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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 

張旺山 

 

I. 問題 

1. 宗教信仰與社會階層。──2. 資本主義的“精神”。──3. 路德的「職業」概念。

研究的課題。 

 

II. 禁欲的基督新教的職業觀念 

1. 內在於世界的禁欲之種種宗教上的基礎。──2. 禁欲與資本主義 

 

1.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要記住：時間就是金錢；誰要是本來可以透過他的勞動每天賺 10 先令，卻有

半天出去散步或者在他的房間裡無所事事，就算他為了他的消遣只花了 6 便士，他

也不可以光只是計算這一點：他除此之外還花掉了、或者毋寧說浪費了 5 先令。 

要記住：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讓他的錢在可以支付之後還放在我這裡，那

麼他就是將那些利息、或者我在這段時間裡利用這筆錢所能賺到的，都送給我了。

如果一個人擁有又好又大的信用並好好使用這筆錢的話，這合計起來將會是一筆可

觀的數目。 

要記住：金錢具有某種生殖能力的與繁殖力強的本性。錢可以生錢，並且後代

們還可以生得更多些等等。5 先令一週轉就是 6 先令，再週轉一圈就是 7 先令 3 便

士，如此下去直到變成 100 英鎊。錢越多，錢在周轉時所產生出來的也就越多，以

致於收益也就增長得越來越快。誰殺死了一頭母豬，就是毀滅了其直到第一千代的

整個後代。誰殺死了一個 5 先令硬幣，就是謀殺了有可能藉此而生產出來的一切：

整個縱隊的英鎊。 

要記住：──根據俗話──一個好的付款者乃是每個人的錢袋的主人。一個大家

都知道會準時在答應的時間付款的人，就能夠在任何時候借到他的朋友們恰好用不

著的所有的錢。 

這一點有時候是有重大好處的。除了勤勞與節檢之外，再沒有任何東西比一個

年輕人「在所有他的事務中準時與正義」，更有助於將他在世界上向前推進。因此，

決不要將借來的錢比你所答應的多留一個小時，以免對此的惱火，把你的朋友的錢

包對你永遠地瑣起來。 

會影響到一個人的信用之最微不足道的行動，他都必須加以重視。你的債權人

在上午 5 點或者晚上 8 點所聽到的你的錘子的錘擊聲，會讓他滿意 6 個月；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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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你應該工作的時候，他卻在撞球桌旁看到你或者聽到你在酒館裡的聲音，那

麼他隔天就會叫人催促你付款，並在你尚未籌足之前就要全部索回他的錢。 

除此之外，這一點還顯示著：你還記得你的債務，這使得你看起來像是一個既

謹慎又誠實的人，而這一點將會增加你的信用。 

 

2. Jakob Fugger (1459-1525) 

 

如果說雅各․福格（Jakob Fugger）的一個已經退休了的生意伙伴勸他也退休，因為他已

經“賺得夠久了”，也該讓其他人賺一賺了，[15] 這時候福格斥責這一點為“怯懦”並回答

說：「他（福格）有著某種大不相同的性格：只要還能夠，就想要賺」，1那麼，此一說

法的“精神”顯然不同於富蘭克林：在前者作為商人的冒險精神與某種個人的、無關乎道

德的愛好（sittlich indifferente Neigung）之結果而說出來的東西，在後者這裡卻具有「生

活經營之某種具有倫理色彩的準則」的性格（Charakter einer ethisch gefärbten Maxime der 

Lebensführung）。 

 

3. 誠然，富蘭克林的所有道德上的告誡，的確都轉向了效益主義：誠實是有好處的，

因為他帶來信用，準時、勤勞、節檢也都是如此，並且也僅僅因此之故它們才是德

性：[16]...──一個對於嚴格的效益主義而言事實上無法擺脫的結論。那德國人習慣

於在美國風的那些德性上作為“偽善”去加以感受的東西，在此似乎「當場拿獲」。──

只不過，事實上情況絕非如此單純。不僅班傑明․富蘭克林自己的性格（一如他恰恰

在其自傳的那種畢竟極為罕見的誠實中表露出來的那樣）以及一個狀況（Umstand）

──亦即：他將「他的心中油然而生『德性的“好處”』的想法」這項事實本身歸因於

神的某種啟示，認為神想要藉此促使他邁向德性──顯示著：這裡畢竟還有某種不同

於某種「純粹自我中心的種種準則之掩飾」的東西。而是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倫理”

之“至善”（summum bonum）：──賺錢、並且在最嚴格地避免一切不受拘束的享受之

情況下賺越來越多的錢──是如此完全地脫去了所有幸福主義式的或甚至快樂主義

式的觀點的外衣、如此純粹地作為自我目的而被設想著，以致於它（＝該「至善」）

顯得像是某種相對於個別的個體之“幸福”或者“好處”而言無論如何都是完全超越的

並且完全非理性的東西。人關連到了作為其生活之目的的營利上，不再是營利關連

到人作為 [17]「滿足其種種物質上的生活需要」這個目的的手段上。那我們或許會

                                                      
1
  宋巴特（Sombart）曾經由福格的一份備忘錄（Promemoria）摘取這段引文，作為格言而放在

論“資本主義的生成”那個章節（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Band I S. 193 cf. Das. S. 390）的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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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自然的”事態（Sachverhalt）的這種對於公正的感覺（das unbefangene Empfinden）

而言完全沒有意義的顛倒，如今非常明顯地絕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主導動機

（Leitmotiv），正如它對那種不為其（＝資本主義的）氣息所觸及的人而言乃是陌生

的一樣。但它卻同時也包含著某種感覺系列（Empfindungsreihe），而這種感覺系列

則與某些宗教性的想（Vorstellungen）非常相似。 

4. 無論如何，毫無疑問地，在班傑明․富蘭克林的出生地（麻薩諸塞州），“資本主義式

的精神”（在我們這裡所採取的意義下）乃是先於那“資本主義式的發展”而存在的，.... 

[19] 因此，在這種情況中，因果關係無論如何是和那種從“唯物論的”觀點出發有可

能會加以假定的相反。但這樣的種種“觀念“的青年期，卻基本上比那些“上層建築”

理論家所假定的，要困苦艱難得多，而它們的“發展”也不是像一朵花的「發展」那

樣子進行的。資本主義的精神──就我們到目前為止為這個概念所已經獲得的意義而

言──必定是在一場對抗一個由種種具有敵意的力量構成的世界之艱苦的鬥爭中，將

自己給實現出來的。 

5. 傳統主義： 

 

[20] 毋寧說，資本主義的“精神”首先必須與之搏鬥的那個對手，乃是人們往往稱之為“傳

統主義”的那種種類的感覺與行為舉止。 

 

6. 資本主義的「形式」與「精神」的關係 

 

[26] 某種經濟之“資本主義式的”形式和那它在其中被加以經營的精神，彼此之間固然一

般而言處於「適當的關連」的關係中（im Verhältnis adäquater Beziehung），但卻不處於

某種「“法則性的”依賴」的關係中；而如果我們儘管如此，還是為了那種心志：──這

種心志以那種我們在班傑明․富蘭克林這個例子上闡明了的方式，具有職業性質地且系

統性地（berufmäßig und systematisch）為了盈利之故而追求盈利──在此暫時地使用“資

本主義的精神”這個語詞的話，則我們之所以會這麼做，乃是出於歷史性的理由，因為，

該心志在資本主義式的企業中找到了其最適當的形式，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式的企業

也在該心志中找到了最適當的精神上的驅動力。 

 

7. 包銷商的例子： 

 

直到上個世紀的中葉前不久，一個分發加工的包銷商的生活，至少在大陸的紡織工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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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部門裡2，乃是一種對我們今日的種種概念而言相當悠閒的生活。人們大致上可以

如此想像其進程：農人帶著他們的織品──（在亞麻布的情況下）往往還是主要或者完

全由自己生產的生材料製造成的──來到包銷商們居住的城市裡，並在經過仔細的──往

往是官方的──品質檢驗後，獲得為此所付的一些通常的價格。包銷商的顧客是為了銷

售而散居各地的批發商，他們同樣旅行來到這裡，根據各種樣本或者種種傳統的品質向

倉庫購買或者（而在這種情況下，則在很久以前）訂貨──而接著則有可能就跟著在農

夫們那裡訂好了貨。親自 [28] 造訪客戶的情況，即使有，也很久很久才會發生一次，

平常則通信與寄送樣本也就夠了。適度範圍的櫃臺時間（Comptoirstunden）──也許一

天 5-6 小時，有時候少得多，如果有「宣傳期」（Campagnezeit）的話，多一些，──過

得去的、足以應付體面的生活經營並在生意好的時期裡儲蓄一筆小財富的收入，由於對

種種“生意的原則”（Geschäftsgrundsätze）取得了重大的一致，而使得競爭者彼此之間具

有一種整體而言相對上很大的容易相處程度，天天泡“同樂會”（Ressource），有時候還

喝幾杯黃昏酒（Dämmerschoppen）、辦點小聚會（Kränzchen）以及基本上悠閒的生活步

調。 

 

這是一個在每一個方面都是“資本主義式的”的組織的形式（Form der Organisation）：──

如果人們注意看企業主的那種純商人─生意性的性格，同樣的，如果人們注意看「那些

在生意中拿來周轉的資本儲備（Kapitalvorräte）的調用乃是不可避免的」這個事實，同

樣的，最後：如果人們注意看該經濟上的過程的客觀面的話。但如果人們注意看賦予企

業主們靈魂（beseelte）的那個精神的話，這卻是傳統主義式的經濟：傳統的生活態度

（Lebenshaltung）、傳統的利潤額度、傳統的勞動量、傳統的種類的生意經營以及與工

人們和與那本質上傳統性的顧客圈的種種關係（獲得顧客以及銷售的方式），支配著生

意的經營，也是──人們簡直就可以這樣說：──這個圈子的企業主們的“倫理”（Ethik）

的基礎。 

 

但有一天，這種舒適的狀態卻突然受到了擾亂，並且往往是在「組織形式」沒有任何一

點原則上的改變的情況下──如：朝向「封閉性的企業」（geschlossener Betrieb）、朝向紡

織機（Maschinenstuhl）等等的過渡──就這樣發生了。實際上發生的，往往毋寧只是這

件事情：出身於參與其中的包銷商家庭之一的某一個年輕人，由城市遷居到鄉下，細心

                                                      
2
 以下所述的這幅圖像，乃是由在許多不同的地方的許多不同的個別部門之種種情況，“以理想

典型的方式”（idealtypisch）彙編而成的；對於這裡所要為之服務的那個例示性說明的目的而

言，我們當然不會在乎說，該過程從未在我們所設想的那些例子中的任何一個例子裡，恰恰

完全以我們所描繪的那種方式進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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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其需求挑選織工，強化他們的依賴性與控制，並以這種方式將他們由農人教育成工

人，但另一方面則透過盡可能直接地走向那些終端的買主：各零售商，將銷售整個掌握

在自己的手裡，顧客親自招攬，每年經常性地造訪他們，但最重要的則是要懂得讓產品

的品質完全適應於他們的種種需要與期望、合乎他們的“口味”，並同時開始實行“薄利

多銷”這個原則。而這麼一來，[29] 那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只要有這樣的一種“理

性化”─歷程就一定會產生的結果，也就重現了：誰不上昇，就得下降。在這場開始展開

著的激烈的競爭鬥爭（Konkurrenzkampf）下，田園生活瓦解了，可觀的財富被賺得了，

並且不是放著生利息，而是一再地投資到生意裡，舊有的那種舒服又舒適的生活態度，

向艱苦的冷靜讓步了：──在那些跟著做並向上走的人身上，因為他們不想要消費而是

想要營利；──在那些停留在舊有的方式上的人身上，因為他們必須限制自己。並且，

在這裡尤其要緊的一點是：在這樣的種種情況中，通常並不是諸如某種「新的資金的注

入」造成了這種變革──在許多我所知道的情況裡，這整個“革命化─歷程”，都是以幾千

塊向親戚們借來的資本開始進行的──，而是某種遷了進來的新的精神：“資本主義的精

神”。探問「資本主義的發展之種種推動的力量」的問題，首先並非某種探問「可以以

資本主義的方式加以利用的那些金錢儲備之來源」的問題，而是某種探問「資本主義的

精神之發展」的問題。凡是它甦醒了過來並且可以發生作用的地方，都是它為自己創造

了作為其發生作用之手段的金錢儲備，而非相反。但它的遷入，卻往往並非某種和平的

遷入。某種有如潮水般的不信任、偶爾的憎恨、尤其是道德上的憤怒，定期地向著第一

個革新者迎面湧來，往往──我就知道好幾個這類的情況──對於他的過去歷史中的種種

神秘的陰影，會開始有某種制式的「傳奇建構」（Legendenbildung）。沒有任何人可以這

麼容易就足夠公正地去注意到說：恰恰唯有某種非比尋常地堅定的性格，才能使得一個

這樣的“新風格的”企業主免於「冷靜的自我支配」之喪失以及免於在道德上與經濟上遭

到失敗，並且：除了眼光的清楚與幹勁之外，尤其重要的是也包括某些非常特定的並且

非常突出的“倫理上的”品質（Qualitäten）：正是這些品質，使得他在這樣的種種革新的

時候，獲得了那絕對不可或缺的「顧客與工人的信任」，並使他維持著去克服無數抵抗

的精力，但尤其重要的則是使得他有可能達到那如此無與倫比地密集得多的勞動效率

──如今，這種勞動效率乃是企業主所需並且與舒適的生活享受並不相容：──也唯有與

那些對過去的傳統主義而言「適當的」品質大不相同的種類的一些倫理上的品質。 

 

8. [31] 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秩序需要這種毫無顧忌的「對賺錢這個“職業”的獻身」：這種

獻身乃是對待外在的財貨（äußere Gütter）之某種種類的態度（eine Art des 

Sichverhaltens）：這種種類的態度對於該結構而言是如此地適當、如此緊密地與在經

濟上的生存鬥爭中的「勝利」之種種條件相連結著，以致於我們今日再也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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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賺錢術式的”的生活經營（“chrematistische“ Lebensführung）[32] 與某種統一的世

界觀有某種必然的關連了。它（＝該生活經營）尤其不再需要讓自己由某些宗教性

的力量（Potenzen）之同意所承擔起來，並且感覺到「經濟生活之受到種種教會性

的規範的影響」（只要這種影響還可以感受到的話），一如對經濟生活之國家上的管

制（die staatliche Reglementierung）一樣，都同樣是阻礙。如此一來，商業政策與社

會政策上的利益情況（Interessenlage）往往會決定“世界觀”。但這些都是已經獲勝了

的資本主義在其中將自己由種種舊有的支撐中解放出來了的時代的現象：正如它從

前唯有與那生成中的現代的國家暴力（Staatsgewalt）結盟，才打破了中世紀的經濟

調節（Wirtschaftregulierung）之種種舊有的形式一樣，那麼，有可能──我們想要暫

時地說：──對於它跟種種宗教上的勢力的種種關係而言，情況也是相同的。至於是

否、以及在哪個意義下情況就是這樣子的，這一點正是我們在這裡所要加以探討的。

因為，「那種將賺錢當作人對之負有義務的自我目的、當作“職業”的賺錢觀，違反了

整個各時期的道德上的感覺」這一點，幾乎是不需要證明的。[33].... ──因此，那種

將某種就外在而言純粹著眼於盈利的活動安排到“職業”（在面對它時，個別的人是

會感到自己對之負有義務的）這個範疇之下的作法，是來源於哪一個思想圈子的呢？

因為，這種思想就連在這裡，也正是那為“新風格的”企業主的生活經營提供倫理上

的下層建築與支撐（den ethischen Unterbau und Halt）的想法。 

9. [43]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對於內在於世界的種種義務的履行，都是讓神稱心滿意的

唯一途徑；它（＝該「履行」）、並且唯有它才是神的意志；並且：因此，每一種被

允許的職業在神面前都完全同樣重要。「世界性的職業生活的這種在道德上的獲得資

格，乃是宗教改革、[44] 並且尤其是路德的種種影響最為深遠的成就之一」這一點，

事實上是無可置疑的，並且簡直可以說就是老生常談。然而，我們應該在細節上如

何去設想該成就之實踐上的意義，這一點一般而言卻似乎大多只是隱約地感覺到，

而非清楚地認識了。 

10. [53] 他們（＝宗教改革者）的倫理上的種種目標以及他們的學說之種種在實踐上的

影響，一切都定泊在這裡，並且是某些純宗教性的動機之種種結果。並且我們因而

也將必須想到：宗教改革的文化影響在很大的部分裡──也許對於我們的這些特殊的

觀點而言甚至是壓倒性的──乃是宗教改革者的勞動的一些未被預期到的、並且恰恰

是不想要的結果，跟浮現在他們自己眼前的那一切，往往離得遠遠的或者簡直就是

處於對立的關係中。 

11. 因此，以下的這些研究在它們的這個當然很微小的部分上，或許也可以構成一篇文

章，去闡明種種“觀念”在歷史中變得富有影響的那種方式。恰恰基於此一目的，使

得我們可以有權利，將它們納入這份期刊中：這份期刊根據其綱領（Progr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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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本身是不參與純歷史性的研究工作的。 

12. [242] 禁欲式的基督新教（就這語詞之此處所使用的意義而言）之歷史上的承載者，

主要有四個：(1) 就其特別是在 17 世紀的進程中，在其支配之主要地區所採取的那

種型態下的喀爾文派；(2) 虔敬派；(3) 衛理公會派（Methodismus）；(4) 由再洗禮

派運動產生的種種教派。 

13. [245] 禁欲式的道德（Sittlichkeit）之種種教義上的根，當然會在一些可怕的鬥爭後

逐漸死去。然而，在那些教義上之原始的定泊，卻不僅在那“非教義性的”後來的倫

理（Ethik）中，留下了種種強大的痕跡，而是：唯有對那原始的思想內涵的認識，

才教人理解：該道德（Sittlichkeit）是如何跟那種絕對地支配著那時代的最富內心世

界的人們（die innerlichsten Menschen）對「彼岸」（Jenseits）的思想相連結著的──

若無這種思想之凌駕一切的力量，當時就不會有任何影響生活實踐（Lebenspraxis）

重大的道德上的更新（sittliche Erneuerung），被開始從事著。因為，對我們而言，要

緊的並非 ... 而是：首先要去找出那些為生活經營指示方向並將個體堅持在這方向

中的心理上的推動力（Antriebe）。但這些推動力，卻主要都是產生於種種純宗教性

的信仰想法（Glaubensvorstellungen）的。 

14. [257] 事實上，在喀爾文那裡，那“可怕的判決”（decretum horribile），並不是像在路

德那裡那樣，是被體驗到的，而是被想出來的，並且因而在其意義上，也隨著在他

那「只傾注於神（而非人）的宗教上的興趣」的方向上，對思想上的前後一致之每

一次進一步的提高，而跟著提高。並非神為了人之故而存在，而是人為了神之故而

存在，並且所有事變──換言之，就連那對喀爾文而言無可置疑的事實，亦即：只有

一小部分的人受到召喚將得至福──都完全只是作為「神自我頌揚其莊嚴」

（Selbstverherrlichung von Gottes Majestät）這個目的的手段，才可能有其意義

（Sinn）。 

15. 而在其「激昂的非人性」（pathetische Unmenschlichkeit）這一點上，此一學說對於委

身於其宏偉的前後一致的那一代人的心情（Stimmung）而言，首先勢必會產生一種

後果：個別的個體之某種前所未聞的某種內在的孤獨化（Vereinsamung）的感覺。

在那對於宗教改革時代的人而言最為關鍵的人生大事：──永恆的至福──這件事情

上，人被指點著：孤獨地上路，迎向一個從永恆以來就已經確定了的命運（Schicksal）。

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他。[260] 沒有任何一個傳道士（Prediger）... 沒有任何聖禮 ... 

沒有任何教會 ... 沒有任何的神。 

16. 結合著 [261] 「一切純粹受造的東西都是無條件地遠離神並且是沒有價值的」這個

嚴苛的學說，人的這種內在的孤立化，一方面包含著清教派之所以會對「在文化與

主觀的宗教性中的所有感性的─具有感受性質的元素」採取絕對否定性的態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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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為，這些元素對於拯救沒有用，並且是種種感傷式的幻想與「將受造物加以

神化的迷信」的促進者──，從而導致對一切感官文化（Sinnenkultur）之原則性的防

止。但另一方面，這種「內在的孤立化」卻也構成了那種毫無幻想的且具有悲觀主

義色彩的個體主義之許多根中的一個， 一如這種個體主義 [262] 在那些具有清教

派式的過去的民族之“民族性格”與種種制度中，直到今日都還在發生著作用那樣，

──跟後來“啟蒙”用以看人的那種完全不同種類的眼鏡，形成極為明顯的對照。 

17. [266] 首先，這裡似乎有一個謎：喀爾文派在社會性的組織上之無可懷疑的優越性，

是如何可能將自己跟個體之「在內心世界裡由那些他拿來擁抱世界之最緊密的繫帶

中解放出來」的傾向，連結起來的。然而，儘管乍看之下顯得非常奇怪，但這種「優

越性」卻恰恰是由 [267] 基督教中的“鄰人愛”，在個別的人由於那喀爾文派的神概

念，而在「內在的孤立化」的壓力下所必須採取的某種特有的色彩中，產生出來的。

這世界被規定著要去服務於神的自我讚揚（Selbstverherrlichung Gottes），基督徒的

存在，則是為了要透過執行神的誡命，而就其本分去增加神在這個世界上的榮譽。

神想要基督徒的社會性功績（soziale Leistung），因為祂想要「生活之社會性的形塑」

將會依照著祂的種種誡命、並如此地被建立起來，以致於它將相應於該目的。[268] 

喀爾文派信徒在這世界上的社會性的勞動，完全是“為了榮耀神”（in majorem gloriam 

Dei）的勞動。就連那服務於人民全體（Gesamtheit）之此岸性的生活的職業勞動

（Berufsarbeit），也都帶有此一性格。 

18. 在那個「彼岸不僅 [271] 比此岸性的生命之所有的利益[272] 都更加重要，甚至在

許多方面還更加確定」的時代裡，此一學說（指：「預定學說」）是如何被忍受下來

的？對每一個個別的信徒而言，有一個問題勢必馬上就會產生，並使得所有其他的

利益都退居次要地位，那就是：我被揀選了嗎？而我又要怎樣才能確定此一「揀選」

呢？ 

19. [273] 對他們（＝跟隨者與「日常人」）而言，就「恩典狀態之可認知性」這個意義

下的“拯救的確定性”（certitudo salutis），必定會提升達到絕對重要的意義，而就這

樣，凡是「預定學說」被堅持著的地方，也到處都出現一個問題：是否有一些確定

的標誌（Merkmale），可以讓人們就這些標誌去認知那「屬於“選民”（electi）」之歸

屬性。 

20. [275] ... 二種彼此互相連結著的「靈魂照顧上的建議」的典型 ... 一方面，「認為自

己是被揀選的，並將任何懷疑都當作是魔鬼的誘惑而加以拒絕」這一點，簡直就被

說成了是「義務」（Pflicht），因為，「缺乏自我確定感」畢竟是「不充分的信仰」、

亦即：恩典之不充分的影響的結果。換言之，使徒要人“堅定”自己的召喚的勸勉，

在這裡被詮釋成了一種義務：要在日常的鬥爭中，為自己爭取到「自己的被揀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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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證成」（eigene Erwähltheit und Rechtfertigung）之主觀上的確定性。並非那些路德

認為，如果他們在「悔過的相信」中（in reuigem Glauben）將自己託付給神，就將

會得到恩典的「謙卑的罪人」，[276] 取而代之的乃是：一些自我確定的“聖徒”

（selbstgewisse “Heiligen”）：我們在資本主義的那個英雄式的時代的許多鋼鐵般堅強

的清教派的商人中，以及在許多個別的榜樣中，直到現在都還找得到的「聖徒」，被

培育了出來。而另一方面，為了要獲得該「自我確定性」，孜孜不倦的職業勞動被當

作最傑出的手段而再三囑咐著。它、並且或許唯有它會消除那宗教上的懷疑，並給

予「恩典狀態」的確定性。 

21. [281] 唯有一個被揀選者，才會真正擁有那「有效的信仰」，唯有他才有能力，憑藉

「再生」（regeneratio）以及由此一「再生」所產生的他的整個生命之「神聖化」

（sanctificatio），透過種種真正、而非僅僅顯得「善」的事功（Werke），去增加神的

榮譽。而當他意識到說：他的轉變──至少就基本性格與  [282] 恆常的意圖

（propositum oboedientiae）而言──乃是建基於某種活在他之中的「為了增加神的榮

譽」的力量的、換言之就是神所想要的、尤其是神所影響的，這時候，他也就獲得

了此一宗教性所追求的那最高的 [283] 善：恩典的確定性。「恩典的確定性是可以

獲得的」這一點，被由 2. Kor. 13, 5（〈哥林多後書〉第 13 章第 5 節）加以證實。因

此，儘管「善的事功」（gute Werke）是如此絕對地不適合於用來作為獲得至福的手

段──因為，就連被揀選者也始終都還是被造物，並且他所做的一切，都落後於神的

種種要求無限遙遠的距離，──它們作為「揀選的標記」還是非常不可或缺的。[284] 

在這個意義下，它們有時候直接就被標示為“為了獲得至福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被

跟“拯救的擁有”（possessio salutis）連結了起來。但這一點實際上卻意謂著，基本上：

神幫助的，是那自己幫助自己的人，換言之：喀爾文派信徒──正如人們有時候會說

的那樣：──自己“創造”了他的至福（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他的至福的確定性），但

是：此一「創造」卻不可能像在天主教裡那樣，[285] 存在於種種值得讚揚的個別

成就之某種逐漸的積累中，而是存在於某種隨時面對著「被揀選還是被摒棄」這二

擇一選項之系統性的自我檢查（systematische Selbstkontrolle）中。這麼一來，我們

也就達到了我們的種種考察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了。 

22. [288] ... 相反地，喀爾文派的神則要求於那些他的人並在他們之中造成的，卻非個

別的“善的事功”，而是某種“神聖的生活”，亦即某種提升成系統的「事功神聖性」。

日常人（Alltagsmensch）之倫理上的實踐，其無計畫與無系統性被消除掉了，並且

被提高為整個生活經營之某種前後一致的方法。.... [289] 因為，唯有在每一個小時

與每一個行動中的整個生命的意義之某種根本的轉變（fundamentale Umwandlung）

中，恩典作為某種「人之免除自然狀態（status naturae）而進入恩典狀態（status gratiae）」



10 
 

的作用，才能獲得證實。“聖徒”的生命乃是完全針對著某種超越的目標：──至福──

而發的，但卻也正是因此而在其此岸性的進程中理性化了，並完全只被一種觀點所

支配著，那就是：在地球上增加神的榮譽；──而“一切都是為了增加神的榮耀”（omnia 

in majorem Deiglo riam）這觀點，從來就沒有這麼嚴厲地被認真對待過。但卻唯有

一種由恆常的反省（konstante Reflexion）所領導的 [290] 生活，才能算做是對「自

然狀態」的克服：Descartes 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在此一倫理上的別解

（Umdeutung）中，為那些同時代的清教徒們所接收了下來。 

23. [366] 為了要看穿禁欲式的基督新教之種種宗教上的基本想法與經濟上的日常生活

之種種準則之間的那些關連，我們有必要尤其去將那些我們可以將它們當作是由靈

魂照顧上的實踐（seelsorgerische Praxis）中產生出來的神學上的著作給拉進來。因

為，在一個「彼岸就是一切」、「基督徒的社會地位就繫乎參加聖餐的許可」、「神職

人員在靈魂照顧、教規（Kirchenzucht）與佈道中的影響，──一如對那些收集了起

來的“勸勉”（consilia）、“良心個案”（casus conscientiae）等等的任何一瞥，都會表

明的那樣──，施加了某種我們這些現代的人根本就無法再去做出任何想像的影響」

的時代裡，那些在這種實踐中使自己產生效果的宗教上的力量，乃是“民族性格”的

一些決定性的形塑者。 

24. [408] 因此，我們確乎可以將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說的，如此地加以綜述：內在於世

界的基督新教式的禁欲，以全部的力道對付著那種對財產之不受約束的享受，他勒

緊了消費，尤其是奢侈消費。相反的，它在效果上使得「財貨營利」（Gütererwerb）

解除掉「傳統主義式的倫理」的種種抑制，它掙脫了「營利追求」的枷鎖：因為，

[409] 它不僅將營利追求加以合法化，甚至（在那我們所展示的意義下）直接將之

看成是神所想要的。 

25. 而是，更加重要的一點乃是：那將「無休止的、持續不斷的、有系統的、世界性的

職業勞動」當作是根本就是 [411] 「最高的禁欲上的手段」，同時也是「再生的人

及其信仰的純真性之最確定且最可見的證明」之宗教上的評價，必定是我們在這裡

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精神”」的那種人生觀（Lebensauffassung）的擴充之可以設想

的最強而有力的槓桿。而如果我們現在再將該「消費之勒緊」與這「營利追求之激

發」合在一起來看的話，那麼，則我們將很容易就可以想到那外在的結果了：[412] 

透過禁欲式的儲蓄強制（asketischer Sparzwang）之資本形成（Kapitalbildung）。 

26. 那些強而有力的宗教性的運動──它們對於經濟上的發展的意義，事實上主要存在於

它們的種種禁欲式的教育影響（Erziehungswirkungen）中──，[416] 經常是在那純

宗教性的熱情的頂點已經過了，那尋求神的國度的奮鬥開始逐漸消解成冷靜的職業

德性（Berufstugend），宗教上的根慢慢死去而效益主義式的此岸性則取而代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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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為了要用 Dowden 的話說）在通俗的想像中，“魯賓遜．克魯索”（Robinson 

Crusoë）、那順便也從事一下傳教工作之孤離的經濟人，取代了那在內心世界裡感到

孤獨的追求中，匆匆穿過“虛榮的年市”的班揚式的“朝聖者”的時候，它們的完全的

經濟上的影響，才發揚了起來。.... 但 17 世紀那個在宗教上活生生的時期遺留給它

的效益主義式的繼承人的，卻主要是某種在賺錢（Gelderwerb）的時候之非比尋常

地好的──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說：某種法利賽式地好的──良心，只要它（＝賺錢）

是以種種合法的形式進行的。“總非神所喜”（Deo placere non potest）的每一個殘餘，

都消失掉了。某種特屬的市民式的職業倫理產生了。 

27. 資本主義式的精神、並且不僅僅是這種精神、而是現代的文化的一個構成性的組成

部分：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的生活經營，乃是──這些陳述所要證明的，就是這

一點──由基督教式的禁欲的精神中孕育出來的。人們只要現在再重讀一遍富蘭克林

的那篇我們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處所引用的論文（Traktat），便可以看到：那我們在那

裡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精神”的心志（Gesinnung）之種種具有本質性的元素，[421] 事

實上就是那些我們在前面作為「清教派式的職業禁欲的內容」所找出來的元素，只

不過沒有那在宗教上的根基而已：這根基在富蘭克林那裡已經逐漸死亡了。[422] 因

為，當禁欲由修道小室走出來被轉移進了職業生活裡並開始去支配著內在於世界的

道德（Sittlichkeit）的時候，它也就幫助建造起了那個「現代的、與機械的─機器的

生產之種種技術上與經濟上的前提相連結著的經濟秩序」的強大宇宙：這個強大的

宇宙今日將以壓倒性的強制（mit überwältigendem Zwang）決定著、並且或許將會一

直決定著所有被生進此一驅動裝置裡的個別的人──並非僅僅那些直接在經濟上從

事營利活動的人──的生活風格，直到最後一公擔的石化燃料燒盡為止。根據巴克斯

特的見解，對種種外在的財貨之操心，應該僅僅像是“一件人們可以隨時脫掉的薄風

衣”般，披在他的聖徒們的肩上。但厄運卻讓這披風變成了一個鋼鐵般堅硬的殼（ein 

stahlhartes Gehäuse）。當禁欲著手改建這個世界，並在這個世界產生其影響的時候，

這個世界的種種外在的財貨也就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並且最後終於無法擺脫的凌駕於

人之上的力量，一如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那樣。今日，它的精神──是否最終地，誰

知道呢？──已經由這殼中漏出去了。無論如何，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自從它建基

於機械性的基礎之上以來，已經不再需要此一支撐了。就連他那分享遺產者：──啟

蒙──之愉快的（＝玫瑰色的）心情也似乎最終地褪色了，而那“職業義務”的思想則

作為那些以前具有宗教性的信仰內容的一個幽靈，而在我們的生活中徘徊著。凡是

那“職業履行”無法直接與種種最高的精神性的文化價值發生關連的時候，──或者說：

凡是它不是相反地必須在主觀上也被感覺為單純地就是經濟上的強制的時候，──這

時候，[423] 個別的人今日基本上大多會放棄其（＝「職業履行」）解說（Ausdeu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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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其形上式的意義已然消失了的營利追求，在其最高的激發的那個疆域裡、在合眾

國裡，今日則傾向於將自己跟種種純競賽性的激情（rein agonalen Leidenschaften）

給結合起來：這些激情簡直就往往在這「營利追求」上印壓上「運動」的性格。沒

有人知道，誰在將來將會住在這那個殼裡，並且：是否在此一非比尋常的發展的終

點存在著的，將會是一些嶄新的先知，還是古老的種種思想與理想之強而有力的再

生，又或者──如果二者都沒有──是：“中國式的”石化，由某種的痙攣狀的「自以

為重要」（Sich-wichtig-nehmen）加以裝飾。果真如此，則對此一文化展的那些“最後

的人”（die letzten Menschen）而言，下面這句話自然有可能成真：“沒有精神的專業

人，沒有心的享樂人，這種什麼都不是的東西卻想像著，已經登上了人（Menschentum）

的某種之前從未達到過的階段。” 

28. 如今，我們的任務毋寧乃是：也為那社會經濟上的倫理的內容（ Inhalt der 

sozialökonomischen Ethik），亦即：也為從宗教集會直到國家之種種社會性的共同體

之組織的方式以及種種功能，去將那我們在前面的這個素描中只不過切到了的「禁

欲式的理性主義的意義」，給顯示出來。[424] 在這之後，則其（＝「禁欲式的理性

主義」的）與人文主義式的理性主義及其種種人生理想與文化影響，乃至與哲學上

與科學上的經驗主義的發展、與技術上的發展以及與種種精神性的文化財的關係，

必須被加以分析。接著，最後則是其歷史上的生成，應該由某種「在世界之內的禁

欲」之種種中世紀式的端點出發，而其解消成那純粹的效益主義的過程則應該以歷

史的方式並貫穿著種種「禁欲式的宗教性之種種個別的傳播領域」，被加以追蹤。唯

有由這裡，「禁欲的基督新教」對於「現的文化之其他種種可塑的元素」的文化意義，

才能夠產生出來。但在這麼做的時候，那基督新教式的禁欲本身，在其「生成」以

及其獨特性上，又是如何受到種種社會性的文化條件之整體、尤其是也受到經濟性

的文化條件所影響的方式，也必須要顯露出來。因為，雖然「現代人」整體而言，

就連在最善意的情況下，也往往沒有能力，對那種種宗教性的意識內容對於生活經

營、對於“文化”以及種種“民族性格”所曾經擁有過的意義，一如它事實上曾經所是

的那樣，如此大地加以想像，──儘管如此，我們的意圖當然還是不會是：以某種同

樣片面地精神主義式的（spiritualistisch）因果上的文化─與歷史詮釋，去取代某種片

面地“唯物論式的”文化─與歷史詮釋。二者都是同樣可能的，但如果二者 [425] 不

是主張自己是研究的準備工作，而是結論，則二者同樣都將無法服務於歷史性的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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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II 摘要 

 

1. 引用 Jakob Fugger 與 Benjamin Franklin 的名言，顯示二者的“精神”之間的對立。 

2. “資本主義的精神 ”，並非單純依賴於「經濟經營」的形式（ Form des 

Wirtschaftsbetriebes）。 

3. 那所有基督新教的民族自從種種聖經翻譯以來就都共同擁有的、卻為所有其他民族

所缺的染上了倫理色彩的“Beruf”概念（因而也就是那相應的語詞意義），在對我的

探究  [28] 而言具有決定性的那個點上，乃是宗教改革的一項新創造

（Neuschöpfung）。 

4. 在「路德式的宗教性」這個形式裡的“職業”－思想（“Berufs”-Gedanke）是、並且為

什麼是始終特別不同於該想法在「基督新教之種種“禁欲的”形式」內部，作為資本

主義式的“精神”之整合性的組成部分，所採取的那種特色的。 

5. “愚蠢的”論點：單單宗教改革就創造了資本主義式的精神“或甚至確乎”創造了資本

主義本身（作為經濟系統）。（觀念論式的歷史詮釋） 

6. 之所以談「宗教信仰」與「社會階層」的關係，只不過為我提供了連接點和動機，

使我有理由提出下述問題：宗教信仰與經濟上的行為舉止（wirtschaftliches Gebaren），

在資本主義的早期，彼此之間有可能會是處於什麼樣的一種關係？――今日的資本

主義是「建立在機械性的基礎上」的。 

7. 「凡是存在著 x（禁欲的基督新教）的地方，亦將毫無例外地有 y（資本主義式的“精

神”）」這種「“法則性的”依賴」關係，對於這種種類的「種種歷史上複雜的現象彼

此之間的因果上的鍊結（ursächliche Verkettung）」而言，[30] 乃是先天地不可能的。 

8. “改革派的”（reformiert）並非徑直就等同於“喀爾文派的”（calvinistisch），並且：就

連“喀爾文派”也唯有在其──正如我多次強調過的：與喀爾文的那真正的學說絕非同

一的──「朝向禁欲的清教派的發展」中，才以完整的範圍顯露出那些我在我所討論

的那些關聯中納入考察的特點。 

9. 那應該由“禁欲”之基督新教式的轉型（Umbildung）中被“導出”來的，乃是「“講究

方法的”生活經營之精神」（der Geist “methodischer” Lebensführung），並且：這種「精

神」與種種經濟形式，僅僅處於一種在我看來畢竟在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適當”

－關係」（”Adäquanz”-Verhältnis）。 

10. 我所要分析的，正是這種「冷靜的生活方法學」之精神（Geist nüchterner 

Lebensmethodik）。…「對金錢的重視」本身，跟那清教派徒式的生活方法學

（Lebensmethodik），沒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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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某些特定的獨特的生活風格化（Lebensstilisierungen）之產生：那段過去歲月中的那

些人，對於他們期望於死亡之後的東西、對於那些在這方面可以改善他們的機會的

手段，擁有著極為具體的種種想法；他們就據此安排著他們的行動；並且：有一件

事情對於文化發展而言變得重要了，那就是：他們是以哪一種不同的方式安排他們

的行動的，乃是視他們對於那些「其履行保證著他們的至福」的預設的種種不同的

觀點而定的，──對於我們這些「現代人」而言，要將我們自己放進那些形上學式的

想法之折磨人的力量（die qualvolle Macht jener metaphysischen Vorstellungen）中，

是極為困難的事情。 

12. 那些對於我關於「對生活經營的影響」的展示而言具有決定性的原始材料──…──

都是由種種「教義問答集」（Responsensammlungen）產生的：這些「教義問答集」

直接回到對神職人員（當時絕對是史上任何時期所知的最全面性的顧問！）所提出

的種種極為具體的實踐性問題的詢問，而與種種“修身的－”（Erbauungs-）或者“教

義的”目的毫不相關，反倒是與種種「日常性的生活形塑的問題」（Probleme der 

alltäglichen Lebensgestaltung）息息相關，因此這些「教義問答集」會向我們說明這

些問題，而這是其他種種原始材料不太會做的事情。 

13. 我想要探究的毋寧是：基督新教的各種不同的禁欲的方向之種種受到基本的形上預

設決定性地共同決定了的宗教上的獨特性，[47] 在那這樣的一種影響的確曾經發生

過的地方，是在哪一個方向上影響了生活經營的。 

14. 那透過宗教性的動機所產生的影響的程度，…，往往是一種非常大的程度…。相反

地，我卻提出過證明去證明那對我而言唯一要緊的一點，亦即：該「影響」在其中

運動著的那個方向，在許多具有可以設想的種種最不同的政治上、經濟上、地理上

與人種上的條件的基督新教國家──新英格蘭、德意志的少數派宗教教徒聚居地區

（deutsche Diaspora）、法國南部、荷蘭、英國（此外還可以加上：die irischen 

“Scotch-Irisch”, Friesland 以及為數甚多的其他德意志地區）──中，在種種具有決定

性的點上，乃是相同的方向，尤其是：此一方向乃是獨立於作為經濟系統的資本主

義的發展的程度而存在的。 

15. 我到目前為止所做的，只不過是想要讓某種特定的「生活經營」的現象，就其（原

初）宗教上的制約性而使之變得可以理解（verständlich zu machen）而已。不是「集

體研究」：12 年前（很可能在 1897/98WS 的「實踐的國民經濟學」課程上）就談過

了。 

16. 就我而言，從第一次提到 Calvinismus 一般（對立於 Katholizismus 與 Luthertum）開

始，我就是將它跟那些我在文章的第二章的標題中、並且完全只在這一章中總括為

“禁欲式的基督新教”（asketischer Protestantismus）的教派（Sekten）（或者在教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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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種種像是教派的組織 [sektenartige Bildungen]），完全一視同仁地相提並論的。 

17. [163]…我所選擇的課題…乃是：首先要去確定，不是「哪裡」與「多強」、而是「如

何」，透過哪些靈魂上的動機連結（seelische Motivationsverknüpfungen），使得基督

新教式的信仰的某些特定的形態（Formungen），有可能像它們在這一點上…所為的

那樣去發生影響。 

18. 那些在我看來在起源上受到宗教制約的具有“禁欲的性格”的動機，只是“資本主義式

的精神” （而且除此之外，很明確地：也是許多其他進一步的現代的文化獨特性）

的一個構成性的組成部分，與其他組成部分並列著。 

19. 我的展示之最明顯的出發點之一正是：此一所謂的“驅力”（＝「營利驅力」），並且

恰恰以相當固有地具有驅力性質的、亦即：非理性的、不受約束的形式，在文化發

展的所有階段上，並且在所有可能的社會性的階層上：…，都可以看到，──但相反

地，這種天真地具有驅力性質的形式，卻恰恰不見於「清教徒」這個“典型”，或者

某種如此嚴格“可敬地”思考著的男人（如：我所引用過的 B. Franklin）那裡，

[166] …。….[167]  誰要是對這整個“心理學”不感興趣，而只對各經濟系統之種種

外在的形式感到興趣，我會請他不用讀我的這些嘗試，但我同時也希望他最好能讓

我作主，讓我自己決定自己是否恰恰對現代的經濟發展的此一靈魂上的側面（diese 

seelische Seite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entwicklung）感到興趣：這個側面，是在清教

派中，“職業”、“生命”（一如我們今日喜歡說的那樣）、“倫理”之間的種種重大的、

內在的緊張與衝突，在某種特有的平衡的階段中所顯示的，而這種方式下的這種「平

衡」（Ausgleich），則無論是之前或者之後都不曾存在過的。並且是在一個領域上：

在這裡，古代的與中世紀的諸傳統，指示著不同的道路，並且，在這裡我們今日生

活在一些更迭出新過了的緊張中，這些「緊張」──遠遠超出我所選取的領域的範圍

之外──將自己發展成了種種第一等的文化問題（sich zu Kulturproblemen ersten 

Ranges auswachsen），而也唯有我們這個“市民式的”世界（unsere “bürgerliche” Welt）

才認識這種方式下的這些問題。 

20. “禁欲的”基督新教為資本主義也創造了那相應的“靈魂”：“職業人”的靈魂（die Seele 

des “Berufsmenschen”） 

21. 我的種種論述乃是要去分析那孕育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生活風格之特定的、構成性的

組成成分──這個組成成分與無數其他的力量（Mächte）共同打造了現代資本主義──，

並追蹤此一組成成分的種種轉變與消失的過程。這樣的一種嘗試是無法提出下述課

題的：找出在所有時代、每個地方，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都會有的東西。相反地，

我的課題乃是要找出在獨一無二的發展中的那個特有的東西（das Spezifische der 

einmaligen Entwick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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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本主義的“精神”」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之間的種種關係：無論是“資本主

義”這個概念，還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這另一個概念，都唯有作為“理想典型式的”思

想構作物（“idealtypische” Denkgebilde）才是可加以建構的。並且，二者要嘛是抽象

地，也就是如此這般地，以致於那持存地相同種類的東西（das dauernd Gleichartige）

在概念上的純度上（in begrifflicher Rheinheit）被蒸餾了出來：如此一來，則這二個

概念中的第二個將會變得相當地內容空洞，並且變成幾乎就是第一個概念之純粹的

功能。要嘛是歷史地：以就是如此一般，以致於對於那些──相對於其他時期，對於

某個特定時期而言──特有的特點之種種“理想典型式的”思想上的圖像被建構了出

來，而在這樣做的時候，那些通則性地（generell）存在著的特點，則同樣是作為給

定了的與已知了的而被加以預設的。如此一來，要緊的自然也就恰恰是那些在這種

方式下在該構作物之不同的生命時期（Lebensepochen）中並未存在過、或者在程度

上特別不同地存在著的特點。 

23. 而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可以將相關於“資本主義”本身的「資本主義的“精神”」理解

為什麼？至於那“資本主義”本身，則只能算是某種特定的“經濟系統”，… [171] …。

一種在歷史上給定的「“資本主義”的形式」，可以具有極為不同種類的“精神”；但該

形式的資本主義也可以──並且在大部份情況下都將會──與資本主義之種種特定的

歷史上的類型，處於種種（具有極為不同的種種程度的）“選擇親和性關係”

（Wahl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ssen）中：──對該“形式”而言，該“精神”有可能或者

多些、或者少些（或者：完全不）“適當”（adäquat）。無可置疑的是：此一「適當性」

的程度，對「歷史的發展」的進程，是不會始終都是毫無影響的，此外，甚至“形式”

與“精神”──就像我當時已經說過的那樣──會追求彼此互相適應對方，並且最後：

當一個系統與一個與之彼此有特別高的“適當性程度”的“精神”碰在一起的時候，某

種甚至具有在內在上牢不可破的統一性（Einheitlichkeit）的發展便發生了──我所已

經開始對之加以分析了的「發展」，就是這種種類的發展。 

24. 最後，我所特別加以分析的那個「近代的資本主義式的“精神”」的組成部分：──“職

業義務”這個思想以及與之相關連的一切──在那種由「（就這個語詞之通則性的意義

而言的）資本主義的“精神”」所承擔的經濟活動（Wirtschaften）之內，又再度僅僅

存在於某一特定的歷史上的片段中，並在另一方面超出「經濟」這個領域之外，而

投射進人的行動之種種完全異質的領域（ganz heterogene Sphären menschlichen 

Handelns）。“職業人”在其作為「資本主義的“精神”的組成部分」這個意義上的發展

（die Entwicklung des “Berufsmenschentums” in seiner Bedeutung als Komponente des 

kapitalistischen “Geistes”），──我的種種論辯，首先就明確且特意地將自己限定在此

一議題（Thema）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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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作為我的種種探究的結果...而提出來的乃是：“資本主義式的精神”之“某一（注意！）

構成性的”組成部分，具有那我所主張的根源：特有的“市民式的職業倫理”（die 

spezifisch “bürgerliche Berufsethik”）以及特別是那種附著在該「職業倫理」上的“禁

欲的 ”特點，以及它相對於傳統的那些強烈的靈魂上的抵抗所具有的意義

（Bedeutung），直到我們現在的這種建基於純機械性的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可以無需

此一支撐。 

26. 我的這些探究所涉及的，乃是對「對近代之興起著的資本主義而言適當的倫理上的

“生活風格”之發展」的分析，並且僅僅涉及此一分析。... 我還曾附加上一句：甚至

或許不無可能，在完成我的這幾篇文章之後，我將會被譴責說是“在面對歷史的唯物

論時舉白旗投降”。 

27. 所有那些為一個真正被人們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精神”的某個東西所完全浸透的

生命所獨具的特有的特點：冷靜且為人性所陌生的“切事性”（die kühle und 

menschlichkeitsfremde „Sachlichkeit“）、“可計算性”（Rechenhaftigkeit）、[297] 理性

的一致性（die rationale Konsequenz）、擺脫了一切「生命的天真」（Lebensnaivität）

之「勞動的嚴肅」（Ernst der Arbeit）以及專業人式的窄化（die fachmenschliche 

Verengung），所有這些特點──......──在那些嚴肅的人那裡，卻欠缺某種「倫理上的

自 我 證 成 之 封 閉 的 統 一 性 」（ eine geschlossene Einheit der ethischen 

Selbstrechtfertigung），而在這裡，這種「統一性」毋寧──事實上我已經暗示過了──

很容易就被一些可以被認為是這樣的東西的替代物所取代了。在這種情況下，資本

主義不用說是可以相當舒服地存在著的，但要嘛是像今日日益增加的那樣：作為一

種 在 宿 命 論 上 被 接 受 了 的 不 可 避 免 性 （ eine fatalistisch hingenommene 

Unvermeindlichkeit），要嘛就是像在啟蒙運動時期（包括現代風格的自由主義）那樣：

被正當化為某種相對地最佳的手段，讓人們得以由所有世界中的那個（比如說：在

萊布尼茲的神證論的意義下）相對地最佳的世界，去做出「相對地最好的東西」（das 

relativ Beste）。但對那些最嚴肅的人而言，它（＝資本主義）卻恰恰顯得不（易）再

是某種「在人格之某種最終的、封閉的與可標明的統一性中奠定了起來的生活風格」

之外在的表現（äußerer Ausdruck eines in einer letzten, geschlossenen und angebbaren, 

Einheit der Persönlichkeit fundierten Lebensstils）。而如果有人相信說：「這種情況對於

資本主義在整個文化中的地位而言：──首先是其種種文化影響（Kulturwirkungen）、

但也涉及了：它自己的內在的本質、乃至最後：它的命運──，勢必始終都是無關緊

要的」，則這種想法將是一種重大的錯誤。 

28. 我的文章的標題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因此，我所要處理的，自

然不會是：二者之整體...，而是二者之間的那些關係，而由此又可以理所當然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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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出：唯有那雙方面都作為原因而影響著另一方面或者被另一方面所影響的東西，

才會納入考察範圍。 

29. 因為，我最感到興趣的（was mich zentral interessierte），並非「資本主義在其擴張上

的促進」，而是「由在宗教上與經濟上受到制約的成分之同時發生所創造出來的人的

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tums, welches durch das Zusammentreffen religiös 

und ökonomisch bedingter Komponenten geschaffen wurde）：這一點我在文章的結尾處

已經清楚說出來了。 

30. 一個特屬歷史性的構作物（ein spezifisch historisches Gebilde），一如我們在那個名稱

下（首先完全未加以說明地）設想的那個東西，要能夠被提升而達到概念上的清晰

性（begriffliche Deutlichkeit），唯一的辦法就是──我惦念著某種想要駁斥這些論述

的任何嘗試──[304] 透過對其種種個別的成分之綜合，一如歷史的實在（die Realität 

der Geschichte）呈現它們的樣子。並且是這樣進行的：我們由「在歷史上給定的東

西之實在」中，將那些我們發現它們在歷史實在中以多重中介的、破碎的、或多或

少前後一貫且完備的方式，或多或少與其他的異質性的特點相混合著而發揮著作用

的個別特點（Einzelzüge），就其最清晰、最一致的面貌（ in ihrer schärfsten, 

konsequentesten Ausprägung ） 篩 選 出 來 ， 根 據 這 些 特 點 的 「 共 屬 性 」

（Zusammengehörigkeit）將它們給結合起來，並以這種方式製造（herstellen）出一

個 “理想－典型式的 ”概念（ ein „ideal-typischer“ Begriff）、一個思想構作物

（Gedankengebilde），而歷史性事物之種種事實上的平均內容（die faktischen 

Durchschnittsinhalte des Historischen），則將以極為不同的程度接近它。 

31. 但無論如何，在我們正在處理的這件事情上，對一個極為複雜的歷史性的現象，首

先只能由那在直觀上給定的東西出發，然後再逐漸地透過排除掉對於那必然是孤立

地與抽象地被建構出來的概念而言“不具有本質性的東西”，去嘗試獲得此一概念。

據此，我當時所採取的程序是：1. 透過一些例子喚起人們回憶起一項到目前為止還

沒有人懷疑過的事實：基督新教與「現代的資本主義」之引人注目地強固的完全一

致（Kongruenz），這些例子包括：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取向的職業選擇、資本主義式

的“興盛”（Blüte），然後 2. 以舉例說明的方式（illusttrativ），引進一些我們無疑會

判斷為「是由“資本主義式的精神”所孕育出來的」的例子，去說明這樣的種種倫理

上的生活準則（Lebensmaximen）（富蘭克林），並提出一個問題：這些倫理上的生活

準則要怎樣才能跟種種偏差的、尤其是跟中世紀的那些生活準則區分開來，然後又

再度 3. 嘗試透過一些例子去說明（illustrieren）：[305] 這樣的種種靈魂上的態度

（seelische Attitüden）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在因果上與「現代的資本主義」這經濟系

統發生關係的，並且在這麼做的時候，我 4. 碰到了“職業”－思想，而這讓我想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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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已經（特別是透過 Gothein）被確定了的、極為特有的「喀爾文教（以及此外：

Quäkertum 與類似的種種教派）和資本主義之選擇親合性，並同時 5. 想要去指出：

我們今天的「職業」概念，乃是以宗教的方式奠定基礎的。據此，...便產生了一個

問題：基督新教在其種種個別的深淺層次中，是如何與那種對於個人的那些倫理上

的品質──這些品質影響著他對資本主義的才能（Eignung）──之發展而言具有特有

意義的「職業思想」的發展發生關係的。當然，這個問題要有意義，就必須的確有

過這樣的在宗教上受到制約的特有的倫理上的品質（ solche religiös bedingten 

spezifischen ethischen Qualitäten）。這些品質有可能會是哪一種種類的，首先只能就

一些例子而一般地加以闡明。因此，在對問題本身進行探討的同時，就必須一併以

越來越深入的方式，提出一種證明（去補充那在發展問題時所說了的東西），證實說：

在基督新教式的倫理的某些特定的組成部分中的確有這樣的一些品質，這是哪些品

質，哪些種類的基督新教有可能會以特別高的程度將這些品質給發展了出來，以及：

在哪一個點上（worin）這些品質與那些透過中世紀的教會並由基督新教的其他亞種

所部分養成、部分容忍的品質相區別。在這種情況下，對這問題本身之真正的處理

就必須 1. 在可能的時候（亦即：只要這一點是一個神學上的外行所做得到的），首

先試著在基督新教的種種個別的深淺層次中，找出「倫理」之理論上－教義上的定

泊（Verankerung），以便去指出：這裡所涉及的，並非純附屬性的、與 [306] 該「宗

教性」這思想內涵沒有關聯的事物，──2. 但卻（這是與此大為不同的）說明：它

們之中的每一個的「宗教性」之獨特性，為那真實的倫理上的行為（das reale ethische 

Verhalten），包含著哪些實踐上的－心理上的動機。...：這二個剛剛提到的問題，涉

及了彼此完全不同的事物。 

32. 介於中世紀晚期還非常脆弱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發展過程與對今日的資本主義而言具

有決定性的「技術的機械化」（Mechanisierung der Technik）之間的那個偉大的發展

歷程，是透過某些重要的客觀－政治上與客觀－經濟上為後者而設的先決條件

（Vorbedingungen）之創造（Schaffung）而完成的，但尤其重要的是透過「理性主

義式的且反傳統主義式的“精神”以及整個在實踐上接納了該精神的人」的創造與準

備（die Schaffung und Vorbereitung des rationalistischen und antitraditionalistischen 

„Geistes“ und des ganzen Menschentums, welches ihn praktisch in sich aufnahm）：「現代

的科學（Wissenschaft）及其在近代才發展起來的與經濟的種種實踐上的關係的歷史」

這一方面，「現代的生活經營在其對經濟的實踐上的意義方面的歷史」（die Geschichte 

der moderne Lebensführung in ihrer praktischen Bedeutung für dieselbe）這另一方面，

這二方面應該會對這一點給出一些主要的啟發。我的文章談的就是後一種成分，往

後我還會繼續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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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Weber, Jugendbriefe, hrsg. v. Marianne Weber,.Tübingen: Mohr 1936.. 

（MWG II/1: 405 f.） 

An Alfred Weber zur Konfirmation（堅信禮：入成年期） 

Straßburg, 25..03.1884 

 

[106] 你已經――一如這些學說從很久以來就在我們的教會中被主張著與相信著的

那樣――熟諳於基督宗教的種種學說了，而在這種情況下，你想必一定知道：對這

些學說之真正的意義（Sinn）與內在的意義（Bedeutung）的掌握，在不同的人那裡

乃是非常不一樣的，並且：每一個人都根據他的方式，試圖去解決此一宗教向我們

的精神所提出的那些偉大的謎。因此，你現在，就像每一個其他基督徒一樣，面對

了一項要求：你必須作為基督徒的共同體成員，對這些謎形成某種自己的觀點；這

是一個每一個人都必須解決、並且每一個人都以他的方式加以解決的課題，但並非

一蹴而就，而是基於在其人生的進程中之種種長年的經驗。你將會如何解決這個現

在首度向你提出來的課題，在這方面，你將指向你自己、向你的良心（Gewissen）、

你的知性（Verstand）、你的心靈（Herz）負責。因為，一如我所相信的，基督的宗

教之偉大正是在於：他對每一個人而言，無論是老年的還是青年的、無論是幸運的

還是不幸的，都以同樣的程度存在在那裡，並且將為所有的人――儘管以不同的方

式――所理解，並且從幾乎二千年以來就被所有人所理解著。它乃是在這段時間裡

所創造出來的所有偉大的東西建基於其上的種種主要基礎之一；各產生了出來的國

家、這些國家所做出來的所有偉大的作為、它們所記載下來的所有偉大的法律與規

章、甚至就連科學以及人類之所有偉大的思想，都主要地是在基督宗教的影響下發

展出來的。自從這個世界可以思考以來，人的種種思想與心靈從來就沒有被某種像

是「基督的信仰之種種觀念與那基督式的人的愛（Menschenliebe）」這樣的東西所如

此地充滿著與推動著。――這一點，你越是看進了人類的種種「歷史表」中，你將

會更加了然於胸。這就造成了：今日我們用“我們的文化”這個名稱加以統稱的一切，

[107] 基本上都建基於基督宗教上，並且：今日在整個人類社會之種種設施與秩序

中，在其種種思考―與行動方式中，一切都與基督宗教關聯在一起並依賴於它，甚

至是如此地依賴於它，以致於我們自己根本就不會總是注意到、甚至完全不再意識

到說：我們在我們所為與所思的一切那裡，都受到基督的宗教所影響著。基督宗教

乃是那條將我們與所有那些跟我們處於同樣高的發展階段的民族與人連結起來的共

同繫帶，因為，就連在我們之中的那些不想要稱自己或主張自己本身是基督徒、不

想要與基督宗教有任何關係的人，也的確都吸取了基督宗教的種種基本思想，並不

自覺地根據其種種學說而行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