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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斯多德與希臘科學 
 

 
亞歷斯多德 (Aristoteles) 

 

第一節 歷史背景 

亞歷斯多德，於公元前三百八十四年，生在雅典北方約二百英里馬其頓境內之

斯達加拉 (Stagira) 城。他的父親是亞歷山大的祖父馬其頓王亞民達斯 

(Amyntas )的朋友及醫生。亞氏本身似乎也當過阿斯格爾比亞 (Asclepiads )醫師

公會之會員。他在醫藥氣味裡長成，正如後世許多哲學家在宗教氣氛中長大。

如此他享有充分的機會與刺激來培養他的科學氣質。他可說是從呱呱墮地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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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準備成為科學的創始者了。 

 

關於亞氏的少年時代各說不一。有說他是個紈袴子弟，蕩盡家產後，為免飢餓

而從軍。後來回到斯達加拉行醫，三十歲時始往雅典，在柏拉圖門下研究哲

學。另外較神氣一點的故事中，說他十八歲時即已前往雅典，師事柏拉圖。此

第二個故事可能性較大，但也充分反映着亞氏的輕率而散漫的青年時代。對此

讀者或許會感到失望，但還可慶幸的是在兩個故事中，我們的哲學家最後均在

柏拉圖學院 (Academy) 静穆的森林中拋下來。 

 

他在柏拉圖門下修習達八年 ── 或二十年之久；從他思想 ── 甚至反對柏

拉圖最甚之思想 ── 之富於柏拉圖作風這一點看來，這一段時間可能還要長

些。人們不難想像得到這一段時間是幸福的，才氣煥發的學生，從於獨一無二

的師傳之啟導，二人有如古希臘的情侶往返哲學的院子中。但是他倆都是天

才，天才之相調直如火與炸藥之相合，這是眾所共知的。二人在時間上相距有

將近半世紀之久，這種年齡之差與靈魂間的矛盾所形成的鴻溝是難以理解的力

量來填滿的。但柏拉圖深知，這來自北方野蠻國的學生是偉大的。他曾說，亞

氏實為柏拉圖學院的理性 (Nous )，幾將亞氏認為是智性的化身。亞氏曾不惜巨

款蒐集了很多書籍 (當時因無印刷術，書都是手膽本，藏書之多其前僅有悠利

比底 (Euripides 古希臘悲劇詩人) 能夠與他相比，而他所建立的圖書分類原則

是他對學術的許多貢獻之一。因此柏拉圖說過，亞氏的家是 「讀者之屋」，由

衷稱讚不已。對之，有人却以為是柏拉圖針對亞氏讀書熱之狡猾而辛辣的諷

刺。在柏拉圖晚年，二人之間似乎發生了那不可避免的風波。我們這位雄心勃

勃的青年顯然患了「意地帕絲錯綜」 (Edipus Complex)；他雖熱愛哲學，却又開

始忽視自己的精神父親，而說智慧不必與柏拉圖同歸於盡。 對之，柏拉圖却

說，亞歷斯多德是隻吮盡了母奶，然後將母驢踢開的小驢。這些故事，學識淵

博的則拉 (Eeller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 在其著作中，一一加以否認，而對亞氏

賦以幾乎十全十美的高尚人格。雖然如此，我們依然可以猜想：有烟之處，概

曾有了火。 

 

關於這段雅典時期，除上面所述之外還有幾種傳說，但似乎更為不可靠。有些

傳記作者告訴我們說，當時亞氏曾開設了一所演說學校，藉以對抗挨蘇格拉底

(Isocrates)。後來其富有的學生郝米亞士 (Hermias) 成為亞達紐 (Atarneus )城的獨

裁者。在高陞之後，郝米亞邀請亞歷斯多德前來宮中，藉以報答師恩，並於公

元前 340 年將其胞妹 (或說姪女) 嫁與亞氏為妻。我們或許會疑心這是一種不懷 

好意的禮物，但歷史學家復告訴我們，亞氏雖是一個天才，但夫妻間的生活頗

為圓滿，他在遺囑中談及她時，情意還是綿綿的。就在一年後，馬其頓王菲立

浦(Philip )聘請亞氏到倍拉 (Pella) 的宮中，以為王子亞歷山大之師。菲立浦乃

是當時最强有力的國王，他正在物色一個偉大的教師，由他之選中亞氏來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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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之霸王這一點上，也可見亞氏聲名已在蒸蒸日上。 

 

菲立浦需要他的兒子一定能受到教育所能賦與的一切好處，因為他已替亞歷山

大擬好了一個遠大的計劃。公元前 356 年，菲立浦攻取泰列士 (Thrace ) 而獲得

許多金礦之控制權，這些金礦所產的畫金屬總量竟超過羅廉 (Laurium )銀礦產

量之十倍。加上他的百姓都是强壯的農民和戰士，尚未為都市的奢侈與罪惡所

染污，以這些條件，菲立浦之想征服那些的小城邦，以實現希臘的政治統一，

確非一件不可能的事。菲立浦對於個人主義毫不感同情，因為它雖是希臘藝術

及智慧之原動力，卻同時又是社會秩序分解之因。他在這些城邦的小首都裡，

所注意到的並不是昌盛的文化和優越的藝術，而是敗壞的商業與紊亂的政治。

他看到貪欲的商人及金融家吸收國家重要資源以飽私腹，無能的政客及狡猾的

雄辯家誘惑忙碌的民眾，參加可怕的陰謀或戰爭以遂己願。他又看到黨派分化

團體，形成階級，階級固定成為世襲的社會階級。菲立浦說；這完全不是一個

國家，不過是由個人—天才與奴隸|組成的一團泥潭而已；他一定要給這種紊亂

以倫序，使全希臘站起來，成為統一的強國，進而成為世界的政治中心與基

礎。他年輕時曾在提貝 (Thebes) 的朅遏巴米農達 (Epaminondas ) 門下學過戰術

與政治。如今他以與其野心旗鼓相當的勇氣改善所學，實地應用。公元前 338

年，他終於擊敗了雅典人於開羅尼亞 (Chaeronea)，希臘統一的理想，雖依靠鏈

鎖，但總算實現了。就在他因打了勝戰而得意洋洋並在籌劃他與他的兒子應如

何征服統一全世界的時候，他突然死於一刺客之手下。 

 

亞氏來時，亞歷山大還是個暴戾的十三歲少年，激情易怒，有癲癇性氣質，並

甚嗜酒。他的消遣就是馴服人們所無法馴服的悍馬。亞氏雖致力於鎮定那蘊發

中的火山之火，但效果並不顯着。他對付亞歷山大的成功還不如亞歷山大對付

暴馬標西法拉 (Bucephalus) 的得法呢！據布魯達克 (Plutarch ) 說：「亞歷山大敬

師如父，他說父親賦我以生命，而亞氏則教我以生活之道。」(希臘格言說得

好：「自然賦與生命，而智慧賦與美麗的生活」) 亞歷山大曾寫信給亞氏說：

「就我自己來說，我與其在權力與領土方面勝過他人，倒不如在關於善的知識

上優於別人。」但或許這也只是年青王侯的恭維罷了！因為這個哲學初學者雖

熱心，他仍然是蠻族公主與未開化國王之子。在他；理性的約束實離得不足以

控制那一股祖傳的激情。如此兩年後亞歷山大便離開哲學，繼承王位，踏上稱

霸世界的征途。有人說亞歷山大這種統一世界的雄圖是受了亞氏影響的。亞氏

乃是思想史上最有綜合性的思想家，而他在哲學上的成就與亞歷山大在政治上 

所完成的同是一個偉功壯舉的兩面，就是說，這兩個偉大的馬其頓人均從事於

兩個渾沌世界的統一大業。這種看法是否正確，歷史未予明言，不過是我們的

一種看法而已。 

亞歷山大遠征亞洲時，留在後方的是擁護他的政府與懷有敵意的人民。雅典人

以過去自由及富强的悠久傳統而不甘於任何屈服，即使是對輝煌的世界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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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以德墨斯特尼斯 (Demosthenes ) 劇烈的雄辯，使議會經常反抗執政的「馬

其頓黨」。叛變真有一觸即發之勢。公元前三百三十四年，亞氏結束旅行生活， 

再度回到雅典。此時他的立場自然是與馬其頓派同一的。他毫不忌憚地贊同了

亞歷山大的統一政治。所以 當我們研究亞氏在最後十二年寫成的一聯串卓越的

冥想與研究著作時，當我們看到他所組織的學校，及所整理出來的從未有人單

獨下過手的龐大知識系統時，我們應當隨時記起，他那追求真理的事業，並非

在安定而寧靜的情況下發揚光大的。因為政潮隨時隨地都可能有變動，他安静

的哲學生活也可能因之捲入狂風暴雨之中。唯其如此，我們才能了解亞氏的政

治哲學以及他悲慘的結局。 

 

 

畫家 Jean Leon Gerome Ferris 畫：亞里士多德在教導亞歷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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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亞歷斯多德的著作 

亞氏是國王之王的師傅，所以他要廣求學生，並不是一件難事，即使在富於敵

意的雅典城；他五十三歲時，開設了他自己的學校利塞墨 (Lyceum)，時因入門

的學生太多，以致需有繁雜的規則加以限制方能維持秩序。這些規則全由學生

自已制訂，同時每十日更由學生自選一個代表為學校的監督。但是我們不應因

之認為這是一所管理森嚴的學校。相傳在這裡師生共同進餐，一同逍遙悠遊於

運動場旁邊的散步道上，而學生就在這時接受老師的教導。 

 

這所新學校並不完全是柏拉圖所遺者之複製品。柏拉圖學院特別着重數學、冥

想及政治哲學，而利塞墨則注重生物學與自然科學。依據普里尼 (Pliny) ──

如果他的話是可靠的 ── 亞歷山大曾命令他的臘人、臘苑看守人、漁夫及園

藝師等供應亞氏一切他所需要的動植物資料。此外有些古代作家也說：曾有個 

時期，亞氏能任意動用幾千人，分遣到希臘及小亞細亞各地，為他蒐集各種動

物及植物的標本。以如此豐富的材料，亞氏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動物園。這一

批資料對亞氏科學及哲研究學有很大的影響，實非誇張。 

 

但亞氏究從何處得此經費呢？據說，當時他自己已有可觀的收入，同時婚姻也

給他帶來了希臘最有權勢的公民之財產。阿提尼亞 (Athenaeus) 說：亞歷山大供

給他八百達倫 (talent ) (約等於四百萬美元) 的物理學及生物學設備費與研究

費，不過這顯然是言過其實的。亞歷山大曾不惜巨款派遣人員探究尼羅河的水

源，以期明瞭其定期氾濫的原因，有些人以為這仍然是出於亞氏提案。他有許

多著作，例如一百五十八條憲法的提要，是別人所起草的；由此可知他所使用

的助手與秘書之眾了。總而言之，這是歐洲史上，國家財力大規模援助科學研

究的最早例子。在我們現代，如國家也肯對研究事業予以相當程度的經援助，

天下那怕還有求不到的知識？ 

 

但是，亞氏在材料與設備方面雖得天獨厚，在儀器方面却難免受到幾乎致命的

限制。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一點的話，我們便會誤解亞氏。亞氏在當時「確定時

間無鐘錶，比較熱度沒有溫度計，觀察星辰更無望遠鏡，測度氣象亦無晴雨

計……在現代我們所用的一切數學與物理學儀器中，他僅有米達尺，圓規及一

些最簡陋的代用品。他不知化學分析及正確的度量衡，也不知如何徹底應用數

學在物理學上。構成現代科學各種理論基礎的一切事實，如物體間的引力、地

心吸引律、電氣現象、化學變化的情形、氣壓及其作用、 光、熱、燃燒諸現象

的性質……在當時均未發現。」 

 

現在，我們來看看，發明如何影響歷史。因為沒有望遠鏡，亞氏的天文學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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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幼稚的傳奇。又因沒有顯微鏡，他的生物學更迷入歧途，一籌莫展。的

確，希臘文化在各方面均有卓越輝煌的成就，而唯獨工業及技術方面則一無所

成。希臘人因輕視工業，故除了奴隸之外，似乎沒有人對生產過程有直接的認

識， 或與機器有所接觸；其實，只在這種富有刺激性的接觸中，才能使人發現

缺陷，引起新發明的動機。因此 在希臘人中除了那些對發明不感興趣，也不能

由之得到任何報酬的人外，便無人有任何發明的機會了。或許奴隸價錢的低廉

也是發明落後的原因。在希臘，人工得之容易，亦比機械便宜。所以，希臘的

商業雖征服了地中海，希臘哲學也征服了地中海一帶的人心，而唯獨科學仍在

五里霧中摸索不前，工業也比一千年前希臘人征服克納塞 (Cnossus)、地林 

(Tyrns)、麥西尼 (Mycene ) 等地時的愛琴文化毫無進展。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

亞氏之所以很少依靠實驗的原因；當實驗所必需的種種儀器尚未發明時，他所

能做的 自然只是普遍而繼續不斷的觀察了。雖然如此，他與他的助手們所蒐集

的一大批研究材料，仍不失為以後科學發展的基礎及兩千年來的一切知識的課

本，也就是人類所造成的驚異之一。 

 

亞氏著作，多得須以百計。有些古代作家說他的著作有四百册，也有人說有一

千册之多。無論如何，現存的著作不過是一部份而已，但仍然是汗牛充棟的一

龐大叢書，由此，其全部著作規模之宏偉而堂皇， 便可想而知了。他的著作分

門別類起來，第一部分便是理則學：有範疇論(Categories)、題目論 (Topics)、先

天論 (Prior) 後天分析論 (Posterior Analytics)、命題論 (Propositions)、及詭辯的

反駁 (Sophistical Refutation ) 等。這些著作，後來由逍遙派學者合併為一書，名

為機關 (Organon)  ── 意為正確思考的機關或工具。第二部分是科學方面的

著作，有物理學 (Physics )、天文學、(On the Heavens) 、生長與死亡 (Growth 

and Decay) 、氣象學 (Meteorology) 、博物學 (Natural | History) 、關於靈魂 (On 

the Soul)、動物形態學 (The Parts of Animals) 、 動物運動學 (The Movements of 

Animals) 、動物發生學 (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 ) 等。第三部份便是美學著

作， 有修辭學 (Rhetorics) 及詩學 (Poetics )、而第四部分便是比較嚴格的哲學

著作，有倫理學 (Ethics)、 政治學 (Politics)、及形上學 (Metaphysics)。 

 

顯然，這是一部希臘的大英百科辭典，天下的任何問題無一不包括在內，難怪

亞氏所犯的錯誤與矛盾要多於其他任何一個哲學家了。他所完成的知識與理論

的綜合，直到史賓塞 (Spencer )，史上無人能做效，就以史賓塞的成就而言，尚

不及亞氏的一半，而況是別人？這實為一種統一世界的大業，比亞歷山大那種

短暫而殘酷的勝利更為成功。如果哲學的意義在於尋求統一的話，過去二千年

間人們所給他的尊號 ──「哲學大師」(IIle Philosophus)，亞氏實受之無愧了。 

 

亞氏是個科學氣質的學者，故他之難免缺乏詩味也是自然的。我們在他的著作

中，不能預期如在哲學家又是劇作家的柏拉圖著作中到處洋溢着的文學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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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氏給我們的並不是以神話與比喻表現哲學的 (因而也頗為不顯明的) 文學傑

作，而是科學的抽象而理論的專門闡述；你如果為了欣質去讀亞氏作品，那麼 

你將為你所付的代價而告狀。對文學名詞的創造，他的貢獻還不如柏拉圖，但

對科學及哲學名詞之建立上，其功績却是不朽的。我們如果沒有他所發明的許

多名詞，實無法談論任何一門科學。這些名詞像化石般埋藏在我們語言的地層

中；如 Faculty (能力)、Mean (媒介，方法)、Maxim (格言 ── 在亞氏著作中之 

意義為三段論法的大前提)、Category (範疇)、Energy (能量)、Actuality (實在

性)、Miotive (動機)、End (目的)、Principle (原則)、Form (形式) 等在哲學思考上

不可或缺的名詞，均係亞氏所創的。從柏拉圖有趣的對話篇到亞氏精確的科學

論文這一層轉變，也許是哲學的發展所必經的步驟；因為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及

脊骨，而科學在未有嚴格的研究與發表方法之前，却是無法進步的。亞氏也寫 

過一些文學的對話篇，在當時他的文名亦如柏拉圖頗享有佳譽。但就像柏拉圖

的科學論文今已不流傳，亞氏的對話篇也早失已傳。時間也許只能保留各人的

較好部份罷！ 

 

最後，屬於亞氏的大部分作品很可能不是他親自著成的，而是他的學生及信徒

根據他們所筆記的亞氏講義內容予以編寫的。除了關於理則學及修辭學的著作

外，亞氏生前似未發表過任何學術論文，並且現傳的理則學論文也是後人所編

纂的。至於形上學及政治學兩篇，似乎是亞氏所遺留的筆記，未經修改，由他 

的死後執行人集合起來編成的。亞氏著作以統一性為特色，論者亦常以此為辯

護亞氏親著其作品之證據，但甚至這統一性，或許也只是由於逍遙學派共同編

纂的結果呢！這事所牽涉的問題有如詩人荷馬所引起的問題，範圍廣泛，亦頗

難以解答。對之，忙碌的讀者一定無暇顧及，謹慎的學者也一定不敢隨便判

斷。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相信亞氏便是這些著作的精神著者，就是說，寫書的

手也許有時是別人的，但腦與心始終是他的。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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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理則學基礎的奠定 

 

 

理則學的創立是亞氏第一個傑出的特點。這一門新科學在他之前幾乎沒有人想

像過，他在無任何先驅可效法的情況下，幾乎完全憑他獨自的思維創立了這門

學問。十九世紀法國史學家絡南 (Renan) 在他的著作中說到「未曾直接或間接

的受過希臘紀律薰陶的人，他的精神上的訓練，常是有缺陷的」。其實，在亞氏

尚未以明確的公式，指示出來如何考驗與改正思想的方法之前，希臘人的思索

也是漫無條理，混淆亂雜的。就是柏拉圖 (如果他的崇拜者也可以對他作如此

冒昧的批評) 也是散漫而無規矩的。他的思想常為神話的雲霧重重罩住，同時

過份的美感也常掩蓋了真理的真面目。甚至亞氏本身 ── 我們將可發現也常

與自己的法則格格不入，他到底是自己的過去之所產而不是他的思想所建立的

未來之產物。亞氏以後，由於政治經濟的衰落，希臘精神與特性，雖也一天衰

微一天，每況愈下；但是經過一千年的黑暗時代，當另一新興民族再度獲得思

維的閒暇與能力時，構成其思想鑄型的，仍舊是亞氏的理則學機關一書 (波益

沙 (Boethius) ── 生於公元 470 死於 525 年 ── 所譯)，此書實為中世紀經院

哲學名符其實的保姆。經院哲學，雖由於教條繁雜，而較死板貧弱，但它却鍛

鍊了新興歐洲的智能，培養其推理能力及精細銳敏的頭腦，建立現代科學的專

門術語，同時更為後世的科學思潮奠下了基礎。科學至此，不但凌駕 而且更推

翻了那些構成它本源且是它所依以生長的理論系統與方法。 

 

理則學的意義，簡單的說是正確思維的技術與方法，它是一切科學、各種學科

及藝術的方法，甚至音樂也與之有關。因為正確思維的過程，在相當範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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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確能像物理學與幾何學那樣以法則表示，同時也可教給任何一個正當的人

來學習，所以理則學也是一種科學。由於多用它而成習之後它為思維帶來一種

自然而迅速的正確性，即使是使鋼琴家的手指毫不費力地奏出美妙和諧的樂曲

之正確性，因此理則學也是一種藝術。理則學是最乏味的，但也是最重要的。 

 

蘇格拉底曾固執地堅持定義之重要，而柏拉圖也主張過不斷追求各概念的精確

性，這實際上已在暗示 這門新科學的產生了。亞氏在他的小論文定義論裡也表

示着他的理則學如何受了這來源的涵養。伏爾泰 (Voltaire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

家、史學家、戲劇家 ) 說：「你如果願意跟我談話，那麼，請先為你的用詞下 

好定義。」如果辯論的當事者都肯為自己的字句先下好定義的話，真不知有多

少辯論是以一兩句話便可結束的了。所以說，當你進行嚴格的談論時，每一重

要字句都須經過嚴密的檢查與明確的定義。這是理則學的初步原則，也是它的

心臟，靈魂。同時這也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對我們的智能來說，更是一種艱苦

的試練，但一旦做到了，可說所有事都已成功了一半。 

 

那麼，我們應如何對一件事或一個字下定義呢？根據亞氏說：一切好定義應包

含兩部份，也就是說它應有兩隻穩固的脚。第一層，定義須指出對象所屬的類

別，而此類別的普遍特性應與該對象的相同 ── 如此，人的定義首先是一種

動物。第二層，它須劃出該對象與同一類別內之其他事物所異之點 ── 因

此，根據亞氏的說法，人便是理性的動物，就是說，人的種差 (Specific 

difference ) 在於他具有理性。總之 亞氏的方法是先把事物拋進它所屬的類別之

大海中，然後再度將之檢起來，如此它便帶上普遍意義，以及它所屬的種類之

種種特質，又因在此類別內，與其他極相似却又極相異的事物並列之故，其個

有特性及差別，在相形之下便顯得格外分明了。 

 

現在，讓我們離開這個理則學的後方地區，進入柏拉圖與亞氏為「普遍概念」

問題爭執不已的大戰場吧。此爭執，後來逐演成大紛爭，不但在今日仍然未得

解決，在中世歐洲，「實在論者」與「唯名論者」 更是鏘鏘相觸坊珂作響。根

據亞氏，所謂「普遍概念」是任意的普通名詞，也就是可以普遍適用於任一類

別中所包攝的任一個事物的名稱；如「動物」、「人」、「樹木」、「書籍」等均係

普遍概念。這些普遍概念都是主觀所制定的觀念，而非所觸覺的客觀實在，是

Nomina (名稱)，而不是 res (事物)。所謂外在世界係由個別而分立的事物所構

成，而非由一般普遍事物組織成功；人、樹木、動物等，都是千真萬確的存在

物，但普遍的人，除在我們的思想外，便不復存在。所謂普遍的人，其實只是

一種理智的抽象作用所產生的觀念而已，實非外在的實有或是實在。 

亞氏認為柏拉圖是主張普遍概念有客觀實在性的。事實上，柏拉圖確已說過：

普遍概念永恒，重要，而有實質，遠非個別事物所能比，因為個別事物僅是無

窮浪濤中的小游漣而已，個別的人有生有死，而普遍的人却是永遠的存在。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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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為人重實際，他的性格，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 年 -1910 年，美國

哲學家、心理學家) 所說，是强硬的，而不是輕弱的；所以，他在柏拉圖的所

謂「實在論」中，看出一切神秘主義及荒謬理論的根源，如此他便不遺餘力的

予以攻擊。正如布魯達 (Bratus) 雖非不愛凱撒，但受羅馬更甚那樣，亞氏亦

說：「柏拉圖雖可愛，但真理却更可愛。」 

 

對亞氏不懷好意的批評家或許會說，亞氏之所以攻擊柏拉圖，原因在於他 (如

尼采 Nietzsche ) 自知自己受了柏拉圖很大的影響，因為世上無人對自己的債主

是友善的。其實，亞氏的態度是極其健全的，他可說是個現代的現實主義者。

他一反柏拉圖之響往主觀的未來，而以客觀的現在為最大關心事。在蘇格拉底

與柏拉圖之注重定義中，實含有一種傾向：捨事物而取理論與觀念，離個別而

到一般，甚而至於去科學而就玄學。柏拉圖着重一般性與觀念至於此，最後他

竟以一般來決定個別，以觀念為選擇事實的準繩，於是亞氏乃提倡返回事物，

返回「不枯萎的自然之表面」及實在。亞氏酷愛具體的特殊事物以及有血肉的

個人，而柏拉圖則熱愛一般而普遍的事物，所以他在共和國 (Republic) 一書

中，為了成全國家，竟破壞了個人。 

 

盡管亞氏對柏拉圖作了許多批評，但如歷史上常見的幽默例子，我們這位青年

戰士却也大大地承受了他所攻擊的舊師之特性，猶之乎我們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也常發現那些我們所加以非難的特點那樣。或許，就如相似的事物間才能互相

對照比較，也只在相似的人之間始有對立的發生。世上打得最劇烈的戰爭往往 

是為了最不足輕重的目的或信仰上的小小抵觸而引起的。十字軍東征時，歐洲

的騎士們發現那些回教徒其實是相當友好的敵人。但是歐洲基督教徒因信仰的

小紛爭而彼此分為敵對的二陣線時，彼此間怨恨之深，就是在最慈祥的人之間

亦無談和之可能性。亞氏之所以不放鬆柏拉圖，原因不外是他也是柏拉圖的同

類， 他與柏拉圖之間，實有許多共同處。他到底也是酷愛抽象的一般性，也常

以深奧的原理來代替簡單事實，同時更為抑制自己的那一股欲探索最高大

(Empyrean ) 之哲學衝動而掙扎。 

 

這一點，在三段論法 ── 即亞氏之最獨創而最新穎的哲學上之貢獻 ── 中

尤為顯着。所謂三段論法， 係一種由三個命題所組成的推論方法。從已知的大

小前提 (即第一第二命題) 引出新的結論 (第三命題。 如：人是理性動物 (大

前提)，蘇格拉底是人 (小前提)，所以蘇格拉底是理性動物。在此，學過數學的 

讀者便可看出來，三段論法的構造極其類似數學上之等於同物的二物彼此相等

的定理；若甲是乙，而丙是甲，則丙必為乙。正如數學定理之結論是抹消兩個

前題之共同因子而尋出來的，三段論法中的結論亦可由於除去二前提之共同辭

而獲得。如上述的例子中，去掉「人」後聯結蘇格拉底與理性動物便可得結

論，蘇格拉底是理性動物。這種推論的缺點，如從比羅 (Pyrrho 古希臘之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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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哲學家) 到彌爾 (Stuart Mill 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 諸理則學家所

指出來，乃是大前提中已將欲待證明的事實認為理之當然：因為如若蘇格拉底

是非理性動物 (當然我們都不會懷疑他是一個人)，那麼，人人皆是理性動物這 

句話便不能說是普遍的事實了。對之，亞氏無疑要答道：我們如已知某個體具

有某類別的許多特性，我們當可推想此個體必具有此類別所具有的其他特性，

如已知蘇格拉底有人的許多特性，當然他也有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之一的理

性。話雖這樣說，三段論法到底不是可以藉來發現真理的方法，只是藉以說明

思想或推理的方法而已。 

 

雖然如此，三段論法仍然同機關一書內之其他項目，是有其價值的，如賠恩

(Benn 英國十九世紀學 者) 所說：「亞氏發現並制定了一套首尾一貫的理論原

則與辯證上之技巧，他對此項工作之認真及銳敏，實值得我們大大的讚揚，他

的努力，更刺激了後世思想之發展，其貢獻實非其他任何一個作家所能及

的。」 但亞氏功績雖偉大，世界上始終無人能將理則學提高到崇高境界；一本

指導正確推理方法的書，其價值到底與一本禮節手册半斤八兩，我們盡可利用

它，但須知它絕不能把我們帶進高雅的境地。從未有人，即使是最大膽的哲學

家也不敢在綠蔭之下歌頌理則學。我們對理則學的態度，應如在神曲的地獄篇 

(Inferno ) 裡，法吉爾 (Virgil 公元前一世紀羅馬詩人) 勸告但丁 (Dante 十三世

紀意大利詩人) 對被咀咒的中立者所取的態度「我們不要再想起他們了。我們

只要看他一眼應即向前邁進。」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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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科學的建立 

 

1. 亞歷斯多德以前的希臘科學  

絡南說過：「蘇格拉底給人類以哲學，而亞歷斯多德則以科學。固然，蘇氏以前

有過哲學，亞氏以前亦已有科學，然在蘇氏與亞氏之後，哲學與科學才有了長

足的進步，而這一切均係建立在他們所奠定的基 礎之上。」在亞氏之前，科學

尚在胚胎時期，直到他之出現，科學始告誕生。 

 

在希臘之前，其他各地的文明中也都有過類似科學的嘗試。不過根據我們判讀

楔形文字及象形文字之文獻所得的結果，這些古時代的科學與神學之間，並沒

有什麼區別，他們將自然界的一切神秘現象，歸諸超自然力量的作用；神是宇

宙的主宰，萬事萬象必聽憑它的擺佈、支配。最初對這些複雜的宇宙現象以及 

神秘的作用加以自然解釋的，顯而易見的是愛歐尼亞的希臘人。他們在物理學

上尋求個別現象的自然原因，而在哲學上則採索綜合性的自然原理。泰利斯

(Thales 公元前 640- 550 年，米利托斯人) 雖享有「哲學之父」之譽，但他本質

上是個天文學家，他以太陽及星辰不過是大小不同的火球之說，驚動了米利托

斯 (Miletus ) 的住民 (這些人向來崇拜日月星辰為神)。他的學生，安納西曼德

(Anaximander 公元 前 610 - 540 年) 是第一個繪製天文圖與地圖希臘人。他相

信，(一) 太初，宇宙是絕對無形的不定物質之集團，經過相反事物分化的程

序，萬物乃生； (二) 宇宙在無數世界的創生與毀滅過程中，定期的反覆着它

的歷史； (三) 地球是静止於空間的，其所以如此，係由於內部的衝擊力量是

平衡的 (如布力丹 ── Buridan 的驢)；(四) 天上的恒星以前均為液體，由於

太陽熱而蒸發；(五) 生物最初形成於海中，後因水之減退，而爬上了陸地； 

(六) 這些離海上岸的動物中，逐漸發展了呼吸能力的，便成為後來陸上生物之

祖；(七) 原始人類必異於今日的情形，觀於今日的人，呱呱墮地，並無獨立生

存的能力，須經過一段長期的少年時代方可成人，所以如若人類在太初即已如

此，則必不能生存到今日。安納西美尼斯 (Anaximenes 公元前 450 年前後)也是

米利托斯的學者。他認為： (一) 最初宇宙是一團稀薄的物質 (氣)，後來逐漸

凝固而形成風、雲、水、土、石等；(二) 物質的三狀態 ── 氣體、液體及固

體 ── 是凝縮過程之三個不同的階段； (三)冷與熱是稀化與凝集的相反作用 

(這是形成宇宙萬物的二種作用，由稀化作用，原始的氣變成火，火上昇入於氣

中，遂成星辰。由凝集作用，氣變為雲，雲再凝集，遂以次而成為水、土、崖

石。) ； (四) 地震是由於地球內部液體之凝固作用而引起； (五) 生命與靈魂

是同一的，它是鼓舞萬物，擴張萬物的力量，凡物皆具有它，它無所不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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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薩哥拉斯 (Anaxagoras 公元前 500 - 428 年) 是柏里克利斯 (Pericles 公元前約

495 - 429 年，領導雅典稱霸希臘的大政治家) 之師，他對日蝕與月蝕所作的解

釋，在今日看來，也是相當正確的；他發現了植物與魚類的呼吸作用，且以我

們停止用四肢走動後所得的操作能力為人類智力的來源。由於上述諸賢的努

力，人類的智力漸漸進入到科學思考的領域。 

 

到了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公元前 530 - 470 年)，科學的研究對象始由天文學

轉移到較為現實的問題上。他原是富有人家，但他却放棄財產，到益費塞的廟

宇簾下過着清苦的研究生活。他認為萬物永遠在流動與變化過程中，即使是毫

無動靜的物體，實亦含藏着目力所不能察的流變。所以宇宙歷史便是萬物反覆

無常的流轉史，此世界是一個永劫的靈火，一切均來於火，亦歸於火。(這便是

後世斯托亞學派及基督教所倡的最後審判與地獄學說來源之一。) 他又以鬥爭

為萬物之母而說：「鬥爭即是萬物生滅的契機 …… 戰爭是萬物之父及主宰，因

為戰爭能產生神與人，自由民與奴隸。」無鬥爭之處，萬物必衰敗，因為「不

予震盪的混合物必將分解。」在這變化、鬥爭及取捨的過程中，唯一永恒不變

的是法則。「這秩序係萬物所共有，它並非為神或人所創造的，而是互古今，到

未來，恒存於宇宙之中，永不變的道理。」 恩伯多克利斯 (Empedocles 公元前

445 年前後活躍於西西里島的哲學家) 發展了進化的觀念。他認為 有機體的發

生是由於天擇，而不是由於他本身的目的。有機體經常受着自然的種種試練與

考驗，以及它的安排；在此能適合利用環境的有機體可綿延續，而無以適應環

境的，即被淘汰乃致滅族斷種；如此，生物對環境的適應性便越來越精密，越

成功。最後，到了阿布德拉 (Abdera 在 Trace ) 的二師生哲學家，魯基巴士 

(Leucippus 活躍於公元前 445 年前後) 與德謨克利德 (Democritus 公元前 460 - 

360 年) 亞歷斯多德以前的希臘科學便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 唯物論與決定論

的原子論。魯氏說：「萬物均為 必然所驅」德氏說：「只有原子與空間是實在

的。」物體所發出的原子衝擊五官，人乃有感覺。貫徹過去、現在、將來、宇

宙中恒有無數世界興起毀滅，每一時刻均有行星彼此衝擊而消滅，同時也有新

世界由於同樣大小形狀的原子之取捨集中而不斷的從混沌中形成。宇宙僅是一

部機器，毫無目的之可言。 

 

以上是亞氏以前希臘科學思想之大概情形。其內容雖則頗為粗糙，但我們如果

了解當時實驗及觀察所需儀器之缺乏的話，我們便可明白這些缺點是着實難免

的了。但就有如此偉大的開始，為何不能有充分的發展？這是因為希臘工業始

終在奴隸制度的桎梏中，不能昌盛的緣故。加之以雅典政治一天複雜一天，遂

使得哲士派、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的關心由物理學與生物學的研究轉移到倫

理學與政治學的領域。直至亞歷斯多德，遂集希臘思想之大成，他的範圍極其

廣闊，網羅並融合自然科學與倫理學兩大潮流，建立了 龐大的體系。就是說，

他承繼柏拉圖的問題而外更追逊到柏拉圖以前及前蘇格拉底時代的科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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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以精密的手法與複雜的觀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融會貫通所有研究結

果，最後形成了輝煌而完整的科學 理論系統。 

 

2. 自然學家亞歷斯多德 

如我們依照著作年代的先後，從「物理學」一書，着手於亞歷斯多德科學理論

的研究時，我們便不免感到失望，因為我們將發現這不過是一部「形上學」，它

的內容儘是關於物質、運動、空間、時間、無限、 原因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究

極概念」之難以了解的分析。其中比較有趣的一段是他所加於德謨克利德之

「空虛」(Void) 學說的攻擊。亞氏說：自然界中不可能有任何空虛或真空，因

為在真空中物體均以相等速度降落，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謂空虛即是

無」。這句話充分表現了亞氏臨機應變的幽默，他之喜愛臆說的態度，以及輕視

哲學界前人之傾向。亞氏在他的每部著作開卷第一章，總先列舉當時的和前人

的見解，加以批評和一種破壞性的反駁。培根 (Bacon) 說：「亞歷斯多德像阿托

曼 · 土耳其人，以為非將自己的同胞皆置於死地，便無法安然治世。」(見培根

著：學街的進步 Advancement of Learning)。然而他這種貶斥他人學說的習慣，

却給了我們不少蘇格拉底以前的思想概況之資料。 

 

由於上述的原因，亞氏的天文學，比起他以前的諸哲並沒有多大進步。他駁斥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六世紀活動於義大利的哲學家) 的以太陽為太

陽系中心之學說；他說他寧願給地球享受這份光榮。但他的氣象學小論文却充

滿着不同凡響的觀察所得的結果，以及異放燦爛光彩的思辯。他說：我們的世

界循環不息；如太陽蒸發海水、河水、泉水，似乎茫茫滄海也因之乾涸而化為

岩石，但在另一方面，因蒸發而上升的水分，凝聚而成為雲，雲化為雨水又滋

潤大地，復為河水、海水、泉水，如此世界上的水分循環不已。類此的現象在

自然界中雖不可覺察，却極其普遍而實在。埃及是「尼羅河的傑作」，是經過 

幾千萬年的河流泥土堆積所造成的；海洋與陸地互相消長，有時海水侵入陸地

形成海灣，有時則陸地伸展到海洋中；新大陸與新海洋不斷的形成，而舊大陸

與舊海洋則不斷的消失。地球的表面在大規模的收縮與伸張、發育與分解的過

程中，一再而再的變化不已。就人類文明而言，有時這種變化會突如其來的發

生， 而摧毀文明以及生物的地理及物質的基礎；世界上會定期的發生過大災

禍，把已成的文明摧毀，把人類帶回到最原始的狀態；如同西西法斯 (Sisyphus 

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科林多 Corinth 王，為人兇險邪惡，死後進地獄，被罰推大石

上山，但每次將近到山頂時，石頭太重而又落到山下，如此他的工作，永無止

期，勞而無功。) 文明也曾有幾度幾將登峰造極，但每次都因災禍而又退返野

蠻狀態，然後重新開始向上川。 因此在這新舊文明不斷交迭的過程中，有着同

樣的發明與發現，同樣的經濟文化進步緩慢的「黑暗時代」， 以及相同的文

藝、科學、學術的再生。無疑的，人人所知的某些神話乃是前期文明的模糊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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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以人類歷史係一部無聊的循環史，因為他在地上，尚不配成為萬物的主

宰。 

 

King of Corinth (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科林多 Corinth 王) 

 

3. 生物學的創立 

亞歷斯多德以詫異的態度，在自家的大動物園中，漫步觀察的結果，他確信，

那些無限種類的動物，或可按照某種次第排成一種連鎖，而在這連鎖中，相鄰

接的兩動物必無什麼大區別。由最下等的有機體，到最高等的動物之間，無論

在構造、生活方式、繁殖與生長方面，或在感覺與情感方面，均有無數細微的 

漸變與進化的階段。譬如，最下層的有機體，我們甚至難以辨別它是否有生

命；「因為由無生物界到生物界的演進階段極其精細，以致在兩者之間，無法劃

定任何明確的界線」。或許在所謂無機物中亦有某種程度的生命，同時也有許多

種類，無法明白的說它是動物或植物，這些下等有機體彼此極其相似而無法確

定各自所屬的類別；同理，在其他每一進化階層上，各等級間變化之微不可

察，如其繁多的機能與形狀同樣顯着；但在這繁多的階層中，可得一個結論，

就是：(一) 生物的進化皆朝着更為複雜而强韌的方向； (二) 智力的發展與構

造的複雜化及身體之活動性息息相關； (三) 進化的結果，機能日益分化，生

理控制日益集中。如此生物逐漸的發展了神精系統與頭腦，而其精神也逐漸地

克服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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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應該注意的是：亞歷斯多德雖然留意到了生物漸變的情形以及彼此間的

類似，但他的理論却不能說是絕對的進化論。他不但反對恩伯多克利斯之以一

切器官與有機體之所以能長存乃是由於天擇的主張，更駁斥安納薩哥拉斯所主

張人的智力在於人的前肢不用來走動而專供種種操作之後始有進步的學說。亞

氏認為事實正與之相反，人之用前肢於走路以外的用途是人獲得智力的結果，

而不是其原因。的確，亞氏 所犯的錯誤，對一個生物學創立者來說，也是夠多

的。譬如，他以為雄性因素之於生殖上的作用，只是刺激與促進之而已。他並

不知道我們今日由單性生殖的實驗所得的結果 ── 精子的根本機能，不僅僅

是使卵子受胎，更重要的是賦與胎兒以雄性的遺傳素，使下一代成為兩血統混

合的强有力的個體。又因為當時尚無解剖學，在生理學方面，他更是錯誤百

出。他對肌肉一無所知，甚至身體內有肌肉，他也不知道。他不能區別動脈與

靜脈。他以為頭腦是血液的冷却器官。我們還可原諒他以男人頭顱的縫線多於

女人的錯誤，但不能寬恕他以為男人的左右各有八條肋骨的謬論，至於他以女

人的牙齒少於男人的錯誤是最不能饒恕而難以置信的。由此可見亞氏對女人的

關係是極端保守的。 

 

雖然亞氏的錯誤不勝枚舉，但就整個生物學的進步看來，其貢獻之大，實非任

何希臘人所能及的。他明白鳥類與爬蟲類在身體構造上有密切的聯繫，也知道

猴子在身體構造上介於四足獸與人類之間。有一次 他更勇敢地斷定說：人類與

胎生四足獸 (即是我們所謂的哺乳動物) 是同類動物，他認為嬰孩的靈魂與畜 

牲的靈魂幾無差別，而說一句頗有啟發性的話，他說，食物常能決定生活方

式，「因為群獸之群居或孤存的生活方式，實由於牠們寬取自己所嗜好的食物之

方式如何而決定。」此外，芬 · 巴耶爾 (Von Baer 19 世紀德國動物學家) 的著

名定律 ── 在個體發生的過程中，類 (genus) 的共同特徵 (如眼睛、耳朵) 先

於種 (Species ) 的特徵 (如牙齒的形狀) 或個體本身的特徵 (如眼睛最後的顏色)

而發生 ── 在亞氏可見其雛型。不僅如此，亞氏更預示了二千年後史賓塞 

(Spencer) 的定律 ── 個體特性之繁簡與繁殖率成反比，即個體之進化度愈

高，或分化愈細的，出生率也就愈低。他也注意到所謂基型復歸 ── 即顯著

的變種 (如天才) 並不完全遺傳，這種特質會一代一代減少設於消失 ── 而

對之也有所說明。他由觀察所得的許多動物學上的事實，雖一度為後世的生物

學家所反駁，但時至今日，却得到證實了 ── 例如，會構巢的魚，或具有胎

盤的鯊魚等。 

 

除此而外，亞氏還創立了胚胎學。他寫道：「以事物的發生為觀察起點者，才可

得完滿的結果。」在他以前，希臘已有偉大的醫師，希帕克拉底 (Hippocrates 

生於公元前 460 年) 打破母雞孵卵過程上各不同階段的雞蛋來觀察小雞孵化的

經過，而著有「嬰兒的起源」一論文，為後世創下了實驗方法。亞氏乃效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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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種種實驗，詳細敘述了小雞的發育經過，這在今日仍是許多學者所稱讚不

已的。在發生學方面，亞氏似乎做了一個新奇的實驗，因為他為了反駁嬰兒的

性別依據精子來自父親睾丸的左或右而決定的理論，舉出來一個右方睾丸業經

緊縛的父親仍可有男女小孩的例子。在遺傳學方面，他所提出的問題，在今日

仍然是新的。原來在伊利斯 (Elis) 地方有個白種女人嫁與黑人，所生子女膚色

皆白，但第二代則黑白參雜，於此，亞氏便問道：「在中間的一代，黑色因素為

何不顯？」這個頗得要領的賢問與孟得爾 (Gregor Madel 1823 - 1882 年，奧國生

物學家) 那劃時代的實驗實僅有寸步之差。古諺說得好 ：「知道所問的人，可

說已知道了一半。」所以，亞氏的生物學著作，儘管謬論連篇，在生物學上究

竟是不可多得的偉大功業，況且這又是在當時，除了零亂的觀察結果外既無生

物學可言的時候，憑他一人之力 所完成的。僅就這一點建樹而言，已足耗費一

個人畢生之力，使他留名萬世；但這在亞氏還只是一個開始呢！ 

 

 
亞里斯多德式生物學（Aristotle's biology）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20 
 

 

第五節：形上學與神的本質 
 

亞氏的形上學由他的生物學脱胎而來。萬物為其內在的力量所驅使，而盡量向

上發展萬物一方面是「形式」(Form)，或實在，是其他事物發展的目標，這些

朝向目標發展的事物便是「質料」(Matter)。另一方面，這些「形式」也是「質

料」，而朝向更高的「形式」發展。譬如說，大人是以小孩為 質料」的「形

式」；而小孩也是以胎兒為「質料」的「形式」；如此類推，胎兒是以卵為「質

料」的「形式」…… 而最後便可得到只有「質料」而毫無「形式」可言的最下

概念但是這種無「形式」的「質料」 到底是無，因為萬物既必有「質料」，亦

必有「形式」。總之，「質料」是「形式」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 而「形式」是

「質料」的現實性 (Actuality)， 是「質料」發展完成後的實在。「質料」有阻

碍力而「形式」則有建設力。「形式」不僅是一種形狀，而是一種形成力，依照

某種特定或目的而塑造「質料」的一種內在的必然與衝動，這是將「質料」所

含有的潛能附諸實現的能力，使事物活動、存在、變化的內在力量之總和。所

謂大自然乃是「形式」克服「質料」的過程，生命變成不斷的進展與勝利的大

舞臺。 

 

萬物均自然的朝向一定的目的而變動。在決定事物的種種原因之中，以決定目

的的終極原因尤為重要且有決定性。大自然有時亦免不了錯誤或浪費，這些錯

誤與浪費實由於「質料」之隋性阻礙目的之形成過程而產生 ── 因而常有小

產或畸形兒之發生。萬物發展並非由偶然或意外來決定 (否則，我們對一切有

用器官之幾乎共同的外表與轉變，將加以何種解釋？) 而是由它的本質、構造

及其內在的目的 (entelechy) 來導出一定的方向；雞蛋由其內在的計劃或命運，

永遠只能孵出小雞而不會是小鴨；同理，橡實亦只能長成橡樹而不可能是柳

樹。但，亞氏的意思並不是說萬物的構造及變動均由一種外在的神意所計劃；

相反的，這計劃却是內在的，是源於事物本身的式樣與效用的。則拉說：「在亞

歷斯多德，神意完全與自然原因的作用相符。」 

 

雖然如此，亞氏腦海中神的觀念還是有的，但他的神並不是原始心靈中的單純

的人格。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亞氏乃重新提出那有關運動的舊謎而問道：運動

究竟是如何開始的？他並不以為運動與物質同樣的無始無終；物質(即「質

料」) 可以永遠如一，因為它僅僅是未來「形式」之無限可能性而已；但在這 

廣大無邊的宇宙中，造成了無限形狀的那浩大的運動與形成過程，究在何時怎

樣開始的？亞氏說：運動確有起源。為避免陷入無聊的無限追溯而引起無窮問

題起見，我們先來假定一個不被動的最初發動者 (Primum mobile immotum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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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e mover unmoved)，它是一個無形無狀，不可分割，不佔空間，無性別，無

情慾，不變化，完美而永恒的存在。神不是世界的創造主，而是世界的發動

者；但也不是說它是推動世界的機械力，而是說它是一切現象的總動機。「神之

推動世界，如同我們心愛的人之感動我們。」它是大自然的究極因，是萬物的

動機與目的，是世界的「形式」生命的法則及世界一切過程與力量之總和，是

世界一切發展固有的目標；總之，它是賦與萬物以力量的內在性目的 

(Entelechy )。它是純粹的能，是經院哲學所謂的「純粹活動」(Actus Purus )；也

可能是現代物理學與哲學所常講到的神秘的「力」。 他與其說是一個人格神，

不如說是一種磁力。 

 

在此，亞氏依然犯有前後不一致的毛病。他說：神是具有自我意識的精神，是

神秘不可思議的，因為它無所事事，無慾望，無意志，更無目的；因為它本身

代表純粹活動，故它本身永遠不動。因為它是絕對的完美，故它無須乎欲望或

做任何活動。如此它所能做的是靜觀萬物本體。但又因為它即是萬物的本體  

── —是一切「形式」的「形式」 ── 故其靜觀的對象亦就是自己。亞歷斯

多德的神多可憐！ ── 它僅僅是一 個傀儡，「領導國家而不統治國家的王」。

也難怪英國人那麼喜歡亞歷斯多德，因為顯而易見的，亞氏的神乃是英王的模

寫。 

 

或許，這是亞氏自己的模寫。亞氏性本愛靜思默想，所以他心目中的神也就有

這種特性了。他的神像他自己，平靜而不浪漫，躲在象牙之塔，對自然界的摩

擦或鬥爭，從來不聞也不問。與柏拉圖的哲王，與猶太教那有血有肉實實在在

的耶菲 (Yahveh)，或與基督教和藹仁慈的上帝，均有萬里之差。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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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心理學與藝術論 
 

亞歷斯多德心理學一如他的形上學，也是含糊而矛盾的。但饒有興趣的地方頗

多：譬如說，他強調習慣的力量，而以它為「第二天性」，是為其創見。關於聯

想定律，他也有明確的闡述，雖然還很粗糙。 至於哲學心理學上的兩大問題 

──意志自由與靈魂不滅 ── 亞氏的解答，始終令人迷惑不解；有時候他像

定令論者般的說：「我們無法直接要求改變自己的現狀」；但緊跟着他又反駁定

命論者說道：現在造成未來，由於選擇現在的環境，我們可以選擇未來，因此

我們由於選擇朋友、書籍、職業及娛樂，可以改變我們的性格，也就在這種意

義上，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亞氏並未預料定命論者立即可以反駁道：這種環境

的選擇，還是為已往性格所決定的，所謂已往性格是毫無選擇餘地的遺傳與過

去環境之所產。雖然如此，亞氏仍堅持說：我們常常予人以稱讚或譴責，這便

是人有道德責任及意志自由的有力證明。在此亞氏也沒有想到，定命論者亦可

由同一前提引申相反的結論 ── 稱讚與譴責不過是決定未來行為的部分因

素。 

 

亞氏關於靈魂的理論，係由一個有趣的定義導出。他說，所謂靈魂即是任何有

機體之生命原則，也就是其力量與作用之總體。就植物而言，其靈魂是一種營

養與繁殖的力量；就動物而言，靈魂是感覺與運動的力量；至於人的靈魂，乃

是理性與思惟的力量。靈魂是身體內在諸力量之總體，所以它與身體同在。靈 

魂之於身體，如形狀之於臘，兩者在思想上雖為二，實則二而一，是一完整的

有機體。靈魂並不像德達勒斯 (Daedius) 為使女神維納斯的塑像充滿生機而灌

入水銀那樣，灌進身體的。個人特有的靈魂只在他的 體內可存在。但靈魂並不

是物質性的 (如德謨克利德所主張)，同時它也不完全與肉體俱亡。人類靈魂的

某部分確是被動的；這部分與記憶息息相關，故隨身體的死亡而消失 (因身死

後記憶已不復存)。但是「主動理性」 ── 純粹的思考能力 ── 是獨立自存

的，並不受記憶的干涉，亦不因身體消滅而烏化。這和主動理性是與人類身中

之個別的成份相對的普遍成份。人死後所能存留下來的並不是他的人格，或是

他那變化無常的喜怒哀樂，而是一種最客觀，最抽象的精神。總之，亞歷斯多

德為賦靈魂以永恒性而毀壞了靈魂；正如他的神是不為行動所污染的純粹活

動，這不朽靈魂也是不為實在性所沾污的「純恒思想」。這種 理論之難以令人

滿意是顯而易見的。亞氏哲學如此試以攝進二個不相容的想法，有時真令人懷

疑他之所以如此是否為了避免反馬其頓派的毒爪。 

此外，亞氏在心理學方面還有一套理論，頗有獨創性而能中肯，幾乎形成一種

美學研究，他說：藝術 的創造源於創造衝動和發洩情感的願望。藝術的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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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是事實的模仿，如同自然的一面鏡子。人皆有喜愛模仿的本性，這是下

等動物所沒有的。但藝術所要表現的並不是事物之外表，而是其內在的意義； 

因為事物的本質在於其內在意義，而不在於其外在的種種現象。也就因此，意

地帕絲王 (Aedipus Rex) 中那種嚴肅而典雅的節制與《特洛伊婦女》(Trojan 

Women ) 中的那種實際的眼淚比起來，可說含有更多的人類真理。 

 

最高雅的藝術應能同時感動理性與情緒，(如同交響樂不僅以旋律之和諧與連

續，同時更以樂曲之結構與發展感動我們)；這種理性的快樂是人所能享受的喜

悦之最高形式。因此，所有藝術作品皆須以形式之完整為目的，尤須注重統一

性，此統一性乃是作品的結構之脊骨，也就是作品的形式之焦點。舉例以明 

之：每一齣戲均須有情調的統一，而不許有任何擾亂主劇情的副劇情或離開正

題的插話。然而藝術最主要的作用在於「精神的淨化」(Catharsis )，藉戲劇給我

們的興奮，我們常可將由緊張的社會生活而抑鬱 於心中的種種危險的感情，洗

刷凈盡；所以說悲劇能「藉憐憫與恐怖的效果來適當的膝除我們這些情感。」 

在此亞氏雖沒有注意到悲劇的某些特點 (例如，思想性格的鬥爭等)，但他的精

神净化說，對我們了解藝術之神秘力量一點，實提供了一個意味深永的啟示，

這種事實充分表現了亞氏在學術領域縱橫馳騁的才氣，以及美化他所觸及的一

切之才能。 

 

 

希臘馬其頓米薩的亞里士多德學校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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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倫理學及幸福的意義 
當亞氏思想逐漸成熟，圍集在他的身旁受其教導的青年一天多過一天時，他的

關心也就由科學上細技末節的討論逐漸移向品性及行為等較廣泛而模糊的問題

上面。他發現除物質世界的諸問題外，有一高高在上的大問題，就是：何謂最

佳生活？ ── 人生的至善何在？ ── 吾人應如何尋求幸福與圓滿？ 

 

他的倫理學簡潔不支，實際不浮，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致流於超人理想或徒求

至善的空談。桑塔亞那 (Santayana 現代美國哲學家) 說：「亞氏對人性的看法十

分正確。他的每一理想均具有自然的基礎；同時，他的每一自然觀念都能達成

理想的發展。」亞氏一開始便直認人生目的不在善本身，而在幸福的追求：「我

們之選擇幸福，是為了幸福本身，而不是為了任何更遠大的目的；然則我們之

選擇榮譽、快樂、智慧等却不是為了它本身，我們是藉此追求幸福的。」他以

為幸福應稱為至善，乃是自明的道理；所以，倫理學的目的在於闡明幸福的意

義以及獲得幸福的方法。他首先對人類與其他動物所異之點加以區別，假定人

類的幸福在充分發揮自己的特性，而試從這個觀點來探索幸福之門徑。所謂人

類獨特的優點無非是他的思考力；由於思考的力量，人類才得以凌駕並支配其

他生物；由此可知，這力量的發展可帶給我們幸福而圓滿的生活，正如它使我

們成為萬物之靈長一樣。 

 

由是觀之，如果將某些肉體的先決條件存而不論，人類幸福的主要狀態似應該

是一種基於理性的生沿，也就是發揮人類特有的榮譽與力量的生活。一個人的

德性 (或者不如說美點)，與他的判斷力之明晰心，自我控制力，慾望的正常與

否以及才幹如何等等有關。這種特性絕非單純的人所能有，亦不是天真的希望 

所能獲得的，它是完全成熟的人依據自己的經驗而達到的一種成就。為達到此

種德性，我們有一種事半功倍的捷徑，那就是中庸之道。人的每種性格都可分

成三類，第一及第三類是兩極端，因此也就不善，只有中間一類甚稱德性。因

此勇氣之德居於怯懦與鹵莽之間；慷慨大方的風度居於吝惜與奢侈之間；大志

居於怠慢與强慾之間；謙讓居於自卑與自大之間；誠實居於隱蔽與饒舌之間；

幽默感居於惱怒與小丑作風之間；友誼居於好爭與諂媚之間；自制居於優柔寡

斷與衝動之間。這樣看來，倫理學上，或人類行為上的所謂「對」與「不對」，

與數學上或工程上的所謂「對」與「不對」並無二致；其意義無非是該行為是

否正當，是否合適，是否有助於最佳結果的獲得。 

 

然而，這種中庸之德雖居於二極端間，但與數學上之二數平均所得的準確值不



25 
 

可同日並談；它可隨着附屬狀況而變動，並且唯有成熟而靈活的理性才能體

會。所謂德性實不過是由訓練與習慣而得來的一種技巧；我們不是有了德性與

美點之後才有正當的行為，相反的，我們之所以有德性或美點乃是因為我們有

正當行為之故；就是說：「人的德性源於行為」；也就是說我們之為人如何，全

依於我們平日反覆着的行為如何。由此足見所謂德性不是行為，而是一種習

慣。所以「人性之善就是靈魂在完善生活中所產生的美滿活動 …… 因為人的

幸福與快樂並非在一朝一夕之間可造成的，如同一隻單獨的燕子或一個風和日 

麗的日子無法形成整個的春天一樣。」 

 

「青年時代是一個極端時期：「青年人所犯的錯誤常常是過度或誇張。」青年人

(甚至他們的多幾輩) 最難做到的是脫離一種極端後再不致犯上另一極端，因為

無論由於矯枉過正或其他原因，人是易由一極端走到另一極端的；例如不誠實

者常會發言過多，而自卑者則時常面臨自大的危險。此外自以為有極端性質的

人也常以相反的極端性質為美德，而自不知真正美德在於兩極端之間。這種態

度有時候是對的，因為我們如果自知犯了極端的錯誤，「我們便應以另一極端為

努力目標，方能達到中間的一點，猶之乎矯正彎曲的竹子一樣。」然而不知自

己有極端性質者，却以中庸之道為最大罪惡；因為「這種人常把中庸之德歸諸

另外一個極端範疇；譬如膽怯的人以真正有勇氣的人為鹵莽，而鹵莽者却以之

為怯懦，同樣的情形，在其他場合也是常見的。」也就是為了這緣故，在現代

政法界「自由主義者」常被過激派叫做「保守派」而被保守派叫做「過激派」。 

 

以上所討論的中庸學說，顯然是將希臘哲學各系統中所常見的一種獨特態度理

論化而成的。當柏拉圖稱德性為和諧行動時，他心裡所有的觀念無非是中庸的

道理；而蘇格拉底以德性知識為一體時，他所指的也就是這個道理。這傳統歸

根究底起來，可說源於「七賢人」在德爾菲的阿波羅神殿所刻下「凡事決不過 

度」的箴言。正如尼采所說，這一切或許是希臘人盡力控制自己激烈而衝動的

性格所致，但也可以說是反映着希臘人對於感情的看法。他們以為感情本身並

非罪惡，而是善惡之所以為善惡的因素；感情作用過度 或失調便為罪惡，若適

當而和諧便為善。 

 

然而亞氏却又說中庸之道並不是幸福的唯一法門。除之而外，幸福還需要相當

程度的物質條件，因為 窮困會使人變得既吝惜又貪婪，而財富却能使人不致操

心或貪財如命，故能培養高雅大方的貴族風度。有助幸福的外在條件中最高的

莫非是友誼。的確，友誼對於幸福的人之重要性，遠超不幸福的人，以為幸福

出於和人分享而加倍。友誼比正義重要，因為「如果人們彼此都很友善的話，

自然無須調正義；但是，當人們都是公正的時候友誼仍然是種福利。」「朋友 

 

間，身體雖二，靈魂只有一。」但是所謂朋友， 與其眾多，勿寧是稀少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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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很多朋友的人，實等於沒有朋友，」同時我們也「不能與很多人做正

的朋友。」真正友誼所需要的並不是間歇性的强烈一時的感情，而是經久不變

而穩固的感情與性格；所謂友誼是變幻莫測的，這句話實指着那些輕浮善變的

人而言。此外友誼須要平等，因為建立在恩惠上的友誼是不穩固的。「我們都以

為施惠者對受恩者的情感常厚於後者對前者的情感。為什麼呢？大多數人以為 

施惠者是債主而受惠者乃是債務者；債務者想逃避債主，而債主却想保留債務

者。」對這種解釋亞氏並不贊同，他以為施恩者之所以情感較篤，與藝術家之

所以愛惜自己的作品，或與母親之所以愛顧自己的兒女，實無二致，因為凡人

皆愛自己的作品。 

 

然而，不管這些外在條件如何重要，幸福的本質仍然在我們身中，在圓滿的知

識與清晰的靈魂。感官的快樂確非到達幸福的途徑，因為這條路是個圓圈，正

如蘇格拉底所說，我們如僅僅追求感官快樂的話，便無異於搔癢，我們越覺得

癢便搔得越厲害，而搔得越厲害便越覺得癢。至於政治活動亦不是達到幸福的 

途徑，因為走上這條路的人必須受民眾種種幻念的控制，而民眾又是天下最輕

薄的東西。無疑的，真正幸福應當是心靈上的快樂，而這在我們追求真理，獲

得卓識時始可確保。「智慧活動的目的不在其本身之外；我們在智慧活動當中，

可以找到快樂；由於這種快樂，我們更可激起高一層的活動；因為智慧活動顯

然具有自我滿足，不疲倦，以及休息能力等諸特性，所以完美的幸福當在此活

動中可獲得。」 

 

在此，亞氏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並不只是個形而上學家。他在倫理學一書中寫

道：因為他所十分關心的事情不多，所以他絕不致在無必要時輕冒生命危險；

但在緊急關頭，他却視死如歸，因為他明白在某種情況下，苟全性命實無價

值。他以服務別人為自己份內事，而以接受他人的服務為恥辱；因為施惠正是

自己的優越處，而受恩實為居人下地的表示。他避免一切公開的顯示。他並不

隱瞞自己對事物好惡的情感；他的言語舉動坦白率直，因為他輕視所有人類與

事物；他對任何事物都不感到驚訝，因為他心目中無一是偉大的。他與他人不

能慇懃相處，除非對方是他的朋友，因為慇懃乃是奴隸的根性。…… 他永不會

懷有惡感情，他對所受的危害也永 不介意。…… 他沉默寡言。…… 他並不希

望自己能受他人的褒揚，或他人受到貶斥。…… 他除非不得已絕不毀謗他人，

即使是自己的敵人。他的態度磊落大方，聲音深沉，言語優雅。他永不躁急，

因為他的關心事不多；他也不激昂，因為他以為世上原沒有什麼重要的。只有

鬱鬱不樂的人 才顯得聲音尖銳，脚步忙追 …… 他以莊重而溫雅的態度擔當人

生的不幸，盡其最大能力去對付自己的環境，猶之乎一個善戰的將軍現盡其戰

略，運用有限兵力抗敵一樣 …… 他是他自己的最好友人，因此他喜愛獨居；

但一個無德無能的人却是他自己最危險的敵人，因此這種人最忌怕孤獨 。」 

像這樣的人便是亞氏理想中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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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斐爾 (Raphael) 1509 年的壁畫《雅典學派》中：柏拉圖（左）和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

理學和對大地的手勢，代表他內在現實主義的觀點，而柏拉圖則對天做出手勢，表明他的形式

理論。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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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政治學 
 

一、共產主義保守主義 

由這種極端貴族化的倫理學，我們大可推論亞氏政治學也是極其貴族化的。(或

者應該是另外一種結論嗎？) 人們着實不能期望一個身為帝王之師傅又是駙馬

爺的人對下層人民甚至中層的商人會有多大的關心；一個人的哲學到底是離不

開他的寶藏所在地的。另一方面，雅典民主政治所引起的紛亂與災禍顯然也是

亞氏保守的原因。亞氏是個典型的學者，他極度渴望安定的社會，他覺得政治

上的狂劇早該停止。過激主義實只是在安穩的環境中度日時，人們所易於犯上

的一種奢侈而已；因為只有我們確實保有某種東西在手上時，我們才敢於改變

它。亞氏說：「就一般而言，輕易改變法律的習慣乃是一種罪惡；所以如果改革 

的益處不大時，無論是法律或是統治者方面，我們還是以忍受這些缺點為妙，

因為由於改變政權，一個公民所能得的益處常較他由於染上不服從的惡習所蒙

受的損失為少。」法律使人恪遵規矩，以維持政治安定的力量，大多來自習

慣，所以「輕易改變固有的法律，另制新法的作風，實為一種削弱法律根本實

質的方法。」「我們不應該輕視時代的經驗；因為如果那些新法規確為良好，則

決不會在過去九百年一直為人所忽視的了。」 

 

所謂「新法規」主要的當然是指柏拉圖的共產共和國而言的。關於普遍概念問

題，亞氏所反對的是柏拉圖的現實主義，但在政治學方面他却反對柏拉圖的理

想主義。他在其師所繪的圖畫上，發現了許多污點。 他不贊同柏拉圖之主張國

家的「哲學家監護人」須彼此維持嚴格而繼續不斷的聯繫；他雖然保守，他對

個人性格、生活以及自由的評價仍高過於社會的效能及富强等。他決不願意把

同時代的每一個人都視如自己的兄弟姊妹，也不願意把每一個長輩都當作自己

的父母看待；因為我們如將所有的人都看作兄弟，便無異於沒有兄弟；因此

「與其變成柏拉圖式的假兒子，寧願做個真正的表兄弟，後者與前者比起來，

真不知要勝過多少呢！」此外，在婦女兒童共有制國家裏，「愛情便成淡而無味

的東西 …… 能激發尊敬心及慈愛心的兩種主要特性 ── 即對事物的所有感

以及自己的所有物所能激起的惜愛之情 ── 這些在柏拉圖的國家裡， 皆已不

復存在。」 

 

在史前時期，當家族即是唯一的國家，而遊牧或原始農業是唯一生活方式的時

候，也許真有過共產生活的存在。但在極端分化的社會裡，由於勞力分為許多



29 
 

不同的部門，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現象便自然產生而擴大，在這種社會裡，共

產主義因不能刺激人民的向上心而必然崩潰。凡是艱苦的工作，永遠不能不以 

利得來刺激；同理，適當的工業、農業以及管理等則須用所有權來刺激，方能

發展。如果天下的一切東西都屬於天下的一切人的話，便誰也不管什麼了。「凡

物為最大多數人所共有者，便只能享有最少份量的關心，人到底是最關心自己

的利益，而很少顧及到公共利益的。」不但如此，「人們永遠是不容易共同相處

的，也不容易共有東西，尤其不能共有財產，如同道旅行的兩個人 (暫且不說

結婚生活上共產主義之難於實行) 常因小事而發生爭執，是個明顯的例子。」 

 

「人們極易相信烏托邦思想，以為有方法使人人皆成為好友，尤其是聽到有人

攻擊社會現有的罪惡。 說財產私有制度乃是這些罪惡的根本來源時，他們更堅

信不已。但是這些罪惡完全是另外一種根源發生的 ── 即是人性之惡。」「政

治學的目的不在改造人性，而應根據人的本性去對付人民。」 

 

說到人性，其平均水準與其說是接近神性，倒不如說是更近於獸性。人類的絕

大多數都是天生的低能和賴蟲；無論社會制度如何改變，這些人永遠要沉倫在

社會的最下層；因此，欲以國家「便與灌水於漏桶無異。」這些人在政治上必

須加以管理，而在產業上則必須予以指導；可能時最好求得他們的同意辦理，

但必要時亦可不求同意。「從出生時起，有些人便注定成為服從者，而有些人注

定成為領導者。」因為能以心靈洞傳者，生來便是變成君主或領袖的人才，而

只能以肉體勞動者便生來就是奴隸。」 

 

奴隸之於主人，如同身體之於心靈；而正如身體必須聽從心靈，「凡低賤者也應

服從主人的支配。」奴隸是具有生命的工具，而工具是沒有生命的奴隸。於是

我們這位硬心腸的化學家有所希冀的說了一些似在預告工業革命的話：「如果所

有的工具都能自行工作，能服從或預料別人的意志的話 …… 如果梭子自動織

布，琴撥能自動彈琴，而不需要任何人的手來操縱它的話，那麼，所有工頭便

無須任何助手，而主人也可不須要任何奴隸了。」 

 

這種思想充分地表現了希臘人之輕視手工。當時雅典的手工技術自然遠不如我

們今日的高明複雜。在今日，許多機械工人所須要的知識往往比一般人所操的

工作所需要者為大，甚至一個大學教授有時 (如在某種危急關頭) 亦可能把一

個汽車技工視同神仙；但在古代雅典，手工完全僅僅是手工而已。亞氏站在哲 

學的高塔上俯視，自然會蔑視此種手工業，而說這是缺少心靈的人們所操的專

業，只適合於奴隸來操作，並只能助長人的奴隸性而已。他相信手工勞動會使

精神麻木不仁，自甘墮落，同時也會佔取政治思考所必需的時間與精力，在亞

氏看來，有空暇者才可過問政治這種想法，實為一個無可否認的合理結論。「在 

一個理想國家內，工人不應享有公民權 …… 在提貝 (Thebes ) 曾經有一條法律



30 
 

規定離開實業界未達十年者不得充任官職。」甚至商人或金融家，亞氏也統統

將之歸入奴隸之列。「零售生意是不自然的；它是人們 彼此剝削的方法之一，

此種交易中最可惡者莫過於高利放債，因為放債取息的赢利工具是金錢本身，

而不是它的自然用途。金錢應該是人藉以交換事物的工具，而不應變成獲利的

工具。所以這種高利放債，這種以錢賺錢的投機行為 …… 便是所有賺錢方法

中最為不自然的一種。」金錢決不可用來生息添財，因此「金融理論的討論雖

非全無哲學價值，但從事金融工作或專事賺錢等確不是自由民的適當職業。」 

 

 

1515 年漢斯巴爾東(Hans Baldung)木刻：菲利斯騎著亞里士多德 

 

二、結婚與教育 

女人之於男人，如同奴隸之於主人，勞力者之於勞心者或是野蠻人之於希臘

人。女人是未完成的男人，仍然停留在進化過程中較下級的階段。男性生來便

較為高等，而女性則較為下等；男性是支配者，而女性是服從者，這原則顯然

可適用於全人類。女人意志脆弱，而無獨立的人格或地位；她所能享有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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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便是一個平静的家庭，在這家庭裡，對外關係上她雖受着男人支配，但對

內她却是一切家事的主宰。女人不應如在柏拉圖共和國那樣近似男人；相反

的，我們更應該增加男女間的相異處，因為彼此不同的東西所具有的吸引力是

勝過任何別的東西的。「男人與女人的勇氣，並不如蘇格拉底所說那樣的相同；

男人的勇氣表現在其領導力，而女人的勇氣却表現在其服務心：如詩人所說：

『沈默乃是女人的光榮。』」 

 

亞氏似乎認為男性能奴化女人到理想程度，是件稀罕而值得稱讚的事；而且在

掌握實權上，舌頭的威力常大於武力的作用。於是他勸告所有男人，最好把結

婚延到三十七歲左右，然後再找個二十歲前後的年輕姑娘為終身伴侶；他的用

意似乎是要給男人以一些不可缺少的有利條件；因為二十歲左右的女人平常與 

三十歲左右的男人旗鼓相當，而一個身經百戰的三十七歲男人總可以說是她的

長輩，如此便自然易於控制她了。亞氏之所以對男女的結婚年齡作如此的估

計，也可說是由於他希望每一對夫婦都能把雙方的生殖力及生殖慾維持到同一

時期所致的。「如果男人尚能生育而女人則已不能，或者情形相反，都能引起風

波與不和……因為男人的生育年齡多半以七十歲為限，而女人則大都以五十歲

為限，男女的結合應以這種生育期的差別為根據。男女若在年紀過輕時結合，

對子女的生育便有不良影響，就以他種動物為例，年輕父母所養的下一代都比

較細小而常有發育不良的現象，並且多半是雌性的。」所以，在結婚生活中，

健康比愛情重要。此外亞氏更進一層的說：「盡量避免早婚，可以帮助我們節

制，因為結婚過早的女人，行為常流於放肆而不檢點；就是男人，也會影響到

身心的發展。」(亞氏顯然只考慮到女人的節制問題，而未曾注意到結婚過晚在

男人身上可能引起的道德問題。) 結婚生育是人生大事，絕不應讓年輕人任其

妄念，隨意進行，而應由國家予以督導與控制；政府必須決定兩性的結婚年齡

之最大與最小限度，同時也該決定懷孕 最適當的季節以及人口的增加率等。人

口的自然增加率過高時，我們寧可用墮胎方法代替殺嬰等殘忍手段，以求合理

解決；同時「墮胎應在胎兒未有生命及感覺之前施行。」每一個國家的人口都

有一個理想的標準，依其國情及財源而異。「一國的人口如果太少，便無法自給

自足而失其國家的意義；但如果過多 …… 此國家便變成民族大集團，以致難

以建立立憲政府，」而更難實現民族或政治的統一。總而言之，一國的人口 以

不超過一萬人為最理想。 

 

同理，教育也應歸國家管理。「維持一國的制度最有效的辦法是使教育配合政

治……凡是公民必須具有配合國家政體的思想。」學校歸國家管理，我們便能

將人民的關心由工商業轉移到農業；我們亦能訓練人民，使一方面能保持私有

財產，一方面則能慷慨捐款，以利公共事業。「就使用財產一點而言，俗語所 

謂的人須共同享受的道理永可適用。」一個正在生長的國民尤須培養守法精

神，否則國家便無法成立。「俗語說得好：『不知服從者，不能成為有才幹的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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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這個標準公民必須兼備服從及領導的能力。」 只有在國家管理下的

學校制度，方能消滅人種的區別而達成社會的統一；所謂國家實為一種多元的

組織，而須藉教育力量始能成為統一的團體。我們必須設法使年輕人明白他們

在國家裡所享受的福利，社會組織 所帶給他們而未為他們所賞識之安定的環

境，以及國家法律所保障的自由等等。「如果修養到家，人實在是最優秀的動

物；但如果孤立而墮落，便成為最惡劣的動物。因為人生來便帶有可以用來達

成種種不正當目的的智力以及其他種種特性，這些特性都是人類的武器，而武

裝完備的壞人是最危險的；如此，一無美德的人便成為最下流最野蠻，充滿了

食慾及色慾的動物了。」但美德的養成唯藉社會的管制力量始能為之。人類由

於語言的發達，而養成合群的習慣，由之更激發知識的進步，然後，知識賦予

事物以秩序，而由秩序便產生了文明。個人在這秩序井然的國家，有無窮的機

會與途徑可以發展，這是在獨居生活中無法得到的。由是觀之，「人除非變成動

物或神仙，便無法離群獨居了。」 

 

由於上述的理由，革命永遠是不高明的；它或能帶來某種利益，但同時帶來的

是更多的罪惡；其中，破壞秩序組織，而造成社會紊亂是其最大罪惡，因為社

會秩序與組織乃是一切政治利益之所在。革命性新制度的直接效果常可預料，

也顯得頗為理想，但其間接效果却常常無法預料而會引起大災禍。「對事不能 

深慮的人，常以為發表意見是容易的」；而不需要決定繁雜事務的人，也能迅速

的作決定。「年輕人常易受欺，是由於他們顧前而不顧後。」被抑制的古風俗之

所以常能推翻新政體，乃是因為古風俗在人民之間已根深蒂固的緣故。法律能

改，民心是不能改的。由社會各階層的人民所支持的政體方能長久的維持下

去。 因此希望能避免革命的統治者必須革除貧富懸殊的現象 ── 「這現象多

半是戰爭所造成的」；他必須獎勵 殖民政策 (像英國人)，以分散過度集中的人

口，提防內亂於未然；此外，他須援助並親自參加種種宗教活動，尤其是獨裁

統治者「更不能不顯示自己的信仰，因為人民如果知道自己的統治者是虔誠的

信徒，便不致懷疑他的公正無私，同時由於他們相信神在保佑他，也就不敢輕

易謀反了。」 

 

 

三、民族政治與貴族政治 

如果宗教、教育、家庭秩序言方面，自能具備一種保障的話，任何傳統政治也

都能發生效果。各政體都有優點與缺點，而且其所適用的狀況 也各有不同，原

則上，選賢與能，使其掌握一切政權，以統治國家，是最理想的政體。荷馬說

得好：「我們不應有多數的君主，我們只需一個領袖。」如此，有能的國家元

首，並不必為法律所限制，法律在他不過是一種工具而已：「對於有卓越才幹的

人，法律並不在 ── 因為他們自己便是法律。」所以，想為他們制定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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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可說太冒味可笑了；如在安抵施特奈 (Antisthenes 古希臘哲學家) 的寓言

裏，當兔子在百獸的會議席上高聲疾呼平等時，獅子便反駁道 ──「你有沒有

爪牙？」能力過人者真大可如此對人反駁。 

 

雖然如此，君主制度往往是最不理想的政體，因為兼備過人的力量與超人的德

性於一身的人，到底是罕有的；因此，可附諸實行而合理的政體便是貴族政

治，也就是由知識淵博，才幹非凡的少數人執政的政治制度。政治因為是極其

複雜的事件，故我們固不能讓博學多能之士去管理小事，更不該叫民眾學隨意

決 定大事的權利。「醫生識醫生，也唯有才識相當的人才能彼此批評……難道

這道理不可適用在選擇上嗎？ 唯其選民有知識，選舉方能合理得當，如同幾何

學家才能在幾何學方面作安當的選擇，航海家才能在航海問題上有妥當的安

排……總之，官吏的選舉罷免權不應交給人民。」 

 

世襲的貴族政治，難處在於它沒有永久穩固的經濟基礎；暴發戶繼續不斷與起

的結果，官位將終於變成可以金錢收買，並流入標價最高的人手裡。「金錢買官

確是一種壞習慣：法律如不加以禁止，人民便會輕才而重財，以致全國共同落

進貪財的惡習之中。因為國家元首所重視的，人民當然也效法他而重視之，」

(這就是現代心理學上所謂的「尊嚴的模做 Prestige imitation」)；「同時如果人們

都不重視才幹的話，真正貴族政治也就無法存在了。」 

 

至於民主政體，平常都是反對財閥政治的革命所產生的政體。「統治階級因貪愛

錢財，而致人數不斷的減少，」(即馬克斯所謂的「中產階級之消除」)「加

之，下層人民的力量逐漸增大，後者逐能發動版變，建立民主政治。」此種

「由貧民執政的制度」有一些好處。「一般大眾，就個別而言，其判斷力當然 

比不上專門家，但其集體的判斷則不亞於專門人才。不但如此，某些藝術品常

無法由藝術家本身來加以正確的評價，而必由無該項技能的外行人始能為之；

例如房子的所有者或居住者對一所房屋的批判常比建築家妥切；同樣的，客人

對一席饗宴所作的評價也常優於廚師的評價。」此外，「多數人總較少數人不容

易腐敗，因為大量的水總比少量的水不容易變質。個別的人易為喜怒哀樂等情

感所克服，而失去正確判斷力， 但我們簡直無法想像大多數人會同時受到感情

的影響，而犯同樣的錯誤。」 

 

然而大體上說來，民主政治究竟是劣於貴族政治的，因為前者以錯誤的平等觀

念為立論基礎；「他們以為凡在某一點 (例如在法律上) 平等者，在其他各點

也必平等；如此他們看到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由， 便斷定說人是絕對平等

的。」所以，民主政治的後果常常是有能之士為民眾所犧牲，而民眾則為詭計

多端的人所操縱。因民眾思想輕浮而膚淺，易受惑亂，故選舉事應完全由知識

份子來處理。總而言之，人們所 需要的是貴族政治與民主政治的混合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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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圓滿的混合政體便是立憲政體；這雖還不能說是我們理想中的最小體 

(最理想的政體具有理想教育制度的貴族政治)，但到底在可能附諸現實的政體

中是最好的。 我們必須自行考慮何種憲法最能適合一般國家，何種生活方式最

能適合一般人民； 

我們不應該設定普通人所難以達到的道德標準，也不應該假設僅能適合某種特

殊環境或自然條件的教育制度，更不應該設想能希望而不能實現的理想國；我

們必須考慮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及一般國家所能附諸實現的政體。

「首先，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可遍適用的原則，就是：國家內擁護政體的階級必

須強於反對階級」；這種力量並非僅僅以人數，或單靠財物，或只憑軍事政治才

能便可確保的；它是這些條件統統齊備時，才能保持的。因此「除了人數上的

優越之外，同時還得注重自由、財富、教養、及家世等諸因素。」但是，我們

如何得到如此實用的大多數人來支持我們的立憲政府？最理想的支持者可能就

是中產階級；這看法正好合乎中庸之道，如同立憲政治之介乎貴族政治及民主

政治之間。只要官職絕對公開並且由才能出人頭地者充任，我們的政府必可成

為既相當民主又十分貴族化的政府。無論我們從哪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永遠存

在的政治問題，我們所得的結論始終是一個，就是： (一) 政治的方針須由大

眾決定，而政治的執行則由專家負責； (二) 大眾有選舉權， 但官職本身應保

留給才識卓越的人才。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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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批判 
 

對亞氏這種哲學，我們應予以何種批判？亞氏哲學並不是一種令人興奮的哲

學，任何人都不容易對亞氏抱有熱狂態度，因為亞氏本身便很少以熱狂的態度

對待事物；如霍勒斯 (Horace 公元一世紀羅馬詩人) 在詩的方法一書中所說，

「如欲使人流淚，則自己必先流淚。」亞氏自己根本就不流淚，如何能使人流 

淚？「不驚訝」這句話便是他的座右銘，所以我們在他的哲學着實也難找到使

我們驚訝的東西。我們無法從他得到柏拉圖所持有的改革的熱情以及使那偉大

的理想主義者不能不攻擊自己同胞之憤世嫉邪的人類愛， 從他我們更無法得到

柏拉圖那大膽的獨創性、高遠的想像以及豐富的幻想。雖然如此，在我們讀完

柏拉圖之後，亞氏那種冷靜的懷疑却是最有益於我們的。 

 

亞氏的成就固然偉大，但我們對他仍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首先我們不同意亞

氏所堅持的理則學。亞氏認為三段論法足以代表人類的推理方法，但其實不

然；它只是人類為說服別人而藉來整理推理的方法而已。亞氏以為人類思想起

於大小前提，由此達到結論；但實際上，思想却起於假設，然後再搜尋大小前

提 為證明的資料 ── 而最理想的大小前提則須透過精密的分離實驗及個別現

象的觀察之後方能發現。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忽視以下的事實：(一) 兩千年

的漫長歲月僅改變了亞氏理則學的細枝末節； (二) 奥坎 (Occam 十四世紀初英

國經院哲學家)、培根 (Bacon )、威衛爾 (Whewell 十九世紀英哲學家)、彌爾 

(Mil1 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 等僅在亞氏所造的太陽上發現了一些小污點； (三)

亞氏一手創造的這個思想方法以及其系統的本質仍然是人智的不朽成就之一。 

 

其次，亞氏自然科學只是一堆未經消化的觀察結果。這是因為他未能利用實驗

和安當的假設所致。亞氏特別長於資料的蒐集與分類；無論在哪一部門，他都

能運用他獨特的類別觀念，將所有資料加以分門別類，編製目錄。但除此而

外，他的作風却與柏拉圖相似，他的形上學熱使他在每一門科學上都誤入迷

途， 而定立許許多多荒唐無稽的假設。這種態度追究起來也是由於希臘精神之

某種大缺陷致成的；就是說，希臘人未經過思想訓練，又因缺乏傳統的限制與

基礎，而無拘無束的隨意開創學說或理論；這種特性固然是希臘哲學登峰造極

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希臘科學不昌盛的所以然。然而在今日我們的處境却與之

相反。科學上由歸納法所得的無數資料，如維斯維亞 (Vesuvius) 火山的熔岩，

從各方面落在我們頭上，使得我們因這些未經整理的事實而幾乎透不過氣來。

由於缺少一種綜合的思想或統一的哲學，我們的科學乃日趨複雜而紊亂，大有

壓倒人類心靈之觀。我們各個人在今日實在只是人類應有狀態的斷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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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氏倫理學其實是其理則學的一部門；他以為理想的生活須與合理的三段論法

相似。所以，他的倫理學與其說是激發人類改善生活的理論，勿寧說是一部禮

節的指南。曾有一個古代學者說過：「亞氏注重中庸着實過度。」此外，極端主

義或許也要說亞氏的倫理學是一部最乏味而陳舊的老生常談集；同時痛恨英國

人者也大可因劍橋與牛津二大學生均須將亞氏倫理學讀得滾瓜爛熟而稱快，因

為這好像是對於他們成年後所要犯的帝國主義罪惡之一種懲罰。面對着這些乾

燥乏味的書頁，我們真想以一些鮮綠的草葉 (Leaves of Grass) 來加以點綴，希

望在亞氏讚揚純智性幸福的思想中加懷特曼 (Whitman 十九世紀美國詩人) 那

種活潑的感官之喜悅。我們不免懷疑亞氏這種過度中庸的理想與英國貴族特有

的笨重的德性、生硬的完美作風以及死板的美姿是否有因果關係。馬大阿諾 

(Mathew Arnold 十九世紀英國文藝批評家、詩人) 說：他尚在牛津就讀時，教

授們常把亞氏倫理學一書視為絕對無誤的經典。的確，亞氏的倫理學與政治學

二書構成英國統治階級的思想，幾達三百年之久，其影響可能激發了許多偉大

高雅的成就，但也助成了苛酷冷静的實際主義。如果那些大英帝國的領袖是在

柏拉圖共和國所倡的那種熱情奔放的改革思想中長成的話，今日英國又將怎樣

一個情形呢？ 

 

總而言之，亞氏到底不是一個純粹的希臘人，他在未到雅典之前，已有成熟而

固定的思想。他沒有雅典作風，沒有雅典人那種急促而活潑的經驗主義風格 ─

─ 這種風格使雅典人對政治有熱狂的關心，使雅典終於歸併在專制君主的統一

支配之下。亞氏把德爾菲神殿中指示避免極端的箴言恪守得太徹底了。他因為 

過度注重中庸，削減極端，結果弄得一無所餘。他因為極其忌怕紛亂，而忘記

奴役的可惡；換言之，他因為極度害怕無常的變化，所以他寧願在死滅一般的

固定不變的狀態。他的思想缺乏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古希臘哲學家) 的靈活

性；因為赫拉克利特的萬物流動的觀念，在主張永久的變化都是緩慢的一點上 

可支持保守主義者，而在主張無一種不變狀態是永久的一點上亦可支持過激主

義者。亞氏忘記了柏拉圖的共產主義係以既不自私也不貪婪的少數人為對象

的；所以他之主張財產雖應私有，但其使用却須盡量公共化，實與柏拉圖的主

張並無二致，只是他多繞了一個彎而已。此外亞氏也不知道 (他在當時實在也

不易知道) 以私人力量控制生產，僅在生產器具簡單而任何人都容易購置時方

有益處；如果生產器具日趨複雜而價錢亦日益增高的話，便會引起所有權集

中，造成人為的不平等社會現象，而蘊釀暴動，以致形成紊亂局面。 

 

上面我們對亞氏的許多批評，對亞氏一手完成的那最驚人而最有影響的整個思

想系統來說，究竟是無傷大雅的。我們實在不能不懷疑有否第二個思想家，在

對世界文化的貢獻方面能與亞氏比美；亞氏以後各時代的人，幾乎都以亞氏為

知識泉源，並且都依賴亞氏去探索真理。亞歷山大城輝煌廣博的文化，其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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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完全得自亞氏科學。中世野蠻人的思想，更由亞氏機關一書得到訓練，而

成為有條不紊的系統。公元後第五世紀尼斯托流士 (Nestorius 君士坦丁堡的主

教) 派的基督徒將亞氏的其他著作 (機關除外) 譯成 叙利亞語，公元十世紀譯

成阿拉伯語與希伯來語，公元 1235 年前後再由之譯成拉丁文。這些著作使經 

院哲學，由阿伯拉爾 (Abelard 十一世紀經院哲學家) 的雄辯，發展為托馬斯阿

奎那 (Thomas Aqui nas 十三世紀經院哲學家) 博大而完整的體系。此外，十字

軍東征時，騎士們也帶回來了較為可靠之亞氏著作的抄本；公元一四五三年，

土耳其人侵犯東羅馬帝國時，逃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流亡學者也帶來了許多寶

貴的亞氏文獻。亞氏著作在歐洲哲學上所佔的地位宛如聖經在神學上所佔的地

位，人們都把它視為絕對無誤的經典，而以為它包羅宇宙萬眾一切問題的答

案。公元 1125 年，駐巴黎的教皇使節會禁止亞氏著作的講授；到了公元 1231

年，格雷格利九世設立了一個委員會擔任亞氏著作之堪正；至 1260 年，他的著

者遂變成所有基督教學校之必修課程，而對亞氏有所反對的人必為宗教會議所

懲罰。措瑟 (Chalucer 十五世紀英國詩人) 曾寫他研究亞歷斯多德時的快樂說： 

 

在他的枕頭旁邊， 

堆着二十本書籍， 

或紅或黑，但是， 

內容盡為亞氏哲學。 

 

 

但丁在神曲的地獄篇中也說： 

我看到一切智者之師 

立在一群哲人當中， 

受着萬人的讚揚與尊崇。 

我亦看到柏拉圖與蘇格拉底 

緊靠着他， 

立在他兩旁。 

 

 

這些詩句實可帮助我們了解亞氏之所以在一千年之間始終能保持不變的榮譽。

迄至新儀器的產生，觀察結果的累積，以及不屈不撓的實驗改寫了整個科學系

統，並且給予奥坎、雷姆斯 (Ramus 法國文藝復興期 之哲學家)、羅札培根 (十

三世紀英國修道士、科學家)、法蘭西斯培根等以無法抗拒的武器之後， 亞氏

時代始告結束。人類史上能如此長期的支配人智者，除了亞歷斯多德外，再也

沒有第二人了。 

【西洋哲學史話】➤ 第二章 ➤ 亞歷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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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晚年與死 
亞氏的晚年生活極其複雜。他一方面為其姪子克利斯托尼斯 (Calisthenes ) 因拒

絕崇拜亞歷山大而被處罰事，而反對亞歷山大，遂與大王不睦；大王對亞氏的

抗議甚至疾聲厲色的答道：以帝王之力，就是哲學家也能處以死刑。另一方

面，他却因在雅典人中竭力辯護亞歷山大，而又與雅典人不和。原來他重視的

是全希臘的統一與完整，而不是小城邦的區區愛國心；他以為小城邦獲得統一

而種種紛爭也因之消滅之後，文化方能更加昌盛。他心目中的亞歷山大如同歌

德心目中的拿破崙，乃是混亂而極其複雜的世界中的哲學統一性之象徵。渴望

自由的雅典人對這種想法深感不滿，而在亞歷山大把亞氏的影像建立在雅典中

心時，他們的敵意也就更加白熱化而顯明了。處在當時那種混亂情況下的亞

氏，與我們在其倫理學字裡行間所看到的亞氏，簡直可說是兩個人。他不再是

冷若冰霜而異常鎮靜的人，而是一個在四面楚歌之中，猶孜孜不倦地進行重大

工作的戰士。但是柏拉圖學院的繼承者，埃蘇格拉底的演說學校之學生，以及

德墨斯特尼斯以雄辯所煽動之憤怒的群眾，都已在企圖把亞氏驅逐出境，或將

他置於死地了。  

 

「就在這時候 (公元前 323 年)，很突然地亞歷山大駕崩了。雅典人為此而舉國

歡騰；他們更乘此機會，推翻馬其頓黨而宣佈獨立。雖然亞歷山大的繼承者和

亞氏的親友安第背達 (Antipater )也帶兵 向這造反的城市撲進，但馬其頓黨員十

之八九早已逃出雅典。不久雅典城的主教，悠利美頓 (Eurymedon) 遂以否定祈

禱與犧牲價值的罪名控告亞氏。亞氏看到那些陪審員及群眾對他所懷有的敵意

真激烈的遠非處死蘇格拉底之群眾所及，所以他乃賢明的決定離開雅典；他說

他不願讓雅典人再度冒犯哲學。亞氏的這一措施，毫無怯懦之處，因為在雅典

所有被控告的人都有選擇遠離這城市的自由。亞氏離開雅典來到卡爾琪斯 

(Chalcis ) 之後便病倒了。據第歐幾尼雷爾休斯 (Diogenes Laertius) 所記，亞氏

因事事不如意，終於在極度失望落寞中服毒自殺。無論如何，亞氏這一病，便

成為致命的重疾，離開雅典僅只數月 (公元前 322 年)，他便孤苦伶仃的與世長

辭了。 

 

也就在這一年，亞氏的死對頭德墨斯特尼斯竟與亞氏同樣也以六十二歲飲毒自

殺。短短十二個月的時光裡，希臘竟喪失了其最偉大的領導者，最偉大的雄辩

家，及最偉大的哲學家。從此希臘那燦爛的光芒，乃在羅馬的曙光四射之中，

逐漸暗淡而至於消失。不久，這一道發自富麗堂皇的權勢而不是發自思想的光  

 

芒也衰減了。暮色蒼茫中，夕陽終於沉落，接踵而至的便是一千年的歐洲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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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黑暗中，真正的哲學失落了，此後全世界所等待的便是此哲學復活的晨

曦。 

 

 

 

 

(第二章之亞歷斯多德與希臘科學已讀完，請繼續閱讀第三章之「法蘭西斯 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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