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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西方哲學自柏拉圖(Plato)以降，長期處於「二元論世界觀」(Die Du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的氛圍中，構成兩千餘年以來的根本思維型。在哲學觀的二元劃

分中，「肉體」與「精神」、「感官」與「理性」、「經驗」與「觀念」、「後天」與

「先天」等分歧，造成爭辯不斷拉扯消長。在這愈益斷裂的對立中，顯見哲學史

長期以來緊扣著 physis 與 logos 作為問題的核心。 

因此，有個疑問浮現，那便是 physis 與 logos 最早以何種理論型態被提出？

根據古希臘時期遺留的文稿追溯，physis 最初由米利都學派(Miletus)的泰利斯

(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所提出，分別

將 physis 認定為「水」、「無限」與「氣」，作為自然哲學家的代表；而 logos 則

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被人們廣泛使用了。但此兩概念的同時出現，非古希臘哲學

家──赫拉克利特(Heraclitus)──莫屬了。因為 Heraclitus 在斷簡殘篇中，指出：

「physis 與 logos 是同一的1。」在此，physis 與 logos 被同時提出，彼此同一且

互相說明。 

在進行 Heraclitus 究竟如何說明 physis 與 logos 的組構分析前，必須先釐清

physis 這個字彙所蘊含的意義，由於亞里斯多德(Aristotle)集古希臘思想之大成，

統整了米利都學派之自然主義者對 arche 與 physis 的解讀，因此，先就 Aristotle

與 Heraclitus 對 arche 與 physis 的詮釋作分析比較。在普遍理解中，physis(Φύσις)

通常作為「自然」的意義2，儘管後世研究者對「physis」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

                                                 
1 海德格將 D54 譯為：「physis 與 logos 是同一的。」但 Kathleem Freeman 譯為：「隱藏的榮耀是

比顯現的更強大。」T. M. Robinson 譯為：「隱蔽的關聯比明顯的關聯更為牢固。」 
2 Richard G. Geldard 在 Remembering Heraclitus 第 59 頁中說道：「physis 廣義地被理解為『自然』

(nature)，可在他的《論自然》(On Nature)中，得到他被視為自然哲學家的證明，而這個詞從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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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的詮譯，各自不同，例如：Burnet 譯為「質料」(stuff)、Diels 譯為「本質」

(Nature)、Kranz 譯為「本質╱存在」(Nature/Being)、Gigon「成為╱成長」

(Becoming/Growth)，T. M. Robinson 和 G. S. Kirk 譯為「真實構造」(real 

constitution)3，但主要都含括著「自然」的涵義，這與 arche(άρχή)作為「始基」、

「太初」、「本原」等意義4，幾乎可被視為等同，但其中又具有些許的差異。 

Aritstotle 對 arche 的解釋為：「在第一批哲學家中，大多數認為質料性的 arche

是所有事物的唯一本原。所有事物由之構成，它們最先從它產生，最後它們又消

融於它。他們說，這就是元素(element)，這就是事物的 arche。因此，他們認為

既沒有什麼東西被生成，也沒有什麼東西被摧毀，因為這類自然物(physis)永遠

保存著5。」 

接續，Aristotle 將對 physis 進行解釋，認為 physis 具有幾層意義：第一，就

physis 的語源學而言，physis 意指「生長事物的生成」(genesis)；第二，physis

意指「生長事物之開始生長的內在部份」；第三，physis 意指「自然事物的運動

根源，其運動由該事物的本質所決定」；第四，physis 意指「基本質料，所有自

然事物都由它組成，它是無形狀的，並且不能由它自己的潛能而變化」；第五，

physis 意指「自然事物的本質」；第六，就 physis 的延伸義而言，已經生成的本

質也叫作 physis，因為一個事物的本性就是一種本質6。 

根據 Aristotle 的解釋，arche 與 physis 幾乎可被視為同義，然而，physis 更

較 arche 具有「運動變化」的意義。簡言之，physis 就是「事物的本質」，並具有

「運動變化的根源」。Aristotle 說道：「自然(physis)在基本和嚴格的意義上就是事

物的本質(arche)，它在自身中具有運動的泉源，因為質料被稱作自然是由於它適

合接受它的運動，而生成和生長的過程被稱作自然，是因為它們是由此展開的運

                                                                                                                                            
思中被分離出來。」 
3 羅賓森：《赫拉克利特著作殘篇》，第 244-245 頁。 
4 筆者在後續行文中，將 arche 採用「始基」之釋義。 
5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第一卷第三章，983b8-983b20。 
6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第五卷第四章，1014b16-1015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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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7。」 

Aristotle 將「本質」(ousia) 8分為三類，第一類為「質料」(matter)，它在表

現上是一個「這個」(τόδε τι/this)，例如火、肉、頭等；第二類為「自然」(nature)，

也就是「形式」(form)，它是一個「這個」，並且是變化朝向它進行的一個持久

狀態9；而第三類為為兩者的結合而作為特殊的個體(the particular substance)，或

稱之為「individual」，例如 Socrates 或 Gallias。由 Aristotle 區別的三類本質概念

對照到 Heraclitus 的思想裡，可得出以下關聯：Aristotle 指出第一類本質──「質

料」(matter)，也就是 Heraclitus 所指稱的「arche」，它表示所有事物最初的物質

性基原；Aristotle 指出的第二類本質──「自然」(nature)，也就是 Heraclitus 指

稱的「physis」，它表示事物之所是且如此形塑的「形式」；至於 Aristotle 指出的

第三類本質──「特殊個體」(individual)，則是「質料」加上「形式」的「質形

論」聲稱，雖然在 Heracliuts 的文本中並無明確地指稱，但透過前兩類本質的相

似性，這提供 Heraclitus 或許具有 Aristotle 質形論雛型的可能性想像。 

Heraclitus 的「火」的概念，隱約具有 Aristotle 的「質形論」的雛型概念的

暗示，但兩人卻稍具差異。Aristotle 將事物本質區分為「質料」(matter)與「形式」

(form)，萬事萬物皆從「質料」朝向「形式」、「潛能」朝向「現實」，以「神」

為最終至高目的之「向上發展」；但倘若將 Heraclitus 的「火」看成一個廣義的

「質料」，將「logos」看成「形式」，或者從火的雙層意義中，將「arche」看作

「質料」，而「physis」看作「形式」，Heraclitus 的質形論雛型卻是一種「內在對

立衝突的發展」。 

Heraclitus 在斷簡殘篇的 D30、D31、D64、D67、D76、D84、D90 均提到「火」

這一詞彙，雖然尚未明確指出「火是 arche」與「火是 physis」，但從文句描述可

確立火具有 arche 與 physis 的雙重涵義。D30 指出火為原初質料的概念，並配合

                                                 
7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第五卷第四章，1015a14-1015a18。 
8 「ousia」具有兩種意義，一種是「實體」(substance)，另一種則是「本質」(essen)，一般翻譯

本採用前者。 
9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第十二卷第三章，1070a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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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D76 和 D90 的「其他元素」與「比例尺度」的概念，建構出火具有如 physis

般生成變化的本原動力，而這種變動是內在衝突的對立，不同於 Aristotle 的向上

發展的目的論變動，不同於朝向純粹形式的驅動。 

因此，Heralcitus 的「火」，就他身為自然主義者的哲學概念而言，可廣義地

將「火」視為如 Aristotle 的「質料」，代表一種物質性的質料本原；倘若進一步

地檢視 Heralcitus 的「火」的雙層意涵，arche 帶有「質料」的意義，而 physis

透過生成變化的秩序性指涉了 logos 的存在，則帶有「形式」的意義。 

雖然 Heraclitus 並未明確地指出「形式」的概念，但筆者認為 D67 似乎暗示

了「形式」的涵義。D67 指出：「但祂（神）改變就像火一般，當祂混合著焚香

時的煙，祂的名稱根據每個人的喜好。」這裡所指的「名稱」，似乎可連結到

Aristotle 對於「形式」的描述。Aristotle 說道：「他(Plato)說所有可感覺的事物都

是根據這些理念(idea)來命名的，並且都依賴於這些理念的關係，因為許多存在

的東西由於分有『形式』，就獲得了它們具有的一個名稱10。」「形式」作為「一

物之所以是為一物」的意義，呈現在「名稱」的表述當中。 

因此，在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中，「火」與「logos」、「arche」與「physis」

間接地暗示了「質料」與「形式」的意義，提供了 Aristotle 的「質形論」的雛型

概念的前導，但 Heraclitus 的「內在對立衝突的變動」與 Aristotle 的「內在向上

發展的驅動」的差異性，區隔了兩者的差別。在 Aristotle 的「質形論」中，他最

高純粹形式的原理，也就是「神」、「上帝」、「善」，或者稱之為「第一不動的動

者」，作為向上發展的目的論終點，然而，Heraclitus 並不將「神」視為最終目的，

反而將其視為論述結構的起點。 

 

                                                 
10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第一卷第六章，987b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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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s 

矛盾對立 
火 
fire 

神 
(泛神論) 

邏各斯

logos 

神是起點 

Heraclitus 的質形論雛型 

形式質料

 

 

除了 Aristotle 之外，海德格(Heidegger)亦是對 Heraclitus 哲學思想有所研究，

對 arche 與 physis 有所詮釋的重要哲學家。在 Aristotle 的概念之下，Heraclitus

的「火」的概念具有「質形論」的雛型概念；在 Heidegger 的概念之下，Heraclitus

的「火」與「logos」獲得了同一性。 

Heidegger 從現象學角度將 arche 視為「開端」和「支配」11，將 physis 視為

「源於自身」和「不斷湧現」，並認為兩者相同。Heidegger 說道：「Φύσις(physis)

是 άρχή(arche)，並且是運動狀態和靜止狀態的起始和對運動狀態和靜止狀態的佔

                                                 
11 海德格將 arche 視為「開端」和「支配」，也就是「起始」(Ausgang)和「佔有」(Verfügung)，
他指出：「arche 一方面是指某物由之而取得其起始和開端的那個東西；而另一方面則是指那種東

西，它作為這種起始和開端立即超出由之而來的它者而掌握了這個它者，因而扣留並且支配著這

個它者。」海德格：〈論 physis 的本質和概念──亞里斯多德《物理學》第二卷第一章〉，《路標》，

第 244 頁。 

形式 
form 

質料 
matter 

神(第一不

動的動者) 

實現 

潛能 

physis 

Aristotle 的質形論圖示 

向上發展 

神是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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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且一個運動事物在它本身中就具有這種 άρχή12。」 

    因此，在 Heralcitus 的哲學主張普遍被宣稱為「火為萬事萬物的本原」，其

中，「火」作為 Heraclitus 的哲學重心，具有兩層意義：一種是稟持著自然主義

的米利都學派的共有概念，也就是物質的概念，Heraclitus 身為自然哲學家同樣

將火看作是物質的，稱之為「物質火」，也就是「arche」；但 Heraclitus 較其他自

然哲學家不同的地方在於，他將火另外看成是具有生成變化的動力，也就是

Aristotle 的 physis 概念，其具有一種源於自身不斷變化成長的動力，只是

Heraclitus 和 Aristotle 不同的地方在於，Aristotle 的 physis 是朝上發展的動力，

而 Heraclitus 的 physis 是矛盾對立發展的動力，在此，Heraclitus 的火又可被看成

是「宇宙火」13，也就是「physis」，它代表著宇宙變化的秩序性。physis 顯示了

基於 arche 之上的生成變化，由 physis 的生成變化所延伸而出的秩序性概念，也

就是 logos 的意義。     

    因此，儘管西方哲學史長期以來將 physis 與 logos 作為對立分離的兩種概

念，但在古希臘哲學家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中卻是同一的。Guthrie 與 Joel Wilcox

從「火」與「logos」的關係著眼，而 Heidegger 則從「physis」與「logos」的關

係著手，均說明且贊同兩者的同一性。 

Guthrie 指出「火」與「logos」的關係，認為「火是 logos 的物質化身」且

「logos 是火的變動的統一法則」14。Joel Wilcox 亦認為「火」與「logos」是同

一的，因其皆具有「永恆」和「統一對立」的特性15。Heidegger 則從 aletheia 之

「真理解蔽」的意義去串聯起「physis」與「logos」的同一性，physis 與 phenomenon

（現象）具有相同的字根「phyein」，現象的本質是「顯現」，因此，physis 意指

「通過現象而得以顯現」，代表「自足地湧現」(self-sufficient emergence)；logos

                                                 
12 海德格：〈論 physis 的本質和概念──亞里斯多德《物理學》第二卷第一章〉，《路標》，第 245
頁。 
13 Joel Wilcox、Seligman、Kirk、Raven 大致上都採用「物質火」與「宇宙火」的分類。Joel Wilcox, 
The Orig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34. 
14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428 與 432. 
15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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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從字根「legen」得到「採集著的置放」(the Laying that gathers)的意義，同樣指

向現象顯現的聚集，因而證成 physis 與 logos 的同一性。 

儘管「火與 logos」、「physis 與 logos」的同一性在許多研究者的宣稱中得到

贊同，但筆者希冀提供其同一性的重新建構的可能，也就是以在 Heraclitus 文本

中出現最多次數的字彙──「神」作為起點，貫穿 Heraclitus 的其他重要概念，

包括「火」、「logos」與「靈魂」，從中建立「physis」與「logso」的同一性。其

同一性的建立產生了平行對立的形上學概念，也產生了 Heraclitus 在知識論上為

相對主義或無法獲得真理的誤解。 

因此，在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重新建構中，筆者企圖確立 Heralcitus 矛盾

衝突的流變理論，達至 physis 與 logos 的同一性，建立平行對立的形上學概念，

此外，亦肯定獲得知識真理的可能性。 

    筆者之所以選擇「神」作為重新建構 Heraclitus 的流變理論的起點，是因為

Heraclitus 位居神學與哲學的過渡地帶，常借用「神」這詞彙來傳達他所欲表達

的概念，「神」在 Heraclitus 文本中被提及的次數不下十幾次，也經常出現「神

如什麼一般」的語句，例如他就在 D67 中說道：「神改變就像火一樣。」串聯起

神與火之間的關係。此外，在針對 Heraclitus 的神觀分析後，得到「宇宙神」，

也就是「泛神論」的概念，更強化了「神」作為建構起點的適切性。 

    譬如，Heraclitus 指出「神」改變就像「火」一樣；Heraclitus 指出「神」和

「logos」的地位一樣，所有人都必須聽從遵從它，而且「神」和「logos」的傳

達方式一樣，都是隱藏暗喻的。另外，Heraclitus 雖然沒有直接將「神」與「靈

魂」等同的語句，但他指出「神」的泛存性，這與當時代「神靈」與「靈魂」近

似等同，且在「靈魂」同樣具有泛存性的聯想中，可以得到一個假設，就是對

Heraclitus 而言，透過泛存性，「神」與「靈魂」是相似的。 

    據此，由「神」出發，轉而探討「火」與「logos」。在 Heraclitus 的「火」

之中，隱藏著極為重要的關鍵概念──「arche」與「physis」；而在 Heraclitus 的

「logos」之中，含括著與此相對應的概念──「主觀」與「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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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clitus 在「火」之中隱藏的「arche」概念，是作為萬事萬物的物質性本

原。然而，在萬事萬物之中的「靈魂」，究竟是「永恆不朽的精神性概念」，還是

「毀朽消滅的物質性概念」？前者的論點將直接衝擊或否認 arche 的物質性意

義，這也就是說，Heraclitus 的物質性 arche 遭到自我矛盾的駁斥，即是由於後世

研究者站在時代相近的畢達哥拉斯(Pythagoras)的靈魂不朽立場看待 Heraclitus 的

靈魂設想，或者以 Heraclitus 物質循環的斷簡殘篇來證實靈魂不朽。而後者的論

點則可強化證成 arche 的物質性涵義。 

在確立了「火」的「物質性 arche」的意義後，透過「靈魂」物質性的強化，

串連到「logos」的「主觀性 logos」的意義。 

至於 Heraclitus 在「火」之中隱含的另一個概念──「physis」，它作為自然

湧現且生成變化的動力根源，彰顯了矛盾衝突的流變理論與平行對立的形上學概

念。從 physis 的衝突對立的變化中可歸納出五種型態，其中又以「火的變化觀」

與「水的變化觀」為重要的討論。 

    以「火」作為 Heraclitus 的主要變化型態，也就是「Heraclitus 的恆常說理論

家」(Heraclitus the Constancy Theorist)所持的立場，它代表變化藉由衝突對立所

構成，在這衝突對立背後有一個恆久不變的東西在支持著它，這又可說是「戰爭

式」的變化。另外一種，則是以「水」作為 Heraclitus 的主要變化型態，也就是

「Heraclitus 的流變論理論家」(Heraclitus the Flux Theorist)所持的立場，這只著

重在變化不止的流動表象，而不探討背後的根源，這又可說是「持續性」的變化。 

    藉由「火的變化觀」所強調的恆常不變的支持事物，應證到「logos」的「客

觀性」，得到了「火」與「logos」，也就是「physis」與「logos」的同一性的說明。

而「physis」與「logos」的同一性究竟關注於怎般的哲學性議題？筆者將其歸諸

於知識論上的說明。在矛盾衝突且平行對立的相對架構中，Heraclitus 的知識真

理的獲得究竟有無可能，這將是最後所要關注的事項。 

    筆者企圖將散亂的幾百則斷簡殘篇，建構為有架構的哲學理論，希冀將有「晦

澀者」之稱的 Heraclitus 的思想，整合為有邏輯的哲學體系，然而，在這過程中



 9

不免遭遇到一些難題，這些難題包括 Heraclitus 的性格晦澀，以至於他所使用的

文字用語與書寫文體都相當令人難以理解與捉摸，包括時間久遠的流傳承續，以

至於文本的大量遺失與過度地被詮釋引用。 

  在 Heraclitus 的著作還得到完整保存的時代裡，他就已經獲得「晦澀者16」

(ό Σκοτεινόσ)的稱號了，而這樣的稱號來自於他性格上的批判與孤僻，來自於著

作與寫作風格的隱晦與模糊。在性格與思想方面，Heraclitus 厲言批判傳統哲學

家與宗教習俗17，並拒絕政治活動而隱居山林18；在著作與寫作風格方面，

Heraclitus 的文字隱晦，多使用譬喻與對偶，也多使用神喻性或預言式的口吻，

詞語常是矛盾模糊，造成理解與詮釋上的歧異。 

  策勒爾批判 Heraclitus：「文字含蓄，多用比喻，不少神喻似的格言，簡練到

費解的程度19。」稱其為「語錄體」(the doxographical)。羅斑則評為：「這是一種

散文體的格言集，它的語言是多形象比喻而富於對偶的，也常常是模稜兩可的

20。」並稱其為「神讖體」。Heraclitus 的書寫文體，由史詩的口傳文學，轉向紙

本的書寫文學，由於當時代的文體皆屬於短而簡的散文體格言集，在書寫工具與

文體記載的限制之下，形成闡述上過於簡約的困境。Heraclitus 在這限制困境中，

又以一種謎般的譬喻語言說明，形塑他揮之不去的晦澀色彩。 

至於 Heraclitus 的著作大量遺失，研究者以不同哲學立場引用詮釋更是造成

最大的難題。根據第歐根尼‧拉爾修的記載，Heraclitus 最著名的著作，是一部

題為《論自然》的系列論文，其分為〈論宇宙〉、〈論政治〉和〈論神靈〉三部分

                                                 
16 Heraclitus 的「晦澀者」的稱號，最早來自於 Aristotle，有時又被稱為「謎樣的人」(The Riddler)。
根據羅斑的記載，德奧弗拉斯特還稱 Heraclitus 為「憂鬱的」，因為傳說中「赫拉克利特老是可

笑地流淚」。 
17 Heraclitus 對傳統哲學家與宗教習俗進行批判，厲言批評赫西阿德(Hesiod)、畢達哥拉斯

(Pythagoras)、齊諾菲尼斯(Xenophanes)、赫卡泰烏(Hecataeus)與荷馬(Homer)等傳統哲學家（根據

D40、D42、D57、D129），認為真正的智慧不是博學強記，不是外在知識的龐大累積，而是認識

並駕馭貫穿一切的思想。此外，他也批判狄奧尼索斯(Dionysus)狂亂酒神節與民間流行宗教的偶

像崇拜和犧牲供祭（根據 D5、D14、D15、D127、D128），他指出供祭的宗教儀式不過是用泥濘

來洗淨自己般的無效，而向神像禱告正像和空屋說話般愚蠢。 
18 Heraclitus 在 D121 中指出愛菲斯人驅逐了最優秀的人──赫爾謨多羅(Hermodorus)，而對政治

感到失望。 
19 策勒爾：《古希臘哲學史綱》，第 47 頁。 
20 羅斑：《希臘思想和科學精神的起源》，第 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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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然而，這部著作流傳至今，只剩存大約一百四十則不等的斷簡殘篇，其中又

有十幾則有偽作的疑慮。Heraclitus 的著作的還原，必須透過這些僅存的斷簡殘

篇，以及當時或後世哲學家們所引用與評註的文句，來獲得參照確立。但由於

Heraclitus 的思想獨創且詞語矛盾，常被後世哲學家用不同的角度詮釋，或用以

佐證強化自身的哲學體系。因此，分歧的爭議更令他的思想顯得不易了解。 

  在這些困境之下，筆者首先根據 Heraclitus 僅存的斷簡殘篇，根據五種翻譯

版本作為立基22，此外，亦參見對 Heraclitus 理論剖析的專書著作的二手資料作

為輔助。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翻譯文本可見下述說明，至於二手資料的專書著

作可見參考書單。 

  雖然 Heraclitus 的著作遺失，但 Heraclitus 的所思所言可從早期哲學家的文

本引用中得到，包括柏拉圖(Plato)、亞里斯多德(Aristotle)、普魯塔克(Plutarch)、

塞克斯都‧恩披里柯(Sextus Empiricus)、亞歷山卓的克來門特(Clement of  

Alexandria)、希波呂特(Hippolytus)、第歐根尼‧拉爾修(Diogenes Laertius)、斯托

包斯(John Stobaeus)等人，都對 Heraclitus 的思想有所引用說明23。 

後來有研究者廣泛收集古希臘作家引用 Heraclitus 思想的篇章，將 Heraclitus

的思想整理為具有編排序號的斷簡殘篇，其中以德國學者 H. Diels 所著的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為最早也最具權威的編輯版本，此書的第六版經 W. 

Kranz 修訂，於 1952 年出版，簡稱 DK 版。 

許多研究者都採用 DK 版的編輯順序，包括 Kathleem Freeman的 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英譯讀本，1962）、T.M. Robinson 的 Heraclitus fragments: 

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 commentary（希臘文─英文對照讀本，1987），和 Dennis 

                                                 
21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第 557 頁。 
22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文本，筆者採用五種版本，包括 Kathleem Freeman 的 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英譯讀本，1962）、T.M. Robinson 的 Heraclitus fragments: 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 commentary（希臘文─英文對照讀本，1987）、Dennis Sweet 的 Heraclitus: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希臘文─英文對照讀本，1995）、G. S. Kirk, J. R. Raven 和 M. Schofield
的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希臘文─英文對照讀本，1983)，以及 Charles H. Kahn的 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 
23 G. S. Kirk, J. R. Raven, M. Schofield,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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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的 Heraclitus: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希臘文─英文對照讀本，1995）。其

中 Kathleem Freeman 以簡潔有力的條列式型態英譯 DK 版的斷簡殘篇，T. M. 

Robinson 和 Dennis Sweet 不僅以希臘文─英文對照翻譯，甚至還添加了個人的詮

釋與解讀。 

除了 DK 版，另有 KRS 版。KRS 版由英國學者 G. S. Kirk、J. R. Raven 所編，

在 1957 年合著了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並於 1983 年加入 M. Schofiels 的

修改，稱之為 KRS 版。KRS 版一改 DK 版的條列式編輯法，以主題式進行編號

分類，並含有希臘文─英文對照翻譯，亦含括個人說明。 

此外，還有 Charles H. Kahn 的 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 版本，Charles 

H. Kahn 參考 Diels 和 Marcovich 版本的譯文，自行編列殘篇系統，亦是研究

Heraclitus 思想的重要文獻。 

以上是筆者在進行 Heraclitus 思想重建時採用的斷簡殘篇的翻譯文本24，另

外並參見中文翻譯，包括仰哲出版社西洋哲學編譯小組編輯的《古希臘羅馬哲學

資料選輯》，與苗力田的《古希臘哲學》。其中《古希臘羅馬哲學資料選輯》包括

希臘作家引用的「文獻記載」部分，以及 DK 版本的「著作殘篇」中譯部分，而

《古希臘哲學》則以分類型態呈現。 

     

第二節 理論的建構程序 

 

在本研究中，筆者企圖將散亂的幾百則斷簡殘篇作結構性的組架，重新建構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驗證「火」和「logos」在古希臘時代的同一性，也就是

Heraclitus 的「physis」與「logos」的同一。因此，筆者嘗試以 Heraclitus 的「神」

為中樞核心，連結到其他重要概念，包括「火」、「靈魂」與「logos」，以此說明

physis 和 logos 在 Heraclitus 哲學理論的意指與作用。 

                                                 
24 關於 Heralcitus 斷簡殘篇的序號，筆者採用 DK 的編輯順序，因此，殘篇編號以 D 為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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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神」作為本文的中樞核心，是因為「神」這一詞彙在 Heraclitus 的

斷簡殘篇中出現次數相當頻繁，且觀照到 Heraclitus 位居神話過渡到哲學的歷史

地位，不禁讓人有著「Heraclitus 嘗試用當世代普遍對神的概念的理解，來理解

火與 logos 的意義。」的猜測連想，此外，Heraclitus 將神視為普遍存在於萬事萬

物之中的「宇宙神」意義，也相當適於牽連起其它三者的關聯關係。 

「神」是為了牽引出 Heraclitus 更重要的哲學概念──「火」與「logos」。「火」

作為 Heraclitus 的重要概念，在於 Heraclitus 將「火」視為「arche」與「physis」，

其分別具有「本原始基」與「運動變化」的雙層意義，其意義分別透過「火與靈

魂」和「火與 logos」的關聯顯現。而「logos」的重要性則在於它明確地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以 logos 被提出，且亦具有相當複雜的意義。 

因此，筆者嘗試在本文中建構的概念結構圖如下，而其建構的根據亦可參見

下表。

 

泛神論 

泛靈論 

地位 

傳達方式 

主觀 

宇宙

火

客觀 

物質 

火神 

god 

靈魂 

psyche

火 

fire 

邏各斯 

logos 

1

2

4

3

5

6 

火是邏各斯的物質化身，

邏各斯是火的統一原則，

確立火的 physis 意義。

靈魂的物質性， 

靈魂的火的本質， 

確立火的 arche 意義。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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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徑 概念連結 證成根據 

○1  神─火 D67：「神改變就像火一般。」 

○2  
火─靈魂 

靈魂─火 

D36：「靈魂死後會變成水，水死後變成泥土。」與 D31：

「火的變化是，首先變成海，海的一半成為土…」顯示

「靈魂」與「火」的類比關係，預設「靈魂的本質是火」

的可能。 

○3  神─靈魂 

D67：「神是白天和黑夜，寒冬和酷夏，戰爭和和平，飽

足和饑荒。」顯示 Heraclitus 的「泛神論」，對應到當時

代的「泛靈論」，達到「神」與「靈魂」的相似性。 

○4  
火─logos 

logos─火 

D64：「雷霆(火)駕馭著宇宙。」、D66：「火在升騰中判

決和處罰萬物。」與 D2：「人們必須遵從 logos，它對

所有人而言是普遍的。」顯示「火」與「logos」都具有

如神一般的掌控力。 

此外，藉由 D90：「萬物都等換為火，火又等換為萬物，

猶如貨物換成黃金(火)，黃金又換成貨物一樣。」指出

了「火」與「黃金」的類比，以及 D22：「試圖尋找黃

金(logos)的人會挖起很多的土，卻只找到一點黃金。」

指出了「黃金」與「logos」的類比。透由「黃金」的象

徵意義，「火」與「logos」具有相似性。 

○5  神─logos 

D1：「宇宙的法則（logos）……」與 D50：「不要聽我

的話，而要聽從 logos，同意所有是一才是智慧的。」

顯示「神」與「logos」的「地位」是相似的，為所有人

所聽從與遵從。 

D50：「時間是小孩玩的西洋棋遊戲，王權在小孩的手

裡。」與 D93：「在奧爾菲神廟領導全體的神喻，既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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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講也不隱藏，而是暗示。」顯示「神」與「logos」的

「傳達方式」是相似的，皆是隱藏且暗喻。 

藉由「神」與「logos」在「地位」與「傳達方式」的類

比關係中，顯示兩者具有相似性。 

○6  
靈魂─logos 

logos─靈魂 
D115：「靈魂具有 logos。」 

 

筆者在第二章中，首先從「神」的概念出發，釐清後世哲學家對於 Heraclitus

的神觀是「無神論」或「有神論」，以及「一神論」、「多神論」或「泛神論」的

爭議。Heraclitus「無神論」的支持論點，來自於「由火創生一切」與「對諸多

神祉與宗教儀式的批判」的論述；「有神論」的支持論點，來自於「對神的讚揚」、

「對神喻的讚揚」與「靈魂似神性般不朽」的論述。然而，Heraclitus 對神的批

判，僅是間接地關於宗教態度與情境等的否定，且觀照到 Heraclitus 位居於神學

轉渡於哲學的時代背景中，「有神論」的可能性顯然多勝於「無神論」。 

因此，Heraclitus 的「有神論」究竟是「一神」、「多神」，抑或「泛神」呢？

Heraclitus 的「一神論」立場，是明顯被否決駁斥的，不僅由於宗教信仰的歷史

發展，是「多神論在先，而一神論在後」的順序，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

被點名的阿波羅、宙斯、酒神、正義使者和時序女神等神祉名稱，更確立了「多

神論」的可能性。「多神論」並進一步地藉由當時代的「泛靈論」與「物活觀」

思想，擴展演變成為「泛神論」。在此，筆者將 Heraclitus 的神觀視為普遍存在

於萬事萬物之中的「宇宙神」，如此一來，「火」、「靈魂」與「logos」這三個概

念才得以相互說明。 

神作為置高的「宇宙神」，存在於「火」、「靈魂」和「logos」之中，並藉由

這三者而得以呈顯表現，但本文並非著重於 Heraclitus 的神觀研究，而是希冀將

Heraclitus 的神觀作為一種內在連結的基礎，透過神的內在連結，將此三者建構

成為一個完整的理論架構，得以重建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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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神的內在連結性，首先建立了三條脈絡，分別是「神＝火」、「神＝靈魂」

和「神＝logos」，但藉由這三條脈絡，如何達到「火」與「logos」的同一，也就

是「physis」與「logos」的同一呢？這也就是本文所要處理的問題。 

本文第三章從「神＝火」與「神＝靈魂」出發，通過「靈魂＝火」，以確立

「火」的第一層意義──「arche」，即「原始本質」，達到「火是始基」的結論。

行文的建構順序首先藉由 D67 說明「神＝火」與「神＝靈魂」（路徑○1 與○3 ），

再藉由 D31 與 D36 說明「靈魂＝火」（路徑○2 ），據此，確立靈魂的本質是火，

證成火是始基的地位。然而，Heraclitus 的靈魂性質，卻遭遇到兩個難題。難題

一：有些研究者將 Heraclitus 的靈魂看作類似同時代的 Pythagoras 的靈魂觀，具

有「不朽輪迴的精神性」的特質，如此一來，靈魂的「物質火」的本質，遭到了

動搖。難題二：即使靈魂具有「毀朽消滅的物質性」的特質，仍舊會面臨到物質

元素是火或氣等一元論或多元論的難題。 

透過 Heraclitus 對畢氏的批判，精神性靈魂概念遭到否決。而 Heraclitus 的

靈魂概念是否延續 Homer 以降的古希臘思維型態，將靈魂視為「氣」？這在

Heraclitus 抱持著與 Homer 歧異的靈魂官能與內容的轉變中，在 Heidegger 以「火

的缺乏型態之煙的呈顯」來對照至氣的概念，在 Heraclitus 的短簡殘篇中明確指

出靈魂的乾燥性質中，筆者據此採取了靈魂的本質是物質火的說法。 

本文第四章從「神＝火」和「神＝logos」出發，通過「火＝logos」，以確立

「火」的第二層意義──「physis」，即「生成變化」，達到「火是變化」的結論。

行文的建構順序首先藉由 D67 說明「神＝火」（路徑○1 ），再藉由 D1、D50（地

位）和 D52、D93（傳達方式）說明「神＝logos」（路徑○5 ），接續著「火＝logos」

可根據 D64、D66（駕馭掌控能力）和 D90、D22（黃金類比關係）來說明（路

徑○4 ），據此，火的對立性變化確立了如 logos 般的規律秩序性。 

Heraclitus 意指的 physis，並非 Aristotle 由「質料」（潛能）朝向「形式」（實

現）的向上發展，Heraclitus 所指的生成變化是來自於內部的矛盾對立，因此，

筆者在此將火的對立性變化區分為五種型態。第一種是「向上 v.s.向下」，來自



 16

Anaximander 以「熱」和「冷」作為對立原則，Heraclitus 亦以「向上」與「向下」

作為分立的標準；第二種是「氣的向上 v.s.氣的向下」，來自 Anaximenes「氣」

的「稀薄」和「凝聚」，Heraclitus 則以「向上的路」與「向下的路」，貫通火、

氣、水、土這四元素的轉換；第三種是「火的變化觀」，在於指出 Heraclitus 強

調火與萬物之間交換變化的關係；第四種是「水的變化觀」，在於表達 Heraclitus

萬物流轉的最佳說明；第五種是「火的向上 v.s.水的向下」，這由奧修提出，站在

宗教的立場賦予變化褒貶的意義。然而，變動的矛盾對立性亦遭遇難題，即：

Heraclitus 的矛盾對立究竟是如「火」般的循環式「變化」，抑或如「水」般的直

線式「流變」？前者指涉和諧統一的永恆性，與變化根源的預設（即指「logos」）；

後者指涉和諧統一的短暫性，並停留在變化現象的說明。在此，筆者採取前者的

詮釋立場，以進一步說明在第五章中的火與 logos 的關係。 

本文第五章從「神＝logos」出發，通過「logos＝火」和「logos＝靈魂」，確

立 logos 的「客觀性」與「主觀性」。建構順序首先藉由 D1、D50（地位）和 D52、

D93（傳達方式）說明「神＝logos」（路徑○5 ），藉由 D64、D66（駕馭掌控能力）

和 D90、D22（黃金類比關係）說明「logos＝火」（路徑○4 ），藉由 D115 說明「logos

＝靈魂」（路徑○6 ）。 

筆者在第五章首先針對 logos 作字源學上的探究，將 logos 的詮釋區分為「語

言學解釋」、「非語言學解釋」和「形上學解釋」三種派別主張；此外，logos 亦

可與靈魂並行而論，又具有「主觀理性」的意義；而 logos 在 Heidegger 的詮釋

之下，又另具有獨特的哲學意義，包括早期的「言語的描述說明」與後期的「採

集著的置放」。不論如何，logos 與火和靈魂具有相似互通的關係，其中，靈魂又

可歸約到火的概念裡頭，因此，總體來說，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主要在於建立

火與 logos 的關係體系。 

筆者在第六章中，首先必須檢視重新建構的合理性，再者，必須察看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是否得以達至哲學追求的終極目標──也就是「真理」。最

終將證成，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所主張的「火」與「logos」的概念，其實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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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真理」的概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