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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知識問題的價值、意義與探討的可能性 

     
在現代研究任何問題時，當我們希望回返到更古老的年代，總難免會遭遇到

一些質問，首先，這些古老年代的思維可以解決現在的問題嗎？再者，難道不應

該是現代的、經過長久演變和「進化」的思想，更可以回應在現今已經變得如此

複雜並與先前的理解「全然」不同的課題嗎？難道不是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就是

為了回應當時的問題，也因此對於問題歷史的回返，不僅是一種逃避現實，並且

根本上就是毫無意義的嗎？ 
    面對歷史的態度，原本就是哲學問題當中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如果我們假

設把歷史的發展當作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就難免認為，研究過往的思想是不能夠

直接幫助我們解決現代的問題的，因為過往只能被當作一個已經被證明為應該被

取代的東西，而現代我們所傳承到的、並加以發揮的，就已經是「最好」的、「最

值得」保留的部分了。然而事實真的是如此嗎？關於哲學這樣的一門人類學科，

我們真的可以認為，其處理或面對的問題，在現代與過去已經有了許多的轉變，

以致於過往的對於問題的探討，都已經不能為我們所用？甚者，現在是否就比過

去更能夠回應關於這些問題的追問與解答呢？ 
 
    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關於許多哲學的基本問題，真正的答案至今仍是晦

暗不明的，因此對於這些問題的追問也仍須繼續提出；然而，在我們提出這些追

問的時候，我們總會發現，一個徹底的對於問題發展的瞭解是必須的。因此當我

們在此要去追問哲學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即所謂的我們所追求的智慧—也

就是知識—到底「是什麼」(was ist )？我們必須首先討論的便是：知識本身是什

麼？什麼使得知識成為知識？知識作為一個認識活動的結果，必然預設著某些可

認識的、與那個去認識的，那麼這些「可認識的」與「去認識的」又「是什麼」？

甚者我們亦必須追問，我們為何要「認識」，或為何我們從內在地渴求「知識」，

透過知識我們所希望達至的「是什麼」？關於這個問題，儘管我們沒有任何哲學

的基礎、或根本地不願藉由哲學語言（對某些人來說哲學語言明顯地即等於「空

洞」、「抽象」的語言）來對之思索，我們還是可以說，我們期待透過對於知識的

探究能夠帶來某些「真」的、某些一直如此或至少經常如此的，並在這個意義下，

知識對我們而言，才是「有用的」。因此所有被認為值得去認識的事物，即為某

個「真」的，或說「某個被視為真的」，由此我們對於知識「是什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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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避免地也必須探討「什麼是真」，亦即那個使得真為真的「真理（die Wahrheit 
真性）」到底「是什麼」？ 

這些「是什麼」的追問如此地呈顯給我們，要求著我們經由這些追問去回答

我們最初始的問題，但我們「真的」已經準備好了答案了嗎？我們能不能不經由

任何學派的教義，而不帶情感地繼承沿傳至今的人類歷史所給予我們的遺產，從

而直接面對這些問題，並清楚地回答這些被我們視作是自明的哲學術語的自身

「是什麼」？對於這些關於「是什麼」、本質的追問的「無法回答」，由根底地質

疑著被我們視作自明的哲學基本概念：什麼是「智慧」（從而哲學是愛智的）、什

麼「知識」（知識即是哲學所愛的智慧）、什麼是「真理」（知識即是研究那些被

視為真的）；然而不正是這個「無法回答」為我們開啟了一條回返的道路、逼迫

著我們重頭去檢視它們是如何地被提出來置放在人類的歷史中？由此我們以必

須一個發問者、一個處在時間與空間的維度中的人類去探詢—因為這些概念正是

以相同的方式沿傳給我們—，我們必須直接去面對這些已經為我們所繼承、或在

某個程度上已經在我們的繼承中逸失的，關於知識問題的所有研究的可能性。 
 
    我們已經指出了，哲學作為愛智，自古以來被當作一門「最高的知識」而置

放在所有學科的高點，而這個「最高的知識」所研究者為何、如何研究、其目的

為何，構成了哲學研究的核心，然而「知識」之為知識以及在何觀點上它被視為

是「最高的」，要求著對另一個概念「真理」的瞭解；既然我們無法在「現代」

回答這些概念「是什麼」，那是否我們應該回到它們的開始點去認識它們最原初

的樣貌，從而理解它們是如何地傳交到我們的手上？那我們又要怎麼回返，並

且，回返至哪裡呢？在《論真理的本質》(Vom Wesen der Wahrheit)一書中，海德

格指引了我們一條回返的道路，在那裡，他要求我們重新討論在今日已經視作是

「自明的」關於真理的看法（亦即那個決定什麼是知識的），如此，我們對於知

識問題的探詢，或可跟隨著海德格的步伐，進行「一個無害的在先前的直觀和教

義的花園裡的漫步[diese ungefährlichen Spaziergänge in den alten Gärten früherer 
Anschauungen und Lehren]」2。以下，我們便嘗試著以海德格鋪陳這個回返道路

的談論，來進入我們對於知識問題源頭的探討。 
 

 

第二節 知識問題歷史回返的必要性—對於知識問題預設的真理觀之

探討 

 
在海德格的《論真理的本質》一書中3，一開始海德格便要求我們先對我們

                                                 
2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7 
3 同上，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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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的內容做進一步的釐清，也就是，當我們追問真理的本質，什麼是我們所謂

的「真理」，什麼又是我們所說的「本質」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自明的，

所謂「本質」就是那個使事物成它自身的，它可以表現在我們對事物自身的追問

中以這樣的句子來表示：「Was ist das?」也就是「das Was-sein」；在另外一方面我

們又說，本質是相對於那些個別者來說普遍的，比如說個別的桌子、個別的真理，

有一個普遍的桌子的概念、真理的概念，是個別者之所以被我們認識的理由，我

們把個別的桌子認識為桌子，是因為它具有普遍的桌子的概念，這個普遍的桌子

的概念已經先前地被給予給我們。然而，這個本質作為普遍性[das Allgemeine]、
作為「是-什麼」的意義，是真的如此自明嗎？當我們追問真理的本質時，根據

這個對於本質的自明，我們似乎也可以獲得若干自明的真理本質的意義，除此之

外，我們也擁有一些對於「真理」的看似自明的認識，然而這些瞭解，真的是自

明的嗎？ 

    海德格顯然認為，這些「看似自明」的概念，都需要進一步的釐清，然而釐

清的目的，並不一定是說這些概念本身是錯誤的，而是要找出為何這些概念會「如

此毫無置疑地在這樣的自明性中完全自然地驅動和適合我們呢[daß wir uns ohne 
weiteres in solch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ganz natürlich bewegen und 
wohlfühlen]？」4；當然這也不是一個為了證實這些觀念的確是自明的而做的探

究，毋寧是對問題自身的重新檢視，指出在問題歷史的發展、概念的傳承當中，

我們對於問題的理解，有了什麼的轉化，使得某些概念對我們來說變得是「自明

的」；並且這些轉變意義是什麼，它對問題本身的影響為何？那麼一個原初的對

問題追問的可能，可以帶出什麼不同的對問題的瞭解？ 
 
    接著，海德格就針對真理本質在今日被我們認為是「自明」的意義來做討論，

亦即透過這個似乎已經不必再多做討論的「自明性」[di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的分析，可以讓我們看到真理的本質問題事實上仍然是晦暗不明的，也因此它自

身便要求著一個重新的釐清和說明，而這個釐清與說明，按照海德格的看法，必

須回到問題的原初處境，亦即西方哲學的起源—希臘人的語言與原初經驗中。 
 
 
1.2.1. 何謂「真理」？—真理本質的雙重意涵：符應性(die Übereinstimmung)與
解蔽(a-)lh/qeia, die Un-verborgenheit) 
 
    海德格指出在今日被我們視為自明的真理概念，事實上即存在於一個「言說」

[die Aussagen]。我們或許不能夠一下子說明「真理的本質」，但是或許我們都知

道單一的真理；例如：2+1=3，地球繞著太陽轉….。這是「單一的真理」；我們

命名它們為如此，是因為它們包含著「真」。此即，我們以言語表述某事，則那

個我們現在說出來的[aussprachen]、被說出的[der Gesagten]的每一個單一的言

                                                 
4 同上，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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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則應該都是真的，某個真的，「一個真理」，如：A。然而當我們說，A（是

真的），那麼是什麼使得 A 為真，什麼使得每一個這樣的言說成為一個真的？我

們必然會回答，因為 A 對應到實際發生的情況時，與實際的情況是相符合的。

也就是說，什麼情況下我們可以說某言說為真呢？即：「[…]言說在這樣的情況

下，這個言說所說的[was sie sagt]，符應於事物和事態[übereinstimmt mit den 
Sachen und den Sachverhalten/ the facts and states of affairs]」5如此，言說的存有為

真(wahrsein der Aussage)，即意味著這樣的符應的關係，則「真理」[die Wahrheit]
即為符應性[/一致性 Übereinstimmung]。這樣的符應性也意味著，言說自身指向

於那個它所說的，因此真理也是一種正確性[/指向性 Richtigkeit]；在言說與事物

與事態的關係中，當關於某事物與事態的言說沒有失誤地指向了它所說的事物與

事態，如「蘇格拉底是人」，指向了一個作為人的蘇格拉底，則我們說這個言說

是正確的[richtig]。因此我們說「真理是事物與言說的出於正確性的基礎符應性

[die auf Richtigkeit gründende Ü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 mit der Sache]」。6由此

我們認識真理的本質—它就是：符應性，正確性，在把自身指向於的意義[im Sinne 
des Sich-richtens nach…]。 
 
    然而只要我們對這樣的說法更進一步地深入瞭解，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概念

的自明性並不若它們所顯現那樣明晰，首先，符應性本身缺乏任何清晰的定義，

而符應關係本身亦不是「真」。如我們不能不透過認識，瞭解到某事物的狀態為

何，然而當我們說我們認識到某事物，則這個對某事物的瞭解本身就是真的，因

為在（認識/）知識自身的定義中，被認識到的就是真的，所謂錯誤的知識則根

本就不是知識。那麼在這裡，關於某物的言說，其為真是因為它和那個在認識中

被認識到的相符應嗎？則如此，言說與事物事態之間的符應性還得仰賴認識與被

認識的事物與事態中是否具有符應性的關係，沒有自明的符應性的關係，所有的

符應性都必須建立在另一個符應性之上。 
    此外，當我們在言說中說某物為「真」，這個「真」的意義，與在事物之上

的「真」有何異同？7例如，當我們說「真的金子」，是就事物自身的本質意義（即

「是什麼」，亦即就其存有的意義）來說，它並不要求一個與它物的對應關係，

毋寧是單單作為自己；但如果我們回到那個將真理的本質視同為符應性的看法，

則這個描述某物為「真」的言說，之所以為「真」是指言說與實際情況有一個對

應關係，但其之所以能夠為「真」，無疑地則需仰賴那個事物自身之「真」，即「真

的金子」之言說要為真，必須要仰賴於這個言說所指的金子「真的」為「真」。

但若我們將「真」的概念僅看做是言說與實際狀況的符應，則「真」就僅成為了

一種關係，而無法去包含或解釋那個使這個言說為「真」的金子之「真」。 
    透過這一連串說明，海德格已經充分讓我們看到，所謂現在的自明的真理概

                                                 
5 同上，s.2 
6 同上，s.2 
7 同上，s.3 



14 柏拉圖《理想國》中的知識問題 

 14

念，其實是相當模糊不清的。海德格又緊接著指出事實上還有一個對於真理的瞭

解，包含了與現在的真理概念相當不一樣的元素，這就是希臘文中的「真理」的

意義—a-)lh/qeia (die Un-verborgenheit)。 
    海德格指出，在希臘文意義中的「真理」，事實上有著與德文翻譯這個字時

（中英文亦然）使用的「Wahrheit」（亦及拉丁文的 Vertias）有著相當不同的意

義8，我們可以說所謂的「Wahrheit」，即為 Wahr（真）的性質，真性，則似乎，

Wahrheit 本身即意味著真理的本質；在這個字裡頭，所顯現的是一種「命名」，

我們用一個「字」去命名一個意義，然而對意義自身的昭示卻是付之闕如的。這

個「真理」的意義，即我們用 Wahrheit 去命名的，是希臘文中的 a-)lh/qeia，在

希臘文中，它意味著「解除-遮蔽」，亦即德文的 die Un-verborgenheit，某個是「真」

[a)lhqe/j]的事物，即是未遮蔽的[das Unverborgenes]。海德格也指出，希臘文其

實用另外一個概念來說明我們現在所謂的真理作為符應性與正確性：o(moi/wsij 
(o(moi/wma) tw=n paqhma/twn th=j yuxh=j kai\ tw=n pragma/twn[行為與靈魂附

隨者的相類似、等同]，亦即事物與等同的符應性[Angleichung,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Dingen]。因此希臘文的 a-)lh/qeia，代表著與符應性與正確性完全不同

的意義，和言說與事物之間的連結全然沒有關係，因此真理作為解除遮蔽與真理

作為符應性完全是不同的事物，從不同的基礎經驗誕生且完全不能被等同起來9。 

 

    那麼什麼是希臘人稱為「真[a)lhqe/j]」的事物呢？海德格認為，不是言說不

是句子也不是知識，而是存有者自身，自然的全體，即人類的世界和上帝的創造

物。海德格引用亞理斯多德的話來說明，一個哲學的工作即是朝向真理(periÜ th=j 
a)lhqei/aj)，不是由正確和有效的命題去建立，而毋寧是在存有者作為存有者的

解蔽中去尋找存有者[die Philosopie sucht das Seidende in seiner Unverborgenheit 
als Seiendes]。10我們可以看到，這裡回應到海德格先前對於所謂自明的真理概

念—即真理作為一致性與正確性—的批評，他指出當我們把對於「真」的意義侷

限在言說，則排除了當我們說「某物」為「真」的可能性，如「真的金」，此金

之為真，就是在其作為存有者，以其本質而被表述為真，然而其「真」並不因為

我們不表述而不如此。 
    在概括地說明海德格對真理本質兩種意義的說明後，接下來我們要進行的，

就是海德格在解釋這兩個意義時，所使用的一個特殊的概念，即：缺無

[privativum]11。 

                                                 
8 同上，s.10 
9 同上，s.11 
10 同上，s.13。然則必須註明的是，海德格對亞理斯多德哲學對於真理問題的探討，毋寧是不甚

贊同的，海德格認為亞理斯多德是第一個明確地將真理的意義等同於邏輯的命題決定性的哲學

家，從而根本地將古希臘真理意義與存有的關係導引到錯誤的方向(s.137)。 
11 “privation”「缺無」(ste/rhsij)這個字眼的意義，我們可以回溯到亞理斯多德在《形上學》第

五卷中的定義：（Meta ,Bk.Ⅴ, CH.22, 1022b22）：「[…](1)如果某個東西沒有了一個事物本性上可

能會擁有的性質，即使它自身本性上沒有了這個性質，像是一個植物被稱為被剝除了眼睛。(2)

要不然是一個東西它自身，要不然是它的種上本性具有的一個性質，而它沒有了這個性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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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解蔽與遮蔽(Un-verborgene V.S. Verborgene)，真理與非真理(Wahrheit 
und Un-Wahrheit) 
 

    海德格指出，所謂的解蔽，即是不再遮蔽[nicht mehr Verborgene]，也是沒有

遮蔽[das was ohne Verborgenheit ist]，是對於遮蔽的剝奪[mithin das der 
Verborgenheit Entrissene]；因此對希臘人來說，「真」即是某物不再保有某個其他

的，亦即不再保有遮蔽[was ein Anderes, nämlich Verborgenheit, nicht mehr an sich 
hat]，自遮蔽中解開來[davon befreit ist]。在此，海德格用「缺無」（或剝奪）的

概念來描述解蔽與遮蔽之間的關係；所謂的缺無[ste/rhsij]，以亞理斯多德在《形

上學》第五卷中的定義，我們可以瞭解所謂解蔽[a)-lh/qeia]即在其自身缺少了遮

蔽，然而有趣的是，亞氏說明這種缺無的狀態出現在「如果某個東西沒有了一個

事物本性上可能會擁有的性質」，就此我們可以說，遮蔽本性的缺無，才造就了

（或說明了）解蔽的概念，因此缺無的觀念在這兩者間預設著一個本性的關連

性，解蔽與遮蔽即為一個相互關連(co-relative)的關係。海德格又指出，

「[…]a-)lh/qeia，即解蔽，在其中存有者的遮蔽經由哲學應該自身變成 

(a-)lh/qeia) [真理]，不是任何一個事物，且尤其不是一個命題或句子的屬性，

亦不是所謂的價值[value]，而只是事實[jene Wirklichkeit]、事件[jenes 
Geschehen]，在其中只有那個路徑(h)( o)do/j) […]。」12也就是說，經由存有者的

遮蔽作為一條路徑，通向解蔽的這個活動即是哲學自身，在存有者的遮蔽中顯示

的是一條路徑；遮蔽作為通往獲得真理的徑路，它是不可或缺且與真理（解蔽）

的概念相輔相成的。 
 
    在「真理[Wahrheit]」與「非真理[Un-wahrheit]」的關連裡，我們也可以看到

一個否定的字頭「un」所表示的定義，在此非真理代表著對真理的否定13。然而

                                                                                                                                            
它可能會本性上擁有這個性質，和當它應該本性上擁有這個性質的時候，它卻沒有了這個性質

[…](4)外力帶走任何事物可以被稱為缺無。我們有多少個『不(a-)』或是『無』的字頭，就該

有多少種缺無。[…]」1022b35 接著說：「[…]一個事物被稱為『不』等同的，因為它缺少了它本

性上應該擁有的等同性，和『不』可見的可能是因為它根本沒有顏色或是因為它有貧乏的色彩，

[…]缺無可能被使用的情況是因為一個東西少量地擁有這個性質[has little of the attribute, 這裡意

味著不完美地擁有這個性質]；或是因為一個東西不容易或是不很完善地擁有這個性質[…]。這是

為何不是每一個人是『好的』或是『壞的』，『正義的』或是『不正義的』，而是同時存在著中間

的狀態。[…]」（Aristotle. BookΔ, chap.ⅩⅩⅡ, privation. Metaphysics. Trans. by Hugh 
Tredennick .p273-274.） 
12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14 
13 海德格認為 das Un-verborgene 與 die Wahrheit 不能夠等同起來，自然 das Verborgene 與 die 
Un-wahrheit 亦是截然不同的東西，Vom Wesen der Wahrheit 的後半部是以柏拉圖的另一部對話錄

Theaetetus 為討論的對象，在由《理想國》洞穴譬喻轉到 Theaetetus 的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的問

題的轉化，海德格認為，柏拉圖《理想國》的洞穴譬喻昭示給我們一個真理作為解蔽的瞭解，但

是對於遮蔽本身的談論卻很少，這是因為柏拉圖真正要對抗的並不是遮蔽，而是「非-真理[die 
Un-wahrheit]」作為狹義的意思—錯誤、虛假[yeu=doj]，因此要整個地瞭解古代真理問題的研究

面向與目的，他認為應該要去討論那個柏拉圖真正要對抗的 die Un-wahrheit，即 Un-richtigkeit[不
-正確性]；die Un-richiigkeit [yeu=doj]作為與 die Nicht-Un-richiigkeit [a)-yeude/j]相對立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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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蔽並不意味著對遮蔽的否定，而是在一種相互的關係中，解蔽的存有者是由對

遮蔽性的扭除[abgerungen]而來的，由對遮蔽性的對抗而獲得14。因此對希臘人來

說，真理即為一個缺無[ein Privativum]，「真」即意味著某個「不再」有的(was etwas 
nicht mehr hat)。15解蔽被瞭解為遮蔽的缺無，顯示出遮蔽的意義並不是負面的，

反而是一個途徑，藉由對於遮蔽狀態的探究，解蔽（真理）或謂存有者的存有，

才能夠開顯給我們。 
 
    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及，在古希臘人的思想中，那些被他們稱為真的事物即是

存有者，然而解蔽作為 a-)lh/qeia 去尋找的這個存有者，是怎樣的存有者呢？是

一張桌子、一座山？海德格指出，哲學的工作即是「在存有者作為存有者的解蔽

中去尋找存有者[die Philosopie sucht das Seidende in seiner Unverborgenheit als 
Seiendes]」，因此我們可以說，我們所要尋找的這個存有者，不是存有為個別的

桌子、個別的山的存有者，毋寧是存有者作為存有者，亦即在存有者與存有的關

係中去掌握存有者。然而這個對於存有者作為存有者的解蔽如何獲得呢？既然我

們可以見到或接觸到的都是個別的存有者，亦即一種遮蔽？海德格在此以一個追

問者（此有[Dasein]）的立場，重新指引出解蔽與遮蔽如何在我們對於真理的探

詢中扮演它們的角色： 
    「[…]遮蔽的基礎經驗，明顯的是從之被解蔽之物的尋找才能成

長之基底[der Boden, aus dem erst das Suchen des Un-verborgenen 
entwächst]，只有存有者在它們的遮蔽性和它們的自身遮蔽中被先前地

經驗到[nur wenn das Seiende zuvor in seiner Verborgenheit und in 
seinem Sich-verbergen erfahren wird]，只有存有者的遮蔽性圍繞著人類

[wenn die Verborgenheit des Seienden den Menschen umfängt]，且整個地

由根本去壓迫他[im Ganzen von Grund aus bedrängt]，這才對人類為必

然地且可能地在其工作去造作[ist es dem Menschen notwendig und 
möglich, sich ans Werk zu machen]，由存有者的遮蔽性去奪走[das 
Seiende dieser Verborgenheit zu entreißen]，並帶領他們前往解蔽性[in 
die Unverborgenheit zu bringen]，因此在解蔽的存有者中自身去置放

[sich selbst so in das unverborgene Seiende zu stellen]。[…]」16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解蔽必然得由遮蔽的狀態而獲得，這是因為人類自身身

為一個存有者，一個在世存有，被存有者所圍繞，而正是在這個圍繞之中，存有

者「由根本地壓迫他」，並讓人們可以在存有者的遮蔽性和自身遮蔽中先前地經

驗到它們，獲得關於遮蔽的基礎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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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存有者作為存有者的解蔽性中去尋

                                                                                                                                            
構成真理問題的另一個端點。同上，s.137 
14 同上，s.125 
15 同上，s.11 
16 同上，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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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存有者。因此，存有者必須是先前的也是同時地，在它們的遮蔽性中被經驗到，

即所謂的存有者作為某個[das Seiende als etwas]，是自身遮蔽[was sich verbirgt]。
如此我們可以說，如果「真」對希臘人來說，意味著「解蔽」，自遮蔽中自由，

則真作為解蔽的經驗，必然也涉及在其遮蔽性的遮蔽的經驗17。然而這個解蔽與

遮蔽的關係，正如海德格在此所揭示的，必然是來自於一個存有者作為某個，環

繞著亦作為某個存有者的人類，才真正地具有意義；解蔽性作為對遮蔽性的缺

無，去解蔽即是一個人類的行為，真理作為無遮蔽無法直接地顯示給我們，毋寧

是在其與遮蔽的關係中，通過一個追問者的探詢，呈顯給這個對於真理的召喚。 
    現在我們已經對真理的雙重意義有所瞭解，這個雙重的瞭解是透過對真理概

念歷史的回溯而獲得的，它來自於「真理」[die Wahrheit als a-)lh/qeia]字源的考

察，這樣的考察之所以有意義，正是因為我們假設它顯示了某種先民的原初經

驗；然而我們還需要更多的證據，來指明真理作為解蔽，是如何地在希臘人對真

理問題思考的原初經驗中表現出來。在此，海德格要求我們檢視希臘時代偉大哲

學家們的遺產，而最終，他帶領著我們回到理想國，回到洞穴、人類心靈轉化與

追求真理的起點。 

 
 
1.2.3. 回到《理想國》—對於真理的召喚(das Wink von der a)lh/qeia) 
 
    順著這條回返的道路，海德格先把我們帶領到最古老的希臘思想家那裡，亦

即前蘇時期的哲學家，海德格以為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古代對這個存有者作為自身

遮蔽的基礎經驗的證據，此即出現在最古老的哲學家之一—赫拉克力圖

(Heraklit)—的思想中，最重要的即是他留下來的一句話：「[h(] 
fu/sij ...xru/ptesqai filei=」。意即：「[…]存有者的統治18，即存有者在它們的

存有，喜歡自身遮蔽[Das Walten des Seienden, d. h. das Seiende in seinem Sein, liebt 
es, sich zu verbergen]。[…]」19海德格說明，h( fu/sij[自然]在赫氏的看法裡，並

不意味著存有者的領域，也就是那些在今日作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而是存有

者的統治[das Walten des Seienden]，所有的存有者[alles Seienden]，人類歷史、自

然事件和上帝的造作。 
    而之於 xru/ptesqai filei=[喜歡自身遮蔽]，赫氏說：「[…]不是存有者作為

如此「總是」自身遮蔽[das Seiende als solches verbirgt sich dann]，事實上，毋寧

是： filei=喜歡，去自身遮蔽[sondern : liebt es, sich zu verbergen]。是它們真正的、

內在的欲求去停留在遮蔽[sein eigentlicher, innerer Drang verborgen zu beiben]，且

                                                 
17 同上，s.12 
18 walten 這個字在德文中指的是「統治、支配」，但強調著某種力量置於其被統治者的意義，在

慣用語的用法 walten lassen 則成為「使得什麼來支配」的意義，從而有著「使得什麼可以實現」

的意義，如 Gnade walten lassen 即為“ exercise mercy“（中文無法貼切地表達），而 Vernunft walten 
lassen 即為“ be reasonable“，於此我們也應該由這個意義來看待海德格對於 walten 的使用。 
19 同上，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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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變得解蔽，即從遮蔽性中回返[wenn einaml unverborgen geworden, wieder in 
die Verborgenheit zurückzugehen]。[…]」20 

 
海德格認為赫氏表達了基礎的經驗在這樣的談論其中，且以根本經驗、在根

本經驗中、出於根本經驗，一個瞥見[ein Blick]在一個對於真理本質的存有者的

解蔽中被喚醒。雖然海德格在此對於赫氏的談論似乎與赫氏自己的語言一樣隱

晦，我們或許還是可以嘗試去解釋這裡的「存有者的存有喜歡自身遮蔽」，意即

作為如此的存有者雖然呈顯為自身遮蔽，但並不是「總是」自身遮蔽的，其自身

遮蔽的狀態不應該被瞭解成一種幽暗與蒙蔽，反而即是人類、自然、上帝的造作

等存有者的活生生的一個存有的狀態，存有者作為如此的遮蔽是其在世存有的狀

態，是由其內在的停留於遮蔽且遮蔽為如此的欲求而保持著遮蔽，正是因為它「喜

歡」停留在自身遮蔽、且遮蔽為如此，對於遮蔽的回返、去獲得解蔽才是有可能

的。 
    海德格以為赫拉克力圖的思想最能夠適當地解釋真理作為解蔽的意義，那我

們為何又要回到柏拉圖與亞理斯多德呢？海德格認為，正是因為柏拉圖與亞理斯

多德的思想已經顯示出若干基礎經驗已經不再發揮影響力、對於解蔽的基礎狀態

的描述已經開始被轉化為真理作為一致性與正確性的談論，他以為這種概念的轉

化，在後來必然已經被導引到一個虛假的問題性[Scheinproblemen]，因為一切原

本的對於解蔽作為真理的瞭解已經被連根拔除了。因此，從柏拉圖與亞理斯多德

的學說—在這裡他以柏拉圖《理想國》為探討對象21—正可以讓我們瞭解到真理

概念移轉過程中，相當關鍵的理論轉化過程。 
 
    海德格把到目前為止我們要討論的論題表述為兩種徑路，一則為 a)lh/qeia
在其原初性[primordiality]，一則是真理作為符應性[o(moi/wsij]在其單純的自明

[truth as correctness in its simple self-evidence]，然而海德格指出，我們現在要進行

的研究，並不是在其任何一端，而毋寧是兩者的相互作用[interwinedness]，是這

兩種概念彼此的相互附著[entangled with each other]。也就是說我們並不假定哪一

個對於真理的解釋較接近「真理」的真實意義，只是去辨明在真理作為解蔽

                                                 
20 同上，s.14 
21 事實上海德格使用了兩部柏拉圖的對話錄，其一即是《理想國》，另者是 Theaetetus 篇，對於

真理作為未遮蔽、與存有相關連的意義，事實上在《理想國》中獲得相當充分、且「太過充分」

的說明 (s.111)。《理想國》之所以亦被海德格視為負擔了若干的真理問題轉化的責任，毋寧是柏

拉圖在《理想國》中對於真理的探討，未曾明確地指出其與「遮蔽」的關連性、甚且「對遮蔽並

沒有加以探討」(s.123-124)，而「遮蔽」正如海德格所強調的，是瞭解真理作為解蔽性的主要關

鍵；而承接著這個對於遮蔽研究的需要，柏拉圖在 Theaetetus 篇卻以 yeu=doj[錯誤]加以說明，

而 yeu=doj 則轉變為 yeu/desqai[錯誤的言說]，因此真理的意義由此轉變為言說的符應性、一

致性，不再指向真理作為解蔽、而使得存有者的存有得以被看見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說，海德

格所說的轉化的關鍵或許不在《理想國》自身，而在 Theaetetus 篇中，然而這個對於遮蔽討論的

缺無，對海德格來說「一直」都存在於《理想國》中；然而要獲得一個回應他的論斷的適合位置，

我們必須要先回到柏拉圖的文本，檢視柏拉圖到底是怎麼說的。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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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hqeia qua die Unverborgenheit]到真理作為符應性[die Wahrhiet qua die 
Übereinstimmung]之間的轉化，並嘗試由這個轉化當中去理解並解釋真理概念在

變化過程中改變所代表的意義。關於這個轉化，海德格認為我們可以在柏拉圖《理

想國》第七卷洞穴譬喻22的談論中，獲得一個瞭解的可能。 
 
    那為何是洞穴譬喻呢？首先我們可以先就譬喻[Gleichnis]自身的特性來做討

論。海德格指出，譬喻即是：「意義的圖像」[Sinner-Bild]，所謂意義的圖像即意

味著：「[…]一個可見的瞥見[ein sichtbarer Anblick]，所瞥見的即為一個召喚[das 
Erblickte allsogleich ein Winkendes ist]。此瞥見全然不是單獨對其自身設立的，它

是一個召喚[er gibt einenWink]：即它是某個且憑藉這個瞥見和經由這個瞥見去理

解的[daß es etwas und was es bei diesem Anblick und durch diesen Anblick zu 
verstehen gibt]。[…]」23海德格認為，我們應該把譬喻當作是一個對其所譬喻者

的召喚，它不是一個為了自身而設立的—比如說知識—反而是為了召喚而存在

的。因此譬喻即是一個瞥見，通過這個瞥見我們召喚及那個我們想要通過譬喻瞭

解的事物，在一個可理解性的領域[in den Bereich von Verstehbarkeit]中，由之導

引去理解[er lenkt in ein zu Verstehendes]。在此意義的圖像[daher Sinner-Bild]指著

與一個某種可瞭解的有關的[es handelt sich um ein irgendwie Verstehbares]，然而那

個被瞭解的，自身並不是意義；我們不把某物瞭解為意義[nicht etwas als Sinn]，
毋寧只是某個事物「在對其的意義中[im Sinne von…]」。如此譬喻自身明顯地且

單純地不陳述意義，毋寧是我們通過譬喻，獲得一個在對某事物的意義中對某事

物的瞭解。海德格也認為通過譬喻的作用，我們可以輕易地跟隨著譬喻內容的一

般演練和其意義的推衍，而不需要直接接觸到任何本質的問題，甚至也不需要跟

隨著主要問題的線索。因此譬喻給我們一種切入論證的自由，而不必、或可以避

免原本存在於柏拉圖《理想國》中整個的理論目的與預設，而僅需要專注於他在

譬喻當中的討論—文本自身，去瞭解柏拉圖在譬喻中所彰示的真理觀。 
     

 

第三節 一個在歷史中的《理想國》知識研究 

 

1.3.1. 《理想國》知識問題研究在歷史沿傳的幾個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跟隨著海德格由真理本質的追問回到了《理想國》，但在直接

                                                 
22 海德格之所以只談洞穴譬喻而避談線段譬喻（並且他也回頭去討論了太陽與善的理念），一則

可能是因為關於「知識」的定義，他一直留待到對於 Theaetetus 的討論中才明確地提出來討論，

因此線段譬喻所做的知識分類對海德格的論述脈絡來說是無法插入而不顯得突兀的；一則我們亦

可以看見他不僅沒有談線段譬喻，亦不談辯證術與辯證術的準備學科，在這個面向上，他徹底地

脫逃了討論智性知識的必要性。 
23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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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理想國》的討論前，我們必須先討論《理想國》作為一本早已流傳給我們

的對話錄、自身顯示出什麼樣的問題性，或者它被標誌為帶有什麼樣的問題意

識。首先關於《理想國》作為一本對話錄，第一個特徵就是它被劃分為一個「倫

理的[ethical]24」或「政治的[political]」25，從而將《理想國》視作一部柏拉圖專

論「政治理念」的著作，然而《理想國》探討知識問題時的兩個重要談論：線段

譬喻與洞穴譬喻（如將太陽與善的理念之關係也當作一個譬喻的話，則為三個，

加上太陽譬喻），無疑深遠地影響了西方哲學對於知識、以及知識所本的真理觀

的理解。再者透過本文的討論，我們將可以清楚地看到，即便《理想國》被標誌

為「倫理的」與「政治的」，但這兩者沒有一個可以脫離了知識而存在，因為城

邦的合理秩序、個人與城邦的品德能夠達至完善，必須仰賴對於真正的原理原則

的追求與瞭解。 
 
再者，關於《理想國》的知識問題研究本身，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線段譬

喻與洞穴譬喻是《理想國》知識研究的重心，海德格亦指出透過譬喻我們能夠獲

得一個對於「真理的召喚」，然而譬喻是「方便」的，並因此也是困難的，由於

譬喻是一個「意義的圖像」，我們透過這個圖像去試圖掌握柏拉圖真正的意旨，

時常會遭遇到許多的困難，以及若干看似矛盾之處；要去判別這些矛盾或理論的

困難，是柏拉圖在架構他的理論系統時的「疏漏」，還是我們的讀解仍尚有不殆

之處，是一個很艱鉅的問題。許多的學者分別在同一個課題上由不同方式指派柏

拉圖的疏漏，從此他們建立起一個個系統性的讀解法，如 Zeller26承接著 Aristotle
對柏拉圖的批評，從而將《理想國》以至於柏拉圖其他的對話錄中的知識論簡化

為「上行與下行的關係」，亦即「個別者至理念」、「理念至個別者」，為了支持這

個論點，他可以全然忽略柏拉圖在《理想國》中將知識明白地限制在可思的領域、

並指出那個唯一可以稱得上真正的「知識」的理性思維完全以理念為對象。 
 

    其他根據兩個譬喻間的關連性所誕生的問題則更是複雜，當我們試圖將兩者

全然地對應起來，會遭逢到許多的理論困難，但這兩者間的某種關連性又為柏拉

圖自己多次地提出，其間不乏矛盾的描述，使得要獲得一個關於兩者對應關係的

定論變得相當困難，並幾乎是無法達致的，我們似乎只能嘗試在其中盡量以整體

而言能夠相互貫通的解釋來加以說明，並嘗試指出那些矛盾描述的意義所在。我

們將會發現，關於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的個別解釋，以及將兩者結合起來去檢視

它們的對應性，甚至將整個《理想國》知識問題的研究視為整體而分析其成分，

我們都會得到各種不同的、對於真理與知識以及其所預設的存有論之間的理解，

這些不同一方面幫助我們不斷地去思索這些在不同段落分別呈顯給我們的概念

的真義，一方面則帶來無止盡的理論困難，以及將之系統化而不失卻每一個環節

                                                 
24 Zeller, E. Plato and The Older Academy, translated by Sarah Frances Alleyne and Alfred Goodwin.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2. p.166 
25 Shorey, Paul.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62-63 
26 Zeller, p.168-169。詳細討論請見註釋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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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正旨意的力有未逮。 

我們或可以在此先行列出我們底下會遭逢到的一些困難，第一個問題即在於

智性知識（柏拉圖主要地以數理知識來說明）在兩個譬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我們要如何去合理地劃分它的作用與界線（甚至是其「對象」到底為何27）；我們

將會發現，對於智性知識（或說辯證術的準備學科、上昇之旅的較低階段）的瞭

解，在正確地理解柏拉圖《理想國》的知識論系統有關鍵的意義，這個「中介者」

的角色，是柏拉圖在《理想國》中設計來溝通可見與可思、個別者與理念之間的

橋樑，然而這個中介者是否如柏拉圖所企望的、去「幫助靈魂看向存有」，還是

反而阻斷了這條通往存有的道路，則是我們必須去面對的問題。另外，柏拉圖將

辯證術標誌為那個讓心靈企及最高的原理原則—善的理念—的不二法門，但辯證

術在《理想國》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最高的學科」、它以什麼方法達致善的理

念，是我們藉由一般的對於柏拉圖辯證術的認識無法真正理解的重要課題，因此

一個對之的重新解釋與說明也是必須的。 

 

    但本文的目的與其說是在回應這些已經被標示出來的問題性、或去補足這些

問題性在他們的追問中所尚未達致的、甚且是在「重說」這些經由各種理論目的

與認識背景而有的《理想國》讀解，毋寧更是旨在透過一個對《理想國》原文的

詳細探討、獲得一個對「柏拉圖的《理想國》」自身「到底說了什麼」的理解，

我們必須將所有歷史中的讀解置於原文的理解「之下」，並只有當柏拉圖自身的

理論脈絡提供給我們如此這般的問題性，對這些問題性的分析才是有意義的；我

們必須盡一切的努力，排除所有教義的、看似自明的讀解，經由《理想國》、並

且「只有」《理想國》，去探究我們最初的那個追問。由此我們必須一步步地從《理

想國》的開始點出發，由它自身的推論過程帶領我們到達知識問題的研究，如果

我們無法證明這個路徑是存在的，或者我們無法藉由柏拉圖在《理想國》中的討

論脈絡去將知識問題結合一個整體來理解，則我們等於從來沒有認識過《理想

國》，而《理想國》則保持為那個被教義的烏雲所遮蓋的白日，它的真正光輝將

無從顯現。 

 

 

1.3.2. 面對歷史的態度—對於研究方法的說明與檢討 
 

跟隨著對《理想國》知識問題提出的脈絡，我們將逐一地遭遇到這些在《理

想國》詮釋的歷史沿傳中不斷被提出的重要課題，在本文第二章中，我們從《理

                                                 
27 這個問題主要地表現在有無「數理對象」的爭論，亦即數理知識所研究的，是某個特殊的、

介於理念與個別存有者之間的「圖形自身」、「數字身」，還是其等同於理念；而後者又產生了 ideas 
of number 與 ideal numbers 的爭論，ideal numbers 即柏拉圖未成書的研究，然而本文無意涉足柏

拉圖未成書的研究取向，在此我們完全不對之回應，而僅討論作為「圖形自身」的數理「對象」

是否即「理念」，或其與「理念」的關連性何在，詳細的討論以及回應的學者意見（如 Adam, Ross, 
Sheory 等等），請見本文智性知識與辯證術的預備學科相關章節。 



22 柏拉圖《理想國》中的知識問題 

 22

想國》的起始點—正義的問題—出發，隨即進入理想國的設置、以及理想國的領

導者—哲學家皇帝—的討論，於此開展出《理想國》的知識研究，我們首先將遭

逢的就是「意見」與「知識」對應於「變動」與「存有」的課題，「意見」與「知

識」的討論帶領出《理想國》知識問題中最主要的兩個概念—「可見」與「可思」，

由此出現了太陽與善的理念的討論，而第三章的線段譬喻則是緊接著這個「可見」

與「可思」的區分，而有了四種不同的知識、或說四種靈魂從屬的狀態，在解析

這四種知識28的內容與對象時—尤其是可思領域的兩種知識：理性知識與智性知

識，關於這兩種知識的區分與定義，佔據了線段譬喻的主要部分—我們將可發現， 

其所包含的清晰性（真理的同義詞）即與其與存有的關連性連結在一起，至洞穴

譬喻中時，我們更可以看到一個心靈由蒙蔽走向解放的上昇之旅，是由對於虛假

的影子的注視一直向上攀升至對於真正的存有的注視，由此哲學對柏拉圖來說，

即是在瞭解最高的原理原則、辨識那些分有了理念的個別者與其理念間的關係，

亦即與其存有間的關係。於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存有論的觀點隱藏在柏拉圖的知

識論研究中，並由此得到一個回應海德格於真理作為解蔽性（對存有者的存有之

揭示）所做的《理想國》研究的可能性。 

但於此我們顯然必須先回答一個問題：當我們嘗試在對《理想國》作為一部

哲學原典進行理解時，無疑地必須將《理想國》當作一本已經在歷史流傳中被反

覆地詮釋與閱讀的古典文獻著作，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對於這些歷史中的詮釋

所提出的問題，縱然我們拒絕毫不猶疑地繼承之並隨之去發問，但對它們的回應

卻是無可避免的，甚且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去繼承某些詮釋—但我們必須一

再聲稱，我們是「自由地」選擇去繼承某些、並拋棄繼承另一些詮釋的—並且「正

是在」在這個對歷史流傳的詮釋與問題性的繼承與拋棄繼承中，我們才能嘗試建

立起一個充全的、或儘管不能是絕對中肯的至少也是盡量尋求抗拒教義的《理想

國》詮釋。因此我們的方法一方面是古典文獻學式的、要求著以文本出發—由此

我們必須仰賴許多註釋家如 Adam29、A. Bloom30等等的註釋、甚至眾多著名的譯

本 Schleiermacher31（本文所主要依從的譯本）、Apelt32、Shorey33、Jowett34等等

                                                 
28 以柏拉圖的觀點嚴格來說，我們並不能夠稱之做「四種知識」，因為可見領域的兩個部分—似

真性與信念，屬於意見的領域，在本文第二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明確地將「意見」與「知識」

區別開來，意見的領域顯然是無法成立「知識」的。但在中文中，知識顯然指涉著更廣泛的意義，

於此對「知識」這個字眼的某種程度上的混淆應用，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只能在柏拉圖將它

明確當作特定的術語時，特別提出說明，以期能夠得到一定程度的釐清。 
29 The Republic of Plato. Edited with critical notes, commentary and appendices by James Adam, 
Litt.D..London: Cambridge Uni. press, 1920. 
30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Allan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68. 
31 ”Der Staat”, Platon im Knotext- Werk auf CD-Rom, Einleiting und Übersetzung von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C) Karsten Worm-InfoSoftWare 1998。本文所做的《理想國》相關段落翻譯，主

要由根據此譯本。 
32 Der Staat,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Otto Apelt.Hamburg: Felix Meiner, 1992. 
33 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e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 
Press, 1994(reprinted). 
34 Republic,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enjamin Jowett,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lizabeth Watson 
Scharffenberger.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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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翻譯將《理想國》帶進現代以及他們的語境中顯露的理解，並旁及其他著名

的學者 Zeller35、W. D. Ross36等等的詮釋；一方面我們卻「必須」跟隨著海德格

的回返路徑（由本文的問題意識所帶領），然而海德格不也是一種在歷史中沿傳

給我們的某套教義嗎？縱然海德格在他的出發點上，要求著一條「直接」回到《理

想國》的捷徑，但無可避免的，海德格與其後的追隨者的研究亦成為「歷史」而

流傳給我們，當我們「選擇」海德格來帶領我們進入《理想國》，明顯地亦必須

交代海德格的《理想國》研究自身的特色與問題為何，以及我們在什麼面向與程

度上轉化了某些古典文獻學式的論述而與海德格的詮釋相融合。 

 

我們必須審慎地注意到，海德格對《理想國》的解析是將之放置在「論真理

的本質」的問題性之下，負擔著由「真理作為解蔽性」過渡到「真理作為符應性」

的任務，並且由於他已經指派了 Theaetetus 篇作為探討「知識」以及「虛假（非

-真，真理作為符應性的『不-正確』，而非真理作為解蔽所要面對的『遮蔽』）」

的主要對象，他逃避了在《理想國》中討論「遮蔽」、或描述《理想國》的真理

（作為解蔽性）的理論困難。海德格雖表示柏拉圖哲學已經顯示出真理的本質意

義由解蔽轉變為符應性的過程，但單就《理想國》而論，海德格顯然認為《理想

國》整體而言相當「明確地」指出真理作為解蔽性的意義，但因為柏拉圖並未在

《理想國》中對「遮蔽」做出任何探討—當然以海德格對「遮蔽」的定義來說，

柏拉圖從未曾在任何對話錄有過可以相對應的談論—海德格使用 Theaetetus 來解

說「非真理」，但此時「非真理」已轉化為「虛假（或錯誤）」，亦不是「遮蔽」。

如果我們全面地接受海德格對「解蔽-遮蔽」之關係的定義，則要將《理想國》

的真理觀視作是「解蔽的」，明顯地是會遭遇到若干困難的，因為若解蔽必然要

求著對遮蔽的理解，則對於遮蔽的理解是我們無從直接自柏拉圖的字裡行間中獲

得、亦無法由海德格對《理想國》的解析中得到的。 
 
那我們應該自行在《理想國》中尋找「遮蔽」的談論可能嗎？我們固然可以

說柏拉圖所提出的可見領域可以對應自「存有者」—甚至連這個字眼我們都必須

小心地提出，因為在《理想國》中，存有者顯然不是海德格所指的「所有的存有

者、人類歷史、自然事件和上帝的造作」亦即可對應至柏拉圖哲學研究者會使用

的「個別者」，而是「理念」—因此似乎可以指為是「遮蔽」，但自這個「存有者」

的遮蔽性去自遮蔽中還原的談論，卻是全然無法在《理想國》中找尋到相應的討

論的。通過本文的討論，我們將可以看到《理想國》知識談論中由「存有者」以

至於「存有」（或柏拉圖研究者會描述為「個別者」至「理念」）的上昇之旅、並

於此獲得一個存有與真理的相互連結關係，於此真理作為「對於存有者的存有之

揭示」的解蔽性意義，似乎是可以證成的；但若我們試圖在《理想國》中尋找海

                                                 
35 Zeller, E. Plato and The Older Academy, translated by Sarah Frances Alleyne and Alfred Goodwin.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2. 
36 Ross, W. D. ”IV The Republic and the Phaedru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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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所謂的「遮蔽」則會是徒勞的嘗試，毋寧是我們只能看見海德格已經點出的、

柏拉圖旨在對抗的「非-真理」（但不同於海德格在 Theaetetus 中所描述的「虛假」、

「錯誤」），「那些不是真理的」，亦即涉及感官感知的知識—可見者領域的知識。 
然而這些「非-真理」並非「遮蔽」，因為柏拉圖顯然認為這些「非-真理」

以其涉及感官感知而言，無法帶給我們真正的「知識」，毋寧是必須加以排除的。

在這個意義下，柏拉圖提出中介性的知識（智性知識、辯證術的預備學科），在

《理想國》知識談論中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柏拉圖使用以數理知識為主要特

徵的智性知識、作為可見領域的知識與最高的理性知識之間的中介者，但經由本

文的論證我們將可以發現，這個被柏拉圖描述為可以幫助靈魂「向上看」的中介

性知識，是有著若干理論上的困難的；主要的問題顯然是在於柏拉圖在《理想國》

中亟欲去徹底劃分「可見」與「可思」、「理念」與「個別者（或謂感官感知的對

象）」而造成一個已經源遠流長的「兩個世界」的論爭，只有在兩者被明確地指

為是由不同的能力（「意見」與「知識」）去掌握、並由此關涉於不同的對象（「變

動」與「存有」，或以海德格式的語言說「存有者」與「存有」），這個中介的知

識才是必要的。但柏拉圖在《理想國》中亦支持著其他描述這兩種關係的可能性，

亦即透過分有與模仿的概念，於此理念與個別者、或存有與存有者則不再是截然

被區隔開來的概念，而是有一個存有論的連結關係在其中的。 
正是在這個存有論的出發點上，我們使用海德格的解蔽的真理觀，解蔽—對

於存有者的存有的揭示，雖然當我們使用「存有者」與「存有」這樣的術語，則

已經先接受了海德格哲學的設定—的概念明確地將真理於知識論的意義與存有

論的意義結合在一起，因此本文中將真理作為解蔽性，並非旨在證明或輔證海德

格對於《理想國》的理解，毋寧是嘗試著非「全然」海德格式地以存有論的觀點

來重新解釋《理想國》中的知識論問題，並試圖在古典文獻學式的《理想國》詮

釋與海德格式的詮釋中找尋一個可以會合的平衡點，雖明顯地在許多地方顯得力

有未逮，無疑地只能看做是一個對於理解《理想國》的嘗試，或如本文在標題上

即自稱的「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