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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韋伯（Marx Weber, 1824-1920）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代世界的說法：

這是一個理智主義理性化了的世界，一個「不知有上帝、也沒有先知」的世界，

一個「除了魅的世界」，在這個由知識之樹取食的時代裡，再也沒有任何世俗或

神聖的權威可以告訴我們「我應該如何生活」、「人生的意義何在」。在韋伯的觀

察中，必須成為職業人乃是現代文化人的命運。而在這一前提之下，是否意味著

完美人性的時代已然成為過去或是極可能一去不復返？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人

文教育還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或是產生什麼樣的意義（張旺山，2005：72-73）？ 

教育終極目的乃在於培育身、心、靈健全的完整人格，對於現代人的心靈與

精神的迷失與困頓等之問題，必須回到教育上作深切的反省與檢視。在台灣的教

育生態中，強調升學、智識的教育氛圍有日益加強的趨勢，尤其近年來世界各國

強化學習競爭力的重要性，我國也難逃得過這股時代的潮流，多以擬定如何提升

國家競爭力作為教育的首要考量。1因此現今每一位學生所承受的課業壓力更加

沈重了，所學習的內容也多偏重於智識性教材，人文陶養的教育受到另一種極端

的忽視。 

國內的國民中小學課程規劃的「藝術與人文」學科領域之基本理念在於：藝

術與人文即為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經由藝術陶冶、涵育人文素養的藝術學習

課程（教育部，2002）。該課程強調以生活為中心、培養人文素養為核心的基本

理念，惟根據近年來國內相關研究顯示：該學習領域多未能充分掌握藝術與人文

課程的精神與意義，而流於淺薄與技術性的藝術學習。如莊連東指出的：在藝術

與人文領域的單元配合時，往往落入以往技術本位和菁英主義的藝術教育窠臼

                                             
1 近年來，歐美、亞洲的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所推行的教育改革政策，莫不以提升學生基
本能力為教育著力的重點，其揭示了目前各國將教育方針，以指向以提升「競爭」、「卓越」為教

育的主要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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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配合的單元幾乎都是創作表現的面向，不但對於主題真正的內涵沒有產生緊

密而正確的配合，也無法讓兒童面對統整主題時能得到完整的內容，就藝術教育

學習的價值而言，亦有所偏廢（莊連東，2001：20）。張振成亦觀察到：藝術與

人文課程一直是九年一貫課程公佈至今最有爭議的一個學習領域，反彈與排斥力

亦最為強烈，尤其是音樂教師們一方面疑慮以生活藝術為主體的學習方式，將如

何建構學生的音樂能力；一方面又得隨時為跨過學科門檻，向視覺、表演藝術學

科取材，而忐忑難安。雖然歷經多年的觀望與調適，如何有效整合與進行藝術與

人文領域教學，仍是許多藝術類教師心中難以承受之重（張振成，2005：168）。

陳錫祿更統合近年來的文獻研究發現而指出：部分教師對於生活課程中的藝術學

習問題，一方面受限於教師本身的專長，另一方面其教材由於與其他領域相統整

而簡化，因而對於能否落實課程改革的理想頗感憂心。面對此一困境，如何建構

生活課程全方位的藝術學習內涵，真正以學生為中心，落實人文素養的培育，乃

是學界與藝術教育普遍重視的問題（陳錫祿，2005：74）。國中表演藝術教師林

建男亦指出他在教學上面臨的困境與難為：不可諱言，臺灣在升學主義的迷思

下，藝術教育的課程容易成為被擠壓、被犧牲的對象，即使九年一貫課程中每週

有三堂課的藝術與人文課程的安排（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但課程內容

往往只是淪為配課的情況，或是由非專業教師授課，其他科目也存有相同的現象

（林建男，2006：66-68）。 

綜上所言，目前國內藝術與人文課程發展的困境可歸納為幾點：第一，藝術

教育淪為「技術本位」的學習內容，並非以人為本位，缺乏人文內涵的教育意義；

第二，各門藝術教師缺乏整合的能力，仍停留在技術層面的整合困難上，而未能

掌握藝術的人文內涵，達到確實的課程統整；第三，智識教育氛圍的強化，使藝

術與人文領域較無發揮的空間，僅淪為次要性科目。在這些問題意識之下，如何

解決當前藝術與人文課程的發展困境，及如何在這崇尚智識教育的時代中推行人

文教育，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嘗試通過席勒美感教育思想中所蘊涵的人文思

想，提出藝術人文化、人文藝術化的教育理想，以解決目前藝術與人文領域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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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人文」部分。依崔光宙對席勒《美育書簡》第二十二封信所做的詮釋： 

 

培養完整人性和精神自由是要透過各種藝術來進行。藝術各有不同的類

別，如音樂是時間藝術、繪畫是二度空間藝術、雕塑和建築是三度空間藝

術、詩歌是觀念藝術、戲劇是綜合藝術。這些藝術雖然使用完全不同種類

的創作形式和媒介，但它們所要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卻是完全相同的。一

言以蔽之，即是「以形式消除素材」。2 

 

席勒這裡所說的「形式」是指人的心理機能，而「素材」即是指各類藝術中

所蘊含的人文內涵；對康德而言，形式是空的，它只是形式上的分析，但對席勒

而言，藝術不只有空的形式，而是同時有形式與內容兩者。席勒認為這些表現不

同的人文內涵若回歸至人的內心時，將解除了其間的歧異，而成為統一的精神意

涵，這也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意思。依據席勒這個看法，充分展現「人

文教育」最深處的精神本質，亦即藝術是以人的天性作為依歸的立論。本文即是

想嘗試通過席勒對藝術與人文思想之見解，為當前國內藝術課程所面臨的困境，

提供解決之道。 

回顧藝術與人文領域在剛開始施行時，曾遭藝術教育界之質疑與反對，有論

者認為：藝術是一種專業，人文是通識和文化素養，兩者怎可混為一談。從教育

學術的角度來看，此種看法有其道理，但思慮並不整全。因藝術教育又可分為「專

家的教育」（Education for specialist）和「普通人的教育」（Education for all）

兩類，前者以培養專業技巧、知能和精神為主，在性質上自然應與通識教育有所

區隔。然而後者以培養欣賞能力為主，藝術欣賞和音樂欣賞並非一種特殊的專業

「技能」，它本身就是一種人文素養。因此「藝術與人文」之學習領域，從培養

藝術專業的角度而言，或許大而無當，缺乏重心；但從普通教育立場而言，卻是

切中時弊、正本清源之名（崔光宙，2000：2）。研究者認為「藝術與人文」領

                                             
2 此處乃援引崔光宙教授在民國 95年師大教研所開設的「教育美學」這門課的上課講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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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實則包含了兩個概念，一是「藝術教育」（Art Education），另一則是「美感

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前者注重藝術教學問題的探討；後者則以促進個體

感性與理性和諧的發展為目的（梁福鎮，2001：13）。亦即通過藝術教育的視覺

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欣賞與體驗的過程，促使學習者體驗藝術傳達給人的精

神內涵，進而提升美感心境，達到人文素養的教育目的，是故，藝術與人文領域

是以「美感教育」作為核心價值－培養個體和諧、完整的人性發展，而透過「藝

術教育」作為實現人文素養之途徑。 

就「美感」的字源與其歷史發展來看，「美感」（aesthetic）一詞是源自於希

臘文。希臘人用 άίσυησις，這個字表示「感覺的印象」，再加上 νόησις這個字來

表示「思想」，這兩個名詞各有其形容詞的形式，即和 αίσυητικός和 νόητικός分

別表示「感覺的」和「理解的」（劉文潭譯，2005：384）。因此在古希臘字源

中的「美感」有雙重意涵，即包括感覺及思想，也就是美感不只是感官的感受，

而是一種蘊含某種「思想」的過程。而若考究中西古代經典，美感觀念的萌芽有

其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在柏拉圖的四十四篇對話錄中，「大西比亞斯篇」

（Greater Hippias）、「伊雍篇」（Ion）、「饗宴篇」（Symposium）、「共和國篇」

（Republic）、「費德羅斯篇」（Phaedrus）和「法律篇」（Laws）中，都蘊藏著豐

富的美學和美育思想。中國先秦時代的禮記樂記篇，則集周代禮樂文化的精華，

以「禮」為「理之不可易」、「樂」為「情之不可變」，彰顯感性與理智相和諧的

全人格美育觀。美育觀念雖在兩千前年便已經萌芽，但「美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一詞的正式出現，卻在十八世紀末為詩人席勒《美育書簡》（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一書中首次提出（崔光宙，1991：

1-2）。席勒美感教育中所追尋的人性與教育理想，是從古希臘時代的人文思想中

所獲得的精神啟發，而在他的美育思想中描繪出一個完整的人類圖像，並有系統

性地談論有關於「人」的一切美感教育的問題，這個「人」標示著「完整人」的

教育理想，身為詩人的席勒相當重視藝術所蘊涵的教育價值，在他的美育思想中

更嘗試把藝術與人文的概念做了深刻性的連結，進而提出「美感教育」這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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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席勒延續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進而提出他個人的美育見解，其文本中充

滿著人文的基調，無處不顯示他對人性的終極關懷。更由於他所處的特殊歷史情

境，直接促使他付諸行動，完成了歷史上首部美感教育的專論。在席勒所處的十

八世紀末之歐洲，發生了兩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分別是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

命。席勒認為這兩件事件的發生是象徵近代「人性分裂」的明證，顯露出近代精

神文明的危機。他批判法國大革命的情況是，人在還缺乏「精神自由」的情況下

就濫用「行動自由」的權利，致使原先追求的精神自由的運動演變為野蠻的暴民

革命，其徹底地暴露出人獨重「理性」發展的局限性，在根本上違背了啟蒙運動

的原初精神。因此他認為過度彰顯人的理性作用而忽略人有情感力量，是導致理

性難以發展完全的主因；他並將近代人性分裂的原因歸究於近代社會過度強調專

業化（overspecialization）的後果，而造成人的自我疏離（alienation），形成一個

個斷片而非完整的人（Simons, 1981：16）。基於此，席勒主張必須通過「美育」

方能培養完整人和精神自由的人，並且認為時代的精神改革必須回到最根本的人

性來做處理，一切的社會改革應建立在更好的人性基礎之上；而完美人性的基礎

則建立於「文化素養」的提升。3席勒將這偉大的時代使命交付給藝術，如在第

二封信所明白表述的： 

 

藝術須超越現實，以加倍的勇氣超越需要，因為藝術是自由的女兒，它只能

從精神的必然性而不能從物質慾望來接受指導。在現時代，慾望佔據統治地

位，把墮落的人性置於它的專制掌控之中（Schiller, 1977：26）。 

 

席勒認為唯有藝術才能給人以自由，如他說的「美是自由的外在顯現」這句

                                             
3 強調競爭的基本概念是來自人們心中的恐懼，恐懼於現實的困境和需要的滿足，於是強調競
爭的結果必然導致強調專業化，而強調專業化即等同「不完整」，自身的不完整必然造就了自我

疏離的悲劇，而我們明白精神自由的人才能免於恐懼，方才能成為「完整」，故我們可透過藝術

來達成，因為藝術能超越現實及超越需要，而這就是恐懼根本的源頭，因此席勒所認為要回到最

根本的人性來做處理，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便是要面對人類內在深層恐懼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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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其表述了藝術作品即是以精神自由為其使命。這部分我們在第四章會深入的

討論之。 

席勒美感教育具有跨越時代的精神，他對人性的理解有精微的探究與分析，

以其自身豐富的文化素養為基礎，對人的概念進行不同面向的思考，符合「人文

素養」的三大核心內涵，即哲學思考的深度、歷史視野的廣度和文學情感的強度，

4席勒的創作領域跨足了哲學、歷史、及文學三大人文科學範疇，足以證明席勒

是位深具豐富人文涵養的代表人物，這也是其他美學思想家較難與之比美之處。

對於二十一世紀精神文明失落的今日，席勒美感教育中的人文內涵有其重要啟

示，當前國內九年一貫課程所實行的藝術與人文領域，即是強調此一觀點，希望

透過藝術教育以提升學習者的人文素養，以確保其人格發展的完整，而在席勒美

育思想中即有提出相當多的精采論述，可供國內藝術教育發展之參考與啟示。 

目前國內研究席勒的學位論文有十一篇，可分三類，第一類是研究戲劇文學

理論，有七篇；第二類是研究道德理論，有三篇；第三類是專論美感教育，有一

篇。其他的散見於各家期刊，多以討論文學、戲劇為主，專論席勒的美育思想的

論述為數不多。其中較有系統論述席勒美感教育的碩士論文是彭鈺君在 1999 年

完成的《席勒美育思想之研究》，其研究材料的範圍從 1785年到 1795年席勒所

完成的數十部美學著作為探討的內容，該文廣泛性的概論席勒美育思想，提供後

人有基礎性的認識及瞭解，同時也留下可繼續深究的空間。 

有鑑於此，本文試圖延續前人對席勒美育思想的研究，縮限研究材料的範

圍，將重點放在席勒美育思想較為成熟時期的兩部著作，即《美育書簡》和《論

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On the Naï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嘗試重新詮釋理解

席勒美育思想中豐饒與深刻的人文內涵，故歸納本研究的重點如下： 

一、從席勒的生長背景，探究他精神傾向的發展成因，包括家庭背景、求學過程、

及創造歷程，如何造就席勒深具人文關懷的性格； 

二、對席勒所處的十八世紀時代背景的觀察分析，包括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

                                             
4 此為崔光宙教授在〈教育美學的意義〉一文中所提出的觀點。取自
http://www.nhlue.edu.tw/~visual/2006arted/file/book/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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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工業革命、狂飆突進運動等事件，探究構成席勒撰寫美育思想中對人文議題

關注的主要成因； 

三、透過影響席勒最重要的兩個人－康德和歌德，瞭解席勒如何在這兩人思想激

盪之下，將之融合與超越，而建構出他那豐富人文內涵的美育觀； 

四、將席勒對人性的概念分為三個向度做意義詮釋，分別是：人的自然有機體向

度、人的心理向度、及人的藝術向度。第一個討論的是「自然」中的人文內涵；

其次探究的是創造人文活動的「主體」；最後是說明人文的「創造活動」之內容。 

五、對人文精神的歷史溯源，並連結至席勒美育思想中核心之人文內涵，分別論

述席勒提出的「自然」、「自由」、及「遊戲」等思想觀點，逐步勾勒出席勒人文

內涵的完整圖像； 

六、最後總結席勒美育思想中的人文內涵，提出結論與建議，並以此作為解決當

前國內藝術與人文領域發展困境的解決之道。 

由上述的研究動機與重點，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認識席勒生平及美育思想背景。 

（二）探究席勒美育思想的人性概念。 

（三）探討席勒美育思想中的人文內涵。 

（四）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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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資料與方法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對於研究材料的範圍及研究方法的使用，本文以三個

部分來說明之： 

 

壹、直接資料與間接資料 

 

本研究的直接資料主要是採用席勒較後期成熟的美學著作，即《美育書簡》

（1793-1794 年）和《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1795 年）兩本為研究重點，從

中挖掘席勒對美育提出的精闢見解，以瞭解席勒美感教育之精神底蘊。本文參考

的直接資料主要是以 Reginald Snell在 1977年所發行的《美育書簡》英譯本為主；

中譯本則以徐恆醇譯的《美育書簡》繁體字版本為參考範本。另一部美學著作《論

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是以 Julius A. Elias在 1975年發行的英譯本為主；中譯本

則以張玉書編的《席勒文集 VI》為參考資料。因席勒本身為文學家，故一般的

哲學書籍較少將他的思想納為哲學體系，而其美學思想的評介大多散見於美學史

書籍中，故研究者多透過西方美學史相關著作，獲得間接資料，以朱光潛《西方

美學史》、Martinson在 2005年編輯出版的《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Friedrich 

Schiller》、及 Ugrinsky在 1988年編輯出版的《Friedrich von Schiller and the drama 

of human existence》中第二部分所探討的〈History,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作為研究的間接資料，其餘則參考國內外研究席勒美育思想相關的期

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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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資料的內涵 

 

一、《美育書簡》的內涵說明 

 

第一封信到第十封信屬於第一部分，談論「美育思想背景」，席勒在第一封

信就坦白表明，他的美育思想是以康德第三批判《判斷力批判》為基礎的，也就

是他的美學基本立場是與康德一致的，尤其是對美的分析之部分，區別出與經驗

主義及理性主義美學主張的差異，而席勒更進一步將美學的觀念運用在教育領

域，作為促進社會文化改革的方針。文中席勒通過法國大革命及英國工業革命的

歷史事件進行近代人性的分析，得出人尚還缺乏「文化教養」的結論，他認為必

須透過美感教育才能培養人性的均衡發展。席勒美育思想在根本上是呼應了啟蒙

運動的核心精神，也就是強調社會全面性的改革之理想，他認為美感可促進知性

明晰、情感活躍、思想自由和行為莊重，最後達到改善社會風俗的目的。 

第十一封信到第十八封信為第二部分，談論「人性統整」的可能性，首先他

提出人有兩種內在的心理機能，一個是感性，另一個是理性，完整的人格應該是

感性與理性都能獲得充分的發展，通過「美育」使得兩種衝動的力量各自設限，

使人的感性更具豐富以及使人的理性更具自由。如他在第十三封信所言：「教養

的任務有兩個：首先提防感性受到自由的干涉，其次是提防人格受到感覺力量的

支配。通過培養情感功能來達到第一個任務，通過培養理性而達到第二個任務」

（Schiller, 1977：69）。席勒進一步指出，感性衝動的對象是「生命」（life），形

式衝動（理性衝動）的對象則是「形象」（shape），通過「遊戲衝動」可使感性

衝動與理性衝動獲得均衡發展。席勒還依據教育對象性格的差異而提出以不同的

美來教化完整的人性，他說融合美（melting beauty）可使人的精神適時放鬆，得

以教化僵固的性格；振奮美（energizing beauty）則可使人的精神適時緊張，得

以教化弱軟的性格。換言之，通過美可把感性的人引向理性的思維；把理性的人

引向感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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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封信到二十七封信是第三部分，提出美感教育最終目的是達到「精神

自由」，在感性與理性各自堅守自己的界限，保持心理力量的平衡，而成為「完

整的人」，進一步朝向「精神自由」的境地，故精神自由是不受感性與理性兩種

力量的束縛，彼此都保有充分的獨立與自由。席勒主張人格完整是精神自由的基

本前提，他在第二十封信說：「當人是完整的，並且他的兩種基本衝動已經發展

時，人才開始有自由可言。只要人還是不完整時，他的兩種基本衝動將有一種被

排除，那麼就沒有自由。運用各種手段來使人恢復他的完整性，便可以恢復自由」

（Schiller, 1977：97）。唯有通過「美感教育」使人性獲得完整，人開始有自由。

席勒嘗試從人性中尋找美的根源，即「美的性格」。他深切地感受到美感狀態可

說是上天賦予人類最美好的事物，可說是「人性的禮物」（the gift of humanity），

而美感狀態的培養必須透過「藝術」來達成。最後席勒為他的美育思想提出結論，

即美育目的是培養自由公民及促使社會達到和諧統一。 

 

二、《論素樸詩與感傷詩》的內涵說明 

 

席勒另一重要的美學論著《論素樸詩與感傷詩》仍延續《美育書簡》的核心

精神，進行人性分析及強調美感教育的重要性。在此論著裡席勒運用他最熟悉的

文學領域—即詩歌，來延伸思考古希臘詩人及近代詩人的差異。朱光潛認為，古

代人與近代人在心理情況上的對比一直是席勒在長期中深思熟慮的一個問題。該

問題從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和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提倡研究希臘文藝以來，特別是在浪漫運動逐漸露

出苗頭以後就日漸顯得尖銳。人們逐漸意識到近代人的心理習慣、道德習俗、文

學藝術乃至於一般文化和古希臘都大不相同，因而誰優誰劣的問題以及如何繼承

古典遺產的問題也都跟著來了。這是一種新喚醒的歷史意識。歌德單純地從感性

出發的藝術性格與席勒的徘徊在於詩與哲學之間的性格對比，使席勒自覺相形見

絀。他從自己的限制去診斷近代詩人的病根，他羨慕歌德，羨慕古希臘，認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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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所表現的那種人格與自然的統一，感性與理性的統一，是近代詩的唯一出

路。而《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即是在這種認識和信念之下寫成的（朱光潛，

2001：109-110）。席勒從人對自然的愛出發，他所理解的自然是具有廣義性質的，

其包含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 

席勒試圖從自然找尋人性美的根源，他認為「自然」呈現出一種內在與外在

的和諧狀態，從古希臘人與自然還是處於統一體的範例中可獲知，他們的內在自

然即感性與理性仍是處於和諧狀態，這時的人體驗到為人的快樂，在自己身上就

可以認識到自然，故古希臘詩人是象徵健康、完整的人格。而近代人卻是相反，

他們與自然已分裂，對自然的依戀就像是病人渴望健康那般的情況，對於他們而

言自然變成了一種「觀念」，這就是產生了近代感傷詩人的原因。由於近代人失

去了原有的「完整性」和「潛能的無限性」，席勒認為若要恢復原有的人性和諧，

必須通過文化教養使人回到自然，恢復人性的完整與自由。文中席勒以人對自然

的天性愛好為基礎，得出人性和諧的美與善之本源，通過美感教育可使分裂的近

代人獲得內外在的和諧及統一。換言之，席勒認為藝術形式的美感經驗比其他東

西更能用來喚醒人的道德本質，使其意識到這是人性所獨有的特徵（Bullock, 

1985：98）。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用當代詮釋學者嘉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所提

出的詮釋觀點作為研究方法。嘉達美認為理解就是一種歷史事件，理解者本身則

位居歷史的一環，融合過去與現在的視野。本研究依循著嘉達美認為「理解」所

包含的重要概念為主軸（賈馥茗、楊深坑主編，1993：74-76）： 

 

一、先前判斷或視野 

本文嘗試對席勒的家庭背景及求學經驗做理解，以掌握他美育思想中人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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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萌芽，並從席勒所處的時代背景及與他有關的重要人物－康德及歌德，開始

進行理解活動。而對席勒意識背景的探究是構成研究者對其思想的先前判斷，以

求能深入其思想脈絡中，梳理出其人文思想的發生源由與進程。 

 

二、視野交融 

在理解詮釋的過程中，研究者帶著自身的生活經驗與世界觀與席勒的人文思

想進行對話，在前後交互作用的歷史中，透過對話的運作融合席勒的思想與研究

者的現代視野，以窮究其思想之真實意義理解，並重新詮釋出新的歷史意義，其

展現在互為主體性的不斷對話過程裡。 

 

三、影響史的意識 

以席勒生平背景作為研究者對席勒人文思想的先前判斷，其導引理解，亦即

在理解詮釋之前，必需對席勒所處歷史背景有先前認識，此觀點強調理解的歷史

性，以「影響史意識」（強調人對自身存在的歷史性的體驗，包括我的求學與生

活經驗）作為時間距離的橋樑，將理解者（研究者）與被理解者（席勒人文思想）

置於同一個歷史之流中，透過對話形成過去與現在的視野交融，從而達到意義的

重新理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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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席勒生平與美育思想背景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曾堅定有力地說道：

「上帝把海洋給了英國，把陸地給了法國，但是卻把思想的天空留給了德國。」

（引自傅佩榮，1995：65）當時的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及政治條件均優於德意志，

這兩個國家早已有先進的經濟及民主的政治發展，而德意志卻還只是個由三百多

個小公國所組成的國家，其處於分裂且專制封建的政治型態，無強大的資產階級

力量，未能像英國發展工業革命及法國的政治革命運動。但相對地，德國卻在哲

學、文學、及音樂等方面造就出十八世紀偉大的精神文明高峰。席勒即是出生於

此時代，他的詩歌、戲劇及美學是德國精神提升運動的傑出作品之一，其豐富的

人文思想之孕育與其生長背景、啟蒙運動思潮、康德美學及歌德藝術觀有著深刻

且不可切割的淵源關係。 

 

第一節  席勒生平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

人，也是一位優秀的思想家、以及進步的人道主義領導者。他是康德的門徒，但

不是他的盲目追隨者，他將康德哲學應用於他實踐性的生命裡，充分展現在一個

屬於他自己的道路上（Carus, 1905：1）。他的人文精神與他的成長背景有很大的

關係，以下從他的成長背景、求學經驗、及創作歷程分別探究之。 

 

壹、人文精神的萌芽 

 

席勒出生在符騰堡公國（Württrmberg）的小城馬爾巴哈（Marbach）。父親

曾擔任准尉、軍醫和植樹官，母親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家庭經濟狀況不算富裕，

僅能供給一個家庭過簡樸的生活。席勒童年時期，由於父親工作性質的關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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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常遷移各地，這種不固定的生活形式，不利於席勒接受完善的教育，儘管如

此，他父母的樸實天性彌補了其所處於世故的環境及有限的知識學習，他們有著

憐憫心、謙遜、誠實、謹慎，和真誠的性格，深刻地照耀在他們的孩子席勒身上，

幼年的席勒在一個充滿愛與溫暖的家庭中健康長成，奠定了他日後充滿人文關懷

的精神傾向，就某一程度而言，這要歸功於家庭教育對他所造成的影響（Carlyle, 

1845：3-4）。往後幾年，席勒回憶起童年生活，他感到自己那時候是幸福美好且

簡單寧靜的。幼年時代的席勒是在充滿愛與關懷的家庭教育中長成，其奠定了席

勒他那人文關懷的早期性格。 

席勒八歲時就讀當地的拉丁學校，學習宗教、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以

及德文。直到 1773 年，在違背席勒和家人的意願之下，席勒帶著沈重的心情被

迫進入由符騰堡公爵卡爾．歐根（Karl Eugen, 1729-1793）所創辦的卡爾學院

（Karlsschule）就讀，這所學院原初為訓練軍人的機構，後來改制為專門培養各

種專業人才的學院，招收的對象主要是軍官的後嗣。席勒在卡爾學院求學有長達

八年的時間，受到嚴格的紀律和瑣碎的規定所束縛，學院裡的學生都被嚴禁離開

學校，沒有人身自由可言，親友探訪的時間嚴格受到限制，並且隨時有人監視著，

這裡一切的規定，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培養出對公爵盲目盡忠的情感，和養成良

好的生活紀律。詩人舒巴特（Christian Daniel Schubart, 1739-1791）更將這所學

院稱之為「奴隸養成所」（salve plantation）。在這一段求學的時期，深刻地影響

了席勒日後堅決反抗專制政治的叛逆精神，而在他的文學作品裡表現出對專斷政

治和獨裁統治者充滿敵意和鄙視的題材。 

儘管卡爾學院是一個如此封閉、專制的學校，但它所開設的課程和鐵的紀律

相較而言，卻是顯得相當開放、多元和自主，它提供若干的專業科目，讓學生能

自由選修，以獲得某科目的專業知能。席勒一開始選讀法律，後來轉讀醫學。為

了能使這所學院在德意志能受到羨慕的眼光，卡爾．歐根公爵極盡全力聘請國內

最優秀的師資來此任教，目的是要使學院的學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品質，在這裡

可學習到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古典神話學、神學、哲學、歷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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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化學、植物學和數學等多樣的學科，這些課程的學習提供了席勒在往後文

學創作上的豐富知識基礎。值得一提的是，卡爾學院的教師 Abel 更把當時代最

進步的美學、道德哲學和文學討論教授給這一群學生，使他們能接受最新的思想

刺激，所以當代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吳爾夫學派（Leibniz-Wolff school）、英

法的新興哲學、以及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歌德等文學作

品都是他們上課的教材（Sharpe, 1991：7-11）。由此可知，在卡爾學院裡雖然充

滿著嚴厲的紀律管束，相對地，也提供給席勒有機會吸收到最進步的哲學思辨，

促使席勒並沒有因為在這種缺乏形體自由的環境中，而失去追尋生命的精神自

由，反而激勵他有更堅定的決心，在德意志走向民主、自由及統一的艱辛道路上，

勇於付出更大的努力與心血，這也不能說不是卡爾學院所帶給席勒的積極影響。 

在 1779年，席勒完成他第一個學位論文《哲學心理學》（The Philosophy of 

Physiology），評審委員並沒有讓席勒的論文通過，主要的原因乃是他大膽地反駁

傳統權威，這個結果致使席勒必須繼續多留在這所學院一年，這是令席勒所感到

痛苦和不願的。次年，席勒提出他的第二個論文《論人的動物性和精神性的關係》

（An Essa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nimal and Spiritual Nature of Man）終於

獲得通過。畢業之後，席勒擔任斯圖加特（Stuttgart）的軍隊外科醫生，由於席

勒未能取得醫師的證書，其職位就像護理人員一般，這是一份薪水微薄和社會聲

望低的工作。席勒瞭解到公爵為他所安排的一切，將會是像奴役般的令人厭惡的

生活。於是他展開了逃亡的生活，勇敢地去追尋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盡情地去

發揮自己在文學和哲學方面的才華，這些成就在他往後的豐富著述的作品中，獲

得了印證。 

 

貳、人文精神的創作表現 

 

席勒早期第一部戲劇作品是《強盜》（The Robbers），在還是卡爾學院的學生

時就開始撰寫，主要是通過兩個結怨兄弟的故事，來歌頌一個向全社會公開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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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豪俠青年。這本劇作於 1781 年完成，以匿名的方式在國外發行，很快地就引

起曼海姆（Mannheim）民族戲院導演達爾貝格（Dalberg）的注意，這部戲劇首

次公演就獲得如雷的掌聲，根據當時演出後的情景是：「每個人暴著火的眼睛，

握緊拳頭，雙腳把地板跺得震天價響，嘶啞的歡呼！不相識的人們彼此擁抱，彷

彿在這亂紛紛中，一個新的宇宙即將誕生。」這部劇作喚起德意志開明人士的熱

情回應，同時也是作者席勒對德意志封建制度最直接的指控（林欣白譯，1969：

9）。接著，席勒繼續發表他另一部劇作《斐斯柯》（Fisco），而二次前往曼海姆，

在他回來之後，卡爾．歐根公爵以擅自前往「異邦」之罪，將席勒處以兩星期的

禁閉，並且嚴禁他繼續創作。符騰堡這個封閉又專制的公國，對席勒的種種限制，

使他終於受不了這裡的一切束縛與壓迫，決定和他的音樂家朋友希特萊喀

（Streicher）一起逃出符騰堡，到曼海姆發展文藝活動。之後，席勒的另一部傑

出作品是《陰謀與愛情》（Intrigue and Love），這部戲劇的核心主旨是針對腐朽

黑暗的專制統治社會作更深刻的揭露和抨擊，該著作的傑出表現促使席勒青年時

代的戲劇發展達到高峰。在《強盜》和《陰謀與愛情》這兩部戲劇的內容裡，都

突出地表現出新興資產階級對封建專制主義的強烈憎恨和反抗，刻畫了受壓迫的

市民和資產階級對德意志專制主義的諸侯的挑戰，抒發了新興資產階級對自由的

渴望和對社會改革的嚮往（杜美，1995：155）。這兩部劇作是席勒在狂飆突進運

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時象徵席勒人文思想的理想性，並直接通過戲劇的創

作表現，而突顯出他最核心的精神意向。 

在 1784 年，席勒創辦《季節女神》（Die Horen）雜誌，作為對封建專制社

會批判的發聲管道，原初席勒希望這個雜誌能為他賺進每年一千塔勒，但這雜誌

賣得並不好，而使得他落入了負債的困境。隔年，來自薩克森州（Saxony）的富

有官員克爾納（Christian Gottfried Körner, 1756-1831）和他的一些朋友們，寫信

給席勒表達了他們的激賞與支持，願意提供席勒在萊比鍚（Leipzig）生活所需的

一切費用，於是席勒接受這熱情的邀請而來到了萊比鍚，在這裡席勒獲得許多友

誼的支持和鼓舞，這期間他寫下了著名的詩歌《歡樂頌》（Ode to Joy）來歌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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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力量、世界和平、以及人的良善，該詩歌顯示出在充滿愛的理想世界裡的年輕

活力和想像。當時代的音樂才子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更

依據這首詩的詞來譜曲成為第九交響樂，使其為永垂不朽的經典作品。之後席勒

所著述的《致克爾納論美的信》裡的七封信，是與克爾納分享他對於美的觀察與

見解，這是席勒探討美學的首部論著。 

在萊比錫停留了三年的時間之後，席勒察覺到自己需要透過更紮實的哲學基

礎和刺激，來使他的作品更趨於完美，因而決定離開萊比錫。於 1787 年六月二

十日他搬到威瑪（Weimar），這裡是德國文人雅士聚集地，當時文壇的著名人士

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魏蘭（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及歌德等人都居住在此。於是席勒在這裡展開了他豐富的文藝活動

及結識這裡的文人，在這之後的十年他沒有任何的戲劇作品，而開始專心認真地

研究哲學、美學和歷史。於 1789年，席勒的首部歷史作品《尼德蘭叛亂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受到驚嘆的目光，而由歌德推薦到耶拿

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次年結婚。由於教職工作的繁忙，加上當時席勒仍有許多

文學任務在身，導致他終於病倒，在無可奈何的狀態下又累積了新的債務，讓他

無法安心休養病情，後來因病重的消息傳到了丹麥，其中的一位席勒支持者，詩

人巴格森（Baggesen, 1764-1826）便將這消息轉告丹麥王子克利斯坦（Prince 

Friedrich Christian von Schleswig-Holstein-Augustenburg, 1765-1814），他獲知席勒

貧病交加的生活狀態，便決定提供為期三年給予每年一千塔勒的津貼，使得席勒

暫時免除了財務上的困擾，他的疾病也漸漸復原。因為這個契機促使席勒能順利

地專心進行美學研究。這時期他創作了一系列分析悲劇的論文，如《論優雅和尊

嚴》（On Grace and Dignity）及《論崇高》（On the Sublime）等，也完成另一部

歷史作品《三十年戰爭》（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和兩部重要的美學著

作即《美育書簡》及《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等。 

依歌德的話來說，「自由」這觀念貫串席勒所有的美學論文和專論，它甚至

經常鼓舞他的文學創作。在席勒的美學思想中，美與自由這兩個觀念是密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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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詩人的美感理想與社會和道德理想也是密切連結起來的（林欣白譯，

1969：27）。席勒最主要的美育思想集結於《美育書簡》和《論素樸的詩和感傷

的詩》這兩本著述中。前者是寫給丹麥王子一系列的書信共有二十七封，討論有

關於美感教育的問題，它是美學史上第一本討論美感教育的專書，探討如何由實

踐美育而達到社會的全面改革之理想。該著作的問題中心是：藝術如何促進真實

的人類自由之理解？而在這樣巨大的問題之下，必須再進一步問：美感領域如何

與道德產生關連？藝術作為人類活動的意義為何？康德哲學給予了席勒思想的

架構，以及提供了明確關鍵性的見解，促使席勒嘗試去回答這些問題（Martinson, 

2005：149）。在本書中他更提出了具有系統的人文思想，展現於他的藝術見解上。

另一部《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則是席勒針對人文的創造活動進行分析與探

究，他首先從古今社會結構的差異所產生出兩種不同類型詩歌，分析出古希臘詩

歌是象徵健康、完整的性格；而近代詩歌則是象徵感傷、分裂的特質。因古希臘

詩人與自然是合而為一；而近代詩人卻與自然一分為二，他從「人與自然」的關

係中突顯出其間的差異。一言以蔽之，席勒希冀透過古希臘詩歌與近代詩歌的對

比，而突顯出他所強調的古典人文精神為何的中心思想。 

在 1795 年後，席勒繼續創作詩歌，此時是他的詩藝創作才華的高峰，他大

部分的詩都是哲理詩，在每首詩裡都包含著一個哲學的原則，席勒對於詩人的任

務有著崇高的期待，因他深信詩人的任務不只是娛樂大眾，而是能傳達、教導、

和提升讀者的人文素養，這個精神與他在美感教育中的立論仍是一脈相承的，充

分彰顯人文思想的意旨。他把改革時代的偉大任務交給藝術家們，並賦予「藝術」

偉大莊嚴的形式，這是他在文學上最高的表達方式。如席勒說的：這枯燥乏味的

世界抑制我們潛能的完整發展，惟有在理想的、真理、和美的領域中，我們才能

避免現實束縛的力量。他把這些觀念表達在詩篇裡，如《理想生活》（The Ideal 

Life）、《舞蹈》（The Dance）等作品中。席勒對於藝術的實踐見解，實則是受歌

德藝術表現的啟發與影響。在 1794年到 1805年期間席勒和歌德展開密切的文學

合作，對於兩人在文藝上的表現都有良好的影響。他與歌德合作寫了四百多篇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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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體諷刺詩，即《克塞尼恩》（Xenien），主要是針對庸俗的啟蒙學者、胸懷狹隘

的神學者及浪漫主義者（即耶拿學派）所給予的批判（林欣白譯，1969：29）。

此外，兩人的合作也促使彼此邁進另一文學發展的高峰，開創浪漫文學及古典文

學的先河。另方面，在停頓了十年的戲劇表現，於 1798 年之後，席勒再次展開

他的戲劇創作，主要的作品有《華倫斯坦》（Wallerstein）三部曲、《奧爾良的姑

娘》（The Maid of Orleans）、及《威廉．泰爾》（Wihelm Tell）等名劇。5此時的作

品特色與他後期走向現實主義的發展有密切關係，作品不再只是停留在理想世界

而有更多的現實行動的意向，這是異於他早期的文學表現所進步之處。總言之，

席勒大量的創作表現中充滿人文關懷的展現，這些不同形式的創作亦與他美育思

想中強調的人文精神彼此相呼應。 

                                             
5 學者 Hinderer 認為席勒思想核心是探討人類和生命的存在概念。該學者依據席勒的論文和戲
劇，特別是《強盜》、《斐斯柯》、《華倫斯坦》等作品，而提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述，認為人命中

註定成為他自己，亦即去發展人的意志（will）和愛（love）（引自 Hohr, 2002b：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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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啟蒙運動時代 

 

壹、啟蒙運動的精神 

 

席勒美育思想產生的背景在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而啟蒙運動乃是繼承著從

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科學革命，以「人」為中心的精

神延續而來。在文藝復興時期，因過去長期受到宗教力量的束縛與壓迫，而極力

擺脫中古世紀神權至上的觀點，欲建立一個從人的角度出發的世界觀，肯定人存

在的精神滲透到當時所有的人文領域，包括哲學、藝術、建築、文學、宗教、教

育等，其均無不受此精神的影響與感染，此後人們開始運用新的視野看世界，理

解到人的理性之偉大，文藝復興即意味著人性的解放和理性的解放，將在黑暗的

中古世紀之後發出人性的光芒（陳樂民、周弘，2003：184）。宗教改革運動如同

文藝復興一般，也是因宗教的反動而產生的改革運動，其主要是針對社會的愚昧

而發起對宗教的猛烈攻擊，它以極強大的震撼力鬆動了神權思想的束縛，教會統

一天下的局面從此被打破，人漸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相信人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可

直接認識上帝。進入十七世紀的科學時代，自然科學發展更強化了人在理性能力

上的自信表現，開始著重於人對萬物的直接體驗、觀察及思維，倡導科學知識，

進行科學探索，推動科學實驗和發現，並以此作為認識世界的起點。在這時期的

人們，確實已從神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不再仰賴以神為中心的知識觀，並且做好

了即將走進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思想準備。 

伏爾泰曾在《路易十四的世紀》（Siècle de Louis XIV）一書中提到：「十七世

紀知識的偉大成就，造就了後來的啟蒙運動。」意指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發展是

以上個世紀所建立的知識觀作為思想之基礎，如牛頓的力學定律、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經驗哲學、及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理性

主義等自然律的觀點，予以普遍化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啟蒙思想家在繼承前輩思

想遺產的同時，進一步高舉理性的旗幟，認為理性的批判不應僅限於哲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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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擴散到宗教、政治、經濟等領域（吳圳義，2006：161-162）。在宗教方面，

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為重要思想家代表，他以理性主義和懷疑主義為思

想基礎，認為對思想和言論限制是野蠻的行為，強調宗教寬容和個人自由的重要

性，故而提出「自然神論」（Deism）的主張。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並且認為上帝

創造宇宙萬物及自然律，祂是宇宙萬物的始原造因（First Cause），在創造世界之

後便讓世界自然運作而不加以干涉，故上帝與世界並無現存的關係，其更否認了

傳統信仰中的神蹟或神啟。換言之，自然神論可說是一種調和科學知識、自由意

志和上帝觀念的宗教觀，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徹底打破強加在人民身上

的宗教枷鎖；在政治方面，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在 1748年出版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s）一書中，

嘗試為人類的政治制度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主張政府的權力應該分開和制衡

（check and balance）。他認為人有濫用權力的自然傾向，因此任何型態的政府當

政最終必然流於暴虐，為了防止此種情況發生，他主張政府的三種權力即行政、

立法、司法，應該分立並且要互相制衡。通過建立新的政治體制，以消滅傳統的

封建特權和不平等，進一步實現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國家。此理論對日後的法國

和美國之政治制度有直接的影響；在經濟方面，最重要的經濟學家是蘇格蘭人亞

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在 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被譽為開創日後資本主義制度

之先河。他在書中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經濟活動中，每個人基於自利的衝動

（self-interest impulse）來尋覓個人利益，其會使社會蒙其利而增加公眾福祉，

故他倡導分工理論，鼓吹自由貿易，主張政府應盡量不干涉經濟事務，以提升自

由經濟的發展。 

綜上所述，啟蒙運動在於運用「理性批判」的精神來檢視過去陳腐、迷信的

舊有社會制度，可將啟蒙運動的精神歸納如下（王曾才，2003：250-253）： 

一、崇尚理性批判：認為藉著理性的推理可瞭解自然與人生的奧秘，以批判

作為利劍去揭露社會的陋習，而達到完美的制度和社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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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信自然律：由於大自然中的天體和萬物表現出來的秩序與和諧，其運

轉又遵依人的理性可以瞭解的一些單純的、數學的和機械的規律，如牛頓的運動

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所支配，也使人確信世間有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律，使得哲

學家和思想家們乃師法之，以建立理想的人類社會，並找出規範社會制度的法則； 

三、進步的信念：從十八世紀以來的人類，認為社會和生活將會與時俱進，

如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也肇始於此觀點； 

四、人道精神：以人為思考的世界觀是這時代的特色，在一切社會制度和文

化發展中，著重人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貳、啟蒙運動的產物 

 

啟蒙運動對整個歐洲社會影響是巨大的，最顯著的例子便是英國的工業革命

和法國的大革命。近代工業革命的出現是歷經長期的社會演變，最初發生地點在

英國，早在十五世紀末，英國的資本主義便已逢勃發展，而擴及到歐洲各國的工

業發展，其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社會的經濟結構，而且也在西方社會的政治和文

化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為近代西方文化的全面繁榮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羅

靜蘭等，1994：292）。正因工業發展的興盛，致使歐洲社會產生所謂的資產階級，

這一群人在啟蒙運動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對於社會和國家的思想改革不遺餘

力。 

工業革命雖帶來了社會的進步與繁榮，但是值得令人深省的是，它也造成了

人性發展的侷限。在席勒美育思想裡便是針對近代工業發展造成的人性發展危機

提出反省與思考，通過古希臘人和近代人的對比，指出古代和近代社會結構的差

異造成人性發展的不同。他在第六封信清楚說道： 

 

古希臘人的本性把藝術的所有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嚴結合起來，不像我們

的本性成了文化的犧牲品。古希臘人不只是以我們時代所沒有的那種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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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樸使我們感到羞愧，而且由此而使我們對習俗的違反自然而感到慰藉的

那些優點方面，也是我們的對手和楷模。他們既有豐富的形式，又有深度

的內涵；既能從事哲學思維，也能創造藝術；既仁慈又充滿力量。在他們

的身上，我們看到想像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結合為一種完美的人性（Schiller, 

1977：37-38）。 

 

在古希臘時代，因社會制度結構還是強調一體性，使人的各種心理能力能獲

得均衡的發展，而能成就人的完整性。但由於近代社會的工業發展，人們只能選

擇性的發展身上的某一種能力，致使人性發展的不完整，造成近代社會產生嚴重

的人性分裂之問題。席勒一針見血地批判道： 

 

現在，國家與教會、法律與習俗都分裂開來，享受與勞動、手段與目的、努

力和報酬都脫節了。永遠束縛在整體中一個單個斷片上，人自己就變成一個

斷片。耳朶聽到的永遠是由他推動的機器輪盤的那種單調乏味的嘈鬧聲，人

無法發展他存在的和諧，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裡，而是把自己僅僅

變成他的職業和科學知識的一種標誌（Schiller, 1977：40）。 

 

席勒將近代人性發展的危機歸究於工業發展造成的結果，但席勒又認為社會

要走向高度的發展，近代分工制度是當今社會勢必要走的路。於是席勒提出惟有

通過「文化教養」，才能使近代人獲得人性的完整發展。 

啟蒙運動的另一結果是法國大革命，其革命精神是通過「自由、平等、博愛」

的主張，期待能實現民主政治的社會。在革命之後，自由階級走向極權階級，在

歐洲各國中引起劃時代的變化，各國著名的思想家對啟蒙思想的初期勝利，視為

令人遺憾的暴力運動，尤其今人惋惜的是，革命的手段竟是暴力與殘忍的恐怖行

為，這為啟蒙運動蒙上了一層陰影（辛達謨譯，1995：830-831）。它與啟蒙運動

的根本精神是背道而馳的，而突顯出人的理性發展的未完成，暴露出人的原始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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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張狂與野蠻。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對於歐洲等地的開明人士而言，衝擊是巨大

的，席勒對此進行深切地反省，使他檢討啟蒙理性所帶來的人性發展的問題，進

而認為人性發展均衡的重要性。他在《美育書簡》第五封信中提到： 

 

在人數眾多的下層階級，表現出粗野、失序的衝動。由於擺脫了社會秩序的

束縛，正以放縱的狂怒，忙於獸性的滿足。另一方面，有教養的階級則表現

出一幅更令人討厭的懶散和性格腐敗的景象，它的根源是來自文化自身，因

而使人更加厭惡（Schiller, 1977：35）。 

 

由此可知，法國大革命爆發出的問題是過度強調人的理性作用之後果，在人

尚未能妥善運用理性，濫用自由，最終淪於一種自然暴力的行動。因此，席勒美

育思想體現對人性終極意義的關懷，在這兩次的歷史事件中，他理解到完美人性

不是只有理性而已。 

 

參、對啟蒙運動的反思 

 

啟蒙運動以「理性」作為檢視整個社會制度的一切標準，它的批判矛頭直指

當時的宗教迷信和封建專制，任務在於消除一切非理性、反理性的事物（趙敦華，

2002：367-368）。然而，啟蒙運動的發生並未將人類帶進高度的精神文明發展，

反而暴露了偏重人類「理性」發展的限制。上述談到的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

命，所突顯出人性發展的危機問題，致使啟蒙運動所推崇的理性至上的法則將面

臨重大考驗。 

狂飆突進運動是反思啟蒙運動的一次文學改革，它是繼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

之後，在德國文化史上的第三個運動（杜美，1995：133）。德國啟蒙時代的詩人

克洛卜施托克（G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30）和文學家萊辛（Gotthold 

Epharaim Lessing, 1729-1781）早已發出狂飆突進運動的先聲，主張抒發友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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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自然和對祖國的感情，其思想代表著進步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現存社會制

度的反抗聲音，並且進一步透過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學對人民進行啟蒙教育。在前

人思想開拓的基礎上，這個富有政治意義的狂飆突進運動始於 1770 年，結束於

1780年中葉，赫德、歌德及席勒為此運動的主要核心人物。 

「狂飆突進」（Sturm Drang）一詞源於克林格爾（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 

1752-1831）的一部劇作名稱，其象徵著一種急於擺脫時代羈絆和突破封建制度

的革命精神，充分展現出此一文學革命的強大力量與決心。在此時期的每一位詩

人、劇作家的作品中，都滲透著狂飆突進的精神，他們的作品標榜著「自由、平

等、天才」的主張，這些概念都是針對當時德國沉重難解的封建制度問題所思考

的結果。為了破除長久以來的專制政治，解救在苦難中的人民，德意志民族必須

團結一起，促進民族的相互友愛，爭取民族的統一。這一群充滿激進的知識分子，

肩負著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以他們的筆作投槍發出他們的心聲，抒發他們熱愛

祖國的思想，表達了資產階級的要求和願望。這些訴求充分展現在每一部狂飆突

進時期的作品裡，如席勒的《強盜》和《陰謀與愛情》、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

惱》等都是與德意志人民的處境有密切的聯繫。在狂飆突進運動中，他們認為「天

才」是這場文學改革中致勝的關鍵，因為天才懂得追求個性自由、個人意志、及

個人理想和具有不凡的創造力和超群卓越的才智（杜美，1995：137-145）。 

啟蒙運動訴諸於理性，狂飆突進運動則強調感情。但狂飆突進運動並不否認

理性存在的必要，而是進一步要求感情與理性應獲得統一，也就是達到人性統整

的可能，這是天才所具有的特質。狂飆突進運動欲突顯出「感情」的重要，乃基

於感情作用可以使認識深化，進入問題的根本，喚起人共同的情感，帶來強烈的

力量，同時也彌補啟蒙運動在思想發展上所產生的限制，即忽略人的感情能力的

意義。此觀點從法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思想中進一步得

到支持，盧梭提出「感情」的重要性，並以自己的經驗指出，情感在內心中有它

的創意與地位，對理智的形成亦有重要的貢獻，感情與理智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一個完整的和諧的人生，應容許感情的自然流露。並且主張人的真正本性不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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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有教養的人才具有的理性，而在於人所共有的情感，這才是人的真正價值所在

（鄧元忠，1990：254；趙敦華，2002：384）。盧梭對感情的強調及感情與理智

調合的觀點成了狂飆突進運動的重要立論基礎。 

在席勒人文思想中的「自然」概念與此時的狂飆突進運動所突顯的情感內涵

有很大的關係，因情感和理性都是構成人性完整的要素。席勒延續了歌德對整體

自然觀的認識與理解，充分展現出人文精神的底蘊。相對地，代表啟蒙運動的康

德，他的自然觀是立基於「現象－本體」二元對立中，這個自然是分割的概念，

它意指的是一種「物」的對象，並非席勒和歌德所指的整體之自然（同時涵攝感

性和理性的雙重天性）。這也是狂飆突進運動超越啟蒙運動思想限制之核心精

神，其更充分實現人文精神的內涵。 

總言之，啟蒙運動興起的德意志民族覺醒和對專制主義腐朽統治的反抗，到

了狂飆突進運動被推向另一個新高潮（杜美，1995：143）。過去曾有學者認為狂

飆突進運動乃是啟蒙運動的反動，但從兩者反封建的精神本質來看，狂飆突進運

動非但不是啟蒙運動的反動，而且還是它的精神延續與補充，只是啟蒙運動強調

冷靜的理智，而狂飆突進運動偏重於情感的吶喊（余匡復，1996：161）。兩種思

潮的人文思想在席勒美育理論中獲得了進一步的深化與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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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康德美學對席勒的影響 

 

壹、康德美學的思想背景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是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哲學家，他的著作

充分表現啟蒙運動的理性批判精神，自他的三大批判相繼問世之後，促使整個啟

蒙運動達到高峰發展。第三批判《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一書對席

勒美育思想具有重要意義。他在《美育書簡》第一封信即表明：「我對您毫無隱

瞞，以下命題大多以康德的各種原則為基礎。」（Schiller, 1977：24）加上席勒的

各部美學都是在康德第三批判發表之後的五年內接續完成，此也充分地說明席勒

美學是深受康德影響。以下就康德美學的背景進行論述： 

 

一、反映啟蒙運動的核心精神 

 

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Movement）是思想解放的運動也是歷史進步的運

動。也就是通過理性思考及科學知識的啟迪，提高人的自覺、自由和自律，建立

人性尊嚴和獨立判斷能力，以進行批判傳統封建社會的陋習和教會的腐敗。簡言

之，啟蒙運動的中心思想主要有三：第一，注重理性；第二，批判傳統；第三，

建立各領域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康德哲學思想受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進步的自然科學所啟發，使康德以此為基礎作為尋找真、善、美的

自然法則，這些理想具體地表現在他的三大批判之中；另方面，法國啟蒙思想家

盧梭所追尋的民主自由的精神，表現出啟蒙時代對社會的期待，也讓康德為之嚮

往。在這兩個人身上顯現了啟蒙時期追求自然科學與民主社會的時代象徵，同時

也是引導康德在啟蒙時期的重要精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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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決自然與自由的矛盾 

 

康德 1781年的《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和 1788年的《實

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分別探討知識論的「真」和倫理學的

「善」的問題，造成現象與本體、理性與感性、形式與內容、自然與自由等種種

二元對立的產生。康德區別出這兩種領域的差異，認為道德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間

隙，理論上是藉由象徵主義的概念作為溝通橋樑，也就是藉由美感對象的觀念提

供一種道德理想的感性直覺（Hohr, 2002b：491）。 

在 1790 年所發表的《判斷力批判》一書的開頭，康德寫了一個概括他整個

哲學的導論，確立「判斷力批判」的地位。他說：「在自然的感性領域與自由的

超越性領域之間，一個深不可測的鴻溝被固定下來。通過理性的思辨運用，從前

一領域過渡到後一領域是不可能的，好像它們是兩個世界。前一世界對後一世界

絕不可能施加影響，但後者卻應該對前者有影響。『自由』這個概念便應該把它

的律令所提供的『目的』在感性世界裡實現出來，從而自然必須能夠這樣地被思

考著：它的形式的合規律性，至少對於那些按照自由律令在自然中實現目的的可

能性，是協調一致的。因此就必須有一個作為自然界基礎的超感性和實踐地包含

於自由概念中的東西的統一根基。雖然這個根基概念既非理論也非實踐地可得到

認識，因之沒有自己的獨特領域，然而它按照前一原理的思想樣態與按照後一原

理的思想樣態的過渡，都成為可能。」（李澤厚，1990：475-476）這個統一的根

基就是「判斷力批判」。 

康德進一步指出，判斷力蘊含著人的不同心理機能，其中的理解力和想像力

擺盪在自然與自由、感性和理性、及現象和本體之間，讓處於自然世界和道德世

界有了對話的可能性，同時判斷力不屬於任何一方，因它具有獨立自由的特質，

得以溝通原本分裂的兩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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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判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美學 

 

在康德之前有兩大派的哲學思想，分別是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這兩個派別

的美學主張引起康德的批判。康德以經驗主義美學家博克（Edmund Burke, 

1729-1797）作為美學思考的起點，他認為經驗主義美學將美感還原為快樂

（pleasure）與痛苦（pain），是把複雜而精緻的美感範疇變得過於淺薄和偏狹，

進而提出美感乃是一種「精緻化的情感」（finer feeling），認為它之所以不同於經

驗主義的快感，在於精緻化的情感是具有知性層面的，其本身超脫任何利害關

係，對於對象的存有是無所欲求的「自由的快感」；經驗主義的快感是純粹由感

官所獲得的快感，它本身具有獨佔性，不可與人共享的，並且涉及利害關係，重

視美感對象的實際存在，忽視美感對象的存在形式，無法真正的理解美感的真

諦。例如，欣賞一朵可愛的花朵時所產生內心的愉悅和滿足與佔有它所產生的愉

快有根本的差異，惟有前者才是美感的，後者僅能說是一種快感，其會隨著時間

的消逝，快感也與之減少。理性主義美學以萊布尼茲—吳爾夫—鮑姆伽頓

（Leibniz-Wolff-Baumgarten）為代表，其將美視為一種完美（perfect）的概念，

把美推向形而上的思考，運用邏輯概念來判斷何謂美，忽略美感源於經驗的層

面，將美受限於某種理想的形式中，缺乏現實美感經驗的感受。康德認為理性主

義與經驗主義一樣，均走向一個極端，兩者對美的界說都有偏頗。 

於是康德提出他的美學觀點，試圖在快感和完美的中間找尋平衡點。首先，

他認為探討美的問題必須回到人的主體來思考，主張當人在進行美感判斷時，人

的各種內在心理機能也同時都在發生作用，例如人的理性、理解力、想像力和感

性等，在進行美的分析同時扮演著重要的決定作用，他說美感絕非僅是像經驗主

義所以為的單純由感性對美進行判斷；也絕非像理性主義所認為的純粹由人的理

性來判斷美。康德細膩地觀察出，由於人的心理機能複雜性，使人在進行美感判

斷時，各種內在的心理能力呈現互動及交互影響的狀態，認為人的理解力和想像

力是彼此相輔相成，理解力的提升有助於刺激想像力，想像力又可促進理解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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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故人的美感是介於自然與自由及理性與感性之間，其將激發出美感的無限性

和可能性。 

 

四、反映德國的精神提升運動 

 

啟蒙運動在德國的發展是異於英法兩國，英國及法國自十七、八世紀起，富

有且強大的資產階級已漸形成，反觀德國卻要等到十九世紀才有所謂資產階級。

十八世紀德國仍是落後的專制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的力量是微弱無力的，無法像

英法發展出強大的資產革命運動，市民階級在經濟、政治上的軟弱性格，使得當

時代的德國缺乏具體的改革行動力量。正因受限於封建統制和落後困難的現實環

境，使得這些哲學家、文學家們將自己關在書房裡，不是讓行動而是讓精神作自

由的抽象飛翔，在深遠的哲學思辨以及激情的詩與音樂中，去達到和沈溺於現實

活動中的人所不能達到的空前高度（李澤厚，1990：10）。 

正因為他們有這樣的共識：行動自由是以精神自由為基礎的。所以德國在這

一波改革運動中，將全部力量表現在精神文明的創造，在哲學、文學藝術、及音

樂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傑出成就。誠如在哲學方面，康德的先驗哲學批判了當時的

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學派的傳統主張，大力宣揚「理性」和「批判」的啟蒙

思想，因而造成哲學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學方面，出現了萊辛、歌德、席勒、

海涅等大文豪，創造出文學史上不朽的歷史地位，其不只提升了德國精神文明發

展，更創造了文學史上的藝術高峰；音樂方面，有莫札特和貝多芬開創的浪漫音

樂運動先鋒。從歷史的角度看，不論是在哲學、文學、或音樂等領域的表現，背

後都是反映出啟蒙時代的根本精神，更反映出德國高度精神文明的成就。 

 

貳、康德美學的內涵 

 

十八世紀的德國處於文藝昌盛、啟蒙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康德以主體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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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把他在美學上的見解表述在他的兩部重要著作裡，其中一部是 1764 年

發表的《優美和壯美的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和另一個是 1790 年的《判斷力批判》。在《觀察》一書他開宗明義就

清楚地與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美學觀點劃清界限，批判理性主義將美視為「觀

念」或「外在的客觀性質」，並認為經驗主義把美當作一種「快感」的錯誤見解。

他進而提出自己對美的主張，認為美感乃是一種「精緻化的情感」，它既不屬於

理性又不是感性，而是介於兩者之間，這個觀點為康德早期美學最重要的概念，

其在第三批判中有較系統化的論述與發展。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一書中，試圖從性質、分量、關係、樣態作為考察美

感判斷的四項範疇，以進行美的分析。他總結出品味判斷（judgment of taste）就

是美感（aesthetic），而不能是邏輯範疇（logical）。因此美感判斷必然是主觀的

（subjective），也就是說人對於美感對象所感受到愉快或是不愉快，只能說是一

種個人偏好（Ugrinsky, 1988：137）。 

一就「性質」（quality）而言，美感乃是一種「無關心的滿足」（disinterested 

satisfaction）：所謂的「無關心」（disinterested）是能超越切身利害關係，與對象

是否實際存在無關，是種純粹的觀照；「滿足」（satisfaction）含有知性內涵，具

有心靈、精神層次的意義，與之相對的「快感」（pleasure）則缺乏心理層面的內

容，是一種「有關心」（interested）的主體偏好或個人心理滿足，其繫於美感對

象的實際存在和主體之間的利害關係，這是經驗主義和康德美學最大的分歧。接

著康德從區分「道德判斷與美感判斷」的不同來分析美感。他認為，道德判斷是

通過「理性」來判斷幸福是否符合善的目的；而美感不同於道德判斷的，美感乃

是一種主體的感官享受大自然的恩賜，不必受理性原則支配與自然法則的限制，

在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像」（崔光宙、林逢祺主編，2000：196）。康德認為

惟有既是感性又理性的人才享有美感愉快。由此可知，美感愉快充分體現人作為

感性與理性相統一的存在本質，美感既必須與對象的一定形式相關，是由對象的

形式引起的感性愉快，不能僅由主體的純理性意志所引起，所以必須與一定的「感



 32

性對象」相聯繫；又因美感只與對象的感性形式相關，不是與對象的感性存在有

關，所以它又不與主體慾望的感性有關，而只與主體的理性存在相關。但它雖與

主體的理性存在有關，又必須落實在主體的感性形式，即美的感受上。具體言之，

美感是一種與理性相關的感性愉快（李澤厚，1990：480-481）。亦即美乃是一種

主觀的理性。 

二就「分量」（quantity）而言，美感是「無概念的普遍愉快」（The beautiful 

is that which apart from concepts is represented as the object of a universal 

satisfaction）：所謂「無概念」乃是指美感是一種單純的直覺，不依附於任何概念。

而「普遍愉快」（universal satisfaction）意指美感判斷具有經驗性的普遍，康德從

這裡區分出他所謂的美感是不同於理性主義的先驗普遍規律，也不同於經驗主義

快感的無普遍性觀點。康德說：「美感判斷沒有一定的概念把它侷限於一個特殊

的認識規律中，而且美感涉及各種認識能力，包括快感、理解力和想像力等，於

是取得了自由活動之餘地。」接著又說：「美感判斷沒有一定的概念為前提，但

理解力和想像力相互協調的狀態裡，精神得以自由活動。故無概念的認識也就是

理解力和想像力兩者在相互協調又自由馳騁的活動。」（崔光宙、林逢祺主編，

2000：197）美感判斷並非像一般邏輯判斷那樣有確定的知性範疇來規範束縛想

像，使它符合於一定的概念，而產生抽象的知性認識，而是想像力與理解力處在

一種協調的自由運動中，超越感性而又不離開感性，趨向概念而又無確定的概

念，康德認為這就是產生美感的主要原因。簡言之，從美感的「量」來看，美是

不涉及概念，但又是普遍地使人愉快的對象。因凡是美的東西，都會人人感到美，

也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狀態。 

三就「關係」（relation）而言，美是「無目的而又合於目的性之形式」（The 

judgment of taste has nothing at its basis but the form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an 

object.）：所謂「無目的」是指無外在目的，超越切身利害關係的無目的性，美

不為任何外在目的所驅使，不同於經驗主義將構成快感的因素，建立在外在目的

之滿足；「合於目的性的形式」又可稱為「主觀的合目的性」，也就是美感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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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合於人的理解力和想像力的形式。康德以「無目的」的觀點，與理性主義所

強調的「完美」概念作區分，反對其將美感依附於概念的解釋。康德從「功能」

（function）的角度來判斷美感對象，而區分出有兩種形式的美，一種是「自由

美」（free beauty），另一種則是「附庸美」（dependent beauty），前者是自由的給

人快感，並無預設概念以限定美感對象應有的形式，例如一棵樹或一座山帶給人

的是一種自由美感；後者則是有預設某些目的和覺察到美感對象的相關特質，例

如建築物是帶有作用與目的性質的一種附庸美感。康德將自由美與純粹美感判斷

聯繫起來，它是不需要對象有一種目的存在；有目的性形式的附庸美則不然，它

必須是由預設所規定的（Ugrinsky, 1988：137）。 

四就「樣態」（modality）而言，美感是「範例的必然性」（necessity of 

exemplary）：康德將美感判斷界定為「主觀必然性」（subjective necessity）的判

斷。他說快感源於後天經驗，缺乏必然性的特質，而知識判斷有感性和知性的先

天形式為基礎，道德判斷則以普遍客觀的道德律為依據，因此均具有客觀必然

性。接著康德必須要說明「主觀」與「必然性」既然是兩個矛盾的概念，則主觀

必然性的美感判斷何以成立？他透過「共通感」（common sense）來加以解說，

何謂共通感？康德認為共通感是一種人們所共有具有的主觀原理，通過感受而非

概念來決定人產生快感與否，這是康德在美學範疇所立下的預設，即假定所有觀

察者對美感的判斷是有普遍一致的傾向，使得主觀必然性得以成立（崔光宙、林

逢祺主編，2000：199-200）。 

上述是康德對美的分析。接著康德將美感分為兩種，一種是優美（the 

Beautiful），另一種是壯美（the Sublime），前面提到的四項範疇是這兩種美的共

同特質。 

關於「壯美」康德進一步的論述說明。他認為壯美乃是一種心理轉化機制，

使人從痛苦、恐懼的負面情緒將之轉換為積極、樂觀的正面情緒，也就是當人面

對大自然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無限性和不可抗衡的力量時，超過人的理解力和想像

力，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的偉大精神會喚醒和激發起人內心深處的無限潛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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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對自我人格的精神使命。康德認為這是作為美感主體的人所獨有的精神發

展，但它的條件是具有高度文化素養的人才可能體驗的，他將它稱之為「精神心

境」，這種心境乃是超越動物性慾望而欲與宇宙萬物相融和的情感。康德指出壯

美與優美的最大差異乃在於，壯美的心境是與「善」的密切連結，在康德心目中

「壯美」是理想美，因為它與人生最高的善是密切連結的，如康德所說的：「美

是道德的象徵。」 

 

參、席勒對康德美學的延續與超越 

 

在席勒美育思想脈絡中，處處顯見康德美學思想的痕跡，同時他亦對康德美

學的思想內涵有著進一步地改進與修正。康德在哲學上所揭示的自由批判精神，

將本體與現象、自然與自由、理性與感性等範疇予以二元對立，及將美聯繫到人

的心理功能的自由活動和人的道德精神之上，上述這些基本概念都成為席勒美學

思想的出發點。誠如席勒在第十一封信中所言： 

 

在人的身上可區分出一種持久不變的東西和一種經常變動的東西，持久的東

西稱為人格，變動的東西稱為狀態。這就在人身上產生了兩種相反的需求，

即是感性的和理性的本質的兩種基本法則（Schiller, 1977：63）。 

 

席勒深受康德對概念的切割方式之影響，在他的美學論述中也常見這種概念

的分類。但是席勒及康德兩人對於對立概念切割（諸如現象與本體或感性與理性）

的後續觀點顯然是不同的。康德總是試圖將一些對立概念突顯出來，卻未能達到

真正的統一，因為他認為美是一種「主觀性」判斷；而席勒雖然也將這些概念對

立起來思考，可是他看到了諸多對立概念之間相互融合的希望，進而提出「遊戲」

的概念來融合兩者。這也就是他在美感教育中所強調的美的「客觀性」的理論內

容。席勒曾在 1792年 12月 21日寫信給他的朋友克爾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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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找到了美的客觀概念，這是康德所找不到因而感到絕望的，按照它的本

質，它就是美感趣味的客觀標準。 

 

席勒所主張的客觀唯心論，是從藝術創作來思考。他認為作品的理想風格是

表現一種純粹客觀性，具有高度的獨立性，不受一切主觀的和客觀的偶然性所影

響，故純粹客觀性的表現是好的風格所具備之性質，是藝術的最高指導原則（朱

光潛，2001：90-93）。席勒將藝術的純粹客觀性和完整人性作一聯繫，使美保持

最高的獨立與自由，並且試圖在康德形式主義的美學之限制上，提出藝術的人文

內涵，來充實形式的虛無，而達到自然與自由的真正融合。 

康德以人作為美感判斷的中心是他在美學上的重要貢獻，惟他分析人時總是

將人的心理能力分割來思考，這種方式無疑是認為人的心理能力彼此是分開進行

的，對此席勒進而提出人是整體性的，人的心理機能是有機的連結，故而主張人

的感性衝動與理性衝動都應獲得適切與均衡的發展，透過「美感教育」可使人的

內在力量獲得和諧。如在第十三封信說的： 

 

教養的任務就是從感性衝動與理性衝動出發，確定這兩種衝動彼此的疆界。

因此，教養應使這兩者具有同等的權力，不只要對感性衝動維護理性衝動，

而且也要對理性衝動維護感性衝動（Schiller, 1977：68-69）。 

 

換言之，在席勒人文的美育觀中，是以人性本質作為依據，使人性的內在特

質都能獲得充分的表現。接著席勒在第十四封信中提出遊戲衝動作為調解感性衝

動與形式衝動（理性衝動）的可能途徑，他說： 

 

遊戲衝動將排除掉兩者中的偶然性，把形式納入素材，把實在納入形式。它

愈對感覺和情感產生動態影響，它就愈使感覺和情感符合理性的觀念；它愈

從理性的法則中排除道德的強制，也就愈使理性的法則與感性的興趣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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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ller, 1977：75）。 

 

通過遊戲衝動促使人的內在兩種衝動獲得互動，使原本對立、衝突的兩個衝

動形成一種相輔相成的相互關係。席勒將康德主觀唯心的美學轉向一種客觀唯心

的美學，從而確立美的客觀性基礎。又如他在第二十五封信說道： 

 

可確定的是，美是自由觀照的作品，我們和它一起進入觀念的世界，然而應

說明的是，我們並不會像認識真理時那樣拋棄感性世界。從最高度的抽象也

有一條回到感性的道路，因為思想會引起內在的感覺，邏輯和道德相統一的

概念會轉化成感性上和諧的情感。要把美的觀念和感覺能力的聯繫分開是徒

勞的，而必須將兩者視作互為因果（Schiller, 1977：121-122）。 

 

又說： 

 

由於在享受美或審美的統一和交替，所以這兩種本性可以結合，無限可以出

現在有限中，因而最崇高人性的可能實現，都得到了證明（Schiller, 1977：

123）。 

 

綜合上述，在美的歷程將中使完整人性成為可能，人的感性與理性、有限與

無限等內涵得以獲得充分地調和及發展。席勒克服康德美學發展的局限性－二元

對立融合的不完全，進而提出「遊戲」的概念作為人性融合的途徑，並且確定了

美的客觀性基礎。這部分在第四章將進一步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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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歌德藝術觀對席勒的影響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和席勒這兩位詩人在文學史

上雖共享永恆不朽的盛名。但是兩人在藝術發展的道路卻是極不相同。歌德的思

想始終是從感性具體事物出發，強調現實生活的觀察與經驗，所以他厭惡抽象系

統的哲學思考；而席勒則相反，他性好沉思，其思想大多是從抽象的概念開始，

總是徘徊在詩與哲學之間。席勒深為自己思考的矛盾所困擾，然而與歌德的結識

使得席勒在文藝思想發展中開始對現實的感性事物有較多的注意（朱光潛，

2001：89）。透過歌德，席勒反省自己過度強調抽象理性思維，忽略感性現實的

重要性，把席勒拉回現實可說是歌德給予席勒最直接的影響。歌德在藝術創造與

藝術實踐中所強調對現實世界的直接觀察與認識，深受席勒所欣賞與推崇。 

 

壹、歌德與席勒的相識過程 

 

席勒與歌德在 1788 年初次見面，也就是在歌德從義大利旅行回來後，此時

他們並沒有深入的交往，主要的原因在於兩人在思維方式的根本差異：席勒繼承

德國唯心主義的哲學觀，喜好抽象思考，傾向於理想主義；而歌德則著重於對現

實的觀察與理解，偏向現實主義。他在《歌德對話錄》（Conversations of Goethe）

即表明了自己的學說立場： 

 

我與這整個時代是呈現背道而馳的方向，因為我們的時代全在主觀傾向的籠

罩之中，而我努力接近的卻是客觀世界。 

 

由此可知，歌德走的道路是現實的客觀世界，而席勒選擇的是抽象的主觀世

界，兩人發展的路徑是大異其趣的，讓這兩人在一開始沒有產生思想的交集。話

雖如此，席勒對歌德卻仍是充滿尊敬與崇仰的，在後來寫給歌德的信件中便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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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此的欽慕之情： 

 

在久遠以前，我就已在遠處細細地觀察著你那使人關注的精神發展之進步，

你為自己所規劃的行動方向總讓我每感到驚佩。你想追尋自然的必然性，而

你卻選擇了一條最艱辛的路，這是力量單薄的人所不敢嘗試的（Greene, 

1959：65）。 

 

兩人的正式結交主要是在 1794年，席勒熱情地邀約歌德加入他所創辦的《季

節女神》雜誌，歌德在回邀請函的通信中，表示非常榮幸能參與這樣一個卓越優

秀的團隊。爾後在耶拿所舉辦的一場自然科學的研討會結束，兩人在偶然的機會

有了較深入的對談後，促使歌德和席勒開始在思想上的頻繁互動與交集（Sharpe, 

1991：142）。席勒寫信給歌德說道： 

 

這一次的談話激動了我全部的思想，它觸及到一個我這近年來一直深感興趣

的東西，從觀察你的精神發展使得我有不同的體悟，它提醒了我為自己的那

些抽象概念尋找現實對象（Greene, 1959：65）。 

 

因為歌德才使得席勒能跳脫過於純粹形而上的理性思維，而能有較多現實事

物的觀察與認識，尤其是歌德對於人的感性之論述觀點，這對於席勒的美育思想

發展的影響具關鍵性意義。 

 

貳、歌德的藝術觀 

 

歌德文藝思想歷經數次的轉變，從早期崇尚法國的新古典主義的文藝趣味，

直到受赫德的影響，開始培養起對德國民間文學、莎士比亞戲劇和荷馬史詩等愛

好，這期間正是歌德推動德國狂飆突進文學的重要時期，而歌德後期的文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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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走向古典主義之路。這關鍵性的轉變主要是在歌德歷經三年的義大利之旅所得

到的精神收穫，他在義大利的期間曾用心地研究過希臘羅馬的雕刻和文藝復興時

期的繪畫，和進行他一向喜好的自然科學研究，以及觀察義大利的風土民情（朱

光潛，2001：63-64）。這一次義大利的探訪促使歌德獲得了豐富的精神養份，終

而讓他投向古典主義的懷抱。 

歌德的創作理論和實踐都始於對現實生活的觀察與經驗所得的結果，對自然

科學的濃厚興趣，致使他總是喜好從各種自然界的事物中去探索事物的本質，從

多樣複雜的各種生態中尋獲其生存的共同性與歧異性，故在其藝術理論中有機體

的觀念被發展出來，試圖從植物的有機整體來思考人的存在問題。席勒認為歌德

從對自然萬物的構造本源中去理解同為自然的人類內在本質，這意義是深遠的。

對於人的理解，歌德總是能回到最現實面去做思考，就像是在大自然中的植物，

是需要陽光、水、空氣才能獲得健全的成長、茁壯，同樣是自然界中的人亦然，

人需要一切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人才能進一步獲得往上的精神提升。其突顯出一

個重要想法，即自然有機體的完整性到人的完整性之問題上，亦即通過自然的完

整形式，來思考構成人性全部的內涵。歌德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一切都

是自然的，因而人的感情和衝動是人的自然的本性表現，其既真實而又神聖的；

人像大自然一般，人的發展也是按照自身的規律自然地進行著，任何外來的束縛

和強制都是違反人的本性的，都將無益於人的全面性，而只能損害人的發展（葉

廷芳、王建主編，2006：47）。也就是說，在尊重人的自然天性之原則上，應排

除較不利於人性自然發展的東西，使人的感性和理性能獲得適當地開展與交互作

用。由此可知，歌德自然觀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性，兩者都是必須以整體的角度

來認識與理解，這種想法可說是一種人文精神的深刻表現。 

歌德認為藝術的對象是自然，把自然純化（purify）了的便是藝術（引自宗

白華，1975：85）。歌德的藝術觀無法脫離自然來作理解的，就他曾針對自然世

界與藝術的關係提出如下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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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偉大而豐富的，生活呈現出萬象繽紛，所以不用擔憂沒有作詩的時

機。所有的詩都應是即興的，這就是說，它應該從現實生活中得到衝動和材

料。一個特殊的事件只要由詩人處理過，它就變得有普遍性和詩意的。我的

一切詩都是即興詩，都是由現實生活激發出來的，都以現實為基礎。憑空想

像的詩，我從不放在眼裡（Eckermann, 1998：8）。 

 

歌德以為在大自然裡到處充滿著作詩的題材和內容，通過詩人的細膩觀察

力，能從大自然的萬象中去覺察出其中的本質意義，這個意義將是具有普遍一致

的真理，這種由多（現象）到一（本質）的認識和發現過程中，將能使人從有限

的事物中，探索出其無限的精神內涵。所以歌德的自然，自始即是統一的、完整

的、美的，用不到任何理性的法則那樣先行的條件（宗白華，1975：27）。席勒

亦認同這樣的想法，認為人與自然是不能用切割方式來作理解（如康德一般），

不能只是理性分析，而缺乏情感關照，歌德與席勒所強調的「整體性」的意義即

在於此。 

根據上述，席勒對於歌德擁有如此過人的直觀能力，深感其創作的不凡才

華。在致歌德的信件中，他有懇切地表白： 

 

你那細密觀察的眼光，沉靜、瑩澈地棲息在萬物之前，從不讓你有落入危險

的可能，而這正是抽象思索和獨斷、純粹的自我想像所容易陷於其中的危

機。在你的敏睿的直覺力中，已包含了他人辛苦分析所得的結果，而且是更

趨於完整、全面性。這些才能潛藏在你的內心深處，而我們卻僅能知道我們

所分析的，其他的無從所知（Greene, 1959：65）。 

 

歌德擅於從對自然觀察的經驗中，獲得作詩的靈感與想像，他的這種創作特

色是走向古典主義的。他自己曾就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風格進行對比，進

行了如下的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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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的就是健康的，浪漫的就是病態的。就這個意思來說，《尼泊龍根之歌》

（Nibelungenlied）之為古典的，就如同《伊利亞特》（Iliad），因為這兩部詩

都是充沛的、健康的。近代許多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並非因為它們是新穎

的，而是因為它們是軟弱的、不健康的、病態的。古代之所以是古典的，也

並非因為它們是古老的，而是因為它們是強壯的、新奇的、快樂的、健康的

（Eckermann, 1998：305）。 

 

歌德所說的古代是指古希臘，因為古希臘的創作著重於對客觀世界的如實描

述，其與自然是融為一體的，同樣也是詩人發於內心感性世界的真實反映，在客

觀事物與主觀感性主體之間產生了交融和互動關係。故古典主義是象徵健康的、

完整的、及現實的意義；相對於浪漫主義而言，它卻是脫離現實的、寄望未來的，

悲觀的表現理想。在歌德身上所體現的正是古典主義的精神，於是席勒將歌德視

為近代素樸詩人的理想典範之一。 

歌德認為藝術雖必須依據自然，但自然與藝術之中有一條巨大的鴻溝，而藝

術家努力創造的並非是一件「自然的」作品，而是一件「完整的」藝術作品。藝

術並不止於要求模仿自然而是能對自然的材料善加處理。歌德對他心中理想的藝

術家圖像有如下的描繪：「藝術家應是既能洞察到事物的深處，又能洞察到自己

心情的深處，因為在作品中能創造出不僅是輕易的只產生膚淺效果的東西，而是

能和自然競賽，具有在精神上是完整有機體的東西，並且賦予他的藝術作品一種

內容和一種形式，使它顯得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通過藝術家的創造活動，

將更精妙的比例分寸、更高尚的形式、更基本的特徵，加在自然上去。」故歌德

認為藝術和自然的關係，是一種由主客觀對立達到統一的過程（朱光潛，2001：

78-79）。他對於藝術家與自然的關係有如下的見解： 

 

他既是自然的主人，也是自然的奴隸。他是自然的奴隸，是因為他必須用這

世界的材料來工作，為了就是要使人了解；但他同時是自然的主人，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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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世界的材料服從他較高的目的，為這較高的目的服務。藝術家透過一種「完

整性」（an entirety）向世界說話。而這種完整性不是自然（Nature）中所能

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實，或則說，它是由神靈的氣息所吹成的果

實（Eckermann, 1998：196）。 

 

在藝術家和自然的關係探究中，一方面，藝術家通過自然取得創作素材，而

依賴於自然；另方面，又使這些客觀材料為他「較高目的」服務，也就是按照藝

術家的理想和願望，而使自然達到完美的目的，而獨立於自然，表現出藝術乃是

「自然的道德象徵」之意涵，「完整性」的概念是立基於歌德的自然機體論，歌

德從生物學的觀點思考，所謂的完整就是健全的，亦即一件事物若按其本質最完

滿的表現出來，就是完整的、健全的，其包含理性和感性的統一、主觀和客觀的

統一、及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 

 

參、歌德藝術觀對席勒的影響 

 

在堅持藝術必勝、感性和理性的統一、人是有機體的整體及藝術家應該是真

正的人的觀點中，可看出歌德對席勒的影響（徐恆醇譯，1987：12）。以下就歌

德藝術觀對席勒美感教育的影響進行概述： 

 

一、自然有機體觀點的人性思考 

 

歌德從對現實自然的觀察中，將自然有機體推論到人的整體性概念的思考。

他認為，人內在的各種心理功能是個有機的整體，都是不可忽略且不可抑制其發

展的，強調人的動物性與精神性應獲得均衡發展，這對席勒在人性思考面產生很

大的啟發與影響。如席勒在第三封信就如此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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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理性對人的期望過高，為了一種人性，而奪去了人作為動作性的手段，

那就等於是奪去了他的人性存在的條件。也就是，在人將其意志固定為法則

之前，理性由人的腳下撤去了自然的階梯（Schiller, 1977：29）。 

 

為了實現「理性人」的理想，強行切斷人的動物性需求作為實現人性的手段，

反而使人性陷於一種危險之中，這一點在理性啟蒙運動的結果可得到說明。席勒

接續在第四封信中說道： 

 

在完善的人類學判斷中，既要考慮形式，也要考慮內容，強而有力的感受同

樣有發言權，此區別更加明顯了。理性確實要求統一，但自然卻要求多樣性。

因此人需要此兩種立法。前者的法則通過不受誘惑的意識表現於人的身上，

而後者的法則通過無法排除的情感作用於人。倘若道德性格只能通過犧牲自

然的性格才能獲得維持，那麼就證明人尚還缺乏教養（Schiller, 1977：32）。 

 

席勒通過自然有機體的觀念，運用在人性的思考方面，使席勒跳脫那時代的

啟蒙運動理性至上的限制，而能回歸於人性的自然本源做理解，當然他並非因而

摒棄理性對人的重要性，而是對人的感性向度有更積極性的理解，這對於強調完

整人性的美感教育，提供了重要的論點。 

席勒一向傾心於抽象思辨，致使他做種種的思考時總是脫離現實，而流於空

泛的理想性，缺乏現實生活的認識與瞭解，這是德國主觀唯心的弊病。歌德現實

的精神傾向，與那時代的思想對照，是立基於不同的觀點之上，他主張對客觀自

然事物進行觀察，確實引發席勒有較多的現實面觀照。 

歌德的自然有機體觀促使席勒思考人的完整性問題時，一方面能回到現實本

然的心理層面去探究，諸如欲望、情感、生理等需求，席勒將它稱為「感性衝動」；

另方面，人之所以成其為人，是因為人不會滿足於現狀，有內在驅力使人往上提

升的動力，諸如自我成長、道德實現等，稱為「形式衝動」。席勒在第十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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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出說明： 

 

乍看之下，這兩種衝動的傾向是截然對立的，一種要求變化，另一種要求不

變。此兩種衝動可以詳盡說明人性概念（Schiller, 1977：67）。 

 

席勒認為兩種心理機能構成完整人性的圖像，其並無高低位階之別，對人而

言，具有不同層面的意義與價值，若想使某種力量來支配或抑制另一個，人性將

難以獲得完整發展。 

歌德視自然是一有機的整體，自然界的萬物彼此之間是相關的，並共同聯繫

為一個和諧的整體（施又齡，1995：69）。於是他將人與自然的關係做進一步緊

密的連結，瞭解到人同屬於自然，在自然與人之間存在著某些共同性，即一種自

然的天性。這種自然機體觀也影響到席勒在《論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一書的開

頭就談到這個觀點： 

 

對於我們而言，自然僅是一種自主的存在，事物因其自身的原因而存在，按

自身的不變的法則而存在。⋯我們愛的不是這些東西本身，而是他們所代表

的一種思想。我們愛他們身上的那種緘默地創造生命，寧靜主動地工作，依

自身規律而存在，內在的必然性，永恆的自我統一（Schiller, 1975：84-85）。 

 

這裡說的「內在的必然性」，即是在強調「整體性」的概念，席勒認為自然 

的自主存在之前提，即是在整體關照的基礎上，也就是預設自然與自由是融為一

體的、是整體的關係，這對於人性的理解亦應如此。 

 

二、藝術的時代意義及人文價值 

 

歌德認為藝術家象徵著一種感性和理性結合的完美體現，通過一種「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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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說話，在他眼中藝術家就是一個真正的人。此觀點在席勒的第九封信中，

可見到受歌德影響的思想痕跡： 

 

數個世紀以降，哲學家和藝術家一直致力於將真理和美注入到平凡人性的深

處。他們淹沒在時代的洪流中，而真理和美卻以不可摧毀的生命力勝利地顯

現出來。你應該和自己的時代生活在一起，但不要成為它的產物。給予你同

時代的人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所讚賞的東西（Schiller, 1977：51-54）。 

 

在席勒眼中，藝術具有跨越時代及超越現實的意涵，藝術應能洞察到時代的

需要，而不是給予這時代所樂見的事物，其以無限的勇氣擺脫現實的桎梏，唯有

通過「美」人才能走向自由。而近代人性的精神墮落，如何通過美與藝術而得到

淨化與提升？席勒提出如下的看法： 

 

我們的時代實際上正遊走在這兩條歧路上，或者成為粗野的犧牲品，或者成

為懶散和墮落的殉葬品。應該通過美把人由這兩條歧路引回正確的道路上。

美的文化何以能同時處理這兩種不同的困境，把這兩種矛盾的特性統一到自

身？它能夠在原始人那裡使自然（本性）受到束縛，在野蠻的人那裡使自然

（本性）獲得自由？它能否同時達到緊張和鬆弛？倘若它確實做不到這兩

點，那怎麼能期待它完成人性培養這樣偉大的任務（Schiller, 1977：55）？ 

 

他更聯繫了藝術與人性兩者，提出關鍵性的論述，如下所言： 

 

真理在虛構中永生，由複製品中又可重現出原型。正如高貴的藝術比高貴的

自然活得更長久，由靈感形塑和喚起的藝術也走在自然之前。在真理將其勝

利的光亮投向心靈深處之前，形象創造力獲得了它的光線，當溼潤的夜色還

籠罩著山谷，曙光就在人性的山峰上閃現了（Schiller, 19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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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言之，席勒希冀通過藝術的人文涵養，使分裂的人性重新統整，並賦予了 

藝術崇高、超越現實的地位，以彰顯藝術的最核心本質－即自由。在歌德所提出

的「藝術是自然的道德象徵」的意涵中，即顯現出自然與美的重要聯繫，而席勒

更進一步發揮，提出「美是自由的外在顯現」，即突顯自然與自由合而為一的藝

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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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通過對席勒生平的探究，使我們了解到家庭教育對於席勒性格的影響，這些

構成了他對人性關懷的思想傾向；而在卡爾學院求學經驗，直接使席勒親身體驗

到德國政治環境的惡劣情況，更激起了他反抗專制政治的叛逆精神，專心致力的

思考人性自由的真義為何等問題，這些想法在他的詩歌、戲劇、美學著作中更成

為探討的核心主題。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影響整個歐洲極深，批判、理性是這個

時代的精神象徵，在歐洲各國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英國產生工業革命，法國

則是暴發革命運動，而德國是精神文明發展的高峰，正因這個歷史背景，促使席

勒有更多反省近代人性發展的機會，深入地去探究「人性」的本質為何的問題。

席勒在其美育思想中，提出一個完整人性的圖像，賦予人性無限的可能，其論述

超越康德和歌德的觀點，解決康德分割自然的觀點所造成的困境，及取法於歌德

的自然觀，從整體的自然來建構其人文思想的內涵。席勒自然有機的人性思考，

是從完整觀來把握人性的概念，和以完整人性作為理想藝術類型的依據，直接將

理想人性和理想美（藝術）作一連結，充分彰顯出人文的深層精神。在下一章節，

我們將討論席勒美育思想中對人性概念的觀點，這些人性向度構成他美育思想中

的人文內涵之重要預設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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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席勒美育思想的人性概念 

 

對人性主題的關切，是席勒最為感興趣的範疇，他的人性理論修正了理性主

義、經驗主義、甚或是康德對人性預設的觀點，席勒據此嘗試對人性重新詮釋與

理解，為人性理論的歷史開啟另一個起點。他從人的不同向度，來探究人性的現

實與精神本源，發掘人性和美的密切關係，使美感教育成為可能。本文將從人的

自然有機體向度、人的心理向度、及人的藝術向度，分別論述「自然中的人文內

涵」、「創造人文活動的主體」和「人文的創造活動」。 

 

第一節  人的自然有機體向度 

 

席勒對人的自然有機體向度之見解，多受益於康德和歌德自然哲學觀啟發。

康德將世界分為現象和本體，也就是自然世界和道德世界。他曾在《純粹理性批

判》中對自由的論述，即「自由」在理論理性中是不可企及的彼岸理念。它是感

性經驗所不能具有或證明的。人作為血肉之軀的自然現象永遠隸屬在必然因果的

鐵鏈之中，毫無自由可言。但另方面，康德在自由與必然的二律背反中說明，這

並不因此而否定自由能作為本體理念的可能。他接著在《實踐理性批判》又指出，

在脫開一切經驗欲望、感性因素的道德領域，自由就出現了，這就是意志自律。

人在行為中的「自由意志」，自覺決定和選擇，正是道德高於認識、本體高於現

象之所在（李澤厚，1990：374-375）。 

康德有機體觀點是用來加強其論點的自然現象，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整個自然

為何而存在的這個大目的，由無機物到生命現象（有機體）到人，自然向人生成，

好像具有某種目的。康德所謂的自然向人生成（人作為整個自然的最終目的），

指的是所謂「文化－道德人」。文化的人是指能擺脫自然的欲望束縛，獨立於自

然，而又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利用自然，以實現自己的目的，即有運用自然

的技巧，從而是有文化的。文化之所以能是最終目的，乃在於它與道德有關，在



 50

於它間接促進道德（李澤厚，1990：511-512）。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很清楚可知，

現象和本體、自然和自由、感性和理性等是處於一種對立的關係，其有否定人的

現象存有價值的傾向，故他所預設的理想人性，即是一個貫徹實踐理性的「道德

人」。 

歌德的自然觀不同於康德，他將世界視為一個統合自然與自由之自然有機整

體，以為自然界的萬有彼此相關，並共同聯繫為一個和諧之整體。在諸多萬象紛

呈中，存在共有之精神本源，自然不只是實際的存在物，而是一種以精神方式促

動生命表現之存在者。對歌德而言，自然整體不是單調貧乏的，而是豐富多樣、

矛盾統一、辯證和諧的。在自然創生法則中，必然和自由並非對立，而是以相互

為輔的關係聯繫著，自然中因有「內在之必然」才能顯現「自由」（施又齡，1995：

73-75）。在歌德眼裡，現象和本體、必然和自由、感性和理性等諸多概念是彼此

交融於自然一體中。人與自然的關係是，自然創造人，人源於自然；自然顯現的

現象和精神，必然體現於人身上。作為一個自然有機體的人，其目的不是擺脫自

身的自然狀態，而是要去發揚自然之性，實踐自然之生命本質，從有限朝向無限

之生命歷程。故歌德所預設的理想人，乃是一個統合生命諸力量於內外在和諧之

「自然人」。因此歌德和康德之「自然人」概念具有極大的差異，席勒的自然有

機體觀點顯然與歌德有相似的思想傾向，接著就來討論席勒的觀點。 

 

壹、自然是人的第一創造主 

 

席勒在 1794 年八月二十三日致歌德的著名信件中，曾說過一段具關鍵性的

話。他說：「你從簡單的有機體（simple organisms）觀念出發，逐步地走向更複

雜的結構，最後走到一切之中最複雜的『人』，你用整個自然材料，進一步地創

造了他。」（Brown, 1994：5）而在《美育書簡》第二十一封信中也談到：「大自

然無非是賦予我們人性的能力，而這一能力的應用則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意志。」

（Schiller, 1977：102）由這兩段話中可知，歌德與席勒兩人都肯定人為自然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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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因席勒過去曾深陷於抽象的玄想，缺乏對實在現象的認識，而與歌德的思想

交流，促使他為自己的抽象觀念尋找實體對象，特別是關於「人」的問題，使其

能回歸至自然有機體中作人性之理解。而席勒所指的「自然」具有什麼樣的內涵

呢？他在《論素樸詩與感傷詩》一書中開宗明義即說道： 

 

在我們一生中的某些短暫時光裡，對植物、礦物、動物、景致所顯示出來

的自然，和孩童身上、鄉村居民、史前時代的風俗裡所反映出來的自然天

性，會感到某種愛和感人的敬意，這並非是他們讓我們的感官產生快感，

也並非是其能滿足我們的知性和品味，純粹是因為他們是自然的。自然對

我們來說僅是一種自主的存在，事物因其自身的原因而存在，按自身不變

的法則而存在（Schiller, 1975：84）。 

 

在此席勒所理解的自然是廣義的，其包括外在自然（現實）和內在自然（人

的本性）（朱光潛，2001：110）。他認為人性深藏著對自然的某種偏好，表現在

具有自然性格的諸多對象上。從目的論角度看，自然作為一種無外在目的的存

在，蘊含著內在目的性，以自身作為存有的原因，正因人是源於自然，彷彿在自

然中見到似曾相識的自己一般，所以人對一切的自然對象亦不由自主地產生感人

的敬意。而這感人的敬意從何而來？席勒接著說道： 

 

對於自然所感到的這種滿足並非一種美感的樂趣，而是一種道德的樂趣；

因為它是通過一種思想的中介傳達給我們，而不是直接通過觀察產生；它

也完全不是以形式美為標準（Schiller, 1975：84）。 

 

這段話是在說明，通過感性直觀雖可獲得自然所帶來的美感樂趣，但這並非

是自然所欲傳達給人最重要的東西；自然之所以令人感到愉快，是因其內在和諧

之統一體中所蘊含之道德自由，是給予人的最直接之感動與敬意。自然所欲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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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的「一種思想」，象徵著自然體現一種整體性法則的道德精神。在自然有機

體中，可見到其將自身的全部特殊形式完善地統合為一體，自然諸多內在力量形

成一種有機聯繫（Steiner, 1978：88）。作為同源於自然有機體的人而言，無形地

會受到此自然的道德精神所召喚，導引我們趨向自然、愛慕自然，並以大自然為

榜樣。方東美嘗言：「自然與人性為一體兩面，形成了瀰漫無邊的和諧，這是各

部分間彼此交輝的和諧，也是與周遭萬物共享的和諧。」（引自葉航，1992：19-20） 

席勒認為在自然中蘊含著兩種統一的力量，即感性本性和理性本性，自然的

生命實踐體現著必然和自由、豐富與統一之完善和諧。那自然對人性的影響是如

何發揮其力量？如席勒所言： 

 

我們愛的不是這些東西本身，而是他們所代表的一種思想。我們愛他們身

上的那種緘默地創造生命，寧靜主動地工作，依自身規律而存在，內在的

必然性，永恆的自我統一（Schiller, 1975：84-85）。 

 

歌德亦以為：「自然是生命韻律的不斷流行，透過直覺，我們就可以在其中

找到真、善、美的踪跡。」（引自葉航，1992：21）人可以通過自然獲得其和諧

統一的精神意涵，找尋近代人性所喪失的部分，這是人何以愛自然的原因。席勒

認為：現在的自然即是我們的過去，它們現在的樣子就是我們未來將變成的樣

子；我們曾經是自然的一部分，跟它們現在一樣，而我們的文化會沿著理性和自

由的道路回歸自然（Schiller, 1975：85）。但人對自然的作用並非單向地全然接受，

席勒對於自然所創造的人，進行了現實性地理解。他觀察到： 

 

自然創造了人，並不比它的其他創造物有更好的恩賜：自然為人所做的，

還不能使人本身作為自由理智而行動（Schiller, 1977：27）。 

 

自然創造人的初始樣貌，乃為一種「自然存在物」，人必須依循著自然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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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而生存，使生命維持下去，此狀態的人們缺乏自主的能力。但席勒又接著說： 

 

人成其為人的，正是因為人不停留在自然所創造的那個樣子，而是有能力

通過他的理性以完成它（自然）所預期之步驟。把強制的作品（the work of 

need）改造為他自由選擇的作品（a work of his free choice），把物質的必然

性（physical necessity）提升到道德的必然性（moral necessity）（Schiller, 

1977：27-28）。 

 

所謂「成其為人」，係指能自由運用理智的理性人，這是作為人有別其他動

物之處，是在於人有著更高的道德理性，使人性得以可能，這部分證成了人的教

育的可能性。「強制作品」是指人被動地由自然所創的人性，即最基本的生存需

要，這是人的生命得以延續下去的條件；而「自由選擇的作品」則是由人的理性

主動所創造的人性樣貌，即理性自決的自由，常與道德相關。誠如同康德所言：

「道德是使理性存有者（a reasonable being）以其自身作為自己目的之唯一條件，

因為惟有通過道德，人才能成為目的領域中自主之一員。因此，人之所以有尊嚴，

只因其能夠具有道德和人性所使然。」（Cassirer, 1945：11）又說：「人的『本質』

（essential）並不在於他的物質本性（physical nature），而在於他的倫理本性

（ethical nature）。」（Cassirer, 1945：21）誠然，人作為人之存在，絕非是止於

自然狀態（受制於外在物欲），而是以一種道德狀態（自由運用理性）作為人性

發展的終極理想。席勒深信每個人身上存在著道德潛在性，認為自然對於最麻木

不仁之人也總是表現出某些這種影響，因為所有的人普遍上都具有起碼的趨向道

德的天性，即使我們的作為距離自然的純樸和真實非常遙遠，但人們毫無差異地

受到這種思想之驅使（Schiller, 1975：86）。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在席勒的理解中，

自然對人所激起的道德天性，是人成其為人的重要條件，自然所賦予人的人性，

是人得以創造生命力量之基礎。 

綜上所述，席勒不斷暗示著人性所潛藏的道德理性之可能，但其並非像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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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貶抑在現象界中的自然本性，將人性價值設定在本體界的道德本性。席勒所

理解的道德意涵較著重於自然有機整體觀之內在力量和諧的表現，即現象和本

體、自然和自由、感性和理性本為統一體的道德體現。自然是人的第一創造主的

觀點延伸出人和自然的同一本源的若干思考，自然有機體裡所潛藏的性質可提供

作為人性理解的重要依據內容。 

 

貳、通過「自然」理解人性中之有限與無限 

 

歌德投入植物世界與動物世界的繁複之中，以此為起步，對他來說，繁複並

非一切，在繁複之中，他還察覺到某種更深沉的東西。他說：「個殊的事物不能

做為整體的模式。⋯類、綱、目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就像個例與法的關係；個例

包含在整體之內，但個例並沒有包括整體，並沒有顯露整體。」（孟祥森譯，1945：

152）歌德對自然的觀察中所獲得的思考結果，引發席勒去思考個殊中的有限，

整體中的無限之觀點，他進一步從自然的概念中延伸出人性存在的可能局限與潛

能的問題。 

自然為人的第一創造主，賦予人的感性本性（自然本性）和理性本性（道德

本性）。人的自然本性受內在必然性法則而依循著，使人有感性、欲望、創造、

多變等本然要求；人的道德本性則依據理性的自由法則，使人有理性、精神、向

上統一的要求。從自然有機體的觀點而論，人的內在諸力量為一「有機」聯繫的

動態過程，人性中因有「內在的必然性」方能達至「自由」，其展現出人性的「有

限」和「無限」之生命本質。 

席勒認為在「絕對存在物」（神性）身上，祂的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

的狀態；但在「有限存在物」（人）的身上，看到的是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之衝

突與對立。儘管席勒一再肯定人有趨向道德的潛能，但是有一點是需要了解的： 

 

人擺脫自己的感性昏迷狀態，認識到作為人的自身，環顧周圍並在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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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自己。在他能夠自由地選擇這個地位之前，他要受到需要規定。作為

人，他有權力去擺脫盲目必然性的統治，正如他在其他許多方面通過他的

自由而擺脫了這種統治那樣（Schiller, 1977：28）。 

 

在人性尚未有完全自由之前，一方面，人必須受到自然需要的限制，仍無法

擺脫自然最初對人性賦予的人性條件；但另方面，作為人自身並不會滿足於處在

自然狀態的樣子，停留於由盲目力量所控制的生存狀態，因人有道德理性的潛

能，故一旦人的理性發生作用時，他開始會去反省作為人性存有價值的問題。如

席勒在下面所說的一段： 

 

人以一種人為的方式從他的成年回到他的童年，在人的觀念中構成一種自

然狀態。這不是由經驗得出的，而是他的理性的必然結果，是由他的理性

規定必然構成的。從這種理想狀況中借來一個終極目標，這在人的實際自

然狀態中是他所不能達到的，他在當時還不能作出這種選擇（Schiller, 

1977：28）。 

 

席勒以「童年」作為比喻人的自然狀態，而「成年」則是人的道德狀態。人

通過「理性」思維而創造出自然狀態和道德狀態兩種觀念。自然狀態對人性生存

的必要條件；而道德狀態則是人性發展的終極理想，這是彰顯人性的開端。席勒

認為物質的人（the physical）是現實存在的人，而道德人是由推論得來的概念，

因此不可能從人那裡得到人尚未擁有的東西（如理性或道德能力），而且也不可

能把理性或道德能力直接加諸在人身上，就可以讓人獲得道德理性。但如席勒批

判的： 

 

倘若理性對人的期望過高，為了一種人性，而奪去了人作為動作性的手段，

那就等於是奪去了他的人性存在的條件。也就是，在人將其意志固定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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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前，理性由人的腳下撤去了自然的階梯（Schiller, 1977：29）。 

 

在這段話中，席勒想表達啟蒙理性強行剝奪人的自然狀態，要求人直接達到

道德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人非但難以完成理性，更造成人生存的危機。所以

席勒認為： 

 

在完善的人類學判斷中，既要考慮形式，也要考慮內容，強而有力的感受

同樣有發言權，此區別更加明顯了。理性確實要求統一，但自然卻要求多

樣性。因此人需要此兩種立法（Schiller, 1977：32）。 

 

席勒認為人有形式和內容兩個部分的要求，前者追求完成道德統一的可能，

後者則表現人的感性本然，尋求實現各種多樣性。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如同康德說

的：「無直覺的概念是空的；無概念的直覺是盲的。」（引自 Hohr, 2002b：499）。

就這個意義來說，席勒主張人應該同時兼具情感的內容和理性的形式這兩方面。

從自然有機體的觀點看，真正的道德自由是指個體內在諸多力量的和諧一致的狀

態，即形式和內容的相互融合統一。就像是歌德提出的：「美乃是自然的道德象

徵」。我們在自然中，可察覺到多變性與連續性蘊含於變化中的統一，也就是說

在這變化的過程中，各種不同的力量之間具有終極地相關（Wilkinson＆

Willoughby, 1962：215）。對於人性的理解亦是如此。故席勒才說： 

 

當理性將道德的統一引入自然社會時，其不可以損害自然的多樣性。當自

然在社會的道德建設中試圖堅持它的多樣性時，其也不可以破壞道德的統

一（Schiller, 1977：34）。 

 

總言之，人的自然狀態和道德狀態依循著漸進的發展過程，形成一種有機的

整體聯繫，感性自然和理性道德各自的積極和消極力量彼此相互抗衡，有限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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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不斷地顯現於這一永恆回歸中。在二元的世界裡，我們不斷創造著種種概念的

相對界域，因而創造了現象和本體、感性和理性、自然與自由，以便借用其一，

體驗其二。兩個似乎矛盾的真理卻同時存在於同一對象（指廣義的自然）之中。 

 

參、通過「自然」理解人性中之人格與狀態 

 

通過自然有機體的概念，席勒掌握到自然之「常」與「變」的道理，試圖以

此思考人性的概念，而在人身上獲得了兩樣東西。一個是持久不變的東西稱為人

格（person），另一經常變動的東西稱為狀態（condition）。可從自然（取廣義）

的觀點中得到一個重要的概念，即「神性」，席勒將自然中的神性作為理想人性

開顯的展現，他所理解神性係指人的內在無限潛能獲得極致的發揮，更是自然的

內在和諧統一之精神表徵，亦可說是理想人性的表現。席勒企圖說明神性（必然

存在物）和人（有限存在物）之相異點，如下有清晰的描述： 

 

人格和狀態—即自我和它的規定性—只有在必然的存在物中我們才能把這

兩者看作是同一的，而在有限的存在物中則永久是兩個東西（Schiller, 

1977：60）。 

 

依席勒之見，作為必然存在物的自然「神性」，其人格和狀態是處於統一體，

變與不變融合於同一體；作為有限存在物的「人」，其人格和狀態則是分離的狀

態，變與不變儼然形成絕對對立的關係，互不相容。席勒認為人作為有限存在物，

人格與狀態各有不同的意義，人不能以人格作為狀態的基礎，也不能以狀態作為

人格的基礎。因為若是以狀態作為人格的基礎，人格就要產生變化了；若是以人

格作為狀態的基礎，那狀態就不能變了。在這兩種情況下，就不存在人格和有限

性了。因此席勒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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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我們有思維、慾望和感覺，我們才存在；不是因為我們存在，我

們才有思維、慾望和感覺。我們有感覺、思維和慾望，是因為在我們之外

還存在著別的東西（Schiller, 1977：61）。 

 

這段話說明了人格和狀態並非是成為彼此存在的條件，他認為人格和狀態之

間沒有必然性的因果聯繫，所以不是因為有狀態，人格才存在，也不是因為有人

格，我們才有狀態。席勒指出在這之外存在著另一個具關鍵的東西，這東西即是

「自由」和「時間」。席勒繼續闡述之： 

 

人格必然有它自己的依據，因為不變的東西不能由變化中產生，這種對我

們第一位的東西就是絕對的、以自身為基礎的存在的觀念，即自由

（freedom）。狀態必然也有它的依據，它不是通過人格去實現的，所以不是

絕對的，而必然是產生的（result），這種對我們第二位的東西就是一切賴以

存在或形成的條件，即時間（time）。「時間是一切生成的條件」，這是同一

個命題，因為它所說明的無非就是「生成是某些事物產生的條件」（Schiller, 

1977：61）。 

 

這段話意思是，人格依據「自由」而存在著，它是一種不受外在變化而隨之

變化的概念，故它是自由的、自主的；而狀態則必須由「時間」得以實現，透過

時間這一條件，使得狀態有各種變化的可能，故狀態必然依恃在時間的基礎上，

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產生變化。因此席勒又說： 

 

人格只顯示在永恆不變的自我中，它是不能形成的，不能在時間中開始。

而時間正好相反，是在人格中開始的，因為必須有固定不變的東西才能作

為變化的根據。當我們說花開花落時，那麼我們把花看作這種變化中不變

的東西，用它來比作人格，在它身上表現出花開、花落的兩種狀態（Sch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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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61-62）。 

 

上述在說明一個重要觀點，即各種變化狀態的展現需以不變的人格作為變化

的依據，通過一個人格的概念（可以說像是一種形式）來顯現生命的不同內容。

席勒以花做譬喻，「花」的概念就像是人格，而「花開」或「花落」為生命的狀

態，花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概念，為其自身存在而存在，是自由的，而花的狀態之

變化，則必須依恃於不變的對象以得顯現。同理，若以人的概念比擬為「人格」，

而生、老、病、死等即為「狀態」。人格展現永垂不朽的精神概念，不需在時間

中顯現其存有；但狀態與其相反，在不斷變化的時空流轉裡，將表現出生命多樣

性與紛呈的面貌於人格之中。接著席勒又進一步闡述： 

 

毫無疑問，人是形成的，因為人不單純是一般的人格，而是處於一定狀態

下的人格。然而，所有的狀態、所有確定的存在物都是在時間中形成的，

因此人作為一種現象必然有一個開始，盡管他身上的純粹理智是永恆的。

沒有時間即沒有形成，人就不會是確定的存在物，他的人格就只能存在於

天賦中，而不會實際存在。只有通過他的持續不斷的表現才能顯現出不變

的自我（Schiller, 1977：62）。 

 

這段話的意義在於說明，人是處於一定狀態中的人格，需要通過不斷地變化

以展現自身永恆的人格概念。因此，只有當人在變化時，他才存在；只有當人不

變時，他的人格才存在。想像中完美的人性應該是在變化的潮流中本身永遠保持

不變的統一體（Schiller, 1977：62）。也就是體現「神性」之境界。人的神性如何

可能呢？席勒提出如下的見解： 

 

現在，人還不能形成一種無限的存在物（神性），但毫無疑問的是，人在他

自身的人格中具有達到神性的天賦，達到神性的道路，如果我們可以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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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永遠不能達到目標的路稱作道路的話，在感性（senses）中已經為我們打

開（Schiller, 1977：62-63）。 

 

為何「感性」已為我們開啟通過神性之道路？席勒進一步申論： 

 

人的人格離開一切感性素材，而就其本身看來只不過是一種可能具有無限

表現的素質，只要人不觀照和感覺，他就不過具有一種形式和空洞的能力。

人的感性如果離開一切精神主動性，就其本身看來，只不過是一種素材，

因為沒有感性，人就只是形式。如果人只感覺、只有慾望、只按照欲求行

動，人就仍然不過是作為世界而存在，這裡我們把世界理解為時間的無形

式的內容。人的感性只是使他的能力成為起作用的力量，他的人格只是使

人的作用成為他自身的作用。因此，為了不僅作為世界而存在，人必須賦

予素材以形式；而為了不僅僅是形式，人必須賦予自己身上的素質以現實

性。當人創造時間，並使變化與不變相對立，使人的自我的永恆統一與世

界的多樣性相對立時，他就實現了形式；當人再去排除時間，維持變化中

的不變性，使世界的多樣性服從人的自我的統一時，他就使素材具有了形

式（Schiller, 1977：63-64）。 

 

這就在人身上產生了兩種相反的要求，分別是「感性本性」和「理性本性」

的兩種基本法則。感性本性要求絕對的實在性，努力地要把一切凡只是形式的東

西轉化成世界，使人的一切素質表現出來；理性本性要求有絕對的形式性，期待

將凡只是世界的存在消除在人的自身之內，使人的一切變化處於和諧狀態中。簡

言之，人要外化一切內在的東西（將抽象形式變成具體內容），並且賦予外在的

事物以形式（將具體內容變成抽象形式），人格為狀態提供統一的形式，狀態為

人格提供實在的內容，人的「素質」（人格）和「質材」（狀態）的完善結合展現

於一統合兩者的神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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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理解席勒和歌德所謂的自然秘密，實是了解其人性理想的教育

思想前提（馮朝霖，2000：86）。從自然有機體的角度思考人性問題，具有溯及

生命本質的意義，在人的創造主「自然」身上不斷地衍義出人性的有限和無限、

常和變之生命存有過程，自然有機體的概念更凸顯出「整體觀」對人性發展的意

義。自然使人性有了第一次的出生，它賦予了人的感性本性及理性本性，故席勒

通過了對自然本質的深究而發掘出豐富的人文內涵，在下個章節我們藉由探究人

的心理向度，來進入「創造人文活動的主體」這一核心主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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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的心理向度 

 

康德認識論探究的是自然因果的現象界，倫理學則是探討意志自由的本體

界，自然人到道德人的過程，其具體中介或橋樑，在康德那裡形成人的一種特殊

心理機能，即所謂的「判斷力」（李澤厚，1990：473-474）。其調節著理論理性

和實踐理性，這種機能導致了從自然領域向自由領域的過渡。理論理性（知性）

提供認識的先天原則，實踐理性提供欲望（意志）的先天原則，而判斷力這一心

理機能則通過痛苦和愉快的感覺調節著這兩個方面，而與愉快的感覺有關之判斷

便是美感的判斷，其應用領域則是藝術（Marcuse, 1962：173-174）。席勒對人的

心理向度的分析乃依據此觀點而衍生出他的三種心理衝動，即現象界的感性衝

動、藝術領域的遊戲衝動、及本體界的形式衝動，對這些概念的意義本質的探索

與其相互關係的思考，仍是延續前節所討論的人之雙重天性的概念而來，故本節

將討論「創造人文活動的主體」這一主題。 

 

壹、人性概念：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 

 

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在康德二元論中，直覺力和知性兩者的激進和戲劇化的

關係，在席勒的文本裡形成了物質衝動（material impulse）和形式衝動（formal 

impulse），兩者處於一種永無休止的戰役中（Vinterbo-Hohr&Hohr, 2006：227）。

6席勒延續並超越了康德二元論的思想，對人性本質進行分析與重構，他從人的

物質（physical）和精神（spiritual）兩方面出發，這兩者被視為是種能力（powers）

或是驅力（drive）（Hohr, 2002a：64）。於是席勒宣稱：有兩種衝動決定了我們自

己，即感性衝動和形式衝動，前者與我們的生命有關，是在變動的自然環境裡的

感性創造物，後者使我們的存在獲得規律和永恆，其假定絕對不變的領域，而這

兩者說明我們存在的全部（whole of existence）（引自Martinson, 2005：155）。 

                                             
6 此處的物質衝動即「感性衝動」（sensuous impulse），形式衝動即「理性衝動」（rational im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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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衝動是人在自然世界所表現的自然本性之力量，而形式衝動則是人在本

體世界所表現的理性本性之力量，其分別象徵著認識和道德、自然和自由、感性

和超感性等兩個相對領域的心理機能。席勒的人性概念與康德的人性概念有某些

相似，就他們兩人看來，經驗包含在一個綜合體中合成一體的繁多。在所有經驗

裡，存在一種被編排在一起，而形成一個綜合整體的各種規定的繁多，這種綜合

體只有作為意識先驗的和分析的統一的對象才有可能。因此，從超驗的主體觀點

來看，呈現給它的是大量具體的感性認識，然而只要主體保持一個永久的或不斷

發展的意識整體，它就能根據個別陳述來確定。用更抽象的話來說，繁多只有通

過統一才有可能。席勒在人性最基本的概念化的闡述中使用這些相互關聯的概念

（毛萍、熊志翔譯，2000：192）。 

感性衝動乃是一種將自身內在必然的東西轉化為現實的動力，席勒以為人生

而是一種感性的存在。如他所言： 

 

感性衝動產生於人的自然存在或他的感性本性。它將人放在時間的限制之

內，使人成為素材。其要求有變化，要求時間有內容。由自身表明了人的

自然存在（Schiller, 1977：64）。 

 

人作為自然存在，使他努力從自然世界中追尋變化，通過活生生的感覺，體

驗現象世界的豐富變化，其填充了生命內容之實在，亦顯現人作為一種自然有機

體多樣需求的本性。在不斷流轉的時間裡，作為素材的人必須去完成他的實在與

變化的任務。如前所提，倘若人在他自身的人格中具有達到神性的天賦，達到神

性的道路，在「感性」中已經為我們打開。可見人先是感性存在，而後才開始理

性活動，其可說是了解人性自由的全部歷史的鑰匙。人需要通過物質的感性需求

才能生存，因此人在通過神性的道路上，必須在物質世界中打開。故人的自由最

終要落實到感性需要的多樣化上（李克，1994：74）。形式必須依據素材方得以

獲得表現，因此理性之彰顯須透過感性方得以顯現，也就是通過有限才能見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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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因感性表現的是生命本身，它的豐富、無限的多樣性。故物質衝動是生命的

原則和任何事物，若輕視人的物質天性，也就是違反生命本身（Hohr, 2002a：64）。 

席勒從近代啟蒙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對感性和理性孰輕孰重的問題常加思

索，他以為： 

 

一切知性啟蒙之所以值得重視，只是在於它對性格的反作用，這仍是不夠

的，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啟蒙還要由性格出發，因為必須經過心靈才能打

開頭腦的道路，故感受能力的培養是時代最迫切的需要（Schiller, 1977：

50）。 

 

啟蒙思想重視人的理性判斷能力，透過消除抑或減低人的感性作用，使理性

成為人性的象徵指標，但席勒深以為這種通過強制力量壓制感性的後果，人僅能

是一種理性的「動物」，而未能真正是理性的「人」，法國大革命和近代工業革命

造成的人性分裂即是最直接的指證。他從中理解到感性能力的培養對近代人之重

要意義。故席勒說：要根除人的感性，這只是一個幻想。 

儘管感性衝動與人有著無法切割的本性聯繫，但感性衝動仍有其限制。如席

勒所言： 

 

所有在時間中的存有都是連續的。由此，一些事物的存在就排除了其他一

切事物的存在。當人在樂器上彈奏一個樂音時，在所有可能發音的音符中，

只有這個音符是現實的；當人在感受現實時，他的規定的全部無限可能性，

就只限於這種個別的存在方式。在只有這種衝動起作用的地方就必然存在

最大的局限。在這種狀態下，人就只是一個數量統一體，一種時間被佔有

了的瞬間，或者甚至可說他不存在了，因為只要感覺統治他，時間把他奪

走了，他的人格也就被取消了（Schiller, 1977：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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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說明了感性須在時間的變化中呈現自身，其存在為某個瞬間，缺乏永

恆意涵，明確地突顯出人作為自然存在的局限性。席勒用了相當貼切的「魂不附

體」（to be beside oneself）的情況來形容人脫離他的自我而存在的狀態（to be 

outside one’s ego），雖說這種狀態只產生在感覺變成情欲時，但這種狀態長時間

的持續將顯得日益明顯，故只要人僅是感覺，他就處在他自身之外（Schiller, 

1977：65）。易言之，人作為物質存在者，被物質衝動、感覺所規定。人是消極

的、接受的，是自然的奴隸（slave of nature），屈服於自然的憐憫和法則之下，

隨著時間流轉（Hohr, 2002a：64）。 

人的另一種衝動，席勒將之稱為形式衝動，它是指理性運作的能力，這種心

理力量本質上是主動的，強調永恆的秩序和創造的可能，它為判斷立下標準與程

序方法，並且創造法則和原則，得以應用在我們所經驗和感覺的每一件事情上，

使它們能形成統一的整體（Simons, 1981：21）。如席勒所言： 

 

形式衝動是一種使我們自身之外現實的東西服從必然性的規律。這種衝動

產生於人的絕對存在或理性本性，其致力於使人處於自由，使人表現的多

樣性處於和諧中，在狀態的變化中保持其人格的不變（Schiller, 1977：64, 

66）。 

 

在形式衝動的心理狀態裡，人作為一個絕對的存在體，致力使萬事萬物獲得

法則，透過理性判斷，為多變的自然現象尋找其同一性，其意謂著自然有機體中

的理性本性，對無限永恆的嚮往之動力，促使人遠離盲目的物質本性，將人的物

質必然性提升到道德必然性。這種以人的道德衝動為基礎，若要成為道德，就必

須根據普遍法則而行動，道德將賦予人的實踐活動以永久性、連續性或形式；這

種衝動亦存在於人的認識真理的渴望背後，認識真理應該認識經驗中的永久性和

不變性。簡單來說，這種衝動存在於各方面與秩序相關的所有人類活動的背後，

它使人們對經驗中永久的、普遍的、或形式的東西感到興趣（毛萍、熊志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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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96）。這種衝動取消了時間的變化，使現實的事物成為必然和永恆。換言

之，這種衝動要求真理和正義（Schiller, 1977：66）。因此，人不能僅是一種感性

存在，仍還在聽命於理性的召喚，感性要求對人來說不可缺少，但服從理性的命

令亦是必須的。人既是感性存在，也應該是理性存在；人既是物質，也是精神；

他是有限的，但應該成為無限（李克，1994：76）。易言之，精神若沒有內容是

不確定的及空的（empty）；感覺的有機體若沒有精神是盲的（blind）、像是自然

力量的玩物一般（Hohr, 2002a：64）。席勒又對感性衝動進行如下的分析： 

 

情感只能宣告：對於這個主體和這一時刻，它是確實存在的；而對其他主

體和其他時刻，則可能取消當前感覺的這一陳述（Schiller, 1977：66）。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席勒所認為的「情感—感覺」確實純粹是特定的，由於

它單只受到個體情形的刺激，所以它無論如何也不能超越個體，而達到與所有情

形進行抽象比較的層面。這種心理功能對席勒來說，是一種自我不肯確然認同的

功能，它具有某些有害的和捉摸不透的特徵，它取消了人格，奪走了人格，把人

置於自身之外，使人與自己疏離。因此，席勒把它比做那種把一個人置諸「自身

之外」的感情。當一個人使自己鎮定下來時，席勒說這可以恰當地回到自身，即

回到自我，重新建立他的人格（Jung, 1976：97-98）。 

對席勒來說，他認為最高及真正永恆的價值被賦予了形式化的思想，被賦予

了席勒所謂的「形式的本性」（formal instinct），其相當於「思維的能力」（the power 

of thought）（Jung, 1976：99）。如他所描述的一段： 

 

當思想宣告：這是存在的，那麼它是永久的裁決，它的判斷有效性是通過

人格本身來擔保的，人格抵制了一切變化。在形式衝動支配一切和純粹對

象在我們內心起作用的地方，存在就無限的擴大，失去了一切控制，人由

貧乏的感性所限定的數量統一體提高到容納整個現象領域的觀念統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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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再處於時間內，而時間則以其整個無限的序列處於

我們之中。我們就不再是個體（individuals），而是類（species）。所有精神

的判斷都是通過我們自己作出的，一切內心的選擇都是由我們的行動表現

出來的（Schiller, 1977：66-67）。 

 

透過這段話，使我們了解到席勒提出的形式衝動對人性的意義為何，它使人

性獲得進一步的提高，並能以自由理智對事物進行價值判斷，其彰顯出人超越感

性層次的受動狀態，人是一個精神自由的類屬。 

 

貳、遊戲衝動：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的心理和諧 

 

依據上述看來，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的作用傾向似有其矛盾之處，因為前者

要求變化，後者要求不變。但席勒作了這樣的辯解： 

 

誠然，這兩種傾向是互相矛盾的，但應該說明的是，它們不在同一個對象

中。感性衝動雖然要求變化，但並不要求把變化延伸到人格領域，不要求

其改變原則。形式衝動要求統一和不變，但它並不要求狀態也隨著人格而

固定不變，並不要求感覺是同一的。因此，它們在本性上並不是相互對立

（Schiller, 1977：67-68）。 

 

也就是兩種衝動作用領域的不同，得出其本質並不相衝突的結論。席勒繼續

申言： 

 

只要我們斷定這兩種本性存在根源上的、必然的對立，那麼除了使人的感

性本性無條件地服從理性本性之外，當然就沒有別的辦法使人獲得內在的

統一。但是，由此只能形成單一性而不能產生和諧，人仍然是被分裂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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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ller, 1977：68）。 

 

因為人在情感活躍的情形下，忠於他的原則是很難的，所以人掌握了一種更

便捷的方法，即透過使情感遲鈍來使性格更穩定。因為在解除武裝的對手面前保

持安定，比制服一個生氣且強有力的敵人要容易得多。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是

關係到人的塑造，這不僅要改造人的外在特徵，而且要改造人的內心。這樣塑造

出來的人就不再具有或表現出粗陋的（自然）本性，同時針對著（自然）本性的

一切感覺用原則武裝起來，外在的人性或內在的人性就不能影響他（Schiller, 

1977：71）。同時席勒也意識到思維和感性兩種本性彼此取代所產生的情形，並

進行辯證性的分析。席勒說道： 

 

正如我們所知的，當其中一種功能被賦予優勢時，這種情形就出現了。他

可能把能動功能（理性）表現的強度給予被動功能（感性），使物質本性先

於形式本性，把感受功能當成決定性的功能。他也可能把被動功能所固有

的廣度給予能動功能，使形式本性優先於物質本性，用決定性的功能代替

感性功能。在第一種情況下，人就絕對不是他自己；在第二種情況下，人

則絕對不會有什麼變化（Schiller, 1977：70）。 

 

依據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在其專著《心理類型》

（Psychological types）一書中，針對席勒的兩種心理類型作了精闢的解析，他說：

「當感性本性取代了理性本性時，前者就變得至高無上，而個體則將陷於一種極

端的關係性或被感受的客體同一的狀況中，其可說是將個體完全從他的自我那裡

分離出來，而融入原初的、集體的聯結和同一中。這樣，人不再是『他自己』了，

而是一種純粹的關係性；他與他的對象完全等同起來，因失去了自己的基礎點。

另方面，若理性本性取代感性本性，其將排除感覺的多樣可能，而使人深陷於貧

瘠的地步，陷入一種純粹抽象的概念之中。」（Jung, 1976：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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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對於這兩種看似相對立的心理衝動，提出他的觀點，主張在兩種衝動中

不是絕對的對立與衝突，而應是一種相互協調的動態關係，就他所論證的： 

 

世界在時間中是擴展的、變化的，所以把人與世界聯接起來的功能的完善

性就必然具有充分變化和擴大的可能。人格是在變化中不變的東西，所以

那種與變化相對立的功能的完善性必然具有最大的獨立性和強度。人形成

感受性的方面越多，這種感受性越敏捷，它對各種現象提供的感受面越大，

人就可以越多地把握世界，並且人在自身中就可以越多地發展起他的素

質。人格獲得的力量和深度越大，理性得到的自由越多，人就可以更多地

理解世界，他在自身之外就可以創造更多的形式（Schiller, 1977：69）。7 

 

通過感性衝動，人處於變化萬千的現象中，將獲得最充盈的感性內容，使人

擁有最大的完滿性；通過形式衝動，人在無限同一的本體中，保持絕對的獨立與

自由，使人的道德理性擁有最高的完善性。一言以蔽之，人的感受和思維是呈現

一種相互依存的動態力量，每一衝動促使另一衝動在最高程度中顯現自己，使人

同時具有最豐富的內容和最高度獨立的形式。席勒並且說： 

 

因為有變化就意味著有不變的東西，有局限的實在就意味著有無限的存

在。不變的東西要由變化的東西說明，絕對的實在要用界限來說明。只有

人只是形式，那麼他就不具有形式，並隨著狀態的排除，也排除了人格

（Schiller, 1977：71-72）。 

 

在此，席勒假定了如果只使某一衝動獲得單獨的發展，其將取消本身的實際

存在，因變化與不變、有限與無限是相對的，若想排除任一個，將同時失去另一

                                             
7依據席勒的看法，藉由刺激和反應之間的聯結，人所感受到的刺激將進入意識層次和探索與反

思的歷程中，使得人對這世界的知覺變得具挑戰性和敏銳性（Hohr, 2002b：499）。故在席勒的感
性衝動的概念中，與過去經驗主義所認為的那種缺乏反思性的感覺層次，顯然有很大的差異，席

勒接受了康德的認識論觀點，認為人的感性層面具有知性的精神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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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因此席勒提出了如下的論述： 

 

人不應該為了追求形式而犧牲他的實在，也不應為了追求實在而犧牲形

式；人應該通過確定的存在尋求絕對的存在，通過無限的存在來尋求確定

的存在；人應該面對世界，因為他是人格，並且人應該是人格，因為他面

對著世界；人應該感覺，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人應意識到自己，因為他有

感覺。只要他孤立地去滿足這兩種衝動的某一種，或者只是一個接著一個

地滿足這兩種衝動，那麼他絕不會懂得，何謂才是充分意義上的人（Schiller, 

1977：73）。 

 

根據席勒所謂的兩種衝動，榮格曾提出他那獨特的見解，認為人的形式衝動

最易被「意識」（consciousness）所覺察，可將之稱為「優勢功能」（superior 

functions）；而感性衝動由於它的相對的被抑制，則只能說是部分地依附於意識，

故稱為「劣勢功能」（ inferior functions）；而其他部分則依附於潛意識

（unconscious）。針對這「其他的部分」，榮格指出席勒所謂的遊戲衝動即是此範

疇內的心理機制。榮格認為遊戲衝動是這感性衝動和理性衝動相互運動時的一種

較高的、近乎神秘的心理機能，對立物融合於其中的第三個因素乃是幻想的活動

（fantasy activity），它一方面是創造性的（creative），另一方面則是接納性的

（receptive），它即是席勒稱為遊戲本性的功能（Jung, 1976：106-107）。依此而

論，席勒所主張的遊戲衝動是發生於對立的雙方都做出妥協的情況下，才能實際

統一起來。在那裡，一種新的事物出現在兩者之間，雖然它不同於兩者，但是它

具有等量地從對立物那裡汲取能量，做出既是對兩者又不是對兩者的表達力量。

這種表達無法由理性來規劃，它只能為生命過程所創造。換言之，席勒的遊戲衝

動即在說明： 

 

當人同時具有這兩種經驗，當他同時意識到他的自由並感覺到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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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同時作為物質被感覺到而又作為精神被認識到，那麼在這些情況下，

並且只有在這些情況下，人才具有自己的人性的完整直觀，而為人提供了

這種直觀的客觀就成了人所完成的使命的象徵（Schiller, 1977：73-74）。 

 

因此，如果個體能由那種經驗（席勒稱之為『對象』）中同時活出兩種機能

或本性，即借助於感覺來思維，借助於思維來感覺，那麼，一種能表達他的完滿

使命的象徵就出現了，即用來調和積極與消極的方式就出現了。榮格列舉了古希

臘哲學家 Synesius在其著作《論夢幻》（De insomniis）中，給「幻想的精神」（spiritus 

phantasticus）賦予的心理角色一樣，這和席勒給遊戲本性以及榮格自己給創造性

幻想賦予的心理角色完全相同，只是 Synesius的表達方式，與其說是心理學的倒

不如說更像形而上學的。我們來看 Synesius所說的一段：「幻想的精神是永恆與

短暫兩者的媒介，在其中我們最為充滿活力。」（The fantastic spirit is the medium 

between the eternal and the temporal, and in it we are most alive.）幻想的精神把對立

的雙方結合於其自身中（Jung, 1976：105, 108-109）。而這個幻想的精神也就相

似於席勒所提出的具想像概念的遊戲衝動。可進一步推知，假使美被視為一種結

合的媒介，而想像力似乎成為一種新的道德和認識邏輯的力量（Hohr, 2002a：

72）。接著我們來看在席勒美育思想中佔核心地位的概念－遊戲衝動。 

席勒所謂的「遊戲衝動」（play impulse／Spieltrieb）蘊含著一種形式規律主

動的接受活動，本身並無實用或道德目的意涵，其促使感性衝動和形式衝動兩者

同時成為人性中缺一不可的東西（Martinson, 2005：155）。若追溯席勒的「遊戲」

概念的淵源，其是受到康德美感判斷中的「自由遊戲」（free play）的概念所影響，

依據康德的說法，「自由遊戲」乃為一種「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遊戲」（the free play 

of imagination and understanding）或更確切地說，它是一種「想像力與知性相一

致的自由遊戲」（Ugrinsky, 1988：130；Miller, 1970：112）。席勒依此概念延伸至

人的感性與理性這兩種心理衝動結合時所迸發的力量，其更賦予了遊戲概念豐富

的內涵。席勒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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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衝動同時在人身上起作用時，將在人的身上喚起一種新的衝動，它就

是遊戲衝動。感性衝動要求變化，使時間具有一個內容；形式衝動要消除

時間，使之沒有變化；在遊戲衝動中，這兩種衝動的作用結合一起。遊戲

衝動的目標是在時間中消除時間，使形式與絕對存在相協調，使變化與同

一相協調，它同時在道德和自然上有強制精神，因為它排除了一切偶然性，

從而也排除了一切強制，使人在物質和道德方面都達到自由（Schiller, 

1977：74）。 

 

席勒認為遊戲衝動可使人同時擺脫感性衝動和理性衝動的雙重強制，並使人

處於一種感性和理性自由活動的狀態、自然與自由在同時間獲得統一、內容與形

式獲得完善的結合。在遊戲的狀態中，人同時忘了兩種衝動的限制。席勒又說： 

 

感性衝動要被決定，要感受自己的對象（被動感受一切的現象變化），而形

式衝動要決定自己，要產生自己的對象（主動決定一切的抽象原則），而遊

戲衝動則是排除了一切的被動和主動，使人在感性和理性方面都達到自

由。感性衝動的對象可用一般的概念來說明，即是最廣義的「生命」（life），

這個概念指全部物質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現於感官的東西。形式衝動的對

象也用一個普遍的概念來說明，即本義與引申意義的「形象」（shape），這

個概念包括事物一切形式方面的性質以及它與各種思考力的關係。遊戲衝

動的對象用一個普通的概念來說明，可以叫做「活的形象」（living shape）

（Schiller, 1977：76）。 

 

具體而言，感性衝動的對象是指現象世界的一切自然萬物；形式衝動的對象

是指本體世界的一切抽象的理性形式；遊戲衝動的對象是美，其目的則是自由。

依照席勒的看法，調解功能的對象乃是「活的形象」，這正是統一對立物的象徵：

「這個概念指現象的一切美感性質，是指最廣義的美。」這種功能席勒稱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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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本性，即遊戲衝動；它與兩種對立的衝動無相似之處；但它依然立於兩者之中，

公平處置它們兩者的性質，並且總是把感覺與思維做為嚴肅的功能來認識（Jung, 

1976：106）。 

綜上所述，通過席勒對人的心理向度之分析，確立了人文創造活動的主體之

內在心理機能的運作，他以「遊戲」作為自然與自由的兩個領域之聯繫的對象，

終而促使人的兩種心理衝動獲得融合。而席勒對人的兩種衝動的看法，建構出教

育的基本目的：其一，教養必須承認兩種衝動及維持這兩者之間不確定的平衡力

量，而不能捨棄另一個作為代價；其二，教養必須發展「接受」（receiving）能

力，即感覺世界的能力；其三，教養必須加強行動的能力，如提供自然律和道德

律的洞察，以提供理性啟蒙和性格基礎－以確保人類的自主性（Hohr, 2002a：

64-65）。換言之，在席勒美的觀點中並沒有摒除道德教育、科學和其他學科。相

反地，他認為必須統整這些內容，使人對這個世界的接觸達到寬廣的及多變的，

而概念和道德思考必須盡可能的被發展。故帶給教育的啟示無非就是他所強調的

感性和理性教育的必要性（Hohr, 2002a：73）。下個章節我們討論與人的藝術向

度有關的「人文的創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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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的藝術向度 

 

十八世紀德國的新人文主義所憧憬的文化理想及人性極致乃是古希臘文化

「派迪亞」所彰顯的至善至美（馮朝霖，2000：83）。對席勒來說，古希臘社會

一直是他心理嚮往的理想國度，在這裡，他看到了人性的完美和卓越的文藝典

範。本文旨在於通過對古希臘社會和近代社會的人性發展和詩歌類型的討論，以

探究人文的創造活動，試而論證理想人性與理想美（藝術）的本質之相互呼應的

關係，在古代人和近代人、素樸詩和感傷詩兩者的對比中獲得解釋。 

 

壹、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概念淵源 

 

歌德曾提及：「古典詩（classical poetry）和浪漫詩（romantic poetry）的明確

概念已遍及世界，引起了許多爭執和糾紛。這個概念最初是由席勒和我兩人傳出

去的。我主張詩要從客觀世界出發，認為只有這種詩才是好的。但是，席勒卻用

完全主觀的方式寫作，認為他的選擇才是正確的。為了針對我而辯護自己，席勒

因而寫了一篇論文，叫做《論素樸詩與感傷詩》。」（Eckermann, 1998：366）席

勒這篇論文是近代第一部認真地企圖確定古典主義文藝與浪漫主義文藝的特徵

和理想之專著，其給予了這兩種文藝思想以適當的評價，並且指出這兩種創作方

法統一的可能性。席勒的素樸詩就是古典主義的詩，也是現實主義的詩；他的感

傷詩就是近代詩，也就是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德在〈近代哲學的影響〉一

文裡，更深入地談到席勒這篇論文所引起的爭論，並且對這篇論文作了這樣的評

價：席勒在這篇論文裡奠定了美學的全部新發展的基礎，因為「希臘的」和「浪

漫的」，以及所有其他可能發現的同義詞，都是由這個討論中產生出來的。原來

討論的主題是現實更重要，還是理想的處理更重要。由此可知，歌德把這篇論文

看作古典主義（即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理想主義）之爭的出發點（朱光潛，

2001：110）。更詳細地說，這一著作激起了十八世紀文學領域的爭論，它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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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討論到近代詩人創作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如何克服由自我意識所引起的「富創

意的心理」（creative mind）與「外在世界」（external world）之分離狀態，這不

僅深刻地影響跟隨他的德國浪漫主義者，而更影響了大多數後來的作家和評論家

（Sharpe, 1991：170）。 

 

貳、對兩種人的思考：古希臘人和近代人 

 

席勒就古希臘與近代的文化進行對比，指出在古希臘社會的單純情況裡，個

人與社會以及個人內部的感性與理性的功能，都還處在和諧的統一體；而在近代

社會，階級對立和分工制度造成人與人的衝突以及人格內部的分裂（朱光潛，

2001：109）。若回到當時古希臘社會，可察覺到他們並沒有近代社會的專業分工

制度，經濟結構是自給自足的；在教育方面，施行人文教育，著重能力的均衡發

展和美感，以培養完整和諧的人性為目的。在古代社會中，受人尊重的不是因為

他專精於某種才華，而是能將自身各種能力獲得充分發展，以成就完整與和諧的

人性特徵，從其性格裡，可發現他們擁有最完美的人性統整，體現一種揉和理性

與感性結合的最佳形象，他們心靈處於一種自由狀態，擅於運用敏睿的直覺對現

象做出最直接的感受與理智的判斷，而不為身上某一種力量所強制。難怪乎席勒

會大力讚揚古希臘人說： 

 

他們有豐富的形式，同時又有豐富的內容，善於哲思，又長於創造，敏睿

又剛毅，他們把想像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性結合在一個完美的人格裡 

(Schiller, 1977：38) 。 

 

席勒眼中的完美人性是兼具感性和理性、想像與思考、堅強與溫柔結合於一

體的人格特質，他在古希臘人的性格中，找尋到他理想中的人性典範。他以為一

個古希臘人足以代表整個古希臘的人類，亦即每一個古希臘人都具有完整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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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由此可知，古希臘社會結構因素提供古希臘人性得以有完整發展的外在條

件，直接影響到每一個體的內在和諧狀態。 

席勒將「自然」這一概念運用在人性發展完整的重要判斷上，他主張的「理

想的自然」是完全不同於「原始的自然」，並將其概念置於自我意識和道德的較

高層次（Martinson, 2005：55）。席勒取廣義的自然，表述一種整體、統合、完

善的概念，通過自然中所蘊含的意義，說明在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象徵著

人性統整與分裂的兩種可能。若將自然視為一個對象時，人與自然分裂為二，自

然成為一種不同於自我的外在對象，這是近代不完整人性的特徵；若將自然視為

自我的外在顯現，則意指人與自然是合而為一，此為古希臘完整人性的象徵。席

勒認為古希臘人結合真善美於理想人性之中，自然與人性統合為一，人性顯現自

然的道德精神，自然亦表現人性的實在，古希臘人無需追尋自然，在自己身上即

可見到自然，人的內在自然－即感性與理性融合為一，人的外在自然－即萬象紛

呈的自然世界，它們的精神與實在亦是相互呼應。 

關於席勒對古希臘統整人性的無比欽羨之論點，榮格曾對此提出了相對性的

思考。他批判道：席勒和他同時代的人，由於對古希臘世界缺乏充分知識的了解，

而只能借助流傳下來的著作來評價古希臘人，因而過高地評價古希臘人。因古希

臘藝術的獨特美感，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因於與其賴以興起的周遭環境的鮮明對

照。古希臘人的長處在於相較於近代人的較少分化，如果人們確實把這當作長處

的話，而這種狀況的短處至少亦是同樣明顯的。毫無疑問，人的功能分化並不是

人類隨心所欲的產物，其與自然中的所有現象一樣，它的產生乃是必然的。在古

代的原初環境已為個體造就了使他能夠全面地發展其本質與能力的較大可能

性，但是這只是由於他的成千上萬同胞都在惡劣的環境中，無可置疑地遭到了壓

抑和傷害（指古希臘時代的奴隸制度），才成就了這種可能性。在古代世界中，

某些人物顯然可以達到很高的個體文化水平，但是整個集體的文化水平卻仍然處

於相當原初的狀態。因此作為一個整體，近代人不僅能與古希臘人匹敵，而且由

任何標準來衡量，集體文化的水準都可輕而易舉地超過古希臘人（Jung,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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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榮格的分析確有其道理，但席勒所欲彰顯的古希臘完整人性，無非在於希

望凸顯出追求美的生命，是可促進人性的完整發展，及反映出人性和大自然的相

互輝印的關係，而造就內外在和諧的人性。對於近代人而言，在走向理想人性這

條艱辛、漫長的道路上，尤需某種方式或途徑來完成人性的幸福與尊嚴。這正是

席勒美育思想所尋求的終極目的。席勒如是說： 

 

作為一個統一體和從知性的天平看來，近代人比古代世界最優秀的人物更

傑出。但是，這場競賽應該包括每個成員，用整個的人與整體的人來衡量。

哪一個近代人能站出來個人對個人地與單個雅典人比試一下人性的價值

（Schiller, 1977：39）？ 

 

近代人在專業知能的成就，顯然勝過古希臘人許多，但就整體人性價值而

言，古希臘人的整體人性是展現在每一個人身上，而成為「類」（代表整體人性），

而非像近代人只能是個體（代表殊異的個別），這是近代人無法與古希臘人比擬

之處。席勒認為： 

 

古希臘人的感性和精神還沒有嚴格地區別而成相互敵對又界限分明的不同

領域。儘管理性高揚，它總是親切地使物質（感性）的東西緊跟在後；儘

管理性劃分得如此精細，但決不會殘缺不全。但是近代人的情況就有很大

的不同，在我們這裡「類的圖像」在個體中被分別擴大，而成了碎片，假

設我們要看到類的完整性，就必須對個體作逐一盤查。近代人總是試圖相

信，各種精神能力是分別地表現在經驗中的，因此我們看到的不是單個的

主體，而是由某部分天賦的人所組成的階級（Schiller, 1977：38）。 

 

也就是說，從單個古希臘人即可洞悉到人性的整體展現，但從單個近代人卻

只能表現個別的片斷人性，無法代表整個近代人性的特徵，因近代專業社會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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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導致了整體的人性被切割碎片，這也就是近代社會結構發展所造就的分裂

人性。席勒提出這樣的疑問： 

 

為什麼單個古希臘人可以成為他那時代的代表，而單個近代人卻不能呢

（Schiller, 1977：39）？ 

 

他回答道： 

 

古希臘人所獲得的形式是來自把一切聯合起來的本性，而近代人所獲得的

形式是來自把一切分離開來的知性（Schiller, 1977：39）。 

 

古希臘人的形式乃是一種將自身之內的若干力量（諸如：想像力、知性、創

造力、理性等能力）統合於一體中；而近代人卻是通過理智的分析方式，將自身

原先為整體的諸多力量予以解體，現在被個別地肢解為單個能力。席勒斷言： 

 

近代人性的這種創傷是我們的教養所造成的。近代社會由於一方面科學發

展而強調明確的專門領域劃分；另方面，國家的強制性導致等級和職業劃

分成為必然之趨勢。使得人的本性的內在聯繫因此也就斷裂了，致命的衝

突使人性的和諧力量分裂開來。人性之直觀的知性和思辨的知性現在敵對

地佔據著各自不同的領域，互相猜忌地守護著各自的領域。人們的活動局

限在某一領域，而使得把其餘的素質都壓制下去了。不是這邊的旺盛想像

力毀壞了知性辛勤所獲得的果實，就是那一邊抽象精神熄滅了那種溫暖過

我們心靈並點燃過想像力的火焰（Schiller, 1977：39）。 

 

他進一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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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會把職務或功能當作衡量人的尺度，它只重視它的公民中某一個人

的記憶力，而對另一個人只重視圖解式的知性，對第三個人只重視機械式

的熟練技巧；如果在這裡，只追求知識而對性格的要求無所謂，在那裡相

反，只要求遵守秩序的精神和守法的態度而把最大的無知視為優異；如果

同時要求各種能力的發展達到使主體失去其允許範圍的程度，為了個別能

招致榮耀與獲利的天賦，而忽視了心靈的其他能力，這怎麼不使我們驚異

呢（Schiller, 1977：40-41）？ 

 

近代因時代文明發展之必要，人只能在他身上發展某一種能力，從而破壞了

他和諧的天性，使近代社會不得不走向專業分工制度，以成就整個社會的進步，

然而在這不可避免的過程中，造成了人性的分裂以及人與社會的疏離感，可能造

成的後果是： 

 

國家與教會，法律與道德習俗的分裂；享受與勞動，手段與目的，努力與

報酬都彼此脫節。人永遠被束縛在整體的一個孤零零的小斷片上，人自己

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個斷片（Schiller, 1977：40）。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對人性的價值認定也產生極大的偏差。社會尊重某公

民可能是因為他的記憶力、他的精確的理解力、或他的機械技能。社會不問人的

愛好、志向、性格為何，只把他束縛在狹隘的職業領域，使人的某種能力在得到

充分發揮時，同時也壓抑了他的其它稟賦（李克，1994：74）。在這種人性分裂

的狀態，顯然已失去了其內外在和諧與平衡，人的價值與成就同時也就局限在一

個狹小的範圍裡。席勒以為：片面地訓練這些能力當然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個體的

謬誤，但卻使類達到了真理。優勢功能（指理性）的特權地位對個體有害，正如

它對社會來說是有價值的一樣。這種損害作用已達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致我們現

代文明的巨型組織，實際上，在追求個體的徹底滅絕，因為它們的存在是依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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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這些特權功能的機械運用，這裡真正舉足輕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那一種

已分化了的功能。在集體文化中，人不再做為人出現：他純粹被一種功能所代表，

不僅如此，更有甚者，人甚至全然地與這種功能等同起來，並把其他劣勢功能全

部拒之門外。因此，近代的個體被貶為純粹是一種功能，因為它代表了一種集體

價值，足以提供一種生計的可能性（Jung, 1976：72）。 

當人從和諧的整體走向分裂的個體，從寧靜的幸福走向動蕩的痛苦，古希臘

人性無疑表現得最充分，它既不可能維持在這一階段，也不可能進一步提高。其

所以不可能維持下去，是因為： 

 

知性通過已積累的貯備而必定要由感性和直觀中分離出來，並力圖達到認

識的明確性；其所以不能進一步提高，是因為一定程度的明確性只能與一

定程度的豐富和熱情相適應。古希臘人達到了這種程度，如果他們向前達

到更高的教養，那麼他們必須像我們一樣，放棄他們生存的完整性，分別

在不同的道路上去追求真理（Schiller, 1977：43）。 

 

因此席勒認為： 

 

人若要發展其多種性質，除了使它們相互對立之外，別無它法。而各種能

力的對立是文化教養的重大手段，但也僅是手段而以已，因為只要存在這

種對立，人就只是處於通向文化教養的途中（Schiller, 1977：43）。 

 

根據這個觀點，這種近代人的諸種能力處於衝突中的狀況，就仍然不可能是

文化教養的狀況，而僅僅是通過該狀況的一個階段（Jung, 1976：73）。如席勒說： 

 

儘管個別精神能力的緊張活動可以培養特殊人才，但是只有精神能力的協

調提高才能產生幸福和完美的人（Schiller, 19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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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認為席勒這一觀點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個體沒有能夠與集體文化的發

展保持同步，甚至有所倒退。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更深刻地陷入這種不利於個人

發展的集體氛圍之中，那麼，由斯蒂納（Marx Stirner, 1806-1856）或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思想所體現的那些激烈的反應就幾乎大可不必

了。因而直到今天，席勒的觀點仍具有時代性和有效性（Jung, 1976：71-72）。 

毫無疑問的是，這種片面性仍然為社會提供了相當多的益處，不容我們忽

視，而用其他任何方式是無法獲得這些益處的。正如席勒所精微地觀察到的那樣： 

 

只有把我們精神的全部能量集中在一個焦點上，把我們全部的本質匯合在

一種個別的能力上，如同我們為這種個別的能力插上翅膀，人為地使它遠

遠地飛越自然為它設置的界限（Schiller, 1977：44）。 

 

但這種片面的發展必然不可避免導致一種反動，因為被壓抑的劣勢功能不可

能完全從我們的生命中無限期地排除出去。當人的內在分裂必定要被廢除時，未

發展的功能可能被賦予一種發展機會的時刻就要來到了。隱藏在個體價值背後被

忽視的功能中，雖然它們對集體生活毫不重要，但對個體生活卻有著無與倫比的

價值。因此，這些功能代表了生機的價值，它能賦予個體的生命以強度和美，要

想在集體功能中尋找這種強度和美是徒勞無功的。已分化的功能固然為他獲得了

集體存在的可能性，但卻沒有使他獲得只有個體價值的發展才能給他的那種生命

之滿足和快樂。這些東西的缺乏常使人感覺到某些東西深深的喪失了，這種由此

而來的分割像一種內在的分裂，在席勒看來，人們可把它與痛苦的創傷相比較

（Jung, 1976：74-75）。席勒引導著我們去反思如下的問題： 

 

如果人性的培養必須做出這種犧牲，那麼我們與過去和未來的時代處於什

麼關係中呢？我們曾是人性的奴僕，我們為了它從事了幾千年長的奴役勞

動，我們被摧殘的本性印下了這種服役的屈辱的痕跡，以便讓後世盼到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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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安樂和道德的健康，並使他們的人性自由地發展。但是，人為此而注

定會錯過這一目標嗎？難道自然會由於它的目的而奪走理性本身規定給我

們的完整性嗎（Schiller, 1977：45）？ 

 

席勒針為這個難題做出這樣的回應： 

 

為了培養個別能力而必須犧牲它的整體，這樣肯定是錯誤的。抑或當自然

規律還力圖這樣做時，我們有責任通過更高的教養來恢復被破壞的自然本

性之完整性（Schiller, 1977：45）。 

 

顯然席勒在他的個人生活中，對這種衝突有著深刻的感受，正是他本人身上

的這種對抗，使他產生一種追尋一致性和協調性的渴望，這樣就能把受到奴役而

凋萎的功能解放出來，以便使和諧的生命得到恢復（Jung, 1976：76）。 

 

參、對兩類詩的思考：素樸詩和感傷詩 

 

對古希臘和近代的社會與心理狀況進行初步的探究之後，席勒以他最熟悉的

詩歌作為範例，從古希臘和近代發展出來的兩類詩歌中，區分出兩種創作類型與

內涵，分別是古代的素樸詩（naïve poetry），以及近代的感傷詩（sentimental 

poetry）。席勒希冀通過對兩類詩的分析與探討，以反映古代和近代文藝發展情

況，而突顯出古希臘與近代的人性發展的根本問題。 

「詩人或則就是自然，或者追尋自然。」前者使他成為素樸的（naïve），後

者使成為感傷的（sentimental）。在這樣簡明的術語中，席勒有系統地陳述其基

本區別。有一種詩人未覺察到他自身與外在世界或他自己內在的任何分裂，他能

夠將其所見與所體驗的直接地表現出來，詩人的個性並不投射於對象中，這樣的

詩人，席勒稱作「素樸的」，這特殊用法係為十八世紀令人熟悉的專有術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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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傷詩人通常是較為精密社會的產物，他體驗到自身與其外在世界之間和他自身

內在的緊張關係，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個不能與之融洽及不完善的世界，而那和

諧的世界只能存在於他想像力中。「感傷的」這一專有術語並無輕蔑的涵意，其

與「素樸的」這一術語有相對照及互補關係。有些評論家傾向於使用「反思的」

（reflective）一詞去清晰掌握這兩個概念的意義，避免產生英文中「感傷的」的

消極涵意（Sharpe, 1991：176-177）。 

在人的自然有機體向度這一章節中，我們曾詳細地討論過人與自然的本源關

係，在文藝創作方面，「自然」常為藝術家們所運用的重要媒材，在創作者詮釋

的作品當中，可見出其反映創作者的內外自然的和諧狀況，亦可觀察到這一時代

人格類型。無疑地，這是個相當有趣的文學心理分析，這將讓我們通過作品的表

現，來深究不同時代詩人的心理世界。我們先從古希臘的素樸詩開始談起！ 

在古希臘時代中，人與自然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人的內在自然（感性

和理性）和外在自然（人與自然世界）仍為和諧統一的狀態。在他們身上即可發

現自然的完整天性。席勒說道： 

 

古希臘民族在幸福的天空下，多麼親密地與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其想像力、

感受力、風俗習慣離單純的大自然該有多近，其詩章又是大自然的一幅多

麼忠實的畫卷。他們在描繪大自然時雖然極其精確、忠實、詳細，但並不

比他們在描繪一套衣服、一面盾形徽章、一副甲冑、一件家用器具或任何

一件機械產品時更投入、花更多的心思。他們對自然進行著擬人化和神化，

把自然的活動描繪得如同自由生物的行動，從而消除了其內部不聲不響地

存在著的必然性，而這種必然性正是它如此吸引我們的地方。他們急不可

耐地幻想引導其越過自然，逕直走向人生的戲劇。惟有生動與活潑和自由

的東西，惟有性格、行動、命運和習俗才能滿足他們（Schiller, 1975：102）。 

 

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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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人在其人性中還沒有喪失自然，所以在人性以外遇見自然並不使他

們驚異，他們也沒有迫切需要去尋找足以見出自然的對象，他們還沒有自

己與自己分裂，因而自覺為人是快樂的，所以他們必然堅守人性作為他們

的大原則，努力使一切其它都接近這個原則（Schiller, 1975：104）。 

 

由於古希臘人的內在自然尚未分離，人仍能體驗為人的快樂，在自己身上就

可以認識自然，所以人所關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性本身。因此，他們常將自然

加以人格化或神化，把平靜的自然轉化為活動的自由。這正是產生素樸詩的心理

情況（朱光潛，2001：112）。 

席勒列舉古希臘詩歌及近代詩歌作了鮮明的對比，古詩人 Homer 在「伊利

亞特」（Iliad）第六卷所描寫的：Glaucus和 Diomedes兩人在戰鬥中相遇，彼此

認出曾同在朋友處做客之後，互贈禮物。這幅感人的相互尊重之畫面，描繪了即

使在戰爭中，人們也遵守賓客法則（Schiller, 1975：107）；近代詩人 Ariosto描繪

騎士高尚的詩可與之媲美，詩裡講的是 Ferrau和 Rinaldo這兩個騎士兼情敵，後

者是基督徒，前者是薩拉遜人，在一場激烈的戰鬥中兩人都遍體鱗傷，兩人講和

並共騎一匹馬去追趕逃走的 Angelica（Schiller, 1975：108）。席勒認為這兩個例

子儘管可能如此的不同，但對我們心靈的影響卻是幾乎一樣，因為兩者描繪的都

是社會品德對激情的光輝勝利，兩者都以其思想的天真感動了我們。不過在描寫

這個相似的情節時，詩人們卻產生了如此迥異的表現。先來看看古希臘詩人

Homer這一作品的描寫內容：  

 

在阿戈思（Argos），我是你的朋友，在里西亞（Lycia），當我踏上這

片國土，你是我的朋友。因而在混亂中，讓我們避免以槍矛相對。對

我自己來說，特洛伊人（Trojans）和他們友好的同盟為數眾多，只要

上帝允許，大腿又夠得著，我就殺誰；你也有為數眾多的阿該亞人

（Achaeans），你見一個，就殺一個。但我們交換彼此的盔甲，使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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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能看見，我們多麼自豪，父輩的友誼促使我們成為朋友。於是，

從戰車上一躍而下，他們交談著，彼此緊握雙手，發誓相互維護友誼。

但 Glaucus被宙斯所激動，他不假思索地跟英雄 Diomedes，以金易鐵，

交換了盔甲，以小公牛計價，一個值百頭，一個值九頭（Schiller, 1975：

109）。 

 

在上述的詩篇中，見到素樸詩人在處理題材的那種冰冷之真實，簡直近於無

情，古詩人專心致志地對著他的對象，他隱藏在他的作品後面，他自己就是他的

作品。如果一個讀者對他的作品沒有能力去了解，或者感到厭倦，才會去追問他

本人如何（Schiller, 1975：106）。近代詩人可能很難等到這個地方才表露他對這

一情節的喜悅之情，但我們會因此而更容易原諒他，因為我們的心在閱讀時，也

會暫停跳動，樂意離開這個對象，反省自身。但這一切在 Homer 的史詩裡卻了

無痕跡，彷彿他只報導了一些極其普通的小事（Schiller, 1975：109）。素樸詩人

的性格在此詩歌中表現無遺，其如此冷靜、客觀地面對這種令人動容的畫面，這

樣的情況說明了在古代的生活世界中，這些道德情操的表現是極其平常，可是如

果發生在近代人身上，將產生非常大的差異。如榮格分析的，素樸詩人的天才完

全依賴「經驗」，依賴外在世界，他與它們有著直接的接觸，這種對客體的依賴

再清楚不過了，他與客體的關係有著強迫性的性格，因為他內向投射（introject）

於對象，也就是說，他的潛意識地與對象等同了起來，或者說他與對象間彷彿有

一種先天的同一。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把這種和對象的

關係稱為神秘參與（participation mystique）。因此素樸詩人的態度受對象的高度

制約，對象彷彿獨立地在他那裡運作，因為他與對象同一，所以對象在他那裡完

成了自己（Jung, 1976：131-132）。席勒對素樸詩人進行這樣的描述： 

 

只要人仍然是純粹（並非指原始的自然），他就起著一個完整的、感性的統

一體的作用，起著一個協調的整體的作用。感覺和理性，感受能力和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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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在其功能的發揮中尚未分離，彼此更未發生矛盾。他的感受不是偶

然性的不拘形式的遊戲，他的思想不是想像力的空洞的遊戲（Schiller, 

1975：111）。 

 

現在我們來看近代詩人的作品，席勒以 Ariosto為例，他出身於一個較晚的、

脫離品德淳樸的世界中，當他在描述相似事件時，他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和感

動，那種品德與他那時代特徵的品德之間的巨大差異感人至深。於是他突然離開

主題的畫面，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來看近代的感傷詩人是如何描繪的：  

 

古老的騎士品德多麼高尚啊！兩人是敵手，信仰又對立，忍著苦痛，

在敵對的激戰裡，遍體鱗傷，竟捐棄前嫌，同鞍共騎，穿過彎曲小徑

的幽暗，兩對靴刺，催馬疾馳，一直來到道路的岔口（Schiller, 1975：

108）。 

 

從這裡很明顯可看出，在近代詩人的筆下，他迫不及待將內心激動的情感表

露無遺，這種作詩風格充分顯現出他內在性格，表現出對崇高行為的愛好與尊

敬。在近代詩人的世界中，自然的天性（內外和諧的道德性）是一種遙遠的理想，

故他們總帶著感傷的心情去看待自然、懷念自然。一言以蔽之，素樸詩反映了那

世界的「現實」，而感傷詩則是表現對那世界的「理想」。 

近代人因自身與自然已由分裂而對立，成為主體與對象的關係，自然對人而

言，已不是與人融合為一的實在，卻成為一種觀念。席勒指稱，因近代社會專業

分工，而造成人自己與自己的分裂，想像力與思考力的相對立，於是失去人的內

在自然的平衡。自然遠離了人自身，而產生一種強烈依戀自然的心理狀態，依席

勒的說法，這種依戀自然與我們所追悼消逝的童年和兒童的天真的那種情感有密

切關係。席勒進一步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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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們身上體現為天賦（disposition）與使命（determination），在我們身

上則體現為實現（fulfillment），這種實現總是遠遠的落後於天賦與使命。他

們深受我們感動的絕不是對於他們缺陷和局限的想像，而是對於他們純淨

而自由的力量，對於他們的完美，對於他們的前途無量的想像（Schiller, 

1975：87）。 

 

那這兩時代的精神差異究竟來自何處？凡在自然領域的一切方面，古希臘人

把自然遠遠地拋在後面，因為他們與自然融合為一，在其自然即可見到自然，但

正是在這方面，近代人已從自然中分離出來，因此在我們內心深處更加崇尚自

然，席勒解釋道： 

 

這是由於自然從我們人類中間消失了，而我們只是在人類之外、在沒有生

靈的世界上偶遇了真實的它。並不是由於我們較合乎自然，正好相反，是

因為我們的現狀、處境和習慣違反自然，這才驅使我們在物質世界上去設

法滿足對於真實和單純的正在覺醒中的欲望，這種強烈的欲望，在精神世

界上是無法滿足的，它正如產生它的道德素質一樣，準確無誤地、永不泯

滅地存在於所有人類心靈中。因此我們眷念自然的感情是如此近似我們悲

嘆逝去的童年和天真歲月的感情。我們的童年是我們在文明的人類社會裡

還能見到的惟一保持完美的自然，所以要是身外的自然的每一足跡都帶領

我們回歸童年的話，那是不足為奇的（Schiller, 1975：103）。 

 

席勒說道： 

 

詩人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然的衛士。⋯又說：詩人要麼現在就是自然，要麼

他將去尋覓它。前者成為素樸詩人，後者成為感傷詩人（Schiller, 1975：11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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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以為這一簡要的闡述令人心動，因為它設定了與對象間兩種不同的關

係，因而他忍不住這麼說：「那些探求或者希冀做為客體的自然之人，並不擁有

對象，這些人屬於內傾型；相反地，那些本身已經是自然，並因此而與自然保持

最親近關係的人，則屬於外傾型。」（Jung, 1976：131）席勒將自己比擬為感傷

詩人，而將歌德視為近代的素樸詩人；故席勒歸於內傾型，而歌德則屬於外傾型

的性格；內傾型向內心尋找線索，於恆定中認識自己，而外傾型則向外探求，往

往於變化不居中認識自己。 

綜上所述，通過席勒對人的藝術向度的分析，促使我們能了解到人文創造活

動之內涵，從古希臘文藝至近代文藝的發展過程中，認識到古典人文精神的深刻

之處和近代人文精神之轉變，啟發了對人文內涵的不同面向之思考。從這種歷史

探究的角度觀察出，創造人文活動的主體能動性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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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綜上所述，席勒認為自然是人的第一創造主，在自然中，我們探索到人性存

在的物質性與精神性，掌握到人性本質的教育內涵為何之意義，並且證成了人的

雙重天性同時存在之必要性。通過自然，我們了解到人性存在的有限與無限，使

人能理解與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從有限見及無限，這是自然賦予人的第一個人性

的禮物，即是席勒在自然中所探求而得的人文內涵；在人的心理向度，延續人的

自然概念中的感性天性（物質本性）和理性天性（道德本性），認為人的心理有

兩種基本的衝動，分別是感性衝動和形式衝動，前者使人追尋變化、多樣、情感

的世界，後者使人追求不變、統一、理性的世界，席勒創造出第三種衝動－遊戲

衝動來作為融合前兩種衝動的中介。席勒認為遊戲衝動可使感性衝動和形式衝動

化解其對立的關係，通過遊戲的狀態，融合了感性的相對和理性的絕對，而使人

性達到最完美的狀態，此部分在闡釋人文活動的主體內涵；在人的藝術向度，人、

自然、藝術（美）三者之間的關係成為探究的核心，席勒認為人的內在世界反映

了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透露出人性和自然、藝術的本質之相應性，通過對古今

世界的人性和文藝探討，更確切地肯定了人性本質和美的本質的相互呼應之關

係，顯示出人文的創造活動內涵。 

總言之，本文欲凸顯出席勒美育理論中所蘊含的豐富人文思考，從人類學、

心理學、歷史、哲學及藝術等角度切入的思考面向，而涵攝出豐富的人類圖像，

進一步推論出以美為核心的人文教育之理想。在下一章我們將針對席勒美育思想

中的人文內涵加以論述，以探究美的人文教育如何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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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席勒美育思想中的人文內涵 

 

席勒在《美育書簡》第一封信開頭即談到：「我所要談論的主題與我們的幸

福直接相關，並與人性的道德高尚不無聯繫。」（Schiller, 1977：23）一方面，席

勒深信「美」的主題與人性所尋求的終極理想－獲得幸福生活有密切相關；另方

面，亦說明了通過美，同時可達到善的人性理想。如席勒所言：「適用於道德經

驗的東西，必然在更高的程度上也適用於美的現象。美的全部魔力正基於此一奧

秘。」並說：「這一主題不僅關係到時代的鑑賞力，而且更關係到這個時代的需

要，因為正是通過美，人們才可以達到自由。」（Schiller, 1977：25, 27）席勒美

育思想充滿著對人類精神文明發展之關注，為了能整體掌握其思想中的人文內

涵，在此先對人文思想作一歷史溯源，再進一步討論席勒美育中的人文內涵。 

 

第一節  人文思想的歷史回顧 

 

在淵源流長的人文思想之歷史進程中，每一時代的人文內涵反映出其特殊歷

史背景。我們可從最早的古希臘說起，在宇宙論時期，哲學家們所探求的根本對

象主要是物質宇宙，即「自然存在」。如埃歐尼亞學派（the Ionian School）所發

現的原質或物質因問題或畢達哥拉斯學派（the Pythagoreans School）從另一側面

尋出形式因或數理存在等，在這個時期對「人事問題」未有熱切的討論。直到詭

智學派（the Sophists）的抬頭與活躍，象徵著古希臘人開始關心且鑽研人事論問

題的一種時代精神，但又因詭智學派多鑽研於文法與修辭的研究，未予積極地展

開真理自體的探求，到了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B.C.）8才真正開始探掘人

存在的義蘊，特別是以靈魂的關懷規定人存在的本質（傅偉勳，2005：52-53）。

此時正式拉開人文思想的歷史序幕。古希臘人文教育稱為「派迪亞」（Paideia），

                                             
8 古希臘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蘇格拉底之所
以受到特別尊敬，正如西塞羅所說的：「是因為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地上。」（董樂山譯，200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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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培養文雅廣博的自由人，追求美的人生，重視身心平衡的調和發展。亞里斯

多德（Aristotle, 384-322B.C.）即提出：人文教育有益於自由人的培育。 

人文主義（humanism）一辭所涵攝的「人本性」9概念是來自拉丁字源

humanitas一辭，古羅馬哲人西塞羅（Cicero）是一此語辭的創始者。其主旨是在

探求人所以為人之道，而極力提倡古典方面的教養；同時要求通過現實人間的具

體知識，徹底通透人存在本身的自然本性，且以自然界中的人存在為足以自豪的

理性存在者。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之人文思想，重點在於發現世界和發

現人，透過發掘與研究古典文化，重新找到人性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擺脫以神權

為中心的世界觀。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10為文藝復興時代重

要的人文思想家之一，其掀起了對古希臘羅馬的風潮，提倡「復古」文風，使人

重新回到古希臘羅馬時代的人文精神世界的探尋，把古希臘所追尋自由精神的至

善至美帶到了這個時代，這一主張成為自由奔放的文藝復興時代藝術之觸媒，奠

定此時期藝術開花的思想基礎。由於佩脫拉克的鼓吹，人文主義思想漸漸波及北

歐及英、德、法各地，其中北歐的人文主義的教育學者伊拉斯莫斯（Erasmus, 

1466-1536）、英國牛津宗教改革者、但丁（Dante, 1265-1321）、薄伽丘（Boccaccio, 

1313-1375）等人的共同鼓吹，匯集為整個歐洲的人文主義運動，阿爾卑斯山以

南的文藝復興運動是美感的成份大，但山以北的運動則染上顯明的道德色彩。義

大利產生的放縱式的自由主義思想，在經由人文主義運動將個人的自由人格充分

解放之後，這種風氣一到北方的日耳曼，乃產生了對教會濫用權威的強烈攻擊。

文藝復興時代在阿爾卑斯山以南之運動，其人文主義之教育，訴諸審美的感情，

志在鼓勵個人的發展及個性的表現，其第一個目的在恢復自由教育的理想，這種

文雅教育追求思想、體格與道德的和諧發展，以適於自由人；第二個目的是重新

重視個性，恢復古代雅典人所注意之個別的超卓與個人的自覺。總言之，文藝復

                                             
9 「人本性」一辭有雙重意涵：一方面指涉一切具有人存在之意義者，或即人本身自然具有著的
一切（自然性）；另一方面又意謂著人所以為人的人性本質甚或人性理想（傅偉勳，2005：196）。 
10 佩脫拉克批判著經院哲學一心關注在邏輯範疇和形上學的問題上，這些抽象思維推理脫離人
的日常生活是多麼遙遠，他們總是準備告訴我們一些對於豐富我們生活無任何貢獻的東西，而對

人的本性，我們生命的目的，以及我們走向哪裡去，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卻不加理會（董樂山譯，

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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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運動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被視為古典之再生；另一方面亦被視為人文之再

生。而其人文主義教育即基於此意義上，以希臘羅馬文學與生活為旨趣，注重人

性多方面和諧的發展，尤其是注重身體和精神之調和發展，這種教育思想深富人

道精神，以培育希臘羅馬之文化人為主要目標，以陶冶「人之所以為人」為最終

理想（陳照雄，1986：21-25）。 

文藝復興之後的是啟蒙運動，這個時代是人類知識革命的時代，也是人類深

懷希望，充滿信心之理性時代，其思想傾向在於一切訴諸於理性之批判，講求科

學之實用，反對傳統與神權的束縛，其思想起點是：過去人性以及人的知識都受

到傳統及權威的束縛，但人性之底層仍然存有光明，啟蒙運動就是要用理智的指

示，使人類重新得到正確的生活動向，使人類將自己內心原有的力量發揮出來。

到十八世紀後半，「人文主義」（Humanism）一詞才正式產生，是在 1808年由

一位德國教育學者尼特哈麥（Niethammer）所提出。這個字最初的意義只是教育

的、文學的，乃是指用古代希臘拉丁文學來陶冶人的智力的意義（董樂山譯，

2001：19；陳照雄，1986：26、29）。 

人文思想到了十八世紀後半葉又達到一個新的高潮，一場新的反叛已在聚集

力量，特別是日耳曼，目標針對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狂飆運動旨在譴責理性主

義把感情的自發性、人的個性、天才的靈感從屬於冷冰冰的古典主義理性化規則

和不自然的趣味。他們把這看成是法國的文化霸權，這就在這些浪漫主義先驅者

的怒火上增添了不滿（董樂山譯，2001：134）。在人文思想方面，此時所強調

的最高原則乃是發展個體的自由，破除啟蒙運動以來強調理性教育；重視人性的

全面能力發展，尤其是情感與想像力的部分；目的在於使人的生命諸力量的內在

和諧；強調自然機體的世界觀；視人與自然為一和諧的整體（馮朝霖，2000：82）。 

質言之，此時的人文思想在於重視人的多種能力之和諧發展，強調對人的個

性、民族和歷史的尊重。對德國新人文主義學者而言，古希臘即象徵一種最真實

與完滿形式的人文精神，並將之視為人性在創造潛能上所獲得最大可能表現的理

想典範。而席勒即是新人文主義中的一位核心人物，他延續了啟蒙運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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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超越其思想限制，主張有機世界觀的論點，凸顯「自然」對人性的重要意義，

以解決啟蒙運動偏重理性法則造成的人性危機。在他的美育思想中即潛藏著豐富

的人文內涵，試圖將自然、自由、遊戲作一連結，形構出他完整人文思想的圖像。

下一節我們逐一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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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 

 

主觀主義的美學論與客觀主義的美學論的問題，在美學歷史中有著不少的爭

論。其共同欲解決的基本問題乃在於：當我們將一樣東西稱之為「美的」或「有

美感的」之時，我們到底是將其原有的一種性質歸之於它呢？抑或將其原來所沒

有的一種性質加之於它呢？主觀主義對問題的回覆是：「我們認定這種性質，是

因為我們喜歡上了那樣東西，而當我們把它稱之為美或具有美感之時，我們的用

意，無非只是表示我們發現它是令人愉快的。」客觀主義對問題的答覆是：「有

些事物不但始終是美的，而且是出乎他們的本性。」換言之，主觀主義認為美乃

是基於使人感到愉快的感受而產生的，並將人所產生的愉快心境加之於美這一對

象上；而客觀主義則認為，美之為美，乃出於美本身就具有的特質，並不因人的

主觀感受而決定構成美的條件。於是客觀主義的美學將「美」界定為各部分的一

致與和諧，在和諧之中，見到了絕對與至上之自然律（劉文潭譯，2005：239-240）。

由此可知，主觀美學強調美感主體的主觀感受，美存在於人的主觀判斷中；客觀

美學則認為美是出於其本性，是一種內外整體和諧一致之表現，強調整體的自然

概念。 

席勒美學延續客觀論美學所持的論點，認為美與自然（廣義）本質的密切關

聯，進而從人性本質找尋美的本質，確立美學客觀性的基礎。對席勒而言，「真

正的人」是指：完全不受外物所限制。因為當人一有目的時，將會受到控制。若

是目的在外的話，控制力更大；目的在內的話，則自我將壓抑某種情緒方面的表

現，只讓那個為達目的所需要的條件去運作。席勒指出人唯有在遊戲時沒有目

的，只是為遊戲而遊戲（傅佩榮，1995：89）。席勒所認為的美乃是客觀的，而

區別出具有某種完善或是目的的美之概念（Schaper, 1979：109）。在康德哲學中，

人的存在以在世界上實現「至善」為目的，以人為對象所表現之美，與這個「目

的」不可分，這個「目的」與「人」的存在又不可分，因此「人」的存在不可捨，

捨棄則美感無從誕生（黃振華，2005：414）。由此可推得，康德美學乃為一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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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觀的」立場，其所強調「合目的性」是「主觀的」，因「目的」這一概念是

來自「人的自由」。他所謂的「美」，被賦予指向「道德」，以完成人的理性為終

極目的。如康德說「美是道德善的象徵」，由於「無關心」是從「自由」的概念

轉變而來，美感由道德情感轉化而來，因此這裡可以更詳細地表達為：「無關心

是自由的象徵」，「美是道德情感的象徵。」由於「自由」是道德世界的理性概念，

而「無關心」表現在感性對象之上；道德情感來自道德世界，而「美感」表現在

感性世界之上。因此，美感判斷便聯結了兩個世界（黃振華，2005：415）。但康

德美學仍僅停止於「主觀性」，因為它排除人的感性我，而極力彰顯人的理性我

的存有，他的美學仍是未能使現象與本體、自然與自由、感性與理性獲得真正的

融合。因此康德的「自然」指現象界的「物」這一對象，而未涵攝「自由」的概

念於其中。 

席勒對美的客觀性主張是基於完整人性的理解之上，如他說的：自然使人有

了第一次的出生，因此自然是人性的一切起點，亦即人性發展的根芽。席勒的自

然觀表現於藝術創作（美）的觀點上，並排除了所謂的「目的性」，賦予藝術完

全的自由。在《論美書簡》（別稱：致克爾納論美的信）中，他堅決主張藝術的

客觀性，認為藝術美不在表現什麼（材料）上見出，而在怎麼表現（形式）上見

出。他所了解的「形式」是想像力所掌握的完整之具體形象，這形象應該「自由

地表現出」或「自由是自已所決定的」。意思就是說「在一件藝術作品中找到的

只是被表現的那個對象的性質」，它既不受材料或媒材的限制，也不受藝術家的

主觀性質的干預。不受材料或媒材的限制指的是正被表現的對象的形式（形象）

能完成征服材料。對於藝術家和被表現的對象的關係，席勒接受歌德的看法，反

對主觀的創作手法，而認為理想的風格是表現純粹客觀性的（朱光潛，2001：

91-92）。11誠如席勒說的： 

 

                                             
11 席勒所謂的「純粹客觀性」與他所預設的「形式」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席勒認為各種藝術類
型盡管有其外觀、質材、創作方式等差異，但其最終所追尋的精神形式卻是一致的，也就是使人

通過藝術獲得心靈的養份，這個崇高的藝術精神即是所謂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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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藝術作品的卓越只是在於最大限度地接近那種美感純粹性的理想。在

我們所能達到的充分自由中，作品總會給我們留下某種特殊的心境和獨特

的傾向。當某一門類藝術及其作品所給予我們精神的心境越普遍，傾向越

不受局限，那麼這一門類藝術就越高尚，這類藝術品就越優秀（Schiller, 

1977：104）。 

 

席勒所謂的「理想藝術」乃是指藝術不受限於個別類型的局限，而能超出素

材給予的規定，而能在形式上保持最高的獨立與自由，12在這樣作品下，美感主

體（人）與美感對象（藝術）在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使人的心境保持最大的開放

性與自由，任其想像力與知性自由遨遊。席勒針對各門藝術進行分析： 

 

不同門類藝術的客觀界限並沒有推移，只是在它們對精神作用方面變得越來

越相近了。音樂在它的最高度提煉中必然成為形象，並以古典靜謐的力量

作用於我們；造型藝術在的最高度完美中必然變得像音樂，通過直接的感

性顯現，打動了我們的心；詩歌在其最完美的創造中必然像聲樂般的藝術

那樣強而有力地吸引我們的心，同時又像雕塑以靜穆而愉悅的氛圍環繞著

我們。這裡同樣表現出每種藝術的完美風格，它知道要排除自身藝術所特

有的限制，而又不失去其獨特優點，並由於明智地運用它獨特性而賦予它

一種更普遍的性格（Schiller, 1977：105）。 

 

席勒認為各種門類的藝術，在客觀上的差異並沒有改變，如音樂、繪畫、雕

刻、表演等所使用的媒材與創作方式仍是大異其趣的。但當每種藝術發展至最高

「形式」時，其在每個人心中所產生的美感心境是相似的，通過此打破了各門藝

術固有的疆界，而能在最高的精神形式中顯現自身。席勒接續說道： 

 

                                             
12 這裡的「形式」是指人的心理機能－感性和理性功能。藝術應是一種能給予人的心理保持最
大的自由，使人的知性和想像力能相輔相成，優游於一種自由遊戲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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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美的藝術作品中不能依靠內容，而要靠形式完成一切。因為只有形

式才能作用到人的整體，而相反地，內容只能作用於個別功能。內容不論

怎麼崇高和範圍廣闊，它只是有限地作用於心靈，而只有通過形式才能獲

得真正的美感自由（Schiller, 1977：106）。 

 

這裡所謂的「形式」並非指的是單純的理性形式，而是如前所述的「活的形

象」，是人的感性與理性統一的心理狀態，它象徵一切理想藝術類型所共通之精

神本質。藝術應充分表現自由精神，但也只有在其最高度發展的狀態才能顯現，

因此在這樣的美感心境中，使人的心靈處於高度獨立的理性與最大豐富的情感之

中。故席勒說： 

 

因此藝術大師的獨特的藝術秘密就在於，他要通過形式來消除素材。任何

藝術鑑賞家都不能否認，即使對於這類藝術作品本身，為了使其更完美，

它也越需要在最激烈的情感風暴面前保持它的精神自由。有富於激情的美

的藝術，然而美的激情的藝術卻是一種矛盾的說法，因為美的必然的效果

是擺脫了激情的自由。美的教育性（教訓的）或勸善的（道德的）藝術的

概念也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沒有比給精神以特定的傾向與美的概念更加矛

盾了的（Schiller, 1977：106-107）。 

 

在這裡，席勒批判了康德將美指向某種道德目的的說法，因為其根本地違背

了美的核心本質－精神自由。席勒所意謂的美感教育較相近於如下的見解：藝術

揭示了自然中所隱藏的造化秘密，歌德將之稱為「不可說者」。藝術創造與活動

所顯示的意義，不僅是康德所謂的「漠然的快感」（無關心的滿足），而更在於參

與自然的造形與造化。從大自然無盡的造形與造化中，人們不只觀察了背後的終

極目的，也體驗了此一目的在人生命本身的召喚：一方面學習者賦予大自然造物

應有的尊嚴與價值，另一方面學習自然的規矩與法則，作為建構本身文化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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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繩（馮朝霖，2000：93）。因此席勒的美育思想最核心的本質在於使人領略精

神自由的可能。如他說的一段： 

 

正是因為美感心境沒有把人性的個別功能單獨地保護起來，所以它對每一

種功能都毫無區別地給予優待，它所以不給個別能力以特殊優待，是因為

它是一切能力可能性的基礎。所有其他訓練都能給人以一種特殊的技巧，

由此也給人設置了一種特殊的界限。只有美感的訓練可以導致無限（Schiller, 

1977：103）。 

 

席勒認為通過完善的藝術形式可使人的心境保持最大之自由空間；而個別藝

術內容卻只能使人獲得某種技藝、技巧，無形中也給人設下了界限，人無法提升

至較高層次的精神領域，只停留到技術層次，而無法領略藝術的美好與幸福。因

此席勒主張各藝術類型應透過形式來消除素材所造成的局限，而達到共通的最高

心靈境界。這也就是席勒所謂的「美感心境」。最後，席勒提出了如下的總結： 

 

感性的善只能使一個人幸福，因它是以獨佔為基礎，而總是具排他性的，

它只能給人片面地幸福，因為個性沒有參與其中。絕對的善只有在一般無

法假定的條件下，才能使人幸福，因為真理只是以忘我作為代價，只有純

潔的心才相信純潔的意志。唯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誰要是受到美的

魔力的誘惑，他就會忘掉自己的局限（Schiller, 1977：138）。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曾言：席勒偉大之處在

於首次打破康德主義的主觀性和抽象思想，並試圖去超越這些，而能掌握「統一」

（unity）和「調合」（reconciliation）作為其美學的真理（Cohen&Guyer, 1982：

238-239）。席勒克服了康德主觀論美學的發展困境，確立了美的客觀性論點，通

過對藝術的形式和素材的分析，而歸納出其共通的精神本源，這對於培養完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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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精神自由的美感教育而言，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並且也跨越了各種藝術之間

的界限，找尋到彼此溝通、對話的空間。13 

                                             
13 席勒這裡所提出的跨越藝術邊界的見解，就某種程度而言，已有後現代思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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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由 

 

席勒美育理論體現了「美感自由」（aesthetic freedom）這一概念，在他看來

美是自由的外在顯現，其適切地描述美的對象之表現，並指出「自由」（freedom）

和「自律」（autonomy）是美在這世上所表現的存在原則，故美是自律的象徵、

是自由的象徵（Miller, 1970：89-90；Hohr, 2002b：491）。如果美是自由的象徵，

那自由本身又是什麼？是指真實的自由（real freedom）抑或是把它想像為行動、

幻覺、另一個美的對象、曾反映過這想法的人類活動，但卻從未實現過它（Hohr, 

2002a：64）？一言以蔽之，自由究竟是實在的還是想像而來的呢？ 

對十八世紀的德國而言，「自由」是那時代精神的一個最強音符，其不僅響

徹在席勒的詩歌、戲劇作品中，也同樣成為他的美學思想之基調（毛崇杰，1987：

1-2）。歌德曾說：貫串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這一理想。與歌德相比，席勒

的自由偏向理想，而歌德較為現實。因為歌德認為：自由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每

個人都有足夠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多餘的自由有什麼用，如果我們不用它（毛

崇杰，1987：5-7）？而席勒卻不這麼以為，在他的美育思想中無處不彰顯他所

欲達成的「精神自由」的理想。他通過「美」這一對象，使得「自由」這一抽象

概念獲得具現化的可能。如他所言： 

 

美無法增進人的智慧，也不能實現道德目標，更不能發現真理，而唯一可

以讓人獲得的東西是「自由」（Schiller, 1977：101）。 

 

美給人的是一種使人免於自我疏離的自由，一種使人做他自己、成為他自己

的自由（Miller, 1970：117）。席勒認為美是人的第二個創造主，是人的第二次出

生，通過自由與遊戲使人性到達頂點，使人性獲得彰顯，因此美使人性成為可能。

對人而言，這種人性的饋贈無非是上天所賦予人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席勒明確地

解說他所謂「自由」的真義。他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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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各種誤解，我要說明我指的自由是以人的綜合本性為基礎的自由

（Schiller, 1977：96）。 

 

亦即席勒所謂的自由是展現於感性和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之中。其意謂著完

全地「自決」（self-determined），並依循獨立於外在影響的內在需要（ inner 

necessity）（Cohen&Guyer, 1982：244）。席勒並且說： 

 

當人是完整的，並且他的兩種基本衝動已經發展起來時，才開始有自由。

只要人是不完整的，並且他的兩種基本衝動有一種被排除了，那就沒有自

由（Schiller, 1977：97）。 

 

換言之，人的自由展現於人性和諧的表現，若排除某一種天性，將無自由可

言。因此席勒所以為的自由之概念係源於對人性本質的探索所獲得的結果，故其

所顯現的自由即是一種自然的道德自由之概念。依席勒所言： 

 

由自由的純粹概念中可看出，自由是不受（外界）影響的，自由本身是自

然的作用（取廣義自然），不是人的作品。由此可知，自由只能通過自然的

手段來促進和阻止（Schiller, 1977：97）。 

 

這裡意謂著「自由」並非由人自己主觀所規定的範疇，而是必須回到自然的

本質來作思考，如此可以避免人的偏見與私欲，進而成就人的完整性。自然是人

的第一創造主，通過自然的「內在之必然」顯現「自由」的法則中，以反映出人

性追求和諧完滿的天性。據此所衍義而出的自由方為人所應追尋的自由內涵。而

在美當中所顯現的自由，即是美感教育中最重要的人文精神。 

美同時蘊涵著感性和理性、必然和自由、自然和道德等概念。如席勒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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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唯有在美的狀態中，方才能感受到自身處於時間之外，以一種純粹性和

整體性表現出來，尚未因外在力量的影響而受到損害（Schiller, 1977：103）。 

 

又接著說： 

 

倘若我們投身於真正的美之享受中，此刻在同等程度上，我們成為被動力

量和主動力量的支配者。真正的藝術作品將使我們處於這種高度安詳、精

神自由與力量、生機交融的美感心境當中（Schiller, 1977：104）。 

 

又說： 

 

假如人通過感覺的媒介取得了某種存在的經驗，通過自我意識取得了人的

絕對存在的經驗，那麼隨著它們的各種對象出現，人的兩種基本衝動也就

活躍起來。生活經驗（隨著個體的開始）喚起了感性衝動，各種法則的經

驗（隨著人格的開始）喚起了理性衝動。在這兩者存在以後，人這時才建

立起他的人性。只要這兩種相反的基本衝動在人的身上活動起來，這兩者

就失去了它們的強制，而由兩種必然性的對立中產生了自由（Schiller, 

1977：96）。 

 

具體而言，席勒所謂的自由即是指：當一種美感的心靈境界出現時，將無所

求、無所待，沒有目的及欲望，這一切都擺脫了。席勒認為當美感表現出來的時

候，完全沒有這些客觀的考慮。在人的內在，兩種衝動可以調和、化解，使其放

棄各自的規定，讓對方能進入自己的範圍，保持開放，如此一來，一個人的生命

就能擺脫規定，得到解放。譬如，如果只注意變化，就會跟著變化打轉，而無法

理解變化；反之，太注意形式，拚命注意理解，忽略了變化，也是走極端。能夠

調和，才能構成內在心靈的解脫或自由（傅佩榮，1995：88）。當人完成了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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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才能對純粹的形象顯現進行無所為而為的自由欣賞，擺脫了物質需要的束

縛，方才顯示人性的開始（朱光潛，2001：105）。故席勒言： 

 

人的心靈由感覺到思維的轉變，經過「美感狀態」可使感性和理性同時起

作用，正是由於它們相互揚棄其各自規定的力量，並通過對立而產生一種

否定，在這中間狀態，精神既不受自然的強制，也不受道德的強制，並以

兩種方式活動，優先服務於一種所謂的「自由使命」（Schiller, 1977：98-99）。 

 

因此，席勒認為促進鑑賞力和美的教育之目的就在於：培養我們感性力量和

理性力量的整體達到盡可能和諧（Schiller, 1977：99）。 

席勒將美界說為：美是自由的外在顯現，其主要源自對康德實踐理性的觀

念，並且是關於美感問題與道德自由上。席勒認知到人在完成道德行為的過程中

能超越物質需要（physical necessity），並認為道德領域中的「自律」必須明確的

應用在美學。因此席勒規定了愛好（inclinations）和理性（reason）在道德中的

平行關係。他致力去尋找人的行為是自發性的道德，想在美學和倫理學之間建立

一種特別的關係。「自然的和諧」（the natural harmony）就是席勒認識到美感對象

能提供他一種方式，以拒絕康德道德哲學的強迫性，席勒持續地去思考藝術作為

人類教育的重要手段。「美是自由的外在顯現」可說是席勒對康德道德嚴格主義

不認同的觀點，康德推測道德發展是來自於人的理性本性和感性本性之間的衝

突，因普遍道德法則的存在，人必須認識到他「應該」（ought to）與其一致，他

的意志要能超越任何愛好。對於席勒而言，他拒絕道德規則所暗示的強迫，道德

義務的強制本性似乎不關切人的感性本性，因而主張當道德決定被作成時，人的

整體本性應該是要和諧的，他提出「理想的美」應是要給人自由去克服這種道德

衝突。一旦人有了這種自由，他就能夠自發性表現道德行為（Ugrinsky, 1988：

138-139）。在席勒思想背後所預設的人性，乃基於一種「統整人」的主張，因為

在人性完整的狀態中，人的精神是處於自由的活動，即感性和理性的和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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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席勒所認為的「美是自由的外在顯現」，其意義就在於美所表現內涵即是一種

精神自由的具體示現，一言以蔽之，美所呼應的無非就是一種人性本質。而康德

所說的：「美是道德的象徵」，其美的內涵即在於突顯道德精神，將美的存在目的

指向「至善」，亦即美的終極意義在於使人實現道德理性的目的，完成現象與本

體、自然與自由之間的橋樑。在這兩種對美的界說之下，其涉及到康德和席勒兩

人對「美」與「善」的關係之分歧見解上。 

席勒並不像康德將人設定為一種「有限」理性的存在體，康德認為人的理性

我和感性我永遠處於緊張狀態，因而強調「義務」對人的強力約束，排除一切關

於任何「愛好」的可能，甚而將人的義務與愛好、理性與感性給對立起來。如康

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基礎》中說的（引自毛崇杰，1987：51-52）： 

 

人覺得他自己有許多需要和愛好，這些完全滿足就是所謂的幸福；同時又

有許多義務的命令，人的理性指出這些命令是極值得尊重的；那些需要和

愛好是一切這些命令強而有力的敵人。而且理性的命令是強硬不讓步的。 

 

對此，席勒頗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理性與感性、義務與愛好應當並且可以

統一，於此種統一的和諧中產生出一種所謂「遊戲的美」。他說：人不僅能夠而

且應該愉快地服從自己的理性。席勒又說： 

 

當尊嚴與生命融為一體時，生命就無足輕重，只要愛好開始起作用，義務

就不再是強制的。同樣地，只要事物的現實、物質的真理與形式的真理和

必然性的規律相結合，心靈就更自由地、冷靜地接受它們（Schiller, 1977：

78）。 

 

席勒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此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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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懷著情欲去擁抱一個理應鄙視的人時，我們就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強

迫。當我們討厭一個值得尊敬的人時，我們也就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強制。

但如果一個能既能吸引我們的欲望，又能獲得我們的尊敬，情感的強迫和

理性的強迫就同時消失了，我們就開始愛他，這就是同時跟欲望和尊敬在

一起遊戲（Schiller, 1977：78）。 

 

並且在下面兩首詩中堅持著他的觀點。如在《良心的疑慮》一詩中所描述的：

「我願為朋友效勞，可惜我憑愛好而為之，因此我經常感到懊惱，因為我並非有

德者。」《決斷》一詩中又說：「現在沒有別的辦法；你得試著輕視他們，然後嫌

惡地去做義務命你去做的事。」（李明輝，2004：69）若進一步分析可知，席勒

與康德爭論的焦點在於：在道德義務之踐履中（而非在道德法則之制定中），愛

好（因而感性的本性）是否有其角色？對康德而言，義務是出於對法則的敬畏的

一種行為之必然性，敬畏之情固然包含一種愉快之情（作為積極面），而類乎愛

好；但敬畏之情畢竟不是愛好，因為它也包含一種痛苦或不快之情。在康德看來，

這種敬畏之情顯示我們的感性我從屬於理性我。故對他而言，「對義務的愛好」

是個矛盾的概念。如他在《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而作的札記所言： 

 

如果所有人都心甘情願地遵從道德法則（正如理性包含這個法則，以之為

規則），那麼絕不會有任何義務（正如我們無法設想這個決定上帝意志的法

則對它有約束力）。因此，如果有義務存在，而在我們心中的道德原則對於

我們是命令（定言令式），那麼我們必然被視為即使沒有愉快與我們的愛

好，也不得不去履行義務。自願且出於愛好去做某事的義務是矛盾。 

 

德文的 Tugend一詞源於希臘文的 areté及拉丁文的 virtus，包含有兩種涵義：

其一，人的性格中之某種卓越的特質；其二，由於這種特質而表現出來的某種道

德存心或行為。前者可譯為「德性」，後者可譯為「德行」。康德在此主要著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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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涵義。席勒則側重於第一種涵義。因此，席勒將「德性」界定為「一種對

義務的愛好」時，他是就人的整體性格，而非就其個別的存心或行為立論。由此

可知，他們爭論的焦點涉及主體性架構的層次。就主體性架構而言，康德所理解

的道德主體是一個「理性主體」，它排除一切感性因素，單獨負責道德立法。它

固然包含道德行為的「動因」，但卻不包含其「動機」14；道德動機則旁落於屬

於感性領域的道德情感。反之，席勒所構想的道德主體卻不排除感性的本性。如

現象學倫理學家萊內爾（Hans Reiner, 1896-1991）所指出的： 

 

人這個存有者－根據席勒，他應當是道德的－不僅是純粹的理性人格，而

是包含其感性面在內（亦即，包含其『自然』在內）的整體的人。 

 

對席勒而言，道德行為是本身就含有動力（即道德動機）的道德主體之自我

實現；而人的道德圓滿性在於理性我與感性我之內在統一，亦即義務與愛好之結

合。然而，個別的道德行為（德行），不足以達成這個目標；而人必須實現其道

德本質，或者說，成為一個道德的存有者（李明輝，2004：56-57）。如上所述，

康德強調道德情感為敬畏之情，藉以凸顯道德之尊嚴，以及人之理性我與感性我

間的緊張性。但在席勒的主體架構中，道德情感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而顯

示人之理性我與感性我間的協調與統一。如席勒所說的一段文字： 

 

當道德情感終於對人的一切感覺確保到一個程度，以致它可以毫不畏怯地

任由情慾領導意志，而不虞與意志底決斷發生矛盾時，我們即將這種情感

稱為一個優美的心靈。因此，在一個優美的心靈當中，個別的行為其實不

是道德的，而是整個性格才是道德的。 

 

因此「優美心靈」代表道德情感的極致，亦即人的整個性格（而非個別行為）

                                             
14這裡的「動因」指的是外在動機，而「動機」則與內在動機有關。 



 108

之和諧（而非緊張）（李明輝，2004：60-61）。故席勒首要的貢獻即在於：使實

踐理性的發生和美學保持和諧一致，道德知識的實現是在美感教育的過程中獲得

的，他的想法不只是抽象的等待遙遠未知的實現，而是努力規定使人通過美感教

育而感性地獲得道德知識（Martinson, 2005：14）。亦即通過美的教育使人同時

兼及愛好（感性）和義務（理性）兩者。 

綜上所述，席勒的美育思想回歸於人性作為基礎，其超越了康德美學與倫理

學發展的局限性與困境，席勒將美與善立基於人性統整之上。歌德所謂的「美是

自然的道德象徵」與席勒的「美是自由的外在顯現」有其相近之處，前者是通過

美以反映「自然」（取廣義）的內在自由（為一種道德象徵）之本質，後者是通

過美反映「人性」的本質（感性與理性和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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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遊戲 

 

席勒對於「美」的概念與他對人性所做的預設有很大的關係。席勒認為「美」

這個對象，具有統攝感性和理性的強大力量，他在「美」中窺見「人」的完整概

念（李明輝，2004：59）。並且進一步主張只有美的觀念方能使人成為整體，因

為美要求人的兩種本性與它協調一致，在通過主體和對象的相互作用過程中，把

美與人的本性和人的活動聯繫起來，故在人的本性中可尋找到美的根源。如席勒

說的： 

 

理性根據先驗的理由提出如下的要求：在形式衝動和物質衝動之間應存在

一種聯繫，此即遊戲衝動，因為唯有實在和形式的統一、偶然性和必然性

的統一、被動與自由的統一才圓滿實現「人」的概念（Schiller, 1977：76-77）。 

 

為何理性必然提出上述的要求？席勒回答道： 

 

理性就其本質而言，要求完滿和排除一切限制，某一種衝動的個別活動無

法完成人性的完整，並會造成人性的一種限制。只要理性告訴我們有「人

性」存在，同時就有「美」的存在（Schiller, 1977：77）。 

 

由於人的理性自動地會要求一種人性的圓滿，基於這樣的要求，人通過理性

作用而有追求理想人性的內在驅力，這種理想人性與美有很大的關係。如席勒說

的：美即是「活的形象」，在德文為 lebendige Gestalt，係指由人的內心本身蘊釀

而成的一種「完整的形式」（傅佩榮，1995：81）。對於此概念，席勒提出如下的

闡釋： 

 

所謂活的形象，必需是形象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形象；若只有形象，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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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只能說它是單純的抽象；若只有生命，而無形象，只能說是單純的

表象。總言之，只有當他的形式活在我們的感覺裡，他的生命在我們的知

性中取得形式時，他才是活的形象（Schiller, 1977：76）。 

 

這段文字的意義即在說明「美」這一對象要求感性內容及抽象形式同時存

在，亦即只有在這兩者同時進行的活動中，新領域的產生－幻想領域，15它既不

是生物驅力也不是道德律或生理法則的運用。在幻想的領域，主體能形成他自己

及主張反對其他兩個極端的力量（Hohr, 2002a：71）。故人性的完整必須包含人

的感性生命和理性形象，在「美」這個對象中，可反映出理想的人性圖像。席勒

又接續說： 

 

人應該和美一起遊戲。只有當人在充分意義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

當人遊戲時，他才是完整的人。人在各種狀態下，正是遊戲才能使人達到

完美並同時發展人的雙重天性（Schiller, 1977：79-80）。 

 

在遊戲狀態中，人的感性衝動和形式衝動彼此不再對立，既感覺不到感性的

自然要求是強迫，也感覺不到理性法則是強迫（朱光潛，2001：100）。簡單地說，

當人在進行美感享受時，其實就如同遊戲一般的心情，他（她）不受任何內／外

在力量的強制，其精神是處於一個自由狀態，人的知性和想像力得到自由的馳

騁，在這樣的遊戲心境中，人的感性和理性將獲得最充分的發揮，同時使人性獲

得最高度的彰顯。 

席勒延續了康德美學的觀點，認為「經驗主義美學」和「理性主義美學」對

美的預設各有其偏頗，而試圖融合主客對立的美學觀，席勒從人性的概念中找到

了強而有力的美學基礎，回歸至人性本質來思考美的問題。他以為： 

 

                                             
15 幻想的領域即是席勒所謂的具有高度想像概念的「遊戲衝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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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能像那些過分執著於經驗證據的敏感觀察家所認為的那樣，單純以為

只是生命，而將現時代對美的鑑賞力降低到「生命」；也不能像那些遠離經

驗的藝術家在解釋時，認為美只是「形象」。因為人不只是物質（matter），

也不只是精神（spirit）（Schiller, 1977：77）。 

 

並批判道： 

 

這些美學家在美的整體中只看到各個部分，前者按照美的作用來思考美，

後者則使美像他們所思考的那樣，兩者都無法達到真理。前者以自己有限

的思維力來模仿無限的自然，後者把無限的自然局限在他們的思維法則

上；前者沒有考慮到他們完全有理由把美的本質規定為自由，自由並不是

無規律性，而是規律的和諧，不是隨意性，而是最大的內在必然性，後者

沒有考慮到，他們同樣有理由使美作出規定，這種規定不在於排除某些實

在，而在於絕對地包括一切實在。因此，它不是限制，而是無限性（Schiller, 

1977：89-90）。 

 

實在論美學強調對美的直接感受性，將美局限於生命所感知的範疇內；觀念

論美學過度著重對美的抽象思維，將美受限於理性思維的形式。16前者將人視為

純粹的「自然人」（狹義），後者則把人當作純粹的「理性人」。兩種美學都無法

說明完整的人性概念。因此席勒認為： 

 

在美的直觀中，人的心靈是處於規律和需要之間恰到好處的中點，正因為

它介於兩者之間，其避免了規律和需要的強制（Schiller, 1977：78）。 

 

在美感狀態中，人將達成生命與形象的統一，感性與理性的統一，物質與精

                                             
16相對於英國感覺主義論者，席勒主張美的幻想（the beautiful illusion）並不是感覺汜濫的結果，
相對地，是從情感的支配中解放（emancipation）的結果（Hohr, 2002b：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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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統一，實現人格的完整與心靈的優美（朱光潛，2001：101）。就像席勒說的： 

 

物質衝動（感性衝動）和形式衝動在它們的要求上都是真切的，因為在認

識上，前者關係到事物的實在性，後者關係到事物的必然性，而在行動上，

前者旨在生命的維持，後者旨在尊嚴的維護，兩者都旨在追求真實與完美

（Schiller, 1977：78）。 

 

這段話的意義在於，人的雙重天性，各有其存在的使命，感性要求「實在」，

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續；理性要求「必然」，使人的存在獲得尊重。兩者是構成完

整人性的必要條件。席勒對人性的思考，強調的是「整體性」的概念，而完整人

性必須同時涵攝人的兩種天性；他對美的思考亦以此作為出發。如下面這一段所

表示的： 

 

只要美向人暗示出絕對形式和絕對實在性的雙重法則，美就存在。只要同

時既消除了自然規律的強制又消除了道德的精神強制，在同時圍繞這兩個

世界必然性的更高概念，以及由兩種必然性的統一中，他們才能獲得真正

的自由（Schiller, 1977：79-80）。 

 

席勒所謂的美乃是一種「理想美」，其排除任何片面性的美的判斷，認為美

應是同時顯現人性本質的兩種法則，兩者同時存在又同時包容彼此。又說： 

 

美是自由觀照的作品，我們和它一起進入觀念世界，但我們並不會像認識

真理時那樣拋棄感性世界。真理是脫離一切物質材料和偶然的東西得出純

粹抽象的產物，是不附帶主觀限制的純粹對象，真理也是不混雜任何感受

的純粹自動性。然而，從最高度的抽象也有一條回到感性的道路，因為思

想會引起內在的感覺，邏輯和道德相統一的概念會轉化成感性上和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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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Schiller, 1977：121-122）。 

 

這段話是在區別：認識真理和觀照美的作品，兩者本質的差異，認識知識上

的真理使人必須全然地拋棄感性的主觀認識，因為這樣才能得到真確無誤的判

斷；人在對美的觀照時，卻不需要如此，因為「美」是必須通過「感性」才能獲

得。席勒對此作出更清楚地區別： 

 

當我們以認識為快樂時，我們就會十分嚴格地把概念和感覺區分開來，把

感覺看作某種偶然的東西，忽略它並不會使認識中斷，使真理不成其為真

理。但是要把美的觀念和感覺能力的聯繫分開是徒勞的。因此，我們把前

者只看成是後者的結果是不夠的，必須把兩者視為互為因果。當我們獲得

美感的愉快時，能動和被動的這種交替無法區分。在這裡，思索和情感是

完全交織在一起的，以致使我們認為自己直接感受到形式。因此，美對於

我們而言是一種對象，因為思索是使我們感受到美的條件。但是，美同時

又是我們主體的一種狀態，情感是我們獲得美的觀念的條件。美是形式，

我們可以觀照它，同時美又是生命，因為我們可以感知它。總之，美既是

我們的狀態也是我們的作為（Schiller, 1977：122）。 

 

席勒將美的本質呼應了人性的本質，理想的美亦呼應了理想人性。正因為美

同時是這兩者，故它向我們成功地證明： 

 

被動絲毫不排斥能動，素材絲毫不排斥形式，有限絲毫不排斥無限，人的

道德自由決不會被他的必然的自然存在性所消滅。美可以證明這一點，只

有美才能為我們證明這一點（Schiller, 1977：122）。 

 

席勒繼續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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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享受美和美感統一時，產生著素材和形式的實際統一和交替，被動

和主動的實際的統一和交替，所以這兩種本性可以結合，無限可以出現在

有限，因而最崇高人性可能實現就得到了證明。美證明「道德自由」和「感

性依存性」完全可以並存，還證明人為了表現出精神並不需要拋棄素材。

因此我們不再為找到從感性依存性到道德自由的過渡而感到惶惑不安

（Schiller, 1977：123）。 

 

席勒這個觀點是來自康德美學中所主張的：美感表現在感性世界之上，但美

感的來源起自道德世界（理性）。美感的誕生聯繫了道德世界和自然世界（感性

世界）（黃振華，2005：412）。換言之，席勒認為通過美可同時完成美善之境界，

它證明了追求美並不與道德善有所衝突，因為他的美善是同時立基於完整人性的

基礎之上。 

總言之，席勒所認為的美乃是展現出一種精神自由的理想。他以完整人性作

為理想美的基礎，呼應了人的本質與美的本質相互融通之主張，其超越過去美學

論述對人性理解的局限性，而賦予美更深入的人性認識，拉近了人與美之間的距

離，使得美感教育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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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席勒曾說「自然」是人性的第一個創造主，賦予了人性存在的條件－感性天

性和理性天性；又說「美」是人的第二創造主，賦予人性以自由。自然與美可說

是上天給予人性最美好的禮物，因為有自然，使人性有各種可能，因為有美，使

人性成為可能。因此，席勒認為通過美育，可促使人的雙重天性獲得和諧與平衡，

美以實現完整人性為依歸，而這個完整人性是指不受限於感性和理性的拘束之

下，在與美遊戲的過程中，忘我、也忘了時間，使現實和法則相結合，使變化與

同一相協調，此刻人獲得最高的精神自由；席勒也針對各門藝術之間的界限問題

進行討論，企圖建立一個美的客觀性法則，認為各類藝術在客觀上有其差異，但

在最終精神本質卻是同一的，而這同一性也就是所謂的「形式」，亦即使人性獲

得完整發展與調和的作用，故其共通的人文內涵之相似性是各類藝術之間融通之

處，亦即席勒美育理論中最核心的人文思想，其更涵攝了人類的道德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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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上述對席勒美育中的人文思想的理解與詮釋，本文試圖作一扼要的結

論，並針對當前我國藝術與人文領域發生的困境，提出幾項建議，茲分述如下： 

 

壹、結論 

 

一、就席勒生平及思想背景而言 

 

通過對席勒生平與思想背景的探究，使我們了解他充滿人文關懷的性格與其

家庭環境和所處的社會時代有莫大的關係，而對人性的關注成為了席勒終其一生

思考的課題，這些反映在他的詩歌、戲劇、美學著作中，因此他的思想不是停留

於不切實際的空洞想像，而是訴諸於對人、社會、國家之直接關懷，展現在他的

偉大美育思想之中，他嘗試通過以培養完整人性為基礎的美感教育，來恢復人原

有的完整性，為人類的幸福找到生命的依歸，確信唯有「美」才能完成這崇高的

理想。 

 

二、就席勒對人性概念的預設而言 

 

「在人的自然有機向度」－席勒認為通過自然，使我們理解到人性的本質為

何，在自然所賦予人的雙重天性中，人必須學習「接受」自我和「創造」自我，

從人存在的局限性出發，發掘自我的無限性，這是自然給人的最大教育意義。 

「在人的心理向度」－席勒延續了人的自然（廣義）概念，在人的心理預設

兩種基本的衝動，感性衝動使人追尋變化、多樣、情感的世界，形式衝動使人追

求不變、統一、理性的世界，並創造出第三種衝動－遊戲衝動來作為中介，在此

席勒將人的心理衝動拉到美這個對象上，認為當人與美在遊戲的過程，人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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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處於分裂狀態，因美能使人的心境保持開放，排除了任何內外在的強制力

量，而能使人的心境保持最大的自由，此刻人性將獲得最大的彰顯。 

「在人的藝術向度」－席勒從探究古今詩人的藝術創作所反映出來的內心世

界，思考有關「自然－藝術－人性」三者之間的關係，認為人與自然為一體兩面，

當人與自然合而為一時，人是完整的，當人與自然分離時，人是分裂的，而這反

映在其所創作的藝術表現中，因此席勒提出兩類型的詩歌，分別象徵兩種性格－

素樸詩和感傷詩，前者表現「現實」，後者表現「理想」。席勒透過這樣的分析，

去省思近代人性分裂的問題，而寄予藝術希望，認為理想的藝術可使理想人性成

為可能。綜合上述，將席勒對人的概念的核心精神歸納如下： 

 

（一）強調自然有機的整體性 

 

席勒自然有機體的概念，讓我們能從大自然蘊含的精神與必然軌則中，尋找

生命的意義本質，將人視為一個整體性來對待，其顯現出人存在的有限與無限，

而在這其中發展為自律與自由的人。因此，教育應回歸至自然有機向度，開展人

性的潛能和無限，而不宜用機械式的教育來扼殺孩子對生命的想像與創造。教育

應強調有機世界的連結，使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及人與社會有良好的互動與交

流，完成人的內／外在關係的和諧。 

 

（二）遊戲化的學習氛圍 

 

席勒通過「遊戲」的概念來說明，美可使人的心境處於一種自由騁馳，無拘

無束的想像力與理解力交互作用的過程。人在原有的兩種心理衝動情況下，有時

可能受感性衝動或是理性衝動一方的束縛，使人的心境不能完全的自由，造成人

性無法獲得完全發展。若將此概念運用到教育上，能使學習遊戲化，遊戲教育化，

使學校場域不再是枯燥乏味、充滿知識灌輸的地方，而是促使學習者與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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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良性的互動。此外亦可融入藝術成分於教學之中，通過藝術給予人性的自由

想像與思考，促使學習者的雙重天性能獲得完整的發展，表現高度的獨立思維及

豐富的情感流露，體現人文教育的價值核心。 

 

三、就席勒美育思想中的人文內涵而言 

 

席勒美育思想最深刻之處莫過於他所提出的：人有兩次的出生，第一次是「自

然」所賦予人的雙重天性，第二次是「美」賦予人性以自由。他直接將人與藝術

產生聯繫，認為美（藝術）能使人性成為可能，因為藝術是「自由」的外在顯現，

而這個自由即是以完整人性為基礎出發的。在這樣的基本預設之下，充分彰顯席

勒美育思想中所蘊含的豐富人文精神，亦即一種以人性為依歸的美育觀。此外，

席勒更針對各門藝術的界限進行討論，企圖建立一個客觀性美學，他認為各門藝

術在客觀上有其差異，但最終精神本質卻是同一的，而這同一指謂的就是「人文

內涵」。因此席勒認為理想藝術應以形式消除素材，提升精神內涵，跳脫技術層

次，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師不宜過度強調於技術層面的教學內容，而應有正確的

認知，著重於藝術與人文融合為一的教學信念，如此即可解決課程統整的疑慮。 

 

（一）強調藝術的人文意義 

 

席勒提出藝術具有提升人的精神自由的教育作用，是基於「美是自由的外在

顯現」的觀點。當人對藝術作品進行觀賞、品味時，從對作品媒材的認識到作品

形式（即精神內涵）的理解過程中，了解偉大的藝術品是如何通過克服媒材內容

本身的局限性，進而能成為不朽的藝術傑作，彰顯出藝術的核心價值－即回歸人

性的關懷。通過人與藝術的遊戲互動過程，使人反思自我存有的有限至無限，學

習到具有啟發生命理解的教育內涵，促使孩子培養健康、完整的人性價值、及提

升生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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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立「愛好」和「義務」的並存性 

 

在席勒美育思想中，他反對康德將愛好（情感）和義務（道德）視為對立不

相容的觀點，由於康德和席勒從對人性預設的分歧，前者主張人是有限性的人，

因此需要用理性來約束感性專橫；後者則肯定人是無限性，認為感性和理性都是

人性不可或缺的條件，各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因此席勒以「自然的和諧」作

為他反對康德義務強制的論點，提出立基於完整人性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道德

自由」，主張在感性和理性合而為一的完整人性中方能達到道德實踐。席勒這個

創見，亦為當前的道德教育提供了另個的思考角度，為值得再繼續深入研究的範

疇。 

 

（三）培養精神自由的美感人 

 

席勒提出以人性統整所產生的「自由」，是一種對自由的概念有完善理解的

詮釋，這種詮釋是立基在對人性有完整的認識的情況下產生的界說。他將自由視

為是藝術的外在顯現，作為藝術最高的價值範疇，如他說：美的價值不在於增進

人的智慧，也不刻意實現道德及發現真理，而唯一可以讓人獲得的東西是「自

由」。這正說明藝術的價值就在於其體現高度的「精神自由」，而藝術是使我們的

人性得以可能的重要媒介。 



 121

貳、建議 

 

依據上述的研究結論，研究者針對當前藝術與人文領域發展的困境，提出幾

項參考的建議，以作為解決之途徑。 

 

一、融入人文內涵的美育思維 

 

國內的藝術與人文領域，過於著重技術層次的學習，而缺乏人文方面的涵

養，而難以獲得深度的性格陶冶，因此教育者應在藝術學習領域中，提供豐富的

藝術欣賞課程，使學習者通過欣賞教學的過程，理解不同藝術作品的意義內涵，

以彰顯出藝術教育中的人文核心價值；並且教學者應能進一步引導學習者在哲學

上的思辨，使其建立獨自的思維與判斷能力；最後，應回到學習者主體，通過對

每個偉大藝術作品的認識與理解，能反省自我的生命意義及找到自我的生命價值

與方向。 

另方面，誠如席勒說的：藝術應以形式消除素材。他打破了藝術的邊界，認

為各門藝術有其共通的最高精神本質，即回歸人性的本質上之同一性。目前國內

的藝術與人文領域的音樂、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仍未能獲得適切地課程融合，

席勒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藝術課程統整之見解。從更廣義的意義來看，席勒認為教

育應是從人的整體來看，不宜局限於特定學習領域，主張各大學習領域均與其有

關，具有「全人教育」的情懷，這個想法可作為未來課程設計和教學方法等方面

的參考依據。 

 

二、加強人文素養的師資培育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領域的設計，在缺乏完善師資之情況下，冒然施行，因而

滋生許多統整課程上的疑慮。根據研究顯示，各類藝術教師仍相當缺乏共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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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藝術之間跨越的困難，其根本問題與教育者對藝術理解的局限性有很大的關

係，藝術教師們仍停留在藝術的教學教法之技術層面，未能提高藝術的精神層次

之思考。這部分的改善有賴師資培育課程相關的配套措拖，以期在未來能著重於

跨藝術領域間的課程聯繫，並強化師資的人文素養。 

 

三、喚起人文關懷的校園氛圍 

 

目前智識教育仍是我國教育的主流，在此同時忽略了其他非智識教育的學

科，而最顯著的例子－即藝術與人文領域，該領域在學校中常流於配課的地位，

致使學習者的人格教育方面出現很大的漏洞，諸如校園霸凌事件、青少年犯罪、

心理疾病等問題而充斥著校園，造成青少年人格發展的重要危機。由於過度強調

智識能力的教育機制，校園中瀰漫著功利取向的學習氣氛，這樣的校園如何培育

完整人格，實不無疑慮。因此，如何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之下，如何能同時兼顧學

習者智識成長及人格健全，進而培養人文關懷的校園氛圍。依據席勒的見解，理

智和情意教育乃是不相衝突的，應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故學校教育應落實常態化

教學，著重於學習者全人發展，方為符合教育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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