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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哲學思想的源起及其背景

阮 怡 玲

一 、前 言

現今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中 ,世界文化史是安排在高二的課程中 ,從最早幾個

分佈在歐 、亞 、非的古文化的起源開始談起 ,並且再與下學期的世界現代史作銜

接 ,做一系列對西方歷史的介紹 ,是 目前高中生認識世界史的主要課程設計方

式 ,筆者在這裡發覺一個很有趣的安排 ,從世界史 (其中又以西方史較為側重 )

的上古到中古 ,直迄十五 、六世紀宗教改革為止 ,這一段歷史的教材編排是將歷

史中的各項政治 、經濟 、文化 、社會 、思想 、藝術等課題合編在同一冊 ,與下學

期將世界史分編於第四卅歷史及下班的世界文化史 ,把歷史中的政治 、經濟 、外

交課題與思想 、文化 、藝術 、社會等課題分朋來介紹 ,這兩者編法是很不一樣

的 ,當然這也可能是受限於一些較遠古時代與對中國近現代影響的重要性有程度

上的差別 ,以致於會有不同的編法 ,在此暫不細究其緣由為何 ,本文是想藉著目

前世界史的上 、中古這種編法的特色 ,以高中世界文化史第二章第二節
“
希臘文

化的成就
”

中的希臘哲學思想為主題 ,探討古希臘人的思想形成及其背景 。

二 、教學目標

西洋的哲學思想淵源於希臘 ,希臘哲學真正發展了西方人類對智慧探討的一

門學問 ,迄今仍為研護西洋上古史所必學的一個重點 ;在世界文化史第二章第二

節
“
希臘的文化成就

”
中 ,用 了大篇幅的內容加以介紹 ,包括希臘人思想的特

質 ,以及其哲學所反映出希臘的人思考模式和性格特質 ,這些抽象的思惟又經過

幾個階段的轉折 ,對於東方的學生而言 ,在了解上會有一些困惑 ,所以我們如果

能藉由其外在的政治 、經濟 、社會各層面在各階段的發展 ,加以援引到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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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脈絡上 ,則更可增加學生在學習上的理解與樂趣 ,故建議老師在授課時 ,

能由外在環境的變遷往內在較為抽象的思想概念進行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逐步引

導學生入學習之門 ,並且對於希臘哲學各期的思想主張 ,援以實際的生活內容為

例 ,以近取譬 ,使學生能有更深刻的了解 ,而不再受限於西方抽象思惟模式的障

礙 ,進而培養以
“
同情的瞭解

”
走入希臘思想文化的解讀能力 。

三 、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施

為了達到學生對希臘哲學思想的瞭解與有效學習 ,筆者建議高中世界文化史

在西方思想文化的教學這部份採取兩個步驟來進行 ,首先是對思想產生的外在環

境作為理解的基本觀念 ,一個思想的產生 ,乃至後來發生轉折與變遷 ,在在皆顯

示了當時的社會 、經濟 、政治等外圍因素所造成的影響 ,所以為了讓學生不致只

獲得背誦式的知識 ,我們在進行這部分的教學 ,有義務引導學生從外在具體的環

境變遷與客觀條件的成立情況之下 ,進而導入抽象思想的認識 ;其二的步驟 ,則

是對希臘哲學思想本身的介紹 ,所以在高中世界文化史的哲學思想史這個部分 ,

筆者認為從外在具體環境走向內在抽象思惟的教學進行方式 ,可以達到事半功倍

的良好學習效果 。茲將兩部分的教學活動設計分述如下 :

r-)古希臘哲學思想產生的外在背景

希臘文化是歐洲文化的主要淵源 ,然而 ,正當兩 、三千年前亞洲與北非進入

高等文化階段時 ,歐洲仍停留在野蠻 、黑暗的狀態之中 ,算是上古時期落後地區

之一 ,直到西元前一千多元 ,希臘才開始接受西亞和埃及傳過去的文化 ,才逐漸

脫野蠻狀態 。希臘是由幾個部落組成的 :包括阿喀安人 、多利安人 、愛奧尼亞

人 、伊奧利安人等 ,他們各據巴爾幹半島及愛琴海中的島嶼 ,雖各部落生活習慣

有所差異 ,但皆以天神之子海倫之後代自居 ,故稱其為希臘人 1。

約在西元前八到六世紀 ,由於巴爾幹半島人口過剩 ,土地分配不均 ,以及對

外經商等因素 ,希臘人大批向海外移民 ,在地中海四周建立起殖民城邦 ,其範圍

包括小亞細亞 、北非 、以及黑海沿岸 ,其中以定居在小亞細亞沿海一帶的希臘人

與當時在商業上最活躍的腓尼基人往來最頻繁 ,並且接受腓尼基的字母以創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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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文字 ,而希臘人的學術風氣 ,最初就是在小亞細亞境內各城邦興盛起來

的 ,希臘哲學思想最早形成思想系統的宇宙論時期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

的。

本時期的哲學探討重心 ,乃圍繞在自然存在問題 ,與關心世界是如何形成

的 ,所以此時期有很多極有名的哲學家紛紛指出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為何?這些

想法雖然在今天對我們而言 ,顯得幼稚又荒謬 ,但對於當時的希臘人而言 ,確是

思想上的一個重要發軔 ,這些希臘所建立的海外殖民城邦遍佈在地中海四周 ,就

愛琴海的島嶼來說 ,每個島都非常小 ,星羅旗佈於地中海中 ,而小亞細亞與北非

也是圍繞在地中海這個大環境中 ,諸如我們所知的 ,地中海型氣候冬暖夏涼 ,是

非常適合人類居住的好環境 ,這些早先的希臘人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之

中 ,放眼所及的皆是一蔚藍海洋與來往於地中海的經商船隻 ,他們必然對自己所

居住的環境充滿好奇 ,並且急於探索這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而最直接的觀察就是

取之於感官親身所及的眼前環境 ,所以我們在認識這時期的哲學思想主張時 ,會

看到一系列哲學家對世界 ,乃至宇宙形成的思想內容 。這些哲學家本身往往是學

有所成的科學家或數學家 ,如 “
哲學之父

”一泰利斯 (抽㎡esCa.a4-“6B.c.)●

年輕時曾在西亞 、埃及求學過 ,並從加爾底亞人學習推算日蝕 :月 蝕的方法 ,而

且還成功的推算出西元前五八五年五月的日蝕 ,所以泰利斯從事科學研究的背景

是我們在解讀他的哲學思想時 ,必須先具備的觀念 :類似的情形又如我們在國小

數學課上早已耳熟能詳的畢氏定理發明者一畢達哥拉斯 (PythagUras,田 U-伯9B.

C.),他年輕時也曾到埃及讀書 ,並且攻讀幾何學與數學 ,它曾在意大利半島部

建了一所專門研究數學的學校 ,其所證明的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平方於其它兩股的

平方合 ,就是我們相當熟悉的﹂道數學公式 ,這些哲學家的學術背景相當豐厚 ,

尤其在科學及數理上皆各有專攻 ,這也是日後西方哲學家常見的現象
2。

大約在西元前六世紀中葉 ,居魯士建立了波斯帝國 ,勢力伸入了小亞細亞 、

北非一帶 ,小亞細亞境內的希臘人所建立的殖民城邦遭波斯人破壞 ,使得希臘人

研究學術的重心 ,從小亞細亞轉移到雅典 ,也由於大環境變異 ,形成了希臘哲學

思想走到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雅典是以實行民主政治著稱 ,其公民都以參與社

會公共事務為榮 ,所關心的是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 ,所以他們所需求的是比較實

用的知識 ,相較於宇宙論時期的關懷點 ,已經從自然存在問題轉移到人事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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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是故前一時期所討論的宇宙源起與構造問題 ,是雅典人所不感興趣的 ,而本

期哲學特色轉向研究與人生有密切相關的問題上面 ,例如如何解決社會問題 ,所

以本期的希臘哲學思想又稱為人事論時期 ,詭辯學派 (S● ph㏑e.)就是在這個背

景下所發展成的 。

我們認識詭辯學派的思想之前 ,必須要先對這些人有一些基本認識 ,雖然我

們稱它是一個
“
學派

” ,但它與一般我們所理解的中西思想學派是不一樣的 ,嚴

格說起來 ,這些人的思想可能尚無法用
“
學派

”
來概括他們 ,而是應該將他們視

為該時期一個特殊時空背景下的一群知識份子 ,這些人絕大部份的職業是老師 ,

他們專門教授文法 、修辭 、邏輯 、歷史 、政治等學問 ,並且還很積極地參與政治

活動 ,如出席公民大會 、擔任陪審團的成員 :我們知道雅典的民主政治 ,也是經

由幾次改革如德拉哥 、梭倫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 ,才由貴族政治逐步走向民主政

治 ,使一般公民可以參與政治 ,當百姓參與公民大會表達意見時 ,必須要有相當

清晰的邏輯推演能力與暢達無阻的辯才 ,惟有在講堂上從善如流 ,才能立於不敗

之地 ,這點在法庭打官司時更顯示出其重要性 ,因此 ,這些哲士們所教授的學

問 ,在當時是相當受到社會歡迎的 ,人人皆爭相拜師學習這些論辯技巧 。

最後 ,詭辯派所培養的這種從政能力卻流於一種詭辯的巧智 ,為雅典的社會

帶來一股很不好的社會風氣 ,如在公民大會上用詭辯的方式來駁倒對方 ,或是在

法庭上以巧辯來替親友辯護脫罪 ,已經到了為一己之利 ,不惜以任何手段來達到

目標的不良社會風氣 ,因為每個人的立論基礎都侷限在有利於自己的範圍內 ,形

成極端的個人主義 ,已毫無客觀真理可言了 ,所以就在這樣混亂的背景下 ,出現

了希臘三位偉大的哲學家 ,他們所提的哲學思想主張 ,可以說是對詭辯學派的一

種反動 。

根據詭辯學派的主張 ,人類社會是沒有絕對的 、客觀的真理可言 ,一切善惡

全憑個人的決定 ,針對這樣一個偏頗的論調
,雅典在西元前四 、五世紀又有一股

新思潮興起 ,這使希臘哲學又走到另一個轉折點 。這股新思潮與詭辯學派的主張

恰恰相反 ,他們提倡倫理 、道德及有絕對的標準 ,相信必有客觀的真理存在 ,帶

起這股思潮的推動者就是希臘大哲人一蘇底拉底 fSokratesη U-399B.C.)、 柏拉

圖 (Plat。 n,砭7-347B.C.)、 亞里斯多德 (AruUtel° s,3S4-笓2B.C.)。

蘇格拉底出身平民家庭 ,從小就是在詭辯學派氣氛中長大的 ,他本身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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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辯學派所傳授的教育內容 ,但卻對此學派後期帶給社會的不安與巧智多辯的風

氣相當反感 ,認為這種主觀的個人主義易流於顛倒是非的事實 ,因此蘇格拉底又

提出了一套新主張 。這裡我們必須要了解蘇格拉底生活的背景 ,IE是雅典城邦由

極盛而轉衰落的階段 ,當西元前六世紀中葉波斯帝國勢力伸入地中海 ,原本學術

重心由小亞細亞轉到雅典城邦 ,到了西元前五世紀初葉一場關鍵性的戰役一波

希戰役 (492-η9B.c.),雅典人打敗了波斯人 ,更使得雅典在希臘各城邦問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 ,伯里克利斯 (495-親9B.C.)正是雅典此黃金時期的統治君王 ,

但在伯里克利斯在位末期 ,也是雅典人由盛轉衰的關鍵 ,其民主政治也開始出現

流弊 ,如 “
貝殼彈劾法

” (Ustratkm)中 規定只要有六千公民投票通過 ,就可以

把任何對城邦不利的人驅逐出境十年 ,當蘇格拉底講學的後期 ,正當伯羅奔尼撒

戰役 (431-4U4B.C.)以後 ,斯巴達打敗了雅典 ,進而取代雅典的地位 ,雅典從此

一蹶不振 ,正當雅典內憂外患之際 ,蘇格拉底在公共場所對年輕人的講學 ,反被

冠上
“
唆使青年叛亂∵的罪名 ,就是經由上述的貝殼彈劾法來驅逐蘇格拉底 ,最

後蘇格拉底以自盡終結 ,這也是民主所產生的流弊 ,而這些情形都影響到蘇格拉

底的大弟子一柏拉圖的思想主張 。

柏拉圖出生於相當富貴的家庭 ,從蘇格拉底為學十年 ,對蘇格拉底至為尊

敬 ,但蘇格拉底的死對柏拉圖卻產生很大的影響 ,使得柏拉圖對雅典的民主政治

相當悲觀 ,他以為一般愚闇無知的群眾應該受智慧高的哲學家所統治 ,其思想有

相當明顯的等級劃分 ,可從其重要著作
“
理想國

”
中看出。亞里斯多德是更晚期

的人 ,他是柏拉固的學生 ,生於馬其頓 ,年青時曾至雅典從柏拉固學習二十年之

久 ,西元前三四三年重返馬其頓
一

並教授正值幼年的亞力山大 ,後再重返雅典 ,

講學一生以終 。

以上是對希臘哲學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作概念式的介紹 ,也是老師在教導

學生認識希臘哲學思想之前 ,必須要讓學生先建立的歷史概念 ,如此一來才能瞭

解抽象概念形成的來龍來脈 ,不致流於無所遵循的玄想 ,或只是一種死背的知

識 ,畢竟 ,哲學是人類對生命之所由感到好奇所產生的學問 ,隨問題而來的是一

連串對生命的驚嘆號與問號 ,所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在西方歷史上是相當重要的課

題 ,包含了知識論 、宇宙論 、形上學 、倫理學等課題的伸展 ,而歷史又是以人為

重心的一門學問 ,所以當高二的學生首先接觸世界文化史西洋文化的最早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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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希臘哲學將是必學的內容 ,以我們東方學生要了解希臘的思想 ,特別是一開

始宇宙論時期的哲學思想內容 ,以及後來哲學思想的幾個轉折點 ,建立對客觀歷

史背景的瞭解 ,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了 !

有了以上時代背景的基本認識後 ,緊接著我們將介紹希臘哲學的思想主張 ,

我們採用上述分期的方式加以介紹 。

ω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內容

“
哲學

”
一詞最早的發源就是在希臘 ,其原文為 PhⅡU-SUpⅡa,按其譯成中

文的話 ,就是
“
愛智

” ,也就是指人類用宇宙問存有的

一

切去衡量宇宙 、探索人

類生命之所由的一個活動 ,而希臘人早在西元前七世紀就展開對生命的好奇與探

索3,因此早在建立海外殖民地起 ,就開始了一連串對生命起源的討論 ,這也是

希臘哲學形成系統的一個發軔 ,首先揭開此序幕的就是宇宙論的哲學思想內容。

I.宇宙論時期之哲學思想

本時期的希臘哲學家所探討的問題始終圍繞在
“
自然存在

” ,也就是

一

外在

世界
”

的問題上 ,他們想要通過哲學的思辨發現外在宇宙是由什麼物質所構造成

.的 ′猶如科技昌明的今天 ,我們仍要運用現有的知識去解釋火星上是否真有生存

物質存在 ?科學知識尚無法證明之處 ,必須透過人類思惟上的假設 ,層層抽絲剝

繭以成一學說 。宇宙論的哲學家也觀察人本身的問題 ,但只是粗淺的物質我與精

神我的相混淆 ,而不知自我意識的層面 ,所以並未真正觸及到人存在的問題層

面 。一般哲學家還是關心宇宙存在變遷的自然法則 ,茲舉以下幾位代表人物的思

想內容 :

“)泰利斯

主張

一

宇宙的太初是水
”

、
“
地球浮在水上

”
、

“
水中充滿神明∵ ,泰利斯

認為這種液體水的動態 ,促成了宇宙生成變fL的動力 ,由於其所生長的環境舉目

掌去皆是水 ,覺得水的面積比陸地大得多 ,所以地球應該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但

是它的第三句話 ,卻超乎了人類的感官經驗 ,並且受到神話時期荷馬詩篇中
“
水

都是活的
”
的彯響 4。 水有神性的主張 ,顯示了水不只是一種物質元素 ,而且是

一種生與變的象徵 ,解釋了宇宙從最初單一物質的水 ,演變到如今眼前多采多姿

的世界的一個變動過程 ,所以泰利斯
“
借用

”
希臘神話來解釋他所觀察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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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部分無法親身觀察到的
“
假設

” ,並不是一種迷信的搪塞 ,因為畢竟泰利斯

也是當時有名的科學工作者 。

(2)亞諾芝曼德 (Anaxi㏑.ndrbsCa,61U-弘 6B.C.)

亞氏認為泰利斯用
“
水

”
這種單一物質解釋複雜多變世界 ,未免太過具體而

狹隘 ,所以亞氏提出
“
無限.作為宇宙的太切 ,因為

一

無限
”
本身沒有界定 ,故

可繁衍出其它所有的東西來 ,而亞氏這種主張成了日後哲學中最主要的方法 :用

思想的超越來開闢現象 、用抽象概念去界定所有現實存在的事物 。

(3)畢達哥拉斯

相較於前面宇宙論哲學家所提出的世界構成的原理 ,畢達哥拉斯則更進一步

注意到人的層面 ,雖然這離思考人的本質還有很大的差距 。畢氏認為宇宙的太初

是
一
數

” ,此 “
數

”
乃指一種命運之數 ,畢氏從對人類生 、老 、病 、死各現象的

觀察 ,試圖從這些現象的背後了解它們的原理原則 ,因此畢氏用輪迴的觀念解釋

生命的過程 ,最主要的重點在於分析生命的因果關係 ,並指出人生的現狀 ,也要

去追求人生的原因所由為何 ,此乃畢氏對生命的探討與主張 。

小 結

宇宙論時期的哲學家把問題的焦點放在最初宇宙與生命形成的原因探討上 ,

他們大部份用觀察法 ,他們觀察宇宙的生成變化 ,觀察人生的生 、老 、病 、死 ,

並且用觀察的方法去考證感官世界所無法感受到的存在 ,而結論出宇宙與人生的

法則 。

2人手爾時期的哲孕屈想

(I)先蘇時期 一一 詭辯學派

詭辯學派以前的哲學 ,都是停留在對宇宙與生命形成問題的最極限原因的探

索上面 ,而無法真正回到自己內心 ,真正運用主觀的思考法則 ,而本期的詭辯哲

士哲學思考的特色 ,在於提出一種主觀的思考能力 ,人類的思惟能力更加成熟

了 .詭辯學派所注意的 ,不是宇宙本體的問題 ,也不是知識作為客觀認知對象的

問題 ,而是注意主體是如何進行思考 ,所以鼓辯學派真正開始運用思考的法則去

分析自己在想什麼 ,不過這也帶出了它的哲學問題 ,由於過於主觀而幾近強詞奪

理 ,並且失去客觀的真理作為憑據 。以詭辯代表者普羅達哥拉 (●rUtag。 ras,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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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B.C.)為例 ,他主張
“
人為萬物的尺度

” ,即 “
人

”
是一切事物的準則 ,也

就是說個別人之所思 ,就代表他自己的真理 ,只要是自己講出來的話就具有客觀

的價值 ,因為他認為天底下並沒有客觀的真理 ,所以一切全憑自己的判斷 ,詭辯

學派這個主張相當受到當時希臘人的歡迎 ,因為雅典是一個高度分工的社會 ,所

以詭辯學派所主張的智巧思惟與修辭 ,足使人們在從事政治時立於不敗之地 ,舉

一個實際的例子來感受他們的思惟脈絡 :普羅達哥拉斯曾經教授一名弟子學習論

辯各種學科 ,並且相約當弟子成功之日 ,也就是必須要繳學費給老師的時候 ;終

於有一天普氏把所學全教給他的學生並且要求收取學費 ,但該學生卻托辭尚未學

成而不願付學費 ,於是師生二人最後對薄公堂 ,這場官司該是誰打贏呢 ?假設普

氏說服了法官而嬴了這場官司 ,那學生正好可以反駁他果然未學到老師的真傳 ,

所以他本來就可以拒付學費 ,因此這場官司就不能算是老師打嬴才對 ;同理 ,假

設按上述邏輯而判定學生打嬴這場官司 ,那普氏不也可以提出學生已青出於藍的

有力證明嗎 ?所以學生應該要付學費才對啊 !

這場官司的真正嬴家到底是誰 ?答案可能永遠無法揭曉 ,但是我們卻很深刻

的感覺出詭辯學派思惟邏輯上細緻的技巧鋪陳 ,宛如一條胡同的兩個出口 ,各擺

了一把利刃 ,使得陷入論述的人進退兩難 ,這就是詭辯學派最著明的邏輯論證模

式一雙刀論證 。但是我們也從中體會到詭辯學派隨心所欲 、強詞奪理的恣意鋪

陳 ,其所追求到的根本毫無客觀真理可言 ,所以也給雅典社會帶來了敗壞的風

氣 ,終於有了蘇格拉底在哲學思想上的反動 。
(2)希臘三哲人

蘇格拉底成長於詭辯學派盛行的環境之下 ,卻深鑑於詭辯學派所走入最後的

個人主義論調 ,因此他提出
“
認識你自己

”
的主張 ,用一種諷刺法來矯正詭辯學

派否定客觀真理的謬誤 ,因此 ,蘇格拉底藉與時下詭辯學者的雄辯過程 ,逐步讓

對方認清楚自己的無知 ,擺脫
“
人為萬物尺度

”
的偏激論調 ,如蘇格拉底問何為

一

正義
” ?對方回答道 :說實話 、不欠債就是一種正義 :蘇格拉底立即追問 :難

到沒有例外嗎 ?假定一個朋友 ,在神智清楚的時候交給你一把武器 ,等有一天他

心神喪失了 .想向你要回這一把武器 ,你應該還他嗎 ?你對於有像他那種狀況的

人 ,應該對他永遠說寅話嗎
5?類

似此種論證 ,蘇格拉底抽絲剝繭 ,使得他們了

解自己其實並非真知 ,透過這種方式讓真理逐步展露出來 ,這便是蘇格拉底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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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催生法

”
。

“
催生

” ,顧名思義 ,是一種協助誕生的意思 ,蘇格拉底認為每個人其實都

有認識真理的能力 ,只是都被自己的主觀與無知所蒙蔽了 ,所以蘇格拉底不認為

他是在創造真理 ,而認為他只不過是在助無知的人們發現真理 ,蘇格拉底認為一

個人必須先承認自己的無知 ,把 自己自滿的心空出來 ,才能真正作到認識真理的

步驟 。這種說法很類似於中國孔子在 《論語 .為政》所主張的 :“ 知之為知之 ,

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 。
”
想要認識真正的知識 ,就必須勇於先承認自己的無知 ,

所以這也類似中國人常說的
“
知行合一

” ,所以蘇格拉底說 :“ 智者就是善人
二

,

乃意謂著一切德行都是由智慧產生的 ,詭辯學派認為我們的主觀可以界定一切是

非善惡 ,但蘇格拉底卻認為只有良知才能認識到真理 ,而蘇格拉底認為知識的極

至與我們行為所追求的最終極 ,兩者必須是不相違背的 、合而為一的 ,蘇格拉底

稱此極致為
“
至善

”
。

柏拉圖是蘇格拉底最重要的弟子 ,過去蘇格拉底只是在街頭巷尾與人議論真

理 ,並沒有留下著作 ,但柏拉固卻有一套相當完整的哲學體系 ,並且也承習其師

的學說 ,再加以發展 。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同樣注重知識 ,認為偉大的德行是建立

在知識的基礎上 ,不過柏拉圖認為我們的感官對知識的認識相當有限 ,甚至會產

生錯覺 ,他曾經用一個著名的洞穴說來比喻人類的感官是很容易受騙的
‘,所以

他認為人們除了用感官接觸到所能感受到的知識外 ,還有更高一層的精神世界 ,

而精神界存在著各種事物的完美概念 ,至於物質世界的各種事物 ,都只是精神世

界中各種完美觀念的事本 fc。py),而且是不完全的摹本 ,我們可用以下的例子

來說明 :我們認識了張三 、李四以及身旁所有認識的朋友 ,但我們卻從未能用感

官去認識到
一
人

” ,因為我們不可能看遍所有的人 ,即使我們有本領看到世上所

有人 ,卻也來不及去看已逝的人與一千年以後的人 ,所以美國在太空發現到一個

長相奇怪的生物 ,當人們要去界定它外星人的時候 ,“ 人
”

的界定必從我們的觀

念來尋找 ,柏拉固的主張 ,是由於感官對外在的認識太有限了 ,並且感官也容易

被騙 ,常會傳達與事文相反的訊息 ,但是正因為人還有更高於感官的精神層面 ,

所以能夠做思辨的工作 ,甚至柏拉圖認為一切感官的知識皆不可靠 ,皆低於觀念

界的認知 .雖然這一點也引起亞里斯多德的質疑 ,但無疑的柏拉固的觀念界深深

影響著後來的整個歐洲思想 ;直迄今日 ,影響仍深遠 。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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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柏拉圖的觀念論 ,亞里斯多德站在柏拉圖的基礎上發展並提出質疑 :

如果真有一個觀念世界的存在 ,那觀念界在哪裡呢 ?所以亞氏不同於柏拉圖所主

張貶抑感官提高觀念界的法 ,而是肯定感官所認識的內容 ,他把現實世界當作是

真實的 ,而我們只要透過感官 ,就可以認識到它 。所以亞氏認為所有概念的獲

得 ,都必須要經由我們感官對外界的認識 ,如耳 、目‵口 、鼻 、四肢 .相對於外

在感官界的聲 、色 、香 、味 、觸等認識 ,是感官領略到外在的東西而形成了我們

心中的一種
“
概念

” ,亞氏對感官的肯定 .正是與柏拉圖最不一樣的地方 ,而兩

種互異的主張 ,形成日後西洋哲學史的兩大立場 ,所以在哲學界有這麼
一

種說

法 I西洋哲學自希臘發展以來 ,經過中古的士林哲學 、近古的理性主義 、經驗主

義 、現代的歐陸派與英美派之發展 ,整個哲學歷史上真正只出現過兩位哲學家 ,

就是指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 。這句話是指歐洲兩千多年來哲學思想的主張 ,都沒

有能夠超過這兩人所創立的學說之外 ,也足見他們在西方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了 。

四

一

結 語

哲學之於歐洲 ,是一種極為珍貴的資產 ,它對歐洲歷史也產生很大的影響 ,

如黑格爾的正反合主張 ,也被近代共產主義思想所引用 ,而歐洲千餘年的歷史發

展 ,更可以仔細分析哲學思想對它的影響 ,在此不多贅述 ,只祈望本文對高二世

界文化史在西洋思想史的淵源地

一

希臘哲學思想的教學上 ,能引發學生更深厚

的興趣與有效的學習 。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復興高中教師 )

參見南亞偉 ,《世界通史》上冊 ,士北 ,文 太 ,1992.5,頁 佗 。這些早先移入巴田幹半

島的各部落自視為天神之子海倫 (Hel㏑n)的子孫 ,因 上他們就自稱是希賤人 (H●lien)。

西哲學方吐著希戚哲學的北傳 ,經歷了中古 、近世以迄當代哲學 .都 出了不少以致理與科

學毒攻的哲學家 ,如近世理性主我的代表萊布尼茲 (G.W.Leibn㏑ z,l° 4°-1716A.D.)比

牛頓更早發明救學上的徹希分 ;又比如羅素 (BertrandR!ssel,lβ 砲-197UA.D.),也 是一

位著名的致學家 。

�窏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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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早於西元前七世紀 ,在希臘哲學興起之前 ,有 一段沒長的神話時期 ,其代表人物有荷馬

(H。merUs)、 赫西央 (H$i。 d㏄ )、 奧而非 (Ufpheus),此 乃西方最早的文化系統 ,共對生

命的解釋方式與想法 ,仍深深影響著宇宙論初期的哲學學 。

參見鄔昆如 ,《希臘哲學趣談》 ,台 北 ,東大 ,1984,頁 羽 .此 乃希臘宇宙論期
“
物活

觀
’

的哲學主張 ,即 是把宇宙看成是活的 ,是 生氣蓬勃的 ,物 活觀把存在和生命連在一

起 ,以為宇宙所有東西都是生的 ,都是活的 。

詳見柏拉固著 ,侯健譯 ,《理想國》 ,台 北 ,國 立編譯館 ,1992,頁 9。

同上註 ,頁 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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