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明化的推動：直追西歐標準 
 

科學與知識革命最初以義大利、法蘭西、英格蘭為中心，日耳曼世界

因戰亂造成文化教育落後無緣參與，三十年戰爭後急起直追，首先在 1700
年建立了境內第一座國家科學院，緩慢帶動了日耳曼地區的學術水準和研

究風氣，同時亦出現以改良和推廣日耳曼語言為宗旨的語文研究團體。可

以說，日耳曼啟蒙運動乃因追求文明進步而生，語文及學術而非思想（理

性），則為其首要發展的方向。 

 
第一節  科學院及語文研究團體的出現（1700-1760） 

 
哥白尼革命豎立了懷疑已知與批判傳統的典範，激發學者質疑權威、

理性求知的研究熱情，十七、八世紀的歐洲學界，急欲追隨前人足踵，致

力於自然科學知識的探求，然而，當時最主要的學術機構——「大學」乃

由教會掌控，其只重教條化神學灌輸、忽視理性思考與實用學科傳授的教

學品質，普遍令當時知識份子感到不滿，促成各地學者在大學以外自組研

究團體的風氣。而當科學研究風氣更加興盛，世俗政權也樂於主動介入，

藉著資金、職位或名譽的提供，一方面拉攏學者，打擊社會上痼結已久的

教會權威，鞏固以政府為中心的掌控機制，另方面也是希望藉著知識力量，

推動國家物質與精神文明的進展，以求在歐洲競爭的局勢當中掙得有利地

位。如倫敦皇家科學院和法蘭西科學院，便是在這種情況下，由私人的學

者集會組織提昇為具有官方頭銜的大型學術機構，但兩者情況仍略有不

同，倫敦皇家科學院始終保有學術自主的獨立性，而法蘭西科學院則在路

易十四及其大臣的有心參與下，成為法國科學研究與知識傳播的領導中

心，負有為國家掌控思想及學術發展的機能。 

 
一、國家型科學院的設立 

第一座自籌設到建置均由國家介入辦理的大型科學院，是在日耳曼地

區產生的，正顯示日耳曼地區在文化上的相對落後，及其欲追趕西歐文明

水準的雄心。此計畫主持人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是當時國際知名的數學與自然哲學家，長期為神聖羅馬帝國的美因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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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威等邦國，擔任外交與宮廷史編纂工作，因而與倫敦和巴黎的政界及學

界人士多有往來，對於倫敦皇家科學院和法蘭西科學院的運作與組織方式

亦頗為嫻熟。萊布尼茲頗負經世濟民的懷抱，主張學術應理論與實用兼備，

以增進全體人類的道德及公共利益(common good)為旨。憑其政學經驗，萊

布尼茲認為，倘若能建立以政權為後盾、以研究而非傳授教學為工作重點

的國家型科學院，並使其領導日耳曼地區的學術研究工作，將有助日耳曼

世界的學術早日脫離教會傳統的掌控，迎頭趕上西歐國家的自然科學發展

與文化水準。因此，早在 1671 年，他便參考法、英兩地的科學機構設制，

完成了一份「促進日耳曼人文學與科學發展之社團組織計畫書」(Outline of 

an Ide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ety in Germany to Embrace the Arts and 
Sciences)，並積極在美因茨、漢諾威、維也納等地組織學人，嘗試遊說各

地的政治當權者，宣傳他建置科學院的想法。終於，1700 年，來自遙遠邊

國普魯士選侯腓特烈三世(Frederick III, 1688-1701) 的邀請，使得這個計畫

得以落實1。萊布尼茲形容日耳曼地區終能建立科學院這件事是「上帝對日

耳曼的庇護」。期待科學院的運作將使「籠罩祂子民的黑暗盡褪」，並且

希望科學院能進一步刺激教會及其教育組織推行改革，讓「真理的探索」，

能「重歸光明的正途」2。 
為了打造他心目中理想的、能使傳統教條化學術受到影響進而改變的

國家科學院，萊布尼茲為柏林科學院的運作擬定了一連串實踐方針。首先，

他使科學院設有「物理」、「數學」、「日耳曼語文」與「其他語文」四

個包括所有理論與實用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部門，企圖藉著國家力量（君王）

的幫助，使科學院能取代教會，成為指導學術發展與傳播知識的中心。其

次，在不違道德與有益國家社會發展的前提下，科學院的學者將獲得相當

的獨立研究自由，具有不被資助者限制或遭教會及政府「檢查制度」

(censorship)稽查的特權。此外，科學院亦不針對成員的背景與身份設限，

                                                 
1 普魯士歷來一直是個窮兵黷武的北地小國，幾乎不與新式藝術或科學產生關連（稍早之哈雷

大學的設立，也主要是為培養國家官吏之故），不過在來自漢諾威王朝的皇后的引介下，腓特

烈三世接受了萊布尼茲的科學發展計畫，建立了日耳曼地區第一所國家科學院。Richard van 
Dülmen, The Society of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25-27. 
2 見萊布尼茲為柏林科學院的建立所寫的設置總綱 (General Instructions for the Society of 
Science of 11 July 1700)。Ibid,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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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給全歐洲學者憑其學術實力申請加入，並透過輪流與定期的發表、講

座、研討會等組織活動，使學者能不分國籍、信仰（新、舊教派甚至猶太

教徒皆可）與社會階級，齊聚一堂，研討知識3。換言之，專業、獨立、自

由、平等、開放等現代學術習規，在當時初自教會權威與知識教條箝制掙

脫的學術環境裡，非但被視為先進與稀罕之事，還是一種需特別爭取、強

調及小心維護的權利。 
持平而論，普魯士王國並非神聖羅馬帝國的文教盛行地區，出資者腓

特烈三世及繼位者腓特烈‧威廉一世本人亦缺乏對科學或人文藝術的特殊

興趣，柏林科學院由草創至 1740 年代均無太大學術研究上的建樹，萊布尼

茲為科學院發展所訂的工作計畫，以及欲另建分院的策劃，也多半流於紙

上談兵。不過，由於柏林科學院是當時日耳曼地區唯一的國家科學院（第

二座則是 1751 年才成立的哥廷根科學院），某方面而言可說是日耳曼科學

界的最高晉升單位，且其定期舉辦的徵文競賽採對外開放模式，為院外人

士獲選入院的最捷途徑，或多或少興起了號召作用，日耳曼地區私人科學

社團組織與實用性科學研究的風氣，確實在柏林科學院的成立後，略微顯

出增加的趨勢。然而，日耳曼地區科學研究真正出現較大進展，卻是 1750
年代以後的事。1740 年喜好文藝的腓特烈二世繼任普魯士國王，將科學院

重新改組建置，邀請大量國外學者如法國啟蒙哲士的加入，使柏林科學院

進入了蓬勃階段的發展，也因此帶動了其他日耳曼各邦國成立國家科學院

的風氣。如 1751 年成立的哥廷根科學院、1755 年成立的曼海姆科學院、1759
年成立的慕尼黑巴伐利亞科學院等，均為提倡自然科學學術與日耳曼語文

的國家機構。他們和早期的柏林科學院一樣，強調自由與平等的學術研究

精神，亦定期出版學報、舉辦講座或研討會、對外公開徵文，形成各據一

方、以邦國為中心的文化主導勢力4。並和當時亦漸興改革風氣的大學學院

互別苗頭，共同推動科學和日耳曼語文的發展。 

 

                                                 
3 物理部門包括醫學和化學等科、數學部門則含括天文及機械學在內、日耳曼語文涉及歷

史學的探討，而文學部門則專研東方語言及任何有助於在異教區傳播福音的語言研究。Ibid., 
29. 
4 Ibid.,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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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語文與理性精神的合併推廣 

不過，科學終歸不是日耳曼學術的特長與主要的研究興趣5。為反對教

會學術的不合理及表達對其權威的不滿，同時更為使新學術、新觀念的宣

傳能達到更佳效果，日耳曼啟蒙運動出現一項英法地區所沒有的發展，此

即，改良與推廣日耳曼語文的口語及文字表達形式，以取代傳統學術慣用

拉丁文甚至法、義等外文的積習。 
這項主張並非十八世紀的新創，早在十七世紀末，哲學家亦是日耳曼

啟蒙運動早期最重要推動者之一的托馬西烏斯 (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於萊比錫大學授課時，便曾為了刺激與鼓動學者掙脫傳統經院學

術的思想枷鎖（當時學院以拉丁文和法文為主流語言），堅持以日耳曼語

講學，並創辦了神聖羅馬帝國地區第一份以日耳曼語印刷的書評性月刊《對

話》Monatsgespräche (Monthly Conversation, 1688-1689)，一生著作亦多以

日耳曼語發表6。1700 年柏林科學院創立之始，也規劃有語言文學部門，研

究日耳曼語文及各種「可能有助於傳播福音給不信神者(non-believers)的異

地語言」7。但是，作為一項語文改革與推廣運動，卻由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66)於一七三０年代所組建的「日耳曼社」(German 
Society)所發起。 

 
1. 民族語文的改良與提倡：日耳曼社 

戈特舍德是日耳曼文學還未普遍為世人所關注時的重要作家、文評家

與文學理論家。受到法國古典主義文學，以及沃爾夫理性主義哲學系統的

啟發，推廣一種高度強調格律規範的理性化詩體。然而，這種詩體得需高

尚文雅的用字與之搭配，才能襯出文字宥於形式及格律但不失美感的精鍊

詩意。有鑑於日耳曼語文的使用尚嫌粗糙，不但方言歧出、腔調迥異，且

書寫與口說混同，難登學術討論與藝文創作之大雅之堂。為求日耳曼語文

（包括口語及書寫語）及文學的進步，使之能自由用於學術研求與日常生

                                                 
5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17-218. 
6 Ibid., 222. 
7 Richard van Dülmen, op. ci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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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思想表達，1731 年，戈特舍德聯合同志，改組他當時所參與的一個位

於萊比錫的學術社團為「日耳曼社」，並主動聯繫各地同好，積極將此語

文改革的理念傳播到其他日耳曼地區。自此至戈特舍德過世的一七六０年

代，神聖羅馬帝國各地紛紛出現許多以「日耳曼社」為名或與之有所關連

的社團，尤其是大學城或文化重鎮8，如約拿大學所在的約拿城(Jena)早在

1730 便出現受到戈特舍德啟發的日耳曼語文推廣組織，哥廷根大學所在的

哥廷根城(Göttingen)則是在 1738 年，其他如格萊斯瓦德(Greifswald) 在 1740
年、柯尼斯堡(Königsberg)在 1741 年、黑爾姆斯泰特(Helmstedt)在 1742 年、

布來梅(Bremen)在 1762 年，亦紛紛出現了日耳曼社的相關組織。 
「日耳曼社」以研究和推廣「高尚的日耳曼語」(High German)為目標，

模仿新式「科學院」的討論會模式，亦規定所有成員不分身份（教員、教

授、學生、教士）或階級（多為城鎮內的市民階級，亦有少部分貴族），

必得參加社中定期舉行的發表會或討論會活動。希望讓與會成員藉著朗讀

詩文、練習演說及發表創作的過程，經由團員間的互相指正，改善其「不

自覺的鄉音」、「聽來愚蠢的推論」及「未臻理想的書寫」。此外，由於

社團旨在推廣高尚且文雅的語言表達，對於會員互相糾正與提出意見時的

態度和儀節也相當重視；未經思考或思慮不清的回應是不當且會被立即制

止的，隨意打斷他人的發言或偏題的談論亦被視為不智，所有指正他人錯

誤的步驟和禮節都在會規中有詳細規定，議論及批判將被鼓勵但禁用任何

挑釁或譏諷性用語。要之，一切以「理性」及「文明的辯論」(civilized debate)
為其社團組織的基本原則9。 

 
2. 文以載道的「道德週刊」 

「日耳曼社」的目標明確而正面，運作積極，一時間成為日耳曼地區

許多既存組織與新立社團的模仿對象10。但是，日耳曼社並不重視刊物的編

輯與出版（偶一為之，但不為主要目的），並且受限於會員與會員面對面

溝通的小型討論會形式，基本上仍屬學者間的學術與研討型聚會，難以達

                                                 
8 Richard van Dülmen, op. cit., 45. 
9 Ibid., 47-48. 
10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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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更深廣的影響效果。約莫與之同時（或稍前），日耳曼地區還有另一類

語文性組織的存在，這類團體多半集中在漢堡、萊比錫、蘇黎世等不為政

權與教權所控制的商業性自由城市，藉由同業工會的基礎或某種特定宗旨

來吸收會員（如「說日耳曼語社」(German-Speaking Society)）。其雖亦有

聚會討論的組織形式，但更熱衷於刊物出版的活動（或者該說，熱衷編譯

當時流行於倫敦的出版期刊），因而其社團組織雖不若日耳曼社活躍（多

半延續不長），但思想與主張卻能藉著文字傳播形式的無遠弗屆，影響更

多地方。這些刊物如《人道主義之友》(The Friend of Humanity)、《四海一

家》(The Cosmopolitan)、《理性主義者》(The Rationalist)、《愛國者》(The 
Patriot)、《自由精神》(The Free Spirit)、《直言者》(The Candid One)或《公

民》(The Citizen)等，光看名目便可猜想他們並非只是單純的時事報導雜

誌，而帶有道德教育與社會批判的理想，今之學者統稱其為「道德週刊」

(Moral Weeklies)11。 
「道德週刊」的編輯群亦是日耳曼語文推廣運動的支持者，但非出於

與教會傳統互別苗頭的學術對抗立場，而是基於文學濟世、以文載道的宣

傳改革理念，選擇以社會上多數人能理解的日耳曼文，作為其理念宣傳的

工具。他們篤信人皆有從其經驗與教育過程中學習、反省與自我完善的理

性能力，反對過去壓抑思想、動輒以宗教教訓或君王命令作為唯一道德實

踐標準的方式，欲藉刊物的傳播，宣揚一種「人能獨立思考、且應善用其

思考與反省能力」的價值觀，期待讀者在閱讀及思考刊內所載之善言後能

起而力行，匡正其心態與舉止的不當。在這樣的編輯理念下，道德週刊所

包含的內容，可說是包羅萬象、無奇不有：為了啟迪智慧，週刊提供與譯

介各樣境內外新知，包括最新的學術發現、爭議性論題、國內外出版物的

譯介與評論；為使讀者體會理性和道德原則應隨時應用在生活當中，從幼

兒教養、家庭開銷管理到女子儀態培育要領，皆是週刊重視的主題；而為

宣揚以理性為基礎的道德觀，週刊則藉報導社會上種種荒謬與錯誤情事，

痛斥與揭露其間非道德之所在，舉凡無理智的迷信行為、學校與家庭中對

學童體罰的殘暴、貴族虐待僕役及對社會下層者的無情、賭博、無意義的

                                                 
11 Rudolf Vierhau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 Knudsen), Germany in the Age of Absolu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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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鬥、閒晃、奢侈、貪婪、自大、無知，都是道德週刊不厭其煩、反覆撻

伐的內容。此外，配合內容，週刊的文體形式也不完全是正經八百的道德

性勸說，時有諷刺性的漫畫與圖文12。 
因此，和「日耳曼社」侷限在語文議題及學者圈子的傳播情況不同，

道德週刊以其內容的新奇、報導手法的多樣，與定價不高的小冊出版形式，

吸引了大量學界外的閱讀族群，成為日耳曼地區 1720 年代到 1750 年代盛

極一時的出版物形式。估計此時期每份道德週刊皆約有上千份的發行量，

還不包括通行於全神聖羅馬帝國其他區域的翻印本，以及透過口誦、傳講

及討論所流通出去的資訊（不識字者由識字者處習得新觀念的管道）。而

在之前，日耳曼地區僅有少數學術專業論文、書評、歷史與政治性雜誌（但

不涉及政治批評）的出版，且多侷限在學者的圈子內流通。此外，道德週

刊在 1750 年代後的漸漸衰弱，乃是因為讀者看厭了刊物內容的反覆說教、

極易流於誹謗或為諷刺而諷刺的寫實性報導、粗糙且未精煉的文字，而欲

求更具深度的出版品。換言之，「道德週刊」的成功與衰弱，皆為日耳曼

地區出版與閱讀風氣改變與發展的證明13。夾在十七世紀末日耳曼地區學術

與文化剛復甦及七年戰爭後 1770 年代起的出版潮之間，道德週刊團體以刊

物出版的形式，完成其推廣日耳曼語成為民族（國）語文、提升社會閱讀

風氣，以及在傳統基督教教義外，引起探求理性化與世俗化之倫理及道德

價值追求的階段性任務，而後自然消失在歷史發展間。 

 
 
小結 

綜言之，日耳曼啟蒙運動的開始，可說是由兩股反省與追求改革的力

量所交織而成。一為追隨西歐科學革命學術潮流而生的對教會權威及其學

術正確性的懷疑，促成了對理性與實用性學術、理性思考方式及理性生命

態度的肯定。二為追求將上述肯定用之於俗世生活，使有利於民生與道德

進步的想望，促成了改進語文以使其更適用於思想溝通、理念宣傳的發展。

                                                 
12 Ibid., 231-233. 
13 Richard van Dülmen, op. cit, 42.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31,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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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思想的生成、積累、辯證與傳播都需要通用性語文的輔助，十八世紀之

前，日耳曼未有統一及發展完善的語文系統，教會、宮廷與學術圈主以拉

丁文作為正式文字，佐以法文、義大利文等輔助溝通，然而，對於欲將理

性價值宣傳於社會公眾的日耳曼啟蒙運動者而言，上述語文皆非理想工

具，因而需與推動日耳曼語文通用化的工作一同進行。 
在此最初的進程當中，「柏林科學院」及哈雷、哥廷根等「新大學」

的興建由專制小邦君王支持，表現出理性至上、拒絕使知識淪為教條的求

知熱忱；「日耳曼社」出現在大學城與藝文發達的城鎮，推廣使日耳曼語

成為信通達雅的實用語文，補充了科學院所照顧不及的日耳曼文化上的現

實條件（影響所及，1750 年代晚出的各邦科學院均普遍設置了專研日耳曼

語文的部門，推廣日耳曼（國）語文亦成為國家科學院的重點工作）；「道

德週刊」則以商業城市為據點，結合（但也簡化）前述二者的理想，發展

出影響一時的出版形式，帶動了日耳曼地區整體閱讀與出版的風氣。日耳

曼啟蒙運動便在此規模不大、不見得有所直接串連的三個據點間，慢慢醞

釀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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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出版及結社風氣的發展與公共議論的興起（1770-1790） 
 
學界討論日耳曼啟蒙運動，一般習慣以七年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1763)為界，將其分為前後兩期，前期約當由十七世紀末至 1750 年代

左右，後期則始自七年戰爭結束至法國輸出革命為止14。這樣的區分，一方

面是七年戰爭後正式形成了神聖羅馬帝國境內普、奧對立但維持均勢的局

面，難得的和平情勢，使得各邦國的藝文教化得以穩定地累積發展，亦加

速了啟蒙運動在日耳曼地區的傳播與進行。另方面則是日耳曼啟蒙運動在

此前後期的發展間，的確出現了文化現象與意涵性質上的突破性轉變。當

然，文化發展現象及精神意涵性質的區別均難給予清楚的時間斷限，因而

日耳曼啟蒙運動以七年戰爭為區隔，僅為一發展趨勢的約略表述。大體而

言，前期日耳曼啟蒙運動規模較小，主由少數與特定機構、團體或人物推

動，擴及的地理區域或影響層面皆為據點式的，具有濃厚的學院習氣，以

理性學術的研究和日耳曼語文的推廣為其主要活動（對學術圈外的出版與

宣傳教化活動並非沒有，但卻不是重點工作）。後期日耳曼啟蒙運動則突

破了前期侷限在學術圈發展的格局，出現了較大規模的社會上的出版與結

社風潮，以及文人社交圈內的「公共議論」現象15。而在意涵性質上，前期

主要是「理性」及「人文主義」精神理論性的提出，後期則在前期的基礎

上發展出關於思想與政治「自由」的思考，追求非基督教精神之世俗化及

理性化的社會道德與公共利益的實踐。 

 
一、出版與結社風氣的發展 

出版、團體（機構）與日耳曼啟蒙運動之間，始終有著相依相生的錯

綜關係。因為出版形態多元化的進展，培養了許多世俗品味的閱讀人口；

因為閱讀習慣與社會上研求新知風氣的形成，造成更多非專業、非學術的

私人交流團體的成立。反之亦然，大眾閱讀人口與以探討新知為旨的團體

的增加，必然直接促進出版量的成長及其內涵主題的轉變；而世俗品味、

                                                 
14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32. 
15 T. C. W. Blanning, “The Enlightenment in Catholic Germany,” in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ed.,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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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探討或交流溝通等這些顯現在出版品和團體性質內涵上的轉變，則為

追求或實踐啟蒙運動精神的體現。換言之，世俗化與肯定理性價值的出版

和結社活動是日耳曼啟蒙運動的文化現象，也是刺激日耳曼啟蒙運動發展

的環境。上節提到的「道德週刊」，在日耳曼啟蒙運動前期至後期的發展

中，表現出承先啟後的重要功能。它階段性地發揮帶動神聖羅馬帝國境內

出版與閱讀風氣的影響力後，於 1750 年代起，漸漸在出版市場上消失，但

卻留下「針對公眾出版」與「實踐道德教化」兩項重要特性，分別由後期

日耳曼啟蒙運動的出版與結社現象繼承續之。日耳曼啟蒙運動的進展，可

說與十八世紀神聖羅馬帝國境內出版及結社風氣的增加和形態的轉變同步

進行。 

 
1. 出版型態的轉變 

報紙、政府公報(gazettes)、期刊雜誌是與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發展直接

有關的出版品。報紙的功能是發佈即時訊息，公報為各小邦政府的施政宣

傳，期刊雜誌的性質則介於書籍和報紙之間，提供重要但簡明易懂的學術

新知或各式評論觀點。日耳曼地區是歐洲印刷術的發源地，加以教派衝突、

公國林立的背景，需求大量廣告與宣傳活動，長久以來便是報刊業的興盛

之地。十八世紀初期，日耳曼地區已有上百種報紙與期刊的出版，而在整

個十八世紀的發展中，不但報紙的發行頻率增加（從每週兩次變成每週四

次），報紙、公報與期刊雜誌的種數額也出現明顯增長。到了十八世紀末，

日耳曼全境約莫有 200 種報紙、4000 種雜誌期刊與超過 220 個城鎮有定期

性的公報發行，其中大部分是在日耳曼啟蒙運動後期時段中出現，內容和

性質也多受啟蒙運動影響，發生了改變。如早期日耳曼地區的報紙多為單

純的新聞載記讀物，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就是新聞的標題，內容僅為地

方事務提要，編者不曾刻意任意添加個人主觀性陳詞或意見。但到了十八

世紀後半期，各報已漸漸不侷限在地方報導，偶有外國新聞的陳述，並有

編輯者針對選取新聞的簡單解釋，也有評論性文章出現。又如主為各政權

宣傳或公告的「公報」發行，雖然其為公國或君王宣傳的基本性質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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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了十八世紀末期，大部分公報都出現了社會評論或政治討論的固定專

欄，宣揚起促進「公共利益」和經濟發展的世俗性價值觀，有些公報「雜

誌化」過頭，甚至直接轉型為政治評論期刊16。 
期刊雜誌是對日耳曼啟蒙運動發展促進最大的讀物。日耳曼地區在十

七世紀時，除了宗教傳道或道德教訓類的期刊，只有針對知識菁英階層出

版的政治性和學術性雜誌，內容多為嚴肅的政治理論討論或學術研究發

表，1687 年，早期日耳曼啟蒙運動最重要推動者之一的托馬西烏斯（另一

位為沃爾夫）在萊比錫所發行的《對話》雜誌(Monatsgepräche or Monthly 
Conversation)，為日耳曼地區最早脫離學報性質、針對公眾發行的知識性期

刊。從某個程度上來說，十八世紀上半期發展正盛的「道德週刊」，繼承

了日耳曼早期宗教性期刊的「道德勸說」宗旨，和《對話》雜誌「向公眾

傳播」的理想，慢慢影響日耳曼地區的期刊發行產生變化。到了十八世紀

後期，日耳曼地區的期刊，無論在內容或類型上皆出現多樣性發展。內容

上，跳脫早期侷限於宗教、政治與學術議題的格局，實用性知識、世界奇

聞、各種學科新知和專題性評論報導為十八世紀晚期期刊讀者的最愛；針

對個人的道德性勸說，也漸漸為社會改革的呼聲或實踐集體性的公益主張

所取代17。而在類型上，此時日耳曼地區則出現書評、政治評論、學術研討、

大眾哲學或心理、純藝文等專業性雜誌。如公認對宣傳日耳曼啟蒙運動最

有力的三大雜誌：《德意志萬有文庫》 (Allgemeine Deutche Bibliothek, 
1765-1806)、《德意志信使》(Der Teutche Merkur, 1773-1810)和《柏林月刊》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1783-1811)。《德意志萬有文庫》即書評性刊物，

為 後 期 日 耳 曼 啟 蒙 運 動 宣 傳 大 將 萊 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門德爾松(Mosses Mendelssohn, 1729-1786)、尼柯萊(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 1733-1811)所共同發行。基於介紹與深度評論全日耳曼出

版物的基本理念，此雜誌在其持續發行的四十年間，總共邀集了 400 多位

作家，為 80000 多本書作過評論，堪稱為日耳曼地區提供啟蒙運動「傳播

知識」與「鼓勵批判性思考」的最好示範。《德意志信使》則為藝文性雜

                                                 
16 Hans Erick Bödeker, “Journals, Newspapers, and Gazettes: Germany”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2, 313-315. 
17 Rudolf Vierhau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 Knudsen), op. cit,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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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為另一位日耳曼啟蒙運動的宣傳者與當代知名作者兼評論家維蘭德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所發行。《柏林月刊》和《德意志萬

有文庫》同為柏林地區的雜誌，是日耳曼啟蒙運動後期重要的啟發思考與

匯聚公共議論的刊物18。 
簡言之，日耳曼地區的報刊出版，在日耳曼啟蒙運動自前期轉變至後

期的過程中，無論是出版的針對對象或期刊本身內容，皆出現了數量與範

圍的擴增現象。跨出了較小範圍的學術菁英圈子，後期日耳曼啟蒙運動的

出版，表現出吸引更多非學者閱讀族群，提供更廣泛的知識性介紹、更世

俗且嚴厲的道德性批判（意指不由基督教宗教教訓，而以人性本質為批判

根基）、更積極而熱切的社會改革與公益精神提倡的呼籲，以及更直接對

現實政治發表批評的進展。與此相應的，同時期日耳曼地區社團組織的集

結型態，也有類似的「公眾化」、「追求實用性」、「批判議論化」、「政

治化」與由理論性討論轉而「要求實踐」的轉變。 

 
2. 結社型態的轉變 

誠如前節所述，早期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結社，只有少數科學院或學術

研究社團(learned academies and societies)或語文推廣團體(literary societies)
如日耳曼社的存在，參與這些團體的人多為學院派的教授或教士，偶有受

過良好教育的貴族共襄盛舉。「教養的具備」而非「身份階級的高低」為

這些團體對外區隔的基本原則。然而，隨著出版現象與日耳曼啟蒙運動的

擴展，後期日耳曼啟蒙運動則出現了閱讀俱樂部(reading clubs)或讀書會

(reading rooms or discussion rooms)、愛國功利團體 (patriotic-utilitarian 
societies)、共濟會(Freemasonry)、巴伐利亞光明會(Bavarian Illuminati)、雅

各賓團體(Jacobin clubs)等不同的結社型態。這些社團的參與者不再侷限於

知識上層的學者圈子，而有更多官員（包括文官、軍官、法官）、教士、

貴族、商人、作家、專業人士（如醫生、律師）、出版商，甚至非教養良

好的中下社會階層者的加入（極少數）。 
而這些後期日耳曼啟蒙運動的新團體本身，也隨著出現時間的早晚，

                                                 
18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3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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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性質上的分別。較早出現的閱讀俱樂部或讀書會，顧名思義，是以「閱

讀新知」、「交流討論」及「促進團員知識進步」為宗旨的結社行為19；一

七七０年代起大量出現的愛國功利團體，則在與前者雷同的組織基礎上，

將其學習及討論的焦點放置於與農、工、機械相關的實用性知識，「如何

促進農業、機械與手工業進步」，「如何宣揚與推廣其相關理論與操作新

知」，「如何具體實踐各種研習得來的理論新知」等，成為這類團體最為

關注的目標。而源於英格蘭和蘇格蘭的宗教性共濟會團體，也在十八世紀

傳入日耳曼地區20，其「自然神宗教」主張對基督教信仰堅定的日耳曼地區

來說，沒有很大的影響力，但它重視理性、致力於科學新知的傳播、直接

訴求「啟蒙運動」、強調人道與公益精神、推廣改革性的社會運動、秘密

會員制的組織型態等特質，則對後來的日耳曼地區的社團組織提供了不少

啟發21。如 1776 年成立的「巴伐利亞光明會」，便是一個直接學習共濟會

秘密組織型態的團體，其以「啟蒙」（illuminati 有光明、開明、啟迪之意）

為名，反對巴伐利亞境內耶穌會或玫瑰十字會的保守勢力，但不再滿足於

知識宣講活動，而追求與政治主權合作，進行教育、社會與政治的實質改

革。此外，一七八０年代在柏林地區成立的「柏林週三社」(Die Berliner 
Mittwochsgesellschaft)或一七九０年代萊茵河岸短暫出現的雅各賓黨團體
22，也都是秘密聚會性質的，以溫和討論政治性議題（前者）或激進爭取政

                                                 
19 如以美因茨(Mainz)地區的讀書俱樂部為例。其在自我宣傳的說明單上陳述：「（本社）

將提供會員以低價閱讀所有新書籍、建立社交生活、交換新知與政治評論的機會。」並為

其兩百多名會員訂購了 23 種文學性與 24 種政治性報刊、41 種雜誌，以及大量的各種專業

參考書，提供會員借閱與討論的機會。T. C. W. Blanning, “The Enlightenment in Catholic 
Germany,” in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ed., op. cit, 123. 
20 共濟會是一個深受啟蒙運動思潮影響的宗教性組織，主旨在尋求適於全體人類的普遍性宗教

信仰。其認為宗教信仰應根植於人類原始的感覺和思想，希望以「自然宗教」來代替基督教各

種教條形式，因而致力傳播牛頓機械論與「自然神論」的觀點，章程裡亦表現出許多典型的啟

蒙運動理想，如宗教寬容、人類普遍的兄弟情誼、理性、進步、完美與人道主義的價值觀等。

共濟會組織基本上採秘密會員制，但其所辦理的社會性活動，則不限會員參加，一般而言，各

分會皆積極在各地組織教育性的社團活動，如致力廢除黑奴運動、主持讀書俱樂部、辦理宣講

科學或哲學的公共講論會等。在啟蒙運動的傳播上，共濟會起了相當重要的作用。 
21 Rudolf Vierhau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 Knudsen), Germany in the Age of Absolut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5. 
22 如「自由與平等之友社」(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Mainz)、「立憲

之友社」(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教育與啟蒙推廣愛國社」(Patriotic 
Society of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等。Richard van Dülmen, op. cit, 104-127.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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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自由（後者）為宗旨的結社行為。 

 
二、公共議論現象的興起 

綜而論之，上述出版品和團體的名目各異、宗旨不同，但均表現出近

似的性質特徵。首先，無論是期刊的新知出版、道德教訓宣傳，或團體的

知識傳授、議題研討活動，這些出版品與團體均在追求康德所言「免於他

人指導」的獨立性23，企圖在既有的教會或政府權威的指導與教訓之外，自

行思考、判斷、評價、決定與自我負責。而取代上述傳統權威指導的，是

一種以理性、科學、反覆議論辯證為基礎的新的知識追求標準。第三，各

團體內部不分社會階級、宗教信仰、國籍地域、職業身份，以「知識」為

社員彼此認同基礎的結社行為，和其內部討論時所倡導之關於人與人之間

應有的禮儀舉止和尊重態度，以及各期刊出版自覺性地以教育公眾為志、

廣納文章意見的舉措，均已脫離傳統階級社會的人際關係標準，乃為某種

程度上尊重各獨立個體之「平等」精神的表現。第四，種種期刊出版和社

團活動的共通主旨是「學習」和「教育」，共通目標是為求「進步」。主

事者相信，透過不間斷的知識研習、思想議論、資訊交換與主張傳播過程，

無論個體或公眾的知識、道德、理性能力與內外在素質皆能有所精進；因

此各期刊發行與團體活動的宗旨目標，均從早期的知識與理性追求，發展

為內在性靈與道德的提升，再進一步變為追求社會全體的進展。而啟蒙的

訴求對象，也從早期侷限在學者圈子，發展成為相信每一個個體都能使用

理性、運用知識、以及了解提升個人道德和公眾利益的重要性。啟蒙運動

因而是不斷追求內在與外在進步的過程或結果，而這些出版和結社活動的

參與者均相信，透過結合志同道合者的集思廣益過程，能使「進步」的促

                                                                                                                            
見 Joachim Whaley, “The Protestant Enlightenment in Germany,” in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ed.,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0. 
23 康德對「何謂啟蒙運動」的著名回答：「啟蒙是人之超脫於他自己所招致的未成年狀態。未

成年狀態則是無他人指導即無法使用自己的理解力的那種無能。」Immanuel Kant (translated by 
James Schmid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James Schmidt ed.,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8. 



 
 

 

37

  

進及發生更為可能24。 
於是，「公共議論」成為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凝聚共識、推廣議題的重

要方式。諸如科學學術的發展及推廣、提升道德的方式、愛國愛鄉情懷的

展現(true patriotism)、世界主義理想的促進(true cosmopolitanism)、人際之

間友善仁慈與博愛的關懷與對待、合理的政體形式、成文法律的制訂、司

法公正的實現、刑罰的合理程度、社會福利、自由市的公民自治、種種傳

統與新時代社會規範之間的從屬關係、公共利益與公共道德、社會或政治

改革的必要性等，皆為各期刊或團體反覆討論的主題。許多議題最早皆自

學院內的學者議論圈子中提出，而後經由期刊或結社團體的宣傳擴散，成

為社會上繼續反覆討論或企圖予以實踐的目標25。 
不過，需補充說明的是，比起三十年戰爭後的破敗景況，此時期的日

耳曼地區，雖已堪稱回復了一些文明水準，累積了較多知識階層人口，因

而能發展出較大規模的「公共議論」現象（和早期僅侷限在少數團體或學

者圈子裡的情況相比），但此「公共議論」所能涉及的參與人口，和其所

能造成日耳曼社會之刺激與影響力的程度，仍可說是非常有限26。對當時的

日耳曼世界而言，社團組織或刊物發行皆屬於所謂「有教養階層」

(Bildungsbürgertum)的活動，此時期日耳曼地區有受過一定水準以上教育的

人仍屬稀少，他們本身就是一個與其他社會團體（如手工業的基爾特）互

相有別的圈子，因而，日耳曼地區的啟蒙團體組織和期刊發行之間經常有

著緊密的連結關係，如前期日耳曼啟蒙運動中活躍的日耳曼社和道德週

刊，本身即是團體聚會和發刊宣傳均有的組織型態；又如後期日耳曼啟蒙

運動中相當重要的《柏林月刊》和「柏林週三社」，前者為對公眾出版的

期刊組織，後者則為一秘密聚會團體，表面看來沒有直接關係，但事實上，

在「柏林週三社」裡討論的議題或結論，經常由某位參與者代表眾議寫成

文章，發表在《柏林月刊》上，而為兩單位主事、擘畫與經營者，幾乎為

同一批人。 
簡言之，日耳曼啟蒙運動的「公共議論」現象，早期多集中於學者圈

                                                 
24 Richard van Dülmen, op. cit, 128-142. 
25 Rudolf Vierhau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 Knudsen), op. cit, 81-82. 
26 Thomas P. Saine, op. ci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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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內部討論，議題則多傾向學術理論及知識本身的探討。而待這群「有

教養階級」的社交圈逐漸擴大，納入許多如官員與法商界人士等非學者身

份的參與者後，則使此團體（階層）表現出更為明顯的教育公眾的理想性，

以及欲改善社會現狀的淑世胸懷，後期日耳曼啟蒙運動的公共議論因而出

現較多的現實批判與政治性討論，訴求實質改革的呼聲也較為強烈。 

 
三、「何謂啟蒙／啟蒙運動」的公共討論 

團體組織、期刊發行與公共議論在日耳曼啟蒙運動當中展現出複雜糾

纏的關係，最著名也最能代表此種現象的，是 1780 年代興起的「何謂啟蒙

／啟蒙運動」討論。 

 

1. 「何謂啟蒙／啟蒙運動」討論的源起 

經過前述境內外團體與出版刊物的長期耕耘（如共濟會、各地讀書俱

樂部、《德意志萬有文庫》等），到了一七八０年代，日耳曼地區出版及

結社現象與追求啟蒙運動發展的願望，都達到了「高峰」。作為形容詞的

「啟蒙」或作為一種文化或社會發展的理想的「啟蒙運動」，都在此時為

人普遍接受並習於使用，甚至變成社會上的流行語彙，如有人因髮型或穿

著時髦而被人恭維為「啟蒙」，也有人自認是「啟蒙的」乃因自己會說法

語27。因此，當 1783 年，《柏林月刊》的主編之一畢斯特(Johann Erich Biester)
在一篇鼓吹「民事婚姻」（由政府而非教會證婚的制度）的文章裡提出「以

啟蒙或進步之名，將來婚禮或可不需在教堂裡舉行，婚姻也非透過宗教傳

統儀式的祝福便能生效」的想法時，便馬上引來了宗教界的左納爾(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在次月的《柏林月刊》上為文辯駁。左納爾認為，畢斯特

濫用了「啟蒙」的名義，輕率地為社會上一些未經審慎思考與評估的亂象

（如婚禮不在教堂內舉行）作合理化的解釋，此舉只會造成更嚴重的道德

敗壞，無濟於社會「進步」的追求。左納爾並在其文註腳裡提出了這樣的

疑問：「何謂啟蒙？這問題似乎變得與『何謂真理』一樣重要了！那些想

                                                 
27 Joachim Whaley, op. cit,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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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啟蒙他人的人，是否該在行動前先好好釐清此難題？至今我仍未看到令

人信服的解釋！」28結果引來更多讀者的回應。 
左納爾在《柏林月刊》上的發言並不算客氣，但這並不意味著他全然

反對畢斯特或相關於「啟蒙運動」的主張，相反的，其實他與畢斯特一樣，

都是秘密社團「柏林週三社」的成員。此社團和《柏林月刊》同在 1783 年

在柏林地區創立，正式名稱應為「啟蒙運動之友社」(Die 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der Aufklärung;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Enlightenment)29，看名稱便

知這是一個以推廣啟蒙運動、「促進團員自身與市民的啟蒙」為主旨的社

團30，而在左納爾於《柏林月刊》提出疑問的同月，「柏林週三社」內部也

正由第五順位的提論人莫森(Johann Karl Wilhelm Möhsen, 1722-1795)領
導，討論「如何達成公民的啟蒙(What Is to Be Done Towar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itizenry)」的相關議題，因此，與其說左納爾在《柏林月刊》上的反

駁文章是被畢斯特的發言所激的結果，倒不如說，此往來辯難正透露出「柏

林週三社」內部的熱烈討論程度31。 
然而，左納爾此問似乎正好符合日耳曼地區隱伏已久的公共議論潮

流，環繞「何謂啟蒙／啟蒙運動」的討論很快蔓延開來，不僅在《柏林月

                                                 
28 H. B. Nisbet, “‘Was ist Aufklärung?’: Th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 in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12.2 (1982): 79; James Schmidt, “Introduc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A Question, Its Context, and Some Consequences” in James Schmidt ed.,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 
29 「柏林週三社」由一群官、學背景濃厚、彼此結識的朋友群所組成的秘密會社，最多不

超過二十四人。得名為「週三社」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固定在週三晚上會面。此團體的成員

們相信，只要能確實掌握「啟蒙」的意涵和正確推動啟蒙運動的方式，便能造成自己和社

會的集體啟蒙，因而欲藉聚會討論的方式，釐清與啟蒙運動理論與實踐有關的種種問題，

並自詡將在相關問題釐清後，進一步投入能使「啟蒙運動」在社會與邦國當中實現的工作。

「柏林週三社」的運作方式大致是，每隔一陣子由一位提問人發表關於接下來討論議題的

簡短演講，其後各次聚會，會員便按照組織章程上所規定的發言順序，輪流對此提問表示

意見（也可以書面方式遞交）。以「何謂啟蒙」的討論為例，莫森便是提問人。雖然推廣

「啟蒙運動」並非當時的社會禁忌，但因社團屬小眾聯誼與非公開的集會性質，以「柏林

週三社」這個中性名諱作為對外名稱，乃為避免外界妄臆的自保舉措。Günter Birtsch 
(translated by Arthur Hirsh), “The Berlin Wednesday Society,” in James Schmidt ed., op. cit, 235-236. 
30 莫森(J. K. W. Möhsen)語：“Our intent is to enlighten ourselves and our fellow citizens” in J. K. W. 
Möhsen (translated by James Schmidt), “What Is to be Done Toward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itizenry,” in James Schmidt ed., op. cit, 49. 另見 Günter Birtsch (translated by Arthur Hirsh), “The 
Berlin Wednesday Society,” in James Schmidt ed., op. cit, 236.  
31 James Schmidt, op. c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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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其他期刊、書籍、宣傳小冊、戲劇、小說，團體或個人作者皆紛紛

提出相關答案（並引發更多其他議題）。大體而言，此波議論風潮始自 1783
年，一直延續至十八世紀末日耳曼啟蒙運動結束為止32。分析其間發言與伴

隨此議論發展的社會背景，除可繼續探討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特質外，亦可

明白日耳曼啟蒙運動自盛極而轉衰的原因。 

 
2. 「何謂啟蒙／啟蒙運動」討論的主要內容 

「啟蒙」其實是個演繹化的中文語彙。若要探討十八世紀人們對此概

念的理解方式，“Enlightenment”（或法文 Lumières、德文 Aufklärung、義大

利語 illuministi）應直譯為「啟明」較為妥當。換言之，啟蒙就是「光來了、

事物如實照見」。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對於「啟蒙運動」的基本理解，大致

便如同維蘭德在其回答「何謂啟蒙／啟蒙運動」一題的文章中所言：「只

要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光明和黑暗的區別，都知道在晦暗情況下辨物的困

難與在放亮環境間視物的清晰。在黑暗中，人們將什麼也看不到，或至少，

無法清楚區別不同事物間的差異，然而只要光明來到，事物的本質狀態將

被自然看清，再也不可能與其他事物混淆。33」不過，更具體也更具代表性

的，當為孟德爾松回應「何謂啟蒙／啟蒙運動」問題的說法。 
孟德爾松是在 1784 年九月的《柏林月刊》上發表他對「何謂啟蒙」問

題的看法的34。在此文章中，孟德爾松分別「文化」(德文 Kultur，英譯 culture)
與「啟蒙」的不同，他指出，文化是人類外顯的道德、技能、習性、生活

條件、社會狀態，啟蒙運動則關於客觀知識、理論，以及人類內在的智識、

思考與推理能力，兩者的同時達成（內外兼善），才是人類世間生活的圓

                                                 
32 H. B. Nisbet, op. cit, 79, 82, 92. 
33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translated by Kevin Paul Geiman and James Schmidt), “A Couple of 
Gold Nuggets, from the… Watepaper, or Six Amswers to Six Questions,” (1789) in James Schmidt 
ed., op. cit, 79. 
34 《柏林月刊》出刊前，孟德爾松曾在「柏林週三會」同年五月十六日的聚會當中，宣讀

過此文章。當時正值前述莫森提出「如何達成公民的啟蒙」研討的末期（此討論由 1783 年

12 月延續到 1784 年），「柏林週三社」內部應已累積了不少討論記錄與會員對此議題的

著作，但僅有孟德爾松的文章獲選在《柏林月刊》上發表，一個合理的推斷是，孟德爾松

此文，在某種程度上，可能為「柏林週三社」意見彙整的結果。Moses Mendelssohn (translated 
by James Schmidt), “On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James Schmidt ed., op. ci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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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極致，而這正是這些日耳曼啟蒙運動者所欲努力的目標35。換言之，有別

於中古時代的宗教性來世追求，（日耳曼）啟蒙運動者更將眼光擺在現世

與世俗世界。啟蒙運動即此追求的過程或過程的結果，日耳曼啟蒙運動則

進一步希望能為此過程擬定具體的發展目標與實踐方針，以確保人類前途

(destiny of man)將往「進步」方向上發展。此為環繞「何謂啟蒙／啟蒙運動」

討論的基本信念。 
在一七八０年代「何謂啟蒙」的討論開展以前，「啟蒙」(Aufklärung)

就已是日耳曼知識界所普遍接受的一個正面語彙，用以泛稱理智、道德與

文化的進步狀態或過程。在實際語境裡，「啟蒙」幾乎便等同於「進步」

之意，但又比「進步」多了點宣傳意味，使用這語彙的人，多半帶有希望

他人受到感召而採取某種改革性措施的言外之意36。不過，日耳曼啟蒙運動

者對「啟蒙運動」的認知，除了上述「光來了」的意象式理解乃有所共通，

並且同樣堅信「（正確的）啟蒙將造成進步未來」外，關於「啟蒙運動的

終極目標為何」、「如何達到（人為努力的方法？）」、「人人皆可啟蒙

嗎」、「啟蒙運動有無限制」等種種問題，當時人並無統一答案。因此，

當「何謂啟蒙／啟蒙運動」變成日耳曼文人社交圈的公共議論主題時，人

們主要便是在嘗試解答上述疑難。 
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心目中的啟蒙運動目標為何？而與之相應的人為努

力方向又該是什麼？歷史學家 H. B. Nisbet 分析當時環繞「何謂啟蒙／啟蒙

運動」議題的討論意見，認為不脫「自由的擁有」、「真理或知識的獲得」、

「道德的圓滿」與「幸福的達成」四組答案37。認為啟蒙運動是為得到「自

由」的人，少部分宣揚的是政治自由的取得，更多數人則追求自主思想與

自由言論的權利，他們鼓吹政治與社會風氣的開放，尤其反對權威勢力對

公開議論行為的無理打壓和檢查制度38。而認為啟蒙運動是為獲得「真理」

                                                 
35 孟德爾松原文: “I posit, at all times, the destiny of man as the measure and goal of all our striving 
and efforts, as a point on which we must set our eyes, if we do not wish to lose our way.”… 
“Enlightenment is related to culture as theory to practice, as knowledge to ethics, as criticism to 
virtuosity. Regarded (objectively) in and for themselves, they stand in the closest connection, 
although subjectively they very often separated.” Ibid., 54. 
36 Ibid., 79. 
37 Ibid., 80-83. 
38 如普魯士法官、身為腓特列大王顧問、與普魯士法典的編修者之一的克萊恩(Ernst Ferdi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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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累積更多「知識」的人，通常重視教育（化）工作的推展，對他們來說，

教育直接為追求真理真知的途徑鋪路，啟蒙運動的達成即教育的完熟39。至

於認為啟蒙運動是為使「道德」圓滿的人，則通常與上類人一樣注重教育

工作，只是他們將啟蒙運動的目標方向推得更遠；相信人性本善的他們，

相對排除了基督教人有原罪之說，所謂「無知是罪惡的淵藪」，人類犯罪

或行惡是因蒙昧無知，只要經過完善的啟發和教育，擁有越多知識或越趨

近真理的人，便越有機會達成道德的圓滿，因而這一類人亦主張以教育來

推廣啟蒙運動的理念，但啟蒙運動的終極目標卻是為了道德的達成。最後，

也有人企圖綜合前述所有理想，認為啟蒙運動的結果將帶來一切美好價

值，屆時自由、真理、道德皆為人類掌握在手，此即「幸福」的達成。 

 
上述自由、真理、道德與幸福等文明進步上的追求，其實很難明確自

單一發言者的主張裡清楚區分，如主張啟蒙運動是為求達成思想與言論自

由的人，背後動機通常是因相信，倘若人們能自由地交流思想，則去除盲

信和闡明真理終有達成的一天。而真理的闡明是為道德的達成，一旦人人

道德達成，則為全體人類幸福的保證。換言之，自由、真理、道德與幸福

乃日耳曼啟蒙運動者的共同追求，一七八０、九０年代這場「何謂啟蒙／

啟蒙運動」公共議論的發言看似歧出，其實不過是這四項核心主題不同比

重與強調程度的組合。此外，H. B. Nisbet 還認為，日耳曼啟蒙運動此時興

起「自由」的追求，乃是受到後期英法啟蒙運動思潮的直接影響（如盧梭

的政治理論），而關於「真理」、「道德」、「幸福」可藉理性求知與受

教達成的概念，則早由哲學家沃爾夫在一七二、三０年代，於其實用哲學

                                                                                                                            
Klein)，和新譯《新約》與出版《耶穌傳》的巴特(Carl Friedrich Bahrdt)，皆是思想與言論自由

的主張者。兩人同為「柏林週三社」的成員。為回應「何謂啟蒙」一題。克萊恩著有〈思想與

出版的自由〉(1784)，巴特則寫成〈出版的自由與其限制〉(1787)一文。Ernst Ferdinand Klein 
(translated by John Christian Laursen), “On Freedom of thought and of the Press: For Princes, 
Ministers, and Writers” (1784); Carl Friedrich Bahrdt (translated by John Chrisyian Laurse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Its Limits: For Consideration by Rulers, censors and Writers” (1787) in 
James Schmidt ed., op. cit, 87-96, 97-113. 
39 如孟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便認為，「啟蒙」是理論、知識，「文化（或文明）」是實踐、

執行，兩者為互為表裡的一組概念。個體和民族的發展皆須兩者內外相濟，而「教育」則是使

啟蒙和文化能同時達成的方法。Moses Mendelssohn (translated by James Schmidt), op. cit,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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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闡明40。這場一七八０、九０年代的「何謂啟蒙」公共議論清楚顯示，

早期侷限在少數學者圈子裡傳播的日耳曼啟蒙運動概念，已成功向外擴

散，逐漸成為社會公眾（受過教育者）共同接受的信念。 

 
四、「何謂啟蒙／啟蒙運動」討論的意義： 

文明提升的追求與理性精神的展現 

然而，即便「追求進步」已成為日耳曼啟蒙運動者的集體共識，想要

為「啟蒙運動」立下明確定義與執行規則，依然不是容易之事。檢視環繞

於「何謂啟蒙／啟蒙運動」的種種討論，可發現其試圖定義啟蒙運動的發

言內容往往顯得龐雜、空泛、抽象，且經常是以意義相關或近似的同組詞

彙進行同義反覆的彼此說解，非但不能將問題釐清，反而更使其增添了複

雜性。如以貝克(Rudolph Zacharias Becker)在 1785 年的一段發言為例：「真

正的啟蒙（運動），是指那能給予我們與人類前途相關之洞見的真理；換

句話說，即能帶給我們幸福的那個東西。41」這段話企圖以「真理」來給予

「啟蒙」一個普遍而高尚的定義，但卻沒有清楚解釋啟蒙、真理和人類前

途及幸福未來之間的關係。日耳曼啟蒙運動者試圖藉公共議論定義「啟蒙」

(Aufklärung; Enlightenment)的真義，結果卻似乎使「啟蒙」的概念與「真理」

(truth or correct insight)、「幸福」(Glückseligkeit; happiness)、人類的前途(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the destiny of man)、完美 (Volkommenheit; 
perfection)等理論性概念混淆一氣，製造了更多問題。 

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有二：第一，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篤信因「理

性」的作用力，將使「進步」與「完善」成為可能，則極為容易引發種種

附會、想像與希望的投射。因而環繞「啟蒙」的思想性議題會如此之多，

舉凡宗教、國家行政、財政、公共衛生、田牧、家計、刑法、教育、濟貧

等種種議題，皆曾以啟蒙之名，被加以討論。彷彿「啟蒙運動」可以解決

任何問題42。 
至於第二項原因，則為日耳曼啟蒙運動有別於英法啟蒙運動的表現；

                                                 
40 H. B. Nisbet, op. cit, 82-83. 
41 Ibid., 83. 
42 Joachim Whaley, op. cit,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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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在定義與討論啟蒙運動的可能發展時，會很小心

地盡量避免與現實政治或宗教情況直接相關的論點。此問題可以從兩個方

面探討，首先，雖然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和英法啟蒙運動者一樣，皆主張以

「理性」自由地追求與傳播新知、批判地檢視已知和權威、勇敢地破除迷

信與偏執，然而，當批評者需舉證深入此些論點時，卻不免得甘冒忌諱，

直擊現實世界裡當權者的迷信、偏執與不當權威；此對與政權和教權皆過

從甚密的日耳曼啟蒙運動者來說，實是殃及自身安全的危險之事43。因而日

耳曼啟蒙運動者在討論「啟蒙運動」時，雖基於追求釐清的出發點，但超

過某種限度便得「模糊化」其語言，便成為日耳曼啟蒙運動公共議論現象

的一項特色。再者，回歸現實，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很清楚他們追求啟蒙運

動理想的原因，是為改善現實處境，追求社會全體的文明進步；啟蒙運動

的終極理想固然美好，但倘若急於追求此終極目標的結果，是將造成更大

動盪與社會不安，他們會選擇能與社會現狀同存共處的實踐方式。換言之，

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心目中有清楚的近程與遠程標的，遠程目標時可模糊不

論（如萊辛即認為啟蒙運動是一個不斷求上進的過程，結果可先置而不

論），但近程標的卻被極度要求實踐性（如教育或社團組織工作的推展），

而當理想與現實衝突時，他們選擇務實44。 
此外，日耳曼啟蒙運動以追求文明進展為目標，但傾向由近程至遠程

的推進，不免表現出理論與實踐不合的情況，如對教育及啟蒙下層大眾的

保留態度45。但是，換個角度思考，「何謂啟蒙」公共議論的熱烈狀況，顯

示日耳曼知識份子均普遍相信：（一）一個可存在的語彙或概念，則必然

有其相應的本質性解釋和定義的可能。（二）只要透過大量分析、論辨、

批判與集思廣益，便能為所有問題找到確切的答案46。此為理性主義知識論

的立場，此種樂在求知的態度，亦為啟蒙運動精神的體現。而更擴大性地

思考日耳曼啟蒙運動自前期至末期的發展，則可發現，便是在這種種基於

理性，超越邦國、種族及宗教信仰界線的出版、結社、團體內部或公共議

                                                 
43 日耳曼啟蒙運動和現實政權及教權的關係，將在本文第三章繼續討論。 
44 H. B. Nisbet, op. cit., 84-85. 
45 詳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46 H. B. Nisbet, op. cit.,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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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交流行為間，參與其中的作者、讀者、發言者與回應者，慢慢發展出

一套有別於中古價值的相通信念、共同關懷與近似的態度47。或可說，在日

耳曼地區，一種具現代性特徵的世界觀與社會集體意識已透過日耳曼啟蒙

運動慢慢形成，雖然離此新世界觀廣泛影響日耳曼世界的程度還很遙遠。 

                                                 
47 Rudolf Vierhau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 Knudsen), op. cit,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