此科學院改組，納入文學部門，使之成為領導國家科學與高等學術發展的

                                                 
37 腓特烈大王沒有特定宗教信仰，又有意排除其父留下的重臣及措施，即位不久即迎回之

前被其父驅離出境的沃爾夫。而虔信派便在此被刻意忽略的情況下，失去原本勢力。十七、

八世紀神聖羅馬帝國境內政治及宗教的角力，在此又得一明證。 
38 倫敦皇家學會原為民間自組團體，後獲頒皇家特許狀成為王室相關單位，但始終保持一定的

獨立地位，也未曾正式變成政府機構。與之相反，法蘭西科學院是法王路易十四授意所籌組的

機構，建立之初即負有控制及領導全國科學藝術文化思想的職能。普魯士皇家科學院建制的初

衷及仿效的原型，應是法蘭西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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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機構，因其院士多為來自巴黎或其他歐洲國家的知名學者，且多與當

時正值盛期的法國啟蒙運動有關，普魯士皇家科學院乃成為日耳曼啟蒙運

動的重要傳播中心。 

除了哈雷大學及普魯士皇家科學院，另一所由漢諾威王室所支持成立

的新式大學──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也在日耳曼啟蒙運動

的早期孕育及發展傳播過程中，發揮了重要功能。哥廷根大學在 1737 年正

式創建，因資援者下薩克森選侯喬治二世(George II, Elector of Lower Saxony)

亦是當時的英格蘭國王，此校初建便即刻成為日耳曼地區主要的英國文化

與流行的輸入中心，如開設英國自由派政治與立憲思想及社會科學等課

程，明顯受到當時英國學術潮流的影響。和傳統的教會大學與稍早的哈雷

大學相較，哥廷根大學最特別之處是其在學院組織與課程設置上的突破。

組織方面，它改變了傳統教會大學以人文科上銜神學、法學、醫學的院系

結構，使人文學院提昇至與神學等院具備同等地位（1770 年以後，哲學亦

脫離人文學，成為單獨的一門科目）；它也將神學院原有的特權取消，使

校園在某個程度上能脫離教會控制，鼓吹宗教寬容的風氣，讓天主教、猶

太教、加爾文宗學生都能與主流的路德宗一同聽課與討論；此外，它還發

展出研究小組(seminar)的設制，鼓勵師生的研究討論風氣。課程設置方面，

除前述所提社會科學的相關課程外，稍早因不具實用性而被哈雷大學忽略

的「古典」語言 、哲學及文學等科目，在哥廷根大學亦重獲重視，其他如

數學、生命科學（生理學、解剖學、醫學）、實用法學、歷史學、文獻評

註（如《聖經》和《荷馬史詩》）與應用科學（森林學、科學農業、工程

學、礦學）等，亦為其強項39。 

 

總體而論，哈雷大學和哥廷根大學都是超越其當時社會一般文化水準

的有心設制，然而，從哈雷大學到哥廷根大學，時間間隔約莫四十年，仍

可看出日耳曼地區整體文化環境的提昇情況。如，十七世紀末，哈雷大學

初建之時，其在傳統大學科目外所開設的實用性、世俗性科目，主要以政

治、法律等政府行政管理所需為主；到了 1740 年代，哥廷根大學興起之時，

                                                 
39 Dorinda Outram, op. cit., 60;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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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上述科目之外，出現多種自然科學學科的設置，校園內也附設有婦科

臨床診所、植物園、解剖實驗室、天文台等應用科學研究的機構。又如早

期哈雷大學學者的思想，主要憑藉個人名聲、以個人名義被出版與傳播，

哥廷根大學時，則已有教員聯合編輯的專業刊物像《哥廷根學報》(Göttinger 
Gelehrte Anzeige)與《國家》(Staatsanzeige)，在整個神聖羅馬帝國流通，甚

至遠及瑞士及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義大利地區。此外，哥廷根大學亦明顯

較哈雷具有學術研究自由及開放、多元的學風。種種跡象，顯示日耳曼世

界的學術已漸漸掙脫三十年戰爭文明破壞的陰霾，而有追隨西歐學術發展

水準的情勢。因此，一七四０年代，普魯士腓特烈大王下令使哈雷大學及

普魯士科學院在組織及學術性質上進行調整，不僅是出於其個人的雅興，

從某個角度而言，亦未嘗不是針對學術發展潮流的迎合（因其為君與治國

均需學者出身的官僚社群提供支持）。而隨著奧地利王位繼承戰爭及七年

戰爭的發生與腓特烈大王國際聲望的提高
40
，普魯士文武兼備的崛起模式成

為各小邦國競相模仿的對象，不僅各地科學院大興
41
，普魯士哈雷大學與漢

諾威哥廷根大學所示範的大學規模，也成為其他傳統大學改革上的模仿對

象42。 
嚴格說來，教學與研究並重、符合「現代」學術分科與教育理想的大

學機構，要到十九世紀才會正式出現（以洪堡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於

1810 年的創建柏林大學為代表，其理念與架構後來直接啟發了許多歐洲與

世界其他大學進行改革），但是這樣的改變並非一蹴可及的。肇始於科學

與知識革命，跟著是啟蒙運動的擴展，整個十八世紀，歐洲許多大學也正

進行變化，無論科目或教學方式，皆已慢慢脫離傳統、保守、以信仰主導

                                                 
40 腓特烈率軍侵佔西里西亞，掀起奧地利王位繼承戰爭與造成七年戰爭的複雜化，是不義之

戰，卻使各國一下子認識到普魯士這北方邊地小國的軍事實力，腓特烈也因此被稱為「大王」。 
41 如萊茵-巴拉丁的曼海姆(Mannheim)科學院(1755)、漢諾威王室設置的哥廷根(Göttingen)
科學院(1755)、巴伐利亞的慕尼黑(Munich)科學院(1759)等。發展科學似乎成為國家的義務

與國力的表徵。 
42 因應前述「附屬學校」在日耳曼地區盛行，造成大學內傳統人文學門的功能被取代的情

況，各大學或任其人文學部門萎縮，淪為不教學、僅負責檢核學子人文學程度的考試機構

（主要發生在在天主教地區），或者如部分新教地區的大學，積極發展包含修辭學、古典

希臘哲學及邏輯學、倫理學、自然科學、形上學的新人文學術，不但使得人文學正式成為

與神學、法學、醫學分庭抗禮的一門學術，同時也帶動學校的整體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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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中古體制（尤其是新教地區）43。以日耳曼地區為例，人文學內，中

古以亞里斯多德哲學為基礎的知識體系逐漸被揚棄，北區新教大學已開始

教授笛卡爾的演繹法，學習其機械哲學及所謂新笛卡爾學派(neo-Cartesians)
的形上論、邏輯學與倫理學。神學上，則無論新舊教地區皆嘗試掙脫經院

學派的教條化束縛，例如哈雷大學虔信主義學者法蘭克的神學講座，便以

解釋聖經文字，非以教義的闡釋及灌輸為主。而在舊教地區，經院學術雖

仍保持其主流地位，但學者為使自己的立場更站得住腳，並不排斥接觸當

代各式新學說，甚至公開教授，藉以印證基督教教義的實用與合理，及強

調信仰與理性應予兼顧的學術立場；同時，他們也認為，宗教改革以來的

教派分立與自然神或無神論等「邪說」張囂的局面，乃是人類濫用上帝所

賦予的自由意志及理性批判能力之故，因此許多教授開始讓學生研習基督

教自古以來的「懺悔書或辯護書」（the study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用

以論證自然宗教的不足及基督教天啟信仰的正確性，顯示啟蒙運動者理性

求知（真）的主張，的確對基督教教會的信仰傳統與價值體系造成了挑戰。

而在法學上，除了傳統羅馬法及教會法的學習，當代國家法律（actual 
customary and state laws）的學習和研究也逐漸興盛。醫學則因科學革命，

於傳統臨床治療的經驗系統外，併入了人體機械論的理論系統，十八世紀

中期後發展出生機活力說。教學方法上，多位教授依專業不同分授一科或

小組討論的教學模式已漸漸被接受，自然科學類的學科輔以「觀察」和「實

驗」過程的教學方式越來越多，使用本地語文而非拉丁文講學的方式也越

來越普遍。要之，種種改變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葉是漸進改變時期，

一七五０年代後，由於日耳曼地區整體社會文化發展的累積，才表現出更

為顯著的進展44。 
總而言之，日耳曼文化環境及學術在一七五０年後的顯著進展並非突

然發生的，它是長期的戰後復原成果，以及少數高等學術機構之間互相啟

                                                 
43 誠如前述，中世紀的學術由神學系統所掌控，其注重理性，但更強調理性與信仰的調和

一致，然而，科學革命以來的種種知識發現，撼動了人們深信不疑的經典解釋觀點。因應

時代變化，學院裡的學術傳授也需有所調整，如人文學門內越來越重視自然科學及當代形

上學或知識論等新學術解釋，神學、法學、醫學等傳統以神學系統為解釋內涵的舊學術，

也興起調整及改良的風氣。 
44 Laurence Brockliss, op. cit., 2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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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與共同引領所致。在此過程中，哈雷大學可說是一切發展的先聲，其虔

信派學者法蘭克的教育理論、沃爾夫的理性學術系統，及講究學術實用功

能的教學內容，隨著其授業生的返鄉及就業（成為宮廷官僚或投身杏林），

慢慢為日耳曼各地（包括舊教地區）所師法，形成一股隱性但愈漸強大的

影響力。而自一七三０年代後期開始，哥廷根大學則體現出更為成功而完

整的示範，在當時大學多為低階貴族或中產階級出身的學生、而高層貴族

子弟普遍直接至外國留學的社會環境裡，哥廷根大學以其先進、開明的學

風，成功地吸引了許多高層貴族子弟入學，創造了能使本地不同背景出身

的人（中產階級以上）結成社群與溝通交流的機會45，更加促成日後一群以

教員和官僚為主體的公共社群的產生。其後，各地科學院興起，其新學說

新方法及深厚的外國文化的背景，直接刺激日耳曼地區的學術與文化進

展，乃至越來越多以引介和推廣知識為志的民間團體及出版刊物活動的出

現，孕育及促進日耳曼啟蒙運動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終告成形。 

 
小結 

日耳曼啟蒙運動是由「大學」開始的，並在相當程度上依靠政權的支

持而發展。其不僅僅是因為啟蒙運動與知識革命的承啟關係，亦是神聖羅

馬帝國特殊政治、歷史與文化背景——落後於西歐的文明程度、堅實的基

督教教會及教義作為社會重要構成基礎、小邦分立競爭的政治局勢——所

致。因為文明化程度落後於西歐，三十年戰爭戰亂結束後，日耳曼各邦均

欲在各方面急起直追，西歐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情況自然成為其模仿

與發展的標準；因為基督教教會仍是社會上提供道德教化與維繫秩序安定

的重要力量，任何有違傳統教義解釋的主張，皆可能引發聽聞者保守抗拒

的強烈反應，日耳曼啟蒙運動者欲推行其理念目標，相當程度需避免教會

或守舊人士的干擾，故而多倚賴政權扶助；而也因三十年戰爭確立了日耳

曼世界列國併立相互競爭的政治局勢，小邦君主鞏固勢力、籌措軍備之餘，

                                                 
45 即便如此，此時期神聖羅馬帝國境內的社會階層交流仍是很有限的。日耳曼啟蒙運動的支持

者雖以貴族和知識官僚為多，大部分的貴族階級和中上階級，仍不受此文化思潮影響。Thomas 
P. Saine, op. ci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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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致力於文教發展工作，日耳曼啟蒙運動間接受惠（君主支持文教，並

不一定出於支持啟蒙運動的信念），得以與日耳曼地區的整體文明化發展

一同成長。於是，隨著三十年戰爭後的整體復原與建設工作，神聖羅馬帝

國內部藉著一、兩所新建大學的特異表現，傳遞了來自英法的最新學術與

啟蒙運動思潮，啟發本地學者對於理性精神的認同，促進各邦思想與文化

現象的活絡，最終影響日耳曼學術社群性質的轉變與造成日耳曼啟蒙運動

的出現。換言之，日耳曼啟蒙運動乃直接受到英法啟蒙運動的刺激而形成，

可說是啟蒙運動向外輸出後的結果。 
日耳曼啟蒙運動既是透過歐洲文人圈間的交流、受到外來刺激而產

生，則其擴展路徑主為由點而面、由上而下，據點亦多集中於宮廷、國際

商貿熱絡的城鎮與學術圈，自然不足為奇。不過，值得探問的是，在此由

外至內再由上而下的傳播與發展過程當中，日耳曼啟蒙運動究竟延續了多

少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其與英法啟蒙運動有何差異之處？其對日耳曼本

地的文明與歷史演進是何意義？本文欲對此些課題進行思考，以及，更進

一步地，希望藉由耳曼啟蒙運動與英法啟蒙運動的比照，與日耳曼啟蒙運

動本地化現象的探討，試論「啟蒙運動」的本質意涵，及其概念和實踐發

展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