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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定《天主之城》中的異教國家政治 

（精簡報告版） 
 

詹  康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 

 

一、存有：人的基點 
 

……唯一全能的天主，是每一靈魂和每一肉身的創造者和製造者。……祂

將存有(being)給予人，包含善人和惡人，與石頭一樣；祂讓生命能重複它

自己，與樹一樣；給予有知覺的生命，與動物一樣；給予有理智的生命，

與天使一樣。……天主還賦予一切肉體以起源、俊美、健康、生殖力，以

及各部的勻分和健康的均衡；祂賦予非理性的靈魂以記憶力、感覺、貪望；

祂還給理性靈魂添加了心、理智和意志；祂亦不忽略，不論天下或地下，

不論天使或人，甚至最小最微不足道的動物，或鳥類的羽毛、植物的小花、

樹上的葉子，為每物的各部份之間賦予和諧與和平。（5:11，D206/王上

218-19） 
人是具有肉身和靈魂的理性動物，這是最簡單的說法，可進而析出五種成分： 
1.存有：這是生物與無生物共有的（奧斯定對相關希臘字、拉丁字的討論見 12:2，王中

121）。 
2.植物性生命或靈魂：有生死，有成長，能部份再生、自我癒合、生殖（無性和有性）。 
3.動物性生命或靈魂：能運動，有感覺、好惡，與記憶能力。 
4.理性生命或靈魂：含有理智與意志，及能感知的心。 
5.各部份間的和諧或和平：指器官肢體之間的和諧和平，亦可指以上第 2,3,4 項間的和

諧和平。 
 以上五項中，第 1 項「存有」是性質陳述，附屬於後三項。第 2,3,4 項的內涵已陳

述如上，其是否處於均衡良善狀態，則由第 5 項「和平」來衡量。因此在這五項中，最

重要的是第 5 項。其實「和平」這一概念對奧斯定非常緊要，他的政治哲學、宗教哲學

也以「和平」為依歸，「和平」是總括人生各領域的最高善： 
和平就是我們的至善。（19:11，王下 122） 
和平是一種大善，即使在大地上，在世俗事務中，我們也聽不到有什麼東

西能得到更多的感謝之言了，或者說沒有什麼東西能受到更大的期盼了，

簡言之，不可能找到比和平更好的東西了。（19:11，王下 122-23） 
這樣的說法有意排除了幸福快樂，也就是亞里斯多德和希臘化哲學家普遍接受的人生至

善。奧斯丁反對幸福快樂的理由，是那是此世的狀態，不能永恆，致力追求此世的幸福

快樂，反而暴露人類的驕傲，驕傲在基督教倫理學中卻是最大的罪。 
 關於個人的和平，需要從縱向和橫向來陳述其內涵。從橫向而言，人的每一組成成

分各有其次級組成成分，它們必須正確有序： 
身體的和平與它各個組成部分的平衡有序相關，非理性靈魂的和平在於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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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正確有序，理性靈魂的和平在於認知與行為之關係的正確有序。……
邪惡的東西之所以邪惡，顯然在於它們並不處在和平狀態中。（19:13，
王下 127） 

另從縱向而言，每一低階的組成成分之正確有序，都是其上階組成成分能夠正確有序的

必要條件，這就是說，「如果缺少身體的和平，非理性靈魂的和平也會受阻，因為它不

能慾望的滿足」，而若缺少非理性靈魂的和平，理性靈魂的和平同樣也會受阻（19:14，
王下 130）。反過來說，如果缺少和平，就成了邪惡。奧斯定對惡的定義，是缺乏善時

就是惡（11:17，王中 89），既然善最終歸於和平，所以理解了和平也就理解了惡。 
 雖然和平與惡無疑是價值判斷的字眼，但是奧斯定談及個人分內的和平時，用法有

很大的分歧，有時把它說得像是大致已存在的現狀，有時則說成大致尚未實現，因此做

為理想的意義居多。先看前者，奧斯定說不健全的人，如肢體的短少、畸形、痲痹、虛

弱、呆滯、顫抖，會「破壞人體的美貌或優雅」。感官的缺陷，如聾啞瞎，甚至對心的

運作有不利影響，瘋狂更會使人喪失理性和理智（19:4，王下 108）。此類的和平並非

高調，而是既已普遍存在、毋需特別費力達成的狀態。他說： 
人在某種意義上是天然的存在物，如果人身上根本不存在某種和平，人就

根本不能存在。（19:13，王下 128） 
尋常人受過基本教養，就應該是具備和平的健全人了，此時的「和平」只是陳述現狀而

已。 
 關於後者，由於人不是自我具足的，人的縱向和平，雖是由人的低等組成成分漸次

累積至高等而成，但若不受天主指引，只會愈走愈錯，終至萬劫不復。所以奧斯在個人

分內的和平以外，再追加一條人與天主的和平： 
人與天主的和平是在永恆律法之下、在信仰中有序的服從。（19:13，D938/
王下 127） 
聖經確實能將心本身置於上帝的統治和幫助之下，而情感又處在心的制約

下，所以情感可以節制和約束，並轉向公義的用途。（9:5，王上 390） 
如果天主是外在於人的位格，從外介入人的分內，那麼前述人的縱向橫向和平，就要重

新改寫了，需把天主的因素加進去。不過，奧斯定主張天主內在於人： 
我們是祂的聖殿，我們每人都是，我們所有人加在一起也是，因為天主願

意住在整個和諧的身體中，及我們個別之中。（10:3，D394/王中 7） 
天主的存有，既是在人之內，人的縱向橫向和平已將天主這個因素包含進去了。即便如

此，這並不等於說所有人已是好基督徒，因此天主的存有雖在人之內，應該有類似基因

學上的隱性與顯性之別。異教徒身上的天主存有是隱性的，對他們分內的和平沒有發揮

影響，基督徒身上的天主存有雖是顯性的，但也有力道多寡之別，生活中混合了屬天與

屬人的基督徒尚未完全開放自己接受天主的影響。 
 所有人──不論是基督教徒或異教徒，不論有無德行，不論是哲學家或尋常人──都
有以下的通性，這些通性也就是討論人的原點：由人的存有，而導生人自知其存有，與

愛其存有、愛其知其存有。 
 奧斯定認為不但人的存有是一基本事實，人還能自知其存有，以及愛自身的存有與

愛此一知識。自知其存有，就是後世所說的自我意識，我們人類是怎麼做到的呢？奧斯

定的說明是： 
我們存有，我們知道自己存有，我們為自己的存有和知道自己的存有而高

興。……我們並不是憑某一肉體感官接觸這些事［上述三件事］，就像我

們對外在於我們的事物那樣，比如說，我們憑視力感知顏色，憑聽力感知

聲音，憑嗅覺感知氣味，憑味覺感知滋味，憑觸覺感知軟硬的物體。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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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些情形中，都是與可感知之物體相似的形象，而非有形物體本身，有

形物體才是我們在心中感知並留有記憶的，我們受它們的激勵而去欲求那

些物體。然而，毋需任何形象的欺矇再現與幻相，我對於我存有、我知道

此一事實、我為它高興，是完全確定的。（11:26，D484/王中 103） 
這裏區分了兩種獲得知識的途徑：經由肉體感官，與經由心的直觀。肉體感官攝取外物

的物理性質（色聲香味觸），將這些以「形象」(image)的格式儲存至記憶中。剝除物

理性質後的事物本身，與不具備物理性的事物，唯有心可以感知，心並將它們的實情或

實理（而非容易失真的形象）儲入記憶（參 11:29，王中 108）。由於我們的存有是一

抽象觀念，並無物理性，所以只適合由心感知。奧斯定又進一步說明： 
我們用我們的肉體感官來感知這些事物時的做法，是不用那些感官來評判

它們，這是因為我們擁有另一種更加高貴的感官，它屬於內在的人，我們

藉它來感知何事為公正的、何事為不公正的：公正是因為有個理智的觀

念，不公正是因為缺乏那觀念。這感官的工作，不靠眼睛瞳孔、耳孔、鼻

孔道、硬齶的滋味或身體的觸摸。我靠它確定我存有，和確定我知道此事；

我愛這兩樣確定的事，並以同樣的方式確定我愛它們。（11:27，D486/
王中 105-06；又參 11:28，王中 107） 

文中「內在的人」(inner man)喻的是心，心的官能感知的是觀念而非物理性質，這邊舉

的例子有道德觀念、存有、和愛慕，其他重要的事物還有文法、數學、邏輯、內在於人

的天主等（Coleman, 2000: 316）。 
 人的存有除了可用心來確知以外，還可用理性論證加以證明。奧斯定的論證如下：

關於我（奧斯定）是否存有的問題，答案只有肯定或否定二種可能，只要我可以屬意一

答案，不管是對是錯，都證明了我存有，這是因為唯有存有才能答對或答錯，若不存有，

自無答對或答錯的機會（11:26，王中 103）。這個論證建立在人有思維能力之上，所以

奧斯定的論證「我的思維能犯錯，因此我存有」，可以再簡化成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 
 奧斯定對於自己存有的事實與知此事實，論證已如上述。至於對自己存有之愛，他

肯定為所有存有者都具有的，不僅人和動物意欲繼續存有，甚至植物和無生物也是如此： 
甚至一切非理性的、沒有思想能力的動物，從巨龍到最微藐的蠕蟲，不也

都顯出它們欲求活著，因此每一舉動都用以避免死亡嗎？大樹和灌木，儘

管無法以可察覺的動作來逃避毀滅，不也都用它們自己的方式，把根紮入

土裏吸取養料，又把健康的枝葉伸向空中，以求保持它們的存有嗎？最

後，哪怕是那些既無感覺又無任何生命種子的有形物體，也在上升、下沈、

平居於中間，所處的位置是按它們的天性它們最能存有著的位置，由此保

持它們的存有。（11:27，D485-86/王中 104-05） 
這裏哲學思維貫穿了屬於我們現在生物學和物理學的領域，這在古代和中古是很尋常

的。剋就人類而言，奧斯定相信人把生存下去當做最高目標，即使悲慘不幸，仍要不顧

一切痛苦的活下去： 
由於某種天然的原因，僅僅是存有就如此快樂，職此之故，即使那些悲慘

的人也不希望去死。當他們曉得自己很悲慘時，他們希望那些造成他們悲

慘的原因從他們移除，而不希望自己從那些原因中移除。……因為他們害

怕死亡，感到好死不如賴活，此時還不夠清楚顯出天性是如何逃避不存有

嗎？還有，當人們知道自己將要死去的時候，他們欲求能夠蒙恩，在同一

悲慘境地中活得長一些，死得遲一些，將此視為巨大的福佑，究其原因亦

在於此。（11:27，D485/王中 104） 
以求生做為人願意付出一切代價的最高目標，這是西洋政治思想的一個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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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人對於自知存有（自我意識）之愛，奧斯定的解釋採用了人心特有的理性能力

和判斷力。由於人都希望清醒而非狂亂，也就是人都希望擁有理性能力和判斷力，所以

人都會喜愛知識，這其中當然可包括「知道自己存有」： 
人的天性有多麼愛知識，有多麼不願意受騙，這一點可從以下事實來理

解：任何人都寧可不快樂而清醒，不願喜樂而瘋狂。追求知識的本能既偉

大而又神奇，在其他生靈那裏都看不到，只有在人身上可以發現。……動

物……不能看到那無形體之光，那種光以某種方式照射我們的心，我們方

能正確判斷一切事物。我們得到那種光愈多，我們判斷的能力就愈好。

（11:27，D486/王中 105） 
愛慕是心的特有能力，對於感官所得的事物的形象，與心直觀事物本體所獲得的知識，

都會愛慕。知識的重要性，在能使我們「擺脫一切疑惑和謬誤，始終保持相同的喜樂」

（11:13，王中 84）。由於人的理性直觀能力得自於上帝以光照向我們，而每人所獲得

的光有多少之不同，因此每人所能取得的知識就有質與量之異，然而即使最愚昧的人，

也都具有對自己存有之知，並愛惜此知而不願喪失，這是所有的知識與愛慕中起首而重

要的。 
 以上四者──我存有，我自知存有，我愛我的存有，我愛我對自己存有之知──是所

有人共通的。人當然不如此簡單，人還有認知能力、學習能力、創造發明能力、與追求

善的能力，這些都是上帝賦與的（22:24，王下 367-68），但每個人在這些方面的成就

必然多少有異，奧斯定對人類惡行的譴責更是遍佈其著作，所以人各方面行為的殊異是

有待解釋的，至於不變的基點，除了存有等四個事實外，就沒有別的了。 

二、人存有的政治化 
 現代語文中的政治、國家、社會，對西方古人而言指涉同一個事物，毋需析分出政

治、國家、社會等不同意含。因此本節所稱之「人存有的政治化」，指的是人存有的四

件相關事實，如何受到人類集體生活的潑酵，而有進一步的展現。 
 奧斯定對國家的定義很知名： 

所謂人民就是理性生物所集合成之大眾，他們因所愛的對象共同一致而聯

繫在一起。（19:24，D960/王下 150） 
這個定義是用來取代西塞羅的定義：人民是大眾因對於何者為對的問題有共同一致的看

法、及利益與共而團結，而何者為對的問題即是正義的問題（19:21，D950/王下 140）。

我們從上節的說明已知道，對奧斯定而言，人的實存狀況並不包括對於正義概念有覺

知、有愛慕，正常人所擁有的最起碼的理性和愛慕能力，只是對於自我存有的事實。但

如果只是知道、愛慕自己的存有，只會使每人都成孤立的人，所以群體生活的出現，表

明了一群人必然還能知、能愛其他事物，且所知、所愛的事物必須相同。至於這些新的

對象為善還是為惡，奧斯定維持理論的一致，認為這是開放問題。 
 群體的愛慕對象，首要是和平： 

不按信心生活的家庭努力在屬於短暫今生的福祉和利益中尋求屬地的和

平。……不按信心生活的屬地之城尋求屬地的和平，建立了一種內部服從

的有序和諧與統治，以確保大家意志的合作，以取得屬於這個可朽今生的

東西。（19:17，D945/王下 135） 
遠離上帝的民族必定是邪惡的。然而，即使這樣的民族也有它自己愛慕

的、不能加以輕視的和平。（19:26，D961-62/王下 152） 
撇開奧斯定認為和平就是大善的特殊想法，任何人都會同意社會人群一定愛好和平，甚

至這是粗淺得不值一提的道理，因為群體沒有和平秩序就會瓦解，所以「群體」（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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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會、民族）的概念已經內含了「和平」的概念。對奧斯定而言，社會和平仍是需

要強調的，因為眾人合在一處，會發生爭吵，而爭吵乃是根植於人性之中： 
人的本性所然，他們之間也會發生爭吵。（16:20，王中 365） 

奧斯定這個看法，與他對人的存有理論應該脫離不了干係。短視的人只知有己，不知有

人和上帝，所以對於合群的社會生活，構成嚴峻的挑戰。與人和睦相處的欲望，必須勝

過伸張自我的本性，否則即無群體生活可言。 
 社會和平雖然不是伸手即來的，但仍然僅是最起碼的，每個民族、國家除了和平之

外，一定還會愛慕其他的東西，而由於所愛的不同，造成彼此有差異。奧斯定說，國家

與民族之間，有語言、習俗、法律、制度的差別，而這些東西都是為了實現屬地的和平，

所以普世的基督教並不想廢除或摧毀這些東西（19:17，D946-47/王下 136）。眾人所愛

慕的對象，應該就是自己的民族文化所提倡的，與國家的制度所規範的。關於各國風土

民情的實際內涵，奧斯定並沒有一一去調查記載，他所熟知的僅限於羅馬一國，所以他

對於人類政治行為的議論，也經常是目中只有羅馬人而無其他。我們研究者也只好順著

材料的限制，從羅馬人的身上管窺普遍性的政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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