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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火」的第一種意義：arche 
 

從「神」這一詞彙佔據了 Heraclitus 的大部分斷簡殘篇的篇幅中，得以顯見

在 Heraclitus 的哲學體系裡，「神」扮演著核心的關鍵，藉由 Heraclitus 不斷反覆

地在斷簡殘篇中提及「神」，並與其他核心概念，包括「火」、「靈魂」與「logos」

等並論，「神」成為理解 Heraclitus 哲學的重要佐證。 

在第二章探析了 Heraclitus 的神學立場之後，確立了 Heraclitus 的神觀，「神」

位居 Heraclitus 的哲學架構的中樞地位，扮演著通達萬物的宇宙神，這更強化了

「神」與「火」、「靈魂」、「logos」等概念連結的穩固性。 

因此，在第三章中，首先要說明的是「神」與「火」、「靈魂」的連結性，藉

由「神＝火」與「神＝靈魂」，達到「火＝靈魂」的概念，而這樣的概念說明了

Heraclitus 著名理論──「火是宇宙始基」。筆者重新建構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

的內在連結性，是為了想藉此建構起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確認它的邏輯論述

性，而不只是晦澀且獨斷的章句。 

 

第一節 「神」與「火」、「靈魂」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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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0：「這個萬物自同的秩序性宇宙，既不是任何神，也不是任何人所創造

的，它過去是、現在是、將來也是一團永恆的活生生的火，按照一定的分

寸燃燒，按照一定分寸熄滅。」 

 

D67 說道：「神改變就像火一般。」點出「神」與「火」的緊密關係，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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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設 Heraclitus 嘗試以當時代人們對「神」的理解，轉化成為對「火」的理

解，為了以「火」取代「神」的意義與地位。這樣的假設在 D30 似乎可以得到

驗證，因為 Heraclitus 在 D67 指出了「神」與「火」的類比關係後，卻又在 D30

否認了兩者的相等，這或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衝突，但也可將此看作，Heraclitus

企圖在此類比關係中區分兩者的微妙差異。因此，在 D67 中的區分作用，也可

澄清儘管 Heraclitus 以極多的篇幅論述著神，但卻不是一種哲學往神學的倒退，

因為他最終以宇宙自然的「火」取代了宗教信仰的「神」，以此確立他「自然神

學」的立場。 

D67 除了說明了「神＝火」的類比關係，亦可說明「神＝靈魂」的關聯。

D67 說道：「神是白天和黑夜，寒冬和酷夏，戰爭和和平，飽足和饑荒。」點出

Heraclitus 的「泛神論」，藉助當時代「泛神論」與「泛靈論」的等同概念，即可

得出「神」與「靈魂」的緊密關係1。 

因此，透過 D67 得到了「神＝火」與「神＝靈魂」的關係連接，不禁推測

起「火＝靈魂」的可能假設，而此假設可在 D31 與 D3 找到類比等同的意義。 

 

D31：「火的變化是：首先變成海，海的一半成為土，另一半成為旋風…土

散成為海，並以先前海變成土時的同樣比例為尺度。」 

 

D36：「對於靈魂來說，死就是變成水，對於水來說，死就是變成土。然而

水是從土來，靈魂是從水而來的。」 

 

在「神＝火」且「神＝靈魂」，以至於「火＝靈魂」的架構中，企圖建立起

「火」的第一種意義，也就是「始基本質」，即「arche」。然而，研究者對 Heraclitus

的「靈魂」具有歧異的詮釋，因此，必須先確認 Heraclitus 的靈魂意涵，才可確

                                                 
1 可參見本論文第二章第三節，有關「泛神論」與「泛靈論」的相關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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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火的哲學意義。 

 

第二節 從「靈魂」確立「火」的「arche」意義 

 

為了確立 Heraclitus 的「火是始基」的哲學理論，必須先確立「靈魂是火」，

其「靈魂」含括「火」之中，即是含括在「始基」之中。但關於 Heraclitus 的「靈

魂」，研究者分別持有不同的詮釋角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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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有些研究者

將 Heraclitus 的靈魂觀與其自然哲學概念連結，認為具有「毀朽消滅的物質性」

特質，在靈魂概念的爭議分歧中，後者主張靈魂為物質元素的概念較獲得大部分

研究者的認可，但此主張又會再度面臨到此物質元素究竟是「一元論」或者「多

元論」的爭論。 

 

1.  Heraclitus 的「不朽輪迴精神性」的靈魂詮釋 

 

將 Heraclitus 的靈魂視為不朽與輪迴的概念，主要來自於 Pythagoras 的影響。

關於 Pythagoras 靈魂觀的簡述，根據第歐根尼．拉爾修的記載說道：「傳說認為

Pythagoras 是第一個發現靈魂輪迴的人，他宣稱靈魂依照命運的規定，從一個生

物體中轉移到另一個生物體中2。」而且「這種不斷輪迴必須直到罪過被贖回為

止3。」Pythagoras 的靈魂概念被認為是不朽且輪迴，是因為有關他的斷簡殘篇寫

道：「Pythagoras 在經過一條正遭痛擊的小狗旁時，滿懷憐憫說了這樣一些悲痛

的話：『住手！不要打了！他也是朋友，是人的靈魂，當我聽到牠的吠叫時，我

                                                 
2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 .14ⅤⅢ -17。 
3 Malcolm Schofield,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Psychology, p.25:”…until its sins are 
exp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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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理解了他！』4」 

Heraclitus 與 Pythagoras 的靈魂觀易被研究者連結在一起，筆者認為是基於

以下三個原因。第一，兩人生存年代的相近，Heraclitus 的生平約是西元前 544-

前 483 年，Pythagoras 約是西元前 570-前 490 年，兩人的生平年間相近，且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也曾多次提及 Pythagoras，代表兩人的生平時間是有重疊

的。第二，兩人皆提出「火」、「氣」、「水」和「土」之四元素的相互轉化，Heraclitus

在 D31 和 D76 簡要明確地指出元素間的轉化關係，Pythagoras 則認為「可感物

體的元素有四，即水、火、土、氣，這些元素以個種方式相互轉化，它們結合在

一起就產生出有生命、有智性和球形的宇宙，且以大地為中心5。」第三，兩人

皆對太陽與熱予以肯定，Heraclitus 主張火是始基，太陽是火之象徵，而熱是火

之性質，而 Pythagoras 提出「熱元素」的重要性：「太陽、月亮和其他星晨都是

神靈，因為在其中佔統治地位的是熱元素，熱元素就是生命之源6。」另外還提

出「中心火團7」的見解。 

然而，這就足以代表 Heraclitus 的靈魂概念必須與 Pythagoras 的靈魂連結相

關嗎？儘管兩人之間有著諸多的相近，但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也明顯地對

Pythagoras 有著強烈的攻擊。例如，Heraclitus 視 Pythagoras 為「博學強記的偽智

慧8」，且對 Pythagoras 認為的「狗具有朋友靈魂」作了間接嘲諷。 

因此，以 Heraclitus 與 Pythagoras 兩人思想上的部份雷同關係，去推導

                                                 
4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 .36ⅤⅢ -38。 
5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 .25ⅤⅢ -27。此處記載 Pythagoras 則認為萬物的原則是「單

子」(monad)或「單元」(unit)，從中產生「對」(dyad)或「兩」(two)，作為單子的物質基質，再

從其中產生「數」，從數產生「點」，從點產生「線」，從線產生「平面」，從平面產生「立體」，

從立體產生「可感物體」，此「可感物體」即是「水」、「火」、「土」、「氣」。 
6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 .27ⅤⅢ -29。筆者補釋，Pythagoras 將太陽、月亮和其他

星晨都視為具有熱元素的能量，但赫氏並不認為月亮和其他星晨具有與太陽等同的地位，太陽是

與黑夜相等，而非其它發光體星球。 
7 范明生的《蘇格拉底及其先期哲學家》，提出 Pythagoras 有「中心火團的」見解，第 88 頁。 
8 有兩則斷簡殘篇皆提及 Pythagoras 的博學強記並非智慧，D40 與 D129。D40：「博學並不能使

人智慧，否則它就已經使 Hesiod、Pythagoras、Xenophanes、Hecataeus 智慧了。」D129 在《古

希臘羅馬哲學資料選輯》中，被列為疑偽的殘篇，但其表達意思類同：「Mensarchus 的兒子，

Pythagoras，是在所有人中間最用功研究學問的，當他挑選這些著作後，他便從其中得出一種自

己的智慧：博學強記，矯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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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clitus 的靈魂性質是不妥切的，因為 Heraclitus 有更強而有力的斷簡殘篇去否

認 Pythagoras 的思想，又以 D97：「狗對牠們不認識的人咆叫9。」對 Pythagoras

的「狗具有朋友的靈魂」作暗示性的否認。 

既然 Pythagoras 的靈魂概念無法連結至 Heraclitus，筆者回歸到 Heraclitus 的

斷簡殘篇，檢視文本之中是否透顯著不朽與輪迴的端倪，發現其中有兩類型的殘

篇顯示了這樣的可能性。 

 

D36：「對於靈魂來說，死就是變成水，對於水來說，死就是變成土。然而

水是從土來，靈魂是從水而來的。」 

 

第一類型的斷簡殘篇是關於 Heraclitus 循環的殘篇，D36 指出靈魂的循環，

D31 與 D76 指出火的循環，將兩者並列看待，便可得到靈魂是火的類比關係，

既然靈魂如火般開始而又復歸於火，自然如永恆之火般延綿不絕。Jonathan 

Barnes、Charle Kahn、G. S. Kirk 等人，都抱持著靈魂不朽且輪迴的觀點，認為「靈

魂具有無限延續存在10」。 

然而，Heraclitus 的靈魂循環篇章，是個矛盾的雙向刃，造成兩種對立的詮

釋角度。一種是上述的靈魂輪迴，也就是認為「靈魂是抽象精神，是永恆不朽，

因此會經歷輪迴循環而得到重生。」另一種則是靈魂毀滅，認為「靈魂是物質，

如同物質般的方式進行循環變化，如物質般會被毀滅，也如同物質般得以新生。」

因此，這則斷簡殘篇彷彿說明了靈魂不朽，卻也弔詭地成為靈魂毀朽的證據說明。 

因此，再循序探察第二種支持論點，也就是從英雄的靈魂出發。 

 

D63：「（他還說到肉體的復活，說到我們誕生於其中的那種塵世的可見的身

體的復活，並且認為是神促成了這種復活。他的話是這樣說的：）在那個

                                                 
9 D97：「狗對牠們不認識的人咆叫。」《古希臘羅馬哲學資料選輯》將「咆叫」譯為「咬」。 
10 Malcolm Schofield,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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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者面前，他們（英雄）升天了，變成了活人和死人的警醒的守護著。（他

還說，有一個世界和世間一切事物的審判，是通過火以下列方式進行的。）」 

 

依據 Heraclitus 所言，靈魂死後會變成水，但他卻又指出英雄升天而變成守

護者。針對此則斷簡殘篇，Merril Ring 認為並不是所有的靈魂都會變成水而死

去，像英雄的靈魂就不會，Merril Ring 將英雄解釋為「倫理而正直的靈魂」，指

出「倫理而正直的靈魂並不會轉化成其他元素，而會以火的狀態持續存在11。」

Fink 將英雄視為「不朽的神」與「會朽的人」之間的中介者(intermediate beings)，

英雄生於會朽，但具有一半的神性，因此會被提升成為不朽12。筆者認為，對

Heraclitus 而言，英雄的靈魂除了「倫理而正直」之外，「戰場上的榮耀13」與「教

育14」也是成為英雄的方式。 

英雄靈魂的不朽性是否使 Heraclitus 的靈魂觀成為不朽且輪迴的呢？Merril 

Ring 肯定英雄靈魂不朽性，但卻否認了靈魂不朽且輪迴的概念。他根據靈魂為

「psyché」，將火與水視為「psyché-stuff」（靈魂物質），他認為一般人的靈魂本

質是火，靈魂會逐漸潮濕，當一般人們死去後，靈魂本質轉而為水；英雄的靈魂

本質同樣是火，但因正直而持續維持乾燥。因此，當英雄死去時，他的靈魂本質

仍舊得以維持為火，因為靈魂本質以火的樣態的持續存在，所以稱之為不朽。

Merri Ring 認為這並非意指靈魂不朽，因為這只是將靈魂回收，進入本來的靈魂

本質狀態，在靈魂本質狀態中，會解開形成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的私自、

獨特、氣質的靈魂特性15。因此，這意指著靈魂本質的火的不朽，而非個體靈魂

                                                 
11 Merril Ring, Beginning with the Pre-Scoratic, p.79. 
12 Martin Heidegger and Eugen Fink, Heraclitus Seminar,p.98. 
13 Heraclitus 多次提及戰場與榮耀的至高價值。在戰場中可以獲得榮耀與崇敬，可參見 D40 與

D136。D40：「神和人都崇敬戰爭中陣亡的人。」而被視為疑偽的殘篇 D136：「戰死的靈魂比染

疫而亡的靈魂更純潔。」。而 D29 與 D132 則說明榮耀名譽的價值。D29：「最優秀的人寧願取一

件東西而不要其他的一切，就是：寧取永恆的光榮而不要變滅的事物。」同樣被視為疑偽的殘篇

D132：「頌揚使神靈和人們俯首帖耳。」 
14 疑偽的殘篇 D134：「對受教育的人而言，教育是另一個太陽。」這顯示教育具有太陽的象徵

意義，可以使靈魂乾燥而不潮濕。 
15 Merril Ring, Beginning with the Pre-Socratic,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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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魂

水 

泥土 

水 

火

海水

泥土(50%) 

海水 

旋風(50%) 

的不朽。 

    由於，Pythagoras 的靈魂不朽且輪迴的主張並不影響 Heraclitus 思想，且

Heraclitus 的循環觀與英雄不朽的論點，也找不到充分的證據證明靈魂不朽。因

此，Heraclitus 的靈魂毀朽的觀點更顯可能。 

 

2.  Heraclitus 的「毀朽消滅物質性」的靈魂詮釋 

     

    大部份的研究者對 Heraclitus 的靈魂觀，都採取物質性的毀朽消滅的立場，

例如 Martha Nussbaum 就認為：「Heraclitus 的靈魂論承認死亡是必然的，並否認

死後的殘存16。」主張此看法的哲學家們大多將 Heraclitus 的「火」與「靈魂」

看成一種類比關係，說明兩者的根據，來自循環篇章以及靈魂的乾燥特性。 

 

D31：「火的變化是：首先變成海，海的一半成為土，另一半成為旋風…土

散成為海，並以先前海變成土時的同樣比例為尺度。」 

 

D36：「對於靈魂來說，死就是變成水，對於水來說，死就是變成土。然而

水是從土來，靈魂是從水而來的。」 

 

 

 

 

 

 

 

                                                 
16 Malcolm Schofield,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Psychology,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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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D31 與 D36 的類比圖，在「海水：水」、「泥土與旋風：泥土」和「火：

靈魂」的三個項目中，可以得到「火是靈魂」且「靈魂是火」的類比關係。「靈

魂」與「火」的類比，可從兩方面說明：第一種是靈魂的乾燥性質，第二種是靈

魂與火的共同對立物──水。 

D117：「當一個人的靈魂潮溼時，就像他喝醉被一個小男孩帶領，踉蹌而行，

不知走向哪裡。」且 D118：「乾的靈魂是最聰明最好的。」這兩則斷簡殘篇都在

說明靈魂似火般的乾燥性質。Heraclitus 強調靈魂如火般地乾燥是明智，如水般

潮溼則是暈庸，因此，靈魂的本質是火。 

此外，筆者認為 D134：「對受教育的人而言，教育是另一個太陽。」也說明

了靈魂的乾燥性質，因為 Heraclitus 不但肯定了教育的意義，並由於他將教育比

擬為太陽，顯示了可令潮溼的靈魂轉而為乾的可能性。 

水作為火的對立性，也就是靈魂的對立性，水作為火與靈魂共同的對立物，

顯示兩者的類比關係。D12：「靈魂從潮濕中蒸發出來。」就是靈魂生於水的說

明。因此，靈魂如同火般，死於水，也生於水。 

Merril Ring 根據 D96：「死屍像糞便應該被拋棄17。」推導出「身體會透過

變化循環持續存在」，再根據 D90 的靈魂循環，得到「靈魂包含在物質變化系統

中(the system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s)」。Merril Ring 認為既然靈魂包含在身體

的物質變化循環系統中，那麼靈魂同樣具有物質的特質，隨之生成變化。 

Marcovich 則用生理學的角度去詮釋，認為 Heraclitus 有關靈魂循環的斷簡

殘篇，是意指：「在活生生人類有機體中，正常持續且規律的生理過程，而不是

指在生理死去後的靈魂命運。」Marcovich 將其看作生理的消化吸收過程18。 

許多後世哲學家根據 Heraclitus 有關物質循環的斷簡殘篇，指涉靈魂為物質

的可能性，T. M. Robinson 則從有關 logos 的斷簡殘篇進行說明。T. M. Robinson

                                                 
17 《古希臘羅馬哲學資料選輯》將 D96 譯為：「死屍『比』糞便更應該被拋棄。」 
18 Malcolm Schofield,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Psychology, 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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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D45 與 D115 看作兩則相互說明的概念19，藉由 logos 具有「尺度」與「比例」

的意義，認為：「靈魂像它所居住其中的身體一樣，在生長，而且同樣像身體一

樣，是按比例地、有節奏地，而不是隨意地生長20。」並指出「這裡的靈魂概念

很顯然是物理主義的(physicalist)。」 

靈魂的本質是火，且如同物質循環般變化著，會毀朽消滅，也會嶄新重生，

這樣的觀點在上述中得到了證成。然而，Heraclitus 有關循環的斷簡殘篇，不但

引起了靈魂不朽輪迴與毀朽消滅之爭，也引發了靈魂一元論與多元論之爭。因為

既然靈魂是火，且會轉變為水、氣、土元素，那麼就可以把此循環看作是：「靈

魂是火」、「靈魂是水」、「靈魂是氣」且「靈魂是土」的循環，如此一來，靈魂的

本質究竟是單一的火元素？或者多元的四元素呢？ 

許多研究者都將 Heraclitus 的靈魂本質看作是「氣」，這種詮釋論點佔有堅

固的立場，最主要來自於 Homer 的影響力。Malcolm Schofield 認為 Homer 代表

西元前五、六世紀的文化氛圍，Heraclitus 有許多斷簡殘篇都奠基在 Homer 之上，

因此必須先探究 Homer 的靈魂概念21。 

Homer 說道：「一個人生命氣息離開的時候，稱之為靈魂。」他將「靈魂」

視之為「氣」。Anaximenes 也認為一切的始基是「氣」。因此，氣作為靈魂本質

在文化思想方面起了相當作用的影響。 

然而，Malcolm Schofield 從 Homer 與 Heraclitus 對靈魂抱持的不同態度，去

顯示兩人的不相同。第一，Homer「描述靈魂只在『消極的內容』(negative contexts)

中，它的功能只在犯錯的時候被注意到。」因為靈魂在氣息離開時才被注意到，

英雄必須在戰場上為靈魂奮戰才具有意義，但這與 Thales 以降，將靈魂視為積

極的移動者(mover)，且具有理性與認知等能力是不同的。第二，Homer 認為「靈

魂是中心官能的任何感覺的缺席」，Homer 用不同功能與位置區分器官的數目，

                                                 
19 D45：「靈魂的邊界，無論你走遍所有的道路，也是找不到的，它的 logos 是那麼深。」、D115：

「靈魂有它自己的 logos，它自行增長。」 
20 羅賓森：《赫拉克利特著作殘篇》，第 238-239 頁。 
21 Malcolm Schofield, 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Psychology,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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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沒有將靈魂視為中心控制官能(the central governing faculty)，然而，Heraclitus

認為喝醉的人，靈魂潮溼而失去知覺，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因此，靈魂具有控

制身體不同官能的中樞地位。這樣的差異，讓 Heraclitus 的靈魂性質是否為氣，

是否受到 Homer 與 Anaximenes 的影響而延續其思想，有了懷疑的可能空間。 

縱然如此，筆者嘗試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找到與氣相呼應的地方。 

 

D7：「如果一切事物都變成了煙，鼻孔就會把它們分辨出來。」 

 

D98：「靈魂在冥府裡具有嗅覺。」 

 

倘若「煙」是氣的表現形式，「鼻孔」是氣的覺察器官，「嗅覺」是氣的認知

官能，那麼，「煙」、「鼻孔」與「嗅覺」構成了靈魂本質是氣的可能。而氣與呼

吸作用掌控生命延續的關鍵，更是強化此論點的充份證據。 

因此，許多研究者們將 Heraclitus 的靈魂概念視為「火氣」，既具有「火」

的始基性，又具有「氣」的必需性。在此，「火氣」應被視為某種單一元素，抑

或複合的多元素呢？ 

此外，也有研究者將 Heraclitus 的靈魂概念視為「火水」，把靈魂看成「火」

與「水」的組成，例如羅素他就認為「靈魂是火和水的混合物，火是高貴而水是

卑賤22。」也有研究者把「火」看作靈魂，把「水」看作是身體的成份，例如薛

保綸認為：「Heraclitus 主張人也是由兩種相對因素形成的。此二因素：一是純粹

的火，一是低級元素。純粹火及是靈魂，它是人的生活原理。人的肉體是水和土

作成的23。」 

在筆者看來，Malcolm Schofield 提出 Homer 靈魂的被動消極性來區別與

Heraclitus 的不同，只能分辨其靈魂概念的功能性差異，並無法解決「靈魂是氣」

                                                 
22 羅素：《西方哲學史》，第 69 頁。 
23 薛保綸：《希臘哲學史》，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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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論爭議，靈魂被擴充為「火氣」更陷入膠著的困境。但從 Heidegger 的現

象學立場詮釋，或許能解決靈魂究竟是火、氣，抑或火氣的難題。 

Heidegger 同意 Heraclitus 將靈魂本質視為火的概念，認為「火」的意義在現

象學角度作為「光」的意涵，而「火的缺席」，也就是「光的缺席」──除了「夜

晚」還有「煙」，Heidegger 指出：「煙是從火中派生出的某物，是火的陰影。」

他將「煙」看作「火的陰影」(the shadow of fire)或「陽光的缺席」(the shadow of 

sun)，是一種遮蔽24。Heidegger 將 Heraclitus 事物本原理解為「火」，並以「光與

視覺的關係」來認知，而不是將事物本原理解為「氣」，以「煙和嗅覺的關係」

來認知，他將「light」與「smoke」指向了「fire」與「the shadow of fire」，顯示

在現象學中，前者使事物區別，而後者遮蓋事物的區別。筆者認為，就 Heidegger

而言，「煙」不再與「鼻孔」或「嗅覺」相連結，不再視為「氣」的展現，而是

火的缺乏，靈魂的本質仍舊得以維持火的意義。 

 

第三節 火是 arche 

 

    從「神＝火」與「神＝靈魂」中，得到「靈魂＝火」，確立了「火是始基」

的意義，這是 Heraclitus 的第一層火的意義。Heraclitus 提出「火」作為他哲學思

想的核心概念，具有雙重性意義，既是「始基」，也是「變化」。此節將說明 Heraclitus

何以將火視為始基的相關論述。 

火的概念自 Homer 與 Hesiod 的神話神學體系起，就賦予火以人格神的型

態，古希臘神話中的火神為赫斐斯托斯(Hephaestus)，是宙斯與希拉的兒子，他

具有醜陋的外貌與跛瘸的體態，但有著精湛的鑄制工藝技巧，儼然是個人格化的

神祉，其火的概念主要與「火山25」相連結。 

Heraclitus 提出火的概念，但擺脫了神話神學思維的人格神型態，也擺脫了

                                                 
24 Martin Heidegger and Eugen Fink, Heraclitus Seminar, p.30. 
25 「火山」一詞，即源自於火神赫斐斯托斯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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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中充滿怨恨醜陋的負面形象，而給予火較高的地位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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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D30，神的首要與創生概念，被火所取代，火扮演了神的角色與地位，

但這並不意味著 Heraclitus 是個無神論者，畢竟在他的斷簡殘篇中多次提及神這

個詞彙。Heraclitus 普遍被視為「泛神論者」，但因為火的存在，正確而言，應被

視為「物理的泛神論26」。Richard G. Geldard 同樣指出：「自然(nature)對 Heraclitus

而言是活的，充滿了神，在它的本質和實在中轉換27。」 

「火」之所以可以取代「神」，作為宇宙萬物的始基，必然具有「最初始」

與「最廣泛」的終極特性，而這樣的特點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可探見端倪。

D31 和 D76 表明了「火死變氣，氣死變水，水死變土，而土死又再度變回火」

的概念，因此，火具有時間上的創生的最初性，火是始基之「始」。D90 表明了

「一切事物換成火，火也換成一切事物。」在此，彰顯火具有空間上的廣佈性，

火是始基之「基」。 

然而，Heraclitus 將火視為始基，在科學證據上是明顯錯誤的，因為在現實

層面中，火必須同時具備三種要素，包括：可燃物、助燃物以及溫度，才能構成

火。因此，研究者又該如何解釋 Heraclitus 的火在哲學意涵上設立的無誤呢？ 

Richard G. Geldard 認為 Heraclitus 的火，要從太陽開始，因為根據 D3：「太

陽的尺度是人類腳步的範圍。」似乎意味著：「火的轉變力量在太陽下顯露，太

陽的火開始了所有的生命28。」 

                                                 
26 羅斑：《希臘思想和科學精神的起源》，第 77 頁。他稱赫拉克利特的泛神論是一種「物理的泛

神論」。 
27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74. 
28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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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陽」的角度解釋「火」的始基地位，似乎夾有著太陽神的神性意義，

這與筆者假設 Heraclitus 以「神」來說明「自然」，也就是以「太陽（神）」來說

明「火」，有著不謀而合的呼應。Heidegger 也嘗試從「光」與「太陽」來說明火

的意義，但他採以現象學立場出發。 

  Heidegger 在《存在與時間》中對「現象學」一詞，作了字義上的詮釋，他

說：「現象學(Phänomenologie)這個詞有兩個組成部分：現象和 logos，二者都可

以上溯到希臘術語：Φαινόμενον（顯現者）和 λόγος（logos）29。」其中，Φαινόμενον

作為名詞的「顯現者」之意，來自於動詞 Φαίνεσθαι 的「顯示自身」，兩者字根 Φα

意指：「光、明，即某某能公開於其中的東西，某某能在其中就其本身顯而易見

的東西。」因此，總括而言，「現象」的意義確定為：「就其自身顯示自身者。」 

從現象學的角度而言，Heidegger 將現象之火區分為兩種不同意義的火的概

念。第一種火的意義，從時間角度立論，意指：「光」(light)。火之所以為最首要

的存在，在於光使萬事萬物變成可見，萬事萬物必須透過光才得以呈顯(come 

forth to apperance)，而其成為聚集在一起的表象30。 

第二種火的意義，從空間角度立論，意指：「太陽日光」(sun, sun-light)，因

為萬事萬物都在太陽的籠罩範圍之下。根據 D90：「一切事物都換成火，火也換

成一切事物。」Heidegger 將此處的火解釋為太陽日光，認為一切事物都在火（太

陽日光）的籠罩下，所以萬物與火之間有交換作用。Heidegger 將光的整體世界

等同於萬事萬物，並視太陽日光是沒有界線的31。 

筆者認為 Heraclitus 的 D101a：「眼睛是比耳朵更可靠的見證。」彷彿巧妙地

呼應著 Heidegger 將火視為使事物呈顯的光之釋義，因與光接觸而能夠察覺事物

存在的感覺官能，非「眼睛」莫屬了。 

正如同 Heidegger 對「現象」一詞的釋譯，Φα 作為字根具有「光明」之意。

Heraclitus 的火在 Heidegger 的詮釋之下，火作為現象，除了身為使萬事萬物得以

                                                 
29 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第 39 頁。 
30 Martin Heidegger and Eugen Fink, Heraclitus Seminar, p.46.  
31 Martin Heidegger and Eugen Fink, Heraclitus Seminar, p.41:”We have no boundary to day-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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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而呈顯的光的預先存在之外，火的普遍廣泛性如同太陽日光的全然籠罩。

Heidegger 從時間與空間兩種意義層面去說明火的最初性與必然性。 

Heraclitus 作為哲學史開端的自然哲學家，以觀察的角度建構宇宙組成，後

世研究者一方面從觀察的「視覺立場」去說明 Heraclitus 的火的合理性，因為視

覺需要光或太陽般的火存在，因此，火作為宇宙始基。此外，後世研究者另一方

面從觀察的「物理角度」去說明 Heraclitus 的火的合理性，Richard G. Geldard 指

出「Heraclitus 擁有火、水蒸氣、融化物質和物理交換的經驗，這給它提供火作

為創造和毀滅的象徵32。」Daniel W. Graham 更進一步從物理學的舉證實例說明，

在同樣的分子結構中，會因為熱和壓力而形成不同的物質，譬如：同樣的分子結

構 H2O，在 0 c∘ 時是冰，在 0 c─100 c∘ ∘ 時是水，在 100 c∘ 時是水蒸氣33。由

此可知，Heraclitus 已能區別「現象改變」和「非現象持續性」。 

同樣從物理的觀察角度出發，Richard G. Geldard 提出生命熱量之火的可能，

從生活中維持生命的食物熱能去端視，他指出「火的轉換，在食物的能量燃燒形

式中，卡路里被轉換成思想和創造能量，見解和覺察被轉換成在概念上的改變

34。」這與 Marcovich 把 Heraclitus 的循環轉化觀點，看作生理的消化吸收過程，

兩者是相似的。 

除卻了自然物理的火的概念，也有研究者認為 Heraclitus 的火，並非經驗消

滅的實體火，而是形式永恆的抽象火。Joel Wilcox 認為火對赫拉克利而言具有雙

重意義，一方面是「物質世界的組成物」(a constituent of the physical world)，另

一方面是「秩序的立足」(stands for the order)。前者是「物質觀點」(a material 

aspect )，被視為「物質火」(elemental fire)；後者是「形式觀點」(a formal aspect)，

被視為「宇宙火」(cosmic fire)。Seligman、G. S. Kirk 和 Raven 都採用「物質火」

與「宇宙火」的區別35。 

                                                 
32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63. 
33 Daniel W. Graham, Heraclitus’ Criticism of Ionian Philosopher, p.15. 
34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68. 
35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thought, p.34-.Seligman 將物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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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W. K. C. Guthrie 將火看作五種意義，分別是「始基」(arche)、「自然

之根本」(the one underlying physis)、「Aristotle 的第一因」(first cause)、「抽象象

徵」(abstract symbol)、「表達物質的最高純粹形式」(the highest and purest form of 

matter)、「靈魂和心靈的傳播媒介」(the vehicle for soul and mind)以及「logos 的

物質觀點」36。G. S. Bowe 則將 Heraclitus 的火視為三重意義，第一種是「全部所

有」(all)；第二種是神性的宇宙(the divine cosmos)，也就是秩序(order)；第三種

則是「靈魂」(soul) 37。 

由上述可知，火被公認為是 Heraclitus 的始基，研究者幾乎均持一致的看法，

此認肯最早來自於統整古希臘哲學的亞理斯多德在《物理學》的記載，他說道：

「Heraclitus 說萬物在一定的時刻都變成火38。」而保存許多希臘哲學家的生平和

著作的第歐根尼‧拉爾修在《名哲言行錄》也對 Heraclitus 思想有簡扼的論述：

「萬物由火構成，並復歸於火；命運生成萬物，存在的事物由對立之流的衝突而

變得和諧；且萬物充滿靈魂和神性39。」直到近代研究者對 Heraclitus 的火作了

更多元且廣泛的意義詮釋，火是 Heraclitus 始基的立場不但屹立不搖，且逐漸分

化為兩種論述，一種是萬物的本原性，也就是本章節討論的第一種火的意義，另

一種則是萬物的變化性與秩序性，也就是下章節將要討論的第二種火的意義。 

 

 

 

 

 

 

                                                                                                                                            
(elemental fire)視為(the basic stuff of the world)，將宇宙火(cosmic fire)視為(the order of the 
world)；G. S. Kirk 和 Raven 將物質火視為(ordinary fire)，將宇宙火視為(aitherial fire)。  
36 Ｗ.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431-432. 
37 Patricia F. , Meet the Philosophers of Ancient Greece, p.64. 
38 亞里斯多德，《物理學》，第三卷第五章，205a。 
39 第歐根尼‧拉爾修，《名哲言行錄》，第 55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