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尼采的美學視野 
 

第一節    尼采對西方美學的批判—古典美學的四大謬誤 

 

在西方美學史的發展上，目前所知第一篇有系統地討論「美是什麼」的著

作當屬柏拉圖（Plato 427B.C.-347B.C.）的《大希庇阿斯》（Great Hippias）。這篇

早期著作藉由蘇格拉底與希庇阿斯之間的對話，批判當時對美的各種看法如：美

是「合適的」（appropriate）、「有用的」（useful）、「有益的」（beneficial）、「耳目

所生的快感」（the pleasant which comes by sight and hearing）。柏拉圖認為上述各

種主張，並未指出一切美的東西都具有的共同性質，這是未能仔細分辨「美的本

身」不同於「美的東西」的結果。不過關於美的本質問題，柏氏在這篇文章中並

未作出結論，他只強調一個人必需先具備「美的知識」才能分辨「美的」與「不

美的」。（Plato, 1961：1540-1559）換言之，美的定義對此時的柏拉圖而言仍是一

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後來他一直到中期著作《饗宴》（Symposium），才進一步針

對「美的本身」以及「美的知識」等內涵加以說明。就「美的本身」而言，乃是

永恆的、無始無終、不生不滅、不增不減，不會因人、因地、因時而異，永遠獨

特地自我存在。一切其他形式的美都起源於美的本身，但無論美的形式如何變

化，美的本身絲毫不受任何影響。就「美的知識」而言，包括身體之美（外觀之

美）、心靈之美（人類行為、習俗制度之美）、不同類型的知識之美（學習之美），

這些內涵構成了美感教育的序階，人必需經由「愛」（Eros）的引導循序登階而

上，最終才能理解美的真諦。美的真諦就是美的本身，並非美的知識或美的東西，

而是一種令人驚訝的終極之美（自然之美）。(Plato, 1989: 100-106)然而，柏拉圖

這種永恆不變、超越時空的終極之美，究竟所指為何呢？ 

根據達達基茲（W. Tatarkiewicz 1886-1980）的研究，在柏拉圖之前至少有

三種關於美的理論：一是畢達哥拉斯學派的數論（mathematical theory），主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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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屬於量度、比例、秩序、和諧；二是辯士學派的主觀論（subjectivist theory），

主張美從屬於耳目所生的快感；三是蘇格拉底的功能論（functional theory），主

張事物之美在於符合實際工作的適用程度。(Tatarkiewicz, 1970: 112)考察柏氏的

相關論述進行比對可以發現：（1）在《共和國》（Republic）中，他主張以理性

的測量、計算、衡量等方式來確認美，避免感官知覺上可能造成的錯誤；（2）在

《諦美斯》（Timaeus）中，他主張神希望萬物為善所以為世界帶來秩序；（3）在

《費列布斯》（Philebus）中，他主張量度和比例必定構成美與德性，此外，美的

形式並非一般人所理解的動物或繪畫，而是直線、圓圈、平面、立方的幾何圖形，

前者是相對的美、後者是絕對的美；（4）在《法律》（Laws）中，他主張神是萬

物的尺度，掌握著一切的開始、中間與結束，人應該去發現並遵守這種量度，而

不是去尋求新的形式。(Plato, 1961: 827, 1162, 1132, 1147, 1254, 1307)由此可見，

柏拉圖的美學思維，其實深受畢氏學派的影響。 

畢氏學派相信「數」是自然中的第一個事物，「數」是一切事物的本質，「數」

的要素是一切事物的要素，「數」的原理是一切事物的原理。(Aristotle, 1984: 

1559-1561)柏拉圖則延續這種思路，更獨斷地主張「理念」（idea）才是一切存有

的本質，「理念」才是真正實在的組成要素，「理念」才是將形式賦予一切事物的

原因。(Plato, 1961: 78-80, 990, 998-999)他在《共和國》中表示，當我們賦予多數

的個別事物一個相同的名稱時，其實便已經斷定有一個「理念」存在。能夠認識

理念的人擁有「知識」，無法認識理念的人只有「意見」。前者可以理解「美的本

身」，其實就是「美的理念」，更精確地說，是「美善合一」的「理念」；後者只

能理解「美的東西」，例如美的聲音、美的色彩、美的形狀，以及一切由此而組

成的藝術作品。(Plato, 1961: 820, 715-720)換言之，柏拉圖所謂的自然之美、終極

之美，指的就是「美善合一」的「理念」。 

然而，這樣的說法卻將一個真實的世界切割為二：一是永恆的理念世界，

一是變動的感覺世界。前者是完美的一，後者是虛幻的多；前者是後者的原因，

後者是前者的摹本。在這種二元世界觀的前提下，柏拉圖所同意的「美」，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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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理性思考的結論，不能只是感官經驗的結果，必需是道德提升的快樂，不能只

是激情放縱的快感。於是，問題隨之而至，如果一個人擁有「美的理念」卻不曾

看到、聽到、感覺到「美的東西」，那他或她可以說有過「美感經驗」嗎？或者

反過來問，判斷美感經驗的規準究竟是理性思維或感官知覺？事實上，亞理斯多

德（Aristotle 384B.C.-322B.C.）在《形上學》（Metaphysics）中曾經指出柏氏理

念論的謬誤：（1）理念並未被證明可以脫離個別事物成為獨立存在的實體；（2）

理念無法解釋現實事物為何存在及其運動變化的情形；（3）理念無法提供任何關

於現實事物的知識；（4）現實事物不需模仿或分享理念亦能存在與運動變化。

(Aristotle, 1984: 1565-1569；Copleston, 1946: 292-295)也就是說，亞氏認為柏拉圖

的理念論過於空洞，無法清楚說明現實事物的本質要素。 

其實，在《物理學》（Physics）中，亞理斯多德已經清楚地表明學術立場，

將老師柏拉圖定位為數學家，將自己定位為自然的學生，兩者的差別在於是否進

行運動的研究。為了解開一切現實事物「為何」存在、「為何」運動變化的謎團，

亞氏立基於經驗事實的觀察，主張必需針對四種原因仔細考察。第一，何者不涉

及運動，也就是「形式因」。第二，何者引發運動，也就是「動力因」。第三，理

由為何，也就是「目的因」。第四，結果為何，也就是「質料因」。另外，亞氏也

強調，感官知覺只能約略把握一個事物的整體樣貌，理性分析才能理解其本質、

要素與原因。兩者之間是不能脫離彼此而單獨存在的。所以，概念的界定必需清

晰明確，而且與經驗現象相符合。舉例而言，亞氏對於「為何」（why）這個概

念的意義，便特別作過以下的說明：（1）「為何」意謂著因果關係的必然性；（2）

「為何」意謂著前提與結論的關係；（3）「為何」意謂著事物的本質；（4）「為何」

意謂著因為這樣比較好。(Aristotle, 1984: 315, 330-331, 338-339)由此可見，依照

亞氏的思考路數加以推測，如果想要回答「美是什麼」這個問題，就必需先從「四

因說」的角度來分析「美為何存在」。 

首先，就「形式因」而言，亞理斯多德在《形上學》中明確表示，美的主

要形式是秩序、對稱與明確。(Aristotle, 1984: 1705)這一點表面上與柏拉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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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頗為相似，必需仔細分辨才會發現亞理斯多德另有所指。因為在上述的文本脈

絡中，亞氏其實一開頭便直接表明「美與善是不相同的」，這是其中最重要的關

鍵所在—兩人的立場、視野與思維方式不同。柏氏乃是比照數學的標準來界定其

概念，亞氏則是考察藝術的經驗來界定其概念；柏氏的對稱與秩序是形容美善合

一的理念，亞氏的對稱與秩序是形容現實事物的形式。亞氏曾說：「藝術所產生

的事物，其形式存在於藝術家的心靈之中。」(Aristotle, 1984: 1630)而且，他在

《詩學》（Poetics）中也再次強調美與大小、秩序有關，悲劇的故事情節必需符

合此一原則。(Aristotle, 1984: 2322)換言之，亞氏這三項特質的提出，乃是針對

藝術作品的風格而言，並未兼具道德理想的意義。因此，亞理斯多德與柏拉圖雖

然都使用「秩序」與「對稱」的名稱，不過其指涉的內涵卻不同。尤其是「明確」

這項特質，柏氏從來不曾提及，實為亞氏獨創的見解。 

其次，就「動力因」而言，亞氏在《尼各馬科倫理學》（Nicomachean Ethics）

中主張，一切藝術起源於作者而非作品之中，因為藝術既與必然存在之物無關，

亦與順其自然之物無關。(Aristotle, 1984: 1800)也就是說，如果沒有藝術家的創

作衝動與製作技藝，這個世界就沒有藝術品的存在。進而，就「目的因」而言，

亞氏在《物理學》中指出藝術的目的有二：一是完成自然無法實現之事，二是模

仿自然。對他來說，自然是運動變化的原理，而運動則是潛能本身的實現。

(Aristotle, 1984: 340, 342-343)綜上所述，自然乃是潛能獲得實現的原理，藝術與

自然之間存在不即不離的關係，所以藝術也必然以實現潛能為目的。如此一來，

人有成為藝術家的潛能，一切事物也都有成為藝術品的潛能，這些潛能又為何要

獲得實現呢？亞氏的答案可能會是，一切存在的運動變化都有其內在目的（形

式），而藝術活動的內在目的也就是美的形式。 

最後，就「質料因」而言，亞氏在《詩學》中將悲劇界定如下：「悲劇乃是

對於一種嚴肅、完整、頗具規模的行動進行模仿，將各種經過修飾、令人愉快的

語言，分別插入作品的各個部分。這種行動（而非敘述）的形式，同時引起憐憫

與恐懼的意外事件，並以此完成這類情緒的宣洩。」(Aristotle, 1956: 8-9； Aristo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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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2320)由此可見，一方面亞氏主張欣賞悲劇可以達成情緒宣洩的結果，二方

面悲劇作品的完成其實也是一種模仿活動的結果。前者的質料是欣賞者的情感經

驗，後者的質料是創作者的物質記錄與演出者的現場表現。兩者之間的共同處就

在於，美的形式都是這些現象的「形式因」或「目的因」，或反過來說，這些現

象其實也都是構成美的形式的「質料因」。因此，在一切事物運動變化的過程中，

「形式因」可說是引導潛能獲得實現的目的或依據，「質料因」則可說是尚未獲

得形式或實現的潛能狀態。更重要的是，在現實世界中，形式與質料並非獨自存

在，兩者乃是相互融合於一個動態的歷程之中。 

總之，無論柏拉圖的理念論與亞理斯多德的形質論孰對孰錯，其實兩人都

已經建構出各具特色的美學系統，共同成為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兩大源流。前者

從「由上而下」的思考方式，強調共相乃是客觀獨立存在的實體，可作為殊相的

判斷標準；後者從「由下而上」的思考方式，主張共相並非客觀獨立存在的實體，

需經由殊相才得以顯現。雖然他們對於共相的性質有所爭議，不過他們的美學卻

都是企圖為「美」這個概念作出合理解釋的結果。柏氏的美是理念的模仿，亞氏

的美是自然的模仿；柏氏的美是道德的教化，亞氏的美是情緒的宣洩。兩大傳統

在不同的時代各有消長與變化，可以說在西方美學的歷史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

的角色。這種現象，尼采命名為「美學的蘇格拉底主義」（aesthetic Socratism）

(Nietzsche, 1872/1967: 83)，他強烈地批判這種美學主張的錯誤，就在於將「認知」

而非「感受」視為「美」的發生根源，所以誤將「同一性」視為美的本質，卻忽

略了「差異性」的重要意義。因此，以下將從「美不是概念的理解」、「美不是道

德的教化」、「美不是自然的模仿」、「美不是情緒的宣洩」等四個角度，來說明尼

采對西方美學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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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不是概念的理解 

 

承上所述，無論是畢達哥拉斯的「數」、柏拉圖的「理念」，或亞理斯多德

的「形式」與「質料」，對尼采而言，其實都只是一種抽象文字的操作，無法真

正說明「美是什麼」。究其原因，他認為這些人致力追求的共相是概念、是定義、

是認知，是必需符合「同一性」原則的判斷，卻不是「美」。也就是說，無論審

美主體的感受為何，都必需根據「概念」、「定義」、「認知」的標準，來理解客體

從而作出「美」的判斷。如此一來，美感彷彿成為一種理性推論的結果，每個人

都說「這應該是美的」，而不是「我真的覺得很美」。或者，另外一種情形也極有

可能，「我知道這是美的」，「大家都說這是美的」，「已經有人證明這是美的」。尼

采嘲諷地說： 

 

「從蘇格拉底開始，概念、判斷、推論這種機制，已經超乎其他一切

能力之上，被尊為最高級的工作、最受人喜愛的自然天賦（gift of 

nature）。甚至是最壯美的倫理行為（the most sublime ethical 

deeds）、令人感動的憐憫、英雄主義，以及難以獲得的平靜心靈—日

神的希臘人稱為「節制」（sophrosune）—在蘇格拉底及其後學的眼中，

都可以從知識的辯證（the dialectic of knowledge）中推導出來，

因而也被認定是可教的（teachable）。」(Nietzsche, 1872/1967: 97)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尼采並非完全否定「概念」、「判斷」、「推論」的重要性，

蘇格拉底喜歡用「辯證」的方法來進行知識的教學也無可厚非，問題在於這些能

力不應該被過度地膨脹，不應該被視為「最高級」、「最受人喜愛」，因為這樣反

而會看不清楚這些能力本身的限制。於是尼采舉出幾個例子，目的在於指出人的

心靈活動中有許多狀態，不是單憑理性的辯證思維就可以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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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進一步說明這些非概念的心靈狀態，尼采曾經大篇幅地引用叔本華

（Schopenhauer）在《世界當為意志及其表象》中的論證，來說明「音樂」、「意

象」（image）、「概念」三者之間的關係： 

 

「⋯現象世界（或自然）和音樂乃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表現⋯如果

將音樂視為世界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一種最高程度的普遍語言，音樂

和概念普遍性之間的關係，就像概念普遍性和個別事物之間的關係一

樣。但是音樂的普遍性並非抽象作用那種空洞的普遍性，而是另一種

完全清楚明確的普遍性。⋯我們可以把世界稱為肉體化身的音樂

（embodied music）⋯這正是為何音樂可以使每一幅畫、每一個真實

的人生場景立刻顯現出更高意義的原因，而且旋律（melody）與現象

體內的精神（inner spirit）愈相似就愈是如此。⋯旋律在某種程度

上來說類似於一般的概念，一種出於現實的抽象作用。現實世界（the 

actural world），也就是個別事物的世界，同時向概念的普遍性和旋

律的普遍性，提供特殊而個別的知覺對象（the object of 

perception）。⋯概念只包含從知覺中抽象出來的原初形式，就好像是

事物脫落的外殼，因此嚴格來說是一種脫離事實（abstracta）。音樂

則提供了先於一切形式的內在核心，或者說是事物的心靈。這種關係

用學院人士的語言來表達非常貼切：概念是後於事物的普遍性，音樂

提供先於事物的普遍性，而現實則是事物之中的普遍性。」(Nietzsche, 

1872/1967: 101-102) 

 

在尼采所有已出版的著作中，上述這段引文可以說是空前絕後的長，這也表現出

他早先對叔本華哲學的同意程度。雖然尼采後來對叔本華哲學的批判也不遺餘

力，不過焦點大多集中在「意志」與「生命」的問題上，至於此處所論「音樂」

與「概念」之間的關係，則未見其立場有所更動。因此，這段論述可以說是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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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以下便詳細剖析其意涵。第一，音樂是具體的，概念

是抽象的。這兩者都是表現世界的方式。叔本華主張自然與音樂乃是同一事物的

不同表現，其區分可能在於自然現象是用眼睛看到的、音樂是用耳朵聽到的。當

他將世界稱為具體化音樂的時候，顯示出他認為音樂比概念更足以具體地表現這

個現實世界。第二，音樂發生在前，概念發生在後。就人的知覺歷程而言，音樂

是各種聲音的組合，必然涉及感官經驗，概念是各種文字的組合，必然涉及理性

思維。然而，任何人對現實世界一切事物的知覺，必定是先由感官接收各種訊息，

再提供給理性進行思考與判斷。所以音樂的具體普遍性在前，概念的抽象普遍性

在後。第三，音樂豐富意象的意義，概念化約意象的意義。所謂的意象乃是由人

對於現實世界的知覺所形成，當知覺深入到事物的核心時，意象可以透過音樂更

具意義，當知覺停留在事物的外殼時，意象只會化為概念徒具形式。這也是尼采

為何曾經如此推崇叔本華的主要緣由，因為他相信叔本華是真正理解音樂、真正

有美感的人。換言之，經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尼采強調「音樂」與「概念」

之間的差異，乃是企圖論證「美」的發生根源不是「認知」而是「感受」。 

更明顯的例證是，他頗不以為然地指出，審美蘇格拉底主義的最高原則：「凡

是可以理解的才會是美的」（To be beautiful everything must be intelligible.）。

(Nietzsche, 1872/1967: 83-84)尼采作過如下的批評： 

 

「作為思想家而非作為詩人的歐里庇得斯⋯坐在劇場中，努力重新認

識他的偉大先驅的傑作，逐行逐句地推敲⋯作為一個觀眾，他向自己

坦白，他不理解他的偉大先驅⋯對他而言，理解是一切享受與創造的

真正根源。」(Nietzsche, 1872/1967: 80) 

「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歐里庇得斯只是個面具，借他之口說話的既非

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新生的魔鬼名叫蘇格拉底。」(Nietzsche, 

1872/196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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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敘述，也只有放回古希臘悲劇演出的歷史脈絡中，才能釐清尼采作此論斷

的理由。首先，就希臘悲劇的根源來說，乃是從宗教祭典的儀式中產生出來。在

酒神的祭典中，一群頭戴山羊面具的歌者圍繞著祭壇，以合唱、載歌載舞的方式

唱著頌歌，藉此表達對酒神的崇拜。所以，這是一種以音樂為主的宗教活動，祭

壇是具有象徵意涵的場合，並非一般戲劇表演的舞台。其次，就希臘悲劇的發展

來說，相繼出現了三位有名的劇作家：一是埃斯庫羅斯（Aeschylus, 525B.C. - 

456B.C.），二是索福克勒斯（Sophocles, 496B.C. - 406B.C.），三是歐里庇得斯

（Euripides, 480B.C. - 406B.C.）。最後，就希臘悲劇的轉變來說，乃是從音樂為

主逐漸走向戲劇為主。埃氏開始加入第二個演員以進行對白，同時也減少了合唱

隊的人數，不過仍然保有古代樸拙的特色，例如《普羅米修斯》。索氏又加入第

三個演員，開始限制合唱在舞台空間的範圍，增加人物性格的描述，作品風格更

加寫實，劇情的結構趨於錯綜複雜，例如《伊底帕斯王》。(Tatarkiewicz, 1970: 45-46)

歐氏則根據理性仔細評估（measure）戲劇的各項要素—語言、性格、戲劇結構、

合唱音樂—然後予以修正。最明顯的例子就是他的「開場引言」（prologue），一

開始就向觀眾交代即將發生的一切，以免觀眾焦慮地想要知道戲劇的背景歷史，

以致於忽略詩性的優美（poetic beauties）和簡介的激烈情緒（pathos of the 

exposition）。(Nietzsche, 1872/1967: 83-84)由此可見，尼采反對的是音樂的性質漸

漸被人遺忘或忽略，即使是一場戲劇的演出也不該放棄「緊張懸疑」（suspense）

的效果，以為只有概念上的理解才能產生美感。尼采要堅持的是，概念上無法理

解的也可以是美的，音樂就是最好的例子。 

此外，尼采更將矛頭指向同時代的人，認為他們的缺點就是喜歡把「美感

的原始現象」（aesthetic proto- phenomenon）想像得太複雜、太抽象。他始終相信，

對真正的詩人來說，隱喻（metaphor）並非一種概念的修辭，而是一種實際的意

象。因此，只要能夠持續觀看一場生動活潑的遊戲，並且常在生活中與「精神」

相伴的人，就會是詩人。(Nietzsche, 1872/1967: 63-64)所以，在遊戲中，相同的

音樂可以搭配不同的意象，就會產生不同的概念，反過來說，相同的概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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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不同的意象，以產生不同的音樂。真正的詩人就是在這樣一種流動變化的狀

態中進行創作，他在下筆前看到的絕對是活生生的現場，而非費盡心思堆砌成死

板板的概念。再以音樂為例，尼采對當時流行的宣敘調（recitative）多有批評。

他認為那是一種膚淺的歌劇文化，聽眾堅持要在音樂中直接聽到歌詞，歌手藉由

說話的文字表達而非唱歌來令人感動。一旦歌手想要展現自己的聲音（太過強調

音樂本身），便會立即破壞演說的激情和文字的清晰，音樂與文字的快速變化會

影響聽眾的概念與想像力。這種歌劇藝術的發展，完全是為了回應一種強而有力

的「非美感需求」（a nonaesthetic need）。尼采強調，歌劇誕生於理論家、外行的

批評家而非藝術家，這是藝術史上最令人驚訝的事之一。因為只有缺乏音樂素養

的聽眾，才會要求必需先理解歌詞。對這些人來說，歌詞比伴奏的和聲更高貴，

只有歌詞居於主導的地位，音樂的再生才有希望。這種結合音樂、意象與文字的

歌劇，事實上是缺乏藝術修養的人為自己所創造出來的一種藝術。因為他無法感

受到酒神精神的音樂深度，所以只好將音樂品味換成文字、音調、修辭的理解與

欣賞。因為他無法把握一種眼光，所以只好請機械師和裝飾藝術家為他服務。因

為他無法理解藝術家的真正本性，所以只好變出一種「粗淺表面的藝術」（artistic 

primitive man）來適合他的品味，也就是在激烈情緒的影響下歌唱和吟詩的人。

(Nietzsche, 1872/1967: 114-117)尼采這種美學主張，從早期到晚期始終沒變，變

的是他對華格納的評價，從欣賞與推崇到排斥與絕望。他說： 

 

「黑格爾是一種品味。—並且不只是一種德國的品味，更是一種歐洲

的品味。—一種華格納所理解的品味—他感到平起平坐—他使之永垂

不朽。—他只能應用於音樂—他為自己發明了一種「無限意義」的風

格—他變成黑格爾的繼承人。—音樂即「理念」。—」(Nietzsche, 

1888/1967: 177-178) 

 

因為華格納的一生都在重複一個命題：他的音樂並非僅僅意謂著音樂。他無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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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整體的創作，只能製造零碎的組合、「動機」、表情姿勢、公式，所以依然只是

個修辭學家而非音樂家。因此，無論是黑格爾或華格納，對尼采而言，同樣都將

「美」視為「概念的理解」，同樣都是缺乏品味的代名詞。 

 

二、美不是道德的教化 

 

根據楊深坑的研究，柏拉圖美育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善的理念」，他將柏氏

在《共和國》中深入的討論歸納如下： 

 

善的理念為人類最應學習的偉大事物，是所有「存有」的超越法則，

在認識論上它光照了所有「存有」，賦「存有」以本質與形式，在美學

上是美的最終根源；就形上學言，是所有「存有」動力的來源，柏拉

圖在「共和國篇」第七卷喻之為太陽⋯。 

 

同時，他也引證海德格（M. Heidegger）的詮釋，主張善的理念是理念中的理念，

是所有理念的統一，它本身並非本質，而是超越本質之上。更重要的是，人類精

神律動的向上提昇，將在真善美合一的「善的理念」的陶冶下，培成完美的人格。

（楊深坑，1996：63-67）由此可見，柏拉圖的「美」的確蘊含道德教化的意味。

尼采便強烈批評柏拉圖的美學主張過於道德化（moralistic），脫離希臘人一切本

能的常軌，是先於基督徒的基督徒，將「善」視為最高的概念。(Nietzsche, 1888/1963: 

558)反過來說，尼采認為希臘人的本能是審美、而非道德教化，只有去除道德教

化的目的才會產生真正的美感經驗。因為一切道德教化的前提乃是「道德」概念

的理解，而美卻不是任何概念的理解，所以尼采認為美不是道德教化的結果。例

如，德國當時有人主張悲劇合唱隊，乃是與舞台上貴族區域相對照的平民，可能

暗示著「憲政的民意代表」（constitutional popular represetation），彷彿民主的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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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人在大眾合唱中具體展現了不變的道德律，總是戰勝國王的多情放蕩。然而，

尼采則認為合唱隊只是合唱隊不是別的，回顧埃斯庫羅斯和索福克勒斯那種古典

形式的合唱，上述這種政治社會領域的解釋，完全未曾觸及悲劇的純粹宗教根

源。(Nietzsche, 1872/1967: 56)此外，尼采也批評當時的美學家，只會不厭其煩地

贅述英雄和命運之間的搏鬥，將道德世界秩序的勝利當作是悲劇的本質。這些老

生常談顯示出，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的美感，也許只是作為一個道德家去看悲劇而

已。他們用善良高貴原則的勝利來鼓舞自己、讓自己感到提升—也就是指英雄為

了一種道德的世界觀所做的犧牲。(Nietzsche, 1872/1967: 132)在這些例子中可以

發現，尼采非常清楚地在「美」與「善」之間劃清界限，為的是駁斥時人將美感

經驗與道德教化混為一談。如果一個人只能從道德教化的角度來看悲劇，那麼他

永遠只是在概念上去理解悲劇而不是在美感上去欣賞悲劇。對尼采而言，欣賞悲

劇合唱時內心所產生的感受，常常是難以言語、無法形容，而且這種奇妙的美感

經驗也不是任何道德意識可以相提並論的。更重要的是，美感的價值規準應有其

獨立地位，不應附屬於任何道德標準之下。 

基於上述的美學立場，尼采曾經在《以華格納為例》（The Case of Wagner）

中針對當時的文化現象抱怨連連，他認為德國人偏愛席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而討厭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原因在於德國人

將席勒的作品視為高尚道德情操的表現，卻將歌德的作品視為道德敗壞的徵兆。

(Nietzsche, 1888/1967: 161-162)尼采認為德國人這種文化品味，根本不是依據美

感經驗來論斷一件藝術品的價值，反而是將道德教化作為美感判斷的標準，這完

全是以認知主導感受的不當作法。舉例而言，席勒在《強盜》（The Robber）中

描述一個充滿正義感的強盜首領，以非法的手段對抗整個濫用權力的社會，後來

發現犯罪與暴力無法進行社會改革，於是決定自首到法官面前接受審判。這種剖

析權力關係的主題，可以說貫穿席勒大部分的戲劇作品之中。在《華倫斯坦》

（Wallenstein）三部曲中，席勒則應用了他自己關於三十年戰爭的史學研究成

果，仔細刻畫出一位神聖羅馬帝國的將領，如何處心積慮地打算叛國與敵人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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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立為王，其中權力的誘惑與危險無所不在地考驗著人性。（席勒，2006）此外，

在《美育書簡》（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中席勒則明確地表示，面對

法國大革命暴民政治以及工業革命社會分工的結果，只有透過美感教育才能克服

人性分裂的問題，將自然的人提昇為道德的人，將自然的國家提昇為道德的國

家，最後達成精神自由的境界以實際解決政治問題。(Schiller, 1965)反觀歌德的

作品，例如《維納斯山》（mount of Venus）、《威尼斯警句詩》（Venetian Epigrams）、

《威廉大師》（Wilhelm Meister）等，都被誤解為充滿了「性慾」與「不潔」的

色彩。(Nietzsche, 1888/1967: 161-162)尼采認為這樣的評價對歌德是不公平的，

因為歌德乃是尼采所尊敬的最後一個德國人。 

由此可見，尼采對於同時代的德國人是多麼地反感，他一再批評整個德國

文化缺乏美的品味，以下這段敘述更直接道出他的心聲： 

 

「隨著悲劇的再生，審美的聽眾也再生了。在劇場中魚目混珠的，通

常是既好奇又半道德半學術的「批評家」。⋯然而，這些「批評家」迄

今為止已經組成了聽眾：學生、學童、甚至最天真無邪的女人，已經

不知不覺地從教育和報紙養成對藝術品的這種知覺方式。遇到這樣的

大眾，更高貴的藝術家只好期望激發他們的道德宗教情緒，並將原本

使真正聽眾狂喜的強力藝術魔術，代之以道德世界秩序的訴求。⋯這

種運用劇場作為人民道德教育機構的企圖，在席勒時代尚被認真的看

待，現今已被認定在一種難以置信、陳舊類型的教育古物之中。當批

評家支配著劇場和音樂廳、記者支配著學校、報紙支配著社會時，藝

術就淪為一種茶餘飯後的主題，美學評論就成為一種工具⋯結果，藝

術從未被談論得如此之多，卻被尊重得如此之少。」(Nietzsche, 

1872/1967: 133-134) 

 

首先，對尼采而言，藝術家與批評家兩者的本質是彼此衝突的，一個人不可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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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成為好的藝術家與好的批評家。德國文化界當時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到處充斥

著不專業的批評家，利用整個大眾傳播媒體左右著藝術文化的發展方向。其次，

即使是將藝術作為一種道德教化的工具，席勒時代的德國人最起碼還嚴肅地思考

藝術的社會功能，不像尼采時代的德國人完全不在乎藝術文化的意義與價值，只

會當作一種無關緊要的聊天話題。最後，尼采希望真正的藝術家能夠回歸音樂的

本質，促使悲劇重新誕生、聽眾也重新誕生，不再盲目地依賴泛道德化的批評家

所使用的概念來談論藝術，而是能夠根據自己原本具備的感受能力來知覺藝術。

尼采曾說：「藝術中反對目的的戰鬥，總是一場反對道德化傾向、反對藝術隸屬

於道德的戰鬥。」(Nietzsche, 1888/1963: 529)換言之，優美的領域其實是更開闊

的。我們一方面可以遨遊於自然之中，享受一切事物本身的優美；另一方面也更

應該遨遊於人群之中，觀察、發現並顯示他們的善與惡。如此一來，他們可以看

見自己本身的優美，其中一人在陽光下，另一人在暴風雨中，第三人在暗夜雨天

裡。就像不同的場景有不同的美感一樣，不同個性的人無論是善或惡，也應該有

不同的美感。尼采便是從這樣的思路開展出自己的定見： 

 

「難道禁止將邪惡之人，當作有其粗獷線條和燈光效果的荒野景象來

享受嗎？⋯我們迄今只被允許在道德善中尋找優美⋯—可以確定的

是，邪惡之人享受數以百計的幸福是有德之人毫無感覺的，所以他們

也擁有數以百計的優美，許多尚未被發現。」(Nietzsche, 1881/1997: 

194-195) 

 

因此，尼采堅決主張美不是道德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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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不是自然的模仿 

 

面對藝術與自然的關係這個問題，尼采的立場其實不甚一致，因此以下先

仔細說明尼采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再根據尼采對古代模仿理論的評價進一

步剖析其美學立場的轉變。在《悲劇的誕生》中，他將自然與人的關係比喻為母

親與兒子的關係，同時描繪了一種由衝突而導向和諧的動態歷程： 

 

「在酒神精神的魔力下，不僅人與人之間的合而為一（union）重新

獲得肯定，而且那已經變的疏遠、敵視或屈服的自然，又再次慶祝

自己和失去的兒子人類的和解（reconciliation）。」(Nietzsche, 

1872/1967: 37) 

 

也可以說，人是自然大化流行之中的要素，這種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原本應該

是和諧的。但是實際上卻非如此，人類誕生之後開始遠離自然，甚至進而從事利

用自然、破壞自然的活動，與自然之間產生嚴重的衝突。究其原因，這種勘天役

物的思想實源自於人類主體意識的過度膨脹。尼采此處所謂酒神精神的魔力，乃

是藉由一種神話思維所產生的力量，來消解人類的主體意識，從而恢復與自然之

間相互融合的愛戀與親近之心。一旦進入這種狀態，尼采表示： 

 

「人不再是藝術家，人已成為藝術品：整個自然的藝術力量在沈醉中

顯露出來，為的是合而為一（the primordial unity）的最高喜悅。」

(Nietzsche, 1872/1967: 37) 

 

然而，這種人與自然「合一」（this oneness of man with nature）的和諧狀態，也

就是席勒所說的「素樸」（naïve），並非一種無可避免、自然發生的簡單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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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批評盧梭（Rousseau）的自然主義過於浪漫不切實際，他認為一個時代想要

用愛彌兒來形容藝術家，並以為在荷馬身上可以找到一個像愛彌兒一樣，在自然

中成長的藝術家，完全是一種藝術的無知。這種幼稚的想法將無法貼近自然的內

心深處。尼采強調，人在藝術中所發現的「素樸」乃是日神精神文化的最高效果。

(Nietzsche, 1872/1967: 43)換言之，這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狀態，應是人類高度

文化意識自覺的結果，若是單憑放任主義的心態是無法回歸自然、擁抱自然的。

尼采以酒神節為例，暗示了他所謂自然內心深處的樣態： 

 

「⋯讓我們想像一下，酒神節的狂喜如何進入這個世界打動人心⋯自

然在快樂、悲傷和知識上的「極端」（excess）如何變的為人所知⋯「極

端」顯露自身猶如真理。矛盾、生於痛苦的歡樂從自然的內心深處大

聲疾呼⋯」(Nietzsche, 1872/1967: 46-47) 

 

由此可見，尼采的自然是豐盈的、川流不息的、猶如江海廣納百川的，人與自然

「合一」的時候便能夠傾聽自然的聲音，原本的衝突、悲傷都消融在和諧、狂喜

之中。這種「素樸」才是真正的藝術。然而，要進入這種狀態所需具備的日神精

神與酒神精神，卻不是人類藝術家可以自行掌握的媒介，而是從自然本身爆發出

來的「藝術能量」（artistic energies）。尼采強調，自然的藝術衝動（nature’s art 

impulses）在這些能量中獲得最立即而直接的滿足，對照自然界這些立即的藝術

狀態，每位藝術家都是個「模仿者」（imitator），若用亞理斯多德的話來說，希

臘藝術家及其原型（archetypes）之間的關係，就是「模仿自然」（the imitation of 

nature）。」(Nietzsche, 1872/1967: 38)因此，對早期的尼采而言，自然意謂著某種

「原型」，藝術意謂著某種「模仿」。 

這種模仿論的思維可以從他對民歌（folk song）的解釋獲得具體的印證。尼

采認為，民歌的流行與新生是酒神與日神結合的結果，同時也是這種自然的、二

元的藝術衝動的力量（the power of this artistic dual impulse of nature）的例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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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是音樂之鏡（musical mirror）的世界、是原始的旋律（original melody），這種

旋律為自己尋求一種對應的夢境現象，並將其表現於詩歌（poetry）之中。因此，

旋律是首要的與普遍的，放在不同的文本中可以表現不同的對象。在民歌的詩歌

中，語言的過度使用，為的就是竭盡所能地「模仿」音樂。也就是說，詩歌與音

樂之間、文字與音色（tone）之間唯一可能的關係：文字、意象、概念尋求一種

類似於音樂的表達方式，而且在自己身上感受到音樂的力量。如此一來，音樂乃

是尼采所認定的「原型」，而民歌則是對原型進行「模仿」的結果。尼采曾明確

表示，希臘民族的語言史有兩大潮流：一是模仿意象世界、現象世界，二是模仿

音樂世界。例如荷馬與品達（Pindar），兩者在語言色彩、語法結構、語言字彙

等方面，便有明顯的差異。然而，無論語言如何進行「模仿」，終究是現象的象

徵與發聲器官，終究無法揭露音樂的內心深處。所以，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可

以產生各種不同的意象世界，田園只是一種象徵，永遠不會是音樂所要模仿的對

象。(Nietzsche, 1872/1967: 53-54)在以上的論述中，尼采清楚地顯現了他早期受

到叔本華哲學影響的痕跡。他同意的是叔氏美學中「模仿」音樂的主張，而不是

柏拉圖美學中「模仿」理念的主張。不過令人疑惑的是，尼采有時在字裡行間卻

彷彿透露著反對模仿的立場。 

首先，針對《悲劇的誕生》內的論述舉例說明。例一，他批評歐里庇得斯

褻瀆神靈，神話與音樂天才都死於歐氏之手。他認為縱使歐氏貪婪地搜刮整個音

樂花園，依然只能作出複製的（copied）、冒充的（masked）音樂。因為歐氏已

經放棄酒神，所以日神自然會放棄歐氏。歐氏的英雄也只有複製的、冒充的激情，

並且只會說複製的、冒充的話。(Nietzsche, 1872/1967: 75-76)尼采此處的論斷雖

是出自於「美不是概念的理解」這個前提，但是他在用字遣詞上還是流露出一種

不鼓勵複製的態度。當然，若仔細加以區別，複製並不能等同於模仿，可是模仿

卻可能涉及各種複製的過程。例二，他批評當時的藝術顯現出一種普遍的困境。

人們只會白費力氣地模仿和依賴一切偉大而有生產力的時期，人們只會白費力氣

地蒐集全部的「世界文學」用來安慰自己。人們只會白費力氣地把自己放在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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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和藝術風格之中，好讓自己為那些藝術命名，就像亞當為野獸命名一樣。

然而人們卻永遠飢渴，是一個沒有快樂與能量的「批評家」，是一個圖書館員與

校對工作者。(Nietzsche, 1872/1967: 113-114)在這個例證中，可以發現尼采刻意

地使用「白費力氣」（in vain）這個詞彙，來形容他所欲指出的困境。為什麼會

是白費力氣呢？因為尼采認為當時的藝術沒有自己的風格、沒有任何真正的創

造，只會模仿曾經出現過的偉大作品並將其歸類定位，彷彿自己也置身於這些藝

術之中與有榮焉。 

其次，針對《不合時代的觀察》（Unfashionable Observations）這個時期未

出版手稿的內容舉例說明。例三，尼采曾經批評文化庸俗者不知道文化就是風格

的統一。他們只知道席勒、歌德、萊辛（Lessing）是古典的作家，卻忘記這些

人並非文化的根基。德國作家被迫回到模仿自然，不是農夫所知道的自然，就是

都市人所知道的自然。他們和更高、更純粹的形式之間沒有自然的關係，因為他

們的真實情形是非藝術的，而且缺乏任何範例的模式。總之，那是一個毫無風格

的肖像藝術的時代。(Nietzsche, 1995: 175-176)在這則筆記中有兩點值得關注，一

是尼采所謂的自然並非一般意義下的自然，二是尼采認為模仿自然猶如肖象描繪

無法產生有特色的藝術風格。例四，尼采直接寫下「模仿—不要模仿—結果：類

似。紀念碑所呈現的觀點。」這則札記。(Nietzsche, 1995: 243)由此可以清楚看

見尼采直接否定模仿的意義，理由在於模仿只會產生類似的結果。尼采這段札記

的前後出現過「歷史」這個詞彙好幾次，也許可以合理地推測他是從文化史的角

度，反對模仿無法產生新的觀點或範例。 

最後，針對《強力意志》（The Will to Power）內的論述舉例說明。例五，尼

采明確指出「強迫模仿」（compulsion to imitate）是分辨藝術家與門外漢的不二

法門。前者「給予」（give）一種藝術風格，是強迫別人模仿自己；後者「接受」

（receive）一種藝術風格，是強迫自己模仿別人。這兩種天賦之間的對立，不但

極為自然而且也值得追求。有趣的是，尼采為何使用「強迫」一詞呢？因為他相

信在極度敏感的情形下，一個新的範例會開始流傳蔓延，門外漢會立即接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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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並某種程度地停止意志的活動。於是門外漢開始看不見、聽不見外在的世

界，他們所容許的刺激範圍也因而受到侷限。(Nietzsche, 1968: 429)例六，尼采

批評只有資質駑鈍的人（the poorly gifted）才會採用「描述音樂」（descriptive 

music）。因為這些種類的藝術是較容易的、更可以模仿的，只要符合真實的情形

（reality）就會更有效果。(Nietzsche, 1968: 440)藉由以上不同時期的六個例證可

以發現，尼采的確在後期思想發展中逐漸放棄模仿論的立場。 

基於這個論點，再回頭檢視尼采關於亞理斯多德美學的論述，原本可能會

產生的矛盾或不解之處，便可以有豁然開朗的認識。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

一方面借用亞氏「模仿自然」的論點來說明他所謂日神與酒神的二元藝術衝動，

另一方面卻也同時主張： 

 

「藝術不僅是自然真實情形（the reality of nature）的模仿，而且

更是一種自然真實情形的形上補充（a metaphysical supplement），

為了本身的勝利（overcoming）而安置在自然的附近。」(Nietzsche, 

1872/1967: 140) 

 

當尼采使用「形上補充」一詞來說明藝術與自然的關係時，其實便顯露出他對亞

氏「模仿自然」的說法不甚滿意。這時候的尼采，採取的是一種部分同意、部分

修正的態度，來面對亞氏的美學理論。在 1874 年未出版的筆記中，尼采更直接

地質疑亞氏，不過仍未提出論證予以反駁： 

 

「難道每一個真正的藝術品不是在告解自己拆穿亞理斯多德主張的謊

言？難道藝術模仿的不是自然？⋯難道自然不渴望藝術家來拯救自己

脫離其不完美？」(Nietzsche, 1995: 366-367) 

 

這種理論上夾雜著各家學說與尼采自己獨到見解的現象，終於在尼采晚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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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判的嘗試〉（Attempt at a Self-Criticism）這篇文章中有了更清楚的交代

與反省： 

 

「現在我多麼後悔自己那時候缺乏勇氣，不敢運用獨特的自我語言，

闡述如此獨特的觀點與冒險之處—我費力地企圖依據叔本華和康德的

公式，來表達那些與他們的精神品味不合而又陌生新穎的評價！」

(Nietzsche, 1872/1967: 24) 

 

由此可見，晚期的尼采的確不滿意自己的早期作品，混雜著其他哲學家的理論。

叔本華既然是他直接點名的對象，那麼當然可以合理地推斷他將不再接受叔氏

「模仿音樂」的主張。根據本節先前的考察，尼采晚期已經放棄模仿論的立場，

所以亞氏「模仿自然」的美學主張也不可能繼續獲得支持。因此，「美不是自然

的模仿」作為尼采美學的主張得以證成。 

 

四、美不是情緒的宣洩 

 

尼采在《瞧！這個人》（Ecce Homo）這部自傳中重新檢視《悲劇的誕生》

後表示，自己絕對有足夠的理由成為第一位悲劇哲學家，因為他首次提出的酒神

精神，乃是通往悲劇詩人心理學的橋樑。尼采寫道： 

 

「不要清除恐懼與憐憫，不要藉由全力排除危險情緒來洗滌自己—亞

理斯多德的誤解—而要讓自己成為變化生成的永恆喜悅（the eternal 

joy of becoming），超越一切的恐懼與憐憫—這種喜悅甚至包括對毀

滅的喜悅。」(Nietzsche, 1989b: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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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結論很明顯地是針對亞氏悲劇理論的批判。亞氏在《詩學》中主張欣賞悲

劇的效果在於達成恐懼與憐憫等情緒的宣洩，尼采則說欣賞悲劇的效果不是宣洩

情緒而是面對情緒、超越情緒。其中最值得思考的問題關鍵是，為何恐懼與憐憫

的情緒可以化為永恆的喜悅？為何這種改變不是一種情緒的宣洩、而是情緒的超

越？尼采曾說： 

 

「古代關於藝術效果的懷疑。—真以為如亞理斯多德所言，悲劇確實

可以宣洩情緒，聽眾回家時就會變的更沈著、更冷靜？鬼故事可以讓

一個人比較不害怕、不迷信？在某些身體事件中這是真的，例如性愛

的享受，伴隨著需求的滿足，發生一種緩和與暫時的驅力鬆弛。但是

恐懼與憐憫，並非在這種意義上想要獲得放鬆的器官需求。而且長久

下來，雖然驅力可以定期得到緩和，但是在實際滿足驅力的過程中，

驅力反而獲得強化（intensified）。恐懼與憐憫很可能在個例上是獲

得緩和與宣洩，但在整體上卻藉由悲劇的效果得以不斷滋長。」

(Nietzsche, 1996: 98) 

 

換句話說，尼采認為從生理學的角度來看，恐懼與憐憫並非人類器官的基本需

求，即使短時間內會暫時宣洩，長期下來仍然會被強化。這種說法的確頗為符合

某些人的實際狀況，因為真的也有些人在聽完悲劇音樂之後情緒愈來愈強烈，就

像尼采的譬喻一樣，不是所有的人聽完鬼故事就不怕鬼、就不迷信，可能正好相

反，聽愈多次愈害怕、愈聽愈迷信。柏拉圖曾經說過，悲劇會使一個人逐漸變的

更恐懼、更情緒化，尼采認為就上述的角度而言他可能是對的。此外，當柏拉圖

提出藝術的道德影響為何這個問題時，尼采則嘲諷地問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藝

術有過任何影響嗎？言下之意，希臘的藝術起碼還能產生道德的影響，德國的藝

術卻完全付之闕如，不過嚴格地說尼采認為這些都無法與真正古希臘悲劇音樂的

藝術效果相提並論。因為尼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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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的訴求是歷經憐憫的心靈，是無論恐懼或憐憫都難以征服的心

靈，是堅定不移、驍勇善戰的心靈⋯」(Nietzsche, 1881/1997: 

104-105) 

 

這種心靈若用尼采自己的語言來說，也就是先前提及的酒神精神： 

 

「在酒神精神的狀態中，整個情感系統（affective system）獲得鼓

舞（excited）與增強（enhanced）⋯對酒神精神類型的人而言，不可

能不去理解任何的暗示，不會忽略任何情感的跡象⋯」(Nietzsche, 

1963: 519-520) 

 

由此可見，酒神精神乃是尼采自認為得以面對情緒、超越情緒的關鍵。當人產生

任何恐懼或憐憫的時候，「宣洩」只是一種自欺欺人、一種視而不見、聽而不聞、

一種忽略，「面對」需要更多的勇氣與智慧、也需要更堅定的信念與意志。尼采

表示： 

 

「我一再指出亞理斯多德的誤解⋯假如他是對的，悲劇將會成為一種

危及生命（dangerous to life）的藝術⋯經常喚起恐懼或憐憫的事物

將會使人混亂、軟弱、沮喪⋯於是悲劇將會成為一場瓦解歷程的預兆：

生命本能藉由藝術本能來毀滅自己。」(Nietzsche, 1968: 449) 

 

究其原因，尼采批判亞理斯多德這種病理學式的宣洩，語言學家真不知道該將其

歸為醫學現象、還是道德現象。相信這些老生常談的人，以及和他們在一起的美

學家，事實上是不曾經歷一種作為最高藝術的悲劇經驗。所以自從亞氏以來，尚

未有人提出一種悲劇效果的解釋，可以論及聽眾的美感狀態或美感活動。尼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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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真正的審美聽眾在欣賞音樂悲劇的過程中會產生以下的經驗。第一，會感覺

到自己被提昇為一種全知者（omniscience），彷彿自己的視力不再只是一種表面

的官能（a surface faculty），卻能夠穿透一切洞察其內部核心（penetrating into the 

interior）。第二，在音樂的幫助下，他彷彿看見意志的波濤洶湧、動機的衝突以

及激情的高潮迭起，美的好像眾多栩栩如生的流動線條與形象。第三，他感覺到

自己可以約略看見無意識情緒中最微妙難以言銓的秘密。因此，人會驚訝地發現

最深沈的情感經驗（the deepest pathos）的確只能夠是音樂悲劇中的美感遊戲

（aesthetic play）。(Nietzsche, 1872/1967: 130-133)總而言之，尼采認為亞理斯多

德所說的「宣洩」完全不夠資格成為一種美感現象，因為恐懼、憐憫這類的負向

情緒在經過宣洩之後，充其量只是暫時消失不能主動產生積極的正向情緒。而尼

采所主張的「酒神精神」則是在欣賞悲劇音樂的過程中一種身心靈狀態的提昇，

使得原本侷限在情緒坑洞中的自我，獲得一個全面觀照的角度來欣賞一切情緒在

自我生命中流轉變化的奧妙。於是，恐懼、憐憫的情緒不再能夠左右我，我可以

自由地體驗悲劇音樂中的各種情緒而當作是一場美感的遊戲。 

 

 

第二節    尼采的美學主張—酒神精神 

 

一、美是形象的直觀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第一章便開門見山地表示，從事美感的學術研究，

不能只依賴「邏輯的推論」（logical inference），更重要的是「立即確定的眼光」

(immediate certainty of vision)。為了揭露希臘人神秘而深刻的藝術眼光，他借用

「日神精神」（Apollinian）與「酒神精神」（Dionysian）這兩個詞彙，企圖指涉

的不是「概念」（concepts），而是希臘神話極為鮮明的「形象」（figures）。(Nietz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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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1967: 33)在希臘神話中，日神阿波羅（Apollo）乃是光明（light）之神、音

樂（music）之神、預言（prophecy）之神、治療（healing）之神。在他的保護之

下，共有九位文藝女神（Muses）隨行在側，分別掌管不同的藝術類型：包括歷

史、長笛、喜劇、悲劇、舞蹈、抒情詩、祭典之歌、史詩、天文。(Tresidder, 2004: 

41, 330-331)不過，對尼采而言，阿波羅是一切造形能量之神（the god of all plastic 

energies），代表著「夢」的藝術世界(Nietzsche, 1872/1967: 35)，其意涵與希臘神

話的原始意義並不完全相同。那麼尼采為何特別重視「夢」這個角度的象徵意義

呢？ 

第一，因為他相信夢不必經由概念的運作便可以直接產生形象。例一，他

引用盧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 98B.C.- 55B.C.）的說法：在夢中，光榮神

聖的形象首次向人類的心靈顯現；在夢中，偉大的造型家看見神仙人物的巧妙身

影。例二，他引用漢斯‧薩克斯（Hans Sachs 1494-1576）的詩句：在夢中最真

的人類喜好會向我們顯露，一切的詩文與詩藝都只是真正夢境的詮釋。(Nietzsche, 

1872/1967: 33-34)以上這兩個例子，都是為了說明形象在夢境中得以直接獲得顯

現，任何造形藝術或詩歌文字都只是對於所見形象的詮釋與表現。第二，因為他

相信夢境是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另一種現實。尼采表示： 

 

「夢境世界的優美幻象（beautiful illusion）是一切造形藝術的前

提⋯在夢中，我們享受形象立即理解的快樂；所有的形式對我們說話；

沒有任何不重要、多餘的東西。⋯因此，美感敏銳的人和夢之真實（the 

reality of dreams）的關係，就像哲學家和存在真實（the reality of 

existence）的關係一樣。」(Nietzsche, 1872/1967: 34) 

 

由上所述，如果沒有夢境世界的優美幻象，那就不會有生活世界的造形藝術。換

言之，尼采所說的「夢」並非狹隘地指稱人在睡眠時的生理狀態，而是更廣泛地

象徵一切任憑想像力自由開展的形象，所以稱其為「藝術世界」。尼采明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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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在創造夢境之時都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反過來說，每一位藝術家都是根

據自己的美麗夢境來進行藝術創作。所以，尼采的「夢」雖然是幻象，卻也是充

滿各種美感形式的優美形象，更是人生中不可或缺的另一種現實。 

第三，因為他相信夢可以使人產生愉快的生命經驗。他認為叔本華實際地

指出哲學能力的規準，就是常常能夠將人事物看成純粹幻象或夢的意象。因為哲

學家是一個精密而自願的觀察者，會深思熟慮地回想這些意象的發生過程，從而

訓練自己對生命作出詮釋。然而，他所經驗到的意象卻不只是某些普遍可理解的

美好事物，同時更包括神聖的生命喜劇中的一切，例如嚴肅、困惑、悲傷、沮喪、

突然的束縛、意外的詭計、焦慮的期待。這時候只有阿波羅內在幻想世界的優美

幻象，才能在睡眠與夢境中治療與協助這個無法完全理解的日常生活世界。尼采

強調，正是由於阿波羅這種更高真理、完美狀態的光輝，才使生命成為可能並且

值得生存下去。這種優美幻象的夢境世界，使人即使原本非常生氣，也能適度的

節制、免於狂野的情緒、保持猶如造形之神一般的平靜。這種情緒轉換的歷程，

尼采以一個作夢的人為例加以說明。當一個人沈浸在夢境世界不受干擾的幻象

中，他會告訴自己：「這是一個夢，我要繼續作夢」。尼采由此推論，這個人必定

在夢的直觀（contemplation）中，經歷一種深刻的內在快樂。此外，為了能夠帶

著這種直觀的內在快樂作夢，這個人必需完全無視於日常的生活世界，也就是說

從「清醒狀態」（the awaking state）轉換成為「夢幻狀態」（the dreaming state）。

(Nietzsche, 1872/1967: 34-36, 44-45)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說法豈不是鼓勵人流於

空想、逃避問題，這樣的快樂又怎能說是真正的快樂呢？關於這一層疑慮，必需

再進一步理解尼采所謂的「日神精神」，甚至更精確地說，是「日神精神」與「酒

神精神」的關係，才能獲得釐清。 

為了讓人能清楚地理解「日神精神」文化的藝術結構，尼采以光輝的奧林

匹斯（Olympian）眾神形象為例，作了以下的說明： 

 

「現在奧林匹斯魔山好像在我們面前開放，並且向我們顯露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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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人了解並感受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為了能夠活下去，希臘人必

須從最深沈的需求中創造出這些神。也許我們可以將這個過程圖像化

如下：從原始的泰坦諸神的恐怖秩序，經過日神精神的優美衝動，逐

漸演化為奧林匹斯諸神的快樂秩序，就像玫瑰從有刺的灌木叢裡生長

綻放。⋯同樣的衝動，召喚藝術進入存有（being），作為存在的補充

與完成（the complement and consummation of existence），誘使人

將生命延續下去，這也是奧林匹斯世界的成因。」(Nietzsche, 

1872/1967: 42-43) 

 

透過這樣的敘述可以發現，日神精神文化的根源是泰坦諸神的恐怖秩序，也就是

希臘人面對生命最原始而深刻的感受，尼采將其比喻為有刺的灌木叢。日神精神

則是人類追求優美的自然衝動，也是創造奧林匹斯諸神的快樂秩序的成因，整個

希臘民族的神話與造型藝術便是其結果，尼采將其比喻為玫瑰花的綻放。換句話

說，人的生命處境本來是一片漆黑的大地，充滿各種恐怖與苦難的威脅，由於有

了日神精神的藝術活動，為人類帶來光明的形象之美，所以才能暫時治癒生命存

在的傷痛。尼采曾說： 

 

「日神精神為我們撕裂了酒神精神的普遍性，讓我們在個體中發現快

樂；將我們的憐憫附著於個體，藉由個體來滿足我們渴望偉大、壯美

形式的美感（sense of beauty）；為我們提供生命的意象，引發我們

去理解思想中所蘊含的生命核心。伴隨著意象、概念、倫理的教訓、

共感的情緒等巨大的衝擊，日神精神將人從酒神祭典的自我消解中扯

開，使他看不見酒神精神過程的普遍性，迷惑他相信自己正看見單一

的世界意象（例如崔斯坦與伊索德），而且透過音樂可以將這個意象看

的更好、更深刻。」(Nietzsche, 1872/1967: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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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尼采的日神精神，不僅可以為人類生命提供優美的意象，更可以滿足

人類追求壯美形式的渴望，自然能讓人重新在個體生命中發現快樂。另外，其中

所謂的「酒神精神」，乃是指人類積極面對上述各種受苦經驗的生命態度，例如

被禿鷹啄食的普羅米修斯（Prometheus）、被命運宰制的伊底帕斯（Oedipus）。這

些神話人物所展現的形象，其實反映的都是酒神精神的深刻智慧。當人面對泰坦

諸神的自然力量時，容易因為無法抵抗而產生沮喪的情緒，酒神精神的普遍性意

謂著人在酒神祭典中的自我消解，與恐怖、原始的大自然合而為一。因此，酒神

精神代表一種個體化原理的崩潰，日神精神則恰好相反，代表一種個體化原理的

展現。缺乏日神精神的形象，世界真相將無法獲得顯現；缺乏酒神精神的智慧，

世界真相也無法獲得洞察。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之間，乃是一種互相衝突又互相

依存的共生關係。 

不過，必需注意的是，兩者還是可以形成不同的藝術類型。例如，造型藝

術家（plastic artist）和歷史詩人（epic poet），只會專注於意象的純粹直觀之中。

酒神音樂家（Dionysian musician），則沒有任何意象，純粹是原始痛苦及其回音。

抒情詩的天才（lyric genius），由於具有一種神秘的自我放棄（self-abnegation）

與合而為一（oneness）的狀態，所以能意識到一個意象與象徵的世界。對於前

兩者來說，他們只愉快地生活在意象之中，並且藉由幻象之鏡（this mirror of 

illusion）以免自己與所塑造的形象融為一體，可以說是日神精神文化類型的代

表。對於後兩者來說，他們在古代時將彼此的結合視為理所當然，而抒情詩的最

高發展形式就是悲劇和戲劇酒神頌，所以當然是酒神精神文化類型的代表。

(Nietzsche, 1872/1967: 49-50)尼采對此有進一步的解釋： 

 

「酒神精神藝術對日神精神藝術能力施加雙重影響：音樂引起酒神精

神普遍性的象徵性直覺（symbolic intuition），而且使得這種象徵的

意象顯現出最高的意義。⋯我推論音樂具有產生神話的能力，特別是

悲劇的神話，這種神話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酒神精神的知識。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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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音樂如何努力地以日神精神的意象，在抒情詩人的現象中表現出

其性質。」(Nietzsche, 1872/1967: 103) 

 

此外，他也表示： 

 

「通常根據表象（appearance）與美（beauty）的單一範疇所理解的

藝術，是完全無法推導出悲劇性質的。只有透過音樂精神，我們才能

理解個體消解（the annihilation of the individual）所涉及的快

樂。⋯悲劇中的形上快樂，乃是本能無意識的酒神智慧轉譯成意象的

語言。」(Nietzsche, 1872/1967: 103-104) 

 

根據以上兩段引文，可以更清楚地看見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之間的關係。第一，

酒神精神是日神精神的根源。根據尼采的說法，悲劇音樂代表的是酒神精神的藝

術類型，神話代表的是日神精神的藝術類型，音樂具有產生神話的能力，優美表

象卻無法推導出悲劇，這便表示酒神精神具有產生日神精神的能力，日神精神卻

無法推導出酒神精神。第二，日神精神是酒神精神的表現。尼采強調，悲劇中的

形上快樂乃是酒神智慧轉譯成意象的語言，悲劇的神話是以象徵的方式表現出酒

神精神的知識，音樂是以日神精神的意象來表現其性質，而音樂指的是酒神精

神，無論神話、象徵、意象指的都是日神精神，這便表示酒神精神需轉換成日神

精神，才能產生快樂並且被人理解。換句話說，日神精神其實是酒神精神的手段，

而酒神精神也就是日神精神的目的。 

那麼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酒神精神為何必需是日神精神的目的呢？關於

這一點，尼采也提供了解答的線索： 

 

「悲劇神話只能被理解為，酒神精神智慧透過日神精神手段的一種象

徵化作用。神話引導現象世界至其極限使其否定本身，並且尋求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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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逃回真正唯一實在的懷抱。」(Nietzsche, 1872/1967: 131) 

 

由上所述，悲劇神話乃是酒神精神智慧顯露的結果，因為只有透過神話才能穿越

現象世界的限制，指引人類回歸實在的懷抱。也就是說，日神精神的優美夢境終

究只是超越現象世界的手段，只有與自然合一的酒神智慧才能是人類生命的真正

目的。所以，「夢」雖然是「日神精神」的形象特徵，但是「日神精神」的實質

內涵卻並不等同於「夢」。日神精神必需建立在酒神精神的基礎上，才能在純粹

的形象直觀中獲得平靜的快樂。尼采極具洞見地指出： 

 

「那些從未經歷過必需觀看同時又想超越觀看的人，很難想像一個人

在直觀悲劇神話時，這兩種過程如何清晰明確地共存而且同時可以感

受的到。但是所有真正的審美觀眾會證實，在悲劇的特殊效果中，這

種共存是最值得注意的。⋯悲劇神話具有日神精神藝術領域那種在純

粹表象與觀看中的完全快樂，同時又否定這種快樂，在這可見的純粹

表象世界的毀滅中，發現一種更高級的滿足。」(Nietzsche, 1872/1967: 

140) 

 

在這段文字敘述中可以發現，尼采將兩種觀看方式的共存，視為真正審美觀眾必

定會有的經驗。一是直接地觀看可見的純粹表象世界，一是超越地觀看表象世界

的毀滅。前者涉及日神精神，後者涉及酒神精神，兩者共同構成悲劇的特殊效果。

無論兩者所產生的快樂有何不同，更重要的是，這兩種觀看方式共同支持著「美

是形象的直觀」這個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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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是藝術的魔變 

 

根據前一小節所述，尼采認為美感經驗涉及兩種觀看方式的共存。其中耐

人尋味的是，人如何超越習以為常的觀看方式，能夠看出什麼不同的結果，為何

可以獲得更大的快樂？要想解開這些疑惑，必需理解尼采對於藝術本質的思考，

才能找到答案。首先，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假設人並非藝術世界的真正作者。

因為人只是認知的存有者（knowing beings），真正的作者與觀眾是存有（being）。

藝術這場喜劇是存有為自己準備的永恆娛樂，而不是為了改善人類或教育人類的

表演。其次，尼采認為人只有在作為藝術品的意義上擁有最高的尊嚴。因為人只

不過是真正作者的意象（image）與藝術計劃（artistic projections），而且只有在

作為一種美感現象的前提下，存在與世界才得以永恆地獲得證成（justified）。最

後，尼采激進地主張人類所有的藝術知識基本上都是充滿幻象的。因為人類對自

己意義的意識，和畫布上的士兵對畫中戰爭的意識，幾乎沒有不同。唯一的差別

在於： 

 

「只有當藝術創作活動中的天才，與世界最初的藝術家結為一體

（coalesce）時，他才會明白藝術的永恆本質；因為在這種狀態下，

不可思議地，他就像童話故事中的怪異形象，可以轉動自己的眼睛來

看自己；他立刻成為主體與客體，立刻成為詩人、演員與觀眾。」

(Nietzsche, 1872/1967: 52) 

 

由此可見，這種彷彿從天而降的觀看方式，也就是尼采所說的超越的觀看方式。

在第一種觀看方式中，人只能夠是觀眾，向外注視著客體；在第二種觀看方式中，

人既是演員也是觀眾，可以向內注視著主體。換言之，尼采相信人必需經歷一場

狀態的轉變，才能夠同時進行內外的觀照。也只有能夠自由地運用這兩種觀看方

 50



式的人，才會產生真正的美感經驗，明白藝術的永恆本質—那就是人成為天地間

的藝術品。尼采對於這種狀態的描述如下： 

 

「酒神精神狀態的心醉神迷（rapture），伴隨著日常生活領域和界限

的消解，包含著一種恍惚（lethargic）的成分，一切過去的個人經驗

都淹沒其中。這條遺忘的裂痕，分隔了日常生活的世界和酒神精神的

世界。」(Nietzsche, 1872/1967: 59) 

 

也就是說，尼采認為只有在進入酒神精神狀態下的人，才能真正進入藝術的世界

品嚐美感的滋味，將自己視為藝術品而不是藝術家。這是一種心醉神迷的恍惚狀

態，揭示著個體化原理的崩潰，消解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衝突，能讓人從

自己的最內心深處（即本性），湧現出充滿幸福的狂喜（blissful ecstasy）。因此，

尼采將這種類似於沈醉（intoxication）而渾然忘我（complete self-forgetfulness）

的狀態，命名為酒神精神，並且將其視為構成美感經驗不可或缺的要素。

(Nietzsche, 1872/1967: 36)由此可見，尼采認為藝術世界乃是不同於日常生活的另

一個世界，而且人只有在藝術世界中能夠與世界最初的藝術家相遇，進而在一種

水乳交融、不分彼此的狀態下，享受著個體毀滅帶來的更大快樂。 

這種超越的觀看方式所產生的美感經驗，尼采以悲劇音樂為例作了更進一

步的說明。他認為希臘人為合唱建造了一個虛構的自然狀態（a fictitious natural 

state）的空中樓閣，又在其中安置了虛構的自然存有者（natural beings）。所謂

虛構的自然存有者，指的就是作為酒神精神合唱者的薩提爾（satyr），不僅悲劇

始於她，悲劇的酒神精神智慧也由她代言。她與文化人（the man of culture）之

間的關係，就好比酒神精神音樂與文明之間的關係一般。後者總以為只有自己才

是真實，事實上前者卻更能真誠地、實際地、完整地代表存在。尼采表示，薩提

爾是人的原型（archetype），是人類極端強烈情感的肉體化身，是接近神靈的沈

醉狂喜者，是與神靈共患難而且情投意合的伙伴，是宣告自然內充滿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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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性慾無限（the sexual omnipotence）的自然象徵。希臘人滿懷虔敬而又驚

奇地進行直觀，發現薩提爾身上表現的不只是一個猿人（ape），更是未被知識文

化破門而入的自然。所以那些所謂田園詩（idyllic）領域的現代人，在尼采眼中

其實只是號稱自然的文化幻象的仿冒品。只有具備酒神精神的希臘人，能夠看見

自己變成薩提爾，在最強而有力的形式中追求著真理與自然。因此，這種悲劇形

式的合唱最直接的效果，便是使國家、社會以及個人之間的裂痕，向一種強烈的

合一感屈服，這種合一感引導人返回自然的內心深處。(Nietzsche, 1872/1967: 

58-62)換言之，在這種虛構的自然狀態中，合唱者與觀眾之間是沒有任何分別

的，甚至觀眾可以在樂團的合唱中重新發現自己，就像原始酒神祭典中的信徒可

以看見薩提爾一樣。尼采說過： 

 

「酒神的信徒成群歡呼，在這種心境與洞察的魅力下，他們的力量在

自己眼前轉化自己，直到他們想像自己正看見自己恢復成自然的神靈

就像薩提爾一樣。⋯一切都只是載歌載舞的薩提爾，或者是允許這些

薩提爾代表自己的人，所進行的一場偉大而壯美的合唱。」(Nietzsche, 

1872/1967: 62) 

 

由此可見，尼采認為在悲劇音樂的藝術形式中，合唱隊會想像自己已經轉化為薩

提爾，觀眾也會接受薩提爾代表自己的一切作為，更重要的是，他們進行的是一

場「偉大」而「壯美」的合唱。因為這種酒神頌（dithyramb）的合唱，在本質

上完全不同於其他種類的合唱。尼采直接指出，希臘人其他種類的合唱抒情詩，

都只是日神精神獨唱家巧妙強化的結果。而吟遊詩人（rhapsodist）又不與其意

象相融合，比較像一位畫家置身事外地進行直觀。只有在酒神頌中，遇到的是一

群無意識的演員，認為自己和彼此發生了轉化，彷彿一個人實際上已經進入另一

個身體、另一種性格。尼采強調，只有酒神精神的興奮，能夠向群眾傳達這種藝

術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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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魔變（magic transformation）是一切戲劇藝術的前提。在這

場魔變中，酒神精神的沈醉者把自己看成薩提爾，而作為薩提爾的他

又看見了神（god），也就是說，在他的形變（metamorphosis）中，他

看見自己以外的另一個眼光，作為本身日神精神狀態的完成。隨著這

種新的眼光，戲劇得以完成。在這樣的洞察中，我們必需將希臘悲劇

理解為酒神精神的合唱，在一種日神精神的意象世界中重新釋放自

己。」(Nietzsche, 1872/1967: 64-65) 

 

不過必需注意的是，尼采所說的「魔變」指的是一種審美的態度，他認為真正的

觀眾無論是誰總必需意識到，自己正在觀看的是一件藝術作品，而不是一個經驗

現實（empirical reality）。所以，希臘悲劇的原始形式根本不需要舞台，完美而理

想的觀眾也並非在舞台上親身經歷一切，甚至舞台上的普羅米修斯、戴奧尼索斯

等形象也從來不是諸神的真正到場。(Nietzsche, 1872/1967: 56-57)這種「魔變」

乃是人在審美歷程中一種知覺狀態的轉變，而不是人在實際經驗中一種形體樣態

的改變。因此，尼采美學中的確存在著「美是藝術的魔變」這個命題，而且這種

魔變也的確涉及一種超越的觀看方式。 

 

三、美是生命的創造 

 

上述觀看方式中的「魔變」，其實是尼采對於人類生命現象的獨到見解。一

方面人的生命在魔變中與自然合而為一，另一方面人卻也在自然中創造出新的生

命經驗。對尼采而言，自然並非完美的象徵，所以美不會是自然的模仿。相反地，

正由於自然是不完美的，所以人需要藝術來創造生命的品質與意義。在他早期的

筆記中，曾經寫過幾則有關模仿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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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是一切文化的手段，逐漸產生了本能。一切的比較（comparing）

（剛開始的想法）（primordial thought）都是模仿。⋯無意識的複製

（unconscious coping）最顯著的例子是生殖⋯」 

「我們的感官藉由一再地複製自然來模仿自然。」 

「模仿預設了一種理解的行為，以及一種綿延不絕的轉換，將所理解

的意象換成上千種隱喻，每一種都是有效的。」(Nietzsche, 1995: 70) 

 

由此可見，尼采將模仿視為一種理解的歷程，感官所知覺到的意象，經由模仿或

比較轉換成各種的隱喻，事實上這些隱喻已經涉及人類的創造行為，並非單純只

是模仿自然而已。換言之，在模仿的過程中可能產生創造的結果。更明顯的例證

如下： 

 

「羅馬文化的本質是隔離的『形式』，『內容』則被形式隱藏或掩蓋了。

模仿一個成熟的外國文化是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來的。雖然希臘人也是

如此，結果卻是一種新的創造。」(Nietzsche, 1995: 313) 

 

在尼采的眼中，希臘人的文化比羅馬人更為高貴，原因是前者能夠進行創造，後

者只會從事模仿，兩者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是否能夠產生新的生命感受。尼采表

示：「哲學家的產品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藝術品。」他相信只有能

夠日新又新的生命才會是個精彩的藝術品，永遠一成不變的生命是很難產生美感

的。而且，他更作出「有教養的階級」（the educated classes）和「沒教養的階級」

（uneducated classes）的區分，主張後者只不過是一種粗糙的模仿，在他們身上

一切都變成世界末日，再也看不見更開闊的偉大思想。例如，在華格納人生的每

一個階段中，他從未理解自己的模式，他所理解的乃是自己也能夠模仿的一切。

(Nietzsche, 1995: 274-275, 344)也可以說，雖然表面上同樣是模仿，尼采認為希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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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結果是精緻的創造，羅馬人或華格納的結果是粗糙的複製，所以前者比後者

更有美感、更有品味。因此，藝術品的創造必定會經歷模仿的過程，但不是所有

模仿的結果都可以被稱為藝術品。 

舉例而言，尼采對新阿提卡頌歌（New Attic Dithyramb）的批評，便是認為

它粗暴地將音樂竄改為現象的模仿偽造，完全剝奪了音樂創造神話的能力，這是

一種衰退文化的徵兆。因為人類如果必需經由各種現象的類比，才能在音樂的聆

聽中喚起快樂，那麼人類的想像力已經被膚淺的事物所束縛，音樂也只不過是一

種比現象更貧乏的粗糙複製。此外，尼采表示，如果沒有神話，一切文化都會喪

失其健康的自然創造力。(Nietzsche, 1872/1967: 107, 135)所以上述這種喪失神話

性格的音樂，對尼采來說，只能是粗糙的複製品而非真正的藝術品。反過來說，

任何音樂必需是創造力的健康展現，並且能夠激發人類的想像力，才會是真正的

藝術品。尼采主張，酒神精神的音樂，能使真正有品味的聽眾產生美感經驗，在

心中想起悲劇藝術家本人，如何像一位想像力豐富的個體化原理之神，創造著他

的各種形象。(Nietzsche, 1872/1967: 132)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對於藝術家有著獨

特的描述： 

 

「如果說藝術家有什麼好，那就是身體強壯、心理堅強、精力過剩，

是有力量的動物，是有性慾的。如果沒有某種過於熱烈的性慾系統，

實在難以想像如何可能會有一個拉斐爾—製造（making）音樂是製造

小孩的另一種方法。⋯無論如何，當藝術家的精力消失時，豐富性也

隨之而消失—藝術家應該無視於事物的本來面貌，而是看的更豐富、

更簡單、更強壯：為了達成目的，他們的生命必需充滿青春活力、充

滿習以為常的醉意。」(Nietzsche, 1968: 421) 

 

由上所述可以發現，尼采十分重視藝術創作的動力因素，必需回歸藝術家自己生

命力的展現，就像母親在生小孩的過程一樣，滿心期待一個新生命的到來。無論

 55



這個小孩出生時的樣子為何，母親總是細心地將其撫養長大，總是時常想像他或

她下一個階段的樣子，總是希望他或她可以發展的更好。當然，這一切都建立在

父母兩人性慾滿足過程的起點之上，但這並不意謂著父母養育小孩的愛與關懷可

以完全和性慾劃上等號。同理，每一個藝術品的創作，可能都源自於藝術家個人

某種內在的生命衝動，但是這也不表示人類所有的藝術文化都可以化約成性衝動

的結果。比較貼切的說法，應該說尼采並不是一位性決定論者，他只是藉由大家

最能感受到的性慾現象，來對所謂的「精力」或「能量」作最具體的說明。也就

是說，性只是作為青春活力、精力充沛的象徵，尼采要強調的是，只有生命力旺

盛的人，才可能創造出具有豐富意義的藝術品。 

以下幾則引言，可以更直接地看見尼采的立場： 

 

「世界好像一件自我生育的藝術品。」(Nietzsche, 1968: 419) 

「在創造夢境世界的優美幻象上，每個人都是真正的藝術家。」

(Nietzsche, 1872/1967: 34) 

「要求藝術家實踐觀眾（批評家）的觀點，就等於要求他使自己和自

己的創造力變的枯竭。」(Nietzsche, 1968: 429) 

 

首先，尼采說世界好像一件藝術品，表示他是從「審美」的角度來看整個世界。

其次，他用「自我生育」來形容這個世界，一方面因為世界永遠是處於生成變化

的狀態，另一方面因為尼采將世界看成自我創造的藝術家。復次，他主張「每個

人」都是真正的藝術家，乃是基於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創造美感的生命經驗。最

後，尼采認為只有當藝術家的創造力已經「枯竭」時，他才會接受批評家的建議。

因為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生命感受要表現，每個人的生命也都可以化為一個充滿

美感的藝術品。所以，一個忽略自己內心深處的生命體驗的人，只能聽從他人各

種七嘴八舌的意見，這種歷程容易流於模仿而不是真正的創造。換言之，真正的

創造必需是發自內心的創造，甚至更精確地說，是生命經驗與生命意義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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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相信，只有回歸生命的創造才會產生真正的美感經驗，縱使生命的滋味是令

人難以承受的苦澀，人也一樣可以把她釀成如美酒一般的甘醇。其中的關鍵，乃

在於： 

 

「在酒神精神藝術及其悲劇的象徵主義中，同樣的自然以真誠坦率的

聲音向我們呼喊：『像我一樣吧！在永不止息的現象之流中，我是永遠

創造的大地之母，永遠向存在前進，永遠在現象的變化之中發現滿

足！』」(Nietzsche, 1872/1967: 104) 

 

由此可見，尼采是帶著一種審美的人生觀，將生命歷程中的一切苦難，均視為能

砥礪出生命之美的試金石。人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生命，便成為一種藝術創作的歷

程，人既該是勇於創造的藝術家，人的生命也該成為變化萬千的藝術品。無論生

命的終點何時到來，人都能在過程中享受當下所體驗到的一切，並且滿心期待下

一刻的到來。這是只有活在美感經驗中的人，才會展現的生命情調與人生智慧。 

因此，「美是生命的創造」這個命題在尼采美學中得以證成。 

 

四、美是意志的展現 

 

當尼采宣告人類生命應成為藝術創作的動力與目的的同時，其實也意謂著

「美的創造」既不是天才的一蹴可及，也不是凡人的遙不可及。因為他相信天才

與凡人之別，並非聰明或愚笨的資質問題，而是認真或草率的態度問題。所以，

認真的人可以從凡人蛻變為天才，草率的人也必會從天才退化回凡人，這是一場

永無止盡與自我超越的創作遊戲，每個人都只能在自己的生命歷程中全力以赴。

在沒抵達生命的終點之前，誰也不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完美，唯一確定的是完美

來自於努力不懈而非投機取巧。尼采曾經在《人性，太人性》（Human, All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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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的〈出自藝術家和作家的靈魂〉（From the Souls of Artists and Writers）

中，詳細討論過這個問題。首先，他批判許多人誤以為完美的作品是像魔術一樣

突然變出來的： 

 

「我們習慣不去追問完美的事物是如何完成的⋯藝術家知道，他的作

品唯有使人相信是一種即興創作、奇蹟乍現，才會產生十足的效果；

所以他助長這種幻覺，將開始創作時興高采烈的慌張不安、盲目摸索

的混亂、專注的幻想等要素引入藝術，作為一種使觀眾或聽眾的靈魂

進入某種心境的欺騙手段，他們會因而相信完美的作品是立即突然出

現的。」(Nietzsche, 1996: 80) 

 

然而，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尼采認為這是有些藝術家為了製造幻覺效果的手段，

刻意將創作歷程神秘化、戲劇化，彷彿非得經過某種不可思議的階段，就會瞬間

完成作品，成為人人稱羨、天賦異稟、高人一等的天才。一般人常將作品的完美

歸因於「天才」的「直覺」，尼采嘲諷地問：為何天才只存在於藝術家、演說家

和哲學家之中？為何只有他們有「直覺」？難道他們擁有一副神奇的眼鏡，可以

直接看穿「事物的本質」（the essence of the thing）！尼采的回答是，一切已經完

成的作品總是令人讚不絕口，而一切尚在成形之中的半成品總是沒有價值。藝術

家作品的優勢在於沒有人能夠看見他們是如何完成的，一旦能夠看見作品的整個

成形過程，人們就會漸漸變的冷靜。(Nietzsche, 1996: 86)其次，一般大眾之所以

喜歡崇拜天才，尼采認為還有另外一種心態： 

 

「我們自視甚高，卻從不曾期望自己能夠生產一幅像拉斐爾一樣的

畫，或一齣像莎士比亞一樣的戲，於是我們深信這種能力十分異常、

不可思議，是一場極為罕見的意外，或者如果我們對宗教還有好感，

會說是上帝的恩寵（a mercy from on high）。因此，我們的虛榮（vanity）

 58



與自愛（self-love）助長了天才的崇拜：因為只有把天才看成離我們

十分遙遠，像一種神蹟，他才不會使我們苦惱。」(Nietzsche, 1996: 

86) 

 

換言之，天才與凡人之間的距離是大眾自己捏造出來的，目的是為了合理化「理

想的我」與「現實的我」之間的差距，或者說是「認真的別人」與「草率的自己」

之間的差距，否則「為何別人能，我卻不能？」的思維會讓自己過得十分痛苦。

對尼采來說，這種心態並不健康只是自欺欺人的虛榮心作祟，認真的人會縮小其

間的差距，草率的人則會加以誇大當作護身符。 

進而，他指出藝術家創作成敗的關鍵並非取決於靈感： 

 

「實際上，一位優秀的藝術家或思想家的想像力，是持續不斷地生產

著優秀、平庸或拙劣的東西，但是他有著高度敏銳而熟練的判斷力，

對這些產品加以拒絕、選擇和連結；就好像我們現在可以從貝多芬的

筆記簿中，看見最好的旋律是如何逐漸被安排在一起，以及從眾多的

起奏中揀選出來。」(Nietzsche, 1996: 83) 

 

所謂的靈感，表面上好像是發生一場神蹟，實際上卻是生產力長期堵塞之後，最

後終於排除堵塞之源所產生的流暢，以致於看起來好像是一種立即的靈感，得來

全不費功夫。尼采說：「資本只能慢慢加以累積，絕不會立刻從天而降。」(Nietzsche, 

1996: 83)目的便是為了提醒那些相信靈感的人，創作者的判斷力才是決定作品好

壞的關鍵。任何完美的作品，都是經由創作者的千錘百鍊，才得以問世。如果創

作者沒有孜孜不倦、精益求精的精神，那就不可能累積足夠的經驗形成智慧作出

正確的判斷。基於這個理由，尼采始終相信，即興創作的藝術永遠比精心設計的

藝術要來的粗糙低劣，充其量只不過是從記憶中進行模仿。最後，尼采一語道破

藝術家和一般大眾有何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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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確實需要悲劇，不過是想要大受感動而可以痛哭一場；藝術

家看一齣新的悲劇，則是在巧妙的技術發明與策劃、題材的運用與分

配、舊主題和舊觀念的新應用等各方面獲得快樂。—他的態度是一種

面對藝術品的審美態度，一種創作者的態度；先前所描述那種只注意

題材的是一般人的態度。」(Nietzsche, 1996: 88-89) 

 

由此可見，一般人會在欣賞悲劇的過程中尋求情緒的宣洩，藝術家則不會想要這

麼做。因為，藝術家必需保持平靜的心境，才能進行仔細而深刻的直觀，從而發

現創作者的作品，和其他大師的作品相較之下，是否有其獨特之處。尼采早期曾

經表示： 

 

「遍及整個藝術範圍內，我們首先要求征服主觀、救贖「自我」（ego）

以及個人意志與慾望的沈默。的確，我們發現：沒有客觀性，沒有不

涉及利害關係的純粹直觀，就不會有任何真正的藝術創作。」

(Nietzsche, 1872/1967: 48) 

 

這裡所說的客觀性，一方面來自於創作者的態度，另一方面也來自於藝術品之間

的比較。俗話說的好：「外行看熱鬧，內行看門道。」尼采強調的審美態度，就

是指內行人從藝術專業的客觀性來看作品價值，而非外行人從情感需求的主觀性

來作美感判斷。因此，不是愈能夠引起欣賞者情緒激動的作品就一定愈有藝術價

值，而是愈能夠展現創作者獨特風格的作品才可能獲得愈高的評價。舉例而言，

國內民視和三立電視台八點檔的連續劇，隨便一拍就是兩三百集，收視率很高，

觀眾也看得一把鼻涕一把淚，仔細檢視其劇情的安排卻總是千篇一律，處理的手

法也了無新意。究其原因，節目的製作並非以藝術品的創作為目的，而是以收視

率的飆高和電視台的營利為目的，所以一旦找到可以賺錢的製作公式，便進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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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而粗糙的複製，直到觀眾看膩了才會考慮再換換別的口味。然而，國內有些觀

眾似乎看不膩這些節目，每天還是準時報到，就像尼采說的一樣，一般人常常在

節目中尋求情緒的慰藉，卻很少在生命中培養審美的態度。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有兩種不同的情境必需加以分辨，一種是作品完成

後欣賞者的立場，一種是作品完成前創作者的立場，以上所提尼采有關客觀性的

論述，一方面指的是前者不能忽略後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同時指後者必需如實

地面對著自己的作品。每個人的生命都可以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但每個人也都

必需努力成為創造自己生命意義的藝術家。由此可見，生命的創造必然涉及每個

人的主觀意願，那麼尼采原先所強調的客觀性是否可能呢？在《道德系譜學》（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中，尼采表示： 

 

「康德像所有的哲學家一樣，純粹只從「觀眾」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與

優美，而不是從藝術家（創作者）的觀點來面對美學問題，而且無意

識地將「觀眾」引入「優美」的概念。如果這種「觀眾」至少和美的

哲學家有深厚的交情，那情況也不會變的這麼糟—換句話說，就像許

多個人的事實與經驗一樣，優美領域充滿一種豐富而栩栩如生的體驗

（authentic experiences）、慾望、驚奇和快樂！」(Nietzsche, 1989b: 

103-104) 

 

此處對康德的批判，乃是針對其著名的優美定義：「不涉及利害關係的快感」

（pleasure without interest）。尼采認為，在一連串錯誤的形式中，這種定義缺乏

精緻的第一手經驗作為根基。相較之下，司湯達爾（Stendhal）是真正的「觀眾」

和藝術家，他徹底拒絕康德的美學立場，主張優美乃是「幸福的保證」（a promise 

of happiness）。(Nietzsche, 1989b: 104)若對照本小節前一段的引文，將會發現尼

采早期接受「不涉及利害關係」的美學立場已經有所改變。晚期的尼采認為：任

何的藝術創作或藝術欣賞，都不可能、也不應該完全不涉及創作者或欣賞者的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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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康德所謂涉及利害關係的快感，指的是人類以各種方式滿足自己慾望所

獲得的快樂。這種快樂不僅因人而異，也不是一種普遍客觀的感受，更不一定是

實踐理性的結果，所以康德認為並非真正的美感經驗。對尼采而言，利害關係並

非指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心機算計，而是指攸關人類生命

意義與價值的各種興趣或志向，同時也包括各種慾望、情緒感受和生命體驗。如

果不能對人類生命有所裨益，那又何必進行任何的藝術活動呢？藝術的目的在於

真正實現幸福的人生，優美的生命感受則是達成這個目的的重要指標。因此，尼

采相信優美必然涉及個人的認知、情緒、慾望和意志因素，他認為康德的想法是

不切實際的。於是衍生出另一個問題，當一個人在欣賞藝術品時，究竟是因為藝

術品很美所以覺得很快樂，還是因為自己很快樂所以覺得藝術品很美？康德會

說：藝術品的美的確可以使人快樂，但藝術品卻不是因為能使人快樂所以才美。

尼采則可能反問：如果藝術品不能使人快樂，那又如何能夠稱之為美？前者將快

樂視為美的效果，強調美的客觀屬性；後者將快樂視為美的因素，強調美的主觀

屬性。由此可見，在尼采的眼中「快樂」、「幸福」和「美」三者有著密不可分的

關係。 

正是基於同樣的立場，尼采晚期對叔本華也作了嚴厲的批判： 

 

「關於審美直觀的效果，叔本華說的斬釘截鐵卻做不到：他說這可以

打消『性趣』（sexual “interestedness”），就像樟腦丸和鎮定劑一

樣。他對這種『意志』的解脫（this liberation from the “will”）

讚不絕口，將其視為美感狀態的偉大功績和效益。」(Nietzsche, 1989b: 

104-105) 

 

在這段論述中可以隱約一窺叔本華的思考方式：第一，性慾帶來人生的痛苦所以

必需加以打消；第二，性慾的打消是意志的解脫；第三，意志必需經由審美直觀

獲得解脫。尼采認為這種「意志」只能透過「表象」獲得救贖的想法，在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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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完全說不通的。叔本華主張在優美狀態中可以獲得意志平靜的效果，尼采則

重新詮釋司湯達爾的論點指出另一種效果：優美喚起意志1（興趣）（the beautiful 

arouses the will (“interestedness”)）。(Nietzsche, 1989b: 105)顯而易見，叔本華眼中

的優美是意志平靜的狀態，尼采眼中的優美是意志發動的狀態。所以，當兩人進

行形象的直觀時，叔本華認為意志終於可以暫時得到解脫，尼采則認為意志正要

開始一場審美的遊戲。在《超越善與惡》（Beyond Good and Evil）中，尼采嘲諷

哲學家常常動不動就談論意志，尤其叔本華以為自己有絕對而完整的認識，其實

卻只是誇大了一般流行的偏見。為了表示自己見解獨到，尼采隨即針對意志進行

分析： 

 

「對我而言，意志似乎是尤其複雜的事，是一種為了用一個字加以指

稱的單位⋯可以說，所有的意志裡面，第一，有超過半數的成分都是

感覺（a plurality of sensations）⋯第二，每一個意志的行為中都

有一個占優勢的思想（a ruling thought）⋯第三，意志不僅是感覺

和思想的混雜，而且更是一種情感，尤其是一種駕馭的情感（the 

affect of the command）。」(Nietzsche, 1989a: 25) 

 

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尼采特別指出這些感覺包括：感覺到「遠離某處」（away from 

which）的狀態、感覺到「趨向某處」（towards which）的狀態、感覺到這種「遠

離」和「趨向」本身等等。換言之，意志的形成過程涉及多種感覺之間的拉鋸戰，

獲勝的一方將主導著思想的運作，所以意志並非純粹是一種理性思維，其實更是

一種情感優位的綜合表現。尼采曾經表示，「變的更優美」是一種力量增長的結

果，是一種勝利意志的表現、一種擴大統合的表現、一種調和所有的強烈慾望的

                                                 
1 此處所言，必須注意的是，尼采從未針對「優美」與「壯美」加以區分，他不同意康德美學的

主張，也不曾提出自己對「優美」與「壯美」的界定，只是在字裡行間，藉由批判他人來顯示自

己的觀點，所以他對於這兩個詞彙的使用，與康德相較之下，容易給人一種混淆、矛盾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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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一種準確無誤的垂直重力的表現，發展的極致便是宏偉的風格。反之，「醜」

意謂著內心慾望的矛盾與失調，意謂著一種類型的衰退、一種組織力量的衰退、

一種意志的衰退。(Nietzsche, 1968: 420)由此可見，「意志」不僅是人綜合處理各

種慾望和需求的結果，同時也是尼采判斷「美」「醜」的重要規準。尼采相信，

當人的意志愈堅強的時候，也就愈能妥善地面對各種衝突和挫折，愈能在人生旅

程中獲得幸福和快樂，愈能創造出自己的意義和風格，這種愈豐沛的生命力當然

也就愈美。有些人可能會產生以下的疑問，一個人如果滿腦子想的都是壞點子，

意志愈強不是愈糟糕嗎？又如何能夠獲得幸福快樂的人生呢？又如何能夠稱之

為美呢？ 

對尼采而言，他強調的是一種審美的人生態度，所以意志的展現必需回歸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等問題。當一個人產生「壞」點子時，也許應該繼續追問下去，

所謂的「壞」是根據什麼標準得到的判斷？尼采強調每個人都該具有「價值重估」

（the revaluation of values）的勇氣與能力，當一個人想做傷天害理的壞事時，更

應該真誠地面對自己，超越自己的怨恨與報復心態，重新評估這麼做的結果對自

己的生命有何意義。他在《悲劇的誕生》的序言中指出，「生命的嚴肅性」

（seriousness of life）應當作為一個核心的美學問題(Nietzsche, 1872/1967: 31)，

所以傷天害理的事對他來說是不可能有美感的。不過尼采也承認美感判斷的結果

的確存在個別差異的現象，因為他相信美醜是相對於個人基本價值的保存而言，

不同類型的人會有不同的基本價值信念要保存，所以「獸類的人」（herd man）

和「超越的人」（over-man）總是會在不同的事物中經驗到優美的價值感受。

(Nietzsche, 1968: 423)因此，面對著上述的疑問，尼采可能會說：你想成為那一

種人？看看希臘人吧！他們無論受盡多少苦難，仍選擇用「意志」和環境搏鬥，

在藝術世界中創造奧林匹斯諸神，這是一種美的映象也是一種受苦的智慧。

(Nietzsche, 1872/1967: 44)尼采一再表示： 

 

「只有作為一種美感現象，存在和世界才似乎得以證成。在這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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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悲劇神話正是要使我們深信，即使是醜與不和諧，也是意志這個

藝術家帶著永不枯竭的快樂，和自己所玩的一場遊戲中的一部份。但

是這種酒神精神藝術的最初現象難以掌握，只有一種直接的方法可以

容易理解、立即掌握：那就是透過音樂不諧和音的美妙意義。」

(Nietzsche, 1872/1967: 141) 

 

換言之，尼采將人生比喻成音樂，將受苦經驗比喻成不諧和音，意志就像一位悲

劇藝術家，能夠將不諧和音譜成美麗動人的旋律。所以，「美是意志的展現」是

尼采美學中不可或缺的基本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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