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巴曼尼德斯篇》裡的巴曼尼德斯的訓練與遊戲

1 

 

第一節  一多問題 

 

第一小節  少年蘇格拉底的驚訝 

 

    在《巴曼尼德斯篇》第一部分裡，少年蘇格拉底設置那能使感覺現象的矛盾

多得到理解的相論：相，作為原因，必須總是完全不動地與自身同一，在這樣的

情況下，相必須與變動的現象完全分離，也必須與彼此分離，唯有如此，每一個

相才能總是與自身同一且永恆地根據自身而是其所是，也因此，相才能保有它在

原因上的地位。所以，少年蘇格拉底並不認為他所設立的一個個的相會承受到相

反者的影響或是能夠與彼此結合與分離，因為若是如此，相便不能完成其作為原

因的功能。如此，少年蘇格拉底認為：「如果有人能夠證明，那是一的自身是多，

且此多又正是一，那麼我將對這感到驚訝。」（a0ll 0 ei0 o4 e1stin e3n, au0to\ tou==to 

polla\ a0podei/cei kai\ au] ta\ polla\ dh\ e3n, tou=to h1dh qauma&somai）（《巴曼尼德斯

篇》129b8-c1）然而，這樣的相論卻遭遇到那些由於這個分離的論點所產生的分

有困境，這些困境包括了將相物體化所產生的種種分有困境以及那個甚至是因為

                                                 
1 關於隨後本章對巴曼尼德斯的遊戲所進行的詮釋，筆者主要有三點說明：○1 本章的觀點，應屬

於兩類詮釋裡的（i.e.邏輯的詮釋，與，形上的詮釋）形上的觀點；○2 本章對於柏拉圖諸多對話

錄的運用與討論，並沒有以發生—演進的方法（i.e.此方法主張諸多對話錄及其相關的哲學論點

乃在時間上有其線性演進的先後順序）來考慮，而是以理論的整全性為主要的考慮，或許是因為

筆者已接受 Krämer的主張---發生—演進方法也許不是唯一詮釋理論的方法---，不過，這樣的討

論方式也許也有可能帶來是否有過度詮釋的疑慮；○3 關於之後在詮釋巴曼尼德斯的遊戲裡所引用

到的《蒂邁歐篇》裡的世界靈魂及其相關的空間性的討論，乃是在以「未成書研究」的原理論所

帶來的相關考慮之下所提出的，而這是巴曼尼德斯的遊戲裡所原本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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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分離所招致的完全無法分有、無法拯救現象且無法為人所知的最大困境。 

 

    然而，關於這樣由於分離與分有所產生的相與現象之間的一多問題，柏拉圖

倒是在《費樂柏篇》（Philebus）簡短地提供一種能夠解決這樣的一多問題的方法，

不過，這方法卻更進一步地指出另一種一多問題，而這種一多問題正是少年蘇格

拉底所驚訝的，這方法指出：「萬有的存在，總是被指出是由『一』與『多』所

構成，且其自身擁有本性上的『限定』與『不定』2。（w(j e0c e9no\j me\n kai\ pollw~n 

o1ntwn tw~n a0ei\ legome/nwn ei]nai, pe/raj de\ kai\ a0peiri/an e0n au9toi=j cu/mfuton 

e0xo&ntwn）這些是這樣安排的，我們每次總要設定有一個關於『全』的相（mi/an 

i0de/an peri\ panto\j），並尋找它--因為會發現到它是在那--，所以，若我們掌握

到它，且這若是二的話，那麼就在這一當中尋找二，若不是，那麼就思考三或是

某個其它的數，且以同樣的方式再對那些當中的每一個進行思考，直到某人看見

（i1dh|）那最初的一不僅是『一』與『多』與『不定』（a1peira），而且還能看見

『是有多少』（o9po/sa）。直到某人看見（kati/dh|）關於此一的那所有在『一』與

『不定』之間的數，否則不應將『不定』運用到『眾多』（to\ plh=qoj），到那時，

就讓所有當中的每一個毫無困難地進入『不定』當中，並停止打擾它們。因此，

一方面，神明們，正如我所說的那樣，將思考、學習與教導彼此的方法傳遞給我

們，然而，另一方面，現今有智慧的人們，當他們無意中遇見『一』時，他們以

比所需的要來得快地或來得慢地將『多』且連同『一』毫無保留地推進『不定』

裡；而那些中間者則逃離他們（ta_ de\ me/sa au0tou\j e0kfeu/gei），然而正是在這個

地方，將我們彼此所作的討論加以區分為好辯的以及與之矛盾的辯證的。」（《費

樂柏篇》16c10-17a6） 

 

                                                 
2 雖然柏拉圖在這以 “a0peiri/an”（無知）來稱呼他之後所要指稱的「不定」（a1peiroj），不過，

這兩個字的意義是相近的，因為「不定」與「不可知的」（a1gnwston）其實是具有相似的意義
（亞里士多德，《物理學》Ta\ fusika/ 207a31）。關於「不定」，我們將在之後關於柏拉圖未成書

研究的討論裡有更清楚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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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方法當中可以看到，它實際上包含兩種可以分別各自解決兩種一多問題

的方法：○1 由於分離與分有所產生的相與現象之間的一多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

在於提供一種存有論，也就是，「萬有是由『一』與『多』所構成，且其自身擁

有本性上的『限定』與『不定』」；○2 若第一種一多問題獲得解決，那麼隨之而來

的便是由於這樣的存有論所產生的那專屬於相的一多問題，這種將一與多等同的

一多問題正是來自於論說（u(po\ lo/gwn）所產生的情況（《費樂柏篇》15d）；這

個問題的解決在於提供那能對一與多進行正確的綜觀與區分的方法。 

 

    先就第二種一多問題來說，這種能對一與多進行正確的綜觀與區分的方法，

正是辯證家所使用的那能引領思考與論說的辯證法：「在綜觀到一個相時，便將

那些以許多方式遍佈於各處的帶領至這一個相當中，（Ei0j mi/an te ide/an 

sunorw~nta a1gein ta\ pollaxh=| diesparme/na）以使得每一個能在定義當中成為清

楚的；⋯；且回頭再根據相進行區分，依據本性的關節來區分，（To\ pa/lin kat 0 

ei1dh du/nasqai te/mnein, kat 0 a1rqra, h|[ pe/fuke）不要使用糟糕廚師所使用的方法

來試圖打斷任何部分。」（《費德羅篇》265d5-e4）而若有人能夠以綜觀與區分的

方法來辨識到那本性上的「一」裡有「多」遍佈其中（dunato\n ei0j e4n kai\ e0pi\ polla\ 

pefuko&q 0 o9ra~|n），那麼這樣的人將被稱為是辯證家，（《費德羅篇》266b5-c1）也

就是能以辯證法來進行思考與論說的哲學家。而這個能對一與多進行正確的綜觀

與區分的辯證法也正是之前巴曼尼德斯建議少年蘇格拉底所應接受的訓練，而與

這訓練相對應的則正是這讓少年蘇格拉底所驚訝的一多問題。關於這，我們將在

第三章有深入的討論。 

 

    而就第一種一多問題來說，柏拉圖雖然在《費樂柏篇》主張他所簡短提供的

存有論3能夠解決那些由於相與現象分離所產生的種種分有困境，然而他並未詳

                                                 
3 柏拉圖在《費樂柏篇》16c所提供的存有論並不能與稍後在 23c-31c所提供的存有論相提並論，

因為它們所要達成的目的與所對的對象皆不相同：前者所針對的對象是不會生滅變動的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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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說明箇中的緣由到底是如何。不過，這個由一與多以及限定與不定所呈現的具

有數特徵的畢達哥拉斯式的存有論，乃被認為主要保存在那些由亞里士多德、亞

歷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塞奧弗拉斯特（Theophrastus）與辛普利修

斯（Simplicius）⋯等等古代哲學家所記錄下來的「未成書研究」（a1grafa 

do/gmata）裡。於是，我們將在第二小節以「未成書研究」來理解這樣的存有論。 

 

第二小節  未成書研究裡的原理論 

 

（一）未成書研究的提出 

 

    亞里士多德指出，柏拉圖還有一個作為相論的最終基礎的原理論：藉由分有

「一」，從「大與小」當中便產生「數」，並在將相等同於數的情況下4，作為數

的原理（a0rxai/）的「一」與「大與小」也正是相的原理。（《物理學以後諸篇》

A 6.987b19-23）這個原理論能夠提出一套那由最高原理---「一」與「大與小」（或

是「不定之二」（h9 a0o/ristoj dua/j））5---所推衍化生而來的宇宙生成論，從「數」

                                                                                                                                            
樂柏篇》15a）也就是「相」，其目的是要指出，能有對這樣的一與多進行正確的綜觀與區分的方

法；後者所針對的對象是現存的宇宙萬有，其目的是要指出，相較於快樂而言，凡是由叡智（nou=j）
而來的皆能在「善」之下獲得亞軍，（《費樂柏篇》23b-c）在這當中，「相」並未進入討論。 
4 《論靈魂》（Peri\ yuxh=j）404b24-25；《物理學以後諸篇》A 9.991b9-10, 992b13-18, L 8.1073a17-19, 
M 6.1080b11-12, M 7.1081a5-17, M 9. 1086a11-13, N 3. 1090a16-17, 1090b32-33。亞里士多德在《物

理學以後諸篇》對柏拉圖具有數特徵的相論所作的批評，常以「我們」、「他們」（i.e.指學園裡的

成員）或「那些相信相的人」來指稱那些提出數特徵相論的人，而較少指名個別成員的名字，因

此，為了能將柏拉圖的論點與其他成員區別開來，Ross提出一個可能的判準：亞里士多德在《物

理學以後諸篇》A 6.987b14-18明確提到，柏拉圖在現象與相之外又設立一個能獨立自存的數學

對象（ta\ maqhmatika\），而這是專屬柏拉圖的，因為其他成員的主張並不與柏拉圖相同，如斯

彪西波（Speusippus）與賽諾克拉底（Xenocrates），經 Ross查明後發現，前者否認相的存在，只
承認數學對象的存在，而後者則將相與數等同，也就是，將這些數學對象視為是以非數學的方式

存在，而亞里士多德認為賽諾克拉底的觀點是最糟糕的，因為它集合了其它兩種觀點所具有的錯

誤（《物理學以後諸篇》M 8.1083b1-7）。Ross, W. D.（1951）pp.151-152；Ross, W. D. 1997. Aristotle’s 
Metaphysics: 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I. lxxi-lxxvi.  
5 亞里士多德將「不定之二」這個用語與「大與小」連結一起為相同的。《物理學以後諸篇》M 
8.1083b23-36, N 1.1088a15, N 3.1090b32-1091a5。這也可被其他古代哲學家所證實，包括亞歷山

大、塞奧弗拉斯特與辛普利修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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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點」、「線」、「面」、「體」至「可感物」，整個宇宙萬有從「一」與「不

定之二」這對原理當中得到了完整說明。7 

     

    這個原理論被認為是來自柏拉圖在學園裡所開設的一套在〈論善〉（PERI 

TAGAQOU）的標題之下的討論課程，並被稱為是「未成書研究」：亞里士多德

在《物理學》209b13-15以及 209b33-210a2提到，柏拉圖在「未成書研究」裡，

將那在《蒂邁歐篇》裡所提到的「場域」（th\n xw&ran）稱為是「場所」（to\n to&pon），

並把它視為「大與小」或是「質料」；暫且不論這當中所混有的亞里士多德式的

誤解8，在這就他所提到的柏拉圖有個「未成書研究」來說，應足以反駁那些主

張亞里士多德所報告的柏拉圖理論只能來自對話錄的說法。在辛普利修斯的記錄

裡，他引用亞歷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所回憶起的亞里士多德的回憶：

亞歷山大說：「根據柏拉圖，『一』與『不定之二』是萬有以及相自身的原理，他

將『不定之二』稱為『大與小』；這是亞里士多德回憶那些在〈論善〉裡的論點。」

                                                 
6 在關於相與數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亞里士多德與塞奧弗拉斯特的意見不同，前者認為相是

數，後者認為數相（oi9 prw&toi a0riqmoi/, the ideas of numbers）比其它的相更為根本，雖然親炙柏

拉圖門下的亞里士多德所持有的意見應更為可信，但塞奧弗拉斯特的陳述（Metaphysics 6 b11-15）
則獲得賽克斯特．恩披里科（Sextus Empiricus）的支持，因為賽克斯特．恩披里科的一些重要說

法都出現在辛普利修斯的記錄當中，而辛普利修斯所記錄的則是那來自亞歷山大所引述的亞里士

多德在柏拉圖〈論善〉的討論課裡的記錄，還有那來自柏拉圖的第一代追隨者賀摩多羅斯

（Hermodorus）等人。Ross,（1951）p.186 n.4, p.187 nn.1-2。不過，關於相與數之間的關係到底

為何，這個作為未成書研究裡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本論文所有的理解都將依照柏拉圖的對話錄為

取捨標準，而這個討論將在本章第二節關於巴曼尼德斯的第二組推論當中有明確的說明。 
7 賽克斯特．恩披里科《駁數學家》（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X 258-262, 278-283。賽克斯特．
恩披里科在這裡的討論很有可能是柏拉圖的觀點，因為除了如前註所指出的證據之外，另外，他

在這裡乃以「不定之二」來指稱「不定」，而根據亞里士多德，那將「二」作為由「大與小」而

來的「不定者」且不將「不定者」視為「一」來說，這是專屬於柏拉圖的，而這是他與畢氏學派

不同的地方之一。（《物理學以後諸篇》987b26-27）不過，另一方面，柏拉圖具有濃厚畢氏特徵

的論點，也許有可能被後人當成是畢氏學派的一員，因此，賽克斯特．恩披里科所記錄的也有可

能混有其它畢氏學員的觀點。因此，筆者在這裡以及之後所引用的段落，都試圖盡量以能夠符合

柏拉圖對話錄裡的觀點為取捨依據。 
8 亞里士多德以他的形質論裡的「質料」來理解柏拉圖所提出的「場域」與「大與小」，然而，

對柏拉圖來說，「場域」是提供給生成之物得以顯現的地方，（《蒂邁歐篇》52a8-b2）而作為最高
原理之一的「大與小」是置於智性領域裡的，（辛普利修斯《論亞里士多德的物理學》（On Aristotle’s 
Physics）453.25-26）要認識這原理則必須以那與它同源但在價值上最優先的「一」這首要原理

才能理解，而不是以亞里士多德所理解的相或數來理解，因為亞里士多德將相或數當作是他的「形

式」，因此，這也許是為什麼亞里士多德會說：「在這個點上，我們可以插入一句評語要求柏拉圖

應該告訴我們為什麼『相』與『數』不在『場所』裡，假如『場所』確實是『接受者』---這個

『接受者』不論是『大與小』或是他在《蒂邁歐篇》所稱的『質料』。」（《物理學》209b33-210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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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而辛普利修斯則將亞里士多德在《物理學》209b14所提到的「未成書研究」來

與〈論善〉的討論課程等同。10 

 

    這個在〈論善〉的討論課裡未被書寫下來的原理論，雖然被亞里士多德以及

一些古代的哲學家直接或間接地記錄下來，不過卻引發一個與柏拉圖對文字書寫

的批評相關的爭議：柏拉圖認為，真理唯有在德智兼備的雙方以誠意、無忌妒的

意願，經過迂迴漫長的辯證對話當中，靈光一閃地誕生在靈魂裡，（《第七封書信》

341c7-d2）這寫在靈魂裡的真理是無法以那本性上具有缺陷的書寫文字所表達出

來，（《第七封書信》343d9-10）而且，對書寫文字的信任還會使學習它們的人不

去練習他們本身所具有的回憶能力11，並因此傷害這種回憶能力，（《費德羅篇》

275a2-6）因此，任一個有叡智的人（nou=n e1xwn）都不會冒險將所掌握到的真理

形諸於文字。（《第七封書信》343a1-3）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是否意味著那宣稱

未被書寫下來的原理論才是柏拉圖最重要的哲學思想，而那以文字所書寫而成的

對話錄反倒是難以承載真理的重量？然而，這樣的爭議，卻在當中包含一個弔詭

的推論基礎，也就是：那對「未成書研究」的信任正是來自於對那以文字所寫下

的對話錄的信任，也就是，這個爭議在反對書寫功能之中肯定了書寫的功能。其

實，我們曾在第一章最末討論過柏拉圖仍有可能寫下關於他所嚴肅研究的哲學議

題的理由：雖然柏拉圖不信任書寫文字，但他認為，若他能盡一切心力將那對於

人們有最大益處的以及關於萬有本性的事情充分地寫出來，儘管這對於人們來說

並不是件好事，但應仍能有少數那能藉由這個微不足道的善意指導而能由自己來

發現真理的人。（《第七封書信》341d5-e）因此，他也說過，若有任何關於他所

嚴肅研究的哲學議題之相關寫作或討論是來自於他的話，那必定是最好的

                                                 
9 辛普利修斯《論亞里士多德的物理學》151.6-8。 
10 辛普利修斯《論亞里士多德的物理學》545.23。 
11 這個回憶能力暗指那在《曼諾篇》（Meno）裡所提到的學習即回憶的論點：不朽靈魂已在許多

次的投生當中學習所有的事物，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習只不過是回憶，而無法知道真理是因為無

法回憶起真理；（《曼諾篇》79e-86c）這亦可指向《費多篇》裡所提到的，因為靈魂在投生之前

已認識到相，所以才能在此生透過現象而回憶起那作為判準的相。（《費多篇》72e-7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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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tist 0 a2n）。（《第七封書信》341d2-4）因此，在「未成書研究」與書寫而成

的對話錄之間，到底哪一種能儘可能地趨近於柏拉圖真正思想的問題上，我們最

好是兩種擺在一起看。 

 

    關於「未成書研究」與對話錄之間，還有一個詮釋方法上的問題：我們是否

可以只以那在時間上發生的先後次序的發生方法，來決定如何詮釋柏拉圖的這些

寫作或討論其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克雷默（Krämer, H. J.）認為，柏拉圖的對

話錄並無法能為發生方法的運用提供可靠的依據12，況且，除發生方法外，還有

其他的方法可以作為理解的依據，例如以勸服教誨的面向，或以理論的整全性的

面向，或以藝術結構的面向⋯等等13，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方法並不是唯一詮

釋理論的方法；此外，理論寫作的先後順序也無法能為理論的整全性提供缺一不

可的幫助：「就某個哲學作品自身當作一個不可分割的整體而言，我們一方面相

信：對作者而言，它的各個部份合起來構成某種理論目的和意義的整全性；但另

一方面，卻必須承認：這種整全性並不存在於連續的時間中，例如：如果一個哲

學家同時從事兩種哲學問題的研究和寫作時，在理論上這兩種哲學問題的解決可

以獲得其理論的整全性，但是在寫作和解決次序上顯然有先後關係，甚至這兩種

問題有關連，或某一種哲學問題的解決必須預設另一個哲學問題的解答，那麼，

理論次序可能比寫作的先後次序有其更重要的意義。」14那麼，若理論的整全性

可以為我們提供另一種詮釋的可能，那麼，本論文也將採取這樣的方法來理解「未

成書研究」與對話錄在理論上的融貫性，並且在柏拉圖自己所說的---凡是來自於

他自己所留下的相關寫作或討論必定是最好的（be/ltist 0 a2n）---情況下（《第七

封書信》341d2-4），我們將以柏拉圖所寫下的對話錄為最終的取捨標準。 

 

                                                 
12 Guthrie, W. K. C.（1978）p.422。 
13 Krämer, H. J.1990. Plato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a work on the theory of the principles 
and unwritten doctrines of Plato with a colle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document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ohn R. Catan. P.93。  
14 彭文林《倫理相與分離問題》，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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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書研究的主要內容15 

 

    「柏拉圖在回歸於原理當中（Pla&twn me\n ou]n e0n tw|~ a0na&gein ei0j ta\j 

a0rxa\j），似乎是將其它的東西與『相』繫縛起來（a0na&ptwn）以掌握到它們（i.e.

其它的東西），並將這些（相）與『數』繫縛在一起，再從『數』當中回歸於原

理，之後，沿著生成而下（kata\ th\n ge/nesin），直至所談論指名的東西（me/xri tw~n 

ei0rhme/nwn）。」16在這段記錄當中我們所要討論的是，在層層地往上回歸於原理

當中：○1 為什麼要將相與數繫縛在一起？○2 為什麼數能作為萬有的原理？○3 數的

原理是什麼？○4 整個宇宙萬有如何從原理當中生成出來？ 

 

    就第一個問題來說，根據賽克斯特．恩披里科（Sextus Empiricus）的記錄，

他說柏拉圖認為相仍不足以作為萬有的原理，因為，縱使相符合那作為可見感物

原理的特徵---不具可生滅的物質肉體（a0swma&toi）---，然而，雖然每個相各自

分離視之皆被稱為是一，但是，另一方面，當我們將任一個相與另一個或許多其

它的相連結在一起（kata\ su/llhyin）時，便會有二、三、四⋯等的數出現，在

這樣的情況下，數乃比相更為根本。17因此，我們必須將相與數繫縛在一起。 

 

    就第二個問題來說，也許可從另一個觀點來看為什麼數能作為萬有的原理：

相較於可見感物，那不具物質的立體形狀乃被優先思考到（proepinoei=tai），然

而，這些不具物質的立體形狀不能是萬有的原理，因為平面形狀乃在立體形狀當

中領導（ proa&gei）它們，也就是這些立體形狀是由平面形狀所構成

                                                 
15 分為兩點說明：○1 筆者在這裡對於所有關於未成書研究的原典引用，皆引自 Gaiser, K. 1968. 
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這本書裡所收集與編輯的文本，這部分位於本書的附錄裡---Anhang: 
Testimonia Platonica；○2 這裡的主要內容並沒有詳述「相」與「數」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等等重

要的核心問題，因為這些充滿爭議的論點，並無法只憑未成書研究的論點就能加以釐清，我們必

須在之後，藉著討論巴曼尼德斯的第二組推論並輔以柏拉圖其它對話錄裡的資料，來試圖在這當

中推論出一個可能的解釋，否則這裡對核心問題所提出的種種理解可能都不是確定的。 
16 塞奧弗拉斯特《形上學》（Metaphysics）6b10-15。 
17 賽克斯特．恩披里科《駁數學家》X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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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stasqai），而再次地，平面形狀也有那在當中領導它們的線，也就是平面

形狀是由線所構成，而再次同樣地，線也有那在當中領導它們的數，例如，在那

由一點行進到另一點當中所形成的最簡單的線裡也有二這個數領導其中，如此，

我們是無法離開數來思考到線的。18在這樣的情況下，數是萬有中首要的（oi9 

a0riqmoi\ a1ra prw~toi tw~n o1ntwn），而這也是數能作為萬有原理的原因。 

 

    至於第三個問題，我們則藉由波菲利（Porphyry）在根據〈論善〉的相關論

點與資料當中所作的陳述，來了解「數」的本性並藉此尋繹數的原理：「讓我們

拿某個已被限定的量（ti me/geqoj peperasme/non），例如一腕尺，將它分為兩部

份，讓其中一個為未被區分的，並區分另一個且一點一點地增加到那未被區分

的，這腕尺有兩部份，一個無止盡地往較少的地方前進，另一個則無止盡地往較

多的地方前進。我們不可能在區分當中前進至不可區分的，因為這腕尺是連續

的。連續體在被區分之後總還是可區分的。這種永無間斷的區分指出，有某個不

確定的本性被深鎖在這腕尺裡，或更是這麼說，一個本性往大前進，另一個往小

前進。在這些當中，這不定之二被認為是由那往大的一以及往小的一所構成的。

這些都可在連續的物體以及數當中找到。這第一個數是偶數『二』，二倍與一半

都被包含在偶數的本性當中，二倍是在過多裡，一半是在過少裡。因此『過多與

過少』在偶數裡。『二』是數中的第一個偶數，但不定者在它當中（a0lla\ kaq 0 au9th\n 

me\n a0o/ristoj），然而，因為分有一而被限定（w(ri/sqh de\ th=| tou= e9no\j metoxh|=）；

由於就『二』為某一個相來說，它是被限定的（w3ristai ga\r h9 dua\j kaq’ o3son e3n 

ti ei]do/j e0sti）。因此，『一』與『二』是數的成素，一方面，是限定且使之成形

（to\ me\n perai=non kai\ ei0dopoiou=n），另一方面，是不定的且在『過多與過少』

之中（h9 de\ a0o/ristoj kai\ e0n u9peroxh|= kai\ e0llei/yei）。」19這段話清楚地指出，數，

是一個具有不定本性的已被限定者。而這個不定本性乃在我們對這一個已被限定

                                                 
18 賽克斯特．恩披里科《駁數學家》X 259-260。 
19 波菲利在這裡的陳述是由辛普利修斯所記錄下來的；辛普利修斯《論亞里士多德的物理學》

453.36-4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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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行區分當中呈現出來：在持續地區分當中，在這一個已被限定者裡，有一個

往大前進的本性，以及另一個往小前進的本性，在不停地區分下，會有那不斷地

往大與小這兩方向前進的情形，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既不是也不是的不定者乃被

稱為是「不定之二」；然而，另一方面，這個不定之二是呈現在那一個已被限定

者裡，而這個已被限定者是「一」，「因為每個東西是一（e4n ga\r e3kaston），都

是因為是某個已被限定的（kaqo\ to/de ti/ e0sti kai\ w(risme/non）」，而這也正是「一」

的本性。20因此，我們可以說：「就每個數是某個已被限定的一來說，它分有了

『一』，就每個數是被區分且是多來說，它分有了『不定之二』。」21而正是因為

這樣，柏拉圖設定「一」與「不定之二」為數及萬有的原理。 

 

    至於第四個問題，我們可從賽克斯特．恩披里科的記錄裡知道，從「一」與

「不定之二」這一對最高原理當中，「數」從中形成出來，從「數」當中則接續

地形成「點」、「線」、「面」與「立體」，而正是在數的領導當中（h9goume/nwn tw~n 

a0riqmw~n），立體物（ta\ sterea\ sw&mata）得以完成，並在最後，從立體物當中

構成了可見感物（ta\ ai0sqhta\），以及土、水、氣、火，還有整個宇宙，「在緊守

住數當中，他們說，宇宙是依據和諧而被安排，那些在數裡的比例，相應一致地

構成最完美的和諧。」22 

 

    至此，透過對上述四個問題的說明，我們可以簡要地指出：未成書研究所呈

現的原理論---作為限定原理的「一」，對「不定之二」加以限定，並在這當中推

衍化生宇宙萬有---乃展現了那由於數的本性所具有的一種畢達哥拉斯式的存有

論。在這個原理論當中，柏拉圖在《費樂柏篇》所簡短提出的存有論也獲得更進

一步的說明。然而，關於少年蘇格拉底所面臨的---相無法拯救現象且無法為人所

知---最大困境，原理論能夠提出什麼樣的解決方法？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藉著

                                                 
20 亞歷山大《論亞里士多德的形上學》（On Aristotle’s Metaphysics）56.29-30。 
21 辛普利修斯《論亞里士多德的物理學》455.6-7。 
22 賽克斯特．恩披里科《駁數學家》X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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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與這原理論相關的段落來進行更進一步的理解：「○1 柏拉圖在《蒂邁歐篇》以

同樣的方式，從成素當中（e0k tw~n stoixei/wn）形成靈魂，因為基於同類相知的

理由（ginw&skesqai ga\r tw~| o9moi/w| to\ o3moion），所有那些能為靈魂所知的東西23

乃從原理當中獲得其存在（ta\ de\ pra&gmata e0k tw~n a0rxw~n ei]nai）。○2 在《論哲

學》的討論裡24，這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被定義，一方面，生物自身從『一』這個

相自身與首要的長、寬、高當中形成（au0to\ me\n to\ zw~|on e0c au0th=j th=j tou= e9no\j 

i0de/aj kai\ tou= prw&tou mh/kouj kai\ pla&touj kai\ ba&qouj），另一方面，其它的皆

是如此。○3 甚且，也可以其它的方式來說，叡智是一（nou=n me\n to\ e3n），知識是

二【因為它毫不偏頗地朝向一點】（e0pisth/mhn de\ ta\ du/o【monaxw~j ga\r e0f 0 e3n】），

意見是平面數，感覺是立體數，因為，一方面，數被稱為是與相自身及原理等同

（oi9 me\n ga\r a0riqmoi\ ta\ ei1dh au0ta\ kai\ ai9 a0rxai\ e0le/gonto），但另一方面，數是

從成素當中獲得存在。所有那些能為靈魂所知的東西，可被區分為：被叡智所知

的，被知識所知的，被意見所知的，被感覺所知的；而數是所有這些能為靈魂所

知的東西的相。」25 

 

    亞里士多德的這段陳述乃在「同類相知」的背景之下進行討論，而我們則在

這將它分為三個部分來說明： 

 

○1 靈魂與其所知者都是從同一個原理26當中形成。 

                                                 
23 筆者在這裡將 “ta\ pra&gamata” 翻譯為「所有那些能為靈魂所知的東西」的理由是：由於這

裡的討論是放在「同類相知」的背景之下，那麼，在認知主體是靈魂的情況下，這裡所要陳述的

應是所有那些與靈魂從同一個原理當中形成的可被靈魂所認知的對象。 
24 亞里士多德在這裡所提到的《論哲學》的討論，關於它的作者到底是指向誰，學者們有不一

致的看法：有人認為是指柏拉圖自己對於哲學的討論，或甚至是關於〈論善〉的討論；另一方面，

有人認為是亞里士多德自己《論哲學》的對話錄，他在那當中陳述並評論早期哲學家的重要理論，

在這當中包含了柏拉圖及其學派。Van der Wielen持前者的觀點，並認為這個段落的論點皆指向

柏拉圖，而 Prof. Cherniss則持後者的觀點，並認為這個段落除了第一句外，皆指向賽諾克拉底。

不過，Ross認為，無論是哪種觀點，亞里士多德在這裡所報告的，應指向是柏拉圖自己的論點。

Ross, W. D.（1951）p.210 and nn.1-3。 
25 《論靈魂》404b16-27。 
26 雖然亞里士多德在這裡以「成素」及「原理」來分別稱呼，但根據他自己的論點，原理與成

素，都可作為存有者的首要構成者（prw~toj e0nupa/rxon），不過，原理還可作為那得以使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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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在《蒂邁歐篇》，世界靈魂是如此形成的：「在那不可分且總是相同

的存有（Th=j a0meri/stou kai\ a0ei\ kata\ tau0ta\ e0xou/shj ou0si/aj），以及，那在身體

裡可分且生成的存有之間（kai\ th=j au] peri\ ta\ sw&mata gignome/nhj meristh=j），

【神】從這兩者當中揉合出存有的第三種形式，根據同樣的方式，從同與異的本

性當中，【神】在同與異當中的不可分與那在身體裡可分的之間，揉合出同的第

三種以及異的第三種；【神】將這三類全都混合為一個相（mi/an i0de/an）；【神】藉

由強力（bi/a|），將這本性上難以被混合的異，連同存有，來與同調合在一起；當

將這三者調合為『一』時，祂再對這整體【內部】分為（die/neimen）所需的許多

部分，每一個部分都混有同、異與存有。」（《蒂邁歐篇》35a2-b4）接著，在這

當中，神在祂所強力結合的世界靈魂整體裡，以連續的幾何比例進行區分（《蒂

邁歐篇》35b5-36b6），俾使世界靈魂能成為一個具有和諧比例、數結構的整體；

在這整體裡，友誼乃在其中，並且不會分解，除非是使之結合的神（《蒂邁歐篇》

32c3-5），然而，神的意願乃比祂所用來結合世界的幾何比例，要來得更為強大、

有力。（《蒂邁歐篇》31c2-5，41b5-7） 

 

    另一方面，那能為靈魂所知的也存在這世界靈魂裡：「由於【靈魂】已從同

與異的本性以及存有，這三個部分當中混合而成，並已依適當比例被區分且結合

在一起，並做朝向自己的運動，每當她捕捉到分散的存有或是不可分的存有時，

透過她自身全身的運動，她說出某某是在什麼面向下、是如何、是以什麼方式、

是何時，來與什麼東西相同或是與什麼東西不同，這許多的每一個在與每個相較

之下而有的存在與所受的影響，都會發生在那總是相同的以及生成的這兩類東西

裡。這個言說乃在沒有任何聲音與噪音的自我運動當中，不論是關於異或是關於

同，都是同樣真實的：一方面，每當言說是關於感覺物時，異的旋轉正確地運動，

並將訊息傳遞給整個靈魂，於是便產生真實堅定的意見與信念（do/cai kai\ 

                                                                                                                                            
者被知道的首要者。《物理學以後諸篇》D 1.1013a4-5, 18-19, D 3.1014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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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teij）；另一方面，每當言說是關於理性者時，同的旋轉良好地運動，宣說它

們，於是必然有叡智與知識（nou=j kai\ e0pisth/mh）。若有人說，萬有中的這兩類

【i.e.可分的感覺物與不可分的理性者】（tou/tw tw~n o1ntwn）不存在於靈魂裡的

話，那麼，他所說的完全不是真理。」（《蒂邁歐篇》37a3-c5） 

 

    從上述知道，世界靈魂是由那具有可分的生成者與不可分的同一者的存有、

同與異當中所形成，並作為一個具有和諧比例、數結構的整體，在這當中，所有

那些能為靈魂所知的東西，包括可分的感覺物與不可分的理性者，也同時在世界

靈魂的形成當中獲得存在，也就是，存在於世界靈魂裡；因此，《蒂邁歐篇》的

這個論點，也為「同類相知」做最佳的解釋。然而，關於世界靈魂之所以形成的

最終原因或原理，我們在這發現，並不會是這些可分與不可分者，也不會是靈魂

當中所具有的數結構，而是由於神的意願：若沒有神的意願與動力運作其中，那

麼，世界靈魂不會成為一個具有和諧比例的整體。 

 

○2 生物自身從『一』這個相自身與首要的長、寬、高當中形成，其它的皆是如此。 

 

    循著同一個推論線索，亞里士多德在這裡所指出的生物自身，應是與《蒂邁

歐篇》的論點相同：生物自身是指，那帶有靈魂與叡智的生物，（《蒂邁歐篇》30b8）

也就是，那滲透包覆於世界身體並在當中居於領導地位的世界靈魂。（《蒂邁歐篇》

34b3-5，c1-7）那麼，依照之前關於世界靈魂的論說，我們可發現：在世界靈魂

的形成當中，柏拉圖稱那由神所混合而成的世界靈魂為一個相（mi/an i0de/an），（《蒂

邁歐篇》35a9）且因為這世界是立體的，具有長、寬、高，（《蒂邁歐篇》32b2-5）

所以，當神對這一個相的內部分為所需的許多部分並以連續的幾何比例進行區分

時，祂必須在每個間程裡置入兩個中項，如此，才能使這一個立體的相成為一個

具有和諧比例、數結構的整體，也就是說，世界靈魂內部的長、寬、高立體結構

已在神所置入的和諧比例當中限定下來，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使這一個相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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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最美的生物。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世界靈魂與數有著同樣的原理，也就是之

前所提到的「一」與「不定之二」：不論是世界靈魂或是某個數（例如，二），皆

在作為一個相當中而是已被限定的，並且，又因為可在其內部進行區分為許多部

分而為不定的，一方面，數的不定情況我們已在前述得到理解，另一方面，就世

界靈魂的立體內部來說，因為數在長、寬、高當中引領線、面、體，因此，數的

不定情況也會展現在幾何當中，因此，那可被和諧比例所限定的長、寬、高，反

過來其實也意味著它們是可被糟糕不良的比例所影響，於是就這意義來說，可說

是不定的，因此，這「首要的長、寬、高」也正是指那在「一」裡的「不定之二」。

至此，我們可從亞里士多德○1 與○2 這兩段陳述當中看出，柏拉圖在《蒂邁歐篇》

裡關於宇宙生成的原因與本性的討論上，也蘊含了未成書研究裡的原理論。 

     

 ○3    

 

 

 

 

 

 

    在同類相知的背景之下，依據認知的主、客體，可將世界靈魂分為兩部分，

一邊是靈魂認知的能力，另一邊則是可為靈魂所認知的對象。靈魂裡的叡智所認

知的對象之所以是「一」，是因為一乃指向那能指出事物本質的相，而這是唯有

叡智才能認知的對象（《國家篇》507b4-c2），或可進一步地說，那已完善學習辯

                                                 
27 根據賽克斯特．恩披里科，就「點」作為線的原理來說，是歸入於「一」的行列裡，因為「一」

是作為數的原理；而「線」之所以歸入於「二」的行列裡，是因為「線」與「二」皆因其變動性

而被認為是相同的，也加上，線總是呈現在兩點之間，所以被認為是歸屬在「二」之下；「平面」

之所以歸入於「三」的行列裡，是因為它不僅只具有長度，它還具有第三個差異，「寬度」；而「立

體」，這包括立體的形式與可感物體，則歸在「四」的行列裡，因為在平面之上還有另一個點置

於上頭，如此所建構的是具有深度的立體形式，也正如同「角椎體」這形式。賽克斯特．恩披里

科《駁數學家》X 278-280。 

靈魂能力      所知對象     

叡智 nou=j 一 

知識 e0pisth/mh 二 

意見 do/ca 平面數【三】27 

感覺 ai1sqhsij 立體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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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法而能在所最高綜觀的一當中理解並組織一切的靈魂狀態，也就是靈魂擁有叡

智的狀態。（《國家篇》511a-e）而在靈魂擁有知識的狀態來說，其所認知的對象

是「二」，理由正如同亞里士多德在這裡所清楚指出的：這是因為它毫不偏頗地

朝向一點，也就是說在推論過程當中，我們會獲得首尾一致的論證。而在靈魂持

有意見的狀態來說，與其所對應的對象是平面數，因為從平面當中的一點可拉出

許多不同方向的線，也就是說，能從同一個推論點當中推論出不同、矛盾的結論。

28至於，靈魂的感覺能力之所以對應於立體數，則是因為只有立體者能是感覺的

對象：「當萬有的生成發生時，會有什麼情況發生？很清楚地，每當原理【i.e.點】

獲得增加時【i.e.線】，便進入第二階段【i.e.面】，並從這轉變至下一個階段，直

至來到第三階段裡【i.e.立體】，有那能夠以感覺來得知那可被知覺的東西。」（《法

律篇》893e10-894a5）  

 

    亞里士多德在陳述完叡智是一，知識是二，意見是平面數，感覺是立體數之

後，隨即指出之所以如此的理由：「因為，一方面，數被稱為是與相自身及原理

等同，但另一方面，數是從成素當中獲得存在。」在這，暫且不論亞里士多德將

相與數等同的論點，我們已於先前透過未成書研究裡的原理論知道，數為萬有的

原理並存在於萬有當中以引領著萬有，接著透過《蒂邁歐篇》的討論而體認到，

柏拉圖在關於宇宙的生成及其本性的討論上，與原理論的內容高度地相似，這裡

的論點指出：在神以強力混合並置入和諧的幾何比例當中，世界靈魂已是一個具

有和諧比例的數結構整體，在這當中，由於數以及和諧比例穿梭運作於整個宇

宙，因此同類相知的可能性也已經建立起來。那麼，在同類相知的背景之下，就

數存在於宇宙裡並引領宇宙萬有來說，可稱為是原理；然而，另一方面，數是從

成素當中獲得存在：透過原理論與《蒂邁歐篇》，我們知道，這展現在世界靈魂

裡的數有其更高的起源，然而這並不主要是指「一」與「不定之二」，因為我們

無法不在指出「一」與「不定之二」當中反思到那運作其中的最高原理，只有這

                                                 
28 Ross, W. D.（1951）p.215 and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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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原理才能使「一」與「不定之二」作為世界靈魂（或展現其中的數）的原理，

而這最高原理正是指那作為目的因與動力因的宇宙父親---神。 

 

小結 

 

    行文至此，我們為了解決少年蘇格拉底所面臨的---相無法拯救現象且無法為

人所知---最大困境，從柏拉圖在《費樂柏篇》所簡短提出的存有論，進一步來到

未成書研究裡的原理論，並在最後來到與原理論有深厚關係的《蒂邁歐篇》。在

這些環環相扣的討論裡，這最大困境似乎可在同類相知的背景下，以柏拉圖所試

圖提出的這一種具有數特徵的原理論以及那與原理論相關的《蒂邁歐篇》來理

解；然而，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釐清相與數之間的關係：在這個解決方案中，

數似乎取代了相，數存在於宇宙萬有裡並引領著萬有，若如此，數似乎是在運動

裡的，然而，那與原理論相關的《蒂邁歐篇》則指出，這總是依據自身且自我同

一的相是不進入這生成世界裡的，它仍是與現象分離的不運動的永恆者，（《蒂邁

歐篇》51e7-52a4）那麼，數便不能如亞里士多德所說的是相，因為，相仍是與

現象分離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少年蘇格拉底所面臨的最大困境似乎又回到原

點，並沒有獲得解決。然而，真的無法解決嗎？如果相與數之間的問題，可以在

原本的這個脈絡裡得到釐清，那麼也許巴曼尼德斯所進行的學術研究式的遊戲能

為我們解答這個問題並因此解決這個最大困境。 

 

    不過，筆者有一點要提醒讀者的是：由於未成書研究與《蒂邁歐篇》所指出

的相數論是一種具有空間性質的數存有論並在神以相為典型的情況下所形塑而

成的一種具有數特徵的相數論，而這樣的相數論並不與少年蘇格拉底在《巴曼尼

德斯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個讓他驚訝的相論相同，因為少年蘇格拉底所驚訝

的相論主要是指，這作為某個相自身如何能與那與其相反的相互相結合的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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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如果一是」---第一至第四組推論 

 

    在巴曼尼德斯於第二部分所提出的那在兩個假設---「如果一是」以及「如果

一不是」---之下所分別依序進行的八組推論裡，我們的討論順序是：第二節，在

「如果一是」的假設下，在我們討論那能夠解決最大困境的存有論結構的推論---

第二與第三組的推論---之前，必須先指出為何必須以第二組推論來理解「如果一

是」的理由，而這理由展現在第一組的推論裡，至於，那與第一組互為關係的第

四組推論，則唯有在我們了解這個存有論結構之後才能清楚理解，因此將放在本

節最後；第三節，在「如果一不是」的假設下，先討論那以靈魂的思考與論說的

這個角度所指出的這同一個存有論結構---第五與第七組推論，至於巴曼尼德斯在

第六與第八組的推論則是呼應第一與第四組的推論，雖然這兩邊的推論各自在不

同的假設底下，但它們卻有著殊途同歸的意義，而我們也將在之後指出。 

 

第一小節  第一組推論---孤絕的一 

 

○1 137c4-d3---若我們指那在「如果一是」的假設裡的一不能是多，那麼，一不能

擁有部分也不能作為整體，因為，一方面，「部分」是指以某種方式作為一個整

體的部分，另一方面，那擁有部分的才能被稱為是「整體」；在這樣的情況下，

不論一是作為部分或是整體，都將使得一不再是一，而為多。 

 

○2 137d4-6---若一不能擁有部分，那麼一不會有開始、終端與中間，因為這些將

會作為一的部分。 

 

○3 137d6-8---開始與終端乃作為每個事物的限制，而在一不能擁有部分的情況

下，一不會擁有開始與終端，因此也就不會擁有限制，如此，一是不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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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7d8-138a1---那麼，一也不會擁有形狀。 

 

若一能擁有形狀，那麼一必定分有圓形與直線29，然而，圓形是指它的每個端點

與圓心等距，直線是指它的中點面向頭尾兩端，如此，若一分有圓形與直線，那

麼一必將擁有部分而不再是一，而為多。 

 

○5 138a2-b6---一也不在任何地方存在，既不在「它者」裡也不在「自身」裡。 

 

在某物裡，也就是與包圍它的某物接觸，若一在它者裡，那麼一必被環狀包圍而

與包圍者在許多地方有所接觸，但就一作為一且不具有部分以及不分有圓形的情

況下，一怎可能與圓形在許多地方接觸？！若一在自身裡，那麼一將同時作為包

圍者與被包圍者，然而，同一個事物怎能同時地施與受？！若如此，那麼一不再

是一，而為二。 

 

○6 138b7-139b3---一既不運動也不靜止。 

 

○a 若一在運動，那麼，一必定是被帶著或是被改變。○a1 若一從自身被改變，那麼

一不可能仍為一；○a2 若一是被帶著，那麼，一要不是在同一個地方轉圈，不然便

是從某處被帶往另一處：若一是在同一個地方轉圈，那麼，一必須站在圓心並擁

有那些圍繞四周的許多部分，但如先前所述，一並不具有這些部分；若一是從某

處被帶往另一處，那麼，先前曾提及，一是不可能以任何方式存在於任何事物裡

的，如此，一更不可能即將進入某物裡，因為若要即將進入某物裡，那麼一必須

是尚未在那某物裡但又不能完全地在此某物外，若是如此，則這必須是那擁有部

                                                 
29 根據歐幾里得的幾何學，所有的形狀都可從圓形與直線而來；在只以圓規與直尺來作圖的情

況下，可解決不同的平面幾何作圖題。Scolnicov, S.（2003）Plato’s Parmenides 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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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整體才能有所謂即將進入某物裡，於此，一不能為一，而為擁有部分的多。

○b 另一方面，一也不靜止：如果一靜止，那麼一必須存在於同一個地方，然而，

我們先前說過，一是不存在於任何地方的。 

 

○7 139b4-139e6---一既不與自身或它者相同，也不與自身或它者不同。 

 

○a 若一與自身不同，那麼，一將不能是一；○b 若一與它者相同，那麼，一將是那

個它者，而不再是一；○c 一也無法與它者不同，因為在只考慮一自身的情況下，

一自身單憑它自己是無法與任何物產生關連；○d 因此，同樣地，一也不與自身相

同，因為若是如此，一就再也不能是一，而必須作為相同關係之中的彼此區別的

兩端，但是，這光憑一自身是辦不到的。 

 

○8 139e7-140b5---一既不與任何物相似，也不與任何物不相似。 

 

相似是指，在某個面向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被「同」以某種方式所影響。假若

一被「同」以某種方式所影響，那麼，一將不只是一，而是比一更多，因為在一

被影響之下，一將在持續地是它自己當中擁有某個性質，然而，這裡的一是指一

自身，這個一自身並沒有擁有任何那可供影響的部分，因此也不會有任何的性

質，若是如此，那麼一將不是一，而為多。而不相似的情況，亦如同相似的狀況，

亦使一不只是一，而為多。 

 

○9 140b6-d8---一既不與任何物相等，也不與任何物不等。 

 

相等是指，在可共量的尺度上的相同，不等則有兩個意義，一是在可共量的尺度

上的較大與較小，另一個則是指不可共量的不同尺度。但是，無論如何，在一不

具有任何可被影響的部分之情況下，這些的相等或不等，都不會發生在一自身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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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40e1-141e7---一既不比任何物較老、較年輕，亦不與任何物同年紀。 

 

年齡上的相等或不等，也就是指在時間這個面向上的相等或不等。由之前的推論

得知，一是完全不具有任何可供影響的部分，所以相同、不同、相似、不相似、

相等或不等…等等性質是不可能出現在一自身，因此，也更不要說一能夠在時間

這個面向上具有這些性質。如此，一是不在時間裡的。 

 

○11 141e7-142a1---那麼，一什麼都不是，也不會是一。 

     

在一只是一自身的情形下，任何要讓一得以“是”的情況，都將使一改變自身而不

能為一，否則一就要為多；然而，在這第一組推論裡，一代表著孤絕的一自身，

而不是多或不擁有多，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一便無法能有任何的是，也就無

法能以任何的方式分有存有（ou0damw~j a1ra to\ e4n ou0si/aj mete/xei），如此，一將

不以任何的方式而是（ou0damw~j a1ra e1sti to\ e3n），也就是，什麼都不是。甚且，

這個一也不可能是一，不然一便是分有了存有，然而，孤絕的一並不分有存有。 

 

○12 142a1-6---既然，一什麼都不是，那麼也就不會有任何關於它的或屬於它的。 

 

在一什麼都不是的情況下，不會有屬於它的名稱，也不會有關於它的論說，也不

會有關於它的任何知識、知覺與意見；也不會有任何一個存有者（ti tw~n o1ntwn）

會有對它的命名、論說、判斷、認識或知覺。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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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孤絕的一」無法擔負起任何的“是”，否則就要為「多」或是改變自身。因

此，若以「孤絕的一」來理解「如果一是」，那麼，其實是什麼都不是、完全不

存在。 

 

第二小節  第二組與第三組推論---分有存有的一 

 

（一）第二組推論 

 

    在孤絕的一並不分有存有的情況下，「如果一是」這個假設必須以另一種方

式來理解：我們必須將「如果一是」裡的一的“是＂（或，存有）來與「一」區

分開，否則，若「是」不能成為一的“是＂，或是，「一」沒有分有存有，那麼，

這無異是將「如果一是」當作是「如果一一」（ei0 e4n e3n，也就是第一組推論裡的

孤絕的一）。因此，在第二組推論裡，每當有人說「一是」（e4n e1stin）時，便是

說那「分有存有的一」（ou0si/aj mete/xei to\ e3n）。 

 

（1）142c7-145a4---一裡有多的數存有論。 

 

○1 當以「分有存有的一」來理解「一是」時，這當中的「一的存有」與「一」雖

然彼此不同，但這兩者都是屬於「分有存有的一」，因此，這「分有存有的一」

乃作為一個包含「一」與「存有」這兩個部分的整體。在這整體裡，「一」這部

分必定包含「存有」，而「存有」這部分也必定包含「一」，如此，「分有存有的

一」這整體裡的每一個部分必定都包含「一」與「存有」這兩者，也就是說，這

整體裡的每一個部分其實都是以「一」與「存有」這兩個在一起的方式出現。 

 

○2 在這整體裡，「一的存有」與「一」是彼此不同的，但「一」並非是藉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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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一的存有」有別，且「一的存有」也並非是藉由「一的存有」而與「一」

有別，而應是說，「一的存有」與「一」之間的差別是藉由「異」與「它者」（tw~| 

e9te/rw| te kai\ a1llw|）所造成的30，且「異」並不與「一的存有」或「一」相同。

那麼，在這整體裡，不論如何選取（例如，「存有」與「異」，「存有」與「一」，

或「一」與「異」），總是兩個為一組地（a1mfw或 su/nduo）出現，在這兩個為一

組當中，其中的任一個便是一，那麼，每當一加入任何一對（h9|tiniou~n suzugi/a|）

時，便成為三，三是奇數，二是偶數，由二與三當中便出現兩倍與三倍，因為二

是一的兩倍，三是一的三倍，並由此出現各種乘法組合，例如，2×2，3×3，2×3，

3×2，以及其它許多偶數乘偶數，奇數乘奇數，偶數乘奇數，奇數乘偶數的組合，

因此，「如果一是」所指的一是分有存有的一，而非孤絕的一，那麼必然會有「數」

的存在。 

 

○3 若「存有」是沒有限制的多（plh~qoj a1peiron），那麼這存在著的「數」也應

是「多」（po/lla），因為「數」在分有存有當中而為沒有限制的多，若所有的數

皆分有存有，那麼數的每個部分皆分有存有：存有遍佈於所有這些許多的存有

者，並不離開任何一個，既不離開最小的也不離開最大的，若說存有離開存有，

那是愚昧的；存有被區分地最可能地小與最可能地大，以及各樣的存有者，也就

是說，存有是所有當中最被區分的（meme/ristai pa&ntwn ma&lista），因此，存有

所擁有的部分也是無窮的（a0pe/ranta），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有分有存有的數也

都是沒有限制的多。  

 

○4 那作為存有的一部分的，必定是某一個（e3n ge/ ti ei]nai），且不可能不存在的；

那麼，「一」必定出現在存有的所有每一個部分裡，那些較小、較大或任何其它

                                                 
30 在這組推論裡，由於「分有存有的一」這整體裡的每一個部分也都是作為包含部分的整體（i.e.
擁有多的一），因此，每當任一個部分在指向另一個部分時，它仍可作為自己而不會改變自身，

而就在這當中，彼此之間的區別便得以呈現。而那在這當中使這區別得以呈現的便是「異」，i.e.
總是在指向另一個當中而為「異」（to\ d 0 e3teron a0ei\ pro\j e3teron）（《哲人篇》255d）。至於這裡

的「它者」扮演什麼角色，我們將在下段推論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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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皆不會被遺落，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就是在「一」被區分之下，這是「一」

唯一能在作為整體的同時存在於許多地方裡；在這當中，那最被區分的存有所擁

有的部分不可能比一所擁有的部分還要多，而是與一的部分一樣多，因為存有不

會遺落一，一也不會遺落存有，兩者總是同等地遍布所有（e0cisou=sqon du/o o1nte 

a0ei\ para\ pa/nta）。因此，一方面，一被存有所區分而為多且是沒有限制的多，

但另一方面，一所擁有的部分是與存有所擁有的部分一樣多。 

 

○5 部分是作為一個整體裡的部分，而這作為整體的「一」是已被限制的，因為這

整體裡的部分是被整體所包圍（perie/xetai u9po\ tou~ o3lou），而那去包圍的便是

「限制」（a0lla\ mh\n to/ ge perie/xon pe/raj a2n ei1h）。所以，這分有存有的一乃以

某種方式而為一與多，整體與部分，已被限制的且在多上是沒有限制的。（to\ e4n 

a1ra o2n e3n te/ e0sti/ pou kai\ polla/, kai\ o3lon kai\ mo/ria, kai\ peperasme/non kai\ 

a1peiron plh/qei） 

 

說明： 

     

    若將上述的推論放在原理論與《蒂邁歐篇》裡的脈絡的話，我們可發現，它

們之間的論點乃彼此互相呼應著：在以另一種方式理解「如果一是」的這假設裡，

巴曼尼德斯所指出的「分有存有的一」，其背後正是指向《蒂邁歐篇》裡的世界

靈魂以及其中的「一」與「不定之二」這一對原理。這一連串的推論指出，這個

已被限定的整體---「分有存有的一」---在被區分當中擁有那在多上沒有限制的許

多存有者，且這些存有者是作為「數」而出現的，因此，這個「分有存有的一」

所展現的是一種一裡有多的數存有論。這個數存有論不但體現了原理論以及《蒂

邁歐篇》裡的論點，而且，也能為我們釐清這當中的數是否可以是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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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里士多德曾經指出，若相是數，那麼數彼此之間不能是可比較的（ou) 

sumblhtoi/），也就是說，數不能是從加法、乘法這種數學式運算當中所推衍出來

的，因為若數是可從這種數學式運算當中推衍出來而彼此為可比較的，那麼，作

為數的相便失去其單一且依據自身（i.e.在指出萬有的本性當中作為原因）的性

質；31他說柏拉圖也認為，首要的「二」與「三」（i.e.作為相的「二」與「三」）

以及其它的數，彼此之間是不能比較的（《物理學以後諸篇》1083a32-34）；關於

這點，柏拉圖也確實曾在《費多篇》裡指出，我們不應以加法或減法這類數學式

運算來解釋為何二能為二，而應該說是因為分有「二」這個相的緣故。（《費多篇》

101c）柏拉圖在這確實指出，這類由數學式運算所推衍出的數並不足以作為解釋

現象的原因，只有那與現象分離的相才能勝任這個工作，這指出，柏拉圖在原理

論裡所提出的那由於數的本性所具有的畢達哥拉斯式的存有論，絕不會如同亞里

士多德所理解的那樣簡單地將相與數等同並在這當中進一步產生許多困難的論

點。我們相信，關於相與數之間的關係，柏拉圖必定有他的解決之道，而這也許

能透過巴曼尼德斯在這所提出的數存有論以及與其相關的《蒂邁歐篇》來理解：

這個已被限定的整體---「分有存有的一」---在其內部擁有那由於可盡可能地區分

而在多上沒有限制的存有者，且這些存有者是作為數而出現，並且可透過如加

法、乘法等數學式運算得到推衍，然而在這樣的推衍中所呈現的數，就像《蒂邁

歐篇》裡的必然運動---在無法自己運動且唯有在被它物推動之下出於必然而進一

步推動另一物---一樣，並不具有叡智的思慮在其中引導，這些數就好像是許多單

位在數學運算的必然推衍當中不斷堆積，而其中並不具有任何可理解的形式32；

                                                 
31《物理學以後諸篇》M 7.1082b20-32。亞里士多德有一段與此相關的批評（《物理學以後諸篇》

M 7-8.1080b37-1083a17）：若相是數，那麼相要如何能在作為數當中還能保持相的單一且依據自

身的性質？他認為即使以三種理解「數」的觀點---○1 在數裡的這些 1，任一個 1與其它任一個 1
都是不可比較的；○2 那在「二」這個相裡的兩個 1，與那在「三」這個相裡的三個 1，彼此是不

可比較的；○3 所有的 1都是可比較的【＊亞里士多德認為，數裡的 1都是可比較的（《物理學以

後諸篇》M 6.1080a30-33）】---也不可能解決其中的困境，因為無論以哪種觀點來看，相是數這

主張必定遭遇許多不可能。 
32 柏拉圖曾以「數」為例而指出，例如，“6”，“3×2”，“2×3”，“4＋2”，“3＋2＋1”，在這每一個
例子裡，「數的總和」（o9 a0riqmo\j pa=j）總是指向「六」，i.e.在每個例子裡，將當中的所有部分

加總起來都是「六」；然而，這樣的總和並不能作為「整體」（to\ o3lon；e3n ti ei]doj），因為整體
並不是指所有部分的總和，而是指，擁有自己所專屬的單一性質（i0de/an mi/an au0to\ au9tou= e1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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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另一方面，這個數存有論的世界，是神以相為典型所形塑出來的仿本，

也就是說，這個世界已有神的意願與叡智在其中引導，而神引導的方式是藉由將

「相與數」（ei1desi/ te kai\ a0riqmoi=j）賦予可被說服的必然運動33其可理解的形式，

使必然運動能在擁有良好比例與尺度的情況下和諧有序地運動：我們可說，這個

必然運動之所以能夠被說服的原因，正是因為它們是具有數結構的整體，這也是

為什麼柏拉圖會說「當宇宙要被賦予秩序時，火、水、土、氣擁有屬於它們自身

的某種痕跡（i1xnh me\n e1xonta au9tw~n a1tta）」（《蒂邁歐篇》53a9-b2），這個痕跡

便是指能夠被加以說服的數結構。那麼，這個已由神的意願與叡智所形塑而成的

世界便可說是一個具有相數結構（idea-number）的世界，雖然，相仍在這個運動

的世界之外，但神已藉由祂的意願與叡智，以相為典型，賦予這個具有數結構的

世界可理解的形式，在這當中，被良好安排的數可傳達出相所要指出的萬有本

性。至此，相與數之間的關係也許能獲得初步的釐清。 

 

    在這段推論裡還有另一個論題，就是關於：這個已被限定的整體雖然擁有那

在多上沒有限制的數，但這些數似乎仍有個限制，也就是，不得超過這一個已被

限定的整體，這到底是指什麼意思？亞里士多德指出，柏拉圖是在一個已被限定

者裡呈現他對於「不定」（或，沒有限制，a1peiron）的觀點，「不定」是在一個

已被限定者裡進行區分或增加當中所呈現出來的，無論如何地區分或增加，都不

能超過這一個已被限定者的範圍，這也是柏拉圖設立「不定之二」的理由，既然

                                                                                                                                            
並與那些部分的積聚完全不同，這個單一性質並不能是由部分的加總所得來的。（《泰阿泰德篇》

203e-205a） 
33 可被說服的必然運動乃由火、氣、水與土來展現，它們是由兩種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與
不等邊直角三角形---所構成的立體者，土是單獨由等腰直角三角形所形成的正立方體，其餘三種

則是由不等邊直角三角形所形成，火是正四面體（i.e.角椎體），氣是正十二面體，水是正二十面
體。柏拉圖對此指出：「關於【火、氣、水與土】在量、運動及其它能力上的數學比例（to\ tw~n 
a0nalogiw~n peri/ te ta\ plh/qh kai\ ta\j kinh/seij kai\ ta\j a!llaj duna&meij），在『必然』本性上願
意接受說服而退讓的地方（o3ph|per h9 th=j a0na&gkhj e9kou=sa peisqei=sa& te fu&sij u9pei=kei），神將按

照比例（a0na\ lo&gon）將所有這些來完整且相應一致地精確完成。」（《蒂邁歐篇》56c4-9）另外
一點是，當柏拉圖指出這兩種三角形是火、氣、水、土的原理後，他更進一步地指出，關於比這

原理還要更高的原理，只有神以及人類當中作為神的朋友的人才會知道；（《蒂邁歐篇》53d5-e1）
這更高的原理其實暗指著這個數學存有論當中的「一」與「不定之二」這對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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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亞里士多德接著指出，柏拉圖雖然因為這樣而設立不定之二，但是他仍然

為數設立了限制，「他使數直至十」。（《物理學》206b16-33）為什麼是「十」？

也許我們可回想先前所討論過的，亞里士多德曾提到，柏拉圖在同類相知的背景

之下，指出叡智是一，知識是二，意見是平面數【i.e.三】，感覺是立體數【i.e.

四】（《論靈魂》404b22-24），這裡的區分是依據認知的主、客體，將世界靈魂分

為兩部分，一邊是靈魂認知的能力，另一邊則是可為靈魂所認知的對象，也許，

柏拉圖認為，我們能由 1＋2＋3＋4＝10當中說明整個宇宙萬有。34 

 

（2）145a4-146a8---世界靈魂。 

 

○1 若是已受限制的，那麼必擁有端點；那麼，若這「分有存有的一」是已受限制

的整體，那麼必有開始、中間與終端；而「中間」意指其與兩端等距，那麼，這

個一必分有形狀，不論是直線，或是圓形，或是這兩者的混合。 

 

○2 這「分有存有的一」既在自身裡，也在它者裡。 

 

在「一」裡的每一個部分乃以某種方式存在於這作為整體的一裡（e0n tw|~ o3lw|），

也就是，所有的部分都被這整體所包圍（u9po\ tou= o3lou perie/xetai）；而「一」

這整體乃與它所有的部分是同等範圍的，那麼，若所有的部分都在這整體裡，而

「一」既是所有的部分也是整體自身，且所有的部分都被整體所包圍，那麼，「一」

（i.e.作為所有的部分）乃被「一」（i.e.作為整體）所包圍並在自身裡。 

 

                                                 
34 由於柏拉圖這個具有濃厚畢氏氣息的存有論，也許我們可從畢氏學派的菲羅勞斯（Philolaus）
對於「十」這個數的觀點，略知一二：「我們必須根據那在『十』裡面的力量，來思考數的本性

與成就。因為它【 i.e.十】是強大有力的（mega&la）、完滿的（pantelh\j）、能成就萬有的
（pantoergo\j），是神性與天空裡的生命以及人類生命的領導原理。⋯也分有『十』的力量。沒

有這個【i.e.十】，所有都是不定的（a1peira）、不清楚的（a1dhla）與不可知的（a0fanh=）。」（DK44，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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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作為整體的一，並不在它的部分裡，不論是所有的部分或是任一個部分。假若

一在所有的部分裡，那它必在一個部分裡，若一不能在一個部分裡，那它也沒辦

法能以某方式在所有的部分裡；但現在的情況是，那作為整體的一並不能存在於

一個部分裡，所以，一並不存在於所有的部分裡；另一方面，那作為整體的一也

不能存在於它的某些部分裡，因為整體比某些部分要多得多，所以整體不可能存

在於某些部分裡。現在，既然一不能存在於某些、任一個以及所有的部分裡，那

麼，這作為整體的一必然存在於某個它者裡（e0n e9te/rw| tini\ ei]nai），否則便無處

存在（mhdamou= e1ti ei]nai），若無處存在，那麼它便什麼都不是（ou0de\n a2n ei1h）；

然而，一作為整體，既然不存在於自身裡，那麼必然存在於它者裡（a0na&gkh e0n 

a1llw| ei]nai）。 

 

因此，一方面，就一作為整體來說，一是在它者裡；（h{| me\n a1ra to\ e4n o3lon, e0n a1llw| 

e0sti/n）另一方面，就一作為所有它的部分來說，一是在自身裡。（h|{ de\ ta\ pa/nta 

me/rh o1nta tugxa/nei, au0to\ e0n e9autw|~） 

 

○3 這「分有存有的一」既在運動裡也在靜止裡。 

 

一方面，若一是在自身裡，那麼一將以某種方式為靜止的，因為在一裡（e0n ga\r 

e9ni\ o2n）且不從這當中改變，而是在相同的狀態、在自身裡（e0n tw|~ au0tw|~ a2n ei1h, 

e0n e9autw|~）。那總是在自身裡的，必定總是在靜止的。另一方面，若一總是在它

者裡，那麼它總是不在相同的狀態裡，也就是永遠不會是靜止的，那麼便是在運

動裡的。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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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擁有開始、中間與終端的整體35---「分有存有的一」---就好像那具有頭、

中、尾且彼此安排良好的論說整體一樣，像個有組織的生物。（《費德羅篇》264c）

我們可說，這個如同一個有組織的生物的「分有存有的一」正是指那由神的意願

所成就的一個最完滿的生物---世界靈魂：這個帶有靈魂與叡智的生物，由於是作

為最完滿的整體，所以在它自身內包含了許多完滿的部分，而這些部分亦是作為

完滿的整體，（《蒂邁歐篇》32d-33b1）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帶有靈魂與叡智的

生物---世界靈魂---乃作為一個包含所有生物的生物。對於這個包含所有生物的生

物來說，那最適合其本性的形狀便是那能在自身內包含所有形狀的形狀，因此，

神認為那最適合其本性的形狀，便是那從中心到各端點都等距的球形，（《蒂邁歐

篇》33b）並且神還賦予一個最適合此球形的運動---在同一處一致地環繞自身

（kata\ tau0ta\ e0n tw|~ au0tw|~ kai\ e0n e9autw~| periagagw_n），作循環的旋轉運動

（ku/klw| kinei=sqai strefo/menon）---，這運動是最屬於叡智與智思的，且另一方

面，為使世界的旋轉免於出軌，神拿走其它六種非理性的運動（《蒂邁歐篇》34a）：

「如同古老的俗諺36，由於神掌握著萬有的開始、終端與中間，神乃根據本性在

直線當中【i.e.毫不偏頗地、不逸出常軌的】完成環形運動。（o9 me\n dh\ qe/oj, w3sper 

kai\ o9 palaio\j lo/goj, a0rxh/n te kai\ teleuth\n kai\ me/sa tw~n o1ntwn a9pa/ntwn 

e1xwn, eu0qei/a| perai/nei kata\ fu/sin periporeuo/menoj）」（《法律篇》715e7-716a1） 

 

    因此，「分有存有的一」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擁有開始、中間與終端的世界

靈魂整體，是因為神的意願所成就的，並且神賦予世界靈魂最完滿的球形和與之

搭配的具有叡智的環形旋轉運動。從這當中可以看到，世界靈魂是由神所限定而

成的一個整體，若沒有神的意願，世界不可能存在；我們再回頭看，巴曼尼德斯

                                                 
35 亞里士多德曾指出畢氏學派對於開始、中間與終端這三個在世界這整體裡的意義：因為開始、

中間與終端擁有關於「全」（tou= panto/j）這個數（i.e.三），所以，畢氏學派認為，這整個世界
以及當中的萬有都是被三所限定的；由於這個原因，當人們在說任兩個人或任兩個東西時，只說

「兩者」，而不說「全」，只有「三」這個數是第一個可應用在「全」裡。（《論天》Peri\ ou0ranou= 
268a11-14，17-19） 
36 這裡可能是指奧爾菲宗教裡所流傳的話語：「宙斯是頭，宙斯是中間，由於宙斯，萬有得以完

成。（Zeu\j kefalh/, Zeu\j me/ssa, Dio\j d 0 e0k pa&nta te&tuktai.）」（DK 1，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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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推論時指出，那在某某裡，也就是被某某所包圍，（《巴曼尼德斯篇》145b9-c1）

而那去包圍的便是限制，（《巴曼尼德斯篇》145a2）因此，這裡說，這作為整體

的一必然存在於某個它者裡，那麼也就是指，這作為整體的一被它者所包圍、所

限制，那麼，這裡的這個它者便應是指神。那麼，這個由神的意願所包圍、限定

37而成的世界靈魂整體，也就在神的意願下永遠地在同一處一致地環繞自身，作

循環的旋轉運動。 

    

    另一方面，我們之前曾指出，這個已由神的意願與叡智所形塑、限定而成的

世界是一個具有相數結構的世界，因此，在這整體裡的每一個部分，就它是某個

已被限定的一來說，可說是已由神所安排好的一個相數者，因此，這整體裡的每

一個部分，正如同巴曼尼德斯所說，「將以某種方式為靜止的，…，因為在一裡

（e0n ga\r e9ni\ o2n）且不從這當中改變，而是在相同的狀態、在自身裡。那總是在

自身裡的，必定總是在靜止的。」（《巴曼尼德斯篇》145e9-146a3） 

 

（3）146a9-149d7---從正反兩方的角度來了解，世界必定是作為一裡

有多的整體。 

 

（A）146a9-148d4---「一」與自己相同與相異；「一」與它者相同與相異。 

 

○1 「一」與自己相同和相異。 

                                                 
37 從先蘇哲學以來，那能執行包圍與限制並具有統治權的，總是指向神聖者：例如，雖然阿那

克西曼德（Anaximander）以「不定」為萬有的原理，然而，這個「不定」是包圍並統治萬有的

（perie/xein a3panta kai\ pa&nta kuberna~n），（《物理學》203b12-13）祂在包圍當中保障這裡面所

有一對對的對立者的原初平等，當侵犯發生時，會在之後藉由補償來維護正義。因此，這個包圍

與統治萬有的「不定」乃是神聖的、不死的以及不可毀的（tou~t 0 【i.e.to\ a1peiron】 ei]nai to\ qei=on: 
a0qa&naton ga_r kai\ a0nw&leqron）。（《物理學》203b14-15）之後，歷史上的這位巴曼尼德斯，則將

這個具有包圍與統治的能力從「不定」當中歸給正義女神所持有的「限定」這束縛（DK28，B8.13, 
26）。亞里士多德也曾提到並讚許古代的神秘傳統所指出的：「這些天體是神，且神聖者“包圍＂

整個世界」。（《物理學以後諸篇》L 8.1074b2） 



88  柏拉圖的真理之路──從《巴曼尼德斯篇》出發                                 

 88

 

萬有彼此之間的關係有下列三種：或是彼此相同，或是彼此相異，或是，若非上

述兩種，那麼便是以「部分對於整體」或「整體對於部分」的方式。現在，這作

為整體的一，不可能以「整體對於部分」的方式來與自己有關，因為若是如此，

那麼，它自己將反過來以一個部分來與這整體相關；另外，它也不會與自己相異；

那麼，若「一」並不能以「部分對於整體」（或「整體對於部分」）來與自己有關，

而且，也不會與自己相異的話，那「一」必然與自己相同。 

 

雖然它與自己在相同的狀態裡，但它在別處裡，那麼，它將與自己相異；這情況

發生在我們之前所說的「一」裡，它乃同時地既在自身裡也在它者裡，那麼，「一」

似乎是以這樣的方式與自己相異。 

 

○2 「一」與它者相同和相異。 

 

○a 若有某個與某個相異，那麼，它必定是與那與它相異的相異；所有「非一」（mh_ 

e3n）的乃與「一」相異，那麼，「一」便與「它者」（ta}lla）相異。 

 

由於「同」與「異」彼此相反，所以，「同」不會在「異」裡，「異」也不會在「同」

裡；若「異」永不在「同」裡，那麼，便不會有那些存有者（ou0de\n e1sti tw~n o1ntwn）

是「異」會在任何時刻在裡面的，若「異」要在任一時刻在存有者裡，那麼，「異」

就要在「同」裡。然而，因為「異」永不在「同」裡，所以，「異」永不在任一

個存有者裡。既然如此，「異」不會出現在「非一」裡，也不會出現在「一」裡

（ou1t 0 a1ra e0n toi=j mh\ e4n ou1te e0n tw|~ e9ni\ e0nei/h a2n to_ e3teron），那麼，「一」不會

藉由「異」而與「非一」相異，「非一」也不會藉由「異」來與「一」相異，且

由於沒有分有「異」，它們不可能藉由自身而與彼此相異。若它們沒有藉由自身，

也沒有藉由「異」，來與彼此相異，那麼，「一」與「非一」之間彼此相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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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逃離我們。「非一」並沒有分有「一」，若分有，那麼「非一」不會是「非一」，

而是以某種方式為「一」（a0lla/ ph| a2n e4n h]n）；「非一」也不會是數（ou0d 0 a2n a0riqmo\j 

ei1h a1ra ta\ mh\ e3n），若它們擁有數，那麼「非一」將完全不是「非一」。在「非

一」不分有「一」的情況下，「非一」並不作為「一」的部分：在「一」完全地

是一，以及，「非一」完全地是「非一」的情況下，一方面，「一」既不會是「非

一」的一個部分，也不會是作為許多部分的「非一」的整體，另一方面，「非一」

也不會是「一」的許多部分，也不會是作為一個部分的「一」的整體。我們之前

曾經說過，那不以作為部分或整體來與彼此相關且彼此之間並無相異的，必定是

相同的，那麼，「一」與「非一」（to\ e4n pro\j ta\ mh\ e4n）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與

彼此相同。 

 

○b 在「一」與「它者」彼此相異的情況下，「一」與「它者」所相異的地方正是

「它者」與「一」所相異的地方，也就是說，正是藉由相似的方式，使得「一」

與「它者」以及「它者」與「一」彼此相異。此論點的推論如下：所使用的任一

個字詞總指向某物（e0pi/ tini），不論使用同一個字詞多少次，這同一個字詞總是

指向同一個東西，「異」這字詞也是如此，當我們說「一」與「它者」相異以及

「它者」與「一」相異，儘管使用「異」這個字詞兩次，但它不會指向別的，而

是指向它所指出的本性（a0ll 0 e0p 0 e0kei/nh| th|~ fu/sei）；因此，就「一」與「它者」

相異以及「它者」與「一」相異來說，它們皆受到這個「異」的影響，而不受到

別的所影響，那麼，「一」與「它者」可說是受到「同」的影響 ，而那以某種方

式受到「同」所影響的乃是相似的（o3moion）。因此，我們可以這樣說，就「一」

受到「異」的影響而與「它者」相異來說，「一」是完全地與「所有的它者」相

似，而這是因為「一」完全地與「所有的它者」相異的緣故。而「相似」是與「不

相似」彼此相反，且「同」亦與「異」彼此相反；之前曾提到，「一」與「它者」

相同，然而，「一」與「它者」相同正與「一」與「它者」相異彼此相反：就「一」

與「它者」相異來說，「一」乃與「它者」相似，而就「一」與「它者」相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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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一」與「它者」將因為這個使之相同的而彼此相異，而這個「異」乃以某

種方式來使之相同，因此，是「同」使之相異，不然，「同」不會與「異」是彼

此相反的。因此，就「一」與「它者」相異來說，它們是相似的，就「一」與「它

者」相同來說，它們是不相似的。 

 

還可這樣說，一方面，就「一」與「它者」受到「同」的影響而不會成為別的來

說，它們不會是不相似，而是相似的；另一方面，就「一」與「它者」受到「異」

的影響而為別的來說，它們是不相似的。因此，就兩個面向一起看以及分開各別

來看，因為「一」與「它者」彼此相同與相異，所以彼此是相似與不相似。那麼，

就「一」與自己來說也是如此，之前曾提到，「一」與自己相同與相異，那麼，

就兩個面向一起看以及分開各別來看，「一」也會與自己相似與不相似。 

 

（B）148d5-149d7---「一」與自己和它者接觸；「一」不與自己和它者接觸。 

 

○1 「一」與自己和它者接觸。 

 

「一」以某種方式存在於那作為整體的自身裡，那麼，「一」也會在「它者」裡。

就「一」在「它者」裡來說，「一」將接觸到「它者」，就「一」在自身裡來說，

它將會免於接觸到「它者」，而是接觸到它自己 ，因為「一」在自身裡。 

 

○2 「一」不與自己和它者接觸。 

 

凡是要接觸某物的，都必須在它想要接觸的旁邊佔有一個位置，因此，若「一」

想要接觸自己，那麼「一」必須在它自己的旁邊佔有一個位置，但若是如此，「一」

將成為二，且同時佔有兩個位置，然而，這是作為一的「一」所不允許的，也因

此，「一」必然不能是二且也不能接觸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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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接觸者必須在接觸者的旁邊且是與接觸者分離的（xwri\j），在這兩者之間

是不會有第三者的，因此，若要有接觸，那麼至少必須要有二個，這種情形指出，

「接觸」的數量乃比可數物的量要少一個（ta\j a3yeij tou= plh/qouj tw~n a0riqmw~n 

mia~| e0la/ttouj ei]nai），也就是說，有多少可數的存有者（o3sa a1ra e0sti\ ta\ o1nta to\n 

a0riqmo/n），「接觸」總是比這些可數的存有者少一個。但，若只有一，而沒有二，

那麼，是不會有接觸的。現在我們說，由於「它者」既不是一，也沒有分有一，

因此，數並不在「它者」裡，而這是因為「一」不在「它者」裡的緣故。所以，

「它者」既不是一，也不是二，也不擁有其它數的名稱，因此，「一」也僅只是

一，而不是二。那麼，也不會有接觸，因為沒有二。既然如此，若根本沒有接觸，

那麼，「一」不會與「它者」接觸，「它者」也不會與「一」接觸。 

 

說明： 

 

（A）在上一段的說明裡我們指出，這個「分有存有的一」---世界靈魂---是已由

神的意願與叡智所形塑、限定而成的一個具有相數結構的整體：一方面，這個具

有相數結構的整體是在運動裡，另一方面，這整體裡的所有部分，已由神所安排

而為那總在一裡的相數者，也就是與自己在相同的狀態裡而為靜止的，因此，就

一既靜止又運動來說，一似乎是與自己相異。然而，我們要說的是，一方面，一

所以與自己相異，是因為它與自己相同，因為，唯有它作為與自己相同的一個整

體，也就是作為由神所限定的那在運動裡的一個相數整體，它才有可能在運動中

與自己相異，不過，另一方面，一所以與自己相同，也正因為它是與自己相異，

也就是作為由神所限定的那在運動裡的一個相數整體。這個推論指出，我們正是

在這同一個由神所限定的那在運動裡的相數整體來區別出彼此相反的「同」與

「異」，這指出，「同」與「異」皆在這個運動的相數整體裡，在這當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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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異」彼此是相輔相成的。 

 

這個觀點，也同樣適用於那作為整體的「一」以及那作為當中所有部分的「它者」：

在神的限定之下所形成的這一個一裡有多的整體裡（i.e.分有存有的一），一方

面，在這個限定之下，這作為整體的「一」與「它者」所有每一個部分，因為皆

為一，所以彼此相同，然而，另一方面，若這許多的每一個部分要能為一，且「一」

也要能為一的話，那麼，「一」必須作為這許多每一個部分的整體，如此，這作

為整體的「一」乃與那作為當中所有許多部分的「多」（i.e.它者）是彼此相異。

於是，我們可看到，那彼此相反的「同」與「異」，都是在這同一個一裡有多的

整體裡被區別出來，而且，在這當中，「同」與「異」是相輔相成的。 

 

上述的推論指出，這彼此相反的「同」與「異」乃展現在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裡，

也就是「分有存有的一」；如果是「孤絕的一」，那麼這些情況是絕不會出現的：

在「一」完全地是一，以及，「非一」完全地是「非一」的情況下，這其實是指

「孤絕的一」，在這當中，一並不以任何的方式分有存有，也因此不以任何的方

式而是，也就是，什麼都不是。如此，這也是為什麼巴曼尼德斯會說：「若『異』

永不在『同』裡，那麼，便不會有那些存有者（ou0de\n e1sti tw~n o1ntwn）是『異』

會在任何時刻在裡面的，若『異』要在任一時刻在存有者裡，那麼，『異』就要

在那時刻在『同』裡。然而，因為『異』永不在『同』裡，所以，『異』永不在

任一個存有者裡。」（《巴曼尼德斯》146d9-e5）這指出，當這彼此相反的「同」

與「異」存在於彼此裡時，也就是，彼此相輔相成地存在於這「分有存有的一」

裡，在這當中，這「分有存有的一」乃作為在時間裡運動的世界靈魂，而時間是

神為使世界能盡可能地與典型的永恆性相像所形塑出的那依據數而永遠持續運

動的仿本（《蒂邁歐篇》37d1-9），這也是為什麼若「同」與「異」能存在於彼此

裡，便能在任一時刻在存有者裡；然而，若「同」與「異」並不存在於彼此裡，

也就是，若是在「孤絕的一」的情況裡，那麼，「一」與「非一」之間是不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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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關係，因為它們完全不存在。 

 

（B）在這個一裡有多的整體裡（i.e.分有存有的一），整體與部分可說是相輔共

生的，因為，一方面，「部分」是指以某種方式作為一個整體的部分，另一方面，

那擁有部分的才能被稱為是「整體」；（《巴曼尼德斯篇》137c7-9）如此，在神所

限定而成的這個一裡有多的整體裡，整體與其部分可說是彼此限定的，因為如此

才可為「一」（i.e.分有存有的一），那麼，就一作為整體來說，一可說是在它的

許多部分裡（i.e.它者），而接觸它者，而就一作為所有每一個部分來說，一可說

是在作為整體的自身裡，而接觸自己。然而，以上這些情況都不會發生在那「孤

絕的一」裡：「若要有『接觸』，那麼至少必須要有二個，⋯如此，『接觸』的數

量乃比可數物的量要少一個，⋯有多少可數的存有者，『接觸』總是比這些可數

的存有者少一個。但，若只有一，而沒有二，那麼，是不會有『接觸』的。」（《巴

曼尼德斯篇》149a9-c6） 

 

（4）149d8-151e3---一與多彼此之間的關係唯有在一裡有多的相數整

體裡才能理解，因為我們可在這相數整體裡區別出彼此相反的相並因

此得以釐清一與多之間的關係。 

 

○1 若「一」比「它者」較大或較小，或「它者」比「一」較小或較大，那麼「一」

與「它者」不可能是藉由自身而比對方要來得較大或較小；若「一」與「它者」

除了有比彼此要來得較大或較小的這個情況之外，「一」與「它者」還擁有「相

等」，那麼，它們會與彼此相等。若「它者」擁有「大」，而「一」擁有「小」，

或反之亦然，那麼，「大」所在的相（o9pote/rw| me\n tw|~ ei1dei me/geqoj prosei/h）

便是較大的，「小」所在的相便是較小的；「大」與「小」這兩個相是存在的，若

它們不存在，那麼「大」與「小」不會是彼此相反，而且也不會出現在存有裡（e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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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j ou]sin e0ggignoi&sqhn）。 

 

○2 若「小」出現在「一」裡，那麼，「小」將在「一」這整體裡，或是在「一」

的一個部分裡：一方面，若「小」在這整體裡，那麼，「小」延伸至「一」這整

體而與「一」相等，或甚至包圍「一」，如此，「小」或者與「一」 相等，或者

大於「一」，在這樣的情況下，「小」將解除「相等」與「大」的功能而沒有發揮

自己的功能，如此，「小」並不會在這整體裡；另一方面，若「小」在「一」的

一個部分裡，在它的這一個“整個”部分裡（e0n panti\ tw|~ me/rei），那麼依然會遇

到上述的情形，也就是，「小」或是與這一個部分相等，或是比這一個部分還大。

如此，「小」並不會在任一個時刻在任一個存有者裡（ou0deni/ pote a1ra e0ne/stai 

tw~n o1ntwn smikro/thj），既不出現在部分裡也不出現在整體裡，那麼，沒有一

個東西是小的，除了「小」自身。 

 

「大」也不會在「一」裡，因為在「大」之外，還會有那個較大的，而這個就是

「大」所在的東西；且，若「一」要為大，那麼，「小」必須在「一」裡來使得

「大」來超越它，但這是不可能的，因為「小」是不在任何東西裡的。 

 

「大」自身並不比任何物要大，除非是「小」自身，「小」自身並不比任何物要

小，除非是「大」自身。若「它者」並不擁有「大」或「小」，那麼「它者」並

不會比「一」來得較大或較小；而「大」與「小」這兩個擁有超越與被超越的力

量，並不與「一」有關，只與彼此有關；由於「一」沒有擁有「大」與「小」，

所以，「一」不會比這兩個（i.e.「大」與「小」）或「它者」要來得較大或較小。 

 

由於「一」並沒有比「它者」較大或較小，所以，「一」必然沒有超越「它者」，

也不會被「它者」超越，而那既沒有超越也沒有被超越的乃是因為相等（e0c i1sou），

如此，「一」必然與「它者」相等。由於「一」沒有擁有「大」與「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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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不會超越自己，也不會被自己超越，如此，「一」將與自己相等。 

 

○3 由於「一」在自身裡，所以，「一」將從外面包圍它自己，因此，「一」會比自

己要大，但就「一」被自己包圍來說，「一」又會比自己要小，所以，「一」會比

它自己較大且較小。 

 

甚且，在「一」與「它者」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而那存在的總是必須存在

於某處（a0lla\ mh\n kai\ ei]nai/ pou dei= to/ ge o2n a0ei/），那存在於某處裡的，正是以

一個較小的存在於較大的裡面。現在，除了「一」與「它者」之外，沒有其它的

存在，然而，它們的存在又必須存在於某某裡，所以，它們必定存在於彼此當中

（e0n a0llh/loij ei]nai），也就是，「一」存在於「它者」裡，「它者」存在於「一」

裡。那麼，一方面，因為「一」在「它者」裡而受「它者」所包圍，所以「它者」

比「一」較大且「一」比「它者」較小；另一方面，因為「它者」在「一」裡而

受「一」所包圍，所以「一」比「它者」較大且「它者」比「一」較小。 

 

○4 若「一」比「自己」以及「它者」要來得較大、較小與相等，那麼，「一」是

因為擁有這些比「自己」以及「它者」要來得較大、較小與相等的尺度（me/tron），

也就是較大、較小與相等的部分（me/roj）；這些較大、較小與相等的尺度，也展

現在數（a0riqmw|~），因為，若較大，那麼就會有較大的尺度，較大的部分，而這

些部分乃展現在數裡。如此，「一」將會在數裡比「自己」以及「它者」要來得

較大、較小與相等。 

 

說明： 

 

○1 、○3 與○4 的論點是相同的：在這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裡，這作為整體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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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為所有部分的「它者」是彼此互相包圍、限定彼此，正如之前所說，整體與

部分可說是相輔共生的，因為，一方面，「部分」是指以某種方式作為一個整體

的部分，另一方面，那擁有部分的才能被稱為是「整體」，（《巴曼尼德斯篇》

137c7-9）如此，在神所限定而成的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裡，整體與其部分

可說是存在於彼此當中來包圍、限定彼此並成為一個相數者彼此交織結合的相數

整體。對於相數者彼此交織結合的論點，巴曼尼德斯也在這句話裡指出：「『大』

所在的相（o9pote/rw| me\n tw|~ ei1dei me/geqoj prosei/h）便是較大的，『小』所在的

相便是較小的。」（《巴曼尼德斯篇》149e8-10） 

 

而另一方面，巴曼尼德斯提到，若「一」與「它者」除了有比彼此要來得較大或

較小的這個情況之外，「一」與「它者」還擁有「相等」，那麼，它們會與彼此相

等。（《巴曼尼德斯篇》149e5-6）這其實指出，一與多之間的關係（i.e.相數者彼

此之間的關係）之所以能得到釐清，是因為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擁有那彼此

相反的相（e.g.「大」與「小」）以及在這兩端的中間者（e.g.「相等」）：巴曼尼

德斯在之前的推論裡指出，唯有在這由神所限定的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裡（i.e.

「分有存有的一」，而不是「孤絕的一」），才能區別出彼此相反的相，這也是他

為什麼會說，「『大』與『小』這兩個相是存在的，若它們不存在，那麼『大』與

『小』不會是彼此相反，而且也不會出現在存有裡（ e0n toi=j ou]sin 

e0ggignoi&sqhn）。」（《巴曼尼德斯篇》149e10-13）且相數者彼此交織所呈現的彼

此相反的情況（e.g.較大與較小）也唯有與那位在相反者之間的中間者（e.g.相等）

來加以衡量才能有正確的比較與釐清：「那些在論說與行動裡（e0n lo/goij ei1te kai\ 

e0n e1rgoij）的超越『適度』的“過度＂以及被『適度』所超越的“不足＂，是真

正地存在著，且這正是我們當中哪些是善人與惡人的主要差別。」（《政治家篇》

（Statesman）283e4-8）「適度」（me/trion）所指的是「適當」（pre/pon）、「合時

宜」（kairo\n）以及諸如此類位於兩端之間的「中間者」（to\ me/son），（《政治家

篇》284e8-10）那超越「適度」的「過度與不足」也就是指「較大與較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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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與較少」…等等諸如此類「過與不及」的相反者，而中間者與相反者皆存在於

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裡，我們之前曾指出，巴曼尼德斯所指出的這個相數整

體---「分有存有的一」---其實蘊含原理論當中的「一」與「不定之二」這一對原

理，根據賽克斯特．恩披里科的記錄，「較大與較小」…等等相反者可說是歸屬

在「過度與不足」裡，也就是歸屬在「不定之二」裡，而那位在相反者之間的中

間者（e.g.相等）則歸屬在「一」裡；38而柏拉圖在這是要指出，若我們能在相對

於「適度」當中來衡量那些「過與不及」，那麼便能對最精確的真理達成証明（《政

治家篇》284d1-2），也就能在論說與行動當中產生善的成果。 

 

巴曼尼德斯在○2 所指出的是，一方面，相的物體化所造成的荒謬結果，也就是，

使得相無法擔負起原因的功能，另一方面，無法擔負起任何的“是”的「孤絕的一」 

根本無法擁有彼此相反的相，因為彼此相反的相並不存在於「孤絕的一」裡，因

此，那在此種情況下所出現的「相等」，其實並不存在，因為正如之前所說的，

相反者若存在，那麼中間者（或，適度、相等）也必定存在：「若『適度』存在，

『較多與較少』便存在，若『較多與較少』存在，那麼『適度』便存在，但，若

兩者之一不存在，那另一個也永不能存在。」（《政治家篇》284d7-10） 

 

                                                 
38 賽克斯特．恩披里科《駁數學家》X 263-275---在萬有中（tw~n o1ntwn），依據不同的面向所認

識的萬有可分為三類：○1 根據「差異」（kata\ diafora\n）；根據專屬的定義而依據自身來存在，

例如，人、馬、水、火、氣。這些歸屬在「一」。○2 根據「彼此相反」（kata\ e0nanti/wsin）；這些
彼此相反的，並不會同時存在，其中一個的滅亡，便是另一個的生成，且沒有中間者在這當中，

例如，善與惡，正義與不義，神聖與不神聖，虔敬與不虔敬，靜止與運動，健康與疾病。前者歸

屬在「相等」，後者歸屬在「不等」，且進一步地說，「相等」歸屬在「一」，「不等」歸屬在「過

度與不足」。○3 根據「彼此相對」（pro/j ti）；彼此相對的，是同時存在也同時滅亡的，在這彼此
相對當中有中間者的存在，例如，左與右，下與上，一半與兩倍，較小與較大，較少與較多；而

中間者，例如，對於較小與較大來說，「相等」是中間者，對於較少與較多來說，「足夠」是中間

者。這些彼此相對的，乃歸屬在「過度與不足」，中間者則應歸在「一」裡，且進一步地，「過度

與不足」乃歸屬在「不定之二」裡。我們可注意到，賽克斯特．恩披里科在這裡稱「較小與較大」

為彼此相對的，而柏拉圖則在《巴曼尼德斯篇》這邊稱「較小與較大」為相反者，但無論如何，

在各自的脈絡裡，它們都是具有中間者的，柏拉圖認為，相反者若存在，那麼中間者（或，適度）

也必定存在：「若『適度』存在，『較多與較少』便存在，若『較多與較少』存在，那麼『適度』

便存在，但，若兩者之一不存在，那另一個也永不能存在。」（《政治家篇》284d7-10）這其實指
出，這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必定是以這樣的方式而存在，在這當中，「一」與「不定之二」乃作

為這世界的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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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e4-155d4---在時間裡運動的相數整體，總是已是，而不會總

在生成當中；在生成當中的現象，一方面有不變的是，另一方面有變

動的生成。 

 

○1 151e4-152e10---若「一」是指「分有存有的一」，那麼，「一」將以某種方式為

「是」（ei]nai me/n pou au0tw|~ u9pa/rxei），「是」正是指與時間一起來分有存有

（me/qecij ou0si/aj meta\ xro/nou）：與「現在」來分有「是」（e1stin），與「過去」

來分有「曾是」（h]n），與「未來」分有「將是」（e1stai）。所以，若「一」分有

存有，那麼便分有時間。 

 

「一」若分有時間，那麼「一」必往前行進，若「一」在時間裡前行，那「一」

便總是變得比自己更老。我們記得39，那較老的乃變得比那變得更年輕的更老。

現在，因為「一」變得比自己更老，所以，「一」藉由變得比自己更年輕而來變

得比自己更老。所以，「一」變得比自己更年輕與更老。但，那在生成當中的「一」

乃根據現在而是較老的，因為在從過去前行到未來，「一」是不能跳過現在的，

因此，當「一」到達現在時，「一」便停止變得更老，而是較老。若「一」在前

行中，「一」永不被現在所抓住，因為那在前行的，總是碰觸到現在與未來，並

且是在讓現在走以及捕捉未來這兩者之間生成前行，然而，所有那在生成的，必

然不會側步躲開現在，因為它將根據現在而總是停止生成並是它所已生成如此

的。因此，當「一」生成較老且與現在相遇時，它將停止生成而是較老的。所以，

「一」曾變得（e0gi/gneto）比自己較老且是（e1stin）較老；較老是比較年輕的較

老，而當「一」在變得較老而與現在相遇時，「一」便是比自己年輕；但，現在

總在「一」裡且遍佈於「一」的存在（to/ ge mh\n nu=n a0ei\ pa/resti tw|~ e9ni\ dia\ panto\j 

                                                 
39 《巴曼尼德斯篇》141a7-b3：巴曼尼德斯曾在這指出，若有任何物存在於時間裡，那麼，它必

定總是變得比自己較老，而較老的總是比較年輕的較老，所以，那變得比自己更老的同時也變得

比自己更年輕，而這是因為如果要有與之相對的來加以比較的話。 



                               第三章 《巴曼尼德斯篇》裡的巴曼尼德斯的訓練與遊戲  99  

 99

tou= ei]nai），由於當「一」是，「一」總是現在（e1sti ga\r a0ei\ nu=n o3tanper h|]）。

如此，「一」總是且變得比自己較老與較年輕；另一方面，「一」與自己在相等的

時間裡是且變得，所以，「一」並不是且沒有變得比自己較老或較年輕，而是且

變得與自己同年紀。 

 

○2 152e10-154a6---那異於「一」的「它者」，若是許多不同的，那麼「它者」比

「一」還要多，假若「它者」只有一個，那麼「它者」會是一；然而，「它者」

作為許多不同的，乃比「一」還要多且擁有多，擁有多，便分有比一還要多的數。

那較少的數乃比較多的數要較早已生成（gegone/nai），「一」是最少的數，所以

「一」是所有那擁有數的當中所首先已生成的（ge/gone），但所有的「它者」也

擁有數。那首先已生成的，是較早的，「它者」則是較晚的，那較晚已生成的乃

比那較早已生成的來得年輕，如此，「它者」比「一」較年輕，「一」比「它者」

較老。 

 

但有一個論點是，「一」絕不會違背自己的本性而生成：「一」擁有部分，這些是

開始、中間與終端，而開始是所有當中---包括「一」以及每一個「它者」---首先

生成的，在開始之後，所有的「它者」陸續跟上，直至終端；而所有這些「它者」

乃作為「一」這整體的部分，「一」乃同時與終端來成為「一」這整體。終端是

最晚生成的，然而，「一」本性上是同時與終端一起生成的（tou/tw|【i.e. teleuth|=】 

d 0 a3ma to\ e4n pe/fuke gi/gnesqai），因此，若「一」必然不會違背本性來生成（w3st0  

ei1per a0na&gkh au0to\ to\ e4n mh\ para\ fu/sin gi/gnesqai），那麼作為所有「它者」裡

最晚生成的終端，「一」將依其本性同時與終端一起生成。那麼，「一」比「它者」

是較年輕的，「它者」比「一」是較老的。 

 

凡是作為「一」這整體的任一個部分的，必定是一。而「一」將與那第一個生成

的、第二個生成的以及不遺漏任一個「它者」直到終端，來同時地一起生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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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整體，在這樣的生成中，既不遺漏中間、也不遺漏開始、終端或任一個其它的，

因此，「一」與所有的「它者」擁有相同的年紀。若「一」本性上並不違背自己

的本性，那麼，「一」並不會在完成時（或，已生成 gegono\j）比「它者」來得

較早或較晚，而是與「它者」同時。根據這個推論，「一」並不會比「它者」較

年輕或較老，「它者」也不會比「一」較老或較年輕；然而，根據之前的推論，「一」

比「它者」較老與較年輕，「它者」比「一」較年輕與較老。「一」便是以這樣的

方式為是以及已生成的。（e1sti me\n dh\ ou3twj e1xon【to\ e3n】te kai\ gegono/j） 

 

○3 154a6-155d4---不過，另一方面，關於這些情況又是如何：「一」變得（gi/gnesqai）

比「它者」更老與更年輕，以及，「它者」變得比「一」更年輕與更老，以及，

沒有變得更老與更年輕？關於是，也就是關於生成嗎？（a]ra w3sper peri\ tou= 

ei]nai, ou3tw kai\ peri\ tou= gi/gnesqai e1xei, h2 e9te/rwj;） 

 

若某某是比另一個某某較老，那麼，它不可能以超越原先的年歲差距來變得比另

一物更老，那較年輕的也不會變得更年輕。因為將相同的加在那原先已不相同的

裡---不論是在時間裡的不同，還是在其它面向裡的不同---，只會使那原先已不相

同的，仍舊以相同的差距來與彼此不同。若「是」總是以相同的年歲差距而與彼

此不同，那麼，「是」並不會在任一時刻裡變得比另一個「是」更老或更年輕，

而是：一方面，是且已生成為較老的（a0ll 0 e1sti kai\ ge/gone presbu/teron），另

一方面，是且已生成為較年輕的，而它們都絕不變得更老或更年輕。所以，作為

“是”的「一」並不會在任一時刻裡比那作為“是”的「它者」變得更老或更年輕。

（kai\ to\ e4n a1ra o2n tw~n a1llwn o1ntwn ou1te presbu/tero&n pote ou1te new&teron 

gi/gnetai） 

 

再看這邊，看看它們是否以這樣的方式變得更老與更年輕：就「一」顯得比「它

者」較老而「它者」顯得比「一」較老來說，當「一」比「它者」較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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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以某種方式以較「它者」更多的時間來變得如此，那麼，再思考以下的事，

若將相同的時間加在那較多的與較少的時間，那麼，較多的將會藉由比之前較少

的差距40而與較少的有別，這是由於，在「一」與「它者」之間最初的差距並不

會延續到以後，因為當「一」與「它者」都獲得相同的時間時，「一」將藉由比

之前較少的年歲差距來超前「它者」，那麼，那藉由比之前較少的差距而有別的，

將對於那些之前比它們較老的事物來說，將變得更年輕，若「一」變得更年輕，

那麼，那些相對於它的「它者」便變得更老：「那已生成為較年輕的，相對於那

之前已生成且是較老的，變得更老，然而，【這已生成為較年輕的】，永遠不是較

老，而只是永遠比那個變得更老。」（to\ me\n new&teron a1ra gegono\j presbu/teron 

gi/gnetai pro\j to\ pro/teron gegono/j te kai\ presbu/teron o1n, e1sti de\ ou0de/pote 

presbu/teron, a0lla\ gi/gnetai a0ei\ e0kei/nou presbu/teron）（《巴曼尼德斯篇》

154e6-10）在這當中，「一」與「它者」走向相反的方向並成為彼此的相反者，

較年輕的變得比較老的更老，較老的變得比較年輕的更年輕，然而它們不能停止

生成，若它們為已生成的且不再生成（ei0 ga\r ge/nointo, ou0k a2n e1ti gi/gnointo），

那麼它們便為是（a0ll 0 ei]en a1n）。但現在的情況是，「一」與「它者」彼此變得

更老與更年輕。 

 

由於「一」分有「時間」以及分有「變得較老與較年輕」，所以也必然分有「以

前」、「後來」與「現在」：「一」乃「曾是」（h]n）、「是」（e1stin）與「將是」（e1stai），

「曾變得」（e0gi/gneto）、「正在變得」（gi/gnetai）與「將會變得」（genh/setai）。 

 

                                                 
40 “比之前較少的差距”是指：舉例來說，在○1 階段時，A是 4歲，B是 2歲，隨著時間而生成，
當過了四年，在○2 階段時，A是 10歲，B是 8歲，再過八年，在○3 階段時，A是 18歲，B是 16
歲，並如此繼續這般生成下去；那麼，起初，在○1 階段時，A是以 2倍的差距（i.e. 4÷2＝2）比
B較老，在○2 階段時，A是以 1¼的倍數（i.e. 10÷8＝1¼）比 B較老，在○3 階段時，A是以 1⅛的
倍數（i.e. 18÷16＝1⅛）比 B較老，其餘亦如此這般推論下去；在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那已較

老的 A，確實會隨著年歲的增加，逐漸以“比之前較少的差距”（i.e. 2倍，1¼倍，1⅛倍…）來比

那已較年輕的 B 變得更年輕，在這種一直生成的情況下，那已較年輕的 B 會在生成當中變得比
那已較老的 A 更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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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討論至此，我們知道這「分有存有的一」乃作為在時間裡運動的世界靈魂（或，

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而時間是神為使世界能盡可能地與典型的永恆性相像所

形塑出的那依據數而永遠持續運動的仿本（kat 0 a0riqmo\n i0ou=san a0iw&nion ei0ko/na）

（《蒂邁歐篇》37d1-9）：因為這個不動的典型所展現的永恆性並不適用於那會運

動的世界，因此，神形塑出那依據數而永遠持續運動的時間來使世界靈魂能在過

去、現在與未來當中永遠持續地運動，或我們也可這樣說，這個由神使之生成而

為已生成的世界靈魂，能夠永遠地持續在所有的時間裡---i.e.過去、現在與未來---

「已是」（gegonw&j）、「是」（w!n）與「將是」（e0so&menoj）（《蒂邁歐篇》38c1-2）。

我們在這可注意到，世界靈魂雖然是被生成的，但她並沒有繼續處在生成當中，

儘管總是在運動，然而卻總是保持神使之生成為的已生成狀態，並在所有的時間

當中總是如此，而這個總是如此乃展現在「已是」、「是」與「將是」裡：柏拉圖

認為，那唯一能正確指稱永恆不動存有的「是」（e1stin）並不適合指稱到那生成

的現象世界，（《蒂邁歐篇》37e6-38a3）不過，「是」是可以某種方式來指稱到這

個在時間裡永遠持續運動的世界靈魂，因為世界靈魂是由神所限定與安排好的相

數整體，儘管整個整體是在運動，然而，相數整體內部的良好安排是不會改變，

而為靜止的，而這也正是以某種方式符合「是」的意義。因此，這也是為什麼他

在這透過巴曼尼德斯所作的推論來指出，那由神使之生成的、在時間裡永遠持續

運動的相數整體之“已生成”的“是”以及那在所有時間裡的“是”：「若『一』在前

行中，『一』永不被『現在』所抓住，因為那在前行的，總是碰觸到『現在』與

『未來』，並且是在讓『現在』走以及捕捉『未來』這兩者之間生成前行，然而，

所有那在生成的，必然不會側步躲開『現在』，因為它將根據『現在』而總是停

止生成並『是』它所已生成如此的。⋯而『現在』總在『一』裡且遍佈於『一』

的存在（to/ ge mh\n nu=n a0ei\ pa/resti tw|~ e9ni\ dia\ panto\j tou= ei]nai），由於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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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總是『現在』（e1sti ga\r a0ei\ nu=n o3tanper h|]）。」（《巴曼尼德斯篇》

152c2-e3）並指出：「若「『一』是指『分有存有的一』，那麼，『一』將以某種方

式為『是』（ei]nai me/n pou au0tw|~ u9pa/rxei），『是』正是指與時間一起來分有存有

（me/qecij ou0si/aj meta\ xro/nou）：與『現在』來分有『是』（e1stin），與『過去』

來分有『曾是』（h]n），與『未來』分有『將是』（e1stai）。41」（《巴曼尼德斯篇》

151e8-152a3） 

 

另外，巴曼尼德斯指出，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絕不會違背自己的本性而生

成，也就是，這作為整體的「一」本性上是同時與終端一起生成的（tou/tw|【i.e. 

teleuth|=】 d 0 a3ma to\ e4n pe/fuke gi/gnesqai），這是因為，凡是要為「一」，而非「孤

絕的一」，則必定要作為那擁有開始、中間與終端這些部分的整體（《巴曼尼德斯

篇》145a5-b2）。那麼，作為整體的「一」與作為所有部分的「它者」必定是要

同時一起生成，如此，才能有一個擁有部分的整體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若

『一』本性上並不違背自己的本性，那麼，『一』並不會在完成時【或，已生成

gegono\j】比『它者』來得較早或較晚，而是與『它者』同時。」（《巴曼尼德斯

篇》153e8-154a1） 

 

就另一個面向來說，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世界靈魂---透過場域而有那總在

生成裡的現象顯現其中，雖然這些現象總是在生滅變化而沒有任何東西能顯得是

同一個（tou/twn oude/pote tw~n au0tw~n e9ka&stwn fantazome/nwn），也就是，這

                                                 
41 「是」（e1stin）、「曾是」（h]n）與「將是」（e1stai），這三個關於「是」的動詞時態（tenses）
---現在式、未完成式與未來式---不僅指出所有的時間（i.e.現在、過去與未來），而且也指出「是」

這動詞的持續線性狀態。這其實是要指出，世界靈魂一直保持由神所使之已生成如此的狀態，不

論在過去、現在與未來，總是如此。這也可呼應之前柏拉圖在《蒂邁歐篇》所提到的，世界靈魂

可永遠持續地在所有的時間裡「已是」（gegonw&j）、「是」（w!n）與「將是」（e0so/menoj）（《蒂邁
歐篇》38c1-2）：這三個關於「是」的動詞時態---完成式、現在式與未來式---雖然是以分詞（participle）
的形式出現，但仍可藉著動詞的時態來理解這裡所要表達的意義，完成式所表達的是一種已完成

的永恆結果（comleted action with permanent result）並在現在式的持續線性狀態裡，且在未來式

的分詞裡表達一種要在未來裡保持現在狀態的意願。關於希臘文動詞文法，是參考 Smyth, H. W. 
1984. Greek Gramm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m.1850-1852，2043-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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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現象並不是具有獨立存在的存有，然而，另一方面，生滅的現象仍能有那在生

成的循環中總為相同的（a0ei\ periferome/non o3moion）、總是“如此這樣”的（to\ dia\ 

panto\j toiou~ton）（《蒂邁歐篇》49d1-e9）。這指出，在生成裡的現象，一方面，

總是在生滅變化並產生矛盾、相反的現象，且這些現象並無獨立的存在，不過，

另一方面，仍能有那總為相同、總是“如此這樣”的存在，儘管不是以作為一個擁

有穩定不動搖者的“這個”（tou~to w#j tin 0 e1xon bebaio&thta）的方式（i.e.獨立存

在者）來存在。因此，巴曼尼德斯也在這個推論裡藉著那在生成裡的年齡現象來

指出生成現象在這兩方面所出現的情況：一方面，若 A已比 B大 2歲，那麼，

那在生成裡的 A 與 B 將在所有的時間裡永遠保持兩歲的差距，在這當中，這兩

歲的差距永遠是如此，另一方面，透過另一種方式來看---A與B之間的歲差比---A

與 B 在生成裡的情況，則會發現它們總是在變化當中、從不固定彼此之間的差

距、甚至朝著與自己相反的方向前進：那原本較年輕的 B，在生成當中，變得比

那原本比他老的 A 更老，而那原本較老的 A，則在生成當中，變得比那原本比

他年輕的 B 更年輕。 

 

因此，這也是為什麼巴曼尼德斯最後在這段關於那在生成裡的現象所作的討論裡

提出這樣的結論：「由於『一』分有『時間』以及分有『變得較老與較年輕』，所

以，若『一』真分有時間，那也必然分有『以前』、『後來』與『現在』：『一』乃

『曾是』（h]n）、『是』（e1stin）與『將是』（e1stai），『曾變得』（e0gi/gneto）、『正

在變得』（gi/gnetai）與『將會變得』（genh/setai）。」（《巴曼尼德斯篇》155c9-d4）

在生成當中的現象，一方面有不變的是（i.e.曾是、是、將是），另一方面有總在

變動的生成（i.e.曾變得、正在變得、將會變得）。 

 

（6）155d4-155e3---第二組推論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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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是會有關於「一」以及屬於「一」的，這情況展現在所有的時間裡，不論

是「曾是」、「是」與「將是」。我們現在對於「一」所作的所有這些推論都指出，

會有屬於「一」的知識、意見與知覺，也會有關於「一」的名稱與論說，「一」

也可被命名與論說，還有諸如此類不僅剛好適用於「它者」也適用於「一」。 

 

說明： 

 

巴曼尼德斯在最後結論裡指出，認知主體能擁有關於這一裡有多的整體---不論

是，那雖在時間裡運動、但“總是已是＂的相數整體，或是，那透過場域而顯現

的生成現象（一方面有不變的是，另一方面有變動的生成）---的知識、意見與知

覺，並且也能對它們加以命名與論說。 

 

小結 

 

我們在這可看到，同類相知的論點也在巴曼尼德斯這第二組推論裡得到證成。這

組推論不但展現這具有數特徵的原理論以及與其相關的《蒂邁歐篇》的宇宙生成

論，而且也幫助我們釐清相與數之間的關係，使得我們能夠真正解決少年蘇格拉

底所遭遇的最大困境：神以相為典型，並藉由相與數來安排那可被說服的必然的

數存有，使這整體成為一個由神的意願與叡智所形塑而成的具有相數結構的世

界，儘管，相仍在這個運動的世界之外，但那在這當中已被良好安排的數是可傳

達出相所要指出的萬有本性，這也是為什麼柏拉圖認為，對於哲學真理的探求必

須先以數學、幾何學、天文學…等學科來引領靈魂脫離現象的束縛並進一步上升

至「是」（i.e.不可見的存有，也可說是相數），（《國家篇》521c-d，529d）42接著，

                                                 
42 柏拉圖亦在《蒂邁歐篇》裡指出與這類似的觀點：對於日、夜、月以及循環的年之觀察，使

得「數」與「時間」這個觀念，已被精巧完成，而數與時間則讓我們去探求宇宙的本性，從這當

中，我們獲得所有的哲學。（《蒂邁歐篇》47a6-b1）同樣地，柏拉圖在《法律篇》也提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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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這些相數為踏腳石，在靈魂憑藉著自身的辯證能力並以合理論說（而非感官

知覺）來探究每個事物的真實本性（au0to\ o4 e1stin e3kaston，i.e.相）的情況下，

再次地往上升，直至這最高原理---善---，一旦掌握住「善」這最高原理，靈魂便

為充滿叡智的狀態並得以在「善」這最高原理的指導之下，以正確的合理論說來

指出每一個相，（《國家篇》511b-c，532a-b）於是，這每一個相便在叡智的靈魂

所提供的合理論說當中被掌握住43。至此，少年蘇格拉底的最大困境---與現象分

離的相，無法拯救現象，也無法為人所知---也在這組推論當中獲得關鍵的解決。 

 

（二）在第二組推論後的附錄（155e3-157b5）---現象的無獨立自存

性，以及，其生滅變動的必要條件。 

 

若「一」確實如我們所討論的那樣，那麼，這分有時間的「一」既是一又是多、

既不是一也不是多，這豈不必然是：就「一」是來說，它在某個時刻分有存有，，

就「一」不是來說，它又在某個時刻不分有存有；所以，「一」在某個時刻裡分

有存有，在另一個時刻裡不分有存有，唯有如此，「一」才能既分有、又不分有

同一個東西。豈不也有這樣的時刻，就是，當「一」分有存有的時刻，以及，當

「一」拋開存有的時刻。如果「一」不能在某個時刻分有存有，以及在某個時刻

拋開存有，那麼，「一」如何能一時擁有、一時不擁有同樣的東西？ 

 

分有存有，被稱為是「生成」（i.e.生），拋開存有，被稱為是「毀滅」。因此，這

情形看起來是，「一」分有存有時乃「生成」，「一」拋開存有時乃「毀滅」。作為

                                                                                                                                            
在之後要作為夜間議事會成員的哲學家，在從小的教育養成當中，數學、幾何學與天文學是學習

辯證法的主要預備性學習項目，因為在這些學習當中所揭露的神聖必然性乃是那些要成為城邦保

衛者所必須要知道的。（《法律篇》817e-818e） 
43 柏拉圖認為，那真正存在的存有（i.e.相）乃有精確真實的合理論說來支持（tw|~ de\ o1ntwj o1nti 
bohqo\j o9 di 0 a0kribei/aj a0lhqh\j lo/goj）。（《蒂邁歐篇》52c7-8；29a7-9，29b7-c2）柏拉圖亦在另

一個段落指出：這些最美與最普遍的沒有形體的（i.e.相），只能藉由合理論說來清楚地展示它們。

（ta\ ga\r a0sw&mata, ka/llista o1nta kai\ me/gista, lo/gw| mo/non, a1llw| de\ ou0deni\ safw~j 
dei/knutai）（《政治家篇》286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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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多、生成與毀滅的情形便是：每當「一」生成，當中作為「多」的便毀滅，

每當「多」生成，當中作為「一」的便毀滅；在生成為「一」與「多」當中，豈

不必然經歷分離與結合？在生成為「相似」與「不相似」當中，豈不經歷相似與

不相似？在生成為「較大」、「較小」與「相等」當中，豈不經歷增加、減少與等

量？ 

 

當在運動裡的轉變為靜止的，以及，當在靜止裡的轉變為運動的，它自己必定不

在任一個時刻裡。之前運動而後靜止，或，之前靜止而後運動，這些不能沒有「轉

變」來使其如此，另外，任何物不可能能在任一時刻裡，同時地既不運動也不靜

止。那麼，「轉變」發生於何時？轉變並不發生在那在時間裡的靜止或運動裡，

而是發生在一個奇特者（to\ a1topon tou~to）裡，這個奇特者便是「突然」（to\ 

e0cai/fnhj），從這當中（e0c e0kei/nou），轉變為靜止或是運動。只要仍在靜止，便不

會從靜止轉變，只要仍在運動，便不會從運動轉變，然而，「突然」的奇特本性

乃被置放在靜止與運動之間，且不在時間裡，在進出於「突然」當中，運動轉變

為靜止的、靜止轉變為運動的。那麼，「一」若是既靜止又運動，它應會向運動

或靜止來轉變，因為唯有如此，「一」才能既靜止又運動的。轉變，是突然地轉

變，當在轉變時，是不在時間裡的而且在那當時是既不運動也不靜止。這同樣適

用於其它的轉變：當由「是」轉變為「毀滅」，由「不是」轉變為「生成」，它乃

在某些運動與靜止之間生成變化，在這當中，既不是「是」、也不是「不是」、既

不「生成」也不「毀滅」。所以，藉由同樣的推論，當從「一」轉變為「多」，從

「多」轉變為「一」，在這當中，既不是「一」、也不是「多」，既沒有經歷結合

也沒有經歷分離；當從「相似」轉變為「不相似」，從「不相似」轉變為「相似」，

在這當中，既不是「相似」、也不是「不相似」，既沒有經歷相似也沒有經歷不相

似；當從「小」轉變為「大」與「相等」，或是逆行的轉變發生時，在這當中，

既不是「大」、也不是「小」、也不是「相等」，既沒有經歷增加、也沒有經歷減

少與等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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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柏拉圖指出，唯有透過場域，生成的現象（i.e.作為相的仿本）才有可能有影像

似的存在，否則將是完全無法存在：「對於仿本來說，仿本所得以生成的『這個

自身』（au0to\ tou~to）【i.e.相或相數】並不屬於它自己，而是，仿本乃作為關於

某個它物的總是在變動的影像（a0ei\ fe/retai fa&ntasma），因為如此，仿本適宜

在它物裡【i.e.場域】生成，仿本無論如何要以某種方式依附於存有，否則它將

完全不存在。」（《蒂邁歐篇》52c2-7）這指出，生成的現象並沒有獨立的存在，

因為它沒有擁有不變動的「這個自身」（i.e.相或相數），而只能作為相（或，相

數者）的仿本，且這樣的仿本只能透過場域來獲得影像似的存在。這些變動的影

像，乃在場域裡顯現生成並在場域裡毀滅（《蒂邁歐篇》49e9-50a1），在進出於

場域當中，生成現象的變化萬千在其中呈現。（《蒂邁歐篇》50c3-6）那麼，若是

如此，這些現象並不會在生成變化當中經歷結合與分離，相似與不相似，增加、

減少與等量⋯等，因為這些現象並沒有擁有那能經歷變化的不變動者，這些沒有

獨立存在的現象只能透過場域來生成萬千的變化，而這樣的生成也正是巴曼尼德

斯在這裡所提到的---在「突然」當中轉變：「『突然』的奇特本性乃被置放在靜止

與運動之間，且不在時間裡，在進出於『突然』當中，運動轉變為靜止的、靜止

轉變為運動的。⋯轉變，是突然地轉變，當在轉變時，是不在時間裡的而且在那

當時是既不運動也不靜止。這同樣適用於其它的轉變：當由『是』轉變為『毀滅』，

由『不是』轉變為『生成』，它乃在某些運動與靜止之間生成變化，在這當中，

既不是『是』、也不是『不是』、既不『生成』也不『毀滅』。」（《巴曼尼德斯篇》

156d7-157a4）那提供生成現象在「突然」當中轉變的正是場域：那不在時間裡

的場域與相一樣都是永恆存在的，（《蒂邁歐篇》52a1-b4）並且為了能不拙劣地

模仿現象（mh\ kakw~j a2n a0fomoioi=）（《蒂邁歐篇》50d3-e），場域完全免除任何在



                               第三章 《巴曼尼德斯篇》裡的巴曼尼德斯的訓練與遊戲  109  

 109

它當中進出的種種現象，（《蒂邁歐篇》50b9-c3）因此，那在「突然」當中轉變

而什麼都“不＂的，其實是間接地指出場域。 

 

（三）第三組推論---思考那在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裡的「多」（作為

「它者」） 

 

○1 157b6-158b4---異於一的「它者」，在分有一當中作為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 

 

若「一」是「分有存有的一」，什麼會是那異於「一」的「它者」（ta}lla tou= e9no\j）

所遭遇到的？若「它者」異於「一」，那麼「它者」不會是「一」，否則「它者」

不會異於「一」；然而，「它者」並未完全被剝奪「一」，而是以某種方式分有「一」。

那異於「一」的「它者」之所以為「它者」，是因為「它者」以某種方式來擁有

部分，因為，若「它者」沒有擁有部分，那麼「它者」將會是絕對的一（i.e.孤

絕的一）。但，部分所屬的是一個整體，所以，這整體必然是由「多」而來的「一」，

部分也才會是整體的部分；每一個部分不會是「多」的一部分，而是「整體」的

一部分。 

 

若某物是「多」的一部分，那它自己會在「多」裡，那麼，它也許是它自己的一

部分，然而，這是不可能的；若它真的是這所有的「多」的一部分，那麼，它會

是每一個「它者」的一部分。由於此某物不作為它自己的一個部分，那麼，此某

物將作為除了它自己外的其它一切「它者」的一個部分，但若是這樣，此某物將

不會是每一個「它者」的一個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此某物不會作為「多」當

中的任一個的一個部分。如此，此某物不再與任何物有關，那麼，它也不會作為

「多」的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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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部分並不是作為「多」或「全部」的部分，而是作為某個相與某個一（mia~j 

tino\j i0de/aj kai\ e9no/j tinoj）的部分，而我們將這某個相與某個一稱之為「整體」

（o3lon），「整體」是從全部當中已生成的徹底的一（e0c a9pa/ntwn e4n te/leion 

gegono/j），作為這個整體的部分的才能是部分。所以，若「它者」擁有部分，

那麼「它者」將會分有整體以及一。因此，那異於「一」的「它者」必然是一個

擁有部分的一個完整整體（e4n a1ra o3lon te/leion mo/ria e1xon a0na/gkh ei]nai ta}lla 

tou= e9no/j）。 

 

這同樣的推論亦適用於部分，因為每一個部分必然分有一。若「它者」的每一個

是一個部分，那麼，作為每一個也就是指作為一：一方面，與許多其它的一區分

開來，另一方面，則是依據自身而存在（kaq 0 au9to\ de\ o1n）。這很清楚地，「它者」

的每一個是以異於一的資格去分有一，否則，這每一個將不會分有一，而是一自

身。但現在，也許已經假定，除了一自身，沒有其它的能是一；然而，整體與部

分必然分有一：一方面，一將成為整體，而這些部分是屬於這整體的部分，另一

方面，那作為整體的一個部分的每一個部分，將會是這整體的一個部分。因此，

那些分有一的乃在分有一當中與一相異，那些異於一的便是某種方式的多，因為 

那異於一的「它者」既不是一也不比一多的話，那「它者」將什麼都不是。 

 

○2 158b5-159b2---相反的影響乃呈現在這個雖異於一但分有一的「它者」裡。 

  

由於那些分有一的部分與分有一的整體，乃比一還要多，因此，那些分有一的乃

在多上是無限制的（plh/qei a1peira），這是因為：當它們要分有一的時候，它們

在當時並不是一且未分有一，因此，既然一並未在當中，所以它們是「多」；而

假如我們想要在思想裡（th|~ dianoi/a|）盡可能地從它們當中取出最小的，那被取

出的，若沒有分有一，則必然是「多」且不是一。因此，每當我們以它們自身的

本性來思考它們時---其本性乃與「相」相異（th\n e9te/ran fu/sin tou~ ei1do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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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看到它們在多上的無限制。 

 

另外，當每一個部分成為一個部分時，它對於彼此以及整體會擁有限制（pe/raj 

h1dh e1xei pro\j a1llhla kai\ pro\j to\ o3lon），且這整體亦對所有的部分擁有限制：

對於異於一的「它者」來說，在「一」與「它者」交織之下（e0k me\n tou~ e9no\j kai\ 

e0c e9autw~n koinwnhsa/ntwn），似乎有某個「異」從這當中生成，此「異」提供

限制給「它者」，使它們面對彼此。然而，「它者」自身的本性是無限制的。因此，

異於一的「它者」，就其作為一個個的整體又作為一個個的部分來說（o3la kai\ 

kata\ mo/ria），既是無限制的又是分有限制的。 

 

一方面，就「它者」根據自己的本性而以某種方式為無限制的來說，「它者」乃

以同樣的方式受到「同」的影響，就「它者」都分有限制來說，「它者」也以同

樣的方式受到「同」的影響；然而，另一方面，就「它者」既是已受到限制以及

又是受到無限制的影響來說，「它者」乃擁有這些彼此相反的影響，而相反者乃

盡可能使其不相似。因此，就「它者」各自的影響來看，「它者」將與自身以及

彼此相似，但若就兩種影響一起來看，「它者」將與自身以及彼此最為相反以及

最不相似。因此，「它者」與自己以及彼此相似與不相似。若「它者」確實顯得

受到這些所影響，那麼，我們可毫無困難地發現，「它者」亦與彼此相同與相異，

既是動又是靜，以及受到所有這些相反的影響。 

 

說明： 

 

這組推論的對象同樣是第二組推論裡的那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只不過這裡是

從那當中的多---以某種方式分有一的多（這裡作為「它者」；或是，相數整體的

所有部分）---來討論起。從第二組推論可以知道，對照於什麼都不是的「孤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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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與多唯有在那作為擁有部分的整體當中才能相輔相成地存在，否則是完

全不存在的；這也正是這裡所指出的，雖然那異於一的「多」（或「它者」）不是

一，但仍以某種方式分有一，並在這樣的情況下擁有部分，因為若沒有擁有部分，

那麼「它者」將如同「孤絕的一」一般，是不存在的；如此，「它者」在以某種

方式分有一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擁有部分的整體。這推論同樣可進一步地應用在

「它者」所擁有的每一個部分上：「它者」的每一個部分既然作為一---一方面，

與許多其它的一（或，部分）區別開來，另一方面，是依據自身而存在（kaq 0 au9to\ 

de\ o1n）---，那麼，也必定是以異於一的資格來分有一的，並因此是擁有部分的

整體，否則又將會回到是「孤絕的一」的情況。因此，這裡的推論指出三個論點：

第一，這裡是以兩個面向來討論異於一的「它者」：在分有一當中，「它者」一方

面是指作為整體的「它者」，另一方面則是指「它者」當中的所有每一個部分，

然而這兩個面向其實是相輔相成的；第二，異於一的「它者」，唯有在分有一當

中才能存在，且這整體當中的每一個部分皆是依據自身的一（i.e.每一個相數），

並可在這當中與許多其它的一（i.e.許多其它的相數者）區別開來，儘管是作為

一個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第三，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內部的所有每一個部分也

各自是一個擁有部分的整體，也就是，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是一個包含許多

整體的整體，這正可為我們在第二組推論裡所指出的論點---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

整體（i.e.世界靈魂）乃作為一個包含所有生物的生物【*我們已在那指出，那具

有頭、中、尾且彼此安排良好的整體乃如同一個有組織的生物】---提供另一個面

向的証明。 

 

另外，我們之前曾指出，這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其實蘊含著原理論當中「一」

與「不定之二」這一對原理，因此，當巴曼尼德斯在這只以這整體裡的「多」的

本性自身---也就是，尚未分有一---來加以考慮時，所指向的便是那在多上沒有限

制的數存有，也就是尚未被神以「相」來加以限定的數存有，因此，這也是為什

麼他會說：「每當我們以它們自身的本性來思考它們時---其本性乃與『相』相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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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n e9te/ran fu/sin tou~ ei1douj）---，我們總是看到它們在多上的無限制。」（《巴

曼尼德斯篇》158c6-9）那麼，當神以「相」來限定這些數存有，也就是，使其

分有一而為一個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時，部分與部分以及部分與整體之間彼此限

定的情況便在互相交織當中呈現出來，也就是在那能指向另一個當中仍能保持自

己的關係當中呈現出來，而這也正是「異」所能提供的44。之後，巴曼尼德斯在

分別考慮各自的面向以及綜合考慮這些面向當中指出，這分有一的整體必定會遭

受到相反的影響，這是必然的，因為這些相反的影響只存在這分有一的整體裡，

這論點也符合我們在第二組推論裡所提到的：那彼此相反的「同」與「異」，都

是在這一裡有多的整體裡被區別出來，在這當中，「同」與「異」是相輔相成的。 

 

第三小節  第四組推論---孤絕的一 

 

○1 159b2-159e2---若「一」是指「孤絕的一」，那麼「它者」也什麼都不是。 

 

讓我們從頭說起：如果一是，那麼，什麼必定影響那異於一的「它者」？「一」

與「它者」必定彼此分離（xwri\j）：每當提及「一」與「它者」，便已提及所有

的東西，而假若「一」與「它者」在“同一個”裡（e0n tw|~ au0tw|~），那必定是奇聞，

因為「一」與「它者」是永不在同一個裡的。那真正地「一」是沒有部分的，所

以，「一」並不會以整體的方式存在於「它者」裡，「它者」也不會作為「一」的

部分，如果「一」與「它者」分離且沒有擁有部分的話。所以，「它者」不會以

任何的方式來分有「一」，既不是以一個部分也不是以一個整體，「它者」絕不是

「一」，也不擁有任何的「一」；不過，「它者」也不會是「多」，若「它者」是「多」，

「它者」當中的每一個將會是整體的一個部分，但，現在，若「它者」不以任何

的方式分有「一」，那麼，「它者」既不是「一」、也不是「多」、既不是「整體」、

                                                 
44「異」總是在指向另一個當中呈現出來（to\ d 0 e3teron a0ei\ pro\j e3teron）。（《哲人篇》25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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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是「部分」。因此，「它者」自身既不是二，也不是三，二與三也不在「它者」

裡，如果「它者」完全地被剝奪了「一」。 

 

○2 159e2-160b2---相反的影響無法出現在「孤絕的一」裡。 

 

「它者」既不與「一」相似，也不與「一」不相似，「相似」與「不相似」也沒

有在「它者」裡；若「它者」相似又不相似，或，「相似」與「不相似」在「它

者」裡，那麼，異於一的「它者」將以某種方式擁有那彼此相反的兩個相（du/o pou 

ei1dh e0nanti/a a0llh/loij e1xoi a2n e0n e9autoi=j ta\ a1lla tou= e9no/j），然而，沒有分有

「一」的「它者」，也不可能分有「二」。所以，「它者」既不相似、也不不相似，

也不既相似又不相似：如果「它者」與「一」相似或不相似，那麼「它者」將會

分有這兩個相當中的一個，如果「它者」與「一」既相似又不相似，那麼「它者」

將會分有這兩個彼此相反的相；然而，以上這些皆不可能。 

 

那麼，「它者」既不相同也不相異，既不是動亦不是靜，既不生成也不毀滅，既

不較大、也不較小、也不相等，「它者」不會受到這些的影響。若「它者」承認

受到任一個諸如此類的影響，那麼，「它者」會分有一、二、三、偶數、奇數，

但「它者」不可能分有這些，因為「它者」完全地被剝奪了「一」。 

 

說明： 

 

若「一」是「孤絕的一」，那麼「它者」能是什麼？那之所以能在「分有存有的

一」裡作為「多」（或，所有許多部分）的「它者」，乃是因為「它者」以某種方

式分有一的緣故，如我們之前所指出的，一與多是相輔相成地存在於擁有部分的

整體裡；然而，若「一」只能是沒有部分的「孤絕的一」，那麼，「它者」絕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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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一，而是與「一」分離，而這也正是為什麼巴曼尼德斯會指出：「假若『一』

與『它者』在“同一個”裡（e0n tw|~ au0tw|~），那必定是奇聞。」（《巴曼尼德斯篇》

159c3-4）因此，在「一」與「它者」彼此分離之下，根本不會有那擁有部分的

整體存在，如此，則更遑論會有數在其中。那麼，那些只能出現在「分有存有的

一」裡的彼此相反的相，當然也就不會出現在「孤絕的一」裡。 

 

第三節  「如果一不是」---第五至第八組推論 

 

第一小節  第五組與第七組推論---分有存有的一 

 

（一）第五組推論 

 

○1 160b5-160e2---在說一“不是”時，這其實意味著：這與「它者」相異的「一」

是可知的。 

 

來考慮「如果一不是」這個假設：這兩個假設---「如果一不是」（ei0 e4n mh\ e1stin）

與「如果『非一』不是」（ei0 mh\ e4n mh\ e1stin）---彼此是完全對反的。若有人說大“不

是”、小“不是”或其它諸如此類的「不是」，他應是將「不是」（mh\ o1n）說成是「某

個不同的」（e3tero/n ti）。那麼，每當有人說「如果一不是」，那他便是把「不是」

說成是「與它者相異」（e3teron tw~n a1llwn），而且，我們還能知道他所說的是

什麼東西（kai\ i1smen o4 le/gei）。首先，每當有人談到「一」時，他便是談論某個

可知的（gnwsto/n ti），其次，這個可知的乃與「它者」相異，不論「是」（ei]nai）

與「不是」（mh\ ei]nai）歸給它了沒。那被說「不是」的，其實仍是可知的，且是

與「它者」相異。因此，讓我們從頭說，首先，必定有關於「這個“不是”的一」

的知識（e0pisth/mh），不然，沒有人會知道每當有人說一“不是”到底是在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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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它者」與「一」相異，不然不會說「一」與「它者」相異（i.e.一“不是”）。

所以，除了有關於「這個“不是”的一」的「知識」外，還有關於它的「異」。因

此，當有人說「一」與「它者」相異，他並不是說「它者」的異，而是說「一」

的異。 

 

○2 160e3-161e2---那能被談論、能被正確加以衡量比較且與它者相異的「一」，必

須是「分有存有的一」。 

 

「這個“不是”的一」還分有“那個”、“某個”、“這個”、“關於這個”、“屬於這些”

等等諸如此類的，如果「一」沒有分有“某個”以及諸如此類的，那麼，「一」無

法被說，也不會有那些與「一」相異的，也不會有關於它或屬於它的，也不會被

說“是”什麼東西。如果一不是，那麼，一不能存在，然而，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

它分有許多，若它確實是那個“不是”的一且不是別的，那它必然分有許多。如果

論說（lo/goj）所談論的並不是那個“不是”的一，而是關於別的，那麼，甚至沒

有任何東西應被說出來；但是，若論說所談論的正是那個“不是”的一且不是別

的，那麼，它必然分有“那個”以及其它諸如此類的。 

 

「一」對於「它者」來說，「一」擁有不相似。那異於「一」的「它者」，因為是

相異的，所以是屬於不同種的，而屬於不同種的便是另一種，另一種便是不相似

的。因此，若「它者」與「一」不相似，顯然地，不相似的是與不相似的不相似，

那麼，「一」擁有不相似，而「它者」乃就這個不相似來與「一」不相似。不過，

若「一」對於「它者」來說，「一」擁有不相似，那麼，「一」對於自己來說便是

擁有相似：若「一」對於「一」來說擁有不相似，那麼，論說（lo/goj）不會以

某種方式來談論這樣的「一」，且這樣的假設也不會是關於「一」，而是關於異於

「一」的，然而，這樣情況是絕不可能的。所以，「一」對於自己來說必定擁有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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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不會與「它者」相等。如果「一」與「它者」相等，那麼，「一」將與

「它者」相等且在相等的面向上與「它者」相似，但，這兩個情況是不可能的，

如果「一」確實“不是”的話。由於「一」與「它者」不相等，所以，「它者」亦

必然地與「一」不相等，而不相等的乃是與不相等的不相等，因此，「一」分有

不相等，而「它者」乃就這個不相等來與「一」不相等。不過，「大」與「小」

屬於不相等，所以，這樣的「一」乃擁有「大」與「小」，但是，「大」與「小」

總是與彼此離得最遠，所以，總是會有那個在它們之間的某某，而這某某便是指

「相等」。所以，不論何者擁有「大」與「小」，也會擁有那在它們之間的「相等」。

因此，那個“不是”的一乃會分有「大」、「小」與「相等」。 

 

○3 161e3-162b8---「一」必定分有所“是”的“有”，如此才能不是。 

 

而且，「一」也必定以某種方式分有存有。「一」必定是如我們所說的那樣，如果

「一」不是如此，那麼，當我們在說「一」“不是”時，我們便不是在說真理（ou0k 

a0lhqh~ le/goimen），若我們是在說真理，那麼，我們必定是在說“是”的（o1nta）。

那個“不是”的一乃“是”：若「一」不能是那不是的（mh\ e1stai mh\ o1n），那「一」

便從“是”成為“不是”，那麼，「一」便馬上是其所是（eu0qu\j e1stai o1n）。 

 

若「一」“不是”，那麼，「一」必定有“不是”的束縛（desmo\n tou= mh\ ei]nai）而“是”

它所不是的（to\ ei]nai mh\ o1n），正如同那「是」必定有「不是所不是」的束縛，

如此才能“完全地是”。因此，「“是”的是」與「“不是”的不是」的情形如下：一

方面，「是」分有是其所是的“有”（ou0si/aj tou= ei]nai o1n），而並不分有不是所不

是的“有”（ou0si/aj tou= mh\ ei]nai mh\ o1n），如果「是」要為“完全地是”；另一方面，

「不是」並不分有不是所是的“有”（ou0si/aj tou= mh\ ei]nai o1n），而是分有是所不

是的“有”（ou0si/aj tou= ei]nai mh\ o1n），如果「不是」要為“完全地不是”。如果「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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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有”呈現在「是」裡，而「是」的“有”呈現在「不是」裡，那麼，由於「一」

“不是”，那「是」的“有”乃呈現在那個“不是”的一裡，以使得「一」能夠“不是”。

因此，「一」也會有“有”（i.e.「是」的“有”），如果「一」“不是”的話，而且也會

有“沒有”（i.e.「不是」的“有”）。 

 

○4 162b9-163b7---那個“不是”的一分別展現在相數世界裡以及那透過場域所顯現

的現象當中，而為既不生滅又是生滅的。 

 

那在某種狀態裡的，若要不為如此，則它必須從那個狀態裡轉變才行。而任何這

種情況，也就是既能是這樣又能不是這樣的情況，便被稱為是「轉變」，而「轉

變」便是「運動」。現在，「一」顯得既是又不是，也因此顯得是既是如此又不是

如此，所以，那個“不是”的一顯得是在運動，假如「一」確實是由“是”轉變為“不

是”。但是，如果那個“不是”的一乃完全地不是，那麼，它便無法從任何地方移

動到某處，也就是不能移動位置的，因此，它就不能在同一處旋轉，因為它掌握

不到「同」，而「同」是存在的，但，那完全不是的是不能存在於任何的是裡（e1n 

tw| tw~n o1ntwn），因此，那個“不是”的一便不能在它所不在的地方旋轉。 

 

但，「一」不能以某種方式從自身（e9autou~）來改變，不論一“是”或一“不是”。

如果「一」確實從自身而改變，那麼，論說（lo/goj）將不再是關於「一」，而

是關於某個別的。如果「一」既不改變為別的、也不在同一處旋轉、也不在位置

之間移動，那麼「一」便不以任何方式來運動，而那不運動的乃必然保持不動而

為靜止的。那麼，「一」似乎是既靜止又運動的。 

 

如果「一」確實是在運動，那麼，「一」必然是在改變，因為無論以什麼樣的方

式來運動，就此而言，都不會在相同的狀態裡，而是在別的狀態裡。因此，那在

運動裡的，也就是在改變的；那不以任何方式運動的，也就是不以任何方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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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一方面，就那個“不是”的一是在運動裡的，乃是在改變的；另一方面，就

那個“不是”的一是不在運動裡的，乃是不改變的。所以，那個“不是”的一既是在

改變的又是不改變的。那在改變的豈不必然這樣：生成為與之前相異的狀態，並

從之前的狀態裡毀滅。而那不改變的便是既不生成也不毀滅。所以，一方面，就

那個“不是”的一是在改變來說，它是既生又滅的；而另一方面，就那個“不是”的

一並不是在改變來說，它是既不生又不滅的。因此，那個“不是”的一既生滅又不

生滅。 

 

說明： 

 

論說與知識的可能性已主要藉由第二組與第三組推論來獲得證成：唯有將「一是」

理解為「分有存有的一」，也就是，一個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且這當中的每一

個部分也作為一個個的整體（i.e.作為“一”）---，我們才能對這整體以及當中的每

一個擁有知覺、意見與知識，才能對它們加以命名與論說。在這當中，整體與部

分以及部分與部分彼此之間互相限定、交織，「異」（i.e.與…相異）則在這當中

扮演關鍵角色：使這整體裡的每一個能在依據自身而存在（kaq 0 au9to\ de\ o1n）的

當中來與許多其它的一區別開來。這意指著，這每一個之所以能與許多其它的一

區別開來（i.e. “不是”許多其它的一），正是因為它所擁有的那屬於自身的“有”來

使其自身能是其所是的結果。如此，我們在這可以看到，“是”與“不是”其實是一

體的兩面：「那個“不是”的一乃“是”：若『一』不能是那不是的（mh\ e1stai mh\ o1n），

那『一』便從“是”成為“不是”，那麼，『一』便馬上是其所是（eu0qu\j e1stai o1n）。」

（《巴曼尼德斯篇》162a1-3）另外，那在這當中所呈現的另一個面向則是，這每

一個必定同時在與自己相似、與自己相等的情況下（i.e.是其所是），與許多其它

的一不相似、不相等（i.e. “不是”許多其它的一），而這些相似與不相似、相等與

不相等…種種彼此相反的情況也唯有在這「分有存有的一」當中才能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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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推論的最後，除了所討論的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之外，巴曼尼德斯悄悄地

加入那在場域裡生滅變化的現象：相數整體透過場域而顯現的這些現象仿本乃在

當中或是依著相數者（i.e.同一者）來旋轉或是移動位置來改變、生滅，在這當

中，這些現象還是有影像般的存在，並不是完全地不是；另一方面，那不在場域

裡運動、改變、生滅的相數者，則是那可被論說的依據自身、不變動的“是者”。 

 

（二）第七組推論 

 

○1 164b5-164c8---就這一裡有多的整體裡的「多」（作為「它者」）的本性來考慮，

也就是，就尚未分有「一」的「它者」來考慮。 

 

讓我們說說看，如果「一」不是，「它者」必定會遭受什麼影響？它們必定以某

種方式作為「它者」，因為若「它者」不是「它者」，那麼，我們也不會談論「它

者」。但，如果論說是關於「它者」，那麼，「它者」（a1lla）是「相異的」（e3tera），

因為我們乃將「它者」與「相異的」指向同一個東西裡。我們說，「相異的」乃

是以某種方式來與那和它相異的相異，「它者」乃是與那和它不同的不同。所以，

若「它者」要為「它者」，那要有能使其成為「它者」的某某（e1sti ti ou[ a1lla 

e1stai）。但這個某某不會是一，因為「一」不是；那麼，「它者」是與彼此不同

的，而這是唯一的方式。 

 

○2 164c8-165a5---「多」（i.e.它者）本性上是沒有限制的數存有，在這當中不會有

正確真實的衡量、比較。 

 

在「多」的面向上（kata\ plh/qh），「它者」是“彼此的”許多每一個；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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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不是，所以就「一」的面向上來看（kata\ e4n），「它者」無法是一。

而，彼此的每一個的“量”（o1gkoj）似乎在多上是無限制的（a1peiro/j e0sti 

plh/qei），每當有人要抓取那被認為是最小的東西時，瞬間地，如同在睡眠裡的

夢，那被認為是「一」的，反而是作為「多」來出現，那被認為是最小的，反而

在與那些從自己身上被劃分下來的碎片相較而顯得是巨大的。因此，作為諸如此

類的“量”的「它者」乃是彼此的「它者」（a1lla a0llh/lwn），如果「它者」是、

而「一」不是的話。那麼，會有許多的量，每個量顯得是一，但實際上並不是一，

如果「一」確實不是的話。假若每一個雖然顯得是一但實際上是多的話，那麼，

「數」被認為是屬於它們的：在它們當中，有些顯得是偶數，有些顯得是奇數，

但這些情況都不是真的，如果「一」確實不是的話。 

 

此外，我們說，會有個最小的在「它者」裡，但，這最小的在相對於那許多是小

的的每一個來說，卻顯得是多且大的；甚且，每個量被認為是與這許多小的相等，

因為，在每個量被認為是到達中間以前，它（i.e.每個量）不可能顯得是從較大

走到較小，而這個便是所顯現出來的相等。 

 

○3 165a6-165e1---這個尚未分有一的「它者」，乃對不同的觀察者，顯現種種相反

的情況。 

 

「它者」當中的每個量相對於另一個量來說乃擁有限制，但「它者」相對於自己

來說，既沒有擁有開始、也沒有擁有終端、也沒有擁有中間：因為每當有人要在

思想裡（th|~ dianoi/a|）將「它者」當中的一個當作是開始、終端或中間的其中一

個時，在這個“開始”的前面總是會再顯現另一個“開始”，在這個“終端”的後面總

是會再留下另一個“終端”，在這個“中間”裡的則還會再有其它比它更在“中間”且

更小的，這都是因為無法將「它者」的每一個理解為“一”的原因，而這是由於「一」

不是的緣故。因此，某人在思想裡所捕捉到的所有存有（pa~n to\ o1n）乃必然都



122  柏拉圖的真理之路──從《巴曼尼德斯篇》出發                                 

 122

將破碎為碎片，因為某人以某種方式所捕捉到的總是沒有“一”的量（o1gkoj ga/r 

pou a1neu e9no\j ai0ei\ lamba/noito a1n）。現在，這類東西對於那從遠處幽暗地看著

它的人來說，必然顯得是一，但是，對於那較近點且靈敏地思考它的人來說，那

顯得是一的每個，乃在多上是無限制的，假若「它者」被剝奪了「一」且「一」

不是的話。因此，「它者」的每一個必然顯得既是沒有限制又是受限制的，既是

一又是多，假如「一」不是、但那異於一的「它者」是的話。 

 

因此，「它者」似乎既是相似又是不相似。如同一幅畫對於那站得較遠的人來說，

（畫裡的）所有東西剛好顯得是“一”、“相同的”且“相似的”；但對那站得較近的

人來說，所有的東西將顯得是“多”且“異”，並藉由“異”的顯像，「它者」顯得與

自己相異且不相似。因此，那些量必然顯得既與自己相似且不相似、與彼此相似

且不相似。 

 

因此，「它者」彼此相同且相異，既與彼此接觸又與彼此分離，在每個運動裡運

動、在每個面向裡靜止，既生滅又不生滅，以及所有這些諸如此類的；關於這些

我們可輕易地敘述，如果「多」是而「一」不是。 

 

說明： 

 

這組推論的對象正是第三組推論裡其中一小段（158b5-c9）所指出的那尚未分有

一的「它者」：「當它們要分有一的時候，它們在當時並不是一且未分有一，因此，

既然一並未在當中，所以它們是『多』；」（《巴曼尼德斯篇》158b9-c2）而這個

也正是我們曾在那裡的說明裡所指出的：那尚未被神以「相」來限定的那在多上

無限制的數存有45。因此，這些尚未被「相」限定為「一」的數存有---i.e.尚未作

                                                 
45 另可參考《巴曼尼德斯篇》158c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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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已被限定的一個個的部分---便會因為無法擁有可比較的尺度來被衡量、比較

46而導致那在多上無限制的任何的量，既可以是小、也可以是大或是相等，亦或

是，既可以是偶數、也可以是奇數…等等種種不定的情況。因此，對於那些較能

靈敏地思考的人來說，他能以某種方式來觀察到這些展現在那在多上無限制的數

存有裡的不定情況；但是，對於那站得較遠、不願深究的人來說，則似乎是呈現

為已被限定為一的情況，然而，這情況並不是真的：「那麼，會有許多的量，每

個量顯得是一（ei[j e3kastoj faino/menoj），但實際上並不是一（w@n de\ ou1），如果

『一』確實不是。」（《巴曼尼德斯篇》164d8-9）。如此，我們可這樣說，許多諸

如此類的彼此相反的情況並不是真正地呈現在這尚未分有一的「它者」裡，而是

源自不同的觀察者。 

 

第二小節  第六組與第八組推論---絕對地無 

 

（一）第六組推論（163b7-164b4）---“完全不是”的「一」 

 

讓我們再次從頭看起：如果「一」不是，必會有什麼從中發生？每當我們說“不

是”（mh\ e1stin）時，所指的便是“存有的缺乏”（ou0si/aj a0pousi/an）。所以，每當

我們談論到任何者的“不是”時，我們並不是說，它在一方面“不是”但在另一方面

“是”（pw_j ou0k ei]nai, pw_j de\ ei]nai）；而應該是這樣說：“不是”僅僅是指“那絕對

地不是”（ou0damw~j ou0damh|= e1stin），且不以任何的方式分有存有（oude/ ph| mete/xei 

ou0si/aj）。那“不是”的，並不存在，也不以任何的方式分有存有。 

 

生與滅分別是獲得存有與失去存有，而生與滅並不會出現在那既不獲得存有也不

                                                 
46 請參考《巴曼尼德斯篇》151b7-c7：關於較大、較小與相等的種種比較，乃透過那展現在數裡

的尺度或部分來加以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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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存有的東西裡。那完全不是（ou0damh|~ e1stin）的「一」，既不擁有存有也不

失去存有，也不以任何方式分有存有，因此，這個“完全不是”的「一」既不生也

不滅，如果它是完全地不分有存有。所以，這個“完全不是”的「一」也不以任何

的方式改變，因為歷經改變，這個“完全不是”的「一」將是既生又滅的。如此，

那不改變的也必然不運動；但我們也不能說那完全不是的（to\ mhdamou~ o1n）是

在靜止裡，因為那在靜止裡的必定總是存在於相同的情況裡（to\ ga\r e9sto\j e0n tw|~ 

au0tw|~ tini\ dei= a0ei\ ei]nai）；因此，我們不應說那完全不是的可在某個時間裡靜止

或運動。 

 

那麼，也不會有任何的“是”（ti tw~n o1ntwn）屬於這個“完全不是”的「一」，因

為在分有“是”的時候也會分有“存有”。所以，這個“完全不是”的「一」並不會擁

有小、大或相等，也不會擁有對於自己或是「它者」的相似或不相似；那“完全

不是”的「一」也不會有那相對於它的「它者」，所以，「它者」不會與這個“完全

不是”的「一」相似、不相似或相等，也不與其相同或相異。在這樣的情況下，“屬

於它”、“關於它”、“某個”、“這個”、“屬於這個”、“屬於另一個”、“關於另一個”、

“過去”、“將來”、“現在”以及“知識”、“意見”、“知覺”、“論說”、“名稱”或是任何

其它的“是”，都不會與這“完全不是”的「一」有關，因此，這“完全不是”的「一」

不會以任何的方式而“是”。 

 

說明： 

 

在以“存有的缺乏”來理解“不是”的情況下，一“不是”乃是指“完全地無”，也就是

“什麼都不是”。如此，這“完全不是”的「一」所面臨的“什麼都不是”的情況乃與

那在「如果一是」的假設下所理解的「孤絕的一」完全相同：在只以一自身來理

解「一」的情況下，任何的“是”都無法指涉到「一」，否則「一」就要改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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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多，也因此，「孤絕的一」乃“什麼都不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那在「如果

一是」的假設下所理解的「孤絕的一」乃與那在「如果一不是」的假設下所理解

的「“完全不是”的『一』」面臨相同的處境。 

 

（二）第八組推論（165e2-166c2）---如果「一」完全地不是，那麼「它

者」也不存在。 

 

讓我們再次從頭說起：如果「一」不是，但那異於一的「它者」是，什麼必定發

生？「它者」既不會是「一」，也不會是「多」，因為如果「它者」是「多」，那

麼「一」會在那些“是”的「多」裡（e0n ga\r polloi=j ou]sin e0nei/h a2n kai\ e3n）。假

若「它者」當中沒有一個是一，那麼，所有皆不存在（a3panta ou0de/n e0stin），

也因此，「它者」也不會是「多」。因此，因為「一」不在「它者」裡，所以「它

者」既不會是「一」也不會是「多」。 

 

「它者」既不會顯得是「一」也不會顯得是「多」，因為「它者」絕不以任何的

方式與那任何的“不是”有所交織（o3ti ta}lla tw~n mh\ o1ntwn ou0deni\ ou0damh|= 

ou0damw~j ou0demi/an koinwni/an e1xei），也不會有任何的“不是”出現在任何的「它

者」裡，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作為那不是（toi=j mh\ ou]sin）的一部分。如此，也

不會有那關於“不是”的意見或顯像在「它者」裡，那不是的（to\ mh\ o1n）絕不以

任何的方式被認為是在「它者」裡。如果「一」不是，那麼沒有一個「它者」可

被判斷為是「一」或是「多」，因為不可能在沒有「一」的情況下還可判斷「多」

（a1neu ga\r e9no\j polla\ doca/sai a0du/naton）。因此，如果「一」不是，那麼，「它

者」既不是、也不被認為是「一」或是「多」。 

 

那麼，「它者」既不相似、又不不相似，既不相同又不相異，既不接觸又不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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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它之前所談論過而顯現如此的那些：「它者」既不會是、也不會顯現為當

中的任何一項，如果「一」不是。因此，假若我們能簡短地說：如果「一」不是，

無物能是。（e4n ei0 mh\ e1stin, ou0de/n e0stin） 

 

說明： 

 

之前透過第二組的推論得知，一與多是相輔相成地存在於那擁有部分的整體裡。

因此，那在第四組推論裡的「它者」，便因為在「孤絕的一」的條件下，成為無

法分有一的「它者」而為不存在的。現在，第八組推論裡的「它者」所面臨的後

果也與第四組推論裡的「它者」相同：異於一的「它者」若要能為「多」，則必

須如同第三組推論所指出的那樣---在分有一當中以某種方式的「多」來存在---，

也就是，「『一』會在那些“是”的『多』裡（e0n ga\r polloi=j ou]sin e0nei/h a2n kai\ e3n）」

（《巴曼尼德斯篇》165e6）；然而，現在這裡的情況卻不是如此：在第八組推論

裡，其推論的條件是在「一」“完全不是”的情況下，也就是，在連「一」都不存

在---i.e.絕對地無---的條件下，在這當中，對於那必須分有一才能存在的「它者」

來說，自然也因為無法分有一而為不存在的。因此，這也是為什麼巴曼尼德斯會

說：「如果『一』不是，那麼沒有一個『它者』可被判斷為是『一』或是『多』，

因為不可能在沒有『一』的情況下還可判斷『多』（a1neu ga\r e9no\j polla\ doca/sai 

a0du/naton）。」（《巴曼尼德斯篇》166a9-b2）「因此，假若我們能簡短地說：如果

『一』不是，無物能是。（e4n ei0 mh\ e1stin, ou0de/n e0stin）」（《巴曼尼德斯篇》166c1-2） 

 

結語 

 

    終於，巴曼尼德斯順利地游過廣闊的論證深海。這個學術研究式的遊戲---

在「如果一是」以及「如果一不是」這兩個假設之下所依序進行的八組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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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攜帶著原理論以及《蒂邁歐篇》裡的宇宙生成論為義理的背景之下，提供

一種那能夠解決少年蘇格拉底最大困境---與現象分離的相，無法拯救現象，也無

法為人所知---的存有論。在這當中，有一種重要觀念不斷地被反覆闡述：「一」，

或，那能依據自身的「一」，若要存在，則必須作為擁有多的一，也就是，作為

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這個重要觀念，不僅解決那由於分離與分有所產生的相與

現象之間的一多問題，且更進一步地帶來那讓少年蘇格拉底所驚訝的一多問題。 

 

    首先，在這個獨特的存有論---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或，世界靈魂），以及，

只能透過場域才能有影像般存在的現象仿本---當中，儘管相仍與現象分離，但

是，相已透過神的意願與叡智呈現在這個一裡有多的數存有論的世界裡，使這世

界成為一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透過相數者，那在場域裡顯現的眾多現象儘管

不具有獨立的存在而總是在生滅變化，但仍能夠在這當中獲得一致性---i.e.總是

“如此這樣”的（《蒂邁歐篇》49d1-e9）---並傳達出相所要指出的萬有本性，且，

在同類相知的背景之下，認知主體能夠認識相的可能性也在這當中建立起來。另

一方面，少年蘇格拉底的第二個困境---分有困境：將相物體化且將相當作是存在

於現象裡的最完美範例---實際上並無法能在這個獨特的存有論當中獲得支持，因

為相與現象之間的分有問題已在這個---透過神的叡智與動力將相形塑於這個數

學存有論的世界並使那些在場域裡生滅變化的現象獲得一致性---論點當中得到

解決，因此，那些分有困境並無法能在這個存有論裡有任何的立足之地。 

 

    其次，則是關於少年蘇格拉底所驚訝的一多問題。原本，少年蘇格拉底為了

使那感覺現象的矛盾多能得到理解，他設置了那不僅與現象分離且亦與彼此分離

的孤立的相來作為解釋現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認為，唯有在每一個相總是與

自身同一且永恆地根據自身而是其所是的情況下，相才能保有它在原因上的地

位，也因此，少年蘇格拉底並不認為他所設立的一個一個的相會承受到相反者的

影響或是能夠與彼此結合與分離，因為若是如此，相便不能完成其作為原因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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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少年蘇格拉底認為：「如果有人能夠證明，那是一的自身是多，且此

多又正是一，那麼我將對這感到驚訝。」（《巴曼尼德斯篇》129b8-c1）然而，這

樣的相論卻遭遇到那些由於這個分離的論點所產生的種種分有困境，甚至是因為

完全分離所招致的完全無法分有、無法拯救現象甚且無法為人所知的最大困境。

之後，當巴曼尼德斯以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來解決這最大困境以及連帶的第二個

困境後，這個獨特的存有論所揭示的「一」竟具有那令少年蘇格拉底所驚訝的論

點：一若要存在，則必須作為擁有多的一，也就是，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在這

當中，不論是這一個整體或是當中的每一個部分，都必須是作為擁有多的一（i.e.

擁有部分的整體），唯有整體與部分彼此這樣環環相扣，每個一才能在指向許多

其它的一當中仍能保持自身而不會改變---i.e.每個一能在依據自身而存在（kaq 0 

au9to\ de\ o1n）的當中來與許多其它的一區別開來---，在這當中，彼此結合的一與

多乃在相互指涉當中彼此分離（i.e.保持自身），並在這樣的相互指涉當中交織成

為一個一裡有多的相數整體。 

 

    於是，我們從相與現象之間的一多問題，來到這個為少年蘇格拉底所驚訝的

專屬於相（與相數）47的一多問題。柏拉圖指出，這類一多問題來自於論說（u(po\ 

lo/gwn）（《費樂柏篇》15d），且這個問題的解決在於提供那能對一與多進行正確

的綜觀與區分的方法，i.e.哲學家所使用的那能引領思考與論說的辯證法48，而這

也正是我們之前在第二章的討論裡所指出的那個由巴曼尼德斯對少年蘇格拉底

所建議的那以假設法所進行的訓練。在那裡，我們指出，柏拉圖對於假設法所賦

予的一項根本任務---也就是，緊守在對「是」的探求上，並在往上探求當中，以

「善」作為所應掌握的最終對象---，而在現在，我們便要運用之前第二章所有關

於假設法的討論論點，並加入本章的討論結果，來說明巴曼尼德斯所提供的這個

以合理論說所掌握的相為討論對象的訓練究竟是什麼。 
                                                 
47 根據本章的討論結果，我們可說「相數」是「相」在這世界裡最稱職的代言者，因為是神以

「相」為典型，將「相」形塑於這個數存有的世界，以使得靈魂認知真理的可能性能為可能。 
48 請參考《費德羅篇》266b5-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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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思考與知識的可能性已主要藉由第二組與第三組推論來獲得證成：唯有

將「一是」理解為「分有存有的一」，也就是，一個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且這

當中的每一個部分也作為一個個的整體（i.e.作為“一”）---，我們才能對這整體以

及當中的每一個擁有知覺、意見與知識，才能對它們加以命名與論說。在這當中，

整體與部分以及部分與部分彼此之間互相限定、交織，「異」（i.e.與…相異）則

在這當中扮演關鍵角色：使這整體裡的每一個能在依據自身而存在（kaq 0 au9to\ de\ 

o1n）的當中來與許多其它的一區別開來。這意指著，這每一個之所以能與許多其

它的一區別開來（i.e. “不是”許多其它的一），正是因為它所擁有的那屬於自身的

“有”來使其自身能是其所是的結果。如此，我們在這可以看到，“是”與“不是”其

實是一體的兩面：「那個“不是”的一乃“是”：若『一』不能是那不是的（mh\ e1stai 

mh\ o1n），那『一』便從“是”成為“不是”，那麼，『一』便馬上是其所是（eu0qu\j e1stai 

o1n）。」（《巴曼尼德斯篇》162a1-3）因此，這也是為什麼每當我們要討論某某“是”

時，也要討論某某“不是”，且必須同時將那與此某某相異的列入討論，因為，在

談論到某某“不是”時，也就同時談論到那與此某某相異的。 

 

    如此，再透過假設法的運用當中，則可以讓我們逐步地釐清這個「一裡有多

的相數整體」裡的每個相數其彼此之間的「是」與「不是」的關係，也就是，能

夠對這作為整體的「一」以及當中的「多」有正確的理解。在假設法的上升當中，

每上升一步，就必須試圖以一個相49（i.e.作為原因）來說明所假設者的「是」，

使所假設者能暫時地確定下來50而能夠來解釋它當中的多，並在這樣的一步又一

                                                 
49 這也就是我們之前在對《曼諾篇》的「學習即回憶」以及「假設法」的討論當中，所指出的

「回憶」。關於---「相」，作為回憶的對象---這個論點，不僅可見於《曼諾篇》與《費多篇》關於

「學習即回憶」的段落，還可見於《費德羅篇》：「凡是那從未見過真理的（靈魂），是不能擁有

人形；這是因為，人必須依據『相』（kat 0 ei]doj）來理解所談論的，藉由合理計量（logismw~|），
將那許多知覺的全部帶進一裡；這個便是關於那些的『回憶』---那些正是我們靈魂曾伴隨神明

所觀看的---，當我們不關心現在所稱為的『是』而探頭觀看那『真正地是』（to\ o2n o1ntwj）時。」
（《費德羅篇》249b7-c4） 
50 就本章對於柏拉圖其獨特的存有論的討論來看，這些在上升過程當中僅被當作假設、作為往

上升的階梯的「相」，可能並不是那與現象分離的、不在時間裡的「相」，而是那由神以「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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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上升與下降的過程當中不斷地上升，直到在最後能以「最終的決定性原因」

---i.e.「善」---來對這一個相數世界整體以及那在當中彼此交織的相數之間的「是」

與「不是」的關係有一個正確的理解為止；而那在這假設法的一層又一層的上升

與下降的過程當中所使用的方法正是綜觀與區分：「在綜觀到一個相時，便將那

些以許多方式遍佈於各處的帶領至這一個相當中，（Ei0j mi/an te ide/an sunorw~nta 

a1gein ta\ pollaxh=| diesparme/na）以使得每一個能在定義當中成為清楚的；⋯；

且回頭再根據相進行區分，依據本性的關節來區分，（To\ pa/lin kat 0 ei1dh 

du/nasqai te/mnein, kat 0 a1rqra, h|[ pe/fuke）不要使用糟糕廚師所使用的方法來試

圖打斷任何部分。」（《費德羅篇》265d5-e4）而凡是那能夠以綜觀與區分的方法

來辨識到那本性上的「一」裡有「多」遍佈其中（dunato\n ei0j e4n kai\ e0pi\ polla\ 

pefuko&q 0 o9ra~|n）的，皆可被稱為是辯證家，51（《費德羅篇》266b5-c1）而這也

正是之前在《國家篇》裡所指出的，那能在「善」的指導下有系統且正確地指出

每個相的真實本質、能正確地區別每個相並能為每個相提出合理論說的哲學家。 

 

    因此，從上述可以知道，巴曼尼德斯對少年蘇格拉底所提供的訓練，就是那

在假設法的運用當中對一與多進行正確的綜觀與區分的訓練，而這也就是哲學家

所使用的那能引領思考與論說的辯證法。而假若少年蘇格拉底能以這樣的訓練來

訓練自己，那麼當他能在「善」的指導下有系統地且正確地指出每個相的真實本

質時，這第一個困境---也能有卑下者的相嗎？---自然不會再困擾他，因為每個相

的真實本質都已受「善」所束縛。 

                                                                                                                                            
典型、對這個數存有的世界所加以形塑而成的「相數」；然而，儘管如此，神的意願與叡智乃使

得「相數」能夠肩負起傳達「相」所要指出的萬有本性的任務，使得靈魂能在尚未掌握住「善」

這個最終原因之前能夠擁有真意見；直到掌握住「善」，靈魂才能夠真正知道為何每個「相數」“是”
如此的原因，之後，靈魂所用以理解的，便是那透過「善」所理解到的那與現象分離的「相」，

而這是靈魂以合理論說所掌握住的，這也才是真正的知識。 
51 對於那要成為城邦護衛者的哲學家來說，他們「不僅必須要能夠看到『多』，且也必須將此『多』

推進『一』，當認識了『一』，便依據此『一』來理解與組織那在綜觀下的一切。」（《法律篇》965b6-9）
這也就是說，唯有能夠從『多』與『不相似』當中看見『一』，如此，才能對任何的對象有精確

的觀察。（《法律篇》965c1-4）而那凡是能夠對眾多有一綜觀的人才可稱為是辯證家，否則便不

是。（《國家篇》537c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