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第二章 Heraclitus 的神學立場 

 

D30：「這個有秩序的宇宙對萬物而言都是相同的，它既不是由神，也不是

由人所創造的，它過去、現在和將來，永遠是一團永恆的活火，按照一定

尺度燃燒，一定尺度熄滅。」 

 

    古希臘神話以擬人性神祇操弄著人類的命運際遇，然而 Heraclitus 打破了這

種從無到有的創生說，否認了由神創生萬物的神學觀點，他認為宇宙中萬事萬物

的創始，不是由神，也不是由人，而是由火所創造。 

僅管 Heraclitus 否認了神的最初與創始的特性，但並不代表他否認了神的存

在，因為在 Heraclitus 的大部份的斷簡殘篇之中，都提及神與諸神之名。因此，

對於 Heraclitus 如何看待神祇，便引發了不同的詮釋分歧。關於 Heraclitus 的神

觀的爭議，首先面對到「有神論」與「無神論」的爭論，其中「有神論」又可細

分為「一神論」、「多神論」或「泛神論」的爭辯。 

 

第一節 Heraclitus 的無神論論點 

 

    支持 Heraclitus 是無神論者的論點，主要在於 D30 明確地指出：「它既不是

由神，也不是由人所創造的。」此外，Heraclitus 對神祇與宗教儀式的批判，也

是造成他是無神論者的一種說法。關於這類批判，張秉民將此分為三點來探討：

「一是 Heraclitus 反對宣傳多神論的荷馬(Homer)和赫西阿德(Hesiod)，二是他詛

咒夜遊者、波斯教士、酒神祭司、酒神女侍、傳秘密教的人，三是他反對奧爾佛

斯教規定的『淨化』禮教1。」張秉民認為大部份的學者都是藉由這三點批判，

                                                 
1 張秉民：〈赫拉克利特的泛神論思想〉，第 74-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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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證成 Heraclitus 是無神論的主張，但這些批判的理由並不足夠充份。 

 

D40：「許多學習無法教導人去擁有明智，若能如此的話，那麼這早就適用

於 Hesiod 和 Pythagoras，以及後來的 Xenophanes 和 Hecataeus 了。」 

 

D57：「Hesiod 是許多人的老師，但他甚至不知道白天和夜晚是同一的。」 

 

D42：「Homer 應該拋出比賽之外並受到打擊，Archilochus 也是。」 

 

    針對支持 Heraclitus 是無神論的第一種說法：「Heraclitus 反對宣傳多神論的

Homer 和 Hesiod。」張秉民認為 Heraclitus 的確在 D40、D57 與 D42 分別駁斥

Hesiod 與 Homer，Heraclitus 對 Hesiod 在 D40 中駁斥的理由是「博學並不能使人

智慧」，D57 則是貶抑「Hesiod 是多數人的老師，但他卻不知道日與夜是同一的。」

至於對 Homer 的駁斥則在 D42 指出「應當把 Homer 從賽會中逐出」，但並沒有

進一步地說明任何原因。 

  由「Heraclitus 反對 Homer 與 Hesiod」，連結到「Homer 與 Hesiod 是多神論」，

導致得到「Heraclitus 反對 Homer 與 Hesiod 的多神論」的結論，是危險而不穩固

的推論。因為 Heraclitus 僅是從對智慧和認知等方面對 Homer 與 Hesiod 進行批

判，並無直接對此兩人的神觀進行駁斥，並不代表對兩人的全盤否認，畢竟

Heraclitus 仍留存類似 Homer 的榮譽精神的概念，在 D24、D29、D132、D1352等

都強調榮耀的重要性。 

 

                                                 
2 D24：「神和人以在戰場中奮勇殺敵為榮耀。」、D29：「最優秀的人選擇一件事情勝過全部：在

凡人之中的永恆名譽。大多數的人都感到滿意，就像被餵飼飽足的牛。」、D132：「榮譽地位奴

役於神與人。」、D135：「最快達到聲譽的方法是變好。」，這四則斷簡殘篇都在強調「榮耀聲譽」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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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Heraclitus 向誰作預言？）3夜遊者、波斯教士、酒神祭司、酒神

女侍、傳秘密教的人。（他威赫這些人死後要受罰，他向這些人作火焚的預

言。）他們以一種不虔誠的方式來傳授那些流行於人間的祕法。」 

 

  針對第二種支持 Heraclitus 是無神論者的說法：「Heraclitus 詛咒夜遊者、波

斯教士、酒神祭司、酒神女侍、傳秘密教的人。」D14 說明了 Heraclitus 對諸多

宗教人士的詛咒。然而，Heraclitus 在此否定的並非他們傳授多神教本身，而是

他們傳授方式的不正當，即「不虔誠的方式」，但對於多神教的肯定或否定立場，

卻沒有明確地指出。 

 

D5：「人們用祭祀而宰殺的犧牲的血塗在自己身上，來使自己純潔，是徒然

的，這正是一個人掉進泥坑，卻想用污泥來洗淨自己一樣。任何人見到別

人這樣做，都會把他當作瘋子看待。他們向神像禱告，這正向房子說話是

一樣的。他們並不知道什麼是神靈和英雄。」 

 

D1274：「（Heraclitus 向埃及人說：）如果有神靈，你們為什麼向他們哭？

你們要是向他們哭，就是不再把他們當作神靈了。」 

 

D128：「（Heraclitus 看見希臘人向神靈獻祭，於是說道：）他們向聽不見

的神像祈禱，好像它們聽得見似的；它們是不會回報，而且也不能提出任

何要求的。」 

     

    D68：「Heraclitus 聲稱神秘主義(the Mysteries)的不得體的儀式需要治

療。」 

                                                 
3 括號內的補述是由第爾斯(Diels)所輯補的。 
4 D127 與 D128 被視為偽疑的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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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第三種支持 Heraclitus 是無神論者的說法：「Heraclitus 反對奧爾佛斯教

規定的『淨化』禮教。」就表面意義而言，Heraclitus 似乎很明確地否認了儀式

祭獻，將祭供看成用污泥洗淨身體，將禱告看成向空屋說話，認為對神祇的懇求

與哭泣都是無用的。對此，張稟民將獻祭區分為「物質」與「精神」兩類，認為

上述的獻祭屬於「物質獻祭」，是 Heraclitus 所反對的，但對於內心「淨化」的

「精神祭獻」，Heraclitus 非但不反對，還持贊賞態度，因此不足以構成無神論立

場5。 

    C. C. W. Taylor 同樣肯定 Heraclitus 的神的可能性，對此類斷簡殘篇，他從語

境的角度去進行詮釋。C. C. W. Taylor 認為：「宗教儀式的涵義是由它們的宗教語

境給予的，不能依據日常世俗活動的邏輯來判斷。倘若你理解了神，向石頭說話

就有意義，而如果你沒有理解，也就沒有意義6。」因此，或許 Heraclitus 否認的

是人對於神的理解，正如同人對於 logos 的理解，總是不夠充分一般。 

  總之，支持 Heraclitus 是無神論者的論點，有著不甚完備的缺漏。Heraclitus

雖點明了非神創萬物的看法，但卻不代表全然否認神的存在；Heraclitus 雖批判

Homer 與 Hesiod，但卻是關於真理智慧，而非宗教神論的批判；Heraclitus 雖詛

咒諸多宗教人士，但卻是由於不虔誠的方式的緣故，而非多神教教義的問題；

Heraclitus 雖否認了宗教的儀式祭獻，但卻是基於理解和語境上的考量，並留有

肯定神秘宗教的可能性。 

因此，Heraclitus 的無神論立場，並沒有辦法得到穩固的基礎立論，反而處

處指涉了神的可能。彭鋒福將 Heraclitus 評論為：「帶有泛神論的傾向，甚至還

孕育著無神論的胚胎7。」Heraclitus 的泛神論傾向主要來自於，他從神學體系跨

越到哲學體系，避不可免地有著傳統思維的束縛，仍舊帶有著少許的神學色彩，

                                                 
5 張秉民：〈赫拉克利特的泛神論思想〉，第 74-79 頁。 
6 泰勒：《從開端到柏拉圖》，第 101-107 頁。 
7 彭澤福：〈論赫拉克利特的靈魂觀〉，第 46-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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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理性神學」的思維模態；但由於 Heraclitus 嘗試由物質的火取代神學

的見解，以及諸多對於傳統宗教的批判，又讓他隱藏著無神論傾向的可能。 

   

第二節  Heraclitus 的有神論論點 

 

Heraclitus 是有神論者，主要來自於他位居哲學初始的濫觴，無法全然擺脫

神學思維的影響。李咏吟將神學話語體系區分為兩類，說道：「希臘神話分成『神

話神學』與『理性神學』兩大話語體系，前者是希臘詩人的神學話語系統，借用

神話的表述方式，表達人類有關神靈和信仰等看法的話語體系；後者是希臘哲人

的神學話語系統，借助邏輯的觀念表達方式進行闡述8。」 

希臘哲學自哲學之祖 Thales 以降，就隸屬於「理性神學」的範圍，「理性神

學」最初以探討「自然始基」為核心概念，故可視之為「自然神學」，Heraclitus

的神學立場也就是「理性神學」中的「自然神學」。自然神學的特色為：「他們竭

力從神話神學的話語中掙脫，運用科學觀念解釋自然，重視經驗觀察，重視人的

經驗性認識9。」因此，自然神學本質上是一種樸素的自然宇宙觀。 

「自然神學」的聲稱，預示了 Heraclitus 為有神論者的可能，而支持 Heraclitus

是有神論者的觀點，主要有三種立論根據，一種是「對神的讚揚」，一種是「對

神喻的讚揚」，另一種則是「靈魂不朽的假設」。 

羅素主張 Heraclitus 是有神論者，其根據就是 Heraclitus 對神讚揚的斷簡殘

篇。羅素說道：「他是一個神秘主義者，然而屬於一種特殊的神秘主義10。」且

「上帝無疑是宇宙正義的體現11。」這顯示 Heraclitus 為某個反傳統的神秘主義

的有神論者的可能，而其可能性的強化，在於對神的讚揚。 

 

                                                 
8 李咏吟：《原初智慧形態──希臘神學的兩大話語系統及其歷史轉換》，第 2 頁。 
9 李咏吟：《原初智慧形態──希臘神學的兩大話語系統及其歷史轉換》，第 16-17 頁。 
10 羅素：《西洋哲學史》，第 71 頁。 
11 羅素：《西洋哲學史》，第 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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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8：「人性沒有理解的力量，但神性有。」 

 

D79：「人和神比較顯得幼稚，就像一個男孩和一個男人比較。」 

 

D83：「最聰明的人的出現，相較於神，就像是一個猿猴，智慧、美麗和所

有事情都如此。」 

 

D102：「對神而言，所有的東西都是美麗、良好且正義的，但人類假定某些

東西是不正義，某些是正義的。」 

 

  根據 D78、D79、D83 和 D102 則斷簡殘篇，神被理解為智慧(wisdom)、成

熟(mature)、美麗(beautiful)、正義(just)等正面意涵，相較於人，更具有全知全能

全善的全面性。但筆者認為，Heraclitus 對神的讚揚，全然依附在與人類相較的

類比推演上，並不是純粹崇敬的神觀，而是意有所指的類推。因此，關於對神的

讚揚的斷簡殘篇，一方面可以佐證 Heraclitus 的有神論，另一方面或許指出了

Heraclitus 對於神與人的形上架構的地位順序。 

 

D92：「女巫用狂言譫語說出一些嚴肅、樸直無華的話語，因為神附了她的

體。」  

 

D93：「在奧爾菲神廟領導全體的神喻，既不明講也不隱藏，而是暗示。」 

 

  屏除了人與神在類比關係下的讚揚，第二種肯定 Heraclitus 為有神論者的觀

點，是 Heraclitus 對神喻的讚揚。D92 指出女巫的預言來自神的附體，而 D93 認

為神喻是種不顯不隱的暗示。在此，Heraclitus 不僅承認神存在，亦肯定神能夠

被人所理解，因為神與人之間具有語言溝通的可能性。因此，對神喻的讚揚的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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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殘篇，不僅一方面說明了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並指涉了神與人之間的語言訊

息，這暗示了 logos 的意義。 

  至於第三種支持 Heraclitus 是有神論者的根據，來自於 Heraclitus 主張「靈

魂不朽」與「靈魂輪迴」的假設。張秉民認為有神論者信奉靈魂不朽且靈魂輪迴

的觀點，是依據 Heraclitus 的物質循環論，證成 Heraclitus 是有神論者的立場12。

筆者認為這樣的證成是不充分的，原因一是因為 Heraclitus 的靈魂性質本身就備

受爭議，同一則關於物質循環的斷簡殘篇，具有兩極化的詮釋，以此支持

Heraclitus 靈魂毀滅的說法又較靈魂不朽更強而有力；原因二是因為並非所有有

神論者都會信奉靈魂不朽或靈魂輪迴，例如基督宗教的神觀，在人死後只有上天

堂與下地獄的兩種分歧道路，並沒有靈魂輪迴的觀念。 

  因此，在這三種立論下支持 Heraclitus 為有神論的根據，僅有對神與神喻的

讚揚，構成了較為可信的依據，除了對神的存在的肯定之外，並蘊含著形上地位

與訊息傳達與理解的可能性。然而，Heraclitus 除卻了對「神」的論述之外，亦

提及諸神之名，這讓 Heraclitus 的神觀又面臨到另一個問題，也就是，Heraclitus

的的「神」究竟是「一神論」、「多神論」或「泛神論」。 

 

第三節  Heraclitus 的一神論、多神論與泛神論的爭議 

 

1.  Heraclitus 的一神論與多神論觀點 

 

    Heraclitus 在斷簡殘篇中多次提及「神」，但此神的「一神論」的可能性，明

顯地藉由諸神之名，包括阿波羅(Apollo)、宙斯(Zeus)、酒神(Dionysus)、正義使

者(Furies)和時序女神(the Hour)，被明確地否決了，而提供了「多神論」的想像。 

 

                                                 
12 張秉民：〈赫拉克利特的泛神論思想〉，第 74-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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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3：「在奧爾菲神廟領導全體的神喻，既不明講也不隱藏，而是暗示。」 

 

D93 中的奧爾菲神廟所供奉的神祉即是太陽神──阿波羅。以火為核心概念

的 Heraclitus，倘若是一神論者，不禁讓人直接連結到太陽神阿波羅身上，因為

阿波羅身為「太陽」之神，又另有「戰爭」與「預言」之神的稱號，這與 Heraclitus

強調火日乾燥（阿波羅為太陽神），主張對立鬥爭（阿波羅為戰爭之神），風格隱

晦神喻（阿波羅為預言之神），有著呼應連貫的相和。有些學者將 D93 的阿波羅

視為宙斯傳達訊息的媒介，也就是「藉阿波羅之口，說宙斯之意。」這亦暗示了

宙斯的存在。 

 

D32：「聰明的人是孤獨的，他願意也不願意地被稱以宙斯之名」。 

 

D120：「白天和夜晚的限制是大熊星座，在大熊星座對面的是，清徹天空的

宙斯神的邊界記號。」 

 

Richard G. Geldard 指出宙斯被視為「光明意識」(Bright Consciousness)和「不

朽者中的控制力量」(the controlling power among the immortals)，代表「勢不可擋

的力量」(overwhelming energy)和「天賜的告誡」(heaven-sent warning)，用以維

持宇宙秩序13。 

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最常點出的神祇之名即為「宙斯」，這或許顯

示 Heraclitus 重視宙斯「動態雷電」的意義，更勝於阿波羅「靜態太陽」的意義。

希臘人普遍將宙斯的自然力看作是風、雲、雷、電、雨，尤其強調宙斯雷電的威

力，這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可以找到驗證。D11：「一切爬行者受神之擊打

而保護著14。」此處「擊打」指涉「閃電之雷擊」，也就是宙斯的武器，因此，

                                                 
13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45。 
14 Kathleem Freeman 將 D11 譯為：「每個家畜被弓驅趕到草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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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神也就意指著宙斯。D64：「雷霆駕馭著宇宙15。」雷霆作為宙斯的自然力

與武器的展現，得以駕馭掌控著整個宇宙。 

宙斯作為 Heraclitus 的神祇，可被看作動態之火與雷霆電擊的展現，具有創

生能力且得以駕馭萬事萬物，並「匯集了所有希臘神靈的特徵」。這顯示他並不

以傳統希臘神話的方式，即以各式各樣的人格神之性格解釋宇宙生成，而落入傳

統的神話神學的窠臼，反而，他以特獨的神觀解釋宇宙生成。 

更打破 Heraclitus 一神論的論點，在於酒神、正義使者和時序女神的提出，

這顯示除了阿波羅和宙斯之外，仍容許其他神祇的存在。 

 

D15：「如果不是為了酒神，他們舉行賽會和歌唱陽具頌歌，就是最無恥的

行為。可是地獄之神和酒神是一樣的，為了酒神，人們如醉如狂，舉行祭

賽。」 

 

D94：「太陽不會違反它的尺度，否則正義使者將會驅逐它離開。」 

 

D100：「（太陽主管季節變化）且時間（時序女神）帶來所有東西。」 

 

 

Heraclitus 的諸神之名，除了顯示他身為多神論者的可能性之外，其神祉皆

能與他的哲學理論有著密切的關聯。譬如，Heraclitus 在 D15 中點名「酒神」─

─戴奧尼索斯(Dionysus)，藉由祂同時身為「生之神」與「死之神」的雙重對立

性，說明了他矛盾對立的哲學理論。Heraclitus 在 D94 和 D100 中分別點名了「正

義使者」與「時序女神」，藉由祂規律性地尺度分寸，說明了 logos 的運行之道。 

因此，我們不但可以直接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找出阿波羅、宙斯、

酒神、正義使者和時序女神等神祇名稱，顯示了其神祉關於 Heraclitus 思想的說

                                                 
15 G. S. Kirk 將 D64 譯為：「火駕馭著宇宙。」因為他認為「雷電是永恆之火」(By thunderbolt he 
means eternal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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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及 Heraclitus 身為多神論者的可能。李咏吟也另從理論脈絡中去加強此說

法，她從信仰的歷史文化淵源探堪，得到「多神論在前，而一神論在後」的宗教

神學的形塑，其中多神論信仰顯示：「一種對自然力的崇拜，其神靈是由人們對

於自然力的比擬和抽象而形成，或者說是人們對於自然力的一種命名。」一神論

信仰則是：「一神論的產生超越自然之上，是一種抽象的超越思想表達，而不是

從自然本身中形成的16。」 

根據一神論的抽象超越性而言，Heraclitus 的一神論觀點更遭到徹底的否

決。而依據神觀型塑的時間先後，依據 Heraclitus 對火與雷霆等自然力的崇敬，

依據 Heraclitus 提及的諸神之名，Heraclitus 的多神論觀點得到更多的確立。 

 

2.  Heraclitus 的泛神論觀點 

 

Heraclitus 在斷簡殘篇中提及的諸神之名，暗示了他身為多神論者的可能

性，但這也引發了泛神論的聯想，張秉民即說：「Heraclitus 的泛神論是從傳統多

神論演變而來的17。」大部分研究者對 Heraclitus 都採以泛神論的詮釋觀點，因

為 Heraclitus 較少篇幅描述諸神之名，其諸神之名的作用在於點出吻合他哲學思

維的自然力，而非宗教上的多神信仰；反之，Heraclitus 較多篇幅描述著神的統

稱，包括前述論及 Heraclitus 對神與神喻讚揚，以及 D67 的泛神論指稱。D67 是

支持 Heraclitus 為泛神論者的最有力證據，因為它明確地指出神具有普遍廣泛的

存在性。 

 

D67：「神是白天和黑夜，寒冬和酷夏，戰爭和和平，飽足和饑荒。但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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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李咏吟：《原初智慧型態─希臘神學的兩大話語系統及其歷史轉換》，第 103 頁，引自書爾南：

《希臘思想的起源》，第 101 頁。 
17 張秉民：〈赫拉克利特的泛神論思想〉，第 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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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根據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證成他身為泛神論的可能，藉由同時代的

泛神論思想，似乎也可得到間接的佐證。因為「前蘇格拉底哲學家所代表的哲學

傾向，被賦予為唯物主義之名。不過，最初『自然』和『精神』對希臘人而言是

不分離的。希臘人把自然想像為有生命的，一切事物，陸地和海洋，山脈和河流，

樹木和叢林，都是充滿神性的東西，所有的物質都是生命的，甚至連石頭也不例

外，因為它們也會顯示一種力量18。」此處所指的「精神」，包括了「神祉」與

「靈魂」的雙重涵義，因為這兩者都意指了「讓萬事萬物活動的原理」，因此，

當時代普遍瀰漫著「泛神論」與「泛靈論」的想法，而這兩個概念幾乎是等同的。 

Thales 認為「水是宇宙始基19。」即開啟了「泛神論」的說法。因為 Thales

將水作為始基，一方面可能是出自於自然觀察，也就是 Aristotle 的設想：「也許

是由於觀察到萬物都以濕的東西為滋養料，而熱本身就是從濕氣裡產生，並靠潮

濕來維持的……也有可能是由於萬物的種子都有潮濕的本性，而水則是潮濕本性

的來源20。」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受到古代神話的影響，也就是 Barnes Jonathan 所

說：「最初對神的事情進行思考的人，對自然也是這樣看的，因為他們把奧克安

諾（海洋之神）和特提絲（海洋女神）當作是創造萬物的祖先，而且神靈們對著

起誓的見證也是水21。」 

水本身蘊含了泛神的意義，是因為 Homer 與 Hesiod 在神話詩篇中探討神明

來歷，認為擬人化神祉起源自海洋，而視水為諸神發祥地。Thales 同樣將水視為

萬物的發源，這隱晦地連結著水與神的關聯，此外，Thales 並更進一步地宣稱：

「萬事萬物中充滿神明22。」確立了他身為泛神論者的立場。研究者大致上都贊

                                                 
18 周淑惠：《赫拉克利特的宇宙變化觀》，第 1 頁。 
19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983b22。 
20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983b21-22 
21 Barnes Jonath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983b27-984a3. 
22 亞里斯多德：《論靈魂》，411a8-9：「有些思想家意謂著靈魂瀰漫於全宇宙之間，Thales 所持萬

物皆充塞著神的觀念，大約就是由此衍化的。」亞里斯多德：《物理學》，第一卷，第四章，第

187a 頁，D9：「靈魂是作為組成部分存在於全宇宙的，Thales 也許就是因此而得到萬物都充滿神

靈的這個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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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論點，第歐根尼‧拉爾修並對 Thales 有著簡要的記載說明：「水是普遍的本

原實體(primary substance)，世界是有生命的，充滿了神性(divinities)23。」 

然而，Thales 的神，並非宗教信仰上的人格神，而是樸素自然中的宇宙神，

因此，作為讓萬事萬物運行活動的普遍原理，必須將「動者」(mover)視之為「靈

魂」(psyche)。Thales 認為即使是磁石或琥珀等無生物也具有靈魂和生命24，靈魂

普遍存在於任何事物當中，其證明來自於「磁鐵有靈魂，正因為它能吸鐵25。」

因此，Thales 不僅是「泛神論者」，也可被視為「泛靈論者」。 

根據 Heraclitus 關於神的斷簡殘篇，以及當時普遍流行的泛神論與泛靈論的

思想氛圍，大部分的研究者都將 Heraclitus 的神觀視為泛神論。Felix M. Cleve 說

道：「Heraclitus 的神改變自身的一半進入所有事物中，世上沒有任何東西不是神

的轉化26。」Richard G. Geldard 亦說道：「自然對 Heraclitus 而言，是活的，充滿

了神，在它的本質和實在中轉換27。」皆確立了 Heraclitus 的泛神論的神觀立場。 

 

第四節   Heraclitus 的神學立場 

 

在上述的分析中，釐清了 Heraclitus 是位有神論者的立場，但身為理性神學

中的自然神學者，為無神論的概念提供了隱藏的可能性。Heraclitus 將神話神學

時期的人格神多神論，擴展成為自然物質的泛神論，於是，Heraclitus 意義底下

的「神」的意涵，成了必須研析的問題。 

  筆者將「神」的可能意指假設為三類，第一種是「神是火」，第二種是「神

是靈魂」，第三種則是「神是 logos」。 

  神是火的概念，在於 D67 指出：「神改變就像火一般。」而火作為本原與創

                                                 
23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第 17 頁， .27Ⅰ 。 
24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第 16 頁， .24Ⅰ ：「亞里斯多德和希波亞斯(Hippias)斷定，

他(Thales)甚至以磁石和琥珀為論據，認為無生物也有靈魂和生命。」 
25 亞里斯多德：《論靈魂》，405a1。 
26 Felix M. Cleve, The Giants of Pre-sophistic Greek Philosophy, p.57. 
27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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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萬物的動力，極為近似普遍對神的預設。然而，D30 卻也明確指出：「不是由

神，而是由火所創造。」這般選擇火而揚棄神的立論，確鑿地分化神與火的絕對

等同，而模糊地給予兩者相似的樣態，且更以「神像火」與「非神而是火」指出

火高於神的優越性。 

神是靈魂的概念，來自於「泛神論」與「泛靈論」的雷同，因為神與靈魂都

具有普遍存在性。但架起了神與靈的橋樑後，再度揚棄，因 Heraclitus 的靈魂概

念在爭議中主要持以物質的性質，並不帶有靈魂不朽或輪迴的神秘色彩，這顯然

與神的超越性不相符合。 

神與 logos 的概念，來自於 logos 具有規則原理的秩序性，這與神的掌控性

極為相似，而且 logos 的語言、智慧與採集置放等意義，與神的隱藏暗喻、至智

至善與廣佈展現有著相應的一致。但神作為信仰的存在，logos 作為理性的預設，

再度將兩者劃上界線。 

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有極多篇幅提及「神」這個詞彙，而此神有時

如火一般，有時如靈魂一般，又有時如同 logos 一般，相當混淆。因此，筆者將

神當作普遍存在的「宇宙神」，作為 Heraclitus 哲學建構的中樞媒介，藉由辯證

的途徑，將「神」貫穿「火」、「靈魂」與「logos」三概念，並又否定揚棄此貫

穿，企圖尋覓彼此說明的對立關係，最後得到「火」與「logos」的同一性。 

然而，在筆者設立「神」作為 Heraclitus 的哲學建構的中樞核心時，將會面

臨到合理與否的問題，古希臘貴以「理性」作為哲學發端，倘若退回到「神性」

的說明，是否會構成哲學思維的倒退呢？在 Glenn. W. Most 的解釋中，或許可為

此擔憂解套。 

Glenn. W. Most 認為我們傳統認定的「從神話到理性」(From Mythos to Logos)

的想法，其實是一種「樂觀的目的論計劃」(an optimistic teleological program)，

他反而提出「從理性到神話」(From Logos to Mythos)的轉向主張，並認為這樣的

轉向不僅是為了指出此主張是既「非樂觀」且「非目的論的」，也是為了指出它

的非「對稱整齊性」(symmetrical)，因為「從理性到神話的移動過程，被破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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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所標記，它未來的任務與目標是不清楚的，它提供的不僅是機會也是危險

28。」 

Glenn. W. Most 提出「從理性到神話」的主張，且認為此過程是破碎的，因

為他肯定西元前第六、七世紀是「從神話到理性」的發展，但在第十八世紀以降

的近代思想裡，卻是「從理性到神話」的發展29，他說道：「在希臘時代中，理

性的勝利並沒有擊敗神話30。」因此，在西方思維發展的系統中，「理性」與「神

話」始終具有勢均力敵的消長關係。 

在第十八世紀以前，神話如何被理解，完全建立在理性如何被認定的結構

上。神話無法使理性成為考慮的事項，僅有理性可以使神話被加以討論。一方面，

理性可以藉由降低神話的錯誤、說謊、逆天和僅是娛樂的地位來拒絕神話，另一

方面，僅管神話可以結合理性，但只能根據理性的規則。關於神話的說明，也就

是「類比解釋」(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總是開始於理性，並經由神話再回到

理性，無論如何並不會改變理性。理性具有教化意味的內容仍舊保持著類比解釋

的目的，而透過修辭學技巧，將神話特性進入理性概念之中31。 

  第十八世紀的啟蒙神話學者(Enlightenment mythologist)仍然根據類比傳統，

從神話源於「錯誤」或「真理」（真理被誤解而成為神話）的概念出發。其中，

Christian Gottlob Heyne 賦予類比解釋不同的觀點，Heyne 從兩方面的不同性推導

出歷史和哲學的神話的區別，一方面從崇拜神的神話史實說(Euhemeristic)，另一

方面從斯多葛(Stoic)物理的類比解釋。普遍學者認為神話建立於錯誤之上，而

Heyne 認為神話的錯誤並不是偶然且有待修正的錯誤，而是在人類歷史發展中特

殊且必然的階段（他並將此階段視為智慧的嬰兒時期），此外，在神話中可以被

聽見的聲音，不再顯示為屬於單獨聰明的人，而是整體人類，而神話外觀，不再

是遮掩理性訊息的「非生動的幻想劇」(a lusus ingenni)，而是表達關於世界的充

                                                 
28 Glenn W. Most, From Logos to Mythos, p.47. 
29 Glenn W. Most, From Logos to Mythos, p.31. 
30 Glenn W. Most, From Logos to Mythos, p.47. 
31 Glenn W. Most, From Logos to Mythos, p.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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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義陳述的「必要」(a necessitas)32。 

    自此，理性不再是永恆(timeless)、無限(spaceless)且普遍正確(universally 

valid)，而是有別於傳統的理性信念，是可以被修改的。理性不再被神話影響，

神話也不再被理性排除或佔用。藉由自我檢查(self-examination)和自我批判

(self-criticism)的過程，理性導向重新被認知的神話的新概念。 

    第十九世紀時的德國哲學家，大多使用神話去批判理性，如 Friedrich 

Nietzsche、Ernst Cassirer、Martin Heidegger、Horkheimer 和 Adorno 等人，至

Schelling、Hölderlin 和 Hegel 合著了 Oldest Systematic Program of German 

Idealism，始稱之以「新神話學」(a new mythology)和「理性的神話時代」(a 

mythology this time of reason)，這是為了確保理性和科學的傳統形式可以轉化為

美學(art)33。Schelling 即指出：「在哲學裡的概念(the ideas in philosophy)和在美學

裡的神(the gods in art)是同一的34。」 

    在 Glenn W. Most 的脈絡分析中，顯見人類哲學思維的形塑，並非揚棄神話、

邁入理性，此般地截然兩分，儘管哲學家初始嘗試從理性探詢事物的真理本質，

但到近代過於強調抽象觀念與精神，反而又倒回到神話的假設中。 

因此，一方面基於 Heraclitus 位於神學與哲學的文化歷史的過渡時期，仍舊

帶有著神學思維的語言，另一方面根據於神學神話其實始終深刻地影響著西方思

維，儘管近至當代仍舊擺脫不掉神的思考型態。據此，筆者採以 Heraclitus「泛

神論」的神學立場作為論述的核心起點，應是個合理的假設。 

 

                                                 
32 Glenn W. Most, From Logos to Mythos, p.36-38. 
33 Glenn W. Most, From Logos to Mythos, p.40-43. 
34 Glenn W. Most, From Logos to Mythos, p.43.引自 Schelling 的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18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