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肯定理性更肯定信仰： 
           日耳曼啟蒙運動的理性學術和理性宗教主張 

 
大部分的啟蒙運動哲士本身均非嚴謹通貫的哲學家，但篤信科學革命

所肯定的理性主義精神與科學方法，認為人類既是天賦有理性、能思考、

並依某些因素條件行事的動物，則人事現象亦必能尋出規則，因而他們多

借用或推衍上層學術的研究成果，作為自己提出改造人類社會理論的依

據。例如，以科學革命的理性主義為基礎，伏爾泰、盧梭等提倡自然神論；

其他哲士則開啟了以科學方法解釋人事規則的「社會科學」領域（包括經

濟學、語言學、人類學、科學化的歷史學等）。又如以十七世紀世俗化的

自然法理論和人道主義為基礎，現代法學逐漸脫離中古一統帝國與一統教

會的概念規範，發展出強調列國應以理性相待的國際法觀念，以及重教化

勝於懲罰的刑法觀點；洛克、孟德斯鳩、盧梭等哲士則進一步衍生出強調

天賦人權與社會契約理論的政治學說。 
相對於英法西歐文明，十七、八世紀的日耳曼學術發展較遲，缺乏原

創性的自然科學與理性哲學，但藉著歐洲上層學術的交流，亦很快接觸了

自然科學與種種理性化的人文學術，隨即造成日耳曼地區學院內傳統經院

學術傳統的變革。其結果是，雖然十七、八世紀的自然科學學術依然是以

英法為主導，但在以理性法則解釋人類經驗與社會制度的人文學術方面，

日耳曼世界的確開創出自我風格。如十七世紀的理性主義體系論三大家─

─笛卡爾、斯賓諾沙與萊布尼茲——當中，萊布尼茲便表現出日耳曼始終

堅守基督教信仰的人文特色；日耳曼世界的自然法與社會契約政治理論不

特別推論人類社會自野蠻至文明的演進過程，也與英法地區有所不同；而

自然神論或無神論等懷疑甚至否定傳統基督教教義的宗教思想，始終無法

在日耳曼地區被接受，取而代之的是如何以理性輔助信仰的改革派神學討

論。在此特殊學術發展及持續接受英法文化傳播的知識背景下，日耳曼啟

蒙運動者秉持其追求使知識實用於世的抱負，究竟撿擇了哪些理性學術作

為其推廣傳播的素材？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如何面對理性與信仰衝突的問

題？以及其間所透露的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特質為何等，乃為本章所欲探討

的課題。而此時日耳曼學院內新發展的理性學術主要有：以普芬道夫與托

馬西烏斯為代表的自然法系統、以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為代表的理性主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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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體系，及少數社會科學的發展。以下將先就這些理性學術的要點特色作

一介紹，再進一步探討日耳曼啟蒙運動與這些理性學術之發展的關連，以

及其中所顯示之日耳曼啟蒙運動追求理性與兼顧信仰的基本特質。 

 
第一節 自然法系統與理性主義哲學 

一、 普芬道夫與托馬西烏斯的自然法系統 

自然法(natural law)是希臘化時期即有的概念，隨著時間演進，曾在西

方思想史上衍生出各色各樣的內涵，難以將之簡單納歸為單一理論。然而，

這些不同的自然法學說的確擁有共通的核心假設及訴求命題，此即，他們

認為，第一，道德是人類出生本有的天賦，所謂的自然法即人類天生的道

德律；第二，自然法（道德律）可經由人類另一項天賦本能──理性──

證明與探知；第三，自然法是絕對的、永恆不變的、具普世價值的；因此，

自然法的確定性(certainty)高於任一世間法律（包括教會法與國家法），世

間實際法律的制訂都應符合自然法的律則。 
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前最通行的自然法學說，是由阿奎納 (Thomas 

Aquinas, 1224-1274)奠定基礎的。阿奎納結合亞里斯多德學說及基督教神學

理論，創建了以理性支持信仰的經院學術。在此系統中，阿奎納使古典自

然法理論融入了《聖經》人類起源的說法，解釋了人類道德和理性的由來

及自然法具普世價值的原因（上帝造人時，將其全知全能的神性加諸在人

類身上，人類因而具有天賦道德和理性），藉此論證基督教會作為人間最

高道德代表的正當性，同時也確切指出自然法低於上帝意志但高於所有世

間權威的地位1。然而，科學革命理性精神的衝擊，促使學者開始全面性懷

疑起教條化與形式化的經院學術，在批判傳統與探詢真知的氣氛下，相關

於「自然法」的概念和問題意識，也在十七、八世紀，有了新的突破。思

想史上稱之為啟蒙運動的自然法理論(Enlightenment natural law)，或現代自

然 法 理 論 (modern theory of natural law) 。 代 表 學 者 有 格 勞 秀 斯 Hugo 
Grotius(1583-1645)、霍布斯 Thomas Hobbes(1588-1679)、普芬道夫（Samuel 

                                                 
1 Ian Hunter, “Natural Law”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3,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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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fendorf, 1632-1694）、洛克(John Locke, 1632-1704)、托馬西烏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等。 

這一波新的自然法理論和之前自然法學說（尤其是經院學術說法）的

最大不同，在於這些經歷科學革命的學者們主張，自然法（人類的天賦道

德）並非上帝的直接授予，乃是人類在世間基於生活經驗的累積，逐漸演

化而來；因此他們的自然法系統，也多半包括探討人類原始狀態與現行文

明狀態之差異，以及如何人類如何由自然狀態演進至文明社會的假說。自

然法具普世性，是因它以人類共通經驗與習性為基礎，而人類之所以能累

積和授受這些道德法則，乃由於其本能天賦的作用，這些天賦本能除理性

外，學者還分析出自保求生、同情、社會性(sociality)等不同項目，人性(human 
nature)因而也成為此波新自然法理論的研究重點之一。此外，比起經院學

術僅為服務信仰而存在的單純理由，這些現代自然法學者更加念茲在茲

的，是如何使自然法的道德原則運用至世間社會，因而他們幾乎都發展出

相應的倫理學（道德哲學）或政治學理論，如社會契約論或天賦人權論等。

綜言之，在一片重視理性、唯理論證的研究風氣中，十七、八世紀的自然

法學者不再接受傳統經院學以「上帝意志」解釋一切的作法，重新探問「人

類天賦即有道德」的道理何在；並且利用當時亦是重新被重視的推理或經

驗的知識論及研究方法，大大豐富了自然法理論的內容。其中，兩位出身

於神聖羅馬帝國的學者──普芬道夫和托馬西烏斯，不僅在現代自然法理

論上貢獻良多，同時也是早期日耳曼啟蒙運動的重要推動者，他們為三十

年戰爭後沈寂的日耳曼學術帶來了新課題，示範了新的研究方法和求知態

度。 

1. 普芬道夫的自然法理論 

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 1632-1694）成長於三十年戰爭期間，較

諸其他日耳曼啟蒙運動學者，更直接體會了世事無常及宗派傾軋所帶予人

們的痛苦。此種生命本質反映在他畢生的主要兩項事業上，身為反對經院

學術與倡導現代自然法及實用道德哲學的大學教授，以及身為以歷史分析

方法探討維繫列國和平原則的宮廷歷史學家。處於新舊交替的時代，普芬

道夫在求學期間即深深感到經院學術的不足，而對來自英法等地的現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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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如培根、笛卡爾、格勞秀斯與霍布斯等人的思想，產生極大好感。因

此，基於學術興趣，亦為了使學術能與所有宗派的教條化思想切斷關係，

本身仍是虔誠路德宗信徒的普芬道夫極少談論神學教義、形上學等抽象課

題，主要以科學的、經驗的「常識分析」或「歷史歸納」方法證成其學術

理論，前者如其對人類天性與自然法理論的闡釋，後者如以神聖羅馬帝國

歷史論證教權應低於政權的政治理論分析2。普芬道夫的學術願望，是使道

德哲學成為一門像數學般的科學，期能在其中建構出使所有人類及國家都

遵守的「通則」(universal principles)，以達成世界的永遠和平3。而其對道

德哲學（倫理學）的最大貢獻，是帶入了思想隨歷史發展的概念，從此，

「道德哲學史」(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成為倫理學的重要旁支4，後世

學者得此助益，藉由思想與觀念演進史的探討，因而對道德與人性的本質

能有更深一層的認識。 

 
關於自然法學，普芬道夫主要有三本探討此課題的著作：1660 年出版

的《法學要義》，1672 年出版的《論自然法與國家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 or On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in Eight Books)，以及

1673 年出版的《論人和公民在自然法中的義務》(De officio homints et civis 

juxta legem naturalem libri duo or On the Duty of Man and Citizen according 
to Natural Law in Two Books)。其中，《法學要義》是其早年初試啼聲之作，

《論人和公民在自然法中的義務》則是專為學生節錄的小冊，最能完整代

表普芬道夫自然法體系的，當為《論自然法與國家法》一書5。仔細分析普

芬道夫的自然法系統，可以發現他承襲自前輩霍布斯與格勞秀斯處甚多，

                                                 
2 James Tully,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Samuel Pufendorf’s On the Duty of Man and Citizen, edited 
by Michael Silverthr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xvi-xix; Michael J. Seidler, 
“Pufendorf, Sanuel,”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3, 379. 
3 此志願清楚表現在普芬道夫早年第一本關於自然法系統的著作──《法學要義》(Elementorum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 libri octo or Elements of Universal Jurisprudence, 1660)——上，本

書以近乎類似數學的寫作筆調，企圖調和霍布斯與格勞秀斯自然法理論的衝突，使此非神

學式的自然法道德律能成為世間通用的維繫秩序的準則。 
4 Michael J. Seidler, op. cit., 380. 
5 James Tully, op. cit., xiv-xvi. 



 
 

 

50

 

尤其是關於人性與自然狀態的分析，幾乎便是霍布斯自利與自保原則

(self-interested desire of individuals for their physical survival)及格勞秀斯理

性與「社會性」理論(rational and sociable nature)混合後的普芬道夫式詮釋。

此即，普芬道夫認為，人性有自利與自保的天性，但世界不曾變成如霍布

斯 所 析 論 的 野 蠻 叢 林 狀 態 ， 因 為 人 類 也 有 「 社 會 性 」 (socialites or 
sociality)——與同類共居及合作的生存行為——和理性思考的天性，自然而

然就會與人互助分享與協同合作。換言之，普芬道夫主張，人類的自然狀

態就是社會狀態，社會性即人類的基本道德；此點直接影響了稍後的托馬

西烏斯，成為日耳曼自然法系統的一項特色。 
至於普芬道夫的個人創見，則主要發揮在自然法、民法（civil law 世俗

國家的法律）及宗教律法（divine law or moral theology）的區別上。關於這

問題，他提出了六點分析：（一）在適用性上，自然法適合全人類，所有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關係；民法僅能適用於其所生成的特定地域，規定的是

特定的法律責任及相關的道德義務；宗教律法則規範著特定宗教之信徒的

義務。（二）在法律的起源及正當性上，自然法根源於人類天賦的理智與

社會性的本質；民法是由主權者規定，而宗教律法的基礎則是上帝的意志。

（三）人類（只）能靠理性探索和發掘自然法的律則，卻得靠上帝的恩典

才能獲得宗教律法所揭示的啟示性真理。（四）自然法是人類世間生活的

準則。宗教律法則給予關於來世救贖的指引。（五）在倫理學的規範上，

自然法規定人們外在行為的標準。宗教法則規範人的內在思想、意圖、慾

望等範疇。（六）自然法是人類「墮落」後才發展出來的普世性法則，為

的是使墮落後趨向自利、並且易為邪惡慾望所驅使的人性轉惡向善。宗教

律法則對墮落及非墮落的人類狀態都需有所因應6。這樣的區分，的確貫徹

了普芬道夫欲使學術脫離宗教的初衷，但卻同時得罪了教權與政權兩大勢

力，甚至在學界也不能盡被理性派學者認同，例如萊布尼茲就曾批評他幾

乎背離了所有傳統自然法理論（主要指古典及基督教經院學術）的核心關

懷，自創使「社會性」解釋人間一切關係與道德原則的自然法新體系。 

                                                 
6 普芬道夫不直接討論宗教思想，卻接受基督教說明人類祖先偷嚐禁果因而背負原罪的人性理

論。Ibid., xxii-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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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談上帝旨意、而將基礎置於「社會性」的自然法理論如此招人非議，

普芬道夫本人卻是從未否認自然法的最高指導原則仍是上帝意志的概念，

在回應當時學界意見的一本論文集中，普芬道夫藉批評霍布斯及格勞秀斯

理論不盡如人意處，補充了自己對自然法起源的說明。他指出，自然法系

統雖非上帝直接給予，而是人類「墮落」、離開伊甸園後所自行演進的普

遍性法則，它的最高原理卻仍是根於上帝的意志，因為，唯有人類感覺有

某種高於我們全體的意志力量（上帝）的存在，才能相應生出「順服」及

「不得端恃個人意志趨向」之感，此即自然法能造成道德約束力量，而使

世間能形成規律及秩序的源頭。此外，人類趨於自保與形成社會的天性，

也是因感受上帝希望我們續存的意志所產生的行為。換言之，自然法乃因

應上帝意志而生出的人間共通律則，上帝在此新自然法系統中的角色地位

是無庸置疑的
7
。 

然而，持平而論，普芬道夫自然法學的獨到之處，的確非在自然法系

統本身，而主要表現在如何使自然法通則實際運用於社會國家的探索與宣

傳上8。因為時代環境的變遷，之前仍處於宗教戰爭時期的霍布斯及格勞秀

斯，處理的是「道德從何而來」、「如何達成文明社會的建立」、「如何

避免戰爭」等理論性問題，而隔了一個世代的普芬道夫，則在三十年戰爭

後大事抵定的環境裡，開始思索「如何維繫世間秩序及和平」、「如何使

人人都能在社會國家中安居守己」、「如何不倒退回戰爭狀態」等實際運

用的原則與方法9。換句話說，普芬道夫談論自然法體系及道德施用原則，

主要是在為自己的政治學主張尋找合理性基礎（為此特別重視自然法與世

                                                 
7 1672 年，普芬道夫關於區分自然法、公民法與宗教律法差異的《論自然法與國家法》出

版後，在日耳曼地區掀起了學界的熱烈討論和圍剿批判，成為一時最熱門的學術辯論公案，

普芬道夫本人也被政權與教團指控「不道德」、「亂國」與「叛教」等罪名。往後幾年，

普芬道夫很有耐性地一一答辯來自各方的批判，分別在 1675 年、1677 年及 1686 年出版了

三本回應文集：Dissertationes academicae selectiores. (Select Scholarly Essays, 1675); Specimen 
controversiarum. (A Simple of Controversies, 1677)及 Eris scandica (The Scandinavian Qurrel, 
1686)，終而使此現代自然法觀念慢慢為日耳曼學界所接受，個人學術聲望也在經歷此過程

後，達至另一高峰。Richard Tuck, “The ‘Modern’ Theory of Natural Law,” in Anthony Pagden, 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6. 
8 關於普芬道夫的政治理論，詳見下節。 
9 James Tully,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Michael Silverthrorne ed., op. cit, xx-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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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法和宗教法的性質區別），因此，他在綜合與修飾前人說法之餘，並未

對自然法體系本身及倫理學（道德哲學）概念多作延伸性的闡釋。不過，

另一位稍晚於普芬道夫、深受其自然法理論啟發的日耳曼學者──托馬西

烏斯，卻有不同的表現。 

 
2. 托馬西烏斯的自然法與倫理學理論 

托馬西烏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出生於三十年戰爭

後，父親是萊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的法學與哲學教授，學術研究

這條路，對托馬西烏斯而言，可說是家學淵源。和普芬道夫一樣，托馬西

烏斯也是教條化經院學術的反對者，主張提倡實用性的人文學學術。但他

不似普芬道夫因避免抽象化論學而仰賴純以經驗及歷史分析的研究方法，

而是自「邏輯學」的改良入手，目的在使人文學術能有獨立的研究方法論，

以取代當時經院學術不離基督教教義或政教利益的辯證法10。此外，托馬西

烏斯也相當注重實用性學術（自然法學和倫理學）的探討。他的一生學術，

大致可分為三階段，即，一六八０年代的關懷初建階段、一六九０年代前

半的邏輯學成熟與倫理學初建階段，以及一六九五年後的倫理學成熟階段
11。學術初建時期，托馬西烏斯主要是在大學裡求學、任教，並擔任編輯雜

誌的工作，僅在 1688 年，出版了兩本最早但也基本上代表他學術主軸的著

作，《神聖法學概要》(Institutiones jurisprudentiae divinae or Institutions of 
Divine Jurisprudence in Three Books) 與《宮廷哲學導論》(Introductio ad 
philosophiam aulicam or Introduction to Court Philosophy)，前者闡釋了普芬

道夫的自然法系統，並加入個人意見，後者則是一本邏輯學專著，力主人

文學應脫離政治及教會的權術利用，還原自身理性問道與貢獻社會的本

色。而為實踐自己在學術方法態度上的理性主張，第二階段裡，托馬西烏

斯出版了兩本關於邏輯學方法的論著，並在其早期自然法學研究的基礎

上，進一步研究人類道德行為與其天性（如理性）之間的關係，成為他第

                                                 
10 Simone Zurbuchen, “Thomasius, Christian”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4, 161. 
11 Knud Haakonssen, “Thomasius (Thomas), Christian, 1655-1728,” in Edward Craig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Vol. 9, p.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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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倫理學著作12。其後再繼續闡發人性本質與道德實踐等倫理學進階問題
13。 

可以看出，托馬西烏斯是一位學術發展接續有致的學者，此點特色，

除因其學術關懷有自覺性的確立中心外，1690 年後離開萊比錫，前往普魯

士王國助建哈雷大學14，並在那裡長期與虔信主義學者共事與論學的生命經

歷，也是重要影響元素之一。綜言之，托馬西烏斯因反對經院學術及唯理

論證的學術傾向，促使他受到現代自然法理論的吸引，其後又在研究及教

授自然法系統的過程中，逐步建立了自己的實用倫理學體系，並在虔信派

思想的啟發下，找到了關於倫理學研究核心的「人性」及「道德實踐」問

題的最後答案（詳下文）。整個歷程，顯示一位受到唯理論證風氣啟發的

學者，如何在社會習俗仍普遍接受基督教信仰及其教義說法的強大壓力

下，仍試圖探問有關神人關係及人之本質等早有定見（教條）的問題。此

為啟蒙運動精神的一種展現。而托馬西烏斯也正由於此理性精神，及其在

自然法和實用倫理學上的實際學術貢獻，被視為日耳曼啟蒙運動的創始者。 

 
托馬西烏斯的大學求學階段，正值普芬道夫《論自然法與國家法》(1672)

一書引發激烈正反辯論的時期。日耳曼知識界普遍受到普芬道夫自然法理

論的啟發與衝擊，到後來，已非贊成或反對其自然法理論的單純爭辯，「人

類道德的基礎究竟為何」乃至「如何證明上帝善性（即自然法）的存在」，

成為那一代學者共同致力研究的目標。托馬西烏斯的第一本著作《神聖法

                                                 
12 托馬西烏斯第二階段的學術著作有：1691 年出版的《邏輯學導論》(Einleitung zur Vernunftlehr 
or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reason)和《邏輯習題》(Ausbung der Vernunftlehre or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Reason, 1691)、以及 1692 年出版的《倫理學導論》(Einletung zur sittenlehre or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13 第三階段的著作則有：《倫理學運用》(Ausübung der Sittenlehre or Application of Moral Theory, 
1696)、《論精神的本質》(Versuch vom Wesen des Geistes or Essay on the Nature of Spirit, 1699)、
《從常識推導而來的自然與國家法基礎》(Fundamenta juris naturae et gentium or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deduced from Common Sense, 1705)。《從常識

推導而來的自然與國家法基礎》為其集大成但少為當代及後世注意之作。 
14 由於托馬西烏斯主編的雜誌倡導了太多為當權所不喜的激進意見（如否定君權神授思

想），以及他公然挑戰學術傳統，主以日耳曼語講學及發表著作的行徑，1690 年，托馬西

烏斯被萊比錫政府驅離，隨即接受普魯士國王腓特烈一世的邀請，至普魯士的哈雷城擔任

教職。從此開啟了他與哈雷大學及日耳曼啟蒙運動的重要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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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概要》(1688)，即是此學風影響下的作品。面對當時知識界的兩大議題：

「人類道德的基礎」及「上帝善性的證明」，托馬西烏斯以為，後者無法

以任何存在的人間方法證驗，但不證自明。而關於前者，托馬西烏斯則以

「推理」分析的方式，由「來自上帝的自然法（道德律）」的確先驗而存

在的基礎出發，一步步推出其自然法及倫理學理論的體系。 
托馬西烏斯的推理是這樣的：人類皆能感知並願意順服上帝要我們遵

守道德律的意志，但卻不能自然地知曉道德律的具體內容，因為自從人類

「墮落」後，就失去了能與上帝同感同知的洞見能力，僅能依賴理性，藉

著生活中的經驗來累積知識，再靠著知識與知識間的串連，明白更多關於

物理及人性的道理。因此，「理性」是人類掌握道德律的第一個憑據。然

而，抽象性的推理工作（即知識與知識間的串連應用），需仰賴「符號」

（如語言）的掌握，才能順利進行，而人類僅有在與其他人類相處的經驗

中，才可能產生運用通用性符號來表情達意的行為。由是，托馬西烏斯的

第二個推論是，唯有在一定程度以上的共居生活模式裡，人類的語言（抽

象性符號）及理性才能不斷被發展及運用；人類的「理性」和「社會性」

都 是 天 生 即 有 的 本 能 （ 上 帝 予 人 的 自 然 狀 態 ） ， 兩 者 有 著 互 相 倚 賴

(interdependent)的關係。若非社會性本質，我們無從發揮理性，若非理性天

賦，社會生活裡的相互同理與溝通行為便無從發生。托馬西烏斯進一步分

析，「合理的社會性」(rational sociality)或「與人和平共處」(peace or the quiet 
life with others)，即上帝意志所安排予人最基本的自然法，而人類行為之所

以會產生道德，即因他依循此上帝意志（自然法）行動的關係15。 
托馬西烏斯認為，在上帝的意志之下，這世界每樣物事的存在都有其

目的，而所有物事的行動皆是由其目的所驅使，換言之，順服其存在本質

即世間所有物事共通的自然律。然而，人類獨獨是不完全受其生存目的（歸

順自然法）所驅使的生靈，在我們的天性之中，既有理性與社會性等促使

我們順服於自然法（道德律）的本質，也有其他同時存在的本能或慾望，

誘 使 人 們 迷 失 於 其 他 目 的 追 求 ， 終 而 遠 離 自 己 原 本 的 道 德 目 的 (moral 
aims)。因此，由自然法理論延伸而出，托馬西烏斯下一步乃是進行倫理學

                                                 
15 Knud Haakonssen, op.cit., 37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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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人性課題的相關探討16。《倫理學導論》(Einleitung zu der Sittenlehre 
or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 1692) 、《倫理學運用》(Ausübung der 
Sittenlehre or Application of Moral Theory, 1696)、《論精神的本質》(Versuch 
vom Wesen des Geistes or Essay on the Nature of Spirit, 1699)及 《從常識推導

而 來 的 自 然 與 國 家 法 基 礎 》 (Fundamenta juris naturae et gentium or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 deduced from Common Sense, 
1705)為其四本關於道德實踐課題的力作。而檢視其最早著作《神聖法學概

要》至此四書的發展，則可看出，托馬西烏斯對人性的觀察越來越深刻、

也越來越對道德實踐的可能感到悲觀。如，同樣回答「如何克服人性墮落

以達成道德目的」此命題，托馬西烏斯在《神聖法學概要》(1688)中主張，

人性本質只有社會性和理性，因而相應的倫理學道德原則只有「正義」一

項。再至《倫理學導論》(1692)，托馬西烏斯在其人性論中補充了「愛」的

成分，但依然堅信「合理」的愛乃人類社會的倫理道德基礎。然而，1695
年後，托馬西烏斯逐漸轉向懷疑人類理性終能戰勝缺陷罪惡的可能──畢

竟，美德與愛，可經理性增強，但由慾望所驅使的淫慾、野心、貪婪等邪

惡，則不明顯受理性指揮，除非上帝恩典，人類實難以對抗其情感將自然

墮落的趨向。此種新的人性論傾向先是表現在他 1699 年出版的《論精神的

本質》當中，終而在《從常識推導而來的自然與國家法基礎》(1705)裡提出

了相應的倫理學討論。在此，對外的、有強制力的(enforceable)的「正義」

(justum; just)，對內的、基於良知的、不可強逼(unenforceable)的「誠實」

(honestum; honest)，以及表現出對外的審慎與自持，但並非被強制而生的「高

尚」或「禮貌」(decorum; decorous or proper)，成為托馬西烏斯倫理學實踐

的新的三原則。這組原則試圖包含人類行為的社會面與內在面，以及人性

的理性及非理性面的超越。 

 

二、 萊布尼茲與沃爾夫的理性主義哲學 

除了前述以經驗主義知識論方法為基礎的自然法學術外，此時期日耳

曼地區亦出現以理性主義知識論方法為基礎的體系論哲學，尤以萊布尼茲

                                                 
16 Ibid.,378-379. 



 
 

 

56

 

和沃爾夫兩人為代表。此二學者不僅是奠定日耳曼理性主義哲學體系的先

驅，亦分別以其在政治界（萊布尼茲）和學術圈（沃爾夫）的影響力，直

接對早期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發展與傳播作出貢獻。 

 
1. 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本文第一章曾述及萊布尼茲號召在日耳曼地區建立國家型科學院與早

期日耳曼啟蒙運動發展的關係，不過，嚴格說來，萊布尼茲的生平及思想

所能實際造成的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發展，還不如其直接體現原型啟蒙運動

精神的重要性。出生於三十年戰爭尾聲，自小便展露過人才思的萊布尼茲，

是十七世紀知名的數學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歷史學家，以及活躍於

美因茨、漢諾威、普魯士及俄羅斯等宮廷與國際外交競場的政治家與外交

官。身為理性主義知識論的發揚者與奉行者，萊布尼茲是十七世紀三大理

性主義體系論的貢獻者之一，還是與牛頓齊名的數學家與自然科（哲）學

家，他認為世界是由像數學中的邏輯那樣理性而規律的原則所建構出來

的，人類可藉邏輯或數學機率論等推理方式掌握這個世界物理或人事的真

理真相，為此萊布尼茲甚至曾主張應創造一套全新的完全符合邏輯規則的

字母及語言系統，以作為人類得以完整掌握世界知識的基礎工具。而身為

相信知識、社會與政治的目的均是為排除非理性及增益人類幸福的政治

家，萊布尼茲一以貫之地在其哲學理論與政治實務工作中表現出這種理

想，如其致力在日耳曼各地宣傳與推動國家型科學院的建立計畫，以及數

份為追求宗教和諧（新舊教重新統一）與實現歐洲國際和平的外交計畫。

簡言之，萊布尼茲不僅為啟蒙運動提供了哲學理論基礎，本人也是直接影

響啟蒙運動發展的早期哲士之一17。 
和其他十七世紀的理性主義知識論的支持者一樣，萊布尼茲的哲學從

探討世界終極的結構方式出發，認為全知全能的上帝所創造的現實世界乃

是理性的世界，人類應能憑藉同樣由上帝所賦予的理性，還原出一個如邏

輯定律般精確的、能解釋世界所有物事現象道德真理的知識體系。但萊布

                                                 
17 Daniel Garber,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 in Edward Craig ed., op. cit., Vol. 5, 
541-544; François Duchesneau, “Lerbni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op. cit., Vol. 2, 38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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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茲自覺要避免其他理性主義哲學的無神論或泛神論、唯物主義、偶因論

傾向18，因此他一方面反對斯賓諾沙不區分精神與肉體的心物一元論，一方

面則提出「單子論」(Monadology)修正傳統經院學術及笛卡爾的心物二元論

的物理學，主張這世界無論物質或精神均為由名為「單子」(monads)的「精

神性」粒子所組成 19；另方面又提出宇宙「預定和諧理論」 (doctrine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說明每個單子均有其各自的獨立的活動與目的，

但又能與其他單子構成相互關連、和諧聯繫的關係，以及「充足理性律」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和「無矛盾律」(principle of non-contradiction)，
強調即使上帝也不會違背上述原則，因為那是最完美與最具理性的律法（真

理）20。 
萊布尼茲主張宇宙預定和諧及上帝乃依循理性及完美原則創造世界的

說法，使其出現「現實世界是所有可能最好世界」的樂觀斷定。然而，面

對現實世界處處可見不完美及邪惡現象的事實，以及人們對其哲學體系似

乎暗含人類實無自由選擇意志之「決定論」傾向的解讀，萊布尼茲亦曾進

一步解釋其道德哲學與神學立場。萊布尼茲認為，邪惡亦是上帝所允許的

對這世界的發展最好的理性創造；因為世界並非靜止、人類亦非達成完美

的身體與靈魂，如同單子之不斷運動與互相撞擊、衝突但終歸和諧的本質，

世界與人類也需不完美及邪惡的不斷刺激才能持續進化，以達到自我完善

的終極狀態21。而即使整個宇宙及世界的本質、善惡並存的狀態和不斷演化

的運行規則均是由上帝依最完美及理性的原則所設，萊布尼茲仍堅持，上

                                                 
18 萊布尼茲的成體系著作不多，主要思想是以反駁他人理論為問題意識，藉著與友人的大量通

信來闡發。亦以同樣方式來修正自己遭人質疑的主張說法。因此他作品（通信）雖多、涉獵亦

廣，生前即出版為世人所知悉的著作僅有《關於知識、真理與思想的沈思》(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 1684)、《新體系》(New System, 1695)、《論自然本質》(On Nature Itself, 
1698)與《神義論：上帝的仁慈、人的自由和惡的根源》(Essays on Theodicy on the Goodness of God, 
the Liberty of Humankind and the Origin of Evil, 1710)。 
19 和笛卡爾所主張的純物質與靜態的原子粒子不同，萊布尼茲認為，單子是具有獨立知覺和內

在衝動力量的精神實體，一個單子即是一個精神存在（如人類的心靈），一連串單子結合在一

起則構成有形的物體（如人類的身體）。 
20 Daniel Garber,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 544-551; François Duchesneau, 
“Lerbniz, Gottfried Wilhelm von (1646-1716),” 381; Peter Hanns Reill,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 in op. cit., 244. 劉北成、王皖強編譯，op. cit.，頁 359-360。 
21 François Duchesneau, op. cit., 383;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26-227. 



 
 

 

58

 

帝為人類意志保留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如人類祖先亞當犯下偷嘗禁果的罪

惡，雖是組成亞當精神與身體的單子的綜合作用，而此單子的作用傾向則

為上帝創造最完美之亞當時便已埋設入的設計，但上帝也同樣賦予亞當「自

由選擇」去犯罪的意志。換言之，亞當並非經上帝的迫使而犯罪，上帝安

排 予 世 界 的 種 種 理 性 (reasons) 只 是 事 物 發 展 的 傾 向 (inclination) 或 偶 然

(contingency)22。 
綜言之，理性主義知識論為基礎的形上學哲學體系、樂觀的「現實世

界乃最好世界」的看法、人被賦予自由意志，以及不斷進化求完善的生命

態度，是萊布尼茲留予日耳曼啟蒙運動的最重要影響。 

 
2. 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和普芬道夫相較，沃爾夫並非具理論原創性的哲學家，但他卻是塑造

日耳曼啟蒙運動，使理性主義知識論概念得以廣泛為日耳曼地區學者所接

觸的重要傳播者。和前述日耳曼自然法理論家普芬道夫、托馬西烏斯與萊

布尼茲相較，幾乎小上一輩的沃爾夫，有機會接受融合了基督新教與天主

教神學、經院哲學與新興的笛卡爾哲學及牛頓自然科學體系的教育，並且

與當時已享盛名的萊布尼茲認識、通信，1706 年並透過萊布尼茲的介紹，

獲得了其第一份在哈雷大學的教職工作。由於這層關係，加上萊布尼茲的

理性主義概念和哲學思想，的確是透過沃爾夫在大學課堂裡的介紹，才得

以在實際流傳著作不多的情況下，漸漸為日耳曼學界熟悉，許多當世及後

世學者因而習慣將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的思想歸為一派，稱其為「萊布尼茲—

沃爾夫」哲學(Leibniz-Wolffian philosophy)，但事實上，沃爾夫直接受到萊

布尼茲的學術，僅有數學一項，兩人同樣以理性主義知識論為基礎的哲學

學術，其實相當不同23。 
基本上，沃爾夫認同萊布尼茲主張人可憑藉理性探知世界本質，並追

求個人與群體生命進步與達成完美的說法。但他不太談論萊布尼茲過於玄

想式的「單子論」，亦認為萊布尼茲的「預定和諧理論」無法適用於所有

                                                 
22 Daniel Garber, op. cit., 544-551; François Duchesneau, op. cit., 542. 
23 Charles A. Corr,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 in Edwars Craig ed., op. cit., Vol. 9, 776-778; 
Manfred Kuehn, “Wolff, Christian (1679-1754),” in Alan Charles Kors ed., op. cit., Vol. 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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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現象（畢竟世界上充滿了太多彼此衝突與矛盾的具體事實），而僅能

在理論上解釋人類心靈與肉體的互賴關係24。不過，沃爾夫的確將萊布尼茲

建構世界知識體系的主張進一步發揮，為日耳曼學界奠定了一整套規範種

種知識範疇與關連的知識架構。沃爾夫認為，所有人類知識，依其本質，

應可歸納為三大類：歷史、哲學與數學；歷史是指描述所有物質與非物質

世界發生現象的知識系統，哲學是指解釋所有發生現象之原因的知識系

統，而數學則專門處理事物量性方面的問題。而針對解釋事物存在與發生

原因的哲學，沃爾夫又進一步將其分為（一）邏輯（總方法論）；（二）

專門解釋精神世界事物現象的「形上學」（包括本體論、宇宙總論、心理

學與自然哲學）和解釋物質世界事物現象的「物理學」（包括一般物理、

宇宙物質論、氣象學、水文學、目的論等），以及（三）專門解釋人類行

為與心理的「實用哲學」（法學、倫理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與「人文

藝術哲學」（解釋藝術或創作性工作原理的知識，如實用藝術理論、建築

學或文學裡的文法、修辭、詩學等）。沃爾夫之前，日耳曼地區從未有學

者如此系統化地完整解釋人類知識體系，加上沃爾夫本人獻身學院教育將

近五十年，且勤於著作，幾乎針對當時所有學術科目都發表了拉丁文及日

耳曼語著作，此有別於經院神學傳統的知識系統和理性主義哲學主張，終

於得以在日耳曼學院裡慢慢流傳開來。 

 

                                                 
24 Charles A. Corr, op. cit., 782; Manfred Kuehn, op. cit.,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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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科學的出現 
 
啟蒙運動者相信生命目的是為追求進步與自我完善（self-perfection；

相對於需等待上帝救贖的基督教教義，啟蒙運動者相信人類有自救自了的

能力），而人是理性的動物，行事必依某些因素或條件，因而世間人事亦

和自然物理則一樣，是可以理性分析和規範的，為此他們研究何謂使現實

世界不能盡善完滿之因，提出種種改革社會方案，此即社會科學的起點。

換言之，啟蒙運動欲建立科學（理性）的人間秩序，發明了「社會科學」

的思考理路與研究方法。歷史學、法學、語言學、政治學、經濟學等舊有

或新發明的學科，皆在此時出現了欲解釋規律及追求通則的共通特色25。 
受到外來英法啟蒙運動思想的直接傳播，以及本地日耳曼啟蒙運動逐

漸醞釀的影響，十八世紀（尤其 1740、50 年代後）的日耳曼學術圈也漸漸

出現了社會科學學術的研究與教授。如 1741 年，恕斯米爾希(Johann Peter 

Süssmilch) 出 版 其 人 口 學 專 著 《 人 物 變 化 的 神 聖 秩 序 》 (Die gottliche 
Ordnung)，利用數學統計方法，分析普魯士各新教教會登記簿人口資料，

恕斯米爾希認為，上帝使人口規模和食物供應保持動態平衡，此種平衡力

決定了人口出生和死亡的比率，並調節著人類的繁衍狀態，研究人口趨勢

可以為制訂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提供依據。又如歷史學領域，哥廷根大

學的加特雷爾 (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 1729-1799)和施勒爾策 (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1735-1809)即認為，凡是以人事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

科，都可以轉化成真正的科學，欲將啟蒙運動的思想方法和概念運用至傳

統的歷史學，使其成為一門研究人類過去的批判性學術。因而加特雷爾著

手於歷史知識論的闡釋，認為符合科學（經驗主義）的「直覺的理解」是

研究歷史的最佳方式，並且重新界定歷史研究的對象，主張應改變傳統著

重帝王將相政治與宗教事件羅列的編纂方式，改以針對人類活動涉及的社

會、經濟與文化種種層面做全面性考察。施勒爾策贊同加特雷爾的歷史知

識論，撰著《世界通史》(Ideas of Universal History, 1772)一書，給世界史

下了一個明確定義，此即，世界史應包括「各個歷史時期、各個國家和地

                                                 
25 王世宗，《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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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一切已知的重大事件。」同時他還主張歷史學應不只敘述，更須負責

解釋，歷史家當系統性地考察歷史事件的來龍去脈與發生背景，並對促成

事件開展與結果的種種因素做出客觀性的說明。另外如奧地利維也納歷史

檔案館館長施密特(Michael Ignaz Schmidt, 1736-1794)亦主張歷史研究者應

避免成見，不偏不倚地保持中立客觀態度，以求「如實地重現歷史」；橫

跨 啟 蒙 運 動 與 浪 漫 主 義 世 代 的 溫 克 爾 曼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則在其《古代藝術史》則為藝術史研究提出新概念，主張理解藝

術不僅要知曉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還需兼顧與藝術品相關的政治、經濟、

地理、氣候、民族性和時人思想觀念的研究26。諸如此類，皆為日耳曼歷史

學術社會科學化的例證。 
至於較具社會改革或功利實用意義的政治學或經濟學，和英法地區相

較，日耳曼啟蒙運動明顯缺乏如洛克或孟德斯鳩等獨立理論論述的表現，

但在傳統法學、哲學紛紛受到科學方法影響轉型之際，亦出現以前述自然

法學體系和理性主義體系論為基礎的實用政治哲學主張27。此外，因應三十

年戰間及戰後之需所出現的「國富主義」政治運作策略28，亦在啟蒙運動理

性主義思潮的啟發下，出現科學化及理論化的轉變。以下分別述之。 

 
一、 哲學理論的政治運用 

1. 普芬道夫的政治主張 

前文提到，普芬道夫探討自然法理論，是為了使此種經過歷史驗證與

常識分析（因而是理性的、科學的）、非以啟示宗教教義為基礎（具世俗

性）的自然法，成為他所提倡之理想世間秩序的基本原則29。而普芬道夫心

目中最完美的世間秩序是：日耳曼世界能有一個統一主權、新教教義成為

所有人的共同信仰、政教分離，以及世界列國在維持彼此間和平的前提下，

得到各自的最大利益。這種理想在其早期著作《論日耳曼神聖羅馬帝國的

                                                 
26 楊豫，《西洋史學史》（台北：雲龍出版社，1998），頁 290-294。 
27 Rudolf Vierhau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 Knudsen), op. cit., 82. 
28 因應政府管理及組織動員所需而生的「財政主義」並非理論，亦稱不上思想，頂多算是一種

探討如何使官僚組織及政府運作達到最大效能的政治操作實學。 
29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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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De statu imperii Germanici or On the Constitution of German Empire, 
1667)當中，表現得最為清楚。在這本以筆名發表的論著裡，普芬道夫以他

慣用的常識經驗與歷史分析方法，一一舉證神聖羅馬帝國史上掌權者（尤

其是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會）僅為私利不顧公益的具體事實，痛斥其間

政治與宗教掛勾的亂象，並且利用亞里斯多德的政體分類方法，析論神聖

羅馬帝國名為帝國卻無實質統一主權的政體實是畸形架構，主張日耳曼地

區應盡快產生能統一號令的中央主權，而（天主教）教會應自世俗事務中

抽離
30
。換言之，《論神聖羅馬的政體》雖是一本討論神聖羅馬帝國歷史發

展的書，卻已隱含普芬道夫主張應使世間生活與信仰追求分開，政權與教

權各自領導人類現世與精神世界發展的政治理想。然而，三十年戰後所形

成的國際秩序，卻是基督教分裂不可挽回，日耳曼邦國獨立形態亦儼然確

立的新狀態。宗教與國家統一的願望勢難伸張，普芬道夫亦不主張再度掀

起戰爭能改變分立現狀，乃退而求其次，接受事實，繼續探索能使各方勢

力維持均衡的辦法。因此，在形成他的自然法學說後(1660-1673)，普芬道夫

接著以其慣用的歷史分析方式，闡釋歐洲列國長久以來的歷史與政治發展

模式，特別是天主教教權勢力擴張及其與政權勾結的過程，以及列國之間

利益與政教關係間的複雜糾葛等
31
，為得是提供掌權者日後處理國際關係的

參考，以確保世界獲得永久和平與秩序的可能
32
。 

而在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上，普芬道夫依然堅持政治與宗教應判然兩

分，且在世俗事務上教會應順服政權的立場33。如因受到法王路易十四撤銷

                                                 
30 普芬道夫他將神聖羅馬帝國名義上統一但實際上諸侯分立的政體比喻成「怪物」，預言

此種政體不可能生存下去。可以想見出版後即引起軒然大波，在神聖羅馬帝國境內普遍遭

到查禁，但轉至其他自由地區如荷蘭繼續出版與造成影響。 
31 《羅馬教權的歷史與政治分析》(Historische und politische Beschreibung der geistlichen 
Monarchie des Stuhls zu Rom or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spiritual monarchy 
of Rome, 1679)或《歐洲要國歷史導論》(Einleitung zu der Historie der vornehmsten Reiche und 
Staaten, so itziger Zeit in Europa such befinden or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Kingdoms and States of Europe, 1682-1686)均為此類著作。 
32 普芬道夫基於其個體應互相尊重友愛的自然法精神，認為國際關係也當如此。但也明白，

在缺乏有力國際制衡仲裁力量的情況下，僅為求取各國自身利益的強凌弱戰爭必將一再發

生，因而轉而宣揚以各國長期利益關係為前提的國際法，提醒各國掌權者注意，短視近利

必將自食惡果。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21. 
33 Michael J. Seidler, op. cit., 379;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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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詔令並驅離境內新教徒的刺激所撰寫的《基督宗教與世俗政權的關係》

(De habitu religionis christianae ad vitam civilem or On the Rela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o Civil Life, 1687)，便是此立場的有利陳述。此外，由於

普芬道夫心目中的理想信仰是宗教改革後的新教教義，所以他特別留心於

三十年戰爭後新教國家的發展，不但親自擔任丹麥、瑞典與普魯士三國的

政治顧問或宮廷史家，在他為瑞典與普魯士兩國君王所撰寫的史書中，亦

鼓吹一種使新教國家能向法國之集權與強大看齊的作風（但抨擊其天主教

教會的腐敗及排斥其複雜糾葛的政教關係）34。換句話說，普芬道夫將世界

未來和平與進展的希望，放在三十年戰爭後形成的新教邦國上，希望使這

些小國一個個變成讓政權主導（集權的、絕對主義式的）、但不致侵犯宗

教內部事務的政治實體35。因他所任職的國家，後來均成為「開明專制」的

代表國家，普芬道夫的政治理論，也就成為欲施行此類政治模式必得參考

的論著。 
另外，由自然法理論延伸的「社會契約論」，也是普芬道夫政治理論

的重點。現代自然法概念否定自然法乃上帝直接啟示的說法，自然亦否定

了君權神授的觀念，因而衍生出取代性的社會契約論，來解釋人類「權力」

的來源及各種政體的形成基礎。最有名者如霍布斯、洛克、盧梭等人的說

法。霍布斯認為，原始人類的生存法則是自保和自利，因而是強凌弱、大

欺小的野蠻血腥世界，後來人類決定改善此恐怖狀態，將自己求生自保（但

也可能同時危害他人）的權利共同交予的同一主權者，是為求取全體之各

自保全的不得不然行為，因此，為免再度引發爭端、致使社會倒退回原始

時代的無政府混亂狀態，所有人在交出自己的求生自保權利後，便不得再

要求收回，而由主權者負責所有人的生存權利與生命安全，此即政治社會

形成的原因，而「社會契約」便是指此社會上個人與個人之間以及主權者

和交托權利的全體人民之間的協議。洛克改變了霍布斯的人性論，認為原

始人心性應是善良互助，而非霍布斯所言之獸性野蠻，並且以「勞力的付

                                                 
34 Samuel Pufendorf, Ius feciale divinum sive de consensus et dissensu protestantium exercitatio 
posthuma or The law of covenants, or on the consensus and dissensus among Protestants, 
1695。在信仰立場上，普芬道夫親新教而斥舊教，但對新教分為路德宗、喀爾文宗等教派

林立的發展也有意見，私心希望喀爾文和路德教派能尋求合併統一之道。 
35 Ian Hunter, op. cit., Vol. 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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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佔領」而衍生的財產權概念，來解釋人類權利的起源（如原始人

辛苦找到一棵果樹果腹後，對旁人宣稱，「這是我的」），而人類之所以

需要由自然狀態演進成社會狀態，是因為當人類衍生越多，彼此間的權利

糾葛亦將愈漸複雜，因應仲裁與維持秩序之需，人們才互結契約，選出主

權者為所有人安排與管理秩序；由於此締結乃出於人民自願所生，所以在

主權者確然不適任時，人民有進行革命的權利。至於盧梭的社會契約論則

大致是霍布斯和洛克的綜合（因而顯得語焉不詳，同時帶有自由主義和極

權主義的性質，有所謂「被強迫自由」之論），差別在於其對人性的分析，

盧梭以為，自然人不善不惡、天真無邪，一切憑本能感覺行動，沒有為文

明社會所污染的教條化道德觀念，因此，人類由自然狀態進入文明社會，

非為可喜的進展，其實是無可挽回的墮落（退化）。 
不似上述英法系統，普芬道夫的自然法理論，並未特別闡述人類由自

然狀態演進至社會文明社會的過程（同屬日耳曼系統的自然法學家，如格

勞秀斯與托馬西烏斯等亦然）。但是，普芬道夫認為，人類天性上便有基

本的道德心及互相歸屬的責任感(sense of morality and mutual obligation)，為

此他不像霍布斯那樣強調有所謂倒退回無政府混亂狀態的情況、主張絕對

的不可取消的社會契約理論，而與洛克相近，主張較彈性的、雙向的、可

取消的「政治契約論」
36
。即當人民有集體共識欲追求更好生活，或君王未

盡職責確保社會和平時，人民可要求取消這項契約37。不過，再進一步和洛

克理論相較，則可發現，洛克理論是以探討「權利」(right)為基礎的，藉著

自然法的探討，發展出人類有生存、財產、自由等基本權利的觀念，因此

洛克理論中的君王不但要保障人民生存與自由的權利，也得為其財產的增

長盡責。但普芬道夫的自然法理論卻是以「責任」(duty)為核心，要人們在

理解自然法的由來（與必然性）後，實踐互助合作、各安其位的道德精神
38
。

                                                 
36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19-220. 
37 普芬道夫曾藉撰寫普魯士腓特烈三世早期政績的歷史，分析同時代英國的光榮革命，來

闡述他自己的主權與不服從政治理論。但此書未在當世發表，直到 1784 年才出版。De rebus 
gestis Friderici III Electoris Brandenburgici or On the history of Frederick III, elector of 
Brandenburg, 1784 published。換言之，「社會契約論」並非普芬道夫政治理論為當世重視

的重點。 
38 Ian Hunter, op. cit.,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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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為英法式自然法理論與日耳曼式自然法理論的基本差異。 

 
2. 托馬西烏斯的政治主張 

除改變論證方式與延伸出大量人性論及倫理學的討論外，托馬西烏斯

繼承普芬道夫自然法理論甚多，政治主張亦幾乎如出一轍。例如，托馬西

烏斯曾在早年所編輯的雜誌上，公開質疑君權神授的有效性39，亦主張政權

在教權之上的政教分離理論，以及人民與君王締結協議、讓君王來統馭所

有發展的政治契約論等。些微差異僅在托馬西烏斯較普芬道夫更注意到不

應讓君王權力無限擴張，尤其關於思想、良知、信仰等個人內在事務；君

王的仲裁或法律強權應僅及於臣民的身外項目40。 
不過，和普芬道夫本欲主張國家統一、退而求其次才接受邦國分立的

情況不同。托馬西烏斯卻是無異議地接受邦國分立、小邦各自發展的狀態，

並以歷史驗證的方式，承認神聖羅馬帝國皇帝的確被賦予特權、而各邦君

王亦具有獨立主權（雖然，他也強調，和自然法的永恆性相較，所有世間

立法和協定，都不過是偶然的一時現象）。因而托馬西烏斯被視為開明君

王專制理論的創始者之一41。此外，托馬西烏斯也是社會與政治改革的提倡

者。不但支持當時仍未受到廣泛認同的宗教寬容主張，在其漫長的大學講

學及著作生涯裡，亦不斷提出廢除酷刑、巫術審判及法律改革（重婚與通

姦者治罪）的呼籲，並主張君王應適度的給予人民思想與輿論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 as well as liberty of inquiry)。 

 
3. 萊布尼茲與沃爾夫的政治哲學 

萊布尼茲和沃爾夫的理性主義哲學由形上論出發，區分人類知識體系

有「理論」及「實用」兩類，其中理論哲學為實用哲學的基礎，而實用哲

學當中的倫理學又為政治學的基礎。對萊布尼茲和沃爾夫而言，世間人類

行為舉止的道德當為上帝所造宇宙世界運行完美規律的縮影，而人類組成

                                                 
39 Knud Haakonssen, op. cit., p.377. 
40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21. 
41 Simone Zurbuchen, op. cit.,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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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後的群體秩序規範，則應自其個人道德原則延伸而出。為此，萊布尼

茲的政治思想幾乎與其倫理學原理同出一轍，正義、仁慈與美德乃為其間

核心；人類雖不若上帝完美與理性，但確實被賦予能實踐正義、仁慈與美

德的天賦，與了解天命、承擔責任的基本理性，在此基本原則下，萊布尼

茲不反對階級體制，但主張君王的職責是在為臣民提供能使其得到安寧、

富裕及繼續追求生命進步與完善的生活環境，臣民則需回報以順服與擁戴

（除非君王行止有朝向墮落專制的趨勢）。因此，萊布尼茲闡釋，君王除

傳統政治與軍事的責任外，應留心國家教育及公共衛生的發展、促進農業

工商及內外貿易，以及鼓勵能增進人民與國家文明進步的科學研究與藝文

創造等，換言之即是一種「開明君王」統治作風的理想。萊布尼茲主張，

只要君王和臣民均能明白此自然的道德律及遵從自己的理性，則無須所謂

社會或政治契約也能維持世間秩序42。 
類似地，沃爾夫實用政治哲學亦以其理性主義哲學的推論和自然法的

倫理道德概念為基礎，不採用社會契約理論來探討政府（君王）的權力由

來與政治的目標等問題，而是認為，人類因認知到自己有發展理性與完善

自我的天賦權利與義務，以及認知到此權利及義務將在群體理性地彼此協

助的情況下，最能得到實踐，因而發展出組成社會及政治組織的生活。在

此情況下，政府（君王）作為總體社群的代理者，負有為所有人增進安全

與福利的義務，因而被賦予種種管理眾人之事的絕對權力，但此權力絕對

不超過其為人民盡義務之所需。不過，和萊布尼茲一樣，沃爾夫指定予君

王（政府）的職責幾乎觸及人類生活的各個角落，包括道德與智識的啟蒙、

教育、就業、娛樂、健康、公共衛生等等，均為世間政府的職責（即權力

可及之處），因而其學說也很容易為人引伸，成為支持開明專制實踐的理

論基礎。 

 
二、 政治經濟學：國富主義 

國富主義(Kameralwissenschaft; Cameralism or Cameral Science)是十

七、八世紀，在神聖羅馬帝國流行的一種關於增進國家經濟發展、政府財

                                                 
42 Daniel Garber, op. cit., 557-558; François Duchesneau, op. cit.,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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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益及全體民生幸福的官僚行政理論。嚴格說來，國富主義並非科學革

命與啟蒙運動理性精神影響所出現的學術，而是日耳曼小邦君王專制主義

發展過程當中所形成的施政理論。不過，它的思想內涵與學說性質卻在進

入十八世紀後，受到啟蒙運動思潮影響，產生了明顯改變。因而將之納入

本節的探討範圍。 
國富主義的由來，可追溯至十七世紀以前。那時，關於君王與其掌握

之土地及屬民關係的觀念正慢慢轉變，自領地和人民乃君王私產，可任意

授受、交換的中古性概念，逐漸演進為土地與人民並非君王家族之私產（上

帝才是世間一切的領主）的新觀念。在此觀念下，土地和臣民的歸屬變成

經上帝見證的公共託付(public trusts)，君王對其臣民和土地有保護、照養、

維持生活安定等義務，並直接對上帝負責43。因此，一種統一由權力中心安

排與管理的政治形態漸漸成形：君王與其幕僚以制訂法律、建設管理機關

等方式，擔負其維持社會紀律與公共安全的職責，小至街道照明、城市污

水處理，大至公共防疫、災荒補給等；相關於此的種種管理知識與技術則

被稱為「公安的科學」(Polizeiwissenschaft; Police Science)。然而，隨著這

種新的君王形象及行政機制的深入民心，追求「公共利益」(public good)的
觀念也跟著進一步發展，君王的管理官僚越來越不滿足於原本僅限於維繫

社會穩定的守成性工作，轉而興起應以政府管理之力增進邦國財富、促進

全體邦民幸福的新想法，鼓吹種種財政與行政改革的進行。此種欲兼顧國

家的安定與追求，並認為政府當負起刺激生產及增加經濟收益責任的學

說 ， 即 被 稱 為 「 財 政 的 科 學 」 (Cameral Science) 或 「 國 富 主 義 」

(Kameralwissenschaft; Cameralism)44。 
國富主義學說約在三十年戰爭快結束時成形，其在「公安科學」的基

礎上發展，始終帶著政治管控的性質與訴求穩定的保守性。不過，國富主

義與之前公安政治科學的最大不同，是在於它特別強調君王有為人民增加

財富的責任，並舉舊約聖經「君王需治民如恩威並施之一族族長，予其族

民富足生活」的戒律，以為此理論的道德基礎45。然而，在三十年戰爭期間

                                                 
43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107. 
44 Ibid., 114-115. 
45 持此說法最有名的財政主義作品為索南費爾茲(Veit Ludwig von Seckendorff, 1626-92)於 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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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戰後的破敗環境中，政府除小心維護、與民生息，慢慢等待人口與經濟

力的恢復外，實難有多餘資源能拿去做經濟開發的舉措。因此，在實踐的

功能上，早期國富主義幾乎與公安科學沒有太大的分別。但進入十八世紀

後，隨著各邦國經濟力的慢慢提昇及穩定成長，以及泛歐洲的「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學說流行的影響46，國富主義特重政府領導國家經濟發展的學

說開始受到君王的重視，一連串以促進經濟發展及國家收益為目標的政策

開始實施，如發放補助津貼、組建特許貿易公司、發展國營企業、改善徵

稅效率、平衡進出口貿易流量等。國富主義也正式成為一種以講求合理與

效率行政為特色、支持政府深入地方經濟建設與財政暨公共安全管理的政

治經濟學。部分君王甚至在其邦內設制專門的國富主義講授學校(Colleges 
of Commerce)，用以訓練合用而專業的官僚。1727 年，第一個以國富主義

為主題的大學常設講座，在普魯士國王腓特烈‧威廉一世的授意下，於哈

雷大學正式誕生；其後因應需求，國富主義課程幾乎成為日耳曼地區大學

的必要開設學程47。 
國富主義學說進入大學校園後，與當時正在歐洲擴散與影響的啟蒙運

動接觸，受到理性主義精神及各種啟蒙學說的啟發，慢慢發生了內涵及性

質上的變化48。首先，最大的改變是，國富主義開始援用啟蒙運動的自然法

理論，說明追求財富（功利）本為符合人類天性的道德行為。在此情況下，

早期援用聖經解釋政府鼓勵財富追求之正當性的說法，雖未被否定，但也

                                                                                                                            
年出版的《日耳曼邦國》(The German Princely State)。索南費爾茲是當時著名的奧地利改革家，

著作與思想廣受當時官僚界與知識界的注目，如托馬西烏斯便在哈雷大學還未正式設立財政主

義講座前，便開始教授索南費爾茲的政治思想。Ibid., 116-117. 
46 需補充說明的是，同樣興盛於十七、八世紀的重商主義，表面操作與實踐看來與財政主

義類似，因而能為財政主義學習其經濟行政上的操作手法，但兩者的本質精神卻有略微的

差異。重商主義的源起實與歐洲擴張及西歐民族國家發展與競爭的過程相關，核心基礎為

一經濟理論假說，即，當時人們相信，財富即貴重金屬的持有量，且世界貴重金屬的總藏

量有限。國家為求在列國競爭下脫穎而出，經濟上的施政當致力於增加國庫的貴重金屬持

有量，如促進金屬的開發或流入，及避免因過多金屬因貿易流出等；自由貿易、商貿者的

投機及競爭被視為對經濟成長有害無益。簡言之，重商主義乃順應列國商貿競爭風氣而生，

財政主義卻是基於國家內部政治管理的進一步需求。神聖羅馬帝國經濟境況不足以趕上列

國競貿之風，日耳曼地區此時的財政主義施政，主要仍以鼓勵農業、礦業與林業等基礎經

濟資源的發展為尚。 
47 Ibid., 117 and 125. 
48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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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失去了重要性。其次，國富主義早期主要是將邦國比喻為家族，而君

王則為全民望賴之大家長，但十八世紀中葉的國富主義學者尤斯帝(Johann 
von Justi, 1720-71)，卻採用當時最流行的科學式修辭，將國家比喻為機器，

而君王則為「工頭、主要動力，或者靈魂」(the foreman, the mainspring, or the 
soul)；強調因為君王的領導，國家事務的一切活動才得以有效進行49。換言

之，啟蒙運動思想幫助國富主義鞏固其理性化與世俗化本質50，使援國富主

義作為施政基礎的日耳曼小邦君王，得以在政教爭權的現實局勢當中，更

進一步脫離基督教傳統道德的規範。 
然而，倘若認真探討代表啟蒙運動經濟思想的重農學派(Physiocratic)

自由放任主義究竟有否給予國富主義啟發，則可以發現，雖然部分邦國的

確曾在此外來新經濟思想的影響下，稍微放寬一些關於專賣與商貿特許的

規定，並實行鼓勵商業自由活絡與競爭的措施，不過，當時日耳曼地區的

經濟狀況，還是相當需要國家的管理和扶持，因此，基本上，以保護主義

為基本原則的國富主義或重商主義精神，還是主導著神聖羅馬帝國的政治

經濟思想，直到十九世紀。 
 

                                                 
49 Dorinda Outram, op. cit., 96, 104. 
50 Charles Ingrao, “The Smaller German States,” in H. M. Scott ed., Enlightened Absolutism: Reform 
and Reformers in Later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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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耳曼啟蒙運動的理性宗教主張 
 
最能代表啟蒙運動理性主義精神的宗教思想，是徹底人本化與世俗化

的自然神論(Deism)。自然神論認為，上帝為一依理性原則創造世界的最高

創造者，創造世界後便放之運行不加干涉，人僅需憑藉自己的理性對自然

之道作正確的體會，便能領略神意得知真理，故而所有既存宗教所號稱追

尋的真理其實是共通的，真理符合所有理性和自然法則，無所不在亦無所

不可知，人既無須依靠任何宗教權威正統，也無須任何記載在經典中宣稱

由上帝透過特定人間使者傳遞的「啟示」(revelation)，更無須繁文縟節、膜

拜供養、法術奇蹟、禁欲苦修，便能憑藉自己的天賦理性獲知真理。換言

之，在將理性主義發揮到極致的自然神論者眼中，信仰已非世間生活的必

要存在，如伏爾泰便曾放言公眾應認清所有任何既存宗教組織的本質，它

們唯一值得被容許存在的原因是穩定社會之用，而非啟發真理之功51。因

此，啟蒙運動理性精神（或自然神論）對基督教的主要挑戰有二，其一為

記載在聖經或已融入其宗教實踐儀節當中的基督教教義之真確性與合理

性，另一則為「啟示」方法作為真理知識來源的可靠性。 
不過，否定宗教權威、排除繁文縟節等思想，其實並非自然神論或啟

蒙運動宗教觀的新創。早在宗教改革時代，馬丁路德等宗教改革家，便已

提出天主教教廷權威或啟示性知識不具真理意義的主張。日耳曼地區作為

宗教改革的發源地，長期以來已有深厚的反迷信、反偏見、反狂熱的信仰

精神基礎，不但在新教地區強調「內心虔敬」與「人人皆可為牧師」的倡

導不斷，舊教地區亦積極進行抵擋新教派攻擊的自清改革行動。進入十八

世紀後，受到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思潮的影響，無論新教或舊教教會均出

現理性化與世俗化的轉變，如新教路德宗內的改革派虔信主義(Pietism)便認

為，道德的施行乃基於個人內在靈性的提升與自然煥發，非由儀式性的奉

獻祭拜所致，主張捨棄跪拜、告解、苦修等宗教儀式，代以聖經共修與講

論研討等以求知（真）為目的的宗教聚會，以幫助信徒心靈確實成長；世

俗性的功利追求亦不再與傳統教會所強調的清貧或不重物質的道德觀相

                                                 
51王世宗，《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頁 138-139;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379; 
Dorinda Outram, op. cit. ,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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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而成為個人體現內在道德、奉獻自我、造福社群的一種宗教實踐方式。

至於在日耳曼舊教地區，受到國際性天主教改革風潮的影響，萊茵河沿岸、

威西發利亞、巴伐利亞、奧地利等地亦紛紛出現理性化與世俗化的教會改

革運動。最早是 1740 年代起，各舊教大學學院、世俗教士及天主教其他修

會團體如聖本篤會(Benedictine)與聖奧古斯丁派(Augustinian)紛紛提出對耶

穌會的不滿，批評其獨斷掌控教育系統、使教義和宗教教育教條化、奢靡

用事、遠離基督教原始精神等。而後自 1750 年代起，許多早期遠離家園至

新教地區接受大學教育的教士或教授，將其在日耳曼新教區所學得的理性

主義思想融入其佈道或課堂講授，重視世間功業的呼聲，也在世紀中期以

後，慢慢在日耳曼天主教教區中傳播52。 
然而，整體而言，上述新舊教會內的改革，雖已表現出對基督教本身

教義與傳統檢討之理性化和世俗化的趨勢，但主要仍在基督教根本精神下

進行，其仍肯定大部分反理性的基督教教義如耶穌之有神性與行奇蹟，亦

對「啟示」作為人類得知真理方式無任何異議性的討論。換言之，上述虔

信派等新舊教會改革看來頗具理性精神的宗教派別，其實僅是形似，非為

由啟蒙運動理性精神所啟發的宗教思想。真正能代表日耳曼啟蒙運動宗教

主張的，是新教地區沃爾夫所主張的信仰與理性調和論，以及稱為「新教

義」(neologism)的宗教思想。兩者皆曾對基督教傳統教義進行批評，亦曾

針對啟示與理性方法間的緊張性作出主張，以下分別述之。 

 
一、 沃爾夫主義：信仰與理性調和一致 

本章上節曾提到沃爾夫使理性學術流傳於日耳曼學術圈的重要貢獻，

而他基於理性主義針對基督教會教條化與反理性教義的批判，也隨著他在

日耳曼各大學學院內的影響性，普遍為知識份子所知曉。不過，沃爾夫雖

然批判基督教教會與部分教義，但他卻並不反對基督教，也未曾否定「啟

示」的意義及作用，相反的，他還主張啟示可與理性調和一致，如中古經

院學派學者阿逵納等之主張53。「在沃爾夫的思想體系中，信仰的內容和知

                                                 
52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379-381. 
53 Klaus Epstein, 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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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的內容之間、神啟和理性之間，並無截然的差別。兩者的主張都有待小

心的加以平衡與精確的加以決定……信仰內容的不合理性都遭到了排斥，

但也沒有一個人認定這個內容可以單獨得諸理性，或信仰之中沒有超理性

的成分。理性和神啟都仍然被承認是知識的根源；它們不該對立，它們應

該互補；而且它們可以肯定：這樣合作的結果，將會產生一種宗教真理之

統一意涵。」54因此，受到沃爾夫哲學的影響，亦是同時信仰基督教及肯定

理性的知識份子在面對教條或教義可能與理性衝突時最自然的態度，大部

分的日耳曼知識份子仍普遍接受理性可與啟示性宗教並存的想法，相信「神

啟」並不會阻礙理性的發展，反而是人類探知真理的關鍵輔助55。然而，還

是有少數新教地區的神學家，藉著歷史考察與聖經評析等方式，試圖為基

督教的啟示性教義重作整理，號稱「新教義」，如哈雷大學的澤姆勒(Johann 
Salomo Semler, 1725-1791) 、 歌 廷 根 大 學 的 默 謝 姆 (Johann Lorenz von 
Mosheim, 1693-1755)和史庇特勒(L. T. Spittler, 1752-1810)，以及曾在維滕貝

格 大 學 、 魏 瑪 大 學 及 漢 堡 大 學 擔 任 講 師 的 賴 馬 魯 斯 (Hermann Samuel 
Reimarus, 1694-1768)等。他們的著作或言論皆引發了不少贊成與反對者對

宗教問題發表意見，最後更刺激政府介入，欲澄清社會視聽，重起思想與

檢查制度。從其著作的主要思想和當代種種反應當中，可以窺知日耳曼啟

蒙運動的基本宗教態度。 

 
二、 新教義派的聖經與教義批評 

傳統基督教教義頗富玄祕色彩，理性主義的自然神論又太過創新叛

逆，澤姆勒、賴馬魯斯等新教理性派神學家，欲在兩者之間開創中間路線，

此即「新教義」的根本立場。新教義派學者大都嫻熟沃爾夫哲學理論，認

同其兼顧理性與信仰及神啟的主張，亦相信基督教的神啟教義應不離宇宙

自然的原理原則，而為人人憑理性即可得知；但又更進一步，希望能在肯

定「上帝為造物者」、「道德律」與「靈魂不滅」的前提下，剔除基督教

                                                                                                                            
1975), 115. 
54 Ernst Cassirer 著，李日章譯，《啟蒙運動的哲學》（台北：聯經，1984），頁 172。 
55 Charles Ingrao, “The Problem of ‘Enlightened Absolutism’ and the German States,” S174; Joachim 
Whaley, op. cit., 112; Charles Ingrao, “The Smaller German States,”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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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一切無法藉理性判斷真確的神啟性教條，以還原基督教的原初純淨56。因

此，他們多半使用綜合了歷史分析與經驗主義的批判方法，考察聖經或宗

教史當中關於啟示故事、倫理道德、宗教實踐等內容，闡明其之所以摻入

教義的原因，以為俾使剔除的佐證。如澤姆勒便認為，宗教是人為創造、

不斷發展的，環境和當時的普遍文化條件都是造成各時代出現不同宗教解

釋的原因，想要獲得真正的信仰，就必須認知教會及教義乃隨時間推移變

化的事實，以及理解各宗教觀念背後的歷史背景。因此，他主張應該將耶

穌當成一個歷史人物來研究，並考察《聖經》從產生至十八世紀的演變過

程。與澤姆勒英雄所見略同，在哥廷根大學執教的默謝姆(Johann Lorenz von 
Mosheim)和史庇特勒(L. T. Spittler)，則將基督教教會的發展視為歐洲史的

一部份，認為教會僅是人類建置的社會機構，不具任何神性57。而新教義派

學者當中最激進的賴馬魯斯，則在一部未在生前出版的著作《為上帝的理

性信徒辯護》(Apology for the Rational Worships of God)裡懷疑《聖經》可靠

性，他指出聖經內文的前後矛盾，比對耶穌在世宣講的教諭和門徒所傳其

實有所不同，因而認為耶穌不具神性，乃是一位失敗的宗教革命者，其門

徒宣揚耶穌為彌賽亞（救世主），是猶太教神秘迷信的復興58。 
於是，在新教義派的檢視下，原罪(original sin)、得救(salvation)、得救

命定(predestination)、代替贖罪(vicarious satisfaction)、化身(Incarnation)、
聖靈(Holy Ghost 或 Holy Spirit)、三位一體(Trinity)、基督的神性(divine nature 
of Christ) 、 天 佑 (Providence) 、 撒 旦 (Satan) 、 聖 經 乃 神 啟 之 訊 息 (divine 
inspiration of Holy Scripture)、聖徒奇蹟的傳說、耶穌復活(Resurrection)；上

帝將聆聽所有祈禱、禁欲(asceticism)、苦修(penance)等傳統基督教信念或

實踐方式，都成為可疑的教條，不足為訓。換言之，他們比沃爾夫理性主

義哲學派的宗教觀點更進一步，雖然仍承認神啟之概念，但將神啟的內容

減少，使「啟示」作為人類認知的來源，僅侷限於那些可用理性理解且與

理性協調的真理。新教義派的學者認為，深入探索相關於基督教的知識，

將使信徒更能掌握隨時代不同而變化的宗教信仰認知和慣例背後的普遍性

                                                 
56 Klaus Epstein, op. cit, 115. 
57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379-380. 
58 James Schmidt, op. c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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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此乃真正的信仰所據。而啟示性知識，就像「理性的望遠鏡」(telescope 
of reason)，沒有神啟的輔助，理性將根本不可能（或僅能隱約的）看見最

重要的宗教真理59。 

 
在所有日耳曼啟蒙運動理性宗教思想當中，最具爭議性、也最不能見

容於當世的，當屬神學家巴特(Karl Friedrich Bahrdt)的主張。父親為神學教

授、受過良好正統神學教育的巴特，成名作為 1773 年出版的新譯《聖經》

(New Testament translation of 1773)及 1783 年到 1785 年陸續出版的十卷《耶

穌傳》(Life of Jesus, 1783-1785)。和前述新教義學者一樣，巴特主要採取歷

史分析方法來論證他的學說，然而他更致力於使基督教教義合理化的工

作。在他筆下，摩西在西奈山進行火藥試驗但失敗，因而造成如雷鳴般讓

猶太人輕信是神譴的巨響；而耶穌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人子，幼年受教於蘇

格拉底學派的亞歷山大猶太團體（Alexandrian Jews），習得醫術（因而後

來能施藥石，但起死回生之事，乃因那病人並非真死，而是昏厥於假死性

痙攣），並且組織一個類似十八世紀共濟會的秘密宗教團體。此團體以會

友間的親密情誼為基石，以傳播理性信仰、淨化猶太教的迷信成分為宗旨，

後來更照顧掩護經受十字架酷刑瀕死的耶穌，直至其康復。康復後的耶穌

轉任此組織的地下會首，繼續指點其門徒傳播教義60。巴特極力使基督教教

義合理化及去神秘化，卻從未否定過基督教信仰，終其一生捍衛思想與言

論自由，勇於批判，不曾因任何打壓而稍退，可說是日耳曼啟蒙運動內的

異數，卻是最符合啟蒙運動精神的代表。 

 

                                                 
59 James Schmidt, op. cit, 7; Ernst Cassirer 著，李日章譯，《啟蒙運動的哲學》（台北：聯經，1984），

頁 173。 
60 Klaus Epstein, op. cit, 118-119; James Schmidt, op. c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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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信仰有賴理性：日耳曼啟蒙運動者的宗教態度 

一、學術理論與推廣宣傳的落差 

啟蒙運動強調批判，不輕信任何未能驗證的思想，追求世間生活幸福，

與傳統基督教信仰者訴求虔誠、追求啟示與救贖的生命目的，根本上即有

格格不入的緊張性。日耳曼地區為宗教改革發源地，本身即有濃厚宗教情

懷與信仰習慣，加以世俗化程度不如英法地區，此種理性與信仰間的緊張

關係因而表現得更為明顯。例如由前述各理性學術的要點即可得知，無論

是普芬道夫與托馬西烏斯的現代自然法系統，或者是萊布尼茲與沃爾夫的

理性主義形上學體系論，皆不忘論述以上帝作為種種物理人事現象的第一

因。與英法地區的理性學術相較，以普芬道夫及托馬西烏斯為代表的日耳

曼自然法系統，仍保留部分基督教教義如人性趨向墮落說，而萊布尼茲及

沃爾夫闡釋其理性主義體系論，則一直盡力避免使之與自然神論和唯物主

義的產生關連性。此外，此四位學者在個人信仰上，也始終抱持著對基督

教教義的堅信。距離三十年戰爭結束未遠的普芬道夫和萊布尼茲一直懷有

使新舊教會再度合一、歐洲重立統一教會的願望，畢生均致力透過其學術

研究提供理論基礎，或透過政治職務提議實踐企畫61。托馬西烏斯則在其倫

理學研究中表示其對人性觀察的悲觀，認定除非上帝恩典，人類難以單憑

理性提昇其道德62。四人之中生存年代稍晚的沃爾夫，在對教會與教義的批

判上，算是最為「激烈」的一位，其主張維繫人際關係與社會秩序所需的

倫理道德規則，僅憑「自然推理」即可得知，根本無須基督教會的神啟昭

告，但即使是沃爾夫，也從未主動宣導任何抵觸基督教教義或教會的理論

（但其理性哲學主張亦易為人曲解或引伸），相反的，他長期反駁無神論、

自然神論、宿命論、自然主義與斯賓諾莎式的理性主義，堅持理性能與基

督教信仰調和無礙。 
再進一步看此已調和理性與信仰的日耳曼理性學術在日耳曼地區的傳

播情況。首先就其影響力而言，此時期日耳曼大學學院裡，主要還是維持

傳統的神學體系，所有科目若非與神學直接相關，便是需以基督教義角度

                                                 
61 Michael J. Seidler, op. cit., 380; Daniel Garber, op. cit., 557-558. 
62 Simone Zurbuchen, op. cit.,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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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如法學、史學、自然科學等傳統科目皆是如此。因此，前述理性學

術學者的思想，比較能為學院學者直接接觸，甚至主動採用以為教材的，

皆是其關於神學、法律或歷史等傳統大學即有科目的著作，或者直接與政

治實用相關者。如萊布尼茲流傳最廣的思想並非其獨創的形上學體系，反

而是與神學、法律及歷史相關的著作63；普芬道夫與托馬西烏斯的自然法系

統因與傳統經院神學理論相關，且直接支持大學內既有的國富主義思想和

君王所需的尊君愛國概念，很快便成為日耳曼地區大學法學部門的重要科

目，新設立的哈雷大學、哥廷根大學，以及舊校革新的萊比錫大學及法蘭

克福大學均成為自然法學術的重鎮64。而明顯與傳統保守派神學教義抵觸的

萊布尼茲與沃爾夫的理性主義形上學理論，則在某種程度上，須先為教會

勢力所接納，如沃爾夫在哈雷大學任教時而與虔信派觸發爭端的處境，才

能在大學裡開設講座。更明顯的證據是，相較於英法地區，此時期日耳曼

地區的社會科學發展有限，較為蓬勃的沃爾夫等人的政治實用哲學或國富

主義政治經濟學理論之所以受到重視的原因，均非其理論本身的科學或理

性，而是其支持君權與統一政治主權的學說傾向，受到君王歡迎，以及講

就功利實用的理論精神和訓練過程，深為學生將來從事官職需求之故。以

上種種，足以證明啟蒙運動的理性精神對日耳曼地區此時期的學術發展影

響有限。 
其次釐清此些理性學術主要被日耳曼啟蒙運動者所接受及好為宣傳的

思想究竟為何。大體而言，（日耳曼）啟蒙運動並非以嚴肅的哲學體系作

為其理論核心，僅僅是一種企圖合理解釋這世界、追求以理性來規範人類

行為實踐的知識份子主張。因而雖然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多曾在大學裡接受

過正式的人文教育，卻表現出少談邏輯、宇宙生成或生命本質等抽象概念

的知識品味傾向；人性論、心理學、環境決定論等針對人文現象分析通則

的學說是其最愛，倡導實用或人道精神的觀點及概念亦較哲學理論本身更

令日耳曼啟蒙運動者留心。為此，雖說普芬道夫和托馬西烏斯所代表的自

                                                 
63 John G. Gagliardo, op. cit., 227-228. 
64 Marc Raeff, “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n attempt a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 (1975):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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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學術，和「萊布尼茲—沃爾夫」系統的理性主義哲學，各自在日耳曼

啟蒙運動的主流知識主張中佔了重要地位，但普芬道夫和托馬西烏斯最受

人重視與廣為流傳的部分，卻是其政治實用主張，尤其是其有利於合理化

君王專制統治的種種說法。萊布尼茲的單子論或形上學等體系性推論亦完

全不被接受，反而是其「神義論」(或自然神學 theodicy)所張示的相信此世

界為可能的最好世界的樂觀思考、生命是為追求進步與完善，以及人類精

神與物質之進步端賴知識累積及理性發揚等觀念，深深影響著日耳曼啟蒙

運動者的思考。而因知識體系宏大而完整、獻身教育的時間漫長、學生眾

多，成為此時期影響日耳曼哲學學術最甚的理性主義思想家沃爾夫，其最

受日耳曼啟蒙運動者注意及最為後繼者發揮的，卻非其理論哲學的部分，

而是關於實用哲學與心理學方面的論述。換言之，日耳曼啟蒙運動者致力

推廣與造成較大影響效果的，是一種簡化上層學術研究成果、注重功利實

用更甚於深刻理論探索的「大眾哲學」(popular philosophy)。和學院裡的哲

學研究不同，大眾哲學的核心關懷是如何造成現世人生的功利和幸福、如

何促進個人與社會的道德及經濟生活等具體而現實的問題。日耳曼啟蒙運

動者企圖打破哲學作為一門專業和作為生活實用原理的界線，使思想不侷

於理論而能付諸生活實踐，因而他們發展出一種分析式的、思考性的類哲

學文體，配合各種新式文字出版類型，如短篇論文、說明小冊、宣傳單、

對談錄等，成功使啟蒙運動思想觸及學院外的更廣大的閱讀族群65。 

 
理性之批判與非理性之信仰間的緊張性，以及文明發展過程當中上層

學術探討和下層概念推廣之間的必然落差及衝突性，使人不得不懷疑日耳

曼啟蒙運動所能造成之理性學術傳播及思想變革的範圍與深刻度。然而，

無論如何，肯定理性價值、重視理性使用的觀念，終究在日耳曼地區慢慢

流傳開來，越來越多修道院內的教士或神學家樂於舉證啟示宗教教義的「理

性」面以辯護基督教的真理性，便是一例。不過，再進一步思考，其實既

然人皆是賦有理性的動物，則唯理論證精神自然頗容易為人接受，反倒是

思想者各別依理推論的主張如何使他人同樣依理認同才是問題。換言之，

                                                 
65 Rudolf Vierhaus (translated by Jonathan B. Knudsen), op.cit. ,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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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與基督教信仰的衝突，不會因為啟蒙運動理性精神的愈漸被接受

而拍板定案，反而更是問題深化的開始。受到理性精神啟發而欲修正傳統

宗教教義的人，視前者之修正為異端、叛逆、侵害道德的人，或認同理性

但不支持前二者之對立衝突的溫和派，如何在日耳曼啟蒙運動中互動與匯

集輿論，以及這些互相支持或反對的意見所呈現的日耳曼啟蒙運動的特質

為何，乃為本節下文將繼續探討的課題。 

 
二、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對理性宗教論述的回應 

承如上節所述，巴特試圖使基督教教義去神秘化而做的合理性闡釋是

如此匪夷所思，以致連熱心推廣啟蒙運動、屬「柏林週三社」一員、倡導

思想自由的莫瑟(Friedrich Karl von Moser)，都因看不慣其新譯《聖經》的

激進觀點，加入促成巴特離開吉森(Giessen)大學的基本教義派行列。而這

樣因宗教立場與主流不合的離職方式，在莫瑟的教職生涯當中早已發生多

次，萊比錫、愛爾福特(Erfurt)、Marschlins、Heidesheim 等大學也都曾成為

巴特短暫的居留地66。此外，其實就連新教義派成員之間，也不盡然立場一

致，互相同意彼此的主張觀點，例如前述賴馬魯斯自知爭議而未敢在生前

出版的遺作《為上帝的理性信徒辯護》，在 1777 年被萊辛節錄，謊稱是在

其工作的沃爾芬比特爾圖書館(Wolfenbüttel Library)發現的上世紀不知名哲

學家的著作，以〈無名作者的殘稿〉(Fragments from an Anonymous Author)
之題發表時，便遭到同是新教義派的學者澤姆勒的回文批評。雖然兩人均

肯定宗教信仰、接受神啟的存在，但賴馬魯斯主張剝除一切奇蹟、神秘或

其他違背理性原則之教義與儀式，較趨近自然神論純理性信仰的立場，澤

姆勒則認為，並非所有宗教性領悟都能以理性驗證，單憑理性不足以支持

信仰，信仰仍需信仰行為來維繫。在他看來，宗教機構、教義等外在形式，

以及內在形式如個人靈性之體悟與提昇，都無法單獨代表完整的信仰，整

體的宗教需內在形式及外在形式兼備，公開的崇拜與儀式和個人的冥想虔

敬一樣重要。 
賴馬魯斯的〈殘稿〉還引發了另一場當代知名的、發生在萊辛和漢堡

                                                 
66 James Schmidt, op. cit, 8; Klaus Epstein, op. cit,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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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路德宗教士歌策(Johann Melchior Goeze)之間的筆仗。起因是歌策不滿〈殘

稿〉內否定基督教教義的內容，在不知真正作者為誰的情況下，發表一篇

針對編輯者，名為〈對萊辛先生直接與間接抨擊我們的神聖宗教的初步回

應〉(Something Preliminary against Herr Hofrath Lessing’s direct and indirect 
hostile Attacks upon our most Sacred Religion, 1777)的文章，萊辛不是很客氣

地回應了此文，再度引發歌策申言「路德宗神啟性的正統教義不容許任何

人類單憑個人理智隨意修正」、並質疑萊辛是否為基督徒的回文詰問67。萊

辛 則 以 〈 嚴 正 回 答 一 個 不 必 要 的 問 題 〉 (Necessary Answer to a very 
Unnecessary Question, 1778)一文作為回應，說明無論信仰者心目中認可的

教義（真理）為何，每個人都應尊重他人對知性問題探索的權利及思想自

由，即便是對近似異端邪說的〈殘稿〉及其作者亦然。最後，未免爭端越

演越烈（歌策背後由主流教權支持），萊辛的雇主、不倫瑞克—沃爾芬比

特(Brunswick- Wolfenbüttel)公爵下令萊辛不得再出版任何關於探討神學的

著作。受到壓抑的萊辛不甘示弱，1779 年發表其著名的《智者納旦》(Nathan 
the Wise)劇作，倡言「宗教寬容」的理想，世所周知，其以好友孟德爾松

的形象作為劇中主角人物的原型，但萊辛亦不忘安排一個以歌策為形象參

考的角色——一位頑固的仇視猶太人的基督教族長，暗喻歌策等保守派的

偏執與不寬容68。 
萊辛和歌策之間的筆仗起源於〈殘稿〉內對耶穌及其門徒傳道宗旨不

同的教義解釋問題，最後卻以歌策質疑萊辛的信仰立場、萊辛回應以強調

思想自由和宗教寬容，與政權藉社會安全為由介入草草收場，透露了日耳

曼啟蒙運動者對理性施用於宗教的態度，此即，日耳曼啟蒙運動者認可追

尋真理除理性外，當有信仰作為協同（無論包不包括對神啟的接受），但

他們亦堅持真理應不斷藉理性辯證探索的立場，反對一切號稱權威的定

見。如孟德爾松便曾在其 1783 年出版的著作《耶路撒冷——論宗教權威與

猶太教》(Jerusalem, 1783)當中表示，沒有教士（傳道者）會接受他所屬的

教會所主張之教義永遠不可改變這樣的想法69；康德（雖然他並不屬於啟蒙

                                                 
67 Klaus Epstein, op. cit, 128-129. 
68 Ibid., 128; H. B. Nisbet, op. cit, 86. 
69 H. B. Nisbet, op. cit,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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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社群，而是遠遠超越）亦在其 1784 年回應「何謂啟蒙」一問的文章中

提到，沒有任何一個教會團體有權憑宣誓互相約束服從某一永遠不得改變

的教義，並以此監管其信眾的思想，使之永遠持續下去70。 
這樣的態度，更清楚地表現在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對 1788 年普魯士宗教

檢查詔令事件的回應上。1786 年，普魯士腓特列‧威廉二世繼任其叔腓特

列二世的王位，和腓特列二世允許一定程度的出版及宗教思想自由的開明

作風不同，信仰上有基督教神秘主義傾向，長期以來便對所謂啟蒙運動理

性教義主張頗感不滿的腓特列‧威廉，在上台兩年羽翼漸豐後，便支持其

亦是保守傾向、隸屬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的教育兼宗教部首長(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Religious Affairs)沃爾納(Johann Christoph Woellner)發佈

「宗教檢查詔令」(Religion Edict, 9 July 1788)。和上任君王腓特列二世因個

人淡薄於信仰追求，在不危害國家安全的前提下，樂見開放宗教、思想交

流的立場不同，腓特列‧威廉及沃爾納這對君臣深信，使臣民擁有正確、

穩定而一致的宗教信仰乃社會安定與國家及人民道德發展的基礎，因而極

力匡正當時在他們看來已趨近邪說的許多公共佈道主張（多為接受新教義

派思想的正規教士所為）。「宗教詔令」最主要的內容，便是重申正信的

重要，要求教士自清其佈道內容，以聖經和傳統正統說法為宗，尤其是那

些以啟蒙運動或理性為名的教義解釋，都是此詔令欲整肅徹查的目標71。 
沃爾納的宗教詔令，立即引起早已習慣並自傲於腓特列二世治下自由

思想風氣的知識份子的反彈，大量持反對意見的小冊或文章宣傳蜂擁而

出，而為因應此股批評政權不當阻礙思想自由發展的輿論聲浪，腓特列‧

威廉回報以更嚴厲的「檢查制度」命令(Censorship Edict, December 1788)，
徹底針對各級教士的佈道和社會上關於宗教或政治主題的出版品嚴格監

控。此舉引起路德宗高層教會的震盪，1789 年九月，五名支持新教義派思

想、在路德宗最高宗教法庭(Lutheran Upper Consistory)任職的教士集體辭職

（此單位全部成員為六名），作為抗議性的回應72。不過，在種種日耳曼啟

                                                 
70 Immanuel Kant (translated by James Schmidt), op. cit, 61. 
71 Klaus Epstein, op. cit, 142-143. 
72 五名辭職的新教義派教士是 Johann Joachim Spalding, Friedrich Samuel Gottfried Sack, 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Johann Samuel Diterich, 與 William Abraham Teller，其中 Spalding, Diterich
和 Teller 均為柏林週三社成員。剩下一名未辭職的教士 Johann Jesaias Silberschlag 則是關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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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運動這的抗議聲浪中，亦有新教義派成員如澤姆勒者，因主張宗教的外

在形式是為服務於公共秩序的目標，和內在追求同樣重要，故而擁護沃納

爾的宗教昭令，以求禁絕某些的確有擾亂人心傾向的理性主義宗教思想。 

 
綜合前述可知，和腓特列‧威廉等宗教保守人士的立場不同，對大部

分的日耳曼啟蒙運動者來說，啟蒙運動的理性和基督教信仰與教義之間並

無絕對的緊張性。秉持理性是為探知真理，而啟蒙運動的目標則是排除會

阻礙真理獲得的迷信(prejudice)、狂熱(fanaticism)與偏見(prejudice)。再說，

真正的宗教信仰本應去除迷信、狂熱與偏見，如新教義派的目標即是使人

人認識理性的重要、肯定理性、學習運用理性，終而使迷信、狂熱與偏見

自公眾的信仰習慣間消失。啟蒙運動與啟示信仰宗教的目標當為一致而不

相違背，或有人言日耳曼啟蒙運動乃使基督宗教去除神話(to demythologize 
Christianity)的世俗化過程73。此外，和英法啟蒙運動自然神論者的主張不

同，從其理性學術的發展，以及對理性宗教的態度可知，大部分的日耳曼

啟蒙運動者也樂於接受「啟示」作為探知真理的方法，認為可使啟示與理

性調和一致（僅在何謂合理的啟示性教義的問題上，有標準不同的理性主

張）。換言之，若說理性與宗教信仰（反理性）間的緊張性在日耳曼啟蒙

運當中獲得了解決，倒不如說，日耳曼啟蒙運動者始終未曾使「理性」成

為認知或判斷的唯一指導原則，理性在關鍵時刻總可屈服於信仰之下。最

後，秉持上述理念，在與實際政權和教權接觸的過程中，日耳曼啟蒙運動

者從來無意與任何存在教權或政權對抗，更自覺需自律發言，以免造成人

心懷疑與社會不安，因而他們對政教當權者的最嚴厲回應是批判其「不寬

容」與缺乏尊重思想自由的精神，此點將在下章續論。 

                                                                                                                            
藝術和內在靈性啟發，但無意於以理性更正教義的虔信派份子。James Schmidt, op. cit, 7, 36. 
73 H. B. Nisbet, op. cit,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