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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知識的分類—線段比喻 

 
第一節 線段分割的原則：二分與四分 

 
經過前一章敘述柏拉圖《理想國》提出知識問題的理論脈絡，並承接意見與

知識、善的理念與太陽所引導出來的可思世界與可看世界的區別，柏拉圖將我們

帶領進理想國知識問題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線段譬喻的討論。我們將可以發現，

這個到目前為止一直反覆地為柏拉圖所重申的、可見與可思的區別，將繼續作為

線段譬喻的主軸，作為兩個根本的元素，依不同的比例混和而形成四種心靈能力

的特質。 
 

 

3.1.1. 二分：可見 (o(rato/n)與可思 (nohto/n) 
 

在善的理念與太陽的討論的最後一部分，柏拉圖重申太陽作為可見領域的主

宰者與善的理念作為可思領域的主宰者，並劃分出兩個大的部分： 

「[...]這兩者[/太陽及善的理念]是[sind, ei)=nai]且它們管理[herrschen, 
basileu/ein)]，其一是之於可思[das denkbare, to nohtou]的種類和領域，

另一個則是之於可見的[das sichtbare, to\ o(ratou=][種類與領域]，藉此，當

我說關於天[den Himmel, ou)ranou=]的時候，你不會揣想，我將要耍弄文字

[in Worten spielen, sofi/zesqai peri\ to\ o)/noma]了96。則你現在有這兩個種

類[diese beiden Arten, tau=ta ditta\ ei)/dh]，可思的[das Denkbare, nohto/n]
和可見的[das Sichtbare, o(rato/n]。[…]」(509d1-6) 

 
承接這個可見領域與可思領域的區分，柏拉圖於此展開他著名的線段譬喻：

「[...]則如現在由一條兩分的線段[von einer in zwei geteilten Linie, toi/nun 
grammh\n di/xa]取來不相等的部分[die ungleichen Teile, a)/nisa tmh/mata]，再去

分割每一個部分以相同的比例[demselben Verhältnis, to\n au)to\n lo/gon]於可見的

領域和可思的領域[das Geschlecht des Sichtbaren und das des Denkbaren, to/ te 
tou= o(rwme/nou ge/nouj kai\ to\ tou= nooume/nou] 。[…]」（509d5-8） 

                                                 
96 在此蘇格拉底之所以要特別說明「天[ou)ranou]」這個字，主要是因為他將太陽做為主宰可見

[o(ratou=)領域的，而太陽或可以說為是主宰「天[ou)ranou]」的，為了避免「天[ou)ranou]」與

「可見[o(ratou=]」的字詞上的聯想，並避免遭受指責將天等同於可見者，或將天指為由「看」而

得，而蒙受不虔誠的的指責，因此特別加以說明。Adam, J., Vol.2, p.63, 509d 2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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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譬喻的開始點，柏拉圖以一條被截成兩半97的線當作一個人類認識能

力的「整體」，然後說我們可以根據其所掌管的知識領域以及其所「是」的種類，

來加以區分，據此我們獲得了兩個部分，一為可見的，一為可思的，接著又以第

一次分割時的相同比例再去分割這兩個線段，而得到四個部分。在此我們無從確

切地得知，這個比例的實際數據為何，其依據的理由又為何，但明確得知的是，

這一開始二分的線段，是不等長的98，因而接著根據相同比例所分割的次部分，

與同一大領域中的另一次部分也是不等長的。 
 
 
3.1.2. 四分：似真性(ei)kasi/a)、信念(pi/stij)、智性推理(dia/noia)、理性思

維(no/hsij) 
  

   柏拉圖在命名兩個大部分一為可思的部分，一為可見的部分後，接著表示在

這兩個大部分下依相同的比例分割的次部分，依其「清晰性[Deutlichkeit, 
safhnei/a?]和非清晰性[/非確定性，Unbestimmtheit, a)safei/a?]的比例」(509d8)
而分別命名為：在可見的領域裡為影像、信念，在可思的領域裡為智性和理性，

並將這個部分指為是靈魂的四種從屬狀態[te/ttara tau=ta paqh/mata e)n th=? 
yuxh=? gigno/mena](511d6-7)。若我們仔細地跟隨柏拉圖的談論，可以發現柏拉

圖由兩個較大的領域開始，根據相同比例分出兩個大領域中的次部分，直到分別

對它們都定義描述過後，才將四者排列在一起；由此我們可以說柏拉圖旨在強調

兩個大的領域：可見與可思，而甚於「四種」知識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據此柏拉

圖在此的理論企圖，即在於延續四、五卷以來對於可見與可思的討論，以及他自

太陽與善的理念的討論中，劃分出兩者各所執掌的可見世界與可思世界，這個初

步的二分是一連貫地出現在柏拉圖《理想國》的討論中的，至此柏拉圖為了更仔

細地討論知識問題，並接著由洞穴譬喻加以進一步說明，而提出兩個大領域內的

次分類。 

                                                 
97 這裡先二分再對兩個二分的領域個別加以二分，似乎會讓我們聯想到柏拉圖在晚期對話錄中

最常用的技巧「分解法[dihairesis，或說二分法]」，所謂的分解法，即在分解法的起點以一個最大

的種的存在當作開始點，這個開始點就是「一」，在開始點由「一」加入差異性而獲得「多」，但

在線段譬喻進行二分時，柏拉圖明顯地延續著意見與知識作為「兩種」不同的能力、而有不同的

範圍和效果之意義，而做概念上的分割，於此這個「二分」與分解法中的「二分」是兩個截然不

同的方法。但若說《理想國》完全沒有、也「尚未」發現分解法的方法，恐怕也是太過武斷的，

但它出現在不同的討論脈絡中，即在討論辯證術的作用時，我們將會發現，若我們將分解法當作

由另一個方向來解釋由融貫法（或綜合法）所統一起來的整體之個別的成分，則《理想國》中已

經出現的「融貫」法必然預設著一個分解法的作用(Zeller, p.198-199)，請見本文第五章第一節。 
98 Adam 指出，關於「不相等的部分[die ungleichen Teile, a)/nisa tmh/mata」自古以來就有相當

多的爭議，從古代的評論就已經在爭論到底應該讀做 a)/nisa[不相同]還是 i)/sa[相同]，但他指出

在此應該無疑地柏拉圖寫的是 a)/nisa[不相同]，如果這線段是一分為二，所有的四個部分是等長

的，則在 510 A, 511 E, 534 A 對於比例所做的詳細描述，就不會和線段的不同部分有任何對應關

係。這個不同等性[inequality]，如我們接下來會發現的，是旨在呈現介於 docasto/n（或 o(rato/n)[可
設想者/意見（或可見者）]和 gnwsto/n（或 nohto/n）[可認識者（或可思者）]之間於 safh/neia?[清
晰性]或所含 a)lh/qeia[真理]程度的不同。Adam, J., Vol.2, p.63 509d 2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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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二分的知識領域表述為一個是立基於不斷變動的狀態與經驗的

知識，一個是以恆常不變動的事物為對象—如理念，亦如數理對象—的領域，則

我們可以說前者的所具有的真理價值是感覺的一次性感受或是經驗的偶然性符

應，而把它稱之為意見的知識；而後者則因為智性的合理推論以及理念的恆真

性，被我們當作一種理論與純理論的知識，而稱之為思想的知識。在此我們或可

以把這四種靈魂官能的狀態描述成：理性自身所形成的知識、在理性中摻入感覺

所形成的知識、理性放到感覺裡面去所形成的知識，以及感覺的知識等四種知

識，然後在這個分類底下要求不同的知識對象分別乎合這些知識分類的條件，並

因此去說，這四者的區別在於其討論的對象的不同。然而我們固可以說，似真性

與信念所涉及的知識對象有所不同，而智性與信念所涉及的對象也有所差異，卻

很難說智性與理性思維的差異只在於對象的不同，因為前者雖仍須仰賴圖像的作

用，而後者只需利用自身概念做思考，但是它們要探討的「對象」是相似的99，

是故只從對象的方式去說這裡四個區分的分界點是有困難的。 

或是我們可以根據柏拉圖的談論，區分的根據在於「清晰性與不清晰性」的

多寡，比如說信念的清晰性多過於似真性，而似真性則具有較多的不清晰性，同

樣的理性的領域相較於智性，也具有較大的清晰性，但是光是從這樣的區分方式

無法解釋為何是「四個」且是「這四者」，而不是別的，被我們當作討論的對象。

相同地，若我們僅以這四者之間所涉及的真理程度之不同，也會面臨相同的問

題。所以我們毋寧說，這四者彼此間的確實包含不同程度的清晰性與不清晰性，

同樣地亦包含不同的真理程度，但是就可見的領域中的兩個次領域來說，似真性

與信念的區別在於其對象的不同與所涉及的真理價值之不同，而智性與理性知識

（也就理論知識與純理論知識）之別，則在於其知識方法的特色與限制之上，並

因此也有不同程度的真理價值。 

 

    接著我們可以對這個傳統的區分，以及據此比例關係所畫出來的領域自身的

關聯，來做一個初步的討論：100 
 
 
 
 
 
 
 

                                                 
99 智性知識與理性知識的「對象」相異或相同，或是是否存在著「數理對象」是一個爭議很大

的問題，於此我們先就柏拉圖在線段譬喻中並未嚴格區分智性知識與理性知識的「對象」而論，

而將這些爭議留待討論智性知識的定義、以及與理性知識的關係相關段落再做詳細的討論。 
100 以下的圖基本上來自 Adam 針對線段譬喻所畫的圖形(Adam, J., Vol.2, p.65)，而在他的註釋稍

後對太陽與善的理念、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作整體的討論時，他又畫了另一個圖形，特別強調善

作為可思世界的頂點的意義，但基本上這兩個圖形並沒有太大的差異(Adam, J., Vol.2, p.171)。 

o(rata/ sive docasta/
（可見的或意見的領域） 

ei)ko/nej 
（影子） 

D C E B 

nohta/（可思的領域）

Lower nohta/
（較低的可思者）

higher nohta/
（較高的可思者）

z%=a etc. 

（動物、植物）
A 

圖二 線段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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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之前就已經說明了，柏拉圖並沒有說明這個比例的實際數據為何，

因此我們無從得知到底哪個部分比較長。若根據一種「想當然爾」的想像，我們

必然會假設，應該是意見的領域比較長，因為可見領域所指向的既然為變動的、

多的世界101，則其所指的對象應該較「多」，則所佔比例較大；而可思的領域既

然是相對於「多」的「一」、關於存有的世界，則所指對象則較少，因此在線段

中顯得比較短。但是在此我們應該只由柏拉圖自身的界定來瞭解，依照柏拉圖的

看法，nohto/n（可思者）顯然應該由較長的部分來呈現，他對此比例關係只有

一個說明，即其「清晰性與不清晰性的程度」，則可思者必然可見者來得清晰、

擁有較高的真理價值，而在此線段中最高的理性也必然為四者中擁有最大的清晰

性者，因此我們應該可思的領域劃得比可見者的領域大，並依從相同的比例關

係，而得出理性的領域大於智性的領域，而信念的領域又大於似真性的領域。 
 

    如果我們再仔細探討這個比例關係的話，可以發現： 
 

AD：DC ＝AC：CB 
且CE：EB＝AC ：CB 
則(1)AD：DC＝CE：EB， 
  (2)DC＝CE；因為 

CE/EB＝AC/CB，所以CE/CE＋EB＝AC/AC＋CB， 
而CE/CB＝AC/AB，所以CE＝AC＊CB/AB 
同樣的， 
DC/AC＝CB/AB，所以DC＝AC＊CB/AB， 
但AC＊CB/AB已經被證實等於CE， 
所以DC＝CE102 
 
    由此可證，DC與CE必然是同長，但是柏拉圖自己似乎並沒有發現這個問

題，而只關注可思性領域與可見性領域間的相同比例關係，而且就柏拉圖自己的

設定來說，每個部分所具有的清晰性和包含真理的程度並不相同，因此DC與CE
必然不應該同長103，於此柏拉圖似乎明顯地犯了一個錯誤，但即便如此並不影響

他整個知識分類談論的價值，因為比例關係本身並不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也是

柏拉圖並沒有就這個比例關係104自身多作解釋的原因，畢竟這兩個大領域與其各

                                                 
101Adam 指出，有許多學者將較長的部分分派給 o(rato/n [可見者]，作為在 ta( polla/[多]的存有

者，但他認為：「[…]兩個主要段論的長度應該跟隨柏拉圖分類的原初和基本原則。相關的考量

不是呈現繁多性對單一性[at present multiplicity versus unity]，而是其清晰性與真理的不同程度

[different degrees of clearness and truth]。[…]」Adam, J., Vol.2, p.64, 509d 27n. 
102 這個比例關係的計算，來自 Adam 的註釋。同上。 
103 Adam 表示這是一個「細微的、但無可避免的缺陷」，明顯地柏拉圖並未注意到這個問題，底

下也沒有就此作任何的解釋。Adam, J., Vol.2, p.64, 509d 27n. 
104 柏拉圖在第七卷重提知識區分時，亦再度利用這個比例關係成立新的等式，但這個新的等式

（理性之於意見，如智性之於似真性）實則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意義，毋寧只是再度重申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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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次領域，其比例關係是否成立，並不影響自似真性、信念、智性以至於理性

之間的相互差異，無疑地它們仍可以是有不同程度的清晰性和不清晰性，擁有不

同程度的真理價值，亦即它們可以不成特定的比例、但具有層次性。我們可以單

單把柏拉圖在此提出的比例關係，當作一種修辭，旨在強調靈魂的四種狀態—或

四種知識—具有不同程度的真理價值，就其知識自身的明確性來說，亦顯現為不

同的程度。我們可以總結來說，柏拉圖的線段譬喻首先區分為可見與可思的兩個

大的部分，然後分別根據其知識對象的不同、研究方式的不同，又各自劃分兩個

次領域，在可見的領域為似真性和信念，在可思的領域為智性和理性，他並將這

四個部分稱為靈魂的四種狀態。以下我們即跟隨著柏拉圖對四個部分的探討，作

更細部的分析。 
 
 

第二節 可見領域的二個次部分：似真性與信念 

 
3.2.1. 似真性(ei)kasi/a)—對於影像的感知 

 
「[...]則你有了由清晰性[Deutlichkeit, safhnei/a?]和非清晰性[/非確定

性，Unbestimmtheit, a)safei/a?]的比例於這個可見的一個面向的圖

像。然而我首先命名此圖像[Bilder, ta\j ei)ko/naj]為影子[die Schatten, 
ta\j skia/j]，即在水上的表象[die Erscheinungen im Wasser, ta\ e)n 
toi=j u(/dasi fanta/smata]和所有那些感覺起來[finden sich auf /結合

為，sune/sthken]細密105、平滑和光亮的東西[allen dichten, glatten und 
glänzenden Flächen, e)n toi=j o(/sa pukna / te kai\ lei=a kai\ fana\]和
所有同類的事物[alle dergleichen, pa=n to\ toiou=ton]。[...]」
(509d5-510a3) 
 

    柏拉圖指出線段譬喻的知識層級中最低的一環，是關於圖像或謂表象的知

識，這個階段的知識完全關於一些不斷變動的感覺知識，比如說水面上顯示的倒

影，一旦水流動了或是有東西落進水裡，興起了漣漪，就會破壞這個倒影的圖像。

由此我們可以說，所謂第四個層級的知識，他隨後命名之為似真性的，即是一些

看似如此、並因此看似為真的，如水面上的倒影之作為影像，它既不是那個在水

面投射出影像的事物自身，而且作為一個事物投射在水面上的影像，會受到各種

因素的影響而不斷地改變，我們或可明確地將這個部分的知識等同於感官感知的

知識，除了視覺所見的影像，一些相對性的感覺，諸如冷熱，也屬於這個知識的

                                                                                                                                            
種知識具有一個比例的關係；詳細證明見本文第 75-76 頁。 
105 在 Adam 的註釋中，他指出 o(/sa pukna/應該譯作「細密的質理」[of close texture]，「細密紋

理的」[close grained]，Jowett 譯作「緊實的」[solid]是不確實的(Jowett, p.220)。Adam, J., Vol.2, p.510A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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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由於感覺不斷地變化，我們可以在燈光幽暗時，感知某物為黑色，但隨後

在燈光明亮時，感知其為白色，或是在不同顏色的光下，感知其為不同顏色，然

而此物之所以顯示給我們為某個顏色，卻是受到燈光的影響，由此可知我們無法

透過眼睛看而獲得對此物自身的定義，因此這個階層的知識擁有最大的不確定

性，以及最小的清晰性，我們可以說這個階段的知識擁有最低的真理價值，若以

真理的恆真性來說，則沒有真理可言。 
 

那為何柏拉圖要特別強調這個部分的對象是那些「細密、平滑、和光亮的東

西，和所有同類的事物」呢？我們或可以說，柏拉圖在此特別要強調的是，人們

處在感官的世界中，受到感官的蒙蔽，但卻往往沒有自覺到自身的處境，正如那

些隨後在洞穴譬喻中出現的囚犯一般，看到眼前那些由火光所投射出來的影像是

如此地栩栩如生，便信以為真；感官顯現給我們的，是如此看似自明的，正如同

那些在水面上的倒影，然而即便其再如何地細緻、平滑、明亮，它仍不是那個投

射出影像的事物自身。 
 
 
3.2.2. 信念(pi/stij)—事物與人造物 

 
「[...]則設立此[das]作為另一個面向[als den andern Abschnitt setze das, 
to\ toi/nun e(/teron]，那與那個相似的[dem diese gleichen, w(=? tou=to 
e)/oiken]，明顯地即我們身旁的動物[nämlich die Tiere bei uns, ta/ te 
peri\ h(ma=j zw=?j]，和以及所有種類的人工被造物[alle Arten des 
künstlich Gearbeiteten, to\ skeuasto\n o(/lon ge/noj]。[...]」 (510a3-5) 
 

    第三種知識的對象，是指那些與前一個部分相似的，其對象卻是所有那些會

生長的的動物、植物和人工被造物，如果把前者的對象認定為一些現實事物呈顯

出來的表象的話，這個層次的知識對象就是指著現實存在的事物，包括會生長變

化的，也包括那些人造物。柏拉圖於此接著說明這個部分所含的真理價值之程度： 
「[...]你也願意斷言這事物自身106[die Sache selbst]，[…]關於真理或否

[in bezug auf Wahrheit und nicht/ dih?rh=sqai a)lhqei/a? te kai\ mh/]，
正如可設想的[das Vorstellbare, to\ docasto\n]之別於可認識的[das 

                                                 
106 在此 Schleiermacher 將 au)to\譯作「這事物自身[die Sache selbst]」，Schleiermacher 似以這個

部分所指對象為「事物」，而解作「事物自身」，；但在 Adam 的註釋本中，則將此讀做「可見

者[tw=? o(rwme/nw?]」，亦即指這個可見者的領域整體，若我們將 au)to\對應至前段開始時的主語，

以文法上來說，au)to\的詞性為中性，應該以 Adam 的讀法較為正確，而若考量到柏拉圖隨後在

介紹完可思領域的兩個次部分後，亦透過葛樂康之口而對兩者合起來作一個總結，則這裡的確有

可能是旨在為可見者領域作整體討論。然而就此我們亦可以將之讀做與 to\ toi/nun e(/teron 相應，

亦即「可見者的這個部分」，而將這段讀做專指信念知識的談論，如此則類似於 Schleiermacher
的見解，既然本文所依從的最主要的是 Schleiermacher 的譯本，在此我們先依此讀做專指信念知

識來作解析。Adam, J., Vol.2, p.66 510b 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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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kennbare, to\ gnwsto/n]，也如同仿造物[das Nachgebildete, to\ 
o(moiwqe\n]之別於那個它[es / das Nachgebildete]所仿造的[welchem es 
nachgebildet ist, to\ w(=? w(moiw/qh]？[...]」(510a5-7) 
 

    柏拉圖說，這個可見的領域的第二個次部分，其關於真理與否，可以用可設

像性與可認識性之別的關係來加以說明，柏拉圖在此使用了新的術語「可設想的

[das Vorstellbare, to\ docasto\n]」和「可認識的[das Erkennbare, to\ gnwsto/n]」107，

這個分類在第七卷的洞穴譬喻末被再度重申，亦可對應至先前柏拉圖對知識和意

見的區分108。柏拉圖在第五卷將意見—「可設想者」—表述為介於無知與有知之

間、以變動的事物為對象者，而知識則是以存有為對象，意見相較於知識是較為

幽暗的，轉換為線段譬喻的術語，即為較不清晰的。柏拉圖並接著說，這種差別

也正如同仿造物109與被仿造物間的關係（或謂相似者與其所相似者），所謂仿造

物與被仿造物，即仿本與原本之關係，仿本即根據原本所作，舉例來說，以一張

現實存在的桌子為「原本」，繪製一幅桌子的圖像，則桌子的圖像為現實存在的

桌子的仿本，以此而言，仿本並非「原本」自身，毋寧只是一個「原本」投射的

圖像，如我們說某物自身作為「原本」而言較「真」，而對於此物的模仿、或是

此物之圖像，則較當然是離自身較遠，亦即較「不真的」。 
總結來說，柏拉圖認為這個部分所具有的真理價值，如同可設想者與可認識

者的關係，亦即可設想者相較於可認識者是較為幽暗不清的，而這兩者的關係正

如仿造物與被仿造物的關係，則可設想者是即為可認識者的仿造物／相似物，看

似相似實則不同，因此這類相似事物的含有真理的程度，也就是是看似為真實則

不然。由此我們可以說，既然前一種知識的對象—圖像、水面的倒影，是由這個

                                                 
107 to\ docasto\n 在字義上上原本就和意見(doca)有關，指那個被持有意見的事物或內容；to\ 
gnwsto/n 原本就有就和認識有關，此指所認識的對象或內容。 
108 關於這個部分的詳細討論請見二章第一節第四小節（2.1.4.意見與知識，變動與存有）。值得

注意的是，在第五卷柏拉圖把意見和知識表述為兩種不同的官能，即為意見和知識，然而在線段

譬喻一開始，柏拉圖僅將之稱為 o(rato/n [可見的]，而非 docasto\n [可設想的]，直到這裡柏拉

圖才又提出 to\ docasto\n 這個術語。這個新的術語再次出現在 511d do/chj（[意見]），並在第

七卷的 534a 中明確地被等同於線段譬喻中可見的領域。Adam 即指出：「[…]docasto\n [可設想

的]當然是一個比 o(rato/n [可見的]更寬廣的術語，因為它包含整個 ta( polla/ [多]的領域，藉由

各種感官或官能而感知[by whatever sense or faculty apprended]，do/ca [意見]是，事實上，一個普

通未受教育的人的智識狀態[the intellectual state of the ordinary uneducated man][…]。」Adam, J.,  
vol.2, p.66, 510a 6n. 
109 柏拉圖在《理想國》第十卷 599A 時，對於模仿（mi/mhsin [miV/m-hsij，模仿]，我們可發現

o(moiwqe\n [o(moi-o/w，使相似]與其在字源上有關連性，柏拉圖並隨後使用 mimhqei=sin [被模仿

者]這個字眼來指稱我們在此討論的信念知識）有深入的解說，主要是為了鄙棄模仿的詩歌及藝

術，在此我們不對其作詳細的說明，只說柏拉圖在那裡以工匠為例，指出工匠是模仿桌子的理念，

而做出桌子，桌子作為一個人工被造物，是由工匠藉由桌子的理念而製，但工匠自身並不是理念

的製造者，而畫家畫桌子，是以現實存在的桌子為摹本，而畫出桌子的圖像；而桌子的理念自身

是由神祉所造。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三種桌子：桌子的理念、現實存在的桌子以及桌子的圖像。對

應至此，我們可以說，前個可見者領域的單一面向—似真性—其對象是圖像，即如畫家所繪的桌

子的圖像；而在這個領域的對象，則如現實存在的桌子，即如桌子圖像仿造自現實存在的桌子，

現實存在的桌子亦是仿造自桌子的理念。關於動植物等自然物，其關係亦同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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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知識對象—動植物等現實存在的事物—所投射而顯現，則現實存在的事物

作為其倒影的原本，具有較高的真理價值。柏拉圖在第七卷 511d 那裡，將這個

知識描述為一種信念(pi/stij)的知識，即根據一些經驗內容所做的一些判定，也

就是說意見的知識事實上就是一種信念：我相信它為真，並不保證它實際為真，

只是我對它所做一種宣稱、一種信念的表述。 
 
然而談論至此，我們似乎可以發現，柏拉圖對於這個領域所具有的真理程度

的說明，似乎並不需要提及「可設想者」與「可認識者」的關係，因為其所成立

的重點在於仿造物與被仿造物之間的關係，光是舉出仿造者與被仿造物的關係，

就足以說明事物自身以及其影像之間、前者具有較高的真理價值。於此我們或可

依從 Adam 的註釋110，將此段說明解釋為對整個可見領域所含真理價值的討論，

並再舉出柏拉圖在第七卷總結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時，則將線段譬喻111中前兩個

部分—似真性和信念—命名為意見[do/can]，並指出其是關於變動的，而將後兩

者—智性和理性—命名為思想[no/hsin]，是關於存有的；若我們將在第七卷的說

法放到這裡的談論來看，則我們有兩種談論的可能：一、柏拉圖是意圖在此將線

段譬喻的兩個大的領域—可見與可思—的關係，與「仿造物與被仿造物」並列起

來，則我們則似乎得到兩個決定線段譬喻中各部分的真理價值的原則，即「意見

的或知識的」，以及「仿造的或原本的」，如此我們會獲得一個結論，這四個階層

的知識含有不同程度的變動與存有的比例，且每一個階層都仿造較高的階層，而

自身當作較低階層所仿造的原本。但這個說法會招致若干困難，雖然我們可以說

這個四種知識的確涉及不同程度的變動與存有，卻很難說每一個階層都會仿造其

相鄰較高的階層，主要的困難在於我們先前已經提出的，柏拉圖在說明這四種知

識時，總是將似真性與信念劃為一大類、而智性與理性為另一類；且柏拉圖隨後

在描述智性知識時，甚至指出較高階層的智性知識仰賴較低階層的信念領域涉及

的實際存在事物—如圓物—做為原本，去摹畫出抽象的圖像—如圓形。 
 
二、柏拉圖在此只是單單地要說明可見—意見—的領域，與可思—知識—的

領域，其含有的真理程度，正如同仿造物與仿造者之間的關係，既然我們已經知

道可見的領域是關於多的、變動者的，而可思的領域是關於單一的、存有的，亦

即是關於理念的，則我們可以說，這個多是對於一的理念的仿造，由此我們可以

成立「意見與知識」、「仿造物與被仿造物」之間的對應關係，而這個討論的應用，

則僅只限於可見、可思兩個大領域之間所含真理價值程度之討論，而不能理所當

然地運用到對每一種知識的說明。 
然而我們之前不是已經運用這個談論的界定，而對知識分類的第三種知識—

信念—作了頗為合理的說明嗎？在似真性與信念的關係裡，確實存在著其對象間

                                                 
110 見註 106 
111 在此我們先假定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接續的談論是相互對應的，或說當柏拉圖在第七卷重提

知識的四種分類時，那裡的四者正可以與線段譬喻的分類完全對應起來。關於兩者間的對應關

係，將於第四章第四節再作詳細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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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造與被仿造的關係，亦存在著較具清晰性與較具不清晰性的分別，但我們只

能說，這個界定—「可見」與「可思」領域之涉及於真理的程度，正如意見與知

識的關係、亦如「仿造物與被仿造物」的關係—在談論信念知識與似真性知識時

亦可以成立，但我們無法就此說，「仿造物與被仿造物的關係」可以一貫地運用

到這個四種知識分類彼此的關聯性上。 
 
 

第三節 可思領域的二個次部分：智性推理(dia/noia)、理性思維

(no/hsij) 

 
在分別說明可見領域的領域的兩個次部分之後，柏拉圖接著要求我們思考可

思的領域，即其將如何分割，以下我們便分別介紹可思領域的兩個次部分的對

象、研究方式以及其內容。 
 
 

3.3.1. 智性推理(dia/noia)—假設的知識 

 

「[...]若[在兩者的]這一個部份靈魂[die Seele, yuxh\]被迫

[a)nagka/zetai]，在其中它[靈魂，sie/ die Seele，yuxh\)]運用[gebraucht 
/抓取，xrwme/nh]之前所被模仿者當作圖像[das damals Abgeschnittene 
als Bilder, toi=j to/te mimhqei=sin w(j ei)ko/sin]，去探尋[zu suchen, 
zhtei=n]，由假設而出[von Voraussetzungen aus, e)c u(poqe/sewn]而不

是回轉
112[zurückschreitend/前進，poreuome/nh]至開始[zum Anfange, 

e)p' a)rxh\n]，毋寧是到往終點[nach dem end, e)pi\ teleuth/n]去。[...]」
(510b2-4) 
 

柏拉圖對於智性知識的第一個解釋，是相當隱晦不明的，而柏拉圖自己亦明

白這一點，因為他隨即藉著蘇格拉底的對話者葛樂康之口，表示無法跟隨上這個

談論，因此柏拉圖必須再對此作更詳細的解釋。在第一個解釋裡，柏拉圖用非常

精要的語言，指出在這個部分的靈魂是「被迫地」去使用「之前所被模仿者」當

作「圖象」；這個靈魂是「被迫的」說法，我們可以援引柏拉圖在先前解釋靈魂

                                                 
112 在此，Schleiermacher 將 poreuome/nh 譯作「回轉[zurückschreitend]」，然而這個字應該被正確

地理解為「前進」，於此可能是因為 Schleiermacher 要特別強調由假設而「出」，而所謂「開始」

自身既然被描述為「沒有假設的開始」，那「到達」那個初始、開端，即應該是「回轉」。但遵循

這個字的原意，有助於我們瞭解在理性知識出現的「上行」與「下行」問題，即思想知識無法往

沒有假設的開始「前進」、無法超越於假設之上，於此我們亦可以看到一個向上前進的道路，唯

獨其向上受到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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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善的理念之間的關係時的解釋，柏拉圖指出靈魂是前往善的理念必須的存在，

但其就像可見世界裡的眼睛，會受到黯淡的光線的蒙蔽，而「看似不具有理性」，

則此我們可以說，柏拉圖在此指靈魂並非全然以「存有與本質發光之處」為注視

或思考的方向，由此我們即可以得知，柏拉圖認為這個靈魂狀態必然包含著若干

變動、感知的因素，若我們說靈魂在本性上樂於受理性之支配(441e)，則顯然於

此涉及於變動與感知，必然是「被迫的」。柏拉圖緊接著的描述「使用先前所被

模仿者當作對象」，亦可證明我們對於「被迫的」這個描述的說明是正確的：所

謂的「先前所被模仿者[toi=j to/te mimhqei=sin]」，明顯地即為由信念的知識所

代表的對象，是「被投射的」或是被複製呈現在似真者之對象的領域中的，信念

的知識即是「先前所被模仿者」，而正如我們在先前所說明的，其是關於變動的、

多的領域，因此靈魂是被迫的使用信念知識的對象—動植物、人工被造物—當作

圖像。 
 
至於「當作圖像」、「由假設而出，而非回轉至開始，毋寧是往終點前進」

的描述，柏拉圖緊接對此作了更清晰的說明： 
「[...]即那些從事於[abgeben, pragmateuo/menoi]測量的技巧[der 
Meßkunst /幾何學，ta\j gewmetri/aj]和計算[den Rechnungen, 
logismou\j]以及類似者[dergleichen, ta\ toiau=ta]，奇數和偶數，和

形狀與三個種類的角，以及此外那些相關的[was dem sonst verwandt ist 
/所有那些為姊妹的，a)/lla tou/twn a)delfa\]，在每一個狀態種類被

預設，由之它被設置為此作為認識的基礎[nachdem sie dies als wissend 
zugrunde gelegt/ tau=ta me\n w(j ei)do/tej, poihsa/menoi u(poqe/seij 
au)ta/]，沒有進一步的解釋在這上面[keine Rechenschaft weiter darüber, 
ou)de/na lo/gon ou)/te au(toi=j]，亦沒有其它的得以去懷疑[zu dürfen 
glauben, e)/ti a)ciou=si]，有如這樣應該就是完全清晰的[als sei dies 
schon allen deutlich, w(j panti\ fanerw=n]，毋寧是由此開始[hiervon 
beginnend, e)k tou/twn d' a)rxo/menoi]相同地進行這個其餘的[gleich 
das weitere ausführen, ta\ loipa\ h)/dh diecio/ntej]，藉此達到[anlangen, 
teleutw=sin]合邏輯的方式[folgerechterweise, o(mologoume/nwj]，他

們旨在於[ausgegangen waren, o(rmh/swsi]這樣的研究[auf dessen 
Untersuchung, e)pi\ tou=to ou(= a)\n e)pi\ ske/yin]。[...]」(510c2-d3) 
 

柏拉圖為了再詳細解析智性知識的特色，接著以幾何學、算術等學科的研究

為實例，來說明這個部分知識研究的特色，並指出奇數偶數、形狀、和三個種類

的角，即是他們的研究對象，即如幾何學研究者由各種現實存在的事物繪製出多

種抽象的圖形，稱之為圓形、方形、對角線等等，然後設定說，對角線可將一個

方形一分而二….；而數學家則由現實存在的「一」與「多」之層級成立數字序

列，並由此假設那些不能被2整除的為奇數、而能被2整除或作為2的倍數的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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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是正確的，並藉著這樣的假設加以推理，由之達至結論。柏拉圖在此特別強調

這些數學家、幾何學家的研究方式，仰賴前一個階段的現實存在事物來繪製圖

例，並由假設出發113，卻不對這個假設本身作任何的探討或解說，也未曾提供不

同於這個假設以外的其他可能，讓人們能夠由之去質問、比較，而僅僅假設「為

此」，若有人質疑這個假設本身的合理性，他也不願意回頭去檢討他的假設的真

確性，便武斷地以此假設為真，並將之當作其學科認識的基礎，在其上建構這個

學科，既然這個學科建構起來皆是以邏輯114推理而成，則似乎無可爭議，並再由

此將這個原初未受檢驗的假設當作是完全清晰且自明的，完全不需要解釋；因為

他們的目的旨在於獲得一個合邏輯的研究，然而即便他們在形式上獲得一個合邏

輯的演繹推理，但由於其假設並未經過檢驗115，因此我們也無法說，這種研究能

夠獲得真正的真理。 
 
在初步地—柏拉圖接著對此有更詳盡的說明—解釋智性知識以假設為開始

點，研究方式特色後，柏拉圖接著詳細解說智性部分—數理知識—使用前個領域

「當作圖像」的論點： 
「[...]亦即它們使用可見的形狀[der sichtbaren Gestalten, toi=j 
o(rwme/noij ei)/desi]，他們的談論並一直聯繫到此[/形狀][ immer auf 
diese ihre Reden beziehen, tou\j lo/gouj peri\ au)tw=n poiou=ntai]，然

而他們不思及這些[形狀][ unerachtet sie nicht von diesen handeln, ou) 
peri\ tou/twn dianoou/menoi]，毋寧是由另者[sondern von jenem, a)ll' 
e)kei/nwn pe/ri]，那個這些[形狀]所相似的[dem diese gleichen, oi(=j 
tau=ta e)/oike]，他們的論證引領至關於四邊形自身[um des Vierecks 
selbst, tou= tetragw/nou au)tou=]及其對角線自身[seiner Diagonale, 
diame/trou au)th=j]，而不是關於那個他們所據之描繪的[nicht um 
deswillen, welches sie zeichnen, ou)  tau/thj h(\n gra/fousin]，亦即在

所有情況下那個自身[überall dasjenige selbst, ta)=lla ou(/twj]，那個他

們由之仿製[nachbilden, pla/ttousi/n]且畫下來的[abzeichnen, 
gra/fousin]，亦即那個在水面上[im Wasser, e)n u(/dasin]有影子

[Schatten, skiai\]和圖像[Bilder, ei)ko/nej]的，由之他們使用[sich 

                                                 
113 Adam 認為柏拉圖所說的智性知識之 e)c u(poqe/sewn [出於假設]，u(po/qesij[假設]即指著被

a)rxhÜ a)napo/deiktoj[沒有被證實的開始]，一個沒有被證實、被視為理所當然的、被預設、假

定的開始點[a starting-point which is not demonstrated, but taken for granted, assumed, postulated]。
Adam, J., Vol.2, 510c 10n.  
114 Adam 指出 o(mologoume/nwj 這個字應該譯作合邏輯的方式[folgerechterweise]，指涉介於[三
段論的兩個]前題們、中介的步驟們和結論之間的一致[the agreement between premises, 
intermediaate steps, and conclusion]，若僅根據這個字的原意譯作「以完全的一致同意」["With 
perfect unanimity"]則是不正確且無意義的。根據這個解釋，所謂的智性知識「由假設出發而逕自

前往結論」，則可以明白地獲得解釋，因為三段論透過兩個前提的關係而獲得邏輯的結論，但若

前題本身是未經過檢驗的，結論雖然合乎邏輯，但亦可能是非真的。Adam, J., Vol.2, p.68, 510 d 
21n. 
115 Shoery, What Plato Said. 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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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ienen/抓取，xrw/menoi]為圖像[Bilder /相似者，ei)ko/sin]，然而他

們一直致力於[zhtou=ntej]往某個自身[ de\ au)ta\ e)kei=na]去認識[zu 
erkennen /看，i)dei=n]，那個人除了[nicht anders, ou)k a)\n a)/llwj]以智

性[mit dem Verständnis, tij th=? dianoi/a?]無法看見[nicht sehen kann, 
ou)k….i)/doi]的。[...]」(510d4-511a1) 
 

    柏拉圖指出這些數理知識—若我們以幾何學為例，這個說明會更加地清晰—
必須使用可見的形狀，如可見的圓形、方形，而既然他們將之當作其研究的基礎，

他們的研究必然必須一直聯繫到這些形狀，然而他們所真正當作對象去思考的，

卻不是這些可見的圓形、方形、對角線。這些可見的形狀，柏拉圖表示即是由那

些「在水面上會有影子和圖像的」去「看而繪製下來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

看到，他所指的即是前一種知識—信念知識—的對象，即是那些現實存在的動

物、植物、人工被造物等，即那些現實存在的圓物、方物的「事物自身」；那些

數理研究者的論證帶領著他們談論「圓形」、「方形」的「自身」，即便他們總是

「被迫」要以那些現實存在者為繪製圖例的樣本，但他們真正要努力要探討的，

卻是某個「除了以智性[th=? dianoi/a?]無法看見的」。 
 
    在此我們必須要討論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柏拉圖所指的方形、對角線「自身」

是什麼呢？柏拉圖清楚地指出，智性領域的知識，使用信念知識的對象—如圓

物、方物等—當作繪製圖例的樣本，而畫出了圓形、方形、對角線的圖像，或謂

以現實存在的「多」以及「一」而設置出數字的序列、奇數與偶數等等；以「圓」

為例，我們可以跟隨柏拉圖的界定而有：1.「圓物」，現實存在的圓物，如圓桌、

月亮、圓臉等等，這些圓物既然現實存在之物，根據柏拉圖自己的解說116，很難

確切地具有完美的「圓（性）」；2.「圓形」，數理研究者以現實存在的圓物為樣

本而繪製出的圖例，一個可見的圖形，稱之為「圓形」，以作為對「圓」的研究

的基礎；3.「圓形自身」117，那個數理學家真正努力要研究的對象，那個非由肉

                                                 
116 第五卷中柏拉圖以美為例，指出個別的美者是同時具有美與醜的混雜狀態，如此我們可以說

一個個別的圓物必然也是處於某種混雜、中間的狀態，其所分有的「圓性（圓的理念）」既然不

是充全的，其圓也不會是完美的「圓形」（相對於抽象的數學圓形）。關於美與美物的關係討論，

請見本文第二章第四節。 
117 於此我們是否可以可以把「圓形自身」等同於「絕對的圓」、「圓之理念」，並由此解釋柏拉圖

於此所指的數理學家的研究對象？在 Adam 的註釋中，他多次地註明，柏拉圖在此所指的「四邊

形自身」、「對角線」自身，指的是「數學的方形」、「數學的對角線」，而非方形的理念[the Idea of 
Square]，並指出：「可見的 sxh/mata[形狀]是＂數學的＂sxh/mata [形狀]的不完美的副本。」，

他引用柏拉圖在第七卷 525D-526A 的談論為他的見解作證明，並做出結論「柏拉圖認為[四邊形

自身]有別於理念」(Adam, J., Vol.2, p.68, 510d 25)。在第七卷那裡，柏拉圖以數學家的使用數字

為例，表示數學家設定這些數字，假定每一個單位都是平等、不變且不能分割的，葛樂康隨即說

這些數字是在「智性推理[dianohqh=nai]」中才能夠認知的數目，在此如果我們照其談論自身來

說，仍然會得到相似的答案，數學家根據現實存在的「一」與「多」之關係、以及眾多的「一」

作為「多」等等成立數字以及設定數字間的關係，然而我們仍可有「一」自身作為理念，並認為

數學家真正想追求的是瞭解「一」本身的原理。在此我們必須區別的是，數學家所研究的與它們

致力於去研究的是同一件事情嗎？柏拉圖明顯地說，數理知識有助於接近存有，但事實是數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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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眼睛去的看，而是由智性的眼睛才可以窺見的。於此我們可以說數理學家致

力想研究的是那個「圓」的自身（「圓」的理念），但限於他們的研究方式，即仰

賴由感知獲得的圖例—圓形，他們無法真正獲得關於「圓」之本性的理解，而僅

能由他們繪製的圖形而設定出種種假設，由之作為基礎，成立其研究。柏拉圖接

著對此總結說明： 
「[...]則這個種類，我肯定地說，應該也是可認識的[Erkennbares, 
toi/nun nohto\n]，然而靈魂[die Seele, yuxh\n]應該是被迫的[sei 
genötigt, d' a)nagkazome/nhn]，藉由這樣的研究自身[bei der 
Untersuchung derselben, peri\ th\n zh/thsin au)tou=]去使用[sich 
bedienen, xrh=sqai]假設[der Voraussetzung, u(poqe/sesi]，而不是如

此，即它[/靈魂]回返[zurückgeht, i)ou=san]向開始[zum Anfang, e)p' 
a)rxh\n]，因為它不能夠[nicht kann, ou) duname/nhn]超越於假設之上

[die Voraussetzungen hinauf ...versteigen, tw=n u(poqe/sewn a)nwte/rw 
e)kbai/nein]，毋寧是如此，即它使用此做為圖像[Bilder, ei)ko/si]，那

個由下面的事物[von den unteren Dingen, toi=j u(po\]被描繪的

[dargestellt wird, tw=n ka/tw a]peikasqei=sin) [...]。」(511a2-6) 
 

柏拉圖重申這個領域的知識，亦是屬於可思的領域，只是在此靈魂於這樣的

研究路徑被迫必須使用假設，然而其在使用假設時，並不是向那個沒有假設的「開

始」回返，因為這樣的研究無法超越於假設之上，無法僅將假設當作一個出發點、

而往真正的真理前進，毋寧是它一直使用「下面的」的事物—亦即前一種知識的

對象—當作圖例使用。我們先前已經描述過了，數理學家從現實存在的事物得出

圓形、方形、數字等抽象的概念，這些抽象的概念就是他們供作其理論建構的最

基礎的設定，因此我們可以發現，數理學科的研究必然要仰賴感官的協助，而數

理學家並由此當作基礎，由這個假設出發，然而只要求以邏輯推理的合理性架設

                                                                                                                                            
識與理性思維仍處於不同的位階，顯然「有助於存有」與「研究存有」的知識是不同的，那麼是

否我們必須承認兩者的「對象」或所涉及者亦有不同？以柏拉圖自己的描述來說，這兩種知識的

研究方法無疑地是他用來區分它們的主要重點，而兩者被一起被描述為「可思的」也一起被劃歸

為「存有」的領域，因此我們不能夠說，（如果有數理對象存在的話）數理對象是某種不是「存

有」的，於此 Ross 指出，柏拉圖並沒有特別去強調數學對象的存在，雖然他批評數學家設定數

字和形狀，便以為這就是「無須質疑」的，因此我們毋寧應該承認柏拉圖的存有領域有兩個階層，

較高的即為理念，較低的是數學幾何所研究者(Ross, W. D. ”IV The Republic and the Phaedru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1. p.59-60, 65)。然而對 Adam 而言，問題不

只在「有無」數學對象，更重要地是強調數學對象並非「理念」，甚且數學研究不關於「理念」，

由此去駁斥柏拉圖未成書研究中的「ideal numbers」之研究(Adam, J., Vol.2, 159-161)；據此 Zeller
則認為理念並非數字，但數字的理念的確是存在的，故理念做為一個較大範疇的意義，數字的理

念隸屬於其中，於此一個「數學對象」雖介於理念與實際存在的事物中，但其仍是理念，和其他

理念並沒有不同(Zeller, p.254-255)。另外，Shorey 則在另一個意義上亦認為數學所研究者即是理

念，他一則說數學研究的對象是理念，但又區分理性思維所研究者為「純粹的理念」 (Shorey, 
233)。事實上 Adam 所說的「數學的方形」亦高於數學家所繪製出來的「可見的方形」，甚且「可

見的方形」還是仿製於「數學的方形」而存有，因此 Adam 所指稱的「數學形狀」之談論，事實

上與叫泛稱的「方形自身」、「圓自身」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 Adam 將這些概念限制為智性領

域的對象，並強調它們並不是理念。(Adam, J., Vol.2, p.68, 510d 2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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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而得到一個貌似不可推翻的知識，但是卻不曾超克其理論的限制—假設—
而往更高的、沒有假設的原理原則去認識，因此雖然使用假設本身並不是問題，

但因為他們使用之是為了由之直接達到結論，而非去檢驗並加以拋卻、以到達無

假設的原理原則，因此這個假設即變成一種「未被證實的開始點」，而數理知識

的真理價值也因此蒙受質疑，雖然其也是屬於可思的領域的。 
由此我們可以歸結說，智性知識的困難包含以下兩點：一、涉及感知，使用

可見的形狀為圖例；二、使用假設而不超越假設之上，無法回到無假設的開始[原
理原則]。柏拉圖在此以幾何學與算術為例118，數學當作一種中介性的知識119，

介於以理念為對象的理性知識，和以理念為仿本的世界為對象的知識—也就是意

見—之間，這是因為幾何學自身的特性120。根據柏拉圖的談論，這個階層的知識

使用前一個階層當作對象，而對著它們推理，然而這個眼睛所見的實際的圓物或

方物，並不是幾何學所要探究的東西，而是這些分殊個別的圓物、方物所仿造的

對象，也就是圓自身、方自身，是絕對的圓或絕對的方。因此智性知識一方面以

那些投射出圖像、影像的事物自身為樣本，繪製圖例，但其數理學家並非一直都

是個畫圖者，他們真正想要做的，是去認識它們的存有(ta\ o)/nta)121，而這些只

能由智性的眼睛而獲得[sehen als mit dem Verständnis/ i)/don tij h)/ tv= dianoi/a?]，
即用智性的能力去捕捉事物的本性，然而這種知識仍然無法為一個自為的知識，

因為它需仰賴前一個階段的對象—亦即仿造物—來當作思想運作的開始。就像幾

何學試圖由各個分殊的圓物、方物中，找出「圓」的形狀—亦即擁有「圓性」的

事物之「圓形」—當作理論的對象，而它所探究的卻是「圓性」自身。因此這個

層次的知識，我們可以說，是一種假設性的知識，它由假設出發，但卻不能超越

假設，毋寧是一直停留在假設的領域，因此它不能免除於運用感官的協助，亦無

法企及他們真正的目的—那種永恆不變、絲毫不涉及感官的知識。 
  
 
3.3.2. 理性思維(no/hsij)—無假設的知識 

 
「[...]另一個反之[den andern hingegen, to\ d' au)= e(/teron]也由假設出發

                                                 
118 在此筆者多次強調柏拉圖「以幾何學與算術為例」，主要是因為柏拉圖一開始對智性知識作說

明時，僅對其研究方式作解析，之後為了進一步說明以讓葛樂康明白他的用意，才開始談論數理

知識，因此我們很難說數理知識就是這個部分所代表的「所有」知識的內容；而隨後在第七卷那

裡，柏拉圖又歸結天文學、和聲學等等皆屬於這個部分的範疇，由此可知這種知識所指的是「種

種學科」，它既不是人們根據變動的世界所持有的各種信念和猜臆，亦不是那種只有只有經由辯

證術的作用才能獲得的最高的知識，而毋寧是所有那些介於中間的。 
119 Ross, W. D. ”IV The Republic and the Phaedrus”.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1. P.60-67 
120 Ross，p.68 
121 由此隨 Adam 註釋引用 Euthyd. 290B-C 的說法 : "oi( d' au)= gewme/trai kai\ oi( a)strono/moi 
kai\ oi( logistikoi--qhreutikoi ga/r ei)si kai\ ou(=toi: ou) ga\r poiou=si ta\ diagra/mmata 
e(/kastoi tou/twn, a)lla\ ta\ o)/nta a)neuri/skousin.：「…幾何學家、天文學家和算術家，他們

以他們的方式來狩獵，然而他們不是一直都只是個製圖者，而是在發現事物的本質。」Adam, J., 
Vol.2, p.68, 510d 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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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Voraussetzungen ausgehend, e)c u(poqe/sewj]，然而更進一步地要

求往沒有假設的開始[/原理原則][ aber zu dem keiner Voraussetzung 
weiter bedürfenden Anfang hin, to\ e)p' a)rxh\n a)nupo/qeton]，且在其中

它[靈魂 sie/ die Seele]沒有藉由那些被運用的影像[ohne die bei jenem 
angewendeten Bilder, a)/neu tw=n peri\ e)kei=no ei)ko/nwn]，而以理念自

身[mit dem Begriffen selbst, au)toi=j ei(/desi]進行[mit den Begriffen 
selbst verfährt/ 使用理念自身藉由自身的方式，au)toi=j ei)/desi di' 
au)tw=n th\n me/qodon poioume/nh]。[...]」(510b4-6) 
 

    柏拉圖在可思領域的開端，便平行地先提出了兩種可思領域中的次分類：智

性與理性，他表示智性和理性之別，在於前者必須以現實存在的事物繪製圖例，

以假設出發，卻不回返至沒有假設的原理原則，而是藉著假設一直達到結論。而

理性則與之相反，它亦從假設出發，但是卻是往沒有假設的原理原則而前進，並

不藉用任何感官圖像的幫助，而是以「理念藉由自身」的方式。正如我們在智性

知識第一個解釋時所說的，這個解釋自身相當地隱晦，需要進一步的解說。柏拉

圖在提出這個定義後，隨即只對智性的領域作較詳細的舉例說明，直到完全地分

析完智性知識後，他才又指出「與之相反地」理性知識則恰恰與智性領域的情況

相對。由此柏拉圖明確地將對理性知識與智性知識放置在一起做討論，他並建議

我們應該把理性知識的研究方式在某程度上理解為對智性知識研究特色的否

定，亦即，理性知識「不」仰賴感官圖像、理性知識使用假設，但「不」僅由假

設獲得結論，「毋寧是」由之回返至「開始」—原理原則。 
亦是緊隨著對智性知識作結論後，柏拉圖即以此為理性知識下最後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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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中介地[unmittelbar/由自身地，me tou=to ou(= au)to\j]攫取[ergreift, 
a(/ptetai]的，在其中它藉以辯證的能力[th=? tou= diale/gesqai 
duna/mei]使用假設[ indem sie mittels des dialektischen Vermögens 
Voraussetzungen macht]，不是當作開始[/不是當作原理原則，ou)k 
a)rxa\j]，毋寧是確實的假設[sondern wahrhaft Voraussetzungen, a)lla\ 
tw=? o)/nti u(poqe/seij]作為著手點和出發點[als Einschritt und Anlauf, 
oi(=on e)piba/seij te kai\ o(rma/j]，藉此它一直往所有假設的終點[damit 
sie bis zum Aufhören aller Voraussetzung /一直到沒有假設之處，i(/na 
me/xri tou= a)nupoqe/tou]，向上達至所有的開始[an den Anfang von 
allem gelangend, e)pi\ th\n tou= panto\j a)rxh\n]，攫取之[diesen ergreife, 
a(ya/menoj au)th=j]，且反之[so wiederum, pa/lin au)=]，遵循所有與那

個相互關連的[sich an alles haltend, was mit jenem zusammenhängt/保有

那些與之—開始—涉及者，e)xo/menoj tw=n e)kei/nhj e)xome/nwn]，向

下走到終點[zum Ende hinabsteige, ou(/twj e)pi\ teleuth\n 
katabai/nh?]，自身完全沒有採用任何感官的可感知者[sinn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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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hrnehmbaren /感官感知，ai)sqhtw=?]，毋寧只有理念自身和由自身

[der Ideen selbst an und für sich/理念自身經由自身至自身，ei)/desin 
au)toi=j di' au)tw=n ei)j au)ta/]向之去採用，則往它—理念—到達至終

點[am Ende eben zu ihnen, den Ideen, gelange/抵達至理念，teleuta=? 
ei)j ei)/dh]。[...]」(511b2-c-2) 
 

     柏拉圖於此明確地賦予理性知識一個新的概念，即「辯證術」，他描述理性

知識是邏各斯—在此我們可以理解為一種理性推理能力122—「沒有中介」地攫取

的，亦即他們不需要任何理念之外的事物—如在思想知識需要感官圖像—之助，

雖然在進行這種知識研究時，我們仍須由假設出發，但這個假設「只是」假設，

而非被武斷地當作其推理的基礎，甚至被當作「開始」、「原理原則」(a)rxa\j)而
是一種談論的可能，在往原理原則前進的過程中，經過反覆的檢討汰除所有感

官、變動領域的混淆；因此它並不像是智性知識那樣，把假設自身當作是自明的

前提，而由此達到結論，毋寧是由假設出發、而超克假設之上。就其知識自身來

說，柏拉圖說這種知識不藉由感官的協助，而只是採用理念自身經由理念自身，

而抵達至理念。 
 

因此要標明理性知識的特色，我們必須考慮幾個面向，第一個是辯證術的作

用，第二個是在於其認識方式自身的特色。關於辯證術自身的詳細探討，由於還

涉及了洞穴譬喻所揭櫫的教育與人類心靈轉化的問題，我們將在討論完洞穴譬喻

後，於整個知識問題的觀照下去詳細探究辯證術的定義、方法以及作用。在此我

們必須要先處理的，仍是知識分類自身的問題，亦即柏拉圖在此對理性知識的定

義，正如我們在線段譬喻一開始就已經說明的，在可思的領域，最重要的區分不

在於其知識的「對象」
123

（或是我們應該追隨著柏拉圖的用語「那個與之相關

的」），而是智性知識與理性知識認識方式的區別。我們已經描述了，智性知識的

問題即在於它涉及感知，並由未經檢驗的假設經由邏輯推理達至假設，因此無法

超越假設，而理性知識正是與其相反者。柏拉圖清楚地指出了理性知識的研究，

可以被當作是一個上昇的階梯，而在討論理性知識實踐時，他亦使用了

katabai)nv（向下走）這個字眼，加上在洞穴譬喻中，亦有向上離開地底下的

洞穴、而後回返到洞穴的說法，由此出現了一個在柏拉圖《理想國》知識研究中

                                                 
122 在 Adam 的註釋中，他指出我們不應該把 lo/goj 當作一種論理的官能[faculty of reason]或
是”Vernunft” [理性]（在此我們可以看到 Schleiermacher 的德譯本即是將它譯作理性”Vernunft”），

而因此等同於即 nou=j [理性]，毋寧是「非人的論理，或論證的傾向[the impersonal reason, or drift 
of the argument]，[…]那個 nou=j[理性]藉由之作用的工具[the instrument by which nou=j works]」。

Adam, J., Vol.2, p.70 511b 9n. 
123 在此我們必須考量到，在柏拉圖哲學中並沒有所謂現代意義的「對象」—object，亦即那個相

對於「主體」、由主體而將認識投射於其上的「對象」，而柏拉圖在此所描述的「那個與之相關者」，

也並不具有所謂的「主體—客體」關係，因此將之描述為：「知識的內容」、或那個在理性實踐的

過程中為它所思者，或許更接近柏拉圖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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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被討論的課題，即所謂「上行(e)piba/seij)」與「下行(katabai)nv)」124的

問題。然而若我們將理性知識的特色在於它具有「上行」與「下行」的關係的話，

事實上有問題的，因為類似的描述在智性知識時就已經出現了，在那裡上行的問

題表現在智性知識由假設而出、卻不往原理原則前進，無法超越假設而上達至原

理原則125，因此其知識的真理價值仍受限假設的領域中；而下行則表現在假設性

知識無法超克向上，故以假設性的前提導向結論、到達「終點」。由此我們可以

發現，「上行」與「下行」本身並不是決定智性知識與理性知識相異的要點，最

重要的決定因素在於在兩者的處境下分別「如何上行」與「如何下行」。 
 
在理性知識的情況中，所謂「上行」的問題是較易理解的，因為柏拉圖已經

表明了，通過辯證術的作用使得我們可以超克假設的知識，而到達沒有假設的開

始點—善的理念，因此我們可以把這個上行的運動解釋為辯證術的作用。但「下

行」呢？在此處，柏拉圖把下行的運動解釋為：緊抓住原理原則（/開始），並由

此遵循著所有那些與原理原則相關連的，以此下行至終點（/結論） [ou(/twj e)pi\ 
teleuth\n katabai/nh]，在這個所謂「下行」的活動中，這個可思者以假設出

發，已經透過辯證術之助而向上到達了開始—原理原則，它隨即緊緊攫住這個原

理原則，並只依循那些與原理原則相關者，柏拉圖並強調：「[...]不需要使用任何

感官對象的幫助，而只需要理念自身[ei)/desin au)toi=j]，由理念到理念[di' au)tw=n 
ei)j au)ta]，且最終進入理念之中[teleuta=? ei)j ei)/dh][…]」。因此我們可以清楚

地看到，在智性知識與理性知識我們可以說在第一類知識中的「下行」，如同在

思想領域的「下行」，指的是知識運作上（或謂邏各斯126的運作）由假設而至結

論的活動，不同的是，在理性知識中的「下行」，其假設已經經過成功的上行活

                                                 
124 「上行」與「下行」的問題意識，根據 Zeller 的說明，主要來自亞理斯多德在 Nicomachean Ethics 
1095a 的討論：” eu)= ga\r kai\ o( Pla/twn h)po/rei tou=to kai\ e)zh/tei, po/teron a)po\ tw=n a)rxw=n 
h)\ e)pi\ ta\j a)rxa/j e)stin h( o(do/j, w(/sper e)n tw=? stadi/w? a)po\ tw=n a)qloqetw=n e)pi\ to\ pe/raj h)\ 
a)na/palin.”，亞理斯多德在此指出，柏拉圖有一個達至原理原則的道路與由原理原則而出的道

路，而柏拉圖的目的即是在指出什麼是認識活動的起點，以及如何到達這個原理原則，並由之進

行理論活動，正如在賽跑中，選手必須由裁判所在的出發點跑到跑道的終點再跑回來，因此柏拉

圖的知識論即有這「上行」與「下行」的活動，上行表現為上昇至原理原則，而下行則表現為由

原理原則至個別者；當然對亞理斯多德自己的看法來說，他並不以為這上行與下行的區分必須被

過度強調，毋寧是他認為這個認識的起點[a)po\ tw=n gnwri/mwn,]必須再加以分析和討論，即為「什

麼是為我們所認識的[ta\ me\n h(mi=n]」、「什麼是自身就是可認識的[ta\ d' a(plw=j]」。雖然 Zeller
亦指出，亞理斯多德在這裡的談論，至少在術語上無法直接地對應至《理想國》，但他仍據此主

張柏拉圖《理想國》中有「上行—至原理原則」與「下行—至個別者」的區分。Zeller, p.168 
125 如果我們引用第七卷那裡對於所有辯證術的預備學科之討論，就可以發現智性知識絕非不「往

上走」、「不願意往上走」，毋寧是其知識方法的困境，導致其上行的路程受到阻礙，而柏拉圖整

個對於智性知識的討論，事實上並沒有全然否定那些被歸類在智性知識範疇的學問—如算術、天

文學、幾何學等等—可以往理念去前進，其被歸類在這個可思者領域的較低階層，多半是因其「現

況」、「實現的情況」，亦即在柏拉圖時代表現出來的知識方法的困難。 
126 如在註 122 中 Adam 所言，他指出柏拉圖在此使用 lo/goj 這個字眼，應該當作理性藉之運作

的工具，我們或可將之理解為「論理(reasoning)」；同時在此我們必須指出這個字眼與「言說」有

關，於此柏拉圖在此使用這個字則別有一番討論的空間，因為他明顯地即點出知識的運作與「言

說」有關—即為那個我們透過言說表明的。對此我們將留待第五章討論辯證術時再對此深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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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歷經重重的檢驗，而到達原理原並依循著原理原則而達至結論，並且在它的

活動中，不採用任何感官知識，其運作純粹是由理念之間的關係而進行，反之智

性知識則是由未經檢驗的假設出發、未到達原理原則，就逕自下達結論；由此我

們當然不可能同意任何所謂理性知識的「下行」活動指的是由對理念的認知而而

能通達個別者、或「多」的見解，因為柏拉圖已經清楚地表明，理性知識的運作

是全然處在理念的領域中的。127而所謂的「上行」活動，指的即是已經掌握了由

上行運動所獲得原理原則或謂理念的知識，而由之抵達理論的終點，在這個活動

中，不需要任何感覺性或圖像性的中介，而直接憑藉著自身的概念，指出理念彼

此的關係。 

 
    在描述過整個理性知識的特質後，柏拉圖又透過蘇格拉底的對話者葛樂康來

總結可思領域的兩個次部分： 
「[...]那個藉由辯證術的知識[was vermittelst der dialektischen 
Wissenschaft, to\ u(po\ th=j tou= diale/gesqai]由存有者和可思者[von 
dem Seienden und Denkbaren, tou= o)/ntoj te kai\ nohtou=]被看見

[geschaut werde, qewrou/menon]，應該是較明晰的[sei sicherer, 
safe/steron ei)=nai]，相較於那個由之實際上被名之為學科的[als was 
von den eigentlich so genannten Wissenschaften, /或那些由這些被命名

為技藝的，h)\ to\ u(po\ tw=n texnw=n kaloume/nwn]，它的開始是假設

[deren Anfänge Voraussetzungen sind, ai(=j ai( u(poqe/seij a)rxai\]，那

些其所考量者[die Betrachtenden, oi( qew/menoi]必然[/被迫，

a)nagka/zontai]藉由智性[mit dem Verstande，dianoi/a?]，而必然不考

量[betrachten, au)ta\ qea=sqai]感官[mit den Sinnen, a)lla\ mh\ 
ai)sqh/sesin]。然而因為它們不是如此著手於它們的研究，即它們[非]

往開始去回返[sie bis zu den Anfängen zurückgehen /然而藉由不是到開

始上昇的研究，dia\ de\ to\ mh\ e)p' a)rxh\n a)nelqo/ntej skopei=n]，毋

寧只是由預設而出[von den Annahmen aus, a)ll' e)c u(poqe/sewn]，則

由此它們對你來說看似沒有理性 [keine Vernunfterkenntnis davon zu 
haben, nou=n ou)k i)/sxein peri\ au)ta\]，雖然，人們由開始而出發[/藉
由開始之助，ginge man vom Anfange aus, meta\ a)rxh=j]，它們同樣地

也是可思的[erkennbar wären, nohtw=n o)/ntwn]。[...]然而去命名[zu 
nennen, kalei=n]之—你顯示給我的測量技藝的技巧[die Fertigkeit der 

                                                 
127 另一個關於這種下行活動、以及理念之間的過渡的解釋可能，出現在 Friedländer, P.的討論中，

他把這種上行當作一個理論的超越，而下行則是一個往實踐前進的活動，但是這種談論也很難在

原文中找到佐證。不過這個談論的確帶出一些可能性，就是由知識領域一直到善的理念知識後，

這種理解如何進入實際的生活，表現在個人的道德行為之上；在這裡，經過心靈的轉向，一個人

的心靈發展到最高的層次，而後必然也需要一個下行的活動，正如在洞穴譬喻中，那些已經看過

太陽底下的真理的人，必須回到洞穴裡，以幫助那些被蒙蔽的人。Friedländer, Paul. Plato 3 the 
Dialogues, second and third period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ans Meyerhoff.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ation, 1969.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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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ßkünstler, th\n tw=n gewmetrikw=n]和那些相似者[was dem ähnlich 
ist, th\n tw=n toiou/twn]—為智性[Verstand, dia/noian]，而不是理性

[a)ll' ou) nou=n]，是某個身處介於[als etwas zwischen…. zwischeninne 
liegendes, w(j metacu/]單純的設想[der bloßen Vorstellung, ti do/chj]
和理性知識[der Vernunfterkenntnis]之間的。[...]」(511c2-d5) 
 

    葛樂康首先重複蘇格拉底在之前就已經提出的相關結論，即智性知識雖然思

考那些由智性所思想者，但是卻被迫使用感官，因為它無法上昇至結論，毋寧是

只由假設而出，而到達至結論，因此在蘇格拉底的界定中，是「看似」沒有理性

的；而借助於辯證術而上昇至原理原則、認識存有者和可思者的理性知識，相較

於智性知識則是較為明晰的，亦即較「真」128的。但在此他亦提出了兩個重要的

談論，一個即是智性思想是介於理性思維與意見之間的中介者，一則是他指出智

性知識若由「開始」出發（/藉由開始之助），則它也是可思的。要適切地解釋第

一個談論，或許需要更多的討論元素，因此我們將之留待到完全地討論過《理想

國》知識問題的所有相關段落後，再總結地加以陳述，於此我們毋寧就只接受為

那個「可思領域」較低的次部分，在知識位階上是高於意見、而低於理性思維的
129。而第二個談論指出智性知識由「開始」出發也是可思的，這個談論無疑是令

人感到相當疑惑的，首先線段譬喻是關於知識的區分，柏拉圖已經將智性知識放

置在可思的領域，無疑地已經表明了它是可思的，柏拉圖藉由葛樂康之口重提其

為可思的理由，或許是為了避免知識分類變成一種武斷的、對四種知識之名定義

的設定，毋寧是其之所以呈現為此，有其自身必然的理由。那麼，什麼是「藉由

開始之助」130呢？一個看似「最明顯」的答案即為「藉由那個最高的原理原則之

助」，如此智性知識之所以可思，即是藉由理論由高處下達至低處的運作，但若

以這樣的說法，第一個是我們無法在原文中得到佐證，再則是正如柏拉圖一貫在

此的談論，理性知識作為最高階的知識、必須藉由辯證術之助，但並非所有人都

可以學習辯證術的知識，但卻有許多的數學家、幾何學家可以精通智性知識，智

性知識之為一種知識，其所能達至的高度，是由它自身知識方法而成；因此我們

無法說，其之所以可思是由於較高知識去思考它而成131。然而「開始」是否一定

                                                 
128 safe/steron [清晰]這個字眼亦出現在見第五卷 478C，和 509D 以下，在 Adam 的註釋中，

他表示在希臘文中 safh/j [清晰]這個字眼，原初意義是「清楚的」[clear]，亦即能夠「清楚地分

辨的」，在希臘文裡通常等同於「真」[= ture]，且「[...]一個科學的地位越高，它的研究課題所

包含的真理和可認識性的總量越大（根據柏拉圖）[the higher a science is, the greater (according to 
Plato) is the amount of truth or knowability which its subject-matter contains]。[...]」（Adam, J., Vol.2, 
p.71, 511C 16n.）。 
129 請見本文第五章第三節。 
130 Jowett 將這段譯為：「[…]雖然當第一原則被加諸於它們之上時，它們則可由較高的理性被認

識[when a first principle is added to them they are cognizable by the higher reason][…]。」他所使用

的「由較高的理性被認識」既然沒有出現在原文中，必然即為他個人的理解，他認為柏拉圖在此

要強調的是所謂的智性知識之所以是可思的，是因為當它藉由第一原則—那個知識的至高點—而

被理性知識認識。Jowett, p.222 
131 另外在 Shorey 於這個談論的註釋中，則根本地表明柏拉圖在此使用 meta\ a)rxh=j 這樣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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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著那個最高的原理原則，如果我們還沒有忘記前面所說的，應該會記得柏拉圖

是這樣描述理性知識的：「[理性知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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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b)，而智性知識相對的即是「由假

設而出、卻無法上昇至最高的原理原則，因此仍處在假設的領域之中」；於此「藉

由開始之助」、或「由開始而出」，明顯地指的即是認為智性知識的研究者將他

的未經檢驗的假設當作是既定的事實、自明的真理，亦即將假設自身即當作是「開

始—原理原則」，並由此直接到達結論132。 
 

於此這裡即出現了一個關於 a)rxh\n 這個字眼的重新討論的需要，我們顯然

不能只把 a)rxh\n 解釋作「原理原則」或是「第一原則」，而必須兼顧其作為「開

始」的意義，如此 a)rxh\n 即為理論的真正開始點；柏拉圖在第七卷將 a)rxh\n 描

述為善的理念，而善的理念在第五卷首度被提出時，被定義為「所有真理與知識

的原因」，因此 a)rxh\n 不只是知識的最高點、真理之路的最後目標，並且是「最

先」且「最原初」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智性知識之所以不能夠被柏拉圖當做

一種具有絕對真理價值的知識，是因為它由假設出發，而不能夠越過假設的界線

而到達原理原則的國度，它把那個它用來進行知識研究所設定的假設就當作原初

的「開始」，而由這個它所設定的「開始—假設」而抵達「終點(teleuth/n)」—
亦即理論的終點、或一個論證的終點，智性知識作為一種仍處於假設領域的知

識，以假設為出發點，卻不往真正的出發點、也就是沒有假設的開始點前進，反

倒直接去形成結論，也就是去宣稱思考活動已經結束，因為結果已經獲得了。於

此我們清楚地可以看到有兩種「開始(a)rxh\n)」：一個是真正的「開始」，即那個

作為知識的至高點、亦為知識的原因的「開始—原理原則」；一個是那個在智性

知識中被視作「開始」、事實上只是未經檢驗的假設的「開始—假設」。 
    據此我們可以說，智性知識之所以也是「可思的」，主要是因為它亦提出一

個認識活動的運作，它並不像最低階的似真性，僅去捕捉那些不斷變化的影像或

全然仰賴感官感知，亦不如信念研究現實存在的事物之關係與變化而提出沒有恆

定真理價值的意見；智性知識如同理性知識，都以假設出發133，唯獨理性知識並

不認為這個假設自身就是「開始—原理原則」，理性知識設定假設，只是為了接

近、企及真正的「開始—原理原則」，其知識運作—即到達對某個概念的結論—

                                                                                                                                            
論，只是讓問題「沒有必要地複雜化」，但在此我們無法這樣簡單地說柏拉圖只是「多此一舉」，

而隨後我們亦可發現柏拉圖在此其實另有所指。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Paul Shor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e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 Press, 1994(reprinted). p.117 
132 於此我們依照的是 Adam 的解釋，Adam 重新這段文字描述作：「雖然以一個第一原則，它們

是智性的[although they are intelligibles with a first principle]。」他認為這段旨在說明的是：「數學

家並不上達至 a)rxh [開始]，因此並不實踐[exercise] nou=j[理性]於它的研究課題。」他指出葛樂

康說的「因此[思想知識]對你來說，看似沒有理性」的「有[i)sxein]」使用其原初的表使動詞的

意義，則可看出柏拉圖在此要說的是停留在假設中的智性知識，並不真正地擁有理性，亦無法實

踐理性知識的活動—亦即由真正的原理原則而下達至那個關於理念的知識之結論；然而智性知識

的研究課題仍是可思的，其亦由一個 a)rxh/[開始]出發，然而智性知識的「開始」並不是「真正

的最高的原理原則」。Adam, J., Vol.2, p.72. 511D 22n. 
133 這個假設的方法與辯證術有關，我們將在第五章第一節再對此做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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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其已經掌握了原理原則之後，憑藉之以及那些與之相關的，而達至結論，

因此理性知識才會是具有最高的真理價值的。而智性知識則由假設出發，並就將

這個假設當作「開始—原理原則」、是無須檢驗無須懷疑的，並由此達到一個看

似合理的結論，然而就其由「開始—假設」而達至「結論」的邏輯關係來說，其

並非變動的，毋寧亦是恆定的，因此其亦具有若干真理價值。 
 
    最後我們可以總結說，柏拉圖於此將理性知識描述為一種只有藉助辯證法的

力量才能達到的知識，這種知識雖然也使用假設，但是它並不把假設當作真正的

前提，而只是當作一個「假設」，也就是說，把它當作要上升至無假設性、且為

一切的開始點層次的出發點，而不是就把這個假設當作確定的知識、毫無疑問的

「前提」。當它以辯證術的方法，由假設出發而逐步地排除感官的影響，最終到

達那個沒有假設的開始點、原理原則，並「攫取」這個原理原則，由此做為論證

運作的前提而下行至[katabai)nv]結論，而不需要使用任何感官對象的幫助，而

只需要理念自身[ei)/desin au)toi=j]，由理念到理念[di' au)tw=n ei)j au)ta]，且最

終進入理念之中[teleuta=? ei)j ei)/dh]。相較於智性知識，我們可以發現理性知識

的特質即是它已經排除所有感官的因素、純粹以理念為其思考運作的內容，在它

知識運作—即其實踐—的起點，就已經全然脫離了假設的領域，而達至「無假設

的開始」，由此我們就知識方法的特色對其做區分，可將之命名為「無假設的知

識」，以相對於智性知識作為「假設的知識」。 

 
 

第四節 知識分類的意義與目的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在線段譬喻中，區分出可見與可思兩個領域與其各

兩個次部分，這四者依特定的比例被譬喻為在一條線段上不同長度的部分，依其

特定的對象或不同的知識方法與特質而相互區別，柏拉圖藉此將所謂的「人類知

識」分成四類（雖然在可見領域中的兩者，柏拉圖並不認為是「知識」），以下我

們將呈現柏拉圖在此除了做知識分類、定義的工作外，並將這四種知識表述為靈

魂的四個從屬狀態，並由此進入更進一步地對人類心靈能力狀態的討論—即洞穴

譬喻。但在進入洞穴譬喻之前，我們必須要對線段譬喻做一個整體的討論，並由

「知識分類」這個意義，對照第七卷中柏拉圖再度提出的四種知識之區分。 
 
 

3.4.1. 對於線段譬喻的總結 

 
柏拉圖在分別對四種知識—或可見與可思兩個領域的兩個次部分—分別做

了詳盡的說明後，隨即對之總結，並分別加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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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也可以由此將四個部分[die diesen vier Teilen, e)pi\ toi=j 
te/ttarsi tmh/masi]當作[nimm, labe/]靈魂的四個從屬狀態[die 
diesen vier Teilen zugehörigen Zustände der Seele, te/ttara tau=ta 
paqh/mata e)n th=? yuxh=? gigno/mena]，理性思維[die Vernunfteinsicht, 
no/hsin]134為最高的[dem obersten, e)pi\ tw=? a)nwta/tw]，智性推理[die 
Verstandesgewißheit, dia/noian]為第二，然而第三個為信念[den 
Glauben, pi/stin]，第四者[dem vierten /最後，tw=? teleutai/w?]為似真

性[die Wahrscheinlichkeit, ei)kasi/an]，且對你來說它們以比例安排

[ordne sie dir nach dem Verhältnis, ta/con au)ta\ a)na\ lo/gon]，即如那

個於之它們所關連者[soviel das, worauf sie sich beziehen/即如之於這

些，w(/sper e)f' oi(=j]，分有真理[an der Wahrheit teilhat，a)lhqei/aj 
mete/xei]，同樣地明確性[Gewißheit/清晰性，safhnei/aj]也歸屬

[zukomme/分有，mete/xein]於它們中的每一個[jedem von ihnen][同樣

地它們中的每一個亦分有相應程度的清晰性]。[...]」(511d5-e5) 
 

    柏拉圖首先將這四種知識表述為「靈魂的四個從屬狀態」，這個談論是來自

柏拉圖之前在談論太陽與善的理念時，將眼睛命名為視覺的器官、靈魂為認識的

器官，如此這裡所談到的四種知識，即為靈魂向善的理念趨近之途的四種實踐的

狀態。他隨之分別給予命名，但其排列順序則與他先前對之一一定義、介紹的順

序不同，他清楚地表明他於此做這樣的排列的理由：「理性思維[no/hsin]為最高

的[e)pi\ tw=? a)nwta/tw]」，並於此排列第二至第四種知識，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柏拉

圖即是由知識的優越性排列之，而理性思維之所以優越於智性推理，而這兩者又

優於信念，信念又優於似真性，是因為什麼原因呢？柏拉圖緊接著解釋，這四種

知識擁有不同程度的清晰性，其所具有清晰性的比例與程度，正如其分別所認識

者分有真理的比例與程度。柏拉圖在一開始討論線段譬喻時，即闡明了至少在可

見的領域中，他區分信念與似真性是用其所含的清晰性與非清性的程度，於此他

再次強調，所有這四種知識，皆是由清晰性與非清晰性的程度來做劃分，由此我

們可以說理性思維必然擁有最高的清晰性，而智性推理次之，而其又優於信念，

信念又在清晰性上優於似真性。 
 

                                                 
134 我們可以發現 Schleiermacher 在此用較長的複合字來翻譯希臘文中只有一個字的 no/hsin，將

之譯做 die Vernunfteinsicht[理性理解]，這固然是因為不管是德文還是中文、英文，都很難只以

一個字去對應希臘文的原意；但於此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no/hsin 這個字眼如 Adam 所指出的

(Adam, J., vol.2, p.72, 511d 26n.)，是被使用在它的嚴格意義即關於 nou=j [理性]實際的實踐，亦即

那個理性實際的活動自身，因此應該將其譯作「理性的思維活動」最為適當，Schleiermacher 使

用 die Einsicht[理解]，則較無法強調「思維活動」的實踐意義。因此除了在此引用 Schleiermacher
的譯本依造其原文意義列出外，之前及未來談到這個字眼時，一律作為「理性思維活動」（或簡

稱為理性思維，或尤其在知識分類上的意義，稱其為理性知識）。此外 Schleiermacher 將 dia/noian
譯作 die Verstandesgewißheit[智性確定性]，相同地如果我們強調其實踐的活動意義，則可將之譯

作「智性推理」，因此在本文之前和未來談到這個字眼時，皆作「智性推理」，或簡稱「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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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理性思維被排列在最高者的理由，柏拉圖表示是「那個於之它們所關

連者」所分有真理的程度不同。於此我們顯然不能同意把這個說法等同於「其對

象分有真理的程度不同」的解釋135，因為在可見領域的兩個次部分中，似真性的

「對象」是那些「水面上的影子」，而信念的「對象」即為那些現實存在的事物

與人工被造物，就「影子」或就「現實存在的事物」來說，其沒有所謂的「分有

真理的程度」，因為「影子」與「現實存在的事物」都是存有論上的界定，而非

知識論上的界定。於此我們必須重申，柏拉圖在談論可見領域的兩個次部分，即

信念與似真性時，僅談論其「對象」，並以對象來定義其知識的特色，但在討論

可思領域的兩個次部分時，則沒有強調「對象」上的區分136，以致於我們甚且無

法得到一個智性知識是否有其特殊對象的定論137，於此柏拉圖明顯地在討論可見

領域的兩個次部分—信念、似真性—與可思領域的兩個次部分—理性思維、智性

推理—時，採用了不同的討論方式，前兩者他強調其「對象」的不同，後兩者則

強調知識方法的不同。 

因此於此我們可以說，這裡所談及的「那個於之它們所關連者」指的是知識

的內容，或即為那個「它們以其知識特性所認識者」。關於這點我們對於理性思

維與智性思想已經有大量的討論，但是關於信念及似真性則因為我們先前跟隨著

柏拉圖僅對其對象之不同做討論、對其知識自身則沒有真正深入的探討，然而柏

拉圖於此給我們的解說是相當有限的，他只給了我們兩個名詞，即「信念」與「似

真性」。另外一個談論的可能，是我們可以援引柏拉圖稍後在第七卷討論完辯證

術的作用後，又重提四種知識區分的談論，在那裡他對整個知識分類的四種知識

間的關係做了更清楚的界定。 
 
    柏拉圖在第七卷將那些充作辯證術的「助手」、而非真正的「知識—科學」

（在此知識[e)pisth/mhn]]為嚴格的定義）的，是「這些被提出的技藝[die 
angeführten Künste, ai(=j dih/lqomen te/xnaij]」138（533d3），並從真正的「知識」

以及較低於真正知識的「技藝」，再度提出四種知識的區分： 

                                                 
135 於此關於「分有真理[a)lhqei/aj mete/xei]」所指之意，我們暫時不做解釋，而留待至第五章

第二節再做討論。 
136 Ross 亦持此見，他強調：「[…]考慮到可見領域的兩個部分這[四種知識各有其對應的對象]是
真的，但考量兩個後面的部分，當柏拉圖大費周章地描述科學和哲學的不同時，他說得很少或根

本就沒有指出它們的對象有所不同[…]」Ross, p.58-59 
137 請見註釋 117 的解釋。 
138 Adam 指出 te/xnai（「技藝」”Arts”）在在柏拉圖的時代有時候夾帶著特殊的「數學科學」

的意義[bore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亦有其他智者術的學者以相同的意

義使用此字，Adam 引用柏拉圖在 Prot. 318 E 描述 Hippias 的看法，指出了四種必須「強迫」青

年學習的「技藝[arts, te/xnaj ]」：算術、天文學、幾何學和音樂[logismou/j te kai\ a)stronomi/an 
kai\ gewmetri/an kai\ mousikh\n]，Adam 表示：「[…]如果我們能夠瞭解 mousikh/n 作為＂音

樂的理論“， Hippias 的 quadrivium [四藝]是等同於柏拉圖的，除了柏拉圖會喜歡加上測體積學

[Stereometry]。[...]」Adam 並指出所謂的四藝是中世紀教育的重點，並構成了西方所謂人文學科

基礎訓練的概念，因此而有「文學士[Bachelor of Arts]」。當然我們亦可以發現，正如柏拉圖在

此所強調的，「技藝」低於真正的「知識」—即哲學，學術體系在人文學士其上所設置的名目即

為 Ph.D(Philosophiea Doctor, Doctor of Philosophy)。Adam, J., Vol.2, p.71, 511c 1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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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先前的第一個部分[die erste Abteilung, th\n me\n prw/thn 
moi=ran]命名為知識 [科學,Wissenschaft / e)pisth/mhn]，第二個部分命

名為智性[Verständnis, dia/noian]，第三個部分為信念[Glaube, 
pi/stin]，第四個部分為看似為真者[Wahrscheinlichkeit, ei)kasi/an]；
且這兩者一起被命名為意見[Meinung /可設想者，do/can]，然而另兩

者被命為思想活動[no/hsin]。意見[Meinung, do/can]相關於變動

[Werden, ge/nesin]，思想活動[no/hsin]則相關於存有[Sein, ou)si/an]；
正如存有關聯於[sich verhält /涉及，pro\j]變動，思想活動亦這般關聯

於意見，明顯地即如知識 [科學,Wissenschaft / e)pisth/mhn]和信念

[Glauben, pi/stin]關聯，智性[Verständnis, dia/noian]和看似真者

[Wahrscheinlichkeit, ei)kasi/an]關聯。然而這個比例關係為此，由之

自身連結到此[ Das Verhältnis dessen aber, worauf sich diese beziehn, 
th\n d' e)f' oi(=j tau=ta a)nalogi/an]，可設想的與可思的[das 
Vorstellbare und Erkennbare, docastou= te kai\ nohtou=]，及這此雙重

的部分中的任一個[die zweifache Teilung jedes von beiden, diai/resin 
dixh=? e(kate/rou]。[…]」(533e2-534a8) 
 

    在此柏拉圖重新將線段譬喻中的最高的知識—理性思維—命名為「知識」（或

我們可以跟從 Schleiermacher 的翻譯，作「科學」，以避免中文使用「知識」這

個廣泛意義的字眼帶來的混淆），這個談論顯然是因為延續著第七卷對於辯證術

的預備學科之討論，為了強調理性知識是唯一稱得上具有真正真理價值的「知

識」，以區別於智性知識作為眾多「技藝」、「學科」。柏拉圖認為許多人都將智性

知識就當作是「科學」，但事實上，正如他在線段譬喻中對其所分析的，由於其

仍處在假設的領域、而未能認識最高的原理原則，因此其雖然也可以成立一個「合

理」的談論，但充其量只是一種技藝，有助於我們漸次地排除感官的作用，而能

夠「牽引靈魂、趨向真理」（527b）；但只有辯證術才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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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eht sie gelinde hervor, h)re/ma e(/lkei]，並帶領向外[führt es auswärts, a)na/gei 
a)/nw][…]。」(533c-d)因此只有以辯證術作用的理性知識才是真正的最高的「知

識—科學」。柏拉圖並將理性知識及智性知識劃為一大類，並名之為「思想」[理
性的思想實踐活動，no/hsin]，並指出其是「關於存有的」，於此我們必然會有

一個疑惑，即是柏拉圖為何使用 no/hsin 這個字眼來描述「理性知識＋智性知

識」，而在線段譬喻時，柏拉圖使用這個字僅用來定義理性知識；我們或可以說

在後者的情況是因為在線段譬喻對四種知識命名時，柏拉圖將其表述為靈魂的四

種狀態，亦即靈魂向善的理念的趨近四種實踐狀態，既然是「狀態」，必然不能

使用描述官能的字眼如 nou=j，而是其實踐的思維活動自身。在第七卷的談論中，

柏拉圖則旨在命名四種不同的知識或謂「學科」、「技藝」等，因此他將在線段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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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時用 no/hsin 表述的理性知識命名為「知識—科學[e)pisth/mhn]」，而將「知識—

科學」與「智性」皆表述為 no/hsin，即理性的思想實踐運作的活動。於此我們

似乎可以由此得到一個瞭解，柏拉圖旨在說明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其作用都是

「理性的思想實踐活動」139，而且其是「關於存有的」；另外信念與似真性則被

命名為「意見」，是「關於變動的」。如此我們則回到了柏拉圖在第五卷中所做的

區分，亦即知識關於存有，無知關於非存有，而意見則是介於其中者。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描述的，所謂的意見是處在變動的領域，若說美自身是

絕對、不變的、永恆的理念，則眾人對於美的各種意見、以及引以為美的眾多美

物，都是在這變化的領域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柏拉圖在此將信念與似真性描述

為「意見」或「可設想的[docastou=]」，以相對於理性知識與智性知識作為「可

思的[nohtou=]」，後者是線段譬喻一貫的談論，但前者則明顯地是柏拉圖意圖將

「可見的」意義加以擴大解釋或進一步闡明。就字面上來說，所謂「可設想的」

自然比「可見的」具有更寬廣的意義，「可見者」跟隨著太陽譬喻的定義，被標

明是太陽所掌管的世界，由眼睛作為視覺的器官所「看見的」，因此柏拉圖對信

念與似真性在線段譬喻的討論，都是以「可見的」影子或事物來做做表述。如果

我們嚴格地限定信念所思考者如前面所提及的動物、植物和人工被造物等現實存

在的事物為 o(rata/ [可見者]，信念必定被瞭解為一個只相信可見的、可感知的事

物的心靈狀態。但柏拉圖在此將整個原本只被描述為「可見者[o(rata/]」的領域，

重新定義為 docasto/n，所以我們則不應該將信念僅限制在視覺的對象，而應該

當作 do/ca [意見]的次部分140，在清晰性上超越似真性—那個完全以視覺感知為

主的知識—而自身作為那個尤其關涉於對眾多事物的狀態提出其相對關係的觀

察141、或將某個概念（如美自身）現實存在的多種樣貌當作概念自身、或將某個

概念（正義）的一個個別的現實存在狀態（如《理想國》一開始泰拉西麻查斯所

提出的「正義即強者的權益」）抱持為真正的真理，它對其自身所持的各種看法

缺乏去質疑、探討而加以修正的能力142，以至於其知識價值正如某種單純的「信

念」、「信以為真」，在變化的領域中流蕩(第五卷)。  
 

                                                 
139某些學者（如 Shorey）則據此提出柏拉圖事實上並未區分「數學對象」與「理念」 之別，因

此兩者都是「理性運作、以理念為思考對象」。(Shorey, What Plato Said, p.233-234)於此我們不直

接由此描述下這樣的定論，但無疑地尤其根據柏拉圖所謂的「思想活動相關於存有」，則更可以

清楚地看到，不管是否存在著「數理對象」，或智性知識所思考者是否亦為理念，其是「關於存

有的」，任何人若要主張柏拉圖所謂的智性知識所思考者只是「數學的方形、對角線或數字」者

（如 Adam），也必須承認這些「數學的方形、對角線與數字」亦處在存有的領域，而如第五卷

末的定義所謂「存有」亦即「那些絕對、永恆和不變者」，而「數學的方形、對角線和數字」卻

是數學家、幾何學家的未經檢驗的「假設」。 
140 Adam, J., Vol.2, p.66, 510a 6n. 
141 在此若我們將洞穴譬喻中洞穴內的知識等同為這個階段，則可援引囚犯們競賽觀察牆上由火

光所投射出來的影子之間的先後關係、而對之成立某些關連性的意見，正如信念知識所處的心靈

狀態。筆者在此做此談論自然涉及到本文所持的線段與洞穴譬喻對應關係之理解，我們將留待徹

底地討論過洞穴譬喻自身的描述後，再做一個更充全的討論，請見本文第四章第四節。 
142 Ross,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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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低層次的「似真性[ei)kasi/a，相似者、似真者]」，其所認識者 ei)ko/nej 
[影像]是完全由視覺而得的，自身並沒有實體，仍嚴格地被限定在 o(rata [可見

者]的影像，因此即便「可見者」的定義在此被擴大至「可設想者」，似真性必須

被同樣地限制在可見的領域；但既然似真性是 docasta/ [可設想者]的較低程

度，則應該被瞭解為一個較低的 do/ca [意見]的變化，則似真性即為一種心靈狀

態在此影像被當作是真的，即一種心靈的狀態將仿本的仿本接受為真的[which 
accepts as true that which is a copy of a copy] 143。正如我們在前面就已經指出了，

信念的「對象」—現實存在的動物、植物與人工被造物—是理念的仿本，在這個

意義下，所謂影像即是對仿本的仿本；如果說信念以現實存在的變化事物去成立

某些見解，並將之當作無須遲疑、彷彿「就是如此」的一種態度，則似真性則將

那些變動的現存事物所投射出來的更為變動不休的影像、甚至是視覺的假象

[visual illusions]144（如將一根吸管置入水杯中，在水中的那半截則看起來與在水

面上的半截是不相連的、歪曲的）視作為真。此外若我們考量柏拉圖在此成立

ei)kasi/a [似真者]145這個字眼明顯地與 ei)ko/nej [影像]有關，則可將 ei)kasi/a 
[似真者]理解為「對影像的感知」146；若以 ei)kasi/a 這個字的原意將之瞭解做

「猜臆[conjecture]」則可能會將我們導引到錯誤的方向，因為猜臆隱含有意識的

懷疑或遲疑[implies conscious doubt or hesitation]147，然而正如我們在先前已經討

論過的，較高的信念知識尚且未能對其所「信以為真」的事物提出質疑而進而對

之研究探討，而思想知識並仍由未經檢驗就被設定為自明的原理原則的假設而出

發，就可以發現所謂「有意識的懷疑」，是在知識探究上相當重要的特質，自然

不能夠出現在最低層次的心靈狀態。總歸地來說，柏拉圖將可見領域的兩個次部

分—似真性和信念—重新整合地描述為「關於意見的（可設想的）」，並表示其所

對應的即為變動的領域，於此心靈將那些變動的影像或事物間由相對關係所顯現

的狀態當作是真的。另一方面，智性知識與理性知識則是「可認識的」、「可由理

性的思想活動所思的」，並且是關於存有的領域的。 
 
柏拉圖並接著對四者的關係做了一個全新的說明：「正如存有關聯於變動，

思想活動[no/hsin]亦這般關聯於意見，明顯地即如知識[e)pisth/mhn]和信念關

聯，智性推理[dia/noian]和似真性關聯。」柏拉圖在此將存有與變動的相對關係，

與思想活動與意見的相對關係對應起來，我們可以回到柏拉圖在可見領域兩個次

                                                 
143 Adam, Vol.2, p.72, 511E 27 n.。Adam 雖然做出這個談論，但沒有對此有深入的探討，Ross 則

引用第十卷對於「模仿」的討論，指出影子和反射是自然物的圖像，而自然物則是理念的圖像，

因此所謂的「影像」—似真性的對象—則正如詩歌和繪畫，都是—由理念做為真正的原本來說—
圖像的圖像、仿本的仿本，因此「ei)kasi/a—雖然在線段的段落裡沒有強調—即，任何人處在這

個狀態不只是感知影像，而且是持續地將影像當作原本...」Ross, p.77-78 
144 Ross, p.46 
145 Adam 指出這是柏拉圖的一個新詞，在《理想國》線段譬喻之前並未出現在他的其他著作，

由此可見柏拉圖是特別要指出「ei)kasi/a [似真者]—ei)ko/nej [影像]」的對應關係而做此詞。Adam, 
Vol.2, p.72, 511E 27 n.。 
146 如 Jowett 所譯，”perception of shadows”。Jowett, p.222 
147 Adam, Vol.2, p.72, 511E 27 n.。 



柏拉圖《理想國》中的知識問題 75 

 75

部分的談論之末，提出了「此自身關於真理或否，正如可設像的[to\ docasto\n]
之別於可認識的[to\ gnwsto/n]，也如同仿造物[to\ o(moiwqe\n]之別於那個它所仿

造的[to\ w(=? w(moiw/qh]」的說法，在那裡柏拉圖雖然使用了另一個字眼 to\ gnwsto/n
來描述這裡所謂的「思想[no/hsin]」，但其定義都可以回溯到第五卷對意見與知

識的區別，則我們可以柏拉圖這個新的解釋的前兩句成立以下的對應關係： 
 
存有[ou)si/an]                        V.S. 變動[ge/nesin] 
原本（理念）                        V.S. 仿本（與仿本的仿本）148 

思想[no/hsin]（可認識者[to\ gnwsto/n]）V.S. 意見（可設想者[docasto/n]） 
可思的[nohtou=]                      V.S.可見者[o(rata/] 
 
以上的四種相對關係是相互對應的，亦即我們都可以將之當作線段譬喻的第

一個二分的狀態，於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正如柏拉圖在談論第六卷以太陽來

討論善的理念時，將善的理念定義為不僅是真理與知識知識論上的原因，也是其

存有的理由，因此我們可以說，在柏拉圖的哲學裡，知識是存有的認識論的對應

者，存有是知識的存有論的對應者[Knowledge is the epistemological counterpoint 
of Being, Being the ontotlogical counterpart of knowledge]149。 

 
然而柏拉圖這段談論的後兩句：「知識[/科學，e)pisth/mhn]和信念關聯，智

性推理[dia/noian]和似真性關聯。」則需要進一步地解釋，因為若我們考量當這

四種知識自身的特性，則很難「直接地」用我們在上面提到的四種對應關係做解

釋。我們固然可以逕自將這四種對應關係硬套在其上，而說「知識—科學

[e)pisth/mhn]」與信念的關係之所以對應於「存有 V.S.變動」、「原本 V.S.仿本」，

但智性知識所思考者（不論是所謂的「數學對象」或亦是數理的「理念」）則很

難說是似真性所思考的影像之原本，因為影像一直都是做為實存事物的仿本的。

唯一能夠成立的解釋毋寧只是考量到其分別在可思與可見的大領域中位階相

同，即如「知識—理性思維」為可思者的較高階層、而信念做為可見者的較高階

層，正如智性知識做為可思者的較低階層、似真性做為可見的較低階層。然而還

有一個考察值得我們注意，即是將之理解為比例關係的變化式，根據本文線段譬

喻的圖示，我們曾證明了柏拉圖的線段關係比例將會使得智性知識與信念的部分

恰恰好是等長，雖然他可能無意如此；但柏拉圖在此的討論，則同樣可由比例關

係自身的推衍而得150： 

 

1.由先前的討論我們可以說： 

                                                 
148 Austin, J.L. “The Line and the Cave in Plato’s Republic”. Plato’s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Terence Irwin.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p.143 
149 Adam, Vol.2, p.61, 509b 8n. 
150 這個說法主要來自 Adam 的註釋，但 Adam 所描述的等式不是很清楚，於此筆者加上等式演

算的過程。(Adam, J., Vol.2, p.141, 534A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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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AD[似真性]：DC[信念]    ＝AC[可見]：CB[可思] 
且  CE[智性思想]：EB[理性思維] ＝AC[可見] ：CB[可思] 
則  CE：EB＝AD：DC 
2.則必然亦可以成立： 
 （CE＋EB）：EB＝（AD＋DC）：DC 

    而CE＋EB＝CB；AD＋DC＝AC 
    故CB：EB＝AC：DC 
      CB/EB＝AC/DC 
      CB＝AC＊EB/DC 
      CB/AC＝EB/DC 
    則可得CB：AC＝EB：DC，亦即可思與可見的比例關係等同於理性思維與

信念的比例關係。 
3.由CE：EB＝AD：DC 
反之EB：CE＝DC：AD 

    （EB＋CE）：CE＝（DC＋AD）：AD 
因為EB＋CE＝CB，DC＋AD＝AC 

故CB：CE＝AC：AD 
  CB/CE＝AC/AD 
  CB＝AC＊CE/AD 
  CB/AC=CE/AD 
則可得CB：AC＝CE：AD，亦即可思與可見的比例關係等同於智性推理與

似真性的關係。  
 

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在此陳列的等式就比例關係自身而言無疑是正確

的，或許柏拉圖在此是特別要強調他在線段譬喻一開始提出這四種知識分類是根

據比例關係而劃定的，但最重要的區分毋寧還是在於可思與可見兩個大的領域以

「存有V.S.變化」、「原本V.S.仿本」的意義上，可思相對於可見，是關於存有、

而具有真理的，而可見者則被描述為那個關於變化與意見而非知識、因此不具有

真正的真理價值的；於此在可見與可思的領域底下，柏拉圖才又以所含「清晰性」

的多寡，其知識的內容擁有真理的程度將之各自分為二，我們可以說其與同領域

的另個部分之間的關係，遠比與另一大領域間的某個次部分的關係來得重要，畢

竟所有關於這個第一個二分的談論，是一貫地呈現在《理想國》的談論中的；同

樣地我們亦無法用可見領域的兩個次部分的關係去說明可思領域的兩個次部分

之間的關係，因為正如我們在先前已經一再地指出的，柏拉圖對於可見領域兩個

次部分的定義，都是集中在對其「對象」、或謂其做為一種心靈狀態所涉及者的

探討，而對於可思的領域，則不強調「對象」之別，而以其知識方法作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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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知識區分的需要與目的 

 
在線段譬喻的開始點，柏拉圖銜接著太陽與善的理念之討論，以一條被截成

兩半的線當作一個人類認識能力的「整體」，然後說我們可以根據其所掌管的知

識領域以及其所是的種類，而有可見與可思兩個大的領域。接著他又提出以清晰

性與不清晰性的程度，對這兩個大的領域依相同比例再度二分，於此獲得四種知

識。根據他的區分，知識被分為四種，分別是似真性[ei)kasi/a]、信念[pi/stij]、
智性推理[dia/noia]、理性思維[no/hsij]。 

跟隨著本文第二章以至第三章的討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柏拉圖之所以

提出線段譬喻、帶入知識分類的討論，主要是承接著第五卷將城邦的統治當作讓

城邦真正臻於完善的最主要關鍵，而對柏拉圖來說，唯一能達成這個目標的治國

術即為哲學
151，因此他提出了哲學家皇帝的概念。但所謂的「哲學家」或「哲學」

顯然仍是需要再度釐清定義的，在這個基礎點上，他提出了真正的知識與意見之

別。但這樣的初步討論對柏拉圖來說，顯然還是不足夠的，因為不僅這個「知識」

的內容尚未被清楚地加以釐清，其目的、方法與特質亦是相當模糊的。在第五卷

末初步提出「知識 V.S.意見」、「存有 V.S.變動」、「愛好智慧者 V.S.愛好意見者」

的區分後，於第六卷開始柏拉圖又進行了一段漫長檢視所謂「哲學」可能意涵討

論，並就此討論哲學何以是唯一可以使城邦臻於完善的治國術、以及初步地提出

哲學教育的重要性之後，柏拉圖終於直接提出「善的理念」是最高的知識—這當

然是他試圖給予《理想國》知識論一個倫理學上的關照—才由此進入他對知識問

題的核心探討。這「善的理念」的倫理關照毋寧是出自於《理想國》做為一個強

調實踐意義的對話錄、而非僅止於對概念自身的理論追求，哲學的任務、或哲學

的實踐，在《理想國》中是必須一再被標示、強調的。然而善的理念在《理想國》

中的討論並不僅止於倫理意義
152

，更包含了「原理原則」（如柏拉圖在討論理性

思維與智性推理時所用的名詞）的意義；正如柏拉圖在描述太陽與善的理念時所

說的，善的理念不僅是一種「能力」使得可認識者能夠被認識、使得認識者能夠

去認識，更是真理與存有的存有論的理由。 

 

但善的理念既然做為所有真理與知識的原理原則、處在歷經千辛萬苦的追求

真理之路的終點才會獲致的至高點，任何對之做完整的限定的嘗試都可能會流於

任意、沒有根據的153，更不會是柏拉圖對話錄的主角、那個不斷宣稱自己是無知

的蘇格拉底會發表的談論，因此柏拉圖在《理想國》中並不直接對之下定義、並

                                                 
151 Zeller, p.466 
152 Ross, p.42-43 
153 Taylor 表示柏拉圖在此沒有對善的理念提出定義，是因為「蘇格拉底發現他自己除了用消極

的方法無法談論善的理念，他只能描述它的特徵藉由不完美的譬喻」，主要是因為「蘇格拉底主

義的限制」。海德格則指出，任何要求去對探討「善的理念 [應該]是什麼」[was das Gute sei]或要

求對之定義，事實上是一個誤導的，「有如想找條捷徑好通過市場」，善的理念完全無法經由這樣

未理解的方式被質問，因此這樣的問題是完全誤解[mißverständlich]的(Heidegger, s.97)。Taylor, A. 
E. Plato : the man and his work.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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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對之直接描述，而建議以「善之子」—太陽來加以理解，由太陽主宰可見世

界、善的理念主宰可思世界，據之他提出了可見與可思領域之別，並由此進入線

段譬喻的討論。柏拉圖以一條二分的線段來譬喻太陽與善的理念分掌一分而二的

兩個世界，所謂的可見世界與可思世界自然是在存有上的劃分，而在線段譬喻的

劃分上，則是知識論的劃分，於此而有關於可見者的知識，與關於可思者的知識；

柏拉圖接著又要求我們以相同比例去分別將之二分，因此其各自有兩個次部分，

於此而有四種知識。 

 

於此我們可以發現，柏拉圖整個對於知識定義、區分的構想是一連貫的，尤

其當我們將第七卷重提知識區分的討論與線段譬喻的相關段落對應起來，就可以

明顯地看出，從第五卷以降柏拉圖對於知識問題的主要論點是在於「存有 V.S.

變動」、「知識 V.S.意見」、「可思 V.S.可見」之間的區別，亦即線段譬喻的第一個

二分之概念，是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分別，而柏拉圖進而根據這相對的概念—雖

然他並未明白地這樣說，而一直以「比例關係」來表述—而在可見的領域劃分出

信念與似真性、在可思的領域劃分出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信念相對於似真性，

指涉著那個具有較低程度的感知、較高程度的「真理」，而智性推理相對於理性

思維具有較高程度的感知、較低程度的「真理」，於此似真性指著那個純粹以感

官感知為主的知識，而理性思維則指著那個純粹以理性、以理念之間的關係作思

考的真正的知識。然而柏拉圖花費大量的篇幅來討論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的差

異、遠超過關於整個可見領域的討論卻是不爭的事實154，於此我們似乎可以正確

地說柏拉圖對知識問題主要的談論興趣是在於那些被他歸類為「可認識的」、「可

思的」，亦即在第五卷的討論中被視為與那些絕對、不變動的、永恆的事物相關

連的「知識」，而非那些流動變化的「意見」—亦即信念與似真性—那些「可設

想者」。由柏拉圖對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的知識方法與特性進行了詳細的描述，

而對信念與似真性卻極度地簡略、且僅限於對其所思考者—如現實存在的事物與

影像—做討論，我們可以說，雖然「可認識者—可思者」與「可設想者—可見者」

有一個對應的關係，但以「可見者—信念與似真性」來說明「可思者—理性思維

和智性推理」卻非柏拉圖的目的。因此理所當然地將柏拉圖對信念與似真性分別

所涉及者（事物以及其影像）的關係，運用至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的關係，亦會

流於武斷；毋寧是柏拉圖之所以區別信念與似真性，反而應該被視作是為了對應

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的區分155。我們毋寧只能說：於四種知識所擁有的真理之程

度（或其清晰性的程度），由似真性以至於理性思維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其知識價

值由高至低的序列156，而就知識自身的特質而論，則必須回返到「可見」與「可

思」的二分的領域及其分別的兩個次領域去做討論。 

                                                 
154 Ross 清點了柏拉圖討論可見領域之行數，共計有 23 行，而可思領域則有 56 行，於此柏拉圖

似乎明白地表示了他的主要興趣是在可思領域的討論。Ross, p.68 
155 Ross，p.68。Ross 的這個說法與他隨後對洞穴譬喻與線段譬喻的對應關係之分析有關，於此

我們將於本文第四章第四節再做深入的探討。 
156 Ross, p.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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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拉圖通過線段譬喻完成了他對知識定義與區分的要求，最後他總結線段譬

喻將這四種知識描述為「四種靈魂的從屬狀態」，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屬於那些

關於存有的「理性的思想活動運作」的領域，而信念與似真性則為「意見」、那

些在變動的世界中流蕩沒有確實的真理價值的知識；若我們說受教育即是在探究

真理、或至少是在追求那些不變動、永恆的知識，則我們或可信念與似真性將它

當作一般來說未受教育的正常心靈狀態157，而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則可當作是受

教育的[educating]、或受過教育[educated]的心靈狀態。延續著這個討論，柏拉圖

在第七卷一開始便著手介紹：「讓我比喻給你看我們的本性，其教化與未教化的

種種狀態[paidei/aj te pe/ri kai\ a)paideusi/aj]。」(514a1-2)亦即洞穴譬喻的

討論。雖然這兩者的對應關係還需要更深入的討論，於此我們或可以正確地說，

洞穴譬喻無疑地是延續著線段譬喻的討論，因此對於線段譬喻的探討、是瞭解洞

穴譬喻相當重要的元素，只有在「知識」本身的意義被清楚地定義、分析了，人

類靈魂在特定的情境下所持的特殊心靈狀態才有被辨識的可能性。然而相對於線

段譬喻主要在於對於知識概念的界定與定義、對知識方法的分析與區別，洞穴譬

喻卻是對人類普遍心靈狀態的探討，前者雖然亦為「譬喻」，但以線段比擬只是

一個將比例關係具體化的動作，但洞穴譬喻相較而言卻是一個直接對應人類心靈

處境的活生生的「圖像」158，無怪乎洞穴譬喻所提出的意象不僅主宰了西方思想

對於「蒙昧」與「啟蒙(enlightment)」的想像，更長遠地影響了（尤其與太陽、

光的意象連結起來）基督神學的傳統。然而我們亦可以發現，這些後世根據洞穴

譬喻的「想像」，多半是在一個脫離了與線段譬喻的關係之下做的理解，只有在

我們先行瞭解了線段譬喻、並一直處在柏拉圖提出知識分類以至進入洞穴譬喻實

踐處境的討論，我們才能夠不違背柏拉圖原意地瞭解洞穴譬喻在《理想國》知識

論中的意義。 
 
 
 
 
 
 
 
 
 
 
 
 
 
                                                 
157 Adam, J., p.72, 511e 27n. 
158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