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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提圖斯．陸克瑞提烏斯．卡魯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約 99/98-

55/54 BC）是位啟蒙詩人，他唯一一部流傳後世的詩作是《論萬物的本

質》（De Rerum Natura，縮寫DRN）。關於他的生平我們所知甚少，且

記載多無法確定
1
。儘管如此似乎還是能從這部作品，隱約地窺探這位

詩人的一些個人特質
2
。例如，雖然無從得知陸克瑞提烏斯是否出身貴

族
3
，但他顯然是位有文化教養的人。因為他不僅精通拉丁文，也熟悉

希臘文，且對這兩個語言寫成的作品涉獵頗豐。此外詩作裡的詩句顯

示，陸克瑞提烏斯對羅馬城內的活動瞭如指掌
4
，對城外的鄉村風光也

十分欣賞
5
。這或許透露出一個訊息，如羅馬上層階級的生活習慣，陸

克瑞提烏斯極有可能在羅馬城內外皆有住處。另外第四卷 1277提到，

陸克瑞提烏斯已婚，同卷 1037-1287關於性愛的討論，也表現出他是位

愛小孩的人，但如Smith教授所言 6
，我們無法據此推論陸克瑞提烏斯有

養育小孩。

若陸克瑞提烏斯是出生於西元前 99或 98年，那他的生命歷程中經

歷過三件重大的歷史事件。一個是西元前 82年蘇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138-78 BC）對薩尼恩人（the Samnites）滅族屠殺，他時年十八

1   導論中關於陸克瑞提烏斯的生平簡介，主要參考Smith 2001: vii-x。
2  Johnson 2000: 4認為，陸克瑞提烏斯在詩中向讀者透露一些他個人的特質。
3   關於他是位貧窮平民的詮釋，參見Allen 1938: 177。
4   例如馬爾提烏斯平原（Martius Campus）上的軍事訓練（II, 40-43, 323-332）；觀看賽馬
（II, 263-265; IV, 990）及戲劇（II, 416; IV, 75-83, 978-983; VI, 109-110）；厭倦城市生活者急
欲離開城市，離開城市後又想著回到城市（III, 1060-1067）。

5   參見 I, 1-20, 259-261; II, 317-322, 352-366。
6   Smith 2001: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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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論萬物的本質

或十七歲；另一件是史帕爾拓庫斯（Spartacus，約 111-71 BC）在西元

前 73年領導的奴隸革命，兩年後失敗收場，最後導致六千個奴隸被凌

虐致死；第三是陸克瑞提烏斯三十六或三十五歲時卡特利納（Lucius 

Sergius Catilina, 108-62 BC）的叛國，卡特利納戰死後，羅馬當局才平

息此亂。在此時代背景下陸克瑞提烏斯接受及追隨伊比鳩魯（Epicurus 

of Samos, 341-270 BC）及其學派的思想—追求平靜的生活—應不

是一件難以理解之事
7
。

這 部 詩 作 是 獻 給 一 位 政 客 蓋 伊 烏 斯． 梅 米 烏 斯
8
（Gaius 

Memmius），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知道這部作

品，並大加推崇。在西元前 54年寫給其胞兄的一封信中，西塞羅讚

美這是部精湛的作品，作者是天賦極高的詩人（Ad Quintum II, 10）。

根據西元後四世紀的基督宗教學者聖傑洛姆（Saint Jerome）的記載，

陸克瑞提烏斯為愛瘋狂而自殺，西塞羅將其遺留的詩句編輯成書。然

而聖傑洛姆的記述應是源自西元後一世紀的傳記作家蘇艾投尼烏斯

（Suetonius）記錄的故事。後世的研究者咸認為此二人的記述皆不可

信
9
。

身為一位詩人，他的哲學任務是以六格韻詩來闡述
10
伊比鳩

魯的思想，雖然伊比鳩魯本人並不認為詩足以承載哲學思想。然

而希臘早期哲學家，如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及恩培多克利斯

（Empedocles），皆以詩體完成哲學論述。特別是後者在《論自然》

7   Jones 1992: 80在這些事件上還加上，海盜在沿海猖獗肆虐。陸克瑞提烏斯出生前後羅馬
歷史重大事件的發展，參見「重要歷史事件年表」。

8   此人生平及在詩作中扮演的角色，參見《論萬物的本質》（在以下譯注出現時，省略書
名或以縮寫DRN標示。）I, 25的注釋。關於獻詩給某人是一種散佈知識的策略，參見
Marcović 2008: 54的討論。關於伊比鳩魯亦曾以作品獻予某人的方式寫作，參見DL X, 28。

9   Johnson 2000: 86用「超定的」（overdetermined）來說明這類的生平記述。關於當代的詮釋
者認為陸克瑞提烏斯的心智不穩定，參見Segal 1990: 9-10的整理。

10   Marcović 2008: 14認為陸克瑞提烏斯的修辭是強化伊比鳩魯的修辭，且他稱此種修辭為
「解釋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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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ix

（Peri phuseōs）裡以詩文表達自然哲學的思想，對陸克瑞提烏斯有深刻

的影響及啟發
11
。 Warren教授甚至認為 12

，陸克瑞提烏斯為其詩作定的

篇名 de rerum natura，其實是向希臘哲學致敬，因為在早期希臘哲學裡

有諸多作品的篇名為《論自然》或《論事物的本質》（Peri physeōs tōn 

ontōn）。陸克瑞提烏斯的詩作主要是以伊比鳩魯的作品為藍圖寫作，

可惜後者的著作皆已失佚，現僅存斷簡殘篇留世。然而陸克瑞提烏斯

所用的詩篇名令人聯想到伊比鳩魯的《論自然》，在伊比鳩魯傳世的

書信中《給希羅多德的信》（Letter to Herodotus），可被視為《論自然》

的摘要大綱
13
。陸克瑞提烏斯以詩表現伊比鳩魯的哲學思想有心靈治療

的目的
14
：為使人類免於對諸神與死亡有不理性的恐懼，他藉由鉅細

靡遺的方式解釋說明我們身處的宇宙本質，這是個物質宇宙，且神祇

對於人世間的俗務漠不關心，祂們是居住在世界與世界的間隙。換言

之，一個人必須理解自身的存在條件—宇宙的運作、諸神的狀態與

活動、人靈魂的本質及思想與感覺—才能將自己準備好過祥和寧靜

及幸福的生活
15
。

11   Gale 2007: 59-75認為除了《論自然》外，陸克瑞提烏斯也受到恩培多克利斯《淨化》
（Katharmoi）的影響（亦可參見Brown 1983: 148-149）；然而Sedley 2000: 11則傾向認為，
陸克瑞提烏斯主要是對《論自然》有興趣，並主張：「《論萬物的本質》的序文是，且

有意地被認為是恩培多克利斯的物理詩作序文的模仿」（22）。關於恩培多克利斯在詩的
創作上媲美荷馬，參見EGP 22R1a, b；關於這兩部詩作的（部分）內容，參見EGP 22D4-
40及22D41-256。此外恩培多克利斯的學生高爾奇亞斯（Gorgias of Leontini）（EGP 32P4, 
5）亦曾言，詩（poiēsis）是有格韻的論述（logos）（EGP 32D21b, D22, D24[9]）。

12   Warren 2007: 20。
13   這個詮釋立場的主要倡議者是D. Sedley教授，參見Sedley 1997及2000的論述。類似的觀
點，參見Segal 1990: 76，他認為《給希羅多德的信》是「大師思想的大綱」。支持Sedley
教授的詮釋觀點之論述，亦可參見Marcović 2008: 11。關於「大綱」與伊比鳩魯學派的
教育方法之間的關係，參見Asmis 2008的討論。

14   西元三世紀的新柏拉圖主義者波爾弗里（Porphyry of Tyre，約234-305 AD）在寫給馬爾
克拉 （Marcella）的信裡曾言：「無法療癒人傷痛的哲學家之言是空洞的」（TER T124）。

15   伊比鳩魯認為，人不分老少皆應學習及研究哲學（DL X, 122）；亦可參見 Jones 1992: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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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論萬物的本質

壹、伊比鳩魯及其學派思想

既然陸克瑞提烏斯的詩作內容是建立在伊比鳩魯的思想上，或

是闡述說明後者的哲學，理解伊比鳩魯的思想體系，有助於我們掌握

《論萬物的本質》的思想梗概。伊比鳩魯的思想主要有兩個源頭
16
，一個

是西元前五世紀的德謨克利圖斯 （Democritus）的原子論 17
；另一個是西

元前四世紀的小蘇格拉底學派裡的錫蘭尼學派（The Cyrenaics）主張的

享樂主義
18
。伊比鳩魯的哲學體系，主要由三部分構成：kanonikē（判

準）、物理學及倫理學。以下分述之：

一、 Kanonikē（判準）

kanonikē主要強調感官知覺（aisthēsis）、預先觀念（prolēpsis）及

感受（ta pathē）是判準 19
。何謂感官知覺？伊比鳩魯主張它是感覺器官

與外在客體間物質上的接觸。以視覺為例，經驗世界的客體，從其表

面不斷向外發散（effluence）速度極快且與該客體有相同結構的薄膜

或影像（eidōlon），與我們的眼睛發生碰撞或接觸（epibolē）產生該物

的視覺。若一個感官知覺發生，這個接觸必定要而且真的發生，亦即

感覺官能與感覺客體散發出的影像確實撞擊接觸。這是為什麼伊比鳩

魯認為所有感官知覺皆為真的理由
20
。此外當上述的撞擊接觸發生時，

會產生一種印象（phantasia），且印象這個概念不只適用於視覺，在

16   然而這不表示他全盤接受這兩個學派的思想，隨後的論述裡會特別指出伊比鳩魯的哲學
分別與此二學派的思想差異處。

17   伊比鳩魯約在324/5 BC從學於德謨克利圖斯思想的追隨者瑙希芬內斯（Nausiphanes of 
Teos）（DL X, 13）；儘管如此，他對原子論者並無善意（DL X, 8）。關於伊比鳩魯刻意
與古代原子論者的思想保持距離的論述，參見Marcović 2008: 5。

18   這是指亞里斯提布斯（Aristippus of Cyrene，約435-256 BC）的享樂主義思想（DL X, 
4）。亦可參見DL II, 8及TER T10。

19   DL X, 31。
20   DL X,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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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i

其他的感覺官能上亦適用。因此伊比鳩魯不僅主張所有的感官知覺皆

為真，他也認為所有的印象皆為真。這句話意謂，一個真正的事件發

生在感覺的活動中，即一個感覺官能確實地與一個真正的物體擴散出

的影像接觸。因此感官知覺無真假之別，但有清晰與模糊之差，因為

在某些例子上若外在客體與我們距離接近時，關於它的感官知覺是清

晰的（enargēs），但若距離較遠或我們不專注時，則感覺印象較不清

晰
21
。事實上感官知覺是非理性的（alogos），它只會如實地報導與掌握

它所接觸到的事物，不會做任何改變，故一切感官知覺皆為真
22
。既然

所有感官知覺皆為真，它們都不可被駁斥；若有人反對或否決感官知

覺，他將失去最起碼的判斷的標準
23
。一如陸克瑞提烏斯所言：一開始

錯誤的標準—即不相信感官知覺的真確—會使得之後的推論扭曲

錯誤
24
。

強調視覺的發生是由於眼睛這個感覺器官與從經驗客體發散出的

「薄膜」實際碰撞，似乎建議視覺如其他的感官知覺，只需藉有「碰

撞」就能產生，不需在光線充足的條件下。然而若接受此建議，對伊

比鳩魯的視覺理論便有所誤解。儘管我們無法在伊比鳩魯現存的文獻

裡獲得相關的論述，但陸克瑞提烏斯在《論萬物的本質》第四卷，提

供了完整的視覺發生說明。在黑暗中雙眼的通道被黑氣阻塞，無法感

知從經驗客體傳送來的薄膜；然而在明亮的環境裡眼睛的通道是暢通

21   例如方形的柱子從遠方看來是圓形的，參見 IV, 353-363。
22   參見塞克斯圖斯．恩培里庫斯（Sextus Empiricus）《反對邏輯學家》（Against the Logicians） 

II, 9；DL X, 32。Jones 1992: 25有言：「在此脈絡下的『真』不具有命題的（propositional），
只具有經驗的（experiential）價值」。陸克瑞提烏斯的立場，參見 IV, 479的注釋。

23   《主要學說》（Principal Doctrines或Kuriai Doxai [KD]）23, 24及DRN IV, 469-479; V, 1134。
學者們傳統上認為，這個觀點是受安納薩哥拉斯（Anaxagoras）的影響，‘opsis tōn adēlōn 
ta phainomena’（可見之物是不可見之物的影像）（EGP 25D6）。然而Marcović 2008: 84, n. 
4有不同的見解，他提出這似乎是個流行的觀點，可見於各種不同的文學作品裡。

24   IV, 5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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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論萬物的本質

的
25
，它們能接收到外在客體傳來的薄膜的撞擊，產生運動，即視覺

（337-352）。因此感覺主體與感覺客體發散出的薄膜間的撞擊或接觸，

對視覺以外的感官知覺是充分且必要條件，但對視覺言僅是必要，而

非充分條件，因為視覺的產生需要光線協助。

根據上述，感覺器官與可感覺客體間的互動，提供給我們的是關

於可感覺事物的「資訊」，不必然是確實的「知識」。伊比鳩魯意識

到感官經驗在知識的獲取上有其侷限
26
，因此他提出第二個判準「預先

觀念」來確保知識的獲得。預先觀念與感官知覺也有密切關係，預先

觀念是指，對一物經常的感官知覺所形成關於該物的記憶
27
。因此它是

存在於心靈中的事物，對與之對應的外在經驗客體有完全的「掌握」

（katalēpsis）（《給希羅多德的信》51）。值得一提的是，感官知覺是純

粹物理經驗產生的結果，但預先觀念則是出於人的心靈抽象活動
28
；此

外預先觀念不是人類共有的意見或觀念（koinē noēsis），而是那些不允

許在他們所關注的事物上有任何虛假意見侵入之人的心靈裡，自然產

生的共通意見或觀念。這觀念是被關注的事物「輪廓」（hupegraphē），

之後再藉此基礎形成完整的概念
29
。西元前一世紀的伊比鳩魯學派哲學

家菲婁德穆斯（Philodemus of Gadara）曾以人會朽為例論述相關議題，

他說：我們首先藉由每個人都相信人會朽，這個概括前提，來建立這

個「相信」是人性的內在部分；然後再從此前提推論出所有人都有此

相信（LS 18G）。若預先觀念排除了虛假意見，那它本身就是明確的或

自明的 （enargēs），所以它是判斷的標準 30
。因此當伊比鳩魯說預先觀念

是自明的，他是指它與客觀事實「直接」對應符合，無需任何額外的

25   光具有清除及消散黑影的功能，參見 IV, 340-341。
26   參見《給希羅多德的信》52-53。
27   參見DL X, 33
28   Jones 1992: 26。
29   Rist 1977: 26-27。
30   參見《給希羅多德的信》82及DL X,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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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iii

驗證與推論。再者，我們用以稱呼事物的字詞及名稱（onomata），預

先觀念賦予它們意義，使得我們能說出有意義的語言表述
31
。

第三個 kanonikē是感受。事實上所有的感官知覺都是感受，但伊

比鳩魯所說的感受是快樂與痛苦。第一個判準，感官知覺，幫助我們

確立經驗事物存在；第二個判準，預先觀念，協助我們以正確的方式

描述經驗及判斷真假；第三個判準指導我們行為。快樂，對伊比鳩魯

而言，適合（oikeion）生物，但痛苦與之疏離或有敵意 32
（allotrion）。

此外藉由這兩個感受我們知道何事可選擇，何事應避免。換言之，所

有的生物，包含人類，皆有趨樂避苦的天性
33
。快樂之所以適合我們，

因為它向我們指出一條不受干擾的生活方式；痛苦不適合我們，因為

它指向通往敗亡毀滅之路。伊比鳩魯強調，平靜的生活是依循自然而

活的生活。因此感受是真理判準之一，因為它們指引我們走上真正適

合我們的生活（LS 21N）。

值得提醒的是，上述三個判準—感官知覺、預先觀念及快樂

與痛苦的感受—是進行任何一種探究時應遵循的，但伊比鳩魯並

未主張它們移除了所有的謬誤。如上所言，感官知覺的真僅止於表象

層次，預先觀念的妥適應用能確保知識上不犯錯，若不當地將前者與

後者視為同一，則錯誤發生。此外雖然三個判準皆以經驗為基礎，但

在經驗中有許多事物微小到無法以感覺官能感知，只能用類比的方式

說明它們的存在及活動
34
。伊比鳩魯因此在這三個判準外，還提出兩

個次要的判準或原則
35
。一個是當我們從遠方觀察一物，例如觀看一

31   DL X, 33。
32   DL X, 34。
33   Jones 1992: 27稱快樂及痛苦的感受，為選擇一物及避免一物的「自然的理由」（natural 

grounds）。
34   陸克瑞提烏斯在 II, 112-141即以陽光裡的灰塵飛舞，來比喻原子的運動；亦可參見 II, 129
的注釋。

35   參見《給希羅多德的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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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論萬物的本質

座燈塔，關於它是座方塔的判斷僅能是暫時的，因為這個判斷有待確

定（prosmenon epimarturēsesthai），只有當我們近距離觀看燈塔時，才

能有信心地確認它是方是圓
36
。另一個原則是，有些事物我們無法就近

觀察，如天上的星體，就只能依賴假設，若沒有任何證據反對這個假

設（mē antimarturēsesthai），我們應接受它為真。這是為什麼伊比鳩魯

主張，一個現象或事件可以有一個以上的解釋，且我們不應該輕易地

選擇一個解釋，而放棄另一個解釋，若兩個解釋皆無合理證據可以駁

斥
37
。

根據上述可清楚地知道，伊比鳩魯所言三個主要判準及兩個次要

原則的基礎是感官知覺。閱讀《論萬物的本質》讀者不容易意識到陸

克瑞提烏斯在詩作中對此觀點有所著墨，但因此驟下斷言，kanonikē

對陸克瑞提烏斯而言是次要的概念，或許不是對作者在詩作裡呈現的

思想之恰當理解。確實，如上述，《論萬物的本質》是一部關於自然

哲學或物理學的作品，知識判準的問題不是它主要的議題，但這並不

表示詩作的作者忽略判準的重要。陸克瑞提烏斯有言：「事實上共同

的感覺指出微粒是就其自身存在；除非一開始對此所建立的信念是堅

定的，關於不可見事物我們將無物可參照，我們無法以理性的方式確

立任何事物」（I, 422-425），以及「有什麼比我們的感官知覺本身更

確實，以什麼我們注意真與假？
38
」（I, 699-700）。這兩段詩句傳統上

學者們咸認為，陸克瑞提烏斯依循伊比鳩魯的思想，主張感官知覺是

真理的判準
39
。換言之，雖然陸克瑞提烏斯在詩作裡沒有特別論述判準

的詩句，但他間接地或暗示地引用了伊比鳩魯的判準概念。特別值得

一提的是，迪歐金尼斯．拉爾提烏斯（Diogenes Laertius）曾說：雖

36   亦可參見 IV, 353-363。
37   參見《給皮叟克雷斯的信》（Letter to Pythocles）87。
38   亦可參見 IV, 478-521。
39   Bailey 1947: 667; Brown 2001: 115; Smith 2001: 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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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v

然伊比鳩魯的思想體系是由判準、物理學及倫理學構成，但「將判準

與物理學結合（homou）是經常的作法」（DL X, 30）。這個慣常的操

作，不僅可見於《論萬物的本質》，亦可見於歐伊農安達的狄歐金尼斯

（Diogenes of Oenoanda）的碑文中。例如關於物理學的碑文裡，感官

知覺（aisthēsis）與自然（phusis）並置（TEI Fr. 1）；此外在物理學裡

討論視覺、思想及夢（TEI Fr. 9-10）。誠如Smith教授在注解碑文時所

言：「由於伊比鳩魯的系統是建立在感官知覺的正確性，且由於感官知

覺的說明無法不參照物理學，判準與物理學無法避免地相互連結，它

們不被分開來處理是可理解的
40
」。

讓我們進入伊比鳩魯及其學派物理學思想的討論。

二、 物理學

伊比鳩魯哲學的第二部分是物理學，承上所述，他的物理學思想

大抵上是承襲德謨克利圖斯的原子論思想。伊比鳩魯在《給希羅多德

的信》中曾提及三個基本原則：無物出於無；無物毀滅而成為無；物

質元素的總數是恆定的（38-39）。陸克瑞提烏斯在詩作裡較完整地呈

現此觀點：

1)  若事物出於無，而非出於某種最小的物質元素，事物的發生會

是隨興的（I, 159-214）；

2)  若事物毀滅而成為無，那物質元素的總數會耗盡，但這違背經

驗事實（I, 217-264）；

3)  因此若無新的物質元素生成，那物質元素的總數恆定（II, 294-

307）。

這個基於經驗的論述確立了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最小物質元素或物

40   TEI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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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論萬物的本質

體（sōmata）的存在，且這些物體的總量恆定不變。這個物理學或自然

哲學的思想，明白地體現了古希臘哲學的傳統，特別是物理學，強調

「無不能生有」的觀點
41
。

此外，伊比鳩魯在《給希羅多德的信》裡接著提及，最小物質元

素的存在可從感官經驗中推論而知，且由於原子處於恆動的狀態，故

空間（kenon）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伊比鳩魯跟隨古典原子論的傳統

主張，「宇宙（to pan）是由物體及空間組成 42
」（39-40）。

德謨克利圖斯認為，組成這個世界的最小物質元素是原子或不可

分割者（atomata），它們具有的本質特性是，形狀與體積大小，其他

一切可被感知的性質，如顏色及味道，皆不在其上
43
。此外它就其自身

是個整體，不受影響、不具部分及不可分割
44
，它們的不可分割主要是

41   這個傳統在荷馬與赫希俄德（Hesiod）的詩作中已可見，在哲學領域裡從希臘早期哲學
家的思想，萬物的起源（archē）是物質物，無論是單一物質或多元物質（參見DRN I, 
635-920的論述；或許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會是例外，因為他以數字來理解宇宙的
結構）。柏拉圖在其唯一一部關於宇宙論的對話錄中，《提邁歐斯篇》（The Timaeus），
論述宇宙萬物起源時，也強調宇宙是由地、水、火及風依固定幾何比例由工匠神

（Dēmiourgos）組合而形成（53b-61c）。亞里斯多德在其《物理學》（Physics）I, vii中關
於變化（genesis或coming-to-be）的討論時指出，每一個變化都必須具有三種基本的元
素，支持變化的主體（ti hupokeisthai）、形式（morphē）及缺乏（sterēsis）。無論是偶有
變化（accidental change）或本質變化（substantial change），皆必須有變化的主體存在。
因此我們才可以說，一個人從不懂音樂變成懂音樂，或一塊銅變成一座銅雕。前者是

偶有變化，主體不變，且主體從不懂音樂（缺乏）變為懂音樂（形式）；後者是本質變

化，主體（一塊銅）從無形（缺乏）變成一座銅雕（形式）。與伊比鳩魯同時期的斯多

葛學派（The Stoics）亦不自外於此傳統，根據克呂希普斯（Chrysippus）的主張，萬物
皆由地、水、火及風四元素組成（LS 47A）。然而不同於伊比鳩魯學派主張多元世界觀
及它們的存在及運作皆出於偶然，斯多葛學派則強調世界只有一個，且它的存在與運行

是出於神聖照管（divine providence）或Logos。除這兩個物質主義學派的差異外，亦不
可忽略的是，不同於物質主義學派以物質因或質料因解釋事物的形成及其本質，柏拉圖

以理型（eidos或Form），而亞里斯多德以形式解釋之。關於此議題，Sharples 2002: 35提
供一個簡短的論述。

42   亦可參見DK 67A14。
43   DK 67A14; 68A47, 59。
44   DK 67A13; 68A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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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vii

因為其小（smikrotēta）及緊實 （nastotēta）兩個特性 45
。然而伊比鳩魯

主張，不可分割不表示原子沒有部分，因為原子的形狀是其組成部分

的排列組合而成
46
。它們的緊實特性使我們在觀念上無法想像原子可被

分割，且它們實際上也不可被分割。陸克瑞提烏斯在《論萬物的本質》

亦表達相同的觀點，他說：「最初物體以堅實單純的方式存在，藉此

單純性它們以最小的部分（minimis... partibus）聚集，並緊密結合」（I, 

609-610）。原子是堅實單純的物體，但單純不表示不具部分，因為它

們是由「最小部分」聚合而成，如此原子才具有延展性。

承上所述，由於原子處於持續運動的狀態，且運動預設了空間的

存在，這兩件事物，原子與空間，就成了原子論中唯二具有實在性的

事物。既然原子運動不止，那它們運動的驅動力從何而來？古典原子

論者，如呂奇波斯
47
（Leucippos）及德謨克利圖斯主張，原子的運動

發生是出於原子相互間撞擊
48
（plēgē）。然而兩位哲學家的說法無法解

釋，原子發生運動的第一動驅力從何而來，這進而使得他們無法說明

原子如何發生碰撞。有鑑於此理論上的缺失，伊比鳩魯認為，原子除

了具有形狀及體積外，還有第三個性質，重量
49
。重量使得原子一開

始以垂直的方式「向下
50
」運動，但無論原子的重量與大小，它們皆以

45   EGP 27D44。DL IX, 44似乎建議，德謨克利圖斯有「原子體積無限大」（tas atomous de 
apeirous einai kata megethos）的主張，因此肉眼可見原子；然而Rist 1977: 44-45認為這是
對這句希臘文的不當詮釋，對它恰當的理解是，原子不可見，但它們在體積上是多樣不

定的。
46   參見《給希羅多德的信》56-59。DRN I, 599-634，特別是610的注釋。
47   關於伊比鳩魯認為此人不存在的記述，參見DL X, 13。
48   DK 67A16; 68A47。
49   DK 68A47；DRN II, 184-250。Jones 1992: 32主張，就算是德謨克利圖斯賦予原子第三個
特性，重量，他也未將它視為原子運動的動力來源。

50   伊比鳩魯在《給希羅多德的信》60有言，由於宇宙無限大，我們不應使用「上」及
「下」的語言，因為這兩個說法預設了最高及最低兩處。然而他認為若我們將自己當成

一個參考點，那我們可以說原子是從（我們的頭）上向下運動。陸克瑞提烏斯則是運用

比喻的方式說明原子的向下運動（II, 18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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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論萬物的本質

等速方式進行
51
。可是以此種方式運動會使得原子與原子間不發生任何

接觸，這進一步導致伊比鳩魯的原子論無法藉由原子聚散離合說明事

物生成毀滅。伊比鳩魯現存的文獻裡並未提供實質解決這個問題的機

制，然而陸克瑞提烏斯於《論萬物的本質》II, 216-293提出原子「偏

斜
52
」理論（the theory of swerve）：某些原子在從上向下垂直運動的過

程，不定點及不定時地出現了些微的軌跡偏斜，使得它們與其它原子

碰撞，且造成原子向四面八方運動。原子的運動碰撞造成它們之間結

合或分離，這使得原子論得以說明萬物生滅現象。此外，原子偏斜的

概念讓伊比鳩魯可避免陷入決定論的思想，根據普路塔荷（Plutarch）

所述，偏斜使得機會（tuchē）存在 53
。亦即，萬物的存在是出於偶然，

而非出於必然。

藉由如此的原子運動，伊比鳩魯得以說明自然世界裡事物的生滅

現象發生，但毀滅或分離又不會導致萬物歸於無。然而當原子聚集成

為原子複合物時，複合物中的原子是否處於安靜不動的狀態？伊比鳩

魯在此問題上的沉默，陸克瑞提烏斯替哲學家提供解答。《論萬物的

本質》II, 95-108給了一個否定的答案，陸克瑞提烏斯敘述，當原子聚

集成複合物時，它們在結合後不會處於靜止狀態，而是持續不斷地運

動
54
，且即使是在極為密實的狀態下，原子依然不停活動。就個別原子

而言，若組成複合物的原子在結合的狀態下，依然保持運動不止的情

況，那原子複合物又如何運動？如上所言，由於組成複合物的原子持

續運動，直覺上會推論出伊比鳩魯無法提供複合物如何運動的說明。

事實不然，他認為當複合物的運動方向與所有組成它的個別原子運動

方向一致時，複合物會快速地移動；與多數的原子運動方向一致，但

51   《給希羅多德的信》61。
52   陸克瑞提烏斯以拉丁字clinamen及 inclinatio來翻譯伊比鳩魯的希臘字paregklisis。
53   《論動物的聰慧》（De Sollertia Animalium）964C。
54   亦可參見DL X, 43（kinountai te sunechōs hai atom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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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ix

與少數方向對反時，複合物的運動會受到些阻力，故移動速度較緩。

若複合物的移動方向與一半的組成原子運動方向一致，但與另一半對

反，則它會處於不動狀態
55
。因此在經驗世界裡看見，不同的原子複合

物以不同的速率運動，或有些靜止不動。

環顧我們身處的世界，充滿了多樣性，若原子是構成萬物的基礎

元素，那它們應該擁有比上述三個本質特性更多的特質。然而伊比鳩

魯不這麼認為，他主張多樣是出於具有不同形狀、體積及重量的原子

形成複合物時，它們相互位置的安排
56
。因此這三個特質就成為原子

的主要性質（primary qualities），其他的性質，如顏色、味道等，皆

被視為次要性質（sumbebēkota, secondary qualities）。德謨克利圖斯有

言，次要性質的感知是約定俗成的
57
；然而陸克瑞提烏斯在此問題上的

論述，讓我們得知伊比鳩魯與古典原子論者有不同的立場。他認為次

要性質是原子各式各樣結合的結果，不是任何一個單一原子的固有功

能
58
。前後兩組哲學家在這個觀點的區別是，前者認為我們對味道及聲

音等性質的感知是主觀的；後者在《論萬物的本質》第二卷對味道、

聲音及顏色的形成與原子形狀及排列關係的說明
59
顯示，次要性質的

產生有其客觀性。次要性質的產生依賴原子間的排列組合，故原子不

存在它們也不存在
60
；原子複合物之所以能擁有恆常的本質，是因為它

性質的集合
61
。一物之所以是其所是，乃因它是形狀、體積、重量、顏

色、味道、聲音等性質的集合
62
。

古典原子論者主張，在宇宙裡存在著無數的世界（kosmoi），但

55   參見DL X, 46-47；Bailey 1928: 330-338。
56   類似的觀點亦可見德謨克利圖斯DK 68A129。
57   DK 68B9。
58   II, 865-990。
59   參見 II, 398-407, 410-417, 730-841。
60   參見 I, 451-454。
61   DL X, 69 ‘to holon sōma katholou ek toutōn pantōn tēn heautou phusin echon aidion’。
62   Bailey 1928: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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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論萬物的本質

他們對它們的形成的說法不一。呂奇波斯認為宇宙裡的原子一開始聚

集成群，隨後不同形狀的原子脫離，在一個巨大的空間裡結合，並形

成渦旋式運動。在此運動中適合的原子相互結合，形成世界
63
。德謨克

利圖斯亦有類似的看法，但他強調世界的產生是出於必要
64
。然而伊

比鳩魯不贊成前者「聚集成群」主張，也反對後者的「必要」倡議。

他認為多元世界的產生是因為，宇宙無限大及原子無限多，有足夠的

空間及基礎物質提供諸多世界形成
65
。如陸克瑞提烏斯言：「因為向四

方延伸的無限空間不被佔用，而且數量無限的種子在深不見底的宇宙

中，受永恆運動的刺激以各樣的方式飛行，這個大地及蒼穹被創造出

來」（II, 1053-1056）。此外原子聚集形成世界，是「依自身的意願，

偶爾的攻擊，以諸多方式，碰巧、隨意及漫無目的的聚集
66
」（1059-

1060）。世界的產生既不出於必要，也不會是永恆。伊比鳩魯主張世界

一如其他由原子構成的事物一般，都會因構成原子的消散而滅亡。儘

管在《給希羅多德的信》73伊比鳩魯只言及：「萬物再次毀滅」（palin 

dialuesthai panta），陸克瑞提烏斯則更進一步，以生命發展的歷程說

明，何以我們身處的世界不是永恆的。世界年輕時生機盎然，組成它

的原子在新陳代謝上，總是新原子補充的數量大於舊原子的代謝量，

因此組成世界的原子結構變動不大；然而至其老年時情況則相反，甚

至隨著時間每況愈下，終至無新的原子補充而造成原先的複合結構瓦

解及毀滅
67
。

63   DL IX, 30-31; EGP 27D80a, b, 81。
64   DL IX, 45 ‘Panta te kat’anagkēn ginesthai, tēs dinēs aitias ousēs tēs geneseōs pantōn, hēn anagkēn 

legei’。
65   參見《給皮叟克雷斯的信》89-90。
66   世界不是由諸神所創，參見V, 146-155及195-234；關於伊比鳩魯的宇宙發生說的理論，
參見V, 432-494。

67   參見 II, 1105-1174。類似的觀點，亦可用於解釋天上的星體，故它們不具神聖性，陸克
瑞提烏斯甚至不認為它們是有生命體，因為星體不具有靈魂（III, 78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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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xi

若原子論是我們理解這個宇宙世界的結構及運行的基礎，伊比鳩

魯認為它也是我們對於人自身及其生命的掌握，不可或缺的原則。

三、 倫理學

人類是活在由原子構成的物理世界裡，與其他有生物及無生物一

樣，也是由原子組成。伊比鳩魯主張不僅人的身體由原子構成，人的

靈魂亦由原子構成。雖然在伊比鳩魯的斷簡殘篇中不得見靈魂是物質

物的主張，但陸克瑞提烏斯明確表達，靈魂驅動身體，且身體是由原

子組成的物質，依據「相似者對應相似者的原則
68
」（the principle of like 

to like），靈魂也是物質物 69
。《給希羅多德的信》有言，伊比鳩魯主張

靈魂是由像氣（pneuma）與火的精緻原子組成（63），陸克瑞提烏斯提

供進一步說明，靈魂是由火、氣、風及一個不知名的元素組成，且第

四個元素的加入才使得靈魂具有感官知覺及思維的活動展現
70
。此外陸

克瑞提烏斯認為靈魂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 animus（心靈），位於人

的胸膛，主司人的理性思維活動，亦掌管感受，是人的情緒來源；另

一部分是 anima（靈魂），位在肢體，負責人的生命，當它離開身體便

代表人的生命結束
71
。animus與anima是一個整體，這從一個人受驚嚇時

出現的生理反應，盜汗及心跳加速等可判知
72
。驚嚇的感受是由心靈負

責，但心靈的活動會影響負責身體的靈魂，造成身體出現心悸及盜汗

的情況。

由於心靈與靈魂皆為物質物，故伊比鳩魯學派能以一種類似共振

68   參見 I, 304及 III, 161-167。
69   III, 161-176；亦可參見 III, 800-805及V, 152。
70   詳論參見 III, 231-257。
71   DRN III, 94-144, 323-324，儘管《給希羅多德的信》裡未言及此區分，但這是伊比鳩魯的
主張應無誤。

72   III, 1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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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　論萬物的本質

效果的方式說明感官知覺的產生。心靈、靈魂及身體形成一個由內而

外的結構，當外在經驗客體所散發的影像（simulacra）撞擊到身體，

如眼睛，身體會將此影像傳達至靈魂，後者再依序傳達至心靈，如此

心靈能夠與事物的影像互動產生知覺
73
。此外這個共振效果的相反過

程—受到撞擊的心靈產生欲望，進而影響靈魂，再進一步影響身

體—可以說明行為的發生
74
。這個機械論式的說明靈魂、身體及感官

知覺的關係，充分體現上述的「相似者對應相似者的原則」。這個原則

的採用是為了凸顯心物二元論者，如畢達哥拉斯及柏拉圖，以及非二

元論但視靈魂為非物質物者，如亞里斯多德，理論上的不合理。因為

根據此原則，兩個本質不同的事物是不會產生互動影響，所以上述哲

學家的理論便無法對人的感官知覺、意識及思維活動，提供妥適的說

明。

既然身體與靈魂皆是物質物，根據原子論的物理學，當死亡到來

時，不僅組成身體的原子會消散，構成靈魂的原子也會離散，因此靈

魂不是不朽不死之物，死亡對我們而言會是一種無所知及無所感的狀

態
75
。在西元後二世紀歐伊農安達的狄歐金尼斯所刻寫的關於伊比鳩魯

倫理學思想的碑文，亦可見類似的觀點，「靈魂無法在與身體分離的狀

態下存活
76
」。如此，反對畢達哥拉斯及柏拉圖，伊比鳩魯及其學派主

張靈魂不是不朽不滅的，亦即每個人都只活一次，且無來世生命的可

能
77
。這個人學立場富涵嚴肅的倫理學意旨，既然人死後靈魂與身體皆

還原成一個個的原子，且對一切都無感無知，所以死亡不足懼。這也

73   III, 161-162。
74   IV, 886-892。
75   參見 III, 462；KD 2；LS 14F、G、H。相關討論，參見 III, 842及973的注釋。
76   TEI Fr. 38。
77   關於靈魂與身體同生同死的論證，參見 III, 417-829。相關詮釋，參見Warren 2008；亦可
參見徐學庸2008: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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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xiii

是為什麼陸克瑞提烏斯在《論萬物的本質》III, 978-1023言及，那些關

於來世生命的悲慘經驗及死後審判的宗教信仰皆屬無稽之談，去除這

個人生中最大的恐懼，可使人活得平靜祥和。

靈魂是由精緻圓滑及微溫快速的原子組成的物質物，它是一切感

官知覺發生的中樞，包含我們對快樂與痛苦的感受。承上所述，伊比

鳩魯的部分思想，特別是倫理學，受到錫蘭尼學派的影響，故對伊比

鳩魯一個最直接的理解是：他是位提倡享樂主義的哲學家。如此印象

不僅當代讀者容易形成，古代亦然。例如羅馬哲學家及政治人物西塞

羅便經常為言抨擊伊比鳩魯，指責他鼓勵追隨者追求能夠滿足生理需

求的生活
78
。然而這是否是對伊比鳩魯倫理學思想的適切理解？若是，

伊比鳩魯便是一位鼓吹粗俗的享樂主義者，建議人們過著盡力填補身

體欲望的生命型態。錫蘭尼學派的亞里斯提布斯的確主張，快樂是出

於當下立即生理欲望的滿足，所以餓了填飽肚子就會令人快樂
79
；然而

伊比鳩魯的倫理學不僅於此，儘管有類似言論，但他卻將這類的快樂

視為一種動態的快樂（kinetic pleasure），亦即滿足身體對食物的需求

只是暫時的，一旦消化完全，身體又會出現相同的需求，這類快樂的

獲得是有週期性的，快樂與痛苦交替的過程
80
。視快樂為至善，但至善

不應不具持續性。

此外，亞里斯提布斯除了主張快樂外，他還認為有與快樂對反的

痛苦及與快樂及痛苦無關的中間狀態或感受
81
。不同與此，伊比鳩魯認

為除了快樂與痛苦外，沒有所謂的「中間狀態」的存在。他主張我們

不是處於快樂的狀態，就是感到痛苦，而不會有不樂不苦的時候。這

78   參見《論目的》（De Finibus）第二卷的論述。
79   DL II, 87有言，人生的目的（telos）是滿足當下立即的生理欲求（hēdonēn tēn tou 

sōmatou）。亦可參見DRN IV, 858-876。
80   伊比鳩魯稱此週期性的快樂為chara（愉快）及euphrosunē（歡欣），參見DL X, 136。
81   DL II, 90：‘mesas te katastaseis ōnomazon aēdonian kai ap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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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　論萬物的本質

個觀點從西洋古代就一直遭致哲學家們的批評，例如西塞羅在《論目

的》卷二就對此說深表不滿地說道：「有誰不知道有三種自然的狀態？

一個是我們在快樂的狀態中，另一個是我們在痛苦的狀態中，第三個

是就我而言，我處在既不痛苦也不快樂的狀態下」（II, v, 16）。否認

第三種自然狀態的存在，是違反常識的主張。然而伊比鳩魯之所以會

認為不樂不苦的狀態不存在，主要的理由或許有二：第一，不感到快

樂也不感到痛苦的說法似乎指出，一個人是處在一個沒有感覺的狀態

中。然而對伊比鳩魯而言，沒有感覺是死亡的另一種說法，故在快樂

與痛苦之間不會是死亡。再者，如上所言，伊比鳩魯認為組成複合物

的原子不是靜止不動，而是持續運動，故一個由原子組成的人不可能

是處於無感的狀態。因為所有的感受—快樂與痛苦—都是一種感

官知覺，且所有的感官知覺都是出於原子的活動。若原子的活動從不

停歇，那感官知覺不會停頓，因此感受不會消失。誠如陸克瑞提烏斯

所言：「由於有痛苦，當物質的微粒受到某種力量的干擾，透過有生命

的肉體及肢體，在它們內在的家園中顫抖，且當它們回到位置中，吸

引人的快樂產生」（II, 963-966）。因此組成複合物，人，的原子不是靜

止不動，而是不停活動，造成他或她快樂與痛苦的感受。

第二，伊比鳩魯將不感痛苦的狀態理解為快樂，即快樂是痛苦的

缺乏。這使得他無法接受有所謂第三種自然狀態的存在，因為一旦預

設了一個人處於不痛苦的狀態中，他就會處於快樂中，所以「他也會

處於不快樂的狀態中」的主張，是不合邏輯的。伊比鳩魯的快樂是痛

苦的缺乏的主張，亦可由其物理學的思想說明理解之。若痛苦的缺乏

是指組成一個人的原子間的運行，如它們從複合物的移除及補充是順

暢無礙的，那他的生命大抵上像不受阻礙的流水一般順暢自在。有誰

會說如此的生活不是快活怡然的？

除了動態的快樂外，伊比鳩魯指出還有一種快樂是靜態的（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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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xv

katastēmatikai），有別於動態的快樂，不會時有時無，一旦擁有就不會

失去，這樣的快樂是建立在冷靜的思慮（nēphōn  logismos），找尋每

一個選擇及避免的理由，以排除會掌握靈魂的最大的噪音
82
，因此明智

（phronēsis）會讓我們瞭解，一個人不可能活得快樂，若他不以有智慧

的方式、有勇氣的方式、節制的方式及正義的方式生活，因為德性自

然從快樂的生命中油然而生
83
。陸克瑞提烏斯亦藉由歌頌伊比鳩魯的思

想，表達類似的倫理關懷：

當人的生命有不當的觀感，

匍匐在大地上，受制於沉重的迷信，

它從蒼穹之境露出頭來，

以恐怖的面容壓迫在眾生之上，

首位勇於仰起他會朽的雙眼反對它

而且首位敢反抗它的希臘人，

眾神的故事，雷電及帶著威脅嘶吼的

蒼穹卻無法壓制他，反而他

更加激發靈魂切望的能力

希望首先衝破自然之門緊閉的門閂。

因此靈魂生氣勃勃的力量完全凌駕其上，

且前進遠遠超越了世界的火牆，

及以心靈與靈魂踏遍不可計數的宇宙，

從那兒他，征服者，告訴我們什麼可能興起，

什麼不可能發生，然後每一件事物在什麼的方式下

能力受限，及其緊守的根深蒂固的邊界。

82   《給梅諾艾克烏斯的信》（Letter to Menoeceus）132。
83   Ibid.關於錫蘭尼學派不認為追求幸福（eudaimonia）是可能的，參見DL II, 87, 94, 98及

Annas 1995: 230-236的論述。反對此詮釋立場的論述，參見Tsouna 1998: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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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vi　論萬物的本質

因此迷信回過頭來被壓倒，並被踩在人的腳下，

勝利使我們與蒼穹平起平坐。（I, 62-79）

明智一方面能使我們理解自然的本質，另一方面免於因迷信而產生失

德行為，且因此獲致真正及持續的快樂
84
。由從此可見，雖然都是享樂

主義者，不同於阿里斯提波斯，伊比鳩魯他所認可的真正快樂生活是

德性生活，不單只是滿足生理欲望的生活。他特別告誡眾人，人不可

能沒有欲望，但只需要滿足那些自然且必要的欲望即可，其它自然且

不必要、不自然且不必要的欲望可置之不理
85 （KD 29）。明智帶來真

正的快樂，哲學化的生活也令我們愉悅，伊比鳩魯鼓勵眾人不但成為

哲學家，更要成為真正的哲學家 （VS 41, 54），因為這是最自給自足及

自由的生活
86 （VS 77）。

由於伊比鳩魯強調追求快樂及避免痛苦，從西洋古代以降對他在

政治哲學思想上的批判，大抵不出下述兩個議題：一個是指控伊比鳩

魯倡議廢除社會生活
87
；另一個是指控他鼓勵其追隨者勿參與公共事

務
88
。這兩個批判使得學者們一般認為，這是為什麼伊比鳩魯在他成立

的「花園」裡，特別看重友誼
89
（philia）。如此理解，使得伊比鳩魯倫

理學思想有著濃郁的「關乎自身的倫理學」（self-regarding morality）特

質。換言之，伊比鳩魯的倫理學聚焦在小圈圈的親密朋友關係，且關

心在此關係中個人是否能得到快樂；對於公共社群則採取漠不關心的

態度。因此這是一個完全不具利他色彩的倫理學思想。

84   亦可參見V, 1433及其注釋。
85   亦可參見《梵諦岡格言》（Vatican Sayings [VS]）59。
86   亦可參見TEE Fr. 70及TER T143。
87   參見普路塔荷《反對寇婁特斯》（Against Colotes）1127 D-E。
88   參見西塞羅《論共和國》（De Re Publica）I, 4-5, 9, 11-12；《論目的》II, 34-36；《論義務》
（De Officiis）III, 116-120。

89   參見《梵諦岡格言》23, 28, 39, 40。相關討論，參見Nichols 1976: 44-45, 128-130。然而陸
克瑞提烏斯在詩作裡並未凸顯，類似伊比鳩魯強調的「花園式的」小圈圈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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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xvii

然而這說法或許並不妥適，理由陳述如下：第一個指控缺乏文

本證據，因為無論是參考《給希羅多德的信》75-76，或《論萬物的

本質》V, 958-1457，皆可見伊比鳩魯及陸克瑞提烏斯相信，人類社會

文明有一段發展的歷程。即從自然狀態進入社群生活，再進一步進入

政治生活
90
。儘管前者在說明人類語言發展時認為，語言具有三階段

發展的歷程 （聲音、移除語言模糊性及抽象事物名稱的引介）；後者

則增加了兩個階段 （受自然的驅使產生自然勃發的聲音，以及出於有

用將聲音形塑成名稱）
91
。然而這個差異不妨礙我們理解，伊比鳩魯及

其學派認為語言的發展與人類社會文明進程是攜手並進的。此外《主

要學說》關於正義的討論亦顯示
92
，伊比鳩魯並未有任何廢除社會文

明的倡議；反而思考在一個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利益應如

何維繫。伊比鳩魯認為，將正義視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契約，藉以規

範相互間的對待方式，是維繫雙方利益不受傷害的最佳方式。陸克瑞

提烏斯亦在《論萬物的本質》第五卷提及此契約的概念，違背和平契

約者不應該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無人知曉，他終究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1136-1160）。

第二個指控除了西塞羅外，亦可見於迪歐金尼斯．拉爾提烏斯的

記載。他說伊比鳩魯在《論生活》（Peri biōn）第一卷曾言：「智者將

不會參與政治
93
」。然而這誠屬過度詮釋，審視關於伊比鳩魯思想的意

見記述
94
（doxography），或他個人的作品 95

，或其學派哲學家的作品
96
，

90   相關討論，參見Nichols 1976: 101-178；關於陸克瑞提烏斯在詩作裡，為政治生活辯護的
主張，參見Colman 2012: 95-113。

91   Marković 2008: 120-121。
92   參見《主要學說》XXXI, XXXII, XXXIII及XXXVII。相關討論，可見徐學庸2004: 227-

248。
93   DL X, 119 ‘oude politeusesthai, hōs en tē prōtē Peri Biōn’。
94   DL X, 120。
95   《主要學說》XIV, XXV, XXIX。
96   III, 995-1002（參見1002的注釋）及V, 1120-1135（參見1125的注釋）；TEI Fr. 3。

(8)Everything(2018-12-06)-1-up.indd   27 2018/12/6   下午 04:50:56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xxviii　論萬物的本質

都難以推出以下的結論：伊比鳩魯禁絕其思想追隨者參政。特別是陸

克瑞提烏斯在第五卷提醒那些醉心於政治權力者，其中包括梅米烏

斯，不可盲目而應以有智慧的方式追求之
97
。若自身能力有限或現實環

境不允許，那在權力的追求上應適可而止或急流勇退。伊比鳩魯未有

禁止參與公共事務的主張，甚至歷史事件亦可為證。該學派思想的追

隨者卡西烏斯（Longinus Gaius Cassius，卒於 42 BC），參與了刺殺凱

撒的行動，希望能剷除破壞共和制的專制者
98
。

最後，上述物理學思想的討論裡言及，伊比鳩魯主張在宇宙中有

諸多的世界同時存在；此外在敘述其靈魂觀時特別指出，伊比鳩魯不

接受靈魂不死的理論，亦不認為有死後審判的問題，這些觀點都直接

涉及他的宗教觀。伊比鳩魯的宇宙觀使他主張，只能由人類心靈感知

的諸神
99
—由極為精緻及穩定的原子構成，故是不朽的

100
—不會

關心人類的生活，且祂們自身過得祥和平靜
101
，因為祂們身處於世界

97   政治人物的盲目追求權力，甚至成為慾望的化身（erōs personified），參見Colman 2012: 
103。此外這亦使得我們對伊比鳩魯著名的標語 ‘lathe biōsas’（未引人注意地生活），不
再以不參與公共事務詮釋之，而應將「未引人注意」理解為「交融」（to blend in），即
伊比鳩魯鼓勵其追隨者與其他人在社會裡交融和諧地生活，他們與他者之間的區別不在

行為上，而是在態度上 （Asmis 2008: 214）。
98   關於伊比鳩魯的政治哲學思想，參見徐學庸2016: 1-32的論述。
99   參見西塞羅《論神的本質》（De Natura Deorum）I, xix, 49。西塞羅在此書 I, xvi, 43-xvii, 45
的論述指出，人對神祇擁有的是先天觀念（innatus cognitiones）。這使得Sedley 2011: 20-
52, eps. 30-33，主張，伊比鳩魯抱持的是一種內在主義（innatism）或觀念論（idealism）
的宗教觀，即神祇以觀念的形式存在於人心靈之中；相同的主張，亦可參見Long and 
Sedley（LS）2005: 144-149及Sharples 2002: 57-58。支持Long and Sedley的立場，但強調
陸克瑞提烏斯的神觀「至少部分要被視為是隱喻」，參見Segal 1990: 106。然而Konstan 
2011: 53-71則反對上述的立場，認為 innatus這個字不需要被理解為「與生俱來」，而是
「發展或長成」（67-69），並以實在論（realism）的觀點詮釋伊比鳩魯的神觀，強調他認
為神祇真的存在。對此議題進一步的討論，可參見DRN V, 1182的注釋。

100   《給梅諾艾克烏斯的信》123-124；《論神的本質》I, xix, 49以 ‘quasi corpus’（像身體）及 
‘quasi sanguinem’（像血液）描述神祇的形體指出，組成神祇的原子不同於一般組成人
類的原子，是更為精緻的。亦可參見DRN III, 823的注釋及V, 146-154。

101   DRN III, 18-22及V, 146-147；《論神的本質》I, xix, 51。Colman 2012: 19認為，雖然陸克
瑞提烏斯在詩作中並未明顯地排除神祇會介入人類的生活，但他的說法確實提議如此

的介入會危害祂們的祥和寧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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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xix

與世界的接縫中，而非在任何一個或我們的世界中
102
。再者若死亡是

無感覺的狀態，我們也無法感知那些在我們生前對我們不表關心的神

祇，在我們死後會如何對待我們；若死亡是靈魂與身體一同消解，那

不會有來世生命旅程與懲罰的問題。儘管如此，對反於古代哲學家對

他的批判
103
，伊比鳩魯不是一個無神主義者，反而鼓勵眾人參與宗教

活動
104
，但不同於柏拉圖，他認為神祇不負責宇宙的形成與運轉，而

一般人也誤以為「最大的不幸是由神帶來的惡，最大的利益是由神帶

來的善
105
。」除了反對柏拉圖外，伊比鳩魯也反對斯多葛學派的宇宙

論思想，儘管後者亦不主張靈魂不朽。斯多葛學派認為世界出於火又

復歸於火，這個反覆的生滅過程由神所決定，祂是這個世界的開創性

原則
106
（the seminal principle）（DL VII, 135-136; VII, 142; LS 46A）。亦

即，斯多葛學派的宇宙論是建立在由神主導的物質決定論上。追隨伊

比鳩魯的思想，陸克瑞提烏斯在《論萬物的本質》V, 110-235的詩句，

實是對此概念的批判
107
。這個關於神祇的看法，使我們理解何以伊比鳩

魯不接受，自然世界或人文世界裡的重大天災或人禍是出於天譴或神

祇的懲罰，因為這一切皆可以他提出的物理學思想解釋
108
。若宗教無法

解釋世界的運行，也無關來世生命的說明，那它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102   DRN V, 146-155；《給皮叟克雷斯的信》89 ‘metakosmia’（在世界間的空間）。
103   參見西塞羅《論神的本質》I, xvi, 43-xvii, 44及普路塔荷《反對寇婁特斯》1125C-F。
104   DL X, 10曾言：伊比鳩魯對神祇的虔敬，言語難以形容。關於伊比鳩魯是無神論
者的說法，是出於懷疑主義者塞克斯圖斯．恩皮里庫斯與新學院的卡爾內阿德斯

（Carneades），以及中期斯多葛學派哲學家波希東尼烏斯（Posidonius）的訛傳，參見
Obbink 1989: 202-223。

105   伊比鳩魯《給梅諾艾克烏斯的信》124。
106   斯多葛學派常以理性（nous）、命運（heimarmenē）、宙斯（Zeus）及火（pur）等語詞
稱呼神（DL VII, 135-136）。

107   相關記述，亦可參見西塞羅《論神的本質》I, ix, 21-23。西塞羅記載伊比鳩魯學派從
兩個面向—神造世界是為了追求快樂？或為了有益於人類？—來駁斥神聖照管

之說。
108   VI, 1090-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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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論萬物的本質

對伊比鳩魯而言，神祇的無憂無慮、安祥平和、不受死亡干擾等特

質，提供人們一個倫理生命的典範
109
。

貳、《論萬物的本質》及其承傳

以上是藉由對伊比鳩魯哲學體系的輪廓式勾勒，帶出陸克瑞提烏

斯在《論萬物的本質》裡的思想梗概及釐清一些觀念上可能的誤解。

在此欲提醒讀者的是，《論萬物的本質》之所以是部模仿伊比鳩魯作品

的詩作，不是因為它複製了哲學家的文字及思想，而是因為對讀者的

感召。亦即，陸克瑞提烏斯希望他的作品能和伊比鳩魯的一樣，能對

人們發揮影響，帶給他們幸福及免於干擾的生命。

《論萬物的本質》是現存對伊比鳩魯物理學及相關論述最完整的記

載
110
，此書由六卷書構成，基本的結構如下：

卷次 議題 主旨 對象 原子論

第一卷 原子的存在與運動
原子與真空 小宇宙

原子論的基本原則
第二卷 原子複合物

第三卷 靈魂的本質
靈魂觀 人類

第四卷 靈魂與感官知覺

第五卷
世界的產生及人類

文明發展
自然發展史 大宇宙 原子論的倫理學

第六卷
自然現象與瘟疫的

產生

109   Segal 1990: 6。
110   然而所謂的「完整的記載」不表示有系統或有邏輯地論述，因為陸克瑞提烏斯在此部
詩作裡與其說是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伊比鳩魯的物理學思想，不如說他的思想表達形

式是為了移除讀者，如梅米烏斯，接受關於萬物本質的真理的障礙（Nichols 1976: 56及
Colman 2012: 32-35）。關於陸克瑞提烏斯的論述方法，參見 I, 936-950及該段落的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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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xxi

每一卷書都有導論開卷，且各卷的論證主題標示清晰；整部詩作

是藉助優雅的修辭呈現哲學主張（或宗教主張）。由於陸克瑞提烏斯

對身旁充斥著欺騙虛假的言論感到憤怒，他在處理手中的資料時常有

一股濃郁的諷刺意味
111
（例如諷刺迷信）。他的寫作風格受到早期拉丁

作家，如詩人艾尼烏斯（Quintus Ennius, 239-169 BC）及悲劇詩人帕庫

維烏斯（Marcus Pacuvius，約 220-130 BC）的影響甚鉅，大量使用押頭

韻、子音、古體形式及發明新的複合字（如原子是 principiorum corpora

或 primordia rerum112
）。儘管六格韻有時略顯不精緻與單調，但他都能

以清晰的論證帶過。陸克瑞提烏斯的成就表現在，他以哲學語彙欠豐

的拉丁文說明伊比鳩魯的原子論思想，憑藉個人的信念與熱情完成一

部令後世驚艷的詩作。若有遺憾，整部詩作尚未定稿
113
，且未能完整呈

現與討論伊比鳩魯的倫理學思想
114
。

《論萬物的本質》以向愛神維納斯祈禱開篇，點出詩作的主題：唯

有理解自然的本質可破除迷信，使眾人不受對死亡恐懼的折磨。陸克

瑞提烏斯表述，在自然世界裡有兩個實體：原子及空間；質疑反駁早

期希臘哲學家，如赫拉克利圖斯（Heraclitus）、恩培多克利斯及安納

薩哥拉斯。此外，他證明宇宙的無限及原子運動及空間的關係。第二

卷繼續討論原子運動及其具有的性質。原子不僅存在而且運動不止，

由於具有重量，運動的方式是由上向下的垂直墜落；垂直墜落的過程

中，原子出現不可被察覺的偏斜或轉向，故避免了決定論而且出現自

由意志的概念。原子在量上無限，但在形狀上有限；複合物是由一種

以上的形狀的原子組成。最後，宇宙中有無限多的世界，它們的形成

111   I, 80-101。
112   亦可參見 I, 59的注釋。
113   詩中有諸多詩句重複，顯示陸克瑞提烏斯似乎尚未確定這些詩句應置於哪些脈絡中。
114   Sharples 2002: 7認為，《論萬物的本質》每卷書的導言皆大致上呈現伊比鳩魯的倫理學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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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ii　論萬物的本質

原因不一，唯皆與神祇無關。陸克瑞提烏斯於第三卷觸及靈魂、心靈

及身體的關係的議題，他主張此三者皆是由原子構成的物質物，只是

前兩者是由像氣、風及細緻微溫、快速的原子形成。由於都是物質，

故三者同生同死，不存在靈魂不朽不滅的問題；陸克瑞提烏斯更進一

步批判靈魂不朽不滅。最後，若死亡代表一切回到原點，原子，那麼

死後我們既無知也無感，所以死亡對我們而言是無物，也不足懼。第

四卷以卷二的內容為基礎，探究事物的影像如何形成，以及影像與感

官知覺的關係。論證過程除了確立感官知覺皆為真的立場，亦針貶懷

疑主義；卷中言及思想、想像及夢的產生，對目的論則多所不滿；卷

末論述性愛議題，呼應卷一對維納斯的召喚，陸克瑞提烏斯說明性愛

的源頭與特質，何謂真愛。第五卷的內容主要由三部分構成：釐清神

祇與世界的關係、天體運行的本質、人類的起源與文明社會的發展。

原子論的架構下神祇與世界的產生沒有關係，所有的天體產生及運行

亦非出於神祇的力量。生命的產生是由植物、動物，再到人類的一段

進程；人類一開始也不具有文明，是後天逐漸發展形成。第六卷討論

許多自然現象的原因，並以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瘟疫為例作結，瘟疫

不是天譴，依據伊比鳩魯的物理學可合理地說明。

這部詩作或許是部未完成的作品，但除了受到西塞羅的讚賞外，

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史塔提烏斯（Statius）及奧維德（Ovid）皆

諸多美言
115
。然而西元後 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火山灰將位於赫爾庫

藍內恩（Herculaneum）的圖書館掩埋，陸克瑞提烏斯的《論萬物的本

質》可能在其中
116
。或許因詩中傳遞出的反宗教的訊息

117
，從西元一世

115   關於陸克瑞提烏斯在詩作中所使用的意象，如何被運用這幾位後輩詩人自己的作品
中，Hardie 2009提供了完整的檢視與論證；亦可參見他的單篇論文的論述，Hardie 2007: 
111-130。

116   Butterfield 2013: 6；關於赫爾庫藍內恩圖書館中是否藏有《論萬物的本質》的爭議，參
見Obbink 2007: 33-40。

117   Reynolds 1983: 2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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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xxxiii

紀到整個中世紀，《論萬物的本質》幾乎銷聲匿跡
118
，直到文藝復興時

期才由波吉歐．布拉奇歐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於 1417年，在一座

修道院的圖書館發現一本《論萬物的本質》的中世紀拉丁文手抄本。

它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第一個版本，是兩年後在伯瑞斯奇亞（Brescia）

由湯瑪斯．弗蘭杜斯（Thomas Ferrandus）出版，從此這部詩作緩慢

地及逐漸地重拾其舊有地位，重編、翻譯及再版
119
。十七及十八世紀

許多哲學家、詩人及自然研究者人手一冊。十七世紀的微粒理論（the 

corpuscularian theory），是原子論的一個近代版本。例如當時法國哲學

家佳松第（Pierre Gassendi）在其伊比鳩魯哲學注釋之「宏大的計畫」

（grand dessein）裡 120
，引用了五千餘行《論萬物的本質》的詩句；此外

他認為伊比鳩魯的物理學理論，有助於我們更接近理解事物的本質
121
。

十七世紀 40年代在英格蘭的第一部《論萬物的本質》英文譯本，是出

於露西．哈欽森（Lucy Hutchinson）之手，惟此譯本當時並未出版 122
。

118   西元800年在查里曼皇宮（Charlemagne）裡由Dungal完成一份《論萬物的本質》的手
抄本 （Jones 1992: 137），但Reeve 2007: 206對此說不表贊同；Butterfield 2013: 7, 203-260
則建議，Dungal的版本是修訂之前的一份手抄本。有紀錄指出九世紀下半葉及十二世
紀在法國皆有一份手抄本出現（Jones 1992: 137; Reeve 2007: 206; Butterfield 2013: 30-31, 
267）。

119   關於1417年前後在義大利已醞釀一股對《論萬物的本質》及伊比鳩魯思想的關注，然
而這不表示這部詩作及伊比鳩魯的思想，在當時已廣為盛行及被納入學校的課程裡，
參見 Jones 1992: 142-143, 154-155。Butterfield 2013: 18有言：從1430年代中期到1507年，
一共有54部手抄本問世。Norbrook 2016: 3言及，西元四世紀因基督宗教徒與異教徒的
衝突劇烈，導致多部《論萬物的本質》的手抄本可能被焚毀。

120   這個「計畫」主要有兩部著作組成：一部是Animadversiones in decimum librum Diogenis 
Laertii，內容是翻譯DL第十卷關於伊比鳩魯的生平與思想的記述，以及提供相關評
注；另一部是Syntagma Philosophicum，強調伊比鳩魯的哲學體系及其在哲學史上的重要
性，然而這不表示佳松第在宗教上也贊同原子論的思想（Johnson and Wilson 2007: 136-
138）。

121   Jones 1992: 177, 181-182。
122   第一本英譯本是1682年湯瑪斯．克禮戌（Thomas Creech）的譯本（Jones 1992: 21; 

Johnson 2000: 87; Hopkins 2007: 256-257）。然而詩作裡違背基督宗教教義的詩句與思
想，皆被譯者巧妙地解釋過去。

(8)Everything(2018-12-06)-1-up.indd   33 2018/12/6   下午 04:50:56

科
技
部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xxxiv　論萬物的本質

同一個世紀 50年代，深受佳松第影響的北英格蘭「新堡圈 123
」（The 

Newcastle Circle）—霍布斯 （Thomas Hobbes）是其中成員之一—

在自然哲學及倫理學上都充分展現伊比鳩魯思想的精神。特別是《論

萬物的本質》中對人類文明起源及發展的描述，對霍布斯在論述社會

發展不需藉助宗教教義有深刻的影響。再者陸克瑞提烏斯的詩作裡提

及自然狀態的觀點，十八世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運用在

其倫理學及政治哲學思想中
124
。而陸克瑞提烏斯在詩中對弱者及受苦

受難者，表現出不忍及憐憫的態度，亦薰陶了十八及十九世紀的效益

主義倫理學觀，一個良善的社會應使所有或大多數人過得快樂。誠如

Norbrook教授所言：陸克瑞提烏斯是「現代性的先驅者 125
」（the herald 

of modernity）。

123   Gillespie 2007: 252。
124   Baker 2007: 281-282。
125   Norbrook 20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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