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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四章 ➤ 斯賓諾莎 

 

 

第一節：歷史背景和小傳 

 

 

I. 猶太人的奥狄塞 

自從猶太人流亡他國以來所發生的故事是歐洲歷史的史詩之一。羅馬佔領耶路

撒冷 (公元 70年) 之後他們被驅逐出境逃亡，或被賣到世界各國及各大陸；遭

受兩大宗教 ── 基督教和回教教徒的殺害 ( 這兩大宗教偏偏就是從猶太族的

經典和紀念物產生出來的 )；這批猶太人被封建主義或同業公會禁止私佔土地

或參與工業的經營。他們又被關閉在擁擠不堪的猶太村裡從事小職業；遭受人

民的欺弄和國王的掠奪。這些可憐的猶太人用自己的金錢，為了自己的生意，

建立了對於文明極為重要的城鎮；接受逐放，遭遇欺侮 ── 然而不用什麼政治

組織，不需法律强制他們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更不要一種共通的語言，這個

奇異的民族竟然在精神上和肉體上維持到底，保持完整的民族文化，維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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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式和傳統，堅毅地等待解 救的曙光。他們的人口逐漸增加，在各方面產生

了許多天才，有着偉大的貢獻，獲得極高的聲譽。最後，經過兩千年的漂泊流

浪，他們得意揚揚回到那未被遺忘的老家。看看他們所受到的痛苦，歷史佈景

的變化以及那些光明正大的事業，什麼戲劇可以和它們媲美？什麼小說可以和

這種事實的浪漫史匹敵？ 

 

聖都淪陷幾個世紀以前猶太人就開始背井離鄉，流浪各處。他們經過泰耶 

(Tyre) 西敦 (Sidon) 和其他海港疏散到地中海每一個角落到雅典、安修契 

(Antioch)，亞力山大城、迦太基、羅馬和馬賽、甚 

至到過遙遠的西班牙。「神殿」倒塌之後，「離散」幾乎變成集體移民。最後他

們循沿兩條路線遷移：一條是順着丹紐布河與萊因河直到波蘭和俄羅斯；另一

條則直通西班牙，當時摩爾人也順沿此路興師西征。在中歐，猶太人以經商和

理財聞名於世，半島上他們欣然吸收阿拉伯的藝術，醫學和哲學，並在可德華 

(Cordova )，巴士羅那 (Barcelona ) 和塞維亞 (Seville ) 各地的大學塾拓展他們

自己的文化。在第十二、十三世紀中猶太人在這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 他們把

古代和東方的文化介紹到西歐。當代最偉大的醫生摩西，美莫尼茲 (Moses 

Maimonides 1135 -1204) 就在可德華寫下他那有名的聖經注 ── 迷惑者的指南 

(The Guide to the Perplexed )；克黎斯卡斯 ( Hasdai fescas1370 – 1430 ) 也在巴士

羅那提出一種震動了猶太教的邪說。 

 

在西班牙的猶太人則於法迪南 (Ferdinand )征服格蘭那達 (公元 1492年) 並把

摩爾人完全驅逐出境之前發了大財。半島上的猶太人現在失去了他們在寬厚的

回教徒統治之下享有的自由。宗教裁判 (即基督教特有的宗教裁判組織) 强迫

他們接受洗禮，履行基督教徒的義務，否則就要逐放他們並沒收其財產。 這並

不是因為教會極端地仇視他們，事實上教皇對於這種野蠻的行動一再向宗教裁

判所提出抗議。猶太人之所以受到這些義務上的壓迫全是因為西班牙國王想要

擅取這個異族辛辛苦苦積蓄起來的財富以肥私囊。 幾在哥崙布發現美洲的那一

年去法迪南發現了猶太人。 

 

大部份的猶太人不甘受宰割，在國外尋覓安身之所。有的人搭了船想到熱那亞

(Genoa) 或義大利其 他的海港登岸，但是被拒絕，病苦中向前航行，直到非洲

海岸。一上岸，許多人就被殘殺，因為土人都相信他們吞下許多寶石在肚子

中。有人在威尼斯獲准登岸 ── 威尼斯知道它之所以能夠在海上佔優勢應該 

歸功於猶太人。其他人則供獎勵哥崙布 (他也許就是他們的本族人)，希望這位

偉大的航海家給他們找到一個新的家園。又有許多人乘着當時簡陋的船隻向大

西洋北部航行。船經過互相敵視的英法兩國之間，最後抵達荷蘭。荷蘭的領土

雖小，其人民的胸襟却極寬大。在這些猶太人當中，有一家是來自葡萄牙的，

名字叫做厄斯賓諾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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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西班牙國勢一蹶不振，而荷蘭却日見興盛。一五九八年猶太人在阿姆

斯特丹(Amsterdam) 建立第一所會堂 ( Symagogue(猶太教堂)，是猶太人獨有的

宗教集會所 ── 譯者註)。七十五年後當他們建築第二所歐洲最宏偉的會堂

時，鄰近的基督教徒也給他們作金錢上的幫助。假使我們從那些商人及律師所

得到的滿足 來，猶太人的確是幸福的。但是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安平無事的猶

太人的生活突然由於在會堂裡所發生的一場劇烈的爭論而起了波浪。烏里葉亞

科塔 (Uriel a Costa )是一位很熱情的青年。他像其他幾個猶太人一樣，以文藝

復興的懷疑精神給後世極大的影響。他寫了一篇論文激烈地攻擊對於來世的信

仰。這種否定的態度並不一定違背猶太人的舊教理，但是猶太教會强迫他撤消

他的論著，免得它引起當地社會團體的不歡。因為這個團體雖然曾經熱烈地歡

迎過他們，但是對於任何一種激烈地攻擊基督教之真髓的異端邪說都抱着不能

寬恕的敵意。按照撤回論著和施行懲罰的程序，這位高傲的作者橫卧在會堂門

檻上，讓猶太民族大會的會員跨過其身。烏里葉忍受不了這種恥辱，回家寫了

一篇毒辣的文章攻擊他的迫害者之後飲彈自殺。 

 

這是 1640年發生的事情。那時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 ──「近代最偉大的

猶太人」和近代最偉大的哲學家—是個八歲的小孩子。他是會堂裡的得意門

生。 

 

 

 
座落紐約市的猶太教堂，1896年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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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斯賓諾莎的教育 

猶太人的流亡詩就是斯賓諾莎的思想背景。這種思想背景使他成為一個道地的

(雖則他被逐出教會) 猶太人。雖然他的父親是個很成功的商人，但是斯賓諾莎

對於這種生涯絲毫不感興趣。他寧願在會堂內外 消耗他的時間，研究他的民族

的宗教和歷史。他是個傑出的學者，他的長輩都認為他將來會給他們的團體和

信仰大放光明。不久他讀完聖經，開始涉獵文字精湛的塔爾麥經 (Talmud，猶

太教的經典) 的注釋，讀破美莫尼茲、黎維本迦孫、伊本愛茲拉、克黎斯卡斯

的著作。他的多方面的求知慾進而使他接觸伊本。介比羅爾的神秘哲學及摩西

在可德華所寫的作品。 

 

後者的內容極為複雜，但是其中所提到的神和宇宙同一之說給斯賓諾莎很大的

影響。他熱心研究本。 迦孫的永恒世界的思想及克黎斯卡斯的物質宇宙即為神

體之信仰。他發現在美莫尼茲的迷惑者之指南中疑惑多於指南。因為這位偉大

的律法師 (Rabbi猶太人對於法學博士的尊稱) 提出許多他沒有解答的問題。 

斯賓諾莎把美莫尼茲的聖經注忘得一乾二淨，發現舊約中所記載的有很多是自

相矛盾或不可能的。一種信仰的最聰慧的保護者就是它最大的敵人，因為他們

思想精確，往往刺激腦筋，引起懷疑。美莫尼茲的著作如此，伊本愛茲拉的注

釋亦莫不是如此。在這本注釋中作者直接提出有關舊信仰的問題，有時候又把

這些問題放棄，因為它們是不可理解的。斯賓諾莎讀得越多，想得越多，單純

的確實性就越變成驚疑怪異。 

 

他受好奇心的驅使，探究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家所寫的關於神和人類之命運兩大

問題的著作。他開始從荷蘭學者恩德 (Val den Ende) 學習拉丁文，此後閱歷更

廣。這位老師本人就像一個異端者；他是一個宗教和政治的批評家，頗富於冒

險精神 ── 他曾經越出學問的領域參加一項反叛法蘭西國王的陰謀，終於在 

1674年上了斷頭臺。他有一個美麗的女兒，他得到斯賓諾莎的愛情上的鼓勵也

努力學習拉丁文，就是現代的大學生受到這樣的鼓勵也會學習拉丁文的。然而

這位少女並不是一個太有理智的人：她經不起外界的誘惑。當另外一個人帶着

華貴的禮物向她求婚的時候，她就對斯賓諾莎失去了興趣。無疑地就在這時我 

們的英雄變成一個哲學家。 

 

總之，他努力的結果克服了拉丁文。他藉此語言，接受古代和中世紀歐洲的思

想遺產。他似乎讀過笛卡兒，柏拉圖和亞歷斯多德，但他還是選擇了偉大的原

子論者德模克利 ( Demokritos )，伊壁鳩魯 (Epicurus ) 和魯克利沙斯

(Lucretius)；至於蘇道亞學派 (The Stoics) 的哲學給他的影響也是不可磨滅的 

他讀過煩瑣哲學，不但採取了他們的術語學，而且沿用了他們以公理、定義、

命題、證明和系論注釋的幾何學之方法。他研究過布魯諾 (Bruno 1548-1600)。



7 
 

這位偉大的「叛徒」，他的心靈之火「就是高加索全部的雪也熄滅不了。」布魯

諾從一個國家漂流到另一個國家，從一種信仰轉移到另一種信仰，始終是「由

其門入，由其門出。」他一邊探究真理，一邊懷疑信仰，最後受到宗教裁判的

判決，被處以最慈悲的不流血的死刑 ── 火刑。這個浪漫的意大利人思想多麼

豐富啊！首先是統一的觀念：「實在」在實質上為一， 在起因上為一，在來源

上為一；神和實在為同一之物。次則心物同一之說，布魯諾認為「實在」的每

一個分子都是由物質和心靈兩個不可分解的因素組成。因此哲學的目的就是在

雜多之中發現單一，在物質之中發覺心靈，在心靈之中發覺物質；這就是說：

要發現兩個相對的事物或矛盾的事物相遇合併的綜合體，並期在這上面獲得有

關宇宙的統一的最高知識。這種最高知識在理智上相當於對神之愛。這些思想

都構成斯 賓諾莎的哲學的一部份。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受了笛卡兒 (1596 - 1650) 的影響。在近代哲學

中，笛卡兒是主觀論和唯理論傳統的鼻祖，正如培根是客觀論和實在論傳統的

鼻祖一樣。他的法國的追隨者和英國的反對者都知道笛卡兒以先天的意識為思

想的中心，這就是說：認識自我比認識其他事物更為明快而直接；也就是說： 

理性藉客觀的事物透過感覺刻在意識上的印象來認識自然。因此一切哲學應以

個人的意識 (即理性) 或自我開始。其第一論證便是「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也許在這種立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點文藝復興和個人主義的精

神。它顯然含有許多問題供後世的人思索。從此時開始有了認識論 (Episte 

mology 或譯為知識論) 這個名詞。以後三百年間，賴布尼茲(Leibnitz)，洛克

(Locke)，巴克萊 (Berkeley)，休謨 (Hume) 和康德 (Kant) 都為了這個問題參

加論戰，這長期的論戰刺激同時也摧殘了近代的哲學。 

 

笛卡兒這一方面的思想並不使斯賓諾莎感興趣；他不願讓自己走失在認識論的

迷宮裡。引起他的注意的是笛卡兒的另一種思想：一切物質形態底下有純一的

實體；而一切精神態底下又有另一純一的實體。這樣把實在 (即宇宙) 截然分

成兩種根本的實體，恰與斯賓諾莎的統一意向相反。笛卡兒另一種思想也引起 

斯賓諾莎的注意。他想用機械的數學法則解釋神和靈魂以外的世界。這是雷奧

那德 (Leonardo) 和伽俐略 (Galileo) 時代的老思想；它也許反映着意大利各城

市機械工業的發展。笛卡兒說：其他天文學、地質學和一切非精神的過程和發

展都可以用最初寓於不完整的形態裡的純一實體來解釋。「這種不完整的形態就 

是拉普拉斯 (Laplace ) 和康德的星雲說。」每一種動物甚至於人體的每一種動

作都是機械的動作：例如血液的循環和反射作用等等。整個世界以及每一個肉

體都是一架機器；但是世界之外更有神，肉體之內則有靈魂。 

笛卡兒在這裡停下來，但是斯賓諾莎竭力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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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除名 

這些就是一個外表沉靜而內心不安的青年精神上的經歷。1656年 ( 他生於

1633年) 他被召到猶太教會長老面前，罪名是他提倡邪說。他們問他是否真的

向朋友們說過，神可能有肉體物質的世界，天不過是一種幻想，靈魂可能只是

一種實物，舊約沒有談到靈魂不滅等話。 

 

我們不知道他怎麼回答。我們只知道假如他答應至少在外表上繼續對猶太教會

及其信仰表示忠實的話，他可以獲得五百美元的美金。但是他拒絕了這項年

金。1656年在一場陰沉的希伯來儀式中他被逐出教會。「宣讀逐詞的過程中，

會堂裡時而傳來哀傷而悠長的號角聲；起初灼灼閃耀的燭光也隨着儀式的進行 

而一一熄滅，直到最後一支熄滅了 ── 一個被除名的人的精神生活也跟着熄

滅，會場就籠罩在一片黑暗中。」 

 

凡· 弗羅頓 (Van Vlotin)告訴我們除名儀式的過程： 

 

教會會議中的長老宣稱：他們在確實獲知巴爾赫德，厄斯賓諾莎的邪惡的思想

與行動之後想盡辦法勸他改過自新。但是他不僅沒有走上思想之正途，反而自

認懷有一些可怕的邪說，並把這些邪說大膽地向外宣傳。許多可靠的人士曾經

目睹這些事情。根據以上所述，長老們確信斯賓諾莎有邪說之思想與言論。教

會會議的主腦將此問題加以檢討，最後經過議員的同意決定咒逐斯賓諾莎，使

他和以色列的人民脫離關係。從此一刻開始宣讀下面的咒文將他逐出教會： 

 

根據天使的裁判與聖徒的宣判，我們咒咀並驅逐巴爾赫德 厄 斯賓諾莎，神聖

團體的全體人員在聖典前根據其中六百一十三條條文向他宣讀愛利莎用以斥逐

小孩們的咒文以及法典中所記載的一切詛文。讓他白日受咒，晚間受咒，就床

時受咒，起林時受咒；出門時受咒，歸來時受咒。 

 

主啊！千萬不要饒恕他或接受他。主啊！您的怒火與不悦從此焚然他，使他肩

負法典中所記載之一切咒詛，從地上除去他的污名。主啊！為了他的邪惡，斷

絕他與以色列民族間的關係，使他受到法典中所記載的蒼天的咒詛，並願服從

天主的人們今天得救。 

 

現在勸告諸位千萬不要和他說話，不要和他通信，不要為他效勞，不要和他同

居，不要在四尺的距離內和他接近，不要看他口授的文件，不要讀他的著作。 

 

我們判斷教會的領導者不要過急，因為他們正面臨着一個複雜的問題。無可諱

言，他們也不願意接受不容邪說的罪名；曾經把他們從西班牙驅逐出境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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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也受過同樣的批評。但是他們對於荷蘭主人的感恩逼得他們把一個人逐出

教會，因為他的懷疑論給基督教和猶太教以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時基督教新教 

的哲學並不是像今天的那樣自由而具有伸縮性的；宗教戰爭使各宗派堅守自己

的信仰而不移；為了保護自己的宗教而流的血更使他們墨守自己的信條。猶太

民族一代產生了亞·科塔 (A Costa)，次一代又產生了斯賓諾莎，並以這些人物

報答基督教的容忍和保護，試問荷蘭當局會向猶太團體說些什麼話？更進一步 

持那些散佈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的統一及生存的最後一個工具。假如他們有他

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法，自己的社會力量，藉以促進內部的統一，使得異

邦人尊重猶太人的話，他們也許可以寬容些，但是他們的宗教對於他們來說，

不但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愛國心。猶太教會是社會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時

又是宗教儀式和禮拜的中心。斯賓諾莎所攻擊的聖經正是猶太人民的「可攜帶

的祖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認為邪說就是叛逆，容忍就是自殺。 

認為邪說就是叛逆，容忍就是自殺。 

 

我們覺得他們應該勇敢地冒這些險，但事實上要正確地判斷別人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也許本 伊 斯拉葉 ( Menash ben Israel ) ── 阿姆斯特丹整個猶太團

體的精神上的領袖 ── 可以想出一個和解的辦法使教會會員和哲學家和平相

處，但是當時這位偉大的律法師正在倫敦遊說克倫威爾為猶太人開放門戶。命

運註定斯賓諾莎是屬於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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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歸隱與逝世 

他泰然自若地接受除名，說着：「這 (除名) 不能逼我做出在任何一個情形之下

不可做的事情。」不過這只是暗中吹嘯；事實上這位年輕的學者發現現在自己

孤寂不堪。孤獨是最可怕的，然而没有一樁事比一個人要離開自己的民族那般

可怕。斯賓諾莎因為失去了舊信仰而感到痛苦萬分；儘管他清除腦子裡的一 

切，他心中乃留着許多創傷。其實他可以參加另一個教會組織或正教的另一宗

派。倘若他加入他們的團體，像一群牛為了溫暖而擁擠在一起的話，他或許可

以像一個特出的改宗者一樣重新發現自己的生活 ── 發現自己因為被逐出家庭

和種族而失去了的生活。但是他沒有參加其他的宗派；他孤苦伶行；獨過一

生。他的父親雖然以前希望自己的兒子成為希伯來學界最傑出的人物，現在也

把他趕走；他的妹妹企圖騙取他的一筆小產；往日的朋友也遠避他。難怪斯賓

諾莎沒有幽默感！難怪他當他想起那些執法者的時候，總以毒辣的語氣攻擊他

們： 

 

「那些不願像一個傻子般愕然凝視自然界的事物，那些想以哲學家的態度去了

解宇宙間的一切，藉以找出奇蹟的起因的人立刻被自為是異端者與不敬者；尤

其是一些被民眾尊為「自然與神之解釋者」的人們更把他們宣佈為異端者和不

敬者。因為這些人知道假如無知的假面具一被揭開，他們藉以保持權威的工具 

── 驚奇 ── 也隨之消失。 

 

斯賓諾莎被逐出教會不久之後身歷一次最可怕的經驗。有一天晚上他在街上走

着，一個虔誠的教徒用謀殺來顯示他的宗教：他拔出一支匕首直向這位年輕的

學者猛撲。斯賓諾莎轉身閃避，頸部受了微傷。他覺得這個世界上一個人可以

完全地做個哲學家的地方太小了，只好他遷。他搬到阿姆斯特丹郊外歐達德路 

邊一間幽静的閣樓住下來。他可能就在此時把自己的名字巴爾赫改為本尼狄克

特 (Beneact)。他的房東夫婦是門諾宗派 (the Meunonite sect ，福音主義的基

督新教一小宗派，其信條為濯足，他與同派教徒通婚，對於暴力不加抵抗等。

—譯者註) 的基督徒，他們稍稍了解異教徒。他們喜歡他那一副帶有色的和藹

可親的臉孔 (那些吃過許多苦的人不是變得很辛辣就變得很溫柔)。他們很喜歡

他晚上下來同他們一起抽着煙斗，用簡樸的語調談天。他起初在一所小學 (Van 

den Ende School) 教書謀生，後來又改行磨透鏡，好像他對於堅硬的物質特別

感興趣。他還在猶太人社會裡的一段時間曾經學過光學手藝；根據希伯來法典

每一個學者都必須學會一套手藝。這不僅是因為研究學問或誠實的教書工作很

難謀生，而且正如伽馬里葉爾所說的，工作可以使一個人保持操守，而「一個

沒有什麼手藝的學者終會淪為一個流氓。」 

 

五年後 (1660年) 他的房東遷至萊登附近的萊因斯堡，斯賓諾莎也隨着他們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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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所房子現在還存在着，那條道路，佩斯賓諾莎路，藉以紀念這位偉大的

哲學家。這幾年間他的生活清苦，思想高超。他好幾次一連兩三天潛居在房間

裡不見人，三頓飯也要人送上來。透鏡磨得很好，不過他時作時輟，所以賺錢

只夠蝴口。他熱愛知慧，不知謀生之道。斯賓諾莎寄宿期間，可拉勒斯

(Colerus)從其門下。後者根據一些認識斯賓諾莎的人報告，把他這一段生活記

述下來。他說：「他每季結帳非常精確，所以每年的常用既不會超過，亦不會少

於預算。有時他向房東一家人說他正像一條蛇，口咬尾巴，繞成一圈。這就是

說 他在年末一文不名。」但是這樣有節制的生活使他快樂。有一個人勸他接受

啟示，不要信賴理智。他回答說：「縱然我時常發現憑先天的理性思索出來的事

物不真實，我却不在乎這一點。我只感到滿足，因為在思惟的過程中我獲得快

樂。我既不嘆息，也不哀傷。我安靜地，愉快地過日子。」一位賢人說：「假如

拿破崙也像斯賓諾莎那樣聰明的話，他也會住在閣樓裡撰寫四部書。」 

 

當時的人對於斯賓諾莎的外表有所描述，傳至今天，我們可以添與可拉勒斯的

幾句話。「他是中等身材，瀟洒貌美，皮膚稍黑，烏黑的捲曲頭髮，眉毛又黑又

長，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來自葡萄牙的猶太人的後裔。至於他的衣着也極不講

究，他穿得比不上最貧賤的平民。一次政府裡一位最聞名的議員登門拜訪， 這

時他穿着一件很不整潔的寢衣。議員責備他，要給他一件新的寢衣。斯賓諾莎

回答他說：一個人穿上一件美觀的袍子也不見得好些。還後他還加上一句：「用

一塊華貴的布幅去包一件價值極微或毫無價值的東西，這是沒有道理的事。」

不過斯賓諾莎的衣着也不是很隨便的。「紊亂或疏懶的風采並不能使我們成為 

聖人，」他寫道。「因為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外表虛偽地表示不關心，這只能證明

他的精神低賤，在這種低賤的精神中知慧沒有一個適當的寓所，而科學也只能

產生衣冠不整的結果。」 

 

在萊茵斯堡的五年間斯賓諾莎寫了智力改造論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tellect )

的一小部份和倫理學 (Ethics Geometrically Demonstrated)。後者於 1665年脱

稿，十年期間他無意把它出版。 1668年阿德里安·可埃巴格 (Adrian Koerbagh) 

因為印行和斯賓諾莎相似的著作被判決十年有期徒刑，他僅坐了十八個月牢就

死了。1675年斯賓諾莎往赴阿姆斯特丹，心中滿以為現在可以安心出版他的傑

作。可是「謠言傳遍各處」他致朋友歐爾登堡 (0ldenburg) 信中說：「這個語言

說我的一本書行將問世，書中我企圖證明沒有神的存在。最遺憾的是許多人把

這個謠言信以為真。一些神學家 (也許他們就是這個謠言的製造者) 乘此機會

聯合王子和官吏們控訴我……幾位可靠的朋友暗示我事情的實況；他們還報告

我神學家們到處伏待我。我現在決定延期出版。等到一切好轉再說。」 

 

斯賓諾莎逝世後倫理學問世，同時出版的還有未完成的虹論 (A Treatise on the 

Rainbow)。這些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因為拉丁文是十七世紀歐洲哲學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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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通行文字。在荷蘭所寫的神與人簡論 (A Short Treatise on God and Man) 於

1852年被凡·弗羅頓 (Van Vloten)發現，這篇論文顯然是倫理學的初稿。斯賓諾

莎在世時出版的只有笛卡兒哲學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Cartesian 

Philosoppy1663)和神學政治論 (A Treatise on Religion and the State)。後者於

1670年匿名出版。 此作立被列入禁書目錄之內，並被政府當局禁止銷售。但

是在標題寫做醫學論文或歷史故事，在這偽稱之下推銷甚廣。無數的學者撰文

反駁這部作品；其中一個人稱斯賓諾莎為「世界上最不敬的無神論論者。」 可

拉勒斯把另一篇駁論稱為「不朽的無價之寶。」 ── 事實上今天只有這句評語

還存在着。除了這些公開的非難之外，斯賓諾莎還接到許多想要矯正他的人的

來信。他以前的弟子阿爾拔·布格 (Albert Bur已改信天主教) 寫來的一封是個最

好的例子： 

 

你以為你最後發現了最真實的哲學。未來的哲學姑且不談，你怎麼知道你的哲

學是世界上的哲學家們在過去和現在所倡導的，或今後所要倡導的一切哲學當

中最好的哲學？你是否研究過古今一切的哲學？在本國，在印度，在世界各地

的人們所倡導的哲學？就算你已經精研過這些哲學，你又怎麼知道你選擇了最

好的哲學？…… 你怎麼敢駕凌所有的教長、預言家、使徒、殉道者、博士和教

堂裡聽人懺悔的牧師？你是世上最可憐的人，是蠕蟲，真的，是死屍，是蠕蟲

的食物。你怎麼敢用你那萬惡的言論去攻擊，去冒瀆永恒的知慧？你那輕率

的，反常的，可悲的，受咒晚的教條到底有什麼根據？什麼傲慢的魔鬼吹脹了

你，使你大膽地判斷天主教徒自己也認為是不可知的宇宙的秘密？云云。 

 

斯賓諾莎回答他說： 

 

你以為你最後發現最好的宗教或最好的導師而信他們。你怎麼知道他們是過

去、現在或將來要宣揚宗教的導師當中最好的導師？你可研究過古今一切的宗

教？研究過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人們所傳佈的宗教？縱使你已經精研過這些宗

教，你又何嘗知道你選擇了最好的宗教？ 

 

這位溫和的哲學家顯然在必要的時候態度也是夠堅強的。 

 

不是所有來信都是這樣令人不愉快的。有幾封是學識淵博，地位很高的人物寫

來的。這些通信者之中最卓越的人就是新近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亨利 歐

爾登堡，年輕的德國貴族發明家溫 齊爾諾 (Von Tschirnhaus )，荷蘭科學家海互

史 (Huygens)，1676年拜訪斯賓諾莎的哲學家賴布尼茲(Leibnitz)，海牙的醫生

路易美亞 (Louis Meyer )，阿姆斯特丹的富商西蒙·德烏里 (Simonde Vries)。後

者很敬仰斯賓諾莎，請他接受一千美元的禮金。斯賓諾莎婉拒了他。後來烏里

立遺囑時，表示把他的全部財產贈給斯賓諾莎。斯賓諾莎却勸他把財產遺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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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弟。這位商人死後他們發現遺囑中規定將財產收入中抽出二百五十美金當

作年金贈送斯賓諾莎。斯賓諾莎又拒絕接受這項年金。他說：「大自然常自滿

足，我也是如此。」但是他最後還是被說服接受一百五十美元的年金。還有一

位朋友，荷蘭共和國的裁判長贈他一項五十美元的國家年金。最後大君主路易

十四自己也表示賜他一項豐厚的年金，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斯賓諾莎把次一

部著作獻給這位國王。斯賓諾莎委婉地拒絕了。 

 

為了要使他的通信朋友高興，1665年斯賓諾莎遷至海牙的近郊烏柏格 

(Voorburg)，1670年又搬進城內。這些日子裡他和哲安德威特 (Jan e Witt )的交

情極深。德威特和他的弟弟在街上被一群暴徒暗殺。原因是這些暴徒認為他們

兄弟應負 1672年荷軍被法軍擊敗的責任。斯賓諾莎聽這個醜行的消息，不禁哀

慟大哭。假如不是有人抱住他的話他會做個第二個安東尼，衝到現場斥責他們

的犯罪行為。不久法國侵略軍的司令岡德王子 (Prince de Conde ) 邀請斯賓諾莎

到他的司令部，告訴他法國國王要賜他年金的消息，並向他介紹在王子周圍的

一些斯賓諾莎的崇拜者。斯賓諾莎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而是個「善良的歐洲

人」，所以覺得越過界線到岡德王子的營幕並不是什麼奇事。當他回到海牙時，

他訪敵的消息傳遍全城，怨憤之聲四起。斯賓諾莎的房東凡登斯必克 (Van den 

Spyck )深怕他們圍攻他的房子。斯賓諾莎安慰他，說：「他們懷疑我通敵叛逆，

我可以辩白自己無罪。…… 假如他們稍有侵害你們的意思，或湧到你屋前喧囂

的話，我會下去見他們，雖然他們會像對付可憐的德威特那樣對付我。」但是

當群眾明白斯賓諾莎不過是個哲學家時斷定他不會有害，於是一場騷動 也就平

靜下來。 

 

從這小事件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斯賓諾莎的生活並不是像傳統上所記述的那樣

空虛而孤僻。到某個程度他亨在經濟上的安全，以及有勢力的志同道合的朋

友。他對於政治問題感到興趣，也不是沒有冒過生命的危險。他雖然被逐出教

會，褫奪公權，但是他仍然處世有道，備受時人的尊敬。這可由 1673年海德堡

大學聘請他開哲學講座的事實證明。聘書中充滿恭維的話，並答應「哲學研究

上最高之自由，殿下深信閣下不致於懷疑本國已奠立之宗教而辜府此項最高之

自由。」斯賓諾莎在回信中充分表現他的個性： 

 

閣下：設余願執教鞭於任何學府，則於閣下轉致王子巴納丁殿下此一榮譽之任

命，余殆將感到滿足。以余觀之，是項提議之價值因能自由傳授哲學而增

高 …… 然余不敏，未能揣測講授哲學時其自由之限度若何，故余殊不擬干預

此一小王國既奠立之宗教 …… 是以閣下諒能知悉捨目前所處之境遇而外，余

實無意尋求任何世間較高之職位；唯目前之生活得使余獲致余所愛之静穆。余 

誠無法擔任公開之教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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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年是斯賓諾莎生命最後的一章。他這時只有四十四歲，但是他的朋友知道

他活不久了。他出身於罹有肺勞的血統，平日閉門不出，日夜在灰塵瀰漫的環

境中工作，我們不能期望這樣的生活方式可以彌補先天的不利。他呼吸越來越

困難，他那銳感的肺臟一年比一年衰弱下來。他自安於早逝，只怕死後自己在

世時未敢出版的著作會失傳或焚毀，他把草稿藏在一張小書桌的抽屜裡鎖起

來，把鑰匙交給房東，吩咐他當不可避免的一刻來臨時將書桌和鑰匙交給阿姆

斯特丹的出版家哲安·里耳維茲。 

 

二月二十日是禮拜日，斯賓諾莎的房東一家人都知悉他病況如常之後到教堂去

了。美亞醫生一個人守在榻前。當他們回來時發現這位哲學家死在朋友懷裡。

許多人哀悼他，因為樸實的人們為了他的溫雅而愛他，正如有學問的人為了他

的知慧而愛他一樣。哲學家和官長們加入民眾的行列，送他到他最後的安息

處。 信仰不同的人們圍繞了他的坟墓。 

 

尼采不知在什麼地方說過最後一個基督徒死在十字架上。他忘了斯賓諾莎。 

 

 

荷蘭 阿姆斯特丹 史賓諾莎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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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四章 ➤ 斯賓諾莎 

 

第二節：神學政治論 

 

現在讓我們按照他寫作的次序研究他的四部著作。神學政治論在我們今天看

來，也許是最沒有趣味的 一部，因為作中高深的批評把他冒着生命之險提出來

的假設變成平凡的東西。一個作者把自己的論點證明得太透澈，這是不明之

舉，因為他的結論立刻為學者所知曉，他的作品也就會失去一種不斷地吸收讀

者的神秘性。伏爾泰是如此，斯賓諾莎亦莫不是如此。 

 

這本書的大意是說：聖經故意寫得隱喻，這不但是因為它有修飾和誇張等高度

的東方文學的色彩，而且是因為預言家和使徒為了先要引起讀者的想像然後授

以教條，不得不使自己適應於一般民眾的智力和口味。「聖經最初是為一個民族

寫的，次則為全人類，所以務求其內容為大眾所能了解。」「聖經不根據事的第

二因解釋事物，而只按照某種秩序和文體描述事物；這些秩序和文體必須具有

最大的力量去促使一般人，尤其是未受過教育的人信奉宗教。它的目的不是要

說服理智而是要引起想像。」因此，有許多所謂奇蹟發生，更有所謂上帝再三

出現。「大眾以為不尋常的反自然的事情發生時上帝的力量或意向顯得最清 

楚。他們設想當自然按照一定的秩序活動的期間上帝是不活動的。相反的，當

上帝在活動時，自然力和物因就怠慢下來。因此他們想像兩種彼此不同的力

量：神力和自然力。」(這裡產生了斯賓諾莎的基本概念 ── 神和自然的過程

是同一之物。) 人類相信上帝為了他們打破了事物的自然法則：猶太人為了要

說服別人 (也許就是他們自己) 他們是上帝的寵兒，所以給白天的延長下了一

個神奇的解釋；每一個民族早期的歷史都充滿着類似的事件。正常而精確的說

法不能促動靈魂。假如摩西說在紅海給他們打開一條通路的是東風，他就會給

他所領導的群眾留下極淺的印象。使徒們憑藉奇蹟故事，正如他們憑藉寓言一

樣；他們必須使故事適合於大眾的想法。這些人所以比哲學家和科學家有更大

的影響，應該歸功於生動的隐喻語法。 宗教創始者熱烈的情感和使命逼得他們

採用這種隱喻語法。 

 

斯賓諾莎說根據上述的道理解釋，聖經裡並沒有什麼和理智相違背的東西。但

是正確地解釋的話，它充滿着錯誤、矛盾以及顯著的不可能性：說摩西撰寫舊

約首五卷便是一個例子。哲學上的解釋透過寓言和詩的迷霧顯示出偉大的思想

家與領導者深奧的思想，聖經的永恒性以及它對於人類無限的影響。兩種解釋 

均有適當的地位和功用：大眾永遠需要一種用意象表述出來的超自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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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這樣一種信仰遭受破壞，他們又會創造另一種信仰。但是斯賓諾莎知道神

和自然是一體的；兩者必然依照不變的法則活動，而他所尊從的就是這個偉大

的法則。他知道在聖經中「上帝被描寫成為立法者或天主，被認為公正、慈愛

等等，這不過是為了要使知識浮淺的民眾了解。事實上上帝也根據其本身的法

則活動着，祂的『法令』便是永恒的真理。」 

 

斯賓諾莎不把舊約和新約截然分開。當大眾的憎恨和誤解都消失，而哲學的解

釋發現了兩種互相仇視的信仰的精義時，斯賓諾莎把猶太教和基督教視為一

體。「我總覺得奇怪，為什麼一些自誇宣揚基督教的教義 ── 愛、喜悦、和

平、節制以及對於一切人的慈善 ── 的人，竟會彼此怨尤爭鬥。他們的信仰的

規範，與其說是他們所宣揚的美德，不如說是他們日常所表現的彼此間的仇

恨。」猶太人所以能生存，主要是因為基督教徒仇視他們。外來的迫害使他們

團結一致，圖求種族的生存。假如他們不受迫害，可能和歐洲民族經過通婚而

融為一爐，或被捲入他們周圍的許多民族之中。我們找不出理由為什麼那些具

有哲學頭腦的猶太人和同樣具有哲學精神的基督教徒不會排除一切無謂的事

物，並在同一信仰之下和平相處，彼此合作。 

 

斯賓諾莎認為要達到這種思想的第一步驟就是兩個民族對於耶蘇的相互了解。

猶太人一旦把不可置信的獨斷思想排除，立刻可以認識耶蘇是最偉大、最高尚

的預言家。斯賓諾莎不相信耶蘇具有什麼神性，但是把他看做人類的先驅者。

「上帝永恒的智慧……自動地表現在一切事物之中，尤其在人類的理智之中， 

最充分地表現在耶蘇基督身上。」「上帝打發基督不僅要教誨猶太人，而且要教

導整個人類，」因此「他 使自己適應於民眾的理解 …… 而經常用寓言教

誨。」他認為耶蘇的倫理幾乎等於智慧。尊敬他是「用理智愛神。」耶蘇不受

獨斷思想的束縛。這樣高尚的人把一切人都吸引到他的周圍。也許在他的號召

之下唇劍相爭，自相殘殺的人類可以獲得宗教上的統一，最後達到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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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四章 ➤ 斯賓諾莎 

 

第三節：智力的改造 

 

梵蒂岡圖書館資料：斯賓諾莎手稿 

 

 

翻開斯賓諾莎的第二本書，一開始就可以發現哲學文學的璣珠。斯賓諾莎告訴

我們他為什麼放棄一切來研究哲學： 

 

經驗教導我一切發生於日常生活之事物都是無用的。我看出一切我所怕的或怕

我的事物除了 

 

受他們影響的心靈而外，以本身是沒有善惡之分的。在我認識這一點之後我決

定查訪是否實有真正是善的事物。它能傳達它的善，心靈只受它的影響而不受

任何其他事物的影響。我決定詢問自己是否能發現並獲得在永恒之中享受至高

的快樂之才能……我能看見從榮譽和富有中獲致的許多利益；而假如我想嚴肅

地探求一件新的事物的話，我必須禁止自己獲得榮譽和財富……。但是一個人

具有這兩種之一愈多的話，他的愉快便愈增加，而人也更有勇氣去增加它們。

其實當任何時候 我們的希望受了挫折，我們更會感到最深的痛苦。名譽同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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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大缺陷。假如我們追求它的話，我們便得使自己的生活合乎別人的幻

想，避免他們不喜歡的一切而尋求可以使他們高興的一切……但是對於一件永

恒而無限的東西之愛能以一種愉快單獨地滋養我們的心靈，使我們免於痛 

苦……最大的善就是能使我們心靈和自然整體相聯的知識……心靈知道得愈

多，它便能了解它的力量和自然之秩序；它愈能了解它的權力或力量，它便愈

能領引它自己，為它自己設定規律；它愈能了解自然之秩序，它便愈易於使自

己從無用的事物中解放出來，這便是整個的方法。 

 

只有知識纔是力量和自由；惟一的永恒的幸福是對於知識的追求和理解的快

樂。這位哲學家是一個個人；但同時得做個公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他應該

採取什麼樣的生活方式呢？斯賓諾莎定下一條簡單的規律；據我們所知，他的

實際行動確實合乎這條規律。 

 

一、用大眾所能了解的方式講話，在不會妨碍我們達到目的的範圍之內為他們

做一切事情。 

 

 …… 二、只享受為了保持健康所需要的快樂。 

 

三、最後只賺些足夠湖口的錢，藉以維持生命和健康；遵循習慣，但是這些習

慣不得違背我們所探求的事物。 

 

這位誠實而腦筋清晰的哲學家一開始追求真理就遇到一個難題：我怎麼知道我

的知識就是知識？我的感官感覺物體或物質而把它們傳至理性，但是感官是否

可靠？我用理性去思索我所感覺到的事物而獲得一些結論，但是我的理性是否

可靠？我們任一輛車子直駛任何方向之前是否應該先把這輛車子檢查一下？我 

們是否應該盡我們所能使它安全？斯賓諾莎用培根的口氣說道：「我們先得造好

一個工具，藉以改良並澄清理智。」我們必須小心區別各種不同的知識，而只

信賴最正確的知識。 

 

第一種知識便是「傳聞知識」。例如我知道我的生日，就是這種知識。其次是模

糊的經驗。它既會消滅，所以又叫做「經驗知識」。譬如說一個醫生知道某種治

療法經常有效。他不依照經過科學實驗而得到的處方，而單憑一般的印象就知

道醫療法。第三種知識是由直接縯繹，或由思惟得到的知識識。舉一個例講：

距離的大小和我們的肉眼所見的物體的大小成反比例。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可以

斷定太陽是巨大的。這種知識優於前兩種知識，但是它仍不免遭遇直接經驗突

然的反駁，正如一百年來科學家推測有「伊太」(ether) 的存在，然而物理學家

並不贊成這個臆斷。因此最高的知識是第四種知識，就是從直接的縯繹和直接

的知覺所得到的知識。例如在 2：4 = 3：X 的一比例式中我們立刻知道 X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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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就是六，或者我們知道全部大於部份，斯賓諾莎相信精於數學的人在這種直

覺方式上了解歐基里德 (Euclid) 最徹底；但是他很遺憾的承認：「我們能用這

種知識去認識的事物畢竟很少。」 

 

在倫理學中斯賓諾莎把頭兩種知識融合為一種，把直覺知識叫做對於事物的永

恒不變的局面和關係的 認識  (Sub specie eternitatis ) ── 這個片語給哲學下了

個定義。所以直感科學 ( Scientia intuitiva ) 企圖找出藏在事物後面的法則和不

變的關係。由此產生了斯賓諾莎對於「暫時秩序」( 即事物和事件的世界 ) 與

「永恒秩序」( 即法則和結構的世界 ) 兩者之間的基本的區別 ( 這就是他整個

體系的基礎 )，现在讓我們仔細研究這個區別： 

 

「我應該提醒大家我不能由一連串的原因和實體去認知一連串可變的個別事

物，我只能認識固定不變的事物的系統。因為人類生命短促，瞭解有限，所以

無法追索一連串可變的個別事物，這不但是因為它們多得不可勝數，而且是因

為同一事物可以在許多狀況之下發生 ── 換句話說，每一種狀況都可能是一件

事物存在的原因。因為特殊事物的存在和它們的本質沒有連帶關係，它更不是

不變的道理。好在我們不必認識一連串可變的個別事物，因為它們的本質只能

在固定不變的法則之中始能發現。這些法則刻印在那些個別的事物之中成為它

們真正的法則，根據這些法則，一切個別的事物獲得安排。真的，可變的個別

事物完全依賴這些固定的事物，沒有後者，前者既不能存在亦不能為人類所理

解。 

 

假如我們研究斯賓諾莎的傑作，把這一段銘記在心，箇中的道理自然瞭如指

掌，而倫理學中許多令人灰心的複雜問題也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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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四章 ➤ 斯賓諾莎 

 

第四節：倫理學 

 

這部近代哲學中最寶貴的創作取範於幾何學的方式，藉以使其中的思想和歐基

里德的幾何學一樣清楚。結果，雖然文字緊湊，內容却晦澀費解，每一行都需

要詳細的註解。煩瑣哲學的學者雖然也一樣用公式表述他們的思想，但是他的

文體絕不像斯賓諾莎的那般簡潔有力；他們因得預先擬好的結論的幫助，所以

思想明晰。笛卡兒指示過哲學非用數學方法去論究不能正確；但是他沒有實現

他的理想。斯賓諾莎受過數學的訓練，認為數學是一切精確的科學方法的基

礎。他深覺哥白尼( Copernicus )，凱卜勒 (Kepler) 和伽俐略 (Galileo ) 的成就

莫不歸功於數學。現在他接受笛卡兒的指示。在腦筋的構造鬆懈的我們，讀起

他 的倫理學來真夠吃力，因為書中盡是物質和形式等字眼；我們真會認為這種

哲學的幾何學是無謂的思想之棋戲，而將之拋棄。在這思想的棋盤上公理、定

義、定理和證明就像車、馬、砲、卒、士、將等棋子一樣 受到操縱；這是孤寂

的斯賓諾莎為了安慰自己而發明的邏輯的獨人棋戲。我們不喜歡一定的程序，

我們寧願順沿散慢狂亂的思想之線索，並在夢幻中隨意理出我們的哲學。但是

斯賓諾莎只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慾望， 就是要把這個不可忍受的混亂的世界改變

成有秩序的統一的世界。他有北方人之對於真理的憧憬，而沒有南方人之對於

美的冀求。就藝術的眼光看來，他是一位建築師，因為他建立一個構造均稱完

美的思想體系。 

 

現代的學者為了斯賓諾莎的術語很感頭痛。他用拉丁文寫作，所以不得不用中

古煩瑣哲學名詞來表達他那完全現代化的思想。那時候沒有人懂得其他的哲學

名詞，因此我們應該用“reality” 或 "essence”的地方，他用“Substance；應該用

“Complete”的地方他用“Perfect"；他把“Ideal”當“object，“Objectively" 當作

“Subjectively”， Formally？ 當作 "Objectively s 用。這些都是跑道上的木欄，

可以嚇止弱者，刺激强者。 

 

總而言之，斯賓諾莎不是供我們閱讀的，而是供我們研究的。你必須以接近歐

基里德的態度去接近他，認清在這兩百頁的短篇作品中，一個人像斯多噶學派

的學者克己禁慾一般節省多餘的文字，簡潔地寫下一生的思想。別夢想把這部

作品瀏覽一邊之後就可以發現其中的精義。我們疏忽一字便少知一理。每一都

和前一部份有密切的關係，一些一目瞭然而顯然不必要的命題竟是邏輯發展的

基礎。耶各比 (Jacobi) 誇張說：「一個人讀了倫理學，只有一句不懂，他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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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了解斯賓諾莎。」這句話也許有點過份，但是除非你把整本書精讀熟思，

你就無法徹底了解其中任何一個重要的部份。斯賓諾莎在作品的第二部份中

說 ：「無疑的，讀者在這裡感到困惱，想起許多事情而擱下來。因此我希望他

同我慢慢讀下去，在還沒有把全部讀完之前，不要給這些東西下個判斷。」不

要把這本書一口氣讀完，分做幾次讀。讀完時你就會覺得 你已經開始了解它。

然後看些註釋。彼洛克 (Pollok) 的斯賓諾莎或馬蒂諾 (Martineau) 的斯賓諾莎

研究都好。最後把兩本都看一下。最後把倫理學再讀一次，你就會覺得它很新

鮮。當你第二次讀完它時，你就永遠成為哲學的愛好者。 

 

 

I. 自然與神 

第一頁開門見山就是形而上學。腦筋實際的現代人深怕自己被捲入形而上學的

旋渦裡，暫時希望自己是在斯賓諾莎以外的天地裡。但是像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 所說的，形而上學也不過是一種嘗試，其目的在對於事物作清

晰的思惟，藉以發現其根本意義，並在「實在」(reality ) 的圖型上找出實體的

本質 ── 或找出斯賓諾莎所說的基本的實體，藉以統一一切真理，達到「最高

的統合」。這種「最高的統合」就是在思想現實的英國人心裡也形成一種哲學。

科學家雖然以輕浮的態度去譏諷形而上學，但事實上他們每一步思想都窃用形

而上學。科學所窃用的形而上學正是斯賓諾莎的形而上學。 

 

斯賓諾莎有三個名詞，形成他的哲學體系的樞軸：就是實體，屬性和狀態。為

方便起見，我們暫時把 「屬性擱在一旁。狀態就是任何一個個別的事物或事

件，任何一種特殊的形式或形狀。「實在」暫時藉着這個形式或形態呈現於現象

界。你，你的身體，你的思想，你的夥伴，你的種族，你所棲居的行星就是狀

態；這一切都是形式、形狀或幾乎是時式。常在不變的「實在」就藏在這些形

式或形態的後面或底下。 

 

這基本的實在是什麼？斯賓諾莎把它叫做實體 (Substance)，字面上解釋起來就

是「藏在底下」的。 八代之間哲學家們為了這個字的真義不斷發生筆戰，結果

寫下許多著作來。假如我們在書中短短的一段裡 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也不必灰

心。我們應該提防一個錯誤：「實體」(Substance) 不是指任何事物的構成材

料，例如我們說木頭是椅子的材料，這個材料並不是斯賓諾莎所說的實體。現

在假使我們回到煩瑣哲學家 ( 斯賓諾莎採用了他們的這個名詞) ，我們可以發

現他們所沿用的這個名詞是從希臘文 “ousia”一字翻 譯過來的，“ousia”是

“einai”( to be 有，存在 ) 的現在分詞，是指內部的實在 (inner being) 或本質 

(essence) 的意思。所以實體就是存在，常在不變 ( 斯賓諾莎沒有忘記創世紀中

一句很深刻的話：「我在， 故我在」“I am who am”)，其他一切事物就是這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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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瞬時的外表形式或狀態。斯賓諾莎在這裡把世界分為實體和狀態，在知力

改造論之中又把它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永恒的法則，不變的秩序和不易的 關

係；另一部份是生死註定的暫時秩序。我們把這兩種分法比較一下，就可以得

到一個結論：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所指的實體，相當於他在智力改造論中所指

的永恒秩序。我們暫時把實體看做一種元素，這種元素形成一切事件或事物的

基礎以及現象界的本質，同時顯示一切存在物的構造。 

 

但是斯賓諾莎再進一步認為本質和自然或神為同一之物。他跟煩瑣哲學家一樣

看到自然的兩面：一面是活潑而有生命的過程，斯賓諾莎把它叫做“Natura 

naturans”── 能產的自然，就是柏格遜 ( Bergson ) 的「生命衝力」 ( elan vital ) 

和創造的進化論；另一面是個過程的消極的產物，natura naturatan ── 被產的

自然，就是自然界的物質和存在物，例如森林、風、水、山、原野和無數的外

表形式。就前一種意義而言， 自然、實體和神是同一的，就後一種意義而言，

則不然。實體和狀態，永恒的秩序和暫時的秩序，積極的自然和消極的自然，

神和世界 ── 這一切在斯賓諾莎看來都是一件事物的兩面，各把宇宙分成本質

和偶然的事變。實體和具有創造性的自然是同一的，而和消極的物質的自然是

相對的，所以實體是非具體的，它不是物質而是形式。有些人把實體解釋為物

質和思想的中性合成物，這顯然是一個錯誤。下面從斯賓諾莎的書翰中引用一

段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實體的意義： 

 

我對於神和自然，與現代的基督教徒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因為我認為神是一

切事物的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原因。我說：一切都在神之中，一切都在神之中

生存，在神之中活動。我跟使徒保羅，也許跟古代每一個哲學家一樣支持這一

點，雖然在某一方面我們的看法是不同的。我還敢大膽地說，我的看法和古代

希伯萊人的看法相同 …… 有些人認為自然只是一堆具體的物質，他們說我的

目的是要指出神和這種物質的自然為同一之物，這完全是他們的錯誤。我沒有

這個意思。 

 

在神學政治論之中他又寫道：「所謂天佑，就是固定不變的程序，或自然事件的

系統。」自然的普遍法則和神的永恒的法令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三角形

的三個角等於兩個直角。這是三角形的永遠不變的定理。同樣的道理，一切事

物都依照神所定的法則而起死生滅。」圓的定理之對於一切圓正如神之對於世

界。跟實體一樣神是原因或過程，是一切事物的基本狀態，世界的法則和構

造。宇宙間具體的狀態和事物之對於神，正如橋樑之對於藍圖、構造、數學和

機械學的法則 (我們根據這些法則建造橋樑)，這些就是橋樑的基礎、基本狀

態，實體；沒有這些，它就會塌下來。像橋樑一樣，世界全賴構造、法則和神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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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意志和自然的法則既然是同實異名，所以一切事件都是不變的法則機械的

作用，而不是星座裡不負責任的獨裁者胡思亂想產生的結果。笛卡兒只在物質

和身體中所看到的機械作用，斯賓諾莎也在神和精神中發現那是決定論而不是

目的論的世界。因為我們活動時在意識中有個目標，所以我們認為一切過程 都

預先有個目標。因為我們是人，所以我們以為一切事物都是為了要滿足人類的

需要而存在。這像其他許多思想一樣，不過是唯人論的妄想。哲學上最大的錯

誤的根源就是把我們人類的目的，規範和偏好擲諸客觀的宇宙之中。因此世間

發生了「惡的問題」。我們忘記了耶各伯所得到的訓示神超越人世間區區善惡之

分，而拼命地使人生之惡和神的善調和起來。善和惡對於人類或個人的嗜好和

目標是相對的，對於宇宙是毫無價值的，因為，在這宇宙間個人的生命短如蜉

蝣，揮動着手指用水寫下人類的歷史。 

 

我們覺得自然界的事物可笑或邪惡，這是因為我們對於事物只有部份的認識，

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整個自然界統一的秩序一無所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希

望一切事物都聽我們理性的指揮和安排；但是事實上我們的理性認為惡的事

物，就廣大的自然的秩序和法則而說並不一定是惡的。 我們認為惡，只是就我

們人性的法則而言，至於善或惡等字眼，它們所指的事物就其本身而言 根本沒

有肯定的善惡，因為同樣一件事物同時可以是好的，壞的或是無關緊要的。例

如音樂對於一個憂鬱的人是好的，對於守喪者是壞的，對於一個死人是無關緊

要的。 

 

善與惡是「永恒的實在」所不會有的偏見。美與醜也和善與惡一樣是主觀的字

眼，設若我們把它送入宇宙之中，立刻被退回；「我提醒你們，我並不把美與

醜，秋序與紊亂諱諸自然。只有在我們的想像裡總可以把事物稱為美的或醜

的，有秩序的或案亂的。」「譬如說，神藉着視覺所感到的物體的運動是有益於

健康的話，那些物體就可以叫所做美，否則就叫做醜。」柏拉圖以為他對於美

的評判就是創作的法則和神的永恒的法令。事實上在這一方面斯賓諾莎超過了

柏拉圖。 

 

神是人嗎？不是通常所說的人。斯賓諾莎知道根據大眾的想像，神是男性的，

而不是女性的。他很大膽地反對在這世界上女人附屬於男人的想法。一位筆友

反對他的神無人格之思想。他寫了一回封信，論調頗能令人憶起古代希臘的懷

疑論者芝諾芬尼 (Xenophanes)： 

 

你說，假使我不相信神會有看、聽、觀察，意願等作用的話，你就不懂我的神

是什麼樣的神。 你的神是會看、會聽、會觀察的，但是我想除了這種神之外，

你不相信有更完美的神。當然我對你這種看法並不驚異，因為我相信設若一個

三角形會講話的話，它會用同樣的口氣說神顯然是三角的，圓也會以同樣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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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說神的形狀是圓的，這樣，每一件事物，每一個人都會把自己的屬性諉諸

神。 

 

通常我們把理智和意志等人類的屬性諉諸神祇。依斯賓諾莎看來，神的理智或

意志並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理智或意志。神的意志是一切原因和一切法則的總

和；神的理智是一切理智的總和。斯賓諾莎認為「神的理智是彌漫在時間和空

間的一切理智。是散佈在世界上激動一切事物的意識。」「一切事物，不管程 

度如何，都受其刺激而獲得生命。」生命或理智是我們所認識的一切事物的一

面，正如物體和它的廣義性是另一面一樣，這就是事物的兩面或兩個屬性。透

過這兩個屬性我們可以察覺實體或神的作用。在這意義上，神 ── 潛伏在流動

事物後面的普遍過程和永恒實在 ── 可以說有精神和肉體。單是精神或單是物

質都不成為神，神是形成世界的雙面歷史的精神過程和分子過程，這些過程的

原因和法則就是神。 

 

 

II. 精神與物質 

什麼是精神？什麼是物質？精神是像一些沒有想像力的人所想那樣具有物質性

的嗎？或者肉體不過是像一些想像力豐富的人所想的一種概念嗎？思想過程是

腦作用過程的原因還是結果？或者像馬爾布朗希 (Malebranche ) 所說的，精神

和物質是互不相關，彼此獨立的嗎？它們本來就是平行的嗎？ 

 

斯賓諾莎回答說：精神既不是物質，物質亦不是精神，腦作用的過程既不是思

想的起因也不是思想的結果；兩者的過程也不是平行獨立的。因此宇宙間沒有

兩個過程，也沒有兩種實體；宇宙間只有一個過程，內部看起來是思想，外表

看起來是動作；宇宙間只有一種實體，內部看起來是精神，外表看起來是物

質；事實上兩者是不可分解的統一的混合體。精神和肉體彼此不發生影響，因

為它們不是個別的，它們是一體的。」肉體既不能支配思想，精神也不能控制

肉體的動靜等。」理由很簡單：「精神的決定和肉體的慾望或決定是一而二，二

而一的東西。像這樣宇宙是一體而現於兩面的；外表的物質的過程事實上是真

實的過程的一面。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就可以知道這種所謂真實的過程包含着內

部的過程，而這種內部的過程又同我們在心中所能發現的精神過程是息息相關

的。內心的思想過程和外在的物質過程步步相符；觀念的秩序和連繫與事物的

秩序和連繫相同。」「思惟實體和廣袤實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這件東西

一時透過前一屬性 (即思惟)，一時又透過後一屬性 (即廣袤) 為我們所理

解。」「少數猶太人似乎發覺這一 點，因為他們說神，神的理智和用這種理智

所悟解的事物是同一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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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地說，假如精神和整個神經系統相符的話，那末肉體的一切變化件同精神

的變化而發生。「正如 在腦裡思想和思想過程獲得連繫和安排一樣，在體內一

些經過感覺影響肉體的事物也依照其秩序而得到加減和安排。」惟有理智有意

地或無意地理解的事物纔能引起肉體的反應。這樣感到的情緒是整個情緒的一 

部份；循環、呼吸和消化系統就是這種情緒的基礎。同樣的道理，觀念跟着肉

體的變化成為複雜的有機過程的一部份；就是最精確的數學的思惟作用在肉體

中也有和它相當的有機基礎。(行為主義者提議用聲帶震動的錄音來探究人類的

思想，因為他們假定聲帶陪伴思惟作用。) 

 

斯賓諾莎把心物之間的區別消除之後，再把理智和意志間的區別化為一個程度

上的問題。腦沒有什麼機能，也沒有所謂理智或意志個別的實質？更沒有想像

或記憶作用。掌司觀念的機關不是腦而是連續發展過程中的觀念本身。理智是

一連串的觀念抽象的簡稱，意志是一連串動作或慾望的抽象名詞，理智或意識 

和觀念或慾望間的關係一如「多嚴石」(rockiness ) 一個名詞和嚴石 (rock) 一

個名詞之間的關係。最後，「意志和理智是一樣的東西」，因為慾望不過是一種

觀念，這種觀念憑着豐富的聯想力 (或者因為沒有和它競爭的觀念存在的緣故) 

在意識中滯留許久，然後再發展成為行動。每一種觀念只要不在過渡時期受到 

其他觀念的阻擋，終會成為行動。觀念本身就是統一的機能過程的第一個步

驟，等待外部的行動把它實現。 

 

衝動力量決定一個觀念在意識中滯留的時間。我們通常把它叫做意志，事實上

應該把它稱為慾望。慾望是「人的本性」，也就是我們所能意識到的本能。但是

本能並不一定透過慾望繼能發生作用。本能後面隱藏着各種自衛能力，斯賓諾

莎在一切人類活動中發現這種能力，正如叔本華 (Schopenhauer ) 到處發現 生

活意志，尼采 (Nietzsche ) 到處發現權力意志一樣。哲學家們常是意見相合。 

 

「每一種事物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都致力謀求生存；它謀求生存時所作的努力就

是它真正的本性；一種事物生存的能力就是它的本性。每一種本能都是為了保

存個人 (或種族，群體 ── 我們這位孤獨的單身漢忘了這些) 自然形成的工

具。本能得到滿足時就是快樂，遭遇阻礙就是痛苦，快樂和痛苦不是慾望的產

因，而是慾望的結果。我們不是因事物給我們快樂所以冀求它們，而是因為我

們冀求它們，所以它們給我們快樂；我們冀求它們，因為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因此世界上沒有自由意志存在。適者生存的必備條件決定本能，本能決定慾

望，慾望決定思想和行動 「理智的決定無非是慾望，慾望根據各種不同的性格

而有所不同。「意志不但沒有絕對的自由，而且在企願一件東西時還要由某種原

因來決定，這個原因又由另一個原因決定，以此類推以至無窮。」人類以為自 

己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意志和願望，但是不知道使他們願望或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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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斯賓諾莎把一個覺得自己有自由意志的人比做一塊飛在空中的石頭，

這塊石頭以為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軌道，並選擇落地的時間和地點。 

 

人類依照幾何學的定律般固定的法則活動，所以我們也應該以幾何學的方式和

數學的客觀的態度去研究心理學。「我可以著述線、面和立體的態度去著述人

類。」「我們勤學慎思，莫使自己譏諷、悲嘆或憎惡人類的行動。我要了解人類

的行動；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從來不把情感看做人類的罪惡，相反地， 我

認為情感是人類的屬性，正如熱、冷、暴風雨和雷電是大自然的屬性一樣。」

斯賓諾莎以這樣光明磊落的態度去研究人性，所以他的哲學是高超的。弗航德

(Fronde說：「斯賓諾沙的人性研究是倫理學中上最完整的一環。」泰恩 (Taine)

把日爾 (Beyle) 的分析和斯賓諾沙的分析比較，這是他贊場貝爾的最聰明的方

法。約罕涅米勒讀及本能和感情的一部份時寫道：「我們不要遷就心理狀況，光

就情感和情感間之間的關係而論，我們找不到比斯賓諾莎更好的解釋，就這一

方面講，沒有人能過比得上斯賓諾莎。」── 這位著名的心理學家更進一步以

一般偉大的學者的所有謙虛的態度引證倫理學的第三部。斯賓諾莎透過他對於

人類行為的分析，終於接近倫理學的問題。 

 

 

III. 智慧與倫理學 

歸根到底，哲學史上只有三種倫理體系，三種有關理想的性格和道德生活的觀

念。一種是釋迦牟尼和耶蘇的倫理觀念，強調柔性道德、( 即指溫和、謙虛等

德性 ) 認為一切人都是同樣高貴的。勸人以德報怨， 視德性和愛情為同一，

在政治上傾向於無限的民主。另一種是馬奇亞菲里 (Machiavelli) 和尼采的倫理

學， 強調剛性道德 (即指果敢、堅毅等德性)，接受人生而不平等的見解，認

為戰爭，征服與統治是很有滋味的，視德性和權力為一件事，並且讚揚世襲的

貴族政治。第三種則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歷斯多德之倫理學，否認剛性道

德或柔性道德的普遍的適當性；認為僅有受過教育的成熟的智慧能夠根據各種

不同的環境來判斷何時應由「愛」來統治，何時應由權力來統治；所以他們把

德性和智慧看作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同時他們主張政府應揉合貴族政治和

民主政治於一體。斯賓諾莎卓異之處即在他的倫理學無意識地調和了這些顯然

敵對的哲學思想，把它們織入一種和諧的統一中，因而給予我們一個倫理體

系，這系統乃是近代思想史上最高的成就。 

 

斯賓諾莎將幸福視為行為的目的而開始其倫理學；他給幸福下了一個很簡單的

定義：幸福即是快樂的存在和痛苦的不存在。但快樂和痛苦是相對的，而不是

絕對的；他們不是形態而是轉變。『快樂乃是人由完善性較小的一種狀態到完善

性較大的一種狀態的轉變，所謂完善，即指圓滿或完成而言。』『快樂存在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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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之增加中。』『痛苦即是人從完善性較大的一種狀態到完善性較小的一種

狀態的轉變。我說轉變；因為快樂本身並非完善：假如一個人生來就具有他所

冀求的完善性，則他將沒有快樂的情緒。而這件事的反面使得它更加顯明。』

所有的熱情都是過程，所有的情緒都是運動，從完善與權力發出或朝完善與權

力發展。 

 

『所謂情緒 ( Affectus ) 就是身體的變化，這種變化增進了或減少了行動的力

量，幫助了或抑制了行動的力量；而情緒同時是這些變化的觀念。』 (這種情

緒學說常被威廉詹姆士和朗格 (Lange) 所相信；而這裡所作的簡潔論述比詹姆

士或朗格等心理學家所作之敘述還要來得精確，與肯南教授 Prof. Cannon  之

發現非常相合。) 一種熱情或一種情緒的好壞不在其自身，而需視其能提高抑

減低我們的力量而定，能提高我們的力量的情緒當然是好的，反之，則是壞

的。『我把德性和權力看成同一件東西；』德性乃是一種行動的力量，一種能力

的形式；『一個人越能保持他自己，並尋求對他有用的事物的話，他的德性就越 

偉大。』斯賓諾莎並不要求一個人為了別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他比自然還要

來得寬恕仁慈。他認為自尊乃是自我保存之最高本能的一種必然的結果；『除非

為了獲致更大的善以外，沒有人會疏忽他所認為是善的任何事物。』這在斯賓

諾莎看來是完全合理的。『既然理性並不要求違反自然的事物，則各人必須愛他 

自己，為自己找尋有用的事物，並且希求任何只要能夠引他到完善性較大的一

種狀態的東西；每一個人都得致力於保存自己，這是他的本能。』因此斯賓諾

莎不像烏托邦主義的改革者似的將他的倫理學建立在利他主義和人性本善的思

想上；也不像憤世嫉俗的保守者似的外在建在自私的天生弱點上，而建立在他

認為是不可避免的一種合乎正義的自尊上。一套教導人們變成脆弱的倫理學是

無價值的；德性的基礎不外於一 種堅持個人自己的努力；人之幸福即存在於如

此做的力量之中。」 

 

像采尼似的，斯賓諾莎認為謙遜無大作用；謙遜若非陰謀家之偽裝則必是奴隸

之懦怯；它暗示着力量之缺乏 ── 反之，對斯賓諾莎而言，一切德性都是能

力與權力之形式。因此，與其說悔恨是一種德性還不如說它是一種缺陷：『悔恨

的人是雙重的不幸和加倍的脆弱。』但是他並不像尼采那樣花上很多時間去非 

難謙遜；因為『謙遜是很罕見的』；正像西塞羅 (Cicero) 所說，甚且那些著書

立說以頌揚謙遜的哲學家也不忘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書的封面上。『一個藐視自己

的人是一個最近於驕傲的人，』斯賓諾莎說 ( 將心理分析家之一個得意的論調

作成一句句子 ── 每一種自覺的德性都是一種想隱藏或改正一種秘密的罪惡 

的努力。) 斯賓諾莎討厭謙遜而喜歡管制，同時反對未曾在行為上證明為正當

的驕傲。自大使得人彼此感到討厭：『自大的人僅敘述他一己的偉大事蹟，以及

他人的壞事；』他喜歡出現在地位比他卑微的人面前，這些人會對他的完善和

功績驚訝得張口結舌；而最後他將變為這些最讚美他的人的犧牲者；因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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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驕傲者更易於上當的了。』 

 

至此我們這位溫和的哲學家提供給我們的都是一種近於斯巴達式的倫理學；但

他在另外幾段裡面所表現出來的聲調是較為柔和的。他驚詫嫉妒，反訴，互相

藐視和甚且於使人們激動和分離的仇恨，這些情緒為數累累；認為除了消除這

些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情緒以外，社會之病態是無法補救的。也許由於恨是在 

愛之邊緣上顫抖，所以斯賓諾莎相信愛比互相敵視更易於克服仇恨。因為恨是

依賴一種報復的感覺而存在的；但是『凡有人相信他自己被一個他所恨的人所

愛，則他一定是愛和恨兩種圖爭的情緒下的犧牲品』。 因為 ( 斯賓諾莎以太樂

觀的態度相信 ) 愛有產生愛的傾向；所以他的憎恨便被分裂而失去了力量。表

示憎恨就是等於承認我們的低劣和恐懼；我們決不至於恨上一個我們堅信自己

能夠克服的仇人。『凡是希望以怨報怨的人將生活在悲慘的境遇裡。但是致力於

藉愛的力量來驅除憎恨的人，將帶着愉悦與自信而奮勵； 他不分軒輊地抗拒別

人，也毫不需要命運之幫助。那些被他征服的人都是心悅誠服的。』人心只能

被靈魂之偉大的征服，却不能被兩隻手臂所征服。』在這幾段文字中斯賓諾莎

看見了照耀在加利利 (Galilee) 山上的光輝。 

 

然而他的倫理學的本質並不是基督教的，而是希臘的。『致力於了解乃是德性的

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基礎』── 沒有一句話比這更純樸更徹底地像蘇格拉底的論

調了。因為『在很多方面我們都被外在的原因所簸弄，並且像被逆風所驅逐的

波濤一樣，我們徘徊搖擺而不自覺我們的路線和我們的命運。』當我們最熱情

的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最能把握自己的存在，而其實當我們最熱情的時候我們

乃是最被動的，被帶入某種遺傳的衝動和感覺之洪流中，奔流的結果產生一種

急速反應，這種反應只能應付一部份的情況，因為假如沒有思想的話，我們只

能覺察出一部份的情況。熱情乃是一種『不適當的觀念』；必在問題的每一個重 

要角度都獲得了相關的反應之後，思想始作為反應而產生 ── 斯賓諾莎蓋視

理性為對整個情況而生的完整的反應；當思想產生後，人們總能有適當的觀

念。本能是一種很好的驅使力量，但却是很危險的嚮導；因為本能都帶有個人

主義之色調，每一種本能都只尋求一己之完成，而不顧及整個人格的利益。例

如：不受控制的貪婪，爭關，色慾給人帶來的災害多麼大，直至被它們抑制的

人變成它們的附屬物為止。『每天襲擊我們的情緒對我們身體的某一部份比較有

關係，這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易受影響。因之情緒經常是過多的，使我們的心靈

僅能思考一個問題而不能及於其他問題。』但『就整體說來，由於身體某部有

關係的快樂或痛苦所引起的慾望對人並無好處。』作為我們自己，我們必須完

成我們自己。 

 

自然所有這些都是哲學上對理性和熱情所加的舊的區別；但是斯賓諾莎對蘇格

拉底和斯多噶派的哲學家之學說有着極重要的補充。他知道没有理性的熱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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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不帶熱情的理性也是死的。『一種情緒只能被一種相反的而却是要强烈

的情緒所阻止或摒除。』斯賓諾莎並不罔然將理性與熱情對立 —— 在這種競 

爭中這較為根深蒂固的遺傳的元素經常勝利 ── 他只是將缺乏理性的熱情與

被理性調和的熱情，或被對情况所作的完整的透視所確定的熱情相對立。思想

既不當缺乏慾望的熱力，慾望也不該缺乏思想之光輝。『當我們將熱情形成一種

清楚明晰的觀念後，熱情立刻不再成其為熱情了，而心靈對熱情之主宰力與心

靈所有的適當觀念之數目成比例。』『一切貪慾若來自不適當的觀念則為熱情，

若由適當的觀念產生則為德性」；一切智慧的行為 ── 即所有能應付整個情況

的反應 ── 是合乎道德之律則的行動；而最後便無所謂德性，有的僅是智

慧。 

 

斯賓諾莎之倫理學淵源於他的形而上學：在他的形而上學內，他在渾沌的事物

的流動中覺察一項法則， 理性就是存於這項法則的知覺之中；同樣的，在他的

倫理學內，他在渾沌的慾望之流動中發現一項法則，理性就存於這項法則的確

立中；在永恒的形式下 (Sb specis eternitatis)，理性在斯賓諾莎之形而上學內存

於直觀中，而在倫理學內則存於行動裡；因以使覺察與行動合於整體之永恒的

遠景。思想因得想像之助，能夠幫助我們高瞻遠矚，想像能將目前的行動之後

果提供給意識，假若反應是率爾而思慮的話，則這些遙遠的後果可說並非反

應。當與外投的記憶 (我們稱之為想像) 比較起來的時候，我們知道對智慧的 

行為之最大障礙，乃是那些極其鮮明生動在眼前的感覺。『根據理性之指揮，儘

心靈去設想一件事，這件事將同等的受到不論是現在的、過去的、還是將來的

事物的觀念之影響。』賴想像和理性，我們將經驗轉變成先見；我們變成我們

的未來之創造者，而不再是我們的過去之奴隸。 

 

因之我們博得了只有人類能享有的自由。熱情之被動是『人性的枷鎖』，理性之

行動則是人性的自由。自由不來自原因的律則或過程，而來自部分的熱情或衝

動；自由非源於熱情，而源於未調和的和不完全的熱情。我們僅在我們所知的

範圍內是自由的。作為一位超人並非可以不受社會禮貌和正義之限制，而是可 

以免去本能的個人主義之桎梏。明哲之士的寧靜即從這種圓滿和完整而來；不

是亞歷斯多德的英雄或貴族式的自我滿足，不是尼采理想的傲慢的優越感，而

是一種心智之穩定與平和。『理性很好的人 —— 即在理 性之領導下尋求對自

己有用的事物的人 —— 他們自己無所貪求，也不為其他的人類貪求什麼。』

變成偉大不是要超越人類，統制別人；而是要站在不統一的慾望之偏頗和無用

之上 ── 是要控制個人自己。 

 

這是較人們所稱的自由意志更為高貴的一種自由；因為意志是不自由的，或者

根本無所謂『意志』。 不要使人想，因為他不再是『自由』，所以在道德上他不

再對自己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員責，正因為人們的行動由他們的記憶所決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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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為它的保護起見，必須使它的公民經由希望和恐懼，而達到某種社會秩

序與調和之準則。一切教育都假定宿命論，給年青人開明的頭腦裡灌入一大堆

的禁令，旨在求能產生決定的行為。『因為隨着壞事而來的邪惡是必然的結果，

所以並非不值得恐懼的；不論我們的行為自由與否，我們的動機仍然是希望與

恐懼。因此，以為自己沒有餘地叫人教訓自己或命令自己的主張是錯誤的。』

反之宿命論造成一種更好的道德生活：它教導我們不要去輕視或挪揄任何人，

或對任何人生氣，人是『無罪的』雖然我們懲治匪徒，它將是不帶恨心的；我

們饒恕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幹了些什麼。 

 

更重要的是宿命論使我們變得剛强，帶着同樣的心情去期待與忍受命運的兩張

臉譜；我們記得所有的事物都遵循上帝永恒的律令。或者它甚至將『上帝之智

慧的愛』教給我們，由之我們將愉快地接受自然律，而在她的界域裡面尋到我

們的成就。把一切事物看成命定的人雖然會抗拒，却不會抱怨；因為他『在永

恒之一定的種類下觀察事物』，而他了解他的不幸並不是在整個計劃裡的偶然機

會；他們在永恒的順序與世界之構造中找到了辯解。帶着這樣的心情，他從適

當的熱情之愉悦上升，到達一種高超，靜穆，而澄明的瞑思之境界，在這種境

界中他把一切事物都看成一種永恒的秩序和發展之一部份；在不可避免的命運

之臉上他學會了微笑，而『不論是現在或是一千年內他有了自己的存在，他都

很滿意地坐着。』他從古老的教訓得知，上帝不是一種無定見的人格沉思於他

的歸依者的私務，而是宇宙之不變的永遠支持着的秩序。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

一書中美麗地表述了這相同的概念：『他的心智專注在真實的存在上的人無暇俯

視人類之瑣事，或者在與人類相爭中感到妒嫉與敵意；他的眼睛永遠朝着固定

不變的原理，這些原理在他看來既沒有傷害性也不彼此傷害，僅全部依照理性

而有規則地運行；他模倣這些原理，而他將盡一己之可能使自己依從這些原

理。』『凡是必須的事物，』尼采說，『都不致觸犯我。命運之愛 (Amor fati) 乃

是我性格之核心。』或者像濟慈所說 ──  

 

忍受所有赤裸的真理 

注視環境、 

一切平静， 

那便是主權之絕頂。 

 

這種哲學教我們贊同人生，甚至贊同死亡 ──『一位自由人所念及的簡直就是

死亡；而他的智慧却非對死亡的一種沉思，而是對生命的一種默想。』它那廣

大的遠景鎮靜了我們激動的自我；使我們安於限制我們的目標的那些拘束。它

使我們順從，並引領我們步入一種東方式的寧靜的境界；但它却也是一切智慧 

與一切力量所不可或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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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宗教與不朽 

像我們所理解的，斯賓諾莎之哲學試圖去愛一個遺棄他，並使他孤獨的世界；

再又如覺布(Job ) 似的他代表了他的人民，詢問為何一個正直的人也要像上帝

的選民一般遭受迫害，放逐與各種悲愁。作為非人格的不變的法則之一種過程

的世界觀念一度撫慰過他，使他覺得滿足；但最後，他的宗教精神將這種沉默

的過程轉變成一件幾乎很可愛的事物了。他打算讓自己的慾望與事物之普遍秩

序合而為一，變成自然之不可區別的一部。『最大的善乃是能使心靈與整個自然

相聯繫的知識。』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我們個體間之隔離實在不過是種幻覺；

我們原是上帝之一部分，是法則與原因的巨流之一部分；我們是比我們更偉大 

的一種存在所分離出的形式；當我們死後我們仍是不滅的。我們的身體是我們

種族的細胞，我的種族則是生命之戲劇裡的一件偶然事件；我們的心靈乃是永

恒的光輝之間竭的閃耀。『就我們的心靈所能了悟的來 說，它是思維的一種永

恒的樣式，被另外的一種思維之樣式所決定，而這種思維之樣式又被另外一種

所決定，如此類推以至無窮；是以它們全體同時組成上帝的永恒無極的智

慧。』在這種將個別與全體合併的泛神論的思想裡，我們可以聽見奧瑪 (波斯

詩人 Omar Khayyam) 的回聲 —— 他『從沒有把宇宙之一整體看成兩件事

物』，我們也可以聽見印度的詩篇歌唱着：『你知道你的靈魂和全體的靈魂完全

是同一的；逐去那些將部分與全體分裂開來的夢幻。』『有的時候，』梭羅說，

『當我懶散地飄流在華爾騰湖上時，我停止了生活而開始了自己的存在。』 

 

作為宇宙整體之一部分，我們是不朽的。『人類的心靈不能和和人類的軀體一樣

絕對歸於毀滅，心靈只某部份將永恆存在。』這便能體察在永恒的形式下的事

情那一部分心靈；我們越去體察事物，我們的思想便將越是永恒。在這點上斯

賓諾莎之思想甚至於比平常還要晦澀，經過解釋者無斷的停辦後，別人對他的

了解仍不免見仁見智，言有不同。有人會以為他所指的是喬治依利奧特 (英小

說家) 所謂的名譽之不朽 ── 在我們生命和思想中最理智最美麗的部分將在

我們死後有效地留存於無盡的年代裡。有時候斯賓諾莎又似乎指的是人格的和

個體的不朽；也許這只是一種永遠流泛在人類心胸間的希望而已，當死亡在他

的前途投入陰影時，他懷着這種希望來安慰自己。然而他堅持永恒與延續是相

異的。『假如我們對人們普通的意見加以注意的話，我們將發現他們都能意識到

自己心靈的永恒；可是他們把永恒和時間之持續混為一談，把永恒視之為死後

將續存的想像或記憶。』但像阿里士多德似的，斯賓諾莎雖談不朽，却否認人 

死後記憶還將存在。『心靈除非存在身體之內，否則它既不能想像也不能回

憶。』他也不相信天國之賞： 那些希望上帝拿最佳的賞賜來酬答他們的德性的

人是大大地錯估了德性的真正的價值了；在他們看來德性仿佛是最大的奴隸，

德性和上帝的拯救不是快樂本身，不是最大的自由。』『幸福，』斯賓諾莎在他

的倫理學最後的一個命題中說道：『並非德性之酬報，而是德性本身。』以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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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不朽並非清晰的思維之酬報，而是清晰的思維之本身，它將過去帶至

現在，從而抵達未來，征服了時間的限制和狹隘：掌握了永遠藏在變化的萬花

筒後面的景象；這種思想是不朽的，因為每一件真理都是永久的創造，是人類

永恒的才藝之一部，不斷地影響人類。 

 

帶着這種莊嚴而富於希望的語氣倫理學便告一結果。很少有一部書包含着這麼

多的思想，創造了這麼多的註釋，而又留給敵對的解釋者以如此肥沃的一塊土

地。它的形而上學可能是有缺點的，它的心理學不完善，神學含糊且令人不滿

意；然而讀過這本書的人沒有一個不對它所含的精義和真髓起一種虔誠之念。 

在作結語的一段文字之雄辯中流露了精神的光輝： 

 

『我便這樣完篇了我所想要述說的一切 ── 有關心靈凌駕情緒的力量，或心

靈的自由。由這裡可以清楚地看見一位明智之王是如何走在一個僅被慾念領引

的無知者的前面，並且如何比他更强有力。因為一個無知的人除了在很多方面

被外在因素所騷擾外，從沒有享受過一次真正的心靈之滿足；再者，他活着幾

乎毫無知覺，毫不感覺上帝與事物的存在，而當他不再被動的時候，他便不再

活着了。反之明智之士則很少有動心的時候；由於某種永恒的必要，他覺察到

自己、上帝和事物的存在；他從沒有失去自己，而總能享受心靈的滿足。假如

我所指示的這條途徑是很艱困難行的話，還有另外的路可以被發現。不過顯然

那條路也必將是崎嶇的，因為發現它的人是那麼少。假如拯救之道是易如反掌

的話，那麼為什麼會被大家所忽略呢？但正如一切優異的事物是很稀少的，它

們也同樣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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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四章 ➤ 斯賓諾莎 

 

第五節：政治論文 

 

 

留待我們分析的還有斯賓諾莎的政治論文 (Tractatus Politicus )，這是斯賓諾莎

在他最成熟的年餘時寫的，但因為他早死的緣故以致沒有完篇。它是一篇短

文，可是充滿着思想；使人覺得他在年華鼎盛時逝去真是一種多麼大的損失。

斯賓諾莎那一代的人看見霍布士 (Hobbs) 讚揚絕對的君主政體，這和米爾頓竭

力地衛護民權正是相反。霍布士向反抗英王的人民施以恫嚇，然而作為共和黨

員德威脱 (De Witte) 的友人的斯賓諾莎却形成了一套政治哲學，表示出他那時

荷蘭人所懷的自由的和民主的願望，變成盧騷與法國大革命時的思潮之主要來

源。 

 

斯賓諾莎認為一切政治哲學必須從辩明自然秩序與道德秩序不同之處出發，這

就是說，當從辯明以前的存在和以後的存在 (有組織的社會之形成) 之相異處

出發。斯賓諾莎假定人類會一度在比較孤立的境域中生活過，沒有法律及社會

組織；那時根本無所謂是非觀念或公平與不公平的觀念；力量和權利乃是一件 

事。 

 

『在自然境况中根本沒有通常所謂的善與惡存在，因為在自然境況裡的人只和

他自己商量，根據自己的幻想來決定善與惡，他僅為自己打算，在任何法律前

他都只向自己負責。所以在自然境況中罪惡是不可設想的，對國家負責時始有

所謂罪惡之存在 …… 所有人們均出生和生活在自然的法則和律令之籠罩下，

自然法祇禁止沒有人希望做的事，或沒有人能做的事，祇禁止不反對鬥爭、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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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憤怒、反叛的一切，或統而言之，自然法禁止任何可以暗示貪慾的事

物。』(政治論 文第二章) 

 

由對於國家行動之觀察中，我們得以略知這種自然法，或沒有法律的自然境

況；『在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利他主義，』因為僅在有組織的，有一種公認的主

權存在的國家裡方有法律與道德可言。現在國家的「權利』乃像以前個人的

『權利』一樣，簡直就是權力，而如某些誠實健忘的外交家所說的，居於領導

地位的國家可適稱之為『偉大的力量』。在種族之間的情形也是一般：因無共同

組織，在它們之間便無所謂道德和法律：每一個種族加諸於其他種族的不過是

它所希望的與它所能為的罷了。 

 

但是在人與人之間，由於互相的需要產生了互相的幫助，這種自然的權力秩序

便進展成為一種道德的權利秩序。『因為沒有人在孤獨中能防禦自己，取得生活

的必需品，所以人都怕孤獨，基於此故，人類之本性乃傾向於社會組織。』『假

若人們不互助和互相交換意見與方法的話，一個人的能力和力量便很難抵抗危

險。』總之，人類並非由於天性需要互相忍耐社會組織；而是危險產生了合作

的團體，這種團體逐漸滋長而加强了社會的本能：『人並非為了公民權而出生，

但却必須適合於公民權。」 

 

許多人在心裡都個別地反對法律或習俗：社會的本能較諸個人的本能後起而脆

弱，它應被加强；人並不像盧騷所假定的是『生來良善的』。即使在家庭裡，同

情及仁慈的感覺也都是從合作的生活裡得來的。我們喜歡像我們的人；『我們不

僅憐憫我們愛過的東西，而且憐憫我們認為和我們相似的一切』；從這兒產生了

『情緒的模倣』，以及最後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良心。良心無論如何不是天生的，

而是後天獲得的；並且依地理影響而改變。在成長的個人的心靈中良心乃是團

體的道德傳統上的附屬品；通過良心。社會為了自己在它的敵人 —— 自然的

個人靈魂 —— 身上創造了一位同盟者。 

 

在這種發展中，從自然境况中得來的個人的權力之法則，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

裡，逐漸向整個團體的合法的道德權力讓步。權力仍然是權利，但是全體的權

力限制了個人的權力 —— 限制個人的權力至符合他的權利為止。使他在不妨

碍別人的平等自由的範圍之內，行使他的權力。為了限制個人擴大權力的範

圍，個人的自然權利或統治權的一部份應交給有組織的社會。例如：我們放棄

從憤怒發展到狂暴的權利，同時也可免受別人這種狂暴的威脅。因為人受制於

他的熱情衝動，所以法律是必要的；設若一切人都很理性，法律則將是初淺多

餘的了。完善的法律對於個人的關係正像完善的理性對於熱情的關係一樣：它

將調和衝突的力量，避免毀滅而增加全體的權力。正如在形而上學裡，理性乃

是對事物中的秩序的觀察，在倫理學中，理性則是存在於慾望之間的秩序之確



35 
 

立，所以在政治學上理性確立人與人之間的秩序。僅當個人間的權力互相發生

衝突時，完善的國家纔限制公民的權利；除非為了增加一種更大的自由，完善

的國家決不會取消自由。 

 

『國家最後的目的並不是統治人民，也不是用恐懼來抑制他們；反而在使人民

免於恐懼，使他們的生活行動充滿着安全感，使每一個人或其鄰人免於受傷害

的憂慮。我重復說一遍，國家的目的並不是將有理性的人變成野獸和機械。它

乃在使他們的身體和心靈能安全發生作用。它用自由的理性來領導人們生活，

訓練他們；使他們不至在仇恨、憤怒和奸宄上消耗自己的精力，使他們不至互

相敵對。因此國家的目的真正是自由。』(政治論文第二十章) 

 

國家的目的是自由，因為國家的作用在增進生產，而生產依賴發現自由的能

力。但假如法律阻止生產和自由將怎麼辦呢？假如國家像每一種組織似的，希

求保存它自己之存在 ( 即指機關首長企圖保留他們的職位 )，變成一種統治和

利用的機器，那麼一個人將怎麼辦？斯賓諾莎的答覆是：假如我們獲准作合理

的抗議與討論，而言論的自由又能使我們取得一種和平的改變的話，那麼我們

就服從甚至於不公正的法律。『我承認這種自由有時候會引起不方便；然而有什

麼問題是不經過詈罵就可以聰明地獲得解決的呢？』違反言論自由的法律是一

切法律中最容易被毀除的，因為人民不會長久遵守他們不能批評的法律。 

 

『一切政府越努力剝奪言論自由的話，越將遭受到頑強的反抗；反抗它的並非

貪婪的傢伙，而是那些從良好的教育、健全的道德和德性中習知了更多的自由

的人士。人的心理一般都差不多，最使他們不堪忍受的事情莫過於把他們認為

是真實的觀點視之為違反法律的罪惡：這處於這種情形下，他們不但不認為憎

恨法律和反對政府是可恥的行為，反認為是最光榮的行為 …… 一個人未害鄰

人即被控犯法，這種法律簡直是個笑柄；這種法律豈不但能抑止人類的貪婪和

慾望，反而會加强慾望。我們常常反抗禁令，而渴求我們得不到的東西 

(Nitimur in vetitum semper , cupimusque negata )。』(政治論文第十章) 

 

斯賓諾莎像一位美國法治家似地作結論說：『倘若只有行動能用作控訴罪犯的根

據，而言論又許自由表達，那麼煽動叛亂的演說便將肆無忌惮了。』 

 

國家對個人心靈的控制越少，則對公民和國家二者都更有利。當斯賓諾莎認識

到有政府之必要時，他却對它表示不信任，他曉得權力甚至於能腐蝕那些清廉

不阿的人 ( 這指的不就是羅伯斯比爾嗎？ )；他不能鎮靜地看着政府之權威從

人的身體行動擴張至人的靈魂和思想；那將是生長之結束和團體之死亡。所以

他不贊成政府控制教育，特別是大學：『公立學院培植人才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抑

制他們的自然能力。但若每一個請求離開學校的人都被允許依其條件公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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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那麼有關公共利益的藝術與科學將更為昌明。』至於如何在被政府控制的

大學與被私人資本控制的大學之間覓致一中庸之道，斯賓諾莎並未解決這一問

題；私人資本在他時候還沒有膨脹到暗示這一困難的程度。顯然，他的理想乃

是一度昌盛在希臘時候的高等教育，這種教育不從學校制度而來，而從自由的

個人講學而來，像古希臘哲人派的學者似的，由一個城市漫遊至另一個城市，

不受公家或私人之控制而獨立地講學。 

 

這些事物經已提論之後，政府之形式如何便不關緊要了；斯賓諾莎僅傾向於一

種溫和的民主政治。任何一種傳統的政治形式都可以，只要它能『輕私利而重

公益』；這是立法家艱巨的工作。君主政體是有效的，可是不免壓迫人民和窮兵

黷武。 

 

『經驗有助於和平之獲得，並將整個權威賦給一個人。因為沒有一個王國像土

耳其王朝似的在歷史上維持那麼久，而未有過什麼顯巨的改變，在另一方面，

歷史上沒有什麼政體像民主政體那麼短促，那麼禍亂頻仍。然而假如奴役、野

蠻和荒涼能稱之為和平的話，人們便沒有比享有『 和平』更壞的事了。無疑

地，父與子之間所有的爭吵比在主與奴之間所有的爭執更多更尖銳；但是將父

親與權利變成一種財產之權利，把孩子們看成奴隸，這對於家庭管理方面毫無

裨益。是以將整個權律賦予一個人，所加深的並非和平，而却是奴役。』(政治

論文第六章) 

 

在這兒他加上了一段論秘密外交的話： 

 

『認為為了國家利益而探取秘密行動的這種觀點，已經成為那些渴求絕對權力

的人所唱的高調了： …… 但是他們越用公共福利作為隱飾自己不良的企圖的

假面具，他們所導出的奴役也越加不堪 …… 讓敵人曉得自己正確的情報都比

讓公民知道暴君秘密的邪惡要好。能夠秘密地處理國務的人可將國家置於他們

的權威之下；正像在戰時他們計劃抵抗仇敵似的，在和平的時候他們便陰謀反

對人民。』(政治論文第七章) 

 

民主乃是政府最合理性的形式；因為在民主政府中『每一個人都服從控制其行

動而非判斷和理性的權威；這就是說，既然全體人民的想法無法一致，那麼多

數人民的聲音該有法律的力量』。這種民主的軍事基礎應當是普遍的服兵役制，

公民在和平時候也保留他們的武器；財政之基礎是單稅。民主之缺點則在將平

凡介入權力裡；這是無法避免的，除非規定出任官職的人必須是『受過訓練的

人才』。由於人數眾多並不足以產生智慧，反可能給最可惡的脅肩諂笑之徒以種

種職務上的恩典。『群眾的易變的性格總不免使那些有經驗的人失望；因為群眾

的性格非由理性所統治，而僅由情緒所操縱。』於是民主政府變成了一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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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短促的暴民領袖之行列，有價值的人則羞與不如他的人相提並論。結果不

論遲早，能力較強的人儘管屬於少數，總要起來反抗這種制度的。『我想因此民

主政治便會變成貴族政治，而最後變為君主政治；』末了人民寧可選擇暴君，

而不選擇混亂無主的局面。權力之平等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人在本性上就是 

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中尋找平等的人所找到的只是荒謬』。民主政治仍必須解

決招集人才的這一問題，俾使人民有權在受過訓練的適當的人選中選擇他們愛

戴的領袖。 

 

假設天假以年，使斯賓諾莎得以完成這篇論文的話，誰知道他的天才將對近代

政治上的樞紐問題投以什麼樣的光輝？這篇未完成的論文所揭櫫的只是他最初

的和不完全的思想之草稿。當他寫到論民主政治這 一章時他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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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四章 ➤ 斯賓諾莎 

 

第六節：斯賓諾莎之影響 

 

『斯賓諾莎不打算建立一種學派，他並沒有樹立什麼；然而在他之後一切哲學

中都滲透了他的思想。在他死後的一代裡，他的名字乃是憎恨的對象；甚至休

謨 (David Hume ) 也談到他的『討厭的假設』；『人們談到斯賓諾莎，』萊辛 

(Lessing 德國批評家) 說，『就像他是一條死狗似的。』 

 

斯賓諾莎的名譽是萊辛給他恢復的。當這位偉大的批評家在 1780年和甲可必 

(Jacobi) 作有名的談話中談及他整個思想成熟的年齡裡，他一直是一位斯賓諾

莎主義者時，當他談及『除斯賓諾莎外便沒有哲學』時，他使甲可必驚訝了。

他對斯賓諾莎之愛加强了他同孟德爾遜的友誼；在他那偉大的劇作聰明的納藤 

(Nathan der Weise) 中，他把從活着的商人和已故的哲學家身上所得的理想的猶

太人的概念合而為一型。幾年之後，海德 (Herder) 的關於斯賓諾莎的體係之幾

次談話 (Einige Gesprache uber Spinoza's System )一書，使胸懷磊落的神學家們

開始注意及倫理學這本著作；這一派神學家之領袖克萊爾馬歇 (Schleimeracher)

也著書論及『神聖而被逐出教會的斯賓諾莎』，天主教詩人諾法里士 (Novalis)

把斯賓諾莎甚且稱之為『上帝沉醉的人』。 

 

同時甲可必 (Jacobi) 使歌德注意到了斯賓諾莎；在初讀倫理學時這位偉大的詩

人便改變了他的信仰；這的確便是他深化的靈魂所想望的哲學；從此在他的詩

作和散文中便充滿了這種哲學。他於此始發現了這個教訓：dass wir entsagen 

sollen  ── 我們必須接受自然所加於我們的限制；並且也是由於部分地呼吸

了斯賓諾莎思想之沉靜的氣息，歌德在他晚年方能步出葛次 (Gotz) 與維特 

(Werther ) 之狂放的浪漫主義而得到古典主義的平衡。 

 

菲希特 (Fichte)、謝林 (Schelling) 和黑格爾也是由於將斯賓諾莎與康德的知識

論聯接起來始達到了他們不同的泛神論；從自我保存之努力 (Conatus sese 

preservandi ) 中產生了菲希特的我 (Ich) 叔本華的生活意志 (Will to live )，尼

采的權力意志 (Will to power ) 以及柏格森的生命之泉源 (elanvital)。黑格爾非

難斯賓諾莎的體系，認為它是太缺乏生氣太冷峻了；他根本忘懷了這種系裡的

動力原素，僅記得上帝就是法則的那個莊嚴的概念，這概念適合於他的『絕對

理性』。但當他說『作為一位哲學家首先得作為一位斯賓諾莎主義者』這句話

時，他却是極其誠實的。 



39 
 

 

於英國，斯賓諾莎之影響掀起在革命運動的潮流上；青年反叛份子如柯勒里紀 

(Coleridge ) 與華次華斯(Wordswords) 談論着『斯賓諾莎 (Spy-nosa 政府用以

監視他們的特務)，帶着不亞於俄國知識份子在平静的日子裡談話時所有的熱

情。柯勒里紀和客人的談話也都離不了斯賓諾莎主義者的一套；而華次華斯在

他的名句裡也握住了這位哲學家的一些思想： 

 

有種東西 

它的住所是太陽的光 

活潑的空氣，圓圓的海洋 

蔚藍的天空，和人的心中；── 

一種運動和一種精神，推動着 

一切能思索的世界，一切思想的對象 

它貫穿在一切事物中。 

 

雪萊在註釋其作品馬布王后 (Queen Mab) 時會引證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並

開始翻譯這篇論文，拜倫答應給它做篇序。這篇原稿的片段曾落入密得爾頓 

(C.S. Middleton ) 之手中，他把它誤當作雪萊自己的作品，並把它稱作『太粗糙

以至於不能發表的學童的瞑想。』在較後而較溫和年代裡，喬治依利奧特翻譯

了倫理學，雖然她的譯本從未發表過，而由於斯賓塞爾 (Spencer ) 和這位女小

說家熟識的緣故，人也會猜想他的不可知的 (The unknowable) 概念之由來一定

和斯賓諾莎多少有點兒關係。『目前，』柏爾伏特巴克士 (Bolfort Bax ) 說：

『有不少顯要人物都宣稱，在斯賓諾莎之體系中，包含了整個現代的科學思

想。』  

 

也許由於別人對斯賓諾莎的體系解釋和論著很多，在這些論斯賓諾莎的書中也

都流露了豐富的思想，所以被斯賓諾莎影響的人極多。對於各式各樣的心靈`、

所有深刻的說法都呈現了它們晶瑩的一面。人可以像宗教論智者一般地論斯賓

諾莎：『最早的人不能完全知道他，最初的人也無法了解他更多一點。因為他的 

思想比海還要多，而他的勸告比大洋還要深沉。』 

 

在斯賓諾莎死後的次一世紀，由募集得來的捐助金給他在海牙建了一座雕像。

捐款從文明世界之每一角落而來；從未有一座紀念碑比它有着更廣泛的愛的基

礎。雕像於一八八二年行揭幕禮，絡南 (Frnes Renan) 所作的演講詞的結句也

正適用於結束我們這一章，勒南的話如下： 

 

『願那些走過這雕像而對這溫柔而沉思的頭施以侮辱的人遭殃。像一切粗魯的

靈魂一般，他們必須因其粗俗和無能認識神聖而受罰。這位人物，從他花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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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座上將向一切人指示出他所發現的幸福之道：在此後的世紀中，受過教養的

旅行者 經過這個地點時，他們心理將會說：「也許從上帝那兒得來的最真實的

啟示便在此。」』 

 

 

 

 

 

 

(《西洋哲學史話》第 4 章完，請繼續閱讀第 5 章：《伏爾泰與法國啟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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