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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可比對斯賓諾莎哲學的批判

劉偉冬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脆講師

耶可比 (Friedrich HeinrichJacobi) 在一七九五年出版

了他的學術著作《論斯賓諾莎的學說一一致門德爾松先生

的信:> ( Über die Lehre des Spinoza 的 Bri，φn an den Herrn 

Aloses Alendelssohn) ， 其中他尖銳地指出萊辛 (Got也old

Ephraim Lessing) 是一位斯賓諾莎主義者，而斯賓諾莎主

義( Spinozism )必定導致宿命論 (Fatalism) 和無神論

(Atheism) 。耶可比的這一爆料無疑為德國思想界投入了

一枝重磅炸彈，由此引爆了德國哲學史上一場重要的爭

論一一泛神論 (pantheism) 之事。不僅萊辛的好友門德爾

松參與進來，隨後歌德、赫爾德(Johann Gott企ied Herder) 、

啥曼(Johann Georg Hamann) 等思想巨壁都對如何理解斯

賓諾莎哲學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其影響甚至遍及之後的

謝林 (F. W. J. Schelling) 、黑格爾以及施萊爾馬瓣 (F.D.E.

Schleiermacher) 。這篇論文著重於探討耶可比對斯賓諾莎

哲學的批判性解釋，以其對研究德國浪漫主義以及德國觀

念論的演進有一定助益。

一、耶可比的批判:斯賓諾莎主義是一貫的、獨斷的唯理論1

如果說笛卡爾把「我恩」設定為其哲學體系的基點，

1 這觀點來自如下著作: Alfr吋 Hebeisen， Friedi成'h Heinrich '"缸'Obi 泌的eA叫'einandersetz間E

mit年的自II (Bem: Paul H缸中丸 "ωI)， p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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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斯賓諾莎則在上帝的概念中發現了其理論的阿基米德

點。笛卡爾是通過「普遍懷疑」這一方法找到他哲學的根

基的，那麼，斯賓諾莎是如何發現他理論體系的基本點的?

斯賓諾莎在《倫理學} (Ethics) 命題十一中寫到: ["上帝，

或實體，具有無限多的屬性，而它的每一個屬性各表示其

永恆無限的本質，必然存在。 J 2簡單說來，就是上帝必然

存在。但是，我們也可以否認上帝的存在。否認、上帝的存

在意昧著上帝的本質不包含存在，但在命題七中斯賓諾莎

寫到存在屬神的本性，為此斯賓諾莎做了如下證明:上帝

不能為別的東西所產生，上帝是自因，而「自因，我理解

為這樣的東西，它的本質即包含存在，或者它的本性只能

設想為存在著的J 0 3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發現斯賓諸莎

對上帝的存在的證明必然追溯到自因概念上來。上帝是自

因，所以上帝存在，可以說自因概念才是斯賓諾莎論證上

帝存在的基本概念，我們無法在自因概念之下繼續發掘其

根基。但是我們要間，上帝為甚麼是自因?因為上帝就其

本性而育不能不是自困的，不是自因就意昧著被他物所決

定、就是有限的，但這只是否定意義的回答它已經預設了

上帝是自因的了。那麼在肯定的意義上我們如何諭證上帝

是自囡?斯賓諾莎沒有給出論證，而是把上帝是自因當作

天賦的原理接受了。在這襄我們借鑑一下海德格爾的描

述，他在《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 (Opinions on the Essence 

01 Human Freedom by Schelling) 一書中對獨斷主義下了較
為詳盡的定義: ["獨斷主義的標誌是，它徑直假定和斷定

絕對的可知性是不言而喻的。 J 4 ["絕對」在這里就是上帝，

斯賓諾莎未經考察直接斷定了他理論體系的根基:上帝是

2 斯賓諾莎著，賀麟諱， <:倫理學} (北京:商務， 2013) ，頁 9 。

3 向上，頁 1 0 

4 海德格爾著，薛華諱， <: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 (北京:中國法制， 2009) ，頁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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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因，由此可見，斯賓諾莎哲學符合獨斷主義的特徵。既

然斯賓諾莎哲學體系就是靠那些武斷的教條建立起來的，

因此對上帝的特性地未經考察的假定，即把上帝武斷地定

位為自因，進而推論出他的存在以及無限性有可能蘊含著

錯誤。上述的論證並不是來源於耶可比對斯賓諾莎哲學的

解讀，我們只是想指出耶可比對斯賓諾莎哲學的獨斷主義

指責沒有甚麼問題。

但是，耶可比沒有停留在我們所做的這種膚淺的批評

上，他要繼續深入直到找到斯賓諾莎哲學的真正根墓，並

指出其問題所在。在斯賓諾莎那里，思想和廣延是上帝的

兩種不同屬性;這兩種屬性相互獨立，同時， r觀念的故

序和聯繫與事物的故序和聯繫是一致的J 0 5就是說，思想

與廣延作為上帝的兩種屬性在上帝之內必定是和諧、一致

的。這是因為上帝作為唯一的實體不可能與自身發生矛

盾，如果發生矛盾，上帝就不是無限的了。思想和廣延在

斯賓諾莎那襄都是作為必然的法則存在的，那麼上帝實際

上也是必然的法則。可見，斯賓諾莎的哲學歸根起來就是

把上帝納入到法則的必然性中來，甚至把上帝等同法則的

必然性。耶可比在《諭斯賓諾莎的學說一一致門德爾松先

生的書信》一書中主要對斯賓諾莎的知性思維進行了批

判，這是因為上述必然法則的根源在於知性(耶可比將斯

賓諾莎的理性稱之為知性) ，甚至可以說斯賓諾莎憑藉知

性建立了一種絕對同一性的體系。那麼耶可比是如何批判

知性的?

對知性的批判首先要回到知性的本質那襄去。就積極

的意義來說，知性意昧著諭證的程序，它能為一些事物或

者問題提供合理的論據;把一些複雜的東西條分縷析，給

5 斯賓諾莎薯，賀麟諱， <倫理學:> '頁 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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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清晰的思路。其實近代科學的發展也和知性的運

用密不可分的，試想一下如果人們沒有熟練地掌握知性，

很難想象數學、物理學會有甚麼重大的發展。但這並不意

昧著知性是萬能的上帝，知性的普遍運用是合法的，相反

我們必須要理解知性的界限，知性能夠做闡明的和知性不

能闡明的。否則，人們又會重新墮入新的迷信中去，對知

性無限的崇拜中去。在耶可比那裹， I機械論J (mechanism) 

是理解知性的一個重要的概念，他對機械論做了進一步的

解釋，他寫道:我把機械論理解為單純作用困的必然連結;

這好比必然的聯結就其自身而盲就是機械的。 6耶可比把機

械論與必然的聯結等同起來了。但是甚麼是必然的聯結?

耶可比的「跳躍 J (Leap) 意昧著有條件者和無條件者之

間巨大的鴻溝，只有憑藉精神的跳躍才能實現兩者的聯

結;與跳躍恰恰相反，必然的聯結表現了一種無縫隙的、

連續不斷的聯結，它試圖通過無限的聯結來建立它的對

象，甚至包括絕對者這樣的對象。整個知性的邏輯運用就

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聯結的無限性之中。知性將自己表現為

一種聯結的無限性，不斷地把自己普遍化和整體化，試圖

把一切都納入進來，耶可比寫到:每一個前提都預設了另

一個前提，前者與作為它條件的後者聯結在一起，那麼理

性把一切都編入有條件的條件的鏈條中去。 7由此知性就會

誤以為自己的能力是沒有界限的，因此狂妄和傲慢起來，

它誤以為自己不但其有思考對象的能力，而且具有給予對

象的能力。一旦知性狂妄起來，它就難免陷入到空洞性之

中去。它延伸的越遠，偶然的內容就越來越少，感性的內

容簡化的就越多，由此導致了一種趨同化現象，即它將不

6 參見 Jacobi Friedrich Heinrich，的er die Lehre d，回學inoza in Briφn an den Herrn Moses 

Mendelssohn 但由nburg: Felix Meiner, 2000), p 249 
7 同土，頁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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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內容全部廢棄掉，只將和知性類似的存在物才能保

留下來。對此斯特勞斯 (Leo S仕auss) 在解讀耶可比哲學時

寫到:概念建構出於知性之恐懼，概念並不多於現實性，

而是不確定的、去特殊化的現實性;概念建構越寬泛，就

越不其有現實性。 8這也表明斯賓諾莎「理智的原則與事物

的原則」相一致是沒有說服力的。知性在概念的運作中是

不會承認自己的界限的，除非它碰壁了，發現自己和自己

相矛盾才如夢初醒。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01 

Pure Reason) 的四個二律背反中已經對此做了有力的證明。

知性的聯結的無限性雖然能夠不斷的遞進或者延伸，

但實際上是一種惡的無限性。除了上述知性將具體的內容

抽象化外，我們還將在下面兩個方面指出知性的弊端:一

方面，如果我們像敢蒙哲學家所宣稱的那樣把知性作為評

判一切事物的最高標準，那磨我們需要對這一宣吉的合理

性做出充分的、合理的論證，否則敢蒙哲學家的宣盲與宗

教教條無異，仍然是一個未加審視的獨斷的教條。但是我

們用甚麼來諭證?答案仍然是知性，因為如果我們用其他

的認識能力來審視知性，那麼知性就是有條件的，但是這

意昧著知性自己宣佈自己的至上性和合理性。知性的這種

行為是合法的麼?斯特勞斯在撰寫研究耶可比的博士論文

時深刻地指出: r證明的原則絕對無法證明自身，所以證

明證明原則的嘗試必定導致循環論證。 J 9由此可見，知性

至上的合法性是存疑的。另一方面，知性的那種純粹的聯

結雖然能夠不斷地分析、判斷、推理，但是它是無內容的，

因此也就是空洞的。妄想單純通過知性的無限的聯結、思

考獲得實在的內容是不可能的。知性要想為自己的證明提

8 參看列奧﹒斯特勞斯著，黃瑞成諱， <哲學典律法> (北京華夏， 2012) ，頁 140 。

9 同上，頁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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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效的、實在的內容必鑽到自身之外去尋找資源。這種

外在於知性的內容無需證明，它是被直接給予的，但是它

比知性的論證更實在、更有效，耶可比寫到: r有些原理，

不需要證明，也經不起證明，因為能夠提請證明的所有原

理，都比已有的確信更弱，不過己有的確信也許會變得混

亂。當我們說我在 (Ich bin) 時，我們就說出了這樣一條

原理。此確信是一種直接的認知，其他所有認知都要由此

認知來檢驗、按此認知來衡量，以此認知來評價。 J 10由此

可見，知性論證的內容可以回溯到直接確信的事物上去，

但是直接確信之物顯然排除了知性的參與。知性其實就是

活動於這些直接確信的事物之間，把它們聯結、組合、構

造，然而知性無法通過論證給予事物實在的內容，它只能

接受並且信任。知性不可以為它自己添加最徵不足道的內

容，因此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最高地位。

總的來說，知性對人來說，甚至對於一切有意識的理

性存在者來說都是建構性的。它不是消極的，而是具有能

動性的，但它只是空洞的，缺乏內容。它通過純粹的聯結、

連續性來展示自己，中介、反思、一貫性甚至體系性雖然

都附屬於這些特性，但是它仍然無法擺脫它本質上的空洞

性。同時，知性所把握的事物附屬於知性的聯結之下，因

為聯結的此一環節要以彼一環節為條件，那麼處於聯結之

中的事物必定是有條件的。既然知性本身不是無條件的，

知性所把握的對象又是有條件的，因此可以說知性的整個

領域是都是有條件性的領域。有條件性的知性把自己塑造

成回溯的或者遞進的有條件的條件，由此塑造為有條件的

條件的無限的鏈條，但是它永遠不會擺脫自己的有限性。

10 轉自岡上，頁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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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可比的批判:斯賓諾莎主義導致無神論和宿命論

一七人三年，耶可比與萊辛在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進行了一吹富有意義的哲學對話，耶可比驚訝的發現萊辛

是一位斯賓諾莎主義者。鑑於對話時問不是非常充分，耶

可比雖然指出了斯賓諾莎哲學的弊病，但並不充分，在此

之後耶可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下面我們從三個角度來

分析耶可比對斯賓諾莎哲學的批判 .11

1. 耶可出對斯覽器莎實體概念的批判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寫到:從思辨理性證明上

帝的存在只能有三種古式，即自然神學的證明，宇宙論的

證明以及本體論的證明;其他兩種證明都可以還原為本體

論證明，因此從思辨理性的角度看本體論證明是最為根本

的一種證明。斯賓諾莎對上帝的證明就是本體論意義上

的，這是因為他的證明完全符合本體諭證明的定義，即從

上帝的純粹概念推出上帝的存在。斯賓諾莎在他哲學的開

端直接預設了一個絕對無條件者的概念，它不受任何別的

東西的限制，是自因，在這個無條件者的概念襄就包含了

存在，假如它不存在就與它的概念相違背，因此它不能不

存在。這種證明類似幾何學的任何一個命題，例如三角彤

有三個角，這是絕對必然的， 12否認三角形有三個角是不可

能的。斯賓諾莎對上帝的直接的定義也蘊含著如下內容:

上帝是完善的、無限的存在者。一個事物包含的存在越多，

它的實在性也就越多。上帝是無條件者、是自固，因此包

含無限的存在，無限的實在性。但是上帝的存在不能單純

被理解為在時間、空間之內的存在，因為時間和空間也是

11 參看 Hebeisen，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Seine A間einanderse帥ngmit亭的oza， p 5 。
12 參看康德著，鄧曉芒譯， <:純粹理性批判:> (北京.人民， 2∞9) ，頁 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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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造物，一個無條件者不能存在於一個有條件之內;相反

一切都在上帝之內，任何事物都不能脫離上帝而存在。但

是，在斯賓諾莎那裹上帝又是自然，自然不得不在時空中

顯現，那麼上帝也位於時空之中。由此，我們可以推出一

個結論:上帝在時空之中，又在時空之外。

耶可比對斯賓諾莎的實體概念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

把存在當作斯賓諾莎哲學體系的最高概念，他寫道「存在

不是特性，不是從某種力那襄產生出來的事物;它是為一

切特性、屬性和力莫定基礎的;人們可以用實體這個詞表

達它J 0 13耶可比的表述簡單來說就是存在即上帝或者上帝

即存在。因為上帝是單純的存在，那麼就為耶可比把上帝

的創造理解為無目的的、甚至無意識創造提供了根據。但

是，這裹的存在不是某種特殊的存在、具體的存在，而是

一種原存在或者存在的存在。一切具體的存在只有依靠這

種原存在才能存在。上帝或者存在作為世界的原因是永恆

的、不變的，它按照必然的法則無精神的創造自身。在這

襄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即「不變」與「創造」之間是否

存在矛盾，必竟創造意昧著某種變化。如果我們站在被造

物的視野看世界，我們發現有限的存在物不斷地湧現出

來，訪彿世界只有變化沒有恆定。但是，如果我們從上帝

的棍角看待世界，世界是沒有變化的，因為上帝是一切，

是完捕，它已經把時間內的一切都囊括在自身之中，甚至

可以說對上帝來說時間內的變化是不存在。因為上帝是完

繭的、無限的，上帝是不能在自身之外創造一個獨立的世

界，因此上帝作為有限存在的根據是與一切後果相聯結

的、並且是同一的，就是說上帝在自然之內，甚至「上帝

即自然」。在這襄我們也發現按照泛神論的觀點 ， r 自然

13 Jacobi，臼er die Lehre des 司'pinoza in Briefen an den Herrn M.回回 Mendelsso仰，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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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論一方面把自然規律看作上帝理性的表現形態，另一方

面卻不動聲色地把那個一吹性完成了創世工作的上帝驅趕

出了自然界」是有問題的。 14對於耶可比來說，上帝即自然

意昧著上帝存在於特殊的、有限的事物之內，在特殊的有

限的事物之外不存在上帝;另一方面自然即上帝表明整個

宇宙、一切有限事物的總和即上帝，因此斯賓諾莎對上帝

的理解取消了上帝的人格性和生命。 15耶可比無法容忍斯賓

諾莎對上帝的泛神論解釋，因為斯賓諾莎把上帝消解在有

限事物之中，即便上帝是無限個有限事物之和但仍然是有

限事物，這就如同一是數字，但無數個一之和仍然是數字，

其本質並沒有因為量的增加有所變化。因此，耶可比認為

斯賓諾莎主義本質上就是無神論。在他看來，自然及其機

械法則並不是存在的一切;誰神話自然，誰就否定上帝。

上帝是上帝，不只是神性的存在。誰從自然出發，誰就找

不到上帝;他甚至認為任何一種彤而上學體系必然是無神

論的，因為在理性的體系之中沒有上帝存在的根據。耶可

比把他的原理與斯賓諾莎的實體概念對立起來多「我信仰世

界的合乎理智的人格因J 0 16上帝對耶可比來說不只是實體、

不只是絕對者，而是超自然、有著人格性的世界的原因。

2. 耶可比對斯賓諾莎屬性概念的批判

笛卡爾認識到兩種實體，即思維的實體和廣延的實體，

但是這兩個實體在笛卡爾那襄還不是獨立的實體，它們依賴

上帝，因此可以說上帝才是最高的、完滿的實體。這樣一來

在笛卡爾的哲學中實際存在著三種實體:上帝、思維和廣

延。斯賓諾莎用笛卡爾的觀點反對笛卡爾的觀點(在笛卡爾

14 趙林， <:從哲學思L辨到文化比較} (北京:人民， 2014) ，頁 71 。

15 參看 Hebeisen，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S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學inoza， p 33 。
16 J acobi, Uber die Lehre d，臼 Spinoza 的 Briφ'n an den Herm Moses Mendelsso仰，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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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實體是獨立的，但他又說思維和廣延是有限的實體，依

賴於上帝) ，在他看來非獨立性的東西不能成為實體，實體

只有一個那就是上帝。由此，斯賓諾莎對笛卡爾的哲學做了

進一步的修正，在他看來思維和廣延只能被視為上帝這一無

限實體的屬性。那麼屬性是甚麼?斯賓諾莎寫到: I上帝，

或實體，具有無限多的屬性，而它的每一個屬性各表示其永

恆無限的本質，必然存在。 J 17簡單地說，上帝的屬性是無

限的。但是，這個無限既有量的方面，也有質的方面，量意

昧著上帝的屬性在數量上是無限的，質意昧著屬性對上帝本

質的表達是無限的，例如作為屬性的思維表明上帝的無限的

理智，而廣延則表明上帝在空間上是無限的。在斯賓諾莎看

來，我們只能認識上帝的無限屬性中的兩個，即思維和廣

延;其實即便是這兩個，我們也不能完全認識。斯賓諾莎的

論述表明，我們對上帝的描述無論如何是有限的，我們對上

帝不可能有完全的洞見。

那麼，耶可比是怎麼解釋斯賓諾莎的屬性的?耶可比

知道斯賓諾莎對屬性的闡釋，即上帝有無限個屬性，但我

們只能認知其中的兩個;這些其餘的屬性(除思維與廣延

之外)不僅彼此之間相互獨立而且不能思維所認知。耶可

比做了進一步的推論:斯賓諾莎的上帝除了思維和廣延這

兩個屬性之外，其實沒有別的甚麼屬性。因為耶可比從斯

賓諾莎的上帝概念中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屬性，那麼他斷言

僅僅思維和廣延這兩個屬性就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本

質，即上帝。這樣一來，上帝就是思維與廣延的統一，既

然上帝的屬性不是無限的，那麼上帝也就不是無限的存在

了。耶可比的闡釋不能不讓人產生質疑，畢竟他的解讀明

顯違背了斯賓諾莎對上帝的定義。對於這過於明顯的誤

17 斯賓諾莎著，賀麟譯， {倫理學}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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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學者黑伯森 (Al企ed Hebeisen) 給了如下回答:耶可比

之所以對斯賓諾莎哲學做這樣的解讀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他

的目的相闊的，他希望排除斯賓諾莎哲學中的神秘因素以便

把它解讀為一貴的理念論，解讀為以知性為基礎的哲學。 18

因為在上文我們已經批判了知性的局限性，也就批判

了思維的局限性，因此在這襄我們重點闡釋耶可比對廣延

的批判。 19既然只存在看思維和廣延兩種屬性，廣延是思維

的唯一對象，因此我們的認、識對象就是廣延、自然。由此，

耶可比進一步將斯賓諾莎的哲學稱之為質料主義

( materialism) 。耶可比起先將斯賓諾莎哲學視為唯理主義

(rationalism) 的，這又將斯賓諾莎哲學視為質料主義的，

可見耶可比對斯賓諾莎的批判在觀點上也並不是一貫的。

那麼，質料主義有甚麼弊端?如果把質料理解為物質，甚

至將質料的最微小部分理解為不可分割的原于，斯賓諾莎

主義也不能擺脫唯物論、無神論的嫌疑。但這只是低級的

質料主義，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一種更高級的質料主義，

即把質料視為潛能、不斷向高出發展的能力。但是要把潛

能與超自然的原則、上帝統一起來，還需要賦予潛能以力

和實在性，甚至還需要賦予其諸多可能性，由此潛能成為

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燼。對此耶可比評論道: r通過我

們把質料視為潛能這種方式，我們發現人們能夠賦予質料

更高的等級，但是卻沒能進一步的靠近神性。 J 20 

3. 耶可比對斯覽器莎樣式概念的批判

斯賓諾莎區分了「能動的自然J 與「被動的自然」兩

18 參看 Hebeis凹，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S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pinoza, p 39 0 

19 在上文我們看到雅可比把廣延歸入思維，由此指出雅可比的獨斷論問題。在這里我們主

要指出雅可比對斯賓諾莎廣延屬性的另 種批判←一贊料主義。

20 Jaω訟， Uber die Lehre des 學inoza in Briefen an den Herrn Mos臼 Mendelsso仰，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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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概念: I能動的自然J 是指在自身內並通過自身而被認

識的東西，或者指表示實體的永恆無限的本質的屬性，換

言之，就是指作為自由因的上帝而言;但「被動的自然J

則是指出於上帝或上帝的任何屬性的必然性的一切事物，

換言之就是指上帝的屬性的全部樣式，就樣式被看作在上帝

之內，沒有上帝就不能存在，也不能被理解的東西而言。21憑

藉斯賓諾莎的描述我們發現，樣式指的是「被動的自然J ' 
是具體的事物、世界萬物;但是樣式不是自因，不是獨立

的，它依賴於「能動的自然」、上帝，甚至依賴上帝的無

限的屬性。樣式作為有限的存在不能把永恆作為自己的本

性，因此它屈服於時間，由此它產生、變化甚至消失。因

為樣式「在上帝之內 J '因此樣式不能脫離上帝在上帝之

外獨立存在，但是上帝能脫離樣式存在嗎?不能，因為上

帝是自然，是一切有限事物的總和，因此上帝不能脫離具

體的、有限的事物而存在。

耶可比在斯賓諾莎實體與樣式的關保上發現了無神論

的根據，他寫到: I有限者存在於無限者之中，以致一切

事物的總和(正如這個總和在每一個要素中以同樣的方式

把整個永恆、過去和未來掌握在自身中)與無限的事物本

身是同一的。 J 22這句話的前半部分表明，上帝是無限的存

在者，而一切個別的事物都存在於上帝之內，由此，在後

半部分耶可比推出斯賓諾莎的上帝實際就是一切有限事物

的總和，即實體等於一切(包括現在的、過去的、將來的)

樣式。但是耶可比並不認為「總和」單單指有限事物的無

意義的組合，他認為「總和」意昧著整體，而部分只有按

照整體才能存在、才能被思考。如果人們接受耶可比的觀

21 參看斯賓諾莎著，賀麟諱， <:倫理學> '頁 28 。

22 Jacobi, Über die Leh阿 d由學inoza inBriφ'n an den Herrn Mos自 Mendelssohn，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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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那麼人們不得不面對耶可比對斯賓諾莎上帝的概念所

作出的精闢總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這個公式一方面

表明斯賓諾莎沒能說明，無限如何過渡為有限，只是簡單

的把兩者等同起來，另一方面表明上帝對萬物是必要的;

同樣萬物對上帝也是必要的，因此上帝與世界萬物是互為

條件的。但是幾乎一切宗教都告訴我們，上帝創造了世界，

但上帝與自然有別，亦不受世界的限制。通過以上的論述，

耶可比認為斯賓諾莎把上帝有限化、物質化了，其實就是

否定了上帝的存在。

還有一個問題，即決定論和意志自由的問題。在耶可

比看來，既然斯賓諾莎否定了上帝的存在，那麼斯賓諾莎

主義實質就是無神論，因此否定了自由。由此，耶可比寫

到:儘管斯賓諾莎拒絕承認這一點，但是非常明顯的是他

否定了一切自由，是一個宿命論者。 23很明顯，在斯賓諾莎

那里一切都被嚴格的決定了。樣態在被決定的狀態下彼此

相互依賴，它們服從自然法則，並且通過自然法則聯結為

一個整體。但這襄有個問題，就是說人也是樣態，人在身

體上服從自然法則沒有問題，但是人有理性，有意志。對

此斯賓諾莎說道，我們的意志只能被上帝的大能決定。 24上

帝的「決定」意昧著人沒有任何自發性、沒有任何選擇的

可能。雖然我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例如我們可以自由的

擺動自己的肢體、或者拒絕一切真玉良吉做任何自己想幹

的事，但斯賓諾莎告訴我們其實一切都被決定好了，我們

只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辦事好了，我們的自由感只是虛妄罷

了。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亦寫到: I 自然中沒有任何

偶然的東西，反之一切事物都受上帝的本性的必然性所決

23 向上，頁 76 0

24 轉自 Hebeis凹，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S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pino血， P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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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動作。 J 25在斯賓諾莎那裹，偶然的

東西是沒有的，任何事物都是被決定的，不僅其存在與否

被上帝決定，而且它存在的方式、所做的運動也被上帝所

決定。因此，事物自己決定自己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時有

學者可能會指出:斯賓諾莎的自由實質是指人欲求與上帝

的天命的統一;人的意志與上帝的意志的合一。但是，人

是有限的存在者，人不能洞見到上帝的別的甚麼屬性，而

只能洞見到思維和廣延。洞見不到的事物對我們來說沒有

意義，洞見到的又把我們帶到宿命那里面去了，由此可見

所謂的把人的意志提高到上帝的高度以便在意志的層吹達

到上帝的自由是一句空話。依靠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發

現耶可比對斯賓諾莎宿命論的指責是有道理的。

三、結論

在上文我們合理地闡釋了耶可比對斯賓諾莎主義的指

責，即它的獨斷論 (Dogmatism) 和導致的宿命論、無神論。

在他看來有人希望通過邏輯演繹或者三段論式的無限的推

論來達到絕對無異於癡人說夢。面對有限與無限的鴻溝，人

們不禁望溝興歎，但是耶可比警示人們不要絕望，相反人們

要勇敢地跳躍，直接地從此岸跳入彼岸，從相對跳入絕對，

由此耶可比說道: I我通過跳躍幫助自己從事物中解脫出

來。 J 26可以說「跳躍」是耶可比對斯賓諾莎主義、甚至一

切以知性為基礎的形而上學的反抗、超越。耶可比的論述甚

至讓理性的敢蒙主義者萊辛感到滿意，萊辛對耶可比說道:

「您的跳躍不壤，讓我感到高興。 J 27康德其實也看到傳統

形而上學面對上帝表現的無能，但區別在於康德把上帝的存

25 斯賓諾莎著，賀麟譯， (倫理學> '頁 27 0

26 Jacobi, Über die Lehre des Spinoza in Briφn an den Herrn Moses Mendelssohn , p 46 

27 同上，頁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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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純粹實踐理性的終極預設放在了道德領域。那麼，甚

麼是跳躍?跳躍需要勇氣，怯懦的人面臨知性與絕對者之間

的深淵只會瑟瑟發抖，而勇氣是和人的精神、生命力密切相

闋的。不難看出，耶可比所謂的跳躍人的精神、靈魂不可分

開的。人的精神具有一種自動的、高級的力，是它給了人們

勇氣，給了跳躍力量，其實可以說正是精神自身的跳躍跨越

了有限與無限的鴻溝，從而把兩個看似陌生的存在聯結起

來。有人認為耶可比是神秘主義者，但只有那些把三設論式

的邏輯演繹奉為神明的人才會把跳躍、精神視為神秘，因為

它們作為人的一種更高級的能力對信仰知性的人來說是無

法理解的，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高傲索性把自己無法理解的

一切都斥為神秘。但是，人是完整的人、作為整體的人，人

不是只會邏輯演繹的存在者，也不會因為只會邏輯演繹就能

慰藉自己的心靈，獲得永福 3 人必須認識到在知性之外還有

其他的更加高明的能力。要知道知性只是一種工具，一種形

式(可以說單純的知性就是虛無) ，人只有在生命、信仰的

維度之下把握知性，知性才獲得了意義。

耶可比的思想有其合理之處，但是在這襄我們還是不

禁要問一句:按照其指示，我們終要跳向何方?我們是跳

入絕對者自身之內嗎?抑或跳入對上帝的直接知識中嗎?

如果我們跳入了絕對者自身之內，我們似乎又重新回到了

斯賓諾莎哲學中去了，顯然這不是耶可比想要的。耶可比

對上帝有看不同於斯賓諾莎的理解，對它來說上帝不是單

純抽象的存在物，而是一種人格性的存在，耶可比寫到:

「我再重複一下:上帝是在我之外的，上帝是活看的、白

為存在的存在者。 J 28德國學者黑伯森甚至對耶可比的上帝

28 Jacobi Friedrich Heinrich, 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Hamburg: Felix 

Meiner, 2004), p 220 

261 



劉偉冬

做了如下解讀: I斯賓諾莎的哲學體系會導致無精神的必

然性和一種單純的實體;但是對於耶可比來說《聖經》中

的上帝可要比單純的抽象之物要高貴得多。 J 29那麼耶可比

所說的人格性應該意指《舊約》中與人建立直接關係的雅

威以及《新約》中的耶穌了。耶可比的跳躍是其實指從知

性的間接性中跳出來，而進入到與上帝的直接性的關保中

去，直接性的關保在耶可比那襄就是人對上帝的信仰，人

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建立人與上帝的真正的關係。信仰就是

一種情感，一種無需證明的、不可消除的對上帝的情感。

在耶可比那里，信仰就是一切道德和宗教的第一性的、直

接的基礎，那麼當他說「誰浸透著信仰的高貴、聖潔、真

理，誰就是人性，誰就很好地行使了人性J ， 30也就沒甚麼

奇怪的了。

我們不能說耶可比對斯賓諾莎的指責是完全合理的，

就像蒂利希 (Paul Ti11ich) 在《基督教思想史) (A History 

01 Christian Thought) 中所說的那樣: I斯賓諾莎哲學思想

的最內在核心是中世界猶太教的神都主義。這是在他冰冷

的幾何學系統下面埋藏著的火山。 J 31但是，耶可比對斯賓

諾莎的批判卻促成了德國哲學界對斯賓諾莎哲學的重新發

現，例如晚年康德曾經說過先驗觀念論就是把客體置於其

自身觀念總和里的斯賓諾莎主義;費希特(Johann GottHeb 

Fichte) 熱烈讚揚萬物受制於必然的決定論觀點，把自己的

學說稱之為真正的系統的斯賓諾莎主義;而謝林則認為他

的理智直觀就是斯賓諾莎在永恆的形式下對一切事物的總

體洞見;最後黑格爾更是認為要成為一個哲學學者，首先

29 Hebeis間，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Seine Ause，翩翩derse，位ungmit Spinoza, p 54 

30 Jacobi, Schriften Zum Transzendentalen ldealismus, p 223 
31 保羅﹒蒂利希薯，尹大始譚， <:基督教思想史一一從其猶太和希臘發端到存在主義) (::I~ 

京:東方， 2008) ，頁 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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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 32由此可見，耶可比對斯賓諾

莎主義的批判構成了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的必要一環。

關鍵詞:斯賓諾莎主義獨斷論宿命論無神論跳躍

作者電郵地址 lwd4194@163.com 

32 參見洪漠鼎， {:斯賓諸莎哲學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頁 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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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Baruch Spinoza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m German philosophy. 

However, it was the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Spinoza by 

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that tumed Spinozan philosophy 

from a “dead dog" to a popular subject among German 

think:ers. On one hand, Jacobi noted that Spinozism is a 句'Pica1

dogmatic rational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pointed out that 

Spinozism must lead to fatalism and atheism. The criticism of 

Jacobi advanced the acceptance of Spinozan philosophy by 

German thinkers. Thus it played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German ide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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