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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創造價值的文教策略 

以適切方法助人發現真理乃教育組成的一個要項，蘇格拉底(Socrates)
即擅長運用辯證法，在反覆詰問中從特殊事物產生普遍概念，並主張普遍

優位於特殊，是絕對真知之所繫。柏拉圖(Plato)亦循此途徑，依恃辯證邏
輯努力超越現實，追求虛假現實之基的永恆『理念』。辯證法主要透過陳

述與矛盾來運作，在對話裡，某立場由一位發言者陳述，另外某人則提出

修正或反對意見。修正或反對可分兩種，一是指出原先陳述的立場不甚清

晰，或許本身含有扞格之處；二是認為原述立場疏漏了某事物，故為不充

分的。原有立場接著靠排除扞格及彌補疏漏而重新陳述，增加自身的連慣

性。辯證法發展到黑格爾(Hegel)又以世界進程之普遍原則型態出現，但仍
保有六個基本特徵：(1)辯證的探究係逐階推進，論證的每一階段都有某個
立場被當成既定真理提出。(2)沒有全真或全偽的事物，沒有事物為閒置，
因某立場需其矛盾者才能達到更高綜合階段。(3)由於沒有虛設之事、一切
事物皆被匯納在更高之論證階段，辯證愈接近真理，真理便愈具統攝性。

(4)真理來自論證過程本身，不是從外部生發。(5)因真理來自論證過程，故
其非為發明而屬發現，非為創造而是掌握。(6)辯證法內沒有到達真理的捷
徑，若要進行運作，每一階段皆為必須，不可急率。1影響歐洲文化深遠的

辯證法卻不受尼采青睞，他將焦點轉移至有助價值創造之策略上。這些策

略極富藝術性，與側重思辯的傳統取向殊異。 

（一）感受現象 
『絕對真理』或『客觀知識』雖為辯證邏輯之所求，倘若根本不存在

純粹的認知行為，基於此一追尋之方法豈不頓時失效？就尼采而言，永恆

真理的存在僅屬某種臆想，辯證法係事後圓謊伎倆。如果有所謂『真理』，

那也是出自人類特定『視角』的產物，與生存有關。真理是由人所創造，

愈能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愈能產生裨益生命之新義。 
日常生活蘊含無盡創造素材，苟能具備敏銳感官，看似普通的事物也

會變得不凡。但採簡單法則掌握複雜現象之教育往往使人充斥著先入為主

的概念，凡事皆仰賴法則化約解釋，活生生的現象遂遭扼殺，人之感受力

更逐漸麻痺。環顧德國輕視經驗的教育，尼采言道：『我們的確缺乏教導

(instruction)，不，我們其實太過衰敗，以致無法真切和簡單地生活、觀看、
聽聞(to live, to see and hear truly and simply)，並瞭解對我們來說接近和自
然的事物。我們甚至尚未奠定文化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culture)，因自身
不能確信內部擁有一真誠生命(a sincere life)』(TS II. 10)。真切地看、聽、
感受周遭環境才是文化嚆矢，感官蒙蔽等於阻絕體會美好世界的孔道，尼

采用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舉例說：『假使你想指引(guide)一位青年邁向真正文
                                                 
1 McClelland, J. S. (1996). 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pp. 33, 528).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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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途(the path of true culture)，謹防打斷他與自然間的天真、信任以及，
如其所是，直接與個別關係。樹木、岩石、微風、蒼鷹、花朵、蝴蝶、草

地、山坡都必須以他們自己的語言對他說話。』不過多數德國青年學的卻

是『如何令自然向他們臣服』，『動植物生理學、地質學、無機化學』形成

看待自然之唯一方式，功於『精明和智巧的計算(shrewd and clever 
calculations)』。結果，再無空間留給直覺、想像或詩意情懷。尼采接著強
調：『能對其孩童靜觀本能(the contemplative instincts)保持忠實，不受打斷，
這項無法估量之益處須惠予真正的文化人(the truly cultured man)』。(FEI 4) 
既然感受力與文化發展緊密交織，又如何促進官能敏銳？諸感官中，

尼采對觀察能力的培養頗具心得，他認為，『學習如何看』(To learn to see)
便是『讓眼睛習於沈靜、忍耐，允許事物浮現；延遲判斷(to defer 
judgement)，並獲得從所有側面探索和瞭解某個別事物的習慣。』『學習如
何看，就我所知，幾近於常言稱作「意志力」(“strength of will”)的東西。
它的基本特徵正是不切望去看(not wish to see)，能夠延緩決定。』『為舉例
揭示何謂學會去看，容我表明身為一位學習者，如此訓練之人將已大致變

得緩慢、多疑和難以役使。懷著敵意的沈靜，他將首先允許每種詭異及新

奇事物在面前浮現，且在探索時收斂其手。以大開心靈一切門戶的姿態站

立，於一切瑣碎事實的紛擾中卑屈橫臥，每日每時均奮力備妥跳躍，好使

自己置身其它心靈及事物』(TI VIII. 6)。需附帶說明的是，尼采這裡所言
之『讓眼睛習於沈靜』、『不切望去看』和他強調以充沛熱情去意欲事物的

立場並無抵觸，相反的，此乃對熱情施加嚴格紀律之求力意志展現，為的

是要避免獨斷，瞭解事物的各個側面。 
再者，尼采未曾忽略感官經驗的侷限，毋寧說他深刻地察覺該侷限，

應運而生的即『視角論』(perspectivism)。Alan D. Schrift指出：『用其最簡
單的形式陳述，視角論乃主張沒有不經解釋之「事實」或「真理」的尼采

學說。』2按尼采之意，縱有真理，仍屬人類視角下的事物解釋，能否提升

生命為其判準；真理是有益生活的編造物，非必為事物本然不可。但問題

不在真理是否為片面虛假，採取多維視角對世界進行各種解釋，賦予生命

嶄新價值才是關鍵，故尼采又云：『世界的價值(the worth of the world)位於
我們的解釋中（除了人類的之外，或許某處尚有其它可能解釋）。迄今所

做之解釋(interpretations)係為視角的評價(perspective valuations)，透過它我
們方可在生活上求存，亦即在求力意志和力量增長中求存。人之每項提升

均包含較狹隘解釋的超克，每達強度(strength)或力量(power)的更高等級，
皆會隨之帶來嶄新觀點(new views)，同時授予新視界(new horizons)的信念』
(WP 616)。變換角度、保持看待事物之開放性，可說尼采界定『真理』及
『客觀性』的重要參照，前者與辯證法之真理關相左：『「真理」不是某種

                                                 
2 Schrift, A. D. (1990). Nietzsche and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 (p. 145).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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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事物，必須尋找和發現。它是某種必須創造的事物(“truth” is not 
something which is present and which has to be found and discovered; it is 
something which has to be created)』(WP 552)。至於『客觀性』，也與傳統
不帶利害的看法迥異：『只具有從某一視角出發的看，由某一視角產生的

「認知」。我們在某事物上表達更多情感，於同樣事物上投注更多目光、

不同的目光，我們對該事物的「理念」、「客觀性」將愈充全(There is only a 
seeing from a perspective, only a “knowing” from a perspective, and the more 
emotions we express over a thing, the more eyes, different eyes, we train on the 
same thing, the more complete will be our “idea” of that thing, our 
“objectivity.”)』(GM III. 12)。 
不斷轉換觀察事物角度之策略尚反映在尼采的格言文體上，關於其特

性及教育用意，Michael Haar有精闢解析：『格言雖預設視域或界限，但卻
是分開的，它是以視域和視角的多元性為前提，無數格言之繁複性絕無法

歸併於單一宰制視域。格言雖獨立卻不孤立，格言式的寫作因而打亂所有

邏輯的、時序的和形上的次序，讓結果產生前便宣告原則的法規失效，並

創造自身之時間性和情境。』據此，『格言式的文體要求或意欲教育一種

新類型的讀者‥‥一位行為者和創造者，好奇及勇敢到在隱藏背景和文體

空隙中搜索迷團與可能體系。當傳統形上文體強迫歸併至單一和宰制觀

點，由格言構成的文體並不包含指令或限制命令。以這種方式，片段式的

文體就和僅提供一個視域的傳統形上目的離得更遠。片段語句將我們從絕

對正確性的魔障裏釋放出來，排除在片段及分散意義上強加單一命令的所

有可能性，且將我們由終極根基的魔障中解救出來。』3尼采反對讀者總是

帶著迅速掌握主旨的習慣來閱讀，他希望讀者隨格言之視角變化體會事物

多面性，誠如他的『真理』觀也是出自一種『視角』。 

（二）能量管理 
力的有無與尼采之文教關懷同其終始，酒神、日神即分別代表創生欲

力及節制、均衡之力。酒神、日神後來演變為發用合乎節度的欲望、熱情

或本能，理想人格則是善於掌控身體有限能量，使其在紀律整飭下發揮最

大效益、美化自身者。不僅美化自身，能量管理更直接影響文化品味與風

格，有力之人方可依據章法創造高貴文化價值。 
Alan D. Schrift曾在探討『視角論』時觸及尼采掌控本能的議題，他發

現不同『視角』之所以能形成某項『解釋』，是因人會調整彼此相互衝突

的『視角』，於眾多『視角』間產生『等級秩序』，賦予混亂『視角』形式。

這種情狀和施加規範於眾多狂肆本能，進而孕育『宏偉風格』其實一致。

Alan D. Schrift還認為『酒神』乃尼采用來表達『宏偉風格』的隱喻：『在

                                                 
3 Haar, M. (1996). Nietzsche and Metaphysics. (M. Gendre, Trans. & Ed.). (pp. 77~79).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74  尼采的教育藝術 
 

早期著作中，尤其是《悲劇的誕生》，混沌及狂醉的酒神世界與秩序、形

象及夢幻的日神世界相對。自《查拉圖斯特拉》爾後的著作裏，日神追求

秩序的衝動被融合至尼采的酒神觀，酒神不再與日神而是和基督教的保羅

式解釋對立。』『酒神』，『作為宏偉風格者』和『豐盈受駕馭之形象』，『透

過其施加增進生命之等級秩序，肯定了世界豐盛的曖昧性與矛盾性。』4而

使尼采關切能量管理的緣由，充斥教育之天才神蹟論是根導火線；他聲言

偉大天才的降臨有賴不懈地克服逆境、蘊蓄己力，絕非徒恃上帝恩寵。為

此，尼采提出下列主張：『某種不再相信奇蹟的教育必須注意三件事。第

一，承襲多少能量(how much energy is inherited)？第二，藉由何法可興起
新能量(by what means can new energy be aroused)？第三，個人如何適應眾
多繁複的文化要求卻無甚驚擾並摧毀個性——簡言之，個人如何引向個別

和大眾文化之對位(how can the individual be initiated into the counterpoint of 
private and public culture)，他如何主彈旋律的同時又能為其伴奏？』(HH I. 
242)這段話道出能量承襲、增生、調節對教育的重要。父母或先人常經由
一點一滴之辛勤耕耘建立良好家族傳統，不論該傳統屬手工技藝、專業知

識還是生活品味，吸納傳統無異承襲巨大能量，故傳統不容棄絕，前人努

力和後人接續遂成首務。但承襲所得畢竟有限，若欲在既有上增加新能

量，後生晚輩尚須保持開放胸襟，細心地看、聽、感受生活內的大小事物，

並且汲取他人見解，比較每種正反意見，以減少偏失之憾。值此之際，最

困難也最奧妙的工作要算調節已有和新增能量，接受新價值絕非完全被動

的行為，唯有當個人沒有放棄主動力，才能將新能量融入原先自我，其過

程好似音樂作曲中的對位，假設主聲部為自我、副聲部為新價值，和諧樂

曲的產生有賴主副聲部的音階配合。持續接納新價值表示構成曲調之聲部

越來越多，應對難度也逐漸加大，不過一旦克服創作障礙，以某基調為準

安排諸多聲部，人生便像交響樂般氣勢磅礡、雄渾有力。 
能量除透過承襲、增生、調節來積累，如何減少消耗的問題同樣重要。

能量即本能、欲望、熱情或意志的強弱多寡，既是價值所從出，亦為價值

終所歸。意志活動方式有『主動』和『被動』之別，『什麼是主動(active)？
為了力量而伸展。』『什麼是被動(passive)？在向外攫取的活動中受阻，所
以其乃一種抵抗(resistance)和反應(reaction)的行為』(WP 657)。主動、被動
對有機體而言同樣重要，不能施展力量、無法抗拒外力、缺乏適切反應，

皆為意志衰弱的徵候。毋寧說，意志的強弱有賴主動及被動力量間之彼此

協調，若被動能支援主動、主動能駕馭被動以進行創造，方屬尼采肯定之

求力意志；假如主動無力再統合被動、被動卻造成主動分裂，便淪為他否

定之衰弱意志。特別的是，尼采把人之欲望、情感等自然本能視作描繪璀

璨生命的顏料，充滿力與美的人生構圖有賴善用顏料。在藝術家的此番感

                                                 
4 Schrift, A. D. (1990). Nietzsche and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 (pp. 195~160).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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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下，他察覺許多人由於不諳用色，任意塗抹，因而把畫面弄得紊亂雜沓，

尼采形容這般光景為『意志的衰弱，或更確切地說，無法不對刺激(stimulus)
作反應(react)』(TI V. 2)。亦即本能衝動是如此不可遏止，導致『無法對刺
激(stimulus)進行任何抵抗(resistance)，遂有不得不反應(react)之感』(WP 
737)。這種『過渡敏感』(excessive susceptibility)與藝術家掌控己力以對某
些特定刺激作反應而淡漠其它有著天壤之別。目睹現代人衝動熾烈、過渡

反應的病症，尼采研擬了六種醫治策略：第一，『防止滿足衝動的機會，

經由長期及加長時段之避免滿足削弱和抑制它』。第二，『在嗜欲滿足方面

施加自身嚴格與規律的定則(a severe and regular order)，藉著管理衝動
(regulating the impulse)且將它的漲落限制於固定時段，我們即能獲得衝動
停止干擾之間歇時刻』。第三，『刻意放縱自身於不受節度與沒有限制的衝

動滿足，好讓我們對它變得厭惡，並藉此獲致駕馭衝動的命令』。第四，『緊

密地把滿足念頭和某些痛苦設想聯繫起來，經過一番練習，滿足的想法就

會立即感到非常痛苦』。第五，『藉由加諸自身某項特別困難和費力的工作

引發我們力量之位移，或靠刻意委身一些新的嫵媚和愉悅事物以轉移思想

和體力到其它管道』。第六則是因某理由而『削弱和抑制』『全部的身心機

能』(DD 109)。 
兩大疑難旋即產生；首先，尼采不是反對『禁慾主義』嗎，為什麼上

述策略近乎禁慾方法？其次，意志全然自主的說法屢遭尼采駁斥，管理衝

動又如何可能？面對第一個問題時切莫忘記，尼采係站在謹防過多反應拖

垮生命整體的立場運用策略，目的是要護持能量，作為價值創造之張本，

因此和飽嚐過多反應之苦，志在翦滅衝動的禁慾主義迥異。前者屬『力量

的歇息，本質上為禁戒反應(the repose of strength, which is essentially 
abstinence from reaction)』，後者屬『疲憊的平靜，執拗於麻痺狀態(the peace 
of exhaustion, rigidity to the point of anaesthesia)』(WP 47)。第二個問題牽涉
到意識層面的紀律、規範終會轉化成無意識的本能衝動，或者說第一天性

也曾為第二天性，『所有教育的任務便是轉變特定意識行動和習慣成為或

多或少無意識者(It is the task of all education to change certain conscious 
actions and habits into more or less unconscious ones;)』(W 28)。循繹尼采陳
言，是想藉教育使人的各種本能於相互競逐後具備合乎節度的發用傾向，

縱然本能競逐大部分發生在無意識層面，超過人之力量掌控範圍，但每每

發用均合乎節度，豈非即為教育的成功？不只是人，展現力與美的文化必

恪守能量經濟學原則，追求減少耗能中之理想境界，尼采舉例道：『一件

意在傳遞健康印象的作品，應該以其作者至多四分之三的力量創造。如果

作者達到他的極限，作品的張力(tension)便會刺激觀賞者，令觀賞者不安。
所有美好事物皆擁有某種嫻逸(All good things have something lazy about 
them)，彷彿牛隻躺臥草地般』(HH II. 107)。而品味的散發，往往有賴這份
嫻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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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溯譜系 
道德價值的源起常被歸為『上帝』、『超驗界』或某絕對權威，影響所

及，價值根源的神聖性、單一性以及價值自身的永恆普遍性乃深植人心。

立足經驗大地之尼采則投以該說懷疑眼光，著手探討價值的產生、流傳和

演變。此一工作由於極似推敲族譜，對某人身世追本溯源，尼采遂稱其為

『道德系譜學』。系譜學策略意圖揭開面具，從還原事物面貌過程中替未

來繪製新顏。 
雖然尼采使用『系譜』(genealogy)之名，他的策略卻與一般系譜學者

大異其趣，Brian Leiter便發現：『在標準字典定義裏，「系譜學」為家譜研
究。它特別常是為了藉顯示某客體有一卓越起源，促使某客體「實在穩固

化」之家系研究——卓越祖先具備的價值如其所是地傳遞給目前後裔們。』

『尼采的系譜措施並不相同。於道德之系譜中，其目標是批判的而非實在

的，藉顯示系譜客體所具之價值或意義因兩個理由而在歷時上不連續，他

恰好心繫打破價值傳遞鎖鍊——第一，因沒有從起源點傳遞到目前客體的

單一價值或意義。第二，由於不只擁有一個起源點。』5據此，揭露價值源

起的多中心和價值多義性，使系譜學成為尼采批判傳統道德觀之利器。這

把利器的形成又需深厚語言學及史學知識，追查古典文獻內的價值流衍記

載，洞悉其間錯綜複雜之語意更迭；身為語言學家的尼采遂提醒系譜工作

者注意以下問題：『道德觀念演化史透過語言學獲得何種指示，尤其是語

源學探究？(“What indic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ral ideas 
is afforded by philology, and especially by etymological investigation ?”)』(GM 
I. Note) Lee Spinks乃少數研究尼采的學人裏，就語言學背景鋪陳系譜學精
神者，他指出；『也許介紹尼采系譜學方法最明白的方式便是把他的工作

重新置入十九世紀語言學的情境內。在十九世紀，語言學科目乃作為各種

知識體的歷史顯現研究而成型。語言學家探討宗教、神話、科學等歷史。

尼采最初即接受語言學家的訓練，他還於一八六九年擔任巴賽爾大學的古

典語言學教職。可是，他對傳統語言學處理歷史價值問題時所持之他所認

為的陳腐及非哲學態度逐漸變得失望。如果我們檢視十九世紀語言學內介

乎傳統與現代有關神話和歷史敘事閱讀方式的緊張關係，尼采的態度將變

得明朗。傳統語言學是藉此企圖所促動——從考古證據之散亂片段中發現

位在文本「後面」並賦予其「意義」的原始同一性或事件。例如，當傳統

《聖經》學者檢視經文敘事之考古殘篇時，他們關心的主要不是地域性之

慣用語變化或風格的不協調性，相反的，他們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文本揭示

之關於精神性意義的原始根源，該意義係透過上帝字句所呈顯。同樣的，

像《奧德賽》文本之語言學審查是為了建立有關荷馬「心靈」和「天才」

不可動搖的事實來進行。於兩個例子裏，歷史敘事與文化價值的意義是靠

                                                 
5 Leiter, B. (2002). Nietzsche on Morality. (pp. 167~168).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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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本結構到建立文本「同一性」和「真相」的基礎概念之詮釋參照回溯

方式決定。』『現代語言學，正如它由尼采所拓展和運用，是以其拒絕接

受從文本實體到位在文本「後面」的概念和價值之詮釋參照回溯方式而昭

著。他的工作將學術焦點由概念或價值之原初同一性轉換至分開的、不連

貫的和偶然的力量，該力量首先創造了概念。』6 
為凸顯某項歷史事件或傳統習俗所蘊含的意義、價值是隨著各種力量

介入持續發生改變，尼采曾就『懲罰』(punishment)譜系進行追溯。『懲罰』
早先屬債權人(creditor)及債務人(ower)間之契約關係，意指債權人對無力償
還債務者可直接加諸有助彌補的行徑，純粹為物質概念(material idea)。有
權之人後來制訂法律取代這項赤裸行徑，無力償債即違反法律，不但需負

相當刑責，同時被視作罪惡，『懲罰』至此才具威嚇、制止等道德目的。『懲

罰』之『罪惡』意涵尚由基督教渲染，身為債權人的『上帝』因頻頻施惠

於人，甚至替人之債務犧牲自己，故人對上帝的虧欠永遠無法償還，具有

『原罪』，沒有止盡地贖罪和清償不完之債務是為『懲罰』(GM II.)。經過
此番推敲，尼采強調普通系譜學者探討『懲罰』概念時，常混淆了起源與

目的。一項活動之初始意涵和最終目標往往殊異，穿梭交織的不同力量乃

為變異關鍵：『有關懲罰之起源(origin)與目的(end)，仍有一言該說——兩
個有區別或應區別的問題，不幸總是混為一談。在這些個案，我們迄今之

道德系譜學者採取何種策略？不外乎積習已深的天真。他們先尋找懲罰之

某些「目的」，例如復仇和攔阻，然後出自無知地把該目的置於開端，當

作懲罰之直接原因，如此便算了事。』但是，尼采接著說，『一件存在事

物的起源和最後功能、實際運用及其於目的系統中之歸屬乃完全彼此對

立——存在與遍佈各地之每件事物總被優於自身的力量安插新目的、重作

新徵聘、化成新用途。一切有機世界的「事件」均由征服和主宰構成，一

切征服和主宰皆屬某種新解釋與調適，其必然沖淡或完全磨滅現存的「意

義」和「目的」(all “happening” in the organic world consists of overpowering 
and dominating, and again all overpowering and dominating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adjustment, which must necessarily obscure or absolutely 
extinguish the subsisting “meaning” and “end.”)』(GM II. 12)。簡單地說，是
『求力意志』不斷賦予事物新價值；尼采運用系譜策略之企圖即想查明價

值出自何種力量，能否促進生活福祉，以揭露根植貧乏、令人漸行衰頹的

教育內涵，進而釋放生命並創造價值。 

（四）顛覆瓦解 
文化價值甫經設立，便易於眾人遵循下日久積習，縱然時空流轉，某

些價值早已遠離草創之初的情境和宗旨，卻仍常由後人穿鑿附會，塑造成

無庸置疑或至高無上的偶像。價值一旦蛻變為此，勢必強賊精神自由，尼

                                                 
6 Spinks, L. (2003). Friedrich Nietzsche. (pp. 58~59).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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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之因應策略，便是採取距離，用懷疑、批判的態度找尋弱點，瓦解價值

立說基礎。這項工作有如以鐵鎚粉碎偶像，每一敲擊皆體現著求力意志。 
對於既有的價值觀念，尼采認為若一昧固守，則與背負重擔之奴隸相

若，將導致人的衰敗(HH I. 552)。為了能從遠處加以眺望，人必須如旅行
者，離開所棲身的城市，以便更佳地看清城中塔高。這樣的遠眺點乃超乎

善惡及所有不可侵犯的價值之外，該價值早已成為人們血肉的一部份。就

此，人必須輕裝簡從，卸除沈重物品，才能登高望遠，像蒼鷹般遨翔俯視

(JW 380)。在遊歷各地後，只有出於嚴格比較下的判斷而非思鄉之情的驅
使，回城之行才具有意義(It is not when your nostalgia urges you back again, 
but when your judgment, based on a strict comparison, drives you back, that 
your homecoming has any significance!) (DD 61)。此行亦似浪潮，當其遠離
海岸置身遼闊汪洋時，整個海岸線均一覽無遺，當其再度登岸後，也就對

之有了更好的理解(HH I. 616)。尤有甚者，尼采還將暫離固有價值視作醫
治文化疾病的良策，正如醫生有時為了治療之故而把病患安排到完全陌生

的環境，使病患與過往、煩惱、朋友、信件、工作、失誤、痛苦的記憶隔

離，並在新環境中學習對滋養品伸出雙手、開啟邁向未來的官能(HH II. 
Preface 5)。 
提出懷疑、批判是使人從既定成規中獲得解放，同時敲響文化先聲的

更為積極舉動。在尼采眼裡，能夠不顧他人非議，對世俗所崇拜的偶像、

權威、信仰加以適切地質疑甚至破壞，即為力量與自由的顯露。一旦以鐵

鎚為武器與文化裏的病態因素交戰，便會在激擾震動下使新問題浮現(WP 
1054, 133)。但這場沒有煙硝味的思想戰爭意不在滅絕對方，而是為了終結
專制，好替其它嶄新、剛健的理想清出道路(clear the way for other ideals, for 
more robust ideals) (WP 361)。故縱使最高價值失去了原先地位，所導致的
虛無主義(Nihilism)也不全然是消極的結果，反倒產生了一種強大的廓清
(cleansing)力量(WP 2, 247)，故尼采說：『虛無主義為精神力量的提昇象徵。』
『虛無主義乃最高精神力量以及豐盈生命的理想，部份是破壞性的，部份

是反諷性的。』『它可成為力量的象徵，亦即精神活力增長致足以使迄今

為止人們追求的目標不再合宜的程度。』『它以強勁破壞力量之姿而達到

作為相對力量的最大值。』(WP 22, 14, 23)未來價值的塑造，正由此獲得堅
實根據。 
顛覆價值的實例不僅遍佈尼采著作，施展技巧亦千變萬化，誠難完整

羅列，E. E. Sleinis提供的分類則有助瞭解梗概。他發現尼采從事學說破壞
時，至少利用了『矛盾』、『錯誤假設』、『自毀立場』、『方法與目的之混淆』

四種技巧。7 
有關『矛盾』解構策略，Sleinis指陳：『採納絕對真理作為其至高價值

                                                 
7 Sleinis, E. E. (1994). Nietzsche’s Revaluation of Values: A Study in Strategies. (pp. 186~19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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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系統是以認知者的概念一致性為前提，該認知者能覺察事件之獨立

狀態，自我本性並不影響覺察內容。對於尼采，此般認知不啻要求一項非

為交互作用之交互作用。換句話說，這樣一位認知者的概念係屬矛盾。』

Sleinis接著徵引《道德系譜學》第三章第十二節的一段話來映照：『今後，
我親愛的哲人們，讓我們提防此項危險、陳腐的概念虛構，其設置某個「純

粹、無意欲、沒有痛苦、無時間性的認知主體。」讓我們小心像「純粹理

性」、「絕對精神性」、「知識自身」的矛盾概念羅網。這些總是要求我們思

索某種完全無法想像的眼睛，某種不轉往特別方向的眼睛。眼睛之主動和

解釋力量——只有藉之看才能變成看見某物——被當作不存在。這些總是

要求某種荒謬和沒有意義的眼睛。』 
談及『錯誤假設』策略，Sleinis闡述道：『作為審美靜觀理想的不帶利

害乃假定人類能不帶利害的靜觀。但依照尼采，在審美靜觀中，人類可使

自身脫離其欲望、熱情等是錯誤的。價值要求一項，如它變得那樣，未能

達成的事實以求達成。我們可用更加生動的措辭提出該論點——「純粹的

審美靜觀者」為一種虛構。他廣泛地運用此項策略。』 
在『自毀立場』策略方面，Sleinis說：『根據尼采，利他主義是為了非

利他的原因被倡導。那些倡導利他主義者行此以替其私利服務，他拿這點

構成一種自我駁斥的形式。』Sleinis舉《悅樂的智慧》第二十一節為例，
8該節記載尼采識破利他主義的自利本質後，批判如是：『這顯示目前聲名

大噪的道德中之基本扞格處。道德的動機和其原則對立，道德認為是其明

證的東西被其道德規準所駁斥。為了不和自身道德抵觸，「你應拋棄並犧

牲自己」的命令只能由那些如此拋棄他們自身利益、透過個人必要犧牲，

或許導致其自身毀滅者來頒佈。可是一旦鄰人（或社會）為了其利益推薦

利他主義，便是運用相反原則——「你應尋求你的利益，甚至以每件其它

事物為代價」。這麼一來，某人用同一口氣倡導一項「你應該」和「你不

應該」。』 
於『方法與目的之混淆』策略裏，Sleinis申明：『尼采否認悅樂和痛苦

為最終目的，這某部分是他生物學上之調整結果。對於身體，悅樂和痛苦

係達成身體福祉的方法。此項事實的確需要那些想維持悅樂和痛苦本身即

目的之說者，去驗證保障只是身體的方法、後來被轉化成個人最終目的之

些許狀態究竟為何。未就這點作答覆卻堅持悅樂和痛苦為最終目的之學說

必然被其削弱。』 
有一點頗令人好奇，不符尼采品味之辯證法，其邏輯神韻為什麼瀰漫

上述策略？尼采又如何捍衛自身立場？可能的答案，即傳統辯證法屬封閉

系統運作，囿於既定目的之有限界域，尼采雖運用邏輯法則，主要精神乃

導向解放，正於此處，尼采體現不固守傳統並加顛覆的典範。 

                                                 
8 Sleinis, E. E. (1994). Nietzsche’s Revaluation of Values: A Study in Strategies. (p. 7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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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新評價 
破壞價值之思想鐵鎚在尼采手裏亦是把建設工具，瓦解後的物件乃創

造素材，等待鐵鎚再度施力，從中形成具更高意義之文化，此一工作寄情

承襲和超越傳統，轉化虛無為充實。價值是人所贈與事物，反映人的力量，

有力者對事物能做出較優位的判斷，建立嶄新衡量成果，或使各種價值間

之排列次序幡然更改；排序依據的規準，與提升生命互為表裡。 
『只有人把價值給予事物以維持自身——只有他創造事物的意義，一

種人類的意義！』因此，『評價就是創造(Valuing is creating)』，『唯有透過
評價(valuation)才產生價值(value)，若無評價，存在的核心將為虛空』(Z 
15)。尼采這段話揭示了評價活動和生存需要之關係。他還強調，價值評定
實源於人類彰顯己力、拓展生命的欲求，故價值隨力量變遷而移轉，力量

愈多之人視愈能增長生命者為價值。下一段話可約略表達尼采對價值特性

的描述：『「價值」的觀點，乃生成之流中為了相對生命延續的複雜形式之

保存及增長條件觀點(The standpoint of “value” is the standpoint of 
conditions of preservation and enhancement for complex forms of relative 
life-duration within the flux of becoming.)』9(WP 715)。Martin Heidegger似
乎深受這句話引導，他在探討尼采的價值議題時說：『價值對於尼采意味

著某種生命條件，某種生命得以「勃興」的條件。』『當成某種生命條件，

價值因而必須被認為支持、促進和喚起生命增長的事物。』Heidegger同時
陳言，有別達爾文學派著重自我保存，生命增長才是尼采主張之生命本

質，但何謂增長呢？Heidegger解釋道：『增長，特別指位於且藉由已被增
長的事物中所產生者，屬一種自身超越。這意味在增長裏，生命於自身面

前投射自身更高可能性，指引自身導向某個尚未實現的事物、須優先達成

的事物。』特殊的是，『增長意指像某種遠眺和洞見至更高境界事物，某

種視角。因為生命，也就是說，每個存有者，即生命增長，此般生命遂擁

有某種「視角性格」。於是，這種「視角性格」亦與作為生命條件的「價

值」相契。』Heidegger據此論斷：『「評價」便意味著決定及辨察那些令生
命成為生命的「視角」條件』10。 
促進生命增長的要求引發尼采建立價值之等級秩序，等級高低代表損

益生命的程度。Sleinis認為，尼采主要依據五項規準重新劃分價值位階。
11這些規準除讓價值判斷有法可循、避免把他歸為視各種價值地位均等之

相對主義者，流露的不外求力意志。 

                                                 
9 此處英譯本係根據 Kaufmann, W. (Ed.). (1967). The Will to Power. (W. Kaufmann, & R. J. 
Hollingdale, Trans.). New York: Vintage. 
10 Heidegger, M. (1979). Nietzsche. (D. F. Krell, Trans.). (Vol. 3, pp. 15~16).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1 Sleinis, E. E. (1994). Nietzsche’s Revaluation of Values: A Study in Strategies. (pp. 14~1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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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是『後於維生』規準。Sleinis舉例說：『設想兩個人，一人的內
在力量驅使他或她達到某目標，該目標之達成僅提供維持個人生存，另一

人的維生已獲確保，其被相等力量驅使到某超越維生的目標，第二種情況

價值較大。在第一種情況裏，個體正掙扎抵達真正的勃發或增益得以開始

之起跑線。於第二種情況中，價值既構成生命的真正勃發，也構成生命的

真正增益。只維持生存之事物形式上算作價值，但它僅為價值之始，此種

觀點同樣適用團體。這個規準直接與力量相關，超越起跑線比起只抵達它

要花費更多的力。』 
第二項乃『強度』規準。Sleinis釋意：『吸引導向目標的內在力量越大，

目標達成時價值就越大。具最大內在力量之目標擁有價值的最大潛能。其

它事物均等的話，目標最好用最大強度追逐以求達成。追逐目標所用的全

部強度能增加到什麼程度，價值潛能就增加到什麼程度。』 
第三項為『協調的多元性』規準。E. E. Sleinis援引《超乎善惡》第二

一二節之部分段落闡明這項規準：『一位哲人，假定今天仍有哲人，勢必

嚴格地從廣闊、多元和多樣的統整性中見察人的偉大與「偉大」概念。他

甚至將根據一個人能承受及肩負多少事物、依照一個人能拓展責任至多遠

來決定價值和等級。』 
第四項屬『豐盈』規準。Sleinis表示，如果『目標的達成增加了內在

力量』，此般價值即一種『豐盈價值』。為顯其特色，他又列出兩種參照價

值。若『所達成的目標讓內在力量留在以往相同層次，因而讓價值潛能留

在相同層次』，便是『靜態價值』；若『所達成的目標銳減內在力量，因而

讓價值潛能減少』，則屬『衰弱價值』。 
第五項稱『肯定態度』規準。Sleinis申述：『當前面的原則關切構成價

值增減之生命內容變化，這項理想體現著不論特殊生命內容，價值可於生

命中尋獲的觀念。的確，儘管最痛苦的生命內容，價值能在生命裏尋獲。』

『它需要力量抵禦苦難和不幸，並仍有餘力積極擁抱和慶賀生命。』 
誠然，尼采常視狀況以不同論據和權宜之計重新評價事物，絕非限於

訴諸幾項固定規準，如果真要勾勒他的策略輪廓，『追求生命最大提升』

倒不失為一種處於變動狀態的簡易指標。 
另需注意，尼采曾就『重新評價』的內涵做過闡釋。他指出，不僅僵

守舊有價值會使人衰頹，完全與傳統決裂亦會導致相同下場(HH I. 552)。
新價值的產生乃基於對既有文化結構的破壞後重建，如果完全切斷與傳統

的關係，也就切斷了自身的命脈。所以他說：『重估價值為何意？它意味

著所有自發性動機，所有新穎、未來、強健的動機目前便存在著，只不過

現在是以錯誤的名稱和評價出現，並且尚未意識到自身。我們必須擁有加

以意識的勇氣。』『任何學說將屬多餘，倘若一切事物不是為其力量貯存

和爆破物質做準備的話。價值重估唯有當新需求及一群有新需求的人們對

舊價值感到痛苦因而產生張力時才能夠遂致，雖然這群人尚未意識出錯誤



82  尼采的教育藝術 
 

何在。』(WP 1007, 1008)懂得創新價值的人則好似一條會脫皮的蛇，為了
生存，不停地變動自己的觀點(HH II. Preface 2, DD 573)。 
尼采又是如何進行價值重估？對他來說，現代人(modern man)身上所

承載的許多觀念常常左右失衡，甚至首尾顛倒，因此走起路來總是跌跌撞

撞，而不能輕盈地舞蹈，因應之策，便是在人的身體天平上重置砝碼，或

把原來顛倒的次序予以翻轉。例如關於靈魂╱身體、理性╱本能等強調二

元對立且以靈魂、理性為優位的傳統學說，尼采非但將對立元間的隔閡打

破，更立足生活經驗，賦予身體、本能更高地位，如此這般，原先價值的

等級秩序遂發生改變。重估價值還以自為立法的型態在尼采揮動鐵鎚中出

現，這是他鑑於現代人的缺乏份量，因此塑造出一個足以穩定心靈之重

心，該重心乃基於生活裨益及值得尊敬的更高發展觀點所創設，超越個人

與倏忽。好比他主張的『求力意志』、『超人』、『永恆復歸』，堪為取代『求

真意志』、『上帝』和『永生』之說，填補舊價值空缺的新價值。 
『感受現象』、『能量管理』、『追溯譜系』、『顛覆瓦解』、『重新評價』

諸策略均以『求力意志』精神為貫穿，彼此間尚環環相扣。多看、多聽聞

可給人帶來能量，但當能量越變越多，妥為掌控就顯得必要，蓋能否做出

有力解釋、掙脫傳統枷鎖及創造新價值，端賴能量發用適切。這種環環相

扣的關係亦表現在『教師』、『學生』、『文教目的』、『文教內涵』、『文教策

略』上，良好的教育機制正是巧於規劃各因子、統籌其間關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