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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超人』如是說 
理想人格的涵養是教育活動之主要目標，它代表人類對自身不完美部

分有所覺察，深以為苦，故奮力轉化動物屬性、增益欠缺匱乏處，以朝更

高自我邁進。關於改善人類的企圖，上帝形象提供了久而深遠之參照依

據，並產生尊崇『超驗』存在的形上傳統。作為『超越者』的上帝乃是無

限、寂靜、絕對、獨立之極度完美存在，祂構成一切有限事物，但一切有

限事物並不構成其無限，全然與憑藉外在力量才能存在的『內在性』殊異，

這樣一種『內在性』是靠語言、行動、知覺以及公共交往來達成自身超越，

和經驗保持密切聯繫。相反的，上帝之『超越性』跟人類經驗無涉，卻在

人類自我形成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我就是透過與此絕對『超越者』之關係

獲得確證。若究其淵源，柏拉圖(Plato)之『超驗形式』可謂先聲，康德(Kant)
『物自身』觀點則變相延續該項傳統。1至於黑格爾(Hegel)提出的『絕對精
神』，同為對人類自身侷限性不滿而思謀提升之舉，只有當身為『有限精

神』的人類將自我視作達到更大精神之載體時，個人才能發現自己。2十八、

十九世紀的德國還曾出現較為側重發展個人特性之文化理想，主張社會越

是多元，越能促進個人不同能力增長及造福群體。因此，國家應儘少干涉

人民，以避免主動性喪失和淪入單一化狀況。歌德(Goethe)的『教育小說』
採文學方式輝映個人價值，『發展個人能力』、『覺察個人真正願望』、『如

其所是的實際接納世界』為小說論述主軸。3雖然在個人或群體價值孰高的

看法上互有消長，向上提升之德國精神儼然形成。 

（一）宿命乎？自由乎？ 
人會變成何種模樣涉及許多複雜要素，包括體質、環境、飲食、教養

和面臨生活突發狀況時的處置之道，有些似乎可做抉擇，有些似乎無法抗

拒，此種介乎自主與限制的矛盾現象，堪稱人類處境之極佳寫照。設立目

標則凸顯人不甘受命運擺佈、希冀自我規定和自我創造的欲求。可是目標

之屬性究竟為何？其達成有本可循抑或蘊藏許多未知事物？人類具共同

目標嗎？制訂實應考量什麼？凡此疑問，促使尼采陳言：『於人類所有行

動中，最乏瞭解的或許是那些為了某明確目標所為者，因其對我們理智來

說，總被當成最明白和普通不過。但重大問題卻俯拾即是。』(DD 127) 
生成流變的自然世界並無『最終狀態』(final state)，尼采據以否定哲學

上之宇宙目的論，同時力駁人會達到『完成』(finished)階段(WP 1062; TI VIII. 
5)。而基督教神學把上帝視為宇宙主宰之際，倡議靈魂救贖乃人類普遍目
的，不容任何偏離，永恆性、終極性、權威性遂成該目的特徵。針對影響

                                                 
1 Schrag, C. O. (1997). The Self after Postmodernity. (pp. 113~11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 Taylor, C. (1975). Hegel. (p. 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3 Geuss, R. (1999). Morality, Culture, and History: Essay on German Philosophy. (p. 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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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至鉅之基督教目的觀，尼采抨擊尤烈，因它讓活潑本能變得僵

固，大幅遏抑人類才性。正式宣告上帝死亡後，他接著驚覺歐洲人頓時生

活在目的消蝕、意義淪喪與價值崩潰的世界裡，標榜生命沒有目的之『虛

無主義』悄然雀起。對此尼采認為，『虛無主義(Nihilism)所提問題，亦即，
「目的為何？」(“to what purpose?”)乃迄今將目的視作固定、既有和從外部
求索之積習結果——也就是說，是仰賴某超自然的權威(super-natural 
authority)』(WP 20)。原來，虛無主義係產生於『目的』之誤解。『目的』
本非既定固有，而是人類自身因應生存需求之創造物。假使上帝死亡後已

無目的，不妨『詢問你自己，身為個人，你在此之目的為何，如果無人能

夠答覆，那麼設法在你自身之前安置一個崇高及顯貴目的，好從經驗上確

證你生存的意義』(TS II. 9)。只有傲慢之人，才會『當他看不見目的時，
便否定能夠有個目的！』(WP 599)忖度尼采諸語，除主張人應自設目的外，
以創造價值反制虛無主義之用心十分鮮明。更重要的是，設置目標即『求

力意志』之表現，故尼采又說：『一切「目標」、「目的」、「意義」僅為所

有現象具備的某個意志表達和形變方式：求力意志。擁有一個目標、目的

或意圖——實際是去意欲——等於追求更大力量、更充全成長的欲望(To 
have an object, a purpose, or an intention, in fact to will generally, is equivalent 
to the desire for greater strength, for fuller growth,)』(WP 675)。『「去意欲」就
是去意欲一個目標(“To will” is to will an object.)』(WP 260)。 
宗教陰影尚籠罩不同名目下之教育目的觀，鼓吹國家利益者便屬一

例。國家取代上帝，成為所有人之最高目的，再度『遺忘教育——培養過

程本身——才是目的，絕非帝國。』(TI VIII. 5)進一步看，群體價值勝於
個體是以國家或社會作教育訴求之之理據，個人只有委身團體、為其犧牲

奉獻，生存方有意義可言。因此，個體絲毫不具特別人格，僅算是個『單

位』；每個單位處於『平等』地位，並總替他人利益著想(WP 784, 339)。任
何與社群利益不符的特異份子均遭排擠，個體遂在單一、固定之目的中變

得平庸。尼采極力反對泯滅個人內在價值之各種教育目的，主張尊重特性

發展，他說：『有多少真正個殊行為(really individual actions)僅因實踐前我
們覺察或顧慮其將被誤解而作罷啊！例如那些既在善也在惡方面、具備內

在價值的行為。是故，一個時代或民族愈重視個人、賦予其更多權力及主

權，這般行為將愈勇於表露自身。長久以往，誠實、真摯的善惡色彩將撒

遍整個時代和民族，所以他們——好比希臘人——會像某些星球一樣，在

隕落數千年後持續散發光芒。』(DD 529)當個人資質獲得充全發展，群體
生命亦往前邁進，這是為什麼尼采強調目的不可罔顧成長本身、高度推崇

個人價值的緣由。或者說，凡令人淪為達成外在目標之『手段』、把『手

段』當成目標的教育理念必導致整體文化之衰落。 
教育目的似未因回歸個人價值而告解決，相反的，重大問題才剛要開

始。在尼采關於『意志』的思想中，他仍保留意志活之偶然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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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必然性時，甚至有『宿命論』(fatalism)傾向，若追求目標等於求力意
志，那麼完全在個人掌控範圍外的事物又如何保障自我創造的可能？還是

尼采對『命運』實另有所指？Brian Leiter注意到這項『宿命論』與『自我
創造』間的矛盾議題，並區分了『古典決定論』、『古典宿命論』、『因果本

質論』三種不同概念。『古典決定論是說對在某時間 t之任何事件 p，p必
定是作為先於 t之事實整體、連帶實際自然法則而被給予。與之相較，古
典宿命論是說該發生就發生，但不憑藉古典決定論之真理觀。古典宿命論

牽涉某種非決定的、或許甚至非因果的必然性觀點。最後，因果本質論是

說對任何個別實體而言（如一個人或其它某些生命有機體），該實體具本

質屬性，其在實體未來歷程上乃因果首要的，亦即，其非毫無輕重地決定

該實體之可能軌道空間。注意因果本質論既不導致古典決定論，也不導致

宿命論。不同於決定論，因果本質論可與無自然法則的說法相容。不同於

宿命論，本質論並不導致任何個人生命之特殊結果是必然的說法（蓋因果

本質論只限制軌道，但不使任何特殊軌道成為必然）。』Leiter認為，尼采
屬『因果本質論』的宿命者，『也就是說，他僅主張具關於人之本質性自

然事實，該事實大幅地限制人可實踐之生命軌道範圍，如此一來，便讓人

的生命「被命定」，但不是在古典意義上，而是說我們變成什麼遠較我們

瞭解到的事先被侷限住了。』Leiter最後提出人之生命創造其實早被『人
之所是』決定、有意識的自我毫不扮演積極角色之尼采解讀。4果為其然，

對尼采的教育討論可就此結束，因人性無轉化可能，教育完全處於消極地

位。倘非如此，尼采究竟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首先須留心，尼采力主『行

為者僅是舉止的附屬物罷了。行為舉止就是一切。』(GM I. 13)言下之意，
是行為決定本質而不是相互顛倒。其次，尼采曾幾度申明反對『宿命論』，

認為它乃『意志衰弱者』的裝飾，『彷彿我們可以讓事物自行其是』，逃避

面對自我的『責任』(BGE 21; WP 243,20)。尼采進而主張人應善加『抉擇』
事物，形成『意欲活動』中的『命運』。(DD 364; WP 605)他舉例說：『即
使某個種族或家庭的美、其所有舉止的魅力和完善，也是靠著辛勞才獲致

的，就像天才，其為數個世代積累工作之最後結果。必須在良好品味(good 
taste)的祭壇上付出巨大犧牲，對此，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十七世紀的
法國在這兩方面誠值得稱羨——於該世紀，一定具備有關伙伴、居所、服

裝、性本能滿足之選擇原則(a principle of selection)‥‥首要原則是，沒有
人可以『放任自己』(“let himself go,”)，甚至於獨處時亦然‥‥經過兩或三
代後，所有事物均根深蒂固(has already taken deep root)。』尼采接著用是
否採取身體為起點申述其對『命運』(fate)的影響：『某個民族和人類的命
運取決於他們是否在正確之處展開文化——不是「靈魂」（正如教士及半

                                                 
4 Leiter, B. (1998). The Paradox of Fatalism and Self- Creation in Nietzsche. In C. Janaway (Ed.), 
Willing and Nothingness: Schopenhauer as Nietzsche’s Educator. (pp. 224~225, 2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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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所持的致命迷信），正確之處為身體、風度、飲食、生理學。』(TI IX. 
47)每作一次抉擇，便產生一條法則、一個必然性，個人命運於焉形成。但
不可否認，尼采似乎常出現人之意欲活動其實飽受限制，宛如擲骰子遊

戲，不過是必然性裡的一個偶發點數看法：『也許我們的意欲行為(voluntary 
acts)和目的(purposes)僅為如此一擲，只是我們深受侷促和虛榮所迫，以致
無法覺察極度受限的處境！我們自己用鐵律之手(iron hands)搖動骰箱(the 
dice-box)，在我們最具意向性的行為中除玩著必然性遊戲(the game of 
necessity)外什麼也沒做。或許，為超越這個『或許』，我們的確應在冥界(the 
Underworld)作客，於女神自身的桌上把玩骰子並和冥界女神(Proserpine)打
賭。』(DD 130)這段話雖道出人的侷限性，卻更留下寬廣空間，發人深省。
綜觀尼采之意，人是在條件限制下進行抉擇，正像人是於遊戲規則中從事

玩樂。若乏規則限制，遊戲反而玩不起來，也沒有選擇的必要。是故，關

鍵乃在人們是否欣然願意去從事生命這場偉大的遊戲，只要人們願意，自

由就彰顯於為求獲勝、步步為營之抉擇過程中。或許，有人已超越了這個

『或許』，那便是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因為他看見了『生
成中的法則和必然性中的遊戲』(the doctrine of the Law in the Becoming, and 
of the Play in the Necessity) (EGP VI. 8)。 
『命運』與『自我創造』之對立也引起 David E. Copper的關注，他強

調當遭遇尼采討論『必然性法則』及『可遂致的自由、人格及自我』段落

時，必須考慮『前者通常出現在一個特定的策略性脈絡中，主旨是對「道

德學家」和「道德教師」表示輕蔑，因他們認為透過像「人應如此這般」

或「改變你自己」的教條去改變人乃是容易工作。或許，可理解的是，由

於深信改變自己的極度困難和罕見——其為「辛勞的」，需要「許多努力、

自我克制」——尼采須在這種策略性脈絡裏以不可能性來誇大此項困難。

例如可理解為什麼當在《超乎善惡》第 231節攻擊對教育成效之過度自信
時，他須主張「於我們底部、極端的深處，誠然，具某種無法教導之物、

某種精神命運之花崗石」，而不是像他在它處坦承，教育能於造成個人極

深改變上具決定之效。』5Copper可說十分敏銳地發現尼采的寫作策略。
尼采為求顛覆某論點，常於不同文脈出現看似相互抵觸之語，此處的「宿

命」、「自由」衝突即屬佳例，化解之道是從閱讀上多方著眼，逐漸形構尼

采面容和思想梗概，否則便易偏失一隅、誤解真義。再者，尼采的『命運』

說和批判過度側重意識層面之現代教育目的觀緊密聯繫，他認為浮現於意

識之目的只是諸本能欲力激擾後的『伴隨特徵』(an accompanying feature)
或主要流向，目的和意志相似，要由行動中得見，但它不是『推動力』(the 
impelling force)，而為欲力之流的『指引力』(the directing force)，甚至有時
連引導都談不上(WP 666; JW 360)，怎麼說呢？尼采再次運用藝術創造的

                                                 
5 Cooper, D. E. (1998). Self and Morality in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In C. Janaway (Ed.), Willing 
and Nothingness: Schopenhauer as Nietzsche’s Educator. (pp. 214~2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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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情態來闡述這個奧妙現象：『於所謂天才身上存在某種生理矛盾。一

方面他賦有許多狂野、混亂、不由自主的擾動，另一方面他在這擾動中賦

有許多合目的性(Zweckthätigkeit)——他就像一面同時反映兩種擾動的鏡
子，該兩種擾動乃並存、交織，更亦常衝突。這番情景常讓他不悅。當他

在創造中感到極度暢快，那是因為他忘記他正於此刻做著——且必須做

著——某怪誕和不理性事物（所有藝術皆是如此），可是卻具備最高程度

的合目的性(Zweckthätigkeit)』(DD 263)6。創造者身上的各種紛擾欲流常

在匯集成大川、形成統整意志後導向某『未知目的』(an unknown goal)，
由於無法預測，故只能以『命運的必然性』(fateful necessity)來解釋(TS IV. 
9; TI IX. 44)，彷彿一種無目的之目的性，就在未知目的達成之過程及剎
那，創造者充分享有最高程度的自由，能否體現這種克服阻礙、不斷創造

之自由精神，是尼采劃分人格型態的重要依據。 

（二）人之類型 
力的流動而非精神／身體對立為尼采看待人性之方式，但他亦從力的

強弱多寡對人做出高下優劣的區分。『超人』(the Superman)及『末流之人』
(the last man)即尼采在力的生成變化中所洞見之兩種流動狀態；前者上
升，後者下降，品味風格殊異。『超人』的誕生和批判基督教以上帝形象

使人自慚形穢，意圖藉由神來救贖之舉有關。人雖不完美，卻仍能透過熱

愛現世、克服橫逆進行自我救贖，故『超人』不是『超驗』理想，其乃『忠

實於大地(remain true to the earth)』(Z Prologue 3)，並像希臘神祇般，充分
流露人性可能展現之美好型態，讓人尊重存在價值和活出獨特個性。『酒

神人格』便是『超人』之顯著特徵，與抱持悲觀厭世的『基督教人格』形

成尼采劃分人之又一指標，他甚至說：『你們瞭解我了嗎？酒神對抗基督

(Dionysus versus Christ.)』(EH IV. 9)。 
『哪裡是禽獸結束、人類開始處』(TS III. 5)？這引發尼采認真思索教

育活動，同時強調『人乃應當被超越的』，『人是一條伸展於動物和超人間

的繩索—— 一條位在深淵(an abyss)之上的繩索』(Z Prologue 3,4)。雖然要
從此端邁向彼端極其危險，但人之所以偉大，正因其敢去跨越。尼采還曾

言道：『不是「人類」，而是「超人」為目的』(WP 1001)。可是應如何理解
此『目的』？『超人』是否指具某固定特性之人？尼采不是也駁斥普遍的

教育目的，那麼『超人』算不算尼采式的人類共同目標？Alan D. Schrift
對『超人』的解釋頗具慧眼，他先借用 Gilles Deleuze的看法，把焦點放在
『生成』上，主張區別『生成』與其它形變過程——例如演化——的主要

特徵，就是『生成』缺乏固定描繪字眼，『生成』是個僅與自身一致的動

詞。當有關演化的形容把注意力集中在開始及結束時，『生成』卻要求注

                                                 
6 此處英譯本係根據 Clark, M., & Leiter, B. (Eds.). (1997). Daybreak. (R. J. Hollingdal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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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不斷後退的端點間所發生之事。『生成』發生於兩端間，其總是行進

在沒有起源和終點的半途之中。Schrift接著認為：『假使我們檢視「超人」
如何在尼采的文獻裏起作用，便可發現其不是以某特別存有者或存有者類

型之名稱發揮功效。「超人」反倒是尼采賦予諸多力量的某種理想匯集名

稱，該力量他指涉為一項「成就」。在《查拉圖斯特拉》或別處，尼采並

未替「超人」提供哲學性指南，而是提供變成—超人的採行步驟建議。跟

隨 Deleuze，我建議我們用一個連字符號解釋「變成—超人」為凸顯複合
連結的複合動詞。如此一來，我們就將注意力放在連結的動態過程，不致

把有待連結的端點實體化或具體化。我們僅能這樣看待人類之變成—超

人，看待聚集力量和在外部權威規制的界限外運用主控權的過程。尼采稱

這種變成—超人的過程為「生命增長」，並藉此表明一個自我超克和求力

意志增加的過程，而非某主體性的理想形式。』7換言之，尼采的『超人』

教育目的觀具有動態連續性特徵，故不致落入塑造新偶像之窠臼，所側重

的是每個人應不斷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期能『成為己之所是』(“Thou shalt 
become what thou art.”) (JW 270)，在這個意義下，該目的觀又具備了開放
性特點。尼采極力捍衛個人價值，主張發展獨特自我，個體不應僅是習俗

成規之附庸，淪為毫無特色的從眾者。誠如藝術家鄙視套用風格，尼采認

為人也須真誠地對待自己，盡心『找尋你自己的色彩、繪筆、畫布！』(HH 
III. 266)發現自己真正所思所願。但尼采並不把『認識自我』當作教育理想，
發現自己充其量只是教育的開始，『意欲自我』方為緊要之事，他說：『積

極、成功之人不是根據「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的格言來行動，而
是彷彿經常面對「意欲自我，如此你將成為某個自我(“Will a self, so you will 
become a self.”)」之命令。命運(Fate)似乎經常替他們留下一個選擇(a 
choice)。另一方面，消極、冥想之人只反思他們如何在生命開展時所一勞
永逸地選擇之自我。』(HH II. 366)敢於擺脫規範束縛並毫不間斷地創造自
我，生命才有價值和意義。可惜眾人或因怯懦、或因懶散，常輕忽世間獨

一無二的自己，這點令尼采十分愕惋。畢竟活出自我實在不易，需要付出

極大的辛勞和勇氣，不過若欲享有最高自由，這種代價必不可少。其踐履

僅能憑恃己力，他人無法代勞，故尼采又說：『除了你自身之外，沒有人

可替你建造橫越生命之河的橋樑。有無數路徑、橋樑及半神(demi-gods)將
欣然運送你，但僅能以你自身為代價。你必須用自己作擔保，然後失去。

世間有條除了你之外無人能履足其上的道路，不要詢問其通往何處，只顧

向前走便是。是誰道此箴言——當他不知其道路會引他通向何處時，一個

人便提升到了至高之境?(‘A man has never risen higher than when he 
knoweth not whither his road may yet lead him’？)』(TS III. 1)這條未知道

                                                 
7 Schrift, A. D. (2001). Rethinking the Subject: Or, How One Becomes-Other Than What One Is. In R. 
Schacht (Ed.), Nietzsche’s Postmoralism: Essays on Nietzsche’s Prelude to Philosophy’s Future. (pp. 
56~5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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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正是無目的之目的、自由精神之彰顯。它更代表深埋於某人的本真自

性及某種教師無法傳授之物，在個體向上發展中無意識地揭露自身，一種

向上成長與向下延伸同時並進之微妙現象。當尼采言道：『人的可愛處，

在於其屬一種上方行進(over-going)與下層行進(down-going)』(Z Prologue 
4)，指的便為此意。 
意欲超克自我之人，其『超克』到底屬怎樣一種活動？自我如何『超

克』？何以顯示這個『超克』？解開『超人』謎樣身世，有張族譜或許管

用，譜系內記載著無數有待克服之『橫逆』、『阻礙』及『對立』，力量的

增長則是血脈傳承之軌跡。或者說，『超克』之所以可能，『橫逆』的存在

是為前提；『橫逆』可能來自外在的不同價值觀，更可能來自內在的本能

衝突，『求力意志』便從遭遇橫逆時得見。Wolfgang Müller-Lauter對『超
人』之看法即把重心置於力量上。他認為，雖然尼采使用諸如『偉人』、『最

強大的人』、『最有智慧的人』等多項術語描繪人性理想，力量的增長卻是

共同處，並體現於以下兩方面。第一，『強壯的人』能夠不斷控制激烈衝

突本能，使各種本能凝聚統整，形成一個主要意志，進而在其它事物中施

加自身觀點，創造價值。為了增加或維持力量，強壯的人尚需有對手挑戰，

以避免自身的僵化衰頹。命令、制勝之求力意志為此等人的行為特徵。第

二，『智慧的人』不以自身觀點為滿足，而能吸納各種不同、甚至相互抵

觸的意見，故其擁有最複雜之矛盾和多元能量。由於總對價值觀保持開

放，智慧的人常瀕臨本能間的高度緊張狀態，且時有瓦解危險，尤其當成

分越來越多，掌控卻越來越困難之際。融合、協調的求力意志是此等人的

舉止特徵。Müller-Lauter還發現兩者間的扞格處，因為『凡是把他的理念
施加他人者，無法在對其它理念的多樣內容開放自身時不予放棄該特權。』

但Müller-Lauter亦洞察到兩者仍可匯通：『超人必須於個人達成所有驅力
的對立增強極限化、在一個有力的強制理念約束下結合起來、隨時準備放

棄該理念以接受其它稍早受制者，好跟隨整個獨特生成世界的力量星群移

動。』有趣的是，Müller-Lauter對兩者的匯通持保留態度，同時近似尼采，
將兼具『強壯』與『智慧』的超人目標寄託於未來8。至此，不妨從尼采喜

歡引述的一句話接續這項議題：『美只屬於少數人(pulchrum est paucorum 
hominum.)』(TI VIII. 5; WP 783; CW 6; HH II. 118)。縱使超人迄今未現，其
美麗身影已由歷史上少數才智之士所舞動，歌德即為佳例。尼采評論他

為：『非僅德國，而是歐洲事件—— 一項藉回歸自然、攀升到文藝復興的
自然性來超克十八世紀的偉大嘗試，某種就該世紀的問題所做的自我超

克。他的胸臆中擁有十八世紀最強烈的各種本能：多愁善感、自然崇拜以

及反歷史的、理想主義的、不切實際的、革命的精神（後者只是不切實際

的一個形式）。他徵集歷史、自然科學、古典和斯賓諾莎，尤其是實際行

                                                 
8 Müller-Lauter, W. (1999). Nietzsche: His Philosophy of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His 
Philosophy. (D. J. Parent, Trans.). (chap. 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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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替他效勞。他在身周化下許多非常明晰的界域，且遠非脫離生活，而

是投入其中。他毫不放棄，儘可能地肩負許多東西，並置入內心。他渴求

的是整體性(totality)，反對理性、官能、情感與意志的分裂（如康德用最
惹人厭的陳腐教條所倡導，是為歌德之相反者）。他整飭(disciplined)自己
形成一個和諧整體(a harmonious whole)，他創造(created)了自身。』(TI IX. 
49)若深究其意，不斷躍升之人善於透過學習承載和吸收不同文化價值，這
些價值會逐漸轉化為本能的一部份，也就是從第二天性變成第一天性。是

故，此等人具備廣泛多樣的本能，但這些豐富本能常因性質差異而彼此衝

突，給人帶來極大痛苦。能否維繫住這些對立本能，不為其損傷，誠攸關

人之提升。所謂『超克』，指的不僅是容納新價值、發展新的對立本能，

更在於運用紀律章法，令各本能聽從一主要意志的指揮而協調統整，彷彿

不同琴弦經曉諳音律之人奏出和諧樂曲。也可以說，對立本能間的張力替

『超克』營造了良機，這種情況與利用兩座遙遙相對的山壁支撐起美麗拱

橋相近。『超克』還反映在自我間距的持續擴大，有如攀爬沒有止盡的雲

梯，每多與一個對立價值或本能交鋒，便在克服橫逆的痛苦中多形成一個

階梯，拾級而上的剎那，無異是自由的歡欣時刻。而成為自己、擴充自己，

期與他人有別的意欲，尼采稱之為『間距之情(pathos of distance)』(TI IX. 37; 
BGE 257)。此般熱情乃決定一個人的品味高低和風格雅俗。有高貴品味的
人視對立為契機，毫不懈怠地駕馭紛擾本能以塑造簡潔有力之偉大風格。

為了追求更高理想，他不斷毀滅舊我以創造新我，創造與毀滅的永恆循環

即為『超人』之命運。與之相較，『末流之人』乃怠惰苟安，他們聲言『人

人平等』，實際是不敢作自己(Z Prologue 5)。他們身上的本能極為貧乏，『有
人少了一隻眼睛，有人少了一個耳朵，有人少了一條腿，其他人則遺失了

舌頭、鼻子或腦袋。』因僅偏於某特定本能的同質性增強，結果又造成『一

隻大眼睛、一張大嘴巴、一個大肚子，或其它大東西。』他們就像殘肢斷

體，和涵攝異質本能的健全之人產生強烈對比(Z 42)。 
總括來看，面對生命的態度是尼采區分人之類型的重要依據。雖然『超

人』非指某固定特性之人，但尼采亦視能否迎接生命挑戰對人格優劣從事

諸多描繪。他認為，當生命重量如風搖曳草木般地輕落身軀時，人格強弱

也就此分曉。強健之人能量充沛、枝繁葉茂，並隨生命風姿婆娑起舞；其

根深幹直、聳入穹蒼，即使遭受雷擊，仍熱愛命運。衰弱之人則不願承擔

生命重量，千方百計，無非是想尋覓避風場所以逃避痛苦，故其莖曲幹短，

與各種雜草麇集而生。或者這麼說，『酒神人格』為尼采對有待被超越之

人類所做的殷切期許，藉以與上帝雖亡卻陰魂不散的『基督教人格』有所

區別。 
生命中的各種阻礙、 對立或痛苦在尼采眼裡乃為彰顯力量、獲致悅樂

的關鍵，人生就是將水轉變為酒、把毒藥催化為佳餚的藝術(HH II. 109; NZ 
69)，面對受苦的生存，切身之務是化苦蒂為甘美、譜奏生命雋永頌歌，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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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悲觀厭世、盲目根除痛苦之源(HH II. 187)。因而，橫逆實難構成否定生
命的理由，卻為力量發韌提供了可靠依據。 
『每一種力量只能藉由遭遇對抗它的事物來彰顯自身』(every force can 

only manifest itself against some thing that opposes it,) (WP 694)；尼采據此主
張力量具有找尋與其對抗者的傾向，同時希望佔據彼方、作為己用；這也

是個形成、添加、再塑的過程，直到敵對勢力完全消融於己、增加自身力

量為止(WP 656)。生命現象便集中在力的跨越、積累、增生以及減少耗能
上，或者說力感的最大提昇上，而不僅限於自我保存，故尼采說：『生命

本質上為爭取更多的力』(WP 689)。 
痛苦、悅樂則與力感的增長息息相關；任何有機體所欲求的不外力的

提高，在競逐力的同時，苦與樂乃伴隨發生。痛苦出自橫生求力之途的逆

境，但為了力之擴展，有機體並不迴避它，相反的，有機體亟需要它，因

為每項勝利、每個快感皆以橫逆的克服為前提(every triumph, every feeling 
of pleasure, every event presupposes an obstacle overcome.) (WP 702)。 
尼采特別指出，如果悅樂的性質為力感之增加，絕不表示痛苦的性質

就是力感的減少。因為世間的情狀往往顯露：『悅樂是由某種特定、具有

節奏的微小、痛苦連續刺激所形成。藉著這種方式，力感的迅速增長和悅

樂之情遂能暢達』(WP 699)。所以，痛苦乃促使力量提昇的激勵。非但如
此，尼采還將克服橫逆當成力的遊戲：『這種對抗及制勝的遊戲實為豐盈

力感之最大刺激，並構成悅樂的本質』(WP 699)。 
歡欣鼓舞地迎接懦夫為之戰慄的橫逆，此乃充沛力感的高度發揚。病

態本能評定為可憎、醜陋的事物，均在這般力感中判斷成『美』的情狀。

對危險、疑難事態做出鑑別的稟賦，牽動著審美品味和人格強弱。要言之，

人格的提昇和完美一直是尼采魂縈夢牽的理想。他甚至說：『沒有什麼是

美的，只有人是美的。所有美學便立足於此真誠性(ingenuousness)』(TI IX. 
20)。除了人是美的緣由、把美投射於世間外，人更將反映其自身形象的事
物評判為美。追本溯源，人的素質攸關美的形成，人的培育，顯得十分緊

要。 
尼采欲培養的人格有何特色？『我以力量的額度來衡量人』(WP 382)。

這便是他的懇切告白。測試之法，又以其所願接受的橫逆、所能承受的折

磨並知道如何轉變成對己有益的動能為標準。理想人格摒棄安逸，選擇的

是一條孤獨、危殆、冒險的啟迪之路。沿途不斷尋求須克服的障礙，且惜

之為珍寶。眾人冷漠以待的事物，皆在罕見的熱情中變得價值非凡。心中

不再有終極和平的祈禱，而渴望戰爭與和平的永恆循環。同步面對最偉大

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苦難來臨的時刻，就是更為傲氣、威武、悅樂的崇

高時刻。擁有前後數個世紀的遼闊視野，既為過往高貴者的子嗣，又開未

來新人類的先河。古老、新穎、損失、希望、征服、勝利最終匯集成一神

聖情感，充滿力與愛、淚與笑(JW 283, 55, 285, 268, 318,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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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般地在橫逆中欲求力量、感受苦樂，正是意志活動的流露，故尼

采說：『追求力量的意志只能以遭逢橫逆彰顯自身』(The will to power can 
manifest itself only against obstacles;) (WP 656)。『意志要能勃興，悅樂及痛
苦的觀點實屬必要』(JW 127)。 
面對受苦生存，頹廢之人總出於自我保存而非轉化痛苦來因應，最足

以體現生命積極擴展、主動改造的一面反被消極適應之次等活動所掣肘，

故尼采聲言此等人格乃是打著生命旗幟反生命，應該予以關切。 
那麼，衰頹之人有何特徵？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這種人應付生命重擔

和疲憊之法就是將生命意識降至最低點。可能的話，儘量不再意欲和希

求。所有激發情感和熱血之物皆避而遠之。不愛、不恨、心平氣和、大智

若愚。從心理上來看便是『無我』(self-annihilation)，由生理上視之即為『催
眠狀態』(hypnotism)。透過此番行徑，企圖達到秘境中的秘境，也就是全
然闃寂的拯救自身。於此狀態裏，縱然有至高符號也無法表達，是通往事

物本身的回歸之行，是對幻象的擺脫，為一洞識、真理、存有，是對每種

目的、意欲、活動的逃離，甚至是對善與惡的超越(GM III. 17)。但尼采認
為，這跟死人簡直無異，唯有充滿熱情，才能從肯定生命中使表象吐露真

實、贈與事物價值，同時以豐盈之力自為立法。 
其次，以『機械活動』(mechanical activity)或所謂『工作的福祉』(Blessing 

of work)使注意力轉離抑鬱人生進而減緩痛苦乃羸弱之人的又一表現。絕
對規律、刻板及不假思索地服從、照例行事、時間的完全挪佔，凡此皆讓

人『無個性』(impersonality)、『忘卻自我』(self-forgetfulness)、『不顧己身』
(incuria sui) (GM III. 18)，相對之下，強健人格則以『成為己之所是』之自
我創造型態出現，新穎、獨特、無與倫比、不墨守成規。 
頹廢人格更慣用行善、捐獻、救助、慰問、讚譽等言行替他人製造快

樂，並從『最些微的優越感』(smallest superiority)獲致喜悅、麻痺痛苦。
應運而起的是各種社會互助組織，隨著該組織日益壯大，個人也深蒙其

利，擺脫了對己不滿和人生厭惡。結果，群眾團體便成柔弱者所希冀，正

如獨立自主為強者所追求。不過尼采也特別指陳，當強者結合時，純粹為

了展示『求力意志』積極進取的聯合行動與滿足，個人懂得做出某種程度

之犧牲以協調配合，遂與圖謀安樂所結合的團體截然有別(GM III. 18)。 
再者，濫情(emotional excess)的營造及宣洩乃病態之人用來刺激其遲鈍

生命的服藥舉動。此為徒恃情感漫無節制地突然釋放，將心靈耽溺在恐

懼、寒凍、熾烈或癲狂中，以便能閃電般地祛除渺小、猥瑣和不適之感，

可是藥力消退後，病情也隨之加重(GM III. 19, 20)。健碩之人對於情感總
能妥善調節，據以開創風格卓越的自我和品味不凡的人生。 
『謹防衰弱者令強健者罹患疾病』(Preventing the sick making the 

healthy sick) (GM III. 14)並鋪陳未來文化新局，促使尼采依照『力』的不同
性質對人做出高下之分；是否願意面對人生橫逆、承擔痛苦，則為測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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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強弱之試金石。 
最後，下面尼采自身所提的四個問題可謂區分人之類型的參照點：『你

飛奔前頭？你是以牧羊人或特殊者(an exception)的身份而為？第三個可能
將是逃亡者——第一個良心問題。』『你是真誠的(genuine)還是僅為一位演
員？你是一樣版還是事物自己的展現？最後，或許你只不過是某演員的模

本？——第二個良心問題。』『你是個旁觀，抑或肩負轉輪(the wheel)的
人？抑或你是個移開目光、掉頭離開之人？——第三個良心問題。』『你

將偕伴而行，還是領導或獨自行走？一個人應該瞭解他欲求什麼(what he 
desires)，並且欲求著某事物——第四個良心問題。』(TI I. 37, 38, 40, 41)
令人好奇的是，尼采或查拉圖斯特拉到底所欲為何，是偕朋而行還是孤獨

遊走？因為這位漂泊者在孤寂之旅中卻不斷找尋著朋友。 

（三）孤寂乎？偕朋乎？ 
自我的形成和他人交往形影不離，人也不能完全離開群體而生存。置

身人海，如何仍能保有自我，不被他人淹沒，是門涉及人際關係的經營藝

術。尼采對此藝術之發揮極為譎詭多變，有時他鼓吹離開群眾，避免受到

污染，有時卻主張與各種人相處，以增益人世瞭解。若說朋友可助個體提

升並撫慰孤獨，問題依然四處叢生，因尼采雖曾歌頌友誼，嗟嘆朋友不可

得之聲更此起彼落；他甚至指出，最佳的敵人便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

友也會變成最佳的敵人。看來，『超人』似難覓良友，孤寂成了他的命運，

但『超人』果真沒有朋友？還是朋友像其一般，變動無常，只能在相當的

高度，才短暫相逢？ 
對於自我與他者的關係，黑格爾及尼采之見解異同吸引不少研究者目

光，Matthew Rampley認為，『尼采的超人或自由精神觀點是為了反對——
的確，是項顛倒——黑格爾的主體論點所做之陳述。』『當自我間發生為

求肯任的鬥爭時，正是奴隸失敗並臣服他者。而主人，當確認對奴隸的勝

利時，依然深陷自我認同的實質瞭解，對自身須藉他者肯任的仰賴未加覺

察。』相形之下，自我超克的高貴靈魂則『不仰賴他人』，孤獨地從事『自

我創造』。儘管如此，Rampley亦發現尼采與黑格爾的相近處：『超人經常
用和群體及現代社會普通人之相對方式定義，是故，其乃透過他者的否定

獲致自身認同。超人的孤獨正以反對現代文化之社會專擅獲得自身意義，

因而其帶有現代性之否定印記』9。Elliot L. Jurist認為，就黑格爾來講，他
人在自我形成上具有兩重意涵：『他人幫助我們瞭解自己，沒有他們，便

不可能。他們在自我認識和自我探討計畫方面是必要的。此外，根據黑格

爾，自我認識需要與某個同是自為存在和他為存在之事實達成和解。行為

者牽涉鬥爭與互助，但是，如黑格爾所見，沒有事物能在充全意義上排除

                                                 
9 Rampley, M. (2000). Nietzsche, Aesthetics and Modernity. (pp. 75~7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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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它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排除充分在人際、社會和宗教的層次統合

個人自我認識和相互肯任之可能性。』反觀尼采，其『行為者理論在探索

自為存在方面較黑格爾深入，但於我們對他人關係中留下未解問題。尼采

自身承認行為者的社會組成，可是他卻選擇不去追究此點，也不把焦點充

分集中在與他為存在經驗達成和解上』10。尋繹尼采之意，理想人格須能

自我界定，若對自身看法完全以他人評價為轉移，無異喪失尊嚴和自由。

獨處是為了傾聽自我之聲，辨明人我距離，一旦自我對話受眾人喧囂掩

蓋，『成為你自己』的訴求勢不可能。 
注重個人價值使尼采在人際交往問題上時時關切自我是否因與他人互

動而產生力的提升或下降，凡釀成力之下降者——如為討好他人而與其沆

瀣一氣，便是尼采在行文中語多輕蔑的『鄰人之愛』。倘能營造力之提

升——如為希求超越而與他人相互砥礪，即為尼采珍視的『朋友之情』。

從這個角度看，尼采絕未忽略與他人互動的必要，只不過將重心置於朋友

關係，對此他說：『我不教你們睦鄰，而是友誼。讓朋友成為你們的大地

慶典(the festival of the earth)和超人預示吧(a foretaste of the Superman)』(Z 
16)。尼采的友誼觀是和其超人理想緊密聯繫的。 
論及教育功效，尼采主張朋友可彼此切磋，在《談我們教育機制的未

來》演講稿裏，他提到一個由志趣相投的朋友所組成的社團，該社團每月

聚會一次，並規定每位成員於會中發表一篇原創作品，作品可為詩歌、文

章、建築設計或音樂曲譜，其他人則『以友善的精神，提出自由和不受箝

制的批評』，『藉由互相糾正』，『激勵和鍛鍊』彼此的『創造衝動』，自然

形成對友人的敬重感(FEI 1)。這樣的朋友也是能與自己匹敵者，所以尼采
陳言：『除與自己相當之人交往，所有交往都是壞的交往』(BGE 26)。毋寧
說，良好友誼常以競爭而非平和型態出現，自我就在追求勝利中獲得提

升。Laurence Lampert對此關係解釋道：『朋友間相互爭逐以超越對方的友
誼乃不具安逸』，『它是一種競技性的友誼，在其中，每個人甚至喜好勝過

他的朋友』11。朋友和敵人往往是一體兩面，朋友身上與自我對立的特質

其實和敵人相仿，朋友之所以可敬，正因存在該對立，才不致使自己和朋

友混同。有了此番體認，下面尼采這段看似含混的話便稍顯明朗：『一個

人仍應尊敬朋友內的敵人。你能親近你的朋友，但不投向他嗎？於一個人

的朋友內，他應擁有其最佳敵人。當你當你抵禦他時，應盡心去貼近他』

(Z 14)。向朋友宣戰意味超克友人內與幾相左之物，此對立物最能凸顯朋
友個性，贏得勝利則代表超人之途的又一跨越。 
持續躍升之人每到達更高境界便開始尋找新的朋友，故超人的朋友和

其一樣，處於不斷變動狀態，亦即『在發展的每個階段，他都找尋某位適

                                                 
10 Jurist, E. L. (2000). Beyond Hegel and Nietzsche: Philosophy, Culture, and Agency. (pp. 245, 258). 
Cambridge: The MIT. 
11 Lampert, L. (1986). Nietzsche’s Teach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us Spoke Zarathustra. (p.5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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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朋友。他因此獲得之朋友系列極少一致，有時還會衝突和抵觸，這與

他後續發展階段推翻或否定先前階段的事實全然相符』(HH I. 368)。當自
我跨上嶄新梯階卻發現原來的朋友沒有拾級而上時，早先友人可謂反映了

舊我：『如果我們極大地改變自己，那麼沒有改變的朋友即變成我們過去

的鬼魂。他們的聲音聽起來陰森及可怕，好像我們聽見自己的聲音說話，

但較為青澀、粗糙、不成熟』(HH II. 242)。值此之際，個人難免感到失落，
若繼以新友難覓，孤寂之感遂襲上心頭。 
昔日好友如今形同陌路，人生豈不太過悲涼？又應如何面對這個殘酷

事實？透過藝術家心靈，尼采提出救贖之道：『我們曾是朋友，但彼此已

變成陌生人。此即如其所是，我們不想隱藏或掩飾這個事實，彷彿深以為

恥。我們就像兩艘船，每艘皆有自身的目標(goal)和航道(course)。我們也
許會，的確，在航線中交會，並一起慶祝佳節，如同既往。隨後，勇敢的

船隻會於同一個港口和陽光中安靜停泊，以致被認為已達目標，而且擁有

同一個目標。然而，任務的巨大力量再度驅使我們分別進入不同的海洋和

區域，或許彼此將永不相見，但亦或許，即使相見卻再也認不出彼此，因

不同的海洋與陽光業已改變了我們啊！彼此必定變成陌生人乃是我們服

膺的律則(the law)，正是由此，我們應更加尊重彼此；正是由此，往昔友
誼的思及將變得更為神聖！也許存在某些廣闊無垠、無法察見的曲形及星

狀軌道(curve and stellar orbit)，我們極為迥異的航道和目標便包含在該軌
道，並作為路程的小幅階段。讓我們提升自己至這種想法吧！但人生太

短，我們的洞察力又太有限，遂不能在此崇高的可能性意涵下超越朋友關

係。儘管如此，我們仍相信星群般的友誼(stellar friendship)，雖然彼此必將
成為大地上的敵人』(JW 279)。人我疏離問題，黑格爾係採辯證法解決，
尼采則用藝術方式別出心裁的處理。 
另值得一提的是，尼采認為理想之人宛如居住在一座僻靜的城堡，不

受群眾打擾，其偶爾也會和他人交往，但與急切討好對方的社交人士不

同，他的態度溫和而沈潛，與人交往對他來說恰如從城堡的窗牖(the 
windows of the castle)向外眺望新奇、殊異之事，因而裨益良多(DD 471)。
這類型的人還可比擬為一座美麗清幽的花園(garden)，高牆保護其免受風暴
和馬路塵埃的侵襲，但這座花園亦有一扇好客的大門(a hospitable gate)，靜
候他人入內觀賞(DD 174)。有幸入園者便是懂得賞花的朋友，無緣進入者
即代表彼此心靈間距太大，或者說品味、風格截然有別。 
與人交往的藝術和品嚐食物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別精粗的狼吞虎嚥只

會讓身體消化不良。懂得飲食之人雖遍嚐菜餚，卻能經細心咀嚼產生之感

受逐漸孳萌良好品味，進而慎選食物，令自身具備『最大的柔軟性和力量』

(the greatest suppleness and power) (JW 381)。營養更來自知識、道德、藝術
所函蘊之真、善、美及其它文化價值，汲取有品味的內涵與促進生命、創

新文化唇齒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