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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為文化建樹者的教育家 

教師身份往往反映不同之文化面貌，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哲人、演辯家，

中世紀的教會修士，文藝復興時期之人文學者，儘管理想互殊，卻均以其

才智影響眾人，形成注重思辨、博愛濟世、提昇精神之各項傳統。顯而易

見的是，教師決定了人的品質和文化發展，尤以憑藉卓越見識啟迪人類心

靈的教育家為然，這些教育家雖為時代成員，舉措卻超越了該時代，並替

未來文化動向樹立典範。不過直到啟蒙運動，教師的重要才受到廣泛注

意，主要原因，乃出於理性社會的設計需要。由於教育被視為讓人民接受

理性祝福、參與新社會秩序建設的手段，導致學校數量遽增，教師需求遂

為之加大。糾正人的行為、形成整齊畫一的舉止、削減異常言行造成之不

良後果，則是啟蒙教師肩負之責1。十九世紀更是工商進步、普及教育盛行

的年代，但相對而言，自中世紀以降，惡劣教師的數量莫屬此時為甚，這

的確是個令人驚訝且萬分沮喪的事實。究其緣由，部份來自十九世紀初葉

類似宗教道德之嚴肅態度，故教學刻板、側重考試。部份來自將所有科目

類比為科學，採用冰冷超然的方式來處理面對2。另一方面，這個時代也產

生不少足以譽為教育家的偉大教師，他們於文教中的許多創見仍流衍至

今，並由後人所充實、拓展。 

（一）教師重要性 
在尼采眼中，教師既是人的形塑者(moulder)，也是文化的引領者

(leader)，他甚至認為，『教育的第一要件』(the first prerequisite of 
education)，就是『教育家』(the educators) (TI VIII. 5)。正因缺乏偉大教師，
才造成德國文化的衰落。其所著之《教育家叔本華》和《查拉圖斯特拉如

是說》，實則借他人之名，傳達自身對教育家的看法，如同蘇格拉底在柏

拉圖《理想國》中所發揮的作用。尼采會冀予教育家莫大重視，和他在巴

賽爾大學擔任語言學教授時的親身經歷有關，並感到許多學者和中學教師

僅徒具知識、拘謹如教士，根本不夠資格以文化人自居，這使尼采重新審

視教師本應扮演的角色。 
人即使天資聰穎，若缺乏教師為其立下楷模、提供指導，稟賦反而會

在過度膨脹下成為『毒藥』，奪走『敏捷的理解力和洞察力』，最終遭致

『敗亡』的命運，故尼采強調：能儘早獲得一位良師乃是有福的，現代人

無師自通之『天才』崇拜純屬某種迷信，因為沒有人可以毫無師法且不經

指點卻成為『天才』(HH I. 164)。除了以言行思想之宏偉風格( the grand style)
示人，教師的任務，即在於能『迅速察覺學生特長(the strong point)，然後

                                                 
1 Bauman, Z. (1989).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 
(pp. 69, 75). Cambridge: Polity. 
2 Highet, G. (1950). The Art of Teaching. (p. 200). New York: Vi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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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有技巧、意志，所有雨露、陽光向之傾注，俾使該項美德果實得以成

熟。』不僅如此，他亦能把學生『所具有的一切性質提高到更為有力，對

之珍惜，使這些性質形成和諧的關係(a harmonious relation)。』(TS III. 2)
也就是說，主要特質並不毀滅其它屬性，其它屬性也不掩蓋主要特質，而

是透過教師的巧妙安排，鎔鑄成一個主從力量相得益彰的『全人』(the whole 
man)，宛如『太陽系』(a solar system)般，各行星依照律則圍繞著中心點運
行。至於在各個文化項目上，同樣需要教師之助，才能入其奧堂。對此尼

采說：『汝等將何能獲致藝術中神聖莊嚴的真實情感，倘若你們漸受姑息，

教導成獨立地結巴說話，而不是暢所欲言？教導成單憑己力地進行審美，

正當爾輩應學習虔敬地接近藝術作品？教導成沒有輔佐地從事哲學思

考，時值必須傾聽偉大的思想家？』(FEI 2)尼采這番話主要是針對許多原
本大有可為，卻受自我指導的謬論影響而葬送前途之青年學子所發。在學

子最需教師之處，『文化的學術自我訓練』(‘academical self-training for 
culture’)篡奪了位置，美其名為獨立自由，實際上是散漫放任(laisser aller)，
等到學子察覺無法指導或幫助自己時，往往為時已晚，只好匆忙抓取任何

支撐物以試圖挽救。在隨後產生的困頓、無力感裏，他開始痛恨自己。因

為一旦檢視自我能力，便發現其乃虛空無物，縱然想再度啟航，『所有他

能藉以指引其船隻的星斗早已殞落。』(FEI 5) 
鑑於教師的重要與無人指導之嚴重下場，尼采多次重申：『一切文化

恰與現在被高度尊奉為學術自由的反面開始，所有文化始於服膺、依歸、

紀律、順從。』(All culture begins with the very opposite of that which is now 
so highly esteemed as ‘academical freedom’: with obedience, with subornation, 
with discipline, with subjection.) (FEI 5)絕非如德國教育，在不該講求獨立之
處講求獨立。但還有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德國青年常『找不到他們需

要的領導者。』(FEI 5)以下尼采此段話，道出了獲得良師的困難：『在年
輕時，我們從所處時代和正好相遇的圈子裏選擇老師及指導者。我們天真

地認為，當代一定擁有比任何時代更為合適的老師，並且深信毋需到遠處

便能尋獲。不久，我們發現必須為這項幼稚行徑付出昂貴代價，我們得自

食所擇老師的惡果，然後也許會開始尋找合適的指導者。我們窮極世界尋

覓他們，甚至包括現在與過去，但或許已經太遲。更糟的是當我們發現年

輕時他們即存於世，卻錯失了大好機會。』(DD 495)數量眾多的德國教師
到底有何弊病，以致讓尼采嗟嘆若此？不妨看看尼采對他們的陳述。 
冰冷、枯燥的學究習氣是德國教師之普遍徵候，他們本身就是由『缺

乏人性的抽象物：科學』所訓練(TS III. 2)。在淪為知識奴隸，並任憑其榨
乾血肉後，擔任教職的學者們不是骨瘦如柴，就是彎腰駝背。醜陋形象為

孕育優美下一代種下敗因，青年學子即以犧牲人性替知識服務的方式複製

教師形象。可以說，這些教師『自身就不是筆直生長、生氣勃勃和莖厚汁

肥的樹木，想要依附其上的人必須迂迴及蜿蜒，最後變得如他們般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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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變形。』(HH II. 181)若在仔細解剖這些學者教師，正如他們喜歡肢解各
種事物，便會發現其慣於近距離察看事物，連帶效應是對遠處和整全景致

的嚴重近視。他們視域狹窄，每次只能看見某片被理性切割的事物，『有

如歌劇院中使用望遠鏡的人，這會兒看見頭，那會兒見著衣服，就是看不

見全貌。』(TS III. 6)各部份間從未能形成整體，彼此關連係靠推斷。其總
以某個特定段落來論定一部文學作品，一幅油畫亦被解釋成東塗西抹。他

們誠為各個領域的專家，並從微小事物的精熟上獲得快樂，好似『準確的

時鐘』，『只要把發條適度旋緊，便會精準無誤地顯示時間』，也像『石

磨』及『臼杵』，『只要將穀粒放入其中，便深知如何磨得細小。』(Z 38)
生命的宏圖就在日復一日耽溺瑣碎專業裏逐漸崩潰。尤有甚者，多數教師

僅屬知識的搜刮者和販賣者。他們無法運用所學充實自身、進行創造，而

是在『有生產力的心靈』(the productive minds)和『飢餓、需受納的心靈』
(the hungry and recipient minds)間充當仲介(HH III. 282)，知識即於低價買
進、高價賣出中變味走調。事實上，他們鮮能體會所傳授的知識真諦，也

沒有能力改善自己，遑論作為文化上之砥柱中流。文化素養的不足還令他

們視教職為謀生工具，並甘作國家的傳聲筒。縱或明白文化亂象，卻沒有

批判勇氣，甚至不惜將『真理』導向『特定的統治人物、階層、輿論、教

會、政府』，以牟取名聲和利益(TS III. 6)。故尼采說：『德國雖充斥聰明
和博學之士，已經在偉大靈魂及有力心靈方面極度匱乏了很久，它幾乎忘

記何謂偉大靈魂及有力心靈。』『平庸者甚至素質不良者委身市集，卻無

一絲良心譴責或一毫困窘不安的跡象，且宣稱自己為偉人、改革者云云。』

(WP 792) 
從教師之學究習氣裏，尼采尚發現中世紀教士所遺留下來的身影。溫

馴、嚴肅、謙卑、貞節等德行便是他們的共通處。確切地說，教師乃是『偽

裝的教士』(the priest in disguise) (EH III-iv. 2; W 94)，志在壓抑人類本能和
『消滅特異份子』(BGE 206)，好讓其淪為平庸、不具危險的『群體動物』
(BGE 203)，易於管理及控制。持身如教士的老師待人類為需加馴服的野
獸，道德(morality)則是用來箝制的柵欄，他們仗著『改良人類』
(“improvement of mankind”)的名義敗壞自然天性(WP 395)，與馴獸師藉由
敗壞動物天性達成有效駕馭同出一轍。但人類並未因此變得更好，只是變

得更加軟弱無力(weaker)。這些僧侶教師混淆了『培養與馴服』(rearing and 
taming)，或者說『馴服野獸和培養特殊人才』的分別(WP 398,397)，『培
養』乃講求人性諸欲力之凝聚收斂而非削弱滅絕，俾使巨大能量收放適

切，不致在漫無節制下四處流瀉，期能形成『強健之人』(the strong man) (WP 
398)。現代人的衰弱，和教師所懷之宗教般道德有很大關係，它與理性知
識一樣，構成德國教師的兩個貧乏性格。 
人需要偉大教師以展現力與美、達成文化使命，教育家的特質遂值得

關注，尼采因而指出：『亟需自身具備教養及卓越、高貴心靈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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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ors are needed who are themselves educated, superior and noble 
intellects)，能夠依此證明符合資格，並於生命的每個時刻裏從言行上顯示
文化成熟和豐盛的碩果。』(TI VIII. 5)提昇教師素養乃孕育偉大事物的前
提，所以尼采又說：『在產生偉大事物且歷久不衰之處，我們誠可用具備

良好培育(a careful breeding)作為前提，正如希臘人的情況一樣。於他們之
中，何以有眾多人變得自由？教育教育者吧！(Educate educators!)但首批教
育者必須教育自身，正是為此，我才寫作。』(W 188) 

（二）教育家特質 
唯有教育家方能還教育本色，這是尼采對教師資格進行嚴格要求的原

因之一。『真正的教育者』和平庸教師相較，彷彿『真正的醫師』和土著

巫醫類比。(W 71)但尼采的教育家究竟有何特質？最鮮明之標誌，莫過於
飽含動能的藝術靈魂：教育家有雙轉化事物的纖巧細手，是自身力量豐盈

的創造者和施與者。生命和存在於其藝術地思考下成為美的圖畫，並替人

類未來揭示遠景。他更深明愛的藝術，從提高人類素質中使世間獲得救

贖。教育家創造了文化人、開創了文化契機，是位兼具藝術家(artist)、哲
學家(philosopher)、救世聖賢(saint)等身份的文化建樹者(TS III. 5)。 
尼采申言：不似現代人的輕浮悖亂，教育家有份沈潛寧靜；不若學者

們的槁木死灰，教育家有著充沛熱情。現代學者外在焦躁內在空虛的徵

狀，與教育家內在飽滿外在清明之藝術氣息形成強烈對照。良好的教育者

深知本能與節度相需互發的奧秘，總以嚴格紀律自我要求。他們自身就是

簡潔和諧、渾然一體的藝術品，在生活中散發典雅與端莊。純淨的風格亦

表露於各種創作，令人感到真誠和愉悅。他們先藝術地形成了自己，是力

與美之所繫，故能撒瀉光和熱，給他人帶來文化上的春天。尼采還十分喜

歡將教育家形容為雕塑者(sculptor)，查拉圖斯特拉即精於此道的大師，『人
類對他來說是一件未經雕琢的原料，一塊需要雕塑者之鑿的醜陋石頭。』

(EH III-vi. 8)可惜這塊石頭卻常在拙劣之手的敲打下四分五裂，無法凝聚統
整。特別的是，尼采更以『最高等級的建築師(the highest Architect)（他們
必須把其形式賦予事物）』當作『新教師』(The new teachers)的期許(NZ 29)，
如果留意建築師(the architect)在尼采思想裏較其它藝術家有著尊榮地位，
便不難瞭解這是對教育者的極高推崇。音樂、舞蹈在尼采思想裏曾歸為酒

神狀態之非造形藝術，雕塑、繪畫則為日神狀態之造形藝術，但隨後發現

兩者血脈相通，皆是在藝術家力量充實飽滿的醉境中所引發。建築又略勝

一籌，因為『建築師所顯示的既非酒神亦非日神狀態，於此情況下，是意

志的巨大行動、是移山的意志，是巨大意志渴求藝術的醉(the ecstasy of the 
great will which aspires to art)。』(TI IX. 11)最能展現酒神與日神融合無間
的建築師意志，乃是以豐盈之力施加它物，使其反映自身完滿的巨大能

量。建築物為這股力量的可見形式。具有宏偉風格之建築使人自然臣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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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矯揉造作，它勸說著、誘導著、命令著、不畏艱鉅地巍峨聳立，是『法

則中的法則』(a law among laws) (TI IX. 11)，一如其建造者。身為建築師
『最高等級』之教育家，以強大意志使受教者各種欲力依據某個主要支撐

點架構而起，形成橫亙在人性深淵上的美麗橋樑，克服了沈淪重力、盡訴

超越的驕傲。精湛技藝更令教育家構築出文學、哲學、科學等文化大廈，

它沒有繁複裝飾，卻在明快中流露高雅品味，居住其內不禁讓人生氣勃

勃、靈感四溢。反之，愚昧教師最多只能造出『破廟』(ruin of a temple)，
長滿『野花、蕁麻和毒草，蛇、蟲、蜘蛛、鳥類棲息出沒』，即便資質不

凡，身處其間亦驟然隳頹，毫無達到『完美』的可能(HH II. 172)。簡單的
說，教育家為具備充全給與力量的『人類建築』和『文化建築』藝術家，

巧化無形為有形。 
提供人生指引的智者乃偉大教師之另一特質。這樣的教育家能藝術地

圓融看待生命，不致在理論專擅下自我迷失。先蘇時期的的哲人便是尼采

心目中的理想教師，其追求生命之自由、美和豐盈及少因真理之愛而造成

分裂(EGP VI. 1)。教育家即『藝術的哲學家』(The Artistic-philosopher.) (WP 
795)，生命在他的視角裏呈現為一幅完整圖畫，當許多學者採行顏料、材
質分析來理解該畫卻不得要領時，藝術哲人則無此困擾，他體會到，『唯

有確保生命及存在全景於眼前之人，方可運用各項科學而不傷害自己，因

為，沒有綜觀作統範，科學不過無頭游絲，同時只會更加攪混我們的生存

迷宮。』(TS III. 3)現代哲人往往具辯證性格，以抽象概念腐蝕了完整生命，
尼采認為，他們實非良師，因他們有位『理論型』的祖師，蘇格拉底。這

位老師樂觀地宣揚科學邏輯對探索真理的重要，並主張人生問題可依此迎

刃而解，諷刺的是，冠上蠱惑青年罪名而入獄的蘇格拉底，在處決前夕，

突然明白藝術的可貴，尼采據之強調：蘇格拉底業已對『邏輯性的界限』

(the limits of logical nature)展開懷疑，『「或許」——他必定如此詢問自
己——「我無法理解的事物未必就是非理性？或許有個邏輯學家被驅逐其

外的智慧領域？或許藝術甚至為科學的一種必要聯繫和補充？」』(BT 14)
蘇格拉底之窘境也是現代學者教師們的寫照，他們泰半生均以身為科學人

自豪，謹守固定標準和測量尺度，且從鑽研細微事物上追求客觀真理，直

到某天發現知識的侷限，才深以為懊，『因為科學所形成之圓周有無限多

點，然而仍無法得知該圓能何以完整測量』，是故，尼采接著說，『高尚

及聰明之士甚至在其生涯中途，便不可避免地接觸到圓周上之無數繁點，

愕然凝視無法解釋的事物。』恰於此處，他們看見『邏輯在這些界限裏圍

著自己兜圈子，最後又咬住自己的尾巴。』(BT 15)心懷驚懼與迷惑，產生
了一個更為嚴重的現象：這些『理論型的人』喪失真理信念後，『不再敢

委身生存之恐怖冰河』，而於『河岸邊膽怯地上下奔跑』(BT 18)。面對令
人恐懼、痛苦的生命，尼采的教育家之所以與普通教師殊異，正是他們不

但依然堅定地生活、勇敢接納整個人生，更透過藝術的思想彩筆，轉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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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為美的境界，達到『由藝術家的眼中看科學，由生命的眼中看藝術。』

(to view science through the optics of the artist, and art moreover through the 
optics of life….) (BT An Attempt at Self-Criticism 2)另外，哲人教育家之視
野極為深遠，在其藝術心靈中，任何疆界『純屬誤解，是於他們的世界——

他們的危險、理想、欲求——真正開始面前闔起大門。』(CW 3)淋漓盡致
地生活使其經歷世間百態，遂能以豐富多變的視力『從某一高處眺望任何

遠方，從某一深處仰望任何高處，從某一隅處凝望任何寬廣』(BGE 211)，
進而勾勒人類未來圖景，帶給人們希望。『誠如雲朵為我們揭示出頭頂上

方的風向』，偉大教師藉其行徑提供未來之文化天氣預報(HH III. 330)。他
們不以掌控知識為滿足，而把往昔與現存的一切當作『創造價值』(create 
value)之工具，他們是『下令者(commanders)和立法者(law-givers)；他們言
道：「事情應該如此！」(“Thus shall it be!”)他們最先規定人之去向(the 
Whither)及理由(the Why)』，並由創造未來的當下掙脫既有種種枷鎖，『他
們的「認識」(“knowing”)是創造』，不是鄙陋的模仿或剽竊(BGE 211)。 
抱持濟世之愛，走入群眾的教育家在實踐自身理想時更透露聖潔光

輝。對此，尼采常將提昇人類之教育家精神與拯救世間之宗教家情懷相媲

美，且有用教育取代宗教的明顯意圖，他說：『「聖號」(“Signs”)及「神
蹟」(“miracles”)乃不可信，只有因應「上帝」(“Providence”)存在才需要該
物。不論祈禱、禁慾或「幻景」(“vision”)皆無甚裨益。若所有這些構成宗
教，那麼對我而言便不再有之。我的宗教——如果我仍能運用此名至某事

物——即為從事培育天才(breeding genius)的工作，透過這樣的訓練，任何
事物都可希冀。一切慰藉來自藝術(All consolation comes from art.)；教育是
對後代子孫的愛，一種愛之極致，超乎我們的自愛；宗教為「超越我們自

身的愛」(“love beyond ourselves.”)。此般藝術作品乃超越我們自身之愛的
典範，一項關於這份愛的完美典範。』(W 185)教育家是以愛的藝術傳播大
地福音、進行人世救贖之聖賢，查拉圖斯特拉便為尼采寄寓其意的主人

翁。查拉圖斯特拉會至自我修持十年的山上走下，正因他深愛人類、想贈

與人類文化禮物。值得注意的是，尼采以愛改良人類的理想和教士用愛改

良人類的企圖大相逕庭，宗教之愛的本質為『同情』(sympathy)，使人『鬆
弛』(relax)而變得衰頹(BGE 206)；教育之愛則『超乎其所有憐憫(pity)，因
它尋求創造所愛的事物』(Z 25)，令人在淬礪中不斷提昇3。故『改良』的

相同名稱實蘊含不同意義，一則為『獸性之人的馴服』(the taming of the beast 
man)，一則為『特別類型之人的培養』(the rearing of a particular type of man) 
(TI VII. 2)，前者尼采視作沒有品味的藝術。教育家之救世身軀尚有著悲劇
英雄的影子，當他將文化火種帶給人類時，往往被眾人誤解、遭團體排擠，

成為其真知卓見的第一個犧牲品。他承受極大痛苦，不過卻甘之如飴，為

                                                 
3 關於尼采對愛的看法，部份參考了 Thiele, L. P. (1990).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oul: A Study of Heroic Individualism. ( pp. 149~1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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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理想而全力奮戰。與大環境的對抗讓安逸享樂逐漸遠離，同時變成

時代孤兒。正因如此，他毋需受制於人、虛與委蛇，生活充滿自由與真誠。

雖然文化戰役總令其傷痕累累，但持續地冒險亦帶來重重新生。他亟欲完

善自己，更想成就別人，尼采筆下的教育家，就是這樣一位既和群眾疏離

又和群眾接觸的現世救贖者。箇中關係，足耐人尋味。 

（三）師生關係 
人的成長需要教師，教師也不能完全離開人群。無論以藝術家、哲人、

救世者的型態出現，身為教師，便『意味他擁有總是朝向其他人類的某一

側面。』(UW p. 274)教育家固須教育自身，但僅為自身之教育者乃不存在
的，他的身份是在人際關係間所確立，並從中考量各種事物，所以尼采說：

『誰若屬徹底的教師，那麼在與學生有關時他才認真對待事物——甚至他

自己。』(BGE 63)良好的師生關係能減少教育過程上之脫序、隔閡、或宰
制，有助教育境界的昇華；尼采則提出它是項指揮藝術、溝通藝術、贈與

藝術等看法，只是藝術有巧有拙，經營非易。 
論及師生互動，尼采認為音樂藝術和教育藝術實具異曲同工之妙。他

把人比擬為弦樂器，有的人琴弦毀損，有的人琴弦貧乏，但稱職教師仍可

試圖彈奏出動聽旋律，令學生感到振奮。曾為人師表的尼采，即體驗過這

種美好，他回顧道：『不論樂器如何，縱使樂器「人」(the instrument “man”)
極其走音變調(out of tune)，唯有我不舒服時才無法使之發出值得聆聽的聲
響。』(EH I. 4)一位名為 Heinrich von Stein的學生，就欣喜地對尼采說，
他從未聽過如此悅耳之音由自身發出。善於經略師生關係，教育頓成悠揚

樂曲。至於乏味曲目，又以不諳撥弄琴弦之聽講教育為代表。此種師生關

係主要靠『嘴巴』及『耳朵』來維持，『教授常用宣讀來講話』，『學生

更常在聽講中記下某些東西』，造成『一張說話的嘴，附帶許多耳朵，另

加半數抄寫的手。』(FEI 5)師生間缺乏真正交流。尼采更強調，教師在講
台上面對學生的處境其實與音樂家於指揮台前面對樂團的境況非常類

似，倘若音樂家未能與樂團契合便不算成功演奏，徒然聚集教室而各自為

政亦稱不上優質教育。利用差勁的『管弦樂團』(orchestra)為例，尼采形容
德國教育看起來好像該團上演之滑稽劇，成員紛紛展示呆板之『鋸木動作』

(wood-cutting)，一旦細心傾聽演奏，旋即發現指揮者(conductor)枯燥、無
趣的風格乃遍及所有成員，故樂曲僵硬沈悶，整個樂團只空有『形式』。

奇妙的是，相同樂團在高明指揮者引領下卻可從所形成之和諧關係中奏出

天籟，因此尼采又說：『安置一位天才—— 一位真正的天才——於該樂
團，你立刻會覺察某種幾乎不可置信之事。彷彿這位天才透過閃電般之移

轉進入眾成員機械、無生氣的身體，並僅有一隻魔力眼神由他們全體間閃

爍而出。現在若去觀賞及傾聽，你絕對聽不勝聽！』(FEI 5)師生關係的和
諧與否，決定了教育藝術之精神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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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經歷、學識等差異，師生間難免存在著距離，充分溝通為縮小間

距及傳導能量之關鍵，如果『藝術』(art)是指『向他人溝通自身所體驗事
物的能力』(the faculty of communicating to others what one has oneself 
experienced,) (TS IV. 9)，用受教者易接受之方式表達自己遂值得教師努
力，例如姿態毋過高、顧及學生程度，有時甚至喬裝愚昧，以拉近師生關

係。尼采這方面可謂深明其奧：『一位教育者從不言其所思，而只說他認

為對其任課的聆聽者有益之事。他這項轉化不該被發現，讓人們相信他的

誠實正為其精巧處。他必須掌握所有訓練和教育之法，有些人他只用譏諷

的斥責方式來栽培，對於懶惰、優柔寡斷、懦弱、笨拙者，他只採激勵的

方式去影響。這樣一位教師乃立足善惡之外(stands beyond good and evil)，
但無人知道他確實如此。』(WP 980)也就是說，教師為求被學生瞭解和達
到教育成果，不妨言詞裝作膚淺、變換表情態度，好像舞台演員，以精湛

演技打動台下群眾。至此，衍生出尼采思想的一大疑難：藝術究竟屬性為

何？莫非虛偽造假亦為藝術？如果不是，藝術是否就代表真實？如果也不

是，那麼藝術到底為虛假還是真實？答案似乎無法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探

求，因尼采認為，藝術源自對狂暴本性及痛苦生命的轉變美化，在章法規

約下，醜陋被掩飾或裝點，改採對生活有助之光輝型態出現，是酒神土壤

裏開出的日神花朵。藝術結合了酒神與日神，雖不再是赤裸裸的野性欲

力，可是卻充滿酒神之蓬勃朝氣，使生命強而不暴、有力且美。較之赤裸

欲力給人帶來之殘酷傷痛，藝術儘管將其扭轉形變，顯然更有提振生命的

價值，她令人們體會世間美好的一面，於她的懷抱中奮勇前行。原來，藝

術本非真實又不全然虛偽，當尼采區分藝術之虛假與真誠時，主要根據為

該藝術能否促進人類生活福祉，亦即感到力的增加或力的遞減，故問題不

在藝術是否為尼采所言之一種偽裝、藝術家是否皆為大說謊者，而須視生

命質量之增減損益。在這個意義上，教師為顧及學習效果對學生喬裝無

知、謙讓便具備藝術的可貴價值。尼采有段話，使向來緊張之師生關係變

得生動有趣：『關於青年才俊，我們必須嚴格遵循歌德格言，那就是應常

避免糾正錯誤，為的是避免損害真理。他們的狀況如同懷孕之疾，並且口

味變得特別。替他們行將結成的果實著想，這些口味應盡量滿足和遷就。

的確，身為這些怪異病人的護士，一個人必須學會主動自我退讓的艱鉅藝

術(the difficult art of voluntary self-abasement)。』(HH II. 285) 
給與幫助和需要幫助互為表裡，自身能量匱乏者固無法施與，若缺乏

接受者，飽含智慧也無法嘉惠他人，最多只能獨善其身。理想情境為師生

彼此相互需要，好關係的建立始有可能。『一個人尋找他思想的助產醫師，

另一個人尋找他能協助者，良好對話於焉展開。』(BGE 136)尼采此語揭示
出施與受之發生乃繫於雙方意願，任何一方的不足都會錯失關係。但尼采

更認為：『施比受有福，最富有者於孤寂的沙漠中又有何益？』(But to give 
is more blessed than to possess, and what is the richest man in the solitud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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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rt?) (HH III. 320)查拉圖斯特拉下山前，即對著太陽說：『偉大的星球
啊！如果沒有那些你所照耀的事物，什麼會是你的幸福呢！』『然而，我

們每天清晨守候著你，從你身上汲取流瀉之光，並為此祝福你。看哪！我

已厭倦我的智慧，就像集蜜過多的蜜蜂，我需要伸取智慧的眾手。我樂於

贈與(bestow)及分享(distribute)。』(Z Prologue 1)不論尼采本人還是查拉圖
斯特拉，在周遊世間並希望給人類帶來『禮物』(gifts)之際(Z Prologue 2)，
皆深刻體認到適切地贈與實非易事，所送禮物常因眾人的手太過軟弱而承

接不住，這使其嘆道：『我們竭力給與某人我們最珍貴和最有價值的東西，

直到再也沒有更多的愛能給為止，但禮物的接受者當然不會將之視作他最

珍貴的東西，我們期待從他得到的竭誠感謝亦將因此闕如。』(DD 445)『他
們拿了我給他們的東西，可是我有觸及他們的心靈嗎？給與和接受間存在

一條鴻溝，最小的鴻溝亦很難完全跨越。』(EH III-vi. 7)教師為求遞嬗智慧，
考量受教者資質而不陳義過高雖屬必要，卻和自我降格以迎合學生有天壤

之別。策略運用終須達到提昇效果，否則便會淪為師生間的低等和諧，破

壞教育格調。禮物餽贈者每當送出一項禮品時，應明辨該禮物對受贈者來

說是否太輕或太重，附加精美包裝，才不致使受贈者感到突兀，糟蹋了禮

品和餽贈者的善意。藉由查拉圖斯特拉之口，尼采言道：『比起大方接受，

適切給與要困難的多，贈與妥當是項藝術——是慈善之最極致、最精巧的

主要藝術。』(“how much harder it is to give properly than to take properly, and 
that bestowing well is an art——the last, subtlest master-art of kindness.”) (Z 
68)教育贈與(bestowing)和宗教施捨(alms)有何不同？尼采援何認為前者是
項愛的微妙藝術而後者不是？差異在於教育並非毫無所求的付出，乃有所

斟酌希冀；教師雖是贈與者，卻不以此自居4。含有贈與之德(bestowing virtue)
的教師瞭解，『如果總有某人隨侍在側，世間最高的勇氣和慈善將永遠無

法獲致。』(DD 464)他甚至提醒學生莫把他視為偶像，以免『敬仰某天瓦
解』，被神像壓碎(EH Preface 4)。因此他建議學生離開，變成新的太陽，
從散發新的光芒中作為感謝回禮。唯有在這個時刻，教師才會回到學生身

邊，用另一種愛來對待，共同為文化創造奉獻心力。 
文化火球經教師拋出後，令他欣喜莫名的就是看見具足夠力量之學生

將其接穩，同時以更大亮度從手中再度拋給別人。火球的漏接和熄滅則讓

教師倍感憂心，他或憤懣、或孤寂、或失落、或重振，種種情感表露並不

造成學生對他輕視，彼此關係反倒更加親近，蓋教師的『不完美』部份正

展現了『極其的人性』(“all too human”) (TS III. 3)。 

 
4 有關尼采區分贈與和施捨的不同，係參酌 Shapiro, G. (1997). 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ts: 
Nietzsche’s Gift, the Debt to Emerson, Heidegger’s Values. In A. D. Schrift (Ed.), The Logic of the Gift: 
Toward an Ethics of Generosity. (pp. 274~291). New York: 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