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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教的價值內涵 
教育內容的抉擇係與能否產生特定功能為考量，凡有助達成理想者即

為有用或有效，也就是具備了價值。被認作有價值的教育內容常隨不同時

代狀況、社會環境或人類需要而頻頻異動，儘管性質互殊，卻皆代表化走

向。知識、道德、藝術、宗教則是最能統攝主要價值的文化內涵，並形成

教育上之傳授核心。於古希臘，文法、修辭、邏輯、算數、幾何、天文、

音樂諸學科備受重視，號稱『七藝』。這些科目除可陶冶人之性情，更和

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就前三藝來說，乃源自希臘人的公民生活；深富民主

傾向的雅典人喜好透過公共討論處理公民事務，為在公眾集會有力陳詞，

他們發現從事文句分析頗有助益，涉及文句結構、意向、語態的知識遂告

產生。中世紀的宗教氛圍使禁欲之風熾烈，感官嗜欲所從出的肉體遭到鄙

夷，古典語文亦被壓抑，直到文藝復興，人文學科才在恢復古希羅時期光

輝的理想下再度活絡。但隨後古典學科的教導因徒重語言形式而輕忽文化

意義讓原先價值幾乎盡失，佐以十八、十九世紀醞釀之工業革命，有利工

業發展的科學課程廣受青睞，甚至動搖古典學科地位，造成人文與科學間

的對抗。1何種文化內涵具較高價值或教育內容應發揮何種功效的問題不斷

引起哲人關注。尼采認為，促進力之增長、給生命帶來蓬勃朝氣乃價值所

在，倘若踐踏人性，文教內涵便頓失意義。由各項教育激發美的生命情態，

又為尼采之殷切期勉。 

（一）狂醉奔放之情感教育 
培養健全情感誠屬尼采於教育中的首要訴求，其云：『人必須學習愛、

仁慈，且從孩童時期開始。一旦教育和因緣無法提供習練這些情感(feelings)
的機會，靈魂(soul)便行將枯竭』(HH I. 601)。可是現代教育『不相信藉投
合明晰的情感及需求(by catering to clear feelings and needs)以證實其成功
為必要，而藉束縛人於「明晰概念」的網罟(by enmeshing the human being in 
the web of “clear concepts”)，教導他做正確思考。好像無論怎樣令某人成為
正確思考與推理(thinks and reasons correctly)的存有者真具什麼價值，如果
他不先成為能適切感受(feels correctly)之人』2(TS IV. 5)。所導致的文化弊
病，即欠缺情感、空有形式之無力表達。尼采站在轉化情感而非放縱慾望

的立場，呼籲唯有充滿熱情並合乎章法，方能營造高雅藝術風格，否則會

衍生另一種文化弊病——以華格納音樂為典型之神經過敏，反映的是力之

匱乏與衰弱生命。 
尼采推崇備至的情感顯露稱為熱情，對他而言，熱情正是開顯人性、

                                                 
1 Brubacher, J. S. (1966).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chap. 9). New York: McGraw-Hill. 
2 此處英譯本係根據 Behler, E. (Ed.). (1995). Unfashionable Observations. (R. T. Gray,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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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構世界的原動力(HH III. 37)。熱情洋溢的人擁有最肥沃的土壤，能讓精
神種子於其中生根發芽，倘無熱情，人性將一片荒蕪(HH III. 53)。因此，
在述及心靈(soul)、理性(reason)、甚或意志(will)等人性特點時，尼采不外
將其看成熱情(passion)的形變(HH III. 222; WP 387; BGE 36)。更重要的
是，熱情為世間帶來了悅樂、健康和美好，永無休止的創造泉源以及生命

獲得肯定的憑藉，乃由此一可貴的情感所促成(WP 1003)。酒神，這位媲美
上帝(God)之悲劇要角，就是熱情的表徵3。 
狂醉(Rausch)為熱情的極致4，人自身之內所湧現的藝術能量，盡在狂

醉的情態裏。縱使尼采強調藝術上有日神和酒神兩種不同的力，前者顯示

在繪畫、雕塑等造形藝術，後者綻放為音樂、舞蹈等非造形藝術，但兩者

皆是狂醉的流露，故他說：『酒神狂醉中之性欲和情欲，在日神狀態裏絕

不缺乏。』(WP 799)又說：『日神狂醉主要在激發視覺，使其獲得幻象的力
量。畫家、雕刻家、史詩作家本質上即為夢幻者。另一方面，在酒神狀態

下，熱情的整體機能受到刺激和增強，以致其透過所有展現方式迅速釋放

自身，吐納象徵、模仿、變形、轉化的力量。』(TI IX. 10) 
那麼，狂醉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命情態呢？尼采認為，『力之增加和

充盈感受，便為狂醉之基本特徵』(TI IX. 8)。可是，尼采緣何要突出其作
用？答案似乎在於：人與世界交流的孔道，端賴豐沛熱情而洞開。 
大自然總是害羞地將自己隱藏在迷團之後(NCW Epilogue 2)，她面蒙輕

紗，若隱若現，其美麗動人的臉龐極少示人，雖偶露倩容，也十分罕見；

她允諾著、抗拒著、愚弄著、誘惑著，使生命充滿了魅力(JW 339)。與此
位佳人相處，必須對其舉止表現保持耐心，並且沈溺在她奇異的懷抱中，

直到某個時刻之悄悄降臨(JW 334)。 
在這個時刻裏，人對外物逐漸嫻習熟稔(accustomed)，外物則對人持續

施加魔咒，以致朝思暮想、難分難捨，淪為拜倒她裙下、心醉神迷的愛戀

者。終於，她赧退面紗，用無法言欲的美作為回報(JW 334)。審美情態的
呈顯，正由如此曼妙的溝通方式所進行。藝術家則是深好此道之人，其感

官極為敏銳，對任何暗示皆肌察體覺，並使自身性情與外物調音協律

(attuned)，聆聽外物所吐露之輕聲細語。頃刻間，外物令人力感增加、欲
望熾燃，狂醉之情彷彿從一個遙遠及倏忽即逝的世界飛回人的身上(WP 
809)。因而，審美活動具有感受的多樣性，人朝情狀而去，又往情狀而來
(BGE 19)，這一朝一往的餽贈之情，彰顯出人對生命的熱愛，所以尼采聲
言，藝術是人生最大的鼓舞(WP 808)。 
除了感官敏銳、情感狂醉，藝術家與一般觀眾之分野更在於創造的能

力。(WP 811)亦即『還需要一種外在表達和明喻，以便擁有一個駐足點，
                                                 
3 Porter, J. I. (2000). The Invention of Dionysus: An Essay on The Birth of Tragedy. (p. 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4 關於 Rausch的闡釋，主要參見 Heidegger, M. (1979). Nietzsche. (D. F. Krell, Trans.). (Vol. 1, chap. 
8, 14, 16, 17).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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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其自身的主人。』(JW 339)然而，凡此種種卻極少同時結合在一起(JW 
339)。 
藝術家又是如何辦到的呢？原來，當藝術家以令人不可置信的精準看

見或聽見某個震撼的東西時，狂醉之中，一種澄明的思想如閃電般突然乍

現，對節奏關係的直覺更將形式的整體世界統攝其內(EH III-vi. 3)。『所有
事物彷彿在自由、絕對、力量及神聖的狂暴中不由自主的生發。而象徵、

明喻的自發性乃是最為驚異之處；人喪失了關於想像和隱喻的全部知覺；

一切事物似乎以最迅速、最真實與最簡潔的表達方式呈現自身』(EH III- vi. 
3)。 
於狂醉的情態裏，藝術家出於自身的豐盈而充實萬物，凡其所見、所

意欲者，皆因飽含力量而膨脹、壓縮或壯碩。他轉化事物，直到反映出自

身的力量和完美。這種轉化為美的不可抗拒衝動，乃是藝術的精神所在。

萬物對藝術家來說，不過是自我悅樂的憑藉，在藝術中，他以自身的完美

獲得悅樂(TI IX. 9)。 
像這種把自己釋放到外物、驅動外物分享自身富足的過程，尼采稱之

為『理想化』(idealising)，也就是經由對『主要特色』的極端凸顯，使『次
要性質』隱匿無蹤(TI IX. 8)。但理想化並非對枝微末節的簡單消弭，而是
讓某個特定樣式變得具有感染力；此時，刺激範圍受到嚴格限定，意象遂

能透過少數符號展示出來(WP 811)。尼采極為看重事物可否成為形式
(form)，進而產生宏偉風格(the grand style)。他認為，最偉大的藝術家乃是
能夠創造宏偉風格者。尤有甚者，宏偉風格與充沛熱情密不可分，兩者均

為人自身之內各種紛擾的主人、迫使內在混沌成為形式，以展現和諧、簡

潔、明晰、精確、法度(WP 842)。 
均衡、節制的古典品味常被尼采視作宏偉風格代表，任憑情慾流洩之

浪漫主義(romanticism)則與其相對，同時構成尼采批判現代文化的原因。
Matthew Rampley在這個議題上認為，『浪漫主義的主要特色之一』，『乃是
其神經質狀態』。『尼采因而用酒神的古典主義當模範，以建議一種美學實

踐來抵禦現代性的疑難。』5華格納的音樂可算浪漫主義或現代文化衰頹之

兆。『蠻橫粗俗』使尼采對其心生不滿。『蠻橫粗俗』指的是毫無章法地訴

諸激情，『永無休止的旋律』(unending melody)即華格納音樂所呈現之破敗
風格(NCW III. 1)。這是一種韻律(rhythm)不再受到法則規範並四處枝蔓的
混亂情狀，尼采形容聆聽後彷彿在汪洋中泅泳(one has to swim)。具有古典
風格之音樂則在時間和能量(time and energy)掌握上保持一定平衡，清明思
維(sobriety of thought)與熱情氣息(warmer breath of enthusiasm)彼此相互滲
透(counterplay)，讓人不禁翩翩起舞(one had to dance)。由於摒棄規章，情
緒的亢奮痙攣造就了華格納以刺激疲憊神經為訴求之病態音樂。驚聳題

                                                 
5 Rampley, M. (2000). Nietzsche, Aesthetics and Modernity. (P. 2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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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華麗音色蔚成其藉以施暴的利器。『對位法』(counterpoint)美德盡失重
要性，因『沒有比激情更廉價的東西』(Nothing is cheaper than passion!) (CW 
6)。庸俗群眾在品味淪喪之際紛紛於癲狂躁切的曲調裏迷醉不已，咸認是
上乘藝術所奏之功。但此種迷醉完全出於被動反應(reaction) (NCW IV.)，
有如服用興奮劑後的麻醉狀態，與尼采強調因自身力量充溢盈滿且賦予事

物光輝形式的狂醉實不相同，後者才是情感教育和美的本質所繫。 

（二）饗以悅樂之知識教育 
現代教育過度高抬理性之知雖引發尼采抨擊，但他從未全盤否定知識

教育的價值：『「我們應更為愉悅地(cheerfully)對待事物，尤因長久以來我
們待之過於嚴肅。」知識的勇敢戰士(the brave soldiers of knowledge)如是
說。』(DD 567)據此，採取熱情開朗而非冰冷陰鬱的態度面對知識，便為
尼采與傳統不同處。歡欣之情主要來自勇於投入生活，克服各種難題和艱

辛，故他陳言：『生活乃獲得知識之法——心存這個原則，人不僅會變得

勇敢(brave)，甚至還能愉悅地生活及愉悅地笑(live joyfully and laugh 
joyfully)！』(JW 324)毋寧說，求之知人能體察、轉化現實，縱使現實極度
醜陋，卻可變成有益生命的美好形式：『知識非但將其美麗籠罩事物，尚

把美麗添進事物。』(DD 550)就在當下，知識具備了藝術性格。 
下面試就語文、歷史、哲學三個項目探討尼采對知識教育的看法。 
語文教育  文化根植於適切運用語言，尤其是民族自身的母語(FEI 

2)。希臘、拉丁等古典語文則能提供巧御文字以表情達意之範例，並藉瞭
解古人生活處事陶冶品格。影響歐洲學校教育至鉅的『人文主義』

(humanism)，古典語文即是關鍵的一環，鑽研古希羅典籍的學者自然成為
學校教師。同為語言學者的尼采，便曾擔任大學教職，對當時語文教育之

弊病感觸良多。他發現，原具朝氣的『人文主義』到了十九世紀的德國已

變得徒具形式和軟弱無力，主要因素之一，乃眾多學者把古典語文當成考

據校訂之學，與實際生活脫離關係。尼采認為，這些學者根本沒有弄清語

言學的任務。那麼，何者才是語文教師所應肩負的使命呢？Alan D. Schrift
細究尼采思想後指出：『以現代的觀點瞭解古代，同時以古代的觀點瞭解

現代。』6亦即從日常生活經驗出發，由前人類似經驗獲得啟示。尼采甚至

說：『經驗(Experience)，因此，的確是作為語言學家之基本先決條件，也
就是說，語言學家必須首先是個人(the philologist must first of all be a man)』
(W 7)。經籍知識乃先人積累經驗智慧而成，要有相當的生命體驗，始能瞭
解箇中奧義。多數學者正因經驗貧乏，無法體會文化要旨，只好採枯燥無

味的章句拆解、字詞評註方式與『理性主義』(rationalism)合流，美其名為
純粹客觀，實則扼殺古典語文裨益生活最有價值的一面。尼采十分贊同德

                                                 
6 Schrift, A. D. (1990). Nietzsche and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 (p. 162).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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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古典學者渥爾夫(Wolf)的論調，表示『渥爾夫對語言學知識的業餘愛好
者所下之判斷誠值得注意：「如果他們發現自身透過某人擁有與古人相應

的心靈，或能調整自身朝向其它觀點和生活境遇(adapting themselves to 
other points of view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of life)，即使與最佳作者僅是點
頭之交，他們比起大部分窮其一生只是替作家擔任解釋者的人來說，當然

要從那些活力充沛之人、那些思想及行動的絕佳典範之人處獲得更多」。』

(W 61) 
除了真切感受日常生活，不斷練習說話及寫作是增進表達經驗，體會

古希羅演說者或作家為講求語言文字之清晰、簡潔而辛勤付出的管道。換

言之，當處於創造者地位時，古典語文的價值方能彰顯：『唯有身為創造

者(creators)，我們才可從希臘人那兒拿走任何東西。』『再者，我們唯一能
實際瞭解某事物的時刻是當我們致力去履行(make)之際。』(W 171, 170)
行之愈篤，知之愈深。這便是勤於筆耕的尼采為什麼看重古典文學的緣

由。古希羅文體之特色，可從尼采將其和現代文體對比的兩段話裡略知一

二：『新奇字眼或仿古語彙的使用、對罕見及新奇事物的偏好、增加而非

限制字彙的企圖，此皆不成熟或衰敗品味(taste)的徵兆。區分希臘演說藝
術家的是一種高貴性貧乏(noble poverty)、在適度寬裕(modest wealth)限制
中之精巧自由‥‥我們會不絕於驚訝，倘若能瞭解其處理字詞內普通和極

為陳舊元素時的輕盈、細緻方式。』『肇端於數世紀之情感乖張，一切文

字均變得曖昧和誇大，這對目前知識來說是個很大阻礙。文化的較高層

次‥‥需要情感的極度清明(great sobriety of feeling)以及文字的全然凝斂
(thorough concentration of words)——在此點上，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
時期的希臘人為我們樹立了典範。乖張是所有現代寫作之顯著標誌。即使

簡單地寫就，其中的表達仍令人感到非常怪誕』(HH III. 127, I. 195)。展現
良好風格的作品情感收放適度，追求服膺法則下的最大自由。風格渙散之

作則像急忙燃起情感火炬產生的濃煙烈焰，且豪奪強烈字眼加以照明。前

者令人力感充盈，悅樂悄然襲上心頭；後者則缺乏真誠，讓人氣亂神炫。

目睹古今之變，尼采主張擷取前人寶貴成果改進現代文化弊病，期能古為

今用、開創新局，非嘆盛古不復而罔顧當前。 
歷史教育  每個人或民族皆為特定傳統、習俗的產物，歷史知識有助

民族成員更好地承載過往活動經驗，形成孕育未來文化必要之中間環節。

歷史知識的斷裂彷彿某人喪失了記憶，無疑對生存造成嚴重威脅。但是，

記憶若乏遺忘作平衡，一樣會罹患不堪負荷之疾。過量歷史知識即尼采大

加撻伐之現代教育沈痾，拜其所賜的為本能淪喪和感受力麻痺。Kathleen 
Higgins認為：『尼采關於現代歷史知識探索的懷疑性分析本身乃指向直接
經驗。他看出其同代人過份關注歷史的危險是一種危及他們主體狀況之

險。過度被歷史知識先行佔據，他主張，會損害一個人的自我以及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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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直接聯繫的感受。這項損害對許多人來說已經產生。』7確切地說，歷

史知識變成與實際行動無涉的文字記錄讓尼采深表不滿，在《歷史的用途

與濫用》序言裡，第一句話便是『「我痛恨一切只教訓我卻不能促進或直

接加快我行動(activity)的事物」。』尼采接著說，歌德此言『正可當作我對
歷史有無價值(the worth and the worthlessness of history)的思考開端。』『我
們的確需要歷史，不過和知識花園內饜飽的倦怠者截然有別‥‥換言之，

我們為了生活及行動需要它(we need it for life and action)，而非逃避生活及
行動的方便法門，或替某種私利生活和懦弱、低鄙行動作開脫。我們僅就

歷史服務生活時服務歷史(We would serve history only so far as it serves 
life;)』(TS II. Preface)。 
歷史究竟如何服務生活呢？依尼采之見，人類不同需要使歷史產生不

朽的(monumental)、崇古的(antiquarian)和批判的(critical)功用。首先，對於
追尋理想、持續奮戰之人，歷史提供了極佳榜樣與慰藉者。他也希望在歷

史占一席之地，成為後代子孫的顧問。他的指令是：『曾一度拓展「人」

之概念並賦予其更美好內容的事物，必須為了相同任務永續存在。』歷史

知識遂表示『偉大事物存在過，因此是可能的，或許再度變得可能。』憑

著這種知識，在艱苦的求力之途他深受鼓舞，心靈脆弱時所萌發的疑懼傾

刻消散(TS II. 2)。其次，心懷虔敬之人從歷史獲致一種幸福之情。當他回
首生命源頭，發現自身蘊含先人文化遺產，頓時充滿無限感念。與其說他

擁有各式各樣的遺產，不如說無數遺產擁有了他。此亦為『樹木緊附其根

之感』(The feeling of the tree that clings to its roots)，瞭解到自身成長不僅是
偶然的，且是過去之繼承。這種情感既為現在辯護，更替現在加冕，『歷

史感』(historical sense)則是其慣用稱號(TS II. 3)。最後，欲求解放、打破
傳統之人將歷史至於法庭，無情地詰問它，並給他定罪。坐在審判席上的

不是所謂正義，而僅為生命自身，那個欲壑難填之朦朧驅力。但此過程總

是危險異常，『因為正如我們只是先人產物，我們也是其錯誤、激情和罪

惡的產物。』『雖然我們譴責這些錯誤並認為業已擺脫，卻不能擺脫我們

來自他們的事實。』足堪告慰的是舊傳統曾一度為新法則，故用新法則取

代舊傳統乃當務之急(TS II. 3)。歷史裨益生活的三種方式和尼采所述之『精
神三變』頗能輝映，崇古的歷史類似駱駝精神、批判的歷史近乎獅子精神、

不朽的歷史與孩童精神相仿。 
另一方面，尼采認為和生活失去聯繫的歷史會釀成五種危害。第一是

被歷史知識奴役，完全靠歷史來感覺；自我隱藏在知識後面，彷彿戴著文

化面具，毫無真誠可言(TS II. 5)。第二是仗恃公正之名，追求所謂客觀真
理；實際上，有此作為者不過屬冰冷的知識魔鬼，根本無法做出有力評判

(TS II. 6)。第三是以科學方法支解歷史，想像空間急遽壓縮，連帶危及創

                                                 
7 Higgins, K. (1990). Nietzsche and Postmodern Subjectivity. In C. Koelb (Ed.), Nietzsche as 
Postmodernist: Essays Pro and Contra. (p. 19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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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本能；殊不知自然之性倘受殘害，人必反遭嚴厲懲罰(TS II. 7)。第四是
盲目歌頌前代功德，視自我為末世之流；故全然缺乏『事情應該如此』(“thus 
it must be”)的壯志，積習於『事情就是這樣』(“thus it is”)的猥瑣裡(TS II. 8)。
第五是蔓延歷史感嚴重扭曲的『世界進程』(world-process)說，主張個體隨
歷史必然性演變，朝向最終目的發展；該說很快淪為沒有擔當、逃避自我

者之遁詞(TS II. 9)。針對以上五種讓樂趣盡失、品味下降的弊病，尼采開
出『非歷史』及『超歷史』兩劑藥方：『我用「非歷史」(“unhistorical”)一
詞來指遺忘和在自身周圍劃出有限視野的力量與藝術。我稱將目光由演變

過程轉移至賦予生存永恆和穩定特性的事物力量為「超歷史的」

(“super-historical”)』(TS II. 10)。節制回憶限度、化『生成』為不變，即尼
采試圖確保人之形塑力，慎防過多知識傷害健康的權宜之計。但仍須留

意，尼采絕非反對拓展視野，更不是贊同固定的『存有』論，因藥物本身

就是一種毒物，要能對症下藥，才不致錯估其效。 
哲學教育  懷抱熱情，對生命中令人困惑、驚懼的事物進行探索乃智

慧得以萌芽的條件。如果智慧是位美女，那麼她只喜歡勇敢的生命戰士。

尼采還說：『哲學，就我目前所知』，乃『尋求生存中奇異和可疑之事(the 
seeking-out of everything strange and questionable in existence)』(EH Preface 
3)。一旦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或缺乏生活歷練，與智慧佳人共處的歡欣也就
無法得享。可惜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以降，仰仗邏輯概念追求永恆真理的

方式讓思維和經驗漸行漸遠。在尼采看來，求知係源於自我保存及拓展力

量的生命需要：『所謂的求知熱望(thirst for knowledge)可追溯至佔據和征服
的欲求(the lust of appropriation and of conquest)』(WP 423)。換言之，理論
與實踐本為一體，知識即動態的求力意志所創造，而真理亦非不帶任何利

害，凡能促進生命增長的便屬真理，就此意涵下，『真理的規準在於力感

的提升(The criterion of truth lies i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feeling of power.)』
(WP 534)。抽離經驗的哲學充其量為裝飾性的空洞知識，顯現的是力量衰
竭和貧弱風格。 
由於步入和生命分道揚鑣的歧途，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表面雖承黑格

爾餘緒名噪一時，尼采認為理念與現實間的鴻溝又大幅加遽。流弊所及，

哲學教育不僅罔顧生命本能，更演變成語言分析及史料堆砌，關切的是『這

位或那位哲人說過或沒說過什麼，這篇或那段文章、對話是否應歸屬於

他，甚至古典文獻的某種特殊解讀是否較它者為優。』尼采對此言道：『我

們的學生在哲學研討時便以這樣的中性參與方式(neutral preoccupations)被
促動。從此我早習慣將這門學科僅視作語言學分支，並依照他們是否為好

的或壞的語言學者評價該學科之代表們』(FEI 5)。再者，傳授哲學的教師
錯把貯存大量前人觀點當成職志，高度欠缺思想創見，對他們來說，哲學

簡直和哲學史無異，向學生記誦些未曾聽聞的知識即達教學目標，這使尼

采感嘆：『哲學史和我們青年有何相關？他們應受紛亂意見鈍挫、無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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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身觀點，抑或教導去參與禮讚我們長進的合唱？他們該學習去仇恨或

鄙視哲學嗎？倘若得知學生為了哲學考試而忍受的折磨，也就是將人類心

智最愚蠢連同最深邃的努力塞進其不幸的腦袋，便能猜想到最後一種情

況。唯一可能並有所證明的哲學批判方法——看看能否依該哲學而行

(namely to see whether one can live by it)——從未在大學內被教導。那兒傳
授的只是關於文字的文字批判。想像一個年輕腦袋，沒有多少人生經驗

(experience of life)，卻被雜然併陳的五十種體系（以文字的形式）和五十
種體系的批判所填塞，他會變得何等悖亂，對哲學教育會感到何等輕蔑！』

(TS III. 8)哲學教育的兩種誤導徹底摧毀了學科功效，離開生活經驗誠為罪
魁禍首。David E. Copper指出，瞭解生活境遇的意義才是尼采託付哲學之
任務，『哲學關心的意義不是，或主要不是，文字或句子的意義。其任務

並非像「愛」、「富足」或「死亡」等詞語的「語言分析」或「概念分析」。』
8Timothy F. Murphy研究尼采思想後也發現：『不是語言學，不是歷史而是
生活方為哲人的領域。』9 
檢討德國哲學教育缺失之餘，尼采尚提供改進建議，他主張思考要如

舞蹈般輕盈，因眾多學人已被成規成矩套住雙足，思考遂意味著緩慢和嚴

肅的苦役。能夠以文字、概念起舞的思想者便是藝術家，在其身上，法則

反倒成了創造張本，自由與必然性彼此融合(BGE 213; TI VIII. 7)。尼采進
而認為，每個人須能傾聽生活不同境遇之輕柔細語(to hearken to the low 
voice of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life)，形成自身對事物的獨特觀點(HH I. 
618, 286)；哲學的精神，乃是『賦予生活和行為最大可能的深度及意義(to 
give the greatest possible depth and meaning to life and actions)』(HH I. 6)。平
凡無奇、單調醜陋的現實往往透過某種觀點的意義賦予獲得美化，故哲學

與藝術精神血脈相通，語文、歷史亦復如此：『語言學來到一個充滿陰鬱

色彩及景象、充滿最深及無法治癒的悲痛世界，撫慰地向人們訴說某個遙

遠、光明、快樂仙境的美麗與神聖圖畫』(HCP)。關於歷史，『它的真正價
值在於從一個或許是普通之主題上營造巧妙變化、提升平凡曲調為蘊含豐

富的象徵，同時彰顯當中存在某個具深度、力量及美麗的世界』(TS II. 6)。
上述種種，將知識教育的藝術特徵依次吐露。 

（三）超乎善惡之倫理教育 
施加行為規範、涵養可欲人格，其重要性未嘗在教育上消失過。這些

行為規範和可欲人格通常稱作道德，發揮著保存生命、糾合群體等功能。

但道德教育實行至十九世紀亦積累許多弊端，例如視欲望為罪惡、強調服

膺普遍律則而泯滅個性。尼采認為，道德若阻礙生命開展，無法讓人享受

                                                 
8 Copper, D. E. (1983). Authenticity and Learning: Nietzsche’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 56). 
London: Routledge. 
9 Murphy, T. F. (1984). Nietzsche as Educator. (p. 20).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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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歡愉，那麼不啻有待掙脫的枷鎖。據此，他猛烈抨擊基督教道德，聲

言歐洲文化之衰頹，泰半歸因該病態價值的蔓延。尼采之批判還波及道德

的廣泛層面，造成他全盤否定道德的印象。究竟尼采屬反道德論者呢，抑

或另有所指？如果他真的贊同某種道德教育，又是出自何種立場？ 
有關上述疑難，Philippa Foot曾做出一番析論。她先陳述尼采對基督

教道德的不滿處，隨後表示：『尼采的確反對那些削弱或甚至毀滅人之熱

情者，但主張堅強的意志只屬於在自身欲望施予紀律和統整之人。』『那

麼，到這裡，尼采與道德學家相同。他正倡導熱情的自我規範及掌控。然

而仍能說，他可適當地被稱為反道德論者。與此相關的是追憶道德(morality)
一字係源於 mos（習俗）及其複數形 mores，在目前用法中它尚未喪失和
mores的聯繫——某個社會的行為法則。因尼采對那些試圖加諸遍及社群
的統一社會法則和行為規約之人總持尖銳抨擊。』為強化尼采屬反道德論

者的觀點，Foot又申述道，雖然尼采設置了『人格理想』，且他的學說與
『道德體系』在形式、內容上有重疊處，不過尼采並非『試圖普遍地宣揚

他的美德類別——其僅歸稀罕及特殊人士所有』，何況『他準備拋棄正義

法則好產生一種更強壯、光輝形式之人。』就『道德必須和正義與普遍幸

福之事相關』來說，『尼采是位反道德論者而不是某種特別的道德學家。』
10乍看之下，Foot的論點頗具說服力，可是 James Conant卻別有洞見，他
說：『在其稍晚著作裏，尼采公開反對（他所稱）「基督教道德」，同時樂

意將自己當成一位「反道德論者」。』這和尼采於《教育家叔本華》內尋

求『道德楷模』的主旨發生衝突。是否尼采改變了初衷？『正確回答此問

題須能瞭解，替尼采晚期駁斥（稱之為）「道德」鋪路的修辭策略僅把該

詞——並非觀念——視作敵人』，為的是要『讓被貶值的珍貴事物再度變

得有價。』『如果忽略他在較寬（積極的）道德觀念和較窄（消極的）者

間的劃分方法，閱讀尼采晚期著作便會全然迷失。』『在他晚期著作各處，

尼采確實偶爾提醒讀者，其「反道德主義」字眼的運用不代表全盤否定價

值，而是否定一種人之類型和道德類型』，尤指孳乳於『基督教土壤』的

事物。Conant還發現，『為和他晚期著作的修辭策略相符，尼采常就較寬
（積極的）意涵（特別是與希臘倫理思想相關）使用「倫理」字眼，有時

以其對抗（較窄概念的）「道德」。』11也就是說，『道德』僅為一種特殊的

『倫理』，尼采的反道德言論乃針對某特定道德，運用『倫理』及『道德』

的術語區分，可暫緩判定他屬反道德論者。即使不採『倫理』該詞，尼采

亦曾由積極意涵談論『道德』。或許，另有方法解開這項疑難——回到尼

采對道德源起的議題探討。 

                                                 
10 Foot, P. (1980). Nietzsche: The Revaluation of Values. In R. C. Solomon (Ed.), Nietzsch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pp. 165~166).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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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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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緣何而起？透過人類歷史察考，尼采的答覆大致能以『生存欲求』

來概括，其云：『一種道德(A moral)』即意味著『一種生活方法(a method of 
living)，長久的經驗和試驗已測試及證明有效，最後作為一項法則、支配
性的東西進入意識』(WP 514)。風俗習慣常是此種生活方式之稱謂，它基
於族類保存的需求所形成，能夠遵循習俗便為有道德的，反之則構成群體

生存威脅而遭懲罰。就這樣，道德因有益生活不斷流衍，故尼采又說：『我

們評價(valuations)和道德法則表(tables of moral laws)的實際效用為何？它
們支配的結果為何？所為何者？與何有關？答案：為了生活。但什麼是生

活？‥‥生活是求力意志(Life is Will to Power.)』(WP 254)。原來，是求生
的意志、本能、欲望或熱情在面對周遭環境時，依能否促進生命成長進行

事物判斷，評價活動又為現象的某種解釋，道德遂屬求力意志之意義賦予

結果。下面兩段話可映照尼采如是觀點：『道德評價為一種解釋(moral 
valuations are a sort of explanation,)，其構成一種解釋方法‥‥是什麼在解
釋？我們的熱情(What is it that interprets ? Our passions.)』(WP 254)。『沒有
道德現象，只有現象的某種道德解釋。這項解釋自身的根源超出道德範圍

之外(there are no moral phenomena, but only a moral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a. The origin of this interpretation itself lies beyond the place of 
morality.)』(WP 258)。直言之，熱情為超乎善惡，卻使善惡成為可能的立
足點。尼采的用意，是想藉回歸自然本性的途徑，擺脫既有善惡觀的不當

束縛，尋求創造新價值之自由空間。 
在尼采看來，現代性道德屬於一種瀰漫基督教『奴隸道德』(slave 

morality)氣息之『群眾道德』(herd morality)，此類道德總是要求：『你應能
被辨認，你該藉清楚和普通符號表達內在本性，否則你是危險的。假如你

是邪惡的，你的掩飾力對群眾誠屬最嚴重之事。我們鄙棄神秘者和那些無

法辨識之人。因此，你必須視自己為可辨認，不能自我躲藏，甚至不能相

信你會持續改變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個體的可辨識性和穩定性(the 
recognisabil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即『群眾道德』的主要目
標(WP 277)。為達這個目標，其倡導全人類一體適用的永恆律則，培養同
一類型的人，任何會造成特異份子之本能皆受桎梏。加上同情、憐憫等出

自圖謀安逸而非冒險進取的內涵設想，人只是變得更加衰弱。尼采認為，

道德教育成效不彰，僵化、敵視生命的教條學說需負莫大責任：『道德教

師相對而言極少成功，可由以下事實獲得說明。他們一下子要求過多，亦

即他們太野心勃勃、太喜好替每個人設定教條(laying down precepts for 
everybody)』(DD 194)。『人有個可怕和根本願望，他欲求力量，這個名為
自由的衝動，一定須長久禁錮。因而倫理學(ethics)不自覺地把目標置於箝
制力量欲求的教育上(an education as shall restrain the desire for power)』(WP 
720)。挽救之道，便是正視本能欲望。人之欲望雖如洪流般望而生畏，但
也不須訴諸『理性』加以『滅絕』，否則無異敗壞品味的『禁欲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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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ticism)。那麼，又如何對待這非善非惡又可善可惡的本能，讓它替生
命服務呢？尼采主張『緩慢及謹慎地』釋放眾多迄今被狹隘道德規範貶黜

為『惡』的本能(WP 957, 386)、開發豐腴的未知地帶，並且妥為協調，形
成統整之強大力量。該股力量既塑造出個性，更為自我立法的憑藉。 
發展個性、自我立法堪稱尼采倫理教育的鮮明標誌，但尼采是否為利

己主義者，只關切少數個人福祉？道德本涉及人我關係，縱使能創立新

法，離開群體的法則焉為道德？對於首項問題，需先留心尼采批判『利他』

(altruistic)、『無我』(un-egoistic)道德觀的原因，是發現許多人仰仗其名逃
避自我，不然就是淪為他人驅策的工具。尼采強調，唯有當個體充全發展，

群眾福祉才能增進：『正是基於最大個人可能考量，普遍幸福才能達到最

大(it is precisely in the most personal possible considerations that the common 
good is the greatest,)』(HH I. 95)。完善自己乃成就他人的前提，不可本末
倒置。有關次項疑問，可從尼采將道德發展分為三階段的論述究其底蘊。

第一階段人們凡事僅依對己有無實際效益行動。第二階段則遵循『榮譽原

則』行事，希望博得他人尊重。第三階段個人為自己決定何種事物為可敬

及有用的，同時成為眾人意見的立法者，『他遂像一位集體的個人來生活

和行動(he lives and acts as a collective individual.)』(HH I. 94)。最能凸顯尼
采道德教育精神的即第三階段，重要的是，這樣一種立法係屬以自身力量

轉化外在事物的藝術活動，代表人類對更高、更美事物的愛慕渴求，難怪

尼采會說：『倫理學』(Ethics)乃『「可欲性的哲學」(“philosophy of 
desirability”)——「事情應該成為別種樣子」，「事情應該變得不同」。不滿
足(dissatisfaction)因而似乎是倫理學的核心』(WP 333)。 

（四）悲壯奮起之人生教育 
身處於世，人常對存在意義感到困惑，每當痛苦、哀傷之事襲擊生命，

這份疑慮便愈加強烈。徬徨無助下，提供生命解釋與指引的宗教不失一項

心靈寄託，宗教教育遂在文化發展中享有崇高地位，甚至取代了道德教育

的角色。但基督教有關『來世』、『永生』、『人之原罪』、『上帝拯救』等內

涵往往將今生視為苦難並否定其真實，故沾染消極的悲觀主義(pessimism)
和虛無主義(nihilism)色彩而飽受尼采指責。倘若人生的確無法逃避痛苦，
又應抱持何種態度迎接？從希臘悲劇裏，尼采領略到一種肯定生命的奮戰

精神，該項智慧隨後促使他超克悲苦的人生觀，以『永恆復歸』之壯闊情

態品味人生。 
尼采關於『永恆復歸』(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的構思，部份始

自宇宙探索，世間諸事萬物均被其感受為力的生成、能量的流動，同時蔚

為一個無始無終、沒有特定目的之整體循環。『永恆復歸』亦兼及宗教反

省，Michel Haar便指出，該學說其實有如宗教，『它是一種直接反對所有
那些只在彼岸世界承諾較好生活及幸福的宗教。此學說替所有那些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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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信仰之人於塵世提供幸福。』『它是一種沒有罪惡和謬行的宗教，因一

切無限重複自身之事既非好亦非壞，而為天真無邪、僅為其所是。』12J. 
Harvey Lomax也主張，永恆復歸乃『尼采式的宗教』，並申述道：『或許令
人詫異，但仍能準確的說，永恆復歸學說為哲人的基督教。』13兩位研究

者都發現尼采以『永恆復歸』取代『基督教』的意圖，且論點中肯，但將

其視為人生之審美現象才是尼采衷曲，啟發他用藝術看待生命的莫屬希臘

悲劇。 
悲劇藝術家的深邃之處，便是其審美本能可眺望至更遙遠的結果，而

不會短視地停滯在淺近的事物上，他對宇宙的經濟力學了然於心，藉以替

世間恐怖、邪惡、疑難之事做最佳辯護(WP 852)。所要傳達的，不外面對
恐怖、疑難事物的無畏態度。這種態度本身即為可欲的，只要曾經體驗，

就會對之崇敬有加。在遭遇強敵、巨大不幸、令人畏懼的問題時所展現的

勇敢及自由精神，誠乃悲劇藝術家取材、推崇的態度。於悲劇裏，人們心

靈中的威武素質為之歡慶。誰只要能如悲劇英雄般習於受難、尋求痛苦，

便享以用悲劇頌揚自身的存在。悲劇藝術家專為其斟上此杯最甜美的殘酷

之酒(TI IX. 24)。 
從這個角度出發，尼采力言『藝術是受苦者的撫慰，朝往如此情狀：

於其中，痛苦得到渴求、轉化、變為神聖；苦難成了極度狂醉的一種形式。』

(WP 853)藝術是生命的陶醉、求生存的意欲，不是為了逃離人生痛苦而在
純粹客觀的美中尋求避難所，如衰弱者和悲觀者所為，否則，藝術就會變

成墮落的表徵(WP 851)。僅對『美的喜愛』與『欣賞或創造美的能力』截
然不同，因為前者很可能是無力的顯示。力的有無，遂成『美』緣以誕生

的根由。而『永恆復歸』的觀點，可說尼采為撫慰人生悲痛所創造的生命

藝術，該論點又承襲自先蘇哲人赫拉克里特斯以及希臘酒神文化。 
在《希臘悲劇時代的哲學》手稿內，尼采除了對當時五位哲人做出氣

韻生動之闡述外，間或穿插自己的評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是他對巴門

尼德斯『觀念世界』(the world of the ideas)以及『存有與思維之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Being” and Thinking)的駁斥。尼采強調，把思維看成固定不變
的恆常性(Permanence)和永不活動的統一體(Unity)絕不代表觀念世界的真
實，僅憑字詞(words)或觀念(ideas)根本無法進入事物某種神奇之始因
(primal cause)，存有的觀念乃源出於『感官世界』(the world of the senses)，
須依經驗的現實性(Actuality)來做調整，而不是相互顛倒。這個世界即為所
有實際存在事物的總和與生成、變化的永恆舞臺，多元性乃具備一種真實

性存有(Plurality has a real “Being”)，就算於相隔數千年中任選幾個剎那
(moments)，存在於世的所有真正本質(all real Essentials)仍舊同時共在，沒

                                                 
12 Haar, M. (1996). Nietzsche and Metaphysics. (M. Gendre, Trans. & Ed.). (pp. 29~30).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3 Lomax, J. H. (2003). The Paradox of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Nietzsche’s New Nobility and the 
Eternal Recurrence in Beyond Good and Evil. (pp. 79, 85). Lanham: Lex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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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減。換言之，這個世界就是完全同一的(the world is exactly the same.)。
雖然世界的表象彷彿與時俱變，但並不虛無，而是永恆循環運動的展現

(EGP VI. 13, 11, 12)。故尼采說：『萬物重現誠為生成世界最貼近存有世界
的至高沈思。』(That everything recurs, is the very nearest approach of a world 
of Becoming to a world of Being: the height of contemplation.) (WP 617)『永
恆復歸』即『所有事物以週期循環方式所進行之完全及永恆反覆』(EH III-i. 
3)。並坦承此一論點實來自赫拉克里特斯。 
不同的是，尼采以『力』而非『火』來代表世間一切事物的生滅，故

他又說：『這個世界乃一能量怪物，無始無終；此一固定與豐盈能量既不

變大、亦不變小或消耗自身，只是改變面容；作為整體，其總量不變，就

像沒有出納的家計，因而沒有增長或收益，且被宛如疆界之空虛所環繞。

世界並非茫然或奢靡之物，不會無限擴張，它是一個位於限定而非任意閒

置空間的明確能量。毋寧說，世界為無所不在的能量、力與力波的遊戲，

既是一也是多、此聚彼散。好似自身起伏翻騰的力量汪洋，永恆地變化、

激盪，經歷無數世紀卻仍重現；它更以潮汐為形，從最簡單的結構中產生

最複雜的事物，從至為謐靜、穩固、冰冷的物質裏營造至為熱情、狂野、

矛盾的種種，然後由多樣性復歸於統整性，由矛盾遊戲返回到和諧之樂，

縱使在同質的旅程和歲月中亦肯定自身，以永恆復歸不斷地祝福自身—— 
一種不知滿足、厭惡或倦怠的生成——此即我心之永恆自我創造(eternal 
self-creation)、永恆自我毀滅(eternal self-destruction)的酒神世界，雙重情欲
的神秘世界』(WP 1067)。 
可見，希臘文化中的酒神現象亦為尼采『永恆復歸』思想之源，無怪

乎他會言道，其為酒神最後一位弟子、永恆復歸的導師了。尼采主張，唯

有在酒神祭的神秘儀式和心理狀態裏，希臘本能之基本事實，亦即追求生

命的意志，才獲得了表達。正是透過這種祭典，希臘民族確保了自身的永

恆生命、生命的永恆復歸。於酒神祭上，繁衍、懷孕和生產活動的每項細

節都喚起最崇高、最莊嚴的情感。一切痛苦皆在『生產孩子的痛苦』(pains 
of childbirth)中化為神聖，所有生成和發展、所有保障未來的種種，均以痛
苦為條件。為了享有創生的永恆喜悅，為了使追求生命的意志永恆地肯定

自身，『生產孩子的痛苦』也必須永恆不斷(TI X. 4)。 
人生的實情，不外悅樂與痛苦、希望與失誤、創新與毀滅的循環重現，

這就是人的命運。儘管如此，人生也不致淪為虛無，更不需把重心置於彼

岸世界，其中樞機，端視能否熱愛命運(amor fati)、肯定生活。尼采愛慕
希臘人的一點，便是該民族深知世界充滿了美好事物，雖然乍現的剎那極

為罕有，僅只一次。希臘人因而祈求：兩次、三次，讓所有美好事物再度

重現吧！(JW 339)充滿活力的人不但懂得調適和應對曾有及現有的種種，
還意欲著再度擁有，永恆地、無饜地喊出：從頭再來(da capo)！(BGE 56)
可是，美妙的剎那(Moment)乃過去與未來的交會點，不斷意欲其重現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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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意欲所有時刻的重現(Z 46, 79)。至此，『首要問題絕非我們是否對自
己滿意，而為對任何事情是否滿意。一旦我們肯定任何剎那(say yea to any 
single moment)，也就不僅肯定自己，更肯定了存在全體。因為沒有任何事
物可以獨自存在，不論在我們或其它事物上皆是如此，如果我們的心靈曾

因悅樂而顫動鳴奏，如同琴弦，縱使只有一次，那麼，一切永恆性(all eternity)
就顯得必要以使該剎那成為可能—— 一切永恆性，在我們所肯定的這個
剎那，被命名為善，同時獲得拯救、辯護和祝福(all eternity, in this single 
moment of affirmation, was called good, was saved, justified, and blessed.)』
(WP 1032)。 
有鑒情感本能為文化開展之基，尼采各項教育內涵皆不離健全本能或

充沛熱情的關注，此項關切又指向生活，期能得享生之悅樂。尤有甚者，

文教活動是以厚植能量、激發創造力為價值考量，非徒被動皆受、肩負壓

抑生命的包袱，藝術精神便反映在具品味和風格的創造上。可是美的事物

絕不輕易許人，必須講求追尋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