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目次 
 
序 5 
 
壹、前言 11 
 
貳、古希臘時期相關人學概念的演進 29 
一、先蘇時期：靈魂為人的生命的統一原理 33 
（一）荷馬時期的身體與靈魂概念 35 
1. 身體概念 37 
2. 靈魂概念 44 
3. 哲學理性思辨時期的身體與靈魂概念 61 
（二）愛奧尼亞的米勒學派 64 
1. 泰勒士 68 
2. 亞拿西曼德 76 
3. 亞拿西曼尼 78 
（三）奧而菲主義 86 
1. 靈魂的神聖起源 87 
2. 靈魂與身體的二元對立 89 
（四）畢達哥拉斯學派 94 
1. 靈魂與身體的二元對立 95 
2. 靈魂的淨化與輪迴 98 
3. 靈魂為感覺、思想的實體 101 
（五）赫拉克利圖斯 103 
1. 原理與 logos 105 
2. 靈魂與 logos 110 
結論 117 
二、蘇格拉底：靈魂為人的理性與道德原理 120 
（一）靈魂為人的本質 124 
（二）靈魂為理性和道德主體 138 
（三）靈魂的照顧 149 
（四）德行的實踐 160 
（五）德行與科學 165 
三、柏拉圖：靈魂為人的形上原理 171 
（一）靈魂的非物質、非物體和可理解本性 177 
1. 理型為真正的存有 178 
2. 靈魂相似理型 185 
3. 靈魂為可理解的實在 192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二）靈魂的簡單本性及其固有的形式與作用 201 
（三）靈魂與身體之間的區別與關係 215 
四、亞理斯多德：靈魂為身體生命的現實原理 229 
（一）物質實體的組成原理：形式與質料 238 
（二）有機體的組成原理：靈魂為身體生命的形式 250 
（三）人為靈魂與身體組合的完整實體 262 
（四）理性為在自身的實體，非身體的形式 267 
（五）靈魂的官能 275 
（六）靈魂的作用 281 
1. 生長靈魂的作用 282 
2. 感覺靈魂的作用 285 
3. 理性靈魂的作用與身體分開 292 
4. 理性靈魂的崇高：知識或科學的建立 302 
 
叁、人的宗教與末世的意義 315 
一、人、世界與神的關係 318 
（一）荷馬時期 321 
（二）先蘇時期開啟靈魂神聖面向的探討 327 
1. 泰勒士 328 
2. 亞拿西曼德 332 
3. 亞拿西曼尼 337 
4. 奧而菲主義與畢達哥拉斯學派 341 
5. 赫拉克利圖斯 355 
（三）蘇格拉底：聆聽神的記號 365 
（四）柏拉圖：相似神為人的理想 385 
（五）亞理斯多德：渡瞻仰神的生活 390 
二、靈魂不朽 396 
（一）神話中的不朽概念 399 
（二）奧而菲主義及畢達哥拉斯學派 402 
1. 靈魂神魂（psyché-daimôn）的不朽 402 
2. 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輪迴與不朽 405 
（三）赫拉克利圖斯 408 
（四）蘇格拉底 412 
（五）柏拉圖 425 
1. 靈魂的神聖、簡單本性 432 
2. 靈魂為自我運動和推動身體運動的生命原理 441 
3. 回憶理論：靈魂的先存與最終的回歸 446 
（六）亞理斯多德 451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1. 靈魂的非物質本性 469 
2. 靈魂為每一個別人的在自身實體 479 
3. 理性的分開本性 486 
 
肆、結論 505 
 
伍、參考文獻 511 
一、第一手文獻 511 
二、第二手文獻 512 
 
陸、索引 535 
一、人名索引 535 
二、名詞索引 537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壹 
前言 
 
  在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上，有關物理世界的探討和有關人的探討為兩個主要的

課題。有關物理世界的探討是要探討它的起源、原因或原理，及最終要回歸的。

有關物理世界的探討就是有關這世界最終的統一原理，或第一原因、原理的探討。

在古代希臘，哲學家從現象的多之中尋找最終的一。這種探討奠定了整個西方哲

學探討的典範。由泰勒士開啟的哲學探討稱為宇宙論（cosmology），亞理斯多德

以物理學（physics）和形上學來稱之。對客觀世界的探討使得人具有有關世界如

何的知識（epistémé），對認識過程或途徑的探討即知識論（epistemology）。雖

然自近代時期以降，哲學家關心的不再是原因或原理，而是從具體的實在究竟是

什麼作為探討的對象。哲學家開始問：人作為認知主體如何認識這物理世界，及

有否有關這世界的確切知識。近代時期的哲學家將哲學探討關懷的重點放在知識

論，除了關懷認識的途徑之外，同時關懷知識的有效性或確切性（certainty）。 
  在古代希臘人的宇宙觀中，宇宙是由神、人和自然（phusis）共同組成。有

關這世界原理的探討即是有關神聖原理的探討。當代哲學家稱早期希臘哲學家為

神學家。換言之，有關這世界的原因或原理的探討最終找到的是神。神是一切的

起源，這世界由原初的混沌轉變為有秩序、和諧和美的宇宙來自於神，哲學家在

探討這世界的起源時，清楚地意識到有關人的探討不同於對物理世界的探討。有

關物理世界原理的探討不能用到人。但在探討人時必然是從人面對著神來探討人。

有關人的探討是在人的本性或本質的探討。從經驗的觀察，人有一身體，在探討

人的本性或本質時，人是否就只要肯定身體，和它所有肢體、各個器官，就足以

說明人究竟如何。 
  在古代希臘，自荷馬時期即意識到人有身體（σωμα, soma），有不同的器官、

肢體，雖然此時期的希臘人還沒有完整的身體概念，因著人所有活動都是藉由身

體、各肢體和器官來達成，他們看人的時候，就從人的身體來看人，人就是他的

身體。唯希臘人亦意識到身體本身不足以解釋人的生命；人活著的事實。人之所

以活著，身體有生命，乃因身體有著氣息（breath），或稱靈魂氣（breath-psyché），

或者稱靈魂（ψυχή, psyché）。雖然這時期的希臘人亦沒有完整的靈魂概念，對靈

魂的理解僅止於靈魂氣概念，靈魂在活著的人身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靈魂的唯

一作用即它的臨在身體活著。此時期的靈魂概念可以說是某種生命原理，因它的

臨在，身體有生命。故身體本身不足以說明它活著的事實，在身體有靈魂的時候

1，它活著。當靈魂永久地離開身體，身體死亡。身體不再有任何活動，一切都

                                                     
1 有關希臘文 ψυχή（靈魂）這一概念，與其拉丁文翻譯 anima，或者英文的

soul 意義不盡相同。靈魂這一概念在荷馬時期沒有任何的心靈（psychological）
意含。在古代希臘，荷馬的靈魂與柏拉圖、基督宗教中的靈魂都不同。近代時期

以後英文以 mind 代替 soul，但希臘文的 psyché 和英文的 mind 亦不同。希臘各

時期的 psyché 思想對基督宗教都有相當的影響。相關文獻見：Jan N. Bremm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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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靜止中。身體（soma）一詞原用在不再有生命的身體，亦即軀體。在身體死

亡後，靈魂進到冥府，如同人的陰影，不再有生氣和精力，靈魂可以說不再是我

的我。此外，人還有各種不同的活動；內在的心理活動。詩人以相當豐富的詞彙

來描寫這些內在的心理活動或作用。 
  從哲學理性思辨時期開始，在哲學家探討世界的起源、它的原因或原理時，

雖然人為這世界的一分子，人的原因或原理不同於這世界的原因或原理，哲學家

將靈魂視為人的原因或原理。人開始成為自己探討的對象，這是有關靈魂的探討，

即是所謂的靈魂論（psychology）2。鑒於靈魂是生命原理，雖然在不同哲學家思

想中的靈魂和生命概念很不同。生命的概念從初期運動的意義來理解，直到亞理

斯多德方從生物學的生命概念來理解生命。靈魂概念從神話時期單純的靈魂氣概

念進展到主宰和統治身體的生命原理、理性和道德的原理、形上的原理及身體生

命的現實原理。這是為什麼有關人本性的探討是靈魂論的探討。 
  有關靈魂論的探討，還有一重要關鍵思想，即在靈魂內有理性。人之所以具

有認識、理解的能力來自理性。蘇格拉底在這一立場上肯定人是一理性的主體。

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均將靈魂內的理性視為在人內最崇高的，它具有神聖的起源。

希臘人因著東方奧而菲主義的影響將人二分，畢達哥拉斯學派、蘇格拉底及柏拉

圖都將靈魂視為真正的人，人即是他的靈魂。亞理斯多德方肯定人是由靈魂與身

體組合的完整的人。唯有關人的探討，他是在《論靈魂》一書中從人在不同層次

可以有的生命活動來探討人。有關人的探討在這時期不稱為人學（anthropology），

乃因靈魂被視為生命的原理，靈魂統一起身體，它是身體之所以有生命的原理。 
  當哲學家從理性思辨的角度，不再從傳統的神話來看人時，西元前六世紀開

啟了西方傳統的人學或靈魂論的探討。人作為一有生命的存有，在人所有的各種

特性上最為顯著的，也是人與其他有生命存有不同所在，即在於人能探討他自己，

                                                                                                                                                      
Early Greek Concept of the Sou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3), pp. 3-4; 
Christopher D. Green and Philip R. Groff, Early Psychological Thought: Ancient 
Accounts of Mind and Soul (London: Praeger, 2003), pp. viii, 13; F. Sarri, Socrate e la 
nascita del concetto di anima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97), p. 11. 
 
2 在十八世紀 Christian von Wolff 稱有關靈魂（soul）或 mind 的形上理論為

rational psychology。相對於晚近建立的 empirical psychology，對 soul 的研究限定

在可以觀察到的心理現象，故 rational psychology 和 empirical psychology 是兩種

不同的科學。Rational psychology（理性心理學）即傳統的靈魂論或人學。Empirical 
psychology 即實驗心理學。Antoine Vergote, In Search of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trans. by M.S. Muldoon (Louvain: Leuven Univ. Press, 1996), p. 15；依

照 S. Everson，古典的靈魂論者關懷的課題較廣，關懷的核心是 psyché。Psychology
這一詞來自希臘文 psyché，psyché 與 mind 不能等同。Stephen Everson, ed.,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1), p. 15.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人可以嘗試詮釋他的原理、本性究竟如何，他與其他人，及他與世界的關係究竟

如何3。人逐漸的看到他在整個宇宙中的角色，他要探討他自己，他的各種層次

的生命活動，無論是生理層次，或心理（psychological），或理性（mental）層次

的生命活動。 
  在古代希臘，雖然有關這世界的原因或原理的探討不能用到有關人的探討，

值得注意的，即哲學家在有關這世界原理的探討上，一方面將原理與靈魂等同。

先蘇時期的哲學家從運動的意義理解生命，這世界在不斷地運動中，這世界是個

有生命的整體，這世界充滿了靈魂。另方面，有關人的探討必定是建立在宇宙論

或形上學上。換言之，人學或靈魂論是建立在宇宙論（物理學）和形上學上。這

種人學探討的特性在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兩位的思想體系中更為明顯。自西元前

六世紀開始的哲學理性思辨，哲學家逐漸的以靈魂一詞統一起人可以有的各種心

理、生理的活動。靈魂固有的思想作用則稱為理性（nous）的活動。soma 一詞

不再指亡者的軀體，而是指整個人的身體。 
  正如對物理世界統一原理的探討，古代希臘哲學家在有關人的探討上從探討

生命的統一原理開始。唯受到東方奧而非主義的靈魂─身體的二元論影響，哲學

家強調人的二元，不再如同探討物理世界的統一性。這種二元的探討來自於宗教

經驗，非在哲學基礎上的探討4。人的靈魂不同於身體，靈魂相對於身體，它統

治身體，身體非建構人的因素。反之，身體是靈魂在這世界暫時寄居之處，它是

靈魂的墳墓或監牢。奧而菲主義者肯定靈魂內的理性有著神聖的起源，正如神引

導著自然並管理自然，在人靈魂內的理性引導和管理身體。理性擁有在空間之外

的面向，擁有某種行為和運動的方式，亦即思想。唯思想非物質的一種替代。人

理解到他屬於神，靈魂在某種條件下能認識神，它具有相似神的理性，與神一起。

靈魂能有著從時間和變化中解放出來的存在。在人理解到靈魂內有著神聖的因素，

人渴望分享神的永恆和不朽。正如基督宗教初期，對這時期的希臘人，有關人的

思辨的探討和有關神的思辨的探討無法分開。在一方面的探討，滋潤另一方面的

探討。在某種意義下，人學一詞即是神學。人學不是有關人的討論（discours sur 
l’homme），如同近代時期哲學家所說的5。 
                                                     
3 Arnold Gehlen, L’uomo, la sua natura e il suo posto nel mondo, trans. by C. 
Mainoldi (Milano: Feltrinelli, 1990), p. 35: “Questo, però, vuol dire che l’uomo deve 
interpretare la sua natura e perciò assumere un attegiamento attivo e tale da 
prendere posizioni rispetto a se stesso e rispetto agli altri—il che non è tanto facile a 
farsi.” 
 
4 Jean-Pierre Vernant, 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1966), p. 294. 
 
5 Jean Pépin, Idées grecques sur l’homme et sur Dieu (Paris: Societé d’E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 1971),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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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哲學理性思辨之初，對希臘人，有關這世界原理的探討即神聖原理的探討，

從人學這詞意謂著神學而言，在人學和宇宙論之間所獲致的一重要成就即人是一

個小宇宙。在這樣的思想中，人被視為宇宙的縮小版，宇宙則是一宏偉的巨人。

希臘人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理解人為某種小神論（microthéisme），人被視為神的縮

影，神則如同是一超人（le superlatif l’homme）6。人、世界和神共同構成一個

宇宙。 
  在古代希臘人學思想的發展上一重要思想，即因著奧而菲主義者的影響，哲

學家理解到在人靈魂內的理性是神賦予的。理性被視為在人內的神性，人與神成

為同一個家族。在這思想的脈絡上，希臘人一方面肯定人因著在靈魂內的理性，

人具有認識與意志選擇的能力。另方面肯定人性具有宗教、倫理和道德的面向。

在神話時期，人與神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人屬於會毀滅、死亡的世界，神

屬於永恆、不朽的世界。對靈魂理性的神聖本性的肯定，希臘人意識到在人性內

的宗教和末世的意義。先蘇時期的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圖斯，及蘇格拉底的靈

魂論都有著濃厚的宗教和末世，及倫理和道德的面向。人的渴望是靈魂從身體的

束縛中解放，回到神聖、不朽的世界。靈魂本身具有淨化自己，亦即有著自我改

善、修練自己的能力。故先蘇時期的靈魂概念與神話時期的靈魂概念有相當大的

不同。在神話時期靈魂氣的靈魂概念中，靈魂在活著的人身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

在先蘇時期的靈魂概念中，靈魂是人所有內在的、心理的和理性作用的主體

（agent）。靈魂與身體是處在二元對立的狀態。就人學思想的發展而言，從先蘇

時期開始，人的本性與理性的神聖本性成為哲學人學的核心，成為希臘文化的兩

大支柱7。 
  在哲學史上，蘇格拉底是第一位哲學家將哲學探討從宇宙論或物理學轉變為

靈魂論和倫理學的探討。換言之，他關懷的不再是自然的世界，而是人本身，亦

即人的靈魂。他的靈魂概念不再是傳統靈魂氣概念和生命原理的概念，而是自我

靈魂（ego-soul）概念。靈魂是意識的主體─我本身。靈魂是人所有的心理活動

和理性的認識、選擇活動的中心。蘇格拉底的靈魂概念從米勒學派的生命原理概

念進展到靈魂是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原理。他的靈魂概念因而具有宗教、倫理和道

德的意義。蘇格拉底接受神諭的指示，將「認識你自己」作為他從事哲學探討的

使命。正因著靈魂是人的真正自我，對靈魂的關懷成為人的首要責任。 
  人要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即在於認識自己的靈魂，因人是他的靈魂。認識自

己最終的目的即在於認識神，人當透過德行的練習淨化自己。蘇格拉底開啟了西

方人學思想的「認識自己」這一傳統，唯他是從宗教、倫理和道德的面向來談認

                                                                                                                                                      
 
6 Ibid., p. 2. 
 
7 Werner Jaeger, Humanisme et théologie (Paris: Le Cerf, 1956),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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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自己8。他也因而改變了希臘傳統的卓越（areté）概念。卓越不再是從血緣、

世襲、身體的強健，或戰場上的英勇表現這樣的意義來看，而是在倫理和道德意

義上所有的卓越（areté）。鑒於靈魂是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原理，靈魂使得人成為

一個道德主體。在古代希臘，因著蘇格拉底的影響，卓越這詞意謂著德行，不再

是傳統所謂的卓越。人的卓越不在於任何權位、財富或名譽，而在於他的倫理和

道德的德行。蘇格拉底奠定西方倫理學的傳統。 
  在先蘇時期的宇宙論中，哲學家尚未能區別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不同。在這

物理的世界中，所有的都是物質的。靈魂與身體沒有質的不同，都是物質的，兩

者的區別只在於靈魂是較精緻的物質。亞理斯多德在他的《論靈魂》中即稱先蘇

時期的哲學家為物質主義者，原因就在於哲學家未能理解到在物質之外，還有非

物質的。先蘇時期只有原子論者是有意識地強調靈魂正如身體是物質的。在柏拉

圖的思想中，他提出要為這物理世界尋找原因或原理，不能停留在物理世界，以

一個或幾個物質的因素來解釋它的原因或原理。他提出有兩個世界，一個是非物

質、可理解的世界，另一個是物質、感覺的世界。柏拉圖自喻這是他的第二度航

程中所達到的重要發現9。在可理解世界中存在著各種的理型。只有理型是真正

的存有，它是非物質、非物體和可理解的，理型是感覺事物的原因或原理。靈魂

相似理型，在靈魂未來到感覺世界與身體一起之前，它存在於可理解世界。靈魂

正如同理型，是非物質、非物體和可理解的。靈魂為人的形上的原理，是真正的

人本身，身體不是人的建構因素之一。靈魂的本性是不朽的，死亡是靈魂與身體

的形上的分開。死亡是一種解放，它使得靈魂得以回歸可理解世界。柏拉圖靈魂

論的重要貢獻，即在於他首先理解到靈魂的非物質、非物體和可理解本性。靈魂

是一在自身的完整實體，它分開、自立的存在，身體非建構人的因素，靈魂方是

真正的人本身。靈魂與身體是兩個完整實體之間的關係。這一思想成為往後中期

柏拉圖主義者、新柏拉圖主義者、中世紀時期的新奧斯定主義者所共同接受的。

                                                     
8 Pierre Courcelle, Connais-toi toi-même: De Socrate a saint Bernard (Pari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1974), p. 11. 
 
9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I, 24; Plato, Phaedo, 99, c-d；

柏拉圖認為先前的哲學家只停留在為物質世界尋找原因或原理，他們就如同航海

時順著風飄行，失去正確的方向，他則是用力的划槳方找到真正的原因，他因而

以理型作為感覺世界事物的原因。理型是可理解世界內的真正存有。柏拉圖以「第

二度航程」自喻他發現到可理解世界。相關的思想詳見：Giovanni Reale,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Plato, trans. by John Caton and Richard Davies from the ten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CUA Press, 1991), pp. 95-190. Its original Italian title: Per 
una nuova interpretazione di Platone: Rilettura della metafisica dei grandi dialoghi 
alla luce della “Dottrine non scritte”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st edtion published i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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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為分開、自立的實體概念是中世紀哲學家用來論證靈魂不朽的重要依據10。

在西方人學思想或靈魂論的發展上，柏拉圖的靈魂為人的形上原理有著決定性的

影響及貢獻。 
  在柏拉圖肯定靈魂是非物質、非物體和可理解的本性，它是分開、自立的實

體，以及靈魂是真正的人，身體只是人所使用的工具，非人的建構因素之後，在

人學或是靈魂論的探討上，在柏拉圖之後哲學家要做的或面對的問題就益形複雜。

哲學家要探討靈魂的本性究竟是物質或非物質的，真正的人是他的靈魂，抑或是

靈魂與身體組合的人。靈魂若是如同柏拉圖所說的是一在自身分開、自立的完整

實體，那麼它與身體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這些問題正是亞理斯多德首先要面對，

及往後的每一時代哲學家要嘗試說明的。 
  在先蘇時期的宇宙論中，除了未能理解物質與非物質的不同，哲學家亦未能

區別有生命存有與無生命存有之間的不同。對希臘人，物理的宇宙是有生命的整

體。在哲學家開始探討世界的原因或原理時，原理是運動、變化的原理，這世界

在永恆地變動中。凡有運動、變化或變動的即是有生命的，這物理的宇宙充滿了

生命，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哲學家在探討原因或原理時，將原理與靈魂等

同，這世界充滿了生命，這世界充滿了靈魂。柏拉圖的靈魂是形上的原理，靈魂

被視為自我運動和推動他者運動的原理，唯這物理的世界非真正的世界。亞理斯

多德反對柏拉圖的兩個世界分立的思想。對亞理斯多德，只有一個世界。他一方

面提出潛能與現實是變化的兩個原理。他肯定變化與不變。所有有著變化的事物

都是從潛能到現實的過程。當東西存在了，它在現實中，是一物質實體，它還有

變化，但為同一個實體在歷經變化，故有著變化與不變。變化與不變不能如同柏

拉圖所認為的，分別屬於兩個世界。另方面，他以形質論（hylomorphism）肯定

所有有變化的事物均是由形式─現實與質料─潛能的組成。在這一個世界中所有

物質實體有理解的一面，及感覺的一面。他以形質論說明物質實體的內在組成原

理。形式因是同一種事物共同的本質或本性，是非物質、可理解的。質料因是所

有物質實體的共同底基，是個體化的原理。 
  相對於在他之前的哲學家從運動、變化的意義理解生命，未能區別有生命的

存有和無生命的存有。亞理斯多德從生物學的生命概念來理解生命，他將物質實

體區別為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凡有生命的存有；有機體是具有靈魂的身體

（ensouled body）；沒有生命的存有是不具靈魂的身體（soulless body），宇宙整

體非有生命的整體。在說明有機體的內在組成結構時，他將形質論用到靈魂與身

體之間的關係。形式與質料之間的關係即是以類比的方式用到靈魂與身體之間的

關係。靈魂是潛能中有生命的自然身體之所以活著的形式或現實原理。一有機體

是由靈魂與身體組成的完整實體。在一有機體中，靈魂是身體生命的統一原理，

靈魂是身體的形式或實體形式。在亞理斯多德從生物學的生命概念來探討靈魂時，

                                                     
10 Richard C. Dales, The Problem of the Rational Soul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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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biology）與靈魂論（psychology）之間沒有區別。 
  有生命的存有有植物、動物和人，但非所有有生命的存有有相同的靈魂。在

有機體中，植物有生長靈魂，動物有感覺靈魂，人有理性靈魂，故亞理斯多德的

靈魂概念有階層的等級之分，高級的靈魂包含低級靈魂。每一種靈魂有其固有的

生命活動或作用。亞理斯多德也因此區別在有機體中生長、感覺、心理和理性不

同層次的生命活動。這些生命活動要有可能當有其固有的官能。植物的生長生命

和動物的感覺生命要有所活動或作用必然與身體的器官或官能一起。人在生長和

感覺層次的活動靈魂與身體一起。理性是人的固有靈魂。人的理性的靈魂在它運

用固有的理解活動時無需身體的器官，理性活動是非物質的活動。有關靈魂的探

討，亞理斯多德是第一位哲學家提出完整、系統的靈魂論。 
  亞理斯多德將形質論類比的用到靈魂與身體之間的關係，靈魂與身體不能分

開，正如形式與質料不能分開。靈魂與身體非兩個互不隸屬的實體，如同柏拉圖

所主張的，而是一完整有機體的兩個內在組成原理。人正如任何的有機體，是由

靈魂與身體組成的完整的人。從人有生長的靈魂與感覺的靈魂，人在這兩個層次

的活動必然與身體一起方可能。唯理性方是人的固有靈魂。理性是不同類的靈魂，

它是自外來到人的靈魂內。理性因而不是身體的形式，理性的活動與身體無關，

是非物質的活動。理性是分開的、永恆的、不與身體混合。理性就在其本身具有

統一性，它是身體的統一原理，是在自身的實體（in its own right），是分開的實

體，但非柏拉圖的分開、自立的完整實體。形質論不用在理性與身體的關係。理

性不屬於物理學領域，屬於形上學領域。 
  亞理斯多德雖將物理學中的形質論用到靈魂與身體之間的關係，但僅止於植

物和動物，以及人在生長和感覺層次的生命活動。在肯定理性不是身體的形式，

它是形上學探討的對象，亞理斯多德明確地區別植物、動物和人。植物和動物是

物理學、靈魂論和生物學共同探討的對象，人則是靈魂論和形上學探討的對象。

不同於在他之前的哲學家，有關世界的原理的探討不能用到人的原理的探討，亞

理斯多德將人視為物理世界的一分子，人在生長和感覺層次的生命必然與身體的

官能或器官一起方能有所作用。唯在理性層次，因著理性的神聖和分開本性，它

不屬於物理世界。理性是在物理之上；形上的領域。從這角度而言，亞理斯多德

開啟了另一個往形上的途徑，理性是在物理之上的實在，它是人的形上原理。亞

理斯多德反對柏拉圖的靈魂為分開、自立的完整實體，屬於可理解世界，但他肯

定人是一完整的由靈魂與身體組合的個體，且同時肯定理性獨立於身體，它是在

自身、分開的實體，亞理斯多德對理性的理解有著濃厚的柏拉圖色彩。 
  古代希臘哲學家尋找這世界的原因或原理，有關這世界的原因或原理不同於

人的原因或原理。在亞理斯多德以形質論來說明人當是一由靈魂─形式與身體─

質料所組合的完整的人時，他將人放在物理世界中。在以形質論說明人是由靈魂

與身體組合的完整的人，他是第一位哲學家有著完整的人的概念。人既不是他的

身體，也不是他的靈魂，人是由靈魂與身體組合的完整的人。從靈魂是有機體身

體有生命的現實原理，靈魂是生命的形上統一原理。亞理斯多德的身體概念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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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荷馬時期的軀體概念，亦非奧而菲主義的靈魂的監牢或墳墓，也不是柏拉圖的

靈魂所使用的工具。反之，靈魂與身體是人的兩個內在的共同原理11。在亞理斯

多德肯定理性與身體的關係不是形式與質料的關係時，他將物理學的形質論排除

在人的理性與身體的關係之外。靈魂論與形上學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古代希臘有關人學或靈魂論探討上的一重要發展，即哲學家開始理解到人

因著他的靈魂有著認識和意志選擇的能力，這一能力來自在人靈魂內的理性

（nous）。亞拿薩哥拉斯首先提出當有一理性（Nous）掌管這世界的運動或變動。

東方奧而菲主義提出人靈魂內的理性有著神聖的起源，理性是由外來到人靈魂內

的神性。靈魂因著罪來到身體內，在它鍊淨了自己之後，方得以脫離身體的束縛。

赫拉克利圖斯將靈魂與 nous 連繫在一起，因人的靈魂內有 logos，靈魂因而具有

理性本性。自赫拉克利圖斯開始，靈魂被視為具有認識和理性的能力。在荷馬時

期，nóos（nous）這一詞不用在理解和知識獲得的原因。在赫拉克利圖斯的靈魂

概念中對理性能力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對往後靈魂論的發展有著重要貢獻。 
  蘇格拉底明確地提出靈魂內的理性是人的倫理和道德的原理。在柏拉圖的靈

魂的三重理論（the tripartite soul）中，理性是在靈魂內最高的，它是人之所以

相似神的所在。人的理想是相似神，靈魂正如理型是永恆和不朽的。人的最終目

的是脫離身體的束縛，回到可理解世界，瞻仰神。柏拉圖論證靈魂的不朽，在身

體死亡之後，靈魂要接受審判，善靈魂回到可理解世界，惡靈魂要再輪迴到一身

體，繼續鍊淨它自己。因著奧而菲主義的影響，希臘人的靈魂概念開始有著末世

和宗教的意義。這樣的思想與荷馬時期的靈魂概念有著基本的不同。 
  在荷馬時期，只有神是不朽的，人則是會死亡的，在亞理斯多德的靈魂論中，

靈魂既不先存（pre-exist），亦沒有輪迴。凡有生命的存有都因著靈魂在現實中活

著。理性是人的固有靈魂，理性自外來到人內，它是分開的、永恆的和不混合的。

在說明理性的活動時，亞理斯多德將理性區別為主動理性和被動理性。正如物質

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從潛能到現實的過程，同樣的，人的理性在未認識前是在

潛能中，在理性內沒有任何與生俱來的知識。主動理性推動被動理性，被動理性

方從潛能地可以認識事物的可理解形式到現實地理解。理性的本性是非物質的，

它不僅有著對外在事物的可理解形式的認識，它亦能將它本身作為理解的對象，

理性因而有著自我認識的可能。在西方哲學史上，亞理斯多德是第一位哲學家系

統地探討人如何從感官與對象的直接經驗進到理性認識，理性理解對象的本質或

可理解形式。知識是來自人的認識官能─在感覺層次和理性層次的活動或作用方

獲得的。這樣的知識的獲得過程不同於柏拉圖的回憶理論。對柏拉圖，靈魂未來

到這世界與身體一起之前，靈魂在可理解世界直接瞻仰理型。 
                                                     
11 早期哲學家尋找原理，世界的原理與人的原理不同。亞理斯多德則是將人放

在這世界中，他以形質論說明有物質實體的內在組成原理。就人是一具體的物質

實體，人因而是靈魂─形式與身體─質料的組合關係。靈魂與身體非兩個事物或

實體，而是一個實體的兩個內在的形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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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亞理斯多德的靈魂論中，靈魂是形上的統一原理，它統一起身體，靈魂亦

是一切生命的活動或作用的原理。理性的本性是非物質的，它的活動是非物質的

活動。理性的認識活動是靈魂可以有的最高等級活動。在亞理斯多德靈魂概念中，

靈魂是有機體身體的之所以活著的現實原理，靈魂亦是使得身體之所以有著生長

活動與感覺活動的原理。人的理性靈魂是人之所以有著理解、認識和意志選擇活

動的原理。故在亞理斯多德的思想中，他的靈魂概念已非荷馬時期在活著的人身

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的靈魂概念。對亞理斯多德，靈魂統一起身體，與身體組合

成一完整的人，靈魂亦是人之所以有著各個層次生命活動的原理。 
  有關古代希臘人學或靈魂論的探討，從西元前八世紀的荷馬史詩，對人的理

解從人就是他的身體來看人。靈魂在活著的人身上沒有任何積極作用，靈魂為生

命的力量（life-force），當它永久離開身體時，身體死亡。希臘人在這時期還沒

有完整的身體和靈魂的概念。自西元前六世紀開始的哲學理性思辨，哲學家將靈

魂理解為人的生命的統一原理，靈魂與身體沒有質的不同。因著奧而菲主義的影

響，畢達哥拉斯學派開始有著靈魂與身體的二元，亦理解到人的靈魂的內在性，

它是人的感覺和思想的主體。蘇格拉底從人靈魂內的理性有著理解、認識及選擇

的能力，他將靈魂理解為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原理。柏拉圖將靈魂理解為人的形上

原理，相對於身體是物質、物體和感覺的，靈魂是非物質、非物體和可理解的。

靈魂是分開、自立的完整實體，是真正的人本身。亞理斯多德從生物學的生命概

念將靈魂理解為有機體身體活著的現實原理，靈魂是潛能中具有生命的身體的形

式。靈魂與身體之間的關係類比形式與質料之間的關係，兩者為組成一完整的人

的共同原理，人必然是由這兩者所組合的一完整的人。一方面，靈魂內在於人，

與身體一起，兩者不能分開，另方面，靈魂因著它的非物質、可理解性，在存有

的秩序上，靈魂高於身體。靈魂就它是身體和實體的形式，它是在自身的實體（in 
its own right），但不能分開、自立地存在，如同柏拉圖所理解的。從某種角度而

言，從西元前八世紀到西元前四世紀，古代希臘人從荷馬時期的人就是他的身體，

轉變為人就是他的靈魂，再進展到人是由靈魂與身體組合的完整的人，對人的理

解為往後的各個時期奠定了兩個典範。一個是柏拉圖的典範：靈魂為一分開、自

立的實體，靈魂是真正的人本身。另一個是亞理斯多德的典範：人是由靈魂與身

體組合的一個完整的人。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的人學或靈魂論就成了往後哲學家

反省的基礎。 
  在尋找實在的基礎，事物本質的形式和定律時，希臘哲學中有兩個主要的傳

統需要了解。首先，人雖是宇宙整體的一分子，希臘哲學家明確地區別物理（phusis）

和人的探討。哥爾濟亞（Gorgia）在他的 On Nature or What Is Not 中即提出，一

方面在存有（la physis），另方面在人的思想和語言之間有著難以衡量的結構（la 
strutturale incommensurabilità）12。依照蘇格拉底，物理科學無法達到人，我們

                                                     
12 Diels-Kranz,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82, 3; Giovanni Reale, Storia della 
filosofia antica: Dalle origini a Socrate, vol. I (Milano: Vita e Pensiero, 1979), pp. 
2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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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別的力量方能達到人，只有神能達到有關人的知識13。在人深入這世界，

探討這世界時，人遺忘他自己，也就是遺忘那最重要的，亦即人以及人的問題14。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關人究竟如何這一問題，古代希臘人開啟了科學探討的

典範。古代希臘人從人的可見的各種活動或作用來探討人。這種探討有著一段發

展的歷程。希臘人從荷馬時期的人就是他的身體，靈魂僅是身體生命的氣息

（breath）或氣（air）。先蘇時期的哲學家肯定靈魂是管理和主宰身體的生命原

理。柏拉圖將人的靈魂視為形上的原理。靈魂為在自身、分開的完整實體。靈魂

與身體是兩個獨立實體的關係，在存有的秩序上互不隸屬。人就是他的靈魂，身

體只是人在這世界寄居之處，非人的建構因素。亞理斯多德肯定人是由靈魂與身

體組合的完整的人，但理性獨立於身體，不與身體混合。他肯定理性是在自身、

分開的實體，雖非完整的實體。歷經近四個世紀的探討，古代希臘人理解到在人

靈魂內的理性是人之所以有著不同於其他存有的活動，它是在人性內的神性。人

因著他的理性有著認識和選擇的能力，這是人固有的理性活動。從對靈魂內的理

性的認識，希臘人意識到人性內的宗教、倫理和道德的面向，理性靈魂使得人有

著自我改善，和自我進步的可能。蘇格拉底即指出人當追求在倫理、道德上的卓

越，亦即德行。 
  古代希臘人不僅關心人在這世界中的生活，如何渡合乎倫理、道德的生活。

希臘人肯定人在身體死亡後，靈魂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存在。人死亡後的生命是以

他在這世界中的生活作為衡量，人的理想是相似神。人的身體屬於會毀滅的世界，

理性則屬於神聖、不朽的世界。靈魂不朽不只是單純的宗教信仰，柏拉圖及亞理

斯多德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從理性的形上本性論證靈魂不朽。從某種角度而言，到

了西元前四世紀，希臘人所建立的人學不是封閉在時間、空間的人學體系，而是

向著永恆、無限開放的人學體系。這種人學思想奠定往後所有世紀哲學家人學反

省的典範。 
 

                                                                                                                                                      
 
13 Cf. Xenophon, Memorabilia, IV, 7, 6. 
 
14 Ibid., I, 1, 12,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