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利圖的鬥爭(二)：我們如何能夠給同一

個事物許多的名稱(Sophist, 251a5-6) 

前言 

 

    由於巴曼尼得斯的思想隱含著「真理」與「言說」不能並存的困境，因而在

《克拉梯樓斯篇》中，蘇格拉底試圖在同意巴曼尼得斯關於真理的談論下，尋求

調解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利圖之間的對立，使「真理」與「言說」能夠並存。這

個談論的核心在於：如何在認定巴曼尼得斯關於真理的推斷[過程]為合理的情況

下，又不接受其論理上的結果 ─「一切萬有為一」。筆者已於稍早指出：之所以

有「一切萬有為一」的主張乃是由於巴曼尼得斯行文中的動詞¶sti 具有時間上恆

常的特徵之故，因而它必定是不變動的，這個推斷導致『思想與「是」等同』的

結果。同樣地，當吾人主張知識在時間上必須是恆常的時，也就不免要隨著同意

其論理上的結果，即：知識對象必定在時間中沒有起始與終點，而在空間中是不

變動的。而當吾人接受了這個論斷的同時也就因此而必須同意知識對象是不可分

割的、充塞一切空間的，因而一切萬有勢必因此而為一。1然而，從《克拉梯樓

斯篇》的談論來看，蘇格拉底面對的顯然不只是巴曼尼得斯，而是巴曼尼得斯和

赫拉克利圖思想間的兩難。這是由於人們在論理上反對「一切萬有為一」時，總

是或多或少地要承認赫拉克利圖的「流變說」有其意義之故。 

 

    將焦點轉移到《哲人篇》篇中，吾人可以發現，伊利亞的客人很容易地將巴

曼尼得斯的『不能既「是」(¶sti)而又「不是」(oÈk ¶sti)』和『也不能既「不是」

(oÈk ¶sti)而又「是」(¶sti)』 

                                                

理解為『「非有」(tÒ mØ ¯n)不能為「有」(tÚ ¯n )』，
2因而導致錯誤的言說不可能的困境。然而，這只是巴曼尼得斯的思想產生的困

境的一個面向，真正對《哲人篇》的談論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由這個主張出發而

導致的結果 ─「一切萬有為一」。
3這個談論的內容是這樣的：在對「哲人」做

出六個不同的定義之後，4伊利亞的客人做了如下的談話：『當某個[人]5看起來有

 
1  見：第二章§1，I、III。 
2  同上。 
3  同上。 
4  這六個對「哲人」的定義分別為：1.被雇用來獵取年輕富豪子弟的獵人，2.販售作為靈魂糧

食的知識的販子，3.販賣購得的商品的販子，4.販賣自己造作的商品的販子，5爭論者，6.這個

定義是有疑點的，即：「哲人」是靈魂的淨化者(Sophist, 219c5-231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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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知識，卻[只]加給[它]單一的技藝的名稱(miçw t°xnhw ÙnÒmati)，這[樣

的]想像(tÚ fãntasma)是不妥當的(oÈk ¶sy' Ígi°w)。然而，很清楚地，任何人[若

他]在這個[想像]( aÈtÚ)底下去 (prÒw) [考慮]任何技藝，就不能夠洞悉[那] 自

身作為這所有學習的結果(mayÆmata)所依賴的[技藝]，並因此而使[人們]加給

「一」(•nÚw)許多的名稱(Sophist, 232a1-6)。』這是關於「定義」的一般談論，但

「一切萬有為一」的思想卻從根本否定了名詞結合而成言說的可能，6因而《克

拉梯樓斯篇》中蘇格拉底遭遇的兩難再一次地出現在《哲人篇》中，即：當人們

試圖去肯定言說中，同一個對象可以擁有許多的名稱時，就必須承認赫拉克利圖

的「流變說」有其意義。7顯然，伊利亞的客人試圖在這「諸神與巨人的爭戰」8

中去尋求一調解的可能時，就必須要面對來自巴曼尼得斯的「一切萬有為一」蘇

產生的難題，而要克服這個難題就勢必要面真理或「是」(¶sti)必定是在時間上

恆常而在空間中不變動的預設。9因而在《克拉梯樓斯篇》中出現過了的問題再

一次成為《哲人篇》的核心問題：如何在認定巴曼尼得斯關於真理的推斷[過程]

為合理的情況下，又不接受其論理上的結果 ─「一切萬有為一」。伊利亞的客人

指出一個調解這個對立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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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談論如何可能呢？ 

 

§1 名詞結合的幾種可能性 

 

I 
    顯然，巴曼尼得斯使包含命題形式的語句在內的一切言說都變得不可能了，

如何克服這個巴曼尼得斯帶來的障礙成了當下的課題。這個課題是：名詞和名詞

如何互相結合以對同一個事物言說。伊利亞的客人從一組巴曼尼得斯用以分別

「存有」與「變動」的對立 ─「靜」、「動」─ 出發，提出了三種可能性，並

考察可能的結果： 

                                                                                                                                            
5  []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以下亦同。 
6  如若名稱與萬有同一的話(見：第二章，§3 ，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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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對印歐語系的語言使用者來說，一個最基本合於文法的言說必須包含主詞和動詞。然而，對

柏拉圖及其同時代的人而言，名稱或名詞(ÙnÒma)包含的對象很廣，高達美在其《真理與方法》

一書中便指出，ÙnÒma指涉的不僅僅指涉現代人的文法觀底下的名詞，時人顯然將名詞、動詞、

形容詞⋯等都稱之為ÙnÒma。 
8  見：第二章，註 56。 
9  這個主張是導致「一切萬有為一」的前提。見：本章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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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一切在任何方式底下都不互相結合：在這個可能的情況下，「動」、

「靜」皆不和「有」結合(proskoinvnoËn)，並且一切關於某事物是運動

或靜止的言說都不可能；因為名詞和名詞不互相結合，自然其指涉對象也

不互相結合。這個結果是荒謬的，特別是對那些堅持名詞與其指涉的對象

相關的人來說，更是如此，因為在言說當中，他們總是使用許多名詞去言

說一個事物(Sophist, 251e7-252c9)。10

B. 一切皆互相結合：這個時候「動」將變成「靜」，而「靜」將變

成「動」。這也是一個不能令人接受的結果，因為在論理上，這兩個詞自

身被要求的意義就已經不相容(Sophist, 252d1-11)。 

C. 某一些互相結合，而某一些不互相結合：當前兩種可能性被排除

以後，這是最後的選擇(Sophist, 252d12-e8)，但伊利亞的客人並沒有加以

論證。 

顯然，接下來的問題是：什麼樣的結合可以產生合理的言說，而什麼樣的結合不

能產生合理的言說。在這裡一個通曉結合與否的技藝被提出，伊利亞的客人以文

法學為喻，擁有這門技藝的人可以分辨哪一些字母可以互相結合，而哪一些則否

(Sophist, 252e9-253b7)。 

  

    對於一個對文法有初步概念現代人而言，這個談論無疑是相當怪異的。因為

言說的合理與否取決於其形式，而非其內容，如：「苔艾苔投斯(Theaetetus)飛」

是一個合理的語句，但「飛苔艾苔投斯」便不能是合理的語句。然而，伊利亞的

客人在《哲人篇》中的談論顯然並不如此，筆者認為與其說伊利亞客人的談論是

一個文法學的談論，毋寧說這個談論是一個結合了萬有論和語言學的分析。11通

過這個分析，吾人將可以知道：在「是」與「變動」的爭論中，巴曼尼得斯的不

變動和赫拉克利圖的變動應當具有的的意義為何，並且在為有論中佔據什麼樣的

地位。 

   

II 
   但是，這門技藝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闡述，而是被另一個更有挑戰性的議題

取代。伊利亞的客人指出有一種技藝較之於分辨言說中名詞的結合與否的技藝層

                                                 
10  這些人們或者認為一切變動不居(如：赫拉克利圖/ Heraclitus)，或者認為一切是不動的一(如：
巴曼尼德斯/Parmenides或伊利亞學派)，還有許多人以為萬有因聚散而生滅。但是若萬有不與變

動結合、一不與靜止結合或萬有不與聚或散結合，那麼這些看法都是毫無意義。 
11  這一點，吾人可以在伊利亞的客人選擇「靜」、「動」作為談論的開始點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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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更高，它被要求能夠引導談論；若某人指出哪一些是互相結合的，而哪一些不

互相結合，那麼它引導我們繼續追問是否存在這樣的要素：「[它]遍及於一切並

使他們團結一致(sun°xonta)，因此它們結合在一起；再者，當他們分離開來時，

是否有某個其他的(ßtera)作為他們分離的原因(t∞w diair°sevw a‡tia)(Sophist, 

253b8-c5)。」伊利亞的客人告訴我們，在這種技藝的探索當中使我們偶然地發

現 了 哲 學 家 [ 的 技 藝 ] ， 因 為 只 有 哲 學 家 擁 有 「 辯 証 的 知 識 」

(t∞w dialektik∞w §pistÆmhw)。這技藝能讓人們知道如何『按照「種」(g°nh)來

分解，不將「同之相」(taÈtÚn e‰dow)認定為「異」(ßteron)亦不將「異」認定

為「同」(Sophist, 253c6-d3)。』什麼是「辯証的知識」的內容？伊利亞的客人接

著說：它讓人們「能夠察覺到有一個「相」(m¤an fid°an)貫通一切，每一個一(•nÚw)

都分開地擺置(•kãstou keim°nou xvr¤w)，在各個方面都被充分地分別開來，並

且這相異的多(pollåw •t°raw)被包含在一個「一」(miçw)底下，

 

•

 

 

                                                

12再者，這個一

(miçw)為(˜lvn poll«n §n n‹)展開，而多在各個方面(pãnt˙)皆互相分離，這就

是按照對「種」(g°now)的認識來分別(§p¤stasyai)可以或不可以結合(Sophist, 

253d5-e2)。 

 

    這段話頗為難解，有不少學者都嘗試過對這段話做一致的解釋，然而內容卻

頗為分歧。 13按照Stenzel的方式，筆者也將這段話分成幾個段落來解釋：

(1)OÈkoËn ˜ ge toËto dunatÚw drçn m¤an fid°an diå poll«n, (2) 

•nÚw •kãstou keim°nou xvr¤w, pãnt˙ diatetam°nhn flkan«w diaisyãnetai,(3) 

ka‹ pollåw •t°raw éllÆlvn ÍpÚ miçw ¶jvyen periexom°naw, (4)ka‹ m¤an 

aÔ di' ˜lvn poll«n §n •n‹ sunhmm°nhn, (5)ka‹ pollåw xvr‹w pãnt˙ 

divrism°naw. (6)toËto d'¶stin, √ te koinvne›n ßkasta dÊnatai ka‹ ˜p˙ mÆ, di

akr¤nein katå g°now §p¤stasyai. 14

首先，(1)和(2)之間的關聯情況取決於吾人對(2)的•nÚw的理解，•nÚw可以同時是

 
12  陳康把柏拉圖思想當中的「一」(miçw)稱為「性質團結」。 
13  參考：A. Gómez-Lobo, 1977. “Plato’s description of Dialectic in the Sophist 253d1-e2”, Phronesis 
22-1: 29-47 ; Stenzel, J: Plato’s method of Dialectic, tr. D.J. All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p.75-79, 96-106; J.R. Trevaskis, 1967. “Division and its Relation to Dialectic and Ontology in Plato” 
Phronesis 12: 118-129.Stenzel, J: Plato’s method of Dialectic, tr. D.J. All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p.75 
14  筆者的區分方法與Stenzel並不相同，Stenzel的區分方式顯然有其特殊的哲學目的，而筆者則
是按照一般文句的段落來區分。見：Stenzel, J: Plato’s method of Dialectic, tr. D.J. All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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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的eÂw 和中性的•n 的第二格，然而考慮到這句話中的•kãstou，筆者以為讀

作 •n 應較為恰當，因此， (2)的 •nÚw應當和 (1)的poll«n有關。而 (3)的

pollåw •t°raw指的應該是(2)的•nÚw，這是由於xvr¤w以及稍後的分詞子句

pãnt˙ diatetam°nhn[⋯]的緣故。(4)的•n‹ 究竟何指，15目前尚不明朗；而m¤an

應當與(3)的miçw相同。(5)與(3)當中的pollåw所指應當相同，因而也應當和(2)

的•nÚw相同。這個談論是在語法上說的，為求解釋上的一致，筆者做一個大膽的

推測，即：將(4)的•n‹ 讀作eÂw 的第三格，因而•n‹ 的指涉範圍應當與m¤an相同。

通過上述推測，吾人可以得到一個可能的解釋，即：存在某個分解和結合的原則

(「相」)，而這個原則和吾人對「種」(g°now)的認識有關，並且它對一切事物都

有效。再者，一切事物都可以在這個原則底下歸諸於某個普遍者，16反過來說，

自身作為整體的普遍者可以在這個原則底下展開為許多個別的事物。如果這個解

釋有效的話，那麼結合稍早的談論，吾人可以發現：(1)的確存在某個分解的原

則，而這個原則和吾人對「種」的認識有關，這一點吾人可從分解的工作總是將

普遍的「種」(g°now)分解為成對而互相排斥的兩類看出。(2)然而，分解的原則

卻不是種，因為某個單一的種不能對一切的事物都有效。(3)這個原則和「相」

有關，因為吾人能夠通過這個原則而將個別的事物歸諸於普遍，因此，(4)分解

的原則勢必在萬有論中具有一定的地位，而這的地位不能高於或等於「相」。 

 

III 
    上述談論有幾點值得重視，這篇談話最直接的目的是定義「哲人」的技藝，

伊利亞的客人在給出六個「哲人」的定義之後，把「哲人」的技藝認定為模仿的

技藝，也就是，造作虛假或錯誤言說的技藝；但由於哲人藉「非有」藏身，斷言

一切虛假或錯誤的言說皆不可能，因此，如何克服巴曼尼得斯所造成的障礙，建

立「非有是」或「非有有」的命題，虛假或錯誤的言說才能得到充分的理論基礎。

不過，筆者以於稍早提到，說明錯誤或虛假的言說如何可能並不是這篇談話最主

要的目的；柏拉圖真正的目的是藉伊利亞的客人之口作為手段，將巴曼尼得斯的

學說帶到談論當中。為什麼呢？理由無它，巴曼尼得斯的談論儘管可能被誤用而

導致吾人無法有效地考慮虛假與錯誤的言說，但是，就柏拉圖而言，巴曼尼得斯

真正的威脅並不在於「非有」的問題，而是他的學說隱含了毀滅知識的可能。這

是因為一切關於事物的lÒgow可能由於「一切萬有為一」的學說而被毀滅，而藉

                                                 
15  •n‹ 可以同時是陽性的eÂw 和中性的•n 的第三格。 
16  吾人不應把(4)的m¤an 和(1)的m¤an fid°an混同，m¤an 在(1)當中顯然只是個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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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逃到lÒgow當中去」(Phaedo, 98b-100b)去解決知識的問題正是柏拉圖早期對

話錄當中的思想核心。17吾人必須承認，就柏拉圖而言知識是可能的，因而如何

凸顯巴曼尼得斯的學說產生的困難，從新建立lÒgow的基礎，正是這些段落的主

要課題。 

 

如筆者已於稍早談到，要克服巴曼尼得斯所帶來的障礙，首要的工作便是從

理論上說明如何給予同一個事物許多的名詞；這個工作預設了名詞與名詞間的結

合與否必須被說明。我們可以發現，這也不是柏拉圖這篇談話的主要目的，他有

一個更具野心的目的，即：通過原因的研究去找出結合與分離的原則(Sophist, 

253b8-c5)，藉此來說明結合與分離的理由。從伊利亞的客人之口，我們可以知

道，這項技藝專屬於哲學家，因此，可以說除非吾人先找到哲學家的技藝，否則

「定義」不能得到充分的理論基礎，自然，對「哲人」的定義也就不能是合理的

了。 

 

§2 「範疇論」：分解與結合的原則 

 

I 
    「分解與結合的原則是什麼」這個問題顯然是接下來要處理的課題。伊利亞

的客人從稍早提出的「有」、「動」與「靜」出發，分別考慮三者相互間分離與結

合的關係： 

    A. 「有」、「動」與「靜」三者皆自身等同而異於其他二者，因此，

「同」與「異」被帶進到談論當中(Sophist, 254d4-255a3)。 

    B.「動」與「靜」不能是「同」和「異」，因為，當我們說「動」與

「靜」皆自身等同而異於另一個時，就同時表明了他們旣同又異，若「動」

可以是「異」，那麼「動」將成為「靜」；若「靜」可以是「異」，那麼，

「靜」將變成「動」。這個結果是荒謬的，因為「動」與「靜」本來就是

互相對立的，但上述結果卻打破這個對立的關係。再者，若事物可以同時

是「同」又是「異」，那麼，它們將自身等同而同時又變成它們的對立面，

對立將因此而消失。從相反的角度來看也一樣，「同」和「異」不能是「動」

與「靜」，若「同」可以是「動」那麼「同」將變成「異」；相反，若「異」

可以是「靜」，那麼「異」將成為「同」。簡單地說，一切相反者不能互

                                                 
17  詳細說明見第三章，§1。 

 80



相結合，也不能同時和「同」與「異」兩者結合(Sophist, 255a4-b1)。 

    C.「有」不能是「同」，若「有」可以是「同」，那麼，當「動是」

這樣的言說成立時，也就同時表明了「動」可以是「同」而變成「靜」；

18如前(B)所述，這個結果也是不能被接受的。因此，除了「有」、「動」

與「靜」相互間不能結合之外，「同」也不能和前三者互相結合(Sophist, 

255b8-c4)。 

    D. 接著，伊利亞的客人指出有「同」、「異」各自擁有兩種關係上的

意義：一種是把關係建立在自身之上，另一種則建立在自身與它者的關

係之上。「同」可以指自身的等同，也可以是和它者的等同；同樣地，「異」

可以指自身相異，也可以是和它者的分別。因此，當「同」處於第一個

意義(把關係建立在自身之上; 自身的等同)，而「異」處於第二個意義(建

立在自身與他者的關係之上；和他者的分別 )的情況下 (Sophist, 

256a10-b4)，B、C的結果將被推翻：(1) B的結論是「動」與「靜」不能

是「同」和「異」，因「動」會因此而變成「靜」，「靜」也會因此而

變成「動」；但是，當「同」指自身等同，而「異」指「與他者的分別」

時，以某個意義稱(prosagoreÊein)「動」為「靜」，或在另一個意義

下稱「靜」為「動」並不足以令人感到驚訝；因為「同」在「自身等同」

的意義下可以和「動」結合，因此「動」在這個意義下可以是「靜」，

而「異」「與他者的分別」的意義下可以和「靜」結合，而使「靜」變

成「動」，但實際上，「動」和「靜」的對立並不因此而消失。因此，

「動」與「靜」可以同時旣「同」又「異」，而不損害其實際上的對立

關係。(2) 柏拉圖並沒有針對C做反駁的論證，但吾人可以從伊利亞的客

人那裡得到一個提示，斷定C的論證不成立。首先，它的結論是「有」

不能是「同」，若「有」可以是「同」，那麼，當「動是」這樣的言說

成立時，也就同時表明了「動」可以是「同」而變成「靜」。從伊利亞

的客人談論吾人可以看到，「動」是[有別於]「有」(toË ˆntow)的其他

的(ßteron)，它必須分有(met°xei)「有」而有(Sophist, 256d5-9)。19當「動

是」這樣的言說成立時，它實際上指的只是「動」和「有」的結合。由

於單純的「動」不能是有，因而「動」必須結合「有」才成其為「動之

                                                 
18 這點柏拉圖並沒有提及，不過，按照同樣的道理，「有」也不能是「異」，因為，若「有」

可以是「異」，當「靜是」這樣的言說成立時，也就表明「靜」可以是「異」而變成「同」。這

也是一個不能令人接受的結果。 
19  同樣的道理，「靜」也不能是「有」，而必須分有「有」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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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論證一方面又回到B的反駁上去了，但另一方面對B的反駁

被進一步地深化；「動之有」可以在「自身等同」的意義下和「同」結

合，但卻不因此而自身成為「靜之有」。20

 

    根據上述兩種關係上意義的說明，伊利亞的客人告訴我們：「非有(tÚ mØ ¯n)

必然地[可以]「是」(§stin)不僅在「動」也在一切的「種」(pãnta tå g°nh)上

「是」(e‰nai)。因為「其他的」(ßteron)[它]作為相反的性質(yat°rou fÊsiw)使

每一個有(toË ˆntow ßkaston)成為(poie›)非有(oÈk ¯n)，如前所述，[我們]可以

正確地說這些全都非(oÈk)其所「是」(ˆnta) ，21再者，[

                                                

這些非有它們]分有(met°xei)

「有」，[它們因此] 旣「是」(e‰nai)且「有」(ˆnta)。22( Sophist, 256d11-e3)」

因此，伊利亞的客人做出幾個結論：(1) 「種」(g°nh)之間互相結合；(2)「有」

和「異」貫穿一切；23(3)「異」分有「有」而「是」，但是它分有的並不是那「有」，

而是和「有」有別的「其它的」；(4)由於「異」分有的是「其它的」，因而它

和其他所有的「種」不同，所以它旣不能是其它所有「種」的任何一種，也不能

是其它所有「種」的總合(Sophist, 258e6-259b6)。 

 

II 
    綜觀上述，吾人可以發現：(A)相較於單純地知道哪些要素可以互相結合，

而哪些要素不能接結合的技藝而言(如文法學)，哲學家的技藝更為根本，因為它

能夠在原因的研究上指出結合與否的原則。它被要求能夠引導談論，指出哪一些

要素「[它]遍及於一切並使它們團結一致，因此它們結合在一起；再者，當他們

分離開來時，是否有某個其他的作為他們分離的原因 (Sophist, 253b8-c5)。」(B)

經伊利亞的客人導引，吾人發現，「動」與「靜」以及一切相反者都不能互相結

合；再者，「動」與「靜」也不能與「同」和「異」結合，因為一但結合可能，

將因此而喪失相反的關係。(C)然而，「同」、「異」各自擁有兩種關係上的意義：

一種是把關係建立在自身之上，另一種則建立在自身與他者的關係之上。當「同」

在前者，而「異」在後者的意義底下，「同」和「異」可以和一切相反者結合。

(D)「動」與「靜」不是有，同樣地，一切相反者也不可能是「有」，它們必須

 
20  同樣的道理，「靜」必須結合「有」才成其為「靜之有」，「靜之有」可以在「和他者的分別」

的情況下與「異」結合，但自身卻不因此而成為「動之有」。 
21  ˆnta是分詞形式，行文上省略了關係詞。 
22  同上註。 
23  柏拉圖少說了一樣，「同」也一樣貫通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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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有」才能「是其所是」地「有」；因此，「有」也和一切相反者結合。因

此，柏拉圖初步地回答了上述的問題：「有」以及建立在關係意義上的「同」、

「異」以及「動」、「靜」都可以和其它的互相結合，而「異」則作為它們分離

的原因；同時，由於「非有」的意義被從新界定(Sophist, 256d11-e3)，因而虛假

和錯誤的言說被證明是可能的。不過，從理論的目的來看，證明虛假和錯誤的言

說必須通過哲學家的技藝 ─「辯証的知識」才得以可能，但哲學家的技藝並不

是為了證明虛假和錯誤的言說可能存在的，而是為了說明分解和結合的關係。換

言之，哲學家的技藝其主要的目的在於說明什麼是分解和結合的原因，而通過原

因的研究找到分解與結合的原則，並因此而附帶地證明虛假的言說是可能的。 

 

III 
    和《克拉梯樓斯篇》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吾人可以發現：《克拉梯樓斯篇》

談論的是名詞正確性的來源為何的問題，而《哲人篇》談論的是如何給予同一個

事物許多的名詞。不過，進一步地考察《哲人篇》的問題脈絡，如何給予同一個

事物許多的名詞這個問題實際上隱身於另一個更大的問題底下，即：「定義」。

換言之，《哲人篇》的主要問題也可以說是言說正確性的來源為何的問題24。同

樣地，《克拉梯樓斯篇》和《哲人篇》面對的難題都是巴曼尼得斯和赫拉克利圖

之間的兩難。《克拉梯樓斯篇》遭遇到的是由「一切萬有為一」的主張而導致的

「對象」和「名詞」之間的取捨，而《哲人篇》遭遇到的亦同，由於「一切萬有

為一」的主張而導致言說(名詞和名詞的結合)不可能。《克拉梯樓斯篇》中，蘇

格拉底的調解是將名詞設立為感覺和真理之間的媒介，而《哲人篇》則是在「相」

底下設立作為分解與結合原則的範疇。 

 

    顯然，《哲人篇》的談論結果並不僅僅建立在語言學的分析上，而是同時兼

有語言學和萬有論雙重特點，這一點表現在它並不完全建立在文法形式的分析

上，而是就「有」、「動」、「靜」、「同」、「異」各自實際上代表的狀態而

作的分析，因而這個談論顯然具有萬有論的特徵。然而，進一步觀察這些範疇，

吾人可以發現它們並沒有的定的指涉對象，而是只具有空洞的形式，足以和一切

的事物相結合；在這個意義底下，吾人又不得不承認它的確具有語言學分析的特

徵。的確，有一派將柏拉圖的「相」視為方法的學者將《哲人篇》中的這個形式

                                                 
24  對《克拉梯樓斯篇》中的蘇格拉底而言，名詞的正確性問題和言說的正確性問題並沒有分別，

這一點吾人可從 387c、431b-c中的談論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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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特徵做康德式的解釋，25不過，上述的分析卻顯示出：儘管「有」、「動」、

「靜」、「同」、「異」等這些範疇具有一定程度的普遍性而可和一切事物相結

合，但它們並不是普遍的「相」，雖然柏拉圖也稱其為fid°a，相對於此，真正的

「相」乃是那些可以通過這些範疇而將個別事物納入的普遍者。26然而，進一步

地考察這些範疇，吾人發現到，儘管這些範疇可以和一切的事物結合，但單憑這

些範疇仍不足以結合諸多名詞以構成正確的言說，因而吾人有理由相信，在《哲

人篇》中，言說的正確性尚有其他來源。 

 

§3 正確言說的根據：《哲人篇》中的「相論」 

 

    由於分解與結合的原則尚不足以說明言說正確性的來源，因而依利亞客人延

續對錯誤的言說如何可能的談論，並且實際上就言說的特性加以分析，試圖通過

這個談論而導引出言說的正確性來源為何的解答。值得注意的是，伊利亞的客人

在這個談論當中，並沒有將分別言說正確與否的方法視為技藝，這是否意謂著關

於哲學家的技藝的談論已經完成了呢？筆者將在稍後證明這一點：哲學家的技藝

並不是關於範疇的談論，事實上這些範疇只不過是名詞間的分解和結合得以可能

的先決條件，但真正決定言說正確性的是普遍的「相」。 

 
    關於言說正確性的研究開始於這樣的談論：儘管證明了「非有是」這樣的命

題成立，但哲人們的遁詞並不因此而稍減，伊利亞的客人假設了一種哲人們替自

己辯護情況，他們可能會說：「有些形式(t«n efid«n)分有「非有」，有些則否，

而「言說」(lÒgon)和「意見」(dÒjan)就是那些不分有[非有]的[東西](Sophist, 

260d6-8)。」如何斷定「言說」和「意見」不分有「非有」？因而談論轉向「言

說」、「意見」和「擬像」(fantas¤an)如何發生的考察： 

 A. 在言說當中，某一些語詞可以互相結合，而某一些語詞則不能夠

互相結合。在這裡，伊利亞的客人指出：言說必須具備兩種要素，一是名

詞，一是動詞。言說不能單是名詞的結合，如：獅鹿馬；也不能單是動詞

的結合，如：走跑睡。一個完整的言說必定是由名詞與動詞結合而成，名

                                                 
25  代表性的人物為 p. Natorp。見：Stewart, J.A.: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 pp. 84-89; Natorp, Paul: Platos Ideenlehre: eine Einfuhrung in den Ieealismus, Leipzig: Felix 
Meiner, 1921, p.287. 
26  當然，按照相同的推論，「種」(g°nh)也不是「相」，從「種」與分解的原則相關這一點來看，

「種」指的應當是那些分解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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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被述說，而動詞述說。為什麼說動詞具有述說的功能，因為它提供了「是」

(t«n ˆntvn)或「發生」的時間性，如：「那現在生成的」(t«n gignom°nvn)

或「那過去生成的」 (t«n gegonÒtvn) 或「那未來 生成的」

(t«n mellÒntvn)⋯等(Sophist, 261d1-262c7)。 

B. 由名詞和動詞結合成的言說可以分成兩類，一類是真實的言說，一

類是虛假的言說。伊利亞的客人給了一個認定真實言說的標準，它必須關

聯於『那些「是的」(tå ˆnta)作為「是」(¶stin)』，如：苔艾苔投斯坐；

而虛假的言說則有別於那「是」(t«n ˆntvn)的，如：苔艾苔投斯飛(Sophist, 

262e3-263d5)。27

C. 哪一些言說不合於『「是的」作為「是」』這個標準呢？逐一地

考察各種言說發生的心靈活動 ─「思考」(diãnoiã)、「意見」(dÒja)與

「擬像」(fantas¤a)─ 是必要的(Sophist, 263e3-5)。首先，「思考」是

心靈和它自身無聲的對話，因此，「思考」和「言說」可以看作是一件事；

其次，「意見」是以言說的形式表達出來的「思考」，但「意見」又有幾

個不同的面向，伊利亞的客人指出，若是「意見」是通過感覺而發生，那

麼，這種「意見」就稱之為「擬像」。 

 
對照235e5-236c4，由於巴曼尼得斯的學說之故，使得「造作擬象的技藝」

(fantastikØn)因「非有」不可能而在理論上得不到証實的困難在這裡得到解決

了。在吾人認定伊利亞的客人的看法可以代表柏拉圖自己的思想的情況下，28顯

然，柏拉圖在《哲人篇》裡仍然反對通過感覺而產生的言說可以成為知識的表達，

即：定義。與前期對話錄所持的觀點相同，柏拉圖依然認定感覺對象只能是知識

對象的「摹本」，而不能是知識對象；相較於真實的言說要求的「是」，「擬像」

所由發生的感覺，只能是某個「其他的」；當「其他的」在「和它者的分別」這

                                                 
27  吾人可以從柏拉圖的用詞看到一個頗有趣的現象，即：關於真實言說的談論上，動詞並不限

於形式上具有持續 (時態上屬於現在─不完成式)特徵的「是」，還包含了坐、跑、跳⋯等一切

的動詞。有趣的是這些表達變動的動詞所構成的述說，似乎被柏拉圖認為可以是『那些「是的」

作為「是」』。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麼，它顯然推翻了許多學者的看法(如：C.H. Kahn或H. Teloh
等)，他們將e‰nai當成聯繫動詞，用以表達不變動的知識對象，或將e‰nai當成真理的傳達

(Veridical)(如：H. Teloh)而在e‰nai或其相關的變格當中大作文章；但實際上真理或知識的表達卻

不一定使用「是」這個字眼，相反，表變動的動詞也可以被看作是「是」，這點，筆者將在總結

當中做進一步的闡述。 
28  根據Diogenes Laertius的記載，柏拉圖自己的觀點大約由以下的四個人代表：蘇格拉底，提邁

歐斯，雅典的客人，伊利亞的客人(Diogenes Laertius: Live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III,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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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義下被理解時，「造作擬像的技藝」也就因此而和「非有」關聯起來了。這

個談論顯示出一個明顯雙重性格，而這個特殊性格形成了整個《哲人篇》推論的

基礎結構，那就是，儘管關於「言說」的談論最直接的目的是說明「擬像」和「非

有」的關係，但是這個關係之所以能夠被說明，實際上依賴於吾人對「真實的言

說」(亦即「定義」)有清楚的認識；換言之，從理論目的來看，「定義」之說明，

較之於「擬像」之說明有更高的優先性，這點是吾人必須要清楚地掌握的。 

 

§4 小結 

 
    那麼，吾人如何分辨正確和錯誤的言說呢？柏拉圖只用了一句很短的話交代

這個問題的答案，即：真實的言說必須關聯於『那些「是的」(或「有」tå ˆnta)
作為「是」 (¶stin)』。這是一個極難翻譯的句子，它的原文如下：

L°gei d¢ aÈt«n ı m¢n élhyØw tå ˆnta …w ¶stin per‹ soË. 理解這句話的的困

難在於這句話當中有兩個動詞 (分詞tå ˆnta並不至於造成任何理解上的困難)：
L°gei 和¶stin，但我們卻找不到明顯的斷句。若將句尾的¶stin 代之以e‰nai的

話，這句話在文法上將會比較容易理解。就筆者自己的理解，這段話大慨可以分

成以soË élhyØw為主語的語句，和 ı為主語的語句，ı 作為關係詞，關係子句

tå ˆnta 以分詞形式表示就可以得到合理的說明，而¶stin 則為這句話的動詞。

因此，完全按照字面的意義可以譯為：『可以說就你[認定]的真實，那些「是的」

作為「是」。』從字面上的意義來看，這句話究竟何所指實在不容易理解；若把

它放到上下文的關係來看的話，吾人可以猜測它大致的意思是：真實的言說是把

那些「有」或者作為「是」的[東西當]成「是」來看待。 

 

    然而，即便吾人做此理解，這句話實際上意指的為何仍然不明朗。首先，它

不能是「種」(g°nh)。筆者已於稍早指出，「種」只不過是分解和結合的條件，

而無關乎其原則；而分解之所以可能預設了人們必須先知道分解和結合的形式，

相反，一旦人們對此一無所知的話，就不能在分解當中選擇正確的分解條件。因

此，對「種」的理解預設了人們必須對上述的幾個範疇先有一般的知識。那麼，

吾人能不能因此而說它指的是那些分解和結合的形式 ─即：稍早提到的那幾個

範疇─ 呢？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理由在於這些範疇並無法對於言說中名詞的

分解與結合起決定性的作用，而只是必要的條件而已。 

 

    從柏拉圖行文上的用語習慣來看，儘管他對fid°a 一詞所指涉的對象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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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嚴謹的規範，29但就「是」的用法而言，卻是相當嚴格的。換句話說，在柏

拉圖的著作當中，「是」(¶stin)並沒有許多不同的意義，而總是關聯於普遍的，

恆常的真理。30因此，筆者在這裡做一個大膽的推測，即：吾人對真假言說的分

辨取決於吾人對普遍的「相」的理解。通過這個推測，《哲人篇》真正的意義才

顯露出來。首先，對分解與結合的考察，其目的只不過在幫助人們找出某些在言

說中決定名詞和名詞結合與否的基本形式 ─即：範疇，而運用這些形式，人們

可以找到適當的分解條件 ─即：「種」─ 來從事分解與結合的工作，將許多個

別的事物歸諸於一個普遍的「相」，或從普遍的「相」當中將許多各具本性的個

別事物分離開來。然而，這些範疇對於如何結合名詞以構成正確的語句並不起決

定性的作用，而只是必要條件；真正決定名詞是否能夠正確地結合的，是普遍的

「相」。 

 

                                                 
29  陳康的研究便指出，柏拉圖的「相」至少有三種不同的意義：(1)認識的原則和存在的原則，

(2)存在的原則，(3)意識的原則或意識自身。而在本章的研究當中，吾人也可以看到，在《哲人

篇》當中，至少就有兩種不同意義的fid°a：一指普遍的「相」，一指分解和結合的原則，即：範

疇。見：陳康：〈柏拉圖哲學概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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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84。 
30  這只是一個大概的說法，我們也可以在柏拉圖的著作當中找到少數並非如此的例子，如《曼

諾篇》中關於某些理論知識 ─如：幾何學─ 的談論，蘇格拉底就用了「是」，但從《國家篇》

中線段的類比來看，理論知識並不是絕對的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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