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柏拉圖對話錄中「定義」的幾種意義 

前言 

 

    筆者已於稍早指出過：當吾人將柏拉圖所有的對話錄都當成是自身完整的

整體時，由於每個對話錄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和目的，因而吾人必須承認這種可能

性：在不同的談話情境以及不同的議題設定下，對於某些學說的陳述相同，並不

代表這些學說的實際內容亦相同；並且在同樣的理由底下，對於某些學說有相異

的陳述，也不意謂實際上存在兩種相異的學說。1從目前的研究來看，那些以柏

拉圖思想的轉變來解釋《哲人篇》的研究成果，普遍包含著一個預設，儘管他們

不見得意識到這一點，那就是他們將柏拉圖所有對話錄的定義等而視之；因此，

他們假定柏拉圖中期的學說 ─「相論」和以「相論」為主的「辯証術」─ 存在

著某種的困境，這個困境被清楚地表達在「分離問題」(The Problem of Seperation/ 

Das Chorismos-Problem)上。這個假定並非無端，事實上，在《哲人篇》之前的

《巴曼尼德斯篇》第一部份，柏拉圖就曾經藉年老的巴曼尼德斯之口批評了「少

年蘇格拉底」主張的「相論」。柏拉圖批評的這個「相論」究竟是誰的主張？當

然，最直接的解釋就是這是柏拉圖自己的學說，他們從《巴曼尼德斯篇》當中「少

年蘇格拉底」主張的「相論」裡找到許多與柏拉圖中期對話錄相應的思想，而印

證了這個主張。2然而，這個主張並非沒有人反對，陳康在其〈「少年蘇格拉底」

的「相論」考〉一文中，便駁斥了上述主張。3無論如何，假定柏拉圖中期「相

論」和「辯証術」存在理論上的困境，很大的因素是由於《巴曼尼德斯篇》中柏

                                                 
1  見：導論，頁 14。 
2  參考：Grote, George: 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krates 2,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8, pp.276-277；Cornford, Francis Macdonald: Plato and Parmenides: Parmenides’ Way of Truth 
and Plato’s Parmenides, Translation with and Introduction and a running Commentary,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1939, pp.69-80; Ross, W.D.: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84-85; Stenzel, J.: Plato’s method of Dialectic,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J. All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p. 26-74; Allen, R.E.: The Dialogues of Plato volume 4: Plato’s Parmenides, 
with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01-103，
Allen和Cornford都將「少年蘇格拉底」的「相論」和《費都篇》裡的「相論」直接地關聯起來，

如若《費都篇》的「相論」非蘇格拉底思想的原貌，而是柏拉圖藉蘇格拉底之口主張自己的思想

的話 (有一些學者的確認為費都篇裡的學說是蘇格拉底自己的，但這個主張和亞里斯多德的記載

不符，在亞里斯多德的記載當中，只有柏拉圖主張「相論」，蘇格拉底並未做如此主張)，那麼，
「少年蘇格拉底」的「相論」以可以算做是柏拉圖自己的「相論」了。 
3  參考：陳康：〈「少年蘇格拉底」的「相論」考〉，出自：陳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

北京：商務印書館，1997，頁 36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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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圖對「相論」的批評，和《哲人篇》這個看似全新的知識學說所致；更重要的

是：研究者們等同地看待柏拉圖所有對話錄當中定義的意義，若非如此，上述兩

個因素可能不致造成如此大的影響。為什麼呢？ 

 

    這是一個頗簡單的道理。若柏拉圖中期思想中定義的意義和《哲人篇》當中

定義的意義有別的話，那麼，儘管不相同的意義可能處在不相同的理論背景底

下，但也不能排除這不相同的理論背景背後的可能是同一個學說。關鍵在於吾人

必須找出兩者的理論背景間的差異，並且就不同的理論背景從不同的立基點出發

去研究。因此，吾人必須把定義的意義和柏拉圖關於知識的學說區別開來，在定

義的意義有別的情況底下，知識學說可能是相同的；除非比較後發現兩者有很大

的差異，否則吾人不能輕易地斷定柏拉圖的思想發生了變化。因此，考察定義自

身的理論背景顯然是必要的，而這個考察勢必同時是歷史的和比較的。就前者而

言，筆者並不打算考察所有柏拉圖早期的對話錄，當然，在這本小書裡要考察所

有柏拉圖的著作實際上是不可能的，因而筆者挑選幾個和定義的意義有直接關聯

的段落，分析它的理論背景，而重心將落在《哲人篇》定義之理論背景的考察上，

並比較兩者的異同。 

 

§1 蘇格拉底定義的意義 

 

I 
在蘇格拉底式的對話錄中，4吾人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那就是：和蘇

格拉底談話的人往往誤解他的問題；蘇格拉底問的是普遍的，但是答問的人卻總

是以某個特殊的事例來回答。最典型的例子如：《Charmides篇》，蘇格拉底問

Charmides，「什麼是節制(svfrosÊnhn)？」而Charmides的回答是，有序而平靜

地做一切的事，因此，可以說，「節制是一種平靜的機能(≤suxiÒthw)」(Charmides, 

159a9-b6)；或者如：《拉哈斯篇》，蘇格拉底問拉哈斯，「什麼是男子氣概

(t¤ §st¤ éndre¤a)？5」拉哈斯則答以某個勇敢作戰的行為(Laches, 190d7-e6)。或

                                                 
4  即：《歐伊梯孚蓉篇(Euthyphron)》、《斯格拉底自辯篇(Socrates’ Apology)》、《克利陀篇

(Crito)》、《普羅塔哥拉斯篇(Protagoras)》、《高吉亞篇(Gorgias)》、《呂希斯篇(Lysis)》、《拉哈斯

篇(Laches)》⋯等不設立一個獨立的對象作為知識對象的對話錄。參考：註 13。 
5  將éndre¤a譯作「男子氣概」是按字面所作的翻譯，它較通用的譯文是「勇敢」，不過，在希

臘文中，éndre¤a和dre¤a有別，dre¤a專指女性；而éndre¤a專指男性(Liddell , H.G. and Scott, R.: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43, p.128)。因而筆者將éndre¤a譯為「男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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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歐伊梯孚蓉篇》，蘇格拉底問歐伊梯孚蓉，「什麼是敬虔，以及什麼是不敬

虔(t¤ f∫w e‰nai tÚ ˜sion ka‹ t¤ tÚ énÒsion;)？」歐伊梯孚蓉的回答為追捕不義

者的行為是敬虔，而不追捕它便是不敬虔(Euthyphron, 5d7-e2)；《國家篇》第一

卷，6「正義是什麼？」而得到的答案是「償債的行為」(Republic, 331e1-4)⋯等。 

 

    仔細地考察上述的例子，首先，當Charmides說「節制是一種平靜的機能」

時，他將這個回答建立在一切節制的機能當中的某種特殊的機能上，即：「有序

而平靜」；從蘇格拉底和Charmides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Charmides的回答只

是「節制」的一部分，因而，當蘇格拉底舉某些屬於「節制」而有別於「有序而

平靜」的機能 ─譬如：敏捷─ 為例時，Charmides的答案便陷入到一個兩難之

中，即：「節制」可以旣是平靜又是不平靜 (敏捷便是一種不平靜的機

能)( Charmides, 159b7-c12)。拉哈斯回答「什麼是男子氣概」的提問，也是以某

個具有「男子氣概」的特殊行為來回答，如：戰鬥中堅守陣地；這個回答也犯了

相同的毛病，因而，當蘇格拉底指出另外一種同樣可以被認為是「男子氣概」但

卻不是堅守陣地的行為時，如：斯巴達人擊敗波斯人的方式，7拉哈斯的論點就

陷入兩難之中；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歐伊梯孚蓉身上，以及《國家篇》當中。換

句話說，用某個個別的事例來回答普遍的追問並不合乎蘇格拉底的理想，因為，

當吾人舉出某個屬於這普遍的追問，而又相反於那個特殊事例的回答時，那麼，

這個建立在特殊事例上的回答就註定要面臨兩難的挑戰。 

 

    除了上述以特殊回答普遍的例子以外，蘇格拉底式的對話錄當中，還有一種

比較稀有的例子：用更普遍的回答來回應提問者的提問；在這種情況底下，相較

於回答，提問本身反而成為特殊的了。如：《歐伊梯孚蓉篇》，蘇格拉底問「敬虔」

(ıs¤ou)是什麼，得到的回答是「合義的」(d¤kaion)( Euthyphron, 11e4-12e4)；在

這裡，「義」的指涉範圍要比「敬虔」來得大，因而回答並不發生兩難的困境。

                                                                                                                                            
概」。不過，就柏拉圖而言，顯然éndre¤a並不專屬於男性，如《國家篇》柏拉圖便指出女性在

各方面都和男性相似，只是略為遜色。另外，éndre¤a也指某種「勇敢的行為」(同前)，然而，
顧慮到行文的意義，筆者認為éndre¤a顯然不指「勇敢的行為」，否則拉哈斯的回答便已經是正

確的答案，而無須做進一步的討論，這顯然和這篇對話錄的實際內容不符。 
6  《國家篇》第一卷通常被視為柏拉圖最早期的著作之一，而有別於其他的九卷。參見：Annas, 
Julia: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pp.16-18; Pappas, Nickolas: 
Plato and the Republic,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27-30. 
7  斯巴達人和波斯人在普拉提亞戰役中，波斯人寄出盾牌的陣勢；斯巴達人見狀開溜，等到波

斯人的陣勢散去之後，斯巴達人才發動突擊，擊敗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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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蘇格拉底究竟是否滿意這樣的答案？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蘇格拉底進一步

地要求歐伊梯孚蓉指出「敬虔」究竟屬於「義」的哪一個部份。 

 

    通過以上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蘇格拉底追求的定義究竟具備什麼樣的理論

目的：在追求真理的交談當中，由於交談的雙方對問題本身沒有一致的理解，因

而對追問的對象含括的範圍究竟有多大、其界限如何並沒有一致的共識；但這並

不表示蘇格拉底和其交談者各說各話、在對方的談話當中各取所需，希求在言談

當中擊敗對手；相反，蘇格拉底要求問題和回答的界限必須一致，8因此，它通

過一種「消極的辯証術」(negative dialectic)在交談當中迫使他的對手或者陷入兩

難，或者清楚地回答出問題的界限。就提問和回答的關係來看，以X代表提問，

以Y代表回答，那麼X和Y之間大概有五種蘊含的可能： 

(1) X蘊含Y(即：每一個個別的Y皆為X)。 

(2) Y蘊含X(即：每一個個別的X皆為Y)。 

(3) X等於Y(即：每一個個別的Y皆為X，且每一個X皆為Y)。 

(4) X與Y之間有某些共同的蘊含的部份(即：某些個別的Y為X或某些個別的

X為Y)。 

(5) X與Y之間沒有任何共同蘊含的部份(即：沒有任何一個個別的Y為X，也

沒有認合一個個別的X為Y)。9 

上述五種可能的蘊含關係中，在蘇格拉底式的對話錄裡最常見的是(1)，它最容

易遭遇到兩難的困境；而(2)則較為少見，然在這種情況底下，X全然為Y所蘊含，

雖然不致發生兩難的困境，但蘇格拉底並不以此為滿足，而會要求他的交談者進

一步指出究竟X屬於Y的哪一個部份；至於(4)，則因存在不共同蘊含之部份的緣

故，也可能發生兩難的困境；而(5)則純屬雞同鴨講，亂拂一場，不成其為合於

理智的談論；(3)是最為理想的情況，由於X與Y完全一致，故不可能發生兩難的

困境，也無須進一步要求界限的指明。因此，從蘇格拉底式對話錄的觀察，吾人

有理由排除(1)、(4)、(5)，而認為，蘇格拉底要求的定義應該是(3)這樣的情況，

儘管在(2)的情況下，答問者已經成功地迴避了兩難的困境，但是就蘇格拉底而

言，這形同沒有回答問題一般，因為問題仍然存在，而沒有得到任何的解答。 

 
                                                 
8  按照H.G. Liddell 和R. Scott編纂的希─英字典的解釋，ırismow(定義)的意思是「藉由界限而
劃定」(marking out by boundary)( Liddell , H.G. and Scott, R.: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43, p.1251)，從字面意義來看，定義就是一種劃定界限的工作。 
9  這個分類摘自：彭文林：《倫理相與分離問題》，台中縣龍井鄉：明目，民 91，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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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於知識必須具備普遍性的要求，蘇格拉底通過定義去為萬有劃定一個合理

的界限，當界限劃定的工作通過語言的交談而在問答雙方取得一致的共識時，提

問和回答就可以視為具有相同的界限(即：上述(3))。這個定義的要求給吾人一個

很怪異的印象，即：這個任務實際上是不可能完成的。10理由很簡單，蘇格拉底

總是要求答問者用某個單一的回答來獲得和提問一致的界限，換言之，回答和提

問之間非但不能產生兩難，還要指涉的範圍完全相同；然而，要令兩個不具備相

同指涉範圍的語詞擁有相同的界限，卻是一個不可能的要求。 

 

    儘管，蘇格拉底對定義的要求實際上不可能完成，但吾人要說，從一個文法

和思考模式之間關係來看，這是可能的。吾人可以從兩個方面來看：(1)從亞里

斯多德對命題式語句(lÒgon épofantikÚn)的分析來看：一切命題式的語句都必

須包含一個動詞或動詞的變格，他是這麼說的：除非有「是」(¶stin)、「過去是」

(∑n)或「將是」(¶stai)以及同類動詞等，否則不能構成一個命題式的語句(Aristotle: 

On Interpretation, 16b26-17a12)。這一類的動詞有一個特徵，就是它不像其它動

詞，有中介 (middle/ 或作關身)語態，因而表達出某種相異的語詞間的外在聯繫

關係，如說、看、跑⋯等，一方面它們自身有陳述的功能，但也有表達兩個相異

的語詞間的聯繫關係，如：對誰說、看什麼、跑到哪去⋯等。換言之，兩個獨立

語詞之間的蘊含關係，儘管實際上存在；但在語法和思想上，命題式語句當中的

賓詞(Predicate)或按今天我們習慣的文法來說 ─補語，並不在主詞之外具有獨立

的地位。(2)在命題式語句當中，即便動詞亦不全然地獨立於主詞之外：希臘文

與現代英文的主要差別在於：希臘文將其與詞的指涉和表達建立在格(case)之

上，因而當吾人說出一個語詞時，這個語詞總是直接地關聯於某個特定的數量、

該名詞所屬的性別或所屬語詞的性別、人稱以及語句中的地位；而動詞的表達則

直接受到主詞的影響，它被要求必須和主詞所關聯的數量、人稱以及 ─在某個

                                                 
10  這點我們可以從蘇格拉底式的對話錄中得到印証，在這些對話錄當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蘇

格拉底的提問最終得到解答。如：《Charmides篇》，蘇格拉底追問的是「什麼是節制？」但是，

直到這篇對話錄結束，蘇格拉底中就沒有得到「節制」的定義，而以蘇格拉底如下自陳告終：這

些威了探求真理的對話仍然沒有能夠使他獲得真理，反而成了一種嘲弄；《拉哈斯篇》討論的是

「什麼是男子氣概」，但是到對話結束時，蘇格拉底要參與交談的人承認，只知道男子氣概的行

為並不能為「男子氣概」下定義，因而蘇格拉底要大家從新接受教育；《呂希斯篇》討論的是友

愛，但是這篇對話錄只證明了：儘管蘇格拉底和呂希斯以及其他的談話者是朋友，但他們並不知

道什麼是友愛；此外，《歐伊梯孚蓉篇》以蘇格拉底獲得智慧的希望破滅告終；《高吉亞斯篇》、《普

羅塔哥拉斯篇》⋯等，最後都沒有得到一致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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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下─ 性別完全一致。這一點吾人可以在希臘文的行文上，主詞經常被省略

而由動詞來表明主詞的地位這個特徵發現。這是由於在書寫或言說的脈絡中，一

但被指涉的對象確立了以後，對該對象的述說(Predication)總是受到這個對象或

主詞的制約，而影響到動詞的表達形式；因此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語句

陳述，但是卻省略主詞的情況。在這個意義下，以動詞為主的陳述部份可以視為

是主詞的延伸，而這些從現代文法上來看的主詞補語或賓詞在希臘文中並不在主

詞之外有獨立性格。筆者認為，這就是為什麼無論是柏拉圖(261d1-262c7)或亞里

斯多德(Aristotle: On Interpretation, 16b26-17a12)，他們都不曾將言說(lÒgoς)的談

論延伸至賓詞或主詞補語上的緣故。 

 

    儘管如此，當語言陳述的現實面進入到吾人的考慮中時，蘇格拉底要求問答

間的界限相同這件事仍然是很可疑的。在不考慮可能發生兩難的情況下，他大可

以如同《哲人篇》裡，伊利亞的客人所做的一樣，在動詞為首的述說當中，要求

答問者使用多個語詞去述說他的提問，藉由多個語詞去縮小界限的範圍，以致於

最終能夠使回答和提問的界限一致。11為什麼蘇格拉底沒有如此考慮？ 

 

    考慮蘇格拉底定義的理論目的不應忽略蘇格拉底自己的說法，在《蘇格拉底

自辯篇》裡，12蘇格拉底就說明了他的教導和談話的背景：Xairef«n問在Delfo›w

的神，是否有人比蘇格拉底更智慧，而籤文回答沒有。蘇格拉底因此對這件事感

到困惑，因為他自信沒有任何智慧，但是又不敢認定神明說謊；因此他到處去尋

訪比他更有智慧的人，試圖藉此反駁神諭。但事實證明，蘇格拉底的確較這些為

他認為更有智慧的人更有智慧，因為他以不知為不知，但是這些似乎更有智慧的

人卻總是以不知為知(Socrates’ Apology, 20e8-21e2)。蘇格拉底究竟在什麼意義下

以不知為不知，而那些看起來有智慧的人在什麼意義下以不知為知？蘇格拉底這

                                                 
11  在《歐伊梯孚蓉篇》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傾向，當歐伊梯孚蓉用「合義的」來回答「什

麼是敬虔」的提問時，蘇格拉底便要求歐伊梯孚蓉進一步地指出：究竟敬虔是「義」的哪一部份；

換言之，蘇格拉底要歐伊梯孚蓉在義的界限底下，進一步地縮小界限的範圍而給出一個新的答

案。但這個工作並沒有被繼續，就被其他的話題打斷了。 
12  學者們一般都認為柏拉圖這篇對話錄寫於蘇格拉底死後不久，但內容基本是可信的。其理由

是這篇辯詞在蘇格拉底死後數年之間就問世了，當時參與法庭審訊的蘇格拉底追隨者、指控人以

及在場的公民議員都可能讀到這篇對話錄，並且柏拉圖也可能在法庭親自聆聽過蘇格拉底的辯

述，因此，雖然他加了許多文字修飾，但大體上，其基本內容是可信的忠實紀錄，否則就會遭遇

到當時在場或當事人的指駁。參見：汪子嵩、范明生、陳村富、姚介厚：《希臘哲學史 2》，北京：

人民出版社，1997，頁 31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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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說：  

我訪了一位以智慧著稱的人，想在彼處反駁神籤，覆籤語曰：「此人

智過於我，你卻說我最智慧！」我見了此人， ─不必舉其姓名，他是

一個政治人物，─ 我對他的印象如此：和他交談以後，覺得此人對他

人，對許多人，尤其對自己，顯得有智慧，可是不然。於是我設法向他

指出，他自以為智，其實不智(Socrates’ Apology, 21c3-d3)。13

這位以智慧著稱的的人究竟為什麼不智，蘇格拉底用什麼方式指明其不智？蘇格

拉底接著說： 

[⋯]訪政客們以後，訪了各體 ─詠史、頌神以及其他─ 的詩人，想

在現場證明我比它們不學無術。[⋯]因此我發現，詩人作詩不是出於智

慧，其作品出於天機之靈感，[⋯]同時我發現，詩人們因其會做詩，其

他方面便自以為智在人人之上，成了出類拔萃的人物，其實不然。心想，

我超過他們，正如我超過政客們(Socrates’ Apology, 22c2-8)。 

[⋯]最後去訪手工藝人。[⋯]可是，雅典人啊，好藝人竟和詩人犯同

樣的錯誤，因有一技之長，個個自以為一切都通，在其他絕大事業並居

上智。這種錯見反而掩蓋了他們固有的智慧(Socrates’ Apology, 22c9-e5)。 

這些看你來有智慧的人們為什麼不智，蘇格拉底的自白給了我們一個清楚的答

案：作為一個自認為沒有任何知識的人，蘇格拉底處處尋訪擁有某一些智慧(技

藝)的人們，但是，他們通通犯了一個毛病，就是他們不了解自己智慧的界限而

往往誇大自己的智慧，以為他們一切精通；這就說明了，為什麼在蘇格拉底式的

對話錄裡，答問者總是用某個特殊事例來回答蘇格拉底的追問，並以為這些特殊

事例可以用來回答普遍的追問。因此，蘇格拉底可以很自豪地說，神諭是對的，

因為他至少知道，一切的技藝都有其界限，儘管他不知道每一個個別的技藝其界

限到底在哪裡。 

 

    直到吾人看清這一點，關於蘇格拉底式對話錄中的定義定義真正目的才真正

的顯露出來。定義的意義並不是為了要建立一套理論，而是為了反駁神諭。通過

對定義的追求，可以使那些看似有智慧的人們陷入兩難，14因為他們不明瞭，他

們自己擁有的技藝其界限究竟在哪裡。因此，從蘇格拉底式的對話錄來看，實際

                                                 
13  此處筆者採嚴群先生之譯文，見：柏拉圖：《由緒弗倫、蘇格拉底的申辯、克力同》，嚴群譯，

北京：商務印書館，1999，頁 55-56。 
14  從蘇格拉底式的對話錄來看，這種情況是最常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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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定義只具有一種消極的意義，那就是指出，了解問題的界限是智慧的開端。這

個結論同時就解釋了為什麼蘇格拉底不藉由多個語詞去縮小界限的範圍，以致於

最終能夠使回答和提問的界限一致的問題。這是因為，就蘇格拉底而言，的真正

意義並不是積極地去實踐知識的追求，而只是消極地為了印証神諭的正確性。因

此，蘇格拉底在和他的交談者談論時所使用的技巧，並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理

論，而只是去揭露出堅持某一些言說可能產生錯謬。  

 

§2 柏拉圖中期對話錄中的定義：以《費都篇》為主 

 

    嚴格地說，儘管在柏拉圖中期對話錄中並沒有類似於蘇格拉底式對話錄那樣

的直接地對於普遍定義的追問，但並不乏對於普遍者的探尋。這個對於普遍者的

探尋表現在「原因」(afit¤a)的研究上。「原因」究竟就被哪些性質呢？這一點我

們可以在《費都篇》找到答案。 

 

I 

    在《費都篇》中柏拉圖提到：蘇格拉底自陳他曾經致力於自然的研究，15他

的目的是追問萬有生滅和運動的原因。他嘗試用自然研究的方式來解釋萬有，但

是，這個嘗試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因為旣有自然研究的學說裡提出的原因對他來

說並不是真正的原因，而只是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不但無法有效地解釋萬有為

                                                 
15  關於這段敘述究竟是否為歷史上的蘇格拉底的真實面貌，歷來有相當大的爭議；對照亞里斯

多德的說法：「蘇格拉底研究那些關於倫理的而不研究整個自然，因而於其中探索普遍者，並且

首先依定義而知道理性之知」(Metaphysics A6, 987b1-3)，似乎與柏拉圖描述的蘇格拉底不盡相

同。儘管吾人並不必過度遷就於亞里斯多德的記載，然而，有許多學者的研究顯示出，某些跡象

可以證明柏拉圖的敘述並不合於歷史上之蘇格拉底的思想，如R.S. Bluck認為，按柏拉圖的敘述，

蘇格拉底次接觸到阿那薩哥拉(Anaxagoras)的學說是出自偶然，這個敘述並不太可能；因為，按

照《蘇格拉底自辯篇》中的描述(Socrates’ Apology, 26d6-e4)，顯然阿那薩哥拉的學說在當時即使

不是眾所皆知也是極易學得的(Plato: Plato’s Phaedo,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R.S. Blu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85, p.105) 。另一個
看法也顯示這個敘述非歷史上之蘇格拉底，即：D. Gallop指出這段描述主要是針對Cebes的立場，

這顯示這個部份的談論有其思想上的要求，而不是純然的描述歷史上之蘇格拉底(Gallop, D.: 
Plato’s Phaedo, with translation and notes, Oxford; New York: Carendon Press, 2001, pp.169-170.)。另
外，從理論上來看待這個問題的是W.D. Ross的談論，Ross指出在柏拉圖的敘述中，蘇格拉底藉

逃到lÒgoi裡去尋求問題的解決，柏拉圖所用的lÒgow不指定義，其確切的意義應為Ápoy°siw(最
基本的命題Ápo-y°siw，或作假設)，這導致了一個理論對象的轉變，因而Ross認為這裡描述毋寧

是屬於柏拉圖自己的 (Ross, W.D.: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27-29)。而按照筆者上一節指出的分辨蘇格拉底和柏拉圖思想的四個標準來看，這裡的描述無

疑屬於柏拉圖自己的，因為這個段落清楚地主張了「相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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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是地變動，還經常地遭遇到推論上不一致的結果。如：按照旣有自然研究的

學說提出的解釋，甲和乙兩個人站在一起，甲比乙高一個頭的原因是由於這一個

頭；但是，若從相反的角度來看，乙比甲矮一個頭也是由於這一個頭之故。然而，

高和矮是相反的，兩個互相相反的事實卻用同一個原因去解釋是說不通的。因

此，在「第二次航行」當中，他脫離感覺的判斷而逃到lÒgoi裡去尋求解答(Phaedo, 

96a6-100a8)。 

 

    什麼是lÒgow？據H.G. Liddell和R.Scott編撰的希─英大字典的解釋，lÒgow

的意義十分複雜，它源自於動詞l°gv意義是「我說」或「說」。由此衍生出來的，

共有十類不同的意義。16到底柏拉圖在什麼意義底下使用lÒgow這個字眼？這一

點要從蘇格拉底的「第二次航行」來看。 

 

II 
    有別於自然研究的方式，蘇格拉底在「第二次航行」採用了另一條研究路徑，

即：不再直接通過萬有自身而是藉由某個媒介去研究萬有的真理 (Phaedo, 

99d4-6)。這個媒介即：「相」(e‰dÒw)。17通過「相」的設立來解釋一切變動中的

萬有。借用《費都篇》裡的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蘇格拉底認識萬有的方式。這

段話是這麼說的：t“ kal“ tå kalå kalã(Phaedo, 100e2-3)。它可譯為：「由

於那美的緣故 (t“ kal“/予格 (dativ.))而使這美的事物 (tå kalå/主格 )美

(kalã/形容詞)。」第一個美指的是美的相或那自身為美的，第二個美指的是可

稱之為美的個別的萬有，第三個美是形容詞，用以述說這個個別的萬有美。陳康

打趣地把這句話譯為「由於美美的美」，18用它來諷刺柏拉圖設立「相」來解決

如何認識萬有的方式，即：同義反覆，以某個同名的「相」來說明萬有的性質。 

 

    設立「相」和前蘇格拉底哲學家用來解釋宇宙永恆變動的原因的不同之處在

於它有錯誤的抵禦性(toË ésfaloËw)。在《費都篇》裡這些錯誤主要有四： 

                                                 
16  這時類分別為：1. 計算，2.關係，3.解釋，4.爭論、辯論，5.連續的陳述，6.說話、口頭的表
達(utterance, verbal expression)，7.特殊的表達(a particular utterance)，8.論及或談及某事物，9.說
(speech)、表達、發出聲音傳達訊息(utterance)，10.話語(word)或神的智慧。見：H.G. Liddel and R.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43, pp.1057-1059. 
17  為何將e‰dÒw譯作「相」可參考：陳 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北京：商務印書館，

1997。 
18  陳康：〈原理肯定問題〉，出自：《陳康哲學論文集》，台北：聯經，1987(民 76)，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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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自然研究無法說明「同化」(assimilation)的問題。如：生長來自

於飲食，因為飲食使肉長出肉，骨長出骨。但是食物究竟如何變成

肉和骨，這一點說不清楚(Phaedo, 96a6-d6)。 

乙、 關係(relationship)的問題沒有辦法得到說明。如：從自然研究者

的角度來看，A比B高一個頭的原因是這一個高出來的頭；但B較A

矮一個頭也是來自同樣的原因。高和矮是相反的，但在自然研究者

眼中，兩者的原因卻是相同的(Phaedo, 96d8-97d4)。 

丙、 「數」(number)的問題沒辦法得到解釋。如：二可以是一加上

一，也可以是一的二分，因而二可能同時擁有兩個性質不同的原

因，這是不可理解的(Phaedo, 96e6-97b7)。 

丁、 蘇格拉底說，他聽人唸阿納克薩哥拉(Anaxagoras)的書，說nouw

是安排宇宙，是一切萬有的原因，他聽了很高興，因為按照他自己

的推論，nouw是宇宙的安排者，它一定將宇宙裡的一切安排得最

好；因而一切萬有之所以如其所是的變動，乃是由於如其所是的變

動對一切的萬有來說是最好的。但是，當他親自去讀阿納克薩哥拉

的書之後，覺得很失望；因為，在那裡nouw不過引發了宇宙最初的

運動，之後阿納克薩哥拉依然按照傳統機械論的方式去解釋萬有的

變動。19對蘇格拉底來說，以機械論的方式去解釋萬有的變動，除

了宇宙最初的變動得到解釋之外，其三個問題依然存在而得不到解

決(Phaedo, 97d5-99d2)。 

吾人可以從以上四點看出「相」應當具備哪些特徵：1.作為原因的「相」並不是

因果性的原因(乙、丙)，而是某種足以區別萬有與萬有的性質(甲、乙、丙)，因

而，2.利用它來解釋萬有如其所是的變動時，必須能夠迴避「同化」的困境(甲)，

並且，3.能夠避免存在在「關係」以及「量」當中的相對性(乙、丙)，最後，4.

在蘇格拉底的理想當中，「相」是一切萬有運動變化的原因，但這個原因並不是

因果性的原因，而是規範萬有究竟要如何變動的原因，因為按照這個規範而變動

變動，對於一切萬有而言最好(丁)。 

 

III 
    柏拉圖究竟如何規定「相」的理論內容，使其上述四個主要的特徵？從《費

                                                 
19  上述四點的整理可參考：陳康：〈柏拉圖的「辯証法」(講課紀錄)〉，出自：陳康：《論希臘

哲學》，汪子嵩、王太慶編，北京：商務印書館，1995，頁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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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篇》裡關於「相」的談論，吾人可以發現，關於「相」的談論總是附屬在靈魂

不朽的論證當中。柏拉圖試圖通過「學習非它，就是再記憶」(≤ mãyhsiw oÈk êllo  

ti µ énãmnhsiw)來證明零魂不朽(Phaedo, 72e3-73a6)。「再記憶」預設要在某個特

定的時間點之前先認識到某物，而通過當下的感覺喚起之前認識到的知識對象

(Phaedo, 73c1-d1)，但這個知識對象和感覺對象並不相同，如：某個等同的事物

往往會因為觀察點的不同而發生在感覺當中不等同的問題，因而柏拉圖認為相較

於知識對象，感覺對象有所欠缺，只能是近似於知識對象，而不能說是等同於知

識對象(Phaedo, 74a2-e7)。感官所及的只能是那有欠缺的感覺對象，但人們卻能

夠通過感覺喚起真正的知識，顯然，在使用感覺之前，人們已經以某種方式擁有

了對於知識對象的知識(Phaedo, 74e9-75d5)。20

 

    儘管這些談論的主要目的在於論證靈魂不朽，但當中包含了許多關於知識對

象和感覺對象的規定。首先，對於某個感覺對象的理解並非來自於感覺對象自

身，而必須在該感覺對象之外尋求另外的知識來源，即：「相」。但「相」和感覺

對象之間並非全無關聯，感覺對象一方面擁有相似於「相」而足以喚起吾人對於

「相」的回憶的性質，因而「相」和感覺對象是「同名」的；但感覺對象的性質

卻又由於變動之故而不全然等同於「相」；因此「相」一方面是感覺對象的性質

的完備，可以用以說明感覺對象，但另一方面，「相」卻又不受變動的影響而有

所欠缺。在這個基礎底下，萬有被分為兩類：關聯於感覺的是變動中的萬有，而

另一類是恆常而不變動的萬有 ─「相」；變動中的萬有指向擁有相同性質的

「相」，因此，當人們通過感官感受到變動中的萬有時，便能夠藉由這種指向性

而獲得「相」的知識。21

                                                 
20  關於「再記憶」的理論分析可參考：彭文林：〈論柏拉圖對教育的兩個看法〉，出自：《國立

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八期》，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系，2002，頁 15-8。 
21  柏拉圖在這裡用了Ùr°getai這個詞，按照陳康的說法，這個段落有明顯的目的論(teleology)
的性格，他是這麼說的：「[⋯]柏拉圖以這樣一個目的論的「相論」來解釋宇宙裡的永恆變動。

宇宙裡所以有永恆變動，是因為「相」是完備的，事物是不完備的；不完備的追求(Ùr°getai /

以⋯為目的(筆者註))完備的，但是始終不能達到完備的地步。因而永遠追求。」(陳康：〈柏拉圖

「相論」中的「同名」問題〉，出自：：《陳康：論希臘哲學》，汪子嵩、王太慶編，北京：商務

印書館，1995，頁 124)然而，筆者並不認為Ùr°getai有這麼強烈的目的論性格，Ùr°getai在這

裡只有關聯的意義；變動的對象和「相」之間有性質上的關聯，故人們可以通過感覺的對象去認

識到已經存在於靈魂裡的「相」的知識。因此，筆者認為這個段落的主要理論意義在於：柏拉圖

否定了一切變動中的萬有成為知識對象的可能性，因而設立了另一類的萬有作為知識對象；這一

類的萬有和感覺對象有相同的性質，唯一的差別在於是成現在感覺中的萬有因變動而有欠缺，而

作為知識對象的萬有則不因變動而有欠缺；因而對於萬有的知識被抽離出來而離開了萬有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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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吾人可以看到柏拉圖究竟如何使「相」獲得稍早提到的四個特徵：由

於柏拉圖將作為知識對象的「相」設定為感覺對象的相關性質的完備，因而「同

名」的「相」不受變動以及相對感覺條件的影響，而迴避了萬有變動中「同化」、

「關係的相對性」22以及「量的相對性」的問題；23同時，通過蘇格拉底對阿納

克薩哥拉的評論，吾人可以獲得對於如何解釋萬有變動的推斷，即：完備的「相」

是「同名」的萬有變動的原則，因為按照這樣的原則而變動，對於萬有來說是最

好的選擇。24

 

IV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將蘇格拉底式對話錄和中期對話錄作一個比較；就知識

要求的普遍性而言，兩者大體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別在於：在中期對話錄中，

由於柏拉圖否定了感覺對象具有這種命題語句中由主賓詞的內涵完全一致所構

成的普遍性，因而柏拉圖在感覺對象之外設立一個合乎這種普遍性要求的知識對

象 ─同名的「相」，並藉著「相」在知識上能夠排除一切可能發生的兩難這個特

性來說明感覺對象的本性。25一但知識被某種確定的形式對象化了，那麼，知識

                                                                                                                                            

i  

並成為獨立的對象。參考：陳康：〈柏拉圖的「辯証法」(講課紀錄) 〉，出自：《陳康：論希臘哲

學》，汪子嵩、王太慶編，北京：商務印書館，1995，頁 194-8；陳康：〈柏拉圖「相論」中的「同

名」問題〉，出自：《陳康：論希臘哲學》，汪子嵩、王太慶編，北京：商務印書館，1995，頁 124。 
22  甲比乙大，則乙比甲小。若以某種物質性的原因來說明大小，則相反的性質擁有相同的原因。

柏拉圖認為這是不能理解的，因而通過「同名」的「相」來說明這種具相對性的性質。一方面「相」

和感覺對象擁有相同的性質，但「相」本身卻沒有感覺對象所有的相對性。這種解決的方式如：

ka‹  meg°ye i  êra tå megãla megãla ka‹  tå me ¤zv me ¤zv, ka‹  smikrÒthti  tå  
§lãttv §lãttv; (「由於大，那大的大，以及較大的較大，並且由於小，那小的小，對麼？」) 
(Phaedo, 100e5-6)。 
23  「量」也是具有相對性的性質，若單純地使用物質性的原因來說明，則很容易發生以相反的

原因說明相同的性質的困難，如：二可以是一加一，也可以是一的二分。柏拉圖認為這也是不能

理解的，因而通過沒有相對性的「相」來說明「量」。如：oÈk êllhn t nå afit¤an toË dÊo gen°syai 
éll' µ tØn t∞w duãdow metãsxesin (「除了分有自二以外沒有二的原因」)(Phaedo, 101c4-5)。 
24  從蘇格拉底對阿納克薩哥拉的評論來看，吾人有理由相信柏拉圖以「相」取代了阿納克薩哥

拉的nouw，並且使「相」具有成為萬有運動的原則的功能。這個功能是蘇格拉底設想中的nouw
所具備的最理想的情況(Phaedo, 97d5-99d2)。 
25  有不少學者主張，吾人可以在柏拉圖早年的著作當中，找到某些忠實地傳達出歷史上的蘇格

拉底形象對話錄。這個看法似乎可以在這裡得到印証。比較亞里斯多德的記載 (Aristotle: 
Metaphysica, 987b1-10; 1078b30-32; 1086a31-b13)，吾人可以發現，亞里斯多德理解下的蘇格拉底

並沒有使普遍者(tå kayÒlou)分離；而是柏拉圖及其學派使它們成為分離的，並稱之為「相」。

這一點和筆者稍早的談論是相應合的：蘇格拉底並沒有把定義當成一種對象，或者用亞里斯多德

的話說 ─實體(oÈs¤a)；把普遍的知識當成某個獨立的對象來看待的是柏拉圖。假定亞里斯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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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定義」就不再是問題了，26因為在「相」被設立的同時，定義就已經被以某

種特定的形式確立了；相對於此，如何獲得此一知識對象取代定義成為主要的哲

學問題，吾人可以在公認為代表柏拉圖「相論」的對話錄中(如：《費都篇》、《饗

宴篇》與《國家篇》⋯等)，看到這種明顯的傾向。27   

 

§3 《哲人篇》中定義的意義 

 

    《哲人篇》中對於定義自身的理論考察主要表現在兩個相延續的問題上：一

是出自於對言說的現實觀察：「我們如何能夠給同一個事物許多的名稱

(ÙnÒmasi)？」(Sophist, 251a5-6)。我們進一步來考察這個問題的理論背景。 

 

I 

                                                                                                                                            
的看法可靠，那麼，除去《巴曼尼得斯篇》以後的著作不談，柏拉圖的對話錄應該可以分成兩個

部份來看待：一是不設立一個獨立的對象作為知識對象，這個部份的對話錄應該較合乎歷史上蘇

格拉底的教導，如：《歐伊梯孚蓉篇(Euthyphron)》、《斯格拉底自辯篇(Socrates’ Apology)》、《克利

陀篇(Crito)》、《普羅塔哥拉斯篇(Protagoras)》、《高吉亞篇(Gorgias)》、《呂希斯篇(Lysis)》、《拉哈

斯篇(Laches)》⋯等；另一個部份是明確主張「相論」的部份，這個部份吾人可以認為這是柏拉

圖借屍還魂，以蘇格拉底之口闡術它自己學說的著作，如：《費都篇》、《饗宴篇(Symposium)》、《費
雷柏斯篇(Philebos)》、《國家篇》⋯等。就著作完成的年代來看，前者大致早於後者。按照L. 
Brandwood對諸多學者關於柏拉圖著作年代考證的整理(Brandwood, L: The Chronology of Plato’s 
dialogue, Cambridge; New York; Port Chester; Melbourne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這個分法與當中多數學者的看法大致上是一致的。 
26  有不少學者(如：Gail Fine)將柏拉圖的蘇格拉底式對話錄中的「普遍者」以及中期對話錄中

的「相」看作是定義語句中的賓詞，如：X是Y這個命題語句中的Y，因而認定「相」的主要功
能用於陳述主詞。這個看法顯然有待商確。如若「相」只不過作為賓詞，那麼關於「相」要如何

迴避了萬有變動中「同化」、「關係的相對性」以及「量的相對性」的談論也就喪失意義了。就筆

者而言，柏拉圖中期對話錄中的「相」，自身就是一個完善定義，藉由這個定義的完善性，使吾

人對於個別事物的理解成為可能。參考：Fine, Gail: On Ideas: 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lato’s Theory 
of Form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46-54, 61-64; Fine, Gail: “Separation”, from Fine, Gail: 
Plato on Knowledge and Forms: Selected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p.252-300. 
27  在柏拉圖中期的想當中，人究竟要如何獲得知識對象這個問題並不在本文考察的問題之列，

不過，吾人可從陳康晚年的著作 ─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 中，得到一個較詳盡的理

解。通過對代表柏拉圖「相論」的主要對話錄的考察，陳康指出：柏拉圖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主

表現在兩方面：一、回憶說(theory of recollection)：主要出現在《美諾篇(Meno)》和《費都篇》

中，二、綜觀說(theory of synopsis)：首先出現在《饗宴篇》，並在《國家篇》的主要篇章中得到
進一步發展。前者強調靈魂的轉向，這一點在《費都篇》中表現為強調人要脫離感覺及其對象而

轉向純粹的知識對象，在《國家篇》則表現為哲學家的教育；後者出現在《國家篇》第五、六兩

卷，指的是一種靈魂向上提升的機能。參見：Chen, Chung-Hwan (Ludwig): 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 A study of Plato’s methods in the Phaedo, the Symphosium and the central books of the 
Republi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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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問題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提出來的。從「哲人」的第五個定義的結果 

─爭論者─ 出發：由於哲人們宣稱能夠使人們對一切進行爭論，但很明顯的，

這在知識上不可能，因為人不可能擁有一切的知識(Sophist, 232b1-233c11)。伊利

亞的客人由此做出如下的結論：哲人並不是在有真知的情況下對一切進行爭論，

而是曉得用爭論的技藝去造作出一切(Sophist, 233d9-10)。造作的技藝有如模仿，

伊利亞的客人如是說，因而，哲人們用於爭論的技藝可以看作是，「在言談當中

相應於模仿的技藝，可用於欺騙年輕的心靈，使他們相信這當中有真理(Sophist, 

234c2-d1)。」按照相同的分解方式，模仿的技藝被分解成兩類(Sophist, 235c8)：

一類是造作出與原物相同者(efikÒw)，稱為複製的技藝(efikastikÆn)；另一類如同

藝術家一般造作出「擬象物」(fãntasma)，因他們不求相同而只求美觀，這些

可稱為造作擬象的技藝(fantastikØn)(Sophist, 235e5-236c4)。但是，要將哲人的

技藝歸諸於兩者中的哪一類卻發生很大的困難，原因是這涉及到「非有」

(tÚ mØ ¯n)是「存有」(¯n)的問題。不論是複製或擬象都只是類似而不是「是」

(e‰nai)。28簡單地說，模仿物只能類似或相同於存有，但卻不能夠是存有。因而

在言說當中說「那非有是」或「非有有」(tÚ mØ ¯n e‰nai)時很容易遭受到自相矛

盾的困境(Sophist, 236d9-237a1)，但是要從這兩者去分解出「哲人」的定義卻預

設了這個矛盾，否則，這個分解便不能夠成立(Sophist, 237a3-7)。 

 

「非有是」或者「非有有」這個論斷是巴曼尼得斯始終反對的(Sophist, 

237a4-5)，29伊利亞的客人說道。這個反對產生了一個極端的結果：對「非有」

                                                 

 

 

28  ¯n或e‰nai都源自efim¤，¯n是efim¤的中性分詞形式，而e‰nai則是不定詞形式，兩者皆可譯為「是」

(is)、「有」(being)或「成為」(to be)，單數複數型的¯nta則可譯為「萬有」(beings)。換言之，efim¤

既有存有的意義，亦有本質的意義。但是從行文脈絡來看，這裡涉及到一個論理上的問題，即：

mØ ¯n在這裡被認定為不存在，相反於實際上存在的¯n；另一方面，e‰nai在這裡則表達「本質」

或「本性」的意義(essence)。但這種區分並不是很確定的，因此，筆者將視情況將efim¤譯為「有」

或「是」，或者重複列出二者，以求凸顯語詞意義的對比。 
29 這個論斷幾乎可以確定來自Diels編撰的巴曼尼德斯斷簡 2當中的這段話： 
≤ m¢n ˜pvw ¶stin te ka‹ …w oÈk ¶sti mØ e‰nai, PeiyoËw §sti k°leuyow (ÉAlhye¤hi går Ùphde›), 
≤ d' …w oÈk ¶stin te ka‹ …w xre≈n §sti mØ e‰nai, 
不過，上述談話是否有如《哲人篇》239c-241d般主張卻是頗成問題的。首先，從≤ m¢n ˜pvw ¶stin  
te ka‹ …w oÈk ¶sti mØ e‰nai ([萬有]不能既是而又不是)這段話來看，在Kirk, G.S. Raven, J.E.共同
編撰的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l History with a Selection of Texts一書裡，用了相當的

篇幅說明oÈk ¶sti指的是什麼(Kirk, G. S., Raven, J. E., Schofield, Malcolm: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l history with a selection of text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5-7. )，從其譯文當中也可以看出這點：[...]that [it] is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it] not 
to be. 在這段譯文裡，¶stin被譯為is而oÈk ¶sti卻被譯為not to be，而不是is not 或not is。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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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言說和表達是不可能的，因此錯誤的言說不可能(Sophist, 238c8-10)。但

是，這和人們的經驗相反；實際上，複製或幻象這類模仿物在經驗當中存在乃是

事實，因而存在於人們的思想、言說和表達當中。這裡就產生了一個思想上的要

求：對巴曼尼得斯所堅持的理論作出適當的研究，並建立如下的命題 ─「非有」

(tÒ mØ ¯n)在某個意義下為「是」(¶sti)，而按照[同樣的道理]「有」(tÚ ¯n)在某

個意義下「不是」(oÈk ¶sti) (tÒ te mØ ¯n …w ¶sti katã ti ka‹ tÚ ¯n aÔ pãlin   

                                                                                                                                           

…w oÈk ¶sti p˙.)  (Sophist, 241d5-7)。 

 

II 
    伊利亞的客人指出，巴曼尼德斯所屬的伊利亞學派(更早可以溯及到色諾芬

尼/Xenophanes)把問題看得太簡單了，他們把其理論建立在「一切的萬有為一」

(…w •nÚw ˆntow t«n pãntvn )之上(Sophist, 242d5-6)，他們的後繼者也在這個基

礎之上作出進一步的談論；但是這些人並沒有弄清楚他們用以談論的這些詞語的

意義，而造成思想上的混亂。 

 

擺在眼前的是，要駁斥巴曼尼得斯，並建立『「非有」(tÒ mØ ¯n)在某個意義

下為「是」(¶sti)，而按照[同樣的道理]，「有」(tÚ ¯n)在某個意義下「不是」

(oÈk ¶sti)』這樣的命題之前，必須要先克服詞語意義含糊不清的問題，釐清詞

語的各種意義。這個研究從[這些詞與]當中最大(meg¤stou)和最原始的(érxhgoË) 

─「是」或「有」(¯n)─ 出發(Sophist, 243c10-d5)，當我們在言說當中稱某物(t‹)

為「是」或「有」時，言說本身存在一些思想上的困難：「是」或「有」被認為

不同於言說所指涉的某物(t‹)，在這個言說當中，實際上存在兩個名詞。所以當

 

i

i

於希臘文和英文之間的根本差異使然，當然，在英文的習慣當中，not is並不合於言說的習慣和

文法；因而¶st n和oÈk ¶sti的對立離開了原來動詞肯定表達和否定表達間的對立，轉而為Kirk等
認定為一種存有和非存有之間的對立，而oÈk ¶sti的解釋便是基於這點而具有非存有的意義。筆

者認為Kirk等的譯文忽略了te ka‹在這段文字中的功能，致使mØ e‰nai只對oÈk ¶sti發生作用，因
而¶stin和oÈk ¶sti被分割開來看待(這個現象也反映在某些中譯本當中，如：苗力田主編：《古

希臘哲學》台北：七略，民 84，頁 83-84 裡，將這段話譯為「[⋯]一條是存在而不能不在⋯」)。
事實上，在這段話當中¶st n和oÈk ¶sti皆當動詞用，並且兩者扮演的角色亦相同。它的意義在於

說明真理不可能同時具有肯定和否定兩個方面。 
       根據以上的分析，巴曼尼德斯並不如《哲人篇》239c-241d般主張假的言說不存在，但卻有

成為 239c-241d那樣的可能；而成為 239c-241d那樣的主張預設了兩個條件，1.用最極端的方式
去運用巴曼尼德斯的主張，2.將巴曼尼德斯反對的對立變成存有和非存有的對立(對照 241d5-7
即可知，柏拉圖明確地從tÚ ¯n和tÒ mØ ¯n出發，但巴曼尼德斯則否)。因此，儘管巴曼尼德斯沒
有這樣的主張，但哲人們仍然可以躲再巴曼尼德斯的羽翼底下，作出上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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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考慮伊利亞學派的說法 ─「一切的萬有為一」時，它原來的意思絕不是

「萬有」既是「有」(ˆntow)又是「一」(•nÚw)，30如同一個事物用兩個名詞來指

涉它。因而，如果伊利亞學派(或巴曼尼得斯)的的話算數的話，就必須否定在言

說當中用兩個或多個名詞指涉一個事物，因為名稱與萬有並不同一；然若名稱與

萬有同一的話，則名稱只能是自身的名稱。一句話當中存在兩個名稱，等於一句

話裡有兩個不同的指涉，「一切的萬有為一」也就不成立了(Sophist, 244d6-9)。

再者，這個議論一旦涉及到巴曼尼得斯以「一」為「整體」(˜lon)的論點，問題

就顯得更加複雜。當名稱被認定為萬有的情況下，「一」作為「整體」的論點便

不能成立；理由是，相對於「一」而言，「整體」就變成了「其他的」(ßteron)，

既然「整體」是不同於「一」的另一個存有(ßteron)，則「整體」勢必有自己的

意義，而不必然等同於「一」(Sophist, 244d14-245b9)。31這並不只是個言說上可

能發生矛盾的問題，而是一個「萬有論」(Ontology)上的問題，一方面，如若肯

定「整體」非「一」，則巴曼尼得斯「一切萬有為一」的命題就不能成立；另一

方面，若否定「一」是「整體」，32等於否定了「一」是結合了中央和邊緣諸多

部份的集合體，33「一」也就喪失了它自身的[存在性] (Sophist, 245c1-d11)。34

 

    無疑，分解法的實踐主要的目的就是定義「哲人」，但是巴曼尼得斯的學說

卻讓「定義」便得不可能了，因此，伊利亞的客人通過「非有是」或「非有有」

                                                 
 30  「萬有」既是「有」又是「一」，這是一個轉譯上的取巧。從原文看來，…w •nÚw ˆntow t«n 

pãntvn (一切的萬有為一)這句話的主詞是ˆntow，而述詞是•nÚw，而我們說一句話裡有兩個名

詞，指的就是此二者。因而，筆者在這裡用「萬有」既是「有」又是「一」這樣的敘述方式，目

的在說明：對一切「萬有」(ˆntow t«n pãntvn)的說明)在語句上存在一困難，即它既是「有」

又是「一」；然事實上，「萬有」即「有」，「萬有」在這個語句中的添加只是一取巧的用法，

並非在「有」之外另有「萬有」。 
31 如同巴曼尼德斯所說的，「整體」被設想為一個球體，從中央到每一方面都相等，因為不能有

任何地方大一點或小一點。這個論點出自於Diels編撰的巴曼尼德斯斷簡8(見Kirk, G. S., Raven, J. 

E., Schofield, Malcolm: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l history with a selection of text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8-254)，但這個設想暗示了「整體」

其實是有部份的，因為它包含了中央和邊緣。在這個意義下，「整體」可以是「多」而不必然是

「一」。 
32  在否定「一」是「整體」的情況下，柏拉圖並沒有使用•nÚw(一)這個字眼，而是用tÚ ¯n(萬

有)這個字眼來取代。在這裡，使用tÚ ¯n有個好處：它可以凸顯在這個情況底下tÚ ¯n的自我毀

滅，如tÚ ¯n若不是˜lon，那麼，tÚ ¯n就不再是tÚ ¯n了。 
33  見上註。 
34  這是一個建立在基本空間觀之上所作的考量，否定了「萬有」是「整體」，等於否定了「萬

有」具有中央至邊緣的空間佔據；否定空間的佔據，等於否定了「萬有」的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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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談論將巴曼尼得斯的學說引進到談論當中；當然他最直接的目的是要反駁當時

哲人們的論證方式，藉以解決對一個否定性的事物言說如何可能的問題，也就是

建立如下的命題，即：「非有」「是」，而「有」可以「不是」；但是，這裡隱含著

一個更重要的目的，即：巴曼尼得斯的學說不但使對否定性事物的言說不可能，

也讓一切言說(包含對肯定性事物的言說)成為不可能，這就使這篇談話作直接的

目的 ─「定義」破產了。因此，吾人可以發現這個談論針對的主要問題，它不

是關於「非有」的言說如何可能，也無關於錯誤的言說如何可能；而是一個更根

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形成了一個巨大的障礙，如果不能解決，一切用以作為定義

的命題語句皆不可能，即：如何在言說當中給同一個事物許多的名詞。 

 

顯然，這個談論的背後有一個現實的需要，即：在理論上確立結合諸多名詞

而成的語句可以用來傳達真理。因此，《哲人篇》的定義呈現出一種相較於蘇格

拉底式對話錄中的定義所沒有的積極性意義，即：通過分解法結合種與差，使得

提問與回答間的界限(內涵)的完全一致，這一點是在蘇格拉底式對話錄中所未曾

達到過的。35

 

§4 小結 

 

I 
     通過上述考察，吾人可以發現，在蘇格拉底式對話錄中，「定義」的目的是

為了給萬有劃定一個合理的界限，即：在對話中，問和答的界限必須一致。然而，

事實上這個目的並沒有被確實地達成過，而是被另一個消極的目的所取代，即：

印証神諭的正確性，藉此揭露出當時時興的言談方式可能存在的錯謬；而在中期

的對話錄中，柏拉圖將這種錯謬的言談歸諸於感覺及其對象的變動性格，而在感

覺及其對象之外設立不變動的「相」。但「相」的絕對性格使人們對於定義的追

問喪失了意義，因而在中期對話錄中，如何獲得「相」的知識取代了取代了對「定

義」的追問，成為談論的主要焦點。《哲人篇》和蘇格拉底式對話錄中「定義」

的目的大體相同，但《哲人篇》中的「定義」則更具有積極性 ─通過種與差的

結合，使問與答之間獲得完全一致的界限。因此，在柏拉圖的著作當中，「定義」

至少有兩種不同的意義，存在於三種不同的理論背景當中。 

 
                                                 
35  見本章：§1 蘇格拉底定義的意義，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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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進一步檢討《哲人篇》中，伊利亞的客人對「一切萬有為一」的批評，儘管

這個談論針對的主要是巴曼尼得斯，不過就談論內容而言，在一定程度上也適合

於柏拉圖中期的「相論」。當柏拉圖以不變動的意義來看待「相」的同時，「相」

也就在論理─萬有論上(logic-ontological)有了和巴曼尼得斯的「一」相同的規定，

如：單一、永恆且不能分割(Phaedo, 78b4-d7)；但從另一方面來看，當吾人從柏

拉圖如何將普遍的知識(使回答和提問的界限一致)對象化這一點來看待「相」，

我們也可以說，「相」就是對象化、個體化了的定義。因此，對於「相」的理解

發生了兩難的困境：(1)如若吾人認定「相」為單一、不變動和永恆的的實體的

話，就必須排除「相」自身作為「定義」的可能；從反面來看，(2)如若吾人認

定「相」是對象化了「定義」，那麼，就勢必要反對將「相」規定為單一、永恆

且不能分割。36

 

究竟「定義」與柏拉圖對「相」的規定之間，是否處於絕對的對立而無調解

的可能？筆者認為，通過對於「相」與「定義」的語言學分析，將有助於吾人進

一步理解柏拉圖對話錄中的「相」與「定義」，並且發現當中存在調解的可能。

這一點筆者將在下一章中作進一步的考察。 

 

                                                 
36  見本章：§3，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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