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第一篇結論： 

逃到lÒgoi去(Phaedo, 96a6-100a8)究竟意謂著什麼 

 

前言 

 

    筆者已於上一章中指出，《哲人篇》中關於「定義」如何可能，談論的焦點

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立圖之間的鬥爭；由於《哲人篇》的中心

議題 ─「哲人」的定義─ 預設了言說必須可能，因而吾人有理由假定《哲人篇》

中勢必有某個調解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立圖的思想。然而，在柏拉圖較早的對話

錄中，這個問題已經被先行提出了。1在《克拉梯樓斯篇》中，柏拉圖分別以赫

摩給內斯和克拉梯樓斯為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立圖的代理人，試圖在這個對立當

中尋求調解的可能。然而，由於缺乏堅實的理論基礎，這個企圖在《克拉梯樓斯

篇》中並沒有被完成。 

 

    究竟柏拉圖的「相論」是否支持《克拉梯樓斯篇》中蘇格拉底對於名詞正確

性的主張，這個問題是本章的第一個焦點。按照一般的看法，柏拉圖對「相」的

規定和巴曼尼得斯的「一」是相近的；這是否意謂柏拉圖的「相論」如同巴曼尼

得斯的思想般，在論理上根本否定了言說的可能性？從《克拉梯樓斯篇》的思想

發展來看，柏拉圖似乎並沒有放棄言說在真理追求上可能產生的效用；而是在保

留言說的情況下，同時接受赫摩給內斯(巴曼尼得斯)和克拉梯樓斯(赫拉克利圖)

的主張。但這個主張究竟在什麼意義底下才得以可能？在這個研究當中，筆者嘗

試通過柏拉圖中期具決定性的思想 ─「相論」及相關議題─ 來給予這個問題一

個可能的解答。 

 

§1 柏拉圖中期對話錄中的言說與真理 

 

I 
一般而言，最能讓人聯想到柏拉圖關於其「相論」的談論的著作，就是《曼

諾篇》、《費都篇》和《國家篇》。在這三篇對話錄中，《費都篇》關於知識和「相

                                                 
1  當然，這個談論假定了《哲人篇》為柏拉圖晚期的著作，這是一般的看法，至於實際情況如

何，仍有待於本文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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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之所以成立的問題有最直接的描述。在這篇對話錄當中柏拉圖提到：蘇格拉

底自陳他曾經致力於自然的研究， 2他的目的是追問萬有生滅和運動的原因

(afi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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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拉底的

研究方式大致如下：首先，假設某一個可以設想為最穩固的對象，用這個對象作

為原因來解釋萬有如其所是的變動；蘇格拉底如此地稱呼這一類的對象：「依其

自身為美的、善的和大的以及一切同於此類者(ti kalÚn aÈtÚ kay' aÍtÚ ka‹  

égayÚn ka‹ m°ga ka‹ tîlla pãnta)(Phaedo, 100b6-7) 。」蘇格拉底接著說，

一但有人糾纏這個假設本身，就忽略他，不要回答他，直到檢驗了由這個假設出

發得到的結果一致與否為止；但是，當不得不對這個假設自身

(tiw aÈt∞w t∞w Ípoy°sevw)給予一個言說(didÒnai lÒgon)時，則按照相同的方

式假設[另]一個假設(ÍpÒyesin Ípoy°menow)，直到能夠得到一致的推論為止

(Phaedo, 101b9-102a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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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筆者稍早指出的分辨蘇格拉底和柏拉圖思想的標準來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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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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段落裡，柏拉圖用了三個相互間關係不明的語詞，並且，從柏拉圖的行

文來看，這三個語詞間的關係並不明朗；這連帶使人們難以理解「相論」的實際

內涵。這三個詞分別是：1. lÒgow，2. Ápoy°siw(假設)，3.「依其自身為美的、

善的和大的以及一切同於此類者」，從柏拉圖的行文及用語的習慣來看，這一類

的對象應該就是「相」。從柏拉圖的敘述來看，這三個語詞是藉由Ápoy°siw關聯

起來的，它關聯的方式如下：(1)蘇格拉底逃到lÒgow裡去解決知識的問題，lÒgow

的意義並不明朗，但是，從蘇格拉底的說法來看，(2)「相」的假設(Ápoy°siw)是

他解決知識問題的方法，換言之，lÒgow可以通過「相」的假設來解釋。因此，

從行文上看，這個談論當中的tiw aÈt∞w t∞w Ípoy°sevw(這個假設自身)指的應該

是「相」。不過，用這種方式來理解會產生一個困難：如果tiw aÈt∞w t∞w  

                                                

Ípoy°sevw等於「相」，當柏拉圖指出它可能被求didÒnai lÒgon(給予一個言說)

時，豈不同時表明「相」不足以解釋萬有的變動？因此，某些現有的研究成果就

指出：將tiw aÈt∞w t∞w Ípoy°sevw當成「相」所產生的問題在《費都篇》裡很

難獲得解答。3

 

II 
就這個段落的解釋而言，吾人可以看到兩種不同的取向。一種認為「相」的

假設只不過是舊瓶裝新酒，除了假定的對象更為抽象與普遍以外，無異於自然研

究的哲學家們；另一種解釋則將「相」當成一種方法來看待。前者如W.D. Ross，

他認為，儘管柏拉圖筆下的蘇格拉底在知識的研究上遭到挫敗而逃到lÒgoi去，

認為一個安全的lÒgow，即「相」存在的命題可以解決知識的問題。認定安全的

lÒgow，是「相」存在的命題同時就意味lÒgow意指一種陳述或命題，4在這個意

義底下，蘇格拉底的lÒgoi和那些自然研究的哲學家們並沒有什麼不同，因為兩

者實際上都將lÒgow當作推論(deduction)的開始點。柏拉圖筆下的蘇格拉底和那

些自然研究的哲學家們唯一的差別只在於他假設的是一個更普遍的對象：善自

 
3  參見：Plato: Phaedo,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David Gallo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c, 2001, 
pp.190-191; Plato: Phaedo, ed. C.J. Ro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c, 2001, 
pp.247-248. 
4  Ross, W. D.: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p.27: […] the fact that Plato 
calls the ‘strongest lÒgow‘is the proposition that Ideas exit, show that lÒgoi means statements or 
pro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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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美自身等作為萬有變動的原因。5後者以P. Natorp為代表，6J. A. Stewart繼承

了他的看法，他們普遍認為「相」必須放在「辯証術」 (Dialectic) 當中來考慮，

而「辯証術」這項技藝決定了人們究竟是否已經達到科學的真理；因此，根本沒

有超越的「相」(transcendent Idea) 這回事，「相」只不過是追求知識的方法，

用以作為論理的基礎 (logische Fundament)，7藉此對某個問題給出令人滿意的科

學性回答罷了。8 Natorp在這裡發現到某種對於亞里斯多德的三段論而言本質上

的東西，並且用這一點來解釋柏拉圖《費都篇》裡的「相」和Ápoy°siw，即：以

某種具備確然性 (certainty) 的命題代替了只具備可能性 (probability) 的命題作

為推論的開始點。9這個確然性的命題是怎麼得到的呢？Natorp這麼認為：某個

Ápoy°siw(假設)A能否被採用取決於通過這個Ápoy°siw取得的推論結果與那些被

証立為真的命題是否一致；接著，在Ápoy°siwA之上尋找一個可以推論出

Ápoy°siw A的Ápoy°siw B，並檢視Ápoy°siw B能否和被証立為真的命題一致，以

決定Ápoy°siw B能否被採用；然後尋找Ápoy°siw C⋯，按照相同的步驟，直到找

到那[自身]滿足者(flkanÒn ti)為止，這[自身]滿足者就是不可動搖的最終本原

(érxÆ; first principle)，也就是「相」。10這個談論是合理的，然而，它只證明了

Ápoy°siw作為知識的方法，那麼「相」究竟再什麼意義下作為知識的方法？無論

是P. Natorp或J. A. Stewart他們都有一個傾向，就是把Ápoy°siw當成「相」；在這

個意義下，「相」成為一種對問題給出科學性回答的方法。因而在他們的眼中，

「相」和Ápoy°siw一樣，都可能因推論結果不一致而被反駁。11

                                                 
5  Ross, W. D.: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pp.27-28: They (pre-Socrates 
philosophers) also had their lÒgoi or Ápoy°siw, general views which were suggested to them by what 
their senses reported, and from which they deduced consequences as Socrates did form his own lÒgow. 
The truth is rather that the sort of lÒgow they took as their starting-point was one suggested by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such as Thales’ lÒgow that all things are water, while Socrates takes as his 
starting-point something suggested by a much more general reflection. For hid ‘strongest lÒgow‘ turns 
out to be ‘nothing new’ (100b1), but the well-worn thesis which in this and other dialogues we have 
often heard him maintain, ‘that there is an absolute beauty and goodness and greatness, and the like’. 
[…] 
6  陳康：〈柏拉圖的「辯証法」(講課紀錄)〉，出自《陳康：論希臘哲學》，北京：商務印書館，

1995，頁 193。 
7  Natorp, Paul: Platos Ideenlehre: eine Einfuhrung in den Ieealismus, Leipzig: Felix Meiner, 1921, 
p.153. 
8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p.40, 119-120. 
9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40. 
10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40-41, 46; Natorp, Paul: 
Platos Ideenlehre: eine Einfuhrung in den Ieealismus, Leipzig: Felix Meiner, 1921, pp.158-159. 
11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46: The e‡dh,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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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論是W. D. Ross或是P. Natorp和J.A. Stewart，他們都作了一些不必要的等

同：W.D. Ross將Ápoy°siw和lÒgow等同看待，而當他認為假設的對象是「相」時，

也就同時把Ápoy°siw和e‰dow關聯在一起了； 12而Natorp和JStewart則直接把

Ápoy°siw和e‰dow等同起來。13由於Ápoy°siw本質上具有某種不確定性的緣故，因

此，就W.D. Ross而言，一但lÒgow和Ápoy°siw被等同起來時，lÒgow就如同

Ápoy°siw般可能遭遇到推論上不一致的問題；這就說明了為什麼Ross認定蘇格拉

底逃到lÒgoi的舉動無異於他所批評的那些從事自然研究的先輩們，因為他一樣

要面對推論上不一致的可能。Natorp和Stewart的情況也一樣，當他們將Ápoy°siw

和e‰dow等同起來時，同時也就否定了「相」對於知識的獲取具有的決定性的影

響；相反，在他們的眼中，作為方法的「相」只是在推論的一致性底下被印証的

產物。 

 

無疑，Natorp的話也必須適用於他自己的主張，這個主張必須和柏拉圖其他

的說法一致。Natorp和Stewart說，《費都篇》主要的興趣在於靈魂不朽，對靈魂

「不毀朽性」(immortality)的興趣產生自人們對「永恆者」(the Eternal)的思考。14

這個看法不盡然是對的，無疑，靈魂不朽的問題是這篇對話錄的主題，但是，當

他們堅持根本沒有超越的「相」這回事時，實際上等於否定了證明靈魂之「不毀

朽性」的可能。這話怎麼說呢？《費都篇》裡對靈魂不朽的證明始自以下命題：

學習(mãyhsiw)非它，就是再記憶(énãmnhsiw)(Phaedo, 72e5-6)。這個命題有一個

根本的預設，相對於永恆的知識對象，15認知機能所屬的實體也必定是永恆的。

                                                                                                                                            
fundamental judgements, are assured by deduction – by the exhibition of their internal interconnexion 
with one another, as all ultimately dependent on one principle – see 101D, E: taking an e‰dow, we first 
deduce consequences from it; if they contradict already ascertained truth, we reject the e‰dow which 
gives such consequences; if its consequences warrant us in retaining the e‰dow, we than ascend from it 
to a higher e‰dow from which it can be plainly ‘derived’; and so on, till we reach what is called here 
flkanÒn ti, i.e. a true érxÆ. 
12  Ross, W. D.: Plato’s Theory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p.27. 
13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46. 
14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40. 
15  柏拉圖對萬有做了一個根本的區分，他認為一切的萬有可以分為兩類：一類是變動的；一類

是不變動的。前者聯繫於感官知覺，而感覺官能總是受到相對條件的限制，即使對象相同並且不

變動，仍然可能因感官之故而得到相對的結果；另一方面，聯繫於感覺的萬有總是變動不居，時

而「是」，時而「不是」，因此，無論感覺官能或其對象都不具備知識應有的要件。後者與感覺無

關，並且自身不變動；因而對這類對象的認識活動，不受變動條件之影響。就知識應當具備條件 

─「是」─ 而言，毋寧後者才合乎知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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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預設建立在一個認知活動的現實的觀察上：人們總是在學習的活動(mãyhsiw)

開始之前就已經擁有某些知識。如若知識的發生不來自學習的活動，那麼，這些

不來自學習活動的知識必定在學習活動開始之前就已經以某種方式被保留在認

知機能所屬的實體當中。因此，柏拉圖得到一個結論，靈魂必定和知識對象一樣

是永恆的，並且，在它和肉體結合之前，靈魂已經先認識了這些對象(Phaedo, 

74b-77a)。同樣的論證吾人亦可以在《曼諾篇(Meno)》當中看到。這顯示出一個

事實，即：靈魂不朽是通過知識的對象 ─「相」而得到證明的；一但「相」被

否定，靈魂不朽就不能得到有效的證明。16

 

    對《美諾篇》和《費都篇》裡呈現出來的這個事實，Natorp 並非視若無睹，

但是，從蘇格拉底的談論當中，他發現到這些再記憶的對象具有一些明顯的限制

性特質：這些對象普遍只有形式而沒有具體的內容，因而他認定這一類的對象屬

於思想的純粹形式(pure form of thought)，如：《曼諾篇》和《費都篇》中數學或

論理的思想形式(Meno, 82b-85d; Phaedo, 75c)。17換言之，Natorp並不認為再記憶

的對象是「相」，因而靈魂不朽並非通過「相」來證明，而是藉著永恆的思想形

式得到證明。 

 

不可否認，從一個對上述談論的直接理解來看，Natorp的主張和柏拉圖之間

的確存在著某些衝突。不過，究竟Natorp的主張是否違背了柏拉圖，尚有待進一

步的考察。Stewart試圖從兩方面為Natorp的主張辯護，首先他承認純粹的思想形

式在柏拉圖的著作當中也被認定為「相」，因而「相」有兩種不同的意義：(1)

富有科學精神的人藉著他的質問試著去發現的對象(the scientific man tries to 

discover by his inquiries)；(2)必然地附帶在人類理解活動中天生的範疇(the native 

categories which human understanding must employ)，柏拉圖也稱之為「相」。18前

者是Natorp認定的「相」的意義，同時也是在一般的情況底下柏拉圖的「相」所

                                                 
16  在Stewart的行文當中，對靈魂不朽的談論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就是通過人們對「永恆者」的

思考來證明(pp.41-46)。這個可能性仍然不成立。按照Stewart的說法，對「永恆者」的思考顯然

是通過推論(deduction)的一致性達成的。從論理的角度來看，這個看法是合理的，但是它只證明

了靈魂能夠通過合理推論的機能可能找到萬有變動的真正原因，並且以這個原因來說明萬有的變

動能夠得到一致的解釋，卻不能證明靈魂自身的不毀朽性。 
17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42; Natorp, Paul: Platos 
Ideenlehre: eine Einfuhrung in den Ieealismus, Leipzig: Felix Meiner, 1921, pp.142-147. 
18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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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的意義；19後者即Natorp所說的純粹的思想形式。為了解釋再記憶的對象所

涉及的倫理指涉，Stewart將這種純粹的思想形式延伸至倫理的領域。他指出，這

個意義底下的「相」指的是一種思想和行為的先天條件(a priori conditions of 

thought and conduct)；這些先天條件和人類思想、行為的機能的運作結合在一起，

而它們只能在感覺世界(sensible world)而不是超感覺世界(supersensible world)中

運作，因而這些先天的條件屬於感覺世界而非超感覺世界。20Stewart接著指出，

柏拉圖的說法讓這些先天的條件看起來有如具備絕對性的永恆真理，但事實不

然。他(柏拉圖)並沒有看見這些抽象的東西並非永恆地真，亦非全然地真。它們

只提供了某種單一面向的觀點，事物則按照這單一面向的觀點而呈現在人們的眼

前。因此，儘管這些思想和行為的先天條件並不真實，但在人類思想與行為機能

的運作當中卻不可或缺。21

 

若筆者之理解不錯的話，Stewart的主張有兩個重要的關鍵：一方面，他指出

人類的思想與行為預設了某種先天的形式，柏拉圖將這種先天的形式看作「相」；

這個意義下的「相」只有空洞的形式而沒有實際的內容。(2)真正的知識指的是

那些能和被証立為真的命題一致的Ápoy°siw，這些Ápoy°siw柏拉圖也稱作「相」；

因此，當「相」在一定的程度上等同於Ápoy°siw時，「相」也就如同Ápoy°siw

般具有方法的性格。不過，當Ápoy°siw被確定能夠和被証立為真的命題一致時，

Ápoy°siw就不僅僅是單純的Ápoy°siw，而是被認定為真的知識；因此，比較上述

兩種「相」的意義，後者顯然不能如前者一般只是空洞的形式，而必須具備實際

的內容，否則便不能成其為知識。 

 

不可否認，Stewart的看法顯然帶有某些康德(Kant)式形上學的色彩。儘管這

個對「相」之意義的區分有其論理上的合理性，但是，在《費都篇》當中，吾人

卻不能清楚地看到「相」具有類似於Stewart所說的兩種不同的意義。假定Stewart

的看法成立，那麼，就「相」作為再記憶的對象而言，「相」的確有作為思想和

行為之先天形式的特徵。然而，當吾人在方法的面向上考慮「相」的意義時，卻

沒有辦法看見「相」具有Natorp所說的那種確然性命題的特徵；這並不是說Stewart

的主張在理論上發生矛盾，而是蘇格拉底的舉例恰恰否定了Stewart的主張。對照

                                                 
19  同上。 
20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p.43-44. 
21  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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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wart主張的兩種「相」的意義的出處，做一個簡單的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這

個事實：再記憶的對象是「相等的，美的自身，善的、正義的和敬虔的⋯等等

(Phaedo, 75c1-d3)」。這些對象也就是為Stewart認定為思想和行為之先天形式的

東西。另一方面，假設的對象則是「依其自身為美的、善的和大的以及一切同於

此類者(Phaedo, 100b6-7) 」，Natorp和Stewart認為這些對象並非實際上存在，而

只是Ápoy°siw，而作為方法，它藉著推論結果與被証立為真的命題間的一致而得

到其確然性。換言之，只要假設能夠和被証立為真的命題一致，假設就不再是假

設，而是具有確然性的知識。但是，按照Stewart的標準，蘇格拉底指出那些假設

的對象並不擁有如Natorp和Stewart所說的確然性。為什麼呢？一但吾人將

tîlla pãnta考慮在內的話，那麼，假設的對象和再記憶的對象所涉及的範圍

實際上是相同的。然而，按照Stewart的說法，「相」作為回憶的對象，只不過是

思想與行為的先天形式罷了。先天的形式並不具有實際的知識內容，它旣不可能

成為推論的開始點，也不可能通過推論的一致而被證明為具備確然性的知識。 

 

III 
Stewart的困難不出在認定「相」作為再記憶的對象，其內涵為思想與行為的

先天形式，而在於他認定「相」是被確認為真的假設。理由是，一但「相」如

Natorp和Stewart般被認定為假設而作為方法，那麼，為了必定自相矛盾，「學習

非他，就是再記憶」勢必要被要求必須有另一種解釋。顯然， 要理解柏拉圖究

竟在什麼意義底下使用lÒgow、Ápoy°siw和「相」，吾人必須必須做一個根本的

考察，先找出這個段落的談論究竟在什麼脈絡底下被提出，它要達成的理論目的

究竟是什麼；釐清了這一點，才能在一個比較清楚的基礎上討論lÒgow、Ápoy°siw

和「相」分別具有什麼樣的意義，進而理解「相論」的內涵。 

 

從蘇格拉底的談話來看，吾人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他用了相當大的篇

幅去指出，通過自然研究的方式追問萬有變動的原因，可能造成什麼樣的困難；

他列舉了旣有的自然研究的學說，並逐一地指出，這一些學說其推論結果為何不

能通過人們的檢驗；但他並沒有指出，這些學說的研究方式究竟存在什麼樣的問

題。但是，在提出新的研究路徑之前，有一段足以給予吾人啟發的談話：蘇格拉

底指出，他對一種危險的情況感到擔憂，以研究日蝕為例，若不是通過某個媒介，

如：水或其他類似的東西，而以肉眼直視去研究日蝕，很可能眼睛因此而受到損

害。同樣地，通過肉眼或其他感官去觀察事物，很可能使靈魂變盲；為了避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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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危險的情況發生，因而他逃到lÒgoi去(efiw toÁw lÒgouw katafugÒnta)研究萬

有的真理(t«n ˆntvn tØn élÆyeian)(Phaedo, 99d4-e6)。這個談論無疑是一種方

法的說明：對萬有變動的研究必須借助某個媒介，而不是憑藉感官。這個媒介是

什麼呢？蘇格拉底接著指出，他假設在一切的情況當中，都有一個他認為是最穩

固的lÒgow；那些相符(sumfvne›n)於lÒgow的，視為真實的存有，反之則否

(Phaedo, 100a3-8)。 

 

    和《國家篇》中的洞穴類比(Republic, 514a-516d)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吾人便

可知道蘇格拉底擔憂的究竟是什麼：人類在長時間受到肉體與感覺的束縛下，突

然間受到真理之光的照射，往往因痛苦難耐而導致最終做出拒絕解脫束縛的選

擇，這正是蘇格拉底憂慮之處；因此，蘇格拉底選擇了一條曲折真理探索之路：

以lÒgow  ─即：言說 為媒介去研究真理。通過《國家篇》和《費都篇》的比較，

lÒgow(言說)、Ápoy°siw(假設)和e‰dow(相)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便清楚地顯露出

來了：e‰dow 是真理自身同時是知識的對象，然而，由於人類受肉體和感覺的影

響而有先天的限制之故，因而對真理的追求並不直接以e‰dow 為對象，而是間接

地通過lÒgow去趨近它，而實際的實踐步驟是通過Ápoy°siw而逐漸地趨近e‰dow，
22因而lÒgow和Ápoy°siw都不會是e‰dow 。這個比較顯示出一個事實，即：言說做

為追求真理的媒介，必定同時和真理與感覺有所關聯，因此，lÒgow必定一方面

和肉體與感覺相聯繫，而另一方面又成為吾人認識e‰dow的橋樑。相對於此，作

為真理自身的e‰dow是知識的對象，由於知識被要求必須是普遍的，因此e‰dow很

自然地就在論理上具有恆常的時間性格以及相關的規定性。23

 

    在這個談論的基礎底下再回過頭來看《克拉梯樓斯篇》，蘇格拉底的意圖便

很明顯地顯示出來了。由於蘇格拉底只將名詞的功能限定為「教導」

(didaskal¤aw)(Cratylus, 428e4)，在這個意義底下，他反駁了克拉梯樓斯「誰了

解名詞，則他也了解事物」的主張(Cratylus, 435d4-437a1)。24這是由於在蘇格拉

                                                 
22  Ápoy°siw 本身就是lÒgow的特殊形式。 
23  參考：第二章，§1。 
24  顯然，當克拉梯樓斯主張「誰了解名詞，則他也了解事物」的同時，也就同時把對真理的追

問和命命行為等同起來了，而這一點是蘇格拉底所不能接受的。這個談話的詳細內容如下： 

克：我想至少教導，蘇格拉底阿！而這是十分簡單：誰了解名詞，則他就了解事物。 

蘇：或許吧！克拉梯樓斯阿！你這麼主張；若某人如其所是地知道名詞，即全如事物

所是那樣，則他將知道事物，由於它與名詞相類似，因而只是這一種所有的彼此

之間相類似的技術。我想依照這個主張：誰了解名詞，則他也了解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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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思想當中，言說只具有媒介的功能而非直接地反映真理之故。25然而，這個

駁論依然未能說服克拉梯樓斯，這是由於蘇格拉底未能給於這個駁論一個有力的

形上學基礎。事實上，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即：在肯定巴曼尼

得斯對真理的規定的情況下，為何還在萬有的本性之外存有言說？言說在萬有論

上的地位如何？從蘇格拉底的主張來看，顯然，萬有存有層級之分，那麼言說在

萬有的層級中究竟據有什麼樣的位置？ 

 

§2 言說在萬有層級中的地位 

 

    在《國家篇》當中，蘇格拉底依據人類心靈的四種不同的能力而將萬有依照

比例區分成四個不同的層級，並將這四個層級分屬於看見的(ıratÒn)和思想的

(nohtÒn)兩類(Republic, 509d1-8)，屬於看見的有：「純粹感覺的」和「感覺的和

思想的之混合」的兩種，屬於思想的有：「思想和感覺之混合的」和「純粹思想

的」兩種。所謂「純粹感覺的」，蘇格拉底指出這一類的萬有就好像是水中的倒

影，或者如由平滑光亮的表面反射出來的東西一樣，這些影像只不過是一種「假

                                                                                                                                            
克：你講得全然真確。 

蘇：等一下，讓我們看看，你現在講的方式究竟是哪一種對事物的教導(知)方式，而

是否有別的，這個卻比較好呢？或者沒有別的而只有這個。你認為是哪種呢？ 

克：我這麼認為，決無某個其它的而只有這個，並且是唯一最好的。 

蘇：是否萬有是以同一種方式被發現，而發現這個名詞的人也已發現名詞是從何(而

來)，或者尋找和發現用不同的方式，而學習用這個(方式)呢？ 

克：當然尋找和發現完全用同一方式(Cratylus, 435d4-436a8)。 
25  這個駁論的內容如下： 

蘇：且看，讓我們考慮，克拉梯樓斯阿！若某人跟隨名詞來尋找事物，所考察的正如

每個所願意的，那麼你豈不留意是否有點會犯錯誤的危險呢？ 

克：怎麼呢？ 

蘇：顯然，那個第一個設立名詞者如其想像事物是如何而這麼樣設立名詞，如我們所

主張，不是嗎？ 

克：是。 

蘇：如果那人所想的不正確而如其所想的來設立(名詞)，那麼我們跟從他，我們的遭

遇將如何呢？豈有異犯錯呢？ 

克：然而這絕不可能，蘇格拉底啊！設立名詞者必然是以知(識)來設立；若不然，則

如我以前所已經講了，那不應該是名詞。最好的證明將是：設立(名詞)者不會破

壞真理，因為他並不這樣地同意所有的一切。或者你沒有考慮到自己所講的：所

有的名詞依照這樣而且對著這樣的而形成的麼？ 

蘇：但是，善良的克拉梯樓斯啊！這不是辯護的理由。因為如果設立(名詞)的人一開

始就錯而其它的跟著這樣而設立，則必然合於此而不矛盾，就好像在幾何圖形裡，

有時候一開始有細緻且不易發現的錯誤時，其餘許多卻由此所引導出來的，且互

相同意[⋯](Cratylus, 436a9-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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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efikas¤a)(Republic, 509d1-510a3)，26這一類的萬有在層級上屬於最底層。而

「感覺的和思想的之混合」意指那些自然物和人造物，相應於這一類對象的心靈

活動是「信念」(pist¤w)(Republic, 510a5-10)。這兩類的心靈活動屬於「看見」的

領域。而「思想」的領域也可分成兩類，「思想和感覺之混合的」指的是那些理

論知識的對象，如：數學、幾何學⋯等(Republic, 510b4-511a8)。這一類的對象有

一個基本的特徵，即：它一方面具有知識所要求的確定性，因而與真理有關聯，

然而這些確定性不是無預設的，如果少了這些預設，那麼知識的必然性也就無法

獲得。另一方面，它又與感覺有所關聯，如幾何學總是以可見的形狀為基點，儘

管在思想當中的並不是這些可見的形狀(Republic, 510d4-511a1)。最後是「純粹思

想的」，這一類的對象指的是那些關於「相在其自己」(e‡desin aÈto›w di' aÈt«n  

efiw aÈtã)的知識(Republic, 510b4-9)，27這一類的對象有一個基本的特徵，即：它

作為假設(Ápoy°siw)，然而和幾何學不同，這個假設無須通過其它的假設而獲得，

而是作為假設上升至所有假設的假設(Republic, 511b3-c2)。28

 

    蘇格拉底的這個談論顯示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柏拉圖的思想當中，萬有

並非都是真理，而是在真理標準上有層級之分。29在這個意義底下，柏拉圖反對

感覺有成為知識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柏拉圖卻又不反對感覺對象的存在；這就

給予了《克拉梯樓斯篇》中，蘇格拉底的主張一個堅實的基礎，即：在萬有的本

性之外尚有名詞獨立自存的空間，但名詞卻不必然要和萬有的真理完全一致，而

是作為通往真理的媒介 ─即：教導，一方面和真理有關，而另一方面和感覺相

聯繫。而就名詞與「相」和「感覺」相關這一點來看，吾人可以做一大膽的推測，

即：正確的言說應當屬於「思想和感覺之混合的」這一類的對象。 

 

§3 第一篇總結 

 

                                                 
26  比較《國家篇》中的洞穴類比 514a5-515a7。 
27  參考：彭文林：《倫理相與分離問題》，台中縣龍井鄉，2002，頁 343-344。 
28  有不少學者都將這個談論關聯於《費都篇》中的Ápoy°siw，筆者較同意陳康的看法，《費都

篇》中的Ápoy°siw並不是「相」的假設，只不過是談話者之間共同接受的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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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26-28. 
29  陳康在關於《費都篇》的談論中就已經清楚地指出：「相」和個別事物之間存在一種距離，

而這個距離是藉由相關性質完備與否而決定的。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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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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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分析，吾人可以發現，在《哲人篇》中，理論問題的焦點並不在於

「哲人」的定義，而在於如何克服由巴曼尼得斯以及受到巴曼尼得斯影響的某種

「相論」所帶來的困境，即：由此產生「相」和「言說」之間得對立，而使得兩

者無法並存。對柏拉圖來說，或許巴曼尼得斯的推斷過程未必見得全然不合理，

30然而，由於巴曼尼得斯的影響下，人們把對一切萬有的追問都當成對真理的追

問，因而產生「相」和言說不能並存的困境。這一點清楚地體現在《克拉梯樓斯

篇》中赫摩給內斯的主張上，由於言說與其對象(真理)不能並存而各自具有本

性，因而赫摩給內斯選擇虛位化言說，而將名詞的正確性歸諸於「共同設立」。

相反，在某些主張「相」和「言說」並存的人們身上，由於其主張兩者並存之故，

因而必須從根本上反對巴曼尼得斯「一切萬有為一」的主張，因而在一定程度上

都或多或少地必須承認赫拉克利圖的流變說。這個學說構成了《克拉梯樓斯篇》

中克拉梯樓斯的思想的基調。在肯定對象(真理)與言說並存的情況下，名詞與對

象如何發生對應關係成為問題的關鍵，克拉梯樓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認定構

成名詞的字母或語音與萬有的變動之間有絕對的對應關係，通過這樣的對應關

係，名詞獲得其正確性。 

 

    蘇格拉底在這兩種對立的主張之間找到一個調解的方式，即：他一方面承認

這兩種主張的合理性，但確又限制這兩種主張的效力被無限地擴張。首先，蘇格

拉底同意克拉梯樓斯，名詞的正確性來自於萬有的本性，因而反對赫摩給內斯以

「共同設立」作為名詞正確性的來源，然而，蘇格拉底又限制克拉梯樓斯的主張，

認為名詞和對象(真理)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因而「共同設立」在名詞正確性這

個問題上，具有輔助的功能。但蘇格拉底並沒有因此而放棄「相」必須是在時間

上無終始，而在空間中不能變動的主張。31那麼，蘇格拉底究竟在什麼意義底下

                                                 
30  筆者已經指出過，巴曼尼得斯的推斷並非建立在現代人所說的形式邏輯(見：第二章，§1，
III)，然而，在柏拉圖身上究竟有存有多少形式邏輯的思想也是值得懷疑的。 
31  這一點吾人可以從蘇格拉底指出萬有必需靜止才能被言說看出。以下為這個談話的內容： 

蘇：[⋯]我們現在考察這個，豈不是有許多這樣的名詞有同樣的傾向要欺騙我們；事

實上，若有些設立它們的人這麼想為萬有設立(名詞)，彷彿一且永遠流行而變動，

因為顯然我和這些人都如此認為；另一方面，若碰巧的話，不這麼做，則它們自

己如此地掉進漩渦之中，失去理智，卻要拉我們進去。因為你看，驚人的克拉梯

樓斯啊！我所做許多次的夢。我們是否主張有某個自在的美、善及萬有的每一個

一等等，或者不呢？ 

克：至少我想是，蘇格拉底啊！ 

蘇：因此，我們現在考察這個，若不是某個臉美，或者某個像這類的，以及所有看起

來變動的。而是那自在的美，我們主張：它豈不永遠是而且如其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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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如是主張呢？ 

 

    從《費都篇》中蘇格拉底的自我告白吾人可以看到，蘇格拉底並未將言說

(lÒgow)看作是真理，而是把它當成通往真理的媒介，這也就說明了為什麼《克

拉梯樓斯篇》中的蘇格拉底將名詞的功能限定為「教導」，從而反對克拉梯樓斯

以名詞能夠絕對地反映真理之故。32然而，蘇格拉底的主張一直到《國家篇》第

六卷的談論才真正地得到堅實的理論基礎。也就是說，在同意巴曼尼得斯對真理

的推斷過程具有合理性的情況下，柏拉圖依然認為言說與真理能夠並存的理由在

於，柏拉圖認為並非一切的萬有皆為真理，而是在真理的標準底下，萬有依照與

真理之間的親疏關係而有層級之分，因而蘇格拉底一方面將言說聯繫於真理，另

一方面又將言說與感覺關聯起來時，就意謂著言說在存有的層級上低於「純粹思

想的」而高於「純粹感覺」和「感覺的和思想的之混合」。  

                                                                                                                                            
克：必然。 

蘇：因而我們且(如此地)將它說出來，若永遠不經意地消失，則首先那個「是」是如

其所然地(是)；或者豈不必然在我們說話的同時變成另一個，溜走了而且不在那

樣地是？ 

克：必然。 

蘇：那麼，某個從來不這樣地是者如何是呢？因為若某時同樣這麼是，在那段時間中

顯然一點也不變動。若永遠同樣地這麼有而且自在的是，則這怎麼能夠變動或位

移呢？沒有任何由它的相而行出的麼？ 

克：絕不。(Cratylus, 439b10-e6) 
32 這給了吾人一個關於《克拉梯樓斯篇》成書年代的想像空間，它必然和《費都篇》有所關聯，

然而，從蘇格拉底未能說服克拉梯樓斯這一點來看，《克拉梯樓斯篇》成書可能要早於《費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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