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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一節：巴黎前後  

《墨洛珀》劇本的問世 

 

 

一七四二年，伏爾泰在巴黎訓練曼爾-杜姆斯小姐，教導她在排演他的《墨洛

珀》（Merope）一劇時，如何表現悲劇的高潮。她埋怨說，如果她要裝到像他

所要求的那種熱狂，她就得像着魔似的。伏爾泰回答道：「你說的正對。如果你

想在任何一門藝術上有成就，你就必須像着魔似的。」他的仇敵和一些批評家

都認為伏爾泰本身倒是這樣的一個人。聖柏甫批評伏爾泰說：「他的身上簡直附

着魔鬼。」法國批評家米斯特也說他是「繼承地獄中的全部魔力」的唯一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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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是一個帶有當代法國人各種缺點的人 ── 醜陋、虛榮、輕率、淫穢、

放恣、不老實、簡直一應俱有。可是，這樣的一個伏爾泰後來却變得非常的仁

慈體貼，而且，他精力充沛，揮金似土，對於朋友極為慷慨，不過，對付仇敵

也鐵手無情。他雖有本領一筆殺人，但人家對他稍表妥協，便立刻會放下武

器， 言歸於好 ── 人是多麼矛盾。 

 

以上的特點，無論好壞，都是次要的問題，它不能真正的代表伏爾泰。伏爾泰

的重要性和他的驚人之處，是他有極豐富極燦爛的思想。他的著作有九十九

册，其中的題材和百科全書一樣的豐富、浮華而散漫， 但都是頁頁精彩，處處

金石。他說：「我的職業，就是把我所想到的說出來。」他所想的，往往是值得

說的，而且是不能說得再好。如果現在我們不想看他的著作 (雖然有人因熟讀

他的著作而變為機智)，這是因為當時他對於神學的戰爭，現今己不能再使我們

感到興趣；也許我們已經轉換戰場，着重今世的經濟生活，而忽略未來的天國

問題。當日伏爾泰與教團主義及宗教迷信奮戰後所獲的勝利，已經完全平息了

那時候的爭論。他的名氣，大部是由於他那舉世無雙的言論而來；但文字可以

長存，而言語却易消失，伏爾泰的言語同樣地消失了。我們所保存的伏爾泰，

已經嫌軀殼過多，至於那烈火一樣的超凡精神，却不多見。 可是，經過了這樣

長的時間，今日我們在朦朧中所看到的伏爾泰，仍然是一個多麼奇怪的精靈。

就像許多人所說，他是「大智大慧，能把憤怒化為玩笑，苦難變作快樂。」；

「氣體及火焰所變成的生物，最易激動；比別人要精靈活潑；他的心機比人精

巧；他的心理狀態也比較別人更富彈性，而且精密異常。」他是否就是歷史上

智力最强的人？ 

 

誠然，在那時代沒有人比他工作更努力，也沒有人比他有更多的成就。他曾

說：「沒有事做和死亡是一樣的。」又說「除了懶惰者以外，其餘的都是好

人。」他的秘書說，他除了時間以外，對什麼也不吝嗇。「一個人要儘量的找事

做，才可以避免對生活的厭煩。我年紀越大也就越覺得工作的需要。一切工

作，最後總會變成無限的快樂，並且代替了生活的各種幻想。」「如果你不打算

自殺，便要常常找些事做。」這些都是伏爾泰的話。 

 

伏爾泰一定時常在想自殺，因為他總是不斷地工作。「他的精神能夠佈滿整個的

時代，就是因為他有 非常蓬勃的生氣所致。」他生時適逢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世

紀 (伏爾泰生於一六九四年，卒於一七七八年)， 而他就是這世紀的精神的象

徵。雨果說：「提起伏爾泰，等於敘述十八世紀的特徵。」意大利有文藝復興， 

德國有宗教改革，但法國却有伏爾泰；伏爾泰對於法國等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

革，以及半部的革命運動史。他傳遞了有防腐作用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的懷疑論，以及拉柏雷 (François Rabelais) 的有益健康的通俗幽默；他反對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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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腐敗，比起路德(Luther)、伊拉斯莫斯(o Erasmus)、加爾文 (Calvin )、諾思

(Knox)或梅蘭克頓 (Melanchthon) 那一群人，更激烈而且也更成功；他協助彌拉

波(Mirabeau)、馬拉(Marat)、但敦(Danton)、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等製造火

藥，以炸毀法國的舊制度。拉馬丁(Lamartine)說：「如果我們用一個人的事蹟來

判斷一個人，那麼，伏爾泰無疑是現代歐洲最偉大的作家。老天給他八十三歲

的壽命，因此他有充分時間可以慢慢地去瓦解那個腐朽的時代；當他倒下去的

時候，他已經征服了一切。」 

 

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生前有這樣大的影響力。儘管政府和教會的一些爪牙怎樣

把他放逐，下獄，禁止他的每一本書，但他却能猛勇地給自己的主張，打開一

條道路。最後，帝王和教皇不得不去逢迎他，在他面前，他們的寶座甚至幌幌

欲墜；而且半個地球的人都去研究他的每一句話。那是一個需要破壞的時代。 

尼采說：「笑獅應該到了，好了，伏爾泰終而到了，他大笑地破壞一切。」從封

建到中產階級執政，中間經歷很長一段的政治和經濟的改變。伏爾泰與盧騷，

便是這轉變過程中的兩個發言代表。本來一個新興階級，因現存的法律或習俗

而引起各種不便時，它便要棄習俗而重理智，廢法律而尚自然 ── 恰如慾望

的衝突，會燃起思想的火花一樣。所以當時富裕的中產階級，便自然地為伏爾

泰的理性主義和盧騷的自然主義撑腰；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前，舊的風俗習慣

須先破除；思想及感情必須先經一番洗新與充實，對於「實驗」與「改革」，人

們也必須先有開通的觀念。伏爾泰及盧騷並非大革命的起因，而是當時法國社

會及政治的表面下各種沸動勢力的共同產物。他們不過是火山爆發時所呈現的

光輝而已。因為一種哲學思想和歷史的關係，就像理智和慾望的關係一樣；在

任一情形中，一種無意識的演變，往往決定了人們表面上意識的轉變。 

 

哲學家們雖然往往偏袒哲學，誇張它的影響力量，然而我們對於這種偏袒也不

應矯枉過正。當路易十六被監禁在巴黎一座古殿中發現到伏爾泰及盧騷的著作

時，曾歎道：「那兩個人已經斷送了法國。」 ── 意指毁了他的王朝。拿破崙

也說：「保皇黨們當時如果曾對著作材料加以控制，他們也許仍可生存。大炮能

破壞了封建制度，筆桿也會摧毀現代的社會組織。」伏爾泰曾說：「書本可以統

治世界 ── 至少它可以統治有文字的國家。只有教育是爭取自由的最大力

量。」 ── 於是他便為法國人民去爭取自由。本來，全國人民如果發生了思

想，根本是無法阻止的。不過因為伏爾泰的關係，法國發生了思想。 

 

伏爾泰是一六九四年在巴黎出生的。父親是一個頗為成功的職業公證人，母親

是一個較為貴族化的女人。他的精明與暴躁可能是出於父親的影響，而他的輕

浮與急智也許部份是受自母親的遺傳。他的誕生可以說是非常僥倖的，因為他

出生後母親便行死亡。出世時他是一個非常孱弱的嬰兒，保姆甚至以為活不到 

一天，這個保姆當然猜錯了一點，因為伏爾泰差不多活到八十四歲；不過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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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他那勃勃的雄心一直因為體弱多病而困苦。 

 

他有一個做他模範的哥哥，叫做亞曼。亞曼是一個虔誠的青年，篤信冉森派的

異教論(Jansenist heresy)，而且肯為信仰而犧牲。亞曼曾對一個勸他勿憑血氣之

勇的朋友說：「好罷，如果你不願被絞死，至少你也不要耽擱別人呀。」伏爾泰

的父親說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傻瓜！一個迷於詩歌，一個迷於散文。因為伏爾泰

剛到會寫字的年齡，幾乎就會做詩，他那現實的父親遂認為這孩子不會有什麼

出息。然而伏爾泰的故鄉有一個以賣藝為生的名女人，却看到這少年將來不同

凡人的地方，當她仙逝的時候，她遺贈二千法郎給伏爾泰買書。他的早期教育

就從這些書和另外一個生活放蕩的長老而來，這位長老不但教他讀祈禱文而且

也教他懷疑哲學。後來一些耶穌會的人士便做了他的教師，他們把懷疑的工具 

── 辯證法傳授給他。因為辯證法可以證實一切，終而使他什麼也不相信。於

是他變成了一個辯士。當別的孩子在運動場遊戲時候，十二歲的伏爾泰却留下

和學者們談論哲學。到他應該自立謀生的時候，他因計劃以文學為職志，大傷

他父親的感情。「想以文學為職業的人，不但無益於社會，而且將負累親戚，死

於饑寒。」他父親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之大使桌子都顫動起來。從此伏爾泰

便專心去研究文學了。 

 

伏爾泰是一個勤學而不安分的少年，常常開夜車做事，深夜不歸，在巴黎和一

些才子浪人到處嬉遊， 試探人生各種誠律，終使他父親大發雷霆，把他送到一

個住在康城的親戚家裡去，並請他如何把伏爾泰看管起來，可是這個獄吏却因

愛才而讓他自由活動。在監禁之後，接着是放逐。他父親把他交給駐海牙法國 

大使，並要求他對這輕浮的孩子嚴加監督：但伏爾泰登時即愛上一個叫做萍比

特的小姑娘，和她偷偷地幽會起來。而且寫了許多情書給她，信尾往往加注一

句「我永遠的愛你」這事情終於敗露，於是又被送回家去。他思念萍比特總有

幾個禮拜。 

 

一七一五年，他到巴黎時，正是一個頗為自負的廿一歲青年，恰好趕上看到路

易十四之死，繼位路易年輕不能管理國務，更難統治巴黎，於是政權落於一個

攝政之手；際此國位陷於半真空的狀態時，巴黎情形甚為紛亂，社會滋鬧不

堪，年青的伏爾泰亦加入推波助瀾。不久他便得到一個傑出勇敢少年的美名。

那位攝政曾為充實府庫，賣掉御廄中半數的馬匹，伏爾泰聽到便說，如果當時

把皇宮內半數的蠢驢趕了出來，那更合理多了。最後巴黎人民所耳語的一切笑

話資料，大家都認為是伏爾泰的傑作。剛好伏爾泰流年不利， 這些笑料中有兩

首詩，指控攝政有篡位企圖。那位攝政於是光火起來，某一天在公園中逢到伏

爾泰時對他說：「阿諾爾 (伏爾泰的本名)，我向你保證，我有權利叫你看看你

沒有看過的東西。」「什麼東西？ 「巴士底監獄的內部。」伏爾泰第二天果然

看到了，那是一七一七年四月十六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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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獄中，他為了某種原因，採用伏爾泰這筆名。(伏爾泰的本名是 Francois 

Marie Arouet)，而且很認真地做一個詩人。他監禁不到十一個月，便寫了一篇

很長而有價值的史詩痕立阿德 ( Henriade )，敘述那瓦亨利 (Henry of Navarre) 

的故事。以後那個攝政也許因為發覺他的冤枉，把他釋放了，並給他一筆扶助

金；伏爾泰也就寫信給他，道謝他對伏爾泰伙食的關照，並且請求以後讓他自

己看管自己的家。 

 

他從牢獄出來便馬上到戲臺去。一七一八年他所寫的一部悲劇奧第普 (CEdipe )

在巴黎連續上演四十五夜，打破巴黎的一切紀錄。他的老父前來罵他，也坐在

劇院的包廂裡。當他看到精彩地方的時候，口裡一直喃喃着：『惡棍！惡棍！』

來掩飾他內心的高興。劇散後，詩人芳勒爾遇見了伏爾泰，故意對他說 一句欲

貶故揚的話，說它是『太燦爛的一齣悲劇』伏爾泰微笑地答說：「我要再研究一

下你的田園詩。」年青的伏爾泰對於人家的警告或恭維根本無心注意；在他的

劇本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勇敢的詩句 ──  

 

我們的牧師根本不是老百姓所想的那樣 

他們的學問不過是出於我們的輕信而已 

 

在他 Araspe 劇中人物的口述中，也有這麼一種劃時代的挑戰詞： 

 

讓我們信賴自己，親眼去觀看一切； 

讓這格言成為我們的聖論，我們的神壇和我們的上帝。 

 

伏爾泰從這齣戲撈到四千法郎，接着他把這些錢用於投資，他投資手段之高

明，在其他文人中尚未有所聞。由於過去各種艱苦的經驗，他不但學會一種掙

大錢的本領，而且能把金錢善加運用。他很注重一句古典格言：「人須先有生活

經驗，而後才能通於哲學」 (one must live before one can philosophize)。 

 

一七二九年他收購大批計劃不周的政府彩券，賺了一大筆錢，甚引起政府的忿

怒。不過他越富有也就越慷慨。到他進入晚年生活的時候，慢慢有許多人來到

他那兒接受保護及周濟。好在他不但有法國人的文筆技巧，而且氣通猶太人的

財政謀略；因為他的第二齣戲劇“ Artemirt ”上演失敗了。伏爾泰對於失敗特

別敏感；以往勝利愈多，使他感覺得後來失敗的可痛。他往往因敏感到社會的

輿論而產生苦惱。他很羡慕動物，因為動物不會曉得人家怎樣說它們。因為運

氣不好， 在演劇失敗之後，他又染上嚴重的天花，喝了一百廿品脫的檸檬水，

吃了許多別的藥劑才把它治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nriade


8 
 

當他擺脫了死亡的威脅時，他所寫的痕立阿德一詩已經使他成名了；他有道理

的誇口說，他的作品使詩歌為之流行。於是他到處受到歡迎與宴饗；貴族們立

即看上了他，把他造成一個世界性的文人。八年之中，他一直在巴黎的上流社

會裡愉快過日，然後又失去幸運。因為在貴族之中，有某些人總不能忘記這個

青年除了天才以外，既無爵位又無勳功，所以對他的榮譽總看不順眼。某次在

沙利公爵宮堡的宴會中，伏爾泰大膽地發表幾分鐘時間的驚人言論，席上的羅

蘭爵士便按捺不住，故意大聲問左右說：「說話那樣大聲的那個青年，到底是什

麼人？」伏爾泰應聲答道：「他是沒有頭銜的人，可是他的名字却赢得人們的尊

敬。」對爵士答辩已經是不禮貌，而答辯得不得體，不啻造反。於是這個榮尊

的爵士僱了一批暴漢趁夜去毆打伏爾泰，只告誠他們說：「不要打他的腦袋，他

的腦袋也許還藏些沒有見過的好東西。」 

 

第二天，伏爾泰紮著繃帶，跛着脚在劇場中出現，他走到羅蘭的包廂，要他來

日比武。接着他回家整天練劍。可是這個高貴爵士並無意為一個天才而早日昇

天；他請求他的表親 ── 當朝的警察部長 ── 設法保護他。伏爾泰因而被

捕， 送到他的老家巴士底監獄去，於是他又多了一次從內部觀察世界的權利。

但這一次幾乎被放出來，條件是他要流亡到英國去。他走了；但警卒護送他到

英國多維港後，他又化裝渡回海峽，蓄意報仇。因為 有人警告他說，他的行踪

已被發現，而且要受到第三次逮捕，他又坐船返航，最後只好平心靜氣在英過

了三年的生活 (一七二六 ~ 一七二九)。 

 

 

在沙利公爵宮堡的宴會中，伏爾泰大膽地發表幾分鐘時間的驚人言論，開罪了羅蘭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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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二節 

倫敦生活與英國文集 

 
伏爾泰流亡英國期間，他成功地學習了英語， 

並用英語寫了他的筆記本。 

 

在倫敦，伏爾泰鼓起勇氣想學通英文。他對於英國文字若干不合理的地方頗感

不滿，譬如 Plague 這個英文字讀起來只有一個音節，而 Ague 却有兩個音

節，他希望 Plague 和 Ague 應該平分秋色，各佔這語音的一半。他不久便能

順利地閱讀英文，在一年之間，竟然精通當代英文學的最主要作品。他於是經

過波林布羅克爵士 (Lord Bolingbroke) 的介紹，和許多英國文人見面，並逐一

和他們宴談，甚至和那個尖酸善變的斯尉夫特 (Dean Swift) 院長 (當時他做了

禮拜堂院長) 交談了。 

 

伏爾泰自己並不假裝門第高貴，同時也不希望別人如此；某次，英國戲劇家康

格利夫 (Congreve) 談到自己的戲劇並無若何價值，並且他希望別人把他看作一

個安逸的紳士，而不把他看成一個劇作家，伏爾泰便聲音尖刻地對他說：「如果

不幸你和其他的紳士一樣，我絕不會來看你的。」 

使他感到驚奇的，在英國那些文人像波林勃克羅、頗普、愛送孫、斯尉夫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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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可以任意寫作。在英國，人民可以自由言論。他們改革了宗教；絞殺了本

國國王後再從海外請來一個；同時組織了一個國會其權力較歐洲的任何一位統

治者為高。這裡，沒有暗無天日的巴士底監獄，也沒有任意逮捕人民的拘票。

但在法國，一些帶着顯赫頭銜的寓公，遊手好閒的皇族，通常可以不必解釋理

由，就把他們沒有頭銜的仇人送到牢獄去，而不必經過審問手續。這裡有卅種

的宗教，可是沒有一個剝削民脂的祭司。這裡有最勇敢的教會 ── 教友會，

他們純正的教徒行為，使整個的基督世界為之驚愕。伏爾泰對於教友派教友終

生念念不忘。 在他的哲學辭典中，他假託他們的話說：「我們的上帝，曾經吩

咐我們應該去愛護仇敵，而且不應怨天尤人，一定沒有意思叫我們去跨海東

征，殘殺自己的同類，為着一批凶徒，身披紅衣頭戴二英尺高的帽子， 吆喝地

把老百姓拉去當兵。 

 

當時英國的智識界也正是最活躍的時候。培根的名字仍甚流行，他的歸納方法

在各種學術研究中正睥睨一切。霍布士 ( Hobbes1588~1679) 已綜合文藝復興的

懷疑精神和培根的實用主義，成為一種非常徹底而大膽的唯物論，當時他如果

在法國，勢將得到一種為謬論而犧牲的哀榮。洛克 ( Locke1632~1704 ) 也寫了

一篇關於心理分析的傑作 ( 「論人間的悟性」“The Essay on the Human 

Understanding”，寫於一六八九年)，而沒有引用不可思議的假說。哥林斯、丁

達爾以及其他信奉自然神教者，正重申他們對於上帝的信仰，但對於許多教會

的信條也表示懷疑。牛頓當時剛剛逝世：伏爾泰曾參加葬禮，後來他常常回憶

當時全英人士對這位謙遜英人所表示的隆重敬意。他曾經寫道：「不久之前，一

羣英國聞人討論到一個有趣的尋常問題，誰是最偉大的人 ── 是凱撒亞歷山

大、帖木兒還是克倫威爾？有人答說，無疑是牛頓。這回答是很正確的，因為

我們所尊敬的，應該是那些用真理使我們信服的人，而不應當是用暴力來奴役

我們的人。」伏爾泰對於牛頓作品，於是作耐心而徹底的研究，以後他成了在

法國宣揚牛頓觀點的重要人物。 

 

伏爾泰吸收英國文化，譬如文學，科學及哲學等等，其速度之快甚使人驚奇不

置；他把各種不同資料 搜集起來用法國的文化和法國的精神加以陶冶，把它提

鍊成法國人的口才和機智。他把旅英所得之印象寫成一部英國文集，把原稿送

給他的朋友們傳閱，而不敢把它付印，因為其中把「不忠不義的英國」讚揚過 

甚，定不迎合當朝檢查人員的口味。這部文集的內容是把英國的政治與思想的

自由，和法國的暴虐的奴役政策作個對照，其中嚴重指責不做事的法國貴族，

侵吞教會奉獻金的牧師團，以及他們以巴士底監獄作為對付各種疑難的高壓政

策；它並敦促法國的中產階級應像英國的一樣，爬上他們應有的政治地位。這

部文集，雖不自知利害，却是法國大革命的報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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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三節 

在西烏里寫了許多傳奇故事 

 

 
沒有人比伏爾泰更能體現 18 世紀的樂觀精神。 「燒掉你的法律，制定新的法律！ 你從哪裡

得到新的？ 從理性出發！”這就是他如何以啟蒙、寬容和人道主義進步的精神為一種新的、

更自由的思維方式製定戰斗口號。 

 

但是，這一位攝政並不曉得伏爾泰是一隻「報曉革命的公雞」，在一七二九年。

便允許他回國。此後五年，伏爾泰又大享其喝酒寫文章的巴黎生活。但好景不

常，有一個卑鄙無賴的出版家拿到英國文集以後， 竟不經作者同意，把它印刷

出來，到處發售，不但嚇壞許多善良的法國紳士，連伏爾泰自己也為之大驚。  

 

巴黎的國會立即下令把這「可恥、反宗教、反道德、不忠不敬」的書，當眾焚

燬，伏爾泰於是知道他又要到巴士底監獄去了。他像一個有先見哲學家，事前

便逃之夭夭 ── 不過他却利用這個時機和某候爵夫人一道私奔。沙特勒侯爵

夫人芳齡僅廿八；而伏爾泰當時却已經有四十歲了。侯爵夫人是一個傑出的女

人：她會和可畏的莫佩爾蒂和克雷洛等共同研究數學；她譯過牛頓的自然哲學

原理並加以詳細的註釋；此外，她不久要因為一篇火的物理論文而受到法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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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會嘉獎，這比伏爾泰的學術地位還要高些；總而言之，她確是一種不會私

奔的女人。 

 

但是侯爵為人實在過於乏味，而伏爾泰却然有風趣 ── 她把伏爾泰叫做「百

般可愛的寵物，法蘭西的最佳首飾。」伏爾泰也以熱情的讚慕來報答她的相

愛，說她是『一個偉大人物，唯一的缺點就是身為女人。』他並為了侯爵夫人

和當時法國女人所表現的傑出智慧，建立一種男女智慧平等的信念；由於這些

關係，他乃決定到她的西烏里別墅去，以逃避巴黎的陰惡政潮。侯爵本身常常

帶着軍隊外出，這是他擺脫數學麻煩的一條出路；再者他對於這新安排也不反

對。原來，由於法國當日盛行買賣式的婚姻， 往往以少配老，可是富於浪漫熱

情的少對於老頭子多覺素然無味。所以那時的社會道德，並不反對一個少婦另

外結識情夫，只要她能想到很體面的藉口就行了。當她所選的不僅是一個情

夫，並且是一個天才的時候，社會上人都原諒了她。 

 

在西烏里別墅中，他們並不浪費時間於談情說愛，反之把整天的工夫都用在學

習及研究上。伏爾泰並花了很大一筆錢，建立一所自然科學實驗室；好幾年時

間，這一對儼若夫婦的情人，在討論及發明上，彼此一直互相競爭。他們的客

人很多，不過誰都知道，來這裡的賓客在午後九點之前，必須自己招待一切。 

晚餐過後，時有私人客串，演出話劇；有時，伏爾泰把自己寫的一篇生動的故

事，念給大家聽。不久西烏里便成為法國人心目中的巴黎；法國的貴族和資產

階級人士，聯袂前來欣賞伏爾泰的美酒和他的智慧，並且看他自己演戲。他也

很高興做起這腐敗而燦爛的社會的中心人物；這時他對一切都不過份認真，而

且短時中並以「自己笑並且也使人家笑」作為生活圭皋。所以俄國女皇喀德鄰

把他叫做「歡樂之神」。伏爾泰認為「如果我們沒有一點玩忽的天性，我們的生

活便要更加不幸。大部份人所以不會自殺，也就是因為他們對於人生，能夠採

取一種玩忽的態度。」他絲毫不像卡萊爾先生那樣的多病多愁。一七三七年他

致菲特烈大帝的信中，曾說道：「人生有時糊塗難得。許多哲學家甚至不知一笑

除愁，他們的苦惱真是活該。我認為嚴肅的人生乃是一種病態。」 

 

他的傳奇故事《札第格》(Zadig ou la Destinée)、《憨第德》(Candide, ou 

l'Optimisme)、米克羅梅加 (Micromegas)、天真漢 (L’ Ingenu, Le Monde covnme 

U va) 等等，便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寫的，在他九十九册的巨著中，這些故事最

能代表伏爾泰的真正精神。它們並非長篇小說，而是描寫歹人和奇想的短篇故

事。其中的主角所代表的並不是人，而是人的觀念，丑角是代表各種迷信，劇

情是代表思想，這些故事中，有一些是未完的遺稿，譬如「天真漢」，完全是盧

梭的自然主義思想。故事的大意是：一個北美休倫湖區域的印第安人，跟着一

些探險歸來的法人到了法國；於是問題馬上來了，如何使他信仰基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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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個長老就給他一本新約全書，這個休倫人拿到它真是如獲至寶，不久，他

不但要求受洗，而且還要求把他的包皮割掉。他說：「那本書裡的人物，沒有一

個不經過割包皮禮的。所以，我也必須為這希伯來人習俗而奉獻自己，應當愈

早愈好。」前一個困難剛剛彌縫過去，他又因為要懺悔而感到煩惱；他問這是

福音裡那一節的規定，於是人家就在聖詹姆士使徒書裡，指出一段給他看：「你

們必須互相懺悔認罪。」他乃不得不懺悔了。可是當他懺過悔之後，他竟然把

長老從聽懺椅上拉了下來，自己不客氣地坐上去，叫長老也去懺悔：「來吧，朋

友，聖經上說：『我們必須互相懺悔認罪。』我已經向你懺悔過了，現在，你在

沒有詳細認罪以前，便不應該動呀。」他後來愛上了教會裡的一個小姐，但人

家告訴他說，因為她做過他受洗時候的教母，現在他便不能和她結婚；他於是

對於命運的惡作劇，怒不可言，要挾說要解除洗禮。後來總算得到教會的結婚

許可，可是他又驚訝地發現，結婚時有這麼多必要的手續：公證人、牧師，證

婚人，婚約及教規等等……『那麼你們必定是大壞人了，否則何必需要這麼多

的防範？』如是，當這故事一節一 節地過去，劇中插入許多原始基督教及教團

基督教之間的抵觸之處；在這齣戲裡，伏爾泰缺乏那種學者的公平無私，以及

哲學家的寬大為懷的態度；可是，伏爾泰這時已經開始對迷信作戰，而在戰鬥

中，我們倒希望敵人能夠寬大無私了。 

 

《米克羅梅加》(Micromegas ) 是模倣斯尉夫特 (Swift) 的作品，不過其中對宇

宙的想像，也許比斯尉夫特的原作更為豐富。故事內容大體是：一個天狼星上

的人來到地球遊歷；因為這顆星面積如此之大，所以這個星人的身高也有五十

萬英尺左右。他從太空經過時，偶然碰到了一個土星上的人，這個土星人因為

自己身材只有幾千英尺，頗感悲傷。當他們倆從地中海經過時，天狼星人的脚

跟不過稍為濡濕一點。他問他同伴說土星人有幾種感官？」同伴告訴他說：「我

們有七十二種感官，不過我們每日正因感官不足而叫苦。」天狼星人又問：「你

們通常活到什麼年齡？」土星人答說：「哎呀，真是微不足道，我們星球上的

人，很少有活到一萬五千歲的。所以，你看，我們可以說剛一出世馬上就要死

亡。我們活於這世界真是渺小至極，轉瞬即逝，我們的星球也不外是一粒微塵

而已。我們剛開始學習就受到死亡的阻碍，而無法從經驗中得到好處。」當他

們站在海中時，檢起了一艘船，像檢起一只微生蟲一樣，天狼星人把它平穩地

放在大姆指甲之上，因此使船中的人發生極度不安。於是「船上牧師大唸其驅

邪符咒，水手們對天發願，而哲學家們則組織思想體系」以解釋這萬有引力的

振盪。這個天狼星人彎下身子，像一朵烏雲似的把他們的天空遮住， 對他們

說： 

 

「啊，你們這些有理性的原子，上帝曾經在你們身上得意地表現他的全知全

能，無疑的，在這泥土上 你們一定享受到真正美妙的快樂；因為你們沒有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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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擔，而且，除了看不見的靈魂以外，顯然沒有別的東西比你們再小了。你 

們一定享到自由和思想的樂趣。這些都是一個健全心靈的正當享受。我自己到

處找不到真實的快樂；但是，我想它一定是在這裡了。」 

 

船上的一個哲學家答說：「我們的體積雖小，但是做起壞事却有餘裕。你不知

道，舉個例說，就我說話這時候，我們種類中十萬個頭戴帽子的生物，正在殘

殺和他們一樣數目戴着頭巾的同類；至少他們是在彼此殘殺。而且這種情形，

自古以來便是如此。」 

 

天狼星人聽了憤怒的說：「真是壞東西！我很想用脚把這些可笑的小刺客，一窩

兒給踩死了。」 

 

哲學家答說：「你用不着麻煩。他們對於摧殘自己同類，已經很夠努力。十年之

後，這些可憐蟲便有百分之九十九，不會生存。況且你不該去責罰他們，而應

處分那些久坐不動不講道理的懶蟲，他們從後方的大宮殿裡發施號令，以殘殺

百萬生靈，而且成功之日還要隆重地來敬謝上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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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第格》(Zadig) 是僅次於《憨第德》(Candide) 的一篇佳作 (《憨第德》是伏

爾泰後期的作品) 《札第格》是一個巴比倫哲學家，「他是最聰明不過的一個

人；他懂得各時代的玄學 ── 那便是說，他沒有什麼知識，或者根本什麼都

不知道。」 「因為妒忌心作祟，他以為自己是在愛着塞密娜。」為了保衛她，

他的左眼因在抵禦强盗時而受傷。故事發展到後來，有一位使者被派到明非斯

去請埃及的最好醫生荷姆斯，這位醫生來的時候跟了一大批隨從。他看了《札

第格》後便稱說，病人診治無望，將要失明。他甚至預言了它的時日。他說：

「若果是右眼的話，我可以很容易把它治好；可是左眼的傷無法醫療的。」 

 

全巴比倫的人聽了都為札第格的不幸而悲歎，而附體荷姆斯的卓識。但兩天

後，札第格眼睛的濃瘡自己破了，不久便全部痊臉。荷姆斯寫了一本書以證明

那眼睛應該是治不好的。但札第格來不及去看它，就匆忙地到塞密娜那邊去。

但塞密娜因為聽到荷姆斯的報告，已經和別人訂婚了，因為她「對於一個獨眼

龍，有一種克制不住的嫌惡。」札第格於是娶了一個農家女為妻， 希望在她身

上找到宮女塞密娜所缺少的美德。為了要證檢他妻子的貞節如何，他和友人安

排計策，假裝死亡，如是一小時後由他朋友向他妻子求愛。計劃好後，札第格

便裝做死亡的樣子，被裝入棺木。這時，他的朋友對這寡婦，先則假裝憐憫，

繼則表示祝賀，終而要求即刻結婚。她略表反抗，接着「一面反抗說她絕不會

答應，一面却答應了。」這時札第格即刻復活，逃到森林裡，以自然之美來自

慰本身。 

 

後來他變了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國王就請他做大臣，整理政務，於是政治昌

明，國家安定。不久王后 却愛上了他，國王發現後很傷腦筋。他特地注意到

「王后的鞋是藍的，而札第格的鞋也是藍的；王后的飾帶是黄的，而札第格的

也是黃的。」國王決心要把他們兩人毒死；但陰謀為王后所識破，她送訊給札

第格說： 「我懇求你快逃吧，以後我們彼此的愛情以相同的黃色飾帶為誓！」

札第格於是又逃入森林裡去。 

 

他於是把人類喻作泥塊上的一群昆蟲，彼此互相在吞噬對方。這種比喻似乎故

意把他自己和巴比倫看得四大皆空，因而消除去他個人的種種不幸。他於是神

遊太虛，脫離感覺，默想宇宙的規則。但當他神志 恢復的時候……他想到王后

也許為他而死了，於是宇宙立刻不見。 

 

他從巴比倫城裡出來時，看到有個人在痛打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大叫乞援，他

於是過去和那個人搏鬥，最後為了自衛，一拳打死了那個人。於是，他轉身過

來問這女人說：「夫人，你還有什麼事要我做？」 你去死吧，惡棍！你把我的

愛人殺了。天啊，我多麼希望能把你的心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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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第格接踵便被捕為奴；但因為他向主人講授哲學，不久便做了他的親信顧

問。他會勸他主人訂立一條奇妙法律，轉移婦人的殉葬風俗。這條法律規定：

在殉葬前寡婦應先和一個漂亮男人共度一小時的秘密時光！當札第格出使到塞

楞第國王那裡去時，他獻策說要找一個忠實的大臣，只要在許多人跳舞的時

候，挑出一個步態最輕盈的候選人。他的辦法是：在經過舞廳的走廊上，散佈

許多很容易偷窃的金玉珠寶，並且事先安排，讓許多侯選人個別經過這走廊，

而不受人注意；當他們全部到齊時，主人便請他們跳舞。於是 「舞客們下場時

候之勉强，以及步態之笨重，真是史無前例。他們個個都是低着頭，灣着背，

兩手緊靠着自己的身子。」故事就是這樣下去。我們不難想像到西烏里那些的

晚會的情形。 

 

 

在他翻譯牛頓著作的扉頁圖上，夏特萊侯爵夫人被描繪為伏爾泰 

的謬思女神，將牛頓在天上的洞見傳遞給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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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四節 

菠次坦與菲特烈大帝 
 

有些人無法前來訪問，便寫信給他。一七三六年，他開始和菲特烈王子通信，

這位王子便是後來的菲特烈大帝。菲特烈給他的第一封信，很像是一個孩子寫

給一個國王的信；從他信裡的許多過度恭維之辭， 我們不難想像伏爾泰當時的

聲望 ── 實則，伏爾泰的最佳作品，當時尚未問世。這封信把伏爾泰宣稱為 

「法國的最偉大人物，而且有功於文字：你的卓越的成就，使我覺得與你生於

同世，便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榮……使人能發出衷心的笑，並非凡人的天賦。

人生捨大笑之外，還存什麼更快樂的事情？」菲特烈當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瞧不起各種專斷思想，就像那時候國王瞧不起他的老百姓一樣；當時伏爾泰

對他穿有很大希望，以為他登極之後，必定會使啟蒙運動大為昌盛，而他 (伏

爾泰)自己希望能按照柏拉圖匡輔狄恩尼謝斯的榜樣，來匡輔菲特烈。當菲特烈

對於伏爾泰的反恭維，表示不敢當的時候，伏爾泰答覆說：「一個王子寫信反對

恭維，和一個教皇撰文反對自己的絕對正確，是一樣的難得。」非特烈送給他

一本反對政治權謀論。在這本書中，菲特烈把戰爭的不公平，和一個國王在維

護和平方面的應有之責，說娓娓動聽；伏爾泰看到王族中竟然有這樣的一個和

平主義者，高興得連眼淚也掉下來。但幾個月之後，菲特烈了國王，便馬上侵

略亞里西亞，使整個歐洲捲入流血時代。 

 

一七四五年，這位詩人和他的數學家 (侯爵夫人)又雙雙到巴黎來，這時他已經

是法國研究學會候補會員。為了爭取這多餘的名望，他不惜滿口謊言，一邊冒

充虔誠的天主教徒，一邊又向耶穌會中的勢力派獻媚。換句話說，他所表現的

各種行為，和一般的侯選人差不多。這一次他雖然失敗，但一年後他便被選中

了，在歡迎會上，他發表一篇重要的演說，成為後來法國文學經傳之一。這時

候他在巴黎真是流連忘返， 招待會一個一個地過去，戲劇一本一本的出來。他

從十八歲寫《奧第普》(oedipe) 開始，一直到八十三歲寫《愛蓮妮》(Irène)，在 

這期中，連續寫了不少戲劇，雖然有的失敗，但大部份皆獲成功。一七三零年

他的布《魯達斯》(Brutus) 失敗，一七三二年《厄里菲爾》(Eriphile)也失敗了，

他的朋友勸他放棄戲劇寫作，但同年他的戲本《莎伊》(Zaire) 上場時，却是他

最成功的一次。穆罕默德(Mahomet 一七四一)，矮羅普 ( Mérope 一七四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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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唐古利德 (Tancrdde 一七六零) 均連續演出。 

 

這時他本身的生活中加入了許多悲喜劇。過了十五年時間，他對於侯爵夫人逐

漸冷淡：他們甚至連吵架的熱情都沒有。一七四八年，侯爵夫人移心別戀，愛

上一個年青英俊的聖倫巴侯爵。伏爾泰發覺時好不冒火；但當聖倫巴請求他寬

恕時。他竟心軟到為他們的愛情而祝福。伏爾泰這時已爬到了一生的最高峰， 

並且離死期也不很遠，他對於年青人有滿足情慾的需要，自然不能見怪。他豁

達地說：「女人便是這樣。」(他忘記了有的男人也是這樣)：「從前我取代了李

希利厄侯爵，現在聖倫巴却把我趕了！這是事物的常理；螳螂在先，黃雀在

後；愛情不過如是。」他後來寫了一首美麗的詩給聖倫巴： 

 

聖倫巴，那花兒全是為你而開放 

玫瑰的刺都對着我 

玫瑰的花却向着你 

 

一七四九年侯爵夫人難產逝世。伏爾泰和她的丈夫以及聖倫巴等三人相逢於死

者床榻之旁，大家未有 一言互相話責，而且反因共同喪失成為朋友。這是那一

時代的特徵。 

 

伏爾泰儘量在工作中忘掉過去的愛人。短時中，他並以編著路易十四一劇使自

己忙碌；好在這時菲特烈的二度請柬來得湊巧，才把伏爾泰從無精打彩的狀態

中，搶救出來。一張附有三千法郎旅費的請柬，却之未免不恭。於是伏爾泰便

到柏林去了，那是一七五零年的事。 

 

菲特烈把他安頓在自己的宮廷裡，指定一排很富麗的房間給他住，並以上賓之

禮待之，伏爾泰得到這位雄視一代的帝王如此賞識，當然也頗感自慰。最早在

他的信裡，就顯出非常滿意：七月廿四日他寫給朋友的信，對波次坦有如下的

描寫「十五萬大軍……歌劇、喜劇、哲學、詩歌，場面宏大而溫雅，擲彈兵， 

騾子，喇叭，梵啞鈴，柏拉圖式的夜宴，自由的社會，── 誰會相信？可是這

卻是千真萬確的。」幾年前他曾經寫道：「天哪！……如果能和幾個只有天才而

沒有妒嫉的文人住在一起的話，那麼生活該是多麼愉快呀。……大家彼此都能

互相敬愛，安謐的生活，好好修養藝術，彼此討論，互相切磋！── 我想像有

一天會住在這小小的樂園裡。」那麼，現在波次坦的宮廷就是伏爾泰的樂園

了！ 

 

伏爾泰避免參加各種正式宴會；因為他受不了被夾在許多盛氣凌人的將官裡；

他總是養精蓄銳，等着菲特烈的私宴；原來這位大王渴想做一個詩人兼哲學

家，所以經常在夜裡舉行私宴，招待一批親近的文人。 在這種宴會上，他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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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說法語。(伏爾泰想學德文，但因發音困難而放棄學習；他很希望德國人能增

加一點智慧，減少一些子音)。凡是聽過這種宴會上的談話的人，都認為它比世

界上任何書本更有趣味。他們在席上無所不談，自由發表思想。非特烈的機智

幾乎不在伏爾泰之下；而且也只有才高藝强的伏爾森 才敢和他抗辯，因為伏爾

泰說話既能殺勢對方，又不致觸犯對方之怒。伏爾泰於是高興地寫下：「任何人 

在這兒都是自由的，可以大膽的發表思想。」菲特烈「對人恩威並用……我覺

得一切如意……經過五十年風潮之後，我終而找到了一個安全港。菲特烈不但

為我保護，而且在他這兒，我可以聽到哲學家的言論，領略到他為人的風趣。

十六年來，當我不幸的時候，他都給我安慰，給我庇護。人們可以不信一切，

但對於普魯士國王的人格，應無疑問。」可是天有不測風雲： 

 

同年的十一月，伏爾泰認為投資薩克遜公債可以獲利，於是不顧菲特烈的明令

禁止，大買債券。後來公債果然漲價，伏爾泰於是賺了錢；可是他的代辦赫茲

先生却以公佈他這項買賣為耍挾，企圖向伏爾泰勒索。伏爾泰於是「猛衝上

去，扼住他的喉嚨，把他打倒地上。」菲特烈知道這事情後，甚為震怒。他對

拉美脫理說：「榨乾桔汁，扔掉桔皮，我最多再用他一年而已。」拉美脫理或因

急要驅散他的競爭者，就把這消息傳給伏爾泰。雖然後來的宴會仍然繼續，但

他寫道：「桔皮時常在我夢中作崇……那個從禮拜堂高塔上摔下來的人，當他在

空中翻筋斗的時候發覺空氣是軟綿綿的，說一句『不錯，假使永遠不停的下

去。』 很像就是我自己。」 

 

他一方面也想和菲特烈脫離關係，因為像一般的法國人一樣，他也開始思念故

園。所以在一七五二年，兩人終因細故破裂。原來，當初菲特烈為了喚醒民

眾，宣揚啟蒙運動，特地從法國運入許多文化人，其中有一個是大數學家莫佩

爾蒂(Maupertuis)。莫佩爾蒂因為對牛頓學說的見解不同，和德國第二流數學家

柯立克發生爭執。 菲特烈是袒護莫佩爾蒂這一方的；而猛勇輕率的伏爾泰却加

入柯立克那邊助陣。當時他寫信給登妮夫人說：「我很不幸是一個作家，竟和國

王對壘作戰。我雖無寶窃，但却有一枝筆桿。」就在同時間，菲特烈也在寫信

給他的妹妹：「魔鬼正在我的文士中現身說法；和他們周旋，簡直無聊；這些人

除了交際之外根本 沒有智慧：各種動物如果看到有智慧的人類也不過如此時，

一定會感到安慰不少。」這時伏爾泰又寫了一 篇「阿卡基亞博士之長篇議論」

以攻擊莫佩爾蒂。他把它讀給菲特烈聽，菲特烈為之大笑不止，但要求伏 爾泰

勿把它發表。伏爾泰似乎也同意讓步；不過事實因為這篇稿子已經送去印刷，

而原作家也不能自己抹殺自己的文章。當這文章出版的時候，菲特烈大為光

火，於是伏爾泰連忙逃避大災。 

 

雖然他逃到佛蘭克福，遠非菲特烈的政令所及，但却被菲特烈的特務人員追

上，被他們扣留起來。他們告訴他說除非他把菲特烈的一首詩巴拉斯之神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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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他便不能再前進。原來這首詩尚未經修正到可以發表地步，並且壓倒伏

爾泰的《少女貞德》一詩，但不幸伏爾泰把這可怕的詩稿放在箱子裡，而這個

箱子偏偏在路上遺失了；等到找到的時候，伏爾泰已經被軟禁了好幾個禮拜。

但正在這倒霉的時候，却有一個和他有債務關係的書局老板，認為機會難逢，

特地上門討債；伏爾泰憤怒之下，當面給他一個耳光；這時伏爾泰的秘書荷里

尼便出來調停，安慰這老板說：「先生，你所收到的，是世界最大偉人之一記耳

光。」 

 

他被釋放後，正要跨入法國邊境，却又得到自己被政府放逐的消息。這位老人

被迫得不知往那兒走好；有一段時候他想到北美的賓夕法尼亞 ── 我們可以

想像他絕望到什麼地步。一七五四年三月，他終而在日內瓦附近尋找「適當的

墳墓」，因此不再受到巴黎及柏林兩大對壘中獨裁者的干擾；最後他買了一幢房 

子叫做雅麗莊園；他於是定居下來，自己在花園灌水栽花，恢復體力；而在他

老之將至的時候，他開始從事一生最偉大的著作。 

 

 
《哲學家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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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五節 

雅麗莊園與道德論文 

 

伏爾泰在瑞士日內瓦的莊園，現已是「伏爾泰研究所和博物館」。 

 

他被法國政府再度放逐的原因何在？原來他在柏林出版一部最長、最野心、最

出色、而且最大膽的著作。書名相當的長，「論查理曼到路易十三法國國民道德

與精神」。為了侯爵夫人緣故，在西烏里時，伏 爾泰就開始寫這本書，是因為

侯爵夫人對於以往歷史寫法的不滿。 

 

她認為歷史不應是一部年鑑，她曾說：「我是當地一個法國女人，何必要知道瑞

典的王位的變動，鄂斯曼大帝的父親是誰等等？我讀希臘和羅馬的歷史，覺得

很有樂趣；它們的內容真是歷歷如繪，引人入勝，但是許多近代國家的長篇歷

史，我從來就沒有辦法好好讀完一部。它們除了雜亂以外，簡直找不出什麼東 

西；一大堆沒有關連的瑣事，一千種什麼也解決不了的戰爭。像這樣徒然使人

心理沉重，而又沒有啟發性作用的學問，必須加以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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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當時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借「天真的人」的口裡說：「歷史等於描寫人類

的罪惡和災難」；他並且要寫信給霍勒斯 · 沃波爾 (Horace Walpole) 說：「的確

是，閱讀約克王朝 (Yorkists) 和蘭卡斯特王朝 (Lancaster) 兩家的歷史，幾乎等

於研究强盗的歷史。」他曾經對侯爵夫人表示，如果把哲學應用於研究歷史方

面，並在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探索人類精神的發表，可能是一種解決的辦法。

他說：「歷史應該由哲學家去寫。」「在任何國家，歷史都是被傳說所歪曲，一 

直到哲學出來解答；當哲學在這最黑暗時期出現時，數世紀以來的錯誤，已經

使人心為之蒙蔽，終至哲學幾乎無能為力；因為，各種儀式，歷史事件，紀念

碑等已經堆積如山，用以證明謊言。」他於是結論說： 「歷史不過是我們在死

人身上所賣弄的各種花樣而已。」；我們可以把過去事實任意竄改，以求適合自

己未來的希望，結果，「歷史不過證實了，任何無稽之事都可以利用歷史來證實

而已。」 

 

他像一個淘金工人一樣，努力想在這「世界最大的錯誤洪流」中，找出一些人

類史實的「金砂」。 他一年又一年地埋頭於這一項工作，初步研究寫有：俄國

歷史，查理十二世傳記，路易十二時代，路易十四時代等等；他在做這些工作

時，培養了一種對於智識不屈不撓的義務觀念。這種觀念往往會迫人成為一個

天才。耶穌會教友達尼爾 (Gabriel Daniel) 在寫法國史以前，曾在巴黎皇家圖書

館中搜集了一千二百本的文稿，擺在他的前面；花了一個鐘頭左右的時間，把

它們翻了一下，一邊他望着杜尼邁 (Tournemine) 神父 (伏爾泰過去的老師)， 

一邊把所有的書退掉說，那些資料『全是無用的舊紙，寫歷史根本用不着它

們。』但伏爾泰却抱不同的態度：凡是有關的資料，他拿到了總要看一看；他

把好幾百部的回憶錄都讀得爛熟；寫了幾百封的信給歷史大事的目擊者，或他

們的遺族，甚至出版之後他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而且每次再版均要加以修

訂。 

 

這一資料的蒐集，不過是一種準備而已；最要緊的是利用新式方法來編選材

料。僅有史實是不行的，何況這些史實又多不可靠。「缺乏結論的細節對於歷史

來說，很像行軍時候加上很多行李，完全是一種障礙；我們對於事物必須作全

面觀察，因為我們的心胸本來很窄，戴不下大批的屑物瑣事。史實應由編年史 

的人去蒐集，並且應該把它們編成一種歷史字典，以便查考。伏爾泰所尋求

的，乃是貫穿歐洲整個文明過程的脈略；他並相信，這脈胳就是歐洲的文化

史。他決心使他的歷史不討論到君主，而討論各種勢力的轉變、文化的運動及

民間的情形；不討論國家，而討論人類；不討論戰爭，而討論人類開化的經

過。「在我計劃中，戰爭與革命僅佔極小部份。征服與投降，攻城與失地，對於

歷史來說，等於家常便飯：在任何時代中，如果除去一切的藝術和文明，便沒

有什麼可以使後人注意的東西了。」「我想寫一部不關於戰爭的社會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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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們的各種藝術修養。我要寫的是人類精神的歷史，而

不是一些項碎的事實。同時我也不關心大君主的歷史……，不過，我要知道，

人們從野蠻到開化究竟經過些什麼階段。」這種把國王從歷史中排除出去的主

張，也就從來打倒專制政治的民主運動的先聲。這篇道德論文的發表，給法國

的王朝敲響了喪鐘。 

 

因此，他編了世界上第一部的歷史哲學 ── 在探討歐洲文明發展的前因後果

方面，這是第一次有系統的嘗試；當時人們認為在實行這一實驗之先，必須先

打破各種超自然的解說；除非神學往後退步，歷史根本無法出頭。照史家巴克

爾的說法，伏爾泰這一部書，奠定了現代歷史科學的基礎。吉本、尼布爾、巴

克爾、格羅脫這一批史學家，都受到伏爾泰思想的恩惠。伏爾泰無異是他們的

開路先鋒，而且在他最早所開拓的園地裡，到現在仍然沒有人比得上他。 

 

可是這部頂好的書，和他的流亡有什麼關係呢？原來，因為書裡說得是實話，

所以犯了眾怒。這部書尤其引起教會的憤懣，因為它採取了後來吉本所主張的

觀點：即由於基督教當時很快地征服異教，所以使羅馬帝國內部分裂，因而招

惹北部蠻族的侵入。又因為這部書不常提到猶地亞及基督王國，而倒用一種火 

星人的客觀態度，大談中國、印度、波斯各國的風土民情以及人民的信仰，尤

其使他們 (法國教會人士) 火上加油。因為伏爾泰給東方這麼一報導，世界變

得更大而新奇了，一切的絕對都變成了相對，無底的東方也顯出它地位的重

要；歐洲突然發現本身不過是另外一個大陸的半島，它的文化也因此相形失

色。一個歐洲人竟然寫出這樣不愛國的報導，是不可赦！於是，國王便下了一

道命令說，這個無父無君的法國人永遠不得再踏進法國的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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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六節 

在斐耳涅寫《憨第德》 

 

 

雅麗莊園不過是伏爾泰的臨時住宅，從這裡附近，他希望找到一個安定的棲身

之所。一七五八年他遷居於斐耳裡，這地方是在靠近法國的瑞士邊境上；這裡

他可以避免法國政府的干擾，但萬一瑞士當局也找他麻煩時，他却可以設法再

躲入法國。這最後一次的搬家，結束了他多年流浪不安的生活。他過去一直的 

跑來跑去，並非全部因為他的神經質所致，而且也反映出，他到處有一種受人

迫害的不安感覺；一直到他六十四歲的時候，他才找到一所可以做為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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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子。在他所寫的一篇故事《斯加門答多遊記》(The Travels of Scarmentado) 

裡，其中 有一段話幾乎可以引用於作者的本身：「我看盡了世界上所有希罕美

麗的東西以後，覺得只有家庭最好； 我娶了一個妻子，雖然我不久便懷疑她的

貞潔，但是我還是覺得，這種生活比其他的都要快樂。」伏爾泰並沒有結婚，

不過他却有一個外甥女 ── 對於一個天才來說，這比有妻子還要好些。「我們

從來沒有聽說他想到巴黎去……無疑的，因為他聰明地寓居他鄉，所以壽命得

以延長。」。 

 

他在花園裡悠然自得，裁植一些果樹，但在他這一生中，他沒有希望看到它們

將來開花結果。當某一個敬慕伏爾泰的人，讚美他這一種肯為後代着想的工作

以後，他答說：「對的，我已經栽種了四千株。」 這時他對任何人講話都很和

氣，但有時也會被迫說一說些比較利害的話。某日他問一個客人，從那裡來。 

那客人答說：「從哈囉 (Haller) 先生那裡來的。」伏爾泰說：「他是一個大人物

呀，一個大詩人，大博物家又是大哲學家，簡直是多方面的天才。」那個客人

於是說：「由於哈羅先生對你看法不公平，你這樣一說，更是叫人對你讚慕不

置。」伏爾泰說：「呀！也許我們兩個人都誤會了。」 

 

斐耳涅現在變成了世界的知識首都；所有當代的學者及開明的政治領袖，或由

通訊，或由會晤，都向伏爾泰大獻恭維。來到這裡的有懷疑基督教的牧師，自

由主義思想的貴族，以及博學的仕女。英國書本、 波茲衛爾、法國的達朗貝

爾、愛爾法修，啟蒙運動的其餘健將以及無數的其他客人，都蜂湧到這兒來。 

最後弄得連伏爾泰這樣慷慨的人，也感到招待不起了。他向人訴苦說，自己簡

直要變成歐洲的旅館主人。某次，有一個熟人來這裡說，他準備要住六個禮

拜，伏爾泰聽了回答道：你和唐吉訶德有什麼分別沒有？ 他把旅館誤認做宫

堡，你却把這宫堡誤認做旅館。」他於是結論說：「上帝保佑我，讓我別見到太

多朋友，我願意自己來應付我的敵人。」 

 

除了來往不盡的賓客之外，這裡有世界上規模最大而且最傑出的通訊。各色各

樣有身份的人都寫信到這兒來；一個荷蘭市長從德國來信，秘密地問他究竟有

沒有神，並要求伏爾泰將覆信交給使者帶回。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 ( Gustav 

III )，一想到伏爾泰有時瞻望北方，就感到十分得意，而且通知他說，瑞典因此

而得到最大的鼓勵。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七世 (Christian VII) 因為未能即刻改

革一切，特地向伏爾泰道歉。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 (Catherine the Great) 則

把很好的禮物送給他，常常給他寫信，只是希望他不覺得這是冒昧就好了。菲

特烈在過一年暗淡的日子後， 他恢復過去的柔情，和這斐耳涅的文豪通信說

「過去你冤枉我很多事，我不但已全部諒解，甚至希望把它們忘得一乾兩淨。

你要曉得，從前你如果沒有和一個瘋狂地愛慕你的天才的人打過交道，你現在

就不能這樣平安無事……你希望聽到一些親切的話嗎？好罷，我老實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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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敬你這不可一世的綺麗天才；我贊賞你的詩歌，我喜歡你的散文：歷史上

沒有一個作家有你這樣的機敏，有你這樣的風趣。你巧於辭令，既能使人快樂

而同時又能給人指點。據我所知道，你是最富有魔力的一個人，你有本領叫全

世界的人都喜歡你。你的內心有很多優點，你能夠冒犯別人，而不致引起人家

的見怪。總而言之，如果你不是人，你已經是十全十美的了。」 

 

誰會想到，這樣快樂的一個逆旅主人，竟然會變成一個悲觀主義的代表人物？

伏爾泰年青時，雖然被關巴士底監獄，但他在巴黎名流士紳所舉行招待會中，

縱酒高歌，所看到的都是生活中比較樂觀的一面 ；然而，即使在那些無憂無慮

的日子，他已經反對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所宣揚的那一種不近

人情的樂觀主義。當時有一個熱情的青年會利用刊物攻擊伏爾泰，並替來布尼

茲爭辯說這是「極度完滿的世界」(賴布尼茲的看法) 伏爾泰寫信給他說：「聽

說你寫了一本反對我的小書，我很覺得高興。你真是對我太敬重了…… 當你能 

夠用詩或別的方式，說明何以在這極度圓滿的世界裡，會有這麼多人自殺，那

我更要格外的感激你了。我等着領教你的詩，你的辯論和你的詈罵 ……」 

 

因為受到迫害和理想的幻滅之故，他逐漸失却對於生活的信心；柏林及佛蘭克

福兩度的事件，使他的希望受了不少的打擊。一七五五年十一月里斯本强烈地

震，三萬市民因而喪命，他的信心與希望尤其低潮至極。這次地震是發生在萬

聖節那一天；各教堂中都擠滿做禮拜的人；因為人口集中於大建築物裡，所以 

死亡惨重。伏爾泰聽到前項消息驚愕之餘，生活態度為之嚴肅一時，而當日的

法國教會，竟把這一次的災害解釋作里斯本市民罪惡的報應，他聞訊氣憤填

膺，頓時寫了一首很激烈的詩歌。在這首詩裡，他有力地發表了一個古老的宗

教難題：若非上帝縱惡，便是上帝無能。他並不滿意斯賓諾莎的解答，說是罪

惡不過是人類所用的字眼，根本和宇宙無關，而人類的悲劇，從永生的觀點看

來，不過是些極度微小的事情而已。以下是他那時候所寫的詩篇： 

 

對了，我是這世界裡一個弱小的角色。 

但是，一切的生物，一切有感覺的東西， 

都和我一樣的受罪，也一樣地不免一死。 

兀鷹攫住了一只懦弱的小鳥， 

它那血淋淋的嘴喙住那些顫抖的肢翼： 

這樣，對於兀鷹來說，一切確是非常圓滿。 

可是傾刻間，一隻如把這儿辦得粉碎； 

這時，地上有個人，一箭射穿鷹鄉； 

但不久他自己却也倒在戰場， 

血染四周已經戰死的伙伴， 

又變成了餓鷹的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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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便是這樣地周而復始， 

到處充滿着苦痛的呻吟。 

可是，在這羣魔亂舞的世界裡 

你還要說，別個的不幸構成全體的幸福！ 

多幸福！於是你，這可憐的人， 

用顫抖的聲音喊着：「一切都很圓滿」， 

可是，世界證實了你的話不過是謊言， 

你的內心也千百次地駁斥自己的幻想： 

最曠達的人對此有何高見？ 

安静罷：因為宿命原不可知。 

人類也看不到本身的廬山真面， 

他不知自己從何而來，往何而去。 

一生勞碌，就像泥土上滾動的灰塵一樣， 

受着命運的玩弄，等待死神的吞噬： 

可是有思想的微粒，却能用它們遠視的眼睛， 

於是我們和無限的宇宙竟然成了一體， 

但是，却永遠不能把自己弄個水落石出。 

這世界，這矜誇而荒謬的劇臺上 

擁擠着許多令人作嘔的愚人， 

他們都在談論快樂…… 

從前，我也曾一度用不太悲哀的音調， 

歌頌着世俗上快樂的人生之道。 

但時代已經不同了，經過多年的教訓， 

再加上體驗到人類的許多弱點， 

至今我只有忍受一切，不再怨尤， 

希望在這愈加黑暗的時候，尋求一線的光明。 

 

幾個月以後，英法七年戰爭爆發，伏爾泰認為這無異是瘋狂和自殺的行為，為

了互相爭奪幾畝加拿大的雪地，英國和法國竟然不惜要把整個歐洲加以摧殘。

接着這件事情之後，盧梭公開地答覆伏爾泰那一首有關里斯本地震的詩。盧梭

說，對於這一種災害，我們應當責備人類本身。如果我們住在田野而不住在都 

市，那麼這一次地震就不會傷害這麼多的人；如果我們露天而宿，而不住在屋

裡，那麼房子就不會倒下來把我們壓住。伏爾泰當時看到這一種上帝無所不是

的言論，竟然受到很多人的歡迎，至感驚訝；而且這樣一個唐吉柯德式的人

物，竟然要摧毁他的一世英名，更使他怒不可遏。於是他便挾着人類最可怕的

知識式器 ── 伏爾泰的揶揄 ── 向盧梭猛撲而來。一七五一年他在三天的

時間內寫了《憨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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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篇故事裡，伏爾泰破天荒把悲觀主義加以非常輕鬆的討論，使人們在看

穿這一個苦難的世界時，號出衷心之笑。而且我們很少聽到像這樣簡單而微妙

的故事；這一部傳奇小說，當中只有純粹的敘述和對話，沒有描寫文，而且情

節發展得非常快。法國批評家法蘭士說：「在伏爾泰迅速的筆下，充滿歡笑之 

聲。」這篇傳奇在文學上也許是最佳的一篇短篇故事。 

 

《憨第德》按照它的名字的意義，是一個純樸的少年，他是威斯法尼亞州一個

很有勢力的男爵的兒子，同時也是學者潘格拉 (Pangloss) 的門生。 

 

潘格拉是一個上曉得天文下通地理的江湖教授。他說：「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有

他們最奧妙的目的。這是可以用事實證明的。請看鼻子的形狀不是剛好可以戴

眼鏡嗎？…… 腿的形狀也是剛好適合穿襪子：石頭是給我們建築城堡 ……上

帝創造了猪，為了使我們一年四季有猪肉吃。因此，人們說世界是完滿的，等

於說了一句愚笨的話；他們應當說世界一切都是最好的。」 

 

當潘格拉在演講的時候，匈牙利軍隊却來攻擊這一個城堡，憨第德為敵軍所

俘，被迫做一個兵伕。 

 

這時他的身體也有最奧妙的目的，他的身體可以向左右轉，可以樁搗，可以舉

鎗，可以放炮，可以行軍 …… 後來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他決心去玩

玩。他昂然地直步往前走，因為他相信萬物之靈的人類， 總有權利和其他動物

一樣，可以任意試試自己的腿。但他剛走了兩英里就有四個身高六尺的漢子，

趕上把他抓住了。他們把他綑好後，拖到一個土牢裡去。他們問他願意什麼，

願意遊營示架鞭打卅六次呢，還是馬上要吃兩個子彈。他說人類的意志是自由

的，所以既不選前一種，也不選後一種。但他被迫非作決定不可；於是，只好

憑着上帝所賜的自由，決定遊營示眾，接受卅六次的鞭打。他忍住了兩次。 

 

憨第德後來逃了，他坐船到西斯本去。在船上他遇見了潘格拉教授。潘格拉把

男爵及男爵夫人被害的經過以及城堡的破壞的情形全告訴了他，並且最後結論

說：「這些事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為私人的不幸就是全體的幸福，因此私人災難

愈多，全體的幸福也就更加可觀。」他們到里斯本時剛好碰到大地震。事後他

們彼此互訴各人所遭遇的驚險場面，以及受難的經過。這時一個老媽子却說，

他們的各種災難如果和她的比較起來，簡直是微不足道。她說：「我想自盡總有

一百次了，可是我究竟捨不得生命，這種可笑的懦弱，也許是我們不可救藥的

缺點之一；因為，我們竟然願意長期挑着隨時可以丟棄的重擔子，世界上還有

什麼事情比這更可笑？」或者，照另一個劇中人物的說法，「各方面都考慮了以

後，我覺得一個船夫生活比一個總督的還要好些，不過我相信它們相差也不很

多，根本用不着傷腦筋去研究。」 



29 
 

憨第德後來又逃出這宗教裁判所 (譯者按：指里斯本)，到南美的巴拉圭去。

「在那個地方，一切的財產都在耶穌會神父的手裡，老百姓却一無所有；這真

是公平合理的最高表現。」在荷蘭殖民區，他遇到一 個黑人。這黑人只有一隻

手，一條腿和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他對憨第德解釋說：「當我在糖廠裡工作

時， 機器把我的一個指頭刺住，他們就把我的手砍掉；當我想逃亡時，他們又

把我的腿砍掉：這就是你們在歐洲吃糖，而我要付的代價。」憨第德在未開墾

的內陸，找出很多金子，他於是雇一艘船回來法國；可是這艘船 戴着他的金子

不告而別，把憨第德留在碼頭上去徹悟人生道理。他把身旁留下的一點錢買了

回到法國的波爾多。在船上他和一個老哲人馬丁先生攀談起來。 

 

憨第德說：「你相信嗎？人類自古以來就是像現在這樣，時常撒謊，欺騙，背

信，忘恩負義；他們一向土匪，白癡，小倫，無賴漢，貪玩無度，喜歡酗酒，

他們又是守財奴，書游者，浪子，妄想家，偽君子，愚人，心腸窄，野心復加

狠毒。」 

 

馬丁說：「你相信老鷹向來找到鴿子就要把它吃掉嗎？」 

 

憨第德說：「那當然沒行問題。」  

 

馬丁說：「那就好了，如果老鷹的本性一向不變，你為什麼以為人類的本性已經

改變了呢？」  

憨第德說：「可是人和老鷹有很大的分別呀，因為自由意志 ……」 他們正在

這樣的談論，船已經到了波爾多。 

 

我們無法把憨第德以後的各種冒險故事，全部寫下來，它們都是取笑並批評中

古神學和來布尼茲的樂觀主義。後來，《憨第德》在各色各樣的人等裡吃了許多

虧之後，竟然做起農夫，在土耳其國內住下；這故事來以師生之間最後一次的

談話，作為結束。 

 

潘格拉時時對憨第德說：「在這最圓滿的世界裡，各種事情都有一種連環性；因

為，假使你沒有被趕出那華麗的宮堡 ……；如果你沒有受到宗教裁判，假使你

沒有去美洲 …… 假使你沒有失掉全部的金子 …… 那麼你就不會在這裡吃到

香櫞蜜餞和阿月渾子了。」 

 

憨第德說：「一切都很好，不過，現在還是讓我們來耕種我們的菜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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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七節 

百科全書及哲學辭典 
 

像《憨第德》這樣的書，在當時竟然受到許多人的歡迎。所以當時的時代精神

是怎麼我們自亦不難想想像。從路易十四在位之時起，法國昌盛的文化便開始

對傳統思想以及專斷主義譏笑，然而那時有許多主教的言論也很佔勢力。因為

當時法國宗教改革沒有成功，令法國人從盲從教會至不信基督的兩個極端中，

失掉了一個可以歇足的地點。因此，當英、德兩國的知識界，不慌不忙的向前

推進的時候，法國的思想界却從屠殺新教徒的宗教熱狂，突然轉為敵視宗教的

冷酷態度。拉·美特利 (La Mettrie)、愛爾維修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霍爾

巴赫 (baron dHolbach) 及狄德羅(Denis Diderot)這批人，沒有一個不是反對他們

傳統的宗教的。現在讓我們暫時先看看，那時伏爾泰周圍的知識界究竟是怎樣

情形。 

 

拉·美特利 (一七零九 － 五一) 是當時的一個軍醫。他因為寫了一本《靈魂的

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the Soul）而被撤職，後來又因為寫一部《論人是一

架機器》（Man a Machine），被當局驅逐出境。他後來避難於菲特烈(Frederick 

the Great) 的宮廷裡，因為菲特烈倒是一個頗為前進的人物，同時他決心要把

巴黎最時髦的文化搬到德國來。關於機械論的思想，笛卡兒也曾想過，可是他

像一個玩火受傷的小孩一樣，後來不但把它丟了，而且還嚇得面無人色。但拉·

美特利所研討的正是笛卡兒所丟棄的部份；他大膽地宣佈說整個的世界等於一

部機器，就是人也沒有例外。所謂靈魂就是身體。身體就是靈魂；但無論它們

是什麼東西，它們都是交互影響，存亡一致，它們關係之密切，充分地證明了 

它們基本上相同之處，以及兩者是彼此互相倚賴的。如果靈魂是純粹的精神，

那麼何以一個人在熱心的時候會覺得身體也熱起來？反之，身體在發燒的時候

却能使人精神錯亂？各種生物都是先有一個基本的生命種子，然後經過一種有

機體與環境之間交互反應的程序，逐漸演化而成。至於為什麼動物才有靈性，

而植物却沒有呢？那是因為動物要四出尋找食物的關係，而植物只要等着養料

送上門來。人為萬物之靈，其原因不外是人類的需要比任何動物都多，行動範

圍比任何動物都廣。「凡是能自給自足的，便是沒有靈性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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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特利雖然為了以上的各種見解而遭到驅逐，但愛爾維修（1715 - 71）卻根

據這些理論騙一部《人類論》而成為巨富之人，並且因此而得到相當地位和榮

耀。在這部書裡，我們可以看到無神論的倫理體系（在拉·美特利方面，它是無

神論的形而上學)：一切的行為的動機都是出於利己或自愛；「即使一切的英雄

豪傑，也是憑着他們個人的感情而做事，況且這種感情，不過是和他們的最高

快樂有連帶的關係而已。」；同時「道德不過是一種有遠見的利己主義。」良心

並非上帝的呼喚，而是出於對警察勢力的恐懼；我們從小到大受了父母、老師

的許多禁令以及書刊宣傳的影響，這些觀念，久而久之便沉積成為 我們的良

心。道德的基礎應是社會科學，而非神學；善惡的問題應當是取決於變動的社

會需要，而不應聽從神示或武斷。 

 

在這一批人中狄德羅是最主要的人物 (1713－1784)。他的見解，有的是在他的

短簡零墨中發表的，有的是附在保爾·霍爾巴赫 (Baron d'Holbach) 的自然體系

一書中發表的。霍爾巴赫的招待會也就是狄德羅等一批人活動的中心。霍爾巴

赫說：「如果我們追溯到原始時代，我們就會發現，上帝是由於人類的無知及恐

懼心所造成的；接着人類的幻想、熱心、欺騙把它加以裝飾及歪曲，人類的懦

弱對它表示崇拜，輕信使它保留，傳統習慣對它敬重，無道政府則加以支持以

達到其愚民政策。」狄德羅也說，信仰上帝和順從專制政府是有連帶的關係；

兩者的盛衰是一致的，同時「只有到大家用最後一條牧師的腸子，來絞殺最後

一個國王的時候，人們才能恢復自由。」再者，只有在天國毀滅的時候，世界

才能恢復正常。唯物論也許把世界看得太簡單些 ── 也許所有的物質都是生

氣活潑的，而且我們也不可能把意識的統一，簡單地看做和物質的移動；可是

唯物論是對付教會的一種有力武器，在人們未發現更好的武器之前，它必須繼

續發揮火力。而且， 在這時候，每個人都必須宣揚知識，鼓勵人們勤奮上進；

因為勤勉將有助於和平；知識會建立一種新的自然道德。 

 

以上是狄德羅和達朗伯特 (Jean le Rond d'Alembert) 兩人，在大百科全書中努力

要宣揚的思想，這一部百科全書自 1752 年起至 1772 年止，陸續編纂宗成。但

第一册即為教會禁止出版；以後又因教會反對意見加劇，狄德羅的工作 同志多

棄他而去；但他在氣憤之下，工作愈加奮力。他說：「據我所曉的，世界上沒有

別的事情，比這種神學家含混的詭辯更無賴。他們反對理智，但是又說不出道

理。聽他們的意見，好像人們想進入上帝的懷抱，就必須像一群牛馬進入獸欄

一樣。」就像湯瑪士·比恩 (Thomas Paine) 所說，這時代本來是一個理智的時

代；這些人一直相信理智是真與善的最後評判標準。他們說，讓理智自由的發

展吧，這樣過了幾代，人們就會建立一個烏托邦的社會了。狄德羅當時沒有想

到，由他介紹到巴黎來的那個多情而神經質的盧梭，却是未來理智主義的叛

徒；而且盧梭在初抵巴黎的時候，腦子裡便已含有這思想革命的種子了。這一

革命勢力，經過了康德先驗主義的武裝之後，不久便攻下哲學的每一個要塞。 



32 
 

因為伏爾泰對於什麼東西都有興趣，而且曾經參加各種的戰鬥，所以很自然地

被這些百科全書的作者看中，要他加入他們的一群；他們很高興地把他認作一

個領導者；伏爾泰對於他們的恭維，也不覺得討厭， 不過他們的若干思想，照

伏爾泰看來似應稍加修正。他們請他替這部巨著寫文章；他登時慨然答應，陸

續供給許多資料，使他們高興之至，這一工作結束後，他自己又着手編一部百

科全書。這部書就是哲學辭典；他用空前未有的大膽作風，憑着文字的次序，

把所想到的題目逐一寫下，然後在每一個題目之後，儘量發揮他那無限的學識

與智慧。想想看，一個人能寫各樣的題目，而且是一部經典：在他傳奇故事之

外，最燦爛、最值得一談的作品，就要算是這部書了；每一篇都是非常簡潔而

幽默的範文。「有人寫一本書就顯出累贅，而伏爾泰寫了一百部，還是簡潔如

常。」這裡證實了伏爾泰是一個哲學家。 

 

他和培根、笛卡兒、洛克以及所有新的人物一樣，對於一切研究，都是從懷疑

及虛心入手。「我素來認為聖湯姆廝精是我的一個恩人，因為他向來堅持親自考

驗一切」。他感謝貝爾教他懷疑的技巧。他摒棄所有的思想系統，而且懷疑「每

一派哲學家的首腦人物，多少有點走江湖。」「我研究得越深，也就越相信，哲

學家的形而上思想體系等於女人的小说。」只有江湖醫生才敢武斷一切。我們

對於字由的基本原理毫無所知。在我們還不明白何以我們能夠隨意運動兩手之

前，就想要描寫上帝、天使、心靈以及上帝為何創造世界，未免太超出我們的

範圍。懷疑固然是不太愉快的事，但是確信則是可笑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如

何造成的，如何生下的。而且在我一生中，有四分之一的時間，一點兒都不知

道自己所看到、所聽到、所感覺的事物的原因。……我看過了所謂物質，大的

像天狼星，小的乃至於顯微鏡下的原子；可是 我並不知道這物質是什麼。」  

 

他的傳奇曾引述一個善良的婆羅門教徒的故事，這個婆羅門人說：「我希望自己

沒有出世。」 

 

我說：「為什麼。」 

 

他答：「這四十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可是我發覺這不過是白費時間而已……我相

信自身是由物質組成的，可是產生思想的是什麼？我從來無法想出一個答案使

自己滿意。我甚至不明白，我的理性是否像走路或消化的本能一樣的簡單。或

者，我們用腦思想，就像用手拿東西一樣。…… 我的議論很多，但是當我的說

過之後，我仍然覺得迷惑，而且對於自己所說的，感到惭愧。」 

 

當天，我又和他鄰家的一個老嫗交談。我問她會否因為自身靈魂的構成問題，

感到不快？她 我的問題都弄不清楚。像那位婆羅門教人所深思熟慮的各種問

題，她一生中壓根兒也沒有想到。她迷信護持神的變化神通，同時，如果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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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恒河聖水作為沐浴之用，她就認為自己是最快樂的了。我聽到這個可憐女

人的快樂，心中不禁有所感動，於是我又到那哲人那裡，問他說：「你於自己這

樣的憂愁難道不惭愧嗎？因為離你不到五十碼的地方就有一個樂天派的老人，

這個老人一點思慮也沒有，而且對於生活也覺得滿意。」 

 

「你說得對了，只要我能夠和我的老鄰居一樣愚昧，我就會快樂起來，我這樣

想總有一千次了；不過這樣的快樂竟不是我的願望。」 

 

這位婆羅門教人給我的回答，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一種印象。  

 

即使哲學的研究到了最後，所得之結論仍是一個徹首徹尾的疑問，就像蒙泰恩

(Montaigne) 所說「我知道了什麼？」 但這總是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一種探索

工作。再者，我們應該對於知識的適度進展覺得滿足，不要老想着憑空建立各

種新的思想系統。 

 

我們不可以說：讓我們發明許多原則來解釋各種事物；我們寧可這樣說：作把

事物作個精密的分析吧，然後我們再去虛心觀察，看看它是否適合於任何原

則……大法官培根曾提出一條科學可能遵循的道路，…… 可是到了後來，笛卡

兒却做出和他應做的事相反：他沒有去研究自然，而希望自己來設計一個自

然 …… 這位優良的數學家所創造的不過是哲學的小說而已。…… 我們應該 

做的是計算、衡量與觀察；這才是自然哲學；其餘的差不多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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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八節 

打倒卑鄙無賴 

 

 

在普通情形之下，伏爾泰也許不會脫離這種幽静的懷疑哲學，而從事後幾年來

的吃力的辯論工作。因為當時社會的貴族已經很同意的的看法，根本就沒有什

應爭端；同時，甚至牧師們也都不管他的信仰如何，對他微笑起來，某些紅衣

主教並且計劃把伏爾泰變做一個救世僧。那麼，究竟是什麼事情惹了他，使他

不再去嘲弄那不可思議論，以激烈反對教團主義，不但沒有妥協可能，而且決

心要為着粉碎教會的污行而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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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離費爾梅不遠的地方，是法國第七大都市土魯斯。在伏爾泰時，天主教教

會在那裡香有最高主權；這都市當時還用各種壁畫來紀念法國蘭特法令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 的廢止 (該法令賦予新教徒禮拜的自由)，並

且把法國史上「聖巴多羅買大屠殺」(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紀念日當做

一個大節日來慶祝 (譯者按：「聖巴多羅買大屠殺」是關於天主教徒屠殺新徒的

不幸事件)。在土魯斯，全部新教徒都不准做律師、醫生、藥劑師、雜貨店主、

畫店老板、或出版家；同時，所有天主教徒也不能僱用一個新教徒做僱工或做

書記 ── 一七四八年，有一個婦人因為用一個信仰新教的接生婆，被科以三

千法郎的罰金。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在土魯斯市區裡，有一個新教徒叫做加勒斯。加勒斯生有

一男一女，後來女的改信天主教，男的大概因為事業失敗，自縊而亡。當時土

魯斯的法律規定，凡是自殺者必須剝光衣服覆在一個囚車上，從市區拖過之

後，再送到紋架上去吊起來。這個父親為了避免這種殘忍的行為，於是要求他

的親友證明他兒子並非自殺。結果，發生了一種謠言說這是一樁謀殺，這謠言

並非影射說，這個人是因為改信天主教而被他父親殺死。加勒斯於是被監禁起

來，受到拷問，不久便死了 (一七一六年)。他的遺族因為受不了壓迫，逃到費

爾梅來，乞援於伏爾泰。他把這些人接到自己家裡，給予安慰，而且對於他們

所說的那種中古方式的宗教迫害，表示詫異不已。 

 

同時間左右 (一七六二 ) 傳來伊莉莎的死訊，於是謠言又說她是在快要宣佈皈

依天主教之前被人推入井底。好在市區內那些懦弱的新教徒，照道理想來是不

會有這膽子的，所以他們才沒有再受到謠言的禍害。 一七六五年中，有一個十

六歲青年名叫拉巴勒，因為被人控告剁毁十字架被捕。經過拷問之後，他供認

不諱，接着他就被砍頭了，屍體被扔入烈火中去焚燒，這時周圍的觀眾却加以

喝采。在這少年身上所找出的一本伏爾泰哲學辭典，也被一道焚燬。 

 

伏爾泰的人生態度從此變得完全嚴肅。當達朗伯特對於國家、教會及民眾都發

生了厭倦之後，他寫信給伏爾泰說他此後只想嘲笑一切，伏爾泰回答說：「這不

是開玩笑的時候；雋語與屠殺是無法協調的 …… 在這樣的國度裡，你能夠談

到哲學和快樂嗎？在我看來這仍然是代表聖巴多羅買慘案的國家。」這一種宗

教迫害對於伏爾泰來說，等於後來法國的屈里弗斯案件 (Dreyfus affair)，對於

左拉和法朗士一樣 (譯者按：屈里弗斯案件是一樁法國政治上的冤獄、左拉·法

朗士等曾參加申冤運動)；宗教的殘暴不公使他發生義憤；他於是跳出了文人的

工作範圍，負起實際行動的責任；暫時丟開哲學，準備戰鬥。說得更恰切些，

他把哲學用做一種對付敵人的猛烈的炸藥。「在這時期，我把自己每一次的笑，

都看做和罪惡一樣。」這時候，他採用一句著名的座右銘「打倒卑鄙無賴」，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9C%A3%E5%B7%B4%E5%A4%9A%E7%BD%97%E4%B9%B0%E5%A4%A7%E5%B1%A0%E6%9D%8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yfus_affai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reyfus_af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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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鼓動法國人反對教會的虐待。他開始發揮他智慧的最大火力，來鎔化王笏和

僧寇 ── 粉碎法國僧侶的勢力，並協力推翻法國帝王的御座。他向朋友及黨

徒們發出呼籲，要他們參加戰鬥：「來吧，勇敢的狄德羅，剛强的達郎貝爾，你

們聯合起來吧。…… 制服住那些狂人和惡漢，消除那種乏味的演講、可憐的詭

辯、欺人的歷史，…… 以及無數的荒謬之事；不要讓那些有理性的人，向那 

些沒理性的低頭屈服，這樣，我們的下一代人的理性和自由，將會因為我們而

成功。」 

 

正在這緊要關頭，教會設法想努力把他收買過來；他們透過彭巴杜夫人向伏爾

泰說項，表示願以紅衣主教的地位給伏爾泰，只要他肯和教會妥協。似乎這個

握有全世界智識大權的首領，對於管轄幾個啞巴似的主教，也會發生興趣！伏

爾泰當然表示拒絕；但他和希臘政治家伽圖一樣，開始在信的結尾的地方加上

『打倒卑鄙無賴』這一句話，，並發表一篇文章，題名為論容忍。其中他說

道，如果教會一向遵守訓誡， 並且含忍不同的思想，他也許不會反對教會愚蠢

的專斷；可是，基督教史上，有許多流血之爭，而這些戰爭幕後的各種詭譎的

動機，完全和聖經的宗背道而馳。「一個人如果對我說『相信我的信仰，否則上

帝不會降福於你』；不久之後便要說『相信我的信仰，否則我要把你刺殺。』

「一個人並沒有權利能夠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思想。」「迷信和無知所造成的狂

熱，使各時代一直充滿病態。」聖彼爾僧院長曾為人類祈求永久和平，不過在

人們知道如何容忍彼此不同的哲學，政治及宗教思想之前，這種和平根本無法

實現。要使社會健全，第一步驟，就是要打倒所有排斥異己的教會勢力。 

 

在這一篇論文發表之後，接着湧出大批小册子，其中有歷史、對話、書札、教

會問答、議論文、諷刺文、聖經訓誠、詩歌、故事、小說、紀事和小品文，全

部是伏爾泰的傑作。有的用他的本名，有的則用假名。這是有史以來由個人所

策動的最驚人的宣傳運動。以前的哲學，也沒有被闡譯得這樣清楚和這樣生的

動；伏爾泰下筆之妙，甚至使讀者不曉得他講的是哲學。他過於謙虛地批評自

己說：「我很清楚地表達我自己：我像一道小溪，因為它並不深，所以清澈見

底。」這時人們開始讀他的小册子；不久每個人，甚至連牧師，都有了這些

書。雖然那時候讀者的數目遠不及現在，但其中某幾種小册子的銷路竟然達到

卅萬册。這是文學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他說：「大本的著作已經不流行了。」所

以他決心不斷派出他的小兵卒，這樣一個月又一個月，他都不感疲倦。全世界

的人看到這一個七十高齡的老人竟然有這樣崇高思想和矍鑠精神，都覺得驚訝

不置。愛爾維修說得好：「伏爾泰實際已經跨過盧比孔河，矗立於羅馬(教會)之

前 。(Voltaire had crossed the Rubicon, and stood before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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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考究到聖經的真實與可靠，而加以比較深刻的評論；他的資料大部份是

從貝爾 (1647－1706) 的批判字典而來，其次是取自一些英國的信奉自然神教的

作家；再次是取自斯賓諾莎；可是他們的資料一到他手裡，真是勢不可當。有

一本小册子，書名是札巴達之問題。札巴達是一個牧師候選人，他天真地問

說：「我們所燒死的許多猶太人，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他們是四千年來上帝的選

民呢？」他接着發出許多問題，使舊約全書中有關年代紀的矛盾地方，暴露無

遺。他又問說：「教會與教會常常互相咒罵， 但究竟那一邊是『不可能錯誤』

的呢？」最後札巴達因為沒有人會答覆他的問題，就用一種純樸方式到處佈

道。他宣言說上帝、獎賞者、懲戒者氣赦罪者對於世人來說都是一樣。他把真

理從許多謊言中分辨出來並且使宗教和盲信分開。他一面宣揚道德，一面身體

力行；做人文雅、和藹而且謙虛；但是，他却於基督聖代第一六三一年在法拉

多利被燒死。」 

 

在他哲學辭典有一篇是專論「預言」的，其中他引述猶太神學家愛薩所著「信

仰之辯護」的某些話， 反對人們將希伯來預言應用於耶穌身上。接着他用一種

反諷的口吻說：「這些代表自己語文和宗教的猶太時代本來是很危險的，所以 

人們往往被迫說一些敷衍的話，他們絕對不能用直接方法來達到目的。伏爾泰

喜歡研究基督教的教條及儀式，認為它們的淵源是出於希臘、埃及和印度各

地。他認為這些事物和古代基督教的成功並無關係。在有關「宗教」的一欄

中，他圓滑地發問說：「我們所信奉的當然是唯一神聖而妥當的宗教，但是假使

以後還其他宗教的話，究竟要怎麼樣才會受人歡迎呢？」他接着就描寫和當時

天主教作風相反的一種宗教信仰。在他若干最深奧的警言裡，有一句說：「基督

教必然是神聖的，因為雖然它充滿着卑鄙和無聊，它已經持續了一千七百

年。」他並說明何以古代社會均有類似的迷信，然後他遽下斷論說，所有的迷

信均出於祭司的捏造。「有一個的神是第一隻笨驢所遇到的一個光棍。」他認為

祭司的功績並非宗教而是神學。就是因為是神學上某些小小的差異，才引起許

多激烈的爭論與宗教戰爭。「這可笑的爭吵、致命的戰爭、恐怖的淵源都不是老

百姓所引起的 …… 而是另一特殊的人物，他們不勞而獲，食人自肥，而且為

擴張宗派及爭取奴僕而策動戰爭；他們給你灌輸一種最有害的盲從思想，這樣

他們就可以奴役你們；他要你迷信，並非只叫你畏服上帝，還要你去恩服他

們。」 

 

請讀者不要因此誤會伏爾泰完全不要宗教。因為他堅決排斥無神論的緣故，某

些百科全書的編者甚至也反對他，他們說：「伏爾泰是一個頑固份子，因為他相

信上帝。」他在那一篇無知的哲學家裡，說到他的思想曾經一度趨向泛神主

義，但因泛神主義幾乎是瀕於無神主義，他又連忙退縮回來。他寫信給狄德羅 

(Diderot) 說道： 

 



38 
 

「孫德遜因為自己天生就是盲目的，所以否認上帝。我覺他很不錯。我也許錯

了，但是如果我是他的話，我將承認有一個偉大的『智慧』，因為他給我許多可

以代替視覺的東西；同時，因為我的思想能覺察到各種事物之間的奇妙關係，

我必然會想像到一個全能的『工藝者』。假如說我們想到上帝是什麼和他為什麼

創造一切是過於大膽的，那麼照我看來，否認他的存在未免也是太大膽了。我

現在非常想找你討論，看看你到底認為自己是他所創造呢？還是自然命運用不

滅的物質把你造成？無論你是什麼，你總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一部份。」 

 

他並且對保爾·霍爾巴赫 (Baron d'Holbach) 說明，他那自然系統一書的命名，

也就表示有一個神聖而有系統的「智慧」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堅強否認各種

神話和祈禱有任何應驗，現在就引述他的哲學辭典有關上帝的一段話： 

 

我到尼庵門口的時候正好碰到兩個修女，甲修女對乙修女說：「上帝顯然很關切

我：你知道我多麼愛那麻雀；如果不是我祈禱了九次的阿瑪利亞，牠早就沒有

救了。」…… 這時有一個玄學家就對他說：「姊妹，確實沒有別的祈禱比阿瑪

利亞再好了，尤其是在巴黎郊外，如果有一個女孩能夠用拉丁文來祈禱它；但

是無論你的麻雀是怎麼美麗，我總不致相信上帝會這樣地關切它。 我求你相信

上帝是有很多别的事情的。」…… 甲修女於是說：「先生，這種言論好象帶有

異教徒的意味。…… 教授先生 …… 會推想你根本是不信上帝的。」玄學家

說：「姊妹，我相信宇宙間各種不變的法則是由一個公共的上帝所定下的，譬如

太陽不斷的發出光線；但是我不相信宇宙曾有一個特殊的上帝為着你的麻雀而

改變生死的自然法則。」 

 

「自然命運決定一切的事物。」真正的祈禱並不是要求破壞自然律，而且把它

當做上帝的不變意旨加以接受。(這些話曾經見於他的通訊及傳奇故事中) 

 

同樣，他也否認自由意志。對於靈魂問題，他認為是無法知道的。「四千本形而

上學的論著仍無法使我們知道靈魂是什麼。」因為他年老關係，他很希望相信

靈魂是不死的，可是他覺得這很困難。 

 

沒有人想到把不死的靈魂給予一隻跳蚤；那麼為何要把它給予大象、猴子以及

我的侍從呢？ …… 剛剛附有靈魂的嬰兒，沒有出世便胎死腹中。那麼這靈魂

再度昇天的時候是胎兒呢？還是大人呢？再渡昇天 ── 回復到你原來那個人 

── 你必須有記憶力，而且十分清新的記憶力；因為使你確認 3 你自己身分的

便是紀憶力。如果你記憶力喪失了，那麼你怎可能是同一個人？ …… 人類何

以自信只有他們才有不死的靈魂？ …… 也許他們過於自負。我相信如果一隻

孔雀能說話，他一定也會自誇他的靈魂，而且斷定他的靈魂是附在他那華麗的

尾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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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最初並反對信仰靈魂不死可以維繫世道人心的觀點。古代希伯來人無此

信仰，而當時他們正是 「上帝的選民」；再者斯賓諾莎不信靈魂，但他却是模

範的道德家。 

 

但以後伏爾泰改變了原來的想法，他最終覺得，除非人們相信善惡的因果報

應，僅僅信仰一個上帝，並沒有什麼道德上的價值。也許對於普通人來說，一

個賞罰分明的上帝是必需要的。貝爾曾問說：「如果大家都不信神，這一個社會

還能維持得住嗎？」── 伏爾泰答說：「如果大家同時也是哲學家的話；那就 

可以了。」可是夠稱為哲學家的人畢竟不多；「如果要建立一個風氣良好的村

落，應當是需要宗教的。」所以有人說：「我的妻子、律師和裁縫最好都要信上

帝；這樣，照我想像，我被他們欺騙和揩油的機會便會少了些。」「如果上帝實

無其人，那麼便應該去捏造一個。」「我現在對於生活與幸福比真理更加重 

視」； ── 伏爾泰這時對於後來康德所用以對抗啟蒙運動的學說，已經有了先

見。他向無神論的朋友們，溫和地申辯自己的觀點。在他的哲學辭典的上帝篇

中，有一段文章是寫給荷爾巴的，原文如下： 

 

你自己說 …… 信仰上帝可以使某些人不致犯罪；單就這一點來說，已經使我

滿足。如果這一信仰不過防止十起的暗殺和十樁的毀謗，我也認為全世界應當

對它加以歡迎。你說宗教引起許多不幸的事體，實則你最好說這些壞事是由迷

信所引起的。因為迷信才破壞了宗教的純潔。我們對於這種由於宗教所孵育出

來的怪物，必須加以痛恨才對。凡是反對迷信的人，對於人類都有功勞。迷信

好比是一條蟒蛇，緊緊地纏住宗教；在我們努力破除迷信的時候，當然顧忌傷

及宗教本身。 

 

他認為迷信和宗教是根本不同的。他欣然地承認基督的登山寶訓，並且用各種

讚辭來稱頌耶穌，他的熱情甚至在基督聖徒之上。他把耶穌描寫成古今聖人之

一，而對於某些藉他名義而行的罪惡，至為傷心。終而他建立一所自己的教

堂，題銘上寫着「伏爾泰為上帝而建立」；他說，這是歐洲唯一奉獻上帝的教

堂。 他並且對上帝發表一篇很堂皇的祈禱文；伏爾泰最後的信仰，在他的信神

篇中有很清楚的說明： 

 

正式的信神者不但深信宇宙有一個最高的主宰，而且認為他又是一個全能的創

造者 ……，這個主宰雖處罰罪惡，但並不殘忍；並且給各種善行以善的果

報 ……真正的信神者並不參加彼此衝突的宗教派別。他的宗教在遠古的時候便

已遍佈各地；因為人類對上帝純樸的崇敬，比任何的社會制度發生都早。世界

上各種民族雖然彼此言語不通，但沒有一個不理解他的。他的同道教友足跡遠

及南美洲的開雲，而且他把所有聖人認作朋友。他相信宗教既非不可理解的玄

妙之學，同時也不在於外表的鋪張，而是代表信仰與正義。信神者的信仰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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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而他的信條是服從上帝。同教徒對他喊說：「留心吧，如果你不到麥加來朝

拜！」 ── 牧師則對他說：「如果你不到「聖母洛雷托國家公墓」(Notre 

Dame De Lorette) 去看看，那真該死了！」他對於麥加 (Mecca) 和聖母洛雷托

都覺得好笑。不過他却能濟助窮人，並站在被壓迫者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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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九節 

伏爾泰和盧梭 
 

當時伏爾泰的精神大部份時間貫注於打倒教會的暴虐，所以在他生活的後幾十

年中，他幾乎顧不到去反對政治上的壓迫及腐化。「政治並非我的本行。我在政

治方面一向的努力只是想稍微減少人們的愚蠢，而使他更加可敬些。」他逐漸

認識政治哲學的複雜，當他年齡增長，便漸漸拋棄了那自信確有把握的信念。 

「這躲在屋頂室裡處理國務的人，真使我對他們發生厭倦。」又說：「這些用兩

分錢一張紙來治理天下的國會議員 …… 連自己的太太和小孩都不會管却頂喜

歡來管理世界。」解決這些問題既不能用攏統而簡單的公式，也不是隨便把別

人全部看作傻瓜和惡人就可了事。「真理是沒有派別的。」他寫信給沃維納格侯

爵 (Vauvenargues) 說：「像閣下這樣的人可以有所偏好，但不應有所排斥。」 

(“It is the duty of a man like you to have preferences, but not exclusions.”) 

 

他漸因富有而傾向保守，這理由就像找不到麵包的人要求革命一樣。他的萬靈

丹是普及人民的財富。他認為財產的主權可以給人以人格及自尊。「財產可以培

增一個人的力量。人們耕作自己的地產一定比耕作他人的地產要努力得多。」 

 

他不願以任何政制的問題來麻煩自己。在理論上，他是贊成共和的，但他明白

這一制度也有缺點，因為它允許黨派的存在，而這些黨派即使不致引起內戰，

至少也會破壞國內的團結。這種政體僅能適合於有天然屏障而且國民經濟未受

到損害的小國家；大體說來：「絕大多數的人都不配管理自己。」共和政體， 

充其量不過是過渡性質的；它也就是原始社會的組織，最初是由許多宗族結合

成的。美洲的印第安人的社會便是由於許多種族的自治邦所構成，而非洲也流

行着這樣的民主制度。可是這種對人民一視同仁的政府，却因人民經濟狀態的

不同而告結束；而且在社會演進的過程上，差異是必然的附屬現象。他先提出

一個問題「君主專制和共和政體那一種好些？」，接着解答說：「四千年來這問

題一直是一個懸案。一般說來，富有的人都希望實行貴族政治，而普通民眾則

贊成民主制度。只有國王們才要專制政府。那麼何以幾乎所有國家一向都是由

君主所統治呢？」可是當某一通訊者武斷說，君主專制是最佳的政體，他答

道：「對的， 只要每個君主都能像馬可·奧里略 (Marcus Aurelius) 那樣賢明；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6%AC%E7%88%BE%E5%BA%AB%E6%96%AF%C2%B7%E5%A5%A7%E5%88%97%E9%87%8C%E7%83%8F%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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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對一個可憐的老百姓來說，被一隻獅子所吃掉，還不是和被一百隻老鼠所

吃掉一樣？」 

 

此外，他好像旅行家一樣，對於國家和種族的觀念素來很淡而且與眾不同。他

說，愛國的通俗意義是叫人憎恨別的國家。如果一個人希望本國繁榮，而能避

免犧牲別國的利益，那麼這個人既是一個聰明的愛國者，又是一個世界的公民

了。當法國正和英、普兩國作戰的時候，他像一個「良善的歐洲人」，對於英 

國的文學及普魯士的國王，均加以讚揚。他說，只要各國均以戰爭為慣用的手

段，她們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他最憎恨戰爭了。「戰爭是萬惡之首；可是所有的侵略者，沒有不借正義之

名來文飾這罪行。」「殺人是禁止的；因此任何兇手都要受懲戒，但在號角聲中

大批的屠殺却不在此限內。」在他辭典裡的論人篇中，篇末有一段很可怕的感

想： 

 

養育一個人需要花廿年的時間：先則從母體中像植物狀態的胚胎演變至動物的

狀態的嬰兒，然後又從動物狀態的嬰兒變成一個有思考的人。而三千年的時間

僅僅夠發現他身體中一小部份的 構造。如果想稍微認識他的靈魂，那更不知要

等多少萬代了。可是片刻的時間便夠把他殺死。(Twenty years are required to 

bring man from the state of a plant, in which he exists in the womb of his mother, and 

from the state of an animal, which is his condition in in- fancy, to a state in which the 

maturity of reason begins to feel itself. Thirty centuries are necessary to discover even 

a little of his structure. Eternity would be required to know anything of his soul. But 

one moment suffices in which to kill him.) 

 

那麼，伏爾泰是否以為革命可以挽救一切呢？他並沒有作此想法。因為，第

一、他不信任民眾。他認為如果輪到民眾來討論政事，什麼都完了。大多數的

人常常因為太忙而看不到事理，當然看出來的時候， 這事理也經失掉了時效而

成為錯誤的了；所以民眾的知識素來是幼稚的。他的散文寫說：如果一個古老

的錯誤已經深入民間，執政者就把它認為是老百姓本身的意旨，到了另一迷信

攻破這一錯誤的時候，執政仍能照常利用這新缺點。」第二、社會的基本組織

就是不平等，何況人總是人，而生活又是一種競爭，所以這種不平等，幾乎無

法可以消除。「凡是主張平等的人，如果他們的意思是說人類有平等的自由權，

平等的所有權和受到法律保護的平等權利，那麼他們所說的便是至理名言。」；

「可是，世界中最自然又是最不切實的事，實莫過於平等。如果平等僅限於權

利方面，那是很自然的。但如果要把各人的權力和財富全部剷平，那是頂不自

然的了。」「民眾們的力量雖然彼此不平等，但他們的自由是同樣的；英國人爭

取平等的成就也不過如是 …… 所謂自由，即是在法律範圍分內的行為不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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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涉之義。」當時的自由主義者，杜閣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孔多

塞 (Condorcet,)、米拉波 (Mirabeau) 以及伏爾泰的信徒們都唱着這論調。可

是，這論調並不能十分滿足一般的被壓迫者的要求，他們要求平等遠較要求自

由為甚，為了爭取平等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由。代表這些人說話的，就是盧

梭。盧梭對於階級之分特別敏感，因此到處感覺不平，所以要求一種剷平運

動；當革命勢力落到他的信徒馬拉 (Jean-Paul Marat) 和羅伯斯 (Robespierre) 

之手時，平等雖然得勢，但自由却被絞殺。 

 

伏爾泰對於某些人所計劃的烏托邦社會，很有懷疑，而且認為他們最終只能在

空想中建立一個新式世界。社會是隨時間而演進的，並不是邏輯上的推論；傳

統的勢力是難以消滅的，如果我們把傳統勢力從正門推出去，它一定又會再從

窗子爬進來。我們當前的問題乃是：在這實際生活的世界裡，我們應該作何措 

施，才能減少一般人的不幸與委屈。在他的理性頌一文中，他把真理喻作理性

的女兒，這位小姐在路易十六上位的時候表示很高興，並且期待許多重要的改

革。於是她的父親「理性」就對她說：「女兒啊，你知道我比你更盼望這些改

革。但這是需要時間和思考的。就我自己來說，我過去的希望雖然大部成為泡

影， 但我往往因為少部份的改善，而覺得慶幸。」不過當杜閣當權的時候，伏

爾泰也未免太高興了些，他寫說：「我們的黃金時代快到了！」 ── 現在所主

張的各種改革將實現了，譬如實行陪審制、取消教會稅，和免除窮人的納稅義

務等等。他還寫了一封有名的信說： 

 

我看到每一件事似乎都在傳播革命的種子 (他所主張的是和平的革命)，這革命

終有一天要發生的，但是我沒有福氣可以看到。在法國，一切事情的發生固然

慢，但事情最後總要發生的。代表光明的力量正擴張中，將來第一次的爆發一

定很可觀；而且會有一種不平凡的騷動！年青人很幸運；他們可以看到奇妙的

事情。(Everything that I see appears to be throwing broadcast the seed of a 

revolution which must someday inevitably come, but which I shall not have the 

pleasure of witnessing. The French always come late to things, but they do come at  

last. Light extends so from neighbour to neighbour, that there will be a splendid 

outburst on the first occasion;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rare commotion! The young are 

fortunate; they will see fine things.) 

 

不過他當時並不十分了解自己周圍的事情。他從來沒有想到在這「可觀的爆

發」中，整個法國竟熱烈地歡迎盧梭的哲學。這個奇怪的盧梭以巴黎和日內瓦

兩地為基地，散發許多革命的宣傳品和注重感情的傳奇故事，使全世界為之震

動。這兩人在當日複雜的法國思想界中，可以說是各佔半壁江山。他們彼此雖

然不同，但均深帶法國色彩。尼采說：「戀愛的詩歌、輕快的脚步、機智、熱

情、文雅、堅強的邏輯、傲慢的智慧、翠星之舞。」 ── 無疑的他所想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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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除了伏爾泰之外，他並描寫盧俊：充滿熱情與狂想， 所想像的事崇高

而不切實，小資產階級的女人所崇拜的偶像，發表着類似帕斯卡 (Blaise Pascal)

的見解說，內心的直覺含 有某些道理，而這些道理是頭腦所不能想得通的。 

 

從這兩個人的不同主張，我們又發現到理性和本能衝動之間的衝突問題，人前

一向是相同的， 他說：「語言及文字可以使人們更加開通而且更良善。」盧梭

對於理性則無何信心；他所主張的是行動， 而且對於革命的冒險並不覺得恐

懼。法國當時的社會，因為反古運動和騷亂之故，已經弄得破碎不堪，所以他

認為應當依賴人與人之間的親切感情，重新絜合社會中分散的力量。如果廢除

法律，人們倒可以得副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盧梭並且把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

由來，附着許多反對文明、文字、科學並且贊成歸返大自然的議論，送給伏爾

泰。伏爾泰收到信後寫信答說：「謝謝你的好意，你那本反對人類的新書，我 

經收到了 …… 你想叫我們通通變做野獸，對了，在這方面誰能比得上你的聰

明呢？拜讀你的大作使我們渴想過着四條腿的生活。不過我已經有六十年沒有

做這運動了，我覺得我根本沒有福氣可以再那樣做了。」 到他看到盧梭那種希

望恢復野蠻的狂熱，繼續在民約論中出現，他覺得很憤懣。他寫信給波第說：

「先生， 你現在可以看到盧梭摹仿哲學家就像猴子學人一樣。」他簡直變成一

個「發瘋的忿世嫉俗者。」但他却攻擊瑞士當局把盧梭的書燒毁，他堅持一種

道理：「你所說的話，我一句也不贊成，可是我對於你說話的權利，却要擁護到

底。」(I do not agree with a word t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 而且當盧梭正在逃避數以百計的敵人時，伏爾泰却發出請柬，

誠懇地邀他來到雅麗莊園居住。如果盧梭當時應約而來，那麼這個場面可就好

看了。 

 

在伏爾泰看來，這種反對文明的想法，完全是幼稚的胡鬧：他認為文明社會的

人比起野蠻社會的人，不曉得要舒服的好多。他告訴盧梭說，人的本性原來是

和野獸一樣的，文明社會就是要控制人類的獸性，希望利用社會的秩序，來發

展人類的智慧與幸福。不過他也同意一樣看法，認為當日的社會是不好的： 

「一個政府，如果其中某一階層的人物有權利說：『讓那些該做事的人去納稅

吧！我們並不做事，何必納？』，那麼，這個政府便接近於一個野蠻人的政府

了。」巴黎固然腐敗墮落，但可愛的地方也多。 

 

在「一般世界」的一書中，他敘述天使如何叫巴波克去巡察百泄波里，決定該

市是否應予毀滅；巴波克遵囑而去，當他看到該市的各種罪惡時，他幾乎嚇壞

了；但過了不久，他逐漸愛上這都市的一切，因為，那裡的居民們雖然反覆無

常、愛好虛榮、而且喜歡互相設謗，但是也都很有禮貌，很懸熱也很慈善。他

深怕百泄波里將因罪惡而受天譴，甚至不敢把報告遞上去，最後他採用了下面

的辦法。他找到市裡一個技術頂好的鑄造家，請他製造一個金屬與沙泥 (最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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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和最下賤的) 合成的小鑄像，然後他把這鑄像拿到天使的面前對祂說：「這

鑄像固然不是全部用金子和鑽石造成的，可是你捨得把它敲碎嗎？」於是這天

使便打銷了毀滅百泄波里的念頭，而讓它照平常的情形下去。總之，在人性沒

有改變之前，改變社會制度往往是徒勞的，因為固有人性，不久就要使那些制

度復活起來。 

 

這是自古以來的惡性循環；個人影響社會，社會又影響個人。在循環中，改革

應當從何處開始呢？伏爾泰及法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人性的問題，所以應

當先從提高人民知識方面着手，利用知識慢慢地來教化人類。但盧梭及法國的

激進份子則認為這是制度的問題，所以只有利用熱情的衝動先打倒舊的社會， 

然後才能按照人類良心的命令，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新社會。也許這

兩派的論調，都有它們的一部份道理：打倒舊的制度，必須用直覺的衝動；但

是建立新社會，却只有憑藉我們的理智。可是盧梭的激進主義，已經潛含着復

古的種子，因為，感情和直覺的衝動都是忠於往古的。原因是這種感情與衝動

都是古代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所以一到革命熱狂消退之後，人們為了內心的

需要，勢將懷念到超自然的宗教，以及古代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昇

平日子；所以，在盧梭之後，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傑曼·德·斯戴爾

（Germaine de Staël）、邁斯特 (Maistre) 等人便應運而生了。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BC%97%E6%9C%97%E7%B4%A2%E7%93%A6-%E5%8B%92%E5%86%85%C2%B7%E5%BE%B7%C2%B7%E5%A4%8F%E5%A4%9A%E5%B8%83%E9%87%8C%E6%98%82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D%B0%E6%9B%BC%C2%B7%E5%BE%B7%C2%B7%E6%96%AF%E6%88%B4%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D%B0%E6%9B%BC%C2%B7%E5%BE%B7%C2%B7%E6%96%AF%E6%88%B4%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BA%A6%E7%91%9F%E5%A4%AB%C2%B7%E5%BE%B7%C2%B7%E8%BF%88%E6%96%AF%E7%8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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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話】➤ 第五章 ➤ 伏爾泰與法國啟蒙運動 

 

第十節 

結論 
 

這時候，這位年老的「善笑哲人」一直在費爾梅 (Ferney) 治理花園；他認為這

是「地球上人類所能做到的最善良的事情。」過去他希望自己能長壽：「我很怕

在我還沒有做出什麼事情之前，便行死掉。」；現在他的確已經盡了他一己之

責。他對人的慷慨幫忙，根本是沒有限度的。無論遠近的人對他的急公好義，

無不有口皆碑；人們常常來請教他，把自己的冤屈告訴他，要求借重他的文章

和名望，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對於一般犯了點過失的窮人，往往加以特別照

顧；他常常設法消除他們的罪過，然後給他們安頓正當職業，時常注意並且輔

導他們。某次，兩個年青人搶劫了伏爾泰，後來他們自知過失，跑到他面前請

求原宥，伏爾泰連忙也跪下把他們扶起來，告訴他們說要他原諒是很隨便的

事，同時他們只可以在請求神赦的時候用到跪的禮節。伏爾泰的另一特殊任

務，是撫育法國戲劇家柯奈耶 (Pierre Corneille) 的一個貧困的姪女，並為她準

備嫁妝。 「我的最佳的著作就是我一生中所做的一點好事 …… 當我受到攻擊

的時候，我會像魔棍一樣地作戰；我對誰也不肯讓步，但是我其實是一個心地

良善的魔鬼，而且我用笑作為收場。」 

 

一七七零年，他的友人發動簽募，替他塑一尊半身像。許多有錢的人雖然覺得

捐款的數目太小，但他們却不得多捐，因為要求捐獻的人何止千數。菲特烈問

說自己應該出多少錢，他們回答他說：「陛下，只 要一個克郎以及你的名

字。」後來伏爾泰向他祝賀，說他除了扶植其他科學之外，還認購為建立一個

骨骸像而發行的股票以鼓勵解剖學。他對於友人這種作法，最初頗為猶豫，原

因是他已經沒有面目可塑。他說：「你們很難揣測我的面目應該在那裡。我的兩

眼已經陷入有三时之深；我的兩頰簡直像舊羊皮紙 …… 我的幾個牙齒也掉

了。」達郎貝爾回答說：「天才的面目不難由天才辨認出來。」某一天他所寵愛

的養女白莉波妮吻他的時候，他說這簡直是「活人對於死人的吻。」 

 

他這時已經到八十三歲的高齡了；他切望在這風燭殘年的時候，能夠回去看看

巴黎。醫生們勸他不要冒險去做這種辛苦的旅行。他答說「如果我要做一樁傻

事，什麼也阻止不了。」；他已經活了這麼久，做了這麼多辛苦的工作，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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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許覺得自己有權決定他應該怎麼死，企圖永遠安息在那個動人心弦的巴

黎。因此他終於走了。一路跋山涉水，來到法國。當他的馬車到達巴黎的時

候，他的骨頭都振動得快要分散。他立刻到他少年時代的朋友阿真陀那裡去，

對他說：「我是忍住死亡來看你的。」第二天便有三百名的訪客蜂擁到他的屋子

來，像歡迎一個國王一樣；路易十六聞訊不禁妒火中燒。佛蘭克林當時也在這

批訪客之中，而且把自己的孫子帶來要伏爾泰給舉行加福禮，這老人於是把他

一雙瘦弱的手按在這個少年的頭上，叮囑他要把自己奉獻給「上帝與自由。」 

 

他終而病倒了，這時有個牧師前來要給他做「聽懺悔而赦罪」的死前的儀式。

但伏爾泰問他說：「長老先生，你從那兒來呢？」，這牧師却答說：「從上帝那裡

來。」伏爾泰說：「好了，好了，但是你有沒憑證呢？」這牧師終而空無所獲地

離去。後來伏爾泰又派人找另一個長老，名叫高蒂爾，來聽他的懺悔； 高蒂爾

應請而來，但他堅持要伏爾泰先生在虔信天主教的宣言下簽字，才肯給他免

罪。伏爾泰表示不服； 他於是草擬了一則自己的宣言交給他的秘書威格納：

「我死的時候，敬仰上帝、愛護朋友、不恨我的敵人， 而且痛惡迷信。(簽名)

伏爾泰。一七七八年二月廿八日」。 

 

這時，他雖因病重而至步履蹣跚，但却應邀出席法國學會，當他從巴黎市裡經

過時，沿途民眾為之瘋狂一時，他們爭先恐後爬上他的車子，把俄皇喀德憐所

贈送給他的一件外衣撕成絲絲片片，拿回去做紀念品。這是歷史上大事之一。

即使一位勳勞蓋世，奏凱歸來的將軍頂多也不過受到這樣盛大的歡迎。在學會 

上他提議修訂法文字典；他發言時，仍然像從前那樣熱情而有力，並且願意擔

任屬於 A 字母的一部份工作， 散會時，他說：「各位先生，關於字母，向各位

道謝了。」學會主席馬上答謝說：「為了文學，我們向你道謝。」 

 

這時他的劇本《艾琳》 (Irène) 正在巴黎戲院上演；他又不顧醫生的勸告，一

定要去看。這齣劇是編得不好的； 可是人們對此並不十分奇怪，他們奇怪的

是，一個八十三歲的老人居然還能編戲劇！在戲院裡觀来們不斷大聲呼喊，以

表示對這作者的敬意，使臺上演員的臺辭都聽不到。這時有一個外國人進來，

看到這情形以 為進了瘋人院，立刻驚慌地逃出去。 

 

這個文學界的老前輩，當晚回去之後，幾乎安心待着死亡的降臨。他曉得自己

的精力已經枯竭了；他已經用盡了他的那超凡的「蠻勁」，這種「蠻勁」是他特

別的天賦，也許從來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他因為對生活不滿而努力奮鬥；

但是，他畢竟敵不過死亡，在一七七八年五月卅日逝世。 

 

伏爾泰死後，教會不允用基督教徒的葬禮；但是，他的友人却咬住牙根，把他

扶在車子裡，揚言說， 他仍然活着，於是駛出市區。他們在郊外的一個教堂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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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牧師，這位牧師很了解天才並不受教會規則的限制，於是應允他的屍體

埋在教堂的墓地裡。到一七九一年，路易十六因為受到革命勝利國會的壓迫， 

不得不把伏爾泰的骨骸移到法國「先賢祠」 (Panthéon) 來。當這大火後之遺骸

經過巴黎市區的時候，有十萬名左右的仕女跟着護送，而街道兩側的觀眾多達

六十萬人之眾。他的靈車上寫着二句話：「他喚醒了人類，並且為我們舖下自由

的道路。」 

 

他的墓誌銘只要這幾字便已足夠： 

 

伏爾泰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