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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教育機制的未來 

學校與社會、政治間向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結構常為學校教育

之延伸，學校教育又屢受政治體制所影響，彼此既存在由下至上的理想改

造，更存在由上至下的意志貫徹。這種微妙現象可從國家透過公權力培養

符合自身利益之公民，學校栽培出之社會中間卻決定國家未來方針上窺

見。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及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學》堪稱
探討教育和政治關係之最佳代表。於《理想國》裏，柏拉圖主張正義的國

家乃是每人克盡稟賦，並對他人產生益處者。教育係根據個人才能作區

分，為發揮專長而訓練。感官嗜欲強烈的人被指派為工匠或商賈；經教育

顯示除感官嗜欲外尚擁有勇敢特質、但理性仍稍不足的人，旋即訓練成戰

士；理性足夠明瞭普遍概念的人，則授予最高深之教育，特別是數學及辯

證法，因其對尋求和界定理想國家輪廓極為有用1。亞里斯多德也在《政治

學》中強調教育與國家之聯繫，認為一個城邦的良善，端視能否藉教育使

人民具備美德2。以國家力量實施教育之論點到了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一

度達到頂峰，菲希特(Fichte)便申言，復興普魯士有賴全體公民而非特殊階
層的教育，憑恃教育，人人皆得共享文化資源、依照理性法則規劃生活，

人之發展誠為國家主要目的。黑格爾(Hegel)甚至指陳，國家是客觀理性之
顯現，個人僅為非理性和充滿嗜欲的動物。個人最大發展希望乃繫於附屬

在國家法律與機構的教育紀律下，如此才能變得真正有理性3。可惜到了後

來，德國政府把教育當作控制人民的手段，逐漸遠離自由精神。 

（一）學校設計 
營造培育人才之有利環境可謂學校建制的初衷，因深切影響『人』之

素質，教育機制的問題極早引起尼采注意，尤以高等教育為然。在他心目

中，學校是『文化』播種處，欲結成文化碩果，必須謹慎篩選學生、施加

嚴格紀律，好誕生裨益人群之創造者或立法者。不過當時迅速擴充的學校

卻與這種理念背道而馳，於學生人數眾多且管教鬆散之情況下，除導致品

質低落，政府不當干預是主要隱憂。 
尼采對學校十分倚重，將其視作開啟生命的樞機，他說：『我實難看出

何人可彌補錯過適時進入一所好學校(a good school)之損失。像這樣的人非
但不瞭解自己，更穿越生命卻未嘗學習如何行走』(WP 912)。學校即磨練
生命之足的場所，待步伐穩健後跨越校門，在社會中尋求立足點，社會組

成份子之良窳乃仰賴學校教育成果，故尼采於學校和社會的關係上，是以

                                                 
1 Brubacher, J. S. (1966).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pp. 27~28). New York: 
McGraw-Hill. 
2 Aristotle, (1995). The Politics. (E. Barker, Trans.). (p. 2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3 Brubacher, J. S. (1966).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pp. 38, 61). New York: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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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為思考核心，希望經由教育調整社會結構。David E. Cooper指出：『尼
采屬顛倒社會和教育哲學標準次序的少數思想家之一。標準觀點主張，政

治及社會目的問題比起教育來講具邏輯和道德優位性。我們先解決可欲政

體性質，接著處理教育如何最佳使人民與其配合之問題。除了訴諸一項確

定常識，這種觀點從許多理性指示獲得加強，例如透過精心設計的政治機

構給人帶來完美之啟蒙信念、或是馬克斯主義傳統，於該傳統裏，教育被

向上推至社會的高層建築，位在經濟之「歷史動力機房」外，唯有機房適

切運作，才能使人改善。』『然而，這種觀點的倒置並不荒謬，也就是說，

教育應為政治與經濟措施環繞之主軸。《理想國》的組織即以占主導地位

之教育努力所激發，藉此努力，某些人將會瞭解「至善」。』4但究竟尼采

何以會刻意強調教育優先？最大緣由，要算國家利用教育圖謀私利。十九

世紀的德國政府為和鄰邦在軍事、貿易各方面競爭，因此大量增設學校，

好培訓能為己所用之軍人、公僕、商賈和技工，學校變成謀取生計的職訓

場，發展文化的任務遂遭踐踏。縱以學術研究為主的高等院校，也普遍充

斥師生數量浮濫、彼此各行其事之散漫現象，美其名為獨立自由，實則缺

乏紀律。更怪異的要算『國家成為文化之指引星宿』(FEI 3)，令學校卑屈
臣服，可鄙的『教育機構』乃從國家之『暴力及不正義』中汲取力量(TS IV. 
4)。面對國家加諸學校的荼毒，尼采認為倚靠國家來發展文化是毫無指望
的，扭轉頹勢之道為改革學校，進而構思理想社會和政體。 
學校欲恢復應有尊嚴，便須不畏『輿論』，積極扮演『文化』領導者角

色，特別是大學中的教師，要能在彷彿『洶湧大海』的混亂俗世擔負『燈

塔』之責，捍衛學術聖地(TS III. 8, 4)。艱鉅工作尚位於學校編制、教學等
實務上；尼采強調，教育層級越高，學生篩選就該愈加嚴格，使真正適合

從事文化創造者脫穎而出，給予其充分關照。倘若認定人人稟賦相同，施

行一樣教育，那麼只是浪費資源，降低效益，對此他說：『「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和廣大群眾(a vast crowd)——這些措辭自始即互為抵
觸。所有卓越教育僅能涉及優異者』(TI VIII. 5)。『決定每項文化提升
(elevation)的條件』，不外『群眾篩選(selection)之促進』(WP 134)。覓得良
才後之迫切工作莫屬施予『嚴格紀律』(severe discipline)，『因為此乃區別
堅實的學校教育(hard schooling)——好的學校教育(good schooling)和其它
學校教育之分際』(WP 912)。好學校能訂立規範以整飭受教者心性，讓學
生狂肆本能得到掌控，形成一個有力整體。現代教育令尼采不滿處，欠缺

紀律之衰弱本能是極大關鍵：『如當前的時代，任憑本能(instincts)發展只
會增加某人危險。這些本能彼此扞格、侵擾及毀滅。』『合理的教育制度(A 
reasonable system of education)，應堅持至少令這些本能系統中的一個在嚴
峻抑制下麻痺，好讓其它本能維護他們的力量、變得強壯、進行主宰。目

                                                 
4 Copper, D. E. (1983). Authenticity and Learning: Nietzsche’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 112).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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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得以造就個體(the individual)的唯一可行方法將是去修剪他(to prune 
him)——得以造就他之意，便是使他變得統整(whole)。但相反情況恰好產
生。獨立、自由發展、散漫放任(Independence, free development, and laisser 
aller)正由那些不可對其施加過嚴限制之人所激烈喧嚷』(TI IX. 41)。尼采
雖高抬『本能』重要性，卻未曾輕忽同屬必須的紀律，無法服膺法則、掌

控自我者，實曲解了自由含意。他還批評許多學科的傳授之所以收效甚

微，大多肇因漠視章法，使學生躁動妄為。教師與學生絕非地位平等，學

生該服從教師指導，一如教師須開示遵行方向，彼此存在著『精神階級』

(the hierarchy of spirits) (FEI 5)，和諧的師生互動基於主從次序之建立，不
是消弭。講求紀律、井然有序的學校，才是『美』的教育機制。 
各項規劃目的，係著眼孕育『文化菁英』，或者『天才』、『自由精神者』、

『超人』。乍見這些形容尼采教育理想之稱謂，很容易把他歸為罔顧大眾、

僅在乎傑出少數的『菁英主義者』，許多尼采研究者紛紛從文獻中援引有

利證據表達或正或反觀點，例如 Frank Cameron持贊成意見5，James Conant
持反對看法6，Karl Jaspers則主張，尼采『倡議的組織以考慮所有人、並
從所有階層裏篩選來說是民主的，就其關切最優秀者而言為貴族式的』7。

解開難題之道，是暫時擱置二分判斷，回到尼采語境內作觀察。確實，尼

采曾在文獻多處出現像『大眾教育不能作為我們的目標，而是為了偉大雋

永的績業所進行之英才教育』(FEI 3)。『一切文化的目標』即『誕生天才』
(TS III. 3, 6)之字句，可是一旦環顧其出現脈絡，便不難發覺此乃鑑於學校
數量浮濫、產生大量庸才而陳言。尼采殫慮的是人之最大可能提升，他希

望藉良好學校設計塑造真正的『文化人』，既成就自己，亦替他人樹立典

範，終至改善人類生活。縱然最高境界並非人人可達，尼采從未排除每人

都能試圖參與的機會，同時幾度申明人人皆須勇於嘗試自我超越。依照個

人努力結果之不同，會逐漸形成精神上的『等級秩序』，該秩序又是構築

社會之張本。 

（二）等級秩序 
人為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其種類、措置與社會結構緊密交織。若按

尼采設想，『力量』額度決定人之差異，力量多者享有較高位階，力量少

者佔有較低層級，高低階層間的『命令—服從』關係乃鞏固組織、開展文

化之基石，缺乏等級秩序(order of rank)的社會宛如本能相互侵害的『身
體』，必將違反生命自然法則而衰頹。但力量額度牽涉財富、出身、權勢

                                                 
5 Cameron, F. (2002). Nietzsch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ity. (p. 164). New York: Peter Lang. 
6 Conant, J. (2001). Nietzsche’s Perfectionism: A Reading of Schopenhauer as Educator. In R. Schacht 
(Ed.), Nietzsche’s Postmoralism: Essays on Nietzsche’s Prelude to Philosophy’s Future. (pp. 181~25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7 Jaspers, K. (1969). Nietzsch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Philosophical Activities. 
(C. F. Wallreff, & F. J. Schmitz, Trans.). (p. 278). Chicago: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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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此種等級劃分是否違反公平、正義？人類尊嚴從何維繫？諸般疑義，

在在考驗此說合法性。 
『於每個健康社會(healthy society)，均可區分三種具不同生理傾向

(physiological tendency)的人，彼此交互約制。每種類型之人皆具自身保健
方法、工作範圍、嫻熟知識和對完美的特別感受。』生理特質或自然本能

為尼采辨別人的根據，所以他下一句話說：正是『自然』(Nature)把『精神
類型』(spiritual type)、『肌肉與性情類型』(muscular and temperamental type)
及『平凡類型』(mediocre type)分開(AC 57)8。有趣的是，這三個類型與柏

拉圖觀點極其相似，不過柏拉圖劃分人之等級時，主要訴諸拮抗『本能』

的『理性』，尼采雖藉助柏拉圖思想，仰仗的則是『本能』昇華後之『精

神』，重新評價意味甚濃。他尚用頗長篇幅，描述三個階級的特性：『最高

階級——我稱他們作非常稀罕者——擁有身為完美階級的稀罕者特權。該

特權展現世間之悅樂、美好與慈善。只有最富精神者得享美好及美的事

物；只有在他們那兒，慈善才不是軟弱。美僅屬於少數人(Pulchrum est 
paucorum hominum)；善是一項特權。另外，沒有比醜陋態度或悲觀眼神更
需他們嚴格禁絕—— 一種使事物變得醜陋的目光，更別提對事物廣泛層
面之憤恨‥‥「世界為完美的」——最富精神者的本能如是說，其乃肯定

的本能(the affirmative instinct)——「不完美、所有低於我們的事物、人與
人間的距離、此一間距之情(the pathos of this distance)‥‥都隸屬這種完
美。」身為最堅強的富於精神者，常在他人獲致毀滅之地尋獲悅樂——在

迷團中、在嚴峻對待自己和他人中、以及在嘗試中；他們的快樂繫於自我

掌控(self-constraint)‥‥他們將艱鉅任務視作特權，把玩弄罪惡當成消遣，
該罪惡常壓碎他人‥‥他們是最值得尊敬的人，這並不妨礙他們亦為最愉

悅、最和善者。他們統治，並不是因為想要，而因他們就是(They rule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but because they are;)。』『第二個等級——這些人為法
律保衛者、秩序與安全之監督者、高貴的戰士，尤其是擔任戰士最高守則、

法律裁判和維持的國王。第二等級為最富精神者的執行人，其最靠近他

們，替他們分擔統治工作上所有繁瑣事物，是他們的追隨者、得力住手和

最佳弟子。』談及『平凡者』，尼采認為『手工藝、貿易、農業、科學、

泰半技術，簡言之，專業活動的全部領域，除了能力和欲望平凡者外，沒

有其它適合對象‥‥對於平凡者‥‥精通一件事和特別化是一種自然本

能(a natural instinct)。』(AC 57)9 
如果注意上述尼采描繪最高等級者所用之『美僅屬於少數人』、『肯定

的本能』、『間距之情』、『自我掌控』等字眼，即會發現此乃他教育理想的

重申：高貴之人善加匯納對立事物，體內擁有多種異質本能，隨著本能逐

                                                 
8 此處英譯本係根據 Tanner, M. (Ed.). (1990).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R. J. 
Hollingdale, Trans.). London: Penguin. 
9 此處英譯本係根據 Tanner, M. (Ed.). (1990).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R. J. 
Hollingdale, Trans.). London: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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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遞增，其間衝突也相對加遽，給人帶來極大痛苦。為追求精神提升，他

欣然迎接這種苦楚，並透過能量管理，使各本能凝聚統整、收放有度，形

成一股強大力量。該力量既區分他與眾人，更替世間創造美好，以表彰對

生命的感謝和肯定。可見，尼采是就人格、智慧、才能等精神層次而非財

富、出生、權勢等物質意涵衡量力度，強調因力量差異造成之社會等級，

等級低者服從等級高者之領導，不能放任自為，否則社會必將衰敗，這般

光景很像師生『精神階級』的蕩然無存，強索平等卻斲喪文化。確切地說，

尼采『等級秩序』之構思某方面衍生於學校『精神階級』，兩者皆希望喚

起對尊貴事物的敬重，產生人際上之類型分別和主從次序。精神之等級秩

序是一種攸關社會生存的自然法則，代表稟賦不同者分別安置在符合其能

力之職位，以保障社會運作和諧。尼采還說：『「以平等方式對待平等者，

以不平等方式對待不平等者」，這才是真正的正義之聲，從其衍生的是「絕

不要讓不平等的事物變得平等」』(“To equals equality, to unequals 
inequality”—that would be the real speech of justice and that which follows 
from it. “Never make unequal things equal.”) (TI IX. 48)。『所有人享平等權
利！——此為不正義(injustice)之最奇怪形式，藉由它，最高尚者(the highest 
men)遂無法適得其所』(NZ 33)。平等不可淪為抹殺個別差異、阻礙優秀人
士晉升之伎倆，人人相同、毫無分際的社會，也就是沒有『品味』可言之

脫序氓群，故尼采劃分『等級秩序』之動機，遠非刻意貶黜某些群類，他

是站在拔擢最足以表彰人性光輝的精神貴族立場，高聲禮讚生命尊嚴。需

再留心的一點，為各等級之存在價值；廣大平凡者主要替較高階級提供勞

力，高階之人唯有立足其上，文化創建始能奠基：『高等文化為一座金字

塔：它只能矗立於廣大地基，它的先決條件是堅實且健全結合的平凡者(A 
high culture is a pyramid: it can stand only on a broad base, its very first 
prerequisite is a strongly and soundly consolidated mediocrity.)』(AC 57)10。平

凡者『是為了服務較高和統治族群而生存，後者立足其上，亦只能立於其

肩，方得獲致提升、履行指定任務』(WP 898)。統治階級的尊貴，係體現
各階層努力成果，是眾人力量凝聚表徵，並用文化創造替世間所有辛勞、

痛苦作最佳辯護，尼采形容此種人為『人類的里程碑，他顯示人類已邁進

到多遠一個程度(a man who is a human milestone, and who indicates how far 
mankind has advanced up to a certain point.)』(WP 881)。統治者『體現所有
事物、為所有事物辯護(embodies everything and justified it;)』(WP 866)。 
凝聚眾人力量的統治者——『求力意志』——與為了延續和提升生命，

各本能自然講求互相配合之『藝術身體』原則一貫。實際上，尼采主張身

體(body)為小型社會、社會(society)即身體的拓展。Wolfgang Müller-Lauter
指出，尼采『認為身體是個「許多心靈組成之社會結構」』，『同時，社會

                                                 
10 此處英譯本係根據 Tanner, M. (Ed.). (1990).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R. J. 
Hollingdale, Trans.). London: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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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對他來說乃如有機體』，『身體有如社會結構的「意象」指向著超個人

領域的社會組織』11。由複合心靈解釋自我及社會構成的看法其實不獨尼

采，柏拉圖已率先提出。Matthew Rampley陳言：『於早期像《斐多》篇對
話錄裡，柏拉圖主張「心靈和神聖、不朽、理智、一統、固定、不變的事

物最相仿，與自身之關係是恆常的」，藉此對比身體，其為腐朽、混亂和

多元的。這種心靈和尼采持續批判之觀點相應。柏拉圖還花費不少時間抨

擊心靈為各種不同身體衝動之協調形式，因而擁有多樣根源的看法。但

是，晚期像《斐德羅》篇或《理想國》的著作卻視自我為各要素常處於衝

突之複合體。在晚期對話錄中，心靈的理性、嗜欲及道德要素被區分出來，

所有要素必須在自我的階級內獲得控制。正是這項多元自我觀點形成柏拉

圖心靈社會說的基礎，該說認為心靈組織是一個理想國家的更大等級政治

學之小宇宙』12。不過尼采強調的為身體諸本能間的合作，非靠純粹理性

宰制心靈，僅憑壓制來維持機能的身體是羸弱之軀，社會運行亦復如此。

Eric Steinhart申述：『關於尼采求力意志概念最無意義的誤解之一，是認為
他贊同壓制的政治學。』『一個男性壓抑女性，或某人種、民族、宗教團

體壓抑它者的社會為非常衰弱的社會。此般集群乃從內部分裂，它的內部

摩擦將在內戰或內部暴力中導致自我毀滅。尼采認為這種社會團體就像有

病而不是健康身體。於健康身體內，所有器官皆和諧地配合著』13。尼采

利用身體解釋社會的另一重要面向，是體內本能通常處於相互競逐的流動

狀態，各本能之和諧統整絕非永恆的，這點可讓尼采之『等級秩序』大幅

降低統治者奴役勞力階級的色彩，怎麼說呢？既然本能間的『命令—服從』

關係端視力量多寡而定，一旦某較弱本能得到增強，或增加新的本能，原

先等級旋發生改變，人類成長、社會進步也才有可能。因此，問題不在社

會上是否有『等級秩序』，而在等級與等級間是否具流動管道，若人的力

量增加且競逐勝利後便可拾精神階級提升，『公平』、『正義』焉不存乎？

存在競逐機制的國家，即尼采心儀之良美政體。 

（三）良美政體 
文化氣氛的醞釀並不限於學校，涉及管理眾人事物之政府體制，就它

造成人民力量增減或素質升降的意義來說，本身便是一座大學校。國體設

計是個複雜建築工程，舉凡議會、政黨、選舉等皆屬討論範圍。十八、十

九世紀更為政治理論風起雲湧的時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乃改變人類生

活最鉅者。尼采也觸及理想政治型式的構思，除駁斥兩大主義缺失，其特

色是把重心放在文教發展與人之提升上。 

                                                 
11 Müller-Lauter, W. (1999). Nietzsche: His Philosophy of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His Philosophy. (D. J. Parent, Trans.). (p. 181).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2 Rampley, M. (2000). Nietzsche, Aesthetics and Modernity. (p. 5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13 Steinhart, E. (2000). On Nietzsche. (p. 66). Belmont: Wad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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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用學校圖謀不軌使尼采考量政教關係時，寄予教育機制極高期

勉，希望學校作為政治亂象裏的中流砥柱，以文化人導正國家走向。尤有

甚者，尼采十分喜歡強調國家和文化係處於此消彼長的狀態，例如他說：

『一個民族常在政治病床(a political sick-bed)上恢復活力且再度發現自身
精神(the spirit)，該精神已逐漸於尋求及維持力量(power)中喪失。文化極大
受惠政治虛弱時期(Culture is indebted most of all to politically weakened 
periods.)』(HH I. 465)。『文化與國家——莫讓人在這點上被欺瞞——為敵
對者(antagonists)。「文化國家」僅是一種現代概念(A “culture-state” is merely 
a modern idea.)。此者依彼者過活，此者以犧牲彼者勃興。所有偉大文化時
期皆屬政治衰弱時期，從文化觀點視作偉大之事物總是非政治、甚至反政

治的』(TI VIII. 4)。假如國家介入文化只會產生危害，還可能設想促進文
化之政體嗎？欲釐清尼采思想再度出現的矛盾，首先需瞭解他是鑑於國家

霸佔資源，悉數投注在工業、軍事、貿易方面，就算顧及文化，往往考慮

能否為己所用之情況下發此諸語。其次，尼采曾就國家與文化的關係重新

進行定位，他言道：『國家並非其文化之監察者、管束人和看守者(The State 
was for his culture not a supervisor, regulator, and watchman)，而是一位精力
充沛、肌力健碩的伙伴及朋友，隨時準備好戰鬥。國家偕同其高貴、令人

傾羨以及，如其所是，輕靈曼妙的朋友穿越不悅的現實，以此贏得感謝』

(FEI 3)。國家僅為保衛文化的戰士，不可逾越權限，它尚須確保個體免遭
迫害，否則即喪失存在目的：『國家是保護個人彼此(the protection of one 
individual against another) 之智慧排，如果其尊崇被誇大，個體終將遭其削
弱，甚至抹滅，國家之初始目的便全然頓挫』(HH I. 235)。這兩段話已約
略揭示尼采對理想政體的看法——提供良好情境以培育文化人。相形之

下，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和社會主義政體受到尼采頗多指責。 
有關民主政體，他認為『民主運動不僅是政治組織的墮落形式(a 

degenerating form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且等同墮落、衰微的人之類型(a 
degenerating, a waning type of man)及其平庸化和價值貶低』(BGE 203)，因
民主人士想要營造一種安逸舒適的環境，於該環境中，痛苦被當成應消滅

的東西；人與人間亦無主從上下之分，價值乃完全抹平。但缺乏橫逆只會

讓人意志消沈，沒有等級更非代表自由平等。最為嚴重的，是自由過度膨

脹，產生了與群體脫離關係之『私人』，逐漸釀成國家瓦解：『國家的忽視、

凋零、滅亡和私人(the private person)的解放（我謹慎未言個人）(I am 
carefully not to say the individual)，此均為民主之國家觀念後果』(HH I. 
472)。在這裡，尼采明確區分『個人』及『私人』差異，前者身份係由與
他人互動時，依力量多寡訂定，屬於從整體找到自身意義和位置之人，後

者則如游離份子，散漫放任而各行其事。既然民主政體太過注重私人以致

缺乏團結，著重團體利益的社會主義政體為何也不恰當？原來，社會主義

雖朝群體方向調整，卻用大眾福祉名義鼓吹自我棄絕，罔顧個人尊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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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該主義者似未倦於『詛咒所有迄今以個人存在(individual existence)形式
興起的事物為不良、敵對、浪費、昂貴與奢侈，他們期盼社會能依較為廉

價、較少危殆、更多統整和更加和諧之方式管理，除了大團體及其成員，

毫無東西被保留』(DD 132)。為使人民變成國家驅策工具，社會主義政府
竭力集中權柄，並不惜藉助恐怖手段或暴力革命達到目的，表面上國家得

到鞏固，實際屬『專制政治』的復活，故尼采又說：『社會主義想要繼承

幾近老朽之專制政治，是其怪誕的年輕胞弟。』『因它欲求只有專制政治

具備之國家力量額度。』『它僅能寄望靠極端的恐怖主義偶爾於此處或彼

處短暫生存』(HH I. 473)。儘管民主及社會主義政體分別有側重個人忽略
群體、側重群體忽略個人的弊病，尼采發現兩者於憐憫民眾、培植軟弱方

面不啻基督教道德翻版。那麼，真能構想出個人提升與群體利益兼顧的良

美政體嗎？和黑格爾相仿，尼采從古希臘城邦看見曙光，可是這道曙光為

尼采照亮人性本能，非恃辯證法遂致其功。 
引導本能健全發展乃尼采洞察之希臘城邦特色：希臘人稱身上一切具

力量的東西為神聖，他們並不掩蓋爭強、好勝等自然本能，而是提供特定

場合和設計適當機制，轉化人性洪流至有益城邦的渠道(HH II. 220)。城邦
實施之『競賽』，便屬這項機制。希臘城邦教育要求，『每項自然稟賦必須

藉競賽發展自身(Every natural gift must develop itself by contest.)』。然而對
希臘人來講，『競逐性教育之目的，是為著整體和公民社會的福祉(the aim of 
the agonistic education was the welfare of the whole, of the civic society.)』。如
此，『自私』(selfishness)既在競賽裏『點燃』(kindled into flame)，又於競
賽中『限制』(bridled and restricted)，總括一句：『每位雅典人須藉競賽培
育自我(Ego)，直到自我對雅典產生最大裨益、造成最小危害』(EGP IV.)。
Keith Ansell-Pearson參考 Tracy Strong的觀點闡釋道：『就尼采所認為的希
臘政治思想裏，國家被視作一種日神機制，透過它，強大、歡欣但根本上

為狂暴、危險的生命酒神力量乃調控成文化。最重要的政治機制是 agon，
或者說競賽，在其中，隱藏宰制、暴力欲望的酒神混沌和能量被健康地反

射，以營造創造文化先決條件的政治穩定性與連續性。但此正意指國家和

政治不是為其自身存在，而僅為人類創造性競爭以產生高等文化之場域。』

『對於尼采，希臘國家的優越處』，『即它提供一個訴諸競賽的政治空間，

於其中，人們能在論爭和辯論上競爭，就像他們遊戲時一樣。』14John 
Richardson申言：『競賽活動表示自我利益之超越，因為『我不只是從競賽
上設法獲得一切我能（為自己）得到的東西，我用實踐支持這項競爭活動

（或活動系統）自身，並設法擴展或改良它。』『我是正開展、進行著的

競賽裏之插曲或支系，部分與他人同一（僅就我從事的共同活動而言），

                                                 
14 Ansell-Pearson, K. (1991). Nietzsche contra Rousseau: A Study of Nietzsche’s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2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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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藉與他人對立區別我自身』15。尼采還指出，競賽活動源於『衝突女

神』(Eris)的智慧，希臘有『兩位衝突女神』(Two Eris-goddesses)，一個『帶
領人們反對彼此、導向敵意之毀滅戰爭(a hostile war of extermination)』，另
一位雖亦充滿『羨慕、怨恨、嫉妒』(jealousy, spite, envy)，卻激發人們從
事『競賽行為』(the action of contest) (EGP IV.)。壞的『衝突女神』亟欲把
優秀個人『壓平』(depress)，好的『衝突女神』則試圖『提升』(raise)自己
至卓越層次(HH III. 29)，不過好、壞實屬人類自然本能之一體兩面，懂得
轉化本能朝往文化創造和人性提升之途，是尼采仰慕希臘政體的主因。進

一步看，採行革命追求平等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尼采認為僅是邪惡女

神在作祟。 
理想政體所營造的環境更充滿橫逆：『安逸與放任並非我會給予任何尊

敬的政治型態(Peace and laisser aller are not types of politics for which I have 
any respect.)』(PC 17)。『安樂及舒適的政治—社會組成狀態必不存於希臘
人(The happy and comfortable constitution of the politico-social position must 
not be sought among the Greeks:)』(W 118)。豈獨政治，這同為尼采之教育
立場。人的培育需要橫逆來磨練意志，從超克障礙裏增加力量。自由人絕

非表現為散漫放任，相反的，他勇於承擔苦痛以維持在最高境界：『自由

為追求自我負責的意志』，『對艱辛、嚴酷、困頓甚至生活變得愈加不在乎。』

它『意味著於戰鬥和勝利中歡慶的蓬勃本能超過了其它本能，例如「安樂」

的本能』(TI IX. 38)。『為維持在最高境界，須連續克服的阻礙程度即自由
量度，不論個人、社會皆是如此——自由被瞭解為積極的力量、瞭解為求

力意志(The degree of resistance which has to be continually overcome in order 
to remain at the top, is the measure of freedom, whether for individuals or for 
societies: freedom being understood as positive power, as will to power.)』(WP 
770)。真正的自由人，也就是洋溢力與美、散發高卓品味與風格之人。 

 
15 Richardson, J. (1996). Nietzsche’s System. (pp. 162~1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