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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教育的誕生 

教育之於人的精神培養，正如農藝(Agriculture)之於土地的耕作，要有
豐美收穫，便須選擇良種、深耕易耨，這也是文化(Culture)一詞的最初含
意1。以啟蒙運動昭著的十八世紀，文化概念不但正式形成，並被用來描述

教育活動的成果，具備樂觀主義（對人性有無限可塑性的信念）、普遍主

義（對有適用於所有民族、地域、時間之理想的信念）、種族中心主義（深

信十八世紀歐洲所形成的理想反映了人類完美極致，世界其它地區必將且

樂於效法）等時代特徵，故其總以單數形式出現，且使用於大寫的人(Man)
上2。在德文中，文化一詞則由 Kultur, Bildung, Geist諸語彙所表達，前兩
個字又分別與Zivilisation和Erziehung相呼應。但到了二十世紀初，Kultur
與 Zivilisation的意義漸行漸遠，前者主要指具有高尚價值的習慣、態度、
性格，後者則沾染輕蔑色彩，意味高度工業化社會所產生之外在物質飾品

及該社會中拘謹造作、精於計算的行徑3。至於 Bildung與 Erziehung同指
教育、訓練或成形的過程，不過亦存在著差異，Erziehung僅代表教育的
過程（其字源 ziehen為引導出來之意），用於人與人或團體之間；Bildung
既能用來指涉過程，更可表示該過程中所施加的形式（其動詞 bilden為賦
予形式之意），且有專指個人之自我形成過程及其結果的趨勢4。縱然字義

繁複，教育、文化之密切關係和精神性格卻也從中隱約浮現。 

（一）教育與文化 
十九世紀的德國教育仍承襲啟蒙運動的特點，強調人是理性主體，透

過古典語文、數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等科目的嫻習，便可掙脫愚昧

和錯誤的枷鎖，使人獲得自由。當時德國的九年制文科中學(Gymnasien)、
實科中學(Realschulen)甚至大學的設立，儘管在人文或自然學科的側重上
有所區分，並形成雙軌學制，『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仍以不同型態
發揮影響，不過隨著如火如荼的工業革命以及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

(Franco-Prussian War)的勝利，德國教育亦於機械聲與煙硝味裏開始走樣變
調，尼采對其弊病的指陳主要有六： 
第一，知識奴役了生活，而不再為生活服務。『是生活必須駕馭知識

呢，還是知識駕馭生活呢？兩者哪一個具有更高和決定性的力量？無疑

地，生活為更高及駕馭的力量，因為毀滅生活的知識也將毀滅自身。』(TS 

                                                 
1 Blondel, E. (1991). Nietzsche: The Body and Culture. (S. Hand, Trans.). (pp. 43, 27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 Bauman, Z. (1989).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pp. 81, 95). Cambridge: Polity. 
3 Geuss, R. (1999). Morality, Culture, and History: Essay on German Philosophy. (pp. 31~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4 Heilke, T. (1998). Nietzsche’s Tragic Regime: Culture, Aesthetics,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 132).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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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10)然而，尼采發現德國教育卻從一個錯誤的文化觀開始，未能體認到
真正有教養之人的文化特徵，也就是文化只能從生活中成長興盛。它有個

極為枯燥的規準：『青年人必須由文化知識起步，甚至不是生活知識，更

別提生活及實際生存。』(TS II.10)如此一來，青年學子的腦中塞滿了並非
與生活直接接觸，卻以客觀真理自居的大量概念。它的宗旨不是栽培『自

由的有教養人士』(the liberally educated man)，而為具備知識之專家學者。
故這種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有關文化的知識』(this “culture” to be 
merely a kind of knowledge about culture,) (TS II. 10)。 
第二，自然本能受到戕害，人性被分裂為二。由於體內積累著成堆難

以消化並不時嘎嘎作響的知識石塊，學子已喪失或毀損了自然本能，不再

對情感的真實性和直接性予以信任，造成『德國人用理論來感受』(We 
Germans feel by theory,) (TS II. 4)，『小孩子能看見的東西他看不見，能聽
到的東西他聽不到，但這種東西才是最重要的。』(TS II. 5)尤有甚者，整
全的人性被切割成代表本能的『質料』(substance)與代表知識的『形式』(form)
兩部份，且理性之知以『真正人格』(“real personality”)姿態出現(TS II. 4)，
情感本能遂遭壓抑，於紊亂混雜的教條中變得衰弱，無法有力對生活主動

做出表達。對此尼采認為：『能夠被稱為有文化的人，必須在真正的意涵

上是個有生氣的統一體，不致悲慘地被割裂成形式與質料。』(TS II. 4) 
第三，徒具空洞形式，極盡模仿拼湊之能事。尼采更覺察到，當生命

的內在動能因困頓疲乏而無創造力時，『文化乃受深知其性格醜陋無趣的

人士所喜，希冀援用一襲所謂的「美好形式」(“good form”)面紗覆蓋其上。
語詞、儀態、服裝、禮節等外在事物為意圖製造一種假象，好讓內在可從

外在加以評判。』(TS III. 6)也就是說，盲目追求『美好形式』只是一種虛
偽的文化，其與厭惡人之內在本性息息相關，前者起遮蔽作用，並具體展

現在對各種流行時尚的拙劣模仿和東拼西湊上，毫無真誠性可言。但這卻

是德國教育的寫照，一群文化庸人(the Philistines of Culture)，利用優雅的
打扮化妝，粉飾出自匱乏之貪婪剽竊，導致『教育如今意味著掩飾人之鄙

陋邪慝、野獸般的爭奪、無盡的貪欲、坐享其成的忝不知恥。』(TS III. 6) 
第四，教育過度擴張，品質流於粗俗。誠如大鍋烹食不會太可口，『公

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將總會極度平庸』(HH I. 467)，尼采之所以有此感
嘆，主要見於學校增加的速度已遠超過縱使天賦異稟的人民能夠產生之教

師數量，加上眾多未予篩選的學生，終釀成貧瘠的教育結果。更嚴重的是，

『公眾教育』(‘education of the people’)的實施誤認了自由、獨立、平等之
真義，以為教育不需嚴格的紀律和服從、師生間可以各行其是、每個人皆

適合接受同等教育，但『只有極少數人適合接受真正的學程，較為少量的

高等教育機構便足供其深造。』『是故，大眾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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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的份量，一個文化的深度，往往建立在這些少數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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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者上。 
第五，教育商品化，學校形同專業工廠。教育的迅速擴充尚與經濟利

益互通聲氣，其宣稱：更多的知識及教育將造成民眾對之需求更殷，進而

產生更多的碩果、財富和幸福。於是，獲取豐厚收益之『功利』(utility)導
向遂為教育標竿，如流通貨幣(the “currency” in money)般的『通貨之人』
(“current” men)也應運而生。人衡量『自身價值』的方法端賴能否憑藉所學
從生活上謀求最多的金錢和幸福。能以最短時間讓人變為賺錢工具的『速

成教育』(rapid education)備受倚重。學校彷彿一座工廠，採行專業分工的
方式急速製造勞動市場所需的知識和人力(TS III. 6; FEI 1; TS II. 7)。『然
而』，尼采聲言：『每一種以維持生計(bread-winning)為目的之訓練，並
非我們理解的文化該字意涵。』(FEI 4)因其乃是某人為圖謀溫飽所攏聚之
操作技術和指導說明。 
第六，國家控制學校，削弱教育力量。國家大幅提倡教育是教育拓展

之另一主因，但卻懷藏著自利心態。透過『令所有高階和為數眾多的低層

公職任用權、進入大學權、甚至最具影響力的軍職』(FEI 3)與學校機制密
切結合，國家『迫使面前出現之每位僕役均在其把持的普及教育火炬照耀

下，並藉此閃爍不定的火光(the flickering light)讓僕役們再次確信，國家才
是最高目標，是他們一切教育努力的回報。』(FEI 3)基於這種私利心，尼
采看出其實國家根本不希望人民從教育中真正變得成熟而自由，否則便無

法加以有效利用和控制。『因而，「釋放」不過表示「箝制」罷了。』(And 
thus “setting free” comes to mean rather “chaining up.”) (TS III. 6)但文化不能
從是否直接對國家有利來考量，亦非削減人民如滾滾洪流般之本能衝動而

能遂致。 
目睹以上光怪陸離的現象，尼采在民族主義甚囂塵上之際冷靜地道

出：『我們完全缺乏為了發展文化的其它教育機制種類。』(FEI 4)『德國
人沒有文化，因無法建立在其教育基礎上。』(TS II. 10)對尼采來說，學校
好似花圃，是未來文化的播種處，沒有教育，則無法綻放文化花朵。直言

之，教育為文化的輔佐、焠煉地和動力(FEI 4; TS II. 10; FEI 3, 5)。可是『在
公立學校和大學門前』，『文化已如流亡者般被驅離這些機制。』(FEI 5)
不論『古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形式教育』(‘formal education’)、
『科學教育』(‘scientific education’)的名目多麼炫惑誘人，德國教育只剩一
個空殼子，編織著標籤為『虛偽文化』(pseudo-culture)的『現代外衣』(modern 
dressings) (FEI 2)。 
現代文化的特性，亦即『現代性』(“Modernity”)，尼采曾以『養分』

(nutrition)和『消化』(digestion)的觀點詳加陳述：『飲食、文學、報紙、形
式、品味，甚至景觀的普世主義，其暴增速度如此之快，印象頓時遭到磨

滅。人們不由得無法對之吸收、認真攝取並加以消化，結果則為消化能力

的日趨衰弱。一種調適印象積累之道代之而起，人乾脆忘卻行動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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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為只是對來自環境中的刺激起反應(to react to stimuli)。他將精力部
份花費在消化、部份在自我保護、部份在對刺激起反應上。自發性

(spontaneity)遂變得極度無力：歷史學家、評論者、分析家、闡釋者、觀察
家、蒐集者、讀者。一切皆屬被動反應者。』(WP 71)接著尼采繼續指出，
現代性不啻『讓自然本性成為一面「鏡子」的人為矯飾。某人雖展現興趣，

卻只是表面的。在這層薄皮表面下為調節性的冷漠、平衡機制，一種穩定

的低溫。表皮之上則是激情、騷動、風暴、狂濤的撒野處。』言下之意，

這是一種『外在波動與特定的死氣沈沈及疲乏間所形成的對立。』(WP 71)
呈顯的是現代人內在冰冷虛弱、外在焦躁悖亂的醜態，故尼采又把他所處

的十九世紀稱為『野蠻主義』(barbarism)橫行的『黑暗時代』(“Dark age”)(FEI 
Preface, 5; TS III. 4)。至於『客觀性、科學精神、為藝術而藝術與純粹意志
下的知識』(“objectiveness,” “the scientific spirit,” “l’art pour l’art,” and “pure 
voluntary knowledge,”) (BGE 208)，更屬『現代性』為強調冰冷理性所提出
的訴求，除了使情感之流凍結成一面鏡子，『理性』乃一躍而起，成了繼

中世紀之宗教道德後宰制人類種種活動的『新上帝』。 
據此，『將現代人從現代性的詛咒中釋放出來』(freeing modern man 

from the curse of modernity) (FEI 4)，以期恢復人的力與美，頓成尼采寄予
教育之厚望，故他說：『教育乃是解放(liberation)，是清除損害嫩芽生長
的所有莠草、雜物及害蟲，是撒瀉光和熱，是子夜細雨的清柔霑霈。它是

對慈母般的大自然(Nature)之效法與敬仰——是對大自然的圓成
(completion)。』(TS III. 1) 

（二）力與美 
相較於現代人的衰弱醜陋，古希臘人身上所散發之活力光輝著實讓尼

采驚羨不已。為什麼希臘人得以如此歡欣、健康、率真？這個疑問始終縈

繞著尼采，並促使他重新尋獲孕育希臘文化的主要動力——本能性的酒神

(Dionysus)。尼采隨後發現，自蘇格拉底以降，酒神精神卻在強調『美德即
知識；人會犯錯是因為無知；有德者為幸福』(BT 14)之理性網罟籠罩下變
得奄奄一息，現代文化即屬『理性對抗本能』(“Reason” versus Instinct.)的
『蘇格拉底主義』(Socraticism) (EH III-i. 1)。那麼，尼采又如何以教育活
動具現酒神精神、連結久遭切斷的文化彩帶呢？這便要從創造萬物的藝術

家——大自然談起。 
身為萬物之母的大自然對尼采而言蘊藏著無窮無盡、充沛豐盈的生之

衝動，『他總想廣施恩澤，卻不懂如何找到達成其目的之最佳、最靈巧方

式，此乃她的最大痛苦和悲傷緣由。』『她以浩大笨拙的方式踐履其目的，

且浪費了過多力量。』(TS III. 7)故有時她顯得像後母般的殘暴無情，同時
產生許多敗筆。人類便為大自然意欲創造完美但又屢遭失敗的作品。圓成

大自然的未竟之志、彰顯她的生命豐美，就是尼采從希臘文化所汲取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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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智慧。代表大自然創生本能的酒神，則為該項智慧的歸趨。 
深邃無垠的欲望情感乃大自然在人類身上最直接的顯露，但也最具動

物性：狂肆、暴虐、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對此人類飽嚐痛苦。『酒神深

淵』(the Dionysian abysses)即尼采用來描述希臘文化裏人與大自然共同擁
有的這項特性(BT 14)。如何使人類從獸性中跳脫出來，並對大自然進救
贖？尼采認為，人與野獸的分別，就在於人不會『盲目受苦』、『沒有其

它目標』，而會努力探尋生存意義(TS III. 5)。這種對自身侷限性不滿、將
希望置於更高自我的舉動，就是『文化的肇端』(TS III. 6)。或者更確切地
說，教育為以理想人格作目標，將自性『引領出來』(‘lead us out’)、『引
導向上』(lead us upward)之舉(TS III. 5)。可是涉及領導，紀律、規範誠屬
必須，所以尼采強調：『一切文化始於服從』(all culture begins with 
obedience.)，不始於自由(FEI 5)。唯有先遵循法則，狂暴的自然本性才能
在斂抑下轉化成『美』(TS III. 5)。希臘文化中代表節制、均衡之德的日神
(Apollo)，於此處明顯成為尼采思考教育問題的另一依據。 
乍看之下，尼采的教育哲思仍帶有視本能為洪水猛獸，亟待理性加以

箝制的傳統對立觀點，不過其間存在著些許微妙差異。首先值得注意的

是，尼采把人之自然本性看成一個深淵，不論如何持續下探，皆無法觸及

底部，且沒有必要。『因為每一件事物已見證了我們的本質——包括我們

的朋友和敵人，我們的表態與問候，我們的記憶和遺忘，我們的藏書與寫

作！這便是最為有效的方法。』(TS III. 1)換言之，『你的真正存有並不深
藏於你，而是高懸於你，或至少高於你所通常所認為的自我。』(TS III. 1)
教育的奧秘在於：經由高貴的價值設定，使自性源源不絕地以美好形象湧

出。講求的是轉化、發展自性，並非徒恃理性控約或外在虛飾，在這個意

義上，尼采強調希臘人的率真『必須看成從一個黑暗深淵生長出來的日神

文化鮮花，以及希臘意志透過日神的美麗映照對痛苦、痛苦智慧取得之勝

利。』(BT 17)  
其次，本能與教育規範的關係有如第一天性(“first nature”)和第二天性

(“second nature”)。尼采曾以軍隊之行進訓練舉例說明：入伍前，每個人雖
會走路，卻不能展現陽剛之美。充滿折磨的訓練過程則令人感到難以適

應、幾乎忘了該如何走路。『突然間，一種新的習慣和第二天性藉由練習

活動變得顯而易見，原有走路方式所含之確信及力量以更具優雅之姿失而

復得。』(FEI 2)尼采側重的乃兩個天性的融合無間、相互彰顯，反對知識
與本能的扞格不入。他還指出：『第一天性曾一度是第二天性，每個獲得

優勢的第二天性則會變成第一天性。』(TS II. 3)故往往很難再去判定何者
是第一、第二天性，彷彿『酒神說著日神的話語，然而日神最後又說著酒

神的話語。』(BT 21)日神和酒神是彼此不斷接續和擴大彼此的。 
再者，儘管本能與教育相需互發，不喪失自性活力才是最可貴的。尼

采曾特就這點說道：『如今當我們被教養成人時，便獲得了第二天性，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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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稱呼我們成熟、懂事、有用時為然。少數的人能夠像蛇一樣，某天

在覆蓋下的第一天性成熟後，將第二天性外皮蛻去。但對大多數人而言，

自性之源早已枯竭了。』(DD 455)教育上的規範雖然必要，卻不能成為自
性的囹圄，生命湧泉的奔流不息須得以確保，甚至要能突破法則。若以希

臘文化來看，『為防止形成因日神傾向凝結成埃及式的僵固和冰冷、為防

止整作湖水的流動不致因對個別波浪規定其行徑和範圍而成死寂，酒神傾

向的狂濤不時毀滅單方面的日神「意志」所企圖限制希臘世界的所有侷促

空間。』(BT 9) 
最後，背離自然本性的教育亦將毀滅自身，因為自然本性才是教育之

所以可能的根基。誠然，大自然及情慾的威力往往使人痛苦，對此尼采從

不否認。現代文化及啟蒙理性的一大特色，便是思謀以知識開發大自然、

掌控自我。這種要求原無可厚非，問題出在人類過於仰仗理性，形成知識

的傲慢。『喔！汝等十九世紀極度驕傲的歐洲人，你們是否瘋了？你們的

知識並沒有圓成大自然(complete Nature)，它只是扼殺了汝等的本性(kills 
thine own nature)!』(TS II. 9)尼采疾呼若此，主要欲強調本能與理性的始終
本末不可倒置，沒有本能作基礎的教育非但無根，且行將衰頹，故尼采又

說：『日神不能離開酒神而生存』(BT 4)，『希臘的日神主義乃須在酒神
的土壤上才能生長。』(WP 1050) 
綜觀尼采所言，追求有力本能的美之表達，亦即酒神與日神所共同形

成的意志，乃教育參贊大自然造化之功的藝術性格顯露。或者說，常處於

流變混沌狀態的大自然需要輔佐，以清晰明確地表達自己。好比當人們看

到某個以簡潔傳達自身意義和主旨的器具時，發出『倘若大自然創造出

瓶、燈、桌、椅、盔、盾、甲，必定會是如此』的驚嘆一樣(TS III. 7)。大
自然雖創造出人，可惜並不完美，因此，『大自然在為了人而努力時必須

獲得援助。她於神奇形式及設計方面也許小有所成，卻難以大展鴻圖，造

成我們周遭之人好像一些珍貴雕塑的殘破碎片，彼此呼喊著：「快來幫助

我們！把我們凝聚在一塊兒，因我們渴望變得完整。」』(TS III. 6)教育則
是能讓碎片凝聚，展現圓融生命的藝術。在理想人格中，不僅各種情感衝

動相互協調、蔚為一股強勁的創造力量，大自然更從其構成的美麗形態獲

得救贖。尤為絕妙的是，『在他身上，自我消融，痛苦的生命實際上不再

作為個體加以感受，而作為與所有生靈產生至深交感和熟稔的泉源。』(TS 
III. 5)終歸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同於造化之源。 
若再反觀德國教育，最令尼采憂心的莫屬情感躓跲，無力做出表述：

『當情感泉源變得污濁，內在本質學會騷首弄姿、躁動起舞並使用化妝

品，學會以「周延反思的抽象術語」來表達自己且逐漸迷失自己時，我們

的希望或信念又在那裡呢？』(TS II. 4)原來，過多知識讓生命悖亂不堪後，
人們往往喪失了形塑力，縱然試圖表述自己，卻已力不從心，只好用知識

作為裝飾。尼采進而指出：『我們的內在生命實在太衰弱、太換散，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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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為自身提供一個形式和外在表達‥‥就好像所有纖細絲線沒有結成

一個有力的結，外在的行為舉止並非內在生命的自我顯露，而只是某條單

獨細線欲作整體表達之衰弱和粗魯嘗試。』(TS II. 4)在此般教育下，培養
出來的人可說毫無品味(taste)及風格(style)可言，因為高尚品味和宏偉風格
乃基於統整情感之有力表述，而文化更屬『人類生活每一外在表達表達之

藝術風格統整性』(“unity of artistic style in every outward expression of the 
people’s life.”) (TS II. 4; TS I. 1)，這也是尼采為什麼會說德國人沒有文化的
原因。 
教育之為一項藝術，誕生於意欲對生命做出有力的創造和表達，代表

生之衝動的酒神是為前提，所以尼采強調：『我們目前稱為文化、教育、

文明的一切，某天必將於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出庭受審。』(all that 
we now call culture, education, civilization, must appear some day before the 
unerring judge, Dionysus.) (BT 19) 

（三）品味與風格 
人和文化所擁有之品味、風格乃美在教育中的具體展現。品味涉及對

事物的辨別、選擇、偏好、拒斥、判斷，風格則屬藉由各種符號、象徵、

舉止、儀態而呈顯的形式，品味構成風格，風格透露品味，兩者休戚與共，

同源於豐沛的情感——熱情(passion)，也就是健康的本能或有力的意志。
但良好品味和典雅風格並非垂首可得，須不斷在自然本性上進行淬練，以

臻於感官的精神化。一個人有無教養，極佳的指標，便是能對事物做出明

智抉擇、散發綽約風姿。在此，尼采盡訴其教育衷曲：人的類型(types of man)
培育問題，『歸根結底，是個品味及美學問題。』(At bottom, this is a question 
of taste and of aesthetics:) (WP 353, 883) 
希臘文化中的酒神除了讓尼采再度重視感官嗜欲的可貴外，他還從字

源上追溯出官能與聖哲間的有趣關係，怎麼說呢？因為『表示聖賢(Sage)
的希臘字在語源上乃為 sapio:我品嚐辨味(I taste)、sapiens:品嚐者(the tasting 
one)、sisyphos:擁有最精緻品味的人(the man of the most delicate taste)。』
接著尼采又說：『是故，哲人的特殊藝能即在於靠著品味、辨察、 顯著
的區分做出選擇性的判斷。』有品味的人成了智慧(sophia)的化身。(EGP VI. 
3; HH II. 170) 
品味起源於人之自保本能，具備救亡圖存的深刻洞識，非屬盲目的偶

發行為，尼采言道：『在所有下列事宜中——諸如食物、居所、氣候、娛

樂的選擇——自保本能發揮著主導作用，這項本能尤以在成為防禦機置時

最不含糊的揭示了自身。避免眼睛看得太多、防止耳朵聽得過量、對某些

事物保持距離：這就是謹慎的第一原則以及並非偶發而是必然行為結果之

首要證明。通常用來描述這項防禦本能(instinct of defence)的字眼即為品味
(taste)。』(EH II. 8)可是本能有強弱、品味有高低，德國教育上的許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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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顯示沒有品味的衰弱本能。成堆知識如菜肴般擺滿餐桌，迫使學子一併

下肚，學生們也只好囫圇吞嚥，無暇反思是否真正基於對知識的飢餓而進

食。結果，在學問胃口破壞殆盡後，學子已不知什麼是飢渴和美味，見到

有東西吃便急忙裹腹，喪失了慎選食物、展現輕盈體態的本能。對待人的

方式，遂成涵養品味及風格的要件。 
究竟何以保持本能既有活力，卻又不致讓情慾橫流？尼采在這個問題

上，正是用教育所提供的嚴格紀律和必要限制作為解決之道，但這麼一

來，不是又使本性失去自由了嗎？恰好相反，如同人的官能欲發揮效用便

須有所克制、將視覺或聽覺範圍設定在某個限度，教育中之法則規範是給

人帶來自由的契機，故尼采認為：『簡言之，我們所需要的是掌控而非削

弱或翦滅熱情！』掌控的力量愈大，『熱情的自由也愈大。』(WP 933)懂
得掌控本性的人，能夠服膺簡潔、秩序、節度、和諧等法則，使內心各種

紛擾欲力協調統整後變得強大，朝向一個明確目標發展，進而在果斷決定

何者為、何者不為中形成自身獨特風格。尼采十分重視這項教育議題，對

此著墨甚多：『賦予個性風格(To “give style” to one’s character)—— 一種
偉大及稀有的藝術(art)！凡能檢視其本性上的所有優缺點，然後使之成為
某項明智計畫，直到一切流露美妙及巧思，甚至弱點也令眼睛著迷的人，

即運用了該項值得稱羨的藝術。在這裡加上許多第二天性，那邊移走部份

第一天性，於兩種情況裏，皆需長久練習和終日努力。此處不容移走的醜

陋會藏匿起來，並在彼處重新解釋為崇高。許多模糊且拒絕成為形式的東

西則被保留，以作未來遠景之用，亦即替遙遠和不可預測的事物提供暗

示。最後，當作品完成時，將揭示同一個品味(taste)的規約如何在整體上
和部份上組織及塑造出它。』(JW 290)  
從以上這段話不難看出，尼采雖強調章法的重要，卻也為突破成規、

產生新的法則預留了空間，因為尚有一種品味和風格是來自對節度之美的

饜足後，『於明顯非理性之處尋求理性』(to seek reason in apparent unreason)
所產生(HH II. 119)，並反映在充沛熱情對習俗規範的衝破。此舉更是先遵
守嚴格法則，『逐漸學會於架設在令人暈眩的深淵狹道上優雅地行走』

(gradually learn to walk gracefully on the narrow paths that bridge giddy 
abysses,) (HH I. 221)，才在步履成熟之際使束縛鬆脫、獲得更高的自由，
故與毫不受規範限制的放任破壞有別。尤有甚者，不凡品味和出眾風格為

尼采界定一個人是否真正受過教育的判準，拘泥章法之低俗庸人和毫無章

法的跳梁小丑一樣，同不為其所悅，無怪乎他會對德國文教發出如下針

貶：『教育——本質上是抹殺特別以迎合法則。文化——本質上為迎合庸

才而反對特別之品味導向。』(WP 933)  
在文化項目的品味及風格方面，性質與人之培育相似，因為文化是身

為小宇宙之人所拓展而成的大宇宙，各種欲力縱橫捭闔其間，所以文化發

展亦需紀律，方可形成一富創造性的有機體。尼采十分喜歡舉希臘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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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的這種親緣關係，希臘人不但用簡潔塑造自己，連建築、文體都表

現了簡潔的風格，可以說，『美的人，也就是健康、節制、進取的人，總

以自己的形象將周遭事物塑造成美之形狀。』(W 154)但文化涉及的層面畢
竟較為廣泛，由文化遭遇的疑難可幫助人們在更寬廣的視野中省思自身和

教育的未來。 
傳統不可截然切斷是尼采對文化發展的重要訴求。他主張，要能『成

為文化鎖鍊必要之一環』(to become a necessary chain of culture-links) (HH I. 
292)，高等文化的出現始有希望。愈是瞭解前人之珍貴遺產、甚至重大缺
憾，愈可吸收養分能量、洞燭未來文化先機。相形之下，打著『原創性』

名義而罔顧傳統典範的作為乃是衰頹之兆(WP 419)，文化降格即由此而
生。但尼采乃強調文化上的暴力革命毫不足取，絕非否定超越傳統進行創

新的必要。實際上，他亦駁斥以模仿剽竊為能事，沒有任何創造力的文化

行徑。百味雜陳、色彩斑駁，就是文化掠奪之鮮明標誌。這種企圖憑藉大

量斂聚來迅速累積文化資本的手段，尼采常用『野蠻』來形容，或者說『所

有風格的雜沓混合』、『風格的全然缺乏』(TS I. 1)，談不上什麼文化。文
化果實需要時間才能成熟，同時每個季節有其特殊作物，無法躁進強取，

更不可盲目追逐。對於文人終日辛勤工作，卻未曾反問『為了何故、從何

而來、去向何處』(the wherefore, the whence, and the whither) (TS I. 8)，尼
采認為根本有害文化成長。倘若是為了迎合眾人口味、以大眾意見作發展

方向，則又誤解了文化真義，文化貴在提昇精神，不是遷就群眾喜好。一

旦阿諛媚俗使文化喪失『真誠』(the genuine) (CW 11)，文化即成虛偽面具。 
有關文化間的觀摩、移植以及文化之單一或多元性考量，能否營造卓

越品味和風格仍是尼采思慮的核心。他以希臘為例，贊成文化彼此間應相

互學習：『沒有比認定希臘人只擁有一項本土性文化(an aboriginal culture)
更愚蠢的了。不，他們反而吸取其它民族所有昌盛文化。進展如此快速之

因，正是他們懂得如何將其它民族落於地面之長茅拋擲的更遠。在具創造

性之學習藝術上，希臘人值得稱羨。因此，就像他們，我們應該向鄰人學

習，但乃為了生活，不是為了迂腐知識，並利用所學一切當立足點以躍升，

甚至比我們的鄰人更高。』(EGP VI. 1)但尼采不是抨擊文化上的抄襲和拼
湊嗎？如何自圓其說呢？主要關鍵，端視能否將習得之物加以充實、淬練

和昇華，進而融入自身文化，形成一和諧整體，故屬呈現新風格的創造，

不是缺乏品味之生般硬套。另外，尼采極力反對文化中之德國主義或德國

化，還把德國文化的衰落歸因於德國文化庸人的這種蠢行。他主張，高等

文化好似多弦樂器，能夠奏出生動曲調，不像德國文化庸人為鼓吹德國主

義而令文化音弦貧乏無味。表面上德國文化彷彿取得『一致性』

(uniformity)，其實內涵粗陋不堪，因為這種一致性僅為『排除及否定所有
藝術創造形式與真正風格要求』(exclusion and negation of all the artistically 
productive forms and requirements of a genuine style.)的結果(TS I. 2)，和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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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調各異質元素之有力文化差以千里。尼采據此聲言，德國化只會『形

成更高的圍牆』，使民族封閉，最後僵化成『埃及』般的『紀念碑』(HH II. 
323)。唯有不斷長進、頻頻突破，才不致在狹隘牢籠裏自取滅亡。 
教育藝術宛若園林藝術，當人性種子發芽伸枝後，便可依不同品味，

架設起攀爬格子，讓植物長成『法國、英國、荷蘭或中國的風格』(DD 560)，
呈現阿娜多姿的面貌。擔負栽培灌溉、修飾美化工作的，則為具有一雙巧

手的園藝師——亦即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