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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類心靈的狀態與轉化的可能—洞穴譬喻 

 

柏拉圖在第六卷的末端，把靈魂的機能—在這裡類似認識的能力—做了四重

的區分：理性、智性、信念、似真性，這是就知識自身的內容、方法做區分；但

人類一般的認識能力到底發展到什麼地步，或是說人類的靈魂在未受適當的啟發

之前，處於怎樣的心靈狀態，是四個區分中的哪一個，這是柏拉圖底下才要說明

的。同樣地，他再次利用一個譬喻的方式來說明這個問題，也就是洞穴譬喻。這

個譬喻在非哲學研究者眼中，似乎遠比線段譬喻來得有趣生動，並對它做了各式

各樣的解讀，但是如果仔細探究這個譬喻提出來的脈絡，就可以發現洞穴譬喻是

線段譬喻的一個說明，同時也承接著自第六卷卷中以來對太陽—善的理念的談

論，從而由一個知識狀態的討論，過渡到哲學家—領導者的任務：「以勸說和強

迫的方式來團結全體公民，使他們都有益於國家，從而互相有益」(520a2-4)，亦

即由純粹知識的定義過渡到一種倫理[ηθος]159的要求。 

 

 

第一節 在洞穴中的狀態 

 

銜接著第六卷末柏拉圖將知識分類的四種知識表述為「靈魂的四種從屬狀

態」，柏拉圖在第七卷一開始便著手分析這四種靈魂的從屬狀態如何地「實際

地」—雖然他採用的是譬喻的方式—顯現在人類心靈的處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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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隨即描述說： 

「[…]設想[這樣的圖像][Sieh, i)de\]，即人類在一個地底下、洞的住所

[in einer unterirdischen, höhlenartigen Wohnung, oi(=on e)n katagei/w? 
oi)kh/sei sphlaiw/dei]，它有一個開放往光的出口延伸到整個洞穴中

[die einen gegen das Licht geöffneten Zugang längs der ganzen Höhle hat, 
a)napeptame/nhn pro\j to\ fw=j th\n ei)/sodon e)xou/sh? makra\n para\ 
pa=n to\ sph/laion]。[…]」(514a-) 

                                                 
159 在希臘文中，ηθος 類似一種習慣、習俗，經由練習所獲致的東西，根據這個意義，我們特別

可以感受到柏拉圖在此提出教育問題的重要性，如果說倫理是一種經由習慣養成的事物，那麼要

使一個城邦成為一個好城邦，領導者要盡一切努力團結城邦的公民，使其為城邦整體的利益服

務，即意味著要透過一些特定的機制養成公民的倫理習慣。亦即依照公民不同的秉賦，給予適當

的教育，讓每一個人獲得在其秉性上的適當發展。尤其是柏拉圖把倫理研究的終極對象，亦即善

的理念放置在可思世界的最高點，更可以讓我們看出知識教育與倫理問題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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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拉圖以住在地底下的洞穴的人，做為他描述人類的本性「受教化與未教化

的種種情況」之出發點，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在經過第五卷末、第六卷善

的理念之討論以降主要針對知識問題做定義、分析後，重新回到教育問題，然而

柏拉圖在此不僅要介紹什麼樣的教育方式與步驟是他所屬意的模式，還要根本檢

討人類心靈的本性，並由此建構他的教育理論。銜接著第六卷末將四種知識定義

為人類靈魂的四種從屬狀態，柏拉圖即開始分析人類靈魂受教育與未受教育會呈

現的狀態，根據這樣的談論脈絡，柏拉圖似乎暗示他底下的說明將會對應到線段

譬喻所區分的四種知識、四種心靈狀態，並且點出這些狀態是由其受教育與未受

教育的程度而為靈魂所持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柏拉圖於此亦給予我們

一個兩種主要的相對狀態描述，亦即「地洞」與開放向「光」的出口（/入口），

亦即「幽暗」與「光明」的對比；因此柏拉圖在洞穴譬喻的一開始，就已經暗示

了兩個世界的存在。 
    我們可以根據整個洞穴譬喻的描述圖例如下160： 

 

 
 
4.1.1. 第一階段：被束縛的狀態 

 
「[…]他們在洞穴中從小時候開始[von Kindheit an, e)k pai/dwn]大腿

和頸項上就被束縛住，他們保持在同樣的位置[sie auf demselben Fleck 
bleiben, w(/ste me/nein te au)tou\j]，並只能往前看[auch nur nach 
vornhin sehen, ei)/j te to\  pro/sqen mo/non o(ra=n]，由於枷鎖他們無法

                                                 
160 這個圖形的地洞的部分，來自於 Adam 的圖示(Adam, J., Vol.2, p.65)，洞穴外的世界、以及表

示向上爬升的陡坡由筆者自行添加，因為雖然「洞穴」譬喻以洞穴為主，但其半數的描述都是在

洞穴外，似乎應該將洞穴外的世界一起畫出比較能夠完整地表述洞穴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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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洞穴譬喻圖示 
kl.太陽光底下的世界 
ij.上登之路[a)naba/sewj] 
ef. o(do/j.[通道] 
gh.teixi/on.[矮牆、圍籬] 
ab.囚犯的行列[Row of Prisoners] 
cd.影子被投射於其上的牆[Wall 
on which the shadows are thrown] 

ei/)sodoj[入口] 

h(li/ou [太陽]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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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四處轉動頭。然而他們有的光是從火焰由上方和由後方遠處而來

[Licht aber haben sie von einem Feuer, welches von oben und von 
ferneher hinter ihnen brennt, fw=j de\ au)toi=j puro\j a)/nwqen kai\ 
po/rrwqen]。[…] 」(514a5-b3) 
 

    柏拉圖首先指明這些人—代表著人類本性的人們—不僅住在地底下的洞穴

中，而且從小大腿和頸項就被桎梏所束縛住，因此不能夠隨意地轉動頭往四處、

或背後看，而僅能向前看。然而他們所處之地雖是暗無天日的地洞，他們仍有

「光」，只是這個光並不是那個地洞開口向上所達至的太陽光，而是由燃燒的火

所投射出的火光，而且這個光是由背後由遠處、上方投射過來，因為他們不能夠

轉動頭，所以亦無法看到這個光的來源，自然無法得知這光是由火所產生。此外，

若他們「從小」就被束縛住、且一直住在地洞裡，他們的認識能力必然也是一直

被限制住的，亦即他們不但不知道其所見所憑藉者是「火光」，他們也未曾見過

「真正的光」—亦即太陽光，他們沒有藉之去區別、分辨真與假的條件，因此他

們無從選擇地會將其所見、所感知的一切當作是「理所當然」或「必然如此」、

甚至是「真」的。 

 

    柏拉圖又進一步指明，那些為這些囚犯們「所見」的影像到底是什麼，於此

他說明了那些不為囚犯所見、在他們背後發生的實際的情形為何，亦即那些亦在

洞穴內、卻不為囚犯所知的事物： 

「[…]然而介於火和被束縛者之間，一條路從高處穿過[geht obenher 
ein Weg, e)pa/nw o(do/n]，沿著它你看到，一面牆被建造如圍籬[eine 
Mauer aufgeführt wie die Schranken, teixi/on parw?kodomhme/non]。[…]
然後看，沿著這座牆人們拖帶著各種器具[längs dieser Mauer Menschen 
allerlei Gefäße tragen, para\ tou=to to\ teixi/on fe/rontaj a)nqrw/pouj 
skeu/h te pantodapa\]，它們在牆上矗立過來[die über die Mauer 
herüberragen, u(pere/xonta tou= teixi/ou]，雕刻的人像和其他石頭和木

頭做成的動物雕像，以及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und Bildsäulen und 
andere steinerne und hölzerne Bilder und von allerlei Arbeit, 
a)ndria/ntaj kai\ a)/lla zw=?a li/qina/ te kai\ cu/lina kai\ pantoi=a 
ei)rgasme/na]。自然地，其中若干彼此交談[reden dabei, me\n 
fqeggome/nouj]，另一些則保持沈默[schweigen, sigw=ntaj]。[...]」
(514b3-515a3) 
 

在這些不能轉動頭的囚犯背後，柏拉圖設計了其所見所憑藉的光之來源—
火，並在火與囚犯之間，又安排了一條通道，沿著通道有一道圍籬般的矮牆，而

在通道上有一些人搬動著一些石頭、木頭做的人像、動物的雕像來回走動，這些

人有的講話、有些則保持沈默（見前頁洞穴譬喻圖示）。由此柏拉圖繪製出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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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穴內的圖像、以即所有洞穴內所包含的要素，首先即是(a)被束縛住、只能向前

看的囚犯、(b)其視覺所憑藉的光之來源—火、(c)那些由人們搬著在火光前穿行

的各種人像、動物雕像等人造物，以及(d)這些雕像、人造器具於火光所投射出

的影子，顯現在囚犯面前的洞穴底部的牆上，即囚犯真正所見者(515a5-7)。 
    蘇格拉底的對話者葛樂康認為這個景象十分奇特[strange, a)/topon]，而且那

些囚犯也相當奇特，但是蘇格拉底糾正他：他們跟我們一樣（奇特）(515a4)。也

就是說，這其實是人類心靈普遍的狀態，也是人類的認識能力普遍遭遇的困境，

以個人的認識能力而言，束縛的狀態就如同人的靈魂被有限的肉體束縛，以至於

會受到各式各樣的蒙蔽。人是靈魂與肉體的結合，而肉體是靈魂的監獄，我們每

一個人原本都是靈魂，但後來都綁在肉體上，藉著肉體能夠看見世界，得以接觸

世界而有各種感覺161。這種情況就像一個囚犯被綁在一個地洞底，人的心靈，就

像一個人坐在椅子上被綁著，只能看到洞窟中的牆壁，他的背後有火光，所以他

可以看到牆壁上有許多因為火光照射出來幽暗的影子，就像一般人用眼睛看事物

的時候，表面上得到一個清楚的圖像；那個囚犯就是如此以為他在牆上所看到的

清楚的圖像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他不能往後面看，所以他不能看到火光的

來源，這樣的情況下，他不知道他所看見的影像有所欺騙，自然以為牆壁上東西

的是真的。而火光之前，有一些人比較自由的人，可以在囚犯背後的通道自由穿

行，扛著一些人、動物的雕像和器具，所以囚犯在他面前的穴壁上亦可以看到影

子間有一些活動、亦有各種不同種類的影子，讓他以為他已經見到了整個「世界」

(515a4-7)。人類的心靈就處於這樣的情況。 
 
    在第二章第三節討論太陽與善的理念的關係時，我們曾經談論到，使視覺產

生作用的是光，而在有恆久的太陽光的世界，太陽保障了我們的視覺與視覺對象

的關聯，而且太陽不只是讓我們可以看見變化的事物，它自身也是變化與生長的

原因，因此我們在太陽光底下看見的事物相較於太陽光不照射、而在星光或月光

的籠罩下的事物，要來得清楚、可信的多。在洞穴中，光的來源是火，火如我們

所知，是一種被古希臘人視為具有很大的能動性的事物162，在變動搖曳不休的火

光之下，即便不動的事物與雕像，看起來也恍若有一些活動，而相較於明亮的太

陽的黯淡火光，正如同在星光或月光照耀下的事物，只是一些幽暗的影子，但是

因為這些囚犯沒有辦法轉頭去看那欺騙他們的知覺的處境，因此只好接受眼前所

見的影像為真。我們也可以說，相較於光的真正來源—太陽，星光、月光與火光，

                                                 
161 Irwin 認為關於線段以及洞穴的談論，都必須要與 Meno 和 Phaidon 中對於靈魂狀態的討論為

基礎，特別是 Meno 中談到人的靈魂在與肉體結合之前就已經看見了理念的真理，但與肉體結合

之後，受到肉體的蒙蔽，而遺忘了理念的真理。他認為必須帶入這個討論，才能銜接柏拉圖在此

提出的教育觀點。Irwin, Terence. Plato’s Moral Theory, the early and middle dialoug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5(reprinted).p.218, 233 
162 亞里斯多德在《靈魂論》中，討論到過去的一些人對靈魂的談論，主要有幾個重點，一個是

就其數量的多寡，一個是就其有形或無形而言，一個便是就其能動性而言。以能動性來討論，有

人認為是水、血，而 Democritus 認為是火原子，而且是最具能動性的球型，因而最可能是心靈

的組成物(De Anima, 405a1-12)。由此可知，火在古希臘人的看法中，是一種能動性很強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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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都只是太陽光的仿似物，不能算是真正的「光」；或是說這就像我們之前

提到的，日落西山之後，眼睛依恃著黯淡的星光、月光來視物，因此使得視覺衰

退，不能清楚視物，而產生錯誤、落入意見的層次，一會兒看做這樣，一會兒看

做那樣。故可謂火光、月光、星光等非恆定的光，是錯誤視覺的理由。 
    根據柏拉圖的描述，囚犯於面前的穴壁所見者是經由幽暗、變動的火光所投

射出來的影像，則其所見的影子本來就是相當模糊不清的，柏拉圖更強調這些造

成影子的事物，是所謂的人造物—人的雕像和木頭、石頭所雕刻的動物塑像、以

及各種人造的器具，如我們看見鳥的雕像在牆上投射出來的光影，加上模糊不清

的光線，使我們以為這鳥的影像就是真正的鳥，而且它也有一些活動，來自於火

光所造成的幻覺，因此柏拉圖強調囚犯所見的影像更是由仿造物所投射而出的，

即為（仿本之）仿本的仿本（[自然物做為理念的仿本—]雕像做為自然物的仿本—
囚犯於穴壁所見之影子做為雕像的仿本）163；甚者我們可以說，洞穴中不斷持續

燃燒、而能一直提供光源的火，亦是一種人為的產物164，是真正的光—太陽光—
的仿本。於此柏拉圖特別強調了囚犯所見、所視之為真的影像，其真理價值是相

當低的，是來自虛假的光與非真的投影者（如那些人像與動物的雕像等）對人類

知覺的矇騙，而這些從小就被束縛著、一直保持在這樣被欺瞞的處境的囚犯，亦

無「能力」165去加以識別其於穴壁上所見的影像只是「影像」，而不是「真實」

的存有者，因為其所見、所認識者，一直都是「如此地」地顯現在他面前。 

 

由此我們可以說，只要人類一直處在這樣束縛的狀態，則「真正的」知識或

謂真理，是不可能於此而被企及的，因為囚犯們已經將那些影子就當作是「真的」

[to\ a)lhqe\j]、「真理」，因此他們並沒有必要往一個「其他的[das Andere]」去追

求、亦不可能想像還有一個「其他的」—那個不同於他們所見、而被他們持以為

真理的真正之真理—存在166；因而「解除」這個束縛、或謂由感知的桎梏中自由，

                                                 
163 Wilson, J.R.S.. ”The Contents of the Cave”. Plato’s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Terence Irwin.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p.127 
164 雖然自然界中亦有自然發生的火之存在，因此我們不能說火必然就是一種人工的光，但在洞

穴中做為光源的這個火苗，必然必須以人工控制、維持，而且根據柏拉圖的原意，囚犯所見的影

像即如某些玩把戲的人所搬演的影子戲，因此我們或可以正確地說，洞穴裡的火即為一種人工造

成或加以維持，以仿效太陽光使事物於光中得以被看見的能力。Adam 亦強調洞穴內的火光為「人

工的火，見 Adam, J., Vol.2, p.90, 514b 12n.。 
165 根據柏拉圖隨後對教育的討論，即教育並非把知識灌進空的靈魂裡面，毋寧是靈魂本來就具

有認識的能力，因此我們可以說，所謂的認識的能力顯然是一直存在人類的靈魂裡的，所以即便

洞穴裡的人類被束縛、囚禁在如此的處境中，我們亦不能就此說，其是「沒有」認識能力的，毋

寧是其認識的條件受到相當的限制，以至於其無法充分發揮其認識能力，而逕自將此就當作是真

的。 
166 Heidegger：「[...]人們在此當作未遮蔽的[unverborgen]，是對他們來說不是由某個其他的[而有

的]假象[Was die Menschen da unverborgen vor sich haben, ist für sie kein Schein von irgendetwas 
anderem]，毋寧是他們將沒有任何躊躇[sonderen sie würden gar nicht zögern]，毫無疑問地去把那

個在他們面前的說作 ta\ o)\nta，存有者[ohne weiteres das vor ihnen als ta\ o)\nta, das Seiende, 
anzusprechen]，[...]人把這個（這個，在他面前顯現出來的）當作對他來說某個未遮蔽的，作為

存有者[der Mensch nimmt das ihm je Un-verborgene (das, was sich vor ihm darbietet) ganz von selbst 
als das Seiende]。[...]」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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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往真正的真理之途不可或缺的步驟。但另一方面，正如柏拉圖所強調的，這

是人類心靈的本性未受教育的狀態，因此柏拉圖在此將這個被束縛的狀態，明確

地等同於所有人類未受教育前的基本狀態，因此這亦是認識的起點、而其正即為

一個心靈遭到蒙蔽的狀態。 

 

 

4.1.2. 第二階段：解脫束縛 
 

    柏拉圖以在洞穴中人類被束縛住的情況來描述人類心靈未受教育的普遍狀

態後，接著即描述其掙脫束縛後的狀態，然而正如柏拉圖所強調的，這是關於人

類心靈「本性」的描述，因此囚犯解脫束縛、自他的蒙昧掙脫，並不如某種奇妙

的天啟那樣讓他立即感受解放的歡悅，而毋寧是相當痛苦的，因此他甚至會希望

回返到原本遭受束縛、欺瞞的狀態；柏拉圖如此描述： 

「[...]現在也設想，[…]他的束縛和不理智被鬆解、治癒了[die Lösung 
und Heilung von ihren Banden und ihrem Unverstande, au)tw=n lu/sin te 
kai\ i)/asin tw=n te desmw=n kai\ th=j a)frosu/nhj]，什麼將自然167發

生，並隨之遭逢至他身上[wie es damit natürlich stehen würde, wenn 
ihnen folgendes begegnete, oi(/a tij a)\n ei)/h, ei) fu/sei toia/de 
sumbai/noi au)toi=j]。當他被釋放且被強迫[Wenn einer entfesselt wäre 
und gezwungen würde, tij luqei/h kai\ a)nagka/zoito]，立即地去站

起來，轉動頸項，往前走並往光看去[zu gehen und gegen das Licht zu 
sehen, badi/zein kai\ pro\j to\ fw=j a)nable/pein]，在其[/光]中他這

樣做，立即有疼痛[Schmerzen hätte, a)lgoi=]，因為閃爍的光亮[wegen 
des flimmernden Glanzes, dia\ ta\j marmaruga\j]不能完善地有能力

[nicht recht vermöchte, a)dunatoi=]，去認識那些事物[jene Dinge zu 
erkennen, kaqora=n e)kei=na][...]。」(515c2-7) 
 

    在這些遭受束縛的囚犯中，某一個人的枷鎖突然被鬆開了—不論是由他自

己、還是由某個其他人將之鬆解—他因為不再有束縛了，他必然會立即站起來，

想要轉動頸項去看那些他原本無法去看、被限制而不能自由去看的事物。但柏拉

圖亦強調，他是「被強迫[a)nagka/zoito]」的，這個強迫與解放同時發生在他的

                                                 
167 Adam 對柏拉圖於此使用「自然(fu/sei)」一字有另一番解釋，他表示人們處在黑暗的洞穴中、

被隔絕於光和真理，「根據柏拉圖式的意義」是「非自然的(paraÜ fu/sin)」，因此對於囚犯的釋

放，即是「回返至他們的真正本性(return to their true nature)」。但是柏拉圖在洞穴譬喻的起點亦

使用了「我們的本性(th\n h(mete/ran fu/sin)」這個說法，並由此開始描述「我們的本性受教育

與未受教育的種種狀況」，因此這個洞穴中被束縛的狀態，無疑即是「我們的本性未受教育的狀

態」，亦即亦為「我們的本性」之狀態的一種，因此 Adam 的這裡解釋，雖然放在整個柏拉圖的

理論興趣來說，或許是可以成立的，但用來解釋柏拉圖這裡使用 fu/sei 的用意，或許有過度解

釋之嫌。於此我們或許依循 Schleiermacher 譯本的讀法，僅將之當作是囚犯解脫束縛後、「自然」

或「於其本性」來說會發生的情況。Adam, J., Vol.2, p.91, 515c 1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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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即如同這個新獲得的自由即是那個強迫他站起來、轉動頸項、往光看去並

向光前行的力量。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柏拉圖描述囚犯的束縛被鬆解，即是其「不

理智168[a)frosu/nhj]被治癒了」，然而正因為他「一直」處在這個被束縛的狀態、

「一直」只看著那些由火光所投射出的幽暗影子，當他看向那個火光的來源、熊

熊燃燒的火時，他眼睛必然會因為不適應感到異常疼痛，由於他的眼睛習慣看那

些幽暗的影像，他的看的能力一直被限制住，以至於在那對他來說閃爍、異常明

亮的光之中，他反而無法看、或因此看得更不確切了。正如同人類心靈的本性驅

使著掙脫束縛的人往光看去，亦是人類久受蒙蔽的心靈之本性，使他無法立即地

適應光明，並立即藉之認識。柏拉圖據此接著描述說： 
「[...]關於他早先可以看到的影子[wovon er vorher die Schatten sah, w(=n 
to/te ta\j skia\j e(w/ra]，你或可揣想，他將會說什麼？當有人跟他

保證，在那個時候之前看到的是沒有價值的[damals habe er lauter 
Nichtiges gesehen, o(/ti to/te me\n e(w/ra fluari/aj]，然而現在，變得

較靠近存有[dem Seienden näher, ma=llo/n ti e)ggute/rw tou= o)/ntoj]，
且往之變得更為存有[zu dem mehr Seienden gewendet, pro\j ma=llon 
o)/nta tetramme/noj]，他看到的較正確[sähe er richtiger, o)rqo/teron 
ble/poi]，[...]他將會完全地困惑並猜想[glauben/相信，h(gei=sqai]，
那些他之前看到的更為真過那些現在指給他的事物[was er damals 
gesehen sei doch wirklicher, als was ihm jetzt gezeigt werde, ta\ to/te 
o(rw/mena a)lhqe/stera h)\ ta\ nu=n deiknu/mena]？[...]」(515c8-515d6) 

     
由於囚犯的眼睛尚無法適應光明，其看的能力尚無法恢復，這個剛離開他自

小就身處其中的束縛狀態的人，必然會以為，在光之中他看得更不清楚了；如果

某個人告訴他，他之前所見的只是影子，是由他現在於光中所見的這些事物所投

出的影子，因此這些現在為他所見的事物—那些人像、動物的雕像與人造的器具

等等—相較於其影子是「較正確的」，而他先前所見的影子則是沒有價值的假象，

他必然會感到相當困惑，並且不願意相信這樣的說法。在此柏拉圖再次地強調他

在洞穴譬喻一開始就已經描述的：「人類的本性」，由於往光—在這裡相較於稍後

會提到的太陽光，只是幽暗的火光—自身去看對於習慣於看影子的囚犯來說，是

如此地痛苦，並且在眼睛適應光亮的階段中反而顯得「看得較不清楚」，人類認

識的本性便寧可相信那些之前在束縛的狀態中所見的變動搖曳的陰影是「真」

的，甚至比那些造成陰影的實際存在的雕像等「更真」169。但在此柏拉圖並不是

                                                 
168 Heidegger 指出 fro/nhsij 是柏拉圖對於知識的一般用語，意同於對真的掌握，或謂對於世界

與自身之關係、兩者之統一體的思量與洞見，而 a)frosu/nhj 即是 fro/nhsij 的相對語，於此我

們可以將之理解為困惑、受欺瞞的情況，因此囚犯的受束縛的狀態即為一種缺失了 fro/nhsij 的

狀態，Heidegger 強調，洞穴中的囚犯因此處在一種喪失了對真正的「真」與「未遮蔽」的關係，

是全然地缺乏思量與洞見的能力，全然地自真理被移除，對於世界全然地不熟悉並對自身亦無任

何洞見。Heidegger, s.36-37 
169 Heidegger, 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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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人類認識的本性，是愛好安逸、逃避真理的，毋寧是因為囚犯長久地處在一種

完全被剝奪了所有與真理的聯繫，缺乏與其所認識者—所見者—與事物、存有的

關連之狀態，因此對囚犯來說，做出這樣的推斷，是「必然的」，亦即是符合其

「本性」的。 
     
    另一個接著「自然」會發生的事情，即是他逐漸地適應了火光，柏拉圖描述

道： 
「[…]當人被迫往光自身去看[in das Licht selbst zu sehen nötigte, pro\j 
au)to\ to\ fw=j a)nagka/zoi au)to\n ble/pein]，對他來說雖然眼睛疼

痛，但他自之逃開來[er würde fliehen, feu/gein]，並轉回頭[zu jenem 
zurückkehren, a)postrefo/menon]去向著那些他有能力去看的[was er 
anzusehen imstande ist, pro\j e)kei=na a(\ du/natai kaqora=n]，確實地

信服[fest überzeugt, nomi/zein]，那些[/影子]應該遠比之前指給他的清

晰[dies sei weit gewisser als das Letztgezeigte, tw=? o)/nti safe/stera 
tw=n deiknume/nwn]？[…]」(515d7-515e3) 

柏拉圖描述這個解脫束縛的囚犯，逐漸地適應了對他來說異常明亮的火光，

他的眼睛雖然一開始感到相當疼痛，但逐漸地從疼痛中「逃出來」，當他習慣了

對火光的注視，而變得「有能力去看」火光以及火光中的事物，但當他轉回頭去

看那些他之前有能力去看的—亦即那些被投射在穴壁上的影子—他仍相信，那些

陰影遠比現在被指他看的實際存在的人造物確實。這個描述無疑是相當關鍵的，

因為柏拉圖在此否認了一個剛從束縛的狀態解脫的人，「有能力」去認識影子以

外的任何知識對象，而洞穴中的光之來源—火光170—亦無法提供或保障任何高於

對影子的認識之知識，於此柏拉圖嚴格地限制了洞穴內的知識之範圍，底下我們

即針對洞穴內的知識做進一步的探討。 
 
 
4.1.3. 洞穴內的知識 
 
    柏拉圖如此描述處在束縛狀態中的囚犯所「看見」的、和所「認識」的內容： 

「[…]這些人們從自身和某個其他在旁去看[dergleichen Menschen von 
sich selbst und voneinander etwas anderes zu sehen, me\n e(autw=n te kai\ 
a)llh/lwn oi)/ei a)/n ti e(wrake/nai]，獲取的只是影子[bekommen als 
die Schatten, a)/llo plh\n ta\j skia\j]，是火焰拋擲在他們面前的洞穴

中的牆上的[welche das Feuer auf die ihnen gegenüberstehende Wand der 
Höhle wirft, ta\j u(po\ tou= puro\j ei)j to\ katantikru\ au)tw=n tou= 

                                                 
170 在這個意義上，「火光」與「太陽光」、「火」與「太陽」明顯是完全地被區分開來的，柏拉圖

據此似乎描述了，除了所見者在存有上「更具存有性」，「光」也在認識活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這個論點我們將在洞穴與線段譬喻的對應關係、以及「真理與光」的章節中再加以深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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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lai/ou prospiptou/saj]。[...]」(515a5-7) 
 

    這些從小就處在束縛狀態中的人，由於不能轉動頭，只能往前看，他們所見

的就是影子，是由在他們身後熊熊燃燒的火焰所發出的火光、以那些在火焰前的

通道穿行的雕像及人造物遮影而投射在穴壁上的影子171。柏拉圖於此明確地指

出，處於束縛中的囚犯無法看見任何實際存在的事物，毋寧只是其投射出來的陰

影；由於他們自童年時期起，就一直是處在這樣的狀態，他們沒有任何外於影子

外的對象去看、以及去認識，因此他們必然將之就當作是「真的」，且無疑地認

為這些影子就是「真的」，他們沒有理由、也沒有能力去猜想他們是處在這樣的

被束縛的狀態，也不可能瞭解他們所認知的是受到蒙蔽的，而將所見者即當作是

「真理」172，且外於之沒有別的事物可供認識。 

 

    柏拉圖在稍後描述完整個囚犯的向上攀登的旅程後，又回頭更詳盡地描述了

洞穴中的人如何對影子成立知識，我們或可由此得到一個更清楚的瞭解： 

「[...]他們在那裡將榮耀[Ehre, timai\]、讚揚[Lob, e)/painoi]、獎賞

[Belohnungen, ge/ra]頒發給那些[能夠]做限定[für den bestimmt hatten /
給那些在那情況下區別此與其他的，ei)/ tinej au)toi=j h)=san to/te par' 
a)llh/lwn]、最迅速地看見經過者[das Vorüberziehende am schärfsten 
sah, tw=? o)cu/tata kaqorw=nti ta\ pario/nta]、最好地記得[sich am 
besten behielt, mnhmoneu/onti]，那些經常地[pflegte, ei)w/qei]最先[was 
zuerst zu kommen, pro/tera…poreu/esqai]來到、那些最後[zuletzt, 
u(/stera][來到]的、以及那些一起[來到]的[zugleich, a(/ma]，並由此能

夠最好地預測[vorhersagen konnte, dh\ dunatw/tata 
a)pomanteuome/nw?]，那些現在被顯現出來的[was nun erscheinen 
werde, to\ me/llon h(/cein][…]」(516c5-d2) 
 

柏拉圖描述說那些囚犯間的知識、被束縛狀態的知識，即是對那些呈現在穴

壁上的影子之感知，以及觀察影子彼此間的關係而成立一些關於其間的頻率、先

後關係之知識，我們可以想見，他們的知識運作或許即如當穴壁上經常地先出現

A 塑像的影子，然後出現 B 塑像的影子，囚犯們必然會認為：「每當 A 出現，則

B 出現」，由此成立一個兩種影像間的先後關係，如果他們看到 A 的影子有若干

的運動，而 B 亦隨之有若干的動作，他們則會以為，A 與 B 之間有一個因果的

                                                 
171 Ross 顯然同意囚犯們可以看見自己與同伴的影子(Ross, p.73)，但 Adam 則指出「沒有任何證

據」明確地指出囚犯們可以看到自身與他人的影子，毋寧是只能夠看到那些人造物所投射出來的

影子。對於此的差異有一個關鍵的意義，亦即囚犯在束縛狀態中是否「只能」看到「人造」物的

影子，由此會影響到束縛狀態中所見的「影子」在存有上的位階，在此我們必須要同意 Adam 的

說法，因為柏拉圖明顯地藉由「人造物」經由「人造的火光」所投射出來的陰影，描述囚犯所見

者含有真理程度之低。Adam, J., Vol.2, p.91, 515c 16n. 
172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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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但他們所不明白的是，他們所見的 A 與 B 只是火光所投射出來的影子，

而 A 與 B 之間的所謂先後關係、和因果關係，可能只是那些扛著它們的人無心

或有意的動作，甚至亦可能只是火光的搖曳所產生的假象；亦即他們無從認識 A
與 B 做為一個自然物自身由其本性的運動，他們所見、所信以為真的 A 與 B 之

關連，只是虛幻的影子之間的沒有恆定性、偶然的相應。但即便如此，這些影像

間仍有可能有一些固定的頻率，雖然不是「恆久」如此，但「大多」如此，則當

某個囚犯善於去觀察這些影子、並能夠觀測發現到這若干的頻率，則他則能在大

多數的情況下「正確地」預測哪個影像先到、哪個影像後到、哪些影像是一起來

到的，則當然他會成為囚犯中的「富有知識的人」、「影子的專家」，其他囚犯將

會獎賞、榮耀他的智慧，即便他對真正的知識、智慧一無所知173。 
 
然而在洞穴中除了穴壁上的影像外，應該含包括另一種知識對象，亦即那些

在火光中遮出陰影的雕像與人造物，柏拉圖描述了那個鬆脫束縛的人轉身向火

光、以尚未適應的眼睛看見這些事物的狀態，如果某個人在此時告訴他： 
「[…]在那個時候之前看到的是沒有價值的，然而現在，變得較靠近

存有[dem Seienden näher, ma=llo/n ti e)ggute/rw tou= o)/ntoj]，且往之

變得更為存有[zu dem mehr Seienden gewendet, pro\j ma=llon o)/nta 
tetramme/noj]，他看到的較正確[sähe er richtiger, o)rqo/teron 
ble/poi]，並指給他那些經過的事物[ihm jedes Vorübergehende zeigend, 
e(/kaston tw=n pario/ntwn deiknu\j au)tw=?]，問他並強迫他回答，那

會是什麼[was es sei, o(/ti e)/stin]？[…]」(515d2-5) 
 

囚犯此時才剛看向那刺眼的火光，對火光的注視帶給他極大的痛苦，他的眼

睛因此如同沒有能力「去看」，因此若某個人告訴他，他現在更接近存有了，因

此現在為他所注視的那些造成影子的雕像等等，是「更存有的」，而之前所見到

的是沒有價值的陰影，他必然不肯相信，甚至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即便他習慣

了火光，他仍然會以為這些現在被指給他的事物，是不如他以前所見的陰影確實

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拉圖描述這些雕像等，相較於其所投射出去的陰影，

是較「接近存有」、且「更為存有的」，因此他似乎指出了一個存有的層級174，亦

即除了存有與非存有外，某些事物是較接近存有，而影像等則據此成為「較不接

近存有」、「離存有較遠」，因此「較不存有的」。此外，囚犯在這裡所看到的雕像

等，柏拉圖說它們相較於其陰影，是往「存有」而變得「更為存有的」，即如它

們是因為較接近存有、而從之而擁有了較多的存有的性質，並因此囚犯於此看得

                                                 
173 我們雖然形容它們對「真正的知識與智慧一無所知」，但這些處在束縛狀態的囚犯顯然是「認

識點什麼的」，亦即如我們先前在討論意見與知識時，區分了對於存有的認識（知識）、對於變動

的認識（意見），以及對應於完全不存有的無知，束縛狀態的知識，如我們接下來會明白地加以

定義的，即為變動的意見領域。在這個意義下，A. M. Adam 將之描述為「無知(ignorance)」的見

解，明顯是有問題的。Adam, Adela Marion Kensington. Plato : moral and political ideals. p.103 
174 Heidegger, s.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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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正確[o)rqo/teron]」；柏拉圖在描述囚犯將其所看見的影像當作是「真[toÜ 
a)lhqe/j]」的時，使用的是與「真理[a)lh/qeia]」相關字眼，而囚犯認為影像比

其造成者—這些實際存在的雕像—「更真」[a)lhqe/stera]或「更清晰

[safe/stera]」（亦指涉著「更真」），於此柏拉圖明顯地刻意使用兩個不同的術

語，但他的用意到底何在呢？ 
我們可以發現當柏拉圖提出對這些雕像—造成陰影者—的注視是較「正確」

的，他亦指出關於這個注視、或認識的方式即為「指給他那些經過的事物，問他

並強迫他回答，那會是什麼」，對動物、植物雕像的注視無從提供給我們關於「是

什麼」的認識，而對於一直處在束縛中的囚犯來說，他們從未曾見過這些雕像所

仿造的「原本」—即那些雕像所仿造的實際存在的動物與植物等—亦未曾認識、

思想過任何外於影像的對象，因此囚犯自然不可能認識「理念」、那個做為「是

什麼」的。但柏拉圖亦描述，囚犯們會去命名那些他們所見的影子：「[…] 他們

若能夠彼此交談[sie nun miteinander reden könnten, diale/gesqai oi(=oi/ t' ei)=en 
pro\j a)llh/louj]，你難道不會猜想，他們也將從事，去命名[zu benennen, 
o)noma/zein]這些呈顯在前的[dieses Vorhandene, a)\n ta\ pario/nta]—那些他們所

看到的[was sie sähen, a(/per o(rw=?en]？[…]」(515b2-4) 
 
囚犯們既然未曾見過真正的「實體」—不管是那個造成影子的雕像或是隨後

將會提及的太陽光下的事物—則他們對於這些影子的「命名」，則是一種純粹言

說的限定，然而他們對自身的處境是不明瞭的，亦即他們不知道他們所命名的不

是「實體」、而只是影子175。而當他們看到這些造成陰影的「實體」—動物、植

物等雕像，而被迫回答「那會是什麼[o(/ti e)/stin]」，而當他所答能夠符應至那個

被指著的雕像，我們即可說他所說是「正確的」；然而柏拉圖並不認為這個言說

的對應是任意的，亦即囚犯將鳥的雕像所投射出來的影子命名為「鳥」，雖然這

個名稱與其所試圖去指謂的之間的關係或許是任意的，但當囚犯能夠辨識鳥之雕

像與鳥之雕像所投出的影子是相似的、其間有一個連結的關係，而「正確」地稱

之為「鳥」，我們就說這是「正確」的，且這個鳥的雕像之為「鳥」，是「較正確」

於那個鳥的雕像所投射出來的鳥形的陰影；而其之所以能夠是「較正確的」，是

因為其「較接近存有」、「往存有變得更為存有」。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柏拉圖在此

介紹了另一種「真」的概念，這是他在《理想國》知識問題研究自第五卷以來第

一次使用正確性[Richtigkeit]（o)rqo/teron, o)rqo/j, o)rqo/thj）這個字眼來指涉類

似「真」的意義，然而柏拉圖對此字的使用顯然是與「真理[a)lh/qeia]」區別開

來的；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雖然正確性所指涉的是言說與所指的事物之間有

一個符應的關係（正如同我們在導論中以海德格的分析加以說明的），但柏拉圖

明顯地認為，其之所以能夠為「真」、或「說得對」，是在其與存有的關係之中才

能夠被保障的，因此其為「較正確」正因為「較接近存有」、「較具存有性」176。 

                                                 
175 Adam，Vol.2, p.90-91, 515b 10n. 
176 Heidegger, s.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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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柏拉圖使用「真理[a)lh/qeia]」的相關字眼，來描述囚犯們認

為其於穴壁上所見者是「更真」[a)lhqe/stera]或「更清晰[safe/stera]」的，

但正如柏拉圖一再地暗示的，囚犯被束縛的處境，是一種心靈嚴重受到蒙蔽、毫

無理性思辨能力的狀態，因此他們不可能已經持有了真理，毋寧是他們「相信」、

並一直「以為」他們已經持有了真理，並且為他們所見者即為「真」的。因此我

們可以發現，柏拉圖明顯地認為這洞穴中並沒有任何的「真理」，處於被束縛的

狀態的人完全地缺乏任何與真理、存有連結的可能性，即便當他鬆脫了束縛、看

向那個陰影的來源—火光和那些造成陰影的雕像—他也缺乏去分辨、比較的能

力，而仍認為之前所見的影子是較「清晰」、較「真」的。 
 
另一個值得考量的談論，是柏拉圖將穴壁上的影子描述為一個在火光中搬演

的影子戲，似乎暗示了人類的心靈狀態有受到人為欺瞞的可能性，他如此描述： 
「[…]介於火和被束縛者之間，一條路從高處穿過，沿著它[…]一面牆

被建造如圍籬，正如由那些變把戲的人在觀眾前建造的，在其上他們

顯示他們的戲法[über welche herüber sieihre Kunststücke zeigen, u(pe\r 
w(=n ta\ qau/mata deiknu/asin]。[...]」(514b3-6) 
 

柏拉圖在此將囚犯的被束縛狀態描述為一場影子戲，如我們所知，影戲是由

那些製造出影子的事物介於火光與投射的螢幕之間、在一個幽暗的暗室或沒有明

亮的光源的黑夜中舉行的，它純粹是光影的把戲，那些投射出影子、而顯示為某

物的，並不是真正的某物，而只是某個由影子看來像是某物的；而觀眾看著這些

影子，於之想像是真正的事物呈顯於面前、搬演著各種故事。柏拉圖說，人類心

靈未受教育的本性即為如此，我們的心靈受到蒙蔽就像洞穴中被束縛的人，他們

無法轉身向後，不知道所見的影子是由某些人穿行於火光前的通道、搬著一些

動、植物的雕像所形成，而因為有一座矮牆搭蓋於通道邊，囚犯們看不到那些搬

著雕像的人，因此這座矮牆即如影子戲的舞台，「那些變把戲的人在其上顯示他

們的戲法」。 
於此柏拉圖似乎暗示有些人刻意地愚弄囚犯的心靈，其他的證據亦可見於他

亦安排了一些沒有受束縛的人在洞穴中—及那些負責搬動雕像、讓雕像之間似有

運動的人，而在囚犯掙脫束縛之後，亦有著那個指著經過的雕像等要他回答「那

是什麼」的人。如此我們則可將洞穴中的心靈狀態，視為被哲人術[Sophism]愚
弄的狀態177，某些詭辯家玩弄人類的心靈即如搬弄那些雕像、製造影子而蠱惑大

眾；而那些特別擅長於觀察影子的人，能夠根據流動的對象來分析它們的先後次

                                                 
177 Ross 指出 Ferguson 亦有相似的看法，他認為「洞穴中生活代表一種被完全移除於平常的生活

的狀態，而所謂的未受教育[lack of education]則指著未受教養的生活但以更深的程度，在其中我

們被人為的智者術所愚弄」；Ross 這個談論是有困難的，他以為 Ferguson 過度地詮釋了囚犯看著

「影子和人造物的投射」，而「忘了他們也看著自己的和其他人的影子」(Ross, p.73)。但這個反

駁的重點在於「囚犯也看著與他人的影子」，這個論點我們已於上註 162 加以駁斥，然而這並不

意味著 Ferguson 的見解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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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互相隸屬的關係，以及哪些東西之間有關聯，並由這些關係中，去預測、推

導可能的情況，他們擅長以變動事物的變動判準當作知識的對象，以及他們由這

種游動的關係求取一個可以估算的趨勢，並由這樣的估算，幫助他人在變動的世

界裡獲取利益，從而自己也獲取利益，我們或可以說，這種人即為哲人術的愛好

者。而當囚犯掙脫了束縛走向火光、看向那些在火光中投射出影子的實體，某些

一直未受束縛的、而能夠談話的人—即那些哲人術的研究者、詭辯家—並不告訴

他真正的真理在洞穴外，反而只告訴他說這些投射出影子的是較「正確的」，他

以前所見只是幻象，並指著那些移動的物體，要求他說出那些它們的名稱。 

 

然而這個說法顯然是有困難的，因為柏拉圖在一開始就已經清楚地指出，被

束縛的狀態即如人類心靈本性未受教育的狀態，亦即當人類心靈「未受教育」時

即顯現為此，而非為被哲人術扭曲的狀態。此外我們亦可以說，柏拉圖設計那些

未受束縛的人去搬動雕像，或許只是因為雕像自己不會移動，而這些穿行於矮牆

的屏蔽之下，一直是未被看見的，而柏拉圖亦未曾直接地描述鬆脫束縛的囚犯與

他們遭遇的情景；另外，柏拉圖描述那個在囚犯看向火光時與之對話的人，所言

並非哲人術的內容，毋寧是我們僅能夠將那些在洞穴中對影像的猜臆、觀察當作

某種哲人術會有的談論。因此我們或許可以說，柏拉圖在此使用影子戲的意象，

只是要強調人類心靈未受教育被蒙蔽的程度之大，即如那些囚犯所見的只是影像

而不自知，還以為自己所見就是「真理」；此正如人的心靈被囚禁在肉體之中，

由肉體的眼睛所見的影像可能有所欺瞞，而那些要求我們以實際存在的事物、以

及實際事物的變動領域當作生活與思考的對象的知識，也不是真正具有真理價值

的知識，我們必須脫離肉體的眼睛的限制，用心靈的眼睛來視物。 

 
因此我們可以說，洞穴中的知識即是全然仰賴人工火光的知識，正如我們之

前在第二章第三節討論太陽與善的理念的關係時所提到的，太陽是可見世界中光

的來源，亦是那個使視覺可以實踐、使可見者可以最完善地被看到的原因；但在

洞穴中囚犯沒有太陽光做為視覺的根據，他們所見的是由火光所投射的影子或由

火光所照亮的雕像。因此即便他們掙脫了束縛看向火光，他們依然無法真正去「認

識」，亦無從分辨這些造出影子的雕像比影子「更存有」，因為他們尚未在太陽光

中視物、而太陽光亦未出現在洞穴中去保障任何視覺的確實性，他們「一直」沒

有、亦「仍然」沒有那個唯一能夠提供眼睛看的能力與被看者被看見的能力的太

陽，因此依然相信影子相較這些事物是「較真」的，而對於影子的認識依然是他

們唯一的「真理」；就此我們或可以正確地說，在這囚犯在洞穴中掙脫了束縛的

「鬆解」、「解放」，並不是真正的解放，囚犯並未、且不能夠從蒙蔽中獲得認識

的自由，而毋寧是他們的心靈仍是一直處在對「真正」的真理缺失中，從而，「仍

然」處在遮蔽之中的178。 

                                                 
178 Heidegger 指出這只是真正解放的「開始」[die Einleitung der Befreiung]，最終必須轉變至「光」

中[die Zuwendung zum Licht]。Heidegger, s.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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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離開洞穴 

 

柏拉圖接著談到這個對刺眼的火光感到討厭、而寧可回到陰暗的穴壁前繼續

看著他「看得見」的影像的人，如果再被強迫走上一道陡峭的斜坡，而站在站在

太陽底下，必然會更痛苦、更生氣（這裡給我們的暗示自然是真理之道是崎嶇難

行的）。於此我們可以看出，這裡所談論的其實是一個一般人的處境，他如同一

般人對容易的道路、習慣的知識感到滿足，而對於被迫接受知識的光照感到困惑

不滿。值得注意的是，柏拉圖表示那個離開洞穴、看見太陽光底下的真理的的人

必然對這樣的洞穴內的知識感到大謬不然，他將不再嫉妒這樣的權力與榮耀，而

寧可當窮主的奴僕(516d2-7)，柏拉圖明確地表明這個能夠鬆脫束縛離開洞穴的

人，不見得即是精通影子的知識的人，而只是「某個人」。然而為何柏拉圖要做

這樣的談論呢？為何要以一個「一般人」來從事這個「向上」的旅程？我們或許

可以回到柏拉圖在提出洞穴譬喻時說的話來解釋這個問題：「看看我們的本性，

受教育和欠教育到什麼程度。」也就是說，這裡是關於人的本性的最初狀態，以

及其如何接受適當的啟發而進入理性思想以及善的理念的研究，因此柏拉圖讓一

個不情願的人走上發現的旅程，這個人如同我們所有的一般人179，當他實現了看

見太陽光下的真理的可能性，也同時實現了所有人可以接受真理的可能性。以下

我們即逐步分析這個掙脫束縛的囚犯前往太陽光底下的世界的上登之旅。 

 
 
4.2.1. 第三階段：適應階段 
 

「[…]當一個人受強迫[mit Gewalt, bi/a?]由此將他拖行經困難和陡峭

的向上的出口[durch den unwegsamen und steilen Aufgang schleppte, 
dia\ traxei/aj th=j a)naba/sewj kai\ a)na/ntouj]而不放開[und nicht 
losließe, kai\ mh\ a)nei/h]，直到將他帶至太陽光之中[bis er ihn an das 
Licht der Sonne gebracht hätte, pri\n e)celku/seien ei)j to\ tou= h(li/ou 
fw=j]，難道他不會有很多痛楚，急不情願被拖帶至此？當他現在到達

了光[wenn er nun an das Licht kommt, e)peidh\ pro\j to\ fw=j e)/lqoi]，
眼睛中充滿了光[die Augen voll Strahlen hat, au)gh=j a)\n e)/xonta ta\ 
o)/mmata mesta\]，他將無法直視[wird er nichts sehen können von dem, 
o(ra=n ou)d' a)\n e(\n du/nasqai]，那個現在被告知給他為真的[was ihm 
nun für das Wahre gegeben wird, tw=n nu=n legome/nwn a)lhqw=n]。[...]」
(515e4-516a3) 

                                                 
179 這個「一般人」的意義，在海德格的解釋中即為人類作為那個「追問的此有[Dasein]」(s.116)、
人類作為一個存有者將自身連結至存有者們[der Mensch als Seiender zum Seienden sich verhält]。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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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脫束縛的囚犯才剛適應了火光，現在又被迫走上一道陡峭艱難的陡坡、離

開那個洞穴往上走，到達洞穴外的世界；這個外面的世界與洞穴是相當不一樣，

因為洞穴裡沒有太陽的光照、長年都是幽暗的，而離開洞穴後，他到有太陽的世

界裡去了，不再依靠洞穴裡人造的火光來視物。但是對於一個習慣看幽暗的影子

的人，單單是火光已經讓他覺得非常的痛苦，更何況是太陽呢？因此他只覺得昏

眩難當，根本就看不見那個最明亮的太陽，那個「現在被告知給他為真的」。由

柏拉圖在此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兩個重點，一個就是這裡的描述更強調這個向上

的旅程是受「強迫[bi/a?]」的
180，在之前雖然他也描述了囚犯看向火光是「被迫」

的，但在洞穴中的解放相較於這裡的描述，顯然顯得沒有那麼強烈；另一個就是

柏拉圖明確地指稱洞穴外的光的來源—太陽—是「真」的，而在洞穴中他僅說那

個火光以及火光為所照亮的事物是「較接近存有」、因此對其注視看的「較確實」。 

    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說，雖然柏拉圖曾描述囚犯掙脫束縛即如「其不理智

突然被治癒了」，但是根據他接下來的描述，即囚犯仍以為之前所見的影子「較

真」於於火光中所見的事物，明顯地囚犯的「不理智」並未因為鬆脫了那個綑綁

他的桎梏就被完全地治癒了，毋寧是他們仍然欠缺任何明辨、深思的能力，而洞

穴中的解放對囚犯的「強迫」因此也是無效或有限制的，因而洞穴中的解放並不

是對於囚犯心靈束縛狀態的真正的鬆解，而是一個不成功的、甚至並非一個「真

正」的解放181。而其原因，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是因為洞穴中的光之來源是人

工的火光、相較於「真正」的光的來源—太陽—其只是虛假的光源，因此它自身

無法提供或保證任何認識的真確性，亦無從讓囚犯獲得與真理、存有的關連性，

因此雖然那些為火光所照耀的事物「較接近」存有，但這種「接近性」是囚犯無

從認知的，因為他「尚未」認識那個唯一可以保障視覺的真確性、提供可見者與

視覺之間的聯繫的「太陽」。於此一個掙脫了桎梏、通過了洞穴中的光源—火—
的囚犯，站在這個往上通往太陽光底下的世界的陡坡前，其心靈真正的解放才剛

要開始，而於這個解放所要求的，他必須放棄之前蒙昧狀態所持有的真理，才是

真正的「受迫」，才真正要求著一個靈魂的轉向，因此這個前往真理的道路是如

此窒礙難行、如此地陡峭崎嶇，囚犯必須承受極大的痛苦才能完成這個道路；而

當他到達了太陽光底下的世界，太陽光，那個他之前從未見過的、真正的明亮的

光便立即地充滿了他的眼睛，如此地光輝四射讓他的眼睛除了光以外，什麼都看

不見，雖然有人告訴他，這才是「真」的，他卻無法立即地直視之。 

 

    但值得注意的是，柏拉圖並沒有描述囚犯因為這種暫時的未適應狀態而否認

太陽之為「真」，而囚犯在洞穴中於適應火光時即已經「不願意相信」那時所見

                                                 
180 Heidegger, s.42 
181 海德格指出這個第一階段的解放是一個不成功的解放，其「不明智」並沒有因為束縛的鬆解

而被治癒，因為被解放者並沒有理解到他的自由，只有當這個被解放者藉由這個解放自身變得自

由[wenn er selbst darin frei wird]，朝向自身且站在他的本質的基礎上[zu sich selbst und in den 
Grund seines Wesens zu stehen kommt]，這個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die Befreiung ist nur eine 
echte]。Heidegger, 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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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較確實」的，甚至在適應後仍相信影子是較「真」的。相較於在洞穴中囚

犯是「突然地」被鬆解、「突然地」看向火光及火光中的事物，柏拉圖詳細地描

述了在洞穴外囚犯必須逐步地適應182太陽光、以及緩慢地學會看太陽光底下的事

物183，他如此描述： 

「[…]即習慣[Gewöhnung, sunhqei/aj]，我揣想，他將不可避免地會

有的，往上方去看[um das Obere zu sehen, ei) me/lloi ta\ a)/nw 
o)/yesqai]。一開始最明亮的他也只能辨識出

184影子[zuerst würde er 
Schatten am leichtesten erkennen, prw=ton me\n ta\j skia\j a)\n r(a=?sta 
kaqorw=?]，人類的或是其他事物的影像在水中[hernach die Bilder der 
Menschen und der andern Dinge im Wasser, meta\ tou=to e)n toi=j u(/dasi 
ta/ te tw=n a)nqrw/pwn kai\ ta\ tw=n a)/llwn ei)/dwla]，然後是它們自

身[sie selbst, au)ta/]。同樣，那些在天空中的與天空自身[was am 
Himmel ist und den Himmel selbst, ta\ e)n tw=? ou)ranw=? kai\ au)to\n to\n 
ou)rano\n]，他在夜晚中觀看得最好，以星光或月光去看，好過於在白

天以太陽和它的光[去看]。[...]」(516a3-b2) 
 

    柏拉圖指出，囚犯進入到太陽光底下的世界，之所以或立即看向太陽，而飽

受太陽光充滿眼睛的痛苦，是因為「習慣」所使然，會想要往「上方」去看，一

旦往上看暫時不可行，囚犯必然會先看向那些他於這個時候能夠看的。柏拉圖在

此強調，囚犯要能夠在洞穴外的世界視物，必須要逐步地適應，而他選擇先去看

的，亦是由他的「習慣」，亦即他會選擇那些他以前在洞穴中所習慣看的，那些

幽暗的影子。因此囚犯首先會學著去看那些太陽光中的事物的陰影、在水中投射

出的影子185，正如而此正如柏拉圖稍後所解釋的： 

「[…]在那裡的之於動物和植物自身—更確切來說，之於太陽的光[das 
Licht der Sonne, to\ tou= h(li/ou fw=j]—尚沒有能力去看[mit 
Unvermögen hinschauen, e)/ti a)dunami/a ble/pein]，大概只能[去看]

之於水中的倒影[auf deren Abbilder im Wasser, ta\ e)n u(/dasi 
fanta/smata]，然而在此[看的是]神聖的倒影[auf göttliche Abbilder, 
ta\ ...fanta/smata qei=a]和存有者的影子[Schatten des Seienden, 
skia\j tw=n o)/ntwn]，而非圖像的影子[nicht der Bilder Schatten, ou)k 

                                                 
182 海德格指出這個真正的解放不僅仰賴於一個「暴力的行為（受迫）[eine Gewaltätigkeit]」，更

需要被解放者的堅持[eine Ausdauer]和勇氣[ein lange Mut]去承受適應光的每一個個別的階段；這

個被解放的囚犯必須要能夠忍受在光中視物的痛苦、並堅持下去，直到能夠直視最光亮者—太

陽。Heidegger, s.43 
183 Heidegger, s.42 
184 柏拉圖在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中顯然相當喜歡使用「向上」與「向下」的相關字眼，在此他

用了「往上看[a)/nw o)/yesqai]，以及「辨識[kaqorw=?，往下看]」，往上看指的是視覺的向上提升，

而「辨識（或向下看）」則是視覺的適應過程中先去看那些它較能夠看的，而且相較於在上的太

陽，這些影子當然是「在下的」。 
185 海德格稱這樣的視覺為「喜愛幽暗與陰影的看[der das Dunkel und die Schatten liebende 
Blick]」，以區別於我們稍後會看到的「充滿光的看[der Lichtblick]」(見註 186)。Heidegger, s.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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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dw/lwn skia\j]，那些經由一個其他的正似如此的光[welche durch 
ein anderes.. ebensolches Licht, di' e(te/rou toiou/tou fwto\j]—與太陽

相較[in Vergleich mit der Sonne /有別於太陽，w(j pro\j h(/lion 
kri/nein]—被投射為影子[abgeschattet wären, a)poskiazome/nas]。
[…]」(532b6-c4) 
 

    柏拉圖描述這些剛從洞穴中出來的囚犯一時間無法直接看向那些在洞穴外

的、實際存在的動物和植物自身，因為他們尚無法「在太陽光中」去看，亦即他

們的視覺暫且不能表現為如我們在說明太陽之於視覺與可見物的作用那樣，透過

太陽、透過太陽所投射出來的光去連結視覺與可見物，因此他們只能看向那些太

陽光下的可見物—動物、植物等—所投出的陰影和水面的倒影。但這些影子與洞

穴中投射在穴壁上影子是不一樣的，因為在洞穴中，那些影子是由人造的火光、

經由人造的動植物的仿造雕像所投射出來的，而在洞穴外，這些水面的倒影，是

由真正的存有者、由真正的光所形成的，因此相較於洞穴中那些偽造的影像、那

些有如影戲中做出來欺瞞觀眾感官的影子，洞穴外的影子是「神聖的倒影」、「存

有者的影子」，而非那些由仿造、模仿存有者—自然物—而成的雕像、圖像所再

投射出來的影子。當囚犯能夠熟練地看清楚這些影子、水面的倒影後，他們則轉

而看向那些存有者自身，而及至他們能夠看這些洞穴外的實際存在的存有者後，

他們才再度舉起頭，往上方—天空以及那些天空中的天體—看去186。 

    但即便他已經舉頭看向天空了，要直接看向太陽仍非是一蹴可及的，一開始

他在黑夜中看得最好，以那相較於太陽而言較為不明亮的月光和星光去看，他逐

漸地可以看到天空和天空中的事物，而當他逐步地準備好他的眼睛，他將轉向那

個最光輝明亮者、那個在洞穴外的世界照亮一切、那個在他甫離開幽暗的洞穴後

即以光充滿他的眼睛而導致極度痛楚的—太陽。 

 

 

4.2.2. 第四階段：直視太陽與太陽光下的世界 
 

「[…]然而最後[Zuletzt, teleutai=on]，我想，他將也能看到太陽自身

[die Sonne selbst, to\n h(/lion]，不只是從它在水中或在他處的影像

[nicht Bilder von ihr im Wasser oder anderwärts, ou)k e)n u(/dasin ou)d' 
e)n a)llotri/a? e(/dra? fanta/smata au)tou=]，而是它自身在它真正的

位置去被辨識[sondern sie selbst an ihrer eigenen Stelle anzusehen 
imstande sein, a)ll' au)to\n kaq' au(to\n e)n th=? au(tou= xw/ra? du/nait' 
a)\n katidei=n]、能夠去被注視[zu betrachten imstande sein, du/naito 

                                                 
186 Adam 明白地指出這個描述一個問題，即是較合理的的次序是囚犯們先能夠看自然物與天體

的影子、以及在星光與月光中看自然物與天體，然後是看自然物與天體自身；但柏拉圖卻將整個

「向上看」置於看自然物之後，Adam 指出，這樣的描述可能是柏拉圖在此所描述的適應是逐步

地「向上看」，而星星與月亮「較接近」太陽（位處較高）。Adam, J., Vol.2, p.93, 516a 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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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a/sasqai oi(=o/j e)stin]。[...]」(516b2-5) 
 

    當囚犯逐步地適應在太陽光底下視物、而抬頭向上在黑夜中看清楚了天空和

天體，最後他終於能夠直接地看著太陽，而不必藉由看太陽在水面上或其他的地

方的影像，而直接在太陽所在之處—天空—看著太陽。柏拉圖在此強調，對於太

陽的注視，不只是「看」而已，更是「辨別」，亦即囚犯由甫出洞穴、無法直視

太陽，而經由漫長的適應、先看向那些較容易看的事物，而終於直視了太陽，他

必然也能夠分辨，太陽相較於所有到目前為止他所見過的事物，是最高、最光明

的，亦是他經過最多的困難艱辛才能夠看見的。柏拉圖指出，因此囚犯接著必然

會對著太陽提出這樣的看法： 
「[...]他將會自它[/太陽]提出[herausbringen, sullogi/zoito]，它[/

太陽]即是此，創生所有時間和年歲[die alle Zeiten und Jahre schafft, 
o( ta/j te w(/raj pare/xwn kai\ e)niautou\j]，並安排所有在可見空間

內事物的次序[alles ordnet in dem sichtbaren Raume, pa/nta 
e)pitropeu/wn ta\ e)n tw=? o(rwme/nw? to/pw?]，也是以某種方式做為那些

他們在洞穴中看見的[was sie dort sahen, w(=n sfei=j e(w/rwn]的所有的

原因[die Ursache, tina\ pa/ntwn ai)/tioj]。[...]」(516b5-c1) 
 

    柏拉圖描述，已經能夠直視太陽的囚犯，必然會崇揚這個天空中最明亮者，

認為太陽即是「創生出所有時間和年歲者」、「安排所有在可見世界中事物的次

序」，這個描述無疑是相當隱晦的，柏拉圖隨後亦沒有對太陽如何做為時間的創

造者多做說明；但如果我們將第六卷柏拉圖描述善的理念和太陽時的討論並列在

一起，或能較清楚地瞭解柏拉圖的用意。柏拉圖在第六卷指出，太陽促成了所有

可見者的生長變化、自身即是生長變化的原理，於此我們可以說，時間，相對於

理念、存有世界的「永恆」—無時間，是有生長變化的可見世界之特色，而太陽

即是那個在有生命限制的存有者—自然物（即便是人造物也有毀損的年限）—世

界中長存照耀、做為其來源者；正如柏拉圖亦說太陽雖然是一切生長變化的原

理，但它自身不是生長變化，亦即它不是從變化推衍出來的原理，太陽創生出時

間與年歲，但它自身並不是時間而是「沒有時間的」、「永恆的」。而太陽之做為

可見世界的主宰者、滋養萬物、做為可見物之生長變化的原因，它即是在可見世

界中安排所有可見者在空間中的次序者。柏拉圖在此強調可見世界含有時間、空

間的維度，可見物即是在特定的時間內存在、佔有特定的空間的個別者，而太陽，

即是其主宰。 
 
    柏拉圖描述，囚犯也會發現，太陽亦「以某種方式」做為所有他們先前在洞

穴內見到的事物的原因。這「某種方式」究竟是何種方式呢？在詮釋洞穴內的知

識時，我們已經解釋了，對於洞穴中為火光所照亮的人造雕像等之認識，是「較

正確的」，因為其較接近存有、「較具存有性」，而這個「言說」與實際狀況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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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為「正確」，表現在能夠正確地將特定的影子與特定的雕像對應起來，於此

我們已經能夠看到，除了特定影子是由特定的雕像所投射出來這個關係外，其「正

確性」（在導論中我們已經證明其亦是仰賴「真理」做為自身與存有的意義而為

「真」187）或其有「真」的程度，亦有一個相互關連的關係。若我們將洞穴外的

太陽光底下的世界一起綜合談論，則可以發現，太陽做為唯一真正的光源，洞穴

內的火光即是其仿本，正如同洞穴內遮出影子的雕像是洞穴外的自然物的仿本，

而穴壁上呈現的影子則是對於雕像的仿本；太陽是唯一可以保障真確的視覺活動

者，因此火光做為其仿本，其雖也提供光源，但卻無法真正保障任何視覺的真確

性，因此在洞穴中以火光對於人造雕像的「看」，並非如在太陽光底下對實際存

在的自然物之「看」那麼清晰、那麼「真」，而論及對雕像由火光所投射出來的

影子之注視，則清晰性更低、更「不真」。於此我們可以發現，太陽之「以某種

方式」做為洞穴內所見的影子的原因，即是透過這個存有的關係序列而成，其所

含的真理程度，亦以其所具的「存有性」、接近存有的程度而決定188。 
 

至此我們已經完成了整個由地底的洞穴向太陽的世界上登的旅程，這個旅程

始於囚犯掙脫了他的蒙昧狀態、從僅由火光照亮的地洞往上走，走到一個由真正

的太陽光所照耀的世界，我們在之前已經談到，太陽是可見性世界的主宰者，是

使視覺發生的理由，當一個人走到太陽底下，逐漸地可以用眼睛看見太陽光底下

的事物，此時他所見到不再是虛幻的影子，亦不是變動幽暗的火光媒介所看到的

人造物，而是實際的動物、植物；因此就視覺而言，他已經可以清晰地視物，正

確地看見事物的實貌而不受矇騙，最終，他可以直視太陽，便是達到視覺的最高

層次。另一方面，太陽即是可見者生長變化的原因、亦是時間的創造者、空間秩

序的安排者，當我們以太陽光去看那些在太陽底下生長變化的事物，就可以掌握

它們自身的本質，以及在它們的生長變化背後的原理原則，則「在太陽光底下」

即謂掌握了可見世界生長變化的原理189
。 

    但柏拉圖透過這個向上的旅程要揭示給我們的，到底是什麼呢？我們可以說

到目前為止洞穴譬喻的談論，可以對應至先前關於視覺活動的討論，即太陽對於

視覺和可見者的重要性、以及太陽做為可見物生長變化的原因等；然而經過了漫

長、縝密的線段譬喻知識分類後，這就是柏拉圖要帶給我們的嗎？以不同的方式

重說一次可見世界中太陽的作用？柏拉圖隨即表示，藉由洞穴譬喻，他試圖要說

明地遠大於對於「太陽—可見世界」的描述，但他所設定的轉折點對我們來說仍

然是不陌生的，亦即是將之對應至「善的理念—可思世界」。 

 

                                                 
187 正確性由此作為真理意義的一個單一的面向，或是作為一個被受限制的、未充全的真理意義，

請見本文導論第二節藉由海德格的分析所作的描述。 
188 Heidegger, s.65-67 
189 在這裡的推論毋寧是說：因為太陽是所有生長變化事物生長變化的原理，所以當我們「在太

陽底下」—指在我們已能直視太陽之後—透過掌管生長變化之理的太陽光，去看那些生長變化的

事物，我們自然能夠清楚地看見它們，並且瞭解這些生長變化事物的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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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洞穴外的知識 
 
「[...]現在這個整個圖像，[...]親愛的葛樂康，你必須把前面所說的連

結在一起[mußt du mit dem früher Gesagten verbinden,  prosapte/on 
a(/pasan toi=j e)/mprosqen legome/noij]，[你必須將]那個經由所見

顯現給我們的領域[die durch das Gesicht uns erscheinende Region, th\n 
me\n di' o)/yewj fainome/nhn e(/dran]設立為相等於在囚牢中的住所，

而那個從火而出的光[den Schein von dem Feuer, to\ de\ tou= puro\j e)n 
au)th=? fw=j]，即太陽的能力[der Kraft der Sonne, th=? tou= h(li/ou 
duna/mei]；若你現在將攀登向上[das Hinaufsteigen, th\n de\ a)/nw 
a)na/basin]及對於上面事物的觀察[die Beschauung der oberen Dinge, 
qe/an tw=n a)/nw]設為靈魂在知識領域的提升[den Aufschwung der Seele 
in die Gegend der Erkenntnis, th\n ei)j to\n nohto\n to/pon th=j yuxh=j 
a)/nodon]。[…]最終[zuletzt, teleutai/a]在所有可認識的事物之上的

[unter allem Erkennbaren，e)n tw=? gnwstw=?]，且只有經由勞苦[mit Mühe, 
mo/gij]善的理念[die Idee des Guten, h( tou= a)gaqou= i)de/a]才能被瞥見

[erblickt wird, o(ra=sqai]。 […]」(517a7-b8) 
 

    柏拉圖在此要求著對話者葛樂康—或我們這些讀著對話錄的人—必須將整

個洞穴內與洞穴外的描述，「與先前他所說的連結在一起」190，而在這連結後呈

現的關係柏拉圖描述說，我們必須將囚犯於地底下的洞穴的住所，等同於「經由

所見顯示給我們的領域」—即可見的領域，而在洞穴中提供光源的火光，則等同

於太陽，因此由洞穴向上前往太陽光中的世界的路程、對上面世界的觀察，即等

於靈魂在知識領域的提升；而正如囚犯要直接看向太陽要歷經漫長的適應與萬般

的艱苦，靈魂要認識那個在所有可認識者之上的、那個做為其基礎與來源的—善

的理念，則亦需經由勞苦才能瞥見之191。為了要獲得一個清楚的對應關係，我們

或許根據柏拉圖的描述將之條列為下： 

 

1.洞穴—可見世界 

2.火光—太陽 

                                                 
190 Ross 指出有許多學者將 prosapte/on 這個字解作「運用[should be apply]」，因此認為柏拉圖

在此指的是洞穴譬喻與線段譬喻的對應關係，則「必須」將線段譬喻「運用」至洞穴的談論；但

若我們接受這個說法，則會發現經由此陳列出來的對應關係相當不同於柏拉圖自己的描述（關於

線段與洞穴的對應關係，請見本章第四節），而柏拉圖在到目前為止的對洞穴的談論，都是關於

視覺與太陽的描述，而絲毫沒有談論到線段譬喻可思領域的部分，因此這裡所說的「前面所說的」

指的應該是柏拉圖在討論太陽與善的理念時，對太陽做為可見世界的主宰、善的理念做為可思世

界的主宰之描述。Ross 並於此建議，或許那些將之譯作「關連至[linked on to]」的學者—正如 S
所做的翻譯—較接近柏拉圖的原意。Ross, p.70-72 
191 Friedländer, Paul. Plato 3 the Dialogues, second and third period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ans Meyerhoff.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ation, 1969. P.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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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昇之旅與對洞穴外的世界之觀察—靈魂在知識領域的提升 

4.洞穴外的世界—可思世界 

5.太陽—善的理念 

 

    於此我們可以清楚辨識出，柏拉圖於此所說的「與前面所說的連結在一起」

指的即是第六卷中太陽與善的理念的關係，即太陽做為可見世界的主宰者、善的

理念做為可思世界的主宰者；但洞穴譬喻的描述顯然又比第六卷討論太陽與善的

理念時來得更複雜，尤其顯現在「上昇之旅與對洞穴外的世界之觀察—靈魂在知

識領域的提升」這組對應關係，這個談論明顯地並未出現在先前的行文中192，並

暗示了與線段譬喻的對應關係193。柏拉圖先前在描述太陽與善的理念時，只是分

別並陳可見與可思的世界，並藉由可見世界中視覺與可見物的關係、以及太陽在

其中扮演的作用來描述可思世界與善的理念，但到了洞穴譬喻，可思世界被描述

為靈魂經由在知識領域由可見世界加以提升而達至的世界，顯然是「高於」可見

世界的，這個「可思」高於「可見」的意義在太陽與善的理念首度被提出時，僅

由太陽是「善之子」、「最像善的流出物」—即太陽不是善，且僅僅是「最像善」—

被暗示著，一直到了線段譬喻，可思世界才被明確地表明是高於可見世界的；因

此這個對於洞穴概念的擴張描述，無疑是承接著線段譬喻而來的。 

     

    柏拉圖透過洞穴譬喻的描述，呈現給我們人類靈魂未受教育以至於受教育的

種種狀況，未受教育表現在人類心靈受到肉體的蒙蔽，停留在以肉體的眼睛視物

的狀態，並以為自己所見就是「真」的、就是「存有」，但真正的存有毋寧是必

須以靈魂的眼睛掌握的理念世界，然而因為靈魂受到蒙蔽的狀態是如此地根本且

深入—正如囚犯從童年時就處於被束縛的狀態—要轉而去認識那些於真理的光

照下顯現的存有與理念，必須要經歷一段漫長的學習與適應過程，這個過程表現

為一個向上攀升的旅程—不僅是爬出洞穴走到太陽光的世界、還要能夠逐步地由

看地面上的事物到抬頭向上看天體—而當靈魂終而能夠認識那個最崇高的善的

理念，這個旅程即告完成。 

但我們必然接著會問：然後呢？一個囚犯離開洞穴看見了真正的太陽，認識

了最高的善的理念，而這對他有何影響呢？對那些仍留在洞穴中的人來說，某個

個人的掙脫束縛、獲得認識的自由，並且真正地認識了最高的知識，對他們來說

有什麼幫助呢？他們儘可以繼續在洞穴裡猜臆著人造物的影子之間的關係、對擅

長者獎賞推崇，而持續地停留在這個蒙昧的狀態。但正如我們在第二章著手進入

理想國時就已經說明的，知識問題在一定程度上必須要與國家的發展一起討論，

因為只有在一個超越自然狀態的人類集體中，各種知識與智慧才會應需求而被探

究並加以紀錄沿傳；亦即是群體—城邦或國家—的存在，要求著各種對人類生活

的技藝與智慧，並由此誕生對知識的興趣，而鼓勵著人們去思索真理。因此一個

                                                 
192 Ross 亦提出這個論點。P.70 
193 這個論點將留待本文第四章第四節再作深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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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離了城邦、或仍處在無城邦的自然的狀態中的人，其縱然再天賦異稟、天資穎

慧，能以某種奇妙且獨特的方式去認識、企及最高的真理—或正如這裡所描述

的，能夠掙脫肉體束縛到達真理的世界—並不是我們要討論的對象，因為他的途

徑一來無法被複製，亦不可能發揮對其他人的影響力，而既然那個對於知識的興

趣並不存在，亦不會有人來欣賞或推崇他的智慧，他固然可以自在快樂地徜徉於

真理之中，卻對他人一無助益。因此柏拉圖明確地指出了這個真正獲得了解放、

居留在在太陽光底下的「前」囚犯，他「必須」回到洞穴裡，將光帶入洞穴之中，

此即為哲學的任務，而教育即作為那個可以將人「帶往光之中」的力量，亦在另

一個面向上構成哲學家—領導者—的責任。 

 
 

第三節 回到洞穴：哲學的任務 

   
  柏拉圖至此帶領著我們跟隨這個獲得解放的囚犯，逐步地認識地了太陽光底

下的事物、以及太陽自身，他現在明確地辨識出太陽才是那個「真」的，亦即他

之前在洞穴中所視以為「真」的影子，只是虛幻的影像。當他認識到這點，他必

然會回想到洞穴中的那些囚友，此刻還忙著觀察那些影子、嘗試去辨別影子出現

的先後關係、相互關係，而以為自己所知道的就是真正的「真理」了，他必然會

覺得那是相當可笑且可悲的： 
「[…]若他現在回想他第一個住處，那裡的智慧[der dortigen Weisheit, 
th=j e)kei= sofi/aj]以及當時的囚友，你難道不會揣想，關於這個改變

[die Veränderung, th=j metabolh=j]他將覺得自己是極端地好運，而為

那裡的人感到悲悼嗎？[…]」(516c2-5) 
 

    他必然會覺得自己像是被神祈福一般的好運，可以站在太陽光底下的世界，

以太陽光看見那些真正的事物，而非以虛假的火光看虛假的影像；而仍處在洞穴

中的人，雖然可以由猜測影像而獲得推崇與榮耀，甚至獲得財富與地位，但現在

那些榮耀對他來說，都是沒有意義的了，他寧可留在太陽光下的世界「當窮主的

奴隸」，他悲悼洞穴中的人的無知，對他們所持有的各種財富地位，一點也不感

到羨慕。柏拉圖描述道： 
「[…]則來吧，我說，和我一起加入這個談論而不要覺得驚訝，若那

個已經來到這裡的人，沒有任何渴望，去從事人類事務[menschliche 
Dinge zu betreiben, ta\ tw=n a)nqrw/pwn pra/ttein]，毋寧是它的靈魂

一直致力著往上逗留[sondern ihre Seelen immer nach dem Aufenthalt 
oben trachten, a)ll' a)/nw a)ei\ e)pei/gontai au)tw=n ai( yuxai\ 
diatri/bein]；則這是理所當然的，若此處於那個在之前被設置的圖像

[wenn sich dies nach dem vorher aufgestellten Bilde verhält, ei)/per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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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 th\n proeirhme/nhn ei)ko/na tou=t' e)/xei]。[…]」(517c6-d2) 
 

    柏拉圖指出，這個看見了真正的光、真正的事物的人，因此必然不願意回到

洞穴中去，去加入那些囚犯觀看、猜臆影子，而會盡其力嘗試留在太陽底下的世

界，而「沒有任何渴望從事人類事務」。柏拉圖於此小心翼翼地加入了關於城邦

生活的討論，將我們拉回到《理想國》第五卷提出哲學家皇帝的出發點，而正如

柏拉圖所說的，洞穴內被束縛的狀態，就如同「我們」，即一般人生存在一般處

境下的狀態，而那些善於猜臆影像、因此做為囚犯間特別「有知識」而能夠領導

其他囚犯由此享有財富地位的人，則可以視作城邦中的政治家們，他們受限於眼

睛所見的影像，即如一般政治家們僅以經驗的觀察來制訂城邦的制度與法律194，

對這些經驗現象背後真正的原理原則渾然不知，而自以為自己所「看見」的就是

最好的制度。柏拉圖在提出哲學家皇帝時即已經闡明，這些流俗的統治術不能帶

給國家真正的福祉，而毋寧只有哲學，那個對理念、原理原則的認識與思考，才

能夠當作最佳的領導術，並只有哲學與統治能夠完全結合，國家才可以免於邪惡。 

    既然洞穴中的知識是虛假的知識、而由經驗法則統治的國家是邪惡不善的，

這個好不容易由中掙脫的囚犯，必然不願意回返到那樣的世界中，也不願意再插

手人類事務，甚至，若他真的回到那個世界中而嘗試改善，必然會受到極嚴厲的

攻擊與懲罰，柏拉圖隨即描述這個在「一般狀況」的解放者，可能會遭逢的風險。 

 
 
4.3.1. 哲學家的風險 

 

正如囚犯掙脫束縛、往上攀登時，會受到他「本性」的限制，囚犯重新回返

到洞穴中，亦是被「本性」—或謂其必然會遭逢的困境—所限制，習慣看幽暗的

眼睛無法立即看見光明的太陽，習慣在光明的太陽光底下視物的眼睛，也無法立

即地在黑暗中「看」。前者的情況是他的眼睛充滿了「光」195，亦即他由之前的

蒙昧狀態無法即刻地學會看真理，因此必須經由緩慢的適應而能夠看；而後者的

情況則是他被「黑暗」所包圍，那個使視覺能夠發揮作用的太陽光消失了，而洞

穴內的火光相較於太陽是如此幽暗，無法清晰地顯示出任何事物的明確顏色與樣

態；正如同一個人習慣研究知識與真理的人，突然必須被迫在眾多虛妄的意見與

感知描述中，加以分辨理解，他必然會感到相當困惑，並且全然地不能理解那些

持有這個意見與言說的人，為何做出這樣的言論，亦無法快速辨識出其謬誤的根

源。柏拉圖並指出，使眼睛的能力暫時無法發揮作用有如眼盲的狀況有兩種，一

                                                 
194 Adam, J., Vol.2, p.93, 516c 20n. 
195 海德格用一個字眼來描述這個能夠直視太陽以後的視覺：”Lichtblick”，我們或可將之解釋為

「充滿光的看」，在此這個「看」已經全然與先前不同了（先前是尚未理解到那個最光明的、且

作為一切可見者的來源的太陽之存在的「看」）；另一個相應的字眼是：「慣看存有的眼睛[der Blick 
für das Sein]」，此來自 518c7-8：das Anschauen des Seienden, ei)j to\ o)\n.... qewme/nh。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59, s.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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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由暗趨明（如囚犯由洞穴爬升至洞穴外），一個是由明趨暗，甫回到洞穴的

囚犯因為裡面太黑了，而使他習慣看光明事物的眼睛看不見、看不清楚，而遭受

其他囚犯的訕笑，甚者還會遭致被逮捕處死的風險： 

「[…]若他與這些一直被囚禁的人[die immer dort gefangen gewesen, 
toi=j a)ei\ desmw/taij e)kei/noij]比賽檢驗[in der 
Begutachtung …wetteifern gnwmateu/onta diamilla=sqai]那些影子

[jener Schatten, ta\j ...dh\ skia\j e)kei/naj]，他的視力仍相當遲鈍，在

他再度由此去裝備好眼睛之前，可能只有很短暫的適應時間，人們難

道不會嘲笑他，並在他面前說，他應該是帶著損壞了的眼睛從上面回

返[mit verdorbenen Augen von oben zurückgekomme, a)/nw 
diefqarme/noj h(/kei ta\ o)/mmata]，並不值得如此，人們嘗試爬到上

面[man versuche hinaufzukommen, peira=sqai a)/nw i)e/nai]，而人們必

然將那些每一個可能試圖釋放他們並將他們帶往上面的人[der sie 
lösen und hinaufbringen wollte, to\n e)pixeirou=nta lu/ein te kai\ 
a)na/gein]，只要人們若能夠捕獲他並能殺死他[seiner nur habhaft 
werden und ihn umbringen könnte, du/nainto labei=n kai\ 
a)poktei/nein]，還有不真正殺死他的嗎[auch wirklich umbringen, 
a)pokteinu/nai a)/n]？[…]」(516e5-517a6) 

 

柏拉圖描述，若這個囚犯回到自己原來的座位上，在他眼睛再度適應黑暗、

視覺恢復能夠視物之前，就被迫與其他一直處在這種束縛狀態的囚犯競賽觀察、

檢驗影子，由於適應的時間過度短暫，他那已經看慣太陽光與存有的眼睛尚未裝

備好在黑暗中視物，對於那些幽暗變動不休的陰影，他自然是看不清楚、無法加

以分辨的。其他的囚犯看到他到了上面一趟，回來就變得視覺拙笨、有如眼盲，

便會更加地認為，冒險脫離束縛、走到上面的世界，是全然地不值得的。而如果

他試圖去釋放其他的囚犯，強行將他們帶往向上，其他囚犯必然認為，他所進行

的工作是相當危險、必須加以制止的，因此如果他們有能力逮捕他並殺害他，必

然會將之殺害。柏拉圖在這裡暗示，這種上去了又下來帶領人們到達太陽底下的

世界的人，會被當作煽動家殺害，如果沒有遭受迫害，也必須學習在黑暗中生存，

迎合那些未看過真正的事物與太陽、而以為自己所見的影子即是真理的人（即因

為他嘗試迎合囚友的智慧，因此可以逃過一劫），柏拉圖接著描述這個困窘的處

境： 

「[…]難道這不是相當奇怪的[wunderbar, qaumasto/n]嗎？[…]由神

的直觀[von göttlichen Anschauungen, ei) a)po\ qei/wn qewriw=n]轉換向

下到人類的不幸[das menschliche Elend, ta\ a)nqrw/peia/ tij e)lqw\n]，
一個人便舉止拙劣並顯得相當可笑，若他—當他還看得相當模糊[noch 
trübe sieht, a)mbluw/ttwn]、且在他還未習慣那裡的幽暗之前—立刻被

迫[schon genötigt wird, a)nagkazo/menoj]，在法庭之前或其他地方[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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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icht oder anderwärts, e)n dikasthri/oij h)\ a)/lloqi/ pou]，去辯護[zu 
straiten, a)gwni/zesqai]正義的影子[über die Schatten des Gerechten, 
peri\ tw=n tou= dikai/ou skiw=n]或圖像—由這些[/圖像]它們[/影子]

從屬之[die Bilder, zu denen sie gehören, h)\ a)galma/twn w(=n 
ai( skiai/]，且辯護為此，即如那些人所會設想的[wie es sich die etwa 
vorstellen, o(/ph? pote\ u(polamba/netai tau=ta]、而這些人從未見過

正義自身[welche die Gerechtigkeit selbst niemals gesehen haben, u(po\ 
tw=n au)th\n dikaiosu/nhn mh\ pw/pote i)do/ntwn]？[…]」(517d2-e2) 

 

    柏拉圖為我們栩栩如生地描述了這個解放者—哲學家—重返洞穴的命運，他

指出一個由太陽光底下的世界回來的人，所見所知已經全然地不同於洞穴中的

人，他的眼睛不再看向那些影子，而是看著存有與真理，仍而當他身處在洞穴中

被他的囚友們所包圍，他的智慧顯得勢單力薄，而那些根據「眼見」而成立知識

的囚犯們，必然不能夠理解他所描述的真理。他們先是嘲笑他喪失了在洞穴視物

的能力，隨後當他們發現，他嘗試去指出囚犯們受束縛的處境、甚至嘗試去釋放

其他人，他們即意識到他的存在會動搖整個他們的認識與信仰的基礎，甚至動搖

洞穴中原本「穩固」的結構，質疑這些城邦政治家的統治基礎；因此他們必然會

羅織罪名，說他的行為是「不義的」，置他於法庭之上，去辯護何謂「正義」，由

這些囚犯們做為判決者，聆聽他的證詞。這個從上面回來、已經見過真正的「正

義」的理念的人，於此便遭遇到極大的困難，如果他向他們陳述正義的理念、正

義自身，然而這些一直身處在洞穴中的囚犯對此一無所知亦無法瞭解，則他可能

會因此被判處不義，而慘遭殺害；要不然他就要嘗試去迎合這些囚犯們的智慧，

學他們去描述那正義的影子或圖像，但對他來說這是異常困難的，因為他的眼睛

尚未能適應黑暗，他必然不能夠詳細地辨識這正義的影子，因此人們便以為他對

正義是一無所知的。 

在這裡柏拉圖展現了兩種哲學家的死亡，一個是肉體上的，一個是心靈上的
196，肉體的上的死亡是因為他的智慧動搖了洞穴中的秩序，因此慘遭殺害；心靈

上的死亡則展現在他嘗試迎合洞穴中的智慧，而不論他成功與否，他做為哲學

家、解放者的意義都消失了，那個他於太陽光底下的世界看見的真理，則保持為

「洞穴外」的真理，而他所有的掙扎與向上的努力，都不再有意義、也不能給予

他自己或他人任何的助益。 

 

    既然這個已然到達上面世界的人，回到洞穴中會遭逢到死亡的威脅，且就他

自己而言亦寧可留在上方、不願插手人類的事務，那麼為什麼柏拉圖要讓回到洞

穴中、並指出這個回返是「必須」的呢？或者我們必須先追問，他的回返之旅中

有什麼的因素，導致他必然會被殺害？我們可以發現的是，這個回返之旅並不是

                                                 
196 Heidegger, s.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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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地重複之前的動作197，他並不是回去坐在座位上、「像以前那樣」看著影子，

而是他的靈魂已經轉往的不同的方向、他的眼睛看的是真正的存有，他不再做為

洞穴裡的「囚犯」而回到洞穴，毋寧是做為解放者[als des Befreiers]；而既然他

自己先前掙脫束縛、向上走的旅程是「被迫」的，此即他唯一瞭解的解放之道198。

正如柏拉圖所描述的，這個前「囚犯」對他的囚友充滿悲憫，當他回返到洞穴後，

必然會想要解開他們頸項上、大腿上的束縛，指給他們看其身後投出影子的人造

雕像與火光，但正因為這個解放是違反了囚犯的意志的、「強迫」的動作，他要

求他們去重複他先前痛苦崎嶇的旅程，卻忘記了當時他是多麼地樂意回到束縛

中、去看那些幽暗的影子。而他必然也將急於告訴他們，指出他們的所見有所蒙

蔽，而那些被推崇為特別具有智慧、善於分辨影子的人，至多只是影子的愛好者，

卻對真理一無所知；然而由囚犯們的眼睛看來，他無疑只是一個貨真價值的煽動

家，對洞穴中他們視為「真」的影像一無瞭解，卻聲稱自己已看過最完美的事物。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他的解放之道之所以宣告失敗，是因為他忽略了柏拉圖在此

一再強調的「人類本性」，而亦如柏拉圖在先前就已經描述過的，並不是每個人

都能夠從事知識的研究、都能夠看見理念與存有，毋寧只有少數人、那些「愛好

智慧者」，而大部分的人都是愛好美好的聲音與影像的。 

    因此我們可以說，這個解放者的悲劇是無可避免的199，既然他無法逃避肉體

或精神的死亡，對他來說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根本不要回到洞穴中，那麼柏拉圖

為何仍說回到洞穴是「必須」的呢？柏拉圖接著指明了，這種風險是在「其他國

家」中會發生的情況，而這些自行掙脫束縛往上走的人，既然是以自修求學的方

式達至真理，自然無法冀望他會願意回到洞穴中，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去參與

人類事務；而毋寧只有在理想國中，這個上行與回返的道路原本就由國家的立法

者[o(/ti no/mw?]計畫好、並加以實行，因此這些已經見過最高的真理的人—哲學家

們—不必冒著被殺害的風險而回到洞穴，而他們對於洞穴中囚犯的能夠提供的助

益，也不會是魯莽、強制的解放。相反地，他並不強迫其他囚犯都像他一般走到

光之中，而是將光帶到洞穴中，亦即將光中的視覺—真正的認識—帶到洞穴中。 
 
 
4.3.2. 哲學的目的：將光帶到洞穴內 
 

    柏拉圖首先闡明，在理想國中如果我們要求那些登上過上面世界的人回到洞

穴中，一點也不是不義的，雖然這些人既然本性上就是愛好智慧的人，必然寧願

留在太陽光底下的福島[maka/rwn nh/soij]200裡，每天只注視著真正的存有與真

                                                 
197 Heidegger, s.87 
198 海德格甚至說，因為先前描述的解放是一個相當暴力的行動，所以解放者必然是一個暴力者

[der Befreier muß ein Gewalttätiger sein]。Heidegger, s.81 
199 海德格指出柏拉圖明顯地要提醒我們蘇格拉底之死，由此海德格接著提出然而這個死亡可以

是一種譬喻的說法，「哲學家的死亡」並非一向以裝滿毒藥的酒杯來呈現，毋寧是還有非肉體的

死亡。Heidegger, s.83 
200 侯健在他的中譯本中解釋說，柏拉圖在此所指的可能是 Elysium，為英雄、好人由天神接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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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然而這雖是他們渴望的生活，卻不得不下到洞穴中，過著「壞的生活[xei=ron 
zh=n]」；柏拉圖指出，這是因為這些人之所以能夠上達到上面的世界，並不是完

全只靠己力，毋寧是他們從小就被挑選出來，以特殊的方式培養，因此理想國的

立法者可以這樣說服並強迫他們回到洞穴中： 

「[…]然而你們是我們培育為[haben erzogen, e)gennh/samen]有如蜂巢

中的蜂后與君王[in den Bienenstöcken die Weisel und Könige, e)n 
smh/nesin h(gemo/naj te kai\ basile/aj]—對你們自身來說並對國家

其餘的部分來說—並以相較於其餘者較好和較完整的方式[besser und 
vollständiger, a)/meino/n te kai\ telew/teron]教養[haben ausgebildet, 
pepaideume/nouj]，則你們應該較有能力[ihr tüchtiger seid, ma=llon 
dunatou\j]，去分擔這兩者[an beidem teilzunehmen, a)mfote/rwn 
mete/xein]。[...]」(520b5-c2) 

 

經過線段譬喻之於知識本身的分類與分析、以及洞穴譬喻對於人類本性的檢

討後，柏拉圖於此重新將我們引領回知識問題提出的起點，亦即哲學家皇帝、以

及領導者的教育問題。他指出這個掙脫束縛並由洞穴上達的動作，在其他城邦中

僅由極少數以自力學習的人可以達至，而既然他們的學習不仰賴國家的任何幫

助，他們亦無須回報以國家任何責任，因此他們儘可以安居於知識的福地中，無

須涉及任何人類事務。但在理想國中、在這個蘇格拉底與對話者一手創建的完美

城邦中，教育—即這個往真理上登的旅程—是由國家設計並且推動的，國家的創

建者強迫居民中最優秀者往上持續攀登，直到他能夠認識善的理念為止；在城邦

的設計中，根據每一個人的秉性給予不同的教育與責任，這些具有「好的記憶力、

快速的理解力、高貴、優雅、友善、親近真理、正義、勇敢和清醒的本性」(487a2-6)
的人，被視為適合擔任國家的領導人，而去從事研習的工作，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享有最好最優秀的各種資源、以最完整的教養，持續協助並推動他獲致真理、以

成為國家的領導者。因此他的上達之旅既不全然是靠著自力，必然必須負擔某些

責任，雖然這並不是他所渴望的理想生活，且他「有能力」過較好的生活—即脫

離政治事務、安居於精神的福島—但對一個完美的國家來說，某個特殊階級的快

樂並不是國家創建者的目的；柏拉圖指出，法律不關心國家內任何一個特殊階層

的幸福，而毋寧是嘗試著把使國家成為整體，以勸說和強迫的方式[peiqoi= te kai\ 
a)na/gkh?]使公民彼此和諧、適應，並要求他們有益於彼此，特別是有益於國家，

它把國家中的公民培育為這樣的人們，是為了讓他們為國家的整體福利服務 
(519e-520a)，而只有當所有的居民都各盡其份、各專其職，以不同的方式對國家

有益，並從而對彼此都有益，國家的正義才有可能達致。 
 
因此這些經過國家的培育而上達到可思者的世界、看見了最高的真理—善的

理念—的人，不願他們樂意與否（對柏拉圖來說他們「必然」是不樂意的，且只

                                                                                                                                            
享福的福島。侯健，柏拉圖《理想國》，三三０頁，註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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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他們不樂意，才能夠最完善地統治、使國家最臻於善）(520d)必須回到洞穴

中，但我們必須要接著問的一個問題是，那什麼是這些在太陽底下待了太久，以

至於無法如我們一般在黑暗中視物的人可以帶給我們的呢？把它放到人類心靈

狀態的處境來看，一個已經超越了感覺與經驗的知識、而到達理性的思想世界的

研究的人，要如何幫助那些仍受到肉體的限制的人？我們在先前已經說明了，若

他們強行釋放那些囚犯於束縛中，則他們做為解放者的任務必然導致失敗，相反

地，他們必須以「勸說[peiqoi=]」的方式，亦即不以強迫、突然的動作試圖改變

洞穴中的居民，而是以迂緩的說服使他們分別地國家有益，則國家才能夠和諧發

展、秩序井然。但這個「勸說」的內容是什麼呢？我們或可以說領導者以法律及

制度來妥善安排城邦的各種關係，則這些哲學家的任務，即是將他在上面的世界

所見的知識與真理帶到洞穴中，勸服洞穴的居民依造合理的秩序生活，柏拉圖如

此描述這些哲學家回到洞穴的任務： 
「[...]則你們你們每一個輪到的時候

201[in seiner Ordnung, e)n me/rei]必
須向下走[herabsteigen, katabate/on]到其餘者的居所[zu der 
Wohnung der übrigen, ei)j th\n tw=n a)/llwn sunoi/khsin]，讓你們習

慣在黑暗中視物[euch mit ihnen gewöhnen, das Dunkle zu schauen, 
suneqiste/on ta\ skoteina\ qea/sasqai]。當你們習慣了之後[Denn 
gewöhnt ihr euch hinein, suneqizo/menoi]，你們將比那裡的人看得千

倍地好[werdet ihr tausendmal besser...sehen, muri/w? be/ltion 
o)/yesqe]，且認識[erkennen, gnw/sesqe]每一個影像[jedes Schattenbild, 
e(/kasta ta\ ei)/dwla]，[認識]它是什麼、關於什麼[was es ist und 
wovon, a(/tta e)sti\ kai\ w(=n]，因為你們已經在真理中看見了美、善和

正義自身[weil ihr das Schöne, Gute und Gerechte selbst in der Wahrheit 
gesehen habt, dia\ to\ ta)lhqh= e(wrake/nai kalw=n te kai\ dikai/wn 
kai\ a)gaqw=n pe/ri]。[...]」(520c2-6) 
 

    這個已經上達到上面的世界的哲學家，一旦輪到他們的時候，就必須回返到

洞穴中，首先習慣在黑暗中視物，直到眼睛能夠適應黑暗、能夠分辨那些幽暗的

影子。至此，柏拉圖說，因為他們已經在明亮的太陽光底下看見了真正的存有，

他們的視覺必然比洞穴中的囚犯看得千倍地好；但這個重新適應黑暗後對影子的

注視，與原先他們處於束縛狀態的注視是一樣的嗎？柏拉圖描述他們重新適應黑

暗後的視覺是「能夠認識每一個影像，認識其『是什麼』、『關於什麼（或從何而

出）』」，如果我們還記得他先前對束縛狀態囚犯們視覺的描述，就可以發現兩者

是截然不同的。首先囚犯們對影子的觀察，是在一個與那個造成影子者（如雕

                                                 
201 Zeller 指出為何柏拉圖要強調「輪到的時候」，一則是因為在理想國中能夠通過所有的訓練成

為統治者的人應該不是只有一個，而是有許多，雖然他們相較於其餘的非統治階級而言是較少數

的，因此他們即菁英政治階級，「一個品德與智識的政府(同時)由一個或少數人加以執行。」；另

一個原因則是柏拉圖認為這些哲學家皇帝的生命應該大部分貢獻給哲學研究，只有小部分、週期

性地為城邦事務服務，因此他們的任期應該不能太長，且由輪流方式進行。Zeller, p.469, p.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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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個造成影子者所仿造者（如自然物）全然無關連的瞭解中的，亦即他們

從未認識到影子與真正的存有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們的智慧一直只能限制在對變

動的影子成立各種虛假的關係之猜臆；但那些上達至太陽光底下的世界的人，已

然見過存有、認識到太陽即是那個洞穴中所見影子的（非直接的）原因，他們的

視覺之比囚犯們強過千萬倍，並不是他們比囚犯們更善於去觀察（僅僅）影子之

間的相互關係，而是他們知道這影子與其存有之間的關係，能夠指出其「是什

麼」、其「本質」為何，是由哪一個存有被雕像加以仿製而投射出來的影像。因

此我們可以說，這個已經認識到善的理念的真理的人，之所以能夠統治、指導那

些仍被經驗的認識所限制住的一般民眾，並不是因為他比他們更擅長於經驗知識
202，而是因為他已然認識到那個真理與知識的來源，而能去辨識經驗、可見世界

中某個概念與其「自身」之間的關係，即如他能夠看見眾多美者與「美自身」的

關連、正義的影子與圖像與正義「自身」的關連，然而就他所擁有並一直努力去

追求的知識來說，毋寧「一直」是那些存有者、理念自身。 

 

    由此這個哲學家皇帝即是以哲學—亦即對理念的知識與對最高知識善的理

念之認識—做為城邦的統治術，並以此訂立法律與規範，而正因為他所依恃的即

是他在太陽光中的世界所見的真理，因此對何謂一個合理的國家，也比洞穴中的               
居民心中所設想的制度，要來的更合理、更正義。因此我們可以說，一個完善的

城邦的統治，即是將光帶進洞穴中；然而於此是否哲學家做為解放者的意義就消

失了，既然他不再強迫洞穴中的囚犯們向上走到光中，而是以他的智慧將洞穴中

受束縛的生活變得較為美好？柏拉圖隨後即指出，這些統治者亦必須擔負當初國

家創建者解脫其束縛、推動他向上走的工作，亦即他們負起教育的責任，在他們

之後的下一代培育出與他們相同的人，使其如他們一般輪番擔任政治工作，以期

國家能夠完善地長久持續發展(540a-b)。因此，哲學家皇帝不僅自身要能夠達至

最高的真理並將之與統治加以結合，還要擔任解放者、教育家的角色，只是他的

解放不再是暴力地強迫囚犯們解脫束縛、立即地往光走去，毋寧是「緩慢的適

應」，亦即通過適時適當的教育，讓受教育者能夠漸次學習而最終臻於善的理念，

則教育，即是那個讓我們的心靈離開感知感覺的蒙蔽、往理性思想的世界前進的

力量，亦即將靈魂帶到光之中。 
 

 

4.3.3. 教育的目的：將人們帶往到光之中（轉動靈魂） 
 

「[...]我們現在思索，出於什麼方式我們去這樣獲得，即如他們[/那些

                                                 
202 然而在這裡並不是說，理想國的統治者教育完全不關於經驗，Mayhew, R.即指出理想國的統

治者必須擁有經驗，如在年輕時他們必須在馬背上觀察戰爭，並且更重要的是當他們完成知識的

訓練後，必須回返到洞穴中花十五年的光陰熟悉政治事務(539e-540a)，從而他們能夠將上面世界

的知識帶到洞穴中，制訂好的法律，使城邦具有秩序。Mayhew, Robert. 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lato’s Republic.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7. p.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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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治家的,staatsmännische]藉由若干方式將人們帶往向上

[heraufbringt, a)na/cei]至光明中[ans Licht, ei)j fw=j]，他們[/那些被往

向上的人們]被描述，他們由下面的世界[aus der Unterwelt /由地府的

世界，e)c  (/Aidou]往神的世界203[zu den Göttern, ei)j qeou\j]去向上攀

登[hinaufgestiegen, a)nelqei=n]？[...]」(521c1-3) 
柏拉圖在此明確地將教育等同為一個帶領人們從地底下的洞穴上登到太陽

光底下的世界，即到達光之中，以心靈的認識狀態來說，即是將之從受到感官感

知束縛的狀態，引導到沒有束縛的狀態，亦即解放靈魂至認識的自由，使之不再

受到肉體的蒙蔽，而趨往理念與存有去作認識。然而在進一步去討論教育的作用

前，柏拉圖再次地強調，認識的官能是一直存在在靈魂中的，因此那些號稱他們

可以將知識灌進空白的心靈中的人，明顯是錯誤的： 

「[...]教育[die Unterweisung /兒童的培育，th\n paidei/an]則應該不

是如此，即少數人放肆地去假稱的[vermessen auszugeben sich, 
e)paggello/menoi/ fasin]。明顯地，他們斷言，有若在靈魂裡面沒有

知識[wenn keine Erkenntnis in der Seele sei /在那裡沒有、不健全，pou 
ou)k e)nou/shj]，他們可以[把知識]置入其[靈魂]中[könnten sie sie ihr 
einsetzen, e)n th=?  yuxh=? e)pisth/mhj sfei=j e)ntiqe/nai]，有如他們在

瞎的眼睛裡置入視力[wie wenn sie blinden Augen ein Gesicht einsetzten, 
oi(=on tufloi=j o)fqalmoi=j o]/yin e」ntiqe/ntej」 [...]。」(518b7-c2) 
 

    柏拉圖指出，宣稱靈魂原本是空白全然沒有認識能力、因而可以任意地灌輸

各種知識的說法，即如宣稱可以在瞎掉的眼睛中置入視覺；這個談論明顯地可以

對應回他在描述太陽與善的理念時，將視覺官能與認識官能對應起來的談論，而

正如我們在先前已經探討過的，認識的官能一直存在靈魂中
204

，只是其實踐必須

仰賴善的理念賦予「能力」，一如視覺的官能一直為眼睛所有，唯獨看的活動之

實踐必須仰賴太陽產生光而使得可見者能夠實際被看、看見者能夠實際去看。對

這個意見的重申，一來是柏拉圖有意藉此批評同時代的某些哲人術的學者之意

見，一來則是若我們同意靈魂原本是一無所知、毫無認識能力的，則教育即成為

純然知識的灌輸，而知識本身則全然地失去了其與心靈認識能力的關連性，亦喪

失與存有之間的連結關係。亦即若我們否認「心靈原本就具有認識的官能，並在

善的理念的光照之下去實踐其認識能力，指向那個由善的理念賦予其存有的被認

識者—理念」，則所謂的認識則不再是認識，只是單純地「接受」；而若「所有的

                                                 
203 這由「地府的世界」往「神的世界」指涉為何有許多不同的說法，Adam 在他的 Republic 註

釋中都一一地提出了說明，大抵即指 Heracles、Pollux、Aesculapius、Semele 等神祉或英雄由下

降到希臘神話中的冥神的世界(Hades)、然後藉由其他神祉的力量或自行由地府上昇至天堂。

Adam, J., Vol.2, p.105, 521c 19n. 
204 Adam 指出智者術自稱「專長於把知識放進靈魂中[profess to put into the soul]」，但柏拉圖的理

論是知識的能力與官能，以及它的器官 nou=j[理性]，是已經呈現在每個個體的靈魂中，正如

o)/yij[視覺]和 o/)mma[眼睛]是已經為洞穴中的囚犯所有。Adam, J., Vol.2, p.98, 518c 1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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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靈一開始都是空白的，沒有認識能力在其中」，則真正的知識與真理亦不可能

被認識，毋寧只能根據感知感受成立各種經驗的法則。 

 

重新強調靈魂本來就有認識的能力（或以其尚未實現的意義為「官能」）後，

柏拉圖則開始描述他對教育的看法，此即如將靈魂由黑暗帶往光明，即靈魂的轉

向： 

「[...]這樣一個一直寄居在靈魂內的能力[dieses der Seele eines jeden 
einwohnende Vermögen, du/namin e)n th=? yuxh=?]和器官[das Organ, to\ 
o)/rganon]，憑之人認知[womit jeder begreift, w=? katamanqa/nei 
e(/kastoj]，就像眼睛，除了以整個身體一起

205[mit dem gesamten Leibe 
zugleich, h)=n a)/llwj h)\ su\n o(/lw? tw=? sw/mati]，無法由幽暗轉自光明

[aus dem Finstern aus Helle wenden, stre/fein pro\j to\ fano\n e)k tou= 
skotw/douj]，亦這些[/寄居在靈魂內的能力和器官]也只能夠必須以

整個靈魂一起[mit der gesamten Seele zugleich, su\n o(/lh? th=? yuxh=?]由
變化中[von dem Werdenden, e)k tou= gignome/nou]被引離[abgeführt 
werden, periakte/on ei)=nai]，直到學會承受[aushalten lernt, ge/nhtai 
a)nasxe/sqai]對存有的注視[das Anschauen des Seienden, ei)j to\ 
o)\n ....qewme/nh]，並且學會忍受對在存有中最卓越、光輝者[des 
glänzendsten unter den Seienden, tou= o)/ntoj to\ fano/taton dunath\]
的注視。然而此[/在存有中最卓越、光輝者]，我說，應該就是善[das 
Gute, ta)gaqo/n]，不是嗎？[...]」(518c3-d1) 
 

柏拉圖指出認識的官能既寄居在靈魂中，即如眼睛做為看的器官住在身體

上，若身體常處於黑暗之地，缺少視覺賴以實踐的光則眼睛亦無法實踐看的活

動，因此必須整個身體一起離開幽暗之地（即如洞穴），到達太陽光照耀的光明

之地（洞穴外的世界），眼睛才能夠發揮看的能力；同樣地，認識的官能要實際

去認識，也必須以整個靈魂自變化抽離，轉往那真理與存有發光之處(508d)，並

學會承受注視存有的光輝，直到最終能夠注視那最光明、最卓越者—那個做為真

理與存有的原因的—即善的理念。柏拉圖在此清楚地指明，既然知識不能由灌輸

而得，而需由心靈自身的認識能力出發，則教育—或謂哲學家的養成—即為帶領

心靈由感官變化的世界轉向恆久不變的存有與真理，其目的即在促成心靈的轉

向，並持續推動之使之接臻於善，教育即旨在：「[...]一個靈魂的轉變[eine 
Umlenkung der Seele, yuxh=j periagwgh\]，其如同自一個黑夜離開[aus einem 

                                                 
205 Adam 認為這裡所描述的「整個靈魂一起」必須被特別地注意到，他表示柏拉圖的教育理論

涉及到整個靈魂（如先前我們已經指出的，靈魂內有理性、精神血氣和慾望等，「整個靈魂」必

然包含著除了「理性」以外的其他部分，即我們必須將我們先前在進行太陽與善的理念的討論時，

將靈魂限定在理性部分的定義再度擴張開來），於此「或許」這個智識的革命涉及道德的意義是

一樣多的，於此這個倫理的關照雖然看似被暫時地拋卻，實則藉由智識化的觀點獲得強化。Adam, 
J., Vol.2, p.98, 518c 1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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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ächtlichen Tage, e)k nukterinh=j]踏上至真正存有的白日的上昇之道[zu dem 
wahren Tage des Seienden jene Auffahrt antritt, tinoj h(me/raj ei)j a)lhqinh/n, tou= 
o)/ntoj ou)=san e)pa/nodon]，其即我們稱之為真正的哲學[die wahre Philosophie, 
filosofi/an a)lhqh=]的。[...]」(521c4-6) 

 
柏拉圖於洞穴譬喻的起點即指出其是旨在說明「人類本性受教育與未受教育

的種種狀況」，人類未受教育的處境，正如在洞穴中被束縛住只能看虛假的影子

的囚犯；以心靈狀態來描述，即為靈魂受到肉體蒙蔽的處境，亦如先前在描述善

的理念與太陽關係的時就已經指明的，靈魂正如可見世界中的眼睛，若其看向那

些幽暗變動的事物，則其就會深陷在意見的領域中，看似「沒有任何的理性」。

因此我們可以說，人透過教育是要拋棄肉體對心靈活動帶來的束縛，教育即是教

導一個人不要用肉體的眼睛來看世界，而要用心靈的眼睛來看世界，亦即以理論

的研究取代感覺經驗的偶然知識，即如整個靈魂由變化轉至存有、由幽暗的洞穴

中上昇至太陽光底下的世界。於此必須注意的是，理想國教育的終極目標並不是

在讓這些哲學家永不止息地從事學術研究，毋寧是到了一定時間時，他們就必須

將所學做一個結束(519b-c)，下到洞穴中學習在黑暗中視物，準備擔負政治責任；

因此教育在理想國中即是哲學家—統治者—的養成，經由教育教育他們轉變他們

的視覺看向真理與存有，並最終得以接近那善的理念，而這個「往真正存有的白

日的上昇之旅」，即為真正的哲學研究。 
    柏拉圖將這個前往最高的知識與善的理念的上昇之旅，描述為整個理想國教

育的內容，即為算術[logismou\j]、幾何學[gewmetri/a]、天文學[a)stronomi/a]、
和聲學[e)narmo/nioj]（或謂音樂的理論、協調）206，而藉由這些技藝的融貫學習

而能從事辯證術的研究，辯證術即為那個帶領靈魂排除所有感官的影響、直到認

識最崇高的善的理念之最高的學問。在這個意義下，理想國的教育時程表呈現為

前二十年對於各種學科的研究，再花十年的功夫將之融貫為一個全體的研究，並

在這個基礎下，施予歷時五年辯證術的教育；至此以一個將人們「帶往光」的上

昇之旅的意義來說，理想國的學生既然已經經由辯證術見到最高的真理，則「教

育」即已到達知識的終點、「已經完成了」，但在柏拉圖的看法中，這個「完成」

只是「作一個結束」，而不是到此就「停止」了，毋寧是至此一個與上昇之旅相

對應的「下返」之旅被要求著。理想國的領導者在見識過最高的善的理念後，必

須回到洞穴，花費長達十五年的時間學習在黑暗中視物，柏拉圖描述，只有在這

個程序亦被實踐後，我們才可以稱這些「在行為和知識上超越所有人」的人們是

「已經通過所有試驗的」[tou\j diaswqe/ntaj]，由此他們必須將靈魂的眼睛向

                                                 
206見第七卷 522C 至 531C。這四個名詞是根據 Adam 的談論，「[…]它們即是數字的科學[Science 
of Number]、平面幾何學[plane Geometry]、測體積學[Stereometry]、天文學[Astronomy]與和聲學

[Harmonics][…]。」雖然柏拉圖對於「測體積學」亦即立體的研究，描述地相當少，在幾何之後

他先談天文學（立體的運動），然後又回想起必須加入立體本身的研究，在現代的研究中平面幾

何與立體幾何都通稱為「幾何學」，因此我們可以說柏拉圖在此主要提出的是四種技藝，則其與

中世紀的四藝則完全一致，Adam 自己亦持此見。Adam, J., Vol.2, p.68, 510C 1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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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轉向至那個最高的善的理念、善自身，並藉由善自身而將自己、國家的國民以

及國家置入一個合理的秩序[kosmei=n]中，並依著這個合理的秩序生活207 
(540a2-b1)。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哲學研究」、上昇之旅，亦即這個

理想國的教育所意涵的，「必須」要求著這個回到洞穴的「下返」208而真正獲得

實現；對柏拉圖來說「上昇」的知識追求，必須預設著「下返」的實踐意義，缺

乏這個回返，哲學的任務即無法完成，而哲學亦無法回到人世中、「將光帶入洞

穴中」，洞穴內的知識則持續保持為那個無法與善的理念連結起來的分裂狀態。

甚者，我們可以說，只有這個回返、這個重新認識個別者其實是指向那個最高的

存有—善的理念—的動作，可以將洞穴內存有者的存有受到遮蔽的狀態，帶領至

由真正的存有之光所照耀的解蔽之中。 

 

 

第四節 洞穴譬喻的意義與目的 

 

至此我們跟隨著柏拉圖提出哲學做為國家的統治術、對哲學—知識的內容—

作區分與分析、對人類的本性作了瞭解，並認識了哲學的統治如何實現，柏拉圖

並指出，哲學研究即如由黑暗的洞穴往太陽光底下的世界的上昇之旅，而理想國

的統治則是由這些上達到上面的世界的人回返到洞穴中執政；然而我們必須要持

續追問的是，到底這個在洞穴譬喻中不斷被強調的、做為哲學研究的同義詞、由

教育所引領的「上昇之旅」如何在知識研究中被呈現，甚至我們亦必須再重新去

審視洞穴內的智慧及洞穴外的知識，以其瞭解這「上昇之旅」是「由何上昇」並

「上昇至哪裡」。柏拉圖給予我們的洞穴譬喻之圖像是如此生動、強烈，但這個

對於「受教育與未受教育的種種狀態」之描述，卻未曾明確地指出這些狀態所涉

及的知識內容與方法。然而柏拉圖在《理想國》中對知識問題已然做過詳細的區

分與定義，此即線段譬喻的內容，而正如我們已然指出的，洞穴譬喻延續著整個

可見與可思的分類，並且接續線段譬喻而有可思高於可見的談論，因此洞穴譬喻

在一定意義上是線段譬喻的延伸說明；底下我們即嘗試透過對洞穴與線段譬喻的

對應關係之分析，來進一步瞭解洞穴譬喻於《理想國》知識問題研究上的意義。 

 

 

                                                 
207 Adam, J., Vol.2, p.149 537d-540c n. 
208 海德格將這個談論賦予更重要的意義，他以為由此一個真正的成為自由[eigentliches Frei-sein]
不是只有「被解除束縛」[das Befreit-sein von den Fessln]和被解放於光之中[das Frei-geworden-sein 
für das Licht]，而是意謂著「一個由黑暗而來的解放者[Befreier-sein aus dem Dunkel]」，由此下返

至洞穴中不是出於好奇想看看下面的世界由「上面」[von oben]的眼光（我們應該沒有忘記，一

個被解放的囚犯，其眼睛已經變成「慣看存有的眼睛」、充滿光的看」）看起來是怎樣的，而是由

此才是一個真正的「變得自由的被達成[eigentlich Vollendung des Freiwerdens]」。因此真正的解放

必須包含著回返至洞穴中，便只有回到洞穴中、相對於那些被束縛的囚犯，被解放者的自由才可

以顯示出來。Heidegger, s.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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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的對應關係 
 

然而到底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是否相互對應呢？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

題，基本上每一個研究者都承認，這兩個譬喻有一個內在的關連性，但亦幾乎是

所有的研究者，都會發現若干不能全然對應的元素209。然而這些互有差異的「對

應」與「不對應」之解讀，實際上都出於在《理想國》中的兩個段落的描述210，

因此為了得到一個較為中肯的、盡量貼近柏拉圖原意的理解，我們必須詳細地檢

視這兩段文本。關於線段與洞穴譬喻的對應關係，大部分的研究者多半以

517a7-b8 的第一個段落（見本文第 99 頁）為依據，亦即柏拉圖將整個洞穴中的

情況等同於太陽所掌管的可見世界，火光即太陽，離開洞穴的上昇之旅即為靈魂

在知識領域的提升，洞穴外的世界為善的理念所掌管的可思世界，而那個囚犯最

後才能看見的太陽，即是善的理念。柏拉圖指出他做這個談論是因為我們必須將

洞穴譬喻「與前面所說過的連結在一起[prosapte/on]」，而關於這個「前面所說

過的」到底所指為何，則有多種不同的說法，有許多學者則將 prosapte/on 這

個字解做嚴格的「應用」，並因此認為「前面所說的」必須可以全然應用到洞穴

譬喻的討論，而既然此與太陽及善的理念明顯有關，則可以將此劃為向前推衍的

端點，從而說「前面所說的」即指太陽與善的理念、線段譬喻做為整體，而且這

兩者不但可彼此相互援用，亦可應用至洞穴譬喻211。按照著這個太陽與善的理

念、線段譬喻、洞穴譬喻可互相援引全然對應的看法，我們或可將之表列如下： 

 
善的理念 太陽 

理念 理性思維 自然物、天體 對其直視 可思

世界 數理對

象？ 
智性推理 

洞穴外
自然物及天體

的影子 

觀看天體及自

然物的影子 

太陽 火光 

自然物、

人造物 
信念 

人造雕像、圖

像 

指出其與影子

的對應關係 
可見

世界 

影子 似真性 

    

 

靈
魂
向
上
提
昇 

囚
犯
由
地
洞
上
登
至
洞
穴
外 

洞穴內

雕像的影子 
猜臆影子間的

關係 

 
                                                 
209 在此我們可以 Julia Annas 的意見為例，她認為洞穴譬喻與線段譬喻無法全然對應，因為線段

譬喻的每一個階段，除了最高的理性層次外，都必須以前一階段當作對象或材料，但是在洞穴譬

喻中，尤其是由洞穴以至於太陽底下的世界，似乎不需要任何洞穴下的知識當作材料，而毋寧是

要加以排除的，因此她主張，這兩個譬喻在建構上有所不同。當然基於本文的立場，對她提出的

線段譬喻每一個階段都必須「以前一階段當作對象或材料」，自然不能認同，畢竟柏拉圖未曾指

出信念需要以似真者的對象「影子」做為材料或對象。Annas, Julia.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p.248-252 
210 Ross，p.70-75 
211 Ross 指出這是「許多學者」會做出的談論，卻未曾指明是「哪些學者」(Ross, p.72)，於此我

們或可用 Irwin 的意見為例，Irwin 不僅將線段與譬喻完全對應起來，並且認為太陽與善的理念

亦可以完全對應。Irwin, T. Plato’s Mor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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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這個表列的圖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說法必然必須將理性思維

與智性推理的之關係，與囚犯上登到太陽光底下的世界由「看自然物的影子」到

「看自然物自身」的活動相對應起來，而影子與其「自身」既是兩個不同層次的

存有，於此理性思維所思的的理念與智性推理所涉及者，則亦是原本與仿本的關

係，則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所涉及者（或其謂「對象」）必然是不同的。然而柏

拉圖在線段譬喻時曾描述處在智性推理領域的數理知識，其使用前一個階段的所

涉及的自然物、人造物等實際存在的事物來繪製圖形，亦即即便我們接受有數理

對象的存在，而指稱其為抽象的圓形，而其圓形是由實際的圓物所繪，依然無法

就此在洞穴譬喻中看到任何「洞穴外自然物的影子」與那些「洞穴內仿造自然物

而造的人工雕像」有相似的關係；毋寧就其為自然物的圖像之意義來說，「自然

物的影子」與「雕像」在存有的位階全然一致的212。 
 

    因此我們可以說，這個關於線段與洞穴譬喻對應關係的第一個解釋，可能是

會有若干困難的。柏拉圖在這個談論中，事實上並未曾明確地指出，到底他所說

的「前面所說的」到底為何，即便我們可以接受這「前面所說的」即是指著由太

陽與善的理念以降的談論，也很難確知他指的是「全部」還是只有部分，而若只

有「部分」又是哪些部分。既然這第一個談論尚無法帶給我們一個清晰無疑的對

應關係的瞭解，則我們必須接著審視柏拉圖再次提出洞穴譬喻與線段譬喻的對應

關係時，是怎麼描述的： 
「[...]然而對束縛的鬆解[Die Lösung aber von den Banden, lu/sij te 
a)po\ tw=n desmw=n]以及自影子往圖像自身和光的轉身[die 
Umwendung von den Schatten zu den Bildern selbst und zum Licht, 
metastrofh\ a)po\ tw=n skiw=n e)pi\ ta\ ei)/dwla kai\ to\ fw=j]，離開

下方的住所向上攀爬至太陽的世界，在那裡的之於動物和植物自身—

更確切來說，之於太陽的光—尚沒有能力去看，大概只能[去看]之於

水中的倒影，然而在此[看的是]神聖的倒影和存有者的影子，而非圖

像的影子，那些經由一個其他的正似如此的光—與太陽相較—被投射

為影子
213；此即一種能力[die Kraft, th\n du/namin]，那個全體的研究[die 

gesamte Beschäftigung, pa=sa au(/th h( pragmatei/a]以各種技藝[mit 
den Künsten, tw=n texnw=n]—那些我們已經講授過的—而有的；且這

樣的全體的研究[solche Anleitung, pa=sa au(/th h( pragmatei/a]提供

那個在靈魂中最好者[dem Besten in der Seele, tou= belti/stou e)n 
yuxh=?]，往存有最卓越者去看[zum Anschauen des Trefflichsten unter 
dem Seienden, pro\j th\n tou= a)ri/stou e)n toi=j ou)=si qe/an]，就如同

在此，[提供]那個在肉體中最確實者[dem Untrüglichsten am Leibe, tou= 
                                                 
212 這個談論是根據柏拉圖《理想國》中對於「模仿」的基本理論，於此本文在先前已經做過討

論，請見前註 109。 
213 由「離開下方的住所…」以下至此先前已經引用過，所以於此不再將 Schleiermacher 的德文

譯本與希臘文原文一起並列，請見本文第 95-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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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sta/tou e)n sw/mati]，往那個在軀體的和可見的領域中[in dem 
körperlichen und sichtbaren Gebiet, e)n tw=? swmatoeidei= te kai\ 
o(ratw=? to/pw?]最耀眼的[des Glänzendsten, tou= fanota/tou]。[...]」
(532b4-d1) 
 

    這段文字清楚地指出，「對束縛的鬆解、由影子往圖像自身及火光的轉身、

離開下方的住所向上攀爬至白日，在那裡的之於動物和植物自身尚沒有能力去

看，只能看水中的倒影」的狀態是一個完整的過程，柏拉圖將之描述為「一種能

力」，即為他於先前所提到的各種技藝、那些辯證術的準備學科們，而正如我們

在線段譬喻時就已經指出的，這些技藝屬於智性推理知識的領域。根據這個明確

的說明，我們可以說在洞穴譬喻中那些於這個階段前的描述，則必然是信念與似

真性，而於這個階段後的描述，必然是理性思維的知識。我們可以將之表述如下
214： 
信念與似真性：對於穴壁上影子的注視、猜臆其間的關係 
智性推理：掙脫束縛、看向洞穴內的雕像及火光，向上到達洞穴外、看自然物與

天體的影子 
理性思維：對於洞穴外自然物與天體的注視，直到能夠直視太陽 
 
    對於理性知識的部分雖然柏拉圖並未確切地劃定其界線，亦即並為指出「對

於洞穴外自然物與天體的注視」即為理性知識的範疇，但他指出過了「掙脫束縛、

漸次上昇、對自然物及天體影子的注視」的階段後的狀況，可以對應至「整體的

研究」，即稍後他命名之為辯證術、並指稱其為真正的「知識」的，即理性思維

的領域。在另一方面，根據柏拉圖在此的定義，則囚犯掙脫束縛以前對於穴壁上

影子的注視，則屬於整個可見領域的知識，亦即包含著信念與似真性，柏拉圖並

描述，這穴壁上的影子，與掙脫束縛的囚犯在洞穴外看見自然物與天體投出影子

與水面上的倒影，是完全不同的；前者是由那個「像」太陽光的火光，於自然物

的圖像而投射出的影子，但在洞穴外的世界所見的影子，則是「神聖的倒影」，

是由真正的太陽光於自然物所投射出來的。 
    關於這個解釋可能會帶給我們最大疑惑就是柏拉圖在線段譬喻描述似真性

時，即指出其是「對影子的感知」，而洞穴中囚犯受束縛的狀態無疑地恰恰是「對

影子的感知」，則我們必然要問，那信念要如何呈現在洞穴譬喻中呢？於此我們

更可以發現線段與洞穴譬喻對應關係的第一個解釋的吸引人之處，亦即第一個解

釋完全依據「對象」來成立對應關係，則似真性既然以「影子」做為思考的「對

象」，而信念亦恰恰以那個造成影子的實體為「對象」，則信念應該即是那些雕像

的認識，然而這樣輕信的對應關係—正如我們已經說明的—無疑是誤導的。 
 

我們必須回到柏拉圖對囚犯們的智慧的描述，亦即他指出這些囚犯不僅「看」

                                                 
214 Ross,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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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些影子，並且觀察影子間的「先後來到與一起來到」之關係，則我們則可由

其中看到兩種不同的層次，一個是純粹感知的「看」，一個是「看」並「嘗試」

對之命名、進行談論（如柏拉圖指出如果囚犯之間可以交談的話，必然會去命名

那些他們所看到、呈現在穴壁上的影子215）；以心靈認識的狀態來說，則前者即

是單純地感知某個眼見的現象，後者即為透過看而經驗地獲得某些認識。在這個

意義上，我們很難說似真性自身就可以代表心靈未受教育的狀況，並等同於洞穴

譬喻中囚犯受束縛的狀態，因為單純感知的狀況並不是靈魂的常態216，毋寧是我

們一直都是「看著並嘗試解釋」，唯獨這個「看並解釋之」的狀況仍完全地限於

經驗的領域、僅限於對那些個別的「多」的實際存在者之瞭解，因此其對於所見

者的說明僅是一種出於其意見設想的結果。我們也不應該忘記，柏拉圖將信念與

似真性合起來的可見領域描述為關於「變動—意見」的，相對於理性與智性知識

的可思領域做為關於「存有—知識」的；因此信念與似真性即靈魂注視那些幽暗

變動的領域，不斷地轉變其意見，因此「靈魂在此只能夠設想，看似沒有任何的

理性」。據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見，在柏拉圖的區分裡，信念與似真性「都是」

靈魂未受教育的狀況，它們是處在變動的領域中，「看似沒有任何理性的」。 
在另一方面，根據這第二個解釋，我們可以將理性思維的知識等同於囚犯在

太陽光底下能夠直視太陽光底下的事物、並且最後能夠直視太陽的狀態，在線段

譬喻中，柏拉圖指出這最高層次的知識，如理性知識是以假設而出，但其以辯證

術之助，不斷地反覆檢驗其假設，而最後達到「沒有假設的開始點」，而這個沒

有假設的開始點，正如我們已經說明的，即是善的理念。於第二個解釋中柏拉圖

亦指出這在太陽光底下對自然物、天體的注視，最後會到達在可見世界中最耀眼

者，如同那個「全體的研究」能夠提供靈魂那個「最好的」、最終能夠看向那個

「存有中最卓越者」，而「存有中最卓越者」在太陽與善的理念之討論時已經被

等同為「善的理念」。關於那些「自然物與天體自身」，我們也可以在線段譬喻中

找到相對應之處，理性思想所涉及者如柏拉圖所明確指出的，即為「理念」，而

往下的信念所涉及的實際存在的事物即為對理念的仿造者，正如同在洞穴中的雕

像為對洞穴外的自然物的仿造者。 
 
據此柏拉圖在第二個解釋將整個解脫束縛、轉身向火光及圖像、向上走到太

陽光底下的世界、並看著自然物與天體的影子當作是一個完整的動作，以區別於

束縛狀態（信念與似真性）及「對自然物與天體自身的注視」（理性思維），則似

乎是一個較為合理的說明；然而這是否指著第一個解釋即是「錯誤」的，還是柏

拉圖旨在由第一個解釋去負擔不同的任務？正如我們先前已經說明的，經由第一

個解釋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其與第六卷中對於太陽及善的理念討論之間的關

                                                 
215 Republic, 515b2-4:「[…]現在當他們若能夠彼此交談[sie nun miteinander reden könnten, 
diale/gesqai oi(=oi/ t' ei)=en pro\j a)llh/louj]，你難道不會猜想，他們也將從事，去命名[zu 
benennen, o)noma/zein]這些呈顯在前的[dieses Vorhandene, a)\n ta\ pario/nta]—那些他們所看到的

[/影子，was sie sähen, a(/per o(rw=?en]？[…]」 
216 Ross,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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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但與線段譬喻的關係是不明顯或至少未曾為柏拉圖明確地指出來的；柏拉圖

在提出第一個解釋時，才剛完成了洞穴譬喻的整個內容描述，其目的顯然是試圖

將洞穴譬喻中以太陽為高點的談論，拉回到其與善的理念的關係，從而明確地帶

出知識問題的主軸，並由此逐步交插地以洞穴譬喻對於人類本性的分析為基礎、

以教育的目的與程序為光照，回返至線段譬喻的知識分類與分析，並於

533e2-534a8217的段落再次加以總結。然而我們是否可以說，根據第二個解釋則

線段與洞穴譬喻則可以「全然」地對應呢？我們可以發現若干對應的困難性還是

存在的，首先柏拉圖並未明確地將束縛狀態的知識狀況分為兩個層次，而將整個

上昇到太陽光底下的世界與初步的適應狀態都當作智性推理的知識，很難充全地

對應線段譬喻中對智性知識的定義，同時亦難以符合「智性知識以信念知識的『對

象』做為繪製圖例的材料」之談論；再者他在描述返回洞穴的囚犯將會被置放在

法庭上辯護「正義的影子或影子所從出的正義的圖像」，於此他似乎認為束縛狀

態的知識亦包含對造出影子的人工雕像之認識—雖然以他們一直處在束縛狀態

中只能向前看、似乎是相當不可能的。而正如第一個解釋有它被提出的特殊目

的，第二個解釋亦非旨在介紹洞穴與線段的對應關係，毋寧是柏拉圖提出這段說

明，是承接著先前他對各種辯證術的準備學科之探討(522c-531c)，從而指出這些

學科與辯證術之間的關係(531c-532c)218。 
 

    因此我們可以說，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確實具有內在的聯繫關係，然而其對

應關係並不是單純地以所謂「對象」來做理解，亦不是簡單地因為洞穴譬喻亦含

有四個階段，從而將四個階段與線段譬喻的四種知識對應起來；而過度地將太陽

與善的理念、線段譬喻、洞穴譬喻視作是可以全然地相互應用，亦會遭遇解釋上

的困難。然而我們仍然要繼續追問，既然洞穴譬喻是延續著線段譬喻的討論，而

柏拉圖亦指出其間的若干對應關係，則到底洞穴譬喻提供了我們什麼對於線段譬

喻的進一步瞭解呢？ 
    首先關於可見領域的兩個次部分—信念與似真性—我們可以說其即等於人

類心靈未受教化的狀態，處於這樣的狀態的心靈愛看那些美好的影像，鍾愛各種

美好的事物，卻未能認識那個「美自身」；即如同囚犯觀看那些顯示在穴壁上的

影子，並以為那就是「真」的，卻不知道那只是火光打在那些人造的雕像上而投

射出來的影子。他們並從影子中觀察出各種先後、伴隨的關係，即如在信念的領

域人們對那些不斷變動的事物根據經驗發表一些意見，並即為這就是真實無誤

                                                 
217 請見本文第 71-723 頁所引原文以及隨後的相關討論。 
218 Adam 即指出柏拉圖將整個掙脫束縛以至於上昇至洞穴外的動作視為一體，主要是為了強調

靈魂的轉化是一個逐步的過程，我們無法指望我們的「數學研究們[mathematical studies]」（對

Adam 來說顯然所有的辯證術的預備學科皆可以無誤地用「數學」來代稱）可以立即地將我們自

do/ca [意見]拉開(Adam, J., Vol.2, p.137, 532b 11n)，於此他將之描述為某種準備學科的過渡階段，

接著進一步強調，「無疑相當清楚地」解脫束縛看到的火光中的人造雕像仍是 do/ca[意見]的領

域，因此主張這個階段是「數學家所相信的世界[the world as conceived of by the mathematician]」
顯然是不正確的。但這個「無疑相當清楚地」顯然並非 Adam 所說的那樣絕對。(Adam, J., Vol.2, 
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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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當人類心靈受到肉體蒙蔽的狀況被鬆解了、有如囚犯突然掙脫了束縛，轉

身向火光發現自己被蒙蔽的狀態，並隨之向上攀登到太陽光底下的世界，於此我

們用理性去掌握的，不再是經驗或感覺的的偶然規則，而是看向真正的存有並最

終看向最崇高的善的理念、達至認識的終點，如同在可見的領域看向最光輝的太

陽，及達成了視覺的最高點；柏拉圖將上昇之旅描述為靈魂的轉變，亦即我們不

再以肉體的眼睛視物，而轉而以靈魂的眼睛視物219(527d-e)，因此整個由掙脫束

縛以至於在太陽光底下視物，即為這靈魂轉變的過程，於此我們必然必須將掙脫

束縛後的狀態視作可思領域的認識活動，因為靈魂在此已不再受到肉體的蒙蔽，

亦對自己原本蒙昧的狀態產生懷疑。值得注意的是，在洞穴譬喻中所描述的「掙

脫束縛、看向火光與雕像、離開洞穴並在太陽光底下看自然物與天體的影子」的

旅程，明顯地是一個相當漫長、具有諸多層次的過程，我們可以說，靈魂看向存

有的並非一蹴可及，毋寧是必須經由柏拉圖所描述的諸多技藝的學習、並將以統

整，才能夠真正地看見存有，並最後看到那在存有中最高者。 

 

    我們在討論線段譬喻時已經闡明了，線段譬喻最重要的劃分在於可見與可思

兩個大的領域所代表的意涵，而柏拉圖之所以對之分別再做二分，是為了別的目

的；在可思的領域柏拉圖區分出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是在他已經有了辯證術的

預備學科教育的念頭220而做的區分，智性推理因此被標誌為一種亦處於可思的領

域，但受限於知識方法，尚無法到達最高的原理原則的狀態。而可見領域的兩個

劃分則相當地粗略，僅指出對自然物與對其影子的認識的區別，但正如我們洞穴

譬喻中可以看到的，「對於影子的認識」或謂那種純粹感知而完全缺乏對之理解

說明的能力之狀態，並不是人類心靈最普遍的狀態，因此信念與似真性的區別，

毋寧是為了去對照理性思維與智性推理的二分221。於洞穴譬喻而言，這個可思與

可見的二分以「受教育」與「未受教育」的靈魂本性加以強化，而教育即為由肉

體的眼睛（可見世界）轉變為以靈魂的眼睛（可思世界）視物。這個過程是相當

困難而且漫長的，在每一個向上攀升的過程中，漸次地拋卻之前涉及經驗感知的

意見知識，而終於可以認識真正的存有與善的理念222。 

我們可以由此總結說，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的確具有一個對應關係，但就其

自身的目的而言，我們不能將之視作是全然相對等的；前者是一個在知識上做劃

分的動作，在劃分的時候，去分析每一個知識的認知方式、與對象之間的關係，

然後加以說明，但是洞穴譬喻講的是一個人秉性的不同階段發展，並不是一個每

一個人都可以到達最高的階段，雖然在能力上我們說每一個人的靈魂應該都有能

力去從事這樣的發展，但是由於每一個人受到肉體蒙蔽的程度不同，以及在實踐

的領域還有其他的因素影響，會造成個人秉賦的[後天]差異，毋寧只有少數「具

                                                 
219 關於肉體的「看」與靈魂的「看」這兩種「看」的不同與關係，將成為本文所持《理想國》

真理觀的一個重要論點，於此請見第五章第一節以下。 
220 Ross, p.48 
221 Ross, p.67 
222 Adam, J., vol.2, p.98, 518c 17n; p.137, 532b 1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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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哲學本性」的人能夠通過層層的試驗而能最終認識到最高的真理。因此洞穴譬

喻在發展階段上的描述，雖根據在線段譬喻已做出來的區分、並延續以其間涉及

真理程度多寡而排列出來的序列，然而洞穴譬喻做為一個發展中的過程而言，自

然與純粹用知識分類所涉及的概念、界線做區分的線段譬喻不同。 
 

 

4.4.2. 對洞穴譬喻的總結談論：人類心靈轉化的可能性與過程 
 

至此我們已經完全地檢視過柏拉圖對於線段譬喻與洞穴譬喻的談論，並對兩

者之間的對應關係做了說明，我們已然認識到洞穴譬喻帶領我們回返到太陽與善

的理念之討論，並承接著線段譬喻而對之進一步加以說明；而這個進一步說明的

意義，則主要在於洞穴譬喻以人類心靈的發展去回應線段譬喻所劃分出的四種靈

魂從屬狀態。柏拉圖以受束縛、僅能看著穴壁上的虛假的影子的狀態，強調出心

靈本性未受教育的狀態受束縛之深，因此這個掙脫束縛的動作必然是關鍵的，雖

然柏拉圖亦指出囚犯在轉身看向火光和那些遮出陰影的人造雕像時，未能認識到

他已經往前更靠近存有、於此所見的人造雕像比影子「更具存有性」，而寧可相

信之前所見的影子才是「真」的。以將靈魂自肉體的束縛解放這個意義來說，這

顯然是一個未竟的解放活動，一個未成功的嘗試223，而這個嘗試之所以失敗或謂

不能夠帶來真正的理解，是因為其仍處在洞穴中，仍以虛假的火光視物；柏拉圖

於此明確地將洞穴內以火光當作光源的世界與洞穴外以太陽—真正的光的來

源—當作光源的世界截然劃分開來，並指出前者可對應至太陽所掌管的可見世

界、後者對應至善的理念掌管的可思世界。但我們是否可以就此說，這個甫掙脫

束縛的狀態即應該被視作是可見領域的較高階層，亦即信念知識呢？ 

柏拉圖在洞穴譬喻中明顯地區分的即是「受教育」與「未受教育」的心靈本

性的狀態，而此即可對應至靈魂受到肉體束縛與解脫束縛的狀態，正是在這個意

義上，柏拉圖將教育的第一個主要階段—亦即各種技藝和學科—等同於「掙脫束

縛、看向火光及雕像、走出洞穴、看著存有的影子」，且我們沒有任何理由相信，

柏拉圖的預備學科裡包含著對意見領域的教學，因為柏拉圖明確地指出，第一個

技藝即是幾何學，即是那個他在解釋智性知識時，特別拿出來做說明的學科。因

此我們只能夠說，這個在洞穴中看向雕像的狀態，指的是智性知識中特別涉及感

知的部分，柏拉圖自己也指出224，這四種知識可以依據相同的比例關係再去對每

一個加以細分排出序列，雖然他拒絕再就此詳細地討論下去，但於此我們可以看

到，這四種知識的區分所各自包含的部分，並不是全體一致地完全擁有相同的真

                                                 
223 Heidegger, M. Vom Wesen der Wahrheit. Gesamtausgabe band 34. Frankfurt: Vittorico Klostermann, 
1997(2., durchgesehen Anflage), s. 36 
224 Republic, 534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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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不願使之，哦，葛樂康，為一個比之前的

更多倍巨大的研究去成為。[...]」 



120 柏拉圖《理想國》中的知識問題 

 120

理程度，毋寧是在智性知識裡頭亦有著各種不同程度混雜著清晰性與不清晰性、

知識與意見、存有與變化的元素，而其他三者亦然。 

 

但如果說這個在洞穴中看向雕像的狀態是一個未成功的解放活動，那什麼是

真正的解放呢？要如何才能讓心靈全然地自肉體的束縛解脫、並且到什麼狀態我

們才能說這個解放已經充分地被完成？我們顯然不能夠說，在智性知識的較高狀

態—以洞穴譬喻來說即走到太陽光底下看著神聖的影子的狀態—就是這解放活

動的終點，因為柏拉圖在線段譬喻中已經指出，智性知識的研究雖然亦是可思

的，但毋寧有限制的。根據柏拉圖的描述，這個「上昇之旅」顯然不只是由洞穴

上攀到洞穴外，毋寧是要到能夠直視太陽，亦即還要逐步地「往上看」，直到看

到那個最崇高、卓越者；在知識的意義來說，這個最崇高者即是善的理念，它即

為真理與知識的原因，亦是存有的原因。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洞穴譬喻與太陽與善的理念連結的整體觀照之下，柏

拉圖要求著我們去進一步認識他在線段譬喻時所描述的，四種知識含有不同的

「清晰性」與「不清晰性」—即其含有不同的真理程度；他並且指出，這個含有

真理與否的程度，即如「原本與仿本」的關係—亦即一個真正的存有（如理念）

與其仿製品（如實存事物）的關係。正如他在描述囚犯看向那些造成影子的雕像

時所說的，解脫束縛的囚犯已經「較接近存有」，因此看得更「正確」，由此，「真」

與「存有」即有一個聯繫關係；某物或某個概念「較真」，即因為它們「較具存

有性」225。這個真理與存有的序列的相互關連性，尚可見諸於返回洞穴的哲學家

在適應黑暗之後，能夠辨識影子的「是什麼」，亦即能夠認識其本質。我們已經

描述過，呈現在穴壁上的陰影即是自然物的仿本之仿本，而太陽做為可見物生長

變化之原因，即在這個存有的序列關係中，亦為穴壁上的影像之可見的原因；而

善的理念亦是在這個意義上，將真理傳授給那兩個較低階的知識—信念與似真

性—雖然這個關係是不直接的（正如太陽並未直接提供洞穴中光源），且其所含

有的真理程度—清晰性—是相當少的，甚且在似真性的領域中，可以說是完全沒

有真理價值的。 
柏拉圖並指出善的理念不僅在存有的意義上，為可認識者的原因，它更是那

個唯一可以賦予認識者認識的能力、並使得被認識者有被認識的能力的終極的原

因，於此柏拉圖指出認識能力與認識的內容有一個內在的連結關係，因此向上攀

升至太陽光底下的世界、理念與存有的領域的旅程，即意味著逐步脫離肉體的束

縛，不再限制於以感覺活動來瞭解世界。到達那個最高的原理原則後，靈魂中本

來就具有的認識的官能才能夠獲得實踐，由善的理念而有了認識的「能力」，於

此我們在「上面的世界」能夠認識，不只是由於善的理念讓可認識者能夠被認識—

即如太陽讓可見者變得可見—毋寧是我們的心靈本身亦有一種掌握這個世界存

有的可能，一個內在的認識官能、透過善的理念而獲得實踐。 

 

                                                 
225 Heidegger, s.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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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洞穴譬喻清楚地解釋了在太陽與善的理念之討論時就已經出

現的兩個重點，其一即是真理與存有的關係，並將之對應至線段譬喻，而有

533e2-534a8 這個段落重提線段譬喻的結論，指出「可思—認識」關於存有，正

如「可見—意見」關於變動；另者即是以洞穴譬喻對太陽與善的理念之討論的聯

繫關係，將善的理念授予可認識者真理而能夠被認識、並授予認識者認識的能力

之觀點帶回到線段譬喻中，則認識的能力與被認識者有一個相應的關係，而其皆

來自於善的理念。然而至此我們是否已經窮盡了這個所謂「上昇之旅」的意義，

並能夠對這個柏拉圖描述為「真正的哲學研究」有一個徹底的理解了呢？我們已

經解釋過，「上昇之旅」不僅是到達存有的世界，毋寧是還要一直上昇至善的理

念，那個最高最卓越的存有者、賦予認識能力與認識內容聯繫關係者，我們必須

進一步去探究的，即是那最高的原理原則—善的理念—如何被達至，而於此柏拉

圖在線段譬喻中已經指明了，即是藉由辯證術之助；在洞穴譬喻之後，柏拉圖亦

指出了一連串的學科做為「轉變的技藝」，而以辯證術當作所有學科的最高者，

並由辯證術的作用能夠「將埋葬在野蠻的淤泥裡的靈魂之眼逐漸地拉出來」，而

能夠去認識善的理念。因此在此一個整體的對於柏拉圖《理想國》中辯證術的重

新檢視則是必要的，並且正是經由這個達至原理原則的「最高的學科」之探討，

我們才能夠真正獲得一個對於善的理念—這個在《理想國》中做為最高的的真

理，且以其做為「一」的意義相對於各種分殊概念的理念，是唯一的真理、真理

的本質的—的根本瞭解，並以此獲得一個對《理想國》真理觀的充全認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