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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尼采承繼赫爾德（Johann G. Herder）對「美學」（Ästhetik）的
理解，進一步開展美學與自由的關聯，藉由美學的進路實現「自然
人」（Naturmensch），呼應盧梭「回到自然」的宣言。富含美學意
義的「自然」以超善惡的非道德主義，要解放基督教式的禁欲身體
。自由遊戲的力量是藝術活動的主要形式，也是生命活力的表徵。
本研究從力量、自然與自由之間的關係作為討論線索探究以下課題
：藝術的解放力量是主體權能的展現還是去主體化的過程？若藝術
活動涉及個體解放的自由，是否也有政治自由的向度？尼采思想中
美學與自由的關係為何？本研究同時以「內在他者」這個概念解讀
莊子如何看待生命的自我理解與自我轉化：納受死亡所加諸於生命
自身的限制，是面對「不得已」之限制的一種「無為」的態度。「
無為」並非消極無所作為，而是認識自身條件的限制，透過自我轉
化的美學工夫，讓有待之身成為逍遙之場。「以無為為」正是莊子
所讚許的「無用之用」。生命中不由自主的限制性，透過視角的轉
換，「外在他者」調轉成自我理解的內在條件，成為「內在他者」
。莊子此一自我理解的方式也可說是以美學的進路實現人的自由與
解放，和尼采式的美學自由遙相呼應，從跨文化的視角考察尼采與
莊子的美學自由仍有持續探究的空間。

中文關鍵詞： 尼采、莊子、美學、自由

英 文 摘 要 ： Nietzsche ascribes to Herder's views on aesthetics and
further develops up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esthetics and
freedom. He advocates an aesthetic realization of a
“nature human being,” echoing Rousseau's call for getting
“back to nature.”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Nietzsche’s
aesthetics leads us towards a non-moralism that goes beyond
good and evil, its purpose being to liberate the body from
Christian asceticism.
This project shall also explain how Zhuangzi views self-
transformation and self-understanding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l other. Paradoxically, action
from within life’s constraint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action following the acknowledgement of such constraints.
Inaction is not passively doing nothing; rather, it is
acknowledging the limitations before us and achieving self-
liberation. By shifting our perspective, life’s external
limitations can be internalized such that the external
other becomes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for self-
understanding, namely the internal other. Zhuangzi’s
“fasting of the heart” is the technique which enables
this shift in perspective. This project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s and freedom as a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s the
power of artistic liberation manifested in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ity or in its deconstruction? If artistic
activities involve individual liberation, is there any
political freedom?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esthetics and freedom in the thoughts of Nietzsche and
Zhuangzi?

英文關鍵詞： Nietzsche, Zhuangzi, aesthetics,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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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物之間的美學辯證——莊子的弔詭批判與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上

海復旦大學主辦，從批判理論到後批判理論——第四屆「批判理論論

壇」，2019 年 5 月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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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在他者」──論莊子思想中「生命的有限性」與 「實踐的可能

性」〉，《清華學報》，49 卷 2 期，2019 年 6 月，頁 267-292。 

2. 〈論尼采的美學自由〉，《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56 期，201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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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在計畫執行期間與本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李雨鍾博士共同規劃向人社中心申請

了「洪席耶經典研讀班」，後來通過申請補助，今年已進行兩次研討，研讀班聚

集了《歧義》此一中譯本的譯者，多位法國哲學專家與政治、法律、藝術等各

領域的研究者參與討論。研讀班將舉行 8 次，由於研討熱烈也引起人社中心的

關注，將來訪問研讀班的執行狀況。洪席耶哲學中關於「美學政治」的面向以

及他與霍耐特的爭論，與本計畫的研究息息相關，將會在 108 年度的研究計畫

中繼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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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力量與自由——美學習練與社會行動 

 
劉滄龍 

 

 
1. 題綱 

 
美學活動所習練的是非主體、去意志的感受能力，感受、接引作為內在自然

的身體與外在自然的天地所包含的轉化力量作用於身心。美學習練啟動了無意識

的美學活動，它可與有意識的社會行動形成既分層運作又互相支援、調節關係。

人所具有的主體內在差異、自然的內在他者性得以在美學習練的過程中通向身心

解放之道，並有機會替社會行動提供較有品質的判斷力與溝通能力。 

 
2. 心齋：齋戒心知之用，目的是練習卸除心知的慣常運作模式，即執定自

我同一性而展開的自我保存、權力擴張的意識行動，在心齋的自我轉化

之中，打開了「虛」的感通空間，讓能感與所感在自然之力中流通運行。 

 
A：若一志。 

B：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C：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D：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E：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A：「若」：彷彿、好像，也不排除是「汝」。「一志」：放鬆的凝一、專注，而

非緊繃的注意力集中，所以說「若一」。此處的「一志」並非刻意強化意志力，

而是保持心神的凝定專一。不強加徵用意志力，而是維持輕鬆靜定的專一。這並

不與「虛心」、「弱志」1衝突，甚至以之為前提，才能啟動非主體、去意志的美學

習練。要連讀三字才能準確理解何謂「若一志」。這是美學習練的起式。 

B：第一式，消極的暖身工夫。用「無」的工夫，卸除耳目官能與心知意識

的同一性自我及其行動，以便啟動美學化的活動。「聽」在用無的工夫中表示一

種鬆開同一性主體的主動性，以便敞開非同一性身心美學活動的場域。到了「聽

之以氣」，則暖身已完成。「氣」是指身心與天地的自然力量。這時，身心已經作

																																																								
1	 《老子》第三章：「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

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老、莊在工夫論與政治思想的關係上或有不同看法，暫且

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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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準備，要真正啟動精微的感受力，在被動性的敞開中任讓自然之力運作。 

C：第二式，感受力已經開始順暢運作，「止」的工夫。「止」其實在「無」

的戒除、戒止、懸擱中已經演練過，這時已是「棲止」、「安止」，而且雖止而能

動。「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應作「耳止於聽，心止於符」，意思是「耳目官能安

止於感受之上，心知意識只觀察不判斷」，這是「循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止」

的工夫熟習若久，同一性的心知稍微介入，起心動念想要肯定或否定感受，想要

下判斷、去改變，則需再度「若一志」地觀照感受、察覺情緒變化，只作「止」

的工夫，任其熟透。 

D:「氣」既是能感的力量，也是被感受者，既是內在的身心之氣，也是外在

的天地陰陽之氣。何者內、何者外？隨工夫成熟程度，內外界分的方式、時機或

有各種變化的可能性。「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是在無、止的工夫中鍛鍊出

的能感之力，之所以「能感」，是因「無」與「止」敞開了「虛」的感通空間，

讓能感與所感在自然之力中流通運行。「物」首先是「所感」，或是外於我之物，

或是內於我身所感之物。「物」作為內在他者始終在，作為外在他者之物或能在

遊化於物我之間渾融難辨。「一」與「非一」始終弔詭相即，心物才能持續開放

地雙向辯證，而非在精神、觀念之中封閉地內在辯證。 

E：「唯道集虛」應作「唯虛集道」。只有在「虛」的感通空間之中，才能任

讓「自然之力」（即「道」）發揮作用。「道」作為自然之力，也可稱「神」2，即

是一切的自然變化。感受一直在變化中，它是唯一無規定的規範。感受力量的變

化將承受無意識身心活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但也是通向解放與自由的途徑。「虛」

就是「心齋」所要敞開的力量空間，它能納受（「集」）力量的變化之道。 

 
3. 美學習練 

 
「美學」作為感受之學，本質上即包含了感受與反思這兩種人類根本的能力。

「美」的反思與討論，雖然也在美學領域中一度佔有相當的份量，卻未必具有本

質性的意義。中譯「美學」一詞實有誤導之嫌，若溯源西方「美學」此一詞彙的

古希臘文詞源 aisthesis——感受，以及包姆嘉登(Alexander G. Baumgarten)、康德

等古典美學思想的肇建時期，都承認「感受」(Wahrnehmung)或「感性」(Sinnlichkeit)

在美學領域的基礎性地位。二十世紀以降的當代美學討論，雖然早已逾越德國古

典美學（包姆嘉登、康德）奠基時的基本看法，然而相對於已被揚棄的「美」此

一範疇，「感受」在「美學」(Ästhetik)討論中仍有關鍵意義，尤其將之納入現代

性反思的課題中，更將跨出狹隘的藝術界定而有深遠的意涵。 

																																																								
2	 可與「官知止而神欲行」互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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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受為優先的美學，在西方美學的發展歷史中也一度模糊了原先的焦點而

變得面目模糊。依伯梅(Gernot Böhme)之見，雖然包姆嘉登將美學視為感性認識

的理論，但是美學理論在後來的探究中也很快地受到窄化，「判斷」而非「感受」

成為美學的焦點，美學逐漸成為藝術評論的工具，失去其自身的獨立性與批判性。
3如今，有必要再度強調感受的優先性，申明「感受優先於判斷」的意義，才能闡

發美學對於現代社會的批判意義。 

《莊子・駢拇》：「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

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特別能夠說明「感受優先於判斷」的意涵。「判

斷」是心知之用，也就是一般意義的「聰明」。能辨微音、能察明理，是謂耳聰

目明者，這是心知的判斷之能。莊子要求「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人間世〉），

便是要我們暫且放下心知的判斷之能，擱置耳聰目明之能。唯有「能此不能」，

才啟動了另類的身心活動機制，專注於感受——不聞彼而自聞、不明彼而自明。

這時耳目不為心知的判斷而服務，不往外聞見，而是自聞自見，此之謂「徇耳目

內通」。為何能內通？因為「只感受不判斷」。只有暫時放下耳目及心知的官能之

用，才能中止為自我保存而服務的欲望與理性主體，只觀察、不判斷。 

畢來德在《莊子四講》中，便以現象學的「懸置」（époché）說明莊子如何專

注於觀察與描述現象。畢來德主張，莊子用「忘」來描述高級活動機制，它是一

種更為渾整、更為自發的活動形式。意識忘記去執行控制，如同忘了自己一般。

從有意識的目的性行動過渡到非由意識導引的無意識活動，自然的活動恰好是必

然的行動。此一懸置意識的判斷與控制，彷彿是種退化，對畢來德而言則是更為

「高級」的活動機制。但是為何要退化？為何要忘？孔子對顏回「坐忘」的評論

「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畢來德的譯解是，「無好」則沒有任何偏好，「無

常」則不再受重覆法則的支配。4 

一旦官能與心知放棄了聰明的能力，不再依循生物本能與社會規訓的「好」

與「常」，正是要將主體的權能模式切換成另類的活動機制，美學的力量發揮其

作用，主體在天人之間汲取自然的力量，此時並非權力意志的主體以擴增權能的

方式獲得自由，5美學活動擱置主體的意志及其權能，意識專注感受內在與外在

自然的力量及其活動方式。意識雖然擱置其判斷，但仍照臨其上，只觀察、不判

																																																								
3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S. 22-25.	
4	 畢來德，《莊子四講》，	
5 在《論道德的譜系》中，尼采稱「權力意志」為「自由的本能」(KSA 5, 326)。在《偶像的黃

昏》則說：「所有的善都是本能，而且一定是輕盈、必然、自由。」（KSA 6, 90）另外於遺稿中

表示：「人們只有以本能的方式行動，才是完美的。」（Nachlaß 15[25]; KSA 13, 421）本文所引

用的尼采著作均出自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所編的《尼采全集：15 冊考訂版》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hrsg. von G. Colli/M. 
Montinari, München/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80），並縮寫為 KSA。KSA 後的

數字分別代表卷數及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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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某些身體性活動（靜坐、瑜珈、太極、舞蹈等或靜或動的運動乃至宗教儀式）

會特別強調對於身心狀態得有敏銳的感受能力，自我感受能力是人的自我理解與

社會性交往的前提與基地，具有至關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意義。美學的活動並非

棄絕行動，而是為更有品質的行動培蓄其能力、指引其方向。6此一構想的前提

是，個體在行動展開前，唯有不斷虛化自身、無好無常，一方面沈浸於無意識的

感受及其活動，另一方面保持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清晰覺察，這才有機會替判斷所

需的綜合提供一相對優化的條件——容受與肯定自身內在與外在的差異，美學活

動也因此一前提而具有其重要的社會意義。無法感知差異，是語言與思考能力欠

缺的徵候，也是社會溝通難以建立的原因。 

「權力意志」的運作方式同樣是無意識的活動，並非由意識的目的所主導。

即使「權力意志」是自由的、健康的本能，但是尼采並未說明此一無意識的活動

如何「習練」(üben)。關於「意識與認識的肉身化、本能化」（FW, KSA 3, 382）

也表達了意識的認識、反思必須轉化為無意識的肉身活動，但是此一過程如何可

能，兩者的關聯如何卻未曾充分展示。對尼采而言，主體並非擁有一種神祕的原

因在自身之內，由之可以解釋某種行動。主體的權能是在紀律性的勞作、反覆的

習練(Übung)中獲致的。紀律與習練的目標在於獲得能力和實踐力，在反覆的操

練、習作中我們擁有力量，並且逐漸有能力按自己的尺度去決定價值、施展權能。

但是尼采未能思考非紀律性的美學活動是否能夠習練，美學活動若能習練能否轉

化紀律性的行動，在美學活動的習練中所培育的行動方式是否將超出尼采所構想

的權力意志的主體，將可能提供比尼采的現代性批判更有力的依據。 

失去基本的感受能力不能稱作具有判斷力。無法感知他人苦樂、壓制自身感

受，讓自己成為一具按理性的計算遵守命令、服從紀律的冰冷機器，意謂著喪失

思考能力。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落入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邪惡的平庸性」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是現代文明所需面臨的問題，絕非只有納粹戰犯才會犯

下如此的罪行。此一「平庸」正是基於其聰明而導致的愚蠢，它沒有根本的邪惡

性，只是沒有意願去設想他人的處境。根據鄂蘭關於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

在耶路撒冷受審的報導與分析，艾希曼只會講官僚式的成言套語，他並非只是想

用空話來掩飾他的罪行。艾希曼完全無法溝通，並非因為他撒謊，而是由於他被

一個無堅不催的牆所包圍，無法感知現實，將他人隔離在外。語言能力的欠缺，

																																																								
6	 宋灝探討尼采的身體自我時便以舞蹈為例，他認為舞蹈可以滋養一種逆轉虛無主義，收回、

肯定時時刻刻被「感受」的生活質地，獲致一永恆回歸式的「大肯定」。宋灝，〈落實在身體運

動上的質：討論尼采的「大肯定」〉，《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37 期，2017 年 1 月，頁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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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無法從他人的角度來思考，這兩項特質彼此息息相關。7為何艾希曼會失去

語言能力？他的聰明足夠謀生計，也有不受威脅的行動的自由，為何甘於成為殺

人機器？關鍵在於他的個人感受已被規則化的命令所馴服，不再需要語言來形構

個人感知並與他人建立情意性的溝通，更遑論作出獨立的判斷質疑權威、挑戰主

流意見。鄂蘭認為，一個人愈是膚淺，愈可能臣服於邪惡，這就是「邪惡的平庸

性」。人若無法感知自我及現實，將使他失去能力說出真實的想法、採取自己的

行動。 

感受性的美學活動與反思性的意識行動若對於人類生活均具有重要意義，尼

采哲學的洞見似乎有機會透過莊子關於耳目、心知的工夫、習練得以明朗化，畢

來德的莊子詮釋無疑在此一跨文化溝通上成為絕佳的橋樑。另外，法蘭克福學派

的孟柯(Christoph Menke)在他的著作中主張，美學本質上探究的是人的感受性力

量，或者是某種「幽黯的力量」(dunkle Kraft)，它無法被理性明白地揭示，而是

一個無意識的、去主體的活動歷程，跟人的美學的「自然」(Natur)密切相關。美

學的自然與行動的自由之間的關係，透過孟柯的美學理論及其尼采詮釋，將可進

一步探討美學習練為何對於社會行動具有關鍵意義。8 

 
4. 作為「反力」的自然：內在他者性 

 
以美學的自由來克服啟蒙所製造的文化與自然的對立，則文化與自然的關係

也會出現新的意義，對尼采而言文化這個概念將被「視為更新更好的自然」(als 

einer neuen und verbesserten Physis)。（KSA 1, 334）倘若美學的自由是在文化中展

開的文化之內在他者，自由便不再只是理性主體克服自然所加諸自身的有限性，
9而得重新思索美學活動如何作為理性實踐、社會行動中的他者，並以新的角度

																																																								
7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

北：玉山社，2013，頁 64-5。	
8	 本文對尼采美學自由相關討論的出發點來自孟柯（Christoph Menke）的兩本著作：《力量——
一個美學人類學的基本概念》(Kraft: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rop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8.)；《藝術的力量》(Die Kraft der Kunst, Berlin: Suhrkamp, 2014.)。在《力

量》一書的五、六兩章，主要闡釋尼采的美學觀點，全書收束的句子是：「美學 後的話語是人

的自由。」(Das letzte Wort der Ästhetik ist die menschliche Freiheit.) Christoph Menke, Kraft: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ropologie, p. Christoph Menke, Kraft: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ropologie, p. 129.	
9 康德認為，自然界的強力使人感到無力，而人類面對此一不得不屈服的強制性仍有不可減損的

人格，且能使人發現自身具有獨立於自然界之上的優越性。參見康德《判斷力批判》§ 28；Kant, 
KdU, B 104-105。黑格爾則在《精神現象學》中把自然(Natur)和精神(Geist)對立起來，自由被歸

屬於精神的領域。在《曙光》第 3 節，尼采說：「康德信仰道德，不是因為自然和歷史證明了道

德，而是無視自然和歷史一直反對道德。」(KSA 3, 14-5.)對康德來說自然的歷史從善開始，因為

自然是上帝的作品，而自由的歷史從惡開始，因為自由是人的作品。另可參 Keith Ansell-Pearson
的說明。Keith Ansell-Pearson, Nietzsche contra Rousseau. A Study of Nietzsche’s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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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自然對於實踐與文化的意義。這涉及理性實踐的官能與美學活動的力量10之

間來回往復的歷程與其間弔詭的順逆關係。美學的自由之所以具有動能轉化理性

同一性，在於能夠汲取自然力量作用於理性主體之上的「反力」(Gegenkraft)，11

讓非同一性的力量消解同一性主體的強制與規訓。美學自由若不僅僅是任讓尼采

式的迷醉力量解捆理性主體，而是習練非主體、去意志的自然力量以展開自我轉

化，自我方可出入往返於自然力量，以美學力量轉化個體的意識行動，釋放美學

自由的解放力量。12 

尼采超善惡的美學力的原則──「生成的每一刻必須顯得是正當的」。13是否

真能成為評價人類歷史的尺度？非人性的大屠殺悲劇是否將因而被輕率地正當

化？雖然阿多諾已然對啟蒙的自我神話化展開批判，但是對孟柯來說，啟蒙的批

判並不意謂著要走回前批判，而是得進行更深刻的啟蒙與批判。換句話說，只有

不斷形成新的啟蒙，不能放棄啟蒙與批判。然而，無論是尼采或阿多諾對啟蒙主

體的反省，「自然」在美學進路的啟蒙批判當中如何發揮作用，意義仍不明朗。

孟柯對力量美學的思考接續了啟蒙批判的工作，他並且進一步思索理性主體與美

學主體之間的關係，以說明理性實踐的官能與美學活動的力量之間來回往復的歷

程與其間弔詭的順逆關係。14 

藉由孟柯的美學理論，有助於進一步思考莊子的自然15思想與美學習練之間

																																																								
10 談論藝術的力量，由蘇格拉底肇其端，其後則有亞里斯多德與赫爾德(Herder)兩派不同的立場。

孟柯承續的是赫爾德到尼采的力量美學觀點。蘇格拉底將藝術描述為「力量的引發與傳送」。力

量首先由繆思所引發，然後藝術家透過他的作品將此力量傳送到觀眾和藝評人。藝術就是力量傳

送的關聯整體，力量經由此一傳送過程，終將導致觀眾和藝評人「激動不已乃至喪失意識和失去

理性」。孟柯引述了 Platon, Ion, 533d-534b, übers. von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in: Platon, Sämtliche 
Werke, hg. von Karlheinz Hülser, Frankfurt/M./Leipzig 1991, Bd. I.見 Christoph Menke, Die Kraft der 
Kunst, pp. 11-12. 
11  Christoph Menke, “Der Weg, der bloßes Können überschreitet. Nachbemwerkungen zu einer 
Disskussion.”, p. 7. (未刊稿)。在何乏筆的邀請與籌畫下，2014 年 9 月 22 日孟柯於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力量的美學與美學的力量——孟柯(Christoph Menke)美學理論工作坊」發表演講

〈力量的美學與主體的習練〉(“Ästhetik der Kraft und die Übung des Subjekts”)，並在與台灣學者

對談後撰文回應，本文即該回應稿，演講稿與回應稿均由羅名珍譯出並將收錄於由何乏筆、翟燦

與筆者合譯之《力量——一個美學人類學的基本概念》 (Kraft: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ropologie)中譯本之中。孟柯的回應稿吸收了台灣莊學研究者對氣與自然的理解，這改變了他

原本認為力量無法習練的觀點，在回應稿中，他以相當深邃而明析的方式剖析了力量如何與主體

有關，又超出主體之上。本文接下來引述孟柯回應稿之相關想法時，均簡稱為〈回應稿〉，羅名

珍有回應稿的譯文〈道也，進乎技矣：一場討論後記〉，孟柯此文的標題也有意呼應「庖丁解牛」。

附帶說明的是，孟柯並非漢學家，他不懂中文，對莊子的理解主要來自德譯本，或會請教何乏筆。	
12	 關於尼采的美學自由，請參拙作，〈論尼采的美學自由〉，《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 56
期，2018 年 10 月，頁 1-38。	
13 KSA 13, 34-35. 
14  Christoph Menke, “Der Weg, der bloßes Können überschreitet. Nachbemwerkungen zu einer 
Disskussion.” 
15 人對自身的理解，包括性別、膚色、出身、種族等這些與「自然」有所聯繫者，都被視為不得

不然、無所選擇的。對莊子來說，親情與政治，都有其不容已者，亦即有某種限制性甚至必然性。

家庭既有著無私的親情之愛，也有著權力結構的關係。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民族或國家雖然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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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16孟柯所論只涉及美學化的活動如何能消解理性化的社會規訓之蔽，未

及深入美學領域中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之間的關係。探討莊子思想中自然與自由

的關係，可以發掘「人文的禮」與「自然的遊」之間相互調節的可能性，一方面

可以化解人文建制與社會規訓的強制性與緊張性，同時也避免陷入非批判的自然

主義與超善惡的美學主義。 

更具體地說，莊子「氣的思想」不同於巫文化觀氣以占吉凶，也不同於方術

行氣導引之術，而是如同楊儒賓所論「由巫入道」17，即回溯自然之力，但並不

是駕馭非理性力量，而是在自我轉化的習練中聽任自然力量作用於人文世界。順

此，可進一步將「氣化」用孟柯的「美學化」加以詮釋，更能顯示超人文的自然

力量（氣）如何在美學化（化）的來回往復中關聯於人文的政治社會實踐（禮），

亦即在不得已的人間世中逍遙的自由遊戲（遊）。 

先秦儒家禮樂文化的早期發展跟「巫」18文化有所關聯，禮為事神致福之事，

樂則是舞樂以降神。到了孔子之後，明確地將殷商的巫文化加以人文化、理性化，

在人文自覺與規範意義的層次轉化了卜問、祭祀之巫風。因此，孔子少言性命、

天道、死亡，似乎顯示他有意在人文精神和自然交感之間劃出界線。莊子雖然也

主張要「由巫入道」，但人文和自然的界限雖在，卻保留了一個可以出入往返的

通道。他以「氣化」揭示出孔子所隱沒的超人文向度，轉化了巫的陰陽二氣交感，

暢言死生一體，在人文的哲思中感通自然幽黯的力量。這一方面是莊孔間重要的

分別（但不可說孔子全然未有超人文的向度，只是隱而未顯），也是莊周自然之

道可以轉化儒者人文之禮漸漸僵滯失落的天人之間的通道。19 

																																																								
二三百年來的產物，但是此一有機共同體即使在莊子的戰國時代，跟不可解的親情一樣，「君臣」

之間也被看成某種不容選擇的連帶關係。這是就限制性來看待自然。然而如何從此限制性出發，

將自然納入實踐的向度，思索其轉化、批判的可能性，尚待深究。 
16	 賴錫三有一論文專就莊子的美學修養及政治意涵與孟柯的尼采詮釋進行對話，可參考該文以

了解孟柯與台灣莊學研究者交流的起點。賴錫三：〈《莊子》的美學工夫、哲學修養與倫理政治

的轉化──與孟柯（Christoph Menke）的跨文化對話〉，《文與哲》第二十八期，2016 年 6 月，頁

347-396。在此一對話背景下，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自然、力量與自由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透

過美學習練，主體內在的差異如何形構出主體／非主體的弔詭辯證，並且為通向自由的社會行

動提供綜合與判斷的依據。	
17 楊儒賓：〈莊子「由巫入道」的開展〉，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一期(總第十一 期)，2008 
年 6 月，頁 79-110。另參楊儒賓，〈莊子與東方海濱的巫文化〉，《儒門內的莊子》，台北：聯經

出版 2016 年，頁 63-124。 
18 《說文》稱巫為「以舞降神者也。」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頁

203。 
19 從美學的政治的角度看待莊子反思儒家禮制中名言規範與權力操控關係，可參考葉維廉的相

關者作。他主張道家對語言的批判打開了美學的思域，主體從宰制的位置虛位、退卻，才能讓素

樸的自然天機恢復生意，人文社會與自然現象則可互參互補、互認互顯。葉維廉此一洞見，在賴

錫三的研究中有了更深入的闡發。請參：葉維廉，〈言無言：道家知識論〉，《歷史、傳釋與美學》，

頁 115-154；葉維廉，《道家美學與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賴錫三，〈《莊子》

「天人不相勝」的自然觀—神話與啟蒙之間的跨文化對話〉，《清華學報》46 卷 3 期，2016 年 09
月，頁 405-456；賴錫三，〈《莊子》與霍耐特的跨文化對話 ——承認自然與承認人文的平等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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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儒道在戰國時期的相互交流與滲透關係可能相當密切。根據林素娟的研

究，在戰國時期儒者的禮樂論述中，「自然」與「無」是重要的思想資源，她並

且援引了孟柯對力量習練的觀點來探討樂教中自然與規範的關係，但又不像孟柯

把力量和官能劃分為二極。她認為〈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其中性之動的過程是官能與力量俱在。20另外，林明照從先秦老、莊、黃老思想

的視角反思周代禮樂制度，一反儒道絕對二分的傳統觀點——儒家講人道、道家

講天道；儒家重禮樂，道家講自然否定禮樂，林明照主張先秦道家以道為價值依

據反省禮樂，並且細緻的分梳老子、莊子、莊子後學、黃老道家反思禮樂的不同

觀點。單就莊子來說，林明照認為莊子立足於實存的境域反思禮在權力操控中異

化的問題，為了解消禮教規訓的緊張與壓迫，藉由忘禮樂、歸返天地一氣之化的

本真情性來賦予禮以新意。21 

從戰國中晚期到秦漢，儒家的人文價值和老莊自然思想的交流互滲愈來愈頻

繁。若《莊子》內篇是以某種莊孔對話的形式展開，外雜篇則可看成孔子後學與

老莊思想交匯的成果。此一對話交流的趨勢，不只在儒道之間發生，在兵家與法

家也可見到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觀念如何在應世的層面發揮指導作用。22暫

不論儒道對話的意義，先就老莊思想成為戰國中後期其他各家取用轉化的資源來

看，表面或形式上對「知」、「為」、「用」採取消極退避的老莊思想，卻弔詭地在

重視知之生產、為之成敗與用之實效的兵家與法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3 

																																																								
證〉，《國文學報》第 61 期，2017 年 6 月，頁 23-68。賴錫三關於孟柯與莊子對話的研究則可參

考：〈《莊子》的美學工夫、哲學修養與倫理政治的轉化──與孟柯（Christoph Menke）的跨文化

對話〉，《文與哲》第 28 期，2016 年 06 月，頁 347-396。 
20 林素娟，〈由「自然」與「無」思考戰國時期的禮樂論述中的倫理與他者課題〉，「莊子與他者

倫理工作坊」，台大哲學系主辦，2017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 
21 林明照，《先秦道家的禮樂觀》，臺北：五南出版，2007，頁 126-149。林明照特別敏銳地把

握住〈人間世〉所言「子之愛親」、「臣之事君」二大戒是莊子對禮構成人實存處境性的事實性

分析。有別於儒者從親親尊尊作為禮之大本的價值設定，莊子則由親情感受與君臣關係一內一

外的二個向度，指出禮所構作的在世處境，唯有正視此一處境，才能提出對禮的反思與再發現

的真實基礎。見前揭書，頁 128。林明照對莊子後學與黃老道家如何反思禮樂也有精闢的分

析，此外，他也探討了較少受到獨立討論的莊子音樂思想，可藉此進一步探討儒道音樂美學的

轉化力與批判力。	
22 以《孫子》為例，〈形篇〉有謂：「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楊丙安校理，《十一家

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74。「無」並非無所作為，而是在事物 初發端時洞燭

機先，以及早且省力的作為發揮長遠而尚不可見的實效，所以能夠「不戰而勝」。兵家不能再如

老莊只停留在哲學層次，而得清楚表達如何能操作運用於政治軍事的領域。此一操作性的層次在

《莊子》不論內外篇皆未顯題化，但可見於若干黃老的著作之中。倘若化用黃老乃至兵法家的實

務性操作原理，可據以充實莊子的應世思想。 
23 若以法家為例，韓非在著名的〈說難〉中，已不像他的老師荀子只重「知」，而是更強調「說」，

也就是溝通說服的能力。換言之，重要的不僅僅是知識本身是否夠淵博厚實，甚至也不只是表達

能力與辯論技巧，而在於能否看穿解讀溝通對象的心思，以切乎對方頻率的發言打動人心，才足

以完成以言行事的知的實用價值。換言之，愈到戰國晚期，知識自身的價值愈受到知識實用價值

的挑戰。參見《韓非・說難》：「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

也；又非吾敢橫佚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邵增樺註譯，《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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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合理如此推斷，從《莊子》內篇到外雜篇再到老黃老道家的應世之道，
24既本於莊子的創發性思想，又是一連串為了回應從戰國早中期到戰國末年的時

代挑戰，即思想迫於愈趨強烈的應世之需，而引動的連鎖思想轉變過程。因此，

兵法兩家雖然也取法老子「無為而無不為」，但和莊子的學思路向有關鍵的不同。

粗略地說，在思想的型態上，兵法家有實務性的操作構思，莊子則是哲學層次的

理論反省；在思想的作用上，兵法家為統治者服務，莊子則意圖去除政治權力對

自然生命的鉗制。若莊子的美學思想具有一更為積極的政治自由意涵，則該當不

只是消極地去除權力宰制的負面作用，而需要思索如何「無不為」，亦即吸收化

用黃老與兵法在實務操作上的長處，讓莊子式的美學自由具有更為積極的政治意

義。25 

有一點或需留意的是，黃老思想與帝國專制的聯姻究竟事實上如何，在未有

進一步的歷史考察前，不宜過度推論，認為黃老一定是專制皇權的思想旗手。首

先，將法西斯主義與極權專制這些當代概念加諸在秦漢帝國，究竟有多大的合法

性，是要歷史地審慎評估的；其次，黃老思想當中哪些有利於專制統治，也需更

為仔細的理論分析，不可驟下論斷。在此更為關心的是，《莊子》外雜篇與黃老

思想是否包含了一種可以架接無為與有為的轉換機制，以補充《莊子》內篇偏重

哲學原創而少政治操作性理論的部分。《莊子》外雜篇與黃老著作之間既有相互

重疊與交集，然而在無為與有為之間如何來回過轉的問題，黃老思想可能包含了

更多具體化、操作性的構想，值得進一步探究，而不該貼上皇權專制的幫凶後就

忽視其思想潛力。26 

關於美學修養與政治批判之間的架接關係，鍾振宇提出了異質共鳴說，讓

哲學的同一與政治主體的多異彼此有一「矛盾弔詭的共鳴」，他引莊子「出怒不

怒」來說明逍遙與批判兩者的關係：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

																																																								
非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281-2。 
24	 陳鼓應認為莊學少談君道，而黃老之學卻集中於論述君道，黃老思想所關注的正是班固在

《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的「君王南面之術」。陳鼓應，《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

臺北：三民，2007，頁 4-5。但這不表示莊子沒有外王之道，陳鼓應的說法或許可調整為：莊

子所言之君道並非由上而下的君臣統治術，而是自治自理之道，黃老則多從統治者的角度著眼

於君御臣下之術。	
25	 鄂蘭曾對海德格哲學無力回應時代提出批評，並拒絕以哲學家自任，而投身政治理論的批判

性工作。對照來看，莊子的美學與自然思想若不再只被當成隱逸之宗，而有其政治意涵，如何

化用黃老與兵法的積極外王面向（策略管理或法制權力），也是值得考慮的工作。	
26	 鍾振宇主張「批判的逍遙」或許可以作為一種現代黃老的版本，他以《黃帝四經》中黃帝正義

的爭戰為例（「夫作爭者凶，不爭亦無功」），由肯定「爭」的必要性來說明現實政治社會永遠有

「氣之不通」，需要批判使之暢通。只有「與矛盾周旋」才能歷史地、具體地實現「外王逍遙」。

鍾振宇，《道家的氣化現象學》，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6，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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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庚

桑楚〉27 

 
「出怒」的政治批判與「不怒」的美學修養兩者可以統合在「氣」化的問題

上。鍾振宇認為，要以不怒的平淡之氣所有的敏銳感應力量（由美學修養而

來），才能有對阻塞、耗損之非平淡之氣的批判。此一「出怒不怒」的批判氣論

是為了回應畢來德對郭象順從主義的批評，希望貫徹郭象未能完全實現的適性

逍遙或外王逍遙，意即：在有限的人的社會身份與氣性中展示逍遙的可能性。
28鍾振宇如同林明照一樣都準確地指出，莊子的逍遙並非離開實存處境的離世

自由，而是意識到人間世不得已、不可逃，只有在困境中才能逼顯出自由的可

能性，順服與逃避都是自欺式的自由，批判與反抗也是逍遙實現的必要中介。 

在修養主體與政治批判的問題上，何乏筆明確反對楊儒賓以「有機而辯證

的一體」來含攝後天氣學，他引用孟柯的說法來堅持非連續性（二分）與多元

性不得消除在統一性（同一性）的主宰之下：「藝術家不僅僅要分別，他們也連

接被分別之物：他們把被分別之物當作分別之物而將之接在一起。」29若力量

如尼采所言既是一又是多，孟柯主張要向藝術家學習，「二分」不可被任何的

「統一性」(Einheit)所揚棄，以便發揮美學的倫理政治意涵。因此，何乏筆主張

美學修養正是習練「一」（虛）與「二」（物、多）之間來回往復的場所，而且

是未來民主政治必要的啟蒙教育。30 

根據孟柯的力量美學，無意識的幽黯力量在順向的社會習練中成為實踐官能

的理性主體；美學化的活動則打斷意識主體的目的性行動，任讓自身成為無目的

的自由遊戲之場，美學修養以去主體化的方式作用於實踐官能上展開其逆向活動。
31孟柯引用康德對美感活動的界定：「美感的反思激活了想像力及知性官能，並引

發了不確定但卻共通的活動(unbestimmter, aber doch einheiliger Tätigkeit)。」32尼

采則進一步在他的主體批判中劃分理性的「行動」(Handlung)與美學的「活動」

(Tätigkeit)，並且把美學活動界定為「用藝術家的眼光來看」(unter der Optik des 

Kunstlers)。33 

孟柯在 2014 年開始認真考慮力量是否可以習練，還可更進一步追問的是，

																																																								
27 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1993，頁 815。 
28	 鍾振宇，《道家的氣化現象學》，頁 244-247。 
29	 Christoph Menke, Kraft: Ein Grundbegriff ästhetischer Antropologie, p. 127.	
30	 何乏筆，〈氣化主體與民主政治——關於《莊子》跨文化潛力的思想實驗〉，何乏筆編：《跨文

化漩渦中的莊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380-383。	
31	 此一逆向的美學活動用孟柯的話來說即是「能夠不能」(zu kӧnnen, nicht zu kӧnnen)，莊子則

是「學其所不能學」(〈庚桑楚〉)。	
32	 KdU, § 9, B 31.	
33	 KSA 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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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順向（力量受到規訓的主體化）與逆向（任讓力量解捆的去體化）兩種模

式，如何看待習練前後的力量？如何思考力量既在主體內而異於主體者，也是

捨棄或超越主體同時又作用於主體的權能？ 

孟柯早就洞見主體內部的差異是思考相關問題的關鍵，他後來藉由台灣書

法家林俊臣的演示與說明，體認到力量在習練中自我轉化的可能性。34書法家

運筆於紙上，感受來自於筆尖與紙面相摩娑時的粗澀之「反力」(Gegenkraft)，

同時學習聽取「反力」回饋自身，以展開與自然力量之間來回往復的順逆關

係。作為物質性的反向之力，力量作為「反力」乃是自然的，但它不僅是如啟

蒙所理解的外在的自然阻抗，而是主體必須將自然的「反力」理解成內在的條

件。迎向「反力」的主體，收納「反力」，在此習練中，作為「反力」的自然力

量成為主體自我轉化的開端。美學修養的主體，不再視單單將自身看成主動的

創發者，而同時是納受自然的「反力」的承受者或者轉化過程的中介環節。力

量有其陌異於主體自身的限制性，但是在力量習練的美學活動中，無法規定、

不確定的自然力量被納受為實踐的出發點，學會不能是美學修養的條件，主體

感受到自身的軟弱、無能，任讓陌異不可知的力量轉化為生命內在的他者。生

命的強大始自於：理解主體自身內在的差異，在差異中轉化，並在限制性中實

現自由。 

 
5. 餘論：氣氛美學與社會批判 

 
伯梅在他的著作《氣氛：新美學論著》（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當中將「氣氛」(Atmosphäre)稱為空間中的情調，在人的處境性感受

中被體驗。氣氛美學強調身體的在場及其情意感受，並且將美學經驗從藝術作

品擴大到日常生活領域。例如音樂通過給空間設置某種情調，從而改變了聽眾

身處其中的身體性空間。氣氛難以言說但可感受，氣氛美學便設法將此不可言

說的氣氛以明言表露並且揭示其操作性與批判性。如何面對那些難以言傳的藝

術作品？伯梅以 Barnett Newman 的作品為例，它們所表達的正是不可言說的東

西，氣氛美學嘗試借助氣氛來分析這樣的美感經驗，讓不可言說的成為可言說

的。35 

氣氛是可營造的，當代社會中的商品銷售與政治宣傳都深諳此道。許多廣

告推銷的不再是商品，而是生活方式。有些人購買某個奢侈商品，只是要證明

自己買得起，有些消費行為看重的不只是實體商品而更是情調氛圍。不僅商業

																																																								
34	 請參林俊臣，〈朱利安「勢」思維中的書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5 年 3 月，頁 113-
134。	
35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S. 27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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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成功的政治宣傳都懂得操作氣氛。不只是極權國家、法西斯政權會操控

大眾傳媒來施展權力，政治美學化絕非極權國家的特色。持續攫獲關注、贏得

忠誠，民主國家的政治透過製造氣氛就像商品借由場景化來刺激消費，讓人失

去抵抗力臣服於氣氛營造的力量之下。伯梅認為，不論是對消費社會進行道德

批判，或揭穿權力將自身場景化，都是無效的外部的批判。唯有讓氣氛難以覺

察的侵襲力、強迫性，透過氣氛美學的言說揭露開來，才能捍衞我們的自由去

對抗氣氛的威力。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摧毀氣氛對於提升生活品質的樂趣，而

是要同時指明日常生活美學化的合法性。氣氛美學正要打破菁英壟斷，正視氣

氛對於每個人都有的基本需求，實現藝術的平等性，從而幫助被統治者對抗權

力而聲稱自己的主張。36 

	

																																																								
36	 Gernot Böhme, Atmosphäre. Essays zur neuen Ästhetik, S.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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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權⼒意志」 

《權⼒意志》的序曲：《善惡的彼岸》 

 
 

劉滄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For 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1 

 
 
 
1. 感受的優先性 

 
早期身為語文學家的尼采完成了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解讀工作後，開始以

歷史學、心理學的視角考察歐洲的道德與宗教文化歷史。1885 年夏天他本來打
算再寫一卷《曙光》，後來放棄了此一計畫，隨即於 1886年三月浮現《善惡的彼
岸》一書的構想，並且自費出版。《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以詩意的方式表達了

關於「權力意志」(Wille zur Macht)、「永恆回歸」(ewige Wiederkehr)等重要思想，
是尼采思想成熟的標誌，然而他也曾經表示，《善惡的彼岸》並非只是一本「評

註」(Commentar)。2《善惡的彼岸》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不僅風格迥異，

而且更不吝於「自我重估」(Selbstumwertung)。3《善惡的彼岸》又可看成通向未

來哲學，其實也就是未完成、 終放棄的《權力意志》的序曲。在早期著作中同

樣考察了歐洲道德與宗教歷史的《人性的、太人性的》若可以看成是消極意義的

人類病理診斷，那麼《善惡的彼岸》就是找到了積極診治的藥方，此一藥方便是

「權力意志」。 
在還未找到「權力意志」這個語詞來表達與思索價值問題時，尼采便屢屢

表示感受是形成價值評斷的基準，例如在 1881年所出版的《曙光》第 104節他
便主張，所有的行動都要回溯至價值評斷(Wertschätzungen)，而價值評斷則與它
帶給我們的是「快或不快」(Lust oder Unlust)密切相關。只是大多數人在意的是
自己的行動是否造成了他人的「快或不快」，只有絕少數的人直接訴諸於自己的

                                                
1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ragical Historie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e II 2. Andreas Urs 
Sommer在他的著作 Nietzsche und die Folgen扉頁徵引莎士比亞劇作中這句對白。Andreas Urs 
Sommer, Nietzsche und die Folgen. Stuttgart: J. B. Metzler, 2017.尼采用「善惡的彼岸」與「權力意
志」等思想呼應、展開了其中深意。倘若用尼采的語言來翻譯莎士比亞這句話將如此：只有力量

及其詮釋，沒有外於力量與詮釋的事實，「權力意志」是思考與詮釋活動所要面對的根本事實，

善惡則是思考與詮釋的後果。 
2	 Nachlaß 6[4], KSA 12, 234. 
3 Andreas Urs Sommer, Nietzsche und die Folgen, 6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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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而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及價值判斷。(M, KSA 3, 92) 
在《善惡的彼岸》的第 4 節尼采將「判斷」(Urteil)聯繫上生命的條件，主

張「真理」不過是習以為常的「價值感受」(Wertgefühlen)。（JGB, KSA 5, 18）第
187 節則表示：「道德只不過是情感的手語」(Die Moralen sind auch nur eine 
Zeichensprache der Affekte)。(JGB, KSA 5, 107)尼采想要立足於生命事實，並且假
設感受、情感都是原發的、根本的生命現象，道德與真理則是較為後起的。然而，

這不並表示尼采否定了反思的意義，因為他隨即表示，要反對習以為常的價值感

受，也就是要對所有的價值評斷加以考察，考察的標準就是檢驗它們究竟是促進

還是抑制生命的條件。 
不論是「快感」(Lust)、「情感」(Affekt) 、感覺(Gefühl)、感性(Sinnlichlichkeit)、

感觸(Empfindung)、品味(Geschmack)、感受(Fühlen)、知覺(Wahrnehmung)這些相
意涵相近的詞彙都常在尼采關於價值判斷的討論中出現，尼采想要表達的是，由

意識所決定的判斷與行動，都根源於無意識的感受。「感受」較諸「判斷」(Urteil)、
「意識」(Bewußtsein)、「道德」(Moral)等所謂人類的精神活動都有更為基礎性、
決定性的地位。換言之，人類的精神活動都紮根於哲學思考尚未真正觸及的無意

識活動領域，它們包括了種種難以索解的欲望、情緒、感覺等更為本能性的生理、

心理等身體活動。「身體自我」(Leibselbst)才是生命的主人，而不是我思(cogito)、
精神(Geist)、理性(Vernunft)。 

 
2. 力量的內在世界 

 
從《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寫作及出版階段開始，「權力意志」於尼采思

想的成熟期扮演愈來愈吃重的角色。「權力意志」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

如是表達：「哪裡有生命，哪裡就有權力意志；即使是在僕役身上，也能發現想

要當家作主的意志。」(Z, KSA 4, 147 f.) 「權力意志」被表達為有權力下命令、
能決定價值的主體的內在動力與活動方式，它展現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間的統治

關係。其實不僅人類社會關係由「權力意志」形構統治與支配的關係，尼采甚至

認為在所有生命（其實也包括無機物在內的一切存在）的活動都根據「權力意志」

的原則生成、毀滅。甚至關於「存在」為何，尼采也認為只有透過「權力意志」

才能說明，沒有「權力意志」之外的存在。 
按葛爾哈特(Volker Gerhardt)的研究，從 70年代中期開始，尼采就試圖說明

構成生命的主導動力、根本驅力，並在 80 年代從「權力感受」(Machtgefühl)的
相關假設萌發出「權力意志」的思想。4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當中，尼采提

出各種假說，想要闡釋生命的基本動力，有時說是「虛榮」(Eitelkeit)，有時則說
是「自我保存」(Selbsterhaltung)——無異於叔本華的「生命意志」(Wille zum 

                                                
4 Volker Gerhardt, Friedrich Nietzsche, München: Beck, 1999, S. 180 ff.此處根據葛爾哈特在書中關
於「權力意志」概念發展的綜述而展開相關討論，另參考 Volker Gerhardt, “Wille zur Macht” in: 
Henning Ottmann hrsg., Nietzsche-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Weimar: Metzler, 2000, S. 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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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或者呼應達爾文的進化論。然而他同時又認為，「自我保存」、「生命意
志」都未觸及關鍵，於是 後主張「權力感受」作為某種「自我取悅」(Selbstgenuß)
才是所有致力於成功者所要真正追求者。尼采設想，人之所以想要證明自己的能

力與力量，是為了能在其中獲得自我肯認，由此獲致力量感受與自我取悅。(MA 
1, KSA 2, 99 ff.)到了 80年代，尼采從自然科學的閱讀擴及心理學領域。同時，
不只是探問人類行為的根本動機，而是一切生命的原初驅力。他更不願侷限於物

理的外在因果關係，而想追究包括有機與無機生命的一切內在、外在力量的動力

根據。5 
尼采認為，物理學家探究「力量」(Kraft)的作用以及物的各種「外在」關

係，完全忽略了事物運作的「內在」環節。因此，在《曙光》548節尼采要求「戰
勝力量」(Sieg über die Kraft)：「我們必須衡量，在多大的程度上，力量會被某種
更高者超越，而且自此之後便作為工具和手段為它服務。」(M, KSA 3, 318)此一
能超越力量的「更高者」(Höheres)，自 1883年開始便找到了表述的方式——「權
力意志」。在 1885年的筆記中，尼采表示，自然科學家用「力量」這個概念「創
造了上帝及其世界」，但還需要作點補充：「還得賦予它（按：指「力量」這個概

念）一個內在的世界，我稱之為『權力意志』，亦即不厭足地要求權力的展示；

或者作為創造性驅力的權力的運用、施展等等。」(KSA 11, 563) 
雖然，物理學家用力學解釋世界的運動變化並未受到尼采的否定，然而，

他所增加的「內在」向度以及具有心理學意涵的「意志」觀點，構成一種泛心理

學式的形上學，此一將所有力量運作與物質存在導回由「權力意志」此一觀念所

詮釋的世界，其意義何在？ 
葛爾哈特為了替「權力意志」學說辯護，主張它並非是一套思辨形上學，

想要尋找存在或自然的第一因，而是從實踐哲學的角度，著眼於文化藝術的創造

活動，而將一切精神與物理的力量歸諸於共同的根源，尤其訴諸那些具有創造性

的天才人物的文化自我創造。6由此看來，「權力意志」 好限縮於文化哲學的領

域，主要在人的實踐活動中有其意義，其形上學意涵只有假說的性質，欠缺有力

的理據。 
就如之前已引述的《曙光》548節「戰勝力量」一文，其中即表示只有少數

的天才具有衡量力量的尺度，而且自身就是力量的劇場。(M, KSA 3, 319)對尼采
而言，活生生的力量總是要求超越現狀、自我提升，只有在其中才會因為「優越」

(Überlegenheit)的情感與「權力感受」(Machtgefühl)，並且由之體驗到「意志的解
放」(Freiheit des Willens)。(M, KSA 3, 118)7準此而言，1881年出版的《曙光》已
然可見力量、意志與權力之間的緊密聯繫。 

                                                
5 Volker Gerhardt, Friedrich Nietzsche, S. 180-1 f. 
6 Volker Gerhardt, “Wille zur Macht” in: Henning Ottmann hrsg., Nietzsche-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S. 351. 
7 Freiheit des Willens雖然也可以譯為「意志自由」，但這會讓人混淆，因為尼采向來反對有所謂
來自意識主體的自由意志。在此 Freiheit是指力量在意志的施展中得到釋放，因此譯為「解放」，
當然也有「自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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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尼采所看重的是超凡人物在其創作活動中的力量釋放，力量在此關乎

的不是機械論意義下的物質力量的因果關係，而是統合著精神性與物質性的力

量。因此精神性的力量必然關乎身體感受，而身體的力量也不只是物理性的力的

作用，而與「意志」有關。於是關乎「意志」的「力量」，後來就被尼采代以「權

力」。葛爾哈特便表示，每個真實的意志總是會被視為權力的施行，而權力的作

用自身也被理解為意志的化身。所謂的權力，總是意謂著「會有作用發生」，權

力彷彿內建了意志，隨時準備展現其影響力。然而，所謂的「意志」卻非來自於

某個作為原因的意識自我或思考主體，而毋寧是跟身體相關的自我。種種的「想

要」(wollen)都是原初驅迫的感受，只要有驅力、需求出現，有所恐懼、喜悅、
傷痛，受到吸引或感到厭惡，凡此皆為「權力意志」以多樣化的方式現身。8 

科學的認識活動也無非是「權力意志」獨斷的自我取悅活動。《善惡的彼岸》

的第 24節，尼采表示，為了享受生命，人類得保持無知，簡化、偽造這個世界。
在無知的基礎上，才創造了科學知識。求知的背後懷抱著更為強悍的求不知、求

無知、求不真的意志。 好的科學，因為熱愛生命，所以把我們固定在一個簡化

的、人為的、編撰好、偽造好的世界上，並且既自願又被迫地喜愛這謬誤。（JGB, 
KSA 5, 41 f.） 

至於想為道德奠基的康德式的「道德形上學」或替道德做出科學解釋，尼

采則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善惡的彼岸》186 節，尼采認為歐洲已發展出非常精
細敏銳的「道德感受能力」(die moralische Empfindung)，但是才剛萌芽的所謂「道
德科學」又太過稚嫩。想要為道德奠基的人太過高傲與無知，他們以為道德是某

種「給定」的東西。相較於「道德科學」更合宜而謙遜的是為「道德的類型學」

做好凖備，也就是得比較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道德觀，並且對從未質疑過的道

德價值提出懷疑。所謂的「道德奠基」不過是以學術的方式對於自己所信奉且居

支配地位的道德換個新的表達手段而已，並且不容許對它的信仰加以檢驗、拆

解、置疑、解剖。（JGB, KSA 5, 105-7）因此，針對有關道德的感受能力進行分
析，評斷它跟生命條件的關聯，便是尼采式的「道德形上學」，但其目的並非為

道德奠基，而是以道德歷史的考察，來檢視道德跟歐洲生命史的關係。 
 

3. 如何啟動「價值重估」？ 
 
「權力意志」的提出，就是尼采據以思考本能的活動如何決定了人的價值

判斷，他並且考察歐洲歷史，探討本來祟尚本能行動的希臘羅馬文化，如何經歷

了價值的反轉，並且逐一盤點歐洲的哲學、宗教、科學、政治，尋思歐洲文化為

何自願削弱生命本能，在衰敗的歷史走向中，探究價值評斷為何從自我取悅走向

了自我憎恨，若要重新反轉價值評斷的方式，該如何克服此一意願軟弱、虛無而

非強大、豐盛的思維與感受形式。「權力意志」的相關思考，便跟尼采哲學後期

                                                
8 Volker Gerhardt, “Wille zur Macht” in: Henning Ottmann hrsg., Nietzsche-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S. 35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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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重估」(Umwerthung der Werthe)9、虛無主義的克服等書寫計畫有關，這

些相關的思考也可看成尼采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 
重估「一切」價值的宣稱可謂野心勃勃。尼采在《善惡的彼岸》廣泛地就

歐洲的哲學、道德、宗教、藝術、政治提出了若干歷史的考察與批評性的診斷，

或許便可視為此一價值重估的暖身活動。但是，斷簡與格言式的體裁以及充滿各

種挑釁嘲諷、互相矛盾的宣稱的確令人懷疑是否足以勝任此一考察與診斷。因

此，尼采在隨後出版的《論道德的系譜》便以更加嚴肅的態度，用論文的形式先

把焦點集中在道德價值之上，嘗試進行了道德價值的重估。 
「重估」(Umwertung)本身並非目的，而是作為手段。當標的物的價值被認

為低估或高估時，便有必要進行重估，以重新確立其合理的價值。市場流通中的

貨幣與貨物，都得不斷經受價值重估的過程。尼采常用「偽幣」(Falschmünze)
或「偽幣鑄造」(Falschmünzerei)10表達劣品如何混充高價品而流通上市，諷喻高

尚、健康的生命本能經歷了價值反轉，被低劣、衰敗的生命本能所取代。尼采自

認找到了重新鑄造良幣的哲學鐵錘，要翻轉被顛倒的文化視角。 
假設「權力意志」為尼采藉以重新估價歐洲歷史文化的概念工具，或者至

少有理由視為重要的評價尺度之一。倘若如此，「權力意志」本身則有必要先受

到評估，檢視其作為評價工具是否恰當，否則價值重估的有效性便會受到質疑，

因此，在價值重估之前得先對重估的工具——「權力意志」進行一番「重估之重

估」(Umwertung der Umwertung)，亦即對於「重估」之可能性條件進行批判的考
察。 

根據康德對「形上學」任務的重新界定，即是人類認識的條件及界限的批

判性評價，葛爾哈特認為，就此而言，尼采所從事的哲學工作，也是形上學，只

是他否定了將人類認識範圍之外的「物自身」作為一界限概念存在的合法性。11

準此而言，尼采「權力意志」的學說無非是對生命活動的條件及其界限展開批判

性的評判，或可稱之為「生命形上學」。此一形上學的範圍限定在生命現象，其

方法則是語文學的詮釋與精神病理學的分析。價值重估也可從康德批判哲學的意

義來了解。 
根據尼采在《善惡的彼岸》第三章 62節對基督宗教的批判的相關描述，已

可看出「權力意志」是評斷價值的尺度，基督宗教則顛倒了價值，讓有價值的生

命（強大的本能）受到貶抑，沒有價值的生命（衰弱的精神）受到讚揚。宗教精

神支配歐洲文化的結果便是：強大的本能一再被削弱，感性世界被揚棄，生命受

到自我憎恨所扭曲。在尼采眼中，人這個「尚未定型的動物」(das noch nicht 
festgestellte Thier)，即使在良好的培育過程中也不易茁壯成長。更不幸的是，透
過基督宗教的價值反轉——把一切價值評估顛倒過來，「強者、征服者、統治者」

這些在尼采眼中本是展現「權力意志」的有價值的生命，在顛倒錯亂的價值反轉

                                                
9 本文有時也譯作「價值反轉」。 
10 例如在《論道德的譜系》第 27節，尼采表示他正在著手準備「權力意志」這部作品，並且為
了表示其中沒有任何的虛偽造假時用了 Falschmünzerei這個詞語。KSA 5, 409. 
11 Volker Gerhardt, Friedrich Nietzsche, S. 17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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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不再熱愛而是憎恨培育生命的大地，並且用「去世界化」(Entweltlichung)、
「去感性化」(Entsinnlichung)的方式想要培育高等的人，事實上卻造成了歐洲人
的低劣化。(JGB, KSA 5, 81) 

在 1884 年的遺稿中，尼采替一本從未寫就的書《永恆回歸的哲學》
(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unft)訂了一個副標題「價值重估」(Umwerthung der 
Werthe)12。從 1886年夏天到 1888年 8月，尼采一直構想著一本書《權力意志》，
副標題則是「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Versuch einer Umwerthung aller Werthe)。(N, 
KSA 12, 109)時至 1888年 9月，尼采 終放棄了《權力意志》這個書名，作為副

標題的「重估一切價值」一躍成為主標題，它將由四卷構成，分別是「反基督」

(Antichrist)、「自由精神」(Der freie Geist)、「非道德主義者」(Der Immoralist)、「永
恆回歸的哲學」(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unft)。13 

 
4. 嘗試重估「權力意志」 

 
在 1887 年所出版的《論道德的系譜》，尼采更加確信「權力意志」要作為

籌劃中的著作的主題，書名是「論歐洲虛無主義的歷史」，他明白表示正在著手

準備的作品為：「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Der Wille zur Macht, Versuch 
einer Umwertung aller Werthe)（GM, KSA 5, 402-405）雖然以「權力意志」為主
題的書在尼采生前並未出版，他本人 終也放棄了此一出版計畫，但是「權力意

志」在尼采後期思想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殆無疑義。 
尼采把價值追求的內在動因繫屬於「求真理的本能衝動」。在《善惡的彼岸》

中，尼采認為「真理」不過是習以為常的「價值感受」(Wertgefühlen)，而認識的
目的是為了服務於生存本能。人類用邏輯與數學、物理去丈量這個世界，其實是

為了培育、推進人類這個物種的生存壯盛。尼采寄望哲學還有別的可能性，不只

是固化既有的價值，而是敢於冒險反對習以為常的價值感受。因此，新品種的哲

學家得是誘惑者，誘惑人們勇於嘗試。依照此一標準來看，「重估」當是哲學活

動的本質，它便要求不斷嘗試發展別的可能性，形成新的「價值感受」，也唯有

這樣的哲學才能超然立足於善惡的彼岸，也就是《善惡的彼岸》副標題所冀望的

「未來哲學」。（JGB, KSA 5, 18）然而，不斷自我超越、不斷價值重估的「權力
意志」如何能自我證成？「權力意志」若限縮於人類的文明、文化實踐活動，如

何能說明由「權力意志」所展開的人類文明有其價值？若「權力意志」無法自我

證成，只是「原事實」，那麼「權力意志」的價值仍未得到說明。作為「原事實」

的「權力意志」莫非只是觀念的虛構？以尼采的企圖心會容許意在啟用價值反轉

的「權力意志」只是觀念虛構、現象描述與詮釋，而不能肉身化為寫上新價值標

準的「立法者」與「自由精神」？ 
在《論道德的系譜》中尼采認為，不論是觀念論形上學，或者是唯物論的

                                                
12 見 N, KSA 11, 218. 
13 Andreas Urs Sommer, “Umwerthung der Werthe” in: Henning Ottmann hrsg., Nietzsche-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S. 34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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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觀，只要設定了表相與本質、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而且將真理歸諸於實在、

存在、實體或原因，不過都是「苦修理想」(asketische Ideale)的虛構。尼采自己
希望「權力意志」能跟「苦修理想」的虛構區別開來，並且說表現為求真理意志

的無神論是苦修理想的 後發展階段，「權力意志」以自我否定的形式——虛無

主義，獲得自我救贖。（GM, KSA 5, 409）《論道德的系譜》第三篇論文第 11節，
尼采自許為「苦修理想」的對手，要探問的與其說是支持他們理想的信仰，不如

說是他們的意志、權力、利害。（GM, KSA 5, 361-363）換言之，苦修者透過其
「理想」形象想要昭顯（更恰當地說是表演 darstellen）為「信仰」的內在動力，
透過「權力意志」的分析，才揭露出所謂的「內在」不過是演員的面具，更為隱

祕而真實的統治欲、權力感。作為生命條件的「權力意志」則非關道德，展現為

不斷自我否定的真誠無偽。 
此一真誠性是否能揭露出任何超越歐洲道德與真理的事實性呢？尼采在

《善惡的彼岸》第 36節提出「權力意志」作為一種「假設」：除了生命衝動，沒
有什麼是被給定的實在。一切都是生命衝動的意志，所有起作用的力，都是意志

之力對意志之力的作用，即權力意志。（JGB, KSA 5, 54-55）尼采在此並未用查
拉圖斯特拉先知般的口吻宣告「權力意志」無例外的法則性，而是帶著實驗性的

態度稱之為假說。然而，《善惡的彼岸》第 22節一方面嘲笑物理學家的自然法則
不過只是一種低劣的文本詮釋技藝，卻同時宣稱「權力意志」本身才是真正無例

外、無條件的，然而作為必然的、可計算的「權力意志」，並不受到任何規律支

配，有的只是「權力意志」的闡釋——每個權力都在隨時得出其 新的後果。（JGB, 
KSA 5, 37） 

「權力意志」既是實驗性的假說又是無例外的規律，語文學家尼采有意挑

戰自然科學的知識客觀性，但不免自相矛盾。消極而言，哲學家應該謙卑謹慎地

就生命現象此一原初文本提出假說性質的詮釋，並且允許進一步的闡釋來調整、

豐富或推翻舊說。積極來說，哲學家更是要對自己所進行的哲學闡釋展開內部批

判，「權力意志」也可說是對於哲學家的精神活動此一文本進行詮釋與分析。「權

力意志」自我指涉將落入一種惡性循環，即：自身的同一性要求（無例外），同

時又具有自我解消的非同一性（假說、自我批判）。尼采對此從未尋思調解之道，

或者， 終仍走向了「同一性」哲學的死巷，也是哲學家未能卸除的自我認同之

路。 
哲學家何以可能？「求真理」、「愛智慧」此一典型的哲學家自我認同，被

尼采認為是一種自我標榜的包裝與演出，至少是種自我誤解。他說，哲學家不夠

坦誠，其實是先有念頭，再設法經由辯證法、邏輯與數學形式來為自己所宣稱的

真理狡辯，實則是偽善地隱瞞了自己的成見，並以愛智慧來包裝自己。（JGB, KSA 
5, 18-19）看似客觀的理性認識，內在的動力其實是專斷的權力欲望與本能衝動。
尼采表示，哲學家總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世界，哲學即是暴君的衝動自身

(tyrannische Trieb selbst)，是某種精神意志，它要求權力、創造世界、第一因。（JGB, 
KSA 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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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苦修形象現身的哲學家如何獲得統治、立法的權力？像苦修的隱士一樣

遵守貧窮、貞潔和服從的戒律，終身不婚（蘇格拉底則反諷地成為例外）並剝奪

感性享受的苦修，哲學家才得以「贏得自己對自己的恐懼和敬畏」（GM, KSA 5, 
359），這才有利於調動一切力量讓他的偉大作品受孕。每個哲學家若想要「打造
了自己的星空，都得在自己的地獄中獲致權力。」（GM, KSA 5, 360）受苦的哲
學家以某受地獄之苦為自身贏得統治的權力。至於標誌著現代精神進步性的科學

家是否在「苦修理想」的對立面且戰勝了他們呢？尼采要拆穿此一誤解，認為他

們其實也與「苦修理想」祕密結盟，只是相較於哲學家的刻意演出，科學家則是

無意識地演出同樣的戲碼。（GM, KSA 5, 402-405）苦修理想的虛構證明了推動
宗教、哲學、科學都是基於「權力意志」此一根本事實。 

「權力意志」作為「原—事實」(Ur-Faktum)14莫非只是觀念上的根本事實，

或者只是對於人類生命活動的現象分析？或者我們不妨將之命名為「後—事實」

(Meta-Faktum)，都不過只是詞語(Wörter)罷了。就像尼采對「主體」(Subjekt)的
批判所揭示的，哲學家受到語法的誘導而懷抱著對「主體」和「自我」(Selbst)
的迷信，「自我」這個單詞掩蓋了它內在的張力與多重性。換言之，「權力意志」

不過是對作為原初事實的人類活動、文化現象所展開的心理分析與現象描述，它

揭諸身體與精神力量內在的多元性，及其互相掩飾以促進生長、獲得統治的運作

方式。若是將「權力意志」視為一種形上學，無非是採用力量與生成的觀點來詮

釋世界，但是其範圍恐怕只能限制於人類的文化活動，或者仍是以人為中心的存

有論。 
尼采有時稱現代的歐洲陷入了半野蠻狀態，15而歐洲人則自豪他們的現代理

念帶來了「進步」 (Frotschritt)、「文明化」 (Civilisation)或「人性化」
(Vermenschlichung)。(JGB, KSA 5, 182 f.) 尼采試圖以「權力意志」重估西方現代
性，透過價值的重估、反轉，冀望希臘羅馬的高尚自由精神能夠重新形塑歐洲文

明。 
然而，「權力意志」能否走出與主體哲學相關聯的現代性危機？即使以感受

為優先性的價值判斷，能避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反思，然而並未容許走出身體主

體的內在差異性，只有少數的「自由精神」才承擔著人類的解放與文明的創造，

其他人則沒有權利享有自由，只是超人的僕役。「權力意志」並未真正肯定權力

與意志內在的差異性，以展開身體與精神／同一性與非同一性之間的辯證， 後

則直接訴諸暴力激進地貫徹啟蒙理性的同一性，並無法真正實現對啟蒙理性的批

判。尼采棄絕民主政治，主張奴隸制度的合理性，認為具有強大生命本能的自我

立法者——暴君(Tyrannen)才有真正的統治權。(JGB, KSA 5, 182 f.)若是「權力意
志」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施展權力、取得支配、同一化所有異己的力量。此一控制

欲在政治上的結果豈非便是法西斯主義？權力的邏輯終點就是絕對的權力，二戰

期間的納粹政權莫非就是「權力意志」的政治肉身？ 

                                                
14 JGB, KSA 5, 208. 
15 如《善惡的彼岸》第 224節。JGB, KSA 5,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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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自文藝復興、市民革命、工業革命所構成的世俗化、理性化、工業化

以及民族國家體制，逐漸成了全球化時代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性」(modernity)。
此一現代性既宣揚個人主義的自由、平等，卻也弔詭導致了二十世紀國家主義與

法西斯主義，此一急遽的擺盪、鬥爭可謂餘波盪漾，置身於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

會仍屢逢崩解的險境。19 世紀末的尼采似乎便預示了此一現代性的墮落性質與
毀滅傾向，他雖然試圖提出驚天動地的解決方案，但其思想更隱涵著他自己無力

反思克服的內在張力與困境。 
事隔一百多年，尼采身後的人類歷經兩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種族滅絕等

慘絕人寰的人性倒退，如今是否能藉由重估尼采的現代性克服方案得到一點啟

示？「權力意志」對「現代性」頂多提供了有限的現象詮釋，難以有效地自我證

成並且構成對現代性有的有力批判，它甚至可能是現代性的危機與災難的源頭之

一。21 世紀的人類回首上個世紀的歷史災變，環視當下愈加窘迫的生態環境危
機，能否以後見之明繼續思索尼采價值反轉的企圖？重估尼采的「權力意志」或

許能替供若干思考線索。 
尼采試圖克服理性主體同一性所造成的虛無主義危機，「權力意志」恢復了

感性身體的內在多元性，但仍以同一化的暴力凝結成「暴君」式的主體，一方面

既是人類社會的統治者，另一方面則未走出人類中心主義。「人」或「高貴的主

人」仍是宇宙的中心、自然的支配者，尼采終究未能走出自我中心式的自戀主體。

即使尼采嘗試以「權力意志」克服柏拉圖哲學、基督宗教乃至啟蒙理性的同一性，

但是他深入歐洲文明所展開的深刻自我批判，並未讓他真正走出歐洲中心主義。

這不僅是 19 世紀尼采的困限，當代歐洲哲學大體仍在歐洲語言與文化視角來思
考現代性的危機。歐洲哲學迄今仍舊封閉，尼采曾試圖打開的跨文化視角並未發

揮積極的作用，歐洲文明並未如尼采所冀望下降至徹底的虛無主義。唯有讓「權

力意志」所蘊涵的兩種力量運作形式——同一性與非同一性彼此互相轉化，歐洲

現代性的價值重估或許才有機會真正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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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計畫雖然只有一年，然而確實形成這三年對「美學自由」此一課題的明確問
題意識，並且發表了兩篇期刊論文，四篇會議論文，都是這個計畫所帶來的研
究成果，甚感慶慰。在計畫執行期間並且與本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李雨鍾博士
共同規劃向人社中心申請了「洪席耶經典研讀班」，後來通過申請補助，今年
已進行兩次研討，研讀班聚集了《歧義》此一中譯本的譯者，多位法國哲學專
家與政治、法律、藝術等各領域的研究者參與討論。研讀班將舉行8次，由於
研討熱烈也引起人社中心的關注，將來訪問研讀班的執行狀況。洪席耶哲學中
關於「美學政治」的面向以及他與霍耐特的爭論，都與本計畫的研究息息相關
，將會在108年度的研究計畫中繼續探究。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主要發現呈現在以下兩篇期刊論文中：
1〈論尼采的美學自由〉，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56期，2018年10月，頁1-
38。
2〈「內在他者」──論莊子思想中「生命的有限性」與 「實踐的可能性」〉
，清華學報，49卷2期，2019年6月，頁267-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