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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在柏拉圖的著作裡，談到靈魂的地方很

多，有些談論是針對靈魂自身的問題而寫

作的，有一些則是因為不同的哲學議題所

引發而談論靈魂的。本計畫以柏拉圖的對

話錄作為主要研究的對象，這三個對話錄

即：《費都篇》（Phaidon）、《國家篇》

（Politeia）、《提邁歐斯篇》（Timaios），

因為這三個對話錄直接以靈魂作為主題，

分別談論的不同的關於靈魂的議題。 

在《費都篇》裡，從蘇格拉底對於死亡的

愛好作為出發點，對於人的死亡的意義加

以分析，從而讓參與對話的人要求蘇格拉

底進一步地證明「靈魂不朽」。在《國家

篇》裡，柏拉圖對靈魂的成素有了進一步

的說明，他依據所謂「對同一者，在同時，

以同一的方式，不能主張，這同一者既是

存有、又不存有，以及不能如此造作或感

受」的原則（後來的哲學家稱這個原則叫

做矛盾律），把靈魂分成不同的部分；並

且根據知識的分類，把人的靈魂的知識生

性加以分析，用一種四分的知識理論來討

論哲學家的知識研究和教育。在這樣的四

分理論之下，人的靈魂必須逐步地從可見

的世界作為出發點，逐步地從事一種靈魂

的轉向活動，一直轉向到靈魂自己自身已

經擁有的真正沒有預設的知識為止，這樣

的哲學活動和智慧的追求才會完成目的。 

在《提邁歐斯篇》裡，柏拉圖提供了一個

宇宙論(Cosmology)，也就是世界如何從一

種沒有規律的狀態（Chaos）發展成為有次

序的世界。這個宇宙論提供了一種普遍的

靈魂理論，這樣的理論說明了有次序的世

界誕生的原因性。如果我們用亞理斯多德

的原因的理論來解釋這個宇宙論，我們可

以發現，四大（火氣土水）是質料的原因，

工匠神是動力因，四大所構成的球體做為

天體、星球有數理的形式因，而靈魂是出

自同和異、可分與不可分的存有的混合，

這種混合依據數理的和諧中項作為其形式

的原因，將靈魂和天體結合成為和諧的宇

宙。在這樣的宇宙之中，諸神作為永恆的

生命擁有者，而擁有不永恆的生命者根據

不同的質料的比例關係和不同的靈魂本性

分化為各種生靈的種類。 

本研究成果顯示，柏拉圖的靈魂理論

乃是通過逐步的發展所形成的。如果以存

有的觀點來看，研究者應該先對《提邁歐

斯篇》之中的靈魂論有所認識。在這個認

識的基礎上，已經瞭解了靈魂在整個宇宙

上的地位和價值，這時候要論證《費都篇》

的靈魂不朽以及《國家篇》的靈魂三分論、

知識四分說以及靈魂轉向的理論，顯然是

順理成章的事情；相反地，若以柏拉圖哲

學的發展看來，身為非印歐語族的學者很

難依照不同時期的靈魂的誕生次序，去理

解柏拉圖的靈魂論，因為非印歐語族的漢

語世界學者通過翻譯所得到的對靈魂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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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和印歐語族對於靈魂的意義的理

解差得非常的遠，如果《提邁歐斯篇》作

為一個研究的出發點，對於我們漢語世界

的學者而言，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地對於

靈魂的猜想，相對上比較容易理解柏拉圖

在其他兩個以及在別的對話錄中關於靈魂

的談論。 
 

 

關鍵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靈魂不朽,

費多篇，蘇格拉底、國家篇、提邁

歐斯篇 

 
Abstract 
 

In Plato’s Dialogues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 soul; 

some of them focus on the soul itself, 

some refer to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topics concerning the soul. This project 

mainly aims at investigating Plato’s 3 

Dialogues, namely: <Phaedo>, 

<Republic> and <Timaeus>. These 

Dialogues represent Plato’s various 

viewpoints on the soul in hi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s based upon the 

“genetische Methode”. 

In <Phaedo> Socrates begins his 

conversation with the question: why 

does the Philosopher love to die more 

than survive in this world? And he 

changes this topic into the other one, 

namely: whether the soul is 

imperishable. After his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birth and death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ison pleaded him to 

prove the imperishability of the soul 

which has been finally demonstrated by 

the method of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ideas. 

In <Republic> it seems that the soul 

doesn’t play the main role since it’s on 

the idea of the Justice as its subtitle 

shows, but Plato expresses some aspects 

on the soul, which can not be neglected 

in Plato’s philosophy of soul. In its 

fourth book Socrates identifies the 4 

cardinal virtues of the ‘polis’ with the 

soul and divides this into three parts 

(trichotomia tes psyches)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which is 

so-called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afterwards. This principle sounds as 

following: the same one of which can 

not be predicated with the contraries at 

the same time and by the same way or 

act or affect the contrarieties.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the sensible and the intelligible he mixes 

them and divides them into 4 kinds. 

Further based on this division, the 

nature of human knowledge is shown 

amazingly by the analogy of the ‘Cave’ 

and would be educated in a series of 

program of sciences by the way of 

‘periagoge tes pysches’ (turning the soul 

up to the pure science of philosophy, i.e. 

dialectic, the science till without any 

presuppositions and the science of 

principles ). 

<Timaeu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alogues in the latter Plato’s works 

which offers us a cosmology mixed with 

an Egyptian mythology. Plato tries to 

erect a theory of soul to expose the 

metaphysical grounds of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Here we can use Aristotle’s 

theory of causality to analyze Plato’s 

cosmology. Plato’s mythology here is 

not like the creation in the Bible and he 

doesn’t let the Father-God Demiour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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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omnipotent’, but just takes Him as a 

‘causa efficiens’; and the world doesn’t 

just come out of the logos of the Jewish 

God, but is composed with 4 elements, 

i.e. fire, air, water and earth which are 

mixed and constructed by the 

Constructer according to the 

mathematical numbers in the harmonic 

proportion. The process of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begins with the division of 

the eternal being and the eternal 

becoming which are mixed unified with 

the soul and the understanding by the 

good Demiourgos. In this sense the 

Good is the’causa finalis’, while th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Cosmos’ 

may be regarded as ‘causa formalis’. In 

this cosmology there exist the world of 

Gods and the world of animals  

originated from the various ingredients 

and in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reek traditional 

Theognie. 
Consequently it’s shown that Plato’s theory 

of soul should be gradually formed in 
his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By the 
epistemological view one should read 
these 3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al moments which can be 
based upon the ‘genetische Methode’ to 
work out. Reversely, by the ontological 
view one should read them 
retrogressively; and it’s especially 
meaningful for us, the 
non-Indo-Europeans, to read them in 
this way because we have no 
pre-understanding about what the soul 
and its essence is. 

 

二、緣由與目的 

 

在漢語世界中，雖然有少數文獻討論

世界的起源問題，但是這些討論大抵很簡

要而瑣碎；除此之外，我們並沒有一種靈

魂的理論作為解釋宇宙和生命的起源，而

用太極、陰陽、五行的方式來解釋天地的

本源。對古代希臘人而言，靈魂是生命的

原則，也是解釋生命意義的原則。在柏拉

圖、亞理斯多德的靈魂理論裡，提供我們

一種理解古代歐洲靈魂學說的可能性。這

個研究的緣起於個人對於歐洲古代哲學的

愛好，個人認為：在漢語世界的文化傳統

裡，並不存在著任何像古希臘時代的靈魂

理論，雖然我們可以用靈魂去翻譯古希臘

人的「ψυχη」，但是這樣的翻譯下，並不

提供理解「ψυχη」可能性，相反地，我們

用翻譯的詞語，隨意地想像其意義，所形

成的理解只是一種隨意的想像，缺乏相應

於古代希臘人的想法。 

 

 

三、結果與討論 

 

在這三篇對話之中，《費都篇》以靈魂不

朽作為論題、在這個議題之下，對話錄的

主角蘇格拉底試圖提出以下的幾個論證，

來證明靈魂不朽：一、從生死的意義看來，

如果生是靈魂和身體的結合，而死亡是靈

魂和身體的分離，身體死亡了，靈魂並不

死亡。二、從生是由靈魂和身體結合所組

成的觀點看，將存有分成可見者和不可見

者兩類，靈魂屬於不可見者只要靈魂自我

覺察自我而淨化，則靈魂為永恆之存有且

不毀朽。三、將對於自然的研究作為第一

次航行，蘇格拉底提出相論，藉以嘗試做

第二次航行。在《費都篇》篇的相論裡，

蘇格拉底嚴格地區分變化者和不變化者，

在每一個數理和倫理對象那裡設立起一個

單一且自在的相，作為一切變動對象追求

的目的和原因，這樣的相永恆且不變化

的。在這樣的相論或原因學說裡，相存於

靈魂之中，而不存於其它的處所，從而由

相為永恆之存有推論靈魂之永恆存有。 

在《國家篇》（Politeia）裡，表面

上看來，柏拉圖似乎不以靈魂的議題為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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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中心點，而以「何謂正義」作為這個

對話錄的主要議題。然而在蘇格拉底正面

的回答何謂正義的時候，柏拉圖藉著字母

的比喻，巧妙地將靈魂的問題帶入到「何

謂正義」的議題裡來。柏拉圖把國家和靈

魂視為一類比關係，在這個關係裡，國家

和靈魂都區分成三個部分，但是區分的方

式並不相同，因為靈魂不像國家可以由國

家的組成份子來區分，因而蘇格拉底提出

後世所謂的矛盾律作為分類的原則，將靈

魂區分成三個部分，藉以和國家組成的三

個部分。儘管國家的分類方式和靈魂的分

類方式並不相同，但是他們同樣建立在一

種德性的考察裡。柏拉圖用一種理所當然

的論述方式，以四基德（即：節制、智慧、

勇敢和正義）作為分類的方式，將前三個

品德歸屬於國家的三種階層和靈魂的三個

部分。如果《國家篇》的目的只是在研究

「何謂正義」這個問題，那麼，證明靈魂

和國家的三分之間有類比的效力之後，這

個討論似乎應該到了尾聲，但是《國家篇》

的寫作並不如此。相反地，為了真正正義

的國家能夠存在，柏拉圖對於靈魂的處境

和靈魂的教育，提供了一個在歐洲哲學史

上的談論典範，後世很多哲學家根據這樣

的道路，來反省哲學家和國家的關係。 

在《國家篇》的第六卷裡，柏拉圖藉

著線段比喻，將可見的（感覺的）和純知

性的的區分，將知識區分成四種，即：暗

影（εικονα，純感覺的）、意見（δοξα，知

性與感性一起運作，但以感性作為真的判

準）、理論（διανοια，通過知性所獲得的

關於感覺對象的認知，這樣的認知建立在

理論的預設條件上，從而這種理論的認知

不能是真正的知識，因為其預設條件可以

被解消，當預設條件被解消的時候，這種

理論的知識也就失去了真理的效力），以

及知識(episteme，亦即：純粹知性自身的

知識，一種沒有預設條件的，哲學和辯證

的知識，也就是柏拉圖後期學說中關於「原

則的學說」的知識)。在這樣的區分裡，柏

拉圖把這兩種知識能力和根源兩倍化，讓

它們一方面混合在一起，又讓它們彼此獨

立於彼此之外，這樣的分類相應著人類靈

魂的本性。 

在柏拉圖的看法裡，人的靈魂進入了

身體而有生命，生命的認知並不從靈魂開

始，而從身體開始。柏拉圖用了著名的「洞

穴」的比喻，對於人的靈魂的生性加以描

繪。他認為：人天生像是一個被囚禁在洞

穴之下的犯人，這犯人只能坐在面對牆壁

的椅子上，頭只能向前看。在犯人的背後

有著火光和市集，把市集裡的景象放映到

囚犯面前的牆壁上——這就是人一開始誕

生的時候的靈魂狀態，這時候靈魂把牆壁

上的暗影當作真實，因為這時候，人像囚

犯一樣只能依靠牆壁上的暗影還判斷真

假，合於暗影的才是真的，不合於暗影的

成為假的認知。要一直到囚犯有能力回頭

去觀看他背後的市集以及用背後的火光，

他才能夠考察背後的市集和牆壁上的光影

之間的關係，才能夠逐步地讓知識判準脫

離暗影而轉向市集和火光。有一天，囚犯

能夠離開洞穴，到太陽下面，則他可以看

見太陽底下的事物（這是指關於理論，

διανοια），然後可以看見星空（這是指知

識，επιστημη）最後可以看見太陽自身(善

之相、善自身，το αυτο αγαθον)。柏拉圖把

人的生性設定在第一個知識種類上，然後

對人的靈魂教育提出一個計畫，藉著這個

研究學科的確立，逐步地讓人可以將靈魂

由暗影轉向到知識之上，也就是柏拉圖將

哲學家的教育設定為一種靈魂的轉向，此

轉向從數理對象開始研究起，然後一層一

層提升到天文學和和諧的科學，最後所到

達的是無預設的真理，這是哲學或者辯證

術自身的能力所需完成的知識。把 

正像柏拉圖的《國家篇》並不從國家

的政治制度開始談論起而由正義的問題開

始討論，柏拉圖《提麥歐斯篇》並不直接



 6

                                                

從靈魂的談論開始，而從一個理想的國家

的談論開始，這個理想的國家的討論似乎

是連結著《國家篇》。這個連結的意義看

起來似乎重複了《國家篇》裡的談論，但

是這卻是一個巧妙的連結，把理想的國

家、古代的傳說和哲學的理論三者合而為

一。在這個連結裡，柏拉圖試圖用理性的

方式1告訴我們；他藉著提麥歐斯之口，從

宇宙2的誕生一直談論到人的生性3。 

在《提邁歐斯篇》裡，柏拉圖從畢達

哥拉斯學派的思想出發，形成一種關於宇

宙誕生的理論。在這個理論裡，柏拉圖從

嚴格地區分「永恆變化的」和「永恆存有

的」4，以善作為目的因，以工匠神5作為動

力的原因，把四個基本的質料「火、氣、

地、水」當作世界的基本材料，以最好的

 

                                                

1 Platon, Timaios, 26e3-27a1，在這個段落，蘇格拉

底把 μυθος 和 αληθινος λογος 對立起來，要求

Kratias 和 Timaios，不用說故事的方式，而用所謂

的「真的語言」來談論 
2κοσμος/用這個詞與來翻譯，或許不是很恰當，因

為這個字的意義既不是指上下四方，也不是指古今

往來，因為相較於它，時間和空間是後起的，在柏

拉圖的看法裡，時間和空間是一種不圓滿的形式，

在 κοσμος誕生的過程裡才有，它是一個相反於中

國傳統的混沌的語詞，希臘人把 χαος和 κοσμος對

立起來，χαος所指的是 κοσμος的缺乏，也就是說，

一切是從一種混純進入有次序、有規則的的存在狀

態，這種有次序有規則的存在狀態稱為：κοσμος。

在我們的思想傳統裡，我們用「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來說明天地

萬物的始生的過程，但是沒有把氣形質的次序給予

一個總名，因此，很難有相應的詞語來表達 κοσμος 
3 Φυσις /「生性」，這不是一個好的翻譯，因為希

臘人的}這個詞語指涉的是關於「生長活動（包含

生與滅）」，(Τιμαιος 27α2 f) 

4 Plato, Timaios, 27d5 f 
5 Plato, Timaios, 28a6 f. 

數理比例形成天體6。靈魂乃是出自於兩種

不同存有的混合，即：不可分的、永恆自

同的存有和可分的、在身體中不斷變化的

存有；這兩種存有以一種和諧的數理關係

而混合在一起7。這樣的混合的靈魂做一種

環形運動，自同和差異成為這樣的環形運

動的原理，根據這樣的數理的兩倍雙數和

三倍數的關係，來理解這個環形運動的可

計算性8。 

在這樣的談論裡，靈魂的問題不是從

人開始，而是從世界次序的誕生原則開

始。如果這個有次序的世界是複合的而且

複合者是從單一者複合而成，那麼，結合

者不能先行存在，相反地，複合者必須通

過一種分解，一直把複合者分解成為單一

者為止，才能真正的瞭解世界如何從混沌

變得有次序。同樣地，如果人是身體和靈

魂的結合，那麼，必須把身體和靈魂分解

開來，直到靈魂和身體都是單一者為止，

如此才能真正的得到靈魂的原則。因此，

不從靈魂存在身體裡的情況來研究靈魂
9，而從混沌如何成為次序的過程來談論靈

魂，這是柏拉圖《提麥歐斯篇》對話錄的

靈魂論的特點，這個點特對於現代的研究

者或許是件荒謬的事情，因為這樣的談論

看起混合的古代的傳說和柏拉圖的哲學理

論。然而從不能在經驗上證實的觀點上看

來，這個理論無非只是一個空想。在這樣

的空想裡，柏拉圖用了神、善之相、基本

 
6 Plato, Timaios, 31b5 -34 a9. 
7 Plato, Timaios, 35a1 f 
8 Plato, Timaios, 35b4-36d7. 
9 從在身理理的靈魂處，來研究靈魂，從在身理理

的靈魂處，來研究靈魂，那是亞裡斯多德《靈魂論》

（De Anima）的特點。柏拉圖把靈魂放在宇宙的生

成次序裡，作為一種原理來說明永恆存有者和永恆

變動者之間的連結的可能性，但是亞理斯多德似乎

只把靈魂當作一種異於質料的形式本質還看待，因

而只就這樣的本質的意義來討論靈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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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料、數理對象做為解釋混沌通往次序的

原則。現代人認為柏拉圖的談論是一種神

話，但是從柏拉圖對話錄自身的認定，這

樣的談論並不是建立在神話上，而是建立

在關於真理的言說，或許現代人沒有古代

人的虔敬(οσιον)，所以，古代人是為理所

當然的事情10。對現代人而已，顯然變得荒

誕不經。 

真理的言說和說故事不同，說故事是

口傳和聆聽而記得11，但是這樣的故事卻是

「極其不尋常而對一切為真的談論」

（λογου μαλα μεν ατοπου, πανταπασι γε μην 

αληθους）12，真理的言說不是增衍的故事

（το τε μη πλασθεντα λογον），而由對天文

學最熟知的提麥歐斯來負擔說明「一切誕

生的事務」，從宇宙如何開始，一直到討

論人的生性（φυσις）。 

「宇宙如何開始？」這是一個極其困難的

哲學問題。在漫長的人類思想歷史裡，無

數的哲學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討論這個

問題。許多哲學家把這個問題放在：有生

於有，或者有生於無。在有生於有的的講

法上，把現有的宇宙由一個大原理引導出

來，並且把這個原始的有作為原則，許多

以絕對者或主宰者做原則的想法都是從這

個觀點開始，這種想法的困難在於所生成

 

τα 

                                                

10 我們從蘇格拉底和歐伊梯弗容（Euthyphron）的

論辯就可以知道，在某個意義下，蘇格拉底對神的

虔敬要勝於祭司歐伊梯弗容，蘇格拉底與歐伊梯弗

容關於虔敬的爭辯所顯示的並不是向他被控訴的

罪名「不尊敬神祉」，而是他們對於神的態度不同，

歐伊梯弗容囿於傳統的宗教信仰，不能對他的主張

提出一合理的說明（λογον διδοναι/Rechenschaft 

geben）。在柏拉圖的對話錄裡，蘇個拉底一直被柏

拉圖描寫為「敬神者」 
11 Plato, Timaios 20 c4-27 a2 請比較 D. Cuersgen, 

Die Rationalitaet des Mythischen, S.25-39; T.K. 

Johansen, Plato’s Natural Philosophy, pp. 44-48 
12 Plato, Timaios 20 d8-9. 

的有和原始的有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性，這樣的想法裡，或許可以用兩種可能

方式去解釋這個差異的升起，一種是從原

始的有之中設定差異性來說明這兩種有之

間的差異性如何誕生，另一種就是由一種

外於原始的有的原因來說明兩者之間的差

異。把宇宙由無引導出來而成為有的想

法，把這種由無到有的活動視為一種創造

（這不是老子的「天地」萬物生於有，有

生於無」的想法）。在創造活動裡，最大

的困難是：無之前有何原則可以使無創造

成為有？因為既然無是絕對的沒有，不應

該在絕對的無之外，確立任何的絕對或超

越的有做為從無創造出有的世界。 

在《提麥歐斯篇》裡，提麥歐斯從兩個原

則作為對於宇宙的真理言說的原則。他說： 

「而今依我之見，是必須先來分別這

個：某某永遠是）卻沒有生成；以及

某某永遠生成卻從未曾是麼？前者以

知性活動（νοησει），用語言(μετα λογου)

全然掌握，永遠依其自身而是；後者

相反地以意見活動(δοξηι)，用感覺με

αισθησεως），非以語言地得意見，生

成和毀滅，在其是上（οντως）卻從未

曾是。再者，切生成以某個原因，出

自於必然性而生成，因為一切不可能

離開了原因而有生成。13」 

 

這個引文可以分成三個思想步驟來解

釋
14，第一個步驟把宇宙未生之前的內容分

 
13 Plato, Timaios,27d5-28a6. 
14 筆者根據這段引文來討論提邁歐斯的思想步

驟，這個步驟的區分和 T.K. Johansen 的三個

distinctions 不同，他在他的書裡所說只是把永恆地

是和永恆的生成、知性和意見、永遠地是以其永遠

為模型進入，和永遠地生成以其生成為模型而進入

是。這個解釋的第三個部分只談論的引文的後半

部。筆者並不認為這個段落有三個區分，這裡似乎

只是兩個區分，而這兩個區分只是同一個區分，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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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兩類，第二個步驟是把所區分出來的兩

個部分進一步加以說明，兩者之間的差

異，第三個步驟是透過原因作為中介而使

這兩個部分之結合。在第一個步驟裡，提

邁歐斯把永遠地是和永遠地生成全然地對

立起來，「是」和「生成」之間的對立—

這是柏拉圖的基本見解。「是」和「生成」

的對立。在一般的理解裡，生成和毀滅才

是對立的，「是」或「存有」並不直接和

「生成」對立，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知道，

柏拉圖把「生成」和「毀滅」一起放在生

成這個部分裡，「是」作為一個判斷真的

原則，「不是」作為一個假的原則，「生

成」作為「是」和「不是」的混合15。把「是」

和「生成」作為兩個相互對立，似乎不是

由存有的原則所決定，而是由一種認知的

原則所決定（認知的方式和存有的方式的

不同似乎都可以從柏拉圖的對話錄裡找

到，但是這樣的區分只是跟著對話錄裡得

不同論題而做）。這樣的認知原則明顯地

可以從第二步驟理得兩類區分便能理解。

「是」和「生成」之間的絕對分離存在宇

宙生成的開始，在這樣的開始，柏拉圖用

「永遠地」作為一個分離「是「和「生成」

的絕對分別，「永遠地」和」從未曾」剛

好是一組對立，「遠地是」必然從未曾有

生成過，同樣地「永遠地生成」必然從未

曾「是」。這樣的區分可能是個語言上的

區分，而不是真實的存有上的區分。 

在第二個步驟裡，柏拉圖用認知的區

分，來說明這兩個部分的特性。列表如下： 

 

 永遠地是 永遠地生成 

合於 知性 意見 

掌握的方式 語言 感覺 

                                                                           

者所謂第三個步驟目的在於將生成如何分有

「是」，而不存在著第三種區分。請參見 T.K. 

Johansen, Plato’s Natural Philosophy, p. 49. 
15 Plato, Politeia, VI, 

在不同的對話錄裡，柏拉圖大部分的

對話錄都以知性和感性作為區分的方式，

用以說明知識的不同性質，我們舉柏拉圖

《國家篇》做為例子來比較。在《國家篇》

裡，蘇格拉底用可見的和知性的（思想的）

將知識分成兩個大類，他用著名的線段比

喻來說明這兩個知識種類，並且將兩個區

分出來的線段的比利用在這兩個不等的線

段上，形成四個種類的知識，這四個種類

的知識分別是：εικονα（暗影）, δοξα（意

見）, διανοια（理論的知識，藉由知性而

生者）和 επιστημη（科學，沒有預設的知

識）。εικονα是純粹的可見者，δοξα 混合

了知性，但是以可見者作為真假的判準，

διανοια 雖然是一種普遍的思想，但是這樣

的知性產物可以用於可見者，卻不以可見

者作為判準，而用知性作為判準，επιστημη

是純粹知性的，所以全然非感性的，非可

見的。我們從這樣的區分，來談論《提麥

歐斯篇》的這兩個區。在第二個步驟，提

麥歐斯把知性和意見對立起來，而不是把

知性的和可見的對立起來，如果按照《國

家篇》的區分，顯然意見是可見的領域的

一個部分，而知性似乎並不全然和意見相

對立。在線段的比喻裡，有三種對立，可

見的和知性對立、暗影和意見對立、通過

知性者（即有假設的理論知識）和科學（即

沒有預設的知識）。 如果《國家篇》的區

分，在知識的意義上，比較整全，那麼，

《提麥歐斯篇》的區分顯然不是個知識的

區分，這樣的區分建立在對於「是」和「生

成」上的區分。為何不能把暗影和感覺用

來當作瞭解生成的方式?在這裡的第二個

區分裡，感覺是掌握永恆地生成的方式，

或者，對於永遠生成者的認知源於感覺，

但是沒有知性在感覺之中運作，則根本不

能理解生成，因而是用「意見」來說明生

成與認知之間的關係。 

在歐洲新時代的區分裡（即文藝復興

以後），對人的知識能力的區分通常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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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也就是感性、知性和理性，這樣的

區分和古希臘時代的區分不同，這個不同

我們可以藉著上面《國家篇》和《提麥歐

斯篇》的區分加以說明。無論是在《國家

篇》中的兩分再兩分，或者像《提麥歐斯

篇》的兩分，這樣的分法理性的地位遠不

如新時代那樣的崇高，所謂「人是理性的

動物」（ζωον λογικον）」所指的理性主要

是關乎語言的，因為語言是有意義的音

（φωνη σημαντικη）所組合而成。新時代

的理性建立在推證上，將不同的語句藉由

聯句法(συλλογισμος)而加以說明其推斷的

正確性。在《國家篇》中的知性和可見的

之間的二分，並不涉及理性，在那裡我們

找不到 logos 的角色，因為這個區分從知

識對象的自身內容來劃分，而在《提麥歐

斯篇》裡的區分，理性或者語言並不獨立

於知性之外，而作為一種手段或者方式，

藉由這樣的手段或方式可以獲得知性的知

識（即關於「永遠地是」的知識）。 

總結歸納底來看，提麥歐斯的第一個

步驟把宇宙未誕生之前區分成兩類，然後

用兩種不同的特徵來區分這兩類，最後這

個思想步驟講這兩類透過原因的連結來綜

合這兩個類，藉以說明宇宙如何誕生。如

果宇宙一開始即是由「是」和「生成」所

合成，那麼仍然有幾種不同的可能：一種

可能是「是」先而後有「生成」，另一種

可能是「生成」本身先有而後才有「是」，

還有「是」和生成作為對立，並存於宇宙

未生之前。宇宙混合了「是」和「生成」，

那麼，在理論上，可以有上述這三種可能

性，使宇宙開始。在第一種可能裡，將「是」

作為開始點，這顯然是伊利亞學派的開始

點（黑格爾的《邏輯知識學》也從這個地

方開始，因為他不把生成當作對立，而當

作「是」和「不是」的統一，這個想法的

困難是「不是」如何可能成為「是」的對

立面？），這樣的開始點得好處在於規則

性是本然就有，可以藉以說明世界的次序

性的來源，這個可能的困難在於如何讓「生

成」從「是」之中誕生（伊利亞學派因此

拒絕了生成的可能性，而保留了「是」和

「一」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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