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利圖的鬥爭：「是」和「言說」的對

立 

 

前言 

 

    筆者已於上一章指出柏拉圖中期對話錄中的「相」同時具有「定義」以

及巴曼尼得斯的「一」(•nÚw)兩種性格；然而，由於這兩種性格明顯地互相

排斥，因而使吾人對於「相」的理解陷入兩難，即：當吾人認定「相」為「定

義」，則因「定義」容許名詞間互相結合之故，必然要反對「相」具有「一」

的性格的可能；而依據同樣的理由，當吾人認定「相」具有「一」的性格時，

則必然要反對「相」有作為「定義」的可能。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稍後將看

到這個問題 ─儘管在柏拉圖的中期對話錄中並不明顯─ 實際上是：「是」(¯n)

和「言說」(lÒgoς)之間的對立問題，特別是在《哲人篇》中，為了在理論上

維護言說的有效性，伊利亞的客人也批評了某種建立在巴曼尼得斯學說之上

的「相論」，而這個批評實際上給後來的研究者造成莫大的困擾。究竟「定義」

和「一」之間有沒有調解的可能，是本章要討論的主要問題。就這個問題，

筆者將通過一個文獻解讀和比較的方式來考慮伊利亞的客人究竟是如何理解

巴曼尼得斯的學說，並且藉由這個考慮，吾人將發現這個對立究竟在《哲人

篇》中是如何形成的；再者，筆者也將考察這個對立是否存在於柏拉圖中期

的對話錄中，若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它到底表現為什麼樣的形式，並且在中

期對話錄中是否存在調解二者的思想，若有，假設《哲人篇》最終克服了「是」

與「言說」間的對立，那麼中期對話錄中的調解思想和《哲人篇》中的解決

有什麼關聯。 

 

§1 巴曼尼得斯關於「是」的談論 

 

I 
    在伊利亞的客人的的理解底下，巴曼尼得斯的學說主要表現為以下兩

點：(1)「非有」不能為(…w)「是」或「非有」不能為「有」；(Sophist, 237a4-5) 

這一點附帶產生一個影響 ─儘管這個看法並不是巴曼尼得斯自己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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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錯誤的言說 (Soph i s t ,  239c -241d)。 1  (2 )「一切的萬有為一」

(…w •nÚw ˆntow t«n pãntvn ) (Sophist, 242d5-6)。乍看之下，這兩個段落看

似兩個不同的理論主張，而實際上兩者有很密切的論裡關聯。首先，就(1)而

言，利亞客人對巴曼尼得斯的理解無疑出自於以下的談論：

≤ m¢n ˜pvw ¶stin te ka‹ …w oÈk ¶sti mØ e‰nai,Pe yoËw §sti k°leuyow  i

e

 

                                                

(ÉAlhye¤hi går Ùphde›), ≤ d' …w oÈk ¶stin te ka‹ …wxre≈n §sti mØ e‰nai,(F

r.2, 3-5)2。這個談論相當類似於現代形式邏輯中的矛盾律(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 。 它 由 ≤ m¢n ˜pvw ¶stin te ka‹ …w oÈk ¶sti mØ ‰nai 和

≤ d' …w oÈk ¶stin te ka‹ …w §sti mØ e‰nai 兩個對立的部分所構成。它們可分

別譯為：『不能既「是」而又「不是」』3和『也不能既「不是」而又「是」』。

4把這段話中的「是」、「不是」和伊利亞的客人所理解的「有」(tÚ ¯n)、「非

有」(tÒ mØ ¯n)作一個比較，吾人可以得到一組正面的概念 ─¶sti和tÚ ¯n，

和一組反面的概念 ─oÈk ¶sti和tÒ mØ ¯n。暫且略去負面意義的oÈk ¶sti 和

tÒ mØ ¯n 不談而單就正面意義來看，¯n 是動詞¶sti 的分詞形式，而在¯n 之

前加上定冠詞tÒ，¯n 便失去了原來¶sti 的動詞性格，而成了十足的名詞，

指涉相應於該名詞的某物。因而我們可以這麼表達那個相應於tÚ ¯n 的某物

為：那稱之為「是」的東西，或那個「是」、「有」。換言之，將¶sti理解

為tÚ ¯n 構成了伊利亞客人所理解的巴曼尼得斯的核心，即：否定移一切有

關tÒ mØ ¯n的思想和言說。究竟「是」(¶sti)、「有」(tÚ ¯n)以及「不是」

(oÈk ¶sti)、「非有」(tÒ mØ ¯n)之間的關聯是什麼？這個問題直接地涉及到

伊利亞的客人究竟在什麼意義底下看待上述對立。我們將在稍後看到在《哲

 
1  筆者認為巴曼尼德斯並不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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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巴曼尼得
斯的斷簡 ─筆者將在稍後加以分析─ 和Soph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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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指涉的顯然是當時哲人們，隱藏巴曼尼德

斯的學說背後，作出上述主張。 
2  以上斷簡皆摘錄自：Hermann Diel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22，並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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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244-262; Coxon, A.H.: The fragments of Parmenides: a critical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ancient testimonia and a commentary, Assen, The 
Netherlands; Dover, N.H.: Van Gorcum, 1986, pp.42-93. 
3  更精確地說，這段話應譯為：『不能夠「是」等同於「不是」』，另一段話應譯為：『不能

夠「不是」等同於「是」』。 
4  見：第一章，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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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篇》中它實際上表現為「是」和言說的對立，而主要的關鍵在於巴曼尼得

斯的「思想與「是」等同」原則。因此，吾人有理由相信在《哲人篇》中勢

必存在一種調解這個對立的學說。在這之前，我們先通過一個語言學的分析

來考察，¶sti 究竟在什麼條件底下被伊利亞的客人理解為tÚ ¯n，而oÈk ¶sti

在什麼條件底下被理解為tÒ mØ ¯n。 

                                                

 

II 
Charles H. Kahn在為他的一部頗具影響力的著作5所做的回顧一文中，6指

出在語言學理論中，e‰nai (to be)的用法主要有三：(一)介系詞(The Copula)，

(二)表真用法(The Veridical Uses)，三、存在用法(Existential Uses)。7Kahn認

 

 

 i

 

5  即：Charles H. Kahn: The verb ‘be’ in Ancient Greek, Dordrecht: D. Reidel, 1973. 
6  Charles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from The Logic of 
Being, eds. S. Knuuttila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D. Reidel, 1986, pp.1-28. 
7  同上註：(一)介系詞(The Copula)：在命題語句(限X is Y式語句)中，介系詞它承載了所有

動詞的特徵，如：時態、人稱和語態等，但自身卻沒有明確的意義，因而它實際上傳達出來

的，只不過是其他動詞的字尾變化所表達的東西(p.5)。這個特點經常被語言學家說成是「名

義上的動詞」(dummy verb)。它的功能在於：提供主─賓詞間的聯繫，將賓詞所傳達出來的

東西和動詞形式結合在一起，以便使主─賓詞的結合成為完整的語句，然而，它自身卻不作

為賓詞。在這個意義底下，(A)在語法上(Syntactiaclly)，動詞字尾變化的功能是在語詞和語

詞之間構作出合於文法的語句 (p.6)；而 (B)在語意上 (Semantically)，在以指示─陳述

(indicative-declarartive)性語句為基本形式的情況下，介系詞賦予語句真實的宣稱(The truth 

claim)的形式。Kahn認為這個語意上的功能使吾人理解到希臘文e‰nai最重要的特定用法，

即，(二)表真用法(The Veridical Uses)，它表達了真理或實在(truth or reality)的概念(p.6)。這

種用法的結構在以下三種語句特徵得到最好的呈現：(i)在文法上並不表現為名詞形式(如：

man或hunting)，而是表現為一種語句結構，如同英文中的that子句(如：that the man was 

hunting)；(ii)這個動詞的結構是獨立的，即：除了比較性的houtōs外，不帶任何副詞補語，

這導向(iii)言說和思想的比較子句，這種形式充分地表現為表真結構，而被包含在每一個類

似的語句中。如：¶sti taÈta oÍtvw Àsper sÁ l°geiw (These things are as you say)。(p.8)Kahn

認為，在這些情況底下將介系詞¶sti譯為is式不恰當的，應當譯為真實或事實(“truth” or “the 

fact of matter”’) (p.9)。(三)存在用法(Existential Uses)：Kahn以《蘇格拉底自辯篇》為例來說

明這種用法：…w ¶stin tiw Svkrãthw sofÚw énÆr (Socrates’ Apology, 18b6-7)，在這段話

中，e‰nai 在一個合於文法的語句裡運作了兩次，一次是主張主詞存在，另一次是對此一主

詞作進一步的說明。因而Kahn認為這段話應譯為：有一蘇斯格拉底(¶stin tiw Svkrãthw)，

有智慧的人(Svkrãthw sofÚw énÆr ¶st  )。第一次的¶sti用以宣稱作為主詞的蘇格拉底存

在，第二次則是對這個蘇格拉底作進一步的說明，後者即e‰nai 的介系詞用法，因此，e‰nai

的存在用法也可以視為是一種介系詞；不過，Kahn強調，在存在用法中，介系詞功能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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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論就巴曼尼得斯或是柏拉圖、亞里斯多德而言，¶sti 的存在用法只是

附屬的，8根本的用法是表真用法。9然而，在對於巴曼尼得斯的解釋上，Kahn

卻陷入了一個無法自圓其說的困境。他指出，tÚ ¯n一方面與nothing相對立，

10而另一方面又與生成和毀滅相對立；而為了支持這些對立，必須預設tÚ ¯n

是(1)「有」而不是無(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2)已然在場的「有」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there)，(3)持續在場的「有」(something that continuius 

to be there, something that persists)。11按照這些預設，對於巴曼尼得斯來說，

¶sti 的用法應當屬於存在用法。這個看法大體上是對的，不過，Kahn卻又懷

疑這個解釋的效力，理由是，他找不到理由將斷簡2中的這個由¶sti 所獨自

構成的語句理解為存在(it exists)。12為了解決這個問題，Kahn大費周章地到

斷簡1(Fr.1, 22-32)當中去尋求女神的啟示，為的就是要證明e‰nai 的表真用法

在巴曼尼得斯的斷簡中佔據主要的地位，13而存在用法在那裡只不過是派生

的。14

 

這個解釋令筆者感到懷疑，理由在於Kahn關於e‰nai 的表真用法的談論

並不能令筆者信服。Kahn將他的論點建立在以下的三種句式上：(i)在文法上

e‰nai 並不表現為名詞形式(如：man或hunting)，而是表現為一種語句結構，

如同英文中的that子句(如：that the man was hunting)；(ii)這個動詞的結構是獨

立的，即：除了比較性的houtōs外，不帶名詞的、方位性的以及其他的任何

副詞補語，這導向(iii)言說和思想的比較子句，這種形式充分地表現為表真結

構，而被包含在每一個類似的語句中。如：¶sti taÈta oÍtvw Àsper sÁ 

                                                                                                                                    

l°geiw (These things are as you say)。15筆者認為Kahn的論點並不能在這三種句

 
次要的，它的目的無非只是「為了要求進一步的說明而引入主詞」(introducing a subject for 

further predication)，主要的功能在於宣稱主詞的存在(pp. 9-12)。 
8  Charles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from The Logic of 
Being, eds. S. Knuuttila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D. Reidel, 1986, p. 14. 
9   Ibid, 14. 理由是，表真用法最適合於論証。 
10  這個看法筆者感到懷疑，就筆者看到的巴曼尼得斯斷簡(Fr.6, 9)，和nothing(mhd¢n)相對
立的並不是tÚ ¯n，而是¶sti ；再者，mhd¢n也不作名詞用。 
11  Charles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from The Logic 
of Being, eds. S. Knuuttila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D. Reidel, 1986, p. 14. 
12  Ibid, p.15. 
13  Ibid, pp.15-16 
14  Ibid, pp.16-18. 
15  Charles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from The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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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當中得到有效地證明。首先，吾人必須承認就(i)和(ii)而言，e‰nai 的確有

表真的功能在，如：Svkrãthw sofÚw énÆr ¶sti 。但這個功能並非先天地

來自於e‰nai 的自身語意上的性格所致， 16而是由於在語句中作為動詞的

¶sti(e‰nai 的第三人稱直說語態)恰好扮演表真的功能。如若吾人將上述語句

改為o‡mai Svkrãthw sofÚw énÆr  e‰nai  或o‡mai ˜ti Svkrãthw sofÚw  

énÆr ¶sti ，

 

                                                                                                                                    

則在語句中的e‰nai就失去了Kahn所說的表真功能。就前者而言，

語句的動詞並不是e‰nai，而是o‡mai，因而表真的功能為o‡mai所取代；就後

者而言，儘管˜ti 之後為完整的語句，但這並不是一個獨立的語句，而是附

屬在自身為完整的語句 o‡mai 之下，因而表真的功能也同樣地不落在¶sti，

而落在o‡mai身上。就(iii)而言，Kahn的讀法似乎有待商確，按照他的讀法 ─

These things are as you say，一個完整的語句將產生兩個主要動詞，筆者以為

這句話讀成These things[which] as you say is應當較為恰當。儘管這裡的¶sti

也的確具有表真的功能，不過吾人同樣可以代之以其他用以宣稱的動詞，如：

o‡mai、l°gomaiÖ等。 

 

的確，如Kahn所說，e‰nai 在一定程度上的確有表真的功能，但這並不

是由於語意上的性格，而是由於在印歐語系中，思想總是包含動詞，而肯定

或否定往往通過動詞來表達所致。同樣地，吾人在一切用以宣稱為真的動詞

當中也都可以看到類似的表真功能。因而問題又回到原點，究竟¶sti 和tÚ ¯n

是什麼？或者更清楚說，伊利亞的客人如何將動詞¶sti理解為名詞tÚ ¯n？ 

 

III 
從行文的語態來看，這是一個消極或否定的的言說，因此找出它肯定的

理論基礎究竟是必要的。吾人可以從以下這段肯定的談論看出端倪：

xrØ tÚ l°gein te noe›n t' §Ún ¶mmenai.17 ¶sti går e‰nai, mhd¢n d' oÈk ¶stin

 

  

of Being, eds. S. Knuuttila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D. Reidel, 1986, p.8. 參考本章註 8。 
16  在以指示─陳述(indicative-declarartive)性語句為基本形式的情況下，介係詞賦予語句真

實的宣稱(The truth claim)的形式。見：Charles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from The Logic of Being, eds. S. Knuuttila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D. 
Reidel, 1986, p.6；本章註 7。 
17  這句話在文法上頗為難解，不同的讀法產生不同的句讀。有一些學者在xrØ tÚ l°gein te
noe›n t' §Ún ¶mmenai 這段話的結尾處標上表結束的句點”，”，另外有些學者則標為未完成句

式的逗點”.”。筆者追隨G. S. Kirk、 J. E.Raven和M. Schofield的看法，而將之標為逗點”.”。
參見：Barnes, Jonathan: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79c, 1982, p.158; 611; Barnes, Jonathan: Early 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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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堅持那說的和思想的為：「是」的「是」，而「無」「不是」) (Fr.6, 1-2)

值得注意的是：(1)從整個談話的內容來看，上述這段話的目的是要反駁某些

看法，他們認為生成和滅亡旣相同又不相同，一切都轉向其對立面的論調

(Fr.6, 9)。(2) 與稍早提到的段落(Fr.2, 3-5)不同的是，這段文字並不似該段落

般省略主詞，而是在動詞¶sti 和oÈk ¶st n 前加上主詞e‰nai 和mhd¢n。e‰nai 

是¶sti 的不定詞形式，在這裡當名詞用，可譯為「某個「是」的東西」或「某

個「是」者」；而mhd¢n 可譯為「什麼都不是」、「沒有」或「無」；當吾

人用oÈk ¶stin 來理解 mhd¢n 時，產生了一個很有趣的結果，這個結果也許

可以說是巴曼尼得斯最具原創性，同時影響所及最大的思想，即：不存在含

有oÈk ¶stin 的言說與思想。

i

                                                                                                                                    

18巴曼尼得斯是如何得到用oÈk ¶stin 來理解 

mhd¢n 這個結果的呢？ 

 

與如何把oÈk ¶sti 理解成mhd¢n 有直接關聯的是關於生成(g¤gnesyai)的

談論。由於萬有在感覺當中呈現出來的樣貌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動不

拘，時而是，時而不是，因而在感覺當中的萬有總是旣「是」又「不是」。

這個事實和論理的原則明顯地相悖，因而巴曼尼得斯指出另一條考慮萬有的

道路： tÚ aÈtÚ noe›n §st¤n te ka‹ e‰nai (思想與「是」等同)(Fr.3)。19換言

之，巴曼尼得斯從一開始就排除了通過感覺去了解萬有的可能，而是通過思

想去理解萬有；而在思想當中，生成現象和論理之間的關係可以從以下幾個

不同的面向來看： 

 
Philosoph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132; Coxon, A.H.: The fragments of Parmenides: a 
critical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ancient testimonia and a commentary, Assen, 
The Netherlands; Dover, N.H.: Van Gorcum, 1986, pp.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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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18  就巴曼尼得斯的斷言而言，上述所有談論都是關於思想和言說。見：Fr.6, 1。 
19  由於「思想」的動詞直說形式和不定詞形式相同，皆作noe›n，因而對於此處noe›n的用法
產生了一些爭議。J. Burnet和E. Zeller都認為在當時還沒有被當作名詞的tÚ noe›n，因而這裡

的noe›n應當是動詞不定式(infinitive)。筆者部分同意這個看法，在這段話中noe›n自然不可能

作為動詞的直說語態(因為它的開頭加了冠詞tÚ)；然而，問題在於希臘文中的動詞不定式既

不表達某種「格」(case)，也不表達「人稱」，因而吾人無法理解作為不動詞的noe›n究竟所

指為何。有許多學者將這段話理解為思想的法則和存有的法則一致，但Burnet認為當時尚不

可能有這樣的思想，而主張這段話中的noe›n為動詞不定式，作第三格(dative)。筆者並不試

圖直接地處理這個問題，而是通過《哲人篇》中的相應段落，考察伊利亞的客人究竟是如何

理解這個段落的意義。這一點筆者稍後將作進一步的討論。參見：Burnet, J.: Early Greek 
Philosophy, London: A. & C. Black, 1952,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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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萬有在時間中：生滅現象具有時間的開始點和結束點，因而在開

始點之前和結束點之後的萬有不具備「是」的性質，或者說，沒有任

何可以指明的性質，即：「無」(mhd¢n)。這就意謂了萬有可以旣「是」

而「不是」。這點是巴曼尼德斯不能接受的，因此，他在思想的律則

的指導下反對一切生滅的可能性(Fr.8, 5-21)，否定了生滅現象也就否

定了運動變化；運動變化或者主動或者被動，都必然在時間當中有開

始點。因此，在巴曼尼德斯的眼中，萬有在時間中不能有開始點，也

不能有結束點，而是恆常不變的。 

β.萬有在空間中：按照一般的看法，萬有總是佔據某個部份的空間，

這隱含著有某些空間是不被佔據的，因而產生了「是」(指存在某一些

「是」的東西)「不是」(不佔據任何空間)的可能，20這個看法也違背

了論理的律則而不為巴曼尼德斯接受，因為這些不被佔據的空間亦不

具備「是」的性質。因此，萬有在巴曼尼德斯的設想當中，成了一種

在時間上沒有终始，也沒有運動變化的可能性，充斥一切的空間，並

且以任何一點為中心到達週邊的距離都相等這樣的大球體(Fr.8, 29-36; 

42-49)；在這個對萬有性質的設定底下，萬有也就同時在論理上被要

求是單一而不能在空間上被分割(Fr.8, 25-26)。這也就是「一切萬有為

一」學說的理論背景。 

 

IV 
    從論理推衍的角度來看，所有的這些談論都有一個根本的預設，即：動

詞¶sti及其否定oÈk ¶sti 在這裡並不僅僅只是在語句中用於表真或假的意

義，而是自身具有一種時間上持續而恆常的意義。儘管這一點Kahn已經看到

了，但是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21由於這種時間上的特性，使相應於言語

表達的萬有因而在空間上被要求具有連續而充斥一切的空間的性質。在這個

意義底下，被認為不佔據時間與空間的oÈk ¶sti 很自然地就被理解成

mhd¢n 。那麼動詞¶sti 和《哲人篇》中伊利亞客人理解中的名詞tÚ ¯n 間的

關聯是什麼呢？筆者認為，巴曼尼得斯顯然並沒有將言說(思想；tÚ noe›n)

的對象(「是」；tÚ e‰nai)和言說(思想)自身區別開來，他那著名的話 ─思想
 

 

20  這段話不表「是」和「不是」的對立，而是指在言說當中，被述說者直接為述說所否定。

希臘文表示為tÚ ˘ ¶sti oÈk ¶sti. 
21  Charles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from The Logic 
of Being, eds. S. Knuuttila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D. Reidel, 1986,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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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是」等同(tÚ aÈtÚ noe›n §st¤n te ka‹ e‰nai )(Fr.3)─ 清楚地表明 

了這一點。無論這段話中的te ka‹ 究竟原意何指，至少在伊利亞的客人，甚

至柏拉圖自己的理解中，te ka‹ 指的並不僅僅是兩個東西相同，或具有相同

的性質，而是說，兩者根本上是一件事；22因而在《哲人篇》中，¶sti 被理

解成tÚ e‰nai (省略主詞的¶sti 自身就是完整的語句，這樣的理解並不離

譜)，而tÚ e‰nai 再被理解為tÚ ¯n。 

 

    通過上述推演過程，吾人發現伊利亞的客人對巴曼尼得斯的理解基於以

下兩點：首先，¶sti 並不只是在語句中用以表真，而是自身具有時間上持續

而恆常的意義；23再者，思想(tÚ noe›n)、言說(lÒgow)以及萬有的「是」被理

解成一件事，它最直接的影響是關於「不是」的思想和言說都在論理上被排

除了，按照上述分析，這種否定的表達方式可能從動詞形式的oÈk ¶sti 、

mhd¢n 到名詞形式的tÒ mØ ¯n。如若伊利亞的客人對巴曼尼得斯的理解正確

的話，那麼，巴曼尼得斯顯然從一開始就不在現代人所說的純粹邏輯底下去

看待萬有，而是在論理律則物體化的情況下去看待萬有，而這個物體化的基

礎就在於e‰nai 語意上帶有的時間性格 。那麼，在柏拉圖那裡這個問題表現

為什麼樣的形式呢？顯然，在一定程度上，柏拉圖中期對話錄的「相論」也

可以有類似的談論：萬有有變動的和不變動的兩類，變動的萬有是複合而成

的，而不變動的萬有則是單一而恆常的，前者屬於感官，而後者則非感官所

能及，而必須要通過思想去把握(Phaedo, 74e9-79a11)；這個必須通過思想把

握的就是「相」。從柏拉圖對「相」的這些規定，吾人很容易就能夠看到當中

巴曼尼得斯式的色彩，然而，這是否意謂柏拉圖按照巴曼尼得斯對「一」的

規定去規定他的「相」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筆者認為，柏拉圖中期對話

錄中的「相」並不只有一種面相，而是同時含有兩個不同的面相：一是不變

動的萬有，在這個意義底下，「相」性質和巴曼尼得斯的「一」相同，這個面

相主要表現在《費都篇》中蘇格拉底對於「相」的規定；二是言說(lÒgow)

                                                 
22  參考：Coxon, A.H.: The fragments of Parmenides: a critical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the ancient testimonia and a commentary, Assen, The Netherlands; Dover, N.H.: Van 
Gorcum, 1986, pp. 54-55; 179-180. 
23  這一點可以從語意上e‰nai 和g¤gnesyai 相對立看出。顯然，Kahn在他的那一篇回顧中也
看到了這一點，遺憾的是他並沒有對e‰nai 在論理上可能產生的影響這一點足夠的重視，反

倒過分地專注於其語法的分析，而導致無法自圓其說的困境。見：Charles H. Kahn: “Retrospect 
on the verb ‘to be’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from The Logic of Being, eds. S. Knuuttila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D. Reidel, 1986,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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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定義」，儘管這個面相在中期對話錄中並不明顯，但吾人可以通過筆者稍

早的談論和柏拉圖對「相」的行文表達上看到「相」具有這個面向的傾向，24

在這個意義底下，「相」是名詞和名詞的結合。在進一步討論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通過一個對柏拉圖行文特徵的觀察，看這個兩面性究竟以什麼樣的形

式被結合在關於「相」的語言表達上，並且和《哲人篇》中關於「定義」的

行文特徵作一個比較，觀察其同異，藉以進一步考察「相」和言說之間可能

的內在聯繫。 

 

§2 柏拉圖行文中的「相」與「定義」 

 

 I 
在中期對話錄中，柏拉圖以一種很特殊的形式來指涉知識對象，即：

˜ ¶sti 或tÚ aÈtÚ ˘ ¶sti。這個行文方式可譯為：那作為「是」者(that which 

is)。我們可以在柏拉圖中期對話錄中找到許多類似的例子，例如：《費都篇》

中，蘇格拉底就這麼談論知識對象： 
[⋯]我們現在的談論並不僅僅涉及到那些相等的(toË ‡sou)自身，還

涉 及 到 那 美 的 自 身 (aÈtoË toË kaloË) 、 善 的 自 身

(aÈtoË toË égayoË)和正義的(dika¤ou)、敬虔的(˜s¤ou)，並且，我

說，在已經問的問題和給予的回答中，那些涉及所有可被標誌為『那

作為「是」者自身(tÚ aÈtÚ ˘ ¶sti)』。

 

                                                

25 (Phaedo, 75c7-d3)   

在《國家篇》也有類似的談論： 

另外，還有真實的美自身和善自身，以及所有我們一直以同意的方

式給定(§t¤yemen)的多。再者，我們將這每一個關聯於(katå)一個

「相」而作為一。我們稱這每一個為『作為「是」者(˘ ¶stin)』。 

(Republic VI, 507b5-7)  

 

˜ ¶sti可譯作「作為「是」的東西」或「作為「是」者」(that which is; what 

is)，而tÚ aÈtÚ ˘ ¶sti可譯作「那個作為「是」的東西自身」或「那個作為

「是」者」。這兩個描述的方式最明顯的特徵在於：¶sti 前加了一個關係詞

 

 

24  見：第一章第二節，註 25、26。 
25  關於tÚ aÈtÚ ˘ ¶sti，在C.J. Rowe的校勘本中還列出幾個不同的讀法：tÚ ˘ ¶sti (那作
為「是」者)，tÚËto ˘ ¶sti (這作為「是」者)，tÚËto ¶sti (這個「是」)。見：Plato: Phaedo, 

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C.J. Ro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c,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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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名詞˘，因而在附帶有關係語句的完整的語句中，帶有¶sti 的命題式語句

(lÒgow épofantikÚw)只對主要子句中的關係代名詞起作用。按照R.M. Hare

的看法，這個表達形式對於吾人的理解最直接的影響在於：˘ ¶sti子句被對

象化了，26然而，就子句¶sti自身而言，確是一個完整的語句。因此，在柏

拉圖中期對話錄中，對於「相」的語言表達便具有一個兩面性：一方面他指

涉某個對象，另一方面其自身是完整的言說。 

 

    那麼，關於「定義」的行文方式呢？在蘇格拉底式對話錄中，「定義」

的追問是以疑問句t¤ §st¤的形式提出的，如：t¤ f∫w e‰nai tÚ ˜sion ka‹ t¤  

tÚ énÒsion;或t¤ §st¤ éndre¤a; ⋯等。在這裡t¤ §st¤ 表現為一完整的語句。

在《哲人篇》中，「定義」則是在一種迂迴的方式底下被提出的：蘇格拉底

問：哲人、政治家和哲學家，「這三者是否可視為一，或者二，或者如同它

們有三個名稱 (kayãper tå ÙnÒmata tr¤a)，而將他們分解為三個種

(g°nh)，按此，每一個種(g°now)相應於一個名稱(ˆnoma)？(Sophist, 217a6-8) 」

伊利亞的訪客答以應把這三者分別為三，但是，若要按照這三者各自被追問

的「是」的究竟，來分別這三者卻不是一件容易的事(Sophist, 217b1-3)。因

此產生分別定義上述三者的要求。伊利亞的客人是這麼說的：研究並且通過

言說而使『它「是」的究竟(t¤ pot' ¶sti)』[因而]明晰(§mfan¤zonti lÒgƒ/

通過言說而使之明晰) (Sophist, 218b9-c1)。在這裡，定義在行文上表現為

t¤ pot' ¶stin 或ti ¶sti 子句。27比較這兩種不同的行文方式，吾人可以發現：

儘管表達方式類似(t¤ §st¤和t¤ pot' ¶sti)，但意義卻有分別；在蘇格拉底式

對話錄中，t¤ §st¤ 的追問是以疑問語句的方式提出的，因而§st¤ 在疑問語句

中扮演著主要動詞的功能；但是，在《哲人篇》中，t¤ pot' ¶sti並不是獨立

的疑問句，而是作為受格子句。28在此，不定代名詞ti 的功能，實際上和柏

拉圖在中期對話錄表達「相」的關係代名詞˘相同，因而表達定義要求的

t¤ pot' ¶sti子句，也就和表達「相」的˘ ¶sti子句一樣被對象化了。 

                                                 

 

26  見：R.M. Hare: Plato, in Taylor, C.C.W., Hare, R.M. and Barnes, Jonathan: Greek 
Philosophers: Socrates, Plato, and Aristotl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40-142. 
27  t¤ pot' ¶sti 的讀法有兩種可能，一個是t¤ pÒte ¶sti，另一個是ti pot° ¶sti。儘管兩種

讀法最終都表達為t¤ pot' ¶sti，但意義卻有所不同：前者的t¤ 是疑問代名詞，而在後者中，
t¤ 則為不定代名詞(pot°為滑音詞，重音前移至ti)。考慮到這段文字並非疑問語態，因而

筆者認為就讀法而言，後者應較為正確。 
28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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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這個比較的結果呈現出一個的事實，即：除去蘇格拉底式對話錄，在柏

拉圖中期對話錄中，作為對象的「相」在行文上可以也可以看作是言說，亦

即由主─動詞結合而成的語句，而在《哲人篇》，定義在行文上也可以被看

作是某個被指涉的對象。因此，不論是柏拉圖中期對話錄的「相」，或是被

公認為晚期對話錄的《哲人篇》當中的「定義」，在這個意義底下，都同時

具有兩個面相：一是作為對象，一是作為言說。不過，一旦這個對象 ─「相」

─ 在論理─萬有論上被規定為恆常而持續時，那麼，在巴曼尼得斯「思想

與「是」等同」的原則底下，這個兩面性無疑是不可能的，根本的原因在於，

基於e‰nai 的時間性格導致的論理─萬有論29上的結果 ─一切的萬有為一─ 

在根本上就排除了言說的可能。因此，不論是在柏拉圖中期的對話錄或是在

被公認為晚期著作的《哲人篇》中，吾人都可以看到這種「是」和言說之間

的對立，並且這個對立都來自於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原則。

假設柏拉圖的確在某個意義下將作為對象的「相」視為言說，而在另一種意

義底下將「定義」視為對象，那麼，吾人有理由相信在柏拉圖的學說中，「相」

與言說之間勢必存在一種或多種調解的可能。 

 

§3 《克拉梯樓斯篇》(Cratylus)中的「是」和言說之間的辯証關係 

 

    顯然，就語言的實在性而言，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原則

最直接的影響便是言說的虛位化。30對《哲人篇》中的伊利亞的客人和苔艾

苔投斯(Theaetetus)，這個問題明顯對他們的談論造成極大的困擾；如若「是」

或「有」與其名詞是同一個東西的話，那麼，除非它就是名詞自身

(tÚ ˆnoma ÙnÒmatow/ 那名詞的名詞，Sophist, 244d8)，否則當名詞與「是」

或「有」分別被看作是兩種不同的東西時，「是」是「一」，名詞也是「一」，

                                                 
29  在巴曼尼得斯那裡，其論理推衍總是與言說的指涉對象相關聯，或者說，它實際上是萬

有論(ontology)，而非今天吾人所說的純粹的形式邏輯。如若吾人因其具有某種論理推理的

性格而稱其為論理學或邏輯學顯然不恰當，因而筆者稱其為論理─萬有論(logic-ontology)；
然而，考慮到它實際上的確被要求具有某種推衍上的必然性，因而以下談論筆者皆以形容詞 
─論理上的─ 稱之。 
30  對於巴曼尼得斯或是柏拉圖而言，思想和言說經常被當作是一件事。在巴曼尼得斯的斷

簡中，思想和言說經常被並列提出，並且在運用上也少有分別。而柏拉圖則清楚地指出思想

是「靈魂與其自身的對話」(aÈt∞w prÚw •autØn cux∞w diãlogow)(Sophist, 264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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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曼尼得斯的「一切萬有為一」也就不成立了(Sophist, 244c3-d13)。柏拉圖究

竟是何調解這兩者？擺在眼前的有兩個可能性：(1)完全跟隨巴曼尼得斯，主

張「思想與「是」等同」，或者主張，(2)「名詞」與「是」分別是兩種不同

的東西，因而反對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就兩個可能性，我

們進一步考察它們各自可能產生什麼結果，並考察柏拉圖對這個問題究竟持

什麼樣的立場。 

 

I 
首先，如若吾人跟隨巴曼尼得斯而主張「思想與「是」等同」，那麼，

由於「一切萬有為一」直接地基於「是」在時間上恆常而不變動的意義，而

作為其論理上的直接結果，31因而在作如是主張的同時也必須接受其論理上

的結果 ─「一切萬有為一」；而當吾人接受「一切萬有為一」時，關於「是」

和言說之間的關係就只能有以下可能，那就是：一、名詞和「是」被視為是

同一件事。二、名詞沒有自己的本性。也就是說，除了「是」以外沒有其它

的本性，因而不論命名的原則為何，這些作為名詞成因的原則都和「是」沒

有任何關聯，一切被造作出來的名詞都只不過是「是」的代稱，即便是「是」

這個名詞自身。《克拉梯樓斯篇》中赫摩給內斯(Hermogenes)便如是說道： 

[⋯]我認為有人替某個東西取了某個名詞，這個名詞便是正確的。

而且如果相反地變更為另一個，而那個卻再也不拿來稱呼，則後來

的正確性絲毫不遜於原來所設立的，正像我們給僕人們更換名字一

樣，因而根本沒有任何合乎每一個本性所生的名詞，名詞只是因為

賦予以及依習慣的使用而稱呼(Cratylus, 384d2-8)。 

這個「是」和名詞間的關係構成了《克拉梯樓斯篇》中赫摩給內斯(Hermogenes)

思想 ─即：語言的「約定說」(Conventionalism/ Konventionalismus)─ 的核

心。32將名詞正確性歸諸於「共同設立」(sunyÆkh)或「同意」(ımolog¤a)，

意謂著名詞的正確與否並不依賴於指涉對象的本性，而是取決於人們自身的

認定，無怪乎蘇格拉底將這個思想推向普羅塔哥拉斯(Protagoras)「一切事物

的權衡是人」 (pãntvn xrhmãtvn m°tronî e‰nai ênyrvpon)的主張

                                                 
31  見：本章§1 巴曼尼得斯關於「是」的談論，III，頁 40-42。 
32  按照Diogenes Laertius的記載，赫摩給內斯是柏拉圖的老師之一，精通巴曼尼得斯哲學。

儘管Diogenes Laertius並沒有說赫摩給內斯是巴曼尼得斯學派學者，但從他對於語言與對象

的關係所持的主張，吾人的確可以看出兩者間有直接的關聯。見：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II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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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tylus, 385e6-386a1)那裡去。33的確，當名詞的正確性取決於「共同設立」

時，那麼，只要合乎「共同設立」和「同意」這兩個條件，一切的名詞都可

以是正確的名詞；因此，對於某個特定事物，用以指稱它的名詞可以任意地

被替換，但卻無損於名詞指涉該事物的有效性，就這一點而言，的確頗富普

羅塔哥拉斯的色彩。然而，這個主張的基礎卻不是普羅塔哥拉斯，而是出自

於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論理上的必然。34

 

II 
    從另一方面看，如若吾人主張「名詞」與「是」分別是兩種不同的東西，

因而反對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的話，那就勢必連帶地否定「一

切萬有為一」；再者，當吾人反對「一切萬有為一」的同時，由於「一切萬

有為一」直接地立基於e‰nai 語意上帶有的時間性格 ─即：自身具有時間上

持續而恆常的意義，而作為其論理上的直接結果，因而也就必定反對了真理

必須恆常而不變動。35在這個意義下，吾人對於萬有的理解將在以下兩方面

產生與巴曼尼得斯的學說截然不同的結果： 

α. 萬有在時間中：當吾人否定e‰nai 語意上帶有的時間性格時，意

謂著吾人必須承認萬有在時間之流中有開始點和結束點，即：存在

生成和毀滅的運動變化。在這個意義底下，當萬有在佔據某個特定

時間(即：在生成到毀滅的時間過程中)的情況下，才能「是」，而

在不佔據時間的情況下(即：在毀滅後到生成的時間過程中)，則不

能「是」(或「不是」)，因而產生萬有可以既「是」而又「不是」

的困境。在這個情況下，吾人就不能僅僅否定e‰nai 語意上帶有的時

間性格，還必須否定e‰nai 自身，即：萬有在時間上沒有任何「是」

可言。換言之，一但e‰nai 的時間性格被否定時，e‰nai 自身也就同

時被否定了。 

                                                 
33 比較：Theaetetus, 160d9, ⋯pãntvn xrhmãtvn ênyrvpon m°tron e‰nai, 以及Protagoras, 

Fr.1. (Hermann Diel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22.)
  《克拉梯摟斯篇》之譯文皆採自：彭文林：《柏拉圖：「克拉梯樓斯篇」譯註》，台北：聯

經，2002。 
34  柏拉圖顯然將普羅塔哥拉和赫拉克利圖(Heraclitus)的學說以及苔艾苔投斯(Theaetetus)的
感覺知識觀看作是一件事(Theaetetus, 160d6-e2)；在這個意義下，儘管赫摩給內斯和普羅塔

哥拉斯具有相似的思想結果，但其理論基礎卻是相反的。 
35  見：本章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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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萬有在空間中：如若吾人承認萬有存在生成和毀滅的運動變

化，就勢必要承認萬有在生成之前和毀滅之後不佔據任何空間。這

個假定產生了「是」「不是」的困境。36在這個情況下，如若吾人

既要肯定萬有的生滅變化，又要迴避「是」「不是」的困境，那就

不能只是否定由e‰nai 語意上帶有的時間性格連帶產生的空間上的

規定，還必須否定e‰nai 自身，即：萬有在空間上沒有任何「是」可

言。換言之，一但e‰nai 語意上帶有的時間性格連帶產生的空間上的

規定被否定時，e‰nai 自身也就同時被否定了。 

從一個最極端的意義來看，和這個主張的結果相應的便是赫拉克利圖

(Heraclitus)的學說，普羅塔克(Plutarch)記載的那句有名的話 ─「按照赫拉克

利圖，[人]不能踏進一條河流自身兩次 ( potam“ går  oÈk  ¶st in 

§mb∞nai d‹w t“ aÈt“ kay  ÑHrãkleiton)(Fr.91)'

                                                

37─ 便清楚地表明了這種

傾向。38事實上，按照赫拉克利圖的哲學，運動並不僅限於生滅變化，換言

之，萬有並不只是在時間中可以在論理上導致既「是」而又「不是」，在空

間中可以導致「是」(tÚ ˘ ¶sti)「不是」(oÈk ¶sti)的結果，而是一切都在流

動之中，一切都朝向對立面運動。39Wilhelm Windelband在其著名的哲學史著

作 ─《哲學史教本》(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一書中，恰如

 
36  見：本章註 20。 
37  比較：Theaetetus, 160d7-8； Cratylus, 401d4-5(蘇格拉底所有的字源學皆出自此學說，並

以此學說為基礎反駁了赫摩給內斯以巴曼尼得斯為基礎的「約定說」。見：彭文林：《柏拉圖：

「克拉梯樓斯篇」譯註》，台北：聯經，2002，頁 62，註 180)；Heraclitus, Fr. 12.(摘錄自：

Hermann Diel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22.)。
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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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186-211; Kirk, G.S.: The cosmic fragments,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c, 1978. 
38  就目前吾人所知，無疑，赫拉克利圖並不是在反對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

的意義上建立他的哲學的。就時間上的先後秩序來看，吾人便可排除這樣的可能(赫拉克利

圖明顯早於巴曼尼得斯)。筆者在此引入赫拉克利圖哲學的目的，旨在說明赫拉克利圖和巴

曼尼得斯的思想參考在論理上具有互斥的性格，與赫拉克利圖與巴曼尼得斯間的思想關聯無

關。參考：Burnet, J.: Greek Philosophy: Thales to Plato, London;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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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240; Kirk, G.S.: The cosmic fragments,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c, 1978, p.1. 
39  參考：Heraclitus, Frr. 13, 58, 59, 60, 61, 103⋯. (Hermann Diel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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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地凸顯了這個存在於赫拉克利圖和巴曼提得斯之間的對立： 

                                                

在萬有無盡的變化當中，沒有任何東西不變，只有令相反運動之

間的交替得以實現的秩序不變，這個變化的律則(the law of change)

構成了整體的意義與價值。如果在對立面的鬥爭之間好像有什麼新

事物不斷地產生的話，那麼，這些新事物同時也是在毀朽中的事物。

赫拉克利圖的變動(Becoming/生成)產生不了「是」(Being)，正如同

巴曼尼得斯的「是」產生不了變動一樣。40

 

這個思想構成了《克拉梯樓斯篇》中克拉梯樓斯(Cratylus)41的語言「自

然說」(naturalism)的背景。面對無盡地變化中的萬有，名詞通過語音模仿萬

有的變動而獲得其正確性。克拉梯樓斯的的想法是這樣的：作為名詞的部分

而構成名詞的語音相應於萬有變動，並且一切相應於萬有變動的語音都足以

構成名詞，都是有意義的；也就是說，有意義的語音構成有意義的名詞，而

有意義的名詞指涉變動中的萬有。然而，無吾人所熟知，即便語音因其和萬

有的變動相應而有正確性，正確的語音結合成正確的名詞這件事卻不是理所

當然的，許多正確的部分的結合並不必然等於於正確的整體，整體的正確與

否還依賴於結合的條件、方法⋯等諸多因素。42但是，對一個赫拉克利圖的

傳人來說，問題並不這樣簡單。問題的關鍵並不在於構成名詞的語音正確與

否，而在於其正確性的來源。如若以語音作為其部分所構成的名詞不正確，

而作為其部分的語音卻又正確地相應於萬有的變動，那麼，豈不產生所有的

語音都正確地反映萬有的變動，但發出語音而形諸名詞卻意無所指這樣的窘

境？因而克拉梯樓斯將他的語言學說推向一個和巴曼尼得斯學派的後學者

赫摩給內斯的語言學說相同的結果 ─所有的名詞都是正確的─ 上去：43構

 
40  Windelband, Wilhelm: A History of PhilosophyⅠ: Greek, Roman, Medieval, tr. James H. 
Tuft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1, p.50. 
41  克拉梯樓斯，赫拉克利圖主義者。見：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III, 
6. 
42  蘇格拉底便以此詰問過克拉梯樓斯：「誰用音節即字母來模仿事物的本質呢？豈不是同

樣的，或者，若把所有適合的再現而如其像美─這是名詞─有時候應該去掉或添進去，則它

雖然再現得像，卻不美？因此，有些名詞的確造得好，而有些名詞造得壞？」(Cratylus, 
431d2-8.) 
43  對於克拉梯樓斯，部分正確保證了整體的正確性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但它的表達方式

卻頗令人費解。他是這麼說的：「蘇格拉底啊！怎麼可能有人講了這個他所講的而他又沒講

這「是」(tÚ ¯n)呢？或者這個不是講假話，講到那些「不是」(tÚ mØ tå ˆnta l°gein)？」
(Cratylus, 429d4-6)對於這個頗富巴曼尼得斯色彩的談論，筆者的恩師頗驚異於赫拉克利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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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詞的語音(字母)其順序可以被任意地登更動或替換，但卻不因此而影響

名詞的正確性，只不過名詞的指涉對象因著這些更動而發生轉移(Creatylus, 

431e9-432a4)。 

 

這個結果看似與巴曼尼得斯派的赫摩給內斯相同，但實際上兩者卻各自

建立在不同的理論基礎點上；赫摩給內斯語言學說的基礎是巴曼尼得斯的

「思想與「是」等同」，由於在論理上過度地強調「是」，因而除了「是」

以外，名詞的正確性和對象之間的關聯被取消了。「約定說」就在這個意義

底下產生。只要是主觀認定並經由「共同設立」，一切的名詞無論如替換或

改變都可以是正確的。但從另一方面來看，在克拉梯樓斯的思想當中，由於

語音(字母)和萬有的變動有直接的關聯而獲得其正確性，連帶地由諸多語音

(字母)結合而成的名詞也必定有其正確性。這個思想和赫摩給內斯的差別主

要在於：名詞和對象被視為是各自獨立的東西，44也就是說，在赫拉克利圖

                                                                                                                                     

 

派的後學克拉梯樓斯居然主張巴曼尼得斯的學說：「你無法不談論存有」(Parmenides, Fr.2)。
就這一點而言，筆者和恩師的看法相左。筆者的看法基於以下兩點：1.筆者已於稍早指出，
在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思想底下，除了作為思想的對象「是」以外，語言實

際上被虛位化了，這也就是為什麼「約定論」者認為，不論命名的原則為何，這些作為名詞

成因的原則都和「是」沒有任何關聯，一切被造作出來的名詞都只不過是「是」的代稱，即

便是「是」這個名詞自身，在這個意義底下說某個人「講了這個他所講的而他又沒講這「是」」

是不可能的；也就是說，被虛位化了的名詞只有名詞設立者的問題，而沒有錯誤的問題。但

是，「思想與「是」等同」這個思想預設並不存在於克拉梯樓斯身上，實際上，在克拉梯樓

斯的思想當中，言說與其對象是分離的。2.克拉梯樓斯所說的「講」(l°gei)並不是在巴曼尼

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的意義下說的，從這篇談話稍後的發展吾人可以發現，克拉梯

樓斯所說的「講」指的是「發出聲音」(fy°gjasyai /to utter a sound)( Cratylus, 429e8-9)。
通過這兩點，吾人對於這段話的理解將全然異於巴曼尼得斯：首先：「講了這個他所講的而

他又沒講這「是」？」指的是既然語音反映了萬有的變動，那麼，講了某個名詞而發出聲音

便不可能毫無所指，只不過對象可能不是原先所企圖於指涉的。其次，吾人不能在巴曼尼得

斯的思想底下去理解tÚ ¯n 和tÚ mØ tå ˆnta，在這裡，tÚ ¯n 和tÚ mØ tå ˆnta 純粹用於表

明真假。見：彭文林：《柏拉圖：「克拉梯樓斯篇」譯註》，台北：聯經，2002，頁 124，註
345。 
44  在《克拉梯樓斯》中，克拉梯樓斯的談論顯然都基於這樣的立場，因而產生了一些困境，

如：現實的重疊問題。蘇格拉底便對克拉梯樓斯提出這樣的質疑，這段談話如下(「蘇」表
蘇格拉底，「克」表克拉梯樓斯)： 

蘇：[⋯]假使這兒有兩個東西，譬如是你及你的像，如果某神不祇像畫工那樣

依造你的形色來仿像而且也造得如其它內在的，正如你所有的，軟度、溫

度以及動作、心靈、理智等等，一如所有在你身上的；一言以蔽之，一切

如你所有的，而把這樣的一個像立在你面前，那時候，這是克拉梯樓斯還

是克拉梯樓斯的像呢？還是有兩個克拉梯樓斯呢？ 

克：我想，蘇格拉底啊！是有兩個克拉梯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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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皆流的思想底下，克拉梯樓斯不需像赫摩給內斯般在「是」與「名詞」

當中作取捨，而賦予名詞及其對象各自的本性。 

 

III 
    通過上述談論，吾人可以發現在名詞正確性來源這個問題上，並不僅僅

只是「約定說」「自然說」之間的爭論，而是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利圖兩個

極端之間的鬥爭。在巴曼尼得斯的「思想與「是」等同」思想影響底下，「是」

和「言說」被當作是一件事，由於「是」的時間上的性格被過度地強調而成

為論理推衍的核心，因而在語言學說上，除了「是」以外「言說」並沒有自

己的本性。也就是說，言說在這裡被虛位化了。但是，在赫拉克利圖的哲學

當中，這個在巴曼尼得斯思想中佔核心地位的「是」被徹底地否定了，代之

以無盡的朝向對立面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下，相對於萬有的變動，赫摩給內

斯認為名詞可以通過語音模仿萬有的變動而和變動中的萬有相應，因而獲得

其正確性。45無論如何，這兩個關於名詞正確性的看法互相排斥是不爭的事

實，這一點早在筆者關於《哲人篇》中伊利亞的客人如何理解巴曼尼得斯的

談論中便已顯露無遺。柏拉圖究竟如何調解此二者的對立呢？ 

 

IV     

    要在《克拉梯樓斯篇》中明確地看到柏拉圖對於名詞正確性的主張並不

容易，主要的原因是面對赫摩給內斯和克拉梯樓斯對名詞正確性的看法，蘇

格拉底的回應總是消極的反駁，而很少正面地闡述他對於這個問題的主張。

有趣的是，對於赫摩給內斯，蘇格拉底回應以克拉梯樓斯的思想，而面對克

                                                                                                                                     
蘇：那麼，你看到，親愛的啊！必須另外考察像的正確性以及我們剛才說的，

如果有增加或減少某個，則必然不是像(比較：Cratylus, 431d2-8.)。或者你
不感覺有很多東西所有的而它們的像卻沒有？ 

克：我想是。 

蘇：克拉梯樓斯啊！至少將覺得名詞很可笑，若一切完完全全地相似，名詞即

是被命名者。因而一切將重倍，而無法說出兩者之一究竟是其自身呢？還

是他的名詞？ 

克：你講得真。(Cratylus, 432b4-d10) 
通過這段談話，吾人可以發現到，克拉梯樓斯顯然並沒有考慮到，如若名詞的本性與萬有完

全一致，將產生現實的重疊的問題；也就是說，名詞與萬有一方面是各自獨立的兩個不同的

東西，但兩者卻又具有相同的本性，因而產生現實的重疊問題。  
45  我們將在稍後看到，這個想法事實上是不可能的，由於萬有無盡地變動，而語音卻不隨

萬有的變動而變動，因而當名詞指涉萬有的同時，萬有已經發生轉變。這個困境使克拉梯樓

斯後來放棄用言說指涉萬有，而改用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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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梯樓斯，蘇格拉底一定程度上也用了赫摩給內斯的思想來反駁。從這個角

度來看，蘇格拉底在這篇對話錄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談話的主題及兩種思想

間的對話彷彿沒有絕對的必要性；但仔細觀察這篇對話錄思想發展，事實並

非如此，吾人可以發現蘇格拉底分別在不同的條件底下而同時接受這兩種想

反的思想，而另外也在不同的條件底下限制這兩種相反的思想無限制地擴張

其有效性。因而，通過對這兩個相反的思想的接受和限制，吾人可以看到柏

拉圖對於這個問題的基本立場。 

 
    對赫摩給內斯的「約定說」 蘇格拉底的回應是這樣的：如果名詞的正

確性指是來自於人的主觀認定並經由「共同設立」而形成，那麼，一切的名

詞都將是正確的並且無對錯好壞之別(Cratylus, 385a1-e3)。對於這個赫摩給內

斯思想中隱含的結果，蘇格拉底將它歸諸於普羅塔哥拉斯的「一切事物的權

衡是人」(Cratylus, 385e4-386a7)。然而，事實上，在思想基礎上赫摩給內斯

和普羅塔哥拉斯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聯，蘇格拉底為什麼仍然作了這樣的關

聯？46顯然，蘇格拉底的目的並不在於說明普羅塔哥拉斯和赫摩給內斯之間

的思想聯繫，而是指出，如若吾人將名詞的正確性歸諸於主觀認定以及「共

同設立」的話，就可能遭致與普羅塔哥拉斯的「一切事物的權衡是人」相同

的結果。47而通過這個關聯，蘇格拉底嘗試去說服赫摩給內斯：「事物自身

有它們自己恆定的本質，不會對我們(是)，或者由我們，或者因為我們的想

像而為我們所上下移動，而其自身擁有如其本性所賦予的本質」(Cratylus, 

386d9-e4)，48並且，在這個談論當中，蘇格拉底表明了他對「是」和「言說」

                                                 
46  參考：本章§3，3.1。 
47  顯然，赫摩給內斯自己也不這麼認為，但卻不得不承認他的思想有陷入和普羅塔哥拉斯

的思想相同結果的危險(Cratylus, 386a5-7)。 
48  這個部份的談論內容如下(「蘇」表蘇格拉底，「赫」表赫摩給內斯)： 

蘇：[⋯]然而這點你怎麼想呢？是否像這樣：那些非常有益者(善者)是非常理智

的，而非常壞者(惡者)是非常不理智的呢？ 

赫：我想正是如此。 

蘇：那麼，像這樣：若普羅塔哥拉斯主張是真的而且這是真理，這些(事物)對每

個人都顯得相同且是，而且(其中)某些對我們是理智的，而某些卻是不理智的

呢？ 

赫：絕不！ 

蘇：如我所想：你也必定認為這樣，若同時有有理智者及非理智者，那麼，普羅

塔哥拉斯的主張絕不能為真，因為若那樣，的確在真理上，不能有一人比他

更為理智，如果每個人都把他所認為的當作是真的。 

赫：正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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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應當處於什麼樣的關聯的基本立場，即：(1)萬有自身有其恆定的本質─

「相」，而「相」獨立自存，不隨人行為(包含命名行為)的變動而變動，因

此，(2)名詞的正確與否取決於它是否合於萬有的本性，合於萬有本性者正

確，不合於萬有本性者不正確，因而對蘇格拉底來說，出自於人的命名行的

名詞顯然並非全都正確，而是有真假可言(Cratylus, 387b8-d9)。49值得注意的

是，在對話的思想發展過程中，蘇格拉底實際上並沒有全然地否定赫摩給內

斯的以一切名詞都具有正確性這樣的結論，而是在一定程度上保留了進一步

談論的空間。一方面蘇格拉底在論理基礎上反對赫摩給內斯追隨巴曼尼得斯

的思想而將名詞與對象看作是一件事，因為這個主張將導致如普羅塔哥拉斯

所說的「一切事物的權衡是人」的危險；於是他試圖說服赫摩給內斯萬有有

其恆定的本質(即：「相」)，而本質並不隨人的行為變動而變動，因此，出

                                                                                                                                     

 

蘇：因此，若一切既不是同時且永遠對一切都相同，那麼，顯然事物自身有他們

自己恆定的本質，不會對我們(是)，或者由我們，或者因為我們的想像而為我

們所上下移動，而其自身擁有如其本性所賦予的本質 

赫：蘇格拉底啊！我認為如此有(Cratylus, 386b10-e5)。 
49 這個部份的談論內容如下： 

蘇：能否它們自己是如此地有依本性而生，其行為(afl prãjeiw)卻不按照相同的方

式呢？或者，它們自己豈不是萬有的某一個相 ─ 這些行為？ 

赫：它們當然也如此。 

蘇：行為乃按照他們自己的本性來行為而不按照我們所想像，正像如果我們從事

分割萬有中的某物時，則我們是如同我們自己所願意以及我們意願所及的來

分割每一個；或者，若我們願意依照每一個分割者即被分割者自己所生的本

性來分割，將是益於吾人且我們這麼正確地實踐。假使違反其本性，則我們

所做為錯誤且根本沒有做出甚麼？[⋯] 

蘇：[⋯]那麼說話(tÚ l°gein)豈不是行為中的一種？ 

赫：是。 

蘇：若某人應該這麼說，正如他所認為的，他這麼說，他說得正確麼？或者，他

必須合乎事物所生之性而說及被說，並且說到這個及那個，則他圓滿地做且

談了某某；若不然，將只是錯誤，而且沒有做甚麼？ 

赫：我所想的正如你所講。 

蘇：因此，命名是說話的一部分(toË l°gein mÒrion tÚ Ùnomãzein)；由於命名而

他們如此說語句。因此，命名也是某種行為，若說話已是關於事物的某種行

為？ 

赫：是。 

蘇：而行為呈現在我們面前，不針對我們所以為是者，而依照其自身所有的生性？ 

赫：正是這樣。 

蘇：因此，命名應當是如所生的本性來命名事物以及被命名，而不是由我們的意

願，如若必須同意先前所說的？這樣我們才能充分製造它和名詞，或者並非

如此？ 

赫：對我顯然(是)(Cratylus, 386e6-387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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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人的命名行為的名詞有真假可言，合於本性者真，不合於本性者假

(Cratylus, 387c6-7)。然而另一方面，蘇格拉底卻又認為包含命名行為的一切

行為都是按照這個本質而發生(Cratylus, 387a1-8)，這就產生了一個有蘇格拉

底一方面反對赫摩給內斯認為一切名詞都是正確的，而另一方面卻又變相地

承認這個結果有其正確性這樣的有趣的結果。 

 

V 
    既然命名的行為保證了名詞的正確性，那麼，問題便轉向名詞及其對象

間的對應關係，畢竟光命名行為的合於本性並不能保證名詞和對象相符。在

《克拉梯樓斯篇》中，蘇格拉底用了很長的篇幅去說明這種關係，即，通過

名詞如何產生的考察 ─字源學的研究─ 去說明名詞究竟如何和對象相符

(Cratylus, 391a4-421c2)。50藉由這個考察，蘇格拉底指出：在名詞產生的過

程當中，可以回溯到更早的原始名詞上去，而正確的名詞產生自正確的原始

名詞，而原始名詞的正確性則來自人們通過語音而模仿(m¤mhma)萬有的本質

(Cratylus, 422c7-423b8)。這是蘇格拉底和赫摩給內斯之間的談論，但蘇格拉

底的這個主張很快地就為克拉梯樓斯所接受(Cratylus, 428d6-e3)；比較上述關

於語言的「自然說」的談論，吾人可以發現克拉梯樓斯的思想和蘇格拉底的

主張之間的確有一定程度的類同性(Cratylus, 433b8-c2; 433d4-6; 434a1-5; 

434b4-8)。儘管兩者對於名詞及其對象之間的關係有相同的看法，但這並不

意謂著蘇格拉底在名詞正確性的問題上贊成克拉梯樓斯的「自然說」的看

法，實際上，兩者確有不少出入，甚至在一定程度上，蘇格拉底也用赫摩給

內斯的「約定說」來說服克拉梯樓斯。 

 

    蘇格拉底和克拉梯樓斯最主要的差別在於蘇格拉底並不認為名詞對於

萬有變動的模仿必然地精確。通過繪畫的類比，蘇格拉圖試圖說服克拉梯樓

斯：如同繪畫對於萬有的模仿一般，繪畫及其對象之間有相似不相似之別；

名詞對於萬有的對應關係也一樣，有正確不正確之別 (Cratylus, 

                                                 
50  關於蘇格拉底字源學究竟來源為何的問題，筆者目前尚無能力討論這個問題，筆者的老

師做了這樣的推測：在《克拉梯樓斯篇》中，393a至 400a可能全得自於歐伊梯孚容(Euthyphron)
的意見，400a-409d是蘇格拉底得自於安納克薩勾拉斯，歐菲爾神話以及赫拉克利圖，其餘

關於「原因」一類的字源應出自蘇格拉底自己，因為在《費都篇》裡，蘇格拉底自述，由於

他不滿他以前的自然哲學家們的意見，他假設「相」作為靈魂不朽的原因而從事原因的研究。

見：彭文林：《柏拉圖：「克拉梯樓斯篇」譯註》，台北：聯經，2002，頁xxxi-xxxii，xlix-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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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a10-431a5)。蘇格拉底進一步地指出，在繪畫中並非所有的顏色(形貌、大

小、比例⋯等)都和對象相對應，而總是有些過多而有些過少。名詞的情況也

一樣，並不是所有構成名詞的字母都恰當地對應於指涉對象；在名詞中加入

某些不恰當的字母，或減去某些恰當的字母，則該名詞儘管仍然可以和指涉

對象的變動相類似，但卻不能夠和對象完全相同，因而名詞有好壞之別，和

對象相對應的程度高的為好的名詞，而相對應的程度底的是壞的名詞

(Cratylus, 431c4-d9)。51值得注意的是，蘇格拉底放棄了使用「是」(¶sti)或

「不是」(oÈk ¶sti)來表達名詞是與對象間的對應關係，而改以「好」(kal«w)

或「壞」(kak«w)來表達。顯然蘇格拉底已經不認為名詞有絕對地合於萬有

本性的可能。在這裡，蘇格拉底轉而肯定赫摩給內斯的「約定說」有其合理

性，認為「約定說」在名詞如何獲得其正確性上具有輔助的意義(Cratylus, 

4352-6)。52

 

    有趣的是，由於蘇格拉底的這些主張都未能取得克拉梯樓斯的贊同，而

使這篇對話錄和柏拉圖的蘇格拉底式對話錄一樣，成為一篇未能取得一致意

見的談話。53不同的是，此時柏拉圖筆下的蘇格拉底已經不再是那個對自己

的智慧感到懷疑而到處求住智慧於他人的蘇格拉底了，相反的，蘇格拉底在

這裡明確地提出他對問題的主張：(1)言說54與萬有之間並非如巴曼尼得斯或

                                                 
51  這個部份的談論內容如下(「蘇」表蘇格拉底，「克」表克拉梯樓斯)： 

蘇：[⋯]我們若拿畫與原始的名詞相比較，在有些畫之中，所上的顏色及圖像完

全適合，但是並非全部，而是：有些應該去掉而有些應該添進去，有些多點

有些少點。或者不是？ 
克：是的。 
蘇：那麼，誰再製造所有的，他即做出美的圖與像，誰或多或少，他做不出好的

圖與像？ 
克：是。 
蘇：誰用音節及字母來模仿事物的本質呢？豈不是同樣的，或者，若把所有適合

的再現而如其像美 ─這是名詞─ 有時候應該去掉或添進去，則它雖然是再
現的像，卻不美？因此，有些名詞的確造得好(kal«w)，而有些名詞造得壞
(kak«w)？ 

克：大概吧。(Cratylus, 431c4-d9) 
52  蘇格拉底是這麼說的： 

[⋯]名詞盡其可能地與事物相類似。但是並非如此地真，而是如赫摩給內斯所能

的：這種指涉能力是屬於類似性，此外，必須要有一般的共同設定在名詞的正確

性中當輔佐。(Cratylus, 4352-6) 
53  見：第一章，§1，II。 
54  對蘇格拉底來說，言說(lÒgoi)和名詞並沒有明顯的分別，名詞是字母的結合，而言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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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摩給內斯般被認為是一件事，55相反的，兩者被視為不同的兩種東西，(2)

而在言說語萬有的對應關係上，蘇格拉底認為名詞在一定程度上合於萬有的

本性，而這種相應合的關係是藉由字母或語音去模仿萬有的本性而達成，然

而，(3)這種關係並非絕對，通過繪畫的類比，蘇格拉底指出，名詞對於萬有

的模仿就如同繪畫對萬有的模仿般，並不是絕對的精確，因此，(4)「共同設

立」在這裡起了輔助的功效。換言之，蘇格拉底一方面承認克拉梯樓斯的「自

然說」有其合理性，另一方面，蘇格拉底卻又認為「自然說」有其限制，在

這裡蘇格拉底引入赫摩給內斯的「約定說」作為輔助。因此，蘇格拉底一方

面否定了赫摩給內斯和克拉梯樓斯的主張，但另一方面，又在不同的意義底

下同時接受了這兩種相反的主張。 

 

    那麼，為何克拉梯樓斯無法接受蘇格拉底的主張？筆者認為癥結在於克

拉梯樓斯將名詞的正確性建立在對語音或字母對萬有變動的模仿，並無條件

地接受其正確性之故。正確的語音或字母構成正確的名詞，而當名詞當中的

某些語音或字母被增加或減少或改變了時，名詞的正確性並不受影響，而是

轉變了指涉的對象。這是一個萬有論(ontology)優先於真假判斷的想法。相

反，蘇格拉底則重視整體，正確部份的結合並不必然導致正確的整體，還必

須考慮結合的原則就竟是什麼。然而，在《克拉梯樓斯篇》中，除了在和赫

摩給內斯的談話中，蘇格拉底指出名詞的正確性和萬有獨立的本質 ─「相」

有關之外，在和克拉梯樓斯的討論中，蘇格拉底並沒有對此 ─究竟名詞與

「相」之間有什麼關聯，關聯的形式如何⋯等─ 做出進一步的闡釋。這使

得蘇格拉底的說服力大為減弱，而導致克拉梯樓斯不接受蘇格拉底的主張。

究竟蘇格拉底在什麼樣的理論基礎底下做出如是主張呢？稍後我們將會看

到，蘇格拉底認為：由於人類受到肉體的影響而有先天的限制，從而出自人

類命名行為的名詞無法獲得絕對的精確性；然而，蘇格拉底並不因此而放棄

言說，而是把言說當作是獲得真理的方便法門。 

 

                                                                                                                                     
名詞的結合。兩者皆與對象有對應的關係，正確的對應則產生好的名詞和正確的言說，不正

確的對應則產生壞的名詞和不正確言說。不過，蘇格拉底顯然不認為名詞和對象有絕對的對

應，因而名詞只有好壞之分，而無對錯之別；相對於此，吾人將在稍後看到，柏拉圖顯然認

為由名詞結合而成的言說和萬有的本質之間有絕對的對應關係，這一點筆者將於下一篇中加

以討論。 
55  見：本章，§1，IV；§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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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結 

 

    通過上述分析，吾人可以發現，在「相」與「定義」之間存在一論理上

之對立，這個對立在《哲人篇》中起自於伊利亞的客人對巴曼尼得斯的理解，

而表現為「是」與「言說」之間的對立。筆者已經在對巴曼尼得斯行文中的

「是」的語言學和萬有論分析中指出，由於巴曼尼得斯行文上的「是」具有

時間上永恆的意義，因而在論理上導致「一切萬有為一」的結果；在這個結

果的影響底下，一切訴諸於言說的可能性都因此而消失了。柏拉圖的「相論」

也是如此，一旦吾人認定「相」為永恆而不變動，就無法同時在「定義」這

種特殊的言說方式上自圓其說，相反，如若吾人堅持人類能夠認識萬有的本

性而給予「定義」，就必須否定「相」的永恆性。這是巴曼尼得斯的「是」

導致的結果。因而這個談論延伸到後來的「諸神與巨人的爭戰」，癥結就在

於「是」究竟是否必須具有時間上的永恆性。56    

                                                 

i

fi

 

 

56  這個談論的大致內容如下：有些人主張「萬有」具有形體(s«ma)，而另外有些人則堅持

真正的實體(tØn élhy nØn oÈs¤an)是知性的和非形體的「相」(nohtå êtta ka‹  

és≈mata e‡dh )。那些堅持「萬有」具有形體的人們一方面認為會毀朽的形體由有形體的

靈魂賦予，但是又必須承認靈魂當中的正義、智慧、善、惡等不可見而無形體；因而無法在

『這兩方面(即：可見而有形體的和不可見而無形體的)[共同的]「是」』(˘ émfÒtera e‰nai)

這件事上自圓其說(Sophist, 247c9-d3)。伊利亞的客人為這個問題的解答設想一種可能性，

即：無論是有形體或無形體的萬有都具有某種可以形成影響的「力」，因而這些萬有或者造

作或者感受。在這個設想底下，考察轉向那些「相」的支持者們，這些人將萬有分為「存有」

和「生成」兩類，「存有」不變動，永恆同一，「生成」則永遠變動；身體通過感覺(a syÆsevw)

和「生成」(gen°sei)聯繫(koinvne›n)，而靈魂則通過計算的能力(logismoË)通向那作為存有

的實體(tØn ˆntvw oÈs¤an) (Sophist, 248a10-13)。但「聯繫」(koinvne›n)究竟是什麼意思？

豈不就是產生影響和就受影響的變動麼？一旦承認靈魂能夠認識「存有」，不正表明了「存

有」處於造作和感受的變動中？因此，伊利亞的客人為這些主張「相」的人們指示一條可行

的道路：「他要說，[它們旣]是不變動又是變動，存有(tÚ ¯n)同時包含了兩者。(Sophist, 

249d3-4)」

    然而，說「存有」旣變動又靜止，它的意思並不是說靜止是變動或變動是靜止，而是說

「存有」不可能旣「運動」又「靜止」，因此，在這裡「存有」顯得和「靜止」、「運動」有

別，似乎是作為「運動」和「靜止」之旁(parå)的第三者。但這個可能性不存在，顯然，

若[某物]不運動，就不可能不靜止；相反，若[某物]不能夠不靜止，它就不可能是不運動的，

「運動」和「靜止」的關係處於絕對的對立；因此，「存有」或者「靜止」或者「運動」，不

可能是兩者以外的第三者(Sophist, 250a8-c8)。如此，同樣的問題又再度發生，當「存有」「靜

止」的時後，「造作」與「感受」之變動的問題就沒有辦法得到解決；同樣地，當「存有」

「變動」時，「變動」和「存有」之間的矛盾也沒有辦法克服。因而，問題又回到這個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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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這個對立歸諸於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利圖間的鬥爭並不是一件不合理

的事。顯然，在巴曼尼得斯「一切萬有為一」的影響底下，言說和對象被當

作是一件事，因而必須在言說及其對象之間做一取捨，赫摩給內斯的「約定

說」就在這樣的背景底下產生：藉「共同設立」而將名詞的存有性虛位化，

因而一切出自主觀認定的名詞都有其正確性，這當然包含「是」這個名詞在

內。相反的，當吾人認定名詞與其對象各自獨立而各有本性時，就必須反對

巴曼尼得斯「一切萬有為一」，從而承認萬有的流變，這就構成了克拉梯樓

斯「自然說」的背景：名詞與其對象各自獨立，而名詞通過語音模仿萬有的

變動而獲得其正確性。蘇格拉底一方面在不同的意義底下同時接受了這兩種

相反的主張，另一方面，又限制這兩種主張無限制地延伸其有效性。在與赫

摩給內斯的談話當中，蘇格拉底首先指出名詞與萬有各自獨立，而名通過由

語音模仿萬有的本質而獲得其正確性；藉此，蘇格拉底反對赫摩給內斯以「共

同設立」為名詞正確性的基礎。然而，在與具有類似主張的克拉梯樓斯的談

話當中，蘇格拉底卻又通過繪畫的類比而指出名詞對萬有本性的模仿不能達

到絕對精確的地步，因而名詞有好壞之別；儘管名詞不能達到絕對正確的地

步，人們仍然能夠擁有確定指涉的語言，在這裡，「共同設定」起了輔助的

效用。 

 

    然而，上述談論對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利圖之間的鬥爭而言，仍然是不

充分的。至少，就蘇格拉底將名詞與其對象視為各自獨立的東西這一點，最

多只說明了名詞可以是不完全合乎對象本性的萬有，57但它仍然無法克服由

巴曼尼得斯的「一切萬有為一」所帶來的困境。因此，吾人有理由相信在柏

拉圖的思想當中，存在某個足以支持此一論說的形上學基礎。這個問題將成

為下一章的焦點所在，筆者將試圖去證明在《克拉梯樓斯篇》中，蘇格拉底

的主張有其基礎，而這個理論並沒有明顯地呈現在《克拉梯樓斯篇》中，並

且，藉由這個嘗試筆者將進一步考察這個形上學的基礎與柏拉圖的「相論」

之間的關聯。 

                                                                                                                                     
說的現實觀察上：「我們如何能夠給同一個事物許多的名稱(ÙnÒmasi)(Sophist,251a5-6)？」 
57  這是就名詞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而說的，然而就名詞自身而言，仍然可以是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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