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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與經世：詩人但丁

與公民但丁*　

陳思賢**　

摘　　要 

本文為對中世紀義大利詩人但丁的政治思想之研究，特別是有關其

《神曲》所蘊含之政治觀的解析。由於在文學上的盛名，但丁的《神曲》

之經世意涵常被忽略，加之以此長篇詩作充滿隱喻及高度抽象之語言，

故歷來將此著作視為政治思想作品研究者不多，但其實它可算是中世紀

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集大成之作。本文嘗試追

述但丁政治思想的脈絡與源流，分析《神曲》的創作與古典政治思想及

基督教義間的密切關連，並以當時義大利的歷史環境為經緯，討論但丁

如何在慘遭放逐的命運下，以一首偉大的長篇詩來完成他所自行體認的

天命。 

 
政治思想的經典作品通常不包含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的

《神曲》（Le Divina Comedia）。世人研究但丁，多以其為詩人，而《神

曲》為詩作中之極品，但丁為唯一與荷馬齊名之「桂冠詩人」1。然而但丁

壯年從政，一生以「經世」為念，雖因佛羅倫斯內部黨派傾軋遭放逐垂二

十載，但他最終的希望是「一切世人」，能在「強有力政府的保障下安居

樂業」，成為在「和平安定的世界中生活的公民」2。在撰寫《神曲》之期

                                              
* 作者在此對兩位匿名審查專家的寶貴意見表示由衷謝意。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他們從未被授與桂冠，但無人懷疑他們是桂冠詩人中的桂冠詩人。 
2 Dante, Letter to the Florentines, tr. Paget Toynbee.原文為：“...that mankind m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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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但丁也寫下了著名的《論王權》（De Monarchia）。《論王權》是以

政教衝突為背景的政治思想論述，立場清晰、主旨明確，歷來被視為是中

世紀（帝國）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但《神曲》究竟有何政治意涵？它與《論

王權》有何關係？甚至，在但丁整個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它佔有何地

位？這些就較少受到注意。事實上，一個極有意義的問題是：所謂的「政

治思想」在但丁的整體思想中，是否極重要、甚或是居關鍵地位？這些問

題在往昔都未被有系統地處理3，理由當然很可能是「詩人但丁」的光芒太

耀眼，世人已無暇它顧。 

直到一九五二年 A.P. D’Entreves才以專書的形式對此問題著墨（Dante 

as a Political Thinker）4。他提醒道：「別忘了《神曲》與《論王權》乃是

出自同一人之手」5；而且，「任何研究但丁政治思想的人首先都應該注意，

政治一事在他人格形成過程中所佔的獨特地位。」6 所以，A.P. d’Entreves

的結論是「《論王權》中所陳絕非但丁政治思想之全部，亦非最究竟者」7；

職是，我們有必要轉向《神曲》。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在其中「諸

多政治概念不但被轉換成詩境[poetical images]，抑且常被用既抽象又閃爍

的譬喻言語[language of allegory]來表達。」8 在八十及九十年代，也各有一

本重要專書（英語學界）探討但丁（或更精確地說──《神曲》）的政治思

想，分別是一九八四年 Joan Ferrante,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the Divine 

Comedy9  及一九九六年 John A. Scott的 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10。在

                                               
repose in the peace of so powerful a protection, and everywhere, as nature demands, 
might live as citizens of an ordered world.” 

3 此處僅指英語學界，至於以義大利文或其它文字發表的，可能稍多，此從相關英
語文獻（詳下）中之引用書目可看出。 

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5  Ibid., p.1. 
6  Ibid., p.2 
7 原文為“The views which are laid down in the Monarchia are not the only nor the 

final word which Dante pronounced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s.” Ibid., p.2. 
8  Ibid., p.4. 
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但丁研究的資深學者 Thomas Bergin很早就
指出「但丁在《神曲》中表現的哲學興趣主要是在政治、社會哲學方面」

（Perspectives on the Divine Comed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p.77），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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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同意他們立場的前提下，本文的主旨與他們稍有不同：在他們所建立

的文本分析基礎上，經由考察《神曲》所誕生的歷史與思想脈絡11，以及其

所可能指涉的政治意涵，而嘗試把從這種立場觀察到的但丁，放入一個大

的解釋架構中，希望能回答一個問題──詩人但丁與公民但丁如何關連？盼

透過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能啟發一個俯瞰但丁思想全貌的新視點。 

壹、弗羅倫斯（Firenze）與《神曲》 

但丁身為弗羅倫斯人，但卻對故鄉充滿了愛恨交織的心情，以致他後

來曾言：「我雖生為弗羅倫斯人，但卻不具其氣味」12。面臨對故土、祖國

認同上的矛盾，無疑是一個人所能經歷的最痛苦處境之一。當時整個的歷

史環境，實設定了這個悲劇的主要格局：神聖羅馬帝國的分崩離析、義大

利半島上拉丁民族自身的扞格紛亂，以及弗羅倫斯內部家族黨派間永無止

境的傾軋鬥爭，註定了這是個混亂的時代；而這三者間錯綜複雜的因果關

連，更可能竟是導致但丁悲憤一生（流離失所、感時憂民）的最後原因。 

十四世紀初的義大利，北部有若干獨立的城市，中部是附庸於教廷的

一些小邦，而南部則有王國（西西里與拿坡里）。當神聖羅馬帝國在義大

利半島上的統制力量名存實亡後，政治、社會及道德秩序一併瓦解。從但

丁內心最深處的嚴肅期待來看，他所面對的世界是破碎、混亂而靡爛的。

破碎，因為帝國已杳然；混亂，因為各邦國城市交相侵侮；靡爛，因為人

心在追逐財富、權力等欲望中沈淪。但丁欲圖經世，加入黨派而投入故鄉

弗羅倫斯的政治，他無疑想要振興家園；但在參政六年後，卻在無情的黨

派傾軋中被迫放逐──如再踏入弗羅倫斯則將被處死──垂二十年，終告死

                                               
並未對此問題深究。 

11 其實 Benedetto Croce 是最先肯定以此方向探究《神曲》的人。他認為研究《神
曲》之人多從文義精微處發揮，但是「直到十六世紀時 Vincenzo Borghini提出了
真正有益的方向，那就是在方法上考證同時代思想與知識之真實文獻，並研究當

時之語言及習俗。」見 Croce, The Poetry of Dante (Mamaroneck, New York: Paul P. 
Appel Publisher, 1971), p.5.本文未能在原始史料證據上著墨，而只是對當時的思
想脈絡與但丁的某些意圖作分析。 

12  “... Florentine in birth but not in manners,” in Dante, Letter to Can Gr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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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異鄉13。他四處流浪於義大利，親見各地實況而極悲憤哀泯：各邦國交相

併吞爭伐，甚或引外人勢力來剷除國內異己，血腥動盪，民不聊生；而俗

世的統治者與教皇間的權力鬥爭，即所謂的政教衝突，也在十三世紀時達

於高峰，雙方互相掣肘，彼此攻誣，使百姓無所適從，亦幾使人信心盡失。

而這一切（包括他個人與所有生民的苦難），都是神聖羅馬王朝做為一個

帝國、教廷作為普世教會的領導者、義大利做為一個民族與弗羅倫斯做為

一個共和邦國的「脫軌失序」有關，且彼此的混亂常是互為因果。 

但丁十八歲時即以「方言」（Provencal）之愛情詩聞名弗羅倫斯，九

年後更以《新生》（Vita Nuova）見證了他對故鄉少女 Beatrice的愛慕，亦

因而成為愛情詩之卓然大家。但一年後但丁二十八歲時，他忽然開始研讀

哲學，並改寫具社會關懷、富人道暨倫理精神的詩作14。這無疑是他生平中

最具關鍵性的轉變，不但使他隨後加入政治，也影響了他的寫作風格──使

得我們今日有《論王權》與《神曲》。但是什麼原因使得他由一個曾是許

多「甜美的愛之詠」（sweet rhymes of love）的作者搖身一變而成為撰寫「嚴

肅深刻之論文」（harsh and subtle verses）的人，而最後竟被目為義大利文

學史上「正義之歌者」（cantor rectitudinis, singer of righteousness）？一個

當代的但丁研究者指出，但丁很可能是受了「文以載道」觀念的啟發：

Brunetto Latini，這個素為但丁所景仰、而在文藝復興初萌芽於義大利時就

醉心於 civic humanism的弗羅倫斯前輩，用古羅馬西賽羅（Cicero）的例子

啟發了但丁「人如何求得永恆」（come l’uom s’etterna, how man makes 

himself eternal）──那就是貢獻一己於社群，以事功享榮耀；而對文人而

言，即意味用文學來淑世15。所以在這個「亂世」中，但丁就展開了將自己

的生命與文學、政治結合的悲壯旅程。 

                                              
13  弗羅倫斯的黨派有 Guelfs（親教皇）及 Ghibellines（親帝國），而前者又分為白
派及黑派。但丁加入了 White Guelfs。有關但丁的從政生涯，可參考 John Scott, 

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 chapter 1. 
14 見由 Prue Shaw所編之但丁年譜。Prue Shaw, ed., Monarc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xxxix-xlii. 
15  John A. Scott, 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 

pp.7-11. Scott一方面認為但丁閱讀亞里士多德之著作及 Giano Della Bella在弗羅
倫斯的改革影響了但丁（p.7），而另一方面也說這是 Latini的 civic humanism的
影響（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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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但丁與基督教傳統 

但丁的《神曲》雖是以基督教的宇宙觀為根本架構而成，很多人亦認

為《神曲》旨在表達但丁對罪、救贖與來世的探索，但是更深一層來說，

《神曲》也隱含了對基督教會的全盤檢討與教義的重新詮釋。但丁寫作於

政教衝突達於高峰的歷史背景中，他對這個問題的投入是明顯的。在一三

一四年，他開始撰著《論王權》（Monarchy）一書16。《論王權》是以拉

丁散文（Latin prose）寫成，在此但丁很可能想嚴肅地介入政教衝突的論爭

當中，故他以正式的語言及體裁希望能影響社會高階層及知識圈。當然，

此書的主旨在闡明教權與政權的界線；它雖然是強有力地申明了政權的本

質及界線，但事實上卻是巧妙地運用對基督教教義的重新理解而逐步說理

與証成。基督教的初期對於俗世政治權力有很明確的態度：「任何政治權

柄皆為神所認可」（The powers that be are ordained of God），因此有其獨

立、自主甚至正當性17。但到了奧古斯丁時卻有了理論上的戲劇性轉折。他

建立了古典基督教政治神學18，但是卻同時也「混淆」了君權（imperium）

與教權，（sacerdotium）原本清楚的「本質」分野──雖然不是權力「界

線」的分際。 

自從基督教變成羅馬的官方宗教並受其保護以後，信徒的暴增導致教

會迅速地組織化。由是而來的教會勢力增長遲早會引爆教皇與帝國或俗世

權力之間的緊張關係──雙方管轄範圍間的「灰色地帶」之歸屬畢竟難以解

決。這種導因於模糊屬性的衝突久之竟然引發了雙方「意氣之爭」，例如

數世紀以後的「俗人授職爭議」（investiture controversy）。原本至為清楚

的神職人員任命問題，由於它乃是「意氣之爭」，故使得雙方的辯論離開

                                              
16 此書成書年代夙有爭議，在此乃根據 Prue Shaw之推定，但他亦承認此書寫作也
可能稍晚。見 Shaw 但丁年譜，op. cit., xli. 

17 這是耶穌（「讓凱撒的歸凱撒」）、St. Paul（〈羅馬書〉）及 Galesius（雙劍論，
詳後）都明示的。 

18 參見陳思賢，「選擇信仰的空間：奧古斯丁異端導正論與洛克寬容論」，政治科
學論叢，第八期，民國八十六年六月，頁一四七至一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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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本存在數世紀之久的共識基礎──政教區分的「雙劍論」19。平心而論，

君權及教權之管轄細目本就不易完全釐清，其重疊模糊處必然存在；但歷

來在「雙劍論」下，二者之「本質」是可明顯區分、無庸置疑的。但是「俗

人授職」引發的陸續辯論，開始模糊了這種區分；既如是，這場爭議也就

更陷入了「意氣之爭」的惡性循環中。這種態度在解決爭議上並無助益，

但弔詭的是：辯論的雙方均重新對治權與教權的「本質」作了檢討，因而

教皇 Gregory VII與神聖羅馬帝國君主 Henry IV間的衝突，竟意外地引發

了中世紀最精彩的政治理論之一端。為教權辯護的一方宣稱政權實則從屬

於教權。較表面的理由是：因為在君王的加冕儀式中必須由教皇在上帝之

前見證，且親手為其佩冕，故君權「來自」教權20。而較理論性的理由是：

教皇（身為「首席大祭師」Pontifax Maximus）受上帝直接冊封並是其現世

的代理人，故其權力直接來自上帝；而君王制之出現乃是墮落之人性所必

需21，故其源流並非是高貴的。擁護教皇的人提出的「教會至上」理論乍看

之下令人耳目一新，然實則是奧古斯丁立場的延伸而已。至少在「異端改

宗」一事上，奧古斯丁早就改變了初期教會的傳統，而主張以教領政的「政

教合一」：只不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種「政教合一」並不落實在「教

皇干政」的制度層面上，而是以教義與虔信者作為政治的標竿，而國家以

武力來護教。但這是第五世紀；一旦教會勢力大大擴張：在經濟上擁有大

量土地、在法律上以 canon law作為揮舞「雙劍」中「另一把劍」的方式、

而在儀軌中又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選舉結果的認證者及加冕主持者時，先

前奧古斯丁式「政教合一」立場（即是修正式「雙劍論」立場）便自然以

教皇是帝國的「太上皇」論調呈現22。教會的這種立場無疑是對久遠以來政

                                              
19 教宗 Galesius於四九四年提出（Letter to Emperor Anastasius），認為「神聖權力」
（auctoritas）與「俗世權力」（potestas）為上帝賜與教會及國王的兩把劍分別
代其牧民。見 Brian Tierney,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4), pp.13-15. 
20 這即是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在一二○二的詔書 Venerabilem fratrum中
所謂的「帝國移轉」(translatio imperii, translation of empire)：帝國此一政治形式
從希臘人而羅馬人而法蘭克人而日耳曼人，教宗在儀式的層面上見證了此傳承。

參見 John Scott, 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 p.22. 
21 參見《舊約》〈撒母耳記〉、《新約》〈羅馬書〉等。 
22 事實上教皇無須親自掌握權力，他只要宣稱握有君主施政的評鑑權與核可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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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傳統的顛覆：從希臘城邦、羅馬共和、帝國以至於日爾曼人的神聖羅馬

帝國，最高權力的行使與政治運作的過程中縱使有「制衡」，卻無「對立」

或「監控」之事。這無疑違反政治運作之主權唯一法則23。而在十三、十四

世紀但丁目睹的政教衝突中，由這種矛盾所引發的混亂卻真實、反覆地出

現24。 

但丁企圖解決此問題；他的《論王權》便是公然介入於此爭議的明證25。

他自言著此書的目的有三：說明君權為現世幸福所不可或缺；說明羅馬帝

國之興起是得天應人的；最後，論證君權乃直接來自於上帝，而不必假他

人之手26。在此中，他曾逐條批駁了對手對《舊約》與《新約》聖經的引用，

可見他認為從教義當中，是得不到「以教干政」或「教高政卑」的從屬關

係的27。末了，但丁引述耶穌之言：「彼得，跟隨我」、「我的國度並不在

此世」，來說明教會的本質──耶穌（這第一位「宣教者」）本身對俗世政

治權力的態度，正好就是後世的彼得（即教皇）與「宣教者」的最佳楷模28。

例證昭然，何復外求？ 

基督教教義強調道德，欲人遠離罪惡。罪惡是靈魂墮落的表徵，行罪

惡者遠離了上帝，公義之人為神所喜愛，也是精神上與上帝同在的結果。

而在《神曲》中，但丁站在基督教傳統裡，卻巧妙地將倫理道德從（中世

紀一般而言強調）關乎靈魂救贖的面向，擴大而至注重其對社會與政治結

                                               
──教廷本身無「國家機器」中的人員與制度之配置，故只求能號令俗世權力即

可，實無須取代之。而對帝國君主來說，將教皇影響力逐出國家事物範圍，即已

是勝利。 
23 其實在政教衝突文獻中，John of Paris的《論君權與教權》(On Kingly and Papal 

Power, De Potestate Regia et Papali）對有關政府本質之理論頗富啟發，此書早就
闡明了此義。 

24 例如教宗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在一二四五年「罷黜」（解除諸侯對其效忠
之義務）Frederick II時，有所謂「新雙劍論」之聖經詮釋出現：在路加福音中（22, 
38）耶穌給予彼得兩把劍，這意味彼得及他的傳人有「完全權力」（plenitudo 
potestatis），兼掌俗世及精神事物之最高權威。見 John Scott, 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 p.23. 
25 此書也在一五五四年被教廷查禁，見 Shaw, op. cit., xlii. 
26 Monarchy, Book III，見 Shaw, op. cit., pp.93-94. 
27 他共討論《新約》三則與《舊約》三則，見 op. cit., pp. 69-91. 
28  Ibid.,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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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衝擊。對但丁而言，罪惡不只使人遠離天堂，更有其在神學關懷下常

被忽略的嚴重社會影響；例如「欺騙」（fraud），它是非常惡性的行為，

同時也是「人類才特有的一種罪惡」（Inferno, XI, 25）29；它破壞了人與

人之間的互信，而互信是一切社會關係、行動或制度之本，所以但丁認為

「欺騙」腐蝕了社會的根本，其影響至鉅。所以，但丁將「德」（virtue）

與「罪」（sin）置於人與群體的關係中來看，而不只是強調其對人與神關

係的影響。正如同 Ferrante 所言：「《神曲》中所呈現的每一種罪或德，

其實都有它社會的、也因此是政治的意涵」，因為，每一個人的作為或不

作為，都會在社會上影響到他人，「尤其是那些《神曲》中常出現的重要

俗世及教會領導人，他們的言行之衝擊是及於整個城市或民族的。」30  

所以，在此但丁乃是企圖恢復（對他來說的）原始基督教之立場。顯

然但丁認為，基督教的教義、立場並沒有變，變的只是人： 

羅馬，那個人類的美好居所 

曾經有兩個太陽，照耀著兩條路 

現世之路與上帝之路 

但現在其中一個侵吞了另一個 

牧杖加上了寶劍 

但若二者相合，卻註定失其效 

因為從此它們互不畏懼了31。 

但丁認為，是近代的教宗，淪喪於權力欲望中，以致背離原始教會的傳統，

也導致了「政權」及「教權」雙雙不振。然而，除了訴諸歷史外，他也引

用若干「理論」以為助。這就是由拉丁傳統所保留下來的古典政治理論中

的某些觀念了。 

參、但丁與古典傳統 
                                              
29 原文為“But since fraud is a vice of man’s alone.”見 The Divine Comedy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by Lawrence Binyon, in Paulo Milano ed., The Portable Dante (Penguin 
Books, 1977), p.58.（在本文中，《神曲》基本上均採 Binyon之譯本）。 

30  Ferrante, op. cit., p.39. 
31  Purgatory, XVI, 106-112, in Binyon, op. cit., p.270. 



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二期／民國 89年 6月 9

但丁是好古敏求之人，奮勉博學著於世32。吾人可在其著作中嗅出 St. 

Thomas的氣味33：將古典和基督教文化兼容並蓄，未聞其扞格34。在他的散

文及詩作中出現的古典名人，幾乎網羅所有經典人物，包括：Homer, Plato, 

Aristotle, Virgil, Horace, Ovid, Lucan, Statius, Juvenal, Cicero, Livy, Orosius, 
Boethius, Seneca, St. Augustine等35。如將這一長串名字加上《聖經》與 St 

Thomas，則不啻為在他之前的整個西洋思想史了，可見但丁之博學。而其

中最具關鍵性的人物，殆為 St. Thomas，因為他可說是將古典政治社會思

想復甦於中世紀之人。 

一二五九年 Moerbeck 將亞里士多德的 Politics 從阿拉伯文翻成拉丁

文，從此開啟了古典政治思想的復興於基督教世界──在此之前，希臘羅馬

的「異教」（pagan）政治思想已被壓制了近千年36。此事是中世紀政治思

想史上極為關鍵的一個轉捩點，因為如有任何人欲主張國家可被視為是一

個「道德體」（moral entity）以及它本就是人類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份，

則自此有了理論上堅強的支撐37。St. Thomas立即對這種社會哲學的復古運

動有了回應38。其實他對古典政治思想的態度著實令人稱奇：他能同時接受

「人依其天性是政治的動物」（homo politicus）與聖保羅─奧古斯丁式的

「原罪與沈淪」（Sin and human depravity）人性論。他據以調和的理由是：

                                              
32 有但丁學者指出，他可稱為是中世紀時博學者之代表，「即使他不以詩聞名天下，
亦當因其博學名揚四海。」見 Edward Moore, Studies in Dante: Scripture and 

Classical Authors in Dant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p.3. 
33 一些研究者都指出 St. Thomas對但丁的重要影響，如 Croce, op. cit., p5, Ferrante, 

op. cit., p.10.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把他們兩人看成一方面成為了中世紀思想的
典型代表人物，而另一方面這兩個人同時都有「折衷」（eclecticism）的傾向─
─這種傾向不啻為中世紀這個獨特的時代裡若干思想家所共有的特色。 

34 他甚至還應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理論來解疑基督教義中的爭辯，如 Monarchy, 

Book III, iv. 
35  Moore, op. cit. 本書乃專門研究但丁引述古典之處。      
36  從總的來說，是「古典」及「基督教」兩大文明典範興代的結果；從局部來看，
是奧古斯丁政治神學必然的影響。 

37  這是 Gaines Post的描述（Studies in Medieval Leg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轉引自 Ferrante, op. cit., p.9. 

38  他曾分別寫下Commentary on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及Commentary on the Ethics 
of Aristotle，顯然意圖把基督教社會哲學正式注入古典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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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有「屬靈」（divine, spiritual）與「屬世」（humane, temporal）兩部份，

前者攸關精神的救贖或永生，後者涉及肉體之給養或現世存有。這兩部份

率皆由上帝以律法所規範，而這些律法就是人應有之 nature；精神的 nature

能完善則為聖潔與虔敬，而肉體的 nature之滿足即是安居樂業、利用厚生。

所以，St. Thomas 在人的生活中同時觀照到了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各有

其規律，但同樣不可偏廢。這就是他獨特的 duplex odo（double ordering）

理論。這當然與前此主宰教會達千年的奧古斯丁「一元的」、「階層的」

或「從屬的」靈/肉關係及現世/來世關係大異其趣：「人本的」（humane）

質素再度獲得肯定，被賦予了正當性；它不一定要（像在古典時期般）必

然與「屬靈的」相斥，它是整個上帝造人的一部份──它是我們必須合理接

受和面對的 given nature。於是在 St. Thomas的系統中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

就可以登場了：人類欲求之滿足有賴於群體生活；群體生活中最終之需要

乃是政治生活；人有能力經營良好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是完整人性的一

部份；國家是應乎人類需要自然而生的；國家（或政府）是謀致現世幸福

所必須者。這似乎又回到了基督教出現前的主流社會思想了。 

但是既崇揚教會同時也擁護俗世政治的基本性與重要性，並非完全始

自 St. Thomas。在教皇 Boniface VIII與法蘭西王 Philip the Fair的衝突中，

Giles of Rome曾──令人好奇地──先後為雙方立場都著書辯護39。一二八

五年，他發表《論王政》（De Regimine Principum），大力宣揚國家與其

統治者對於現世生活的重要。 我們無法確知 Giles of Rome與亞里士多德

政治思想的直接關係，但是他卻的確使用了亞里士多德式前提：人之自然

天性必為社會性、政治性動物（homo quia homo est naturaliter animal 

sociale, civile et politicum; man as man is naturally a social, civil and political 
animal）40。既然無所逃於社會生活，就自然會有家庭、村落、城市及國家

等不同層級的社會組織，及其中應有的規範與道德；國君是人也是上帝的

使者，他應以公眾福祉為念，致力於掃除人民安居樂業和平生活的障礙，

以裨於人民實踐道德，且就此而言，國君實負有行政及教化雙重責任；城

市因具政治機能，故比家庭及村落完整，而稱之為 chief community

                                              
39 就是《論教權》（De Ecclesiastica Potestate）與《論王政》（De Regimine Principum）。 
40 轉引自 Ferrante, op. cit.,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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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issima communitas），然而國家的位階更高，因為它包含城市且

更能提供具足整全的生活41。這幾乎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翻版，只不過時

間相隔千餘年。對一個生存於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中的作者而言，要能接受

這種政治理論，他勢必已然相信人類與生俱來的某些天性並無須逃避或加

以貶抑；人就是人，對於人性順其自然地經營也應就是天意的一部份：「依

欲望而行是禽獸的生活，終日沈思瞑想是天使的生活，而經營政治生活乃

是人的生活。」42 

但丁也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嗎？對十三世紀中古社會的 Giles of Rome, 

Ptolemy of Lucca及 St. Thomas來說，被復甦的古典政治思想啟發了對現世

存有的更多肯定，使得「人本的」在緊密的（奧古斯丁式）教義傳統中逐

漸取得空間。但丁是否如同他們一樣，崇尚「公民德行」（civic virtue）、

心儀政治生活的光彩而成為亞里士多德或羅馬共和思想的若干中世紀傳人

之一？已有但丁研究者指出，其實在但丁年輕時，他所最敬仰的弗羅倫斯

家鄉前輩 Brunetto Latini就已經為 civic humanism的復甦於義大利，打下了

基礎。以下是一段但丁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觀察： 

由於西賽羅挺身捍衛羅馬，對抗不忠的貴族 Catiline，使得

Brunetto Latini 在他的著作中大大讚揚這位羅馬公民與政

治家，這在當時的義大利是罕見的。Latini藉由此事為弗羅

倫斯的 civic humanism播下了種子，同時也為但丁及其同

胞們指出了所謂高貴偉大並非出於傳統觀念一向認為的血

緣或財富，而是在於個人的成就以及對群體所能產生的貢

獻。Brunetto 強調文辭言說〔rhetoric〕對政治的重要性，

而這正是整個 civic humanism運動所立基的信念。他一再

提醒派系紛爭是國家覆滅之主因，也因此的確預示了但丁

在《神曲》中 Inferno X所影射的教訓，同時也肯定了帝國

的普世性格43。 

所以不難理解但丁如何可以在一個中世紀帝國的歷史環境與氛圍中，重拾

                                              
41 Ibid., pp.14-15. 
42  Ibid., p.14. 
43  John A. Scott, op. cit., p.10. 



《神曲》與經世：詩人但丁與公民但丁 陳思賢 12

起人本的古典政治理想──civic humanism，以之為標竿。而歷來都以為但

丁撰寫《論王權》是對抗教皇、擁護君權而頌揚帝國的44。但丁意圖「振興

帝國」（restauratio imperii Romani, restoration of empire），以先前的羅馬

帝國作為如今日爾曼人帝國的模範，一統義大利，一統天下；但無論如何，

帝國與共和政治相去甚遠，如何可以關連？故一般並不重視共和思想在但

丁研究中的地位，只有少數的學者例外45。 

Hollander & Rossi認為，但丁的理想政治中是離不開「公民德行」的，

帝國與和平秩序云云，最終都是為了人的良善生活而存在。一般的看法是

但丁在《神曲》中由於對人世的悲觀因而將希望轉向上帝──人死後的永生

帝國。但是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the Divine Comedy的出現首度企圖扭轉

這種想法：Ferrante認為但丁的目光乃是在現世，他的「帝國」不在天上，

而在人間──也就是 earthly paradise46。任何現世帝國當然以古羅馬為榜

樣：古羅馬一統天下，建立和平與秩序47；但古羅馬帝國已不在，故現在所

當務乃是「振興帝國」──使今日之神聖羅馬帝國能恢復古羅馬的光耀於歐

洲大陸之上48。凱撒可被視為是羅馬的第一個「皇帝」，但在他終結了「共

                                              
44 《神曲》亦如是，這是本篇所要探討的。 
45  晚近針對此問題大聲疾呼的是 Robert Hollander & Albert L. Rossi, “Dante’s 

Republican Treasury,” Dante Studies, CIV (1986): 59-82.根據他們的研究，一九七
四年才有第一篇真正算是以此為主題的討論：C.T. Davis, “Ptolemy of Lucca and 

the Roman Republic,”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XIII 
(1974): 30-50.（本文後收錄於  C.T. Davis, Dante’s Italy and Other Essay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4)。 

46 Ferrante, op. cit., esp. pp.267-270，轉引自 Hollander & Rossi, op. cit., 77n. 
47 這就是後人津津樂道的 Pax Romana (Roman peace). 許多常被侵侮的小民族不但
不懷恨帝國之兼併，還為此感念羅馬人，因為戰爭從此消弭；在帝國的某些偏遠

地方，甚至將羅馬皇帝奉祀為神祇。在《神曲》中羅馬的象徵是鷹，鷹揚四海「意

味了羅馬人受尊崇於全世界」（Paradiso, canto XIX, 101-102）。羅馬被認為是文
明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之都」（caput mundi,capital of the world）；羅馬皇帝
是「各城市及寰宇之主宰」（urbis et orbis dominus, lord of the city and the world）
（以上參見 Ferrante, op. cit., ch.1, esp.pp.50-52.）。 

48  Hollander & Rossi提出：有許多人認為在一三一三年神聖羅馬皇帝 Henry VII去
世後但丁就不再存此念頭，但是《論王權》成書在此之後，且《神曲》中〈天國〉

的 XVII及 XXX都提及以帝國化解政治紛爭，故但丁憧憬帝國之心應未嘗稍減。
見 Hollander＆Rossi, op. cit., pp.59-60. Ferrante也同意此點，見 op. cit., p.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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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時也終結了可貴的「公民德行」──也就是「共和美德」（republican 

virtues）。而但丁認為「振興帝國」後，一個理想的皇帝亦將使「共和美德」

隨之而恢復。理由安在？ 對但丁來說，帝國並不必與共和政治相斥；當普

世帝國帶來了歐洲永遠的和平時（不再有國與國之間的征伐），也就是帝

國內的各個城市或邦國中可以好好發展共和政治與弘揚公民德行之時。換

句話說，「凱撒」並非無法與上帝共存：「凱撒」建立世間秩序與永久和

平時，就是上帝在現世社會生活中被彰顯──也就是公民德行──的契機

49。當然，對但丁而言，「帝國」與其說是「一人擁有天下」之治，不如說

是一種獨特的「國際關係」架構，在「大一統」的基礎上消弭了區域紛爭

的可能性而致「諧和萬邦」（concordia）50。另外，在普世帝國統一的法律

架構下，「天理」（divine justice）得以藉之散布而具現於每個人身上51。

但丁認為，一個普世君主以「書同文、車同軌」的一統法律及制度來諧和

萬民，是帝國制度的神聖使命： 

我們的靈魂是由造物所賜與，它原如白板般純潔無辜，但

天性卻必受慾望吸引；因此在得失之際，會如同頑童嬉戲

般，時而歡笑時而涕泣。倘無外力加以約制，靈魂輒深陷

欲求中不自拔。因此法律乃為人類文明奔馳之韁繩，而統

治者猶城池之堡壘52。 

上天在設計人類靈魂時就已將其集體之活動必約制於一普遍法律之下，而

普世帝國正為此「韁繩」之唯一確保。而基督教之歷史角色何在？羅馬的

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自異教改宗皈依之後，就矢志實現其冥

冥中之天命──編纂羅馬法大典，而人類也有了謀致現世幸福的工具53。其

                                              
49  Hollander＆Rossi, op. cit., p.60. 
50  據 D’Entreves 的看法，St. Augustine 的 Concordia 在中世紀時期涵義為 unity of 

peace，並非意味各個「國家」疆界的解消（如同馬克思主義或世界主義、無政
府主義般）。請參閱 D’Entreves, op. cit., pp.30-32。其實這種想法從中世紀以來就
未嘗中斷，今日的區域組織、國際組織如歐體和聯合國，不也正是這種原理的某

種應用？ 
51  這是〈天堂〉中木星上的靈魂及老鷹所象徵示現的，見 Ferrante, op. cit., p.287. 
52  Purgatory XVI, 85-96. 
53  John Scott, 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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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但丁之前 St. Thomas的基督教帝國、之後 Thomas More的理想國，

也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都是今日歐洲整合主義的前驅。 

羅馬共和的珍貴特質就是「自由」（libertas），而帝國的優點是「和

平」（pax）。有了「自由」就可在內部免於受專制統治，對外則免於受他

國侵犯54。具「自由」的共和奠定了日後擴展成帝國的基礎，但是在成就帝

國之後，共和時代的德行卻消逝了：但丁透過對 Lucan的 Pharsalia之評論，

點出了他對「振興帝國」的期待。當羅馬有了「帝國」及「和平」後，財

富與享樂自然隨之而來。於是 Lucan把帝國的傾頹歸因於： 

隨著帝國建立，命運將財富賜與羅馬，但是代價是它原有

的「公民德行」至此將被「奢靡」所取代；居室變得華美；

男人甚至穿著婦女服飾；被征服國家的邪行惡習均被輸

入；版圖大大擴張，以原本由羅馬人耕作之世襲故園現竟

由外人照管55。 

但丁熟讀古典，在其著作中常以之譬喻，此斑斑可考，56 羅馬共和時期的

英雄人物與亮節之士，在但丁的理想政治中，居於何種角色呢？他們是「捍

衛羅馬」「護衛自由」的人，例如 Cato（the Younger）、Scipio（Africanus 

Major）。Cato反對凱撒之專制稱帝，「寧為死於戰場之自由人，亦不願在

專制下苟活」57，因而自盡；Scipio是著名的羅馬將軍，不但擊敗腓尼基大

將 Hanibal的來襲，也在第二次 Punic War中保全了羅馬。保全羅馬，歷史

意義重大，因為這就是使得「人世一切光耀福祉」得以保全；從此，他的

名聲來自於被視為是共和的捍衛者，而也在但丁著作中多次被提及，僅在

《神曲》中就有四次。58 另外，但丁好以 Cato與凱撒做對比，來指涉公德

與私用之形象59；凱撒因一己之欲而行，罔顧公益且窮兵黷武，而 Cato 卻

                                              
54 Hollander＆Rossi, op. cit., n.29. 
55  Ibid., p.70. 
56  Hollander＆Rossi, op. cit., p.75. 
57 原出於 Lucan之 Pharsalia，此處轉引自 John Scott, 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 

pp.74-5. 
58  Hollander & Rossi, op. cit., p.64. 關於此點，Dante’s Political Purgatory有較詳盡
的討論，見 John Scott, op. cit., pp.78-84. 

59  Hollander & Rossi, op.cit., p.64, 7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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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行崇高的愛國者，不但 Cicero與 Seneca視他為「集所有道德於一身之

典範」60，但丁甚至以其為《神曲》中 purgatory 的守護者（guardian）61。

所以但丁心中的理想之治是崇奉德行、公忠體國的政治：公民德行昂揚，

而社會風氣高潔，雖身在俗世卻近於美善之國度62。這樣的政治當然是羅

馬，尤其是共和羅馬；因之羅馬人得以秉受天命（如以色列人一般），而

建立帝國。羅馬一統天下，是天與人歸，符合神意：上天要羅馬──藉著其

帝國統治及羅馬法──將正義散布於世63。所以在《論王權》之末尾，但丁

將帝國比喻為 earthly paradise，一個可存在於此世的天堂64。 

弗羅倫斯在當時的義大利是商業及貿易的中心，財富集中於此，但人

心的奢靡腐化亦趨極致；此外，但丁又痛恨其內政治傾軋與無止盡的鬥爭，

所以數度在《神曲》中他將弗羅倫斯比為「地獄」（Inferno），以喻其中

的道德淪喪。在「天堂」的頂端，朝聖者說他從人間來到天國，從有限的

時光中來到永恆，而亦從弗羅倫斯來此能與公義及理智之人同在（Paradiso, 

XXXI, 37-39）。但丁也稱弗羅倫斯是「魔鬼的植物」，將其種子──florin

【弗羅倫斯金幣】──四處飄散，所觸及者皆腐化，把牧人（教會）變成狼

（貪婪者），以致使羊群迷失（Paradiso, IX, 127ff）。同時，在地獄的大

門上，銘刻著此城的名字為「不幸之城」（citte dolente）。在「地獄」中，

有一層是專門處置犯聖經七罪中「饕食罪」（gluttony）者，而但丁將弗羅

倫斯比為犯此罪之人，深陷「錢」與「權」之饗宴不能自拔（Inferno, VI, 49-54）
65。 

                                              
60 見 John Scott, op. cit., p.75. 
61  Cato身為 pagan（非基督徒），能享此殊榮，至為不易。在 Purgatory 的開場中，
「代表四達德的光芒照在他（Cato）的臉上，光耀了他」（Canto I, 37-39），這
顯示了但丁對他的至高禮敬。 

62  D’Entreves也明確地表達這種看法：「但丁之政治思想從頭至尾都受 St. Thomas，
或更準確地說，受亞里士多德的影響。」D’Entreves, op. cit., p.15. 

63 D’Entreves指出，羅馬詩人 Virgil對但丁的「帝國觀」有莫大的影響。但丁出身
於 Guelf，原本立場近於教會，因此認為羅馬政權的本質不過是「武力征服」；
但後來 Virgil使其認識到羅馬是秉「天命」（providential mission）來謀普世之秩
序，以裨基督在和平中降世。見 D’Entreves, op. cit., pp.29-30. 

64  Monarchy, p.92. 
65 原文為 your city, so full of envy that it already overflows its sack 

         Contained me in the sunny life ye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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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但丁來說，弗羅倫斯是如此敗德之地，也就正好成為他建構對比的

好題材。他處處將羅馬與弗羅倫斯對比成俗世生活的兩種極端樣式，羅馬

近乎人世歷史中之極，因此在「《神曲》的從頭至尾，但丁一直強調羅馬

的承受天命，也選擇羅馬詩人 Virgil 作他的嚮導，又在〈煉獄〉中以羅馬

人及以色列人分別代表具德行及行邪惡的選民，且以象徵羅馬的老鷹代表

金星（Jupiter）上的天啟正義〔divine justice〕」，最後，甚至「在〈煉獄〉

（Purgatory XXXII, 101-102）中把耶穌視為是羅馬公民。」66 他將意大利

比為「煉獄」（Purgatorio），而將「羅馬」比為「天堂」（Paradiso）。

換句話說，城市、王國與帝國正好類比於「地獄」、「煉獄」與「天堂」，

「腐敗社會」、「過渡社會」與「理想社會」。以政教關係而言，這三個

層級象徵了教會與國家分離的程度；以俗世政治組織而論，它代表了偏狹

的黨派清軋到普世一同。這種差序不但顯示出但丁對古典政治的嚮往，同

時也明白意涵了他對政治規模層級的好惡67。 

肆、價值與行動、質料與形式 

一般認為但丁的《神曲》及《論王權》係闡述羅馬之興是順天應人，

                                               
         You citizens called me Ciacco: I did ill. 
         For the fell sin of gluttony I atone 
         Thou seest how in the rain I suffer still. 
 Ciacco是極饕食之弗羅倫斯人，其名亦出現於 Boccacio之 Decameron, IX, 8.在此

49-50係採用 Ferrante之譯文，其餘見 The Portable Dante, p.33, 33n。對於 Florence
與 gluttony的關連，請參見 Ferrante, op. cit., pp.67-68. 

66  Ibid., p.45.原文為：“ Here for short time a forester, with me 

  Shalt thou an ever lasting citizen 
  Of that Rome, whereof Christ is Roman, be. 
 Ferrante 將此視為”making Christ a “citizen” of the heavenly Rome”。Lawrence 

Binyon對此有不同看法，認為在此 Rome是指 City of God (The Portable Dante, 
p.358n.)，但即使如此，也不影響我們認定但丁是如何地將羅馬「崇高化」。 

67 Ferrante的書就完全是以此三層差序為架構寫成，所以她可稱為是闡釋《神曲》
政治意涵最徹底的、也最有貢獻之人。以此而曾任美國但丁學會會長，可謂當之

無愧，因為將《神曲》之政治意涵解析出而導致對但丁寫作企圖的重新瞭解，應

是幾百年來但丁研究中最重要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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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進一步推敲，他們也解答了更深入的問題。例如但丁悲嘆弗羅倫斯

也走上了當年羅馬的後塵，傾頹的徵兆如出一轍68；但他並不自囿於弗羅倫

斯民族主義的情結69，而是寄希望於「振興帝國」。為何當「帝國」恢復之

時，「公民德行」就得以復甦？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其實在但丁思想中可

覓得線索。 

但丁看到了羅馬帝國的好處─Pax Romana（Roman peace），但痛心這

「普世和平」要付出的代價是腐化、奢靡與德行的淪喪。 羅馬人秉有天命

建立「帝國」，故「帝國」是歷史的「命定」與「趨勢」；而從另一方面

來說，既為「命定」與「趨勢」，它也就應是──在天啟之下──人類所宜

有的政治體制。但為何羅馬人從共和邁向帝國之後就逐漸「沈淪」？從（奧

古斯丁）神學的理由來說，這是因為羅馬並非「上帝之城」，傾頹衰敗在

所難免。從但丁的弗羅倫斯後輩馬其維利《論述集》（Discourses）的歷史

政治研究來看，這必然是因為它喪失了當初所以成就霸業的要件。而就但

丁觀之，應是有雙重的原因：背離上帝與統治瓦解。背離上帝，故人心墮

落、因而德行淪喪；一個德行淪喪的社會亦難以產生好公民，以致帝國基

業動搖。這就是為什麼但丁說當 Scipio 保住羅馬的安全時，也保住了世間

文明與福祉。70 這裡所包涵的政治思想是：政治體制是世間福祉的基礎，

甚至是精神潔淨的根基。而政治與宗教這兩個因素互為作用：安定的世間

秩序，搭築起追求性靈潔淨的舞臺──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的時候生存取代

悔罪成為生命重心；而在現世中每一顆誠摯與上帝連結的心，自然地會顯

現於社會生活的德行中。於是但丁正式介入了中世紀政治思想中最有爭

議、但亦最有趣的一個面向──政教關係。 

而但丁實是接續 St. Thomas傳下來的議題：如何把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應用於中世紀基督教普世帝國的歷史脈絡中？St. Thomas 其實並未明確解

決政教衝突問題：在脫離了奧古斯丁式人性論後，他一方面宣說政治生活

之重要性與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卻仍不免承認教皇的最高權威──尤其在政

教衝突中。所以雖然他的 double ordering 理論是奧古斯丁以來中世紀政治

                                              
68  Paradiso, XV, 100-102.轉引自 Hollander＆Rossi, op. cit., p.70. 
69 如前述，他反而極為痛恨當時弗羅倫斯內部之人與事，以致於嘗自言生是弗羅倫
斯人，卻不具其氣味，參見本文註 12。 

70  Paradiso, XXVII,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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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大突破，卻仍無法解決 Innocent III與法王 Philip的衝突。但丁則不

然，他明顯站在俗世君主這一邊。縱使他在政教衝突上的立場並不突兀─

─極力擁護君權的虔信基督徒不少，他絕非唯一或罕見──但他對政治的看

法是獨特的，這種看法很可能出自一個以「人本」立場所建立起來的政治

神學。 這種政治神學的奇妙處在於：身處基督教教義中，它竟能容納古典

政治思想的某些基本預設，因而完全不類奧古斯丁政治神學，卻又能究竟

了 St. Thomas模糊的政治神學。以亞里士多德式的「形式」（form）及「本

質」（內涵）（nature, matter）之對比來剖析它，我們較易看出它如何處理

政治與神學之關係。 

對但丁來說，毫無疑義地，俗世秩序與幸福之維持，端賴國家。“Think 

that on earth is now no governance; wherefore the human family runs astray.”

在 Paradiso XXVII近末尾的這個結論，卻是研究但丁立論的起點。換句話

說，人類救贖與悔罪的場景，須要在現世秩序中完成。而什麼是現世秩序

的最佳形式？普世帝國！所以，基督徒的「屬靈」生活，最理想的狀態是

要在「帝國」中完成。「帝國」成為淨化的一個必要過程、架構或是政治

形式，它本身不是救贖，但救贖卻需要在其形式下實現。所以在《神曲》

中，但丁安排帝國詩人 Virgil帶領他進入 earthly paradise，而純真聖潔的少

女 Beatrice 引領他進入 heavenly paradise，實具深意71。上帝對於這種人類

需面對的歷史過程也給予天啟：羅馬之興乃得自天命（《論王權》已證之），

而帝王之權柄乃直接來自上帝。然而宗教在此處的意義為何呢？人，存活

於帝國內；也就是「屬世的」（temporal）及「肉身的」（flesh）由政府安

排管理最適（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信念──人有能力經營政治生活）。但即

使「肉身」的絕對安全與幸福也並不是「救贖」，「救贖」首先需要「屬

靈」的皈依。皈依於誰？皈依於何？於是我們需要教會與教會所帶來的正

確的福音──教會是耶穌的新娘，而福音是上帝的話語。於是心靈的淨化在

教會的監督及教誨下進行，這是基督徒此生生命的最高層意義。故可以如

是說，人存在的「形式」──社會生活、屬世的、肉體的──是「救贖」必

須藉助的，而「救贖」是人存在的「本質」──屬靈的、精神的、價值的。

所以救贖的「本質」需依附於「形式」，「本質」不能替代「形式」，教

                                              
71  Ferrante, op. cit., pp.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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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能替代俗世政府。但同時，「形式」只是為「本質」服務，使「本質」

得以發展或呈現。「形式」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價值，只是行動或過程。 

如果用形式、本質來關照政教關係，則具現的本質會使形式更完美，

而好的形式會使本質得以順利呈現。帝國如果「振興」，則亦造就好的基

督徒，而好的基督徒將無疑是社會生活中的好公民，公民德行會是精神潔

淨者的自然表現。這樣「形式」與「本質」的交相作用，會使俗世更安定

而人心更潔淨。所以，如果教會干政，則整個機制被擾亂。在但丁的思想

中，「帝國」此一形式在歷史中有著極特殊的地位。凱撒竊據共和，因而

「帝國」誕生；奧古斯都一統天下，使得耶穌能在和平中來到世間（羅馬

帝國的統領下）；而 Tiberius 時「帝國」將耶穌釘上十字架，卻也成就了

「人子為人類贖罪」；後來「帝國」毀滅耶路撒冷、驅走以色列人，可竟

也算是替耶穌復仇；而「帝國」對教會及教徒的迫害，也更清楚地呈現了

耶穌所謂神的國度並不在此世。耶穌必須經過正當的政府的判決，才是真

正的、有正當性的處死；而耶穌若不被合法政府處死，則無法以血為人類

贖罪。所以，「帝國」竟然介入了救贖的場景，72 政治權威與教會的對立

卻辯證地使天啟歷史得以展開。上帝在允許耶穌被羅馬處死時，就等於正

式承認了帝國。 

故綜觀之，「帝國」在天啟歷史的全盤計畫中不可或缺，「帝國」是

神意的一部份：異教的羅馬在其皇帝的統治下竟然對上帝救贖人類做出事

功，而教會反倒是因為處處干政、內部腐化而成就了若干罪惡73。但無論如

何，「帝國」只是「形式」──是一種人類社會生活與歷史發展過程中必定

出現的「形式」，俗世歷史依據它而發展，文明因它而有和平秩序、免於

覆滅。但「形式」不能替代「本質」，「帝國」並不是「救贖」。因此必

須有福音及教會，幫助人類潔淨自身，走向普遍與永生。而在此，「形式」

與「本質」間的辯證關係是：沒有「帝國」作為俗世歷史存在的形式，則

人的精神「本質」──救贖──無從展開，但同時虔心潔淨的教徒乃是現世

良好公民綿綿不絕的來源。而這樣的辯證關係之維持有賴於「形式」與「本

                                              
72 其實，根據新約聖經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當初羅馬總督彼拉多並未發現耶穌違
反任何帝國法律，「我查不出這人有什麼罪來。」他是在眾人的亟求下才勉強同

意處刑。所以說，帝國的「介入」，是極偶然的。 
73  Ferrante, op. cit.,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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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各自獨力發揮其功能，無法相互替代的功能。 

所以當教皇企圖干涉政治或帝國事物時，這種辯證關係就被打破，反

而弄巧成拙。 

 因而，但丁的政治思想可謂是加了限制的亞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或是共

和政治思想──與 St. Thomas 相仿，但較精確。它給予人本精神與政治生

活自主性的肯定，但卻不似後者般樂觀，把人的最終幸福寄託於其上；雖

然人類社會性格的發揮只能使生存之「形式」完滿，但此種「形式」也不

應以任何理由加以阻礙。對於《神曲》中我們的弗羅倫斯詩人力陳政治與

宗教區分的意圖，Ferrante做了最為精闢的解析： 

〔但丁所陳的〕天堂中充滿了宗教人物，尤其是在太陽、

土星和一些固定星球之中，但他們不是修會中人就是耶穌

的門徒。除了彼得外，但丁只看到一個身為教宗的人，即

是 John XXI，但他在天堂裡面的角色卻是學者，而非教宗。

Gregory I由於他曾給了錯誤的教誨而被間接地提到名字，

可是在天堂內卻未見其本人。所以在但丁所描繪的天堂

中，我們看不見教宗以教宗之身分出現，是最特別處。但

丁所提到或描繪的宗教人物（如 Bernard, Benedict, Peter 

Damian, Francis, Dominic, Bonaventure, Thomas Aquinas）都

曾是一些大的團體的領導人或主事者，但是卻與國家無牽

連。他們從未企圖竄奪政治權力；事實上，當他們討論到

政教關係時，他們都採取溫和的立場，主張尊重國家的權

力而對教會欲干擾之者提出警告。在教會內，他們堅持改

革而反對世俗化及腐敗；他們也從不在教會內的階層組織

中尋求權力，甚至還會躲避它。他們清楚地知道自身職責

何在──就是仿效耶穌過一種儉樸的生活，並且以身示範

教誨他人奉行。而這正是但丁希望教會扮演的角色。至於

維護秩序及正義，就是俗世國家的責任了，而我們在天堂

中的水星、火星、木星、金星甚至太陽中，都可看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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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居其中74。 

這段話總結了在《神曲》中但丁意欲回復「雙劍論」原則的意圖──對於「教

儀權力」（potestas ordini）與「法治權力」（potestas jurisdictionis）的清

楚劃分。其實在《論王權》的最後他已作了不能再清楚的表達： 

浩瀚莫名之天恩賜與吾人生命兩種目標：一是追求現世幸福，它乃由

吾人自身所本具之能力而來，而以人間樂土（earthly paradise）為代表；另

一是永生之幸福，它需藉上帝之助（如無上帝之明燈指引，吾人自身能力

實無法企及），而此以永生天堂（heavenly paradise）為象徵。這兩種幸福

由不同方法所達成，因為它們之目的不同。前者乃係經由哲學，而倫理道

德就是具現它們之法；後者則經由那些深深超越人類理知的教義，而吾人

透過信望愛而實踐它們。上帝早已將這兩種生命目標及實現之法示現於吾

人：一方面是經由往昔哲學家們所表現的人類智慧，而另一方面則是藉由

先知、人子耶穌及聖徒們來啟示吾人神聖之真理。然而如果人類自甘受墮

落天性之驅策而似脫韁不馴之馬拒絕引領鞭策，則終不達目的。故應此兩

類目標，人類實需兩種引領：教宗帶領人依循真理尋求永生，而皇帝依哲

學之義理帶領人入於現世幸福75。 

但丁似乎更堅定、更明確地重述了 St. Thomas的志業：將亞里士多德

式崇揚政治與奧古斯丁式悔罪神學兼而用世，放在一個基督教普世帝國

（universitas Christiana）之人身上。只不過在如何有效調和教會和帝國、

宗教和政治上，他亦更為深入與精微，因為他加入了一個前所罕見的面向：

視前者為「價值」，後者是「行動」；前者為「倫理」，後者是「政治」；

前者為「本質」，後者是「形式」。「價值」、「倫理」與「本質」，歸

於教會；而「行動」與「形式」，乃是政治。「當嫉妒、傲慢及貪婪成為

世間苦難哀淒的主因時，解決之道在於承認並恢復適當之政治權威」76。國

家是救贖所需經的「行動、過程」、所需有的「形式」及所存在的「環境」；

當「本質」缺乏「形式」時，它是完全無由呈現的。因此，國家（帝國）

                                              
74  Ibid., pp.256-7. 
75  Monarchy, Book III, XVI, 7-10, in Shaw op. cit., p.92. 
76 這是 Thomas Bergin對《神曲》政治意涵的解析，見 Perspectives on the Divine 

Comedy,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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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無關於救贖，而是在救贖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辯證性角色。 

伍、淨化俗世之但丁式解決─詩人但丁與公民但丁 

在《神曲》的〈天堂〉中，金星上的靈魂 Charles Martel77向但丁問道：

「一個人在世上時如果不是公民，是否將更糟？」但丁回答：「是的，無

疑如此。」（VIII, 115-6）世人秉賦不同、天性各異，但卻毫無疑問地都共

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生、老、病、死在一起。此生之後的歸宿也許不同，

但在此刻都是人生逆旅上的共行者，或是（邁向永生的）朝聖之旅途中的

伙伴。在現世的存在中，只靠自身，無法存活；在必然是分工的人類群體

生活中，我們從其他的人身上得到衣、食、給養、友情、親情以至於愉悅

或是痛苦。是故人只能存在於社會中，而社會也必將由一群具備不同能力、

氣質相異的人組成。78 換句話說，在現世的共處中，我們對其他的人都有

依賴與虧欠，而這將轉化為對於現世的社群組織每個人都應負的責任──社

會與國家不但是我們之所從來，甚至（從分工之需要來看）亦可說是「存

在之理由」（raison detre, reason of being）。這在古今之社會理論中，已被

一再重複、闡述甚明；而對但丁來說，此乃由他對 Charles Martel的答覆來

代表：一個人在世上必須是公民，以盡其（無可逃之）社會責任，否則此

生之罪愆將更大（生而為人之原罪再加上後天所累積之不潔淨行為）。在

此，但丁是將人的社會責任神學化了，他欲使人明瞭「公民責任」是神意

之一部份。也即是說，但丁如同 St. Thomas般，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與基

督教神學匯聚在一起：人生而有雙重 nature，以待實現，其一是「社會性」，

我們成為盡責之公民以淑世；其二是「精神性」，我們仰望潔淨靈魂、悔

罪，而進昇天國。前者是建設「人間樂土」（earthly paradise）的工作，而

後者是對「永生天堂」（heavenly paradise）之渴慕79。在 Purgatory XVIII

（46-48）中，但丁明確地講出了「理性」與「信仰」就是這兩種 nature的

                                              
77  Charles Martel是 Kingdom of Naples的王子，與但丁認識，但卻英年早逝未能繼
承王位。但丁將其置於天堂中，自然是因對其有所好感。 

78 《神曲》，〈天堂〉，VIII, 118-123. 
79 這是但丁在《論王權》一書最後所提出的重要對比（Monarchy, BookIII, XVI），
也因此但丁關心的世界絕非僅是「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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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 

凡理性所能及者，我將儘量闡明傳達；而超越於此者，就

有待於〔聖潔的〕Beatrice了，因其乃信仰之功。                             

但丁之〈煉獄〉，甚至《神曲》全詩，所要傳達之「真理」，其精華亦在

於此：在現世生活上，我們需要強固的政府以安民；在精神上，我們依堅

貞純潔的信仰而致福80。 

改善現世，這當然是個「知易行難」的工作：「公民責任」與我們日

常的「營生活動」不同，後者係有投入即有產出、有耕耘即有收穫之回報

性行為，而前者乃是結果無法逆料之付出，但卻是一個良好政體所不能缺

少。但丁早歲曾投身佛羅倫斯政治，圖親身問政以淑世，但終究遭傾軋放

逐之命運，無法一展抱負。在此情況下，還有何方式可盡公民責任？除了

政治活動外，什麼是像他一般的知識份子所能貢獻於「淨化俗世」

（transforming the world）以增益現世福祉之處？當然，在難以「立功」時，

知識份子通常以「立言」方式報效社會，古今中外皆然；著書立說，教化

人心，能振聾發瞶，如玉振金聲。這似乎是但丁唯一的選擇，以文字作為

「淨化俗世」的工具。但丁一直長於創作，故以文學的形式為主來表達其

思想，是自然的結果；而體裁的問題，也應是但丁最重要的考慮了。 

一、文學與政治 

文學之本源乃出自以精美之文字敘述或傳遞事物，而這些事物可以是

事件、價值觀或感情。這些事件、價值觀或感情構成了我們生命的情境，

而發抒對生命情境之感懷（以各種體裁形式為之）並引發共鳴，大概是文

學最終之價值。從古到今的社會思想家莫不認為，決定我們生命情境的最

重要因素之一，大概就是政治了。這無疑是由於人皆無所逃於社會生活，

因此制度的良窳、人事之興替都會基本地決定我們所處的生活秩序。也因

此，自古文學作品對政治多有感懷，因其畢竟是作者反省世界時首先映入

眼簾的層面。至於以文學評論政治，或寄託政治理想者，自古亦不乏其例，

                                              
80 這是 John Scott的看法。對於「理性」應該發現出什麼「真理」？這必須待整個
旅程到了 Paradise 才最後揭露；例如他引 ParadiseXXVII (139-41)：「你必須牢
記，如果世間無政府，則人類之大家庭將迷失。」Scott, op. cit., pp.1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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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皆然，如柏拉圖及莊子等。古代較少「專論」（monograph）之文體，

加以傳統社會常課文學以社會責任81，因之作者筆下文以載道，或寓事理、

或申己志，故常有可被視為傑出政治理論之各類文學作品82。 

以論理推衍為主之「專論」，與一般所謂（各種體裁之）文學作品，

在作為政治論述上，有何不同？ 當然，前者具有「專業」之形象，故首先

顯現出之不同乃在於：二者予人之「氣味」不同，故其可能之讀者群亦不

同，「專論」通常在特定階級或團體內討論流通，而文學作品則流傳較廣、

不必針對特定對象。其次，乃是二者表達方式不同：「專論」層層剖析，

逐步論證，朝向嚴謹之說理；而文學作品由於體裁活潑，表意自由，不一

定藉由論說，而常出之以類比、譬喻、暗示、嘲諷或抒情等方式將主題呈

現、把主旨揭露。然而這種表達（或再現）方式上之不同卻會帶來其它重

要的差異，例如：探究主題之範疇及其抽象層次之高低。「專論」由於出

於說理，故需陳陳相因，而除了合於邏輯之外，往往是以現實經驗之排比

羅列為依據，故常難脫離「感官界」之所共識而論事；然而文學作品多以

「虛構」為形式，故主題可以包羅萬象，且因不受現實經驗所拘，抽象層

次極易提高，以致許多原本不易「客觀」討論之主題（如天理、信仰、情、

愛、人性及人生觀等）在文學作品中都可以透過作者藝術化的手段，而獲

得淋漓盡致的處理──它不一定是論證，但常常是極佳之說服。以西方之小

說史而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及杜斯托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

兄弟》被公認為是研究社會思想者所必讀──它們對生命本質的探討、對人

性的期待與對現實制度的反省，匯聚成許多嚴肅之主題，而同時出現在作

品中，交會成一部時代性「史詩」。這種主題廣泛、抽象層次高之涵蘊豐

富的藝術性表達，並非「專論」之形式所能供給的。 

二、詩歌作為表達形式 

                                              
81 古代社會的重要社會化工具，如詩歌、戲劇、神話等，皆立足於文學之上。最好
的例子是雅典的公民集會中必公開吟頌荷馬的作品。而孔子亦言「不學詩無以言」

（也因而刪詩書），幼童學《三字經》、習《幼學瓊林》等皆是。 
82 如以希臘早期為例，可參閱陳思賢，「創造一個人為秩序：史詩、悲劇、對話錄
與希臘早期政治論述的興起」，政治科學論叢，第九期，民國八七年六月，頁二

二五至二五二。 



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二期／民國 89年 6月 25

詩歌為文學作品之最古老形式，且其社會影響力可能亦最大。原因不

外以下：一、易於上口成風，故能傳揚久遠、深入人心；二、其形式特殊，

言簡意賅，可達較高之表現層次（故亞里士多德賦予詩歌較歷史敘述為高

之形上及美學地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常引荷馬以佐其敘述，而孔子

亦好引詩經83，至於古印度人稱頌《吠陀經》（Veda）及《奧義書》（Upanisha）

等皆是例。故不論在寓理或敘事功能上，詩歌在各類文學體裁中可為冠冕，

而桂冠詩人亦被視為文明之最高形式象徵84。 

舊約聖經中之大衛王，作了許多不朽的宗教詩篇；荷馬的長篇敘事詩，

蘊含豐富，成為希臘民族的文化淵藪；希臘悲劇作家在作品中穿插的詩歌

（以歌詠團頌出）深刻雋永，常有畫龍點睛之效。 而羅馬時期的拉丁史詩

（Latin Epic）更是輝煌，此時，史詩已具有特別的「樣式」（genre），有

別於「田園詩」或其他形式的詩：在主題上，通常是關於英雄或一個民族

的偉大事蹟，嚴肅且崇高；在篇幅上，通常是第三人敘述角度的長篇巨構；

而對「韻腳」（meter）之處理則以「六步格律」（dactylic hexameter）為

主。其中 Ennius（239-169BC）的 Annals，Virgil（70-19BC）的 Aeneid，

Ovid（43BC-18AD）的 Metamorphoses，Lucan（AD39 -65）的 Civil War

（Bellum Civile）等都膾炙人口。羅馬的史詩常討論羅馬民族之歷史、價值

與命運等諸多莊嚴主題，它的崇高風格、雄偉企圖與巨構式的篇章使人一

望即知是史詩，而且大多數難免具有政治意涵。 

然而，新的歷史環境使得拉丁史詩逐漸轉型。基督教出現後，著眼於

敘英雄事蹟或歌頌民族榮耀的羅馬式史詩必然不再合適，因為此刻人要從

征服式的英雄變成謙抑悔改的罪人，而雄偉壯闊的敘事氣象被虔敬與純潔

的禱詞所取代。從此，偉大的詩歌不盡然是史詩，而史詩亦非盡然前此之

拉丁式風格了。基督教會開始壯大（約莫四世紀末）以後的中古時期，也

目睹了帝國的逐漸崩析。於是，封建紛爭與宗教乃成為此期詩歌內之常牽

涉政治意象的兩個主題。作者不詳的《羅蘭之歌》（Song of Roland）屬於

前者，而但丁之《神曲》則融合了二者。《羅蘭之歌》約莫是十二世紀時

的法國史詩，而神曲則是十四世紀義大利的方言文學詩歌；兩者均非拉丁

                                              
83 不但如此，他還認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84 以西洋為例，在最重要的國家慶典或儀式上，都有國家頒定的桂冠詩人獻詩以為
記，至今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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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但卻不無其嚴肅之關懷──道德與罪愆。其中《神曲》更係出自於一個

預先嚴謹構思的經世藍圖，在其中，人與上帝的關係被從宗教、政治與倫

理中人與人的關係裡呈現出來；能對這種特別的關係作預示的人當然在傳

統角色上屬於「先知」──昭示出人的存有之本源及極限，然而用詩歌的體

裁來表達出雋永動人且寓意深遠的警示，則我們需要一位詩人了。 

三、詩人與先知、《神曲》與經世 

但丁年輕時的從政，是由地方而區域；而當他日後著書討論政治時，

卻是由帝國而地方。這樣有趣的對比，是其來有自的。但丁曾對他的故鄉

父老同袍，表達他如下的誠摯信念： 

永恆的統治者上帝，祂在治理天上世界之餘亦不忘照拂人

間，於是授權神聖羅馬帝國來管理世間事務，以祈人類能

在如此強大的保護下安居，而無論何地之人都可成為這個

和平世界中的一個公民。雖然聖經上是如是記載，且古人

也曾憑理性悟解此理，但是事實上所發生的卻是，當帝國

虛空不振之際，整個世界於是陷於混亂，教會內之掌舵者

亦渾睯沈睡，以至整個義大利各處竟可悲淪由私人掌控，

缺乏明智引領，墮入言語難以形容之動盪不安中，即使以

無盡之淚亦難以表達其悲戚。⋯⋯ 

而各位，身犯上帝之律與世間之法，被無盡之欲望牽引而

不斷行罪事之人，竟不懼靈魂的永死，而執迷於自我、為

所欲為，以致無端議論那身為世界之君及為上帝牧民之偉

大羅馬皇帝；且以若干部族古老權利為藉口，拒絕服從皇

帝，進而瘋狂謀反。各位如此無知莽昧及無狀，但仍須知

曉有關天下之統理政治並不受制於某些古老的部族權利，

其實，它更如時間一般永恆。且無論從神諭或人之理性都

可發現，即使再虛弱不振，天下之統理政治皆不因此而無

效或被他事凌越。⋯⋯85 

                                              
85  Dante, Letter to the Florentines, trans. Paget Toyn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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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政受挫後，他思以另外方式盡其公民責任，而所報效的政治體，

也從佛羅倫斯擴大至義大利而全歐洲。也就是說，在「行動」上但丁從家

園出發，但在「思考」的層次上他認為政治上的「大一統」是一切秩序的

基礎。在信仰上，教廷是各教區的樞紐，而教宗是主教中的主教（Pontifax 

Maximus），是「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核心。這是一個井然有

序的階層體系，將整個歐洲置於「教會法」之下而齊一。所以，在俗世之

治理上亦應如此，以帝國統合各地，諧和萬邦。也即是說，上帝將世間權

柄（牧民之責）交付彼得（教會）與凱撒（帝國），前者如日（Delius），

後者如月（Delia），各司日夜，同照大地；相輔相成，絕非扞格86。各司

日夜，亦即各有「管轄」，不但教會不應干政，而且世俗之統理應由一至

高主權為表徵，如明月之遍覆大地江河山嶽。 

以教會不干政一事而言，這是但丁在其《論王權》及《神曲》中所再

三致意者。教會職司靈魂之淨化，故其為「價值之源」（ repository of 

values）；既如此，則教會愈「純淨」（pure），欲能達其功能。干預俗世

政治，涉入權力財富，反而未能勝任彼得之鑰87。至於俗世之「大一統」，

就是但丁政治理論中最耐人尋味之處。但丁出身 Guelf，本應傾向教會，而

身為義大利首善之都弗羅倫斯之菁英，亦應懷抱鄉土，何故反而傾向外族

王室（Harbsburg）之帝國？其實，若仔細追究，但丁對中世紀政治理論之

貢獻，可能即在於此。如前所述，他深受古典政治理論影響，故對他而言，

城市才是政治的最基本單位，而人從事政治活動的可能均來自於他是「城

市的公民」（cives）。而建基於「城市的公民」的政治，內怕黨派分裂傾

軋（內憂），外懼其它城市邦國之侵侮（外患）；可是但丁卻認為，「大

一統」會帶來共和政治及公民德行的復甦，也就是說，解決了後者之憂，

就解決了前者之患。但丁的說法，乍看之下，令人費解，但如果我們對共

和主義深入檢視，就可看出這兩者間，其實是有微妙關連的。這個關連，

姑且可以「安內必先攘外」名之──即是當帝國諧和萬邦、（在帝國法律下）

建立公義與秩序後，各城市（或國家）內部的共和政治就有了一個良好的

基礎。理由是從此國內政治的定性乃趨於單純：因為此時一個不向外擴張

                                              
86 這是 A. P. D’entreves對但丁的「政治書信」（the three Epistles）所做的摘要，見

Dante as Political Thin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40. 
87  耶穌要彼得掌管天國之鑰匙，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十六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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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吞、亦不必面臨安全威脅的政治，其最大標的乃是「公益」（common good）

之追求，而以「公益」為主軸的政治活動，應能催化共和政治的出現（反

之亦然），而非僅止於權力的競逐。換句話說，但丁認為一個城邦（國家）

之內憂要靠共和政治精神之發揚來解決，而外患問題則要靠帝國架構

（universal protector）之出現來處理。其實，美國作為一個聯邦國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穩定的聯邦政府及長期免於外來的侵擾，使得各「國」（州，

states）可專心致力於自身的發展，而地方政治也很早就上軌道，堪稱世人

楷模。唯一的例外是南北戰爭內戰時期，各「國」（州）之上並無一個共

同承認的政府。無可否認地，在近兩百年的世界史中，在國家安全方面，

「美利堅合眾國」是得天獨厚的國家；也因此存於其中的五十個小「國家」

（states）極巧合地成了中世紀普世帝國政治的最佳寫照：「帝國」之下，

許多「城市」及「王國」安享和平，繁榮發展。我們甚至可以如此譬喻，

僅就政治「架構」層面上言，美利堅合眾國即是《神曲》的理想世界，而

《神曲》即是此合眾國五世紀前的預示。而但丁如果再世，在《論王權》

及《神曲》中，他也許不妨將「帝國」一詞逕稱為 United States。 

但丁在理論上揭櫫了以「帝國」統合萬邦的理想政治架構，並將之用

以實現古典政治的共和理想，這在希臘城邦及羅馬共和時代消失已久的中

世紀後期，不啻是一個傑出的發明。St. Thomas 開啟了中世紀心儀亞里士

多德「政治人」生活的傳統，但是到了但丁我們才見到了如何在這個特殊

的歷史環境中將之落實的方法。其實，即使當初但丁參政順利，未遭放逐

且逐漸在弗羅倫斯掌權，他最後一樣要面對「馬基維利式問題」──就是如

何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中建立並維持一個富強的國家。極巧合地，馬基維利

也是弗羅倫斯子弟，晚但丁約兩百年，也同樣地為祖國的一蹶不振憂心。

他提出的整套「現實主義」的對策雖然少有人能否定其實效88，但究竟是從

弗羅倫斯之本位主義出發，如以其它民族立場觀之，終非解決之道。站在

「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如整個歐洲欲有安定和平，則最佳方案殆為「普

                                              
88 關於馬基維利政治思想之精要敘述，參見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Boston: 

Hillcrest & Wang, 1983).但丁與馬基維利對共和政治懷抱的景象不同：後者心嚮往
其助羅馬之擴張，較取其富國強兵之效；而但丁則必將之置於一普世帝國內來發

展，非以擴張為務。後者心儀的是「擴張的共和國」，而但丁要的是生活於普世

和平中的「美德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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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帝國」（如同今日之歐洲共同體一般）；雖然此構想理想性太高（例如

今日歐盟之能否成功尚待觀察），但作為政治思想來看待，但丁顯然走在

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方向上，且為其前鋒。 

所以但丁對政治的貢獻並不在他的從政生涯中，而在他腦海中所孕育

出的理念。正如在《論王權》中他引 Juvenal之言：「心智之高貴是唯一之

美德」89，他博學多聞，飽讀典籍，構思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90，但是他

要如何將這些理念傳達出來呢？如何將整個現世得享安定和平的方法告知

世人？當然，知識份子總是（也只能）以著書立說來經世，以一個「作者」

的身份來「說服」世人。這點但丁已經做了，那就是《論王權》的問世。

但是他又找到了一個另外的方法：用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氣氛」，

他希望能達成更好的效果。這就是《神曲》！由於這首詩歌的特性，但丁

的角色此時不僅是「作者」而是「先知」，他不僅是「說服」而是「預示」；

從「地獄」到「天堂」，但丁個人的「旅程」（odyssey）反省（甚或昭示）

了人類作為一個群體的「歷史進程」。他為什麼是「先知」？因為 Beatrice

命他將在天堂所見之景象傳達世人，且「無論我們將 Beatrice 視為是神學

〔Theology〕或天啟〔Revelation〕，抑或只是但丁個人對永恆之見地，我

們都可以在她的囑咐中見到一切先知身份都會需要的超自然的應諾。」91 而

作為一個詩人，但丁的一生似乎在冥冥中承受了一個使命，由他渴慕景仰

的前輩詩人 Virgil 所留給他的一個文學的使命：「以一首詩歌，來表達暨

實現那重振政治〔帝國〕的希望。」92 唯有以一個先知詩人的身份，但丁

                                              
89 原文是 “nobility of mind is the sole and only virtue,” Monarchy, Book II, iii, 4. 

Shaw, op. cit., p.34. 
90 如果我們強調《神曲》的「經世」在於其「政治的」意涵，Allan Gilbert更擴大
地視它為關乎整個人生一切存有的「正義之詩」（a poem of justice）：〈地獄〉
是關於邪惡之人受報應之正義；〈煉獄〉是關於如何面對人類困頓之正義；而〈天

堂〉則是有關各種德行、才具、秉賦、貢獻受到獎賞之正義。見Allan Gilbert, Dante’s 
Conception of Justice (New York: Ams Press, 1965). 然而這也代表了傳統對於《神
曲》的看法，雖然這種看法能含其全蘊，但對於特別研究政治思想者而言就籠統

抽象了。 
91  Thomas Bergin, Perspectives on the Divine Comed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 

p.78. 
92  Hollander & Rossi, op. cit.,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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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對整個世界說話（他的企圖顯然成功──至今全世界仍在研讀這部自荷

馬以來最偉大的史詩）。唯有以詩的體裁，但丁得以把現世的歷史帶進「地

獄」或「天堂」，也把「天堂」或「地獄」變成導引現世歷史的動力；也

唯有以詩歌，但丁可以將包羅豐富的意象及不可勝數的隱喻指涉捲藏於有

限的文字內；更唯有以詩歌，他可以將前此以來政治思想傳統中的各種不

同質素置於一堂對話。但丁所做的經世之事是所有思想家所想做的（他的

博學也實足以匹敵之），但是他的方式卻是中世紀基督教歷史中的第一人─

─先知、詩人、年鑑史者（chronicler）加悔罪者（confessor），他是演出

者也是報導者，是朝聖者同時也是為我們報導朝聖之旅的遊唱詩人93。而一

直被人忽略的是，這幾個角色的加總竟使但丁成為一個極特殊但卻優異的

政治思想家，他為政治思想開創了新的樣式：今生加來世，古典加中世紀，

神學加哲學加文學。而更令人稱奇的是，他竟能將共和主義理想寄託於普

世帝國之中。如果今日我們將莎士比亞之劇視為是「人性的發微展現」（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94，則但丁必是「人性之督責砥礪」（the criticism of 

the human）。但丁如果未撰《神曲》，西方政治思想的傳統將失色不少。 

                                              
93  Bergin, op. cit., pp.79-85. 
94  這是這是文學批評家 Harold Bloom 之語。Bloom 認為莎士比亞成功地描繪了人
類各種性格，並承認其特異與獨自性（而非給予正面的道德評斷）；「他劇作中

共創造了上百位主角，及數百位次角，對其性格一一描繪之成功，不啻為一文學

奇蹟，在莎翁之前或以後，沒有任何一位作者能達於此。」 見氏著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 xix.《神曲》中提
及的人物數目也不遑多讓，但是但丁皆以春秋之筆或隱或顯褒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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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 the Secular: Poet Dante and 
Citizen Dante 

Sy-shyan Chen 

Abstract 

This is a study about Alighieri Dante’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ts 
particular emphasis is placed upon The Divine Comedy. The Comedy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as a masterpiece of political thought, mainly because of 
its overwhelming repu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oetic tradition. The present 
study is an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in which Dante 
operated, with the hope to vindicate the claim that Dante is one of the last, 
not the least,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ists who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the 
classical and the Christian ingredients of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Renaissance. Part of the efforts, in the final sections, have been laid on the 
exploration of how the mode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helped to dictate the 
level on which Dante may have achieved in self-articulating as a prophet of 
h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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