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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理想國》中的真理—善的理念與辯證術的作用 

 

《理想國》作為研究柏拉圖知識論的一個重要的入口，除了我們已經討論過

的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的相關談論，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即在於柏拉圖在《理想國》

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辯證術這個名詞，並且解釋它的方法為何226，但辯證術明顯地

不是只有出現在《理想國》中，做為柏拉圖一個特殊且標誌性的知識方法，它一

般被描述為包含有較高的層次的綜合方法[sunagwgh\]，以及較低層次的分解方

法[diai/resij]，前者在《理想國》中被明確地標誌出來，而後者做為柏拉圖後

期思想的特色之一227，在《理想國》中尚未明確地出現，雖然有些學者亦主張，

柏拉圖在《理想國》中描述藉由辯證術掌握事物自身—本質—並進而掌握善的理

念自身而言，《理想國》辯證術中涉及分解的程度與涉及綜合的程度是相當的228。

但在《理想國》中，辯證術最重要的特色，一個毋寧即是那個可由「綜合」的方

法說明的、對於各個轉變靈魂的學科的融貫學習，一個即為是「由假設上昇至無

假設的開始」之意義，正在這兩個意義上，辯證術作為上昇之旅的最後步驟，帶

領著我們達致善的理念，接著我們即分別藉由這兩個特點對此進行分析。 

 

 

第一節 辯證術的作用 

 
辯證術[dialektikh/]這個字眼就其本意而言，指的即是熟練於對話的技巧

[dialektiko/j]，因此這個字眼一開始出現在柏拉圖的對話錄中時，指的即是「對

話」，或熟練於哲學的對話229，柏拉圖在《理想國》中顯然亦沒有忽略這點，他

                                                 
226 Kahn, Charles H. Plato and the Scoratic dialog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printed 1998).p.293 
227 Zeller, p.198-201 
228 Adam, J., Vol.2, p.174 
229 Kahn 在他的著作(Kahn, Charles H. Plato and the Scoratic dialog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詳細地交代了柏拉圖辯證術誕生的過程，他將《理想國》前的對話錄分

成三組，首先在第一組的 Apolpgy 和 Hippias Minor 中柏拉圖首先使用了 diale/gesqai 這個字眼

[Hippias Minor, 373a 6-7]，但這個動詞似乎並無沒有包含任何哲學的意義，單純指「對話

[converse]」；接著即為第二組，即辯證術開始承擔某些哲學意義，他指出在 Meno 中，柏拉圖首

次使用了—並且也是在希臘文中第一次出現—dialektik-名詞的字幹，即為 dialektikw/teron 
[擅於對話技巧地，此為副詞]，而此將在《理想國》中提供辯證術[dialektikh/]這個術語的名字。

Kahn 並指出 Meno 75c8-d7 描述了定義的過程應該由已認識者而到未認識者，亦即由對話者已經

知道並共同承認的事實出發，而往未知的領域前進，而延續著這個副詞的意義，Cratylus 則首度

地使用形容詞 dialektiko/j[390b]，並明確地指出 dialektiko/j 即熟練於哲學對話的技巧，亦

即問與答的技巧，而《理想國》中所使用的辯證術方法，Kahn 認為以在線段譬喻中所說的「以

假設而出，而到達沒有假設的開始點」，這個假設的方法則已經出現在 Meno 的討論中。K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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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蘇格拉底的對話者葛樂康去思考國家領導者的教育，他描述道：「[…]而你

自己的孩子，那些你剛在我們的討論中培育和教養的，若你曾真正地培育他們，

你肯定不願意使他們是無理智的[unvernünftig/不能論理的，a)lo/gouj]，而扮演

治理國家的角色，即最重要的事物仰賴他們來做？[...]」(534d2-534d5)因此國家

的領導者必須受到最優良的教育，而教育的程序即如柏拉圖已經描述的，即為四

種主要學科的訓練，而最終施以辯證術的教育，他於此這樣描述這個教育的目的： 
「[…]反之你寧願使他們朝原則去做[zum Gesetz machen, 
nomoqeth/seij]，往優秀的教養去仿效[nachzustreben/去掌握，

a)ntilamba/nesqai]，經由此[e)c h(=j]他們變得能於老練於[Wissende, 
e)pisthmone/stata]問與答的技巧[zu fragen und zu antworten, 
e)rwta=n te kai\ a)pokri/nesqai]。[...]」(534d6-8) 
 

    柏拉圖指出理想國的領導者必須能夠去根據著原則行事、仿效其所學習的最

優秀的教養中帶領他見到的原理原則，因此他不能是「無理智的」、或謂「沒有

論理能力的」，即不能用邏各斯進行言說的邏輯推理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必須

精於問與答的技巧，即熟練於哲學的對話方式，並透過這論理—即一個知識操演

的方式，由假設達至結論—的方法，去探究那最高的原理原則，此即《理想國》

中辯證術的第一個意義，也是柏拉圖對他的辯證術方法首度提出說明的內容，底

下我們即嘗試分析他在《理想國》中將「假設的方法」標誌為辯證術做為一個「真

正」促成靈魂的轉變、以達至善的理念的「所有學科的置頂石[w(/sper qrigko\j 
toi=j maqh/masin h( dialektikh\ h(mi=n e)pa/nw kei=sqai]」(534e1-4)之意義。 
 

 

5.1.1. 辯證術的作用：假設的方法 

 
    柏拉圖在線段譬喻時以辯證術做為理性思維的一個知識方法的特色，在洞穴

譬喻之後他再度強調辯證術是處於可思的領域，必須以理性的思想活動去掌握： 
「[...]辯證術[die Dialektik, to\ diale/gesqai][…]現在以可思的[mit 
dem Gedanken, nohto\n]被掌握，而另者看的能力[jenes Vermögen des 
Gesichts, h( th=j o)/yewj du/namij]是一個仿像[das Abbild/可模仿的、可

為圖像的，mimoi=t' a)\n]，由此[/看的能力]我們已經說了，即應該致

力於動物自身去看，且於星光自身[去看]，最後也能夠於太陽自身。

即亦當一個人致力於給予談論[Rede zu geben/進行辯證術的討論或依

辯證術導出結論，tw=? diale/gesqai]，此不指向所有的感知[ohne alle 
Wahrnehmung, a)/neu pasw=n tw=n ai)sqh/sewn]，而單單藉助於文字與

思想以其自身 [mittelst des Wortes und Gedankens auf das selbst /藉由

邏各斯以其自身，dia\ tou= lo/gou e)p' au)to\]，這是另一個方式[was 

                                                                                                                                            
3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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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des ist /這是另一個—相較於看的—開始點、開始進行的方式，o(\ 
e)/stin e(/kaston o(rma=n]；且即若他不放棄，[則]他達至，以理性思想

活動掌握[mit der Erkenntnis gefaßt hat，noh/sei la/bh?]那個是善自身

[das Gute selbst, a)gaqo\n au)th=?]的，則他是往所有可思者的目的[an 
dem Ziel alles Erkennbaren, tou= nohtou= te/lei]，正如另者是往所有可

見者的目的[am Ziel alles Sichtbaren, e)pi\ tw=? tou= o(ratou=]。[...]」
(532a2-b2)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在這裡把辯證術當作一種由個別朝向普遍、由感

覺朝向純理性的活動，因此藉著辯證術的作用，純粹的思想對象為理性所掌握，

由假設出發而超克到沒有假設的領域，一直到沒有任何預設且不參雜任何感覺對

象內容之後，即抵達了理念的世界。他再度以可思與可見的關係做說明，指出離

開洞穴的囚犯逐漸地適應了太陽光的亮度，可以看見真正的動物和星辰，而最終

可以看見可見世界的終點、至高點—太陽；這種看事物與天體自身、而終至可看

見善的理念的過程，正如同辯證術的作用，即一個人藉由辯證術逐漸排除感覺的

影響僅僅以理性去認識理念的知識，最終能夠瞭解絕對的善的真理。於此，辯證

術成為一種朝向真理的道路，一種靈魂向至高的原理原則提昇的活動，正如線段

譬喻理性思維所呈顯的「上行」活動。230然而柏拉圖在此更強調辯證術做為一個

「言說」的論理的意義，他明確地指出，哲學研究者必須「致力於給予談論

[diale/gesqai]」，亦即僅藉由「哲學的對話技巧」，而不使用任何的感官，毋寧

只能藉由「邏各斯以其自身」，並只有藉由對此的不懈努力，他才可以最終「以

理性思維掌握善的理念自身」。然而所謂的邏各斯指的是怎樣的一種理性運作的

方式呢？在線段譬喻的討論中，柏拉圖將智性知識描述為「由假設而出，卻將假

設就當作真正的原理原則，並直接地由此到達結論」，而理性知識則是「由假設

而出，但將假設只當作一個出發點，藉此到達真正的原理原則，並憑藉著原理原

則達到結論」，由此在線段譬喻時我們曾將邏各斯解釋做論理的能力，而其運作

即為一個由前提到達結論的過程，而將之描述為一個「下行」231的活動。 

 

然而柏拉圖不是已經告訴我們辯證術—即那個致力給予言說、邏各斯的活

                                                 
230 Shorey 指出從理性的純粹理念到關於最高的層級的善的理念，即是辯證術的運用，亦即辯證

術不只是使得從假設出發的知識可以越過假設性的界線到達非假設性的理念的世界的憑藉，也是

我們「鍥而不捨」的向善之理念追索所需使用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辯證術作為一個「上行」

的活動，是我們排除所有感官偶然性、甚且是從相對而言較低的理性、知識層次，而至於善之理

念的最高層次的方法。Shorey, Paul. “Republic”.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36 
231 請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對於「上行」與「下行」的討論，並參照註釋 124 中 Zeller 的看法。

Kahn 亦將此「由假設到達結論」、「不斷修正假設直到到達善的理念」描述為下行與上行的兩個

活動(Kahn, p.318)；在這個意義上，我們更可以清楚地看到《理想國》線段譬喻中的「上行」與

「下行」的意義，並不如「亞理斯多德-Zeller」所言的「由個別者到達理念」與「由理念到達個

別者」，毋寧只是對論理活動的描述，而論理活動是理性的特色，並沒有下達到可見的感知世界

的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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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向上昇達至善的理念的作用嗎？正如我們在描述理性思維時已經說明

的，邏各斯並非即是理性，毋寧是理性的一個實踐的工具，理性藉由邏各斯而對

某個課題提出說明，而邏各斯做為一個論理的活動，亦為智性知識所運用，即其

「由某個假設而到達結論的作用」，唯獨智性知識的論理活動不能夠向上超克到

沒有假設的開始點，毋寧是仍留存在假設的領域。正是在這個「向上超克」的活

動上，論理活動顯示為辯證術做為「上行」運動的意義，表現在對於假設的使用

方式上，智性知識將假設就當作是毫無懷疑的開始點，並由之到達結論；理性思

維則將假設僅當作「假設」，由假設而出而向上昇達至沒有假設的開始—原理原

則—即善的理念，因此辯證術即為整個上昇之旅的最終、也是最高的階段，藉由

之善的理念才可以被達至。但至此，我們還是不能明確地理解，到底這最終階段

的「上昇」是如何上昇，由假設如何到達無假設的開始點。事實上柏拉圖在線段

譬喻中的確並沒有對這點清楚地加以說明，毋寧是在第七卷他才指出了那個最關

鍵的線索： 

「[...]辯證術的方法[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h( dialektikh\ me/qodoj]
自身出於這種方式232，即撤銷於所有的假設[alle Voraussetzungen 
aufhebend, ta\j u(poqe/seij a)nairou=sa]，直接到達開始[gerade zum 
Anfange selbst, e)p' au)th\n th\n a)rxh\n]，於此它[/辯證術的方法]變得

穩固[damit dieser fest werde, i(/na bebaiw/shtai)。[…])(533c7-9)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柏拉圖於此強調善的理念—那個做為「開始」的原理

原則—是保障所有知識的有效性、「使其具有真理」的唯一來源，只有認識到善

的理念與被認識者之間的關係，並由此奮力地向善的理念探索，而到達善的理

念，其所認識的內容—或謂「知識」—才能具有真正的真理價值；而在其中辯證

術所使用的方法，即為「撤銷所有的假設」。這個描述在《理想國》辯證術的意

義中，毋寧是一個全新的概念，亦即「由假設到達沒有假設的開始點」，被明確

地指出是透過「撤銷所有假設」，而由「有假設」變得「沒有假設」；然而柏拉

圖所說的「撤銷所有的假設」到底意謂著什麼呢？辯證術做為一個論理的作用，

難道不亦是由假設出發？而由假設出發而撤銷這個假設，為什麼能夠帶領我們到

達原理原則呢？由此我們可以說，光是以「撤銷假設」這個意義，無法從中增加

任何對辯證術方法的理解，而柏拉圖自己亦明白這樣的對辯證術的解釋是不足夠

的，因此到這裡蘇格拉底與對話者雖然暫時對這個論題感到滿意，並據此重新提

出知識分類的討論233，但緊接著蘇格拉底又繼續追問什麼樣的人才夠格稱得上辯

證家，並對之描述說： 
                                                 
232 指前段所謂的對「開始（原理原則）」的認識，並瞭解到所有中間階段（如所有的技藝與學科）

皆出於這個「開始」(見 533a7-534c6)。 
233 蘇格拉底與對話者葛樂康之所以認為這個談論可暫告於段落，主要是因為先前的談論脈絡是

在描述各種學科做為辯證術的預備學科，而辯證術自身是高於這些所有的學科，有如「在屋頂上

的置頂石」，因此在對辯證術與各學科的優劣關係做初步說明後(533c7-533e2)，柏拉圖即由此提

出真正的「知識（理性思維）」，與眾人以為是「知識」事實上只是「技藝（智性推理）」的區別，

並回應至線段譬喻的知識分類(533e2-53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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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此同樣地也是關於善[mit dem Guten, peri\ tou= a)gaqou=]，
誰不能夠將善的理念[die Idee des Guten, th\n  tou= a)gaqou= i)de/an]，自

所有其他去淘汰[von allem andern aussondernd, a)po\ tw=n a)/llwn 
pa/ntwn a)felw\n]而經由闡釋去限定[durch Erklärung zu bestimmen /
經由言說去定義，diori/sasqai tw=? lo/gw?]，且誰若無法在戰鬥中[im 
Gefecht, e)n ma/xh?]經由所有的反對[durch alle Angriffe, dia\ pa/ntwn 
e)le/gxwn]而排除困難[sich durchschlagend, dieciw/n]—不是根據意見

[nach dem Schein, kata\ do/can]，而毋寧是嘗試[suchend, 
proqumou/menoj]根據存有[nach dem Sein, kat' ou)si/an]去測試[zu 
verfechten, e)le/gxein]，經由這些所有的獲得一個無法被推翻的闡釋

[einer unüberwindlichen Erklärung, a)ptw=ti tw=? lo/gw?]—由之[/那個不

能夠如此做的人]你亦不願意[斷言]，他認識善自身[er das Gute selbst 
erkenne, to\ a)gaqo\n ei)de/nai]，而願意斷言，若此[/善自身]如此關連

於他，亦關於之其他任一個善[wenn es sich so mit ihm verhält, noch 
auch irgendein anderes Gute, to\n ou(/twj e)/xonta ou)/te a)/llo a)gaqo\n 
ou)de/n]；毋寧說當他遭遇[trifft, e)fa/ptetai]某一個由此的圖像

[irgendein Bild davon, ei)/ ph? ei)dw/lou tino\j]，則他經由意見[durch 
Meinung, do/ch?]而非經由知識[nicht durch Wissenschaft, ou)k 
e)pisth/mh?]去遭遇，且則他虛度並瞌睡掉他的人生[er dieses Leben 
verträumend und verschlummernd, to\n nu=n bi/on o)neiropolou=nta kai\ 
u(pnw/ttonta]。[...]」(534b6-c6) 
 

    根據柏拉圖的定義，一個真正的辯證家—以「善」為例—必須要能夠去對「善」

做界說，即「僅由言說」去加以限定「善」自身—善的理念（在此「善的理念」

是做為「善」自身）—為何，即如同在一場艱困的論戰中，捍衛其對「善」的闡

釋，而能夠歷經所有的反對與檢驗並排除困難。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柏拉圖在此

指出辯證術達至善的理念的方式，即在於其「藉由言說」去定義，如在「善」的

例子中，我們可以假設「善是知識」234，持著這個論點、這個假設，辯證家嘗試

為這個定義辯護，他必須歷經所有的挑戰與反對，而能夠一一地排除困難，而這

些挑戰的內容，柏拉圖指出，是「根據存有去測試」，而非根據意見。他必須經

                                                 
234 Kahn 指出柏拉圖的假設方法其實是一個條件句的假設法，其使用方式即為我們要瞭解某個論

題（如某個三角形是否可以被某個圓形包含在內），而我們對之並不瞭解，但如果這是在某些條

件限定下（如設定圓形是以半徑 5cm 畫出的圓形，而三角形是以每邊 5cm 的等邊三角形），則我

們可以對之成立說明（則這個圓形必然可以將這個三角形包含在內），Kahn 並以 Meno(87c-89a5)
中以 h( a)reth/[品德]的論證過程為例來加以說明：「品德是知識」，「如果品德是知識，則可以經

由教育而有」，「如果品德可以經由教育而有，則必然有品德的老師」，「有品德的老師存在」，「則

品德是可以教的，且品德是知識」。於此當然我們並不等同 Meno 中的「品德」為《理想國》中

的「善」，在本文中的「善即知識」毋寧只是試例，柏拉圖自身並沒有對辯證家如何由「善」而

設定假設、並企及善的理念做任何實例的說明，甚且他沒有運用任何實例來解釋辯證術的作用；

然而 Kahn 亦表示，Meno 中的假設方法其實與《理想國》中的論證方式相當一致，因此筆者在

此列出 Kahn 所提出的 Meno 的論證過程，以供對照。Kahn, p.3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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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過所有於存有領域的可能的質問，而仍能夠合理地捍衛這個假設，直到所有反

對的可能性都消失了，則他的這個「假設」則為一個對「善」的本質無可推翻的

闡釋，由此他原初的「假設」即成為對「善本身」、「善的理念」—即善「是什

麼」—的說明，在這個意義上，亦即成為「善的理念」。反之，若他沒有能力如

此去窮盡存有領域的反對捍衛其對「善」的假設，而逕自將自己的假設當作是「善

自身」；或僅在意見的領域去加以測試、找到可以支持這個假設的任何證據，便

由此認為自己的假設是正確的；或持有某個假設，卻沒有能力對之說明，而就將

此當作是「善自身」、「善的理念」；以上這些情況都不能稱得上真正的辯證家。

這些不能在存有的領域檢驗自己的假設的人，他們的對「善」的解釋，則不是對

「善的理念」的認識，毋寧只是各種「多」的對善的瞭解，亦即各種對於善的意

見；他所遭遇的也不是「善自身」，而僅是「善的圖像」—即如同在洞穴譬喻中，

那些對存有的仿造者、人造的雕像，亦如柏拉圖描述所謂「正義的圖像」、那個

「正義的影子」所從出的—則他對「善」的瞭解則不能成為真正的知識，毋寧只

能在意見的領域流蕩。 
 
    然而除了這個「能」與「不能」的狀態，柏拉圖顯然還提供了更多的線索，

因為明顯地，這個對於本質、「是什麼」的追問從來即非如此容易，我們一開始

對之所提出的假設，也往往無法立即就是「對」的、亦無法自所有的存有領域的

挑戰與反對中存活。若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假設有可能是無法成立的，那我們要怎

樣繼續往善的理念前進呢？柏拉圖說，我們必須將對「善」的定義自「其他的」

去淘汰，亦即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對「善」的假設，有可能包含著不關涉善、甚至

與善相矛盾的概念，因此我們必須逐步修正這個對「善」的定義的假設，直到在

整個存有的—亦即可思的—領域所有質疑和反對的可能性都被窮盡了，則那個經

歷了所有的挑戰還能夠殘存的「假設」，即為對「善」的定義，對「善是什麼」

的說明，因此，即為對「善自身」、「善的理念」的闡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下，

辯證術即是「撤除所有的假設」，並「直接到達原理原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柏拉圖在此以「善」和「善的理念」來說明，應該被當作是一個「例子」，因為

顯然並非只有對「善」的追問可以引領我們達至「善的理念」，毋寧是對所有個

別者的「自身是什麼」的追問最終都會回到善的理念235；因為根據柏拉圖的解釋，

善的理念是「所有真理與知識的原因」，亦是存有的原因。 
 

至此我們才真正認識了柏拉圖《理想國》中的「辯證術的方法」到達善的理

念的運作方式，而此正是我們描述為辯證術做為最後階段的「上昇之旅」的意義；

藉由這個理解，我們現在終於可以回頭去檢視，先前在討論線段譬喻的理性知識

時尚未回答的問題，即辯證術如何成為理性思維的特色，而又在什麼意義上造成

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的關鍵差異，因此我們必須重讀以下這段文字： 
「[...]即那個關於可思的另一個部分所意指的，那個邏各斯[o( lo/goj]

                                                 
235 Adam, J., Vol.2,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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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中介地攫取的[me tou=to ou(= au)to\j a(/ptetai]，在其中它藉以辯

證的能力[th=? tou= diale/gesqai duna/mei]使用假設，不是當作開始

[ou)k a)rxa\j]，毋寧是確實的假設作為著手點和出發點[oi(=on 
e)piba/seij te kai\ o(rma/j]，藉此它一直往沒有假設之處[i(/na me/xri 
tou= a)nupoqe/tou]，向上達至所有的開始[e)pi\ th\n tou= panto\j 
a)rxh\n]，攫取之，且反之[...]236向下走到終點，自身完全沒有採用任

何感官的可感知者，毋寧只有理念自身和由自身向之去採用，則往

它—理念—到達至終點。[...]」(511b2-c-2) 
 

柏拉圖指出理性思維即是「邏各斯沒有中介地攫取的」，它藉由辯證術的能

力，不把假設當作真正的「開始（原理原則）」，而只當作「假設」，亦即一個著

手以言說進行論理活動的出發點，由此這個「假設」既然不是任何真正的原理原

則或確定的知識，則是可以修正和改善的，並藉由這不懈的修正與改善，最終可

以到達真正的「開始」，亦即原理原則、善的理念。反之，智性推理則是「邏各

斯必須仰賴中介的」，這個「中介」，即是幾何學家、數學家的「假設」（如我們

在線段譬喻中已經指出的，數學家的數字與幾何學家的圖形），他們將這個「假

設」自身就是視作是無須檢驗、自明的「原理原則」，他們仰賴這個「假設」而

直接達至結論。由此我們可以說，辯證家朝向最高知識的旅程是由假設開始，例

如，他可能藉由「假定」正義的概念開始237，正如柏拉圖在《理想國》一開始時

所做的，他或他的對話者提出某種關於「正義」的定義，當然在他們提出時，他

們假定這個定義是正確的，但隨著對之詳細檢驗後，大部分的「假定」都會遭到

駁斥並拋卻，辯證家必須就此不斷修正自己的定義，直到某個「正義」的定義能

夠確切地與「正義」的理念相符應，至此這個「假設」已經不是某種未經檢驗的

說法，毋寧是確切地關於「正義」理念自身的知識。相對於數學家將他的假設當

作自明的真理，並演繹地進行至結論，辯證家則將他的假設看做是純粹暫時的、

測試的、修正的、可駁斥的，且是逐漸地向上攀登、達到所有者的原理原則[to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ll]238 (th\n tou= panto\j a)rxh/n[所有者的開始]），而不運用任何

感官對象去圖解他的論理。因此辯證術則展現在這個對其假設的持續檢驗，要不

然就是取消原有的假設，重新由另一個較健全的假設出發，要不即要給與一個解

釋[account]239，以說明它的旅程的確已經到達終點、到達原理原則。而正如我們

在討論智性知識時就已經說明的，數理學家並沒有給予他的假設任何解釋，而逕

自將其設定為知識的「基礎」，並將之當作是自明的，然而辯證家不僅給予解釋，

而且「能夠」給予解釋；我們可以說數理學家在其知識的範圍內無能力能力解釋

                                                 
236 在此筆者刻意省略「遵循所有與那個相互關連的」這句話，在線段譬喻首度引用這句話時，

亦僅遵循柏拉圖字面上的意義為「那些與原理原則」相關連的，對此的進一步說明將在下一節「真

理與光」的的部分再做詳細說明。 
237 這個例證出於 Adam 的註釋，Adam, J., Vol.2, p.67, 510b 11n.  
238 同上，Adam 的註釋明白地使用「第一原則」這個字眼，來解釋 a)rxh/n，但在此筆者使用「原

理原則」以規避「第一原則」這個一般被用來描述亞理斯多德哲學的字眼。 
239 Kahn, 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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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預設的、未獲證明的「基礎」，他們狹隘的研究方式將他們侷限在那些由感

知獲得的圖例，而未能去研究那些他們的知識的真正對象。 
柏拉圖藉此指出了一個向上攀登至無假設的原理原則的階梯，辯證家在嘗試

理解某個概念時，雖然必須由假設出發，但他將他的假設與其他的連結起來，亦

即這個假設自身並非作為某個單一的真理立即且這般地被當作真理，毋寧是必須

與其他的可能性不斷地交互探討、相互檢驗，透過這個檢驗的過程，而將它們歸

入較高且甚且更好且更真的假設之下，如此不斷地作用，直到最後他已經徹底研

究了整個可思者的領域，窮盡了所有對這個論題討論的可能性，而達至最高的知

識、那沒有假設的「開始」—原理原則，亦即善的理念的。這樣的他最後殘存下

來的那個「假設」，經過無數的詳細審查檢驗，已經在這個往上攀登的真理之路

的每一個階段被逐步改善，亦即殘存者的假設的性質已經被逐漸地排除在上登的

過程中240，因此這個「假設」—或謂其已經變成了「真理」自身—將會變成善的

理念的相對應者241。 
    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將《理想國》中的辯證術方法明確地描述為一種

邏各斯的作用，透過言說去對某個概念進行闡述，並不斷地修正之直到它成為無

法被推翻、即對概念自身「是什麼」的闡釋，並由此連結至所有存有的原因—善

的理念，藉由這個終極的原理原則而去成立說明，於此這個邏各斯的作用則以原

理原則下達至結論，因而它的論證必然是「穩固的」。在這個意義上，理性思維

的運作即為在存有的領域中，是「理念藉由理念自身」而運作，亦即「以理念而

出」而連結至另一個理念，是純粹地在存有領域於概念間的思索。然而關於辯證

術還有一個面向尚待釐清，亦即我們雖然已經瞭解到「辯證術的方法」，即其做

為一個論理活動的運作可以帶領我們認識那個做為「自身」的，但對於辯證術的

「目的」、或說辯證術以什麼方式能夠「真正」地將善的理念做為存有與真理的

終極原因的意義帶給我們，事實上我們瞭解地尚不夠清楚，而此正展現在柏拉圖

對辯證術的另一個面向的解釋，即辯證術做為一個融貫的知識的意義。 
 

 

5.1.2. 辯證術做為理想國教育中最高的學門—融貫的學習 

 
在先前我們已經說明了所謂的「上昇之旅」即是教育的作用，根據柏拉圖的

描述，理想國的教育以算術、幾何學、天文學、與和聲學開始，以辯證術為終點，

於此柏拉圖將辯證術比喻為樂曲的「主旋律」：「[...]即此，哦，葛樂康，現在

大概是主旋律自身了，那個辯證術的[die Dialektik, to\ diale/gesqai]所闡釋的

                                                 
240 Adam, J., Vol.2, p.66, Note 12 
241 這個特別標示「對應者」的意義，是來自 Adam 的看法，然而在此我們可能必須要問：為何

是善的理念的「對應者」，而非善的理念自身呢？在前面討論太陽與善的理念時，柏拉圖就已經

表明，善的理念是知識與真理的原因，而知識與真理並不是善的理念，然而善的理念必須由「真

理與知識」而被認識，在此 Adam 的解說明顯地是要區別「善的理念」做為存有的意義，與善的

理念經由認識活動被掌握，因此對善的理念的認識，或說對「善是什麼」的理解，應該被保守地

描述為「善的理念的相對應者」。Adam, J., vol.2, p.71, 511b 11n; p.140, 533c 2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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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532a1-3)那麼既然只有辯證術才是「主旋律」，則這些學科和技藝必然

即是某個在主旋律前、做為主旋律的準備者的「前奏」，亦即我們應該把這些技

藝當作是辯證術的預備學科，於此我們必然要追問，這些預備學科與辯證術之間

的關係為何？柏拉圖對此的解釋是： 
「[...]辯證術的方法[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h( dialektikh\ me/qodoj] 
[…]將埋葬[vergrabene, katorwrugme/non]在野蠻的淤泥裡[in 
barbarischen Schlamm, e)n borbo/rw? barbarikw=?]的靈魂之眼[Auge 
der Seele, to\ th=j yuxh=j o)/mma]逐漸地拉出來，並帶領向外，藉之它

[/辯證術]作為一起服侍者和一起引導者[als Mitdienerinnen und 
Mitleiterinnen/協助者和幫助轉變他人者，suneri/qoij kai\ 
sumperiagwgoi=j]使用這些被提出的技藝 [...]」(533c7-533d3) 
 

    辯證術的方法，如我們在前一節已經說明的，即是透過言說去嘗試給予闡

釋，並不斷地對之檢驗排除所有感知因素的影響，而到達概念自身、終至於善的

理念自身，再次柏拉圖將之描述這個作用即為「將埋葬在野蠻的淤泥裡的靈魂之

眼逐漸地拉出來，並帶領向外」，我們當然也沒有忘記，柏拉圖在此使用「靈魂

之眼[靈魂的器官，o)/rgano/n ti yuxh=j]」的目的，是在與「肉體之眼[o)mma/twn]」
做區別的意義，亦即前者即是「可思的」而後者是「可見的（以肉體的眼睛看）」；

因此辯證術做為上昇之旅的最高階段，是那個關鍵地可以將靈魂自所有肉體的束

縛中解放出來的力量，並在這個意義上它成為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的研究方法上

的關鍵差異。然而柏拉圖更指出，這個辯證術的方法必須與那些辯證術的預備學

科「作為一起服侍者和一起引導者（或「協助者和幫助轉變他人者」）」，一起

作為那個促使靈魂轉變由受感官知覺限制的狀態，轉化到對存有與真理的注視，

並在這個意義上，辯證術「使用」這些預備學科。據此柏拉圖似乎指出了，與其

去強調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之別，並不斷地重申辯證術單單地為理性思維的特

色，更重要的毋寧是去指出，這兩者（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間的關連性，於此

靈魂上昇之旅的較高與較低的階段可以相互銜接。但辯證術雖與其他的技藝與學

科合作，並「使用」之而往善的理念前進，但辯證術並不是這些技藝與學科於其

本性所能進行的，毋寧是比這些學科處在更高的位階： 

「[...]辯證術[die Dialektik, h( dialektikh\]即如屋頂的擱板[der Sims, 
qrigko\j]處在其他的學科之上[über allen anderen Kenntnissen zu liegen, 
toi=j maqh/masin ...e)pa/nw kei=sqai]，在它之上沒有其他學科更能夠

被正確地設置[über diese keine andere Kenntnisse mehr mit Recht 
aufgesetzt werden zu können, ou)ke/t' a)/llo tou/tou ma/qhma a)nwte/rw 
o)rqw=j a)\n e)piti/qesqai]，毋寧是所有學科至此已達至終點[sondern es 
mit den Kenntnissen hier ein Ende zu haben, a)ll' e)/xein h)/dh te/loj ta\  
tw=n maqhma/twn] [...]。」(534e2-53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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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拉圖斷言，辯證術（在此不再用任何形容詞或副詞的形式出現）即為教育

中最高的學門，而教育就像蓋房子一樣，由基底逐漸地往上搭建，辯證術即如這

個知識的大廈頂上的置頂石，因此在辯證術之上，不能夠再加添任何其他的學科

於其上，「所有的學科至此已達至終點」。藉此柏拉圖清楚地指明了，辯證術即

是所有學科的至高點，但於這個「至高點」的意義，如何連結到那所有真理與知

識的至高點—善的理念—呢？或許我們必須先追問的是，辯證術「為什麼」相較

於其他學科處在較高的位階？正如我們先前所瞭解的，柏拉圖將其他學科描述為

辯證術的「預備學科」，並指出它們與辯證術「一起合作」而將靈魂帶往存有；

我們尚未說明的是，這些預備學科為辯證術預備了什麼，並在什麼意義上，它們

「僅」能預備，而不自身就是辯證術，並因此處在較低的位階？關於這個問題的

關鍵性解答，即出現以下這段文字裡： 
「[…]我繼續進行，那所有已經為我們討論過的[學科們之]研究[die 
Bearbeitung der Gegenstände, die wir bis jetzt durchgegangen sind, 
h( tou/twn pa/ntwn w(=n dielhlu/qamen me/qodoj]，被指向之於這樣的

連結[/集合體]之下和關係的[auf deren Gemeinschaft unter sich und 
Verwandtschaft gerichtet ist, e)a\n me\n e)pi\ th\n a)llh/lwn koinwni/an 
a)fi/khtai kai\ sugge/neian]，那些一起被帶來而被認識的242[sie 
zusammengebracht werden, sullogisqh tau=ta=?]，且它們[/先前被討

論過的各種學科]是彼此相屬的[zusammengehören, a)llh/loij 
oi)kei=a]，即此如我們所願的可以是某種有益的研究[th\n 
pragmatei/an]，不是徒然的勞力[keine unnütze Mühe, ou)k a)no/nhta 
ponei=sqai]；若不是如此，則此是徒然的[unnütz, a)no/nhta]。[…]」
(531c7-d4) 
 

經過對各種學科的訓練後，柏拉圖指出必須先進行另外的一種研究，即是將

先前他所介紹的各種學科，放在一個另外的研究底下，去瞭解它們作為一個集合

體的意義，以及在這樣的連結之下的相互關係；而唯有認識到這些看似分殊的學

科之間的聯繫關係，並由此去整合這些學科為一個完整的知識，這些教育對我們

來說才是有益的，要不然即是徒勞無功的。於此我們必須先回應至柏拉圖在提出

教育問題時，首先強調的「教育並不是把知識灌進靈魂中」，我們所知所學的一

切，並非來自某個強迫的、教義式的灌輸，毋寧是我們的心靈有一個認識的能力，

而與被認識者有一個內在的連結關係；而正如我們在先前已經闡釋過的，這個連

結關係的根源來自於那個賦予認識者能力使之能夠去認識、賦予被認識者能力使

之能夠被認識的，即是善的理念。然而透過這個描述，我們事實上對善的理念如

何在認識活動中發揮作用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認識，而正是在現在提出的這段文字

                                                 
242 sullogisqh (sullogi/zomai)這個字指著「去集合並將之一起帶來至心靈面前[to collect and 
bring at once before the mind]」，並因此意味著「完整地推斷和總結[to compute fully, sum up]」，我

們可以看到此與 sugge/neian 一起被使用顯然是刻意的，柏拉圖旨在強調「整體」、「相互從屬」、

「綜合[su/nqesij]」的意義，即如何將這些學科整合起來，而為辯證術的研究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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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柏拉圖給予了我們第一個明確的線索，即「除了能夠將分殊的學科放在一個

整合的研究下去認識，否則這些學科的教育即是徒勞的」。柏拉圖藉由此明確地

指出，要使得這些學科教育真正地發揮作用，唯有培養能在「多」之間看見「一」

的能力，這些學科的學習才能夠將我們準備好去透過辯證術的活動、認識整個可

思的領域作為一個有機的和相互連結的整體243，以善的理念為至高點、並由善的

理念賦予作為可思者的存有244的原因。柏拉圖隨後並進一步以實際的教學時程表

重申這些學科的整合之重要性： 
「[…]然而到達這個時候，我說，從滿二十歲的人中，卓越者應該享

有高於其他者的更大的榮耀，那些男孩時期先前學會的零散積聚的知

識[die den Knaben zerstreut vorgetragenen Kenntnisse, ta/ te xu/dhn 
maqh/mata paisi\n e)n th=? paidei/a?]必須把它們一起組織起來

[zusammengestellt werden, sunakte/on]，成為一個對於學科及存有本

性的相互關聯的綜觀245[zu einer Übersicht der gegenseitigen 
Verwandt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Natur des Seienden, ei)j 
su/noyin oi)keio/thto/j te a)llh/lwn tw=n maqhma/twn kai\ th=j tou= 
o)/ntoj fu/sewj]。[...]而且[施以]最強烈的試驗[die stärkste Probe, 
megi/sth pei=ra]，[以得知]哪裡有辯證的本性[eine dialektische Natur, 
dialektikh=j fu/sewj]和哪裡沒有。則誰能夠達至綜觀[diese 
Übersicht, sunoptiko\j]，則是[有]辯證[本性]的[dialektisch, 
dialektiko/j]；誰不能夠，則不是如此。[...]」(537b6-c6) 
 

    在理想國的教育程序設計中，從理想國的公民（在此指著衛士的子「女」，

柏拉圖在此讓女性亦有相同的機會）(540c)誕生開始即逐步施以體育與音樂的訓

練、並將四種主要的學科融合在遊戲中教導(536d-537b)，到了他們滿二十歲的時

候，這些學科的教育便告一段落，接著必須從這些人當中挑選出對這些學科最擅

長、表現最卓越者，去考驗他們是否能夠將這些零散的學科教育融貫起來，成為

「一個對於學科及存有本性的相互關聯的整體綜觀」，並只有能夠獲得這個「綜

觀」者，才能夠稱得上是有辯證術的本性的。這個「綜觀」明顯地即是先前所提

到那個在各種學科的訓練之後、辯證術的教育之前的「一個另外的研究」，即去

認識這些分殊學科彼此的關連性，並以一個整體的研究將其概括起來，如果不能

將之以一個較高的、全體的意義去整合這些學科，則這些學科則繼續保持為「零

散的」；亦即某人可能可以非常擅長於算術、幾何、天文學和和聲學，但缺乏這

個整合的能力，則這些技能則無法將其心靈往更高的層次去推進，毋寧是停留在

                                                 
243 Adam, J., vol.2, p.136 531d 23n. 
244 這裡做「可思者的存有」是為了同時強調出善的理念掌管可思的領域、作為知識與存有的原

因，然而《理想國》中對「存有」的說明顯然是相較於變動的、多的世界，因此並不指涉著那些

可見的實際存在事物的存有，且「存有」並在知識分類的相關討論中被等同於可思的領域，則「可

思者」與「存有」幾乎是同義詞。 
245 sunagwgh/這個字在柏拉圖哲學對辯證術的探討中有其特殊的意義，Adam, J., vol.2, 
“Appendices to Book VII, III. On Plato’s Dialectic”, p.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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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技藝的分別操作，而無法認識這些學科其實內在地具有某種相互連貫的關

係。對這些學科之間的內在連結關係之認識，即為柏拉圖所說的「達至綜觀」，

亦即去看見這些學科「與存有本性的相互關連性」；於此我們再不能更清楚地看

見，這些預備學科之「不是徒勞的」，正在於其與存有的關連性被心靈所掌握，

於此個別的「多」的學科轉變成為一個相互融貫、彼此相屬的「一」的系統，指

向那個最高的存有者—善的理念。據此善的理念於認識活動的作用則一方面顯示

為心靈原本就具有認識的官能，並在善的理念的光照之下去實踐其認識能力，而

能夠認識那個由亦由善的理念賦予其被認識的能力的被認識者，一方面則顯示為

這些被認識者在存有的意義上關連至「其自身」，並最終指向那所有存有的原因—

善的理念；因此唯有明白地認識到各種知識（或其所涉及的概念）與善的理念的

關連性，這些學科的研究才不是「徒勞246」的，而是「有益（於哲學研究）」的。 

    至此我們必須再釐清一個問題，即這個融貫的研究，是隸屬於學科教育的一

部份呢，還是應該視作辯證術教育的一部份呢？柏拉圖指出對這些滿二十歲、於

所有的學科訓練表現最卓越者必須施以「最嚴厲的試驗」，以檢驗他們是否具有

「辯證術的本性」，只有能夠達到綜觀者才能夠被稱得上具有「辯證術的本性」

的247；於此我們似乎可以說達至綜觀者，「只」是具有辯證術的本性，而非已經

開始學習辯證術、或能夠施行辯證術的，則這個融貫學習的階段應該被劃歸在學

科與技藝的領域，亦即線段譬喻中的智性知識，據此則智性知識不應只指涉那些

個別學科的學習和運用，還包括對其彼此相屬關係的認識，從而指向其與存有的

關連。然而柏拉圖不正是在分別論述這些學科的特色後，立即地將這「眾多」的

技藝即等同於智性知識，而區別於那個以「能將靈魂從野蠻的污泥中拉拔出來」

的辯證術作為主要特徵的理性知識嗎？另外一個線索即是柏拉圖指出有一個「全

體的研究」是透過這些技藝而有，而能夠「提供靈魂最好的，往存有中最卓越者

去看」(532b4-d1)，而這個「全體的研究」明顯地即是辯證術，因為只有辯證術

能夠直接到達「開始」，往那個在存有中最卓越者—善的理念—去注視。因此我

們則應該把這個融貫的作用視作辯證術的一部分，而非從屬於那些學科研究的領

域的，且以「達至綜觀」即為「具有辯證術的本性」而言，辯證術即是在這個認

識存有與學科的關連之全體研究的路徑上，前往最高的存有者、善的理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這裡所嘗試做的區分，是否比柏拉圖所試圖達至

                                                 
246 停留在技藝層次的知識，以其作為一個實用的技藝來說，並不是「徒勞」的，柏拉圖即指出

幾何知識有助於在戰爭中「安營紮寨、排列陣勢、縮短或延長軍隊的陣線」(526d-e)等，但這些

實際用途顯然不是柏拉圖安排的理想國教育的目的；正如我們已經說明的，哲學是理想國唯一適

切的治國術，因此對於領導者的教育即是哲學家的養成，幾何、算術等學科也只有在往這個目的

前進的意義下是「有益的」，否則即是「徒勞無功」的。 
247 Adam 將「檢驗他們是否具有辯證術本性」等同於「以辯證術檢驗[tested by Dialectic]」，然而

兩者是有差距的。前者的檢驗可以表現作檢驗他們是否能夠達至綜觀、亦即可否從分殊學科中辨

識出共通的意義與性質，能夠者則是「本性上具有辯證術特質的、或本性上能夠進行哲學對話

的」。後者則可能指著教育者以辯證術的問答法去質問這些學生，Adam 的解釋則明顯地說得比

柏拉圖自己描述地更加「詳細」，也因此是無法被證實的；且根據 Adam 的說法，則這個階段「無

疑地」屬於辯證術的內容，因為它的實踐活動「已經」使用了辯證術。Adam, J., vol.2,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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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嚴格，並且因此在某種程度上，反而切斷了、或削減了學科教育與辯證術之

間的關連性？柏拉圖在此提出這個融貫的研究，明顯地是為了彌補這個上昇之旅

的較高階段與較低階段間的裂痕，並只有在這個融貫研究被明確地提出的情況

下，這些較低的預備學科才能夠為辯證術所用；亦只有在這個融貫研究表現為「學

科與存有本性的相互關連」，上昇之旅才會是無疑地以善的理念為最終目的、並

成為一個心靈狀態由低階到高階、相互連貫逐步上登的旅程，於此柏拉圖所描述

的「對束縛的鬆解、轉頭看向火光和雕像、離開洞穴、看向自然物與天體的影子、

看見自然物與太陽自身」的過程，才會展現為一個整體的靈魂逐步上昇的過程，

便由此被名之為一個「真正的哲學研究」(521c4-6)。辯證術因而在柏拉圖的定義

下，即是承接著這個融貫的研究，最後那個可以直接企及善的理念者，並且即是

那個可以認識概念「自身」（理念）的： 

「[…]現在你命名為辯證家[den Dialektiker, dialektiko\n]的，難道不

即是那個掌握存有的解釋的[der die Erklärung des Seins und Wesens 
eines jeden faßt/以言說掌握存有，to\n lo/gon e(ka/stou lamba/nonta 
th=j ou)si/aj]？則誰無法為此[/解釋存有]，你難道不願意這樣做，至

何程度他不能夠成立自身與其他的言說[er nicht imstande ist sich und 
andern Rede zu stehn, a)\n mh\ e)/xh? lo/gon au(tw=? te kai\ a)/llw? 
dido/nai]，則就相同程度來說亦否認他有這樣的理性[Erkenntnis, nou=n] 
[…]」(534b2-5) 

 
一個真正的辯證家，即是能夠「以言說掌握存有」的、或能夠「解釋存有」

的，柏拉圖在此明確指出了《理想國》辯證術的兩個面向其實是一體的兩面：亦

即辯證術一則表現為一個言說的論理活動，由假設出發而逐步地改善修正這個假

設、排除掉那些與「自身」、「是什麼」不相關的因素，而終而獲得一個對概念

自身無法被推翻的解釋，並最終地引領向那些「自身」、存有與本質的根源—善

的理念；一則表現為一個融貫的研究，在其中分殊的概念藉由辯證術被放置在一

個統一體之下，整個可思的領域則顯現為一個以善的理念作為高點、以理念與那

些學科所涉及者形成的存有的階序。因此藉由辯證術去探究某個「概念自身」，

則同時使用肯定與否定的方法，去證明這個定義的必然性與可採納性，肯定的方

法即為藉由概念與其「自身」—存有—的關連性，否定的方法即表現在對相對的

假設之排除248。如我們一方面認識「圓」在其「是什麼」—圓自身—的關連性中，

且必然只有理解到這個個別者與存有的關係是存在的、個別者必須由本質來加以

說明，對於任何「圓」的研究才是可能的；一方面則當我們透過言說試圖限定「圓」

的本質，則必須排出所有非「圓」的性質與概念，如「圓非方」，「圓非三角形」…
等等，並在窮盡對非「圓」的排除後，獲得對「圓自身」的闡釋。由此我們可以

發現，融貫研究與假設的方法目的都指出概念與存有及善的理念的關係249，前者

                                                 
248 Zeller, p.202-204 
249 Kahn,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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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存有學的意義上，將概念放置在存有的系統與階序上去認識，後者則一種知

識研究的方法，透過論理活動而獲得對其存有（概念自身）意義的解釋。 
 
至此我們已經「完全地」（雖然我們已經多次地如此聲稱）考察了《理想國》

提出知識問題的脈絡，並藉由對太陽與善的理念、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的所有相

關討論之分析，指出了學科教育與辯證術作為「上昇之旅」的意義；我們可以清

楚地看到，柏拉圖哲學從倫理研究的要求而產生理念論，而理念論中預設著不變

動、自身完美的最高的真理價值，這種設定來自於於一種知識要求—知識對象不

能變動，否則知識不能時時有效且必然地運用於同類的知識對象上，並由此倫理

對象被柏拉圖設定為比知識對象更高的存有，因此倫理對象也不變動；他設定了

最高的善的理念，不允許用個別的善來解釋善之理念的本質定義。我們可以發現

在中期之後，柏拉圖開始使用理念論來解決對話中遭遇的問題，當理念論被他當

作解釋知識和倫理問題的中心之後，理念論如何能夠合理地說明理念與個別事物

之間的關聯，就成為柏拉圖中晚期哲學的中心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要求底下，柏

拉圖特有的知識工具辯證術亦有了不同的變貌，我們可以看到他不再使用普遍的

定義做為武器，消極地突顯哲人術所遭遇的理論困境，而轉而把辯證術當作一種

由個別朝向普遍、由感覺朝向純理性的活動，因此藉著辯證術的作用，純粹的思

想對象為理性所掌握，由假設出發而超克到沒有假設的領域，一直到沒有任何預

設且不摻雜任何感覺的內容之後，即抵達了理念的世界；於此辯證術相較於早期

有了積極的意義，它不再是一種只在使對方出醜的技巧250，而轉變成一種朝向真

理的道路，成為哲學研究的代名詞，也是執政者必得學習的知識。接著，我們即

由這個辯證術所展示出來的、善的理念作為所有知識與存有的終極原因之意義—
亦即那個心靈藉由辯證術所看見的「綜觀」—重新審視《理想國》的知識論架構。 

 

 

第二節 《理想國》中的真理 

     

    現在對我們來說應該是相當清楚的，柏拉圖《理想國》的知識問題最根本的

特徵即在於善的理念作為真理與知識的原因、並為那個可認識者得以存有的理

由，善的理念即是《理想國》知識論的至高點，同時作為存有與真理的起源。我

們並已經透過線段譬喻的知識區分、洞穴譬喻對於人類心靈轉化過程的描述，掌

握了善的理念作為那個在存有序列上最高者、並由此保障了存有序列中的存有與

存有者具有真理的程度；然而我們是否已經明確地認識到，善的理念如何在認識

活動中發揮作用，正如柏拉圖所描述的，它將「能力」賦予給認識者與可認識者，

從而使它們能夠在認識活動中認識與被認識？我們無疑地「已經」竭力詳細地去

                                                 
250 彭文林。〈從蘇格拉底的對話方法論哲人術與辯證術的衝突〉。《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六

期》。 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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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這個上昇之旅的每一個步驟，並瞭解到辯證術的預備學科與辯證術如何作為

上昇之旅的兩個階段，帶領著我們到達善的理念；但正如我們先前已經指出的，

柏拉圖亦透過哲學家回返至洞穴的活動，指出了「下返」—回到洞穴中去辨識個

別者的自身「是什麼」251—的必要性，然而經由上昇活動所掌握到的善的理念、

原理原則，如何「下返」、並且能夠「下返」至哪裡，事實上我們尚未明確地掌

握。由此我們必須重新檢視《理想國》知識論作為整體的意義，並由此更清晰地

認識柏拉圖《理想國》的知識研究「已經」帶領了我們走到那裡；又是在什麼意

義下，這個知識研究對於真理與存有的認識，仍是有所限制的，以至於我們在先

前所要求的，對於真理自身的揭示未能獲得充全的實現。底下我們即由善的理念

作為《理想國》知識論的高點開始，逐步地檢視善的理念如何在各種知識的領域

發揮作用。 

 
 

5.2.1. 《理想國》中的真理之源—善的理念 

     
    我們或可用以下這段文字作為代表，來描述善的理念在《理想國》知識論中

的地位與意義： 
「[...]最終[zuletzt, teleutai/a]在所有可認識的事物之上的[unter 
allem Erkennbaren，e)n tw=? gnwstw=?]，且只有經由勞苦[mit Mühe, mo/gij]
善的理念[die Idee des Guten, h( tou= a)gaqou= i)de/a]才能被瞥見[erblickt 
wird, o(ra=sqai]，然而當人們已經看到它[/善的理念][ wenn man sie 
aber erblickt hat/已經被看到，o)fqei=sa]，它也於此相同地被歸結至[sie 
auch gleich dafür anerkannt wird, sullogiste/a]，它即是對全體來說

所有正確與美麗的事物的原因[sie für alle die Ursache alles Richtigen 
und Schönen ist, ei)=nai w(j a)/ra pa=si pa/ntwn au(/th o)rqw=n te kai\ 
kalw=n ai)ti/a]，在可見的[世界]中[im Sichtbaren, e)/n te o(ratw=?]的光

和太陽—其[/光]依賴、起源於此[/太陽][das Licht und die Sonne, von 

                                                 
251 在此我們或許必須先為洞穴譬喻的「上登」與「下返」、假設方法的「上行」與「下行」先做

一個簡單的總結，我們可以發現整個《理想國》的討論中，雖有許多「往上」與「往下」的相應

關係，但是沒有一個是如 Zeller 所發展出來的那種問題意識，亦即「上行-由個別者至理念」、「下

行-理念至個別者」，甚至我們亦必須質疑雖然經由辯證術的融貫作用將可思的領域變為一個相互

關連的整體，但這個由「多」至「一」的路徑是否可以反轉過來而由「善的理念」至「可思者」

（如果我們接受智性知識、辯證術的預備學科所致力研究者亦為理念的話，若我們如 Adam 那樣

認為是某種「別的」，如數學對象，則更不可能，因為辯證術達致善的理念後，反過來只由『理

念藉由理念自身』而達至結論）還是一個問題；況且善的理念雖然作為一個至高的終極原因，但

它的作用被柏拉圖明確地標誌為「施力[die Ermächtigung]」、「賦予能力」，於此我們能不能直接

地將之當作（就算我們勉強接受這樣的談論）某種「最高的知識」而假設通曉了最高的知識的人、

也會由此精通個別者的經驗知識，則是一個更大的問題，於此我們可以看見這個傳統的

(Zeller-Aristotle)「上行-下行」明顯是相當值得懷疑的。甚且我們亦可以由這裡我們試圖帶入的

「下返」回頭來肯定這一點，「下返」到洞穴中的哲學家，是去辨識影子的「是什麼」而非即是

觀看影子，毋寧他仍是在個別者中尋找理念，亦即仍是一種「上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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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dieses abhängt, erzeugend /光及那個主宰的父親，fw=j kai\ to\n 
tou/tou ku/rion tekou=sa]；然而在可思的[世界]中[im Erkennbaren, 
e)/n te nohtw=?]，它[/善的理念]獨自作為產出真理和理性的女王[sie 
allein als Herrscherin Wahrheit und Vernunft hervorbringend, au)th\ 
kuri/a a)lh/qeian kai\ nou=n parasxome/nh]，則若任何人希望合理

地行為—不論是在私人的的或公開的事務上—必須看見此[/善的理

念] [daß also diese sehen muß, wer vernünftig handeln will, o(/ti dei= 
tau/thn i)dei=n to\n me/llonta e)mfro/nwj pra/cein]。[...]」(517b7-c5) 
 

正如我們於先前已經介紹過的，善的理念是位在可思領域的終點、作為所有

知識研究的至高點，只有經歷許多的勞苦才可以看見，而這些「勞苦」，即是那

個由各種學科的研究與辯證術組成的上昇之旅，為了要由肉體的眼睛所看到的世

界、轉向那個由靈魂的眼睛才可以看見的世界，哲學的研究者必須備嘗艱辛、忍

受轉變過程中適應的種種痛苦，其對於理念自身的認識必須經歷各種挑戰、並在

挑戰中逐步地改善，而由此終至於那個無法被推翻的認識、對於概念自身的「闡

釋」，並由此到達善的理念。而這個善的理念，柏拉圖描述，是那個「產出真理

與理性的女王」，統治著可思的領域，真理與知識都由之而從出，可認識者的存

有更是由它而有；善的理念並在美和卓越的程度上超越一切，因為所有的個別的

美者、正確者，其所指向的「美自身」、「正確性」，都來自善的理念作為終極的

原因，因此善的理念亦即是「所有正確與美麗的事物的原因」。除此之外，對善

的理念的認識，更是所有知識與行為必須依據的原理原則，任何人在公私領域想

要合理地行為，皆必須仰賴對善的理念的認識，正如那個回到洞穴的哲學家，之

所以能夠「將光帶至洞穴中」、讓國家依造合理的秩序運作，必須仰賴他在洞穴

外的世界所認識到的太陽光底下的真理。 
 
在這個談論中，我們首先注意到善的理念在此被描述為所有者的原因，它不

僅僅作為真理與知識的原因，更被視作那些個別的美者與正確者的原因，而它們

之所以與善的理念連結起來，顯然不只單單地作為我們已經指出的認識者與被認

識者的關係、由善的理念所賦與的「能力」而實踐的意義，而是透過存有的關係

與善的理念作為存有原因的最存有者的意義，而與善的理念連結在一起。正是藉

由這個描述，我們可以將在我們實際進入《理想國》的知識問題研究前所討論的、

那個美物分有美自身的意義，帶進善的理念作為存有原因的理解中；當我們將整

個《理想國》的知識討論放在一個完整的框架下去了解，明顯地，這個別者至理

念自身、而至於善的理念的存有序列關係，即顯示為「分有（或『參與』）[mete/xw]」
252的關係，個別的美物分有了美的理念，而因此被稱為「美」的；而相對於個別

者作為「一」的理念，以其作為「許多」概念的「自身」而言，相較於善的理念

                                                 
252 Adam, Vol.2, p.172-173。至於本文對於美物分有美自身相關概念的分析，請見本文第二章第

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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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則顯示為「多」；由此我們可以說，善的理念作為所有的終極原因，

其他的理念由之獲得它們的存有，由此理念作為一個中介的原因被個別者所「分

有」、或「呈現[parousi/a]」在個別者之中。 
另一種對於善的理念作為所有者的終極原因的可能解釋，即是在線段譬喻與

洞穴譬喻中都曾被多次被提出的仿本與原本的關係，亦即「模仿[mi/mhsin]」的

意義253，在線段譬喻中柏拉圖曾經指出可見領域（相對於可思領域）涉及真理的

程度即如「意見之於知識」、「仿本之於原本」，且信念知識所涉及的事物與人造

物領域，明顯地即為似真性所涉及的「影像」領域的原本，而事物與人造物則亦

被柏拉圖描述為「理念的仿本」；而在洞穴譬喻中「仿本」與「原本」的關係更

被多次地提出，表現為「穴壁上雕像所投射出的影子、自然物的雕像與陰影、自

然物」的關係。雖然根據這個說法，我們無從指出善的理念是理念的「原本」，

但我們卻可以正確地說原本相較於仿本，必然是「較存有的」，仿本即是「較不

存有的」，並由此成立一個存有的序列。 
 
然而不管透過那種一種解釋，（姑且不論我們相應地可能要面對的分別的理

論困難254）我們必須要思考的毋寧是這些解釋如何「真正地」顯示出善的理念以

至於個別者間的存有關係，我們應當還沒有忘記那個已經見識過太陽光底下的真

理的哲學家，回返至洞穴內後的主要工作：學會辨識那些影子「自身是什麼」；

如何經由個別者去辨識其與理念的關係，則是我們接著必須考量的問題。首先透

過分有的理論，個別者對理念的分有，即為理念「呈現」在個別者中，而模仿的

理論則為個別者仿製了理念的形式，因此個別者顯示為一個與理念相像、但並非

理念的「圖像」；這兩個論點如果我們考量到「理念[i)de/a、ei)=doj]」在希臘文中

原本是與「看[ei)=don]」有關的，或許更能夠清楚地瞭解它們之所以被柏拉圖使

用來描述個別者與理念的關係的意義255。柏拉圖在《理想國》的知識討論中，多

次地將「肉體的眼睛 [o)mma/twn]」與「心靈的眼睛 [靈魂的器官，o)/rgano/n ti 
yuxh=j]」相對起來（如527d、e），「以肉體的眼睛看」指的即是我們眼睛作為一

個感官去感知那些可見者，但這個「看」自身並未帶來任何的理解，即如柏拉圖

所說的，在看的活動中，光投射在可見物上使得「顏色」顯示出來；然而對這些

顏色的「看」，並感知其為「如此」—顏色，顯然不是我們一般說：「我看見了什

麼」的意義所在，（以一個紅色的杯子為例）亦即當我們說「我們看見了一個杯

子」，這個「看見」所指向的並不是眼前這塊紅色的區塊，而是那個「杯子」，若

「杯子」的概念不是已經先前地給予我們，我們便無法「看見」那個杯子。因此

我們顯然不是單單地「看」或「感知」，毋寧是這些「看」要求著一個先前的認

                                                 
253 Adam, Vol.2, p.173。相關討論請見前註 109。 
254 Adam 即指出「分有」的概念雖然看似可以解釋善的理念、理念以至於個別者的關係，但是

由眾多的個別者內在地具有理念的意義來說，會危害到理念在柏拉圖哲學中作為一個「單一獨立

的、分離的、自存的、完美的和永恆的本質」的基本設定；而「模仿」的概念則更像是一個詩意

的描述。Adam, Vol.2, p.171-173 
255 Heidegger, s.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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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一個對所見者自身「是什麼」的瞭解，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心靈的眼

睛看」、理解[Verstehen]被要求著。於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理念「呈現」在個

別者中，或個別者「仿製」理念，即為理念作為一個存有者的存有的形式[ei)=doj]，
將存有者的存有揭示給我們256。 
 

那麼善的理念呢？善的理念如何在這個理念作為「存有者的存有」的揭示

中，發揮作用呢？柏拉圖明確地指出，善的理念即是那個將「能力」賦予給可認

識者，使之被認識、並將「能力」賦予給認識者，使之能夠認識的，因此善的理

念作為一個「施力[die Ermächtigung]」的作用257，使得認識活動能夠獲得實踐。

然而這個雙重的能力到底所指為何呢？我們或可正確地說善的理念賦予認識者

的能力，即在於使其原有的認識官能能夠實際進入實踐活動，正如他在前面我們

所引的這段文字中指出，善的理念即是產出「理性」的女王；但對於那個可認識

者由善的理念所獲得者，卻尚未能清楚地理解，他曾經兩度地對此提出說明：「那

個將真理通報給可認識者的，以及將能力提供給認識者的」(508e1-3)，接著：「可

認識者不只由善而有而變得被認識，毋寧存有和本質亦是由它而有」(509b4-6)；
這個可認識者，即為理念，作為那個可以揭示「存有者的存有」的，經由善的理

念的施力（給予能力），而能在認識活動中將存有者的存有帶給我們；而正是這

個對於存有者的存有之揭示，善的理念將真理賦予給可認識者，可認識者即為

「真」的，而對之的認識則為「擁有真理的」。 
在這段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將「真理」與那個作為認識者的認識官

能的「理性」區分開來，於此我們清楚地可以看到一個問題尚待解決，亦即若我

們沒有明確地掌握柏拉圖對「真理」的描述，我們無從正確地解讀善的理念在認

識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楚地將《理想國》的知識論當作一個整體來理解，

因此無可避免地，我們必須回到太陽譬喻與善的理念的說明中，去解釋那個我們

先前留置下來尚未回應的問題258
，即真理與光的關係。 

 

 

5.2.2. 重回太陽譬喻：真理與光 

 
柏拉圖指出，在可見事物與看的官能（視覺）之間，必須有一個第三者作為

聯繫，這個第三者即為光，他描述，「光」即是可見者與視覺之間的鈕帶，缺少

這個鈕帶，則視覺活動則無法獲得實踐。然而在可思的領域，柏拉圖並未明確地

指明這個鈕帶為何（若這個鈕帶是存在的），如果我們遵循著柏拉圖的描述，說

這個可思領域的鈕帶，必定是某種跟光一樣—出自於太陽、藉由之可見物的顏色

可以顯現出來，而眼睛可以看得最好—的對應者，某個出自於善的理念，由之可

認識者（理念）可以被認識，認識者可以去認識，那麼在柏拉圖的描述中，顯然

                                                 
256 Heidegger, s.50-52 
257 Heidegger, s.99 
258 見本文第 43 頁圖示，在那裡筆者明顯地將「光」與「真理」對應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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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理」可以與之對應259。真理與光的對應關係，顯示在許多的相關的證據

中：如囚犯離開洞穴進入太陽光底下的世界時，柏拉圖描述，因為他尚且未能適

應光亮，所以無法去看那個「現在被描述為『真』的[tw=n nu=n legome/nwn 
a)lhqw=n]」—亦即太陽；柏拉圖將先前在洞穴中，囚犯將穴壁上的影子當作是「真

的[to\ a)lhqe\j]」，而當他們掙脫了束縛，看向火光和雕像，仍會以為先前所見的

是「較真的[a)lhqe/stera]」，於此真理顯然是著一個層級的關係的，正因為如此

那個「現在被描述為『真』的太陽」，必然是「最真的[ta\ a)lhqe/stata]」260，

如同它是「最光明[tou= fanota/tou]」(532d1)的。 
 
如果真理與光可以完全地對應起來，則我們似乎可以說真理由善的理念所從

出，作為可認識者（理念）與認識者之間的鈕帶。但我們必然要追問，那麼真理

「如何」去成為認識者與可認識者之間的鈕帶？或者我們真正要追問的是，真理

是否就是那個對應光作為可見者與視覺間的聯繫之鈕帶？正如我們在之前已經

描述的，柏拉圖明顯地將認識的官能與真理區分開來，並且他也指出真理，即是

那個善的理念賦予給可認識者的，那麼我們豈不是應該將真理放置在與可認識者

相關的，亦即（如果我們一定要這樣說的話）善的理念將真理賦予給認識的對象、

而賦予認識的主體（理性）認識的能力與條件261，那麼真理變成可認識者（認識

的對象）能夠具有的一種性質，因為可認識者含有真理，因此「能夠」被認識。

所以，真理不是可認識者與認識者之間的鈕帶？在對此提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答

案前，我們或許應該先追問，我們真的認識了那個在此要求著去對應的那個鈕帶

關係—光—了嗎？柏拉圖的確明白地指出，可見者與視覺間需要一個第三者—
光—的中介，就此光則顯示為在看的主體與客體間的聯繫者、鈕帶，但如果我們

                                                 
259 Adam 亦持此見(Adam, J., Vol.2, p.60, 508d 29n.)。若我們將柏拉圖在太陽譬喻與善的理念的談

論中所使用的概念都列出來，則其他的可能是「知識」與「存有」，而「知識」明顯地那個可以

與認識活動等同起來的，亦即我們稱藉由認識活動所認識到的內容為知識，因此說善的理念之賦

予可認識者能力即是將「知識」傳達自其中，則等於什麼都沒有說；「存有」則顯然是一個值得

考量的、可以與「光」對應起來的概念，但柏拉圖提出善的理念是可認識者的存有的原因，毋寧

是在對應太陽是可見者生長變化的原因之下提出來的，於此和先前「光」作為那個使視覺活動得

以實踐的意義，是在不同的層次下提出，因此我們無法「立即地」將光等同於存有，但無疑地這

兩者是有著關連性的。 
260 海德格指出柏拉圖雖沒有直接地寫出這個字，但是當他說：「現在被說為真正的未遮蔽的

[dieses jetzige Unverborgene als das eigentlich zu erweisen]」，指得即是這個最高級的意義，或可由

另一個字 a)lhqino/n 來代表，他表示這個字無法翻譯，只能夠解釋為「一種解蔽性，那個完全地

經由且出自解蔽性而被設立，純粹的解蔽性，只有解蔽性自身而沒有其它的[dasjenige 
Unverborgene, das gleichsam durch und durch aus Unverborgenheit besteht, reine Unverborgenheit, 
nur die Unverborgenheit selbst ist und sonst nicht]」。Heidegger, s. 66 
261 海德格明顯地將真理完全地歸屬於可認識者，但這個談論則忽略了柏拉圖的確多次地將光與

真理對應起來，於此則似乎無可選擇地將「真理」對等於「光」，則真理不僅為善的理念賦予給

可認識者，亦應該是兩者的鈕帶；海德格的解決之道毋寧是不去找出某個其他的來對應「光」，

毋寧是重新詮釋「光」（或說「光明[die Helle]」）的本質為「穿透性[Durchsichtigkeit]」、「使得看

能穿過性[Durchlässigkeit für das Sehen]」(s.53-56)，可認識者(理念)因此作為那個可以「使存有者

的存有穿過的[durchlassen des Seins des Seienden]」(s.57-58)，不過於此真理亦被海德格描述有相

似的功能（真理即對存有者的存有的揭顯），因此海德格在某個意義上也同意「光」與「真理」

可以對應起來，「真理」作為鈕帶。Heidegger, s.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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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地考察柏拉圖的描述，就會發現這個說法是有困難的。柏拉圖指出，光使得

可見者的顏色顯示出來而能夠為視覺所掌握，在這個意義上，光作為那個由太陽

所從出者，施力於可見者使其「得以被看見」，而視覺的能夠「去看」亦仰賴於

此；因此光的聯繫作用與其說是在聯繫「主客體」，毋寧是作為一個施力將可見

者與視覺結合在一個一體的視覺活動中。我們可以回顧柏拉圖對視覺活動的描

述，他明確地指出視覺活動要能夠獲得實踐，除了要有光照耀其上之外，視覺亦

必須「指向特定的事物[o(/tan mhke/ti e)p' e)kei=na/ tij au)tou\j tre/ph?]」(508c)，
在這個指向中，所謂視覺的對象已經不再是某個與「主體」全然無關的「客體」，

毋寧是我們一直堅持地稱之為「可見者、被看見者」，因此即在一定程度上，為

「被看見的內容」。 
 

    由此我們可以再回到在認識活動中，那個作為可認識者與認識者之間的鈕帶

的是什麼的問題。首先我們說，善的理念將「真理」授予給可認識者，可認識者

即是理念，理念相較於個別者，毋寧是最存有的，而其擁有的真理程度，自然也

最高，正如我們在先前已經指出的，真理與存有的層級間具有一個對應的關係，

某物越接近存有、越「具有存有性」，則越真，因此真理與存有的概念是緊密相

關的262；這個談論可以由以下這段文字做為佐證：「[...]即如那個於之它們所關連

者，分有真理[a)lhqei/aj mete/xei]，同樣地清晰性[safhnei/aj]也歸屬[zukomme/
分有，mete/xein]於它們中的每一個[jedem von ihnen]。[...]」(511e3-5)於此真理

之於線段譬喻中所提到的四種知識、四種靈魂的從屬狀態，它們是在不同的程度

上分有真理，並由此具有不同程度的清晰度，正如同它們之分有存有。我們並已

然指出，理念即是讓存有者的存有能夠呈現出來、並由此能夠為認識活動所掌握

的，則真理、或說那個「最真的」必然即是存有者的存有最完善地被顯示出來、

最完整地被心靈所掌握。在這個意義下，試圖將真理當作那個「可認識者—客體」

與「認識者—主體」的聯繫鈕帶的說法，明顯是有問題的，因為理念既非是主觀

的造作、亦非純然客觀的存在，只有在我們將之描述為可認識者而為認識者所指

向著，才顯示為被投射出來的「對象」263，因此這個所謂的「主客關係」亦不存

在於柏拉圖在此描述的認識活動中。 
然而真理是否正如「光」一般，作為一個施力的作用使得認識活動得以實踐？

於此我們必須先回答，所謂的認識活動所認識的究竟是什麼，經過對線段譬喻、

洞穴譬喻以及對上昇之旅的討論之後，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說，這個認識活動即

是對可思者—隨後被明確地等同於「存有」—的思索與認識，表對於存有以及理

念自身的追求，在這個意義上，若我們回歸到（正如在導論中海德格所建議的）

真理[a-)lh/qeia，Unverborgenheit]這個字的本意「解除遮蔽」、「無遮蔽的」，真

理即將存有者的存有由遮蔽中釋放出來，使得存有者的存有得以顯現，真理作為

                                                 
262 De Vogel 甚且直接地將真理即等於存有，或真理即可由「真正的存有[authentic reality]」、「存

有自身[Reality-itself]」加以解釋。De Vogel, Cornelia J. Rethinking Plato and Platonism. New York : 
E.J. Brill, 1986. p.164 
263 Heidegger, s.103-104; s.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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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蔽性，由此存有者的存有能夠為心靈所掌握；並且這個作為認識者的心靈—正

如洞穴譬喻中的囚犯—即是那個由自身的蒙蔽狀態中，走向存有的白日之中的存

有者，在他的上昇之旅中，不僅他所認識的「越來越趨近」存有，甚且他的心靈

狀態亦由此持續地獲得提升。由此真理（解蔽性）一則作為那個善的理念賦予給

可認識者使其能夠被認識的力量（使其對存有者的存有的揭示能夠為心靈所掌

握）、一則顯示在心靈（那個去認識的存有者）對自身蒙蔽的克服（去趨近存有

在存有者的解蔽性中認識存有），而將之於認識活動（認識存有者的存有）中結

合起來264。 
     

    由此我們可以總結地說，真理與存有有一個相應的關係，某者越存有則越

真，而這個關係即源於真理作為解蔽性使得存有者的存有得以被心靈掌握，正是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理解為何理性知識具有最高的真理價值，因為它藉由辯

證術致力於對於存有與本質的認識，因此是「最真的」、「最無遮蔽的」。而善的

理念，則是那個「產出真理與理性的女王」，善的理念作為最終極的原因，將真

理賦予給可認識者，並由此為認識的官能（理性）所掌握，而由這個認識活動所

掌握到的，即是存有者的存有、存有者的自身「是什麼」。在這個意義下，一個

藉由善的理念作為至高點的存有與真理的階序描繪出來的「綜觀」，便清楚地顯

現給我們了，個別者（存有者）不僅因分有或仿製了理念而與理念關連起來，更

是在對其遮蔽狀態的解蔽中指向了其存有（自身「是什麼」），而終至與善的理念

連結起來。然而柏拉圖雖然在《理想國》中以各種方式描述個別者與理念的關係，

並由此指出由對個別者的注視、朝向對理念自身思索的上昇之旅，但他卻明確地

將兩者分割開來，將對個別者的認識放置在可見的領域、而理念則歸屬在可思的

領域，並分別地將可見領域交由太陽掌管，將可思領域由善的理念掌管。 
柏拉圖無疑清楚地將《理想國》的理念論描述為一個對可思者[nohta/]的整

體性的理解，在其中每一個部門是在它與每一個其他者的相互關連中被看見，而

所有這些都仰賴於善的理念。而善的理念，在柏拉圖看來，即為那個在它自身是

無假設的[a)nupo/qetoj]且超越存有的[u(perou/sioj]；善的理念是無假設的，因

為它高於所有假設和它自身在上昇之旅中藉由窮盡對於所有可思者 /的詳細審查

而被證實；是超越存有的，因為它高於所有的存有者，且為所有存有者的原因265。

在這個意義下，上昇至善的理念的道路顯然是一個不需要再次重複的旅程，一旦

達至善的理念—最終極的原理原則—在可思的世界即到達終點，但這個「不必重

複性」雖然具體地以洞穴譬喻中囚犯的上昇之旅呈現出來（於此必然只有一個單

一的上昇與回返的活動），並不意味著在心靈的認識活動中，善的理念一旦被企

                                                 
264 海德格由善的理念那一端對此做了說明，他強調善的理念作為施力[die Ermächtigung]，即是

在促使存有和解蔽性（真理）朝往它們自身的本質[die Ermöglichung von Sein und Unverborgenheit 
in ihrem Wesen][s.109]，於此善的理念根本地來說即是一種「能力[du/namij]」，善的理念仍是一

種理念，於此明顯地顯示給我們理念其實既非主體亦非客體；這個鈕帶結合起來的那兩者雖在一

般的見解中被描述為客體與主體，事實上就其自身是「顯現性[Offenbarkeit]」與「[存有的瞭解

[Seinsverständnis]」(s.111-112)。Heidegger, s.109-112 
265 Adam, J., Vol.2, p.62, 509b 1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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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就不必再去「往上」活動，毋寧是（掌握善的理念之後）在每一個認識活動中，

都必須去連結每一個理念與存有至那個最終的原理原則。由此我們亦或可正確地

說，真正的知識必須仰賴對於善的理念的理解，在掌握善的理念、那個終極的原

理原則之前，哲學研究的上昇之旅便不能稱作已經完成的；雖然柏拉圖在洞穴譬

喻中明顯地指出那個上昇到太陽光底下的囚犯，先看到那個太陽光底下的自然物

（理念）、而後能夠看見太陽，但那個先前的對於理念的「看見」並不是真正的

理解，所有的知識只有在它們能夠與善的理念連結起來、認識它們作為一個整體

的連結關係，才是「可思的」，因為只有善的理念，是所有可思者的原因266。 
 
根據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柏拉圖一方面指出個別者（存有者）

以至於理念藉由存有關係連結起來，並在真理的光照之下，心靈得以去認識理念

對於存有者的存有的揭示；但是他一方面又將這個心靈的認識活動限制在「可思」

的領域，由此與可見—個別者、變動—的領域區分開來，兩者不僅顯示為兩種截

然不同的存有層次（理念：不變動、永恆的、自存的；個別者：變動、混雜存有

與非存有），並且由不同的官能（知識 V.S.意見）所思考，甚且他並將兩者描述

為以下這樣全然分裂的狀態： 
「[…]且由每一個多[...]被看見[gesehen werde, o(ra=sqai/]，然而不能夠

被想[nicht gedacht, noei=sqai ou)/]；然而關於理念[i)de/aj]，它們[/理

念]可被思想[gedacht werden, noei=sqai]，然而無法看見[nicht gesehen, 
o(ra=sqai ou)/]。」（507b8-c1） 

     
     而善的理念，柏拉圖將之明確地指為「可思領域」的主宰者，對應於太陽

是「可見領域」的主宰者，即便我們可以說善的理念透過存有的關係與柏拉圖劃

分在可見領域的個別者關連起來，但這個連結關係，對柏拉圖來說，顯然是「不

直接的」；正如柏拉圖描述那個最終能夠直視太陽的囚犯，認識到太陽是一切可

見者的原因，以「某種方式」亦作為他先前在洞穴中見到的影子和雕像的原因，

這個「某種方式」，帶出了柏拉圖在《理想國》中一個另外的、獨特的設計267，

即那個中介於可見不可思的個別者與不可見可思的理念之間的，而其所知識顯示

為某個介於真正的知識（理性思維）與意見（信念）的中介者268，此即智性知識

的領域。 
 

                                                 
266 White, Nicholas P.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Indianapolis : Hackett Pub. Co., c1979. p.101 
267 Taylor 特別指出《理想國》最重要的兩個重點一個是善的理念一個是科學（數理知識）作用，

而科學的概念即是引領朝往對善的理念注視的道路(p.285)，但他亦對柏拉圖的數學知識大加批評

(p.289-295)。Taylor, A. E. Plato : the man and his work.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268 Adam 認為，《理想國》中真正負擔著由理念而至個別者的中介角色的，是柏拉圖於此首度介

紹的「幾何形狀」；這個解讀，當然跟 Adam 對隸屬於智性知識的數學知識之理解有關（請見本

文註釋 108），關於數學知識作為中介我們將於下一節再作深入的解釋。Adam, J., Vol.2,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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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理想國》中的「非」真理與中介者 

 

   由上一節的討論，我們已經看到《理想國》的知識論以善的理念作為高點，

善的理念即是那個施力給可認識者與被認識者的最終極的原因，而對於這個可認

識者（理念）的認識，即對在真理作為解蔽性的光照之下，使得對存有者的存有

的揭示能夠讓心靈所掌握。於此真理作為解蔽性—如「真理[a-)lh/qeia]」這個字

的本意所揭示的，或由海德格對於「真理」意義的回溯所帶來的—將心靈與可認

識者在認識活動中結合起來，由此真正的「知識」，即是對於存有、「自身」的追

求，亦即那個柏拉圖稱之為理性思維的知識，在他所區分出來的四種知識中擁有

最高的真理價值，亦是那個最接近存有、「最存有的」，或我們可以說對存有的揭

示越多的知識。然而正如我們在一開始就已經隨著海德格的分析而看見的，解蔽

預設著一個對於遮蔽的理解，如果說藉由對善的理念的掌握，將整個可思者的領

域當作一個相互關連、連貫的整體，即是那個「真理」—解蔽—的實踐，那麼什

麼是《理想國》中的「遮蔽」？或者柏拉圖是否曾真正嘗試為我們指出一條由遮

蔽性以至於解蔽性的道路？柏拉圖無疑地曾經指出兩種個別的存有者與理念之

間聯繫的可能，即分有與仿製的概念，從這兩種描述中，我們皆可以明確地看出

個別者與理念是在存有的意義上關連起來；但亦是柏拉圖自己，明確地將可見與

可思的領域劃分開來，並指派不同的官能以及不同的存有狀態隸屬其中，他並且

一再地強調，感官感知的影響是必須排除的，愛好哲學者不能是愛好意見者，甚

者真正的「知識」—理性知識—與「學科」—智性知識—的主要區分之一，即在

前者完全不仰賴任何感官感知，而後者仍須使用「實際存在的事物（個別者）」

來繪製圖例。 
   正如海德格所指出的，由遮蔽性而達至解蔽性，不能夠建立在對於遮蔽的抗

拒或斷然的排拒，而毋寧一個存有者（認識者）在自身的遮蔽中，為遮蔽所圍繞，

而獲得這個對於遮蔽的基礎經驗，由此才能夠在存有者的遮蔽性中去奪走這個遮

蔽性，進而帶領至存有者的解蔽性，這個由遮蔽至解蔽的過程，由洞穴譬喻中的

上昇之旅清楚地展現給我們；那個囚犯受到束縛的狀態，作為心靈「未受教育」

的狀態，無疑地即是「遮蔽」的，但這個柏拉圖所描述的「遮蔽」狀態能夠帶給

我們多少對於那個「不再—遮蔽」的狀態之理解呢？還是在某個意義上，它恰恰

「遮蔽」了那個前往解蔽性的可能？底下我們則嘗試對此作討論。 

 

 

5.3.1.「非」真理：意見領域與被束縛狀態的知識 
 

    由洞穴譬喻所顯示出來的人類心靈本性的狀態，即如處在黑暗的洞穴中的囚

犯、自童年起就束縛住，無法自由走動，甚且連頸項也無法轉動，因此他們只能

看見眼前呈現在穴壁上的影子，而這些影子，柏拉圖指出，是由人造的火光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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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雕像所投射出來的。於此我們可以看見，柏拉圖認為人類處在存有者的遮蔽

中的處境，明顯的是相當不堪的，他嚴厲地批評一個未受教育的心靈將這些由虛

假的火光和人造的雕像投射在穴壁上的影子當作是「真」的、對之進行的瞭解即

是「真理」，他表示，這樣的心靈狀態正如受到影子戲愚弄的觀眾，以為「眼前

所見的」就是真的。於此這個心靈受到遮蔽的狀態，對柏拉圖來說，明確地即是

那個受到肉體的眼睛所蒙蔽的狀況，我們的「所見」是有所有欺瞞的；我們「所

見的」只是存有者作為如此顯現給我們的樣貌，當那個與其存有的關連性沒有被

心靈所認識，則我們「所見的」的存有者則保持為如此，作為一個單純的存有者，

在它的遮蔽性中顯現。這些洞穴內的居民將「眼見的」即當作是「真」的，柏拉

圖並且用單數形式說：「那個真的」，亦即「真理」、「真理作為真理」，那個沒有

「遮蔽」的，雖然他們對於「遮蔽」的瞭解正如他們對「沒有遮蔽」的瞭解，是

一無所知的；於此對他們來說的「真」、「沒有遮蔽」，即為他們以為那些如此地

給予他們的，那些如此地為他們所認識的，就是存有者在其自身。 

 

    因此我們可以看見，被束縛的處境是遮蔽的，不僅顯示在這個作為認識者的

囚犯被存有者所包圍、只能看見那些虛假的影像，更重要的毋寧是他們將這些眼

見所得的、這由存有者在遮蔽性中顯現的，就當作是「真的」、「沒有遮蔽的」，

因此一個對於存有者的存有之解蔽對他們來說是不被需要的，因此這些作為認識

者的存有者，停留在自身的遮蔽性中；只要他們一直處在這個被束縛的狀態中，

他們就不能夠、也不「願意」前往至存有者的存有的解蔽性中。那麼一個最重要

的關鍵問題便出現了：藉由什麼囚犯的束縛能夠被鬆解、以至於他的「不理智」

能夠被治癒呢？柏拉圖顯然從未明確地解釋這一點，他只說這個囚犯是「被迫」

去看向火光、人造的雕像，並接著「被迫」走上一道陡坡達到太陽光底下的世界，

既然是「受迫」，一則是某人強迫他，一則是他自身的本性驅策、迫使他如此。

以理想國的教育來說，前者的情況或許是可以理解的，柏拉圖指出理想國的創建

者（或那些隨後擔任統治並承擔教育責任的哲學家）必須要持續地迫使他接臻至

善，以教育的意義而言，即是透過各種學科的訓練，以幫助他的靈魂「向上看[a)/nw 
ble/pein]」(529b)；後者根據柏拉圖的看法，這些可以脫離意見的領域而認識存

有的人是具有「哲學本性」的人，他們既然具有特殊的愛智的秉性，則愛存有而

不愛那些變動的、美好的聲音與影像本就是他們的天性，自然會致力於追求真理

與存有。 
 

    值得注意的是，柏拉圖首先將洞穴中的狀態描述為「地底下的洞穴」，亦即

裡面是完全沒有太陽的光照的，在此充作光源者是「火光」，火光作為一個人為

的產物與人造的雕像一起，將洞穴描述為一個全然與真正的光源與真正的存有者

完全區隔的處境。而以「人造」的意義來說，柏拉圖顯然暗示了「虛假」，亦即

不是「真」的，不是那個事物在其自身的，因此洞穴中的心靈狀態即處在一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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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善的理念全然無法聯繫的情境中269，這些受束縛的囚犯沒有任何比較、評

判的根據，可以認識到自己蒙蔽的狀態；他們不是不樂意於追求存有者的存有，

毋寧是他們無從理解除了影子之外還有「別的」可認識。由此洞穴譬喻作為一個

朝向解蔽的遮蔽狀態的第一個困難就顯現出來了，亦即這個「解脫束縛」的動作，

無法單靠認識者自身而達成，雖然柏拉圖亦指出在其他國家有某些靠自力而達至

上面的世界的人，但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些人的上達之路作為為某種不可知

的路徑（他們從未曾回到洞穴裡來）、因此是無法被複製的。柏拉圖將「解脫束

縛、看向火光與雕像、離開洞穴到達太陽光底下的世界、看自然物和天體的影子」

描述為一個動作，作為上昇之旅的第一個步驟，並將等同於理想國教育中的辯證

術的準備學科，亦即線段譬喻中的智性知識。 

 

    然而在我們進入對智性知識（在善的理念作為認識活動的施力者、於真理作

為解蔽性的光照下）的討論前，我們必須再進一步地交叉檢視，遮蔽的概念如何

顯現在囚犯的束縛狀態在等同於意見領域的知識，由此我們才能夠明確地掌握智

性知識作為中介者（中介於理性思維與信念知識，或中介於理念與個別者）的意

義。我們已經解釋過，囚犯的被束縛狀態，顯視為他們「只能」認識「眼前所見

的」，而這個「眼見」即為受到肉體的眼睛所蒙蔽的狀態，柏拉圖明確地指出，「多」

即肉體的眼睛所感知者，可見而不可思，而靈魂的眼睛所「感知（理解[Verstehen]）」
270的「理念」，可思而不可見，於此可見與可思則看似是截然二分的271。但如果

我們說可見者是關於意見的，而意見是關於變動的，關於意見與變動我們在先前

已經指出，前者即為一種知識與無知的混雜狀態，後者則為存有與非存有的混雜

狀態，然而這個中間的混雜狀態指向那個純粹的「自身」，亦即作為「多」的可

見的個別者，指向那個作為「一」的可思的理念，如「美物」指向「美自身」；

柏拉圖將這個「指向」的關係描述為個別者「分有」了理念、理念「呈現」在個

別者中，我們亦已經透過對於「分有」概念的討論，指出「分有」的旨意即在指

出存有者的存有藉由理念而獲得揭示。 

於此我們似乎可以說，整個認識的藍圖應該已經可以拼湊起來了，我們由上

昇之旅走到善的理念，而將善的理念作為這個「綜觀」的頂點，並指出這個綜觀

的意義即在於真理作為解蔽性讓存有者的存有得以顯現、存有者在其遮蔽性中指

向那個存有的解蔽，一路由對於理念的認識走到了與個別者相關的意見領域的知

識；然而我們是否已經真正地掌握了柏拉圖對於意見的真正看法？還是我們是一

                                                 
269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36 
270 同上，s.50 
271 關於可見與可思、理念與「多」的無法互通性，有許多學者(White,N.; Gosling, J.; Fine G.)分別

地嘗試解決，但這個問題顯然是相當困難的，在柏拉圖明確地定義「多可見不可思、理念不可見

但可思」並分別以兩種「能力」（意見和知識）去掌握這兩個領域後，幾乎無法從柏拉圖自身的

談論獲得一個可以全面加以解釋而不至於忽略某些困難處的解讀。在此我們也只能將這問題留存

下來，而嘗試指出柏拉圖「自己的」解決之道，並嘗試檢驗他的解決之道（數學知識作為中介者）

有無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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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情願地將這個受束縛的狀態所對應的意見知識當作某種遮蔽的基礎經驗，由此

它必須被放置在這個整體的研究的內容之一，而它亦是能夠為理性「所用」的（如

同辯證術「使用」學科）？以柏拉圖自己的討論脈絡來說，全然地涉及感官感知

的意見在任何意義下，都不能對心靈有益，意見即是靈魂在幽暗、變動的微光之

中「看」才會有的產物，在幽暗（以真理與光相應的意義來說，即是真理的光照

幽微的狀態）中靈魂看得「不清楚」，它掌握到即不是存有與理念，而是不斷變

動的意見的對象，因此意見無法為理性「所用」，毋寧是必須排除的。於此這條

存有者由自身的遮蔽性中往存有的解蔽前進的道路，被柏拉圖明確地切斷了，然

則柏拉圖並非沒有嘗試去指出一條路徑，只是這條路徑並非「直接」的，而是需

要一個中介者位處其中的；這個中介者，即那個先前他用來解決「解脫束縛」的

非自為性的同一個概念，此即是智性知識（或以「教育」的意義而言作為辯證術

的準備學科與辯證術連結成為一個上昇之旅）。 

 

 

5.3.2. 中介者：智性知識和辯證術的預備學科 
 
    在指出囚犯的心靈狀態即如受到肉體的眼睛（「眼前所見的」）所束縛的狀態

後，柏拉圖指出有有一門「轉變」的技藝，可以將心靈自「由肉體的眼睛去看」，

轉變為「由靈魂的眼睛去看」： 
「[...]現在由此更甚者，我說，或許可能有門技藝[die Kunst, te/xnh]，
轉變的技藝[die Kunst der Umlenkung, th=j periagwgh=j]，以這種方式

這個能力[dieses Vermögen/指寄居在靈魂內的能力和器官，tou/tou]
或能最容易地[am leichtesten, r(a=?sta/]且最有效地[am wirksamsten, 
a)nusimw/tata]被翻轉[umgewendet werden, metastrafh/setai]，不

是這門學科，首先地由看[das Sehen, to\ o(ra=n]去想像[einzubilden /構
想、產生，e)mpoih=sai]，而毋寧是似乎已經有[schon habe, e)/xonti]之
[/這種能力]，只是不被正確地設立[nicht recht gestellt sei /不是正確地

被努力、不是轉向正確的方向，ou)k o)rqw=j tetramme/nw?]，非由應為

的方式看[nicht sehe, wohin es solle, ou)de\ ble/ponti oi(= e)/dei]去使其[/

能力]變得容易 [dieses zu erleichtern /去帶來這個能力，tou=to 
diamhxanh/sasqai]。[...]」(518d1-5) 

 
    這門轉變的技藝，柏拉圖指出，事實上「似乎已經有了」，但因為它一直不

是由一個正確的方向去努力、未被正確地設立，非由它應為的方式被看到，因此

「之前」一直未能去實際地帶來這個靈魂的轉變，並由之使得靈魂的認識能力翻

轉至對於存有以及理念的注視。柏拉圖接著明白地指出，這門轉變的技藝所指涉

的即是算術、幾何學、天文學和和聲學，然而這些學科在它們原本的研究方法上，

並未在任何意義指向那個最高的原理原則，甚且它們只停留在相當基礎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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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它們「原本的狀態」，柏拉圖並未明白地指出到底視什麼樣的情況，但他的確

描述了「略懂些幾何和算術」（平方、延長、應用等，以利於戰爭中的陣勢安排）

的狀態(526d)、「抬頭向天空看向星辰」（觀察肉眼可見的天體運動）的狀態

(529b-c)、以及音樂的教學者執著於濃縮音[puknw/mata]等各種音符、作為「那

些對琴弦施予酷刑並將它們釘牢在木樁上的人[tou\j tai=j xordai=j pra/gmata 
pare/xontaj kai\ basani/zontaj]」（對樂器的使用以及音符的設計與安排）

(531a-b)。於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學科「原本的狀態」即是作為一個

實用的技藝，其研究方式緊繫著經驗事物、並且其目的即是在經驗中獲得一個貌

似合理的法則，因此即等同於經驗研究的學科。在這個意義下，這些學科的「原

本狀態」明顯地無法帶來「轉變」，毋寧只能讓靈魂的眼睛繼續淹沒在「野蠻的

污泥」裡；柏拉圖認為我們必須重新去設置這些學科，讓這些學科能夠成為「轉

變的技藝」，並由此使得靈魂的認識能力能夠「恢復」、去看向那個它應該注視的

「存有與真理發光之處」。 
 
    經過柏拉圖從新設置過的這個四種基本的學科，表現為對於一與多的關係

[to\ e(\n and to\ plh=qoj]（算術）(524e-525a)、對於形狀自身的追求（幾何學）、

對於絕對的快與慢的運動以真正的數字和真正的圖形而出[a(\j to\ o)\n ta/xoj kai\ 
h( ou)=sa braduth\j e)n tw=? a)lhqinw=? a)riqmw=? kai\ pa=si toi=j a)lhqe/si sxh/masi 
fora/j]的認識（天文學）(529d)、聲韻的協調[a(rmoni/aj]（和聲學）(531a-c)；
柏拉圖並且明白地指出，經過他重新設置過後的四種學科，是致力於「向上看

[a)/nw ble/pein]」(529b)的，它們之所以是「有用的」，因為它們具有「驅使向理

性思想的本性[tw=n pro\j th\n no/hsin a)go/ntwn fu/sei]，[…]牽引向存有並趨向

本質[e(lktikw=? o)/nti panta/pasi pro\j ou)si/an]。[…]」(522e-523a)據此柏拉圖

似乎指出了，這些學科經由他的「改造」，即成為那個朝向存有、理念自身的研

究，由此這些學科作為「轉變的技藝」，有助於靈魂由黑暗轉向光明，到達存有

的真正的白日之中，並作為到達善的理念之上昇之旅的第一個階段；並且於這個

意義之下，我們似乎可以說這些學科具有某種能夠幫助存有者的存有顯現的作

用，因此它與那個我們在先前描述的善的理念作為施力者、真理作為解蔽性的意

義，若不能夠相互說明、至少是不相違反的。但正如我們在意見領域所遭遇的困

境，柏拉圖一方面指出那個存有者以至於存有的存有關係連結，並將之作為一個

相互連結的整體來描述，一方面又回頭去限制他所謂的「整體」僅在於可思領域、

只能夠被正確地理解為理念間的相互聯繫關係；於此他亦透過對這個「轉變技藝」

作為「中介者」的意義，一方面是「幫助」作為存有者的認識者去往那些作為遮

蔽性環繞著他的存有者之存有作認識，一方面則使得對於個別者的認識（意見）

與對於存有自身的認識（理性思維）是截然分裂無法不經由中介而聯繫起來的。

柏拉圖如此描述這些學科的中介意義： 
「[...]即那些我們依照習慣[der Gewohnheit gemäß, dia\ to\ e)/qoj]確實

多次命之為知識[/科學，Wissenschaften, e)pisth/maj]的，然而它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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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個另外的名字，那種更多是被表明為意見的 [Meinung, h)\ 
do/chj]，然而比起知識[/科學，die Wissenschaft, h)\ e)pisth/mhs]較幽

暗不清的[dunkler, a)mudrote/rou]，我們在先前已經在任何地方即將

之定義為[/命名，wir haben genannt, w(risa/meqa]智性[Verständnis, 
dia/noian]。[...]」(533d3-6) 

 
    柏拉圖指出，這些學科的研究在習慣中常常就被命名為「知識-科學

[e)pisth/maj]」，但事實上與其說它們是「知識」，不如說它們是「意見」，是比

真正的「知識」幽暗不清的，亦即「清晰性」較少的，因此是「較不真」的；於

此我們必然會對於柏拉圖使用「意見」這個字眼感到相當驚訝，畢竟正如我們在

先前已經指出的，這些學科研究是被等同於線段譬喻的智性知識，因此它是「可

思」的，因此絕非是「意見」。然而這個「意見[do/ca]」與「知識[e)pisth/mhj]」
的對應關係，我們顯然不是第一次見到，在由城邦的建制過渡到知識問題的關

口，柏拉圖已經為我們介紹了意見與知識的區分，在那裡柏拉圖將「知識

[e)pisth/mhj]」明確地等同於那個對「自身」、「理念」的追求，因此是相關於「存

有」的，而意見則是關於「變動」的、是處於知識與無知之間的混淆狀態。但值

得注意的是，柏拉圖並未直接地將這些學科「等同於」意見，而是「更應該被說

是意見的」、亦即「較接近意見的」，因此這些學科—之前明確地被描述為「轉變

的技藝」的—即是處在掌握理念的「知識-科學[e)pisth/mhj]」與掌握個別者、變

動的「意見」之間的。我們或可以以另一段說明來進一步解釋柏拉圖為何強調這

些學科是「較接近意見的」： 
「[...]在這些感官感知中[in den Wahrnehmungen, e)n tai=j 
ai)sqh/sesin]，有些不能夠促使理性思想活動[die Vernunft zur 
Betrachtung auffordert, parakalou=nta th\n no/hsin ei)j e)pi/skeyin]，
有如它只要經由感官決定[durch die Wahrnehmung bestimmt, u(po\ th=j 
ai)sqh/sewj krino/mena]就足夠[schon hinreichend,  i(kanw=j]了，然而

另一種全然地指引之去思索[was auf alle Weise jene herbeiruft zur 

Betrachtung, ta\ de\ panta/pasi diakeleuo/mena e)kei/nhn 
e)piske/yasqai]，有如藉由感官無法達至理論上的健全[nichts 
Gesundes ausrichte, ou)de\n u(gie\j poiou/shj]。[...]」(523a7-b3) 

 
    柏拉圖於此將感官感知分為兩類，一種是停留在感官感知的，一種是透過這

個感官感知，思想活動（理性的思想實踐活動、亦即「認識」在高階的意義）感

到一種需要、被鼓勵著去對之進行思索，而這些學科之所以被他特別地提出來作

為那理想國的初級教育，即因為它們所涉及者（如果我們一定這樣說的話，研究

的對象）從感官感知而出，卻讓心靈感受到一個必須對之進一步思索、理解的迫

切性。以算術為例，在其原初的狀態中，顯示為一種「數數(counting)」，亦即去



150 柏拉圖《理想國》中的知識問題 

 150

「計算與清點(calculation)」272，但要計算與清點，便會面對「多」與「一」如何

定義與區分的問題，如「兩」物必然各自為「一」物，如果兩者是沒有分開的，

則只能當作「一」不能當作「二」(524a-c)，而其究竟為「一」還是「二」不能

單純由「看」而得；如「一」捆木棒合起來叫「一」，但其中的木棒明顯是「多」

的，是「一」還是「多」端看我們以何方式去認識它。藉由這個討論，我們可以

看到這些學科一方面是比純然仰賴感知的可見（意見）領域要高的，但它和意見

一樣，都是由感官感知出發，正是因為如此這些學科對柏拉圖來說才會是（相較

於接近理性思維）「較接近意見的」。 
    然而柏拉圖在線段譬喻的討論中，即已明確地透過葛樂康之口，將這些學

科—在那裡被命名為智性推理的—設置為理性思維與意見之間的： 
「[...]去命名之—你顯示給我的測量技藝的技巧[/幾何學]和那些相

似者—為思想[/智性，Verstand, dia/noian]，而不是理性[a)ll' ou) 
nou=n]，是某個身處介於單純的設想[der bloßen Vorstellung, ti do/chj]
和理性知識之間的。[...]」(511d3-5) 

 
    於此智性知識（或這些學科、辯證術的準備學科）即是中介者，它介於最高

的理性知識與意見知識之間，柏拉圖甚且說它不是「理性」，而是某個其他的，

介於設想（意見的實踐活動）和理性的思想活動間的，於此他命名之為「智性 
[dia/noian]」；然而柏拉圖不是也正藉著葛樂康之口說智性知識是「看似沒有理

性」（亦即它「可能」也具有理性，只是不「顯示」為如此），而且它也是「可思

的[nohto/j]」，以「可思」這個字眼來說，顯然是與「理性[nou=j]」相關連的，

因此智性知識則和理性思維的差異似乎並不是那麼地大（雖然我們才剛看到他指

出思想知識是「較接近意見的」），柏拉圖對它們的劃分主要在於其知識方法的不

同。既然我們已經瞭解了智性知識在什麼意義上與意見相似又高於意見，現在我

們必須要進一步探討的，毋寧是智性知識在什麼意義上能夠作為「可思的」，而

與理性思維關連起來，但又較之「不清晰」。 
    對於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線索，顯然已經出現在智性知識一則由感官感知而出

（或它仍須使用感官感知），但卻思索著那些光靠著感官無法達到健全的認識

的，於此我們或可以用柏拉圖在線段譬喻中所使用的幾何學的知識來作說明。柏

拉圖在那裡說，幾何學家仰賴「肉體的眼睛」去看那些實際存在的事物，並以之

來繪製圖例，亦即如他見到圓桌、圓餅及諸多的圓物，便由此畫出一個（可見的）

「圓形」，隨即對著這個「圓形」273推敲起來，但他們真正嘗試要去企及的，毋

寧是「圓自身」、「圓的理念」。但對於這個他們試圖去瞭解的理念自身，事實上

他們是無能力去認識的，因為他們的知識方法限制在假設（設定「圓形」）的領

域，無法向上超克到無假設的原理原則，因此它們保持為那個低於理念思維的；

                                                 
272 White, Nicholas P.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Indianapolis : Hackett Pub. Co., c1979. p.94 
273 關於「圓物」、「圓形」與「圓自身」之間關係的問題，我們在線段譬喻的章節已經詳細地解

釋過了，在此不再重述。請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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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它們仰賴那個由「眼見」所畫出的圖形，因此是涉及感知的，而涉及感知，

對柏拉圖來說，無疑地即代表了缺陷。 
    讓我們再一次仔細地探究這個由「圓物」、「圓形」以至於「圓自身」的關係，

或者我們亦可以考量那個由「眼睛所見」的「一」與「多」、數字與「一」的理

念之間的關係，智性知識的中介，或者說如果這個知識亦有一個相應的「能力」—
智性—中介於理性與意見的能力之間的， 即是透過這個中介者—智性—去將個

別者所具有的性質加以抽象化(abstract)274，即如由眾多「圓物」而獲得抽象的「圓

形」，由可見的、作為多的個別者中，去成立抽象的數字；智性知識—或柏拉圖

大多數地以數學、幾何知識來說明的—的抽象作用表現在它一方面由感官感知而

出，而致力於排除所有感官感知的內容，亦即將由感官感知所得者「去具體化」，

所有與實體有關的部分都必須加以排除275。這個傾向不僅展現在數理知識，更呈

現在天文學與和聲學中，柏拉圖明確地指出，「抬頭向天空看」、觀察實際的天體

的運行，是白費功夫的，只有天體運行的活動自身「絕對的快與慢的運動」顯現

為「真正的數字和真正的圖形」才是他所屬意的天文學所應該研究的對象，由此

這個對於宇宙的認識即變成一個數學化的圖表，其中沒有可見的運動亦沒有可見

的天體276。 
 

在描述智性知識的中介作用時，柏拉圖嘗試仿造他在討論意見與知識時所描

述的，意見作為知識與無知之間的中介者，是兩者的混淆狀態，因此我們可以看

到思想知識一方面被他描述為「較接近意見的」、亦即涉及感知的，一方面又被

描述為「可思的」，是較信念清晰、但較理性知識幽暗的。柏拉圖設計出這個中

介者，旨在藉由它們幫助靈魂「向上看」、去往存有與理念思索，他並且強調在

分別地研究過這些學科後，還要將它們融會貫通為一個整體的研究—一個「綜

觀」，由此與存有、善的理念連結起來。然而這個中介者能夠發揮作用，只有在

它們確實地能夠「幫助」我們認識存有，透過柏拉圖對於數理知識的分析，我們

                                                 

274 智性知識的作用在於「抽象」，可以見諸於 Jowett 對以下這段文字的翻譯：「w(j sfo/dra a)/nw 
poi a)/gei th\n yuxh\n kai\ peri\ au)tw=n tw=n a)riqmw=n a)nagka/zei diale/gesqai[that arithemetic 
has very great and elevating effect, compelling the soul to reason about the abstract number]」(525d)，
Jowett 所翻作的「抽象的數字」在原文中應該作為「數字自身」，他作這樣的翻譯，明顯是他個

人的理解(Jowett, p.237-238)；Shoery 在他為《理想國》做的譯註中，亦明確地指出柏拉圖式的教

育崇尚數學主要是當作一個抽象的學問(Shorey, p.169-170)。Wilson 亦指出柏拉圖的確認為要讓

學生往更高的知識探求，必須先教導他們「抽象思考[think abstractly]」，及藉由數理知識的教學。

(Wilson, p.126) 
275 Bloom, A.在另一個角度上去說明數理知識在《理想國》知識論中的意義，他認為數理知識是

對於追求真正的理念知識的「誘惑」，以洞穴譬喻的上登路程來說，即為一種「太輕易的解放」，

這些人沒有真正學習到洞穴中所顯現出來人與其靈魂的重要象徵，而僅上登到線段譬喻的第三階

段—由數學家作代表，他們自整體的世界逃開，被他們能夠去安排和解釋世界的論理能力所誘

惑，而忘記了「理念」。這個談論是相當有趣的，只是於此他似乎忽略了柏拉圖顯然認為數理知

識雖然不若理性思維來得崇高，但是「有用」的，並且對於整個上昇之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8. ”The Interpretive Essay”, p.405-406  
276 Adam, J. , Vol.2, p.16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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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見他明確地將「圓形」與「圓自身（圓的理念）」區分開來，而「圓形」

並非由「圓自身」而來，而是由「圓物」所得，因此「圓形」不是透過存有的連

結關係內在地擁有了那個「圓自身」，而毋寧只是對於「圓物」的抽象化；但柏

拉圖顯然認為這個「圓形」是比「圓物」更貼近存有的，而且「圓形」亦能夠以

某種方式與「圓自身」連結在一起，也因此這些學科被柏拉圖認為是能夠幫助「上

達」的。於此這應該是很清楚的了，智性知識被設計為理性知識與意見之間的中

介者，主要在於它有助於對於感知（可見者）的排除，由並正是在對於感官感知

的排除中，它「顯示為」較接近「存有」、「較具存有性」，因此「較真的」277。 
 
我們先前已經指出，《理想國》中理念與個別者的關係，可以用兩種「看」278

的方法連結起來，即「以肉體的眼睛看（看見個別的存有者作為如此顯現給我們）」

及「以靈魂的眼睛看（理解、掌握存有者的存有）」的轉化；然則柏拉圖實則又

介紹了兩種由「看」而有的、而將它們分別排列在可見與可思與的較低層次之領

域，可見的較低層次所涉及者即為實存事物的影像，可思的較低層次則相關於那

些由感知所獲得的幾何圖形279。前者我們已經解釋過，是為了對應可思領域的兩

個層次而有的；而後者顯然是柏拉圖自整個知識問題提出以降（從線段譬喻開始）

就已經設計好來銜接他認為是無法直接聯繫起來的「肉體的看」與「心靈的看」，

亦即是一個可感知、且由感知所獲得的抽象圖形，而這個圖形既然作為數理學家

設定的「假設」，它即是那個未經檢驗的、被如此地就當作是自明的「開始點」，

數理學家由此而直接達到論證的終點280。如此這樣的抽象圖形，對柏拉圖來說亦

是必須藉由辯證術加以被排除281，直到能夠達至那個對其「自身」無可推翻的定

義—如果我們承認有數理的理念—即達致對「圓」自身或「一」自身「是什麼」

的瞭解。於此這個亦由「看」（某種介於「肉體的看」與「心靈的看」的「看」）

所獲得的抽象圖形，即承擔了連接可見與可思世界的任務，它的作用即在於「轉

變」，亦即由被束縛而看向影像的狀態、「轉身」去看「別的」，它並不是自身即

是那個靈魂「應當」注視的，但柏拉圖根據他的偏好282而選擇的這個「轉變的技

藝」283，並將之提高至存有的層次（如「可思」的領域及相關於「存有」）；正如

                                                 
277 De Vogel, p.168。 
278 White, Nicholas P.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p.91 
279 Wilson 認為此可由洞穴譬喻中囚犯剛離開洞穴所看的「自然物的影子」加以對應(Wilson, J.R.S., 
p.132)。但明顯地是線段譬喻中這些「圖形」藉由前一個階段所涉及者（實際存在的事物）而畫

出，但洞穴譬喻中，自然物的影子則是來自於「自然物」—亦即被我們等同於理念的。 
280 Adam：「[…]這些學科的方法[the method]，根據柏拉圖，的確是相同的，在其中 u(po/qsij [假
設]被視作理所當然，並藉由純粹的演繹論理而得出結論[inference drawn from them by purely 
deductive reasoning]，使用感官的相似性或圖例的幫助[aided by the use of sensible likeness or 
illustrations]。[…])Adam, J., Vol.2, p.68, 510C 15n. 
281 這一點由 White, N.加以強調，他表示柏拉圖事實上已經藉由「新的科學」辯證術取代「舊的

科學」—幾何學，在前往善的理念的上昇之旅中，幾何學的假設（可見的對角線與圖形）被一一

地移除，因為對柏拉圖來說這些「可見」的圖形並不真正存在，它們是數學家的未經證實的公設

[axioms]；White, Nicholas P.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p.96-99 
282 Adam, J., Vol.2, p.164 
283 然而若我們在此不使用數理知識，而藉由其他的中介者、某些可以幫助我們看向存有的學科，



柏拉圖《理想國》中的知識問題 153 

 153

我們已經指出的，它即是一種自感官抽象化的作用，其由具體存在者所抽象出來

的圖形亦不直接地指向存有，事實上我們沒有任何證據相信它比存有者「更存

有」；於此我們亦不能理解，這些辯證術的準備學科如何地去「融貫為」一個彼

此相關連並指向其存有的「整體」的研究，並由此能夠為辯證術「所用」。 
然則柏拉圖的《理想國》是否真的呈現為「兩個世界」284，其中個別者與理

念除了藉由那個「無法被說明」的抽象數理圖形無法溝通？柏拉圖無疑地指出了

一條向存有攀升的上昇之旅，並展現人類的認識之所以能夠為「真」，即在於其

對於存有的揭示；處在可見領域的「意見」，之所以被不稱為「知識」，是因為它

們處在一種與存有的聯繫被阻絕的狀態，正如洞穴中受束縛的囚犯，以為自己所

見「就是真的」，而停留在「感知」的層次，並以為「感知」就足以達成健全的

理論。然則我們所面對的「世界」，並非如柏拉圖所描述的那個與存有的關連性

全然被拔除的被束縛狀態，以至於在其中除非藉由某種外力去「強迫」我們的心

靈，才得以從束縛中解脫，毋寧是「存有者」一直作為遮蔽狀態處在與存有的關

連性中，我們只要認識到「感知」的不足，便得以繼續往存有思索；於此智性知

識（或其他數理知識以外的中介知識），真正的意義應該在於它讓我們意識到感

知的有限性，而非除非倚靠數理知識的抽象作用靈魂「無法」向上攀升285。 
 
於此我們可以總結說，《理想國》中的知識論一方面可以由存有論的觀點（即

善的理念作為至高點，將存有與真理提供給可認識者，而可認識者作為理念，是

由「看」的活動中的肉體與靈魂的看兩個層次之聯繫，揭示存有者的存有）連結

起來；一方面則由「教育設計」的觀點以「意見與知識作為兩種能力（因此它們

不僅所涉及者為兩者、其結果亦為兩者）」的預設為基底，使得可見者與可思者

之間「必須」仰賴智性知識的圖形（一個既由感知所得，又排除感知的）作為中

介，藉之導引至對於存有的注視，並展現為一種「真理與存有」與「對感知的排

除之程度」相關的論述。經由後者，《理想國》所展現出來的存有者與存有在真

理作為解蔽性的意義下相互關連，在一定程度上被解消了，如此存有者不再作為

遮蔽指引我們前往存有的未遮蔽狀態，毋寧是存有者作為感官所感知者，「無法」

給予我們任何認識的可能性。柏拉圖《理想國》的理論困難即在於此，他一則認

                                                                                                                                            
亦即改變柏拉圖的辯證術預備學科的內容，是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這或許是可能的，諸如如果

讓海德格來選擇的話，他或許會偏好詩歌。然而於此我們可能會遭遇的問題是柏拉圖對這個階段

的知識之定義，亦即此必須與智性知識的定義對應起來，即需為一種具有論理的形式之學科，「由

假設出發、而直接到達終點。 
284 根據 De Vogel 的解釋，「兩個世界[two-worlds theory]」作為柏拉圖哲學的核心可由《理想國》

的中間章節（即本文所主要探討的第五至七卷）加以闡釋（其他相關對話錄即為 Symposium 和

Pheadrus），意謂著兩種存有，柏拉圖的存有論、形上學、人類學與知識論都與此緊密相關。其

中關於知識的談論即為若靈魂在智識活動中使用到肉體即會產生錯誤[error]，若之僅思考事物自

身則其達至「純粹與永恆的存有」，因此能夠「自錯誤中自由[freed from error]」。De Vogel, p162-163 
285 但 Adam 即以為，至少在柏拉圖的設計中，沒有經過「數理知識」的中介即無法向上通達至

善的理念，Adam 甚至以為柏拉圖藉由數理知識—尤其是「數理對象[ta\ maqhmatika/]」作為感

官事物與理念之間的中介，「ta\ maqhmatika [數理對象]即是理念在世界作用的工具[the 
instruments by means of which that Idea works in Nature]」。Adam, J., Vol.2,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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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到「整體」研究的重要性（由存有論的觀點將那個最存有者—善的理念—放置

在知識論的高點，從而將所有作為可見者的存有的「可思者」結合在一個存有論

的相互連結之中）與彌合個別者與理念的需要，而透過各種方式（如分有與模仿）

解決這個問題；但出於他對多、變動、感知等等因素的強烈不信任與憎惡286，不

得不一再地切斷存有者至存有的通路。由此《理想國》顯現為海德格所描述的：

「逃避解釋解蔽[die Einleitung des Ausweichtens vor der a)-lh/qeia ]」287，亦即柏

拉圖並未將存有者的遮蔽當作一個需要去研究探討的對象，反而是一個必須去對

抗的「真理」的反面—「非」真理，由於《理想國》知識論對於「遮蔽」概念的

弱化288（將之等同於「感知」，因此是必須盡力排除而非嘗試指出它與存有的關

連），導致《理想國》作為「對真理的召喚」是一個未竟的旅程，並且為進一步

的轉化（將真理問題轉化至符應性289）作了準備。 
然而我們亦可以看到，柏拉圖在《理想國》中雖然沒有提出對「解蔽」所預

設的對「遮蔽」的瞭解，但他的確透過分有或模仿的概念，指出「個別者-存有

者」與「理念-存有」之間的關係，由此給予了我們一個以存有論來解釋《理想

國》知識論的可能，甚至即便我們全然地避談海德格式的真理作為解蔽性的意

義，仍然可以看到一個與存有與真理之間的相互關連性，越存有，則越真；雖然

柏拉圖所提出的這個知識在存有與真理的階序中，以數理知識來當作理性知識與

信念（或將整個可見的領域連結在一起，而命名之為「意見」領域）之間的中介

者的設計，並不全然地為我們接受是有效而正確的，但無疑地柏拉圖為我們指出

了一條向上的道路，指出知識研究的目的即是在「看向存有」，「認識存有」，

致力於認識那個一直如此、不變動的「自身」的。 
     

 
 
 
 
 
 
 
 
 

                                                 
286 Adam, J., Vol.2, p.166 
287 這個評語出於相當不同的脈絡，之所以會被當作是海德格對柏拉圖的評語，是筆者個人的理

解，海德格指出柏拉圖沒有明確地解釋光與「看[i/de/a]」（對理念的看、理解）如和聯繫到對於

存有的理解，「可能是旨在逃避解釋解蔽」。Heidegger, s.58 
288 海德格採用了另一種方法來描述「遮蔽」的弱化，亦即在於「解-蔽[a)-lh/qeia]」中的「遮蔽

[lh/qh]」這個字眼隨後被當作被等同於「不在[Abwesenheit]」、「已經不見了[das Weg-sein]」、「存

有的不見性[die Weg-heit des Seiendem]」，由此「遮蔽[lh/qh]」不再帶來任何理解的可能性，因此

被 yeu=doj[虛假]取而代之。Heidegger, s.138-144 
289 請見本文第 18 頁註釋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