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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想國》中知識問題提出的背景 
     

我們既然已經決定不採取任何既有的讀解中所提供的捷徑，而由一個問題帶

領我們到達《理想國》，則對於《理想國》自身的讀解，我們亦不能輕易地藉由

那種關鍵字索引的方式，直接跳躍到探討知識問題的主要章節，毋寧是我們必須

先回答《理想國》自身是以怎麼樣的方式與理論目的，提出我們研究的對象—知

識問題？又是透過怎樣的論證過程與談論方式，召喚著這條指向它的徑路？在

此，我們必須從這條回返的道路回到《理想國》自身，由《理想國》提問的角度

出發，檢視它提問的目的與過程。 
 

 

第一節 《理想國》提出知識問題的理論脈絡 

 

2.1.1. 對於「正義」的追問 
 
《理想國》始於對正義問題的探討，在一開始，正義顯現為「還債和說實話」

(331c)，但「還債」自身並不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正義的，例如友人央求託管武

器，隨後在心神喪失的狀況之下來索討，如果「還債」即是正義，則一個正義的

人必然得歸還武器，但此舉卻對友人卻是有害的；因此正義的定義又被修正為「損

敵而益友」，然而什麼人被視為朋友和什麼人被視為敵人，並不是以其善或不善

來做區分，然而正義者既然是「正義」的，亦不能夠用「正義」去損害敵人，因

為正義既是一種品德，其無法用以行惡37。至此《理想國》的正義仍作為一個個

人的品德來做分析，但當蘇格拉底的對話者泰拉西麻查斯(Thrasymachus)提出「正

義即強者的權益」(338c)、「正義即服從強者的利益」，並指稱「不義的人比正義

的人快樂」(343e)；他指出統治者以自身的利益制訂法律、定義何謂「正義」

(338e-339c)，因此正義不能夠離開法律制訂而存在38，於所有型式的政府中，其

在政治上較為強勢的政黨或個人立法去維持他的主導權和保護他自己的利益與

權益，專制政府即是「非正義」的最高表現(338e)；於此正義的問題即脫離了原

本所討論的「正義者即有益於真正的朋友、傷害敵人」或蘇格拉底將之修正為「正

                                                 
37 Shorey 指出，於此柏拉圖已經論證了「正義者不應該傷害任何人」，至此一個微型的對話錄已

經可以宣告完成了，但柏拉圖接著又藉著泰拉西麻查斯的突然插口帶入「正義即利益」的討論，

由此才導引「理想國」的建構以及對正義進一步討論的必要。Shorey, Paul.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10 
38 Irwin, T. Plato’s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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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不應該傷害任何人」的個人品德層次，而到達國家的層次39。 
 
為了因應泰拉西麻查斯的質問，蘇格拉底先是指出這些專制政府的統治者既

非絕不會犯錯的，則他們汲汲於為自身利益所設計的法律，便不會一直都是對他

們有利的，反而有時候是對他們有害的；而正義既然展現為「強者制訂、弱者服

從」，人民無論如何服從這些統治者制訂的法律，在這個形式上，即便統治者犯

錯而制訂了有害於自身卻有利於人民的法律，也應該是「正義」，如此「正義」

就不會「只是」強者的利益(339c-e)。根據這個談論，泰拉西麻查斯不得不反口

說，這些統治者無論如何是不會犯錯的，亦即他們精通於這個立法與統治的技

巧，因此所制訂的法律「必然」對其有利；於此蘇格拉底成功地將對話者由具體

的現實主義引領到概念的理想主義、由一般公認的「常識[common sense]」轉換

到概念層次的討論40，亦即轉變至對於一個「統治者」就其概念自身而言的意義。

蘇格拉底論證說，統治的技藝，如同工匠的技藝，所關心的是其成品的完善，因

此一個真正的統治者，即如同一個真正的工匠，所關心的是其技藝所施行的對象

之權益，而必然不會考量自身的私利，反而關切的是其所統治者的權益；泰拉西

麻查斯於此駁斥說：「牧羊人將羊養得肥壯，是為了可以賣到更好的價錢，更有

益於自身」(343b)，但這個說法同樣地忽略了一個「擁有某項技藝者作為自身」

的意義41，如牧羊的技術旨在將羊養得健康肥壯、醫術旨在醫治病人…，所有技

藝一如統治術，都是在某個特別的面向上有益於其所施行的對象，即便其施行技

藝而沒有得到報償，並不影響到這個技藝為其接受者所帶來的好處(346e)。蘇格

拉底並根本地將賺取利益的能力，視為另一種技藝，即為「賺錢術」，由施行技

藝而獲得金錢報償，是由賺錢術的附加而來，並非由這個技藝自身而來(346c)。 
 
在此蘇格拉底—或說柏拉圖—已經成功地證明，正義並非強者的權益，但是

還有一個問題尚未解決，即是「不正義者比正義者更快樂」，這個問題接著由葛

樂康(Glaucon)和阿第曼圖(Adeimantus)接著將之加強，不正義者可以賺取大量的

金錢、祭祀神祉以最好的貢品，由此可以獲得神祉的祝福，原諒過去的罪惡，甚

可事先對未來會犯下的惡行要求赦免，他們既然精於計算，必然也懂得如何假扮

為一個正義的人，讓眾人崇揚他們的美德，終身享受至高的榮耀與讚頌；反觀正

義者行正義卻必須保持低調，則其行正義不為人所知，必然終身飽受苦楚

(357a-362c)42。阿第曼圖指出，眾人只重視外表，而不注重實際，因此不義者只

                                                 
39 Shorey, Paul.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10-211 
40 同上，p.211 
41 Irwin, T. Plato’s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6 
42 Irwin 詳細地將葛樂康在此對於品德的論證分成三種：(1)某些事物我們尊崇之由其自身而非由

其結果；(2)某些事物我們尊崇之同時因為其自身亦因為其結果；(3)某些事物我們尊崇之只因為

其結果而不考慮其自身。而根據蘇格拉底先前的討論，正義與智慧、視力和健康等等都屬於第二

種，葛樂康指出大部分的人以第三種方式去認識正義，但這是我們所不應該同意的，根據這種觀

點，正義的起源與本性不啻為一個社會契約的產物[the product of a social contract]，而底下阿曼第

圖的談論則是實際地描述出這個契約所提供[offer]的內容是什麼。同上，p.18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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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隱藏自己的「不正義」，則可以盡享所有不正義的利益，更可以用財富收買神

祉而享有來自天上的福祉，而正如蘇格拉底在先前指出正義之所以可欲是因為其

是「有益」的（如益友而損敵，亦如技藝對其接受者有益），然而事實顯現的是，

不正義比正義更有益，如此我們如何教育我們的青年要他們行正義而捨棄非正義

呢(362e-367e)？ 
柏拉圖明顯地也明白，這的確是「現實」的情況，或是當時希臘社會的普遍

狀況，但現實的處境並不能夠窮盡或取代「正義」的意義，毋寧只是彼時的一個

特殊狀態，「正義」與「不正義」就其自身能夠產生的善與惡的情況，只有在對

「正義」的概念已經被認識後才能夠獲得一個清楚的認識43。在這個意義下，一

個對於「正義」自身「是什麼」的探討就變得相當迫切了，然而柏拉圖並不直接

據此去回應到底「正義」為何，毋寧是由此將正義問題帶往這部對話錄的另一個

名字—「理想國」。柏拉圖描述蘇格拉底44接受阿曼第圖的要求，著手為「正義」

辯護，但是他隨即提議將問題放在一較大的框架下來討論（368c 以下），亦即以

「國家」來討論；這一方面是因為正義原本就有兩個層次的意義，一個是個人的

品德，一個則是國家的品德，另一方面則是蘇格拉底認為，在較大的場所（如國

家），正義的數量可能比較大，由大至小，較易將「正義」的本質看清楚。 
 
由這個對正義的追問轉變至理想國家的建構之討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首先是柏拉圖在此明確地反對所有在個別、相對層次的意義上，去對正義下界

說，因為在現實的、變動的世界中對正義的認識是扭曲邪僻的，因此要真正地認

識「正義」以及「正義」的效益，必須要先達到「正義」自身45，於此他給予了

我們一個《理想國》知識論整體基調的第一個線索，亦即是對於理念自身的追求。

在另一個面向即關於「正義」—這個後來被指為是國家各種德行的相互協調、各

個階層各盡其份的整體和諧，在個人即為靈魂的有序、各種靈魂的品德各盡其本

相互協調—的效果之討論，柏拉圖顯然認為這些對既成現實的俗見在一般的社會

中無法根除，當世人只看表面而不認識何謂「正義」自身，則必然會有這種混淆

錯亂的情況；為了崇揚「真正的」正義的價值、讓正義者可以在社會中享有應有

的尊榮，並指出正義的「大」的面向—「國家的正義」—無法在現行的政治體系

中獲得實現，柏拉圖即著手打造一座「理想的」城邦。 
 

 

2.1.2.「理想」國—一個完美的、但亦是必須的城邦 

                                                 
43 Shorey, What Plato Said. p.216 
44 要在對話錄中區分哪些是蘇格拉底、哪些是柏拉圖自己的看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問題，雖

然一般皆認為，早期的對話錄比較如實呈現蘇格拉底的思想，中晚期柏拉圖就開始以自己的思想

借蘇格拉底之口來呈現，但是僅從年代上區分可能很難精確；基本上我們或許可以說，相論是柏

拉圖哲學的特點，因此大部份關於相的討論，都可以歸於柏拉圖的思想。但是在本文中，將不做

這個區分，僅以主人翁角色的「蘇格拉底」說、「蘇格拉底」回答…，和柏拉圖作為作者與記述

者，來加以代稱。 
45 Irwin, T. Plato’s Eth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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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拉圖首先指出這個城邦仍在創造過程中，因此其中的正義與不義亦是在創

立的過程中（369a），而城邦是由需求而締造的，其發展也是根據其需求而演變，

因而柏拉圖的城邦亦由自然的需求而開始，但柏拉圖並不認為這個自然的狀態就

是足夠的，他甚且藉著葛樂康之口將這個處於自然狀態中、依其技藝維生的城市

形容為「豬玀的城市」46(372d)，進而指出要人生活得「文明」，一些生活上的奢

侈品是不可或缺的，因此這個城邦並必然要與其他的城邦來往，既然要向外交

往、並且計算到城邦的不斷擴張，與鄰國的紛爭必然是不可避免的，因此這個城

邦亦需要負責防禦攻擊、進行守衛的戰士階級(373d)；柏拉圖在接下來的二、三、

四、五卷裡頭，則分別對城邦的架構、體制的設計作討論，並針對國家的戰士階

層時教育方式、養成方式、生活方式作了說明。 
 
但對柏拉圖來說，這些制度的設計還不足以讓一個城邦臻於美善；在建構理

想國的過程中，柏拉圖亦逐步地完成了他對「正義」的定義，他表示正義在城邦

內即為各個階層各盡其本分不僭越(427d)、在靈魂中各種德行相互協調，而正如

在靈魂內所有的各種原則要聽從理性的指揮，城邦要接臻至善則必須要仰賴良善

的統治與最優異的統治者47。柏拉圖既已批評那些汲汲營營於自身利益的政治

家，他所打造的理想國即不旨在於國內特殊階層的過份幸福，而是以全體的幸福

為依歸(420a-421c)；然而這個全體的幸福之所以可能，並不是有一套奇妙的制度

可以讓每個人都達到同等的財富與地位，毋寧是以國家作為整體、個人與各個階

層隸屬於這個整體之下，其中的每一個部分都負擔了完成整體的特殊目的，全體

的幸福即表現為一個整體的內在和諧48。因此在他的設計中，位階較高的衛士及

統治階級，必須過著與常人非常不同的生活，他們必須從小便過著群居生活，沒

有私有財產，亦沒有「個人」的家庭，甚至不撫養自己的親生的子女，亦無從得

知自己的親生父母；他們的生命因此是全然地奉獻給國家，並無法從中獲得任何

世俗的財富報償(457d-466d)。 
雖然這個嚴格的衛士集體生活讓對話者感到相當詫異，柏拉圖並不以為這個

城邦是過度理想化而無法落實，相反地，他一再地指出，這個城邦不僅是可能的，

而且是絕對必須的，也只有這樣的城邦足以承擔「城邦」之名49。柏拉圖事實上

亦曾多次地指出，要讓理想國落實的方法，最重要的即是在於「教育」50，所有

國民所知所信之事，皆必須透過國家的核可與管理51，如那些描述神祉英雄的荒

                                                 
46 Zeller, E. Plato and The Older Academy, translated by Sarah Frances Alleyne and Alfred Goodwin.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2, p.462 
47 Irwin, T. Plato’s Ethics. p.229-230 
48 Zeller, p.474 
49 Zeller, p.483; Adam, Adela Marlon Kensington. Plato : moral and political ideals. Reprint of the 
1913 ed. Eng. in series: The Cambridge manuals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Folcroft Library Editions). p.105 
50 這裡所指的教育，相較於本文於第四卷洞穴譬喻時所描述的可等同於「上昇之旅」的「教育」，

顯然是較廣泛的意義，泛指所有在理想國中公民成長階段所接受的各種想法、信仰的「灌輸」。 
51 Zeller, p.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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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劣行的詩歌作品，由於難辨文學比喻與描述52(378d)、以及詩人們所使用的模

仿性藝術(394d)，會讓青年們誤以為神祉亦會愛財收受賄賂、行惡，必須加以禁

止(386a-392c)；而為了讓國民願意接受這個階層的次序，必須讓他們相信三個階

層（工匠、衛士、統治者）誕生時就帶著不同的金屬，雖然當金父生下銅子，或

工匠之子卻帶有金銀，階級的轉換不是不可能的，但透過這銅、銀、鐵三種金屬

的神話，則可讓國民相信統治者確實在本性上具有特殊的質地，因此不會任意嘗

試僭越(415a-c)。 
 
然而教育在理想國中的重要性，絕不只是在於控制人們對國家的絕對服從或

加強集體意識，亦不是各種宣傳的方式欺瞞國民相信國家的制度與政策是絕對沒

有錯誤的，毋寧是這些制度與政策即是「沒有錯誤的」、是以最高的知識與智慧

制訂的；因此理想國的統治術並不是一般的統治術、統治者亦不是一般的統治

者，他們即是哲學家（請見下一小節）、以哲學—那個可以看見存有與理念的最

高知識—來安排理想國的次序，於此即構成理想國教育的真正重心，亦即如何養

成一個具有哲學智慧的統治者，理想國教育也因此成為哲學教育。根據柏拉圖的

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城邦起於人類自然的需求，但這個需求並不停留在維持生活

的層次，人們渴望著過「更好」的生活，這個對生活逸樂的需求帶領著城邦不斷

地擴大，而必須分配勞務、建立制度，統治者與統治的技術才會應需求而生，而

知識與智慧亦由此而被認為是值得追求的53；因此處在純自然狀態的城邦不會有

高階的哲學知識與智慧，因為它是「不被需要的」。換個角度來說，人類所欲的

各種事物，必須在集體中才有獲得徹底實現的可能，而且這個集體的體制越大、

對於制度與生活次序要求越嚴苛，則對知識與真理的渴望越為熾烈，亦只有在城

邦中，知識與智慧才有被記載傳承的機制與需要；因此國家是知識不可獲缺的條

件、製造和持續知識的唯一中介，並只有透過國家，知識才能夠在人世建立它的

領土54。於此柏拉圖清楚地指明了由一個理想國家的討論，如何過渡到對於知識

問題的探討，而這個過渡階段最關鍵的談論，即是著名的「哲學家皇帝」。 
  
 

2.1.3. 哲學家皇帝—哲學與政治的結合 

 
柏拉圖《理想國》中最受爭議、也是最關鍵的三個討論，即是 1.女人與男人

可負擔一樣的職責和義務(451c-457b)；2.理想國的衛士共妻共子(457b-466d)；3.
哲學家皇帝，他並將之描述為三個論證的浪潮55，其中以第三波—亦即哲學家皇

帝—被他的對話者認為是最嚴重的，並且會招致許多的攻訐與批評；但正如他成

                                                 
52 Shoery, What Plato Said. p.219 
53 Shorey, Paul.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17 
54 Zeller, p.463 
55 Adam, Adela Marion, p.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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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說服對話者前兩波雖看似不可行且不可欲56，但實際上都是既可行亦可欲

的，他終究亦說服對話者，「哲學家皇帝」是讓理想國成為一個完善城邦的最重

要的因素，這個論證開展了《理想國》知識問題的探討，構成五、六、七卷的主

要內容57。柏拉圖是這樣說的： 
「[...]要不然哲學家成為國家的皇帝，要不然則是所謂的皇帝和掌權

者真正地和根本地通曉哲學，且國家的統治和哲學這兩者一起作用，

然而諸多的本性現在只單獨往兩者中某個去更加接近，須經由一個必

要性被排除，在之前國家無法自邪惡中得到歇息。[...]」(473c7-e558) 
 
柏拉圖指出只有當哲學家成為君王，或君王能夠通曉哲學，政治的權力與哲

學的智慧才可以合而為一，並只有這兩者被均衡地追求，城邦才能免於邪惡；他

更強調說，唯有當哲學家成為領導者（或領導者成為哲學家），「國家的建構才得

以由可能性而獲得」。因此柏拉圖並不只把哲學當作一個「有益」於培育優秀領

導者的因素，毋寧是當作使得理想國、一個完美的城邦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當

一個國家非由嫻熟於哲學、愛好智慧的領導者統治，不管由國家整體來說還是由

個別的人民來說，都如同處在黑暗中見不到光，蒙受邪惡的侵襲，亦沒有快樂可

言(473e)。在此柏拉圖明白地揭示了，一個真正的城邦即是哲學的領土，亦即是

哲學家統治之地59，然而什麼是「哲學家」呢？由此《理想國》由一個國家建構

的制度面轉變到對於國家的領導者本身特質上的探討，而這些領導者根據柏拉圖

的描述，是由國家的衛士階層挑選出來的，因此我們必須先瞭解這些衛士階層的

特質為何，又是在什麼觀點之下，他們表現出來的特質被視為是能夠往更高的階

層提升的。 
 
柏拉圖指出這些國家的保衛者既然最能夠維護國家的法律與制度(484c)，又

具有種種較高的秉性—如哲學、精神、敏捷、臂力(376c)以及和藹謙遜、節制勇

敢、和諧、精神（勇敢）[to\ qumoeide\j]和哲學愛智[to\ filo/sofon]...(410d-411e)—
並經過適合他們秉性的訓練方式，我們自然應該在他們之中尋找國家的領導者。

然而各種秉性既然有所分疏，又難以在同一人身上同時具有，則能夠作為領導者

的人其實是少之又少的(503c)；然而柏拉圖在這些性質中，最看重的無疑是「愛

智」，並將之描述為分別誰應該統治與誰應該追隨的關鍵點60。在這個意義下，

                                                 
56 Shorey, Paul.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26 
57 同上，p.226 
58 本文所引的希臘文原文行數，皆是由 Adam 的註釋本數得，與 Shoery 的版本略有差異。The 
Republic of Plato. Edited with critical notes, commentary and appendices by James Adam, 
Litt.D..London: Cambridge Uni. press, 1920; 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e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 Press, 1994(reprinted). 
59 Zeller, p.466 
60 「[…]我們膽敢去斷言關於哲學家，他們必須統治，[...]某些在本性上從屬，如同自身被吸引

向哲學，作為國家的領導者，然而其餘的如同某些則保持原貌，在此去追隨領導者。[...]」(474b-c)
柏拉圖在此指出哲學家應該統治，而且哲學家是那些本性就被吸引向哲學的，而其他的人則「保

持原貌」、亦即未受哲學吸引，而去追隨這些領導者—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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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拉圖將領導者—哲學家—描述為「愛好智慧的人[filoso/fouj]」、或愛好知識

者，而相對於那些視覺的愛好者[filoqea/mona/j]，也就是愛好意見的人

[filodo/couj]： 
「[...]這些人[...]他們所愛[lieben, filei=n]並向之趨迎招呼[sich dazu 
neigen, a)spa/zesqai/]的，即關於知識[wovon es Erkenntnis gibt, e)f' 
oi(=j gnw=si/j e)stin]，然而另外一些人[jene aber das, e)kei/nouj]，[所愛

和向之趨迎招呼的]即關於為意見[wovon Meinung und Vorstellung, e)f' 
oi(=j do/ca]，[...][即那些]愛和看[diese liebten …und beschauten, 
tou/touj filei=n te kai\ qea=sqai]美好的聲調和顏色[schöne Töne und 
Farben, o(/ti fwna/j te kai\ xro/aj kala\j]以及相似的這類東西

[dergleichen, kai\ ta\ toiau=t']的人。[...]」(479e6-480a2) 
 
在這個討論之中，柏拉圖將人分成兩種，一種是哲學家，也就是能夠認識到

理念的世界、並能夠認識到諸多的個別者的本身「是什麼」；一種是喜愛各種美

好的聲音和顏色的人，柏拉圖並將他們形容為「愛看者、愛好藝術者、愛好實際

的[filoqea/mona/j te kai\ filote/xnouj kai\ praktikou/j]」，以「美」來說，

他們所愛者僅是美好的音樂、色彩和形狀(476b6-8)，還有一切據此創造的人造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愛好藝術者被包含在其中），對真正的「美自身」為何卻

沒有能力看見(476c2-4)。柏拉圖跟著指出愛好智慧的人所愛的必然是智慧的「整

體」，而不是部份，而那些相對性的概念，看似是由兩個東西—就其自身而言都

是一樣東西—如美醜—以不同的方式，把它們跟行為、事物聯合起來，或是兩者

互相聯合，就可以變化出諸多的形式(475e6-479a8)，那些視覺的愛好者，所珍愛

的就是這些變化多端的產物；真理的愛好者，也就是哲學家，則以知識、並且是

最高的知識(504a)，以其整體作為一為追求的對象。 
由這個區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理想國的領導者必須是「愛智者」：如果

說城邦最重要的品德是正義，一個城邦的領導者必須能夠明辨什麼是真正的正

義，什麼不是。在這個意義下，柏拉圖以美為例，說明美自身必然不是多，因為

美不是美物，在眾多的美物中談論美，事實上只是在存有與非存有61中間的渾沌

地帶中打滾(479d)，不能真正地知道「美」自身是什麼，因為沒有一個美物絕不

醜惡，正如沒有一件正義的事物是絕非不正義的。柏拉圖並跟著提出相對性概念

如大小、重輕等，而大小重輕(479b)等亦不是只為一端而斷然不為另一端的；我

們或可以下面的例子說明這個談論：以十萬粒很大的米與一座小城市62做比較，

儘管在數量的數字意義上小城市作為「一」上，似乎小於十萬粒米的「十萬」，

但是在真正的體積上，一座小城市仍然大過十萬粒很大的米許多。若一個人以為

美為多、正義為多，就會發生這種謬誤的情形，因此君王必須是智慧的愛好者、

                                                 
61 o)/n kai\ mh\ o)/n，請見下一小節的討論。 
62 此例來自柏拉圖的另一篇對話錄”Phaidon”，105b5-107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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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追求絕對、永恆、不變的存有與理念的人63，而只有哲學家可以掌握永久不變

的道理，因此君王「應該要是」哲學家。 
 
然而所謂「愛智」或「哲學家」的本性，並不完全是一種天生的秉性，雖然

柏拉圖亦指出某些人「本性」上就被會被吸引至「哲學—愛智」、而作為國家的

領導者，有些人則跟隨64，但柏拉圖仍不斷強調適齡、適當的教育對於國家領導

者養成的重要性(498b-c)，強調只有當國家的領導者依從適當的方式受教育

(445d)，才能夠維持國家的基本律法，他也指出而錯誤的時機和不當的偏頗有可

能會造成反效果65，因此對他來說，一個理想國領導者的特質，就其呈現而言，

是一種經過教育以及後天的個人對知識的追求而獲致(504d)的能力，在追求的過

程中備嘗艱辛、歷經所有的試驗，最終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領導者。 
 
如此我們必然要追問，所有這些培育領導者的教育、在教育的過程中循序漸

進教授的各種學科、以及最終獲得的智慧，其自身所各自被設定的定義、方法、

對象以及彼此的相互關聯性為何，亦即我們必然要求一個對於知識的分析與釐

清：到底什麼樣的知識是理想國的領導者應該追求的？這些知識的意義與特性是

什麼，以致於它可以對於適當地管理一個正義的城邦有益？如果領導者沒有這些

知識，或是愛好它的相反者，會造成什麼後果？那些相反者的意義與特質又為

何，因此會對國家造成損害？《理想國》先是由個人層次的品德—正義—出發，

透過個人與國家的類比，指出個人品德的實現正如國家品德的實現，只有當靈魂

適切地受到理性所主宰、國家由最適當的人充當統治者，個人與國家的品德才得

以實現，正是在這樣的要求底下，這個完美城邦如何落實的問題，轉換至對領導

者特質的探討；然而領導階層雖需在本性上要具有各種卓越的特質，但此並不足

以擔當統治之職，當統治術被等同為最高的知識研究，則變成一門必須學習與追

求的知識，因此「領導者的特質」又轉換至「領導者」的教育。但在我們能夠適

切地說這個教育如何落實前，必須要先討論這教育的內容為何，然而我們對這個

教育所涉及的知識—或「哲學」—自身為何尚未有一個適切的認識，因此一個對

知識的分析與探討就是必要、且必須先加以闡明的。根據這樣的理論需要，柏拉

圖讓蘇格拉底帶領著他的對話者進入關於知識問題的討論，這個討論始自於落實

理想國時一個從施政角度上對於領導者特質的要求，終而反過來成為整個理想國

理念的原因與基礎，此即柏拉圖在此設立的以善的理型為最高點的真理觀。柏拉

                                                 
63 Adam, Adela Marion Kensington. Plato : moral and political ideals. Reprint of the 1913 ed. Eng. in 
series: The Cambridge manuals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Folcroft 
Library Editions). p.100 
64 見註 60 所引段落。 
65 如在理想國的教育設計中，前二十年接受音樂與體育訓練、學習各種學科，然而不可以強迫

的方式，必須融合於遊戲中；接著花十年時間融貫先前的學習，如此理想國的學生已達 30 歲，

再施以辯證術的教育，柏拉圖指出若太早教導學生辯證術，他們一則無法完善地使用之，則因此

認為辯證術是無用的，或者他們會誤用辯證術來作為駁倒他人、顯示自己的聰明的技術。因此理

想國的教育必須依據一定的時間表，不可以太過躁進，且每一個階段與步驟都不可以省略。請見

本文第四章第三節及第五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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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在提出「愛好智慧者」與「愛好意見者」的區分時，已經著手開始進行這個知

識問題的探究，此即展現在意見與知識的區別之上，柏拉圖並明確地指出「意見

是關於變動」、「知識關於存有」，這個論點在整個《理想國》知識問題探究中不

斷地重申、發展，底下我們即由對這個談論的分析逐步地往知識問題的核心邁進。 
 
 
2.1.4. 意見與知識，變動與存有 

  
   在指出眾多的美者與美自身的區別、以及那些愛好美好影像的人與愛好「美」

自身者的區別，柏拉圖進一步地指出，這兩種人不僅顯示為所愛者不同，事實上

其所認識的方法與其心靈的狀態亦是不同的；在這個出發點上，柏拉圖開始進行

對意見與知識的區分：  
「[...]亦如他所思考的內容[Dessen Gedanken66, th\n dia/noian]，若他

認識[erkennt, gignw/skontoj]，我們將或可正確地說應該是知識

[gnw/mhn]，然而另者[/在另一個情況他所思考的內容]是意見

[Meinung, do/can]，若他只是設想67[sich vorstellt, doca/zontoj /有意

見,he who opines]。[...]」(476d4-6) 
 

    一個人若「認識」—亦即用理性去思考—則他的認識內容、他所處的心靈狀

態即是「有知識的」；若他只是設想，則其心靈狀態則處於意見的領域。這個「知

識」與「意見」的分野，在此僅是一個初步的、依據一般公認的定義而劃出的區

別，柏拉圖顯然不滿意停留於這樣的初步區分，隨即將之帶領至其與存有的關係

上作討論，他首先指出一個人若是有知識的，他必然「認識點什麼」，而能夠被

認識的事物必然是存有的，由此可提出： 

                                                 
66 Schleiermacher 作”Dessen Gedanken“，意指著「他所思考的內容」，而其他的譯本德文都作「他

的心靈狀態」，如 Apelt 的譯本”Seine geistige Tätigkeit”(s.218)，Shorey 作”the mental state of the one 
as knowing”( Shorey, p.519)，Jowett 則作”the mind of the one” (Jowett, p.184)，然而這並不意味著

Schleiermacher 的譯法就是「錯誤」的，毋寧是 Schleiermacher 的譯法較忠於原文[th\n dia/noian]，
而其他者則以「意」譯；但基本上兩者譯法並沒有根本上的不同，指得都是這個「思考」者「認

識」或「設想」而顯示為其有「知識」或僅有「意見」。另外一個值得提出的是，柏拉圖在此使

用 th\n dia/noian 這個字眼，用的是其最廣泛、普遍的意義，其泛指心靈的所有「認識（思考）」

（這個「認識、思考」亦是使用其廣泛的意義）活動，因此意見亦被描述為一種「認識（思考）」

活動；與線段譬喻中特指處於可思領域的智性知識之意義明顯是不同的。Der Staat,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Otto Apelt.Hamburg: Felix Meiner, 1992; 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e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 Press, 1994; Republic,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enjamin Jowett,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lizabeth Watson Scharffenberger.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2004. 
67 do/can 和 doca/zontoj 顯然是相關的字眼，皆指著與「意見」相關的概念，但限於中文表達

上的困難，意見作為一個名詞無法將之動詞化，於此我們「只好」接受 Schleiermacher 德文翻譯

的表達方式，以「設想」來代稱其動詞與分詞的表達形式—雖然於此我們將難以在字詞間表現出

「意見」與「設想」的關係，亦有可能帶來其他對於「設想」這個字眼的聯想—因為用「有意見

的」來表達雖然可以直接帶出與「意見」的關連性，但透過這個「有」「意見」的描述，我們又

將之過度地中文化以至於喪失了「do/ca」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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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存有[das vollkommen Seiende, to\ me\n pantelw=j o)\n]亦是

完全地可認識[vollkommen erkennbar, pantelw=j gnwsto/n]，然而非

存有[das auf keine Weise Seiende, mh\ o)\n]則完全地不可認識

[unerkennbar, a)/gnwston]。[...]」(477a1-2) 
 

    存有是可認識的，非存有是不可認識的（因為我們無法去認識不存有的東

西），那麼若有某些東西是介於其中的呢？柏拉圖接著說： 
「[...]若某者處於如此，它是[/存有]且亦不是[/不存有][es ist und 
auch nicht ist, ei)=nai/ te kai\ mh\ ei)=nai]，則它豈不是置於在中間[in der 
Mitte, metacu\]介於純粹的存有[tou= ei)likrinw=j o)/ntoj]和完全不是

存有的[tou= au)= mhdamh=? o)/ntoj]？[...]」(477a3-5)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柏拉圖在此所指的「存有」並非是廣泛意義的存

有，廣泛意義的存有必然包含有兩個層次：一個是可見的、具有實體可感知的事

物（如眾多的美物）；一個是不可見的、如概念理念思想等（如美自身）68。當

柏拉圖使用「存有」這個字眼時，他所指涉的毋寧是思想的對象、理念，而不包

含那些感官感覺的對象；然而感官感覺的對象亦不是非存有，因此「非」存有並

非對「存有」這個術語的否定，毋寧是對廣泛意義的存有之否定，亦即指著完全

不存有者。在這個意義上，感官感覺的對象必然也是某一種存有，然而這是什麼

樣的一種存有呢？柏拉圖在這個部分並未指明它的名稱與意涵，毋寧是到了第七

卷時，他才明白地提出了「變動[ge/nesin]」之相對於存有69，或以第六卷太陽與

善的理念之討論來說，柏拉圖指出靈魂看向「存有」發光之處則能夠認識

[e)no/hse/n]，若看向那些「幽暗的最混雜者，那些變化的和消失的[das Entstehende 
und Vergehende, to\ gigno/meno/n te kai\ a)pollu/menon]」則只能設想[doca/zei] 
(508d)。然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見，存有與非存有之間有一個中介的狀態，這

個中介狀態即是所謂「變動」的世界，正如存有相關於知識、非存有相關於無知
70，變動所涉及亦是某種介於有知和無知的： 

「[...]現在知識關連至存有[e)pi\ me\n tw=? o)/nti gnw=sij h)=n]，然而無知

[Unkenntnis, a)gnwsi/a]必然關連至非存有[mh\ o)/nti]。那個介於兩者的

[das zwischen beiden, tw=? metacu\]即是某個要在非知識[der Unkenntnis, 
a)gnoi/aj]和知識[der Erkenntnis, e)pisth/mhj]之間去尋覓[zu suchen, 
zhthte/on]的，若那裡有這樣的事物的話。[...]」(477a5-b2) 
 

                                                 
68 Martin, Gottfried. Platom Ideenlehre. “§ 3. Die Grundbegriffe der Ideelehre”. S.38-41 
69 Repubic, 533e2-534a8。詳細引文及分析請見本文第三卷第四節。 
70 Repubic, 478c2-3:「[...]以必然性[Mit Notwendigkeit, e)c a)na/gkhj]我們則已經分派給非存有

[dem Nichtseienden, mh\ o)/nti]—即無知[die Unkenntnis, a)/gnoian]，與存有[dem Seienden, o)/nti]，
即知識[die Erkenntnis, gnw=sin]。[...]」由於柏拉圖在這裡的論證非常地仔細並有一再重複之嫌，

因此在本文中我們不一一引用，以下會藉由註釋將本文中所描述的重要段落以註釋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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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拉圖指出，知識即是關於存有、「去瞭解存有、掌握存有的」71，而無知

則關於非存有，那麼那個介於兩者—存有與非存有—之間的，則必須在知識與無

知之間去尋找。柏拉圖先前已經提出知識與意見的分野，但為了釐清眾人引以為

「真」、所愛好和追尋的，其實只是「意見」，他從「知識等於存有」重新出發，

並藉此將意見擺在知識以下、無知以上的中介位置。接著他進一步釐清知識與意

見不僅所關涉者不同（存有與變動），其「能力」72亦不是同一物，意見不是隸

屬知識之下的能力73，毋寧是知識作為一個能力、意見作為另一個能力；既然它

們分別各作為一個能力，則它們所認識者必然也是不同的，因此「可設想者」與

「可認識者」是不一樣的(478a)。由此柏拉圖已經充全地論證了意見與知識不僅

是兩種不同的能力、其所涉及者、作為能力所認識者皆是不一樣的，柏拉圖接著

開始討論意見所含有的真理價值處在什麼樣的程度，他指出： 
「[...]意見[die Vorstellung, do/ca]看起來[fai/netai]是較知識[die 
Einsicht, gnw/sewj]幽暗[dunkler, skotwde/steron]，然而較無知[die 
Unkenntnis, a)gnoi/aj]光明[heller, fano/teron]？[...]」(478c6-7) 

 
    這個「光明」與「幽暗」的描述，明顯地即指著線段譬喻中所提到「清晰性」

與「不清晰性」的區別，亦即我們可以將之描述為意見叫知識具有較低的真理價

值、較無知擁有較高的真理價值。於此柏拉圖清楚地描述了意見在任何層面上，

都是處於知識與無知的中介狀態，但這個中介狀態到底是什麼樣的一種情況呢？

光是「處在中間」無法清楚地帶給我們意見與知識的差異性，因此柏拉圖接著又

                                                 
71 Repubic, 478a2-3：「[…]知識[die Erkenntnis, e)pisth/mh]之於[auf, e)pi\]存有[das Seiende, tw=? 
o)/nti]，去瞭解存有，即如掌握存有的[um einzusehen, wie sich das Seiende verhalte, to\ o)\n gnw=nai 
w(j e)/xei]。[...]」 
72 這裡有一個問題即對 du/namin 這個字的瞭解，若我們跟隨 Jowett 將之簡化地譯作「官能

(faculty)」也不會有太大的問題(Jowett, p.185)，Adam 亦僅含蓄地批評：這樣的譯法似有太過「具

體」之嫌[ too concrete to be a right translation]。然而根據柏拉圖自己對 du/namin 的定義，他說：

「[…]能力應該是一個存有的某個種類[eine gewisse Art des Seienden, ge/noj ti tw=n o)/ntwn]，經

由此我們才能夠，那些我們能夠的[wodurch sowohl wir vermögen, was wir vermögen, ai/=j dh\ kai\  
h(mei=j duna/meqa a)\ duna/meqa]，亦如任何其他的，那個被能夠的[was etwas vermag, a)\n 
du/nhtai]。[...]」(477c1-3)以及區分這些能力的方法：「[…]然而藉由一個能力[/去區別一個能

力]我完全地只看，那個它所關連至的領域與它所造成的[結果][...]」(477c5-6)但我們亦必須將之

與底下在太陽與善的理念討論中會出現的善的理念將「能力[th\n du/namin]」賦予認識者的「施

力」的意義區分開來，Adam 即認為此處的 du/namin 接近於善的理念所施予的「[理性的]能力」、

或施予給可認識者「可被認識的能力」，是柏拉圖嘗試提出類似概念的一個嘗試（Adam, J., Vol.1, 
p.339, 477b 13 n.）。另者 Fine, Gail 將之解作「能力（能夠性）[capacity]」，並描述 capacity 即

那個「藉由之我們能夠去做那些我們能夠去做的」。The Republic of Plato. Edited with critical notes, 
commentary and appendices by James Adam, Litt.D..London: Cambridge Uni. press, 1920.; Fine, Gail. 
“Knowledge and Belief in Republic V”. Plato’s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Terence Irwin.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p.111-113 
73 蘇格拉底先問：「則如意見[do/can]，我們要將它也置於[bringen unter, oi)/somen]這個能力

[Vermögen, du/namin]或是置於另一個其他種類之下[unter irgendeine andere Art, ei)j a)/llo 
ei)=doj]？」，葛樂康回答將意見置於知識的能力之中是不可能的：「知識和意見應該是不一樣的

[mh\ to\ au)to\ ei)=nai e)pisth/mhn te kai\ do/can]。」Repubic, 477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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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明確地指出：「[...]意見[die Vorstellung, do/ca]應該是中介者[Ein Mittlere, 
metacu\]介於兩者[/知識與無知]間，[...]同時顯示為[zeige als zugleich, fanei/h 
oi(=on a(/ma]存有與非存有的[seiend und nichtseiend, o)/n te kai\ mh\ o)/n]。」(478d1-4) 
 
    柏拉圖說，意見中介於知識與無知的方式，即是「同時顯示為」存有與非存

有的，這並不是說意見「既是」存有「又是」非存有，因為存有與非存有毋寧是

相互排斥的概念，不能用來說明同一個對象74；真正的關鍵即在於「同時顯示為」

這個字眼，因此意見所涉及者—即「變動」—作為一個既不是存有亦不是非存有、

而是介於兩者之間的中介者，即顯現為兩者並存的情況。如某一個人可以同時顯

現為既「是」黑的，又「不是」黑的，以皮膚更黝黑的人來相較，他則顯得「不

是」黑的，但相較於皮膚白晰的人，他又顯得「是」黑的75。這是在變動的領域

會產生的問題，因為我們不是依據某物就其存有的意義（即就其自身「是什麼」）

去加以界說，而是根據感官感知的所得而成立某些說法。柏拉圖由此總結說： 
「[...]那個對我們來說還需要再去尋找的，如它所看似的[wie es scheint, 
w(j e)/oike]，那個參與兩者的[was an beiden teilhat, to\ a)mfote/rwn 
mete/xon]，於存有與非存有的[/是和不是的, an Sein und an Nichtsein  
tou= ei)=nai/ te kai\ mh\ ei)=nai ]，因此兩者中沒有一個[keines von beiden, 
ou)de/teron]得以無混淆地[ei)likrine\j]正確地被稱謂[genannt werden, 
prosagoreuo/menon]，藉此，因為它已經顯示[sich gezeigt hat, fanh=?]
給我們，我們則由此能夠正確地稱謂[aussagen, prosagoreu/wmen]它
應該是可設想的[vorstellbar, docasto\n]，於此我們分派[zuweisen, 
a)podido/ntej]兩個最外的某一個最外的[den beiden Äußersten jedem 
ein Äußerstes, toi=j me\n a)/kroij ta\ a)/kra]，並分派給中介者中間的

[dem Mittleren auch das Mittlere, toi=j de\ metacu\ ta\ metacu\ 
a)podido/ntej]。[...]」(478e1-5) 
 

    然而柏拉圖在這裡除了重申意見是介於存有與非存有、知識與無知之間的，

更指出一個額外的重點，即是「參與[mete/xon]」的概念，亦即先前指出的意見

即「同時顯現為存有與非存有的」，被進一步地指出是「參與存有與非存有」，

意見於此則顯現為兩者的混雜狀態，我們既無法說它是「存有的」而不混雜了若

                                                 
74 Adam 指出在一個「終極」的適切解釋中，我們不能夠說現象[phenomena，在此 Adam 指的是

意見所涉及者—即尚未被指明的「變動」]「既是又不是[both are and are not]」，因為它們毋寧是

一直介於存有與非存有之間的。Adam, J., Vol.1, p.41 478d 23n. 
75 舉這個例子是由柏拉圖先前在 477a3-5 說：「某物處在某種情況，它是（存有）且亦不是（非

存有）」，然而我們是否可以由此加入「黑」這個屬性、並且以相對「黑」和相對「不黑」而在此

成立一個適當的例證，可能是一個問題；但柏拉圖底下(479b)自己舉出的相反的概念（如大、小、

輕、重）可能問題更大，因為如「大」與「小」各自都是一個獨立的概念，「小」並非是對「大」

的否定，因此其與「非」存有和「存有」之間的關係，其實是更難以對應的。柏拉圖舉出相反概

念的目的，無疑是為了承接「美與醜」的談論，然而以這部份的討論旨在說明意見與知識的關係

而言，相應於存有、「非」存有與變動，應該成立的是「美自身」、「非」美與中介的眾多的「美

物」。 



柏拉圖《理想國》中的知識問題 37 

 37

干「非存有的」，亦無法說它是「非存有的」，而不混雜若干「存有的」。即如

我們說某人「是」黑的，卻無法排除以他皮膚黝黑的程度必然同時相較於某些更

黝黑的人來說，「不是」黑的76；反之亦然。柏拉圖在此提出這個「參與」的概

念，主要目的是為了強調意見處於這種混雜的狀況，它們所認識的並非那個不變

動、純粹的「自身—理念」，毋寧是那些變動的感官對象；在這個意義下，柏拉

圖重新提出先前所描述的「美」自身與美物之區別，指出眾人引以為美的，事實

上只是眾多的美物，它們是「[…]在介於非存有[tou= te mh\ o)/ntoj]與純粹的存有

[tou= o)/ntoj ei)likrinw=j]之處打轉[sich herumdreht, kulindei=tai]。[...]」
(479d3-4)，因此只是「可設想的」、亦即處在意見的領域。 
    然而事實上柏拉圖在提出意見與知識的區別之前，已經先對「美物」是分有

「美自身」而有作了說明，藉此我們或可更清楚地認識（或分辨）柏拉圖在此提

出「參與」的意義，他說： 
「[…]誰[…]掌握[hält, h(gou/meno/j]美自身[die Schönheit selbst, ti 
au)to\ kalo\n]作為那個於它的參與者[ihr Teilhabende, ta\ e)kei/nou 
mete/xonta]可以感知的[wahrnehmen kann, duna/menoj kaqora=n]，既

不掌握參與者為它自身[weder das Teilhabende für sie selbst hält, ou)/te 
ta\ mete/xonta au)to\ h(gou/menoj]，亦不掌握它自身為參與者[noch sie 
selbst für das Teilhabende hält, ou)/te au)to\ ta\ mete/xonta 
h(gou/menoj]，則你以為這個人是清醒地活著還是睡夢地？[…]」
(476c7-d3) 
 

柏拉圖指出那個能夠掌握美自身、而不把美自身與它的參與者（美物）相混

淆者，是清醒的而非作夢的，有別於那個只認識美物卻不認識美自身、甚至當別

人將之帶領向知識自身[th\n gnw=sin au)tou=]也無能力追隨者，後者即是作夢而

非清醒的(476c2-7)。由此「美物」即是「眾人[was vieles, tw=n pollw=n]自美中所

獲取[annehmen, no/mima]的多[die Vielen, ta\ polla\]」(479d2-3)，它們是由參與

單一的「美自身」而有其美的性質，因此作為「美物」經由感官被感知；柏拉圖

藉此明確地指出個別者是分有了其「自身」而顯示為那個「自身」的繁多樣貌，

正如美好的聲音、顏色等，之所以被眾人持以為「美」，是因為它們參與、分有

了「美自身」，或美自身「呈現[或在旁一起存有，parousi/a]」在這些眾多美

                                                 
76 關於意見作為「參與存有與非存有」的，並由此帶出「美、醜」、「大、小」、「輕、重」等相

反的概念之討論，葛樂康舉了一個例子來說明，即「一個閹人攻擊一隻蝙蝠，以兒童謎語的方式

說某者投擲某物於在某之上的某某[tou= eu)nou/xou, th=j bolh=j pe/ri th=j nukteri/doj, w(=? kai\ e)f' 
ou(= au)to\n au)th\n ai)ni/ttontai balei=n]」(479c2-4)，侯健的中文譯本中將這個謎語完整地寫做：

「一個男人非男人、看見一隻鳥非鳥、棲在一處枝非枝、擊中未中石非石」(侯健，二六八頁)，
Adam 則指出這個謎語被用為邏輯練習一直可追溯至 Stoic，謎底即為一個閹人看到一隻蝙蝠棲息

在蘆葦上，用浮石向牠投擲，但未擊中(Adam, J., vol.1, p.342-343)。由此我們或可據此提出一個

可能的例子：一隻蝙蝠以其有翅膀會飛的意義，我們說牠「是」鳥，但以鳥有羽毛的意義來說，

蝙蝠又「不是」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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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這裡對於「參與」概念77的描述（即個別者分有理念自身），是柏拉圖哲

學中一貫的說法；然而我們不是已經看到柏拉圖將「變動」描述為一種同時參與

了「存有」與「非存有」的狀態嗎？而對於美物的認識，不是正被描述為與「意

見」相等同的、美物因此是「可設想者」嗎？因此我們難道不應該說，眾多的美

物、或對眾多美物的認識，因此應該是同時參與了「美」與「不美」？事實上柏

拉圖的確嘗試承接著「意見參與存有與非存有」的描述而重新提出了「美」的問

題，在此他將之描述為所有的「美物[kala/]」以某個方面看來亦可能是「醜物

[ai)sxra\]」(479a8-b2)，亦即「美[kalo/j]」與「醜[ai)sxro/j]」的相反概念（而

不是「美」與「非美[a)-kalo/j或 mh\ kalo/j]」），眾多的美物因此則是同時顯

示為「美」與「醜」的，並且同時「參與」美與醜的。 
然而這個「參與（美物參與美與醜）」與那個「參與（美物分有美自身）」

是同一件事情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謂的美物參與美與醜、意見參與存有

與非存有，並不是柏拉圖哲學中以一個「術語」的意義所描述的「個別者參與或

分有理念」78，毋寧指的是一種「摻雜、混和」的意義，亦即美物就其實際存在

的狀態，以不同的角度、不同的觀點來看，必然「同時顯示為」既美又醜的；正

如意見「同時顯示為」有知識與無知的，它相較於無知「知道點什麼」，但對於

真正的理念與概念自身則是全然不理解的，亦沒有「能力」去理解。意見於此則

明確地表現為那個較無知清晰、卻較知識幽暗，是介於兩者之間、卻不能是兩者

其一的，毋寧是混雜了兩端的特質，而意見所關連的變動領域，即是介於存有與

非存有之間的混雜狀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對於意見與知識、變動與存有的分析，柏拉圖以「參與—

混雜」的談論作結，並不代表「參與—分有」的意義就被「轉化」、因此不再以

這個術語的一般意義出現在《理想國》的知識研究中了，事實上我們將可以看到，

「參與—分有」的概念將以「仿本與原本的關係」79、「真理與知識由善的理念

                                                 
77 Adam 即指出，柏拉圖經常使用「參與 [mete/xw]」（參與者[ta\ mete/xonta]）這個字來描述

個別者與理念之間的關係，即如 Phaedo 中描述到的 koinwni/a[分有關係]、或就理念來說的

parousi/a [一起在旁呈現]、就個別者來說的 me/qecij [分有]（詳細引文請見下註）。Adam, J., 
Vol.1, p.337, 476d 23n. 
78 我們說這是柏拉圖哲學的一個既定術語，一方面是因為歷史流傳的柏拉圖研究的定論，一方

面亦是出於這個概念不僅出現在《理想國》，亦出現在其他的對話錄中，於此我們可以引用 Phaedo
篇的一段文字：「o(/ti ou)k a)/llo ti poiei= au)to\ kalo\n h)\ h( e)kei/nou tou= kalou= ei)/te parousi/a 
ei)/te koinwni/a ei)/te o(/ph? dh\. [沒有其它的能夠使得某物為美的，除了美自身一起呈現或（被）

分有]」。Phaedo, 100d 
79 Adam 認為「個別者分有理念」與「個別者由理念複製（仿本與原本）」是有「某些」差別的

（雖然他並沒有指明是怎樣的差別），但柏拉圖顯然對於一起使用兩種概念「絲毫不感到值得顧

慮」(Adam, J., Vol. 1, p.337, 476d 23n.)。在此如果我們一定要解釋 Adam 的說法，或可以說在個

別者分有理念的說法下，理念則「呈現」於個別者中、或作為某種性質（如美性）而被個別者（如

美物）所分有；而複製的概念則是以理念作為原本，仿本為理念的一個「圖像」，自身不是理念，

毋寧只是看起來「像」，由此相較來說，在「複製」的解說裡個別者的地位是相對較低的，並且

暗示著「虛假」的意思。但於此我們要強調的，毋寧是這兩個說明個別者與理念之間關係的概念，

縱然不完全相同，但畢竟是相似、且可以同時成立的。Irwin 則平行地列出這兩者，有如它們的

概念可互相說明(Irwin, T. Plato’s Ethics.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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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等等形式不斷地出現。因此柏拉圖對於意見與知識、變動與存有的討論，

一方面介紹了「意見與知識」這個隨後將藉由整個《理想國》知識問題的探討在

不同層面上一再強調、解析的區分，一方面更為我們指出了一些《理想國》知識

研究的基調：如知識與存有的關係、對於（那個個別者所關連至的）「自身」之

追求...等等。正是在這個準備的基礎上，我們得以進入《理想國》知識研究的第

一個主要課題：太陽與善的理念。 
 
 

第二節 太陽譬喻與善的理念 

 
銜接著「愛好智慧者」與「愛好意見者」—以及由此產生的知識與意見、存

有與變動—之別，柏拉圖接著討論這些真理的愛好者—哲學家—所追求的「知識」

就其內容而言，究竟是什麼樣的一種知識。柏拉圖並指出這些哲學家必須追求「最

高的學問[me/giston ma/qhma]」80，且只有能夠承受這「最高的學問」，才能夠

稱得上是一個有哲學本性的人(503e-504a)。然而這個最高的學問，到底是怎樣的

一種知識呢？柏拉圖認為這種知識比各種品德的知識還要來得更高，並直接地指

明其為善的理念(505a)81。那什麼又是善的理念呢？葛樂康要求蘇格拉底講解何

謂「善」（善「是什麼」，因此即是「善的理念」）(506d)，於此，蘇格拉底一如

早期對話錄中採取的消極立場，並不直接對談話的主題下定義，而採用一種類

比、比喻的方式，來說明「善的孩子[to\n tou= a)gaqou= e)/kgonon]」—太陽，那

個在感官世界中對應於善的理念的82，並利用對太陽與視覺和可見者的關係之闡

釋，來描述善的理念與認識活動以及可認識者之間的關係。 
 
 
2.2.1. 看的活動與太陽之關係對應於認識活動與善的理念之關係 

 
柏拉圖首先說，相對於多的，就會有一個單一的相或本質，正如分殊的美相

對的也會有一個絕對的「美」，也就是一個「美自身」，是每一分殊的美物的本質，

分殊而多的美物是我們可見而無法對其成立有真理價值的知識的，而一且絕對的

「美自身」或謂美的理念，則不可見的但對之成立的知識才是真正的關於「美」

                                                 
80 柏拉圖首先用複數形式提出這個名詞：ta\ me/gista maqh/mata，但到了提出「善的理念即是

最高的知識」時，他又轉而用單數[me/giston ma/qhma]，理由即是因為他旨在指出眾人以為是

「最高的知識們」的，即是關於正義和其他品德的知識（因此必然是多過「一」個的），然而對

他來說，最高的知識毋寧只有一個，即是「善的理念的知識」。 
81 柏拉圖在此直指「善的理念即最大的智識」(505a)，並接著對對話者阿第曼圖(Adimantus)說：

「如今你大概無疑瞭解到的，我將會這樣說...」顯示出這個談論在柏拉圖學院中是已經被接受的

教義，柏拉圖並沒有據此再提出任何的證明解釋說為何善的理念就是最大的智識，僅接著對此做

闡釋。Adam, J., Vol.2, p.50, 505 A n. 
82 Shorey, Paul. “Republic”.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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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於此我們可以發現「由眼睛看見的[o(ra=sqai/]」與「由理性所思考的

[noei=sqai]」的分野，柏拉圖於此先對「眼睛所見」—視覺—的部分做討論，他

指出視覺是感官的塑造者所製造的最細緻、複雜的一種感官，因為其他的感官如

聽覺，並不需要一個第三者居中聯繫，就可以聽和被聽，然而在我們的視覺與所

視物中，還需要別的事物的居中聯繫： 
「[...]在眼睛中[in den Augen, e)n o)/mmasin]則是視覺[Gesicht, 
o)/yewj]，當它[/眼睛]嘗試去運用之[/視覺][ wer sie hat, versucht es 
zu gebrauchen, e)pixeirou=ntoj tou= e)/xontoj xrh=sqai au)th=?]，且當

顏色[die Farbe, ta/j xro/aj]呈現在那裡[ist da, e)n au)toi=j/可見物]83—

則你可能明白了—若沒有一個第三種特質附加[wenn nicht ein drittes 
Wesen hinzukommt, e)a\n mh\  parage/nhtai ge/noj tri/ton i)di/a?]，那

個特別地關連於此[/可見物]是它[/第三者]的本性所指的[welches 
eigens hierzu da ist seiner Natur nach, e)p' au)to\ tou=to pefuko/j]，則視

覺將不能看[das Gesicht doch nichts sehen wird, te o)/yij ou)de\n 
o)/yetai]，且顏色將保持為不可見的[/沒有被看見的][die Farben 
werden unsichtbar bleiben, ta/ te xrw/mata e)/stai a)o/rata]。[...]」
(507d6-e2) 
 

要讓眼睛看得到事物、讓眼睛中的看的官能能夠發揮，需要一個第三者居中

聯繫，這個第三者的功能，柏拉圖表示，是讓可見事物的顏色—或表面—能夠顯

現出來，而讓眼睛得以看見可見事物，沒有這個第三者—那個以其做為聯繫者的

本性、去指往那個可見者的—則眼睛所具有的官能，即視覺，將無法發揮作用，

亦即它將「不能看」、「不能實踐視覺的活動[ou)de\n o)/yetai]」；在另一方面，那

個存在於可見物之中、顯現出來的顏色，也將保持是「沒有被看見的[a)o/rata]」。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柏拉圖在此描述的視覺的官能，以及可見者之「能夠被看見」

的性質，是一直分別地存在於眼睛、和可見物之中的；眼睛是用來「看」的器官，

擁有視覺的官能，人及有眼的動物在其本性上就已經預設了眼睛、以及眼睛的官

能之實踐84，因此這裡所描述的缺乏居中聯繫的第三者則「不能看」的情況，並

非指沒有之則眼睛的視覺官能就消失了。正如同當我們說，可見物沒有第三者居

                                                 
83 關於柏拉圖在此表示「若顏色呈現在此之中[parou/shj de\ xro/aj e)n au)toi=j]」，au)toi=j[此]
究竟為何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Adam 表示，不管我們如何去解釋 au)toi=j，將之解釋為

「眼睛」是最有問題的讀法，於此我們必須支持 Adam 的見解：因為根據柏拉圖在此的談論，顏

色必然不是那個去看的眼睛就已經擁有的性質，否則它即不需要第三者就可以被眼睛所持有，且

根據柏拉圖接下來將這個居中聯繫可見者與視覺的第三者描述為光，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柏拉

圖在此必然是指「顏色呈現在可見物之中」—「光使可見物的顏色顯現出來」—「可見物為眼睛

所看見」這樣的關係。Adam, J., Vol.2, p.57, 507d 27n.。 
84 如果我們在此使用亞理斯多德潛能與實踐的概念來解釋，或許會更清楚：眼睛所具有的視覺

官能，是一直潛在地存在於眼睛之中，正如同可見者以其「可見」的意義，一直都是潛在地能夠

被看見的。但它們具有這樣的潛能，並不一定會獲得實踐，例如某人可能一輩子身處於黑暗之中，

則其眼睛官能雖完好，卻未曾實踐其視覺的活動；而某物亦可能一直存在幽暗的地底未曾被看見

過，但其亦具有形體、「能夠被看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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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聯繫，其顏色無法顯現，則其保持「沒有被看見的」，但這並不意味著可見物

沒有這第三者時，就是「不能夠被看見的」，毋寧是以「可見物」的意義一直保

持著「能夠被看見」，然而其要實際地被眼睛所見，需要一個其他的、第三種特

質的協助，柏拉圖接著明白地指出，這居中聯繫視覺和所見者的即是「光」，只

有在光之中事物才可以顯現出「顏色」（或「表面」）而為眼睛所見，而亦只有在

光之中，眼睛才能去看向那個可見者、視覺才能夠獲得實踐。因此光即是居中聯

繫視覺與可見者的第三者、使看的活動能夠作用的聯繫鈕帶，柏拉圖表示這個視

覺的感官[h( tou= o(ra=n ai)/sqhsij]和能夠被看見的能力[h( tou= 
o(ra=sqai  du/namij]之間的鈕帶，是遠較那些其他感官與其被感知者之聯繫更精

緻的紐帶(507e4-508a2)，然而「光」自身不是那個保障所見真確性之來源，毋寧

是光亦是由一個更高者而來，柏拉圖指出，太陽，即是那個製造出光、讓「我們

的視覺於此[/光]看得最完善且可見者可以被看見」者，亦即為可見世界的至高

者、統治者。柏拉圖並進一步說明太陽不只是光的來源—提供視覺與可見者間的

視覺活動的聯繫—甚至眼睛和視覺也是在與太陽的相似性或關連之中，而有其能

力[du/namij]。他表示眼睛是所有感知器官中最像太陽者[h(lioeide/stato/n]85，

而眼睛有的「[...]能力[das Vermögen, th\n du/namin]，亦作為一個由某個神[/太

陽]散布[mitgeteilten, tamieuome/nhn)]至它的流出物[einen Ausfluß, 
e)pi/rruton)]。[...]」(508b3-4) 

 
柏拉圖在此所指的「能力」86，顯然是有別於視覺官能的一種另外的能力，

正如我們之前已經討論過的，視覺的官能是一直存在於眼睛做為看的感官之中

的，有太陽、或有光與否，眼睛都一直具有著視覺的官能[faculty]。這裡所指的

「能力」、尤其用於談論太陽的作用，指的是光、或太陽的存在，讓眼睛得以使

用其視覺的官能，亦即太陽賦予視覺能夠實踐的能力，沒有太陽製造出光—太陽

的流出物—眼睛將無法實踐其視覺活動，而可見物將保持為未被看見的；而眼睛

做為所有感官中最像太陽者，其感官作用能夠發揮，必須仰賴太陽將此實踐的能

力發佈至眼睛之中。因此「[...]太陽不是視覺[das Gesicht, o)/yij ]，而是作為原因

[als die Ursache, ai)/tioj]，由此它[/太陽]被那個[/視覺]所看見[d' w)\n au)th=j 
o(ra=tai]。[...]」(508b5-7)柏拉圖在此強調眼睛雖然是最像太陽者、視覺的作用以

光做為聯繫的鈕帶遠較其他的感官高尚且複雜，但太陽不是眼睛、亦不是視覺，

毋寧是做為視覺的原因；因此太陽雖以其身處在可見世界的意義，也是「可見

的」，由視覺而被掌握、看見，並賦予能力讓視覺可以實踐，但它自身不是視覺

                                                 
85 Adam 表示對希臘人來說，眼睛即為身體的太陽[The Eye is the Body’s Sun.]，太陽在希臘的詩

歌中通常被稱為世界的眼睛或是白日的眼睛[the eye of day]，這種觀念可能來自希臘人把宇宙

[Universe]稱為大宇宙，人作為小宇宙的看法。Adam, J., Vol. 2, p.58, 508b 9n. 
86 這裡的 th\n du/namin 即為 th\n du/namin tou= o)ra=n，亦即看的能力[the power of seeing]，若把

翻做看的官能(faculty)將會是錯誤的，因為看(o)/yij)的官能被視為一直在眼睛內，即便在沒有光

的時候(507d)；但柏拉圖在此明白地說除非「這樣的能力」持續地自太陽散發至眼睛，否則「眼

睛沒有『能力[power]』去看」，即無法執行[exercise]看[o)/yij]的官能。Adam, J., Vol.2, p.58, 508b 
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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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樣的，在可見物那一端，其之所以能夠被看見，亦須仰賴於太陽： 
「[...]太陽授予給可見者[dem Sichtbaren, toi=j o(rwme/noij]能力[das 
Vermögen, th\n du/namin]，去變得被看見[gesehen zu werden, tou= 
o(ra=sqai]。[...]」(509d1-2) 
 

於此柏拉圖清楚地解說了太陽在可見世界中的地位，其做為可見世界的最高

者、統治者，是那個聯繫視覺與可見者的第三者—光—之來源，它提供能力讓眼

睛—看見者—可以運用其視覺、讓視覺的官能得以實踐，亦經由它，可見者才「能

夠」實際地看見；因此太陽是視覺的原因，只有在太陽提供的光照之下，視覺才

能夠充分發揮、眼睛可以看得最好，可見物亦由此能夠被看見。談論至此，蘇格

拉底終於對他的對話者揭示，太陽就是他所說的善之子：「[...]那個善的孩子

[jenem Sprößling des Guten, to\n tou= a)gaqou= e)/kgonon]，那個善依造與它自身的

相似性而生產出來的[welchen das Gute nach der Ähnlichkeit mit sich gezeugt hat, 
o(\n ta)gaqo\n e)ge/nnhsen a)na/logon e(autw=?]。[...]」(508b6-c1)，是由善依其本

身的面貌生出，而出現在可見的世界裡；由此柏拉圖又回到在提出善的理念時，

由多與理念所初步劃分的「由眼睛被看見[o(ra=sqai/]」的世界與「由理性而被思

想[noei=sqai]」的世界之別，並透過他以上對於在可見的世界裡、太陽的主宰地

位之討論，他著手描述善的理念在可思世界中的地位： 
「[...]即如另一個[/善的理念]自身在可思的領域[in dem Gebiet des 
Denkbaren, e)n tw=? nohtw=? to/pw?]關連至理性和被思想者[zu dem 
Denken und dem Gedachten sich verhält, pro/j te nou=n kai\ ta\ 
noou/mena]，此[/太陽]亦在可見的領域[in dem des Sichtbaren, e)n tw=? 
o(ratw=?]關連至視覺和所見者[zu dem Gesicht und dem Gesehenen, 
pro/j te o)/yin kai\ ta\ o(rw/mena ]。[...]」(508c2-3) 
 

柏拉圖指出，太陽與視覺和可見者的關係，就如同在可思世界裡，善的理念

與理性、及那個為理性所思者之關係。由於柏拉圖在此的談論與對應關係相當複

雜，我們或許以下列圖表87先整個地描述柏拉圖對於太陽與善的理念之對應關係

                                                 
87這個圖表有部分的概念來自Adam所做的列表，他認為太陽與善的理念的關係可以列為以下的

等式（尚不討論太陽做為生長變化的原因、善的理念做為存有的原因之部分）： 
to/poj o(rato/j ＝ to/poj nohto/j 
1.太陽[Sun] ＝ 善的理念[Idea of Good] 
2.光[Light, fw=j]  ＝ 真理[Truth, a)lh/qeia/]  
3.視覺的對象[Objects of Sight]（顏色） ＝ 知識的對象[Objects of Knowledge]（理念[Ideas]）
4.看的主體[Seeing Subject] ＝ 認識的主體[Knowing Subject] 
5.視覺的器官[Organ of Sight]（眼睛） ＝ 知識的器官[Organ of Knowledge]（理性[nou=j]） 
6.看的官能[Faculty of Sight]（視覺[o/(yij] ） ＝ 論理的官能[Faculty of Reason] （理性[nou=j]） 
7.視覺的實踐[Exercise of Sight]（視覺[o/(yij]，
看的活動[o(ra=n]） 

＝ 論理的實踐[Exercise of Reason]（理性[nou=j]，如思

想活動[no(hsij]，思考[gnw=sij]，認識[e/pisth/mh]）
8.看的能力[Ability to see] ＝ 認識的能力[Ability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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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闡釋，再接著由柏拉圖的討論脈絡做細部的理解88： 
 

 
    在指出太陽即最像善的善之子、太陽在可見世界的地位如同善的理念在可思

世界的地位後，柏拉圖首先以負面的方式描述兩者的關連性，他指出視覺在可見

世界中因太陽之照耀與否、影響其所見之清晰度，並由此對照在可思世界中，靈

魂思考或設想與善的理念之關係。柏拉圖說： 

                                                                                                                                            
＃被看見的能力[h( tou= o(ra=sqai  du/namij] ＝ ＃被認識的能力 
Adam在此所列舉的八組等式，已經相當清楚地指出柏拉圖在討論太陽之於可見世界、善的理念

之於可思世界的對應關係，但或有缺憾的是表列式的說明較不能夠清晰地表現出概念之間的關

係；此外，Adam所使用的「主體」、「對象」等字眼，並非柏拉圖自身的詞彙、亦非柏拉圖的

時代所有的想法，因此於此筆者以柏拉圖自己的用語及描述重新繪製這個圖示。另者關於Adam
的八個等式有兩點值得商議，一則是Adam將「視覺的對象」等同為「顏色」，而「認識的對象」

等同為「理念」，以光能夠讓事物的顏色顯現、因此能夠實際地被看見而言，眼睛的確是看見了

事物表面的「顏色」，並從而說它「看見了」某物，但柏拉圖是否認為眼睛「只」看見了「顏色」，

而非「可見者」、即那個可見的事物自身呢？以柏拉圖一再地描述視覺與可見者之間的關係來看，

或以先前關於眾多的「美物」之為可見而不可思來說，可見的「多」之事物是相對於不可見的理

念，這裡的等式應該無疑地建立為：「視覺的對象：可見事物 = 認識的對象：理念」較貼近柏

拉圖在此的旨意。另一點是Adam只提到了看見者的「看的能力」與認識者的「認識的能力」，

卻忽視了柏拉圖亦描述了被看見者的「能夠被看見的能力」、被認識者「能夠被認識的能力」，

因此這個等式應該也要被加上才是。Adam, J., Vol.2, p.60, 508d 29n. 
88 在筆者所做的圖表中，有一個問號，主要是因為柏拉圖在可見世界的討論中，提出了顏色做

為可見物的表面、那個在光之中顯現而讓視覺得以掌握者，但在可思世界中，他卻對這個部分沒

有任何的描述；如果我們要將善的理念與太陽的作用完整地對應起來，必然需要著這一個部分來

做對應，但限於柏拉圖沒有對之描述，我們並不妄自猜臆那對應者為何。可以確知的是，柏拉圖

顯然認為可見者即那些可見的、多的事物，而可思者即為那些不可見的「事物自身」，即理念；

但如前註所言，我們無法如 Adam 那樣，將「顏色」即與「理念」對應起來，因為理念即是那個

可思者自身，而顏色只是附隨在可見者上的性質。 

太陽(o( h(/lioj) 善的理念(th\n tou= 
a)gaqou= i)de/an)

顏色(Farbe, xro/aj) 

可見者(o(ratou=)、被看見者

(ta\ o(rw/mena) ...,etc. 

光

(fw=j) 

？ 

可思者(nohto/n)、可認識者

(toi=j gignwskome/noij)、[理
性]所思考者(ta\ noou/mena)... 
etc.=理念(Ideas) 

看見者 

眼睛

(o)/mma) 

認識者(tw=? 
gignw/skonti) 

靈魂[th=j 
yuxh=j](特指
理性[nou=j]) 

真理

(Wahrheit, 
a)lh/qeia/) 

視覺(o/(yij)、
看的活動

(o)/yetai) 

使看見者能夠去

看的能力(th\n 
du/namin) 

使認識者能夠認

識的能力(th\n 
du/namin) 

使可思者

能夠被認

識的能力

(th\n 
du/namin) 

使可見者能夠

被看見的能力

(h( tou= 
o(ra=sqai   
du/namij) 

可見的領域(das Sichtbaren, to/poj o(rato/j?) 可思的領域(das Denkbaren, to/poj nohto/j =?) 

認識的活動(如理

性思想[no(hsij]，
認識[gnw=sij]，認
識[e/pisth/mh],etc.)

圖一 太陽與善的理念之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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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眼睛[Die Augen, o)fqalmoi/][…]不是指向特定的事物[wenn 
sie einer nicht auf solche Dinge richtet, o(/tan mhke/ti e)p' e)kei=na/ tij 
au)tou\j tre/ph?]、而白日的光落至其表面[auf deren Oberfläche das 
Tageslicht fallt, w(=n a)\n ta\j xro/aj to\ h(merino\n fw=j e)pe/xh?]，而是而

是以夜晚的微光[sondern auf die nächtlichen Schimmer, w(=n nukterina\ 
fe/ggh]，則它[/眼睛]則視力遲鈍[blöde, a)mbluw/ttousi/]有如盲目

[scheinen beinahe blind, e)ggu\j fai/nontai tuflw=n]，似乎沒有純粹的

視覺能力在其中[keine reine Sehkraft in ihnen, ou)k e)nou/shj kaqara=j 
o)/yewj]？[…]」(508c4-7) 
 

    柏拉圖在此指出視覺作用的兩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指向特定的事物—可

見者」，一個是「白日的光落至其表面」。前者所指的無疑是看見者（眼睛）與被

看見者間必須要有一個指向的作用，亦即睜開眼睛不意味著即是「看」89，人們

也可以睜開眼睛瞪向前方卻「未看見」前方的事物，因此柏拉圖在此指得顯然是

一個有意識的「看」；因而這個「看」不只是一個「睜眼」而有影像流入眼睛的

不自覺的作用，毋寧是一個看見者的「看的實踐活動」，指向那個特定的所見者。

另外一個因素則是必須在太陽仍高懸於天空的白日之中以太陽光去看，才能夠看

的清楚，當日落西山、太陽不再照耀，藉著夜晚幽暗的光去看，則視力變得遲鈍、

看得相當模糊，尤其以眼睛所見的事物的表面—顏色—而言，在夜晚的光之中，

顏色變得相當幽暗且失去了在太陽光底下的的色澤，各種顏色的事物都變成夜晚

的藍灰色，難以將之一一區別，因此眼睛所見者則混沌不清晰，眼睛即如沒有純

粹的視覺能力其中。柏拉圖隨即藉此描述靈魂之認識亦如視覺之視物： 
「[...]同樣的現在也思考這樣的情況之於靈魂[der Seele, th=j 
yuxh=j]。若之[/靈魂]緊盯於此之上，即真理與存有[Wahrheit und das 
Seiende, a)lh/qeia/ te kai\ to\ o)/n]發光之處，則它[/靈魂]察覺且認識

之，此即顯示[es zeigt sich, fai/netai]，它[/靈魂]擁有理性[Vernunft, 
nou=n]。然而若[緊盯]於此以幽暗的最混雜者，那些變化的和消失的

[das Entstehende und Vergehende, to\ gigno/meno/n te kai\ 
a)pollu/menon]，則它[/靈魂]只臆想[meint, doca/zei]並遮暗了

[verdunkelt sich, a)mbluw/ttei]它的視覺，則它[/靈魂]就不斷地轉變

它的意見，且再次看似沒有任何的理性[Vernunft, nou=n]。[...]」(508d2-7) 
 

如我們先前已經看到的，若可見世界中的眼睛若不是正確地指向所欲見之

物、或是沒有白日的光充足地照耀其上，則視覺遲鈍、形同盲目，像是根本沒有

視覺能力在其中一般；正如同人的靈魂雖然是前往理性思想的世界、善的理念必

                                                 
89 Heidegger 即指出我們的「看」，必須仰賴眼睛的幫助，但是眼睛自身並不就是視覺的官能，

眼睛就其做為器官而言，「什麼都沒有看見」。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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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存在，但自身並不就是善，因為它就像在可見世界裡的眼睛，會受到黯淡光

線的蒙蔽，人的靈魂也會遭受到不當的毀壞與變化，而無法趨近於那個「真理與

存有發光之處」，而轉向意見的層次。柏拉圖以可見世界中的眼睛比喻靈魂認識

的作用，指出如果靈魂若看向真理與存有發光的明亮之處，則有「能力」—這裡

的「能力」亦如同那個太陽所賦予眼睛的「能力」，亦即使視覺可以實踐的能力—
可以察覺和認識，我們即可說靈魂顯示為擁有理性90，亦即其理性可以發揮認識

的作用；但如果它看向那些幽暗混雜的變化者，則它則無法安歇於真理與存有，

只能跟著教義的風潮而搖擺91，靈魂便只能臆想、設想，在意見的領域中搖擺不

定—如同視覺被幽暗之光所遮暗、「看似」沒有任何視覺能力—並「看似沒有」

任何的理性，亦即其理性無法發揮認識的作用，則靈魂認識的官能—即理性認

識—則保持為「不能去認識的」，其認識活動未能獲得實踐。 
 
接著柏拉圖更清楚地指出善的理念於認識者—靈魂—與被認識者之之作

用，與太陽分別賦予視覺和可見者的「能力」之作用亦是相似的： 
「[...]那個將真理通報[mitteilt Wahrheit, to\ th\n a)lh/qeian pare/xon]
給可認識者[dem Erkennbaren , toi=j gignwskome/noij]的，以及將能力

[das Vermögen, th\n du/namin]提供給認識者的[dem Erkennenden, tw=? 
gignw/skonti]，我說，應該就是善的理念[die Idee des Guten, th\n tou= 
a)gaqou= i)de/an]；然而它[/善的理念]是[以]知識與真理[der 
Erkenntnis und der Wahrheit, e)pisth/mhj kai\ a)lhqei/aj]，作為那個被

認識的[welche erkannt wird, gignwskome/nhj]，即是知識與真理的原

因[Ursache, ai)ti/an] 。[...]」(508e1-4) 
 

柏拉圖接著指出，正如同太陽是使視覺可能者，善的理念即是那個讓可認識

者具有真理、讓認識者有能力去認識的，因此善的理念即是知識與真理的原因，

在此柏拉圖明確地指出可認識者是因其具有真理而能夠被認識，而在認識者這

端，則需仰賴善的理念而能夠實踐其認識能力；而善的理念處在可思的世界做為

可思者—亦如太陽在可見世界中由視覺所掌握—亦由真理與知識去掌握之。我們

可以說，既然善的理念是真理與知識的原因，則其即為真理之為真理、知識之為

知識的理由，亦即關於各種概念我們雖可以成立各種知識、亦可有各種分殊的真

                                                 
90 在 Adma 的註釋中，特別強調靈魂「顯示為」擁有理性，他表示 nou=n 的官能藉由轉向於它的

適當對象(by being turned upon its proper object)而實現為 no/hsij[思想活動]，至那時和尚未到那

時(Then, and not till then)，靈魂「顯示為有理性」(does the Soul „appear to have reason“)，因為理

性至此已經潛在地置於其中 (Adam, J., Vol.2, p.59-60, 508d 24 n.)。在此我們亦可以發現，柏拉圖

使用「顯示為」、「看似為」這樣的字眼，來表示靈魂與眼睛受到變化者、幽暗的光之影響，而無

法充分發揮其作用，「有如沒有理性」、「有如眼盲」，正指出靈魂和眼睛其認識或看的官能是一直

存有在其中的，其實現雖然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就其官能來說，一直是作為一種潛能而存

有。 
91 Adam：「[…]靈魂除非『在真理和存有閃耀的地方』無法歇息[The soul can find no rest except in 
that „whereon Truth and Being shine“]，在其他地方它跟隨著每一個教義的風潮搖擺[elsewhere she 
is tossed to anf fro with every wind of doctrine]。[…]」Adam, J.,Vol.2, p.59, 508d 2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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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我們可以由柏拉圖用複數描述知識與真理而窺知這一點—但善的理念，毋寧

只有一個，做為可思世界的主宰者、為其中的知識與真理的終極原因。於此柏拉

圖已經明白地指出了接續著道德的談論而提出的最高的知識—「善的理念」—其

意義絕不僅止於倫理意義，亦即他並非僅意在將「善」放置在知識的高點、而說

倫理性的知識遠較「其他」知識來得崇高；藉由將善的理念描述為知識與真理的

原因—正如同太陽做為視覺的原因—柏拉圖暗示了善的理念即是那個使知識與

真理可能者、亦是其得以存有與實踐的根據92。 
 
 

2.2.2. 太陽為生長變化的原因、善的理念為存有的原因 

 
柏拉圖隨即藉由太陽在生長變化上所扮演的角色，來加強說明善的理念與知

識、真理的關係： 
「[...]太陽[…]不只授予給可見者[dem Sichtbaren, toi=j o(rwme/noij]能
力[das Vermögen, th\n du/namin]，去變得被看見[gesehen zu werden, 
tou= o(ra=sqai]，毋寧也[授予]生育[das Werden, th\n ge/nesin]和生長

[Wachstum, au)/chn]和滋養[Nahrung, trofh/n]，而非它[/太陽]自身就

是生育[das Werden, ge/nesin]。[...]」（509b1-4） 
 

    柏拉圖指出太陽不只是視覺的原因、讓可見者能夠實際地被看見，也提供可

見者生育[ge/nesij]、生長、和滋養，這個說法顯然是指生物生長變化是仰賴太

陽提供的「能量」，雖然在當時希臘人或許還不是很明白能量轉化的概念，亦即

太陽提供的熱能由植物藉由光合作用而吸收，而動物食用植物等而有能量等等…

來明確地解釋太陽對於萬物生長變化所扮演的角色，但無疑地太陽做為「天父」

與「大地之母」生育出萬物的概念，是全球所有始民的共同想法；柏拉圖在此引

入太陽提供萬物生長變化的概念，雖然對於這裡主要討論的視覺問題來說，是一

個頗為突兀的談論，亦即他突然地擴張了太陽在視覺與可見者之間所扮演的角

色，而將之延伸至自然（fu/sij）的領域。然而這裡提出太陽做為生長變化的原

因，並不是完全沒有頭緒的，柏拉圖在先前已經提出了太陽即是視覺的理由，亦

是可見者得以被看見的原因，於此他進一步說，那些處在可見世界中的可見者其

生長變化亦仰賴於太陽，藉此他也進一步地延伸了善的理念的概念，亦即善除了

作為知識與真理的原因，也是存有的原因： 

「[...]可認識者[dem Erkennbaren, toi=j gignwskome/noij]不只由善而

有[von dem Guten komme, u(po\ tou= a)gaqou= parei=nai]而變得被認識

[das Erkanntwerden, to\ gignw/skesqai]，毋寧存有和本質93[das Sein 
                                                 
92 Adam, J., Vol.2, p.62, 509b 13n. 
93 柏拉圖在此使用了「存有」和「本質」[das Sein und Wesen, to\ ei)=nai/ te kai\ th\n ou)si/an]兩
個字眼，但是從他的文義來看，這兩者在此似乎並沒有顯著的差別，Adam 即建議，我們於此並

不需要過份細緻地區分 ou)si/a、o)/n(Adam, J., Vol.2, p.62, 509b 13n)。另一方面，Schleierm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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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Wesen, to\ ei)=nai/ te kai\ th\n ou)si/an]亦是由它[/善 ihm, das Gute]
而有，且善自身不是存有[ou)k ou)si/aj]，毋寧是在崇高性和能力上更

高於存有。[...]」(509b4-8)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太陽—光—讓眼睛可以指向欲見之物，並讓可見物在光

之下，能讓視覺所覺察，因此太陽是可見物之為可見物的原因，但太陽一方面也

是可見世界中所有物體生長變化的根源，太陽滋養萬物，讓萬物得以生存，因此

太陽亦是可見物之存有的原因；相同的，善的理念讓認識者具有認識能力、讓可

認識者擁有真理而成為可認識者，並因而使得可認識者擁有其所被認識的內容，

因此善的理念是知識與真理的原因。另一方面善的理念亦是存有和本質的原因，

可認識者由善而獲得它們的存有，善可以促成有關一切可認識者的知識，並且也

能夠促成有關它們的存在與本質的知識，並且善的理念即是存有與本質的原因。

但正如太陽作為生育的原因自身不是生育而高於生育，善自身亦是不同於存有且

高於存有的；因此真理與知識雖具有善的性質，但自身並不是善，正如同光和視

覺具有太陽的性質，但自身並不是太陽。正如柏拉圖在稍早前所描述的：「[...]
則美[/以美的觀點來說]也是這樣的兩者[diese beide, a)mfote/rwn]，知識與真理

[Erkenntnis und Wahrheit, gnw/sew/j te kai\ a)lhqei/aj] […][兩者中的]任一個做

為一個另外的[als ein anderes, a)/llo]，而與更美者[Schöneres, ka/llion/善的理念]
作為二者[...]。」（508e4-5）亦即以美的觀點來說，善的理念在美的程度上遠優

於知識與真理，善的理念之研究是比知識和真理更高的，柏拉圖藉此更加強調善

的理念是存有與本質的原因，但它自身並不是存有，毋寧是在崇高性和能力上皆

比存有和本質更為優越。 
 
然而在此柏拉圖可能會遭遇一個質問，既然善的理念自身不是存有，那它豈

不是「非—存有」？或是介於存有與非存有之間的變動的領域？根據柏拉圖自己

的定義，不存有的東西無法認識，等同於無知的對象，而變動的領域沒有真正的

真理價值，是意見的對象，因此這兩種解釋都是相當全然不可能的。或是我們將

因此認為柏拉圖設定善的理念為某種存有之上的至高者，而既然知識的對象是存

有，如此我們將無法「認識」善的理念，因此善的理念是不可認識的？但柏拉圖

亦清楚地指明，善的理念是可思的，且是藉由真理與知識而被認識的，我們或可

                                                                                                                                            
和 Apelt 的譯本都有表示出 to\ ei)=nai/ 與 th\n ou)si/an 兩個字詞的區別，將之譯作 das Sein und 
Wesen，但隨後即皆異口同聲地將這個原本被翻做「本質」的 th\n ou)si/an 譯作「存有(das Sein)」，

而 Shorey 雖保持 essence 的譯法，但在他的註釋中明確地指出由於柏拉圖使用 to\ ei)=nai 這個字

而非 o)/n，顯示出柏拉圖並沒有於此要強調「存有」與「本質」的區分，毋寧是可以將之視為等

同的(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e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 
Press, 1994(reprinted), p.106-107)。事實上當我們檢視柏拉圖《理想國》中對於 ou)si/a、o)/n 的使

用，亦會發現柏拉圖時常混用這兩個名詞，在重說一個已經提出的談論時，他時而用兩者中的一

個字眼去取代先前採用的兩者中的另一個字眼，於此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在《理想國》中特別去區

分這兩個字而將它們視作不同的術語，而毋寧是說，「存有」對柏拉圖來說即是那個「一直是的」，

而「本質」作為那個概念的「自身是什麼」無疑也是「一直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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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太陽與視覺的關係尋找線索：正如同太陽亦是可見的，由視覺而被看

見，但太陽自身並不是視覺，毋寧是那個使得視覺可以作用的「光」的來源，而

自身作為「最光輝者」；而善的理念做為真理與知識的來源、存有的原因，則是

存有中的「真正的存有」94。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善的流出物和相似者即是太陽，其與視覺和可見者的關

係，可對應至善的理念和理性[nou=j]以及可認識者的關係；即如太陽是視覺的原

因，善的理念則是真理和知識之源，它自身亦藉由真理與知識被理解，如同太陽

亦由視覺所掌握。而如光和視覺類似於太陽，真理與知識亦相似於善，但善不等

同於真理與知識，因為它超越[transcends]真理與知識。通過對太陽在可見世界中

的主宰地位，以及太陽作為「善之子」，所表述出來的善所主宰的可思世界95的

優越地位，柏拉圖提出了知識問題的第一個面向，亦即是對他自第五卷提出哲學

家皇帝以來所亟欲澄清的「哲學家所愛好的知識」做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他延

續著「愛好智慧」與「愛好意見」之別、「可見」與「可思」世界之討論，將所

有的人類的「知識」—這裡及以下所說的四種「知識」，相較於前面所提及的善

的理念為”知識”的原因，是較廣泛的用語—劃分為四種，並分別對之加以限定及

分析，然而柏拉圖對此仍以一個類比的方式來進行，此即著名的線段譬喻。 
 
 
 
 
 
 
 
 
 
 
 
 
 
 
                                                 
94在 Adam 的註釋中，他為柏拉圖辯解道：「[...]作為 ge/nesij 的原因，我們可以，事實上，將太

陽當作唯一真正的 ge/nesij，其它的 gigno/mena[生育變化者]是由它所衍生的[derived from 
him]。同樣地善不是 ou)si/a，以這個意義理念[the Ideas]是 ou)si/ai[諸多的存有]；但在更高的意

義它[善]是唯一真正的 ou)si/a，所有的 ou)si/ai只是特定善的限定[the specific determinations of the 
Good]。善的 u(perou/sio/thj[超越存有性]是單純的柏拉圖式的說法來說所有存在者[all existence]
的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必須自身是非衍生而得的[must itself be un-derived ]。[...]」。Adam 對

這個談論所招來種種指責提出了相當有意義的回應，他表示我們應該把善的理念「超越存有者」

以及「自身不是存有」瞭解作它自身即最高的、真正的存有，即善的理念 ou)  mo/non ou)si/aj [不
單單是存有]，毋寧是作為所有存有者的原因，所有的存有者皆自它而獲得存有性。Adam,Vol.2,  
p.62, 509b 13n. 
95 Annas, Julia.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1981.p.2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