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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
生平略記

A brief 
sketch of 
Leibniz' 
life

1646 Born on July 1 1646 in Leipzig as son of a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1661 Entered university, study of philosophy, mathematics, & sciences 
1663 Went to Jena to study mathematics with Erhard Weigel
1667 Acquired Doctor of Law (Juriprudence) at Altdorf
1667-74 Took up post in the court of Elector of Mainz
1672 Trip to Paris, acquaintance w/ Malebranche, Arnauld, Huygens, etc.
1673 Visited England, met Hooke, Boyle, Oldenburg, etc., then went back to Paris, met 

Tschirnhaus, and stayed there until 1676
1676 Discovery of Calculus, return to Germany, visited Spinoza on his way back
1677 Took up life long post as curator of the Hanoverian Court. Supposed to write a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Braunschweig), but never finished!!!
1683 Turks besieged Vienna, Leibniz wrote polemic script “Mars Christianissimus”  to 

protest against French King Louis XIV
1696 Took up post as Librarian of the Wolfenbüttel Library
1700 Founder of the Berlin Academy, later 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1711 Visited by Peter the Great of Russia, Leibniz advocated to the Tsar the idea of 

European Commonwealth
1712-14 Resided in Vienna, knighted Freiherr von Leibniz
1714 Returned to Hanover, but much neglected. Georg Ludwig became George I of 

England. Leibniz was not chosen to accompany the new king to England
1716 Died rather unnoticed in Hanover. 3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0MhbAAAAQ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TW&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


萊布尼茲的治學格言 Leibniz’ motto

„Ich an meinem Orth, halte wenig von wiederlegen, viel 
aber vom darlegen, und wenn mir ein Neubuch vorkommt, 
sehe ich was ich darauß lernen könne, und nicht was ich 
darin tadeln könne.“

(Leibniz’ Brief an Gabriel Wagner)

此座右銘出自一封信。意思是：「我重視詮釋，而不是駁
斥；如果有人送我一本書，我首先要考慮我能從這書
中學到什麼，而不是於書中能挑出甚麼毛病。」

這格言一方面反映了萊布尼茲作為學者廣闊的胸襟，同時也有

助我們了解萊布尼茲的整套哲學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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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談到「哲學
家」，都設想為一
些違世獨立的高人，
但萊布尼茲正好相
反，他相識滿天下，
據統計他一生曾和
達1,063人有書信聯
繫信函逾 15,000 封，
及萊布尼茲手稿約
200,000 頁。由種種
迹象可見，萊布尼
茲是一個集大成者，
他畢生從不同的知
識源頭吸收養份，
再加上一些獨有的
創見，交織起來成
為自己的一套學問。



哲學家的萊布尼茲

Leibniz 
as 

Philosopher

6



I. 作為哲學家的萊布尼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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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史的主流區分中，萊布尼茲一般都被界定為一理性主義

（rationalism）者。理性主義主要在歐洲大陸通行，彼認為人類

知識主要是循概念思維途徑確保，而與英倫海峽對岸強調知識

只建基於感性經驗的英倫三島的經驗主義 (empiricism)分庭抗禮。

作為哲學家的萊布尼茲，其實自己非常重視經驗研究，但作為

一理性主義者，他對於人類知識的構成問題卻倚賴所謂「純粹」

思維遠多於經驗的徵實，故其系統哲學學說從康德打後，直到

今天的觀點看，幾乎是完全無法立足的。

康德 (Kant)便直接批評說：「萊布尼茲哲學［之病］在於他把現

象［世界］理智化了 (intellectualized appearances) 。」言下之意，

正是指萊布尼茲只循純粹概念思維的途徑，「想當然」地把世

界設想成根本不符現實的模樣。



康德在遺稿中 (XVI:460, Refl.2668)，提出近世哲學可分為以下的三階段：

Dogmatismus 指的是大陸「理性主義」(rationalism)
Skeptizismus 指的是英國「經驗主義」(empiricism)
Kritizismus 指的是康德自己的「批判哲學」(criticism)
遺稿 XVIII: 293  「在獨斷論與懷疑論二者之間，是那中立的和唯一合
法的思維方式—即就是批判哲學。」

康德對 rationalism 與empiricism 分別的批評

◦ 「一言以蔽之，萊布尼茲把現象理智化了，正如洛克……把心智的
所有概念都感觀化了一般……」“In a word, Leibniz intellectualised
appearances, just as Locke, according to his system of noogony (if I may 
be allowed the use of such expressions), sensualised all concepts of the 
understanding, i.e. interpreted them as nothing more than empirical or 
abstracted concepts of reflection.”  (A271 B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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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s Relation to his predecessors: 
(2) Rationalism & Emp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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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最有代表性的哲學學說，是所謂的： 「單子論 」 - 1

 「單子」(monad) 一概念源自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的μόνας，但
萊把它改造成為他理解下的宇宙終極實體（substance）的代稱。

 萊布尼茲提出單子論，其實是要消弭當時理性主義傳統內部的
一些理論困難，和讓一些理論分歧得以統一。

 德國哲學家Heinz Heimsoeth 即自這一觀點分析萊布尼茲如何在
一方面迴避理性主義鼻祖笛卡爾（Descartes）的心物二元論無
法說明心、物交應的可能，和另一方面力求克服斯賓諾莎
(Spinoza)的泛神論只強調整體性而無法真正安立個體性的理論
困難，才終於提出其「單子論」。

 萊布尼茲設想的單子（monads），是世上唯一的「實體」，並
把單子界定為「形而上的點」。單子是一切俗稱的「心」或
「物」的共同本源（或原型）。由於萊布尼茲認為單子的特質
是其對週遭的宇宙能有一定的感應能力，和能展現一定的
「力 」，故萊布尼茲其實是在借單子之概念「攝物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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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d = Substance as “metaphysical point” 
單子 = 實體 - 「形而上的點」

Text D: 1695: “A New System of the Nature and Communication of Substances, 
as well as the Union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Body”, Loemker, pp.453ff.

 Substance as ‘metaphysical point’ , what does this mean?
- Not a physical point (not indivisible Atomism)
- Not a mathematical point or a conceptual point

(true but not real  Pythagorians, Newton)
- But substance which has a point of view 觀點 (point de vue)          

(vantage point of the perceiving agent)  

 “…each substance represents the entire universe accurately in 
its own way and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point of view’”

 Inspired Kant’s and Husserl’s  concept of “horizon”

萊布尼茲「單子論」
Monadology 手稿首頁



Substance as “force”
- Conatus, la force, Kraft, Drang, entelechy

Active Force …………soul, first entelechy
Passive Force………..matter, inertia

Living Force ……….dynamic
Dead Force ………..static

11

作為「力」的實體 Substance as “force”



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2

 因為萊認為不同的單子的感應程度和所表現的活力可以有很大的
分別，一些膠結成一堆堆所謂「物質」的一單子，其敏感度甚至
是冥頑不靈（obscura），而其能發揮的力主要也只是物理性的
「被動的力」，甚至一些物理的「死力」……

 而人類心靈的個別的單子則當比組成物質的單子要靈動得多，但
靈動的程度也「因人而異」。而一切單子中，以上帝這一「中心
單子」才是唯一不受物質羈絆和是完美的單子。

 萊布尼茲遂設想，心、物「二元」之分立乃因從上帝乃至世間萬
象都涵蓋在內的「單子」理論而得到統一。(=> Descartes) 

 萊布尼茲主張每一單子(實體)都是獨特的個體，並認為「單子沒
有窗戶，故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進來或出去」，故單子都不受外界
影響，並各自以其獨特的「觀點」(point de vue) 和獨特的「明晰
度」反映了其週遭的世界。就這樣地，萊布尼茲認為每一個單子
的個體性乃得以確保。(=> Spin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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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萊布尼茲論知識之品位

Cognitio (notio)

Obscura Clara          (recognizable)

Confusa Distincta (capable of enumerating characteristics)

Inadaequata Adaequata (enumeration of all essential chr.)
…………………… …………………………………….

Symbolica Intuitiva
(Caeca) blind             (perfectissimma)

13

Text A: “Meditationes de Cognitione, Veritate et Ideis” (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1684) [Loemker, p.291]

Leibniz on the Degrees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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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3
然而，為了說明「心、物」的單子之間，乃至眾多心靈單

子之間如何能於本身並非實在的「時/空」中協調無礙，萊
布尼茲終於要搬出上帝的全知全能作為最後保證，這即他
飽受後世批評的所謂「先在調和原則」（Principle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

整體而言，萊布尼茲對於世界的理解很倚賴他認定為絕對
的「上帝的完美性」的概念，因此對於甚麼是「可能」？
甚麼是「現實」這些問題，竟然有一很怪異的想法：

在1696給Bernoulli信中，萊即這樣說：「可能事物是那些不
涉矛盾的事物，……現實的事物不外是可能事物中的最完
美者……」。順著這一思路，結果乃導出「上帝可以造出
許多可能的世界，但實際上造出來的，一定是可能世界中
最好的一個」這般他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論斷（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最諷刺的事，是他這番論述提出後不久，
歐洲經歷了1700 年的葡萄牙里斯本大
地震，因而身後招徠法國學者伏爾泰
(Voltaire) 以《札迪》(Zadig, 1747),《孟
浪，或人類窮途》(Memnon, ou la 
Sagesse humaine, 1749) 和《憨第德，或
樂觀主義》（Candide, ou l’optimisme, 
1759) 等一系列短篇作出反諷！

 在《憨第德》篇中，主人翁先是「誤信」
樂觀主義者Dr. Pangloss的樂觀態度，卻
相繼遭遇里斯本大地震、強盜、虐待、
謀財害命等不幸，結果「憨第德乃目瞪
口呆地、驚慄地、絕望地，淌著血，並
顫抖著對自己說：『如果這已是所有可
能世界中最好的，那麼其他的世界會是
怎麼一個模樣的呢！』」。 15

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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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5
 更有進者，萊布尼茲依據「先在

調和論」甚至得出「德福一致」、
世上「德樂滿盈」等與吾人於世
上明顯知道毫無依據的主張，

 最後還在他平生唯一發表的專書
《神義論》裡，力圖為上帝的完
美性如何能與世間的不幸和罪惡
的由來相調和作出申辯。

 難怪康德終於直斥萊布尼茲這一
「先在調和論」乃是「哲學從來
設想得出來的最怪異的杜撰（das 
wunderlichste Figment, was je die 
Philosophie ausgedacht hat…）」 ，
其批評可謂嚴厲。



萊布尼茲的
概念遺產-
「開放成素」

 萊布尼茲的哲學系統雖已早被超越，但他卻開闢了很多極有創意的哲學
概念，這些概念之所謂有創意，是即使把它們從其所由出的哲學系統中
抽離，它們也能在其他理論場合派上用場，和能誘發後世的其他哲學家
於觀念上的發展。這即我的老師勞思光教授所指的「開放成素」(open 
elements).
 例如萊布尼茲提出的「力」問題便帶出了康德以後的「能力」

(Vermögen, faculty)學說。

 其「單子」作為形而上的「點」及其蘊涵的「觀察角度」(point de 
vue) 議題更開出後來大盛的「主體」理論。

 其於知覺(perception) 與統覺（apperception, 即對知覺的知覺）之間

的區別，對後世的「意識」(consciousness)理論更有提綱挈領的作用。

 他自學習階段己極重視的「個體化原則」（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更承先啟後地影響了後世的個人主義乃至自由主義的發展。

 而他締造的「神義論」(theodicy)概念更把自古以來一直在醞釀發酵

的宗教及神學困難擺放到枱前。

 凡此種種，對於主攻哲學的朋友們當然應該深究，但今天由於我們的切
入點是「通識教育」，我們還是多留時間談其他更有趣的課題吧。 21



萊布尼茲的另類「定位」
不過在結束第一部分之前，我還是想就萊布尼茲於哲學史上的「定位」問題稍作補充。

在哲學史中，萊布尼茲主要被界定為一「理性主義者」，不少人認為他是德國啟蒙運動的代表。

但相信即使哲學同道們都很少聽過，萊曾被定位為「德意志觀念論」者。

德意志觀念論（German Idealism）這個概念，相信對西方哲學有研究的朋友不會感到陌生，一

般的主流理解，都會把費希特 (Fichte)、謝林 (Schelling)和黑格爾 (Hegel) 三人訂為德意志觀念論

的主要代表。

然而歷來曾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不必把德意志觀念論的範圍限死在以黑格爾為重心，

而且以思辯哲學為主的那幾十年的哲學思潮之中，而應採一更長遠的歷史尺度，以德國哲學傳

統的塑成為考慮，重訂一張德意志觀念論「三巨擘」的名單。

在這意義下，學者孟克（Dietrich Mahnke）和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不約而同地都認為萊

布尼茲、康德和黑格爾才堪稱德意志觀念論的真正代表。 這麼一來，萊布尼茲在西方哲學史中，

便有了新的定位。即是說，除了被目為一「理性主義者」外，萊布尼茲更是數百年德國帶有觀

念論特色的哲學的主要奠基者了。萊布尼茲能得到這一新的定位，原因並不在乎他早已被超越

的系統哲學，而正要歸功於他提出的那一系列有普遍價值和有長久影響的「開放成素」！
22



文藝復興人的萊布尼茲

Leibniz 
as 

Renaissanc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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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 微積分 (calculus) 
◦ 二進算術 (binary arithmetic) 
◦ 拓樸學 (analysis situs, topology) 
◦ 行列式 (Determinants) 矩陣 (Matrices)

 邏輯學－syllogism + mathematical logic
 天文物理學－反對牛頓 force at a distance
 計算機的觀念及實踐

 加密解密器

 經度測量儀

 永續運動裝置

 採礦機械－抽水機、槓杆、採礦器具

 化學/ 煉金術 (chemistry/alchemy)－自尿液中提煉磷

 法律學－natural law 
 Ars Combinatoria () – universal language,  Esperanto
 古語言研究－proto-language
 詩作—萊氏畢生為其詩作感到自豪

24

Leibniz as Renaissance Man
作為文藝復興人的萊布尼茲



萊布尼茲與微積分的開發 Leibniz pioneering study of Calculus
 萊布尼茲治學的虛懷，從他作為數學家的一點亦可得見。

 回溯萊氏的學習過程，他在萊比錫大學（Leipzig）讀的主要是哲學和法
學，雖曾到耶拿大學(Jena)追隨Erich Weigel學過些數學理論，並對序列
(sequences) 和級數(Series)問題特別用心，但數學畢竟並不是他的本業。

 他後來於數學上突飛猛進，除了出於天份和經年的鑽研外，還有一重要
因素，就是他到了巴黎後虛心與當世的有名的數學家如 Huygens, 
Tschirnhaus, Bernoulli兄弟等經年的互相砥礪的結果。我們甚至可以說，
萊布尼茲的數學基本上是在同儕的砥勵下自學成材的

 萊終於與牛頓同為微積分原創者而擠身為世界數學巨擘。其中，最膾炙
人口的成就當然是他對微積分的開發。萊有生之年雖因與牛頓/克拉克
就微積分的始創身分有冗長和不愉快論爭，但今天大家都明白，牛、萊
二人中，是牛頓起步較早，萊則後起循獨立的途徑發展微積分的，但終
於較早發表了關鍵的成果 (凡三篇)。

 不過就客觀影響而言，由於萊布尼茲對於建立符號規範的「藝術」（ars
characteristica）一向有心得，故他為微分和積分創建的符號 dx, ∫ 終於蓋
過了牛頓成為了後世的規範。 [參本系列座講:     ..dd ]

 除了微積分外，萊布尼茲對於二進算法（binary arithmetic）、行列式
（determinant），還有後世所謂拓樸學（analysis situs, topology）等數
學領域都有非常原創和關鍵的貢獻。 25

萊布尼茲
學術論文
發表的主
要期刊：

Acta
Erudit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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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
1675年手
稿。稿中
微積分的
∫ - integral 
sign 首度
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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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論微積分的三篇
論著，均發表於 Acta 
Eruditorium 之中：

 "Nova Methodus pro 
Maximis et Minimis…" 
(1684)

 “De geometria recondite 
et analysi indivisibilium 
atque infinitorum...” 
(1686)

 “Supplementum 
Geometrie Dimensorie…”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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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與
二進制數學



http://dokumente.leibnizcentral.de/ind
ex.php?id=54
From LeibnizCentral: Das Wissensportal
zu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29

http://dokumente.leibnizcentral.de/index.php?id=54


 其中的二進算法，萊布尼茲之前已有許多

學者零星談論，萊自己對有關問題發生興

趣，應始於他赴巴黎之前。

 然而，他對二進數愈發積極鑽研，很可能

真的和他後來對中國傳來的「伏羲八卦」

和易經64卦有關。

 事緣萊布尼茲一生發表唯一的一篇論二進

數的論文的題目正是〈論只運用符號0與1

的二進算術，兼論其用途及其賦予伏羲的

中國古老圖形的意義, 1703〉 ，其中便明

確地點出了「伏羲」的名號。

 此外，一般都相信，萊布尼茲認識多年的

耶穌會朋友白晉（Joachim Bouvet）曾給

他寄來邵康節易經64卦的「先天」排列的

「方圓圖」和「六橫圖」﹐並讓萊布尼茲

相信中國古代已有二進數觀念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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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數學與伏羲先
天八卦排列

萊布尼茲與二進數學 Leibniz and Binary Arithmetic



 不過，我一向認為，所謂易經與二進數的關連

可能只是一項附會。原因有二：

 首先，伏羲八卦和方圓圖/六橫圖等所謂「先天」

圖表其實只是把八卦或64易卦以「機械」方式

排列的結果而已，排出的次序結果被白晉乃至

萊布尼茲發現與8或64之二進數排列雷同，但

其實這與易經所說的象數中言「 九」、「六」

二爻於「初、二、三、四、五、上」之「數」

並無直接關係。

 其次，在中國源遠流長的《周易》中的64卦卦

序（即乾、坤、屯、蒙……既濟、未濟）根本正

不是「先天」的排序，即並非完全機械的排法，

而是古人仰觀天地萬物，和飽歷人事滄桑後的

生命智慧的結晶，而這方面的「易學」萊布尼

茲應一無所知。

 事實上，萊布尼茲發表了上述論文後，他的一

位朋友César Caze即給他寫信解釋，易經64卦並

不構成二進數學，而只是一「二項系統」

(binary system)。 用我們的說法，只是陰、陽兩

種原則在萬事萬物中的一些相反相成的交互作

用而已。

萊布尼茲與二進數學 Binary Arith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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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一向認為，所謂易經與二進數的關連

可能只是一項附會。原因有二：

 首先，伏羲八卦和方圓圖/六橫圖等所謂「先天」

圖表其實只是把八卦或64易卦以「機械」方式

排列的結果而已，排出的次序結果被白晉乃至

萊布尼茲發現與8或64之二進數排列雷同，但其

實這與易經所說的象數中言「 九」、「六」二

爻於「初、二、三、四、五、上」之「數」並

無直接關係。

 其次，在中國源遠流長的《周易》中的64卦卦

序（即乾、坤、屯、蒙……既濟、未濟）根本正

不是「先天」的排序，即並非完全機械的排法，

而是古人仰觀天地萬物，和飽歷人事滄桑後的

生命智慧的結晶，而這方面的「易學」萊布尼

茲應一無所知。

 事實上，萊布尼茲發表了上述論文後，他的一

位朋友César Caze即給他寫信解釋，易經64卦並

不構成二進數學，而只是一「二項系統」(binary 
system)。 用我們的說法，只是陰、陽兩種原則

在萬事萬物中的一些相反相成的交互作用而已

萊布尼茲與二進數學 Binary Arith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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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與
二進制數學



萊布尼茲手繪傳統邏輯三段論圖解 Leibniz’ hand-drawn syllogistic diagrams
 萊布尼茲之於邏輯學，有承先啟後的作用。
 所謂「承先」，是指萊可稱得上現代哲學階段諸家之中對亞里斯多

德三段論邏輯的諸種細節有最通盤的理解，和最結構性掌握的一人。
這一點從他1686-1690年間一系列邏輯學論文可知。這些文獻顯出了
兩項事實。一、藉著對三段論基本格式間的「替代」（replacement）
和「Regress」的掌握，和內涵（Comprehension）與外延（extension）
的兼顧，他清楚地把三段論4格(包括一直為學界爭議的第四格)所有
24個語氣（moods）清楚地列出。

 二、在說明三段論這4格24 語氣時，萊同時掌握了和運用了「線條」
和「圓圈」兩種圖解方式。由此得知，後世一般以為出自藍伯特
（Lambert）的藍伯特圖（Lambert diagrams）和以為出自歐拉（L. 
Euler）的歐拉圈（Euler’s Circles）其實早在萊布尼茲之世已有學者
提出，而且已被萊布尼茲充份掌握和有效利用(見圖)。

 所謂「啟後」，是萊布尼茲秉其數學的天份，成為了後世的數理邏
輯的前驅者。雖然，從近代邏輯學的具體發展看來，我們很難斷定
萊布尼茲對1850年後布爾（George Boole, 1815-1864) 和狄摩根（De 
Morgan, 1806-1871）和晚後如弗列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的
數理邏輯有哪些具體的影響。但一些學者如閔斯特學派的蕭爾茲
（Heinrich Scholz）乃至當代邏輯學者Dov Gabbay皆認定萊布尼茲堪
稱數理邏輯之父，和是邏輯學史中作出「數學轉向」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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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計算機的觀念及實踐
 萊布尼茲童年時便有仿效法國學者巴斯噶 (Blaise Pascal)，製造一台計

算機的想法。唯觀念成熟，並付諸實行，要等到巴黎遊學的那幾年。

 他構思中的計算機，應可以進行加減乘除四則算法。對於數學理論已
漸登堂奧的萊布尼茲來說，這個仍是基於十進制概念的計算機計劃，
其實只是一項玩意。

 事實上，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只是在漢諾威博物館中的一台原型，和一
些萊氏留下來的草圖和一些他和工匠們的通信。萊布尼茲雖曾把他這
一「發明」在巴黎的科學院和倫敦的皇家學會都公開展示過，但就具
體操作而言，他一直承認他的計算機仍存在瑕疵。

 當代一些好事的科學家曾依照萊布尼茲留下的一些藍圖嘗試把他的想
法復原，都遇上很大的困難。總結下，萊布尼茲雖有一計算機製作的
構思，但可能大大地低估了構造物料性質掌握的難度，和低估了製造
時精密度的要求等。

 萊布尼茲的計算器最核心的設計構思，是發明了一「步進計算器」
(Staffelwalze, stepped drum or reckoner), 這一個設計是以機械運作進行
計算的先河。後來全世界用了二百多年的收銀機 (cash register)便是用
上了萊布尼茲的這一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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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s Calculator, 1642 

Leibniz’s Calculator,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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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的計算器最核心的設計構思，是發明了一「步進計算器」
(Staffelwalze, stepped drum or reckoner), 這一個設計是以機械運作進行計算的
先河。後來全世界用了二百多年的收銀機便是用上了萊布尼茲的這一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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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的計算器
Leibniz’ Machina Arithmetica



萊布尼茲的計算器
Leibniz’ Machina Arithme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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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的加密解密器
Leibniz’ Machina Deciphratoria

Professor Nicholas Rescher with his reconstructed  Machina Deciphratoria of Leibniz

 這一個計劃出於萊布尼茲1688年向神聖羅馬
帝國皇帝李奧普一世 (Leopold I) 的建議。

 其原理和技術 (stepped drum)都和萊設計的
計算器相類似，所不同的是把運算的對象從
數字改為字母而已。

 這一輕巧使攜的機器附有如鍵琴一般的輸入
鍵盤，能雙向地進行加密或解密，運算的結
果能即時顯示，讓使用者把答案鈔錄。

 基於這一機械設計目的是傳送機密，故萊布
尼茲這一項構思除曾向位高如李奧普一世展
示外，幾乎再沒有向任何其他方面透露，而
只留下一些殘稿。

 當代學者 Nicolas Rescher 竟能據有關材料把
萊這一設計還原，堪稱難得！



萊布尼茲：永續運動裝置 (Perpetuum Mobile)

萊布尼茲改良的銀礦開採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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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永續運動裝置，是指一旦啟動便可在不待外力的條件下自行繼續。

 萊布尼茲早年曾醉心於這一想法，但很快便明白任何人為裝置要「永動」

是不可能的。 故萊布尼茲設計的「永動」其實不是真的perpetual (自永

動), 而乃perpetuated (使永動), 即借用一些外在於裝置的自然力 (如風)，
並設法把這些外力「貯存」起來，如轉化為一些重物位能，並藉這些能

量的不斷補充以達成 perpetuated 意義的「使永動」。

 採礦技術: 萊布尼茲自1676任漢諾威選帝侯的幕僚以還，除了管理圖書

和一般諮議服務外，很快便承擔起改善該邦國的哈茨森林 (Harz)中的銀

礦的開採工作。由於礦產的效率很受天氣，尤其是礦坑水位的高低的影

響，萊布尼茲乃提議設計一些能自動抽水的裝置，使採礦工作可進行的

日子延長。就這樣地，他便先後設計一些風車 (windmill)去抽水。又為了

因應風力受季節的限制，又設計了在風季時把剩餘的能量以Archimedian
screw pump 送到山上高處，化作「位能」貯存起來，留待風力不足的季

節循環使用。細心推想，萊布尼茲其實也是在應用了他對「(使)永續運

動裝置」的構思，應用於實務如銀礦開採之上。

 就這一點而言，萊布尼茲可說是後世所謂「自動化」(automation) 的先

驅。

［永續？參考瑞士鐘錶廠 Jaeger LeCoultre 設計生產的 ATMOS 大氣鐘。］

Excerpted from Maria Rosa Antognazza (ed.) Oxford Handbook of Leibniz, 2018, p.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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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 of 

ATMOS of Jaeger LeCoultre, famous for its design of “Perpetu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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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設計的風力抽水機，旨在把銀
礦坑中過多的積水抽走萊布尼茲設計的馬車的懸吊系統

萊布尼茲：其他設計



世界公民的萊布尼茲

Leibniz 
As 

Cosmopol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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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niz as Cosmopolitan
作為世界公民的萊布尼茲

 科技政策 －科學院倡建

 歐洲政治及軍事版圖的介入

 對德語前途的建言——「語文作育」Sprachpflege的
提出

 五朝俸祿與布衣外交－European Commonwealth 理
念先驅

 普世宗教學 (Ecumenical Studies) 之先驅

 圖書館理念與人類知識的革新

 從禮儀之爭到對中國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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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科學院的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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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布尼茲自始至終都極致力於促成在德語世界建立如法國巴黎的科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 1635）和在英國的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1660）一般的學術團體。他認

為在這方面德國遠遠落後於法國和英國。

 他籌辦科學機關的長遠目的，是要藉此聚集世上的有識之士，以知識的力量改善社

會，從而造福人群和榮耀上帝。

 萊布尼茲認為科學院的成員，除了應該鑽研尖端學術之外，還應該致力於把學問應

用於世上。在1700年草擬的計劃書中，萊布尼茲清楚地提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theoria cum praxi zu vereinen）之優先原則。

 萊布尼茲倡議的科學院的另一大特點，是要求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兼收並蓄。他計

劃中的科學院分為四個學門：一、自然科學與醫學研究；二、數學、天文及機械科

學；三、德語及歷史研究；四、文學史及東方研究。

 為科學院籌辦第一份學術期刊Miscellanea Berolinensia，並且還親自供稿。

 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1740-1786) 出於對萊布尼茲的激賞，曾說過：「整

個科學院，就在他［萊布尼茲］一身之中」

 萊布尼茲也曾嘗試接觸俄羅斯的彼得大帝，目的也是希望透過他的影響，在俄羅斯

設立科學院。

 Financing? 改良開採銀礦 /發行Gregorian日曆專利 / 養蠶造絲 / 集尿採磷 !



frontispiece to Miscellanea Berolinensia ad incrementum scientiarum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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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為柏林布蘭登堡科學
院創辦的學術期刊創刊號封面

萊布尼茲為為柏林布蘭登堡科學院
設計的紀念章正反面：

Cognata ad sidera tendit 觸類嚮繁星



萊布尼茲：歐洲政治軍事版圖的介入
 出生於薩克遜邦（Sachen, Saxony）路德會新教家庭的萊布尼茲的政治認同?

 當時尚未有一統一的德國，但由於德語諸邦名義上是統屬於自公元九世紀以來便已

在運作的「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萊一生對「帝國」週遭的強大政治和軍事威脅一直都十分有戒心。

 首要的威脅是三十年戰爭最大得益者的法國。因此，萊雖然極度嚮往巴黎的人文學

術氣息，但對於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一直沒有好感。早在1671-72萊出道之初

在當邁因斯大主教幕僚時，他即構思一個所謂「埃及計劃」(Egyptian Plan )，目

的是要想辦法誘使法國出兵埃及，把軍力指向力圖西進的土耳其人，即當時的鄂圖

曼帝國(Ottoman Empire)，而不要與畢竟同是基督信仰的歐洲鄰國為敵。

 結果。法國 Louis XIV 攻打荷蘭！

 萊布尼茲對遠在聶伯河（Dnepier）東的俄羅斯一直心存戒懼。1669年，當波蘭王位

繼承問題引起論爭時，萊布尼茲以23齡即匿名(G U Lithuano)發表以拉丁文撰寫的政

論《政治觀察建言：論波蘭國王的選舉》。其中，直稱俄羅斯為「北方的土耳其人」

 結果，因日後的彼得大帝之親近西方而扭轉了萊的看法。而對萊布尼茲而言，朝氣勃勃的

新君統治下的俄國更猶如一張「白紙」(tabula rasa) 一般 ，簡直是一實踐文化教育及政治

改革的理想場所，加上萊布尼茲對東方的興趣特別對中國的想像與日俱增，俄羅斯無疑成

了通往東方的跳板…  (影響了三百年後歐洲東西方從冷戰中走向較務實的「緩和政策」

（Entspannungs¬politik, Détentepolitik） 47



Map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1648 Map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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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早年的「埃及計
劃」，目的是要誘使法國
出兵埃及，把軍力指向力
圖西進的土耳其人，即當
時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而不要與畢竟
同是基督信仰的歐洲鄰國
為敵。這個計劃據云在法
國國王路易十四世的權臣
手中已被擋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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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 Christianissimus
autore Germano Gallo-Graeco

ou

Apologie des Armes du Roy 
très-chrestien contre les 

chrestiens
《最極端的基督戰神》

[Most-Christian War-God]
又名

為真正的基督教國王
對基督徒用兵作辯解

(Cologne: David Le Bon, 1684)

Google link to the original pamph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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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niz’s Polemic against Louis XIV
萊布尼茲以匿名出版

諷刺法王路易十四的小書扉頁
過了近十個年頭的1683
年，維也納第二度被鄂

圖曼大軍圍攻，而路易

十四世置若罔聞時，心

灰意冷的萊布尼茲終於

按捺不住，在好友恩斯

特伯爵的慫恿下，於

1684年以匿名方式寫了

一篇評論文章，名為

《最極端的基督戰神—
—或曰，為真正的基督

教國王對基督徒用兵的

辯解》，對路易十四世

極盡諷剌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iSc0CqdykDAC&printsec=frontcover&hl=zh-TW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0MhbAAAAQ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TW&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


俄國彼得大帝頒予萊布尼茲的顧問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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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故事: 巴赫 (J.S. Bach) / 伏爾泰
(Voltaire)…

 萊布尼茲 (Leibniz) 的兩篇論文
◦ 〈關於德語運用與改善的一些未合時宜

的思想〉“Unvorgreifliche Gedanken, 
betreffend die Ausübung und Verbess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1697/1704/1709) 

◦ 「語文作育」概念 (Sprachpflege)，即出自其中

◦ 〈向德意志國民勸誡，着其更妥善地運用其
理解和語言，並附帶提出締建一德語思維社
會的建議〉 “Ermahnung an die Deutschen, ihren 
Verstand und ihre Sprache besser zu üben, samt 
beigefügtem Vorschlag einer deutschgesinnten 
Gesellschaft” (1682/83)

萊布尼茲論德語的長處與弱點
◦ 長處: 感官性與技術性用語

◦ 弱點:  感情用語 // 邏輯及哲學用語

萊布尼茲的講法有道理嗎？ 52

萊布尼茲關於德語前途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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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萊布尼茲對德語傳統的低估 - 1

巴洛克詩歌傳統 (Barock Poesie) …
◦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c. 1170 - c. 1230), 

Wolfram von Eschenbach (c. 1180-1220), Martin Opitz 
(1597-1639), Friedrich von Spee (1591-1635), Paul
Gerhardt (1607-1676), Andreas Gryphius (1616-1664), 
Christian Hoffmann von Hoffmannswaldau (1616-
1679), Grimmelshausen (1621-1676) und Angelus 
Silesius [Johannes Schefller] (1624-1677). 

德意志密契論 (Deutsche Mystik)
◦ Notker von St. Gallen (950-1022), Hildegard von Bingen

(1098-1179), 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Heinrich 
Seuse (1295-1366), Johannes Tauler (1300-1361), die 
Theologia Deutsch (14.Jh.) bis zu Jakob Böhme (1575-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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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萊布尼茲對德語傳統的低估 - 2

艾克哈特師長 Meister Eckhart (1260-1327) 

◦ …便曾於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前二百年
締定了基本的哲學用語。. 

◦ 例如: “demüetikeit”, “geistekeit”, “inwendikeit”  
“sinnelichkeit”, “manicvaltekeit,” oder 
“verstendikeit” (後來被康德吸納)

◦ “warheit”, “weltlicheit,” und “zitlicheit”, usw., 
(後來海德格爾吸納)

◦ …也曾把大量拉丁文的哲學用語改造為德
語語𢑥𢑥

◦ 例如: form, formieren, materie, fundieren, 
nature, natiurlich, übernatiurlich, person, 
personlich, personlichkeit, transformieren 



萊布尼茲：布衣外交 : (1) 漢諾威選帝侯晉升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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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一生和多個歐洲王族有實質的聯繫，其中較重要的便

有出道初期的邁因斯選帝侯、後來長期服務的漢諾威選帝侯、

柏林的布蘭登堡選帝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俄國彼得大帝

等……。但論對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要數以下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與Hannover 王族有關。萊布尼茲在漢諾威當幕僚的

任內曾被委任為漢諾威貴族編撰族譜，以證明漢諾威的韋爾夫

世系（Welfen, House of Welf）有成為神聖羅馬帝國選帝侯

（Elector）的依據。

萊布尼茲本人由於涉獵的「旁鶩」太多，故本來對這一份撰寫

族譜的任務表現得並不特別熱衷，

但由於萊布尼茲曾在南遊奧地利和意大利旅程中曾與相關皇族

斡旋及從法律上初步證立了漢諾威王族的貴胄淵源，終於使當

時的漢諾威公爵Ernst August於1692年獲晉封為第九個選帝侯

（Kurhannover）。
Ernst August Andreas Philipp 
Constantin Maximilian Rolf 
Stephan Ludwig Rudolph  (1983- )

Ernst August (1629-1698), became 
Elector („Kurhannover“). to the 
Holy Roman Empire  in 1692



萊布尼茲：布衣外交 (2) ：「插手」了英國王位繼承權問題

 事緣英國自光榮革命從荷蘭迎立新君威廉三世（William III ）後，由於威身無血

裔，而其繼承人表妹安妮 (Anne, 即後來的 Queen Anne)的子裔又早夭復多次流產，

而安妮唯一的兒子告士打公爵威廉 (Duke of Gloucester) 又年幼體弱，英皇室及國

會乃響起警號，恐英國王位會落入廢王James II 的子嗣或其他天主教繼承人手中。

 結果，當英王威廉三世1698年在德國Lüneburg休假時，萊布尼茲透過塞勒公爵夫

人向英王作出建議：是提醒英國可把當時漢諾威選帝侯夫人蘇菲(Sophie, Electress 
of Hannover )，以其是英王James I 的外孫女故，訂為英國王位繼承人。

 英王對建議甚為欣賞云，而萊亦同時把以上建議向英國大使George Stepney縷述。

結果英王派人直接與本不知情的蘇菲聯繫。當時已年邁的蘇菲反應不甚熱烈

 當1700年英國告士打公爵威廉以11齡早殤，未來的王位繼承危機已逼在眉睫，當

時仍在位的威廉三世乃立即透過英國大使再徵詢蘇菲意願，英大使深知選帝侯夫

人與萊相熟，去信時提及只要蘇菲透過萊傳來「一語首肯」，即會全力安排。

 就是這樣，英王於自己逝世前一年終於向國會陳述利害，促使英國國會為「大局」

著想，通過有名的「王位繼承法」 (Act of Settlement 1701)，使得漢諾威的選帝侯

夫人蘇菲成為了英國王位繼安妮後的第二位繼承人。

 由於蘇菲於1714年比英國安妮女王早兩個月身故，遂使得她已繼任漢諾威選帝侯

的兒子Georg Ludwig 終於在安妮女王駕崩後登上英國王位，成為英國漢諾威王朝

(Hanoverian Line) 的喬治一世 (George I)。 ………. What about Leibniz?

Queen Anne 
& William, 
Duke of 
Gloucester

King George I 
of England

Electress
Sophie of 
Hanover & 
Sophie 
Charlo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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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布尼茲畢生對知識的熱愛與他兒時在他父親（法學教授）的家庭圖書

館中所受的薰陶不無關係。他在邁因斯和漢諾威當幕僚期間，都曾負責

過圖書館的整理。

 萊布尼茲與日俱增的名聲主要是由於他的學問，但後來他管理圖書的才

能也傳遍了歐洲大陸。結果獲同是下薩克遜邦的Brunswick-Lüneburg公爵

延聘其出任已有悠久歷史（和今天仍極重要）的Wolfenbüttel圖書館館長。

 曾向萊布尼茲打主意的王公貴冑，包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Imperial 
Library), 羅馬教宗( Vatican Library)，和法國路易十四世 (Bibliotheca Regia)。

 圖書館對他來說，其實是一個賴以「整合百科」，以至讓不同民族的智

慧一爐共冶的平台。作為一學者，萊布尼茲求專精之餘，也非常重視知

識的多元整合。他曾對「時下的所謂學養」對所掌握的知識徒知內容而

完全缺乏組織表示嘆息，並慨言說：「我們對自己的財富一無所知，就

有如一個商人沒有做簿記，和一圖書館沒有目錄」

 (1702-04, 曾向皇帝提出以德語編輯百科全書的建議，甚至就此計劃留下

一些藍本，如一些重要學問領域的可能撰稿人的名單等。

 編纂德語百科全書一建議，結果卻在萊布尼茲身後十幾年後才由 Zedler
和Gottsched 等學者著手編製。至於數拾年後，法國狄德羅(Diderot)等創

立的「百科全書派」是否也曾從萊布尼茲取得靈感，便不得而知了。

萊布尼茲：圖書館建制、百科全書編纂，與人類知識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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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萊布尼茲於此當圖書館長有2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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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布尼茲自青年時期已對中國充滿了想像與興趣。他的少作 De Arte Combinatoria
的著作靈感即得自漢字的視覺形態。

 1689年在出訪羅馬其間，萊布尼茲結識了耶穌會修士閔明我 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南懷仁F. Verbiest的助手） 交談中更激發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並藉此接

觸了南懷仁和法國傳教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等人。

 查當時中國正是康熙帝在位的年代，在法國傳教士的穿針引線下，萊布尼茲更加

深了對中國的嚮往，白晉傳回來的由邵雍繪製的易經64卦先天「方圓圖」和「六

橫圖」等，顯得中國人似乎遠古已有二進制數學觀念，便讓萊布尼茲驚嘆不已！

 事緣當其時西方的傳教士正就基督教在華傳教事宜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所謂「禮儀

之爭」。爭辯的甲方主要是道明會（Dominicans）和方濟會（Franciscans），他們

主張嚴禁中國教徒祭祖和祭孔；而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這乙方，自龍華民

(N. Longobardi)以來一直主張古代中國的「上帝」、「天」等觀念可與基督教共容，

 在兩派的爭議中，作為調和主義者萊布尼茲明顯地站在耶穌會的一邊的。

 萊一直反對如路易十四世隻手遮天的軍政強權；學術上則反對盛行的霍布士

( Hobbes) 強人學說 (Leviathan)。相對之下，萊布尼茲把中國的盛世了解為一奉行

儒家理想的文明國度。文治武功的康熙大帝甚至被設想為西方哲王(Philosopher 
king) 的化身。1692年康熙頒令容許30萬天主教徒可享有信仰自由一事，更令萊布

尼茲對中國文明的「包容」感動不已。

萊布尼茲：禮儀之爭 (Rites Controversy) 與對中國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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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布尼茲曾在他致漢諾威選帝候夫人蘇菲（即日後的英王喬治一世的母親）

的信中有以下一番話：「我以前說過，現在不妨重覆：我們曾派遣傳教士到

西印度去宣揚我們的天啟宗教，這無疑是對的。但似乎我們現在回過頭需要

中國人派遣他們的傳教士到我們這裡來，以便教曉我們那幾乎都被忘掉了的

自然宗教。」

 他雖仍寄望於基督教能扮演歐洲列強間的調停角色，但後來更憧憬中國文明，

認為中國的人文精神更優於歐洲，和更有利於人類的和平共處。就在他逝世

的1716年，萊布尼茲還以長信回覆Nicolas Remond關於他對中國的自然神學

的提問。萊布尼茲這封長信他或認為未寫得滿意，結果沒有寄出。

 要到了身後多年才首度發表，是為《中國的自然神學》一書，其中心思想就

是認為中國古代思想中的上帝、理、天子等與基督教的上帝、愛、慈悲、公

義、自然法，乃至靈魂不朽等觀念可以相容！

 總其一生，萊布尼力求把一切看來遙遠的現象予以綜合的意向可謂始終如一。

萊布尼茲：禮儀之爭 (Rites Controversy) 與對中國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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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消息傳達到他耳中並欲迅速結束行程返回漢諾威時，主子Georg 
Ludwig已率領大批隨員趕赴英國登基，並留下指示，着萊布尼茲不必

跟隨赴英，並須留守漢諾威以完成其一直拖欠未能完成的漢諾威族譜

云云。這對於萊布尼茲來說，是他一生最大的諷刺與挫折。然而由於

萊布尼茲俗務太多，終於未能於有生之年完成這一使命。

 據云萊布尼茲1716年的身後蕭條 – 萊布尼茲死後，其喪禮中除了主禮

牧師，據說被邀請的漢諾威王族和柏林科學院都沒有任何人出席。

 不過，萊布尼茲逝世許多年後，普魯士的新君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1712-1786) 出於對萊布尼茲的激賞，曾說過：「整個科學院，

就在他［萊布尼茲］一身之中」，萊布尼茲知之可以含笑九泉了。

 按萊布尼茲的遺願，是於墓碑上刻上碑文OSSA LEIBNITII , 解作 “die 
Gebeine Leibniz”, 即「萊布尼茲骨殖」。但一代學者被草草下葬的，原

來是一個「無名塚」，碑上原來任何刻文都缺如。連這那麼謙遜和卑

微的二字碑文要他死後七十多年後的1790年才初步達成，因為。此後

又再歸於沉藉。直到1902/04年間因為教堂要修葺才連帶被開啟重

修……   二次大戰盟軍轟炸……

 直到二十世紀末，萊布尼茲的墓塚才真正安定下來。

萊布尼茲的二字碑文： OSSA LEIBNITII

61Dokumentationen

https://www.hannover.de/Wirtschaft-Wissenschaft/Wissenschaft/Initiative-Wissenschaft-Hannover/Leibniz-in-Hannover/Leibniz%27-Leben/Leibniz-Grab
http://www.w-volk.de/museum/grave03.htm
https://hofundstadtkirche.org/leibniz-welt/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geb. 1. Juli 1646 in Leipzig, gest. 14. November 1716 in Hannover)

 Jurist, Philosoph, Mathematiker, Historiker,
 Diplomat, Naturwissenschaftler, Sprachforscher,
 Erfinder der ersten Vier-Spezies-Rechenmaschine,

 Entdecker der Infinitesimalrechnung
(zeitgleich mit Isaac Newton)

 Autor der Théodicée, Verfasser der Monadenlehre,
 Begründer der Berli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bedeutendste Universalgelehrte seiner Zeit,

 als Bibliothekar und Hofrat
von 1676 - 1716 im Dienste des Welfenhauses,

 Reichhofrat,
 brandenburgischer und russischer Geheimer Justizrat
 fand hier am 14. Dezember 1716 seine letzte Ruhestätte.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wurde die Grabplatte mit der Aufschrift versehen

 OSSA LEIBNITII
(Die Gebeine von Leibniz)

萊布尼茲的二字碑文： OSSA LEIBNI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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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geb. 1. Juli 1646 in Leipzig, gest. 14. November 1716 in Hannover)

 法學家、哲學家、 數學家、歷史學家
 外交家、自然科學家、語言研究學者

 四則算術計算機首位發明者
 微積分發現者
（與牛頓同步）

 神義論之作者、單子理論的作者
 柏林科學院創辦者

 有生世代最重要的通才學者
 自1676 迄 1716 Welfen 王族

之圖書館長及機要顧問,
 ［神聖羅馬帝國］帝國顧問,
 布蘭登堡暨俄羅斯樞密法律顧問

 1716年12月14日 長眠於斯.

 十八世紀末
 於墓碑上銘刻曰
 OSSA LEIBNITII

(萊布尼茲遺殖)

萊布尼茲的二字碑文： OSSA LEIBNIT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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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為為柏林布蘭登堡
科學院設計的勳章正反面：

Cognata ad sidera tendit
觸類嚮繁星

Adler / 天鷹座/ Aquila



萊布尼茲紀念章 Medals in honour of Leibn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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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萊布尼茲200 冥誕紀念章
(Entwurf: Carl Fischer)

Ab 1907, die Leibnizmedaille 萊布尼茲
奬章 (Entwurf: Constantin Starck)

Cognata ad sidera tendit 觸類嚮繁星

https://berlingeschichte.de/bms/bmstxt00/0008prod.htm



Appe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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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
Forms 

of 
intuition
From the 
Human 

standpoint

Adverb
副詞

Heidegger
Ways of
human

existence

Verb
動詞

Leibniz
Relative
qualities 

of
monads 

as governed
by God

Adjective
形詞

Newton
Measurable,
quantifiable

objective
entities

Noun
Substantive

名詞

Ontological status of space/time as in the thoughts of 
Newton, Leibniz , Kant and Heidegger



 Leroy E. Loemker (ed.)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735 pages
A  1684  “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 (Meditatione de 

cognitione, veritate et ideis)
B  1694  “On the correction of metaphysics and the concept of substance”
C  1695  “Specimen Dynamicum”
D  1695  “A new system of the natur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substances, 

as well as the union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body”
 1686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1704 New 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published  1765, read by Kant in 1769
 1705 Essay on Theodicy (Essais de théodicée), only work published during 

Leibniz’ life time (1710)
 1714  “Monadology”
 1714  “Principles of Nature and of Grace”
 1682-97 “Unvorgreifliche Gedanken, betreffend die Ausübung und 

Verbesser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1697,1704, 1709) and “Ermahnung an 
die Deutschen, ihren Verstand und ihre Sprache besser zu üben, samt 
beigefügtem Vorschlag einer deutschgesinnten Gesellschaft ” (1682/83)

 德國漢諾威圖書館 (Hanover-Bibliothek) 藏有Leibniz 致1063 位當世人士信
函逾 15,000 封，及萊布尼茲手稿約 200,000 頁

 Political Writings, (ed.) Patrick Riley (Cambridge: CUP, 1972)

萊布尼茲的主要著作 Main Writings of Leibn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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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布尼茲
「單子論」
Monadology 
手稿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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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萊布尼茲
參與編纂
的《中國
新事》雜
誌，其中
扉頁是他
所極欣賞
的康熙皇
帝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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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數與十進數及指數之關係



萊布尼茲論二進數與萬物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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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anuary 2nd, 1697, 
Leibniz wrote a letter to 
Rudolf August, Duke of 
Braunschweig-
Wolfenbüttel, in which he 
detailed the design of a 
commemorative coin or 
medallion which he 
suggested could be 
minted in silver.

The design he described 
posited an analogy 
between “the creation of 
all from nothing through 
the omnipotence of God” 
and the fact that “all 
numbers [could] be 
created from zeros and 
ones”

UNUS EX NIHILO OMNIA

UNUS AUTEM NECESSARIUM



萊布尼茲論二進數與萬物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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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niz and His 
Approach to God

Web 

https://medium.com/however-mathematics/leibniz-and-his-approach-to-god-3246f81da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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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niz’s 
“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 the basis 
for his calculus 
ratiocinator (via 
Internet Archive)

Web 

Leibniz’s “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

https://medium.com/however-mathematics/leibniz-and-his-approach-to-god-3246f81da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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