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巴曼尼德斯與柏拉圖 

 

第一節  巴曼尼德斯所留下的真理風貌 

 

第一小節  踏上真理之路的愛智者 

 

（一）會毀朽者（brotoi\, mortals）其認知真理的可能性 

 

    這是一場已經真實發生過的追求真理的旅程1：在太陽神女兒的帶領、護衛

之下，巴曼尼德斯見到了持守真理的正義女神。在告誡巴曼尼德斯當中，女神不

但摒斥了會毀朽者的意見---因為在這些意見裡並沒有真正的信任---，（B1.30）並

且指出會毀朽者其認知真理的可能性乃操縱在正義女神身上，她說：「由於我禁

止你在這第一條的路徑上（i.e.真理之路）2，然而禁止這條路，會毀朽者便在這

條路上一無所知，虛構編造，為兩頭的；由於無助在他們的胸中帶著他們錯亂的

                                                 
1  在巴曼尼德斯於序言（ i.e.斷簡一）裡所揭露的這趟追求真理的旅程當中，馬匹的護衛

（pe/mpon）、帶領（fero/mhn，fe/ron）與駕馬車的太陽神女兒的帶領（h9gemo/neuon），（B1.2-5）
都是使用「未完成式」（imperfect）的時態，這也許賦予這趟旅程一種真實性（note：這個在現在
被認知到的，其實早已在過去就已經是真的，Sm.1902），並且指出追求真理的持續努力，因為

「未完成式」是一種在過去持續一段時間的「線性狀態」，代表一種持續努力的過程。（Sm.1908）
Smyth, H. W. 1984. Greek Grammar. 
2 斷簡 B6.3 句尾有一脫漏，並引起不同的詮釋：基本上在接受 Diels為其補上的“ei1rgw”（禁止）
之下，有些學者認為（e.g. Stokes）女神所禁止的有兩條路，第一為「那不是的」，第二為「將『是』

與『不是』混淆在一起的意見之路」，並且為了成全這樣的詮釋，學者們對這句話有或多或少的

額外補充（e.g. 在確認了 Simplicius並未完整地記錄這句話之後，Stokes認為在 B6.3 句尾應再加

上“ou0k e1stin”，以作為“tau/thj”所指向的第一條路，並認為 B6.4ff.之後的意見之路應為女神所

禁止的第二條路）；不過，筆者在這採用 Tarán的詮釋，認為 B6.3的“tau/thj”應往前回溯至 B6.1-2
的這整句話“e1sti ga\r ei]nai, mhde\n d 0 ou0k e1stin”（這是指真理之路），因為這樣的句法乃在 B2.3
出現過，而在 B6.3的“ei1rgw”之後，也許可再加上“nu=n”（現在）來限制“ei1rgw”，以使得女神對

於真理之路的禁止為暫時性的，因為女神仍要再回來詳述真理之路（i.e.B8.1-2 ff.）。Stokes, M. C.
（1971）pp.112-115；Tarán, L.（1965）pp.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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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靈（no/on）；他們被影響著，像是耳聾與瞎眼，眩暈的，失去判斷力的種族。」

（B6.3-7）我們可看到，巴曼尼德斯的女神這樣地摒斥會毀朽者的意見以及否定

會毀朽者能憑自身獲得真理的可能性，這些觀點，也許承自巴曼尼德斯的前輩---

瑟若分尼（Xenophanes）：人類所擁有的充其量只能是與真理相像的意見仿本，

（DK21 B35）只有神才能擁有真理，因為那與會毀朽者在身體上與思想上完全

不同的神，（DK21 B23）乃是「作為整體在看、作為整體在辨識思考、作為整體

在聽」（ou]loj o9ra|=, ou]loj de\ noei=, ou]loj de/ t 0 a0kou/ei）（DK21 B24），因此，即

使有人恰巧說出真理，但是，他實際上還是不知道真理，因為對於會毀朽者來說，

意見乃支配一切。（DK21 B34）會毀朽者的這種絕望處境，可透過這句話來表達：

「若神沒有帶來黃色的蜂蜜，（人們）會以為無花果甜得多。」（DK21 B38） 

 

    不過，與瑟諾分尼不同的是，巴曼尼德斯的正義女神終究還是讓會毀朽的巴

曼尼德斯踏上真理之路，因為太陽神女兒勸服了正義女神（B1.15）。但，為什麼

太陽神女兒能夠勸服正義女神？太陽神女兒究竟代表什麼？Fränkel 認為，如果

我們能將太陽神女兒的光明力量歸諸為是巴曼尼德斯自身的德性3，那麼，他之

所以能夠被允許踏上真理之路的原因便是來自於這是一個屬於他應得的回報（i.e.

正義）4，也就是說，太陽神女兒所代表的是巴曼尼德斯這個愛智者追求真理的

                                                 
3 Fränkel 指出，在古希臘文學作品當中，我們不應將那降臨在人身上的神的力量來與人分開，

而應是一起的。人們知道那降臨在他身上的力量是神聖的，而這不論是一種祝福或是一種詛咒；

這種力量不是來自外在環境的機械原因，而是一種普遍有效的自發性原因，人們可因為這種神力

而為如此，因此這神力就可說好像是他自己本性中的一部分。因此，當我們探究人們的本性時，

人們自身所擁有的德性以及所擁有的神聖天賦都可被視為是他自己的，他愈有德性，則愈顯示出

他所擁有的神聖本性。Fränkel, H.（1975）pp.11-12. 
4 Fränkel以諸多的例子指出「正義」乃意指著「那符合某人本性所應當有的正義」，也就是，「根

據某某的本性，必然要有這樣的事態」：這是一種有所屬的合宜，例如，在什麼情況下應當要有

什麼樣的行為，或是，什麼樣的人應當具有什麼樣的性情，這在《Odyssey》裡有許多例子，○1 Od. 
14.59，你不應有過多的期待，因為這是作為僕人的正義，當僕人受到年輕主人的統治時他總是

為憂愁所苦；○2 Od.19.43，你不需驚訝於這樣的光榮，而且你最好不要再過問，因為這是屬於奧

林匹亞諸神的正義；○3 Od.19.168，你從我這所期待到的乃是完全悲慘的際遇，因為這是正義，
當一個人必須離家流浪多年；○4 Od.4.691，Odysseus 不會根據突發的念頭去對待他的臣民，因為

這是神聖國王的正義，國王可以愛恨某人，但不能虐待任何人。從這些例子當中可以知道，正義

是有所屬的：根據某某的本性，必然要有這樣的行為。Fränkel 也指出，這樣的理解乃與柏拉圖

在《國家篇》433b ff. 對於「正義」的理解是一致的。Fränkel, H.（1975）pp.13-14 and n.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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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力，愛智者因為他本性中的這個神聖驅力，使得正義女神必然地為他開啟那扇

通往真理的大門。5若是如此，也許巴曼尼德斯直接讓女神來宣說他自己的論點

（而沒有如同赫拉克利圖那樣暗指自己只是神聖智慧的代理人），並不是因為他

不謙虛6，而是他試圖指出：會毀朽者其實也能夠獲得女神所擁有的真理智慧，

只要會毀朽者不以會錯亂的感覺、而是以會思考的心靈以及合理的論說來追求真

理的話，那麼會毀朽者關於真理的合理論說必定受到女神的保證（B2.1），在這

個情況下，會毀朽者所說的話也能跟神一樣是真的，也是能持有神聖真理的。 

 

（二）正義女神持守「完滿的是」 

 

    女神在她的歡迎聲中直指這條真理之路：「來，我將告訴你，而你聽這個故

事後且要真誠地傳達，只有什麼樣的探詢之路是適於辨識思考（noh~sai）7的：

                                                 
5 Fränkel, H.（1975）pp.9-14. 
6 Kahn 認為，巴曼尼德斯直接透過女神之口來說出他的主張而沒有如同瑟諾分尼或赫拉克利圖

那樣來顯示出一種知識論上的謙虛態度，這種情形在當時是很少見的；不過，這也有可能是巴曼

尼德斯想要利用希臘傳統上對神的虔敬態度，來使得他可以在這當中一面全力抨擊人類的盲目，

而且又能夠以女神來為自己的論點提供絕對的確定性。筆者的想法與 Kahn 不同，並已陳述在上。

Kahn, C. H.（1969）p.706. 
7 我們發現到巴曼尼德斯對於“noei=n”（以及其名詞“nou=j”）的用法在不同的斷簡似有不同：在

B6.6，在女神禁止第一條路徑後，有死族類便因為無助而使其「心靈為錯亂的」（plakto\n no&on），
這似乎指出心靈是會犯錯的，然而在另一方面，女神在詩中又不斷地強調“nou=j”或“noei=n”是能夠
認知真理且與「是」有緊密關係。這個雖會犯錯但又能發現真理的“nou=j”與“noei=n”到底是指什麼？

這其實源自荷馬（Homer）在詩裡對於“noei=n”的使用：von Fritz指出，“noei=n”本身有其「觀看」
的意義，在這當中乃包括“i0dei=n”（看）與“gignw&skein”（認知），這意指“noei=n”不僅看到某對象
並在認知當中加以確認其身份之外，還能了解到此對象所產生的重要性；由這些基本意義可衍生

出六種意涵，○1 同一件事可對不同的國家或民族或個人產生不同的意義，而這些人便會對這同一

件事持有不同的“no&oi”（想法或態度），○2 在面臨各種情況當中，人們會試圖想出辦法來處理，○3

在再度辨識確認先前所認知的對象當中，這種辨識確認並不是由於較清楚的觀看，而是由於深入

表象來探求其中真正的本性，e.g.在看似友善的態度背後，了解到其背後所包含的惡意，○4 承續○3

的意義，這時人們對於同一件事不會再有許多不同的“no&oi”，因為事情的真相只有一個，因此這
種看穿表象深入事物真相的“nou=j”只有一個，○5 連接○2 與○3 的意義，“nou=j”衍生出「將遠方事物
呈現出來」的意義，這是一種思考的靈敏，將那在時空中遙遠的情境或對象視覺化，○6 雖然荷馬

在詩裡使用“noei=n”時並沒有明白表示其具有「推論」的意義，但這可從一些談論當中衍生出來，

e.g.當某人去仔細推敲這友善態度的背後到底包含什麼惡意時，當他將幾種觀察放在一起看時，

他得出這表象必定是欺騙的，而這種仔細推敲便與推論相類似，不過，荷馬實際上並未明白指出

這個推論特徵，而是將“nou=j”對真理的辨識觀察視為是那「總是在一瞬間的直觀」，i.e.突然看見

真理。因此，透過上述可知道，由於“nou=j”能理解複雜的情況並能深入表象底下來探求、觀見真

相，所以“nou=j”獲得聰明、叡智的意義，不過，“nou=j”即使能看穿表象，然而也是會被欺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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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那是的』且『不是』是不可能的，（h9 me\n o3pwj e1stin te kai\ w(j ou0k e1sti 

mh\ ei]nai）這是說服的道路（因為它跟隨真理），另一方面，『那不是的』且『不

是』是必須的，（h9 d 0 w(j ou0k e1stin te kai\ w(j xrew&n e0sti mh\ ei]nai）我所指給你

的這條路乃是完全無法被知道的：因為你既不能知道『這不是的』（由於是無法

被實現的），而且你也不能夠指出它。」（B2.1-8）女神在這指出，只有「是」才

能作為那可被辨識思考的真理，除此之外的都是不可知道的並因此是不存在的：

儘管巴曼尼德斯以非人稱的方式（impersonal）來使用「是」（e1sti），不過在希

臘文中，動詞的非人稱使用其實都會與一個文法主體或邏輯主體相連結8，因此，

Kahn 認為，巴曼尼德斯的「是」必定有一個邏輯主體，而這主體便是那在序言

裡所指出的「那可被辨識思考的真理」，那麼，這裡的「是」便不適合首先以「指

涉」（predication）或「存在性」（existential）的用法來理解，而應首先以「真值」

（veridical）的用法來理解，並在這當中延伸出「指涉」與「存在性」的用法，

也就是說，「是」的真值用法其實是三合一的9，在以「真」為主要的意義當中，

我們可去指出這是什麼樣的存在（i.e.不但指出其存在，並且在與其它述詞的聯

繫當中還去指出這是什麼樣的存在），如此，「是」的「指涉」與「存在性」的用

                                                                                                                                            
為事物有可能會避開“nou=j”，或者，“nou=j”會由於身體上的打擊或激烈的情緒而被弄暈、弄鈍，

在這情況下，“nou=j”無法發揮它看穿表象、觀見真理的能力。Kurt von Fritz,（1945）pp.223-226，
237，240. 這樣的“nou=j”便是巴曼尼德斯所使用的，不過，巴曼尼德斯還為“nou=j”增加一個幫手，
也就是，「論說」（le/gein, lo/goj）的能力，關於這個論點，筆者將在之後對於「是」的討論中指

出。 
8 Kahn指出，“e1sti”不可能在它首次出現時以非人稱的方式出現，若以非人稱的方式出現，那麼

“e1sti”會與另一個動詞或子句有所關連（例如：ai9rete/on e0sti/ “one must choose”, e1sti e0lqei=n “it is 
possible to go”, dh=lo/n e0sti o3ti “it is clear that”），若沒有這些，那麼便有可能是這動詞所指向的那

些作為「情況或事態」（the situation or things）的邏輯主體（例如：Kourh/tessi kakw=j h]n “things 
went badly for the Kouretes”, eu] e1stai “it will be all right”）；不過，Kahn並不贊同以「情況或事態」

來詮釋巴曼尼德斯的「是」所指向的邏輯主體，因為 Kahn認為，最好要有相關的「指涉」來說

明「是」到底是什麼，如此才能對「是」有所理解。Kahn, C. H.（1969）pp.708-710 and n.12. 
9 Kahn在語言學基礎上指出，“ei]nai”最首要是作為一個具有「指涉功能」的動詞，而且「真值」
的價值乃直接奠定在“ei]nai”的指涉上，而“ei]nai”的「存在性」用法則是次要且是衍生的；這觀點
乃與傳統文法不同，傳統觀點認為“ei]nai”的指涉功能乃是藉由弱化一個原本是存在性動詞而來

的。不過，Kahn強調，「存在性」的用法必須連同「指涉」一起來使用，儘管“ei]nai”本質上是作
為述詞結構的動詞，但在“ei]nai”的指涉當中總是蘊含著那被指涉的主體之存在。Kahn 認為，
“ei]nai”的這些指涉、真值與存在性的各種用法，其實是來自現代的文法與邏輯所作的區分，然而

這些區分未必能符合這個希臘動詞的豐富功能；甚且，巴曼尼德斯在詩裡所創造的關於「是」的

觀念乃是一種全新的哲學觀念，因為「是」的各種功能乃被綜合在詩的語句當中，並融合成一個

複雜的統一體。Kahn, C. H.（2002）pp.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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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都被包含在「真值」的用法裡，那麼，巴曼尼德斯的「是」---作為那可被辨識

思考的真理---，不僅指出自身的存在而且也指出是什麼樣的存在，並且在另一方

面，藉由同樣的理解，將那完全不可被辨識思考的「不是」（ou0k e1stin），視為是

不存在而且是完全不是（i.e.無法指出是什麼樣的存在）。 

 

    接著，女神便要指出這條真理之路上的記號，也就是要指出「是」是什麼樣

的存在：「仍留下一個關於這條道路的故事，那就是『是』；在這條道路上有非常

多的記號：『是』是不被生成也不會毀滅的，整體（ou]lon），單肢（mounogene/j），

堅定不動（a0treme\j）且完滿的（telesto/n）；它不曾是，也不將是，因為這同時

地全（o(mou= pa=n）乃在現在是（nu=n e1stin），一，連續的」（B8.1-6）這裡所一一

指出的記號，女神隨即在之後的篇幅裡（B8.6-49）對這些記號作完整的論證來

說明：女神的論證路線主要是以「是」的不曾是（i.e.不會毀滅）與不將是（i.e.

不被生成），來論證出「是」的完滿，並回返地指出，正是因為「是」為「完滿

的是」，所以「是」是不被生成也不會毀滅而為不動的，而所有其它的記號亦來

自於「完滿的是」。 

 

    若「是」曾是或將是，那麼「是」必在“現在不是”。而那不能被說、不能被

辨識思考（B8.8-9）、沒有名字（B8.16-17）、完全不可知且是無法被實現的「不

是」（B2.6-8）乃在「必須要不是『完全地是』（pa/mpan pele/nai）不然就是『完

全地無』」（B8.11）的條件下為「完全地無」，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能有什

麼東西使『是』在之前生成（i.e.曾是）或之後生成（i.e.將是）」（B8.9-10）？因

此，「是」必定不曾是與不將是，否則將招致與自身相矛盾的結果，i.e.「完全地

無」。因此，這不曾是與不將是的「是」乃為那不會鬆開束縛來允許生成與毀滅

的正義女神所持守（B8.13-15），並作為充滿「是」的「全」（i.e.完全地是）（B8.24），

也就是那「在現在是的『同時的全』」（B8.5），在這當中，「是」乃與「是」接觸，

（B8.25）如此的「是」將是不缺乏任何的東西而為完滿的（ i.e.已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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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32-33）。因此，在「是」作為充滿「是」的「完滿的是」的情況下，生成

與毀滅「已被驅離得非常地遠」（B8.28），並在命運的束縛下10而為不動的

（B8.37-38）。最後，女神以球體的完滿來比喻這「完滿的是」：「甚且因為有最

終的終點，是已經完滿的（或，早已被啟蒙而為神聖的）（tetelesme/non e0sti/），

在每個面向都與這完美的球體相似，從中間往每個方向都是相等的；必定不會在

這裡或那裡多一點或少一點。由於既不會有『那不是的』，（「那不是的」）會阻止

它成為相同的，也不會有那會在這多一點在那少一點的『是』，因為那未被侵犯

的（或，未被褻瀆的）是『全』。它在每個面向都與自己相等，並同時在終點相

會。」（B8.42-49）在被均衡、對稱地限制為如球體般完滿的情況下，這已完滿

實現的「是」是不動的一。11 

 

    現在，我們要來討論真理之路的另外兩個面向：第一，關於「辨識思考」與

「是」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能否完全地、可逆地等同？第二，那可辨識思考到

真理的心靈如果也會犯錯的話，那麼，巴曼尼德斯又如何解決這個難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大致有三個段落談到：○1 B3「同一者即是『辨識思考』

也是『是』。」（to\ ga\r au0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2 B6.1「所論說與辨識思

考的（to\ le/gein te noei=n）必須是在那是的。」○3 B8.34-36「辨識思考與那使辨

識思考得以可能的條件乃是相同的；若沒有『是』，那已經被宣稱的乃在『是』

裡，則你將無法發現辨識思考。」其實我們可從這當中清楚地看到，「是」乃作

                                                 
10 在巴曼尼德斯的詩裡，正義女神（Di&kh，B8.14）與必然（ 0Ana&gkh，B8.30）以及命運（Moi=ra，
B8.37），都是具有相同的功能，就是束縛住「是」，使「是」為不動的；若從另一方面來說，「是」

之為正義女神所持守、限制，乃正是因為「是」為已完滿實現的。 
11 在女神所指出的記號當中，「一」也許是最令後學者所熟悉的。但我們可發現到，巴曼尼德斯

在整篇詩作當中，提到「一」的段落只有兩處（B8.6 與 B8.54），且後者並不是指真理之路裡的

「是」。從巴曼尼德斯整篇的論證當中，我們可清楚的看到，巴曼尼德斯所論證的重點是「是」，

以及「是」與「不是」之間的完全判別，「已完滿實現的『是』」是女神論證「是」的核心，「一」

則是這「完滿的是」的必然結果，而這或許可從巴曼尼德斯以球體的完滿來比喻這「完滿的是」

當中得以看出，也許我們可借用亞里士多德對於「一」的觀點來說明：「圓形」是最能代表「一」，

這可從「圓形」作為「一個整體」以及「為完滿的」當中得以看出。（《物理學以後諸篇》D 
6.1016b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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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辨識思考」得以可能的條件以及所思考的對象，這兩者絕不會是可逆地完全

等同以致於如同笛卡兒的思維實體一般。儘管巴曼尼德斯在詩裡將「是」與「辨

識思考」稱為是相同的，但是很清楚的，「若沒有『是』，⋯，則你將無法發現辨

識思考。」（B8.35-36）因此，巴曼尼德斯之所以將「是」與「辨識思考」稱為

是相同的，其實是要指出這兩者之間是具有必然的相互連結，可說是同一件事，

但它們之間乃是具有不可逆的等同關係：我們可將「所辨識思考到的」視為是

「是」，但不可將「是」視為是「辨識思考」。 

 

    關於第二個問題，巴曼尼德斯儘管強調心靈（nou=j）是能夠辨識思考（noei=n）

真理且與「是」有緊密關係12，但如果會毀朽者慣於使用感覺經驗來探求真理的

話，那麼「心靈也可為錯亂的」（B6.6），這也是為什麼女神要告誡會毀朽者「你

要禁止你的辨識思考在這條探詢之路上（i.e.意見之路）」（B7.2），因為會毀朽者

的心靈很有可能會犯錯。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可注意到，在女神提到「辨識

思考」與「是」的緊密關係時，她亦提到了「論說」：「所論說與辨識思考的（to\ 

le/gein te noei=n）必須是在那是的。」（B6.1）並且，那以「論說」所帶來的「說

服」與「信任」也總是伴隨著「真理」13，那麼這似乎指出，女神希望會毀朽者

                                                 
12 請參考 B2，B3，B4，B6.1，B8.34-36。 
13 女神對愛智者指出：「你必須要學習所有的事情，包括說服性真理（a0lhqei/hj eu0peiqe/oj）其堅
定的心，以及會毀朽者的意見，在這些意見裡並沒有真正的信任（ou0k pi/stij a0lhqh/j）。」
（B1.28-30）；「來，我將告訴你，而你聽這個故事後且要真誠地傳達，只有什麼樣的探詢之路是

適於辨識思考的：一方面，那是的且不是是不可能的，這是說服的道路（因為它跟隨真理）。」

（B2.1-4）；女神並將對「是」的論說視為是「值得信任的論說」（pisto\n lo&gon）（B8.50）。另
外，關於 B1.29 裡「說服性」這個字詞的使用，其實還有另外兩個字詞是可替代的，一是 Diels
所使用的“eu0kukle/oj”（完美圓形的），另一個則是為 Proclus所引用的“eu0fegge/oj”（光輝燦爛的），

不過 Proclus的引用應明顯地來自新柏拉圖主義的影響。而對於 Diels所採用的“eu0kukle/oj”來說，

其實在 Diels依從 Simplicius提出“eu0kukle/oj”以前，“eu0peiqe/oj”是理解 B1.29的觀點，而後，雖
然大部分的學者遵從 Diels的觀點，但仍有部分學者（e.g. Jameson，D. Gallop，C. J. de Vogel）
仍是支持“eu0peiqe/oj”，Jameson提出他的看法而認為 Simplicius在他的引用當中其實是使用他所
不熟悉的語言形式所造成的誤用：Jameson認為，a0lhqei/hj eu0kukle/oj是一種勉強不自然的用語，

B 1.29 的 eu0kukle/oj（屬格），其原型是 eu0kuklh/j，但在 B 8.43 的 eu0ku/klou（屬格），其原型是
eu1kukloj，這同一個字以兩種形式出現，在荷馬與赫西奧的時代，是有不同的意義【-hj是被動
態，而-oj是主動態；之後-hj漸漸式微為-oj所替代，而此時的-oj則是被動態的意義】，而
在荷馬之後的巴曼尼德斯，應是使用 eu1kukloj；因此，即使巴曼尼德斯所處的時代仍是兩種形

式一起用的時代，但這同樣拿來指稱「是」的詞，是否可具有互相不同的意義（一為主動，一為

被動）﹖若是-hj漸漸式微，那麼在 B 1.29應是使用 eu0ku/klou，而不是 eu0kukle/oj，因此這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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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關於「是」的真實論說來幫助心靈來認知真理：如果這最初關於真理的真實

論說，能在愛智者真誠地傳達當中來說服其它的會毀朽者，使會毀朽者能對那來

自女神所教導傳授的論說有真正的信任並能以堅定的心來持守，那麼將不會遭受

會毀朽者的意見所襲擊（B8.61），並能以「論說（lo/gwi）來判斷這充滿爭鬥的

反駁（i.e.會毀朽者的意見）」（B7.5）。 

 

第二小節  會毀朽者的意見 

 

    在以球體的完滿來結束對「完滿的是」的討論後，女神說：「就在這裡我對

你停止這值得信任的言說（pisto\n lo/gon）以及對於真理的辨識思考；從這裡開

始學習會毀朽者的意見並聆聽在我所說的話中所展現的欺騙性秩序；由於他們在

心裡建立兩個形（morfa\j du/o）並為之命名，這兩者中的任一個皆不應被命名

（tw~n mi/an ou0 xrew&n e0stin）---就在這裡，他們早已誤入歧途---他們區分對立

的形（ta0nti/a de/maj）並設立那些彼此互相分離（xwri\j ap 0 allh/lwn）的記號，

在這，一方面，燃燒的輕飄火燄乃稀薄的，十分明亮，在所有的面向裡與自己相

同（e9wutw_i pa/ntose twu0to/n），但不與其它的相同；然而，在那，根據它自己

（kat 0 au0to/），與之對反的是黑暗的夜，濃密厚重的形。我對你說的這個安排是

最有可能的；因此不會有某個會毀朽者的意見來襲擊你。」（B8.50-61） 

 

    女神在這指出，如果這個最有可能的（e0oiko/ta pa/nta）、最具欺騙性秩序的

會毀朽的意見仍不能愚弄愛智者的話，那麼這也就表示，所有其它的欺騙性意見

更不能愚弄他，14因此，愛智者必須好好地理解這個最有可能的、最具欺騙性秩

                                                                                                                                            
Simplicius 不熟悉此種語言形式的緣故。Jameson, G.（1958）pp.21-26.筆者認同 Jameson的觀點：
其實恢復“eu0peiqe/oj”其原有的地位確實是可解決許多困難，尤其是呼應真理之路對於「說服—信
任」（peiqw/-pi/stij）的重視，這尤其展現在 B2.4。 
14 這觀點可見於 Fränkel, H.（1975）p.20.；Gallop, D.（1984）p.23；Stokes, M. C.（1971）pp.147-148；
Long, A. A.（1975）pp.83，91；Owen, G. E. L.（1975）p.54。另外，雖然 Tarán將 B8.60的“pa/nta”
（complete, whole）與“dia/kosmoj”（arrangement）一起讀，而使得這句話「我對你說的這完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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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會毀朽的意見。有死族類設立兩個彼此分離且對立的形---火與夜---：火與夜

這兩個形乃各自如同女神所指出的「是」一般，各是依據自身的自同者，（B8.29，

8.56-59）並與彼此不同，且這兩者一起相等地充滿著全部（ i.e.整個宇宙）

（B9.3-4），這指出，火與夜皆被會毀朽者認為是「是」，而這意味著會毀朽者設

立兩種「是」，這兩個互相對立的「是」各有其顯著特徵，稀薄輕飄與濃密厚重，

所有的東西都是依據這兩個互相對立的「是」而被命名，也就是說，這兩個力量

充滿了整個宇宙，（B9.1-2）所以，「大地與太陽與月亮與共同的大氣，以及在天

空裡的銀河以及最遙遠的諸神住所，以及星辰的熱力，是如何地急流騷動，生成

變化」（B11）以及所有其它會生滅的現象，皆能透過火與夜來解釋。因此，這全

部充滿著火與夜的宇宙，乃充滿著會生滅運動的「是」，也就是說，就會毀朽者

的觀點來看，這當中並沒有「不是」。 

 

    然而，就女神的觀點來看，儘管會毀朽者以為自己是在談論「是」，但事實

上，「不是」早就悄悄地側身在會毀朽者所設立的這兩個形當中：「『是』並不是

依據秩序而完全地被分散於每個地方，也不使它自己聚集在一起。」（B4.3-4）

女神在這指出，「是」事實上既不被分散也不被聚集，也就是說，「是」並不是如

同會毀朽者所說的是火與夜的聚合離散（i.e.火的稀散與夜的凝聚），因為，「是」

的稀散與凝聚必定引進「不是」來使「是」無法接觸「是」而被區分為較少與較

多（cf. B8.44-48）、較稀薄與較濃密，然而，在「是」被區分為較少與較多當中，

「是」早已不是「完滿的是」，（cf. B8.22-25）而會毀朽者所談論的那充滿整個宇

宙的火與夜也早已側身在「不是」當中。因此，這也是為什麼女神會認為「這兩

者中的任一個皆不應被命名」（B8.54）15，因為在會毀朽者設立兩個（或，更多）

                                                                                                                                            
能的安排」（I will tell you the whole likely arrangement）與筆者採用 Fränkel, H.的讀法（i.e.將
“pa/nta”與“e0oiko/ta”一起讀）略有不同，不過，基本上大家對於 B8.60-61的理解是一致的：Tarán
認為，女神在這裡所提及的會毀朽的意見其實是會毀朽者所犯的基本錯誤，所有其它的會毀朽的

意見都可還原至這個基本錯誤裡，這個基本錯誤乃被女神當作是範本教材。Tarán, L.（1965）
pp.225-228. 
15 B8.54 “tw~n mi/an ou0 xrew&n e0stin”是意見之路裡最具爭議性的段落，這不僅牽涉到到底應如何

看待這兩個形，而且這個看待又會成為理解意見之路的關鍵。筆者的立場已在內文裡說明，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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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當中，皆早已預設了「不是」，也就是，這兩個形沒有一個可被視為是「是」。

因此，就在會毀朽者以兩個形來理解這整個宇宙的同時，會毀朽者所踏上的探詢

之路乃是返回迴轉的（B6.9），並遊蕩在「不是」裡。這意指著，「意見之路」其

實就是那完全不可知的「不是」：傳統的觀點認為16，巴曼尼德斯提供三條探詢

之路，一是「是」，二是「不是」，三是「混淆『是』與『不是』的意見之路」，

然而，Tarán指出17，若「不是」（或，完全地無）是完全地不可知、不可被辨識

思考、沒有名字以及無法被實現的（B2.5-8，B8.17-18），那麼那承認生滅現象、

將「是」歸給「不是」、並對生滅現象加以命名的會毀朽的意見也只是會毀朽者

所「虛構編造」的（B6.5），也就是說，「意見之路」如同「不是」一樣，都是無

法去探詢的，如果有人認為他正走在意見之路上，那麼他一定是受幻想所苦。因

此，那唯一一條可讓會毀朽者真正踏上的探詢之路只有「是」，所有其它的則是

「完全地無」。 

 

第二節  柏拉圖從巴曼尼德斯當中所看見的真理風貌 

 

 

                                                                                                                                            
為學者們通常對於這個段落有豐富的討論，所以筆者認為，也許應一併指出其它的觀點以資讀者

參考。B8.54 “tw~n mi/an ou0 xrew&n e0stin”通常有四種解釋：○1 女神譴責會毀朽者，認為會毀朽者
不應先命名了兩個互相對立的形，之後又將這兩個互相對立的形命名為一（i.e.統一體），如此，
這兩個互相對立的形便在這統一體當中生成毀滅：「不應命名這兩個形的統一體」（a unity of which 
is not necessary to name），這主要是 Tarán, L.（（1965）p.220）的詮釋；○2 女神譴責會毀朽者，認
為會毀朽者所設立的形沒有一個是「是」：「這兩者中的任一個皆不應被命名」（not one of which it 
is right to name），這主要是 Cornford, F. M.（（1939）p.46），Stokes, M. C.（（1971）p.146），Miller, 
F. D.（（1977）pp.253-256）的詮釋；○3 女神譴責會毀朽者，認為會毀朽者不應建立兩個形，其中

一個應要廢棄：「其中一個應被命名（i.e.是），但另一個不應被命名」（one of them may be named 
and the other must not），這主要是 Aristotle（《物理學以後諸篇》A 5.986b27-987a2），Long, A. A.
（（1975）p.92），Gallop, D.（（1984）pp.10-11）的詮釋；○4 這是會毀朽者自己的觀點，會毀朽者
自己認為：「其中一個不可能沒有另一個而被命名」（one of them cannot be named without the other）
這主要是 Simplicius（In Ph. 31.7-9），Coxon, A. H.（（1986）p.220）的詮釋。至於更詳細的討論

可參考 Tarán L.（1965）pp.217-220，Stokes, M. C.（1971）pp.144-148，Guthrie, W. K. C.（1965）
pp.50, 54，Gallop, D.（1984）pp.10-11 and nn.28-31，Miller, F. D.（1977）pp.253-256。 
16 主張傳統觀點的學者，可參考 Tarán, L.（1965）p.228 n.61. 其它的學者還有，Cornford, F. M.
（1939）pp.31-33，Stokes, M. C.（1971）p.112-115，Coxon, A. H.（1986）p.181 ff. 
17 Tarán, L.（1965）pp.22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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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節  柏拉圖從巴曼尼德斯所承繼的論點 

 

    儘管柏拉圖批評了巴曼尼德斯的「是」18，然而，將巴曼尼德斯視如父親的

柏拉圖19，在他最根本的哲學思想上，仍是承續了巴曼尼德斯的「是」：「完滿的

是」終究還是成為柏拉圖相論的核心，而且，巴曼尼德斯在關於「辨識思考」與

「論說」能夠幫助會毀朽者認知真理的這個觀點上，對於柏拉圖來說，也同樣是

不言可喻的重要。 

 

    在《會飲篇》裡，女祭司對蘇格拉底所揭示的「愛若斯」（o9  1Erwj）---欲

求能永遠地擁有真正的美善---這個段落，不但簡明扼要地回答柏拉圖相論的核

心，而且也指出「辨識思考」與「論說」對於愛智者追求真理的重要性。在愛智

者透過層層上升即將進入最終奧秘之際，女祭司嚴肅慎重地要愛智者對於接下來

所要看見的美自身（au0to\ to\ kalo/n）要盡其所能地跟上，這是一個妙不可言的

奇觀：「○1 首先，（本性為美的）總是一直存在（a0ei\ o2n），既沒有生成也沒有毀滅，

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2 其次，它也不是這樣地美與那樣地醜，也不是有時美

而有時醜，也不是相對於某物是美的而相對於某物是醜的，也不是在這裡是美的

而在那裡是醜的，彷彿它可對某些人來說是美但對其他人來說是醜的。○3（對於

追求美自身的人來說），這個美對他而言並不是以一張臉或一雙手或任何身體上

的東西呈現出來，也不會是作為某種觀念或知識；它並不存在於任何地方的某個

東西裡，例如在動物裡、或在地上、或在天上、或是在任何地方。○4 而是，它總

是依據自身且永恆地與自身為一（a0lla\ au0to\ kaq 0 au9to\ meq 0 au9tou~ monoeide\j a0ei\ 

o1n），所有其它美的東西都只不過是分有它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其他美

的東西生生滅滅，這個美自身是完全不可能會變得有任何一點點較小或較大，也

不會遭受到任何的變動。」（《會飲篇》210e8-211b6）我們在這可看到，巴曼尼

                                                 
18 請參考《哲人篇》244b-245e。 
19 請參考《哲人篇》241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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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完滿的是」在這裡完全地展現，由於已是完滿實現而為不缺乏的，所以，

美自身既不會生滅也不會增減而為受命運束縛的「不動且完滿的『是』」，如此，

這「完滿的是」必定不會有時是、有時不是，某方面是、某方面不是，因為已是

充分實現的，如此當然也就不可能呈現在部分、不完滿的東西裡，由於美自身是

完滿的，因此，完滿的美自身可說是「在相同的狀態維持相同，根據自己而被固

定」（tau0to/n t 0 e0n tau0tw~i te me/non kaq 0 e9auto/ te kei=tai）（DK28, B8.29），作為

正義女神所限制、持守的不動的一。如此，當愛智者能在這最終奧秘當中直觀到

那只對靈魂眼睛（i.e.柏拉圖的「叡智」；巴曼尼德斯的「心靈或其辨識思考的活

動」）所顯現的美自身（cf.《會飲篇》212a4-5）20，並能生育關於真正美德（i.e.

關於美自身）的論說時21，那麼，愛智者將成為為神所愛並能為神聖不朽的有死

族類。（《會飲篇》212a） 

 

第二小節  柏拉圖對巴曼尼德斯的批判 

 

    然而，柏拉圖認為，就他自己的觀點來看，巴曼尼德斯的「是」不僅無法被

談論與思考，而且也讓那些製造錯誤與虛假的詭辯家有機可趁。就前者來說，若

「是」只能作為沒有部分、無法被區分的一，那麼這正是柏拉圖在《巴曼尼德斯

篇》第一組推論裡所批評的那無法擔負起任何的“是”的「孤絕的一」，在“什麼都

不是”的情況下，如此孤絕的一根本無法被談論與思考，因為這樣的一乃是完全

不存在的，而這也是為什麼柏拉圖認為，「如果一是」，那麼這個一必須作為一個

擁有許多部分的整體---且這當中的每一個部分也必須作為一個個的整體（i.e.作

                                                 
20 “nouj”（及其活動，“noei=n”）作為看見、辨識、思考到「是」或「相」的專屬者，乃為巴曼

尼德斯與柏拉圖所共同主張，巴曼尼德斯的主張已陳述於之前的內文裡，柏拉圖的觀點也散落在

本論文的各個討論當中，不過，柏拉圖倒是有一句話很直接地指出“nouj”與相之間的關係：那沒
有顏色、沒有形狀、不可觸的「真正的是」（i.e.相）只能為靈魂的領導者---叡智---所看見。（h9 ga\r 
a0xrw&mato/j te kai\ a0sxhma&tistoj kai\ a0nafh\j ou0sia o1ntwj ou]sa yuxh=j kubernh/th mo/nw| qeath\ 
nw|~）（《費德羅篇》247c8-10） 
21 愛智者以合理論說來掌握住相，已主要於第三章有詳細完整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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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如此我們才能對這整體以及當中的每一個加以命名與論說。就後者

來說，由於巴曼尼德斯對於「是」的討論乃是在「真值」的指導下引進「指涉」

與「存在性」的用法，然而，這樣的三合一用法卻容易將「假」（falsity）與「否

定」（i.e.不是）（negation）以及「不存在」（nonentity）全都混淆在一起，22以致

於讓巴曼尼德斯認為，凡是那以「不是」所指出的皆是那完全不可被辨識思考到

的「完全地無」，並因此讓會毀朽者所持有的虛假與錯誤的意見全都趕到「完全

地無」裡，並得以讓詭辯家宣稱---我們不可能對那完全不存在的進行思考與談

論，因此，我們不可能擁有虛假與錯誤的意見---（《哲人篇》260c11-d4），如此，

在這樣完全判然二分並招致詭辯的情況下，柏拉圖為了解決這樣的困境而試圖指

出：誠然，對於「不是」所指向的「完全地無」，我們確實只能將它完全排除在

思考與談論之外（《哲人篇》237b-239c），然而，「不是」還具有另一個意義，也

就是「相異」（i.e.與…不同）（cf.《哲人篇》257b-c），在這個理解當中，乃具有

那可被思考與談論的「是」---對柏拉圖來說，「是」是有不同的程度，在「不是」

所指向的「是」當中，這個「是」可以是指那在相數世界裡的相數者（或是，那

已在善的指導下以合理論說所掌握到的相），亦或是，那在現象世界裡且依附在

假意見裡的幻相---，例如，在一裡有多的相數世界裡，這當中的每一個之所以能

與許多其它的一相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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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使其是其所是的結果，23而在現象世界裡，那指陳與事實

相異之事（ta\ e3tera tw~n o1ntwn）的假信念或假意見（《哲人篇》263b），其所指

涉的對象也能有它們的存在，它們乃作為與真實者相像的幻相來存在（《哲人篇》

264d），依附在假信念或假意見裡（《哲人篇》260c）。 

 

 

 

                                                 
22 Kahn, C. H.（1969）pp.719-720. 
23 請參考本論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一小節，關於巴曼尼德斯第五組推論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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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至此，我們可看到，雖然柏拉圖對巴曼尼德斯的「是」有上述這兩點的不同，

但，柏拉圖相論的基本核心仍是如同之前所指出的是承襲巴曼尼德斯「完滿的是」

的觀點，而且，巴曼尼德斯肯定會毀朽者能夠認知真理的可能性，也正在柏拉圖

以相論來拯救那被巴曼尼德斯所摒斥的現象當中，而更為明確地展示在那以相來

形塑這個世界的神的意願與叡智當中，而這乃作為柏拉圖自己的真理之路的最終

磐石。這些有所承繼、又有所批判的觀點也許可從《蒂邁歐篇》裡關於宇宙萬有

為何如此存在的討論當中得以看出：神，作為最善的原因與原理，絕不會形塑不

美、不善的世界，（《蒂邁歐篇》29d-30c）因此，一方面，神所用以形塑世界的

典型---相界，絕不可能是以那作為部分的典型來形塑，因為那作為部分的乃是不

完滿的，而那最為完滿且最美的典型乃是那包含所有智性生物的智性生物（i.e.

作為一個包含許多部分的整體），且在此典型因其完滿而為一的面向上，神並不

形塑兩個世界、甚或是無數的世界，而是只形塑一個那在所有的時間當中皆保持

為一的世界，（《蒂邁歐篇》30c-31b）而在另一方面，在神所形塑的這個最美、

最善的世界當中，有死族類能夠認知真理的可能性也在神的意願之下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