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巴曼尼德斯篇》裡的少年蘇格拉底相論 

 

第一節  《巴曼尼德斯篇》（Parmenides）的歷史背景 

 

    本論文研究的起點來自柏拉圖的《巴曼尼德斯篇》（Parmenides）。在如何理

解這篇對話錄的問題上，遠自柏拉圖學園裡就已流傳各種詮釋並持續紛擾至今，

也許到現在尚未有一個大家都滿意的解釋。這篇對話錄共分為序言以及兩個不等

的部分，而引起詮釋爭議的癥結點大致分為兩個問題：第一，如何理解第二部分

的意義？第二，如何理解第二部分與第一部分之間的關係？關於第一個問題，晚

期新柏拉圖主義者普羅克洛（Proclus）在他對《巴曼尼德斯篇》的註解裡1，將

以往對於第二部分的詮釋區分為邏輯的以及形上的這兩類詮釋。邏輯的詮釋可分

為兩種：一是爭辯性質的邏輯練習，學園裡的有些人認為柏拉圖在第二部分裡使

用與齊諾（Zeno）相同的方法來討論那些比齊諾所討論的感覺對象更為困難的智

性對象，想藉此指出這自我矛盾的結果同樣會發生在智性對象上；另一個是訓練

性質的邏輯練習，他們認為提出相論的少年蘇格拉底之所以遭到那些困境正是因

為沒有好好接受邏輯方法的訓練，所以第二部分所展示的便是以巴曼尼德斯的

「一」為實例的邏輯練習。形上的詮釋亦分為兩種：一是對巴曼尼德斯所理解的

存有加以探究，因為這些「相」（Forms）源自巴曼尼德斯的「一是」（the One 

Being）；另一個便是新柏拉圖主義者的詮釋，他們認為這篇對話錄的主旨是要對

那從一所流衍出的萬有做出說明，隨著論證的進行分別指向不同的存有階層。至

今，這兩類詮釋仍各有其支持者2。 

                                                 
1 Proclus, 1987. Proclus’ Commentary on Plato’s ‘Parmenides’ Trans. Glenn R. Morrow and John M. 
Dill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28-38（630.15-645.8） 
2 採取邏輯詮釋的學者，如 Tennemann與 Apelt認為第二部分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將伊利

亞學派的一引至荒繆的結論，這是一種爭辯性質的邏輯觀點；採取新柏拉圖主義者形上詮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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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第二個問題，有些人3認為這兩個部分是各自獨立的作品，應分開解釋，

但這個論點仍無法解釋這兩部分被合併在一起的事實：「柏拉圖如果把第二部分

與第一部分合併成了一篇，他讓第二部分在全篇中起什麼作用呢？」4因此，另

外的看法是認為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是有關連的，多數柏拉圖學者認為第二部分

的提出正是要解救那在第一部分裡被巴曼尼德斯所駁斥的少年蘇格拉底相論，而

由於對第二部分每位學者都有其各自不同的解讀，也導致解救少年蘇格拉底相論

也有各種方式，而不同的解救方式也跟著引起另外一個問題：柏拉圖的相論在經

過巴曼尼德斯的嚴厲批判後，是否被柏拉圖放棄了？關於這個問題，大致有兩派

論點：一派是一致論者（unitarians），一致論者認為柏拉圖從未放棄「相」作為

獨立自存且與現象分離的立場，柏拉圖在晚期對話錄對相所作的討論可視為是在

相論的基礎上所作的也許是有稍微修改但也可說是更深入、精緻的解釋；另一派

是修正論者（revisionists），修正論者認為柏拉圖將原本獨立自存與現象分離的相

改為存在於現象裡的種或類，這些種或類並未與個別感物分離。5但是，即使對

第二部分採取類似觀點的學者對於柏拉圖是否放棄相論這個問題也是有不盡相

                                                                                                                                            
者，如M. Jean Wahl則振新了普羅提諾（Plotinus）的詮釋，Dr. A. Speiser 不僅肯定黑格爾稱《巴
曼尼德斯篇》為古代最偉大的辯證法著作的評價，且也將他自己的神學觀點在這篇對話錄裡發揮

至極致。對於這兩類詮釋，Cornford, F. M.是比較同情新柏拉圖主義者的觀點，因為至少他們認

為這篇對話錄有著嚴肅的意義，不過他也同意 Taylor, A. E.的觀點，認為普羅提諾的詮釋並不與

《蒂邁歐篇》（Timaeus）及《法律篇》（Laws）裡的神學旨趣一致，而且 Cornford 認為，這些新
柏拉圖主義者，雖然有一些人試著去指出這裡所有全部推論的意義，但所研究的結果卻不完全一

致，還有一些人只滿足於揀擇其中的語句以支持他們的觀點而不顧及這些語句所處的脈絡。

Corrnford, F. M. 1939. Plato and Parmenides  vi-ix. 
3 例如Wilamowitz, Apelt, Wundt。Cornford, F. M.（1939）viii. 
4 陳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北京商務印書館 1982第一版，頁 388。 
5 區分這兩派的關鍵點在於《蒂邁歐篇》是否是晚期對話錄。Owen, G. E. L.在 1953 年發表 “The 
Place of the Timaeus in Plato’s Dialogues ”，Classical Quarterly pp.79-95這篇文章試圖反轉《巴曼
尼德斯篇》的寫作日期早於《蒂邁歐篇》。Owen 之所以挑戰傳統觀點是因為他認為這一組對話
錄（《巴曼尼德斯篇》《泰阿泰得篇》（Theaetetus）《哲人篇》（Sophist））乃形成一組批判柏拉圖

中期相論的主張，柏拉圖毋須在這一組對話錄之後再寫一篇肯定中期相論特徵的《蒂邁歐篇》。

四年後，Cherniss, H.在 “The Relation of the Timaeus to Plato’s Later Dialogue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1957）pp.225-266，詳細回駁 Owen的觀點，表明反對的立場。Dorter, K. 1994. Form 
and Good in Plato’s Eleatic Dialogues. pp.8-9. 此後，這兩種立論皆有學者支持，如 Sayre, K. M.支
持 Owen的觀點（Plato’s Late Ontology 1983. Appendix B），而 Prior, W. J.則支持 Cherniss的觀點
（Unity and Development in Plato’s Metaphysics 1985.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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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6 

 

    上述這兩個問題正是理解《巴曼尼德斯篇》的重要關鍵，如若「上述的這兩

個問題都沒有得到解決，既然這樣，就不可能做到正確地理解本篇“談話＂。」

7那麼我們應如何理解這篇對話錄？也許應從第一部分出發，因為第二部分的提

出確實是巴曼尼德斯在眾人的請求下所開始的，只不過這個緣由必須在仔細理解

第一部分之後才得以知曉，且若能釐清其中緣由，那麼也許能為我們指出理解第

二部分的線索。關於第一部分裡的少年蘇格拉底相論，陳康教授曾為文提出另一

種詮釋立場8，他認為少年蘇格拉底的相論並不是柏拉圖自己的，而是學園裡的

他人所理解的相論，柏拉圖在這篇對話錄裡是以巴曼尼德斯的身分對此種相論提

出批評並在第二部分提出一個新的相論。陳康教授的這條思考路徑奠基在兩個論

點上：第一，柏拉圖並未有所謂與現象分離的相論，這個分離（xwrismo&j）是

亞里士多德硬放在柏拉圖上的9；第二，晚於《巴曼尼德斯篇》而成的《哲人篇》

（Sophist），在對完全不動的相提出批評之後所提出的「種的連結」（koinwni/a tw~n 

genw~n）學說正是奠基在《巴曼尼德斯篇》第二部分的基礎上，也就是，第二部

分為「種的連結」提供了可能性。無論我們是否同意這樣的詮釋，都可以看到陳

康教授這樣的思考路徑為我們指出少年蘇格拉底相論是理解這篇對話錄的基

                                                 
6 例如，同樣認為第二部分只是提供一種辯證上的論證訓練的學者，如 Teloh, H.，Sayre, K. M.，
Ross, W. D.和 Guthrie, W. K. C.，前兩位對柏拉圖的相論是持修正論者的立場，但 Ross與 Guthrie
則是持一致論者的立場。Teloh, H. 1981. The Development of Plato’s Metaphysics. pp.169 ff.；Sayre, 
K. M.（1983）pp.37-39；Ross, W. D. 1951. Plato’s Theory of Ideas. pp.86，88，99-101，226-233；
Guthrie, W. K. C. 1978.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 pp.53 and 59-60。另一方面，以存有邏輯

的解讀方式（logico-ontological）來詮釋第二部分的學者，如陳康與 Cornford，雖然他們兩位的

內容是完全不相同：陳康教授是以相彼此之間的結合來同時證成相與個別事物的存在，並認為這

是柏拉圖的一個新的相論；而 Cornford則是以畢達哥拉斯學派的「限定與不定（the Limit and the 
Unlimited）」的觀點來詮釋第二部分。但兩位對柏拉圖是否放棄相論這問題則是持不同的看法，

陳康教授應可被歸為修正論者，而 Cornford則應屬於一致論者。陳康 《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

註》 註 393，頁 307-314；Cornford, F. M.（1939）p.99或是 Plato’s Theory of Knowledge: The 
Theaetetus and the Sophist of Plato.（1935）pp.268-272. 
7 陳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頁 388。 
8 陳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附錄一：“少年蘇格拉底”的“相論”考，頁 365-385。 
9 陳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頁 387，註 2。德國新康德馬堡學派，Cohen, H.與 Natorp, P.
將柏拉圖的相論賦予一種類似康德的批判哲學的方法論詮釋，將「相」視為是一種能夠揭露矛盾

論說的能力，並認為「相的分離」是亞里士多德強加於柏拉圖的相論裡，Ross, W. D.（1951）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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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唯有先確定少年蘇格拉底相論在第一部分裡所扮演的角色，如此才能釐清第

一部分所要傳達的意義，之後才有可能為第二部分找到解釋的可能。 

 

    因此，在接下來的討論裡，我們要先確定的是，少年蘇格拉底所持的分離的

相論，其引進的理由與相的特徵是否與柏拉圖在中期對話錄裡的相論一致？如若

經過考察之後是一致的話，那麼我們立論的基點便站在分離的相論上，並進一步

地希望能從這基點去尋繹巴曼尼德斯在第一部分裡對分離的相論所要傳達的態

度與意義，並以此為那由巴曼尼德斯在第二部分裡所展開的八組推論的理解尋得

新的線索。 

 

第二節  少年蘇格拉底的企圖 

 

第一小節  齊諾的主張 

 

    少年蘇格拉底提出相論的理由來自齊諾所指出的這段論證：「如果『是』是

多10，那麼『是』必定既相似又不相似，但這是不可能的；因為不相似者不能相

似，相似者也不能不相似吧？⋯所以，如果不相似者不能相似，相似者不能不相

似，那麼『是』不能是多的。如果『是』是多，那麼將遭受不可能的。」（《巴曼

尼德斯篇》127e）11在這段論證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齊諾所使用的矛盾律---「同

一者不能既是又不是」，且他將矛盾律所應用的對象放在感覺事物裡（《巴曼尼德

斯篇》130a1），指出同一個感覺事物能夠既是相似又不是相似的情況是不合理

的，藉此駁斥感覺現象的矛盾多並進而否定感覺現象的存在。但是少年蘇格拉底

認為，感覺現象的矛盾多可藉由他的相論來得到理解：那一個個依其自身的相

                                                 
10 在“ei0 polla/ e0sti ta\ o1nta”這句話裡，“ta\ o1nta”是複數的，但中文的「是」無法顯示出來。 
11 本論文在參照或援引所有柏拉圖作品處，皆以 Stephanus所編的頁碼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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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0to/ ti e3kaston ei]doj）可作為感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原因，這個感物之所以

是相似的是因為分有相似自身，那同一個感物之所以是既相似又不相似是因為分

有相似自身與不相似自身。（《巴曼尼德斯篇》129a）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相論

裡，少年蘇格拉底其實是使用兩種「矛盾的分類原則」來談論，而這兩種矛盾的

分類原則是依其所談論的對象的不同而區分出來的： 

 

○1 「限制性的矛盾的分類原則」---感覺對象是其所應用的對象。 

     

    這可見於《國家篇》（Republic）：「這很清楚的，同一個東西並不能在根據同

一個面向下與同一個東西同時地有遭受與其相反者或施作與其相反者的情況發

生。所以，當我們發現靈魂裡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時，我們將知道這不是同一個而

是多。⋯假如有個人認為那個人雖站著不動，但他的手跟頭在搖，便說這同一個

人是同時地既動又靜，我認為我們不應當這樣說，而應是說這個人的一部分靜，

另一部分在動。」（《國家篇》436b-c）在這個矛盾的分類原則當中12，時間與面

向（或部分）是其考慮同一個東西是否產生矛盾的條件，在這種矛盾的分類原則

的限制之下，同一個東西是可以承受相反者的指涉而不會產生矛盾，也就是，同

一個東西可以既是又不是，只要不是同時地以其相同的面向相對於同一個東西發

生遭受或施作與其相反者的情況就可以了。這樣的矛盾的分類原則便在它所限定

的條件之下包容了那些會變動的、既是又不是的感覺現象13。 

                                                 
12 亞里士多德在《物理學以後諸篇》（Metaphysics）第四卷第三章提出那適用於萬有的最確定原
理---矛盾律：「這原理是所有當中最確定的（h9 toiau/th pasw~n bebaiota/th a0rxh/）：同一個東西
不可能能在同時間、在相同的面向既屬於又不屬於同一物；⋯這是所有原理當中最確定的，⋯因

為沒有人會願意相信同一個東西能既是又不是，⋯凡是在進行推證活動的人們，必定指涉至這最

終極的信念，因為這原理本性上是關於所有其它公設。」（《物理學以後諸篇》G 3.1005b17-34）
這個矛盾律正與柏拉圖的限制性的矛盾的分類原則一致，只不過亞里士多德認為這是原理而非假

設，而柏拉圖則視之為假設：亞里士多德認為，那想知道萬有的人必須將這矛盾律視為是原理而

非假設（《物理學以後諸篇》G 3.1005b14-15）；柏拉圖則指出，我們不必去考察那些與此假設（i.e.
限制性的矛盾的分類原則）對反的意見而以為這假設是錯的，而是，我們依這假設前進，若一旦

發現這個假設不對，那麼就將所有從這假設當中所引出的意見通通取消（《國家篇》437a）。這兩

位哲學家對同一個律則抱持不同觀點，這樣的態度也顯示出他們對於「是或有」的研究有其不同

的詮釋與旨趣。 
13 例如：「這些東西以某種方式（pwj）顯得既是美的又是醜的。」（《國家篇》479a）「這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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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絕對的矛盾的分類原則」---依其自身的相是其所應用的對象。 

 

    這可見於《費多篇》（Phaedo）：「這個本質自身（au0th\ h9 ou0si/a），就是我們

在提問與回答的過程裡給予它『是』（to\ ei]nai）的合理論說，是否總是根據自身

在相同的狀態，還是會在不同的時間而為不同的？相等自身，美自身，以及每一

個是自身（au0to\ e3kaston o4 e1stin），為是（to\ o1n），且不曾允許任何的變動？它

們當中的每一個是，總是（a0ei\），根據自身而為一（monoeide\j o2n au0to\ kaq’ 

au9to/），根據自身而在相同的狀態，且絕不曾會允許有任何的變動？」（《費多篇》

78d）在另外的段落：「它總是依據自身且永恆地與自身同一而存在，所有其它美

的東西都是以某種方式分有它，在所有其它美的東西生生滅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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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211b）為了能夠作為感覺現象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原因，相必須

總是同一而不變動，如果它變動了而不是它原先的自己，在既是又不是的情況

下，它又如何能作為它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原因？因此，相是完全不能承受相反

者的指涉，相必須是完全不變動的是，必須總是依據自身而是其所是，必須為「完

全地是」14。正是在這樣的要求下，齊諾所使用的「同一者不能既是又不是」這

個矛盾的分類原則便被少年蘇格拉底拿來應用在不變動的相上，成為相所必須要

遵守的絕對的矛盾的分類原則。 

 

                                                                                                                                            
塊與木頭難道不曾在某個時候（e0ni/ote）在某個面向顯得是相等的（tw~| me\n i1sa），但卻在另一個
面向顯得是不相等的（tw~| d’ ou1）？」（《費多篇》74b） 
14 相的這個特徵很有可能是源自歷史上的巴曼尼德斯的哲學理論，例如：「一方面，那是的且不

是是不可能的」（B2.3）；「由於這永不能被強迫，那不是的可以為是」（B7.1）；「在相同的狀態維

持相同，根據自己而被固定。」（B8.29）柏拉圖曾在《泰阿泰得篇》183e 提到，他非常崇敬巴
曼尼德斯，認為他擁有一種非常高貴真實的深度；雖然柏拉圖在《哲人篇》244b-245e對巴曼尼
德斯的「是」提出批判，且這類似的批判也出現在《巴曼尼德斯篇》的第二部分裡，但他也在《哲

人篇》241d 指出他將巴曼尼德斯視如父親，而這句話其實也道出柏拉圖認為他自己的哲學思想

有一部分的血緣是承自巴曼尼德斯。關於這位歷史上的巴曼尼德斯的主要哲學思想，以及，他與

柏拉圖在哲學論點上的關係，筆者將在第四章作出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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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年蘇格拉底認為，齊諾用來否定感覺現象的矛盾多的論證是無效的15，因

為感覺現象的矛盾多可透過他的相論得到理解。少年蘇格拉底的這個企圖，隱約

指向了《費多篇》：在相是作為感覺現象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原因的情況下，雖然

變動的感覺現象顯得是矛盾的多，但因為它們分有相，所以能使我們透過那分有

相的感物，回憶起那根據自身而為一的相並進而回復關於相的知識。在少年蘇格

拉底認為人們可獲得知識的要求下，他所提出的這個作為知識條件的相，就必須

遵守絕對的矛盾的分類原則：在完全不能變動的情況下，相必須與變動的現象完

全分離（xwri/j），而且還必須與彼此分離，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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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唯有如此才能保有相在原因上的地位。 

 

    那麼，這裡的「分離」意義我們應如何正確理解？在彭文林教授《倫理相與

分離問題》的著作裡對此有清楚的說明，且讓我們據引以為理解的方針：「由以

上對『xwrismo/j』17一詞的字源分析看來，可以推出以下的兩點：一、『separatio』

一詞的意義顯然是指：某自同的有不與其它的互相混合。二、『transcendence』

一詞的意義顯然是指：將萬有分成兩個不同的種類，使兩者之間存在著一空有，

並且設定一類的有在另一類的有之上，而且說明在上的有與在下的有之間的關係

為：『transcendence』（升登）。因此，將『xwrismo/j』一詞理解為『separatio』

                                                 
15 在《哲人篇》251a ff.與《費樂柏篇》（Philebus）14d，柏拉圖皆有提到這類似於齊諾在這裡所

提的一多問題：那些詭辯家認為，我們不能以許多字詞來稱呼同一個東西，例如，若說「一個人

是善的」，那麼便是使這一個人不是一而為多，而只能以「善」說「善」，以「人」說「人」；或

是，一個人有著相反性質（例如，又高又矮，又胖又瘦，諸如此類的指涉），也是使一不為一而

為多。亞里士多德也提到，在蘇格拉底那個時代，人們對於相反者的談論感到困惑，不過蘇格拉

底對於釐清此類詭辯談論則提出貢獻：定義與歸納論證。（《物理學以後諸篇》M 4.1078b24-29）
關於這類一多問題，少年蘇格拉底並不認為這有什麼好奇怪的（《巴曼尼德斯篇》129b1），因為
他的相論可解決這些問題。柏拉圖則在《費樂柏篇》14d藉蘇格拉底之口，稱這類問題是幼稚膚

淺的。 
16 少年蘇格拉底在《巴曼尼德斯篇》129c-e 這五個段落裡不斷提及，如果有人能夠證明，那些

獨立自存的相會承受相反者的影響、或是能夠結合與分離的話，那麼他會感到相當驚訝的。也就

是，他認為他所提出的這個相論並不會如同感覺現象那樣承受相反者的影響，這也點出少年蘇格

拉底認為他的相是彼此分離的，因為作為原因的每一個獨立自存的相是不能承受相反者的指涉；

另一方面，巴曼尼德斯也在 130b-c 確認了少年蘇格拉底所提出的相是與現象彼此分離，也在

130d1以及 135c10確認了少年蘇格拉底的相是彼此分離地獨立自在。 
17 “xwrismo/j”與“xwri/j”有其字源上的臍帶關係。彭文林《倫理相與分離問題》明目文化事業 
2002，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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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transcendence』，分別代表其對哲學價值的不同認定。『separatio』意指：萬

有的獨立自在，然而卻不涉及其價值上的高低。『transcendence』一方面確立其

價值上的高低，另一方面，只允許價值高者通往價值低者，卻又不允許價值低者

升越至價值高者處。」18 

 

    在這樣的理解下，我們可以說：在完全不動的相作為變動的感覺現象的原因

之下，它們之間的分離是在升登之下的彼此獨立自在的關係；而相彼此之間的分

離，則是彼此獨立自在的關係而沒有升登的意義。 

 

第二小節  設置相論：相（ei]doj）與合理論說（lo/goj） 

 

    經過上述的分析之後可得知，少年蘇格拉底所持的相論是一個分離的相論，

而且這個相論在引進的理由與相的特徵上與柏拉圖在他那篇引進相論的中期對

話錄《費多篇》非常相似。因此，接下來便是要就相論引進的理由以及相的特徵

這兩點，來分析少年蘇格拉底相論與《費多篇》的相論，並能就分析的結果來達

成這兩個相論其實是同一個相論的立場。 

 

（一）相論引進的理由 

     

    少年蘇格拉底引進相論的理由已在第一小節作出詳細說明，於此再簡要指

出，這理由是：因為感覺現象本身的矛盾多並無法單憑自己而被理解，也就是，

感覺現象本身的矛盾多並無法能夠作為自己為何是如此存在的原因，因此，少年

蘇格拉底這樣認為：「因為對我而言，似乎是以這樣的方式（i.e.提出相論）才能

毫無困難地指出這些事物受到相似與不相似以及其他諸如此類的影響。」（《巴曼

                                                 
18 彭文林《倫理相與分離問題》，頁 4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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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斯篇》135e）而這個便是少年蘇格拉底之所以引進相論的理由。在《費多篇》，

雖然靈魂不朽的論題是其行進的主軸，且相論似乎是在作為輔助證成靈魂不朽下

所提出的，但是，蘇格拉底之所以設置相論的理由並不是在靈魂不朽的論題下，

而是在探究生成現象為何如此存在的原因之論題下所提出的。蘇格拉底對於以感

覺現象作為解釋生成現象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原因感到困惑不解（《費多篇》97b），

因為以這些感覺現象作為原因的解釋並不是安全可靠的，理由如下： 

 

○1 同一個原因會導致相反的結果。 

例如，甲比乙高一顆頭，一顆頭是甲比乙高的原因，但這同樣的一顆頭也正是使

乙比甲矮的原因，如此，同一顆頭竟導致較高與較矮這兩種相反的結果。（《費多

篇》100e-101a） 

 

○2 相反的原因會導致相同的結果。 

一方面，將那各自為一的東西並排在一起成為「二」，另一方面，將一個東西分

開成一半也為「二」；「並排」與「分開」這兩個彼此相反的原因竟會造成相同的

結果。（《費多篇》97a-b） 

 

○3 原因居然具有造成相反於自己的結果的因素。    

例如，一個高大的人比另一個矮小的人高一顆頭，這一顆頭是小的，但卻能使這

個高大的人為高大的，也就是「小的」會產生「大的」結果。另外，「十」比「八」

為大，但卻是因為那比「十」要小的「二」；而二腕尺之所以比一腕尺長，居然

是因為那比二腕尺小一半的長度。（《費多篇》96d-e，101b）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蘇格拉底認為這些以感覺現象作為原因的解釋都不能

釐清困惑，反而讓自己像瞎了一樣而為無知的（《費多篇》96c）。之後，儘管無

法能從安納撒哥拉斯（Anaxagoras）或其他人那裡學習到生成現象到底能在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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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原因的安排下是最善與最好的（to\ a1riston kai\ to\ be/ltiston），他這次決定不

以那由感官知覺所知覺到的現象來進行原因的研究，而是要以「合理論說」

（lo/goj）19來進行原因的研究：在進行每一回合的探究之始，蘇格拉底要先設

立他認為是最可靠的合理論說（lo/gon o4n a2n kri/nw e0rrwmene/staton ei]nai），凡

是與之符合者，則為真，不與之符合者，則為不真。（《費多篇》100a）在這樣的

條件下，蘇格拉底展開他對原因研究的合理論說：「相等自身，美自身，以及每

一個是自身（au0to\ e3kaston o4 e1stin），為是（to\ o1n），且不曾允許任何的變動？

它們當中的每一個是（au0tw~n e3kaston o4 e1sti），總是（a0ei\），根據自身而為一

（monoeide\j o2n au0to\ kaq’ au9to/），根據自身而在相同的狀態，且絕不曾會允許有

任何的變動？」（《費多篇》78d3-8）「我將試著對你指出，關於我那已用心研究

的原因本性（th~j ai0ti/aj to\ ei]doj），我回到那已多次被提及的且我亦從那些開

始，設定有美自身（u9poqe/menoj ei]nai/ ti kalo\n au0to\ kaq’ au9to\）、善自身與大自

身以及所有其他的，⋯，似乎對我而言，如果有那除了美自身之外的其它東西是

美的話，它的美不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分有美自身，而所有的皆是如此。」（《費

多篇》100b3-c7）「所有美的東西都是因為美自身（tw~| kalw~|）才變得是美的。」

（《費多篇》100d8-9） 

 

    在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蘇格拉底認為以相來作為解釋生成現象之所以如此

存在的原因是最為合理的論說，因為以相作為原因是最為安全可靠的解釋（《費

多篇》100d9）：在相作為原因當中，○1 同一個原因絕對不會導致相反的結果；○2

                                                 
19 蘇格拉底並不認為他以合理論說來進行原因的研究，其有效性會比自然哲學家使用感覺所得

知的知覺物要來得少，他在《費多篇》100a 暗指，合理論說與知覺物都如同是關於真實者的仿

本影像（ei0kw&n），都可幫助人探究生成的原因：那些在日蝕下想要以知覺來研究太陽的人，必須

看著太陽在水中的影像，如此才能免於暈眩或瞎眼的後果；對於不信任這種影像的蘇格拉底來說

（i.e.他並不認為知覺物是好的影像），他認為作為另一種影像的合理論說也能是他探究原因的方

法。關於將合理論說視為仿本影像的觀點，可見於《克拉梯樓斯篇》（Cratylus）：由於辯證家對
於事物的本性（i.e.相，fu/sij, au0to\ o3 e2stin, ei]doj，這三個字詞皆具有相同的所指，見於《克拉

梯樓斯篇》389a-e）有正確的認識，因此能夠模仿事物的本性來設立那最能表達事物本性的字詞，

（《克拉梯樓斯篇》390d-e）所以由辯證家所設立的字詞便是最好的影像，合理論說或語句（lo/goj）
是由字詞（名詞與動詞）所組成的，因此也是一種影像（《克拉梯樓斯篇》423e，431b，4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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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原因絕對不會導致相同的結果；○3 原因必定具有能夠解釋其所造成的結果

的因素。總而言之，同一個原因，產生同一個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感覺現象

的矛盾多可藉由蘇格拉底所提出的這個合理論說---相論---得到理解。 

 

    相之所以能夠作為原因是因為它是與現象分離的不變動者，這個不變動、依

據自身而是其所是的相，並非可由肉體的感官知覺所得知，因為凡是由感官所知

覺到的都是變動無常的（《費多篇》79a），這不動的、依據自身的是者是無法能

以感官所掌握（《費多篇》65d），只有那可與肉體分離的靈魂才能掌握：在靈魂

依據自身不受肉體牽扯的情況下，靈魂根據她自己來對這每一個純淨的依據自身

的是者（i.e.相，au0to\ kaq’ au9to\ ei0likrine\j e3kaston tw~n o1ntwn）進行推論思考

（tw~| th~j dianoi/aj logismw~|），（《費多篇》66a）並在提問與回答的過程裡，以

合理論說（lo&goj）指出相，也就是「給予它『是』（to\ ei]nai）的合理論說」（《費

多篇》78d1-2）。也就是，靈魂是在自己所提出的合理論說當中獲得關於不變動

的相的知識，而蘇格拉底正是要以此知識來界定、釐清感覺現象的矛盾多。 

     

    《費多篇》裡的蘇格拉底以合理論說提出相論來進行原因的研究，這個方法

也是少年蘇格拉底在《巴曼尼德斯篇》裡所使用的20。至此，我們可得知，少年

蘇格拉底的相論與《費多篇》的相論，其引進的理由都是因為感覺現象本身的矛

盾多並無法能夠作為自己為何是如此存在的原因，而必須以合理論說所引進的相

論來進行原因的研究。 

 

（二）相的特徵 

 

                                                 
20 儘管巴曼尼德斯批評了少年蘇格拉底的相論，但他仍然很讚賞少年蘇格拉底不願意將探究限

制於可見的感覺事物裡，而是探究那些以合理論說所理解的，也就是相。（《巴曼尼德斯篇》

135e2-5）；另外可見於（《巴曼尼德斯篇》130a1-3, 130b1-2, 135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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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離：相不僅與現象分離，也與彼此分離。 

 

    為了能夠使感覺現象的矛盾多得到理解，作為原因的相必須總是同一而不變

動，必須是完全不動地與自身同一，在這樣的情況下，相必須與現象分離，也必

須與彼此分離：關於少年蘇格拉底相論的特徵已在第一小節作過詳述21，於此不

再累述；《費多篇》，除了同樣以變動與否作為相與現象的區分之外，蘇格拉底也

在另一個段落，將不動的存有（i.e.相）歸屬為不可見的存有領域以與可見的變

動存有領域（i.e.感覺現象）劃分開來而為不同的存有層級，（《費多篇》79a）而

這也說明了相與現象在存有上是完全地與彼此分離，關於這一點，《巴曼尼德斯

篇》也有類似的觀點22；在相彼此的分離上，蘇格拉底也提到相反者自身（i.e.

彼此相反的相）必須互相分離（《費多篇》102d-103d），以及那些雖然不與之相

反但總是包含與之相反的（e1xei a0ei\ ta0nanti/a），也必須與那相反者自身分離（《費

多篇》103e-105b），例如，「奇數」與「偶數」相反，「3」雖不與「偶數」相反，

但因為「3」總是包含了「奇數」，所以「3」絕不接受「偶數」；這個論點，雖然

似乎隱約指出有些相彼此之間是相容的，但這樣的相容並不代表它們在存有上失

去其獨立自在的特性，例如「3」與「奇數」雖是相容的但彼此仍是獨立自在的，

否則便不能作為自己。這個相容但又彼此獨立自在的特點並未在《費多篇》裡明

確發展23。基本上，蘇格拉底在這裡比較強調相彼此之間的分離24，這樣的作法

也許是要將重心擺在：那作為原因的相必須是不動地與自身同一的是者。 

      

○2 分有與同名（o9mw&numa） 

 
                                                 
21 請參閱第一章第一小節或註十五。 
22 關於將相視為是不可見的，可見於《巴曼尼德斯篇》130a1-2，135e2。 
23 關於這個論點，一方面，柏拉圖有在《哲人篇》裡提出專題的討論，另一方面，這乃與巴曼

尼德斯所提供給少年蘇格拉底的訓練以及在本篇對話錄第二部分所提供的遊戲有著密切的關係。 
24 例如，「（靈魂）運用純淨的思考自身來盡力地追求每一個純淨的依據自身的是者（i.e.相，au0to\ 
kaq’ au9to\ ei0likrine\j e3kaston tw~n o1ntwn）（《費多篇》66a2-4）；還可見於《費多篇》65e1，75c-d，
78d，10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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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所說的，你似乎認為有些相存在著，這些分有它們的其它的，擁有它

們的名字，例如，分有相似，便變得是相似的，分有大，便變得是大的，分有美

與正義，便變得是美的與正義的，是嗎？」（《巴曼尼德斯篇》130e6-131a3）；「他

們同意每一個相是存在的，且這些分有它們的其它的，擁有它們的名字。」（《費

多篇》102a13-b2）。這兩段共同指出，現象正是藉由分有相而以與相同名25的方

式存在。 

 

    於此，從上述關於相論引進的理由以及相的特徵這兩個論點當中可以知道，

少年蘇格拉底所持的分離的相論其實正與柏拉圖中期對話錄《費多篇》的相論一

致。接下來，我們便要以這個分離的相論進入巴曼尼德斯的批評裡。 

 

第三節  少年蘇格拉底的困境 

 

第一小節  兩種誤會   

 

    在巴曼尼德斯要對少年蘇格拉底相論進行第一個批評之前，他不僅先確認了

                                                 
25 柏拉圖在《巴曼尼德斯篇》133d3，《費多篇》78e4以及《蒂邁歐篇》52a5，皆以「同名」（o9mw&numa）
來指稱相與現象之間的關係。不過，在亞里士多德回顧哲學歷史，介紹到柏拉圖的相論時，卻是

以「共名」（sunw&numa）來指稱相與現象之間的關係（《物理學以後諸篇》A 6.987b11），但在之
後批評相論時卻又使用了「同名」來說明它們之間的關係（《物理學以後諸篇》A 9.991a7），這
似乎有些矛盾。依照亞里士多德《範疇論》（Categories）第一章關於同名與共名的解釋：「同名」
是指，事物彼此有共同的名稱，但與其名稱相對應的那關於存有的定義是不相同的（ 9omw&numa 
le/getai w{n o1noma mo&non koino/n, o9 de\ kata\ tou1noma lo/goj th=j ou0si/aj e3teroj），例如，一個人

與一幅肖像皆擁有「動物」這共同的名稱，但關於它們各自的存有定義是不同的；（《範疇論》1a1-6）
「共名」是指，事物彼此不僅有共同的名稱，且與其名稱相對應的那關於存有的定義也是相同的

（sunw&numa de\ le/getai w{n to& te o1noma koino\n kai\ o9 kata\ tou1noma lo&goj th=j ou0si/aj o9 
au0to&j），例如，一個人與一頭牛，不僅擁有「動物」這共同的名稱，它們各自的存有定義也是

相同的。（《範疇論》1a6-10）柏拉圖視相與現象之間是「同名」的關係，但這同名的意義應與亞

里士多德自己所理解的不同，因為就亞里士多德來看，同名者之間它們的存有定義是不同的，也

就是沒有相同的存有意義，但是，就柏拉圖來說，儘管相與現象分屬不同的存有階層，然而現象

之所以如此存在正是因為分有相的結果，也就是從相那裡獲得了如此存在的意義；另一方面，亞

里士多德自己所理解的「共名」，是否能完整論說相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有待考慮的，

因為相與現象是分屬不同的存有階層，i.e.相總是如此，但現象不總是如此，那麼，在這樣的情

況下，現象還能與相有相同的存有定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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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蘇格拉底是如何論說他的相論，並且也在這段話後隨即加入一句頗令人玩味

的話，而這正是開啟他之後連串批評的基礎：「告訴我，你自己曾如你所說的這

樣區分，○1 一方面是獨立自在的相，○2 另一方面是那些與相分離的分有相的（ta\ 

tou&twn mete/xonta），是這樣嗎？○3 且似乎對你來說，相似自身與我們所擁有的

相似（h9mei=j o9moio/thtoj e1xomen）是分離的？」（《巴曼尼德斯篇》130b2-6）我

們在這可注意到，巴曼尼德斯在第三句以「我們所擁有的相似」接替了第二句的

「分有相的」，這樣的接替其實在這並沒有發生論證上的斷裂，但在之後隨著巴

曼尼德斯與少年蘇格拉底彼此對話的進行，這樣的接替便在論證當中產生移轉並

進而引起兩種誤會： 

 

（一）第一種誤會：相成為現象裡的一員（i.e.物體化），且為最完美

的範例。 

 

    其實這樣的接替並無不可，只是不能顛倒了原因順序。因為現象個物必須是

先分有相，如此才能在擁有相所賦予的存有意義底下來如此存在，如果忽視現象

個物對相的分有所具有的原因上的意義，而直接以現象個物所擁有的來解釋它們

的如此是的話，那麼在相與現象個物同名的情況下，便會很容易地將那作為原因

的相貶化為如同現象個物一般也必須以所擁有的來解釋自身的是。在這樣的情況

下，相便被物體化為如同現象個物一般，且為最完美的範例：「如果有那除了美

自身之外的其它東西是美的話，它的美不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分有美自身。」（《費

多篇》100c4-7）在這句話裡，由於作為原因的美自身必須要能夠解釋所有那些

分有它的其他東西，因此，如果美自身不是它自己而是別的，那麼便不能作為原

因，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很自然地認為「美自身是美的」，而且很有可能會

進一步地誤以為美自身是那最能展現美的東西，然而若是如此，我們便是將美自

身當成是存在於現象裡的一個最完美的範例。但是，這其實是一個誤會。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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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美自身是美的」來和「查米迪（Charmides）是美的」相比較，便能知道

這兩者的情況是完全不同：查米迪必須藉由展現他所擁有的美來解釋他是美的，

但是，美自身是不需要的，因為美自身的是並不是由於分有什麼別的而必須要以

所擁有的來解釋它自己的是，這種要以其所擁有的來解釋其所以是的方式是屬於

現象個物的存在方式，作為原因的美自身乃是與現象完全不同，這是因為美自身

與美的現象是分屬不同的存有層級。我們必須要體認到，現象個物之所以擁有某

某存在，是因為它分有了某某相，這兩者是不能互相任意地取代。然而，少年蘇

格拉底並未辨識到其中的差異，而在巴曼尼德斯有意的引導下陷入了困境。 

     

（二）第二種誤會：相存在於分有它的現象個物裡。  

 

    讓我們先對這兩句分別做出簡易的標示：「分有相的」，標示為「x（現象個

物）分有 F（i.e.相）」；「我們所擁有的相似」，標示為「x 擁有 f（在現象裡的性

質，例如『相似』）」。在原因的順序上，我們應說「x擁有 f」是因為「x分有 F」。

在《費多篇》，蘇格拉底常將由「x分有 F」而來的「x擁有 f」指向「f在（e0n）

x 裡」：「在這些當中，你不會認為 2的產生是因為其它的原因，除了是分有『二』

（a0ll’ h2 th\n th=j dua/doj meta&sxesin），那些想要成為 2的必須分有『二』，那些

想要成為 1的必須分有『一』。」（《費多篇》101c4-8）「西米亞（Simmias）不是

因為本性上是西米亞而超過蘇格拉底，而是因為他所剛好擁有的大（a0lla\ tw~| 

mege/qei o4 tugxa&nei e1xwn）；且他也不是因為蘇格拉底是蘇格拉底而超過蘇格拉

底，而是因為蘇格拉底擁有那相對於他的大的小（a0ll’ o3ti smikro&thta e1xei o9 

Swkra&thj pro\j to\ e0kei/nou me/geqoj）。」（《費多篇》102b10-c4）「似乎對我來說，

大自身絕不願意同時既是大又是小，且在我們這裡的大（a0lla\ kai\ to\ e0n h9mi=n 

me/geqoj），絕不會接受小也不會願意被超過，⋯，如此，在我們這裡的小（to\ 

smikro\n to\ e0n h9mi=n），絕不願意成為大或是大的。」（《費多篇》102d6-e8）。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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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例子當中，蘇格拉底是很清楚地以這些語彙來表示相與現象之間的關係，凡是

以「分有」所指向的對象皆是「相」，凡是以「擁有」或「在我們這裡的」所指

向的皆是「在現象裡的性質」；不過，這樣的用語其實也很容易讓人產生誤會。

因為，雖然蘇格拉底說「x擁有 f」是因為「x分有 F」，但在他將「x擁有 f」指

向「f在（e0n）x 裡」時，很有可能也會讓人誤以為「x分有 F」也可指向「F在

x 裡」，而以為那在 x 裡的是 F（i.e.相）。這樣的誤解，也即將在之後的討論當中

出現。 

 

第二小節  來自分離與分有的三個困境 

 

（一）第一個困境：也能有卑下者的相嗎？ 

 

    在巴曼尼德斯的追問之下，雖然少年蘇格拉底贊同有那些關於相似、一、正

義、美、善…等一個個相的存在，但是在面臨是否有諸如自然物（e.g.人、火、

水…）甚至是泥土、毛髮、污穢物…等的相存在時，少年蘇格拉底顯得猶疑不定。

（《巴曼尼德斯篇》130b9-d11）因為在相是作為那使現象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

原因之情況下，相必將作為這些現象個物所要盡力追求、模仿的典型，然而，這

卻在一方面使得那作為使現象裡的污穢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必須是最污穢的典

型，並且在另一方面又使得現象裡的污穢物必須盡全力變得更污穢，而這似乎與

少年蘇格拉底將善作為相論的最終原理的價值性論點26完全不同而使得他陷入

弔詭的困境當中。造成這個困境的主要原因，正是來自於少年蘇格拉底所設立的

                                                 
26 作為目的價值論的相論：在《費多篇》裡，雖然蘇格拉底最後是以相作為解釋現象的原因，

但他承認這並不是他的首選決定，因為他所要知道的那個“能安排萬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為最好的”
的原因，暫時還沒有一個探詢的結果；儘管如此，他所提出的這個相論仍被賦予這樣的一個目的

論的使命意涵，也許其功能不能完整如前者，但至少能解釋感覺現象的矛盾多，使它們的存在不

至於被認為是荒謬的而遭到被完全否定的命運。《費多篇》97c-99c；另外可見於《國家篇》505a，
508e，5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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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被「物體化」的結果：相作為與現象個物同名的依據自身的一，很容易在作為

被現象個物所模仿的典型當中被物體化為一個最完美的範例，而如果毛髮、污穢

物也有相，那麼這個相便被物體化為是一個最完美的毛髮、最完美的污穢物，然

而這卻使得具有價值性特徵的相論掉入荒謬的深淵當中。 

 

（二）第二個困境：相是否能夠在完成其存有論與知識論上的功能之

同時，還能夠保持其作為依據自身的一？ 

 

○1 整個分有。 

     

    在確認了相是與現象分離的依據自身的一之後，巴曼尼德斯提供兩種分有相

的選擇：現象個物要不是分有整個相，不然就是分有相的一部分。（《巴曼尼德斯

篇》131a5-7）這裡先討論分有整個相的： 

 

○a 若是分有整個相，那麼，相將整個地同時存在於許多彼此分離的現象個物裡（e0n 

polloi=j xwri\j ou]sin o3lon a3ma e0ne/stai），如此，相不但與自身分離而且也不能

為一。（《巴曼尼德斯篇》131a9-b3） 

 

○b 不過少年蘇格拉底提出例子反駁，像「日光」（h9me/ra），儘管同時地在許多地

方，但仍可為一，不與自身分離，每個相（e3kaston tw~n ei0dw~n）便如同日光一

樣，雖然同時地在許多東西裡但仍可為同一個（e4n e0n pa~sin a3ma tau0to\n ei1h）。

（《巴曼尼德斯篇》131b4-7） 

 

○c 巴曼尼德斯則指出，那同時在許多地方裡的日光就好像拿一張帆布蓋在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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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認為這樣就是以整個一來對27多（e4n e0pi polloi=j ei]nai o3lon），然而，在

每個人都只能蓋到帆布的一部分的情況下，相便如同帆布那樣是可區分的，而不

能為一。（《巴曼尼德斯篇》131b8-c14） 

     

    在這段論證當中可看到，前述的兩種誤會已在這裡發酵：在如何分有的問題

上，少年蘇格拉底在巴曼尼德斯的引導之下，將那原本與現象分離的相誤當作是

可存在於現象裡的，而且還恍然不知地認為自己所討論的是相，然而，那能存在

於現象裡的並不是相，而是現象裡的性質。不過，在少年蘇格拉底提出「相如同

日光存在於許多地方裡」的例子當中，他其實仍意識到相與分有相的乃是兩種不

同的存有，因為「日光」與「許多地方」是兩種不同的存有。然而，最後在巴曼

尼德斯將日光的比喻巧妙移轉為帆布，使不可見的相類比為物質性帆布的情況

下，這被物體化的相不僅為可區分的而且也不能為一了，如此少年蘇格拉底再也

不能夠堅持相為依據自身的一。 

 

○2 部分分有。 

 

    在巴曼尼德斯將相物體化之後，開始進行部分分有的批評： 

○a 若一個大的東西之所以為大的，是因為分有那比大自身要來得小的一部分，也

就是大的東西是因為小的，那麼，這不顯得很不合理嗎？（《巴曼尼德斯篇》

131c15-d4） 

 

○b 那作為相等自身的一部分，在比相等自身要小的情況下正是不相等，那麼分有

                                                 
27 巴曼尼德斯在這以“ e0pi\ ”來說明一與多之間的關係，這與其它對話錄在形容相與現象之間的關

係時所使用的詞彙不同，通常是使用“ dia& ”或是表示原因的與格來說明相在原因上對於現象的意

義，例如，「所有它們都擁有同一個相，藉由這個（相）（di’ o3），它們是諸多德性」（《曼諾篇》

（Meno）72c7-8）；「所有美的東西都是因為美自身（tw~| kalw~|）才變得是美的。」（《費多篇》
100d8-9），還可見於《費多篇》101a4（dia\ to\ me/geqoj），101b8（mege/qei）等等。“ e0pi\ ”的使用
也表明了它不是作為原因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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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自身一部分的東西有可能能因此相等嗎？（《巴曼尼德斯篇》131d5-8） 

 

○c 在分有小自身的一部分的情況下，將發生兩種問題：一是，在小自身比它的一

部分要來得大的情況下，小自身將變得是較大的，那麼小自身就不再是自己了；

另一個是，那分有小自身一部分的東西，乃在它身上多增加了（prosteqh=|）小

自身的一部分，照理說應該變得比以前的自己要來得大，但卻因為分有小自身的

一部分而變得較小，這也很奇怪。（《巴曼尼德斯篇》131d9-e2） 

 

    在整個分有為不可能的情況下，巴曼尼德斯開始討論部分分有的可能性：其

實，這個部分分有的前提，早已指向不可能的結果，因為既然作為某某的一部分，

例如，作為相等自身的一部分，那麼便不是作為相等自身，那既然不是相等自身，

又如何能夠解釋它物是相等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再加上將相貶化為可分割的

物體，那麼必定引發上述的荒謬困境，例如，巴曼尼德斯將「分有小自身一部分」

裡的「分有」解釋為「（量的）增加」，這種物質性的說法並不符合當初「分有」

的意義，因為「分有」所指向的對象並不是物質性的東西，而是不可見的相。如

此，原本背負原因性使命的相，在這種以部分分有來解釋分有的情況下，到最後

竟無法能完成當初作為原因的存在使命。  

 

    上述這兩組論證，不論是整個分有或是部分分有，除了將相物體化之外，也

將所分有的相誤當作是可存在於現象個物裡的性質，因為相若要作為現象個物的

原因，似乎要能與現象個物有所連結，不然便無法解釋為何現象個物會是如此。

這種將相視為存在於現象個物裡的觀點，曾在柏拉圖學園裡討論過28：亞里士多

德提到，學園裡的埃優多克索（Eudoxus）試圖將相理解為類似存在於現象個物

裡的性質（《物理學以後諸篇》A 9.991a15-17），以解決相與現象之間因分離所產

生的分有問題；不過亞里士多德並不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方式，因為這將使得相不

                                                 
28 Cornford, F. M.（1939）p.86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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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一，因為要不是整個相存在於每個現象個物裡，以至於相在數量上為多，不

然就是每個現象個物皆擁有相的一部分，以至於相為可區分的而不能為一，而

且，相也將隨著現象個物的滅亡而滅亡，等等諸如此類的後果；29亞里士多德的

這些批評幾乎與巴曼尼德斯在這裡的批評相似，這似乎也指出，一方面，埃優多

克索的這種理解方式確實曾在學園裡被熱烈討論過，另一方面，這些在學園裡的

互相討論與批評，柏拉圖則在這篇對話錄裡，藉由巴曼尼德斯對少年蘇格拉底相

論所提出的批評中呈現出來。    

 

○3 第一個無限後退的論證---不斷顯現的「大」。 

 

    「我想，你之所以認為有一個個作為一的相的存在（e4n e3kaston ei]doj oi1esqai 

ei]nai），是出自於此：每當你認為這些許多東西是大的，也許似乎在你看著所有

（大的東西）時（i1swj dokei= pa&nta i0do/nti），會有一個相同的相，對著（e0pi\）

所有（大的東西），而這便是你認為大是一的來由；⋯那麼，大自身與其它大的

東西怎麼樣呢？若以同樣的方式，以靈魂來對看著所有（th=| yuxh=| e0pi\ pa&nta 

i1dh|j），不是又再度顯現一個大，以（這個大）（w{|）30，所有這些必定顯得是大

的？」（《巴曼尼德斯篇》132a1-10）如此繼續下去，又不斷地出現另一個大，以

至有無限多的大，至此，相不能再是單一的而必是多的。（《巴曼尼德斯篇》

132a11-b3） 

 

    這個可被看見的相，是已被物體化為最完美範例的相。藉由視覺上的顯現，

不斷地有另一個大顯現出來，因此造成相在量上的無限多。這種無限後退的論

                                                 
29 這是亞歷山大從亞里士多德《關於相》B版中所列舉的。Cornford, F. M.（1939）pp.86-87. 
30 這裡的與格並不是原因性的，而是代表方式（manner）：因為這些不斷出現的大，都是在那些

大的東西以及大的相被知覺到後才出現的，也就是，後起於這些大，這樣的大並無法能作為原因，

因為原因都是先於結果的。關於與格這裡的用法可參考 Fobes, F. H. 1957《Philosophical Greek》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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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也出現在亞里士多德對柏拉圖相論所提出的第三人論證的批評裡，雖然論證

的論點有些不同，但都一樣造成不斷地有另一個相出現：亞里士多德認為，那些

設立相的人，將那可指涉到若干個別物的字詞，視為是與這些個別物分離的獨立

自存者，也就是如同個別物那樣地獨立存在，那麼，如果有另一個不僅指涉到若

干個別的人還指涉到「人」這個相，那這個指涉到這兩方的字詞又是另一個獨立

自存者，也就是第二個相，那麼，一直不斷地指涉下去，就會不斷地出現一個又

一個的相，以至無限後退。31亞里士多德認為，這種無限後退的第三人論證起自

於一個錯誤的假設，也就是將普遍的字詞，例如「人」，視為是如同個別物那樣

的能獨立自存的實體32，如此，也正是將相物體化了。 

 

    這種由靈魂視覺性的對看，所不斷產生的一個又一個的相，讓少年蘇格拉底

想到一個可以免除因為這種對看所產生的無限後退的困境：他讓相作為在靈魂裡

的思考，（《巴曼尼德斯篇》132b4-8）這樣相就不會是那由於對著多而來的一，

也就是使相不要被當作是與現象個物一樣是可由視覺所顯現出來的，如此就不會

產生無限後退，而可保住相作為一的特徵。這裡也顯示出，儘管少年蘇格拉底不

能釐清這些困惑，但他仍隱約地認為相並不與現象個物是屬於同一個存有層級。

但是，巴曼尼德斯對此提出兩個反駁：○a 凡是思考必思考那是的（o1n），這是的

在對著所有（o4 e0pi\ pa~sin）的情況下皆為同一，而這個對著所有皆為一的正是相。

（《巴曼尼德斯篇》132b9-c8）巴曼尼德斯在這段話裡又將相物體化了，他以「思

考必有所對的是者」的論點來將相再度移置靈魂之外，使相再度成為對著多的

一，如此，少年蘇格拉底的這個方法又失敗了。○b 另一方面，如果相是靈魂裡的

思考，那麼所有分有相的東西，要不是都是會思考，不然就都是不思考的思考，

（《巴曼尼德斯篇》132c9-12）然而，並不是所有東西皆會進行思考，而且，思

                                                 
31 這是亞里士多德在《關於相》A版裡的論點。Cornford,（1939）p.89-90 n.4. 關於第三人論證，

還可見於《物理學以後諸篇》Z 6.1032a2-4，Z 13.1038b35-1039a4。 
32 《詭辯論駁篇》（Peri\ sofistikw~n e0le/gxwn）178b36-179a10；亞里士多德指出，那些設立相

為原因以及是獨立自存實體的人，他們最荒謬的地方莫過於，設立一些與這些可毀滅物相同的獨

立存在者，只不過它們是永恆不毀滅的可感物。（《物理學以後諸篇》B 2.997b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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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若不思考，那還能是思考嗎？因此巴曼尼德斯認為，相若是靈魂裡的思考，那

麼所有分有相的必陷入上述的困境。 

 

○4 第二個無限後退的論證---典型與仿本。 

 

    在作為一的相與作為多的現象之間到底是如何分有的問題上，經過前述種種

的討論之後，都陷入困境。於是，少年蘇格拉底提出另一種理解「分有」的論說：

相如同那穩穩立於自然裡33的典型（paradei/gmata e9sta/nai e0n th~| fu&sei），其它

的東西與它們相像（e0oike/nai）並是它們的仿本（o9moiw&mata），分有相便只不過

是與相相像（ei0kasqh=nai）。（《巴曼尼德斯篇》132d2-6）在這個論說之下，現象

與相之間的分有關係便轉為：現象與相相像並作為相的仿本。在這當中，作為典

型的相與作為仿本的現象之間乃存有一種原因上的決定：在現象是作為相的仿本

的情況下，作為典型的相乃在存有上是優先於34作為仿本的現象，因為仿本的存

在必須依賴於典型，這也指出相與現象之間的關係是不可逆的，也就是只有典型

能決定仿本，仿本不能決定典型。 

 

    對此，巴曼尼德斯再度提出他的批評：「○a 若有任何東西與相相像，就它與

                                                 
33 這裡的“e0n th~| fu&sei”亦具有「本性而是的」意義，這也許是要表達：那能為變動的感覺現象提
供原因性解釋的，才是萬有的真正本性，而不是萬有的流變作為萬有的真正本性。因此，這也指

出，作為原因的相必定要與現象分離而分屬不同的存有階層，若相與現象立於同一個存有階層，

那變動的相如何能解釋同是變動的現象？這個用語也曾出現在《費多篇》：「而現在是，相反者自

身絕不會變得與自己相反，不論是在我們這的或是在自然裡的（或，本性而是的）都不會（ou1te 
to\ e0n h9mi=n ou1te to\ e0n th=| fu/sei）。」（《費多篇》103b4-6）這段話則是呼應前一個段落所作的對比：

「似乎對我來說，大自身（au0to\ to\ me/geqoj）絕不願意同時既是大又是小，且在我們這裡的大

（a0lla\ kai\ to\ e0n h9mi=n me/geqoj），絕不會接受小也不會願意被超過。」（《費多篇》102d6-10）我
們先前曾提到，《費多篇》裡的蘇格拉底認為，那在我們這裡的乃是藉由分有相而得以為我們所

擁有並能在我們這裡；而，這裡所提到的那在自然裡（或，本性而是）的相，乃被指為是相自身，

這也正是《費多篇》所主張的與現象分離的相。 
34 我們可注意到，這裡的「典型—仿本」論證所提到的相，乃與第一個無限後退論證裡所提到

的相並不相同：在第一個無限後退論證裡所不斷顯現的相，是來自於所知覺看到的，是後起於知

覺的，然而「典型—仿本」論證裡作為典型的相，就它是作為現象仿本的原因來說，是優先於感

覺現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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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相像的程度來說（kaq’ o3son au0tw~| a0fwmoiw&qh）35，那個相能不與那和它相像

的東西相似嗎？⋯○b 那彼此相似的能不必然是分有同一個相嗎？⋯○c 那麼，任一

個東西都不能與相相似，相也不能與其它東西相似，否則，在這個相之旁，總還

會有另一個相出現，且若那個與它們相似，那麼總還是會有新的相生成而永不停

止，如果相會與那分有它的相似。」（《巴曼尼德斯篇》132d7-133a3）巴曼尼德

斯在這又再次有技巧地轉移少年蘇格拉底所提出的反駁重點：在只強調相與現象

之間的相似性的情況下，相與現象之間的原因性決定已被忽略不提，也就是，巴

曼尼德斯將原本的「現象與相相像」的原因性關係，加以顛倒為「相與現象相像」

的可逆關係，並只以相與現象之間的「相似性」來作為推論的基礎，也就是只以

「相似性」來解釋相與現象之間的分有，而不以少年蘇格拉底所提的典型與仿本

的關係來解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只能說這種無限退後的論證並不能對「典

型--仿本」的論點有真正的駁斥，也許巴曼尼德斯在這裡所要真正說的是，如果

忽略了相是作為現象的原因，而只著眼於相與現象之間因同名而有的相似關係，

而不去探究相與現象為何同名的這更深一層的原因，那麼勢必遭到上述的困境。

這個論點也許可從這段論證裡的最後一段話呈現出來：「那麼，其它的分有相並

不是因為相似；我們必須尋找它們之所以分有相的其它原因。」（《巴曼尼德斯篇》

133a5-6） 

 

（三）第三個困境（i.e. 最大的困境）：與現象分離的相，無法拯救

現象36，也無法為人所知。 

 

                                                 
35 這句話指出，就仿本是以某種程度來作為相的相似物來說，仿本永遠都不會成為典型的，它

永遠都是以某種程度作為相的仿本；這句話也出現在少年蘇格拉底引進相論時所談到的「分有」：

那些分有相似的便是以這樣的方式以及其分有的程度（kata\ tosou=ton o3son a2n metalamba&nh|）
而為相似的。（《巴曼尼德斯篇》129a5-6） 
36 相論設立的目的在於，使矛盾的現象，能透過相，而被合理地理解，而這也就是「拯救現象」

的意義，另一方面，在現象的拯救當中，思考與知識的可能性也得以被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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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曼尼德斯與少年蘇格拉底都認為，凡是那設立一個個依據自身的本質

（au0th/n tina kaq’ au9th\n e9ka/stou ou0si/an，也就是，依據自身的相，ei1dh o1nta 

au0ta\ kaq’ au9ta\）的人們，並不認為相能存在於我們這裡，因為相如果存在於我

們這裡，它如何仍能依據自身？（《巴曼尼德斯篇》133c5-10）這指出，他們的

共識是，相必須與變動的多完全分離，否則無法作為解釋的原因。那麼，在相與

現象完全分離的情況下，相論所面臨的最大困境便是：相無法拯救現象，相也無

法為人所知。因為，在我們這的並沒有能力能與相產生關係（ou0 ta\ e0n h9mi=n pro\j 

e0kei=na th\n du/namin e1xei），而那些相也沒有能力能與我們產生關係（ou0de\ e0kei=na 

pro\j h9ma~j）；相只屬於它們自己並與自己有關，在我們這的也以同樣的方式只

與自己有關。（《巴曼尼德斯篇》133e6-134a2）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沒有擁有

相，相也不能在我們這，但知識之相（au0to\ th=j e0pisth/mhj to\ ei]doj）是以相為

認識的對象，那麼，在我們沒有分有知識之相的情況下，沒有一個相能為我們所

知。（《巴曼尼德斯篇》134b4-14）更令人驚駭的是，那能分有知識之相的神，居

然只能知道相，對於人類事務，神是完全不知的。（《巴曼尼德斯篇》134c4-e9） 

 

    相論的提出原本是要來拯救現象的，然而，在這個由相與現象完全分離的情

況下所展現出的最大困境，似乎又使得這個拯救變得是不可能的。對於這個與現

象分離的相，亞里士多德也曾提出批評：「有人或許最感到困惑的是，這些相，

對於感覺物裡的永恆者或會生滅的東西到底有什麼促成的幫助？因為，這些相並

不是感覺物運動與變化的原因。而且，這些相，對於其它東西的知識也完全沒有

幫助【因為這些相並不是這些東西的本質；不然，這些相會在這些東西裡】，對

於它們的存在也是如此【因為這些相並不存在於這些分有相的東西裡】。」（《物

理學以後諸篇》A 9.991a8-14）至此，這與現象完全分離的相，在作為獨立自存、

靜止、不動的情況下，也許真的面臨到這由於分離所帶來的最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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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上述的討論，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巴曼尼德斯對少年蘇格拉底相論所作的

批評幾乎都可說是來自學園裡的討論：不論是將相物體化，或是誤以為相是可存 

在於現象裡，或是分有的問題37，或是無限後退的論證，甚或是最大的困境，這

些批評主要都可透過亞里士多德的記載而得知。我們很有可能地說，學園裡的這

些討論，正是針對那在相論引進的理由與相的特徵上皆與少年蘇格拉底相論一致

的《費多篇》，也就是柏拉圖分離相論的主張：除了第一小節所指出的記載之外，

亞里士多德亦曾直接指名《費多篇》的相論進行批評38。我們可說，學園裡的這

些批評很有可能是起自於對《費多篇》的閱讀、討論而來。  

 

    我們曾在第一節指出，陳康教授的思考路徑為我們指出少年蘇格拉底相論是

理解這篇對話錄的基點，唯有先確定少年蘇格拉底相論在第一部分裡所扮演的角

色，如此才能釐清第一部分所要傳達的意義，之後才有可能為第二部分找到解釋

的可能。如此，在經過前述章節的討論之後，本論文的立基點便是，少年蘇格拉

底相論應是《費多篇》裡的相論，也正是柏拉圖所主張的分離相論，而巴曼尼德

斯對少年蘇格拉底相論所作的批評，應是柏拉圖藉巴曼尼德斯之口將學園裡的討

論、批評呈現出來。 

 

第四節  巴曼尼德斯的訓練與遊戲 

 

第一小節  巴曼尼德斯再度肯定少年蘇格拉底相論 
                                                 
37 亞里士多德也曾批評---認為其它東西只不過是分有那作為典型的相---這類說法其實是一些空

話與詩意的隱喻。（《物理學以後諸篇》A 9.991a21-22）其它還可見於（《物理學以後諸篇》A 
9.992a29-30；M 5.1079b26-27）。 
38 例如，《物理學以後諸篇》A 9.991b1-7，M 5.1079b36-1080a11，《論生成與毀滅》（Peri\ genese/wj 
kai\ fqora\j）335b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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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少年蘇格拉底相論遭遇到如此大的困境之後，巴曼尼德斯仍繼續支持這樣

的相必須存在：「然而，這些以及除此之外的所有許多其它困難，必定是這些相

所擁有的，如果有這些關於萬有的相存在（ei0 ei0si\n au[tai ai9 i0de/ai tw~n o1ntwn），

以及有人區別每一個為相自身（kai\ o9riei=tai/ tij au0to& ti e3kaston ei]doj）；⋯如

若有人顧慮到現在所有的以及其它諸如此類的困難，既不允許有關於萬有的相存

在，也不為每一個區別一個相，那麼他的思考將無處移轉（ou0de\ o3ph| tre/yei th\n 

dia&noian e3cei），在不允許每一個是的相總是同一的情況下（mh\ e0w~n i0de/an tw~n 

o1ntwn e9ka/stou th\n au0th\n a0ei\ ei]nai），將因此完全摧毀辯證的能力。39⋯那麼，

你所研究的哲學將會關乎什麼？如果這些是不可知的，你要如何移轉？」（《巴曼

尼德斯篇》134e10-135c7）這指出，巴曼尼德斯在這之所以再度肯定相論，其理

由其實是與少年蘇格拉底的想法一致：變動的感覺現象本身並無法能解釋自己，

只有那與現象分離的不變動、永恆地與自身同一的相，才能使變動的現象為靈魂

所理解：一方面，不僅必須要有這些關於萬有的相存在，以作為變動的現象之為

如此的原因，另一方面，人還必須去區別每一個為相自身，以使得人靈魂的思考

能在移轉當中保持同一；否則，若一切都只是不斷地變動，導致沒有任何東西能

在任兩個時刻裡皆保持同一的話，也就是無一停留以為「是」，那麼思考是不可

能的，因為那永遠在流變當中的任何東西，永不停留而什麼都不是，在這樣的情

況下，我們根本無法能以相同的字詞來如其所是地稱呼、思考它們，因此，在什

麼都不是的情況下，我們對於任何東西的定義（i.e.以合理論說所指出的「to\ o3 

e1sti，是什麼」）絕不可能會比那與之矛盾的定義來得更真，也就是，我們根本

無法去區別出一個個的相自身，若誠如赫拉克利圖所說的「一切萬有流動而無一

                                                 
39 有些學者，例如 Ackrill（SPM p.206），Rist（CQ 1970. p.227）與Weingartner（UPD p.149），
認為柏拉圖在這讓相成為在論說當中的普遍概念，而放棄相作為與現象分離的獨立自存者；不

過，也有其他學者引用晚期對話錄以資證明相仍具有獨立存在的優先地位。Guthrie, W. K. C.
（1978）p.51 n.1and pp.58-59 n.2。然而，筆者認為，若我們能仔細理解巴曼尼德斯在這所說的這

段話，那麼便可發現他所要說的是：人若要能夠去區別出一個個的相以供思考得以移轉的話，那

麼，也必須承認這些關於萬有的相確實存在，否則，正如之後所談到的，在萬有流變的情況下，

人是不可能能去區別出一個個不動且同一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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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留」（《克拉梯樓斯篇》Cratylus 401d5-6）。40如此，思考不僅是不可能的，那

在問答當中以相為談論對象的辯證41也是不可能的：由於相正是靈魂在提問與回

答的過程裡「給予它『是』的合理論說」（《費多篇》78d1-2），因此，若無一停

留，沒有那總是同一的是，那麼，不僅辯證為不可能，連帶地，那以辯證法來探

究真正的哲學42也是不可能的。 

 

第二小節  巴曼尼德斯的訓練 

 

    至此，巴曼尼德斯他既對少年蘇格拉底相論進行批評然而又對此相論加以肯

定，他這樣的態度到底是要傳達什麼意思？或者說，巴曼尼德斯自己到底是如何

看待這些困境？在第一個困境---也能有卑下者的相嗎？---裡，巴曼尼德斯其實並

未要求少年蘇格拉底放棄他的相論，而是勸勉年紀尚輕的少年蘇格拉底，不要在

意他人的意見，唯有戮力於真理的追求以至於成為真正的哲學家時，必定不會輕

視這些似乎是卑下的相。（《巴曼尼德斯篇》130e1-5）其實這段話呼應了那在巴

曼尼德斯再度肯定此相論之後對少年蘇格拉底所說的那段話：「蘇格拉底，因為

你在還沒訓練自己之前，就先行試著去區別某個美、正義、善以及每個單一的

相。⋯你對於合理論說的迫切追求確是高貴且神聖的；但當你仍然年輕時，要更

                                                 
40 這裡的談論呼應了亞里士多德在論及柏拉圖之所以設立相的原因：「由於在他（i.e.柏拉圖）年

輕的時候，他所首先熟悉的是克拉梯樓斯與赫拉克利圖學派，他們主張所有的感覺事物永遠都在

流動的狀態裡，所以不可能會有關於它們的知識，柏拉圖在之後仍然保留這些意見。⋯柏拉圖在

考慮蘇格拉底的思考之後，也相信：因為感物總是在流動之中，而所探求的不能是關於感物而必

須是別的東西，因為這些總是在變動的感物不可能會擁有共同的定義（to\n koino\n o3ron）。他稱
這些別的東西為『相』（i0de/aj）並且相信感物存在於相之旁並根據這些相而被指稱（ta\ d’ ai0sqhta\ 
para\ tau=ta kai\ kata\ tau=ta le/gesqai pa/nta）。」（《物理學以後諸篇》A 6.987a32-b10）相關類

似的討論可參考，《克拉梯樓斯篇》439c-440e，《泰阿泰得篇》179c-183c。關於相，亞里士多德

進一步指出，這與感物有一在旁（para\）關係的相，乃是與感物分離的（xwri/j）獨立存在者，

而這是那些設立相的人（柏拉圖或學園裡其他的人）與蘇格拉底不同的地方。（《物理學以後諸篇》

M 4.1078b30-32，M 9.1086a36-b10） 
41 柏拉圖指出：那知道事物本性（i.e.相，fu/sij, au0to\ o3 e2stin, ei]doj，這三個字詞皆具有相同的
所指，見於《克拉梯樓斯篇》389a-e）並使用符合其本性的字詞進行提問與回答者，也就是知道

如何提問與回答者，乃被稱為是辯證家。《克拉梯樓斯篇》390c-e；另可參考《費多篇》75c9-d3，
《國家篇》534b-d。 
42 Cf.《國家篇》521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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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專注，你應透過那被眾人認為是無用且稱之為閒談的來訓練你自己，如果不這

麼做，真理將會逃避你。」（《巴曼尼德斯篇》135c9-d7）這指出，巴曼尼德斯同

意少年蘇格拉底試圖以合理論說所提出的相來拯救現象，然而，由於少年蘇格拉

底尚未透過那被眾人稱之為無用的閒談來訓練自己，以至於還不能真正地掌握到

真理以成為擁有真理的哲學家，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相所作的不成熟的區

別，並不能真正達到拯救現象的目的。那麼，這個能使少年蘇格拉底獲得真理以

成為哲學家的訓練會是什麼？巴曼尼德斯指出，這個訓練是以合理論說所掌握的

相為討論的對象，並且是以假設的方法來進行：若少年蘇格拉底要得到完整的訓

練，那麼，在想要知道某某的情況下，他不僅必須要考慮如果某某是，也必須考

慮如果某某不是，並各自加以細緻地考察，舉例來說： 

 

○a 「如果『多』是」（ei0 polla/ e0sti）--- 

那麼我們必須對此假設進行四方面的考慮。 

 

就「多」來說，○1 就「多」本身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2 就指向「一」的「多」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就「一」來說，○3 就「一」本身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4 就指向「多」的「一」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b 「如果『多』不是」（ei0 mh/ e0sti polla/）--- 

那麼我們必須對此假設進行四方面的考慮。 

 

就「多」來說，○5 就「多」本身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6 就指向「一」的「多」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就「一」來說，○7 就「一」本身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8 就指向「多」的「一」來考慮，在此假設下會推衍出什麼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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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曼尼德斯篇》135e-136a） 

 

    這個假設法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必須對同一個假設進行肯定與否定的考

慮，例如，「如果『多』是」以及「如果『多』不是」；第二，在每個假設當中，

不僅要從所假設者的面向（e.g.多）來考慮，還必須從那異於所假設者的面向（to\ 

a1llo；e.g.一）來考慮；第三，在每個面向的考慮當中，每個面向（e.g.多）不僅

要以與自身的關係（pro\j au9ta/；e.g.「多」本身）來考慮，還必須以與異於所

假設者的關係（pro\j a1llo；e.g.指向「一」的多）來考慮。 

 

    巴曼尼德斯一直強調，少年蘇格拉底必須以這樣的假設法來完整地訓練自

己，如此才有可能對於真理有透徹、權威的洞觀（kuri/wj dio/yesqai to\ a0lhqe/j）。

（《巴曼尼德斯篇》136c6-7）不過，巴曼尼德斯在這並未清楚地告訴我們假設法

這樣細緻的考察最終到底是如何能讓少年蘇格拉底獲得對於真理的洞觀以至於

能夠成為真正的哲學家。也許，我們可藉由那與少年蘇格拉底相論一致的《費多

篇》所提到的假設法來理解：在蘇格拉底決定不以那由感官知覺所知覺到的現象

來進行原因的研究，而要以「合理論說」（lo/goj）來進行原因的研究時，在進

行每一回合的探究之始，蘇格拉底要先設立他認為是最可靠的合理論說，凡是與

之符合者，則為真，不與之符合者，則為不真。（《費多篇》100a）於是，相論---

與現象分離的相作為現象的原因，且現象因分有相而為如此---便在這樣的情況下

提出；若有人質疑相論的合理性，那麼暫且毋須回答此人的質疑，而是將此相論

視為假設，並好好地考慮所有從這假設裡所推衍出的眾結論（ta\ o9rmhqe/nta），

看它們彼此是否一致；且若必須再對此假設給予合理論說，那麼，以同樣的方式，

再另置一個能是最好的（belti/sth）假設，直到提出某個充分者（ti i9kano\n）為

止；在這假設法的運作當中，蘇格拉底指出，若想要以這假設法來獲得真理（ti 

tw~n o1ntwn），那麼，千萬不能和那些好辯者一樣，將假設與那由假設而來的全

都混在一起，這是身為哲學家所不能做的事。（《費多篇》101d-102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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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兩個假設法皆以哲學家所獲得的真理為目的，並且是以合理論說來進行討

論：在細緻考察同一假設其正反兩面及其各自的面向所可能推衍的結論後，巴曼

尼德斯並未繼續說明之後要如何理解這些結論，《費多篇》的假設法則提供了後

續的運作，也就是將這些經細緻考察後的眾結論加以考慮，看看是否彼此一致，

若必須再對此假設給予合理論說，那麼再另置那能是最好的假設來支持原先的假

設，直到某個充分者為止。那麼，這些不斷地以合理論說所另置的最好的假設、

甚至是某個充分者，到底是指什麼？也許，我們必須來到《國家篇》對於哲學家

的養成教育來理解：蘇格拉底指出，除了必須將具有哲學天性的人放在苦與樂之

中加以考驗，還必須以許多的學習來訓練（gumna/zein）他們，這訓練所指向的

是最重要的學習（ta\ me/gista maqh/mata），（《國家篇》503e1-504a2）而這最重

要的學習正是關於「善之相」（h9 tou~ a0gaqou~ i0de/a）的學習，因為唯有奠基在「善」，

所有一切知識才是有用、有益的，（《國家篇》505a2-b5）「我想，沒有人能在（知

道「善」）之前就能充分地知道它們（i.e.正義與美…等等）」（manteu/omai de\ mhde/na 

au0ta\ pro/teron gnw&sesqai i9kanw~j）（《國家篇》506a7-8）；《國家篇》的這些段

落指出，唯有在獲得對於「善」的學習之後，那具有哲學天性的人才能是一位真

正的哲學家，而這也為我們指出，那在《費多篇》的假設法裡以合理論說所最終

設置的某個充分者正是「善之相」。 

 

    那麼，在這些學習的訓練當中，要如何進行對於「善」的學習？蘇格拉底則

在此暫以線喻裡的最高認知層級來解釋：在這裡，那被數理幾何家視為原理的，

僅僅被當作假設，理性（lo/goj）則運用辯證的能力（th~| tou~ diale/gesqai duna/mei）

將這些假設當做是上升至「善」這個作為萬有的“非假設”原理（me/xri tou~ 

a0nupoqe/tou e0pi\ th\n tou~ panto\j a0rxh\n i0w&n）的階梯，並在掌握住「善」這原理

後，再回過頭理解這些由「善」而來的，直至結論為止；在這當中絕不使用任何

的知覺物，而只使用相，由相到相，最終至相。（《國家篇》511b4-c3）終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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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在這個段落裡，暫時補足這從巴曼尼德斯的假設法、《費多篇》的假設法而

來的缺憾：在細緻考察同一假設其正反兩面及其各自的面向所可能推衍的結論

後，將這些經細緻考察後的眾結論加以考慮，看看是否彼此一致，若必須再對此

假設給予合理論說，那麼再另置那能是最好的假設來支持原先的假設，直到這充

分的「善之相」為止，並在掌握住「善」這原理後，再回過頭理解這些由「善」

而來的，直至結論為止，在這當中只使用相，由相到相，最終至相；在這樣的情

況下，那具有哲學天性的人能在「善」的指導下有系統地且正確地指出每個相的

真實本質，於此時，這能正確地區別一個個相自身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學家。 

 

    經過上述的論說可以知道，巴曼尼德斯對少年蘇格拉底所建議的訓練正是關

於「善」的學習，而這唯有以理性（或理性所給予的合理論說）運用辯證的能力，

在假設法的運作當中才得以達成。 

 

第三小節  巴曼尼德斯的遊戲 

 

    其實在提出最大的困境之前，巴曼尼德斯已經含蓄地同意少年蘇格拉底所主

張的相是必須存在且是可為人所知的：「若有人說，那些如我們所說的必須存在

的諸如此類的相是不可被認知的，那麼，沒有人能夠對說此話的人證明他是錯

的，除非那堅持相為可知的人剛好是經驗豐富且並非不具有天性，願意進行那從

遠處而來的許許多多的學術研究式 43的証明（ e0qe/loi de\ pa&nu polla\ kai\ 

po/rrwqen pragmateuome/nou tou= e0ndeiknume/nou e3pesqai），否則是難以說服那主

                                                 
43 之所以將這裡的“pragmateuome/nou”譯為「學術研究式」，根據字典的解釋，由於這個字來自

“pragmateu&omai”這個動詞，意指“勞心於…”、“花費許多時間在…”、“有系統地處理…”，並且
它的名詞“pragmatei/a”意指“勤奮的、細緻的研究”，且根據陳康先生的指出，“pragmatei/a”在
柏拉圖時代已有“學術研究”的意義，因此，在參酌上述諸多意義當中，筆者將此字譯為「學術研

究 式 」； 而 這 同 樣 的 翻 譯 也 出 現 在 之 後 所 提 到 的 「『 學 術 研 究 式 』 的 遊 戲 」

（“pragmateiw&dh＂paidia\n）。Liddell & Scott 1972. An Intermediate Greek-English Lexicon，陳
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註 166，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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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相為不可知的人。」（《巴曼尼德斯篇》133b6-c2）這同樣的意見亦馬上出現在

巴曼尼德斯所提出的最大困境之後：「因此，那聽到相是如此的人乃感到困惑並

爭論這些相並不存在，即使存在，就人的本性來說也必定是不可知的；說這些話

的人似乎是說了什麼，且正如我們剛才所說的，他將難以被說服。當有一具有完

整、優秀天性的人，能夠暸解到有關於每一個的某個種以及依據自身的存有

（dunhsome/nou maqei=n w(j e1sti ge/noj ti e9ka/stou kai\ ou0si/a au0th\ kaq’ au9th/n），

且當此人在察覺到後又能教導他人所有這些已被充分、透徹安排的，那是更美妙

的。」（《巴曼尼德斯篇》135a4-135b3）巴曼尼德斯在這兩段重要的話裡明確指

出，最大困境---與現象分離的相，無法拯救現象，也無法為人所知---是可以獲得

解決的，只要有那具有完整優秀天性且經驗豐富的人，能夠在瞭解到有關於每一

個的某個種以及依據自身的存有後，願意進行那從遠處而來的許許多多的學術研

究式的証明，那麼，也許能夠說服那主張相為不可知的人。 

 

    當巴曼尼德斯要少年蘇格拉底以他所提到的假設法來進行自我訓練時，少年

蘇格拉底回過頭要求巴曼尼德斯為他做個示範，雖然巴曼尼德斯起初委婉地回絕

這個請求，然而後來在眾人的要求下，他勉為答應：「必定要同意了。對我而言，

真的就像發生在伊畢考斯那匹已得過冠軍的老馬身上一樣，由於要進行雙輪戰車

的比賽，並由於以往的經驗而擔憂即將到來的事情，他（i.e.伊畢考斯）將自己

與牠相比，並說他在這般年老的年紀被迫走向愛；似乎對我而言也是，當我回想

起必須要在這般年老的年紀以某種方式游過如此廣闊的論證深海便感到非常地

害怕；然而，仍必須這麼做，因為，如齊諾所說的，就我們自己而已。那麼我們

要從哪裡開始且要先假設什麼？若你們願意---因為似乎真的要進行這個學術研

究式的遊戲（e0peidh/per dokei= pragmateiw&dh paidia\n pai/zein）---我將從我自

己以及我自己的假設開始，假設一自身，如果一是以及如果一不是，什麼必定繼

之而來？」（《巴曼尼德斯篇》136e9-137b6）這段話非常重要，巴曼尼德斯在這

裡所要傳達的意義對於釐清本篇對話錄第二部分到底是指什麼有著舉足輕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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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少年蘇格拉底在這對巴曼尼德斯所要求的是對這訓練做個示範，不過，巴

曼尼德斯並未將他即將於第二部分所進行的稱為是訓練，而是學術研究式的遊

戲，並且以一類比來說明：巴曼尼德斯在這三重的類比當中---已得過冠軍的老

馬，伊畢考斯這位老詩人，以及年老的巴曼尼德斯---指出，他就像那已得過冠軍

的老馬以及曾進入愛中的老詩人一樣，對於即將到來的事情其實都已經歷過而為

已知的，也就是說，巴曼尼德斯已經完整地訓練過他自己，他現在已經是一位擁

有真理的哲學家了。對於他自己即將在第二部分所進行的論證，他則賦予兩個特

徵：○1 是在人數不多的情況下進行；○2 以「學術研究式的遊戲」來稱呼他即將進

行的論證。 

 

    就第一個特徵來說，柏拉圖並不認為，哲學、甚至是其中最重要的（ta\ 

me/gista），是可僅透過文字書寫或是在演說當中傳遞給大眾的。因為這些在文字

書寫與演說當中所使用的名稱（o1noma）、定義（lo/goj）、影像（ei1dwlon）、知

識（e0pisth/mh）等四種工具乃在本性上與真正的存有（to\ o1n）相異，（《第七封

書信》（Epistle）VII 342b1-2，c8-d2）其所揭示的東西容易使靈魂侷限在感官的

領域裡去判斷事物是什麼，而無法讓靈魂對真正的存有有真正的認識，（《第七封

書信》343c2-7）儘管這四種工具是獲得真理的必要條件。（《第七封書信》342d9-e2）

然而，要對真正的存有有真正的認識則唯有在：當德智兼備的師生以誠意、無忌

妒的意願，並盡叡智（nou~j）最大的力量來對事物的本性進行迂迴漫長的問答討

論時，在這當中，那每一個真正的存有才能讓那在剎那間所摩擦出的閃亮火花所

照亮並誕生在雙方的靈魂裡且滋養著靈魂，如此，才可算是對真正的存有有真正

的認識，也就是掌握了哲學真理。（《第七封書信》341c7-d2，344b4-10）這指出，

真正的存有絕不是那可讓許多人單方面透過文字或聽講來獲得，因為真正的存有

不可能出現在那些與其本性相異的地方，不論是指那些德智不兼備的人或是指論

說的四種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進行哲學學習的人將不是多數的。因此，

柏拉圖認為，即使他願意在生命當中盡一切心力將那對於人們有最大益處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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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萬有本性的事情充分地寫出來，這對於人們來說也不是件好事，除了少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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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他的人要不

是懷著誤解的鄙視，不然便是懷著虛幻的自得意滿，以為是學了什麼了不得的學

說。（《第七封書信》341d5-e）這也是為什麼齊諾會說，若與會的人多一點，那

麼就不再適合要求巴曼尼德斯繼續說下去，「因為大眾不能明白（a0gnoou=sin ga\r 

oi9 polloi\），若沒有對所有的東西進行細緻的論說，那麼游移不定的心靈是無法

發現並掌握真理的。」（《巴曼尼德斯篇》136d8-e3）這也是為什麼巴曼尼德斯會

同意繼續說下去的原因。 

 

    就第二個特徵來說，其實這蘊含著柏拉圖在這所想要表達的弦外之音：柏拉

圖在《費德羅篇》（Phaedrus）指出，若不得已要將真理以文字寫下，那麼這以

文字所寫下的只不過是提供給那已知真理的人一個回憶真理的「遊戲」（paidia/）

44，亦或是，作為提醒的藥方，而非供記憶之用；由於一旦靈魂掌握了真理，這

些全都將以最簡短的方式存在於靈魂裡（《第七封書信》344e1-2），在這樣的情

況下，柏拉圖確實說過，不會有那以文字所寫下的任何關於他所嚴肅研究的哲學

議題，（《第七封書信》341c5-6）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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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封書信》

341d2-4）而且，這些寫作或討論也會避免呈現在大眾面前（《第七封書信》

344c1-3）。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柏拉圖確實有可能將他所嚴肅研究的哲學議題

以文字寫下，雖然是作為哲學家回憶真理的遊戲，但柏拉圖認為，應仍能有那些

少數具有哲學本性的愛智者能藉由這個微不足道的善意指導來由自己發現真理

（《第七封書信》341e3-4）。 

 

    所以，本論文對巴曼尼德斯即將在第二部分所進行的論證有如下的理解：柏

                                                 
44 《費德羅篇》276c-e，277e-278a；在《蒂邁歐篇》59c8-d3，柏拉圖也曾提到，若有人為了休

養而擱置關於永恆存有的論說，並能在細究關於生成的可能論說當中獲得無悔的樂趣，那麼也正

是為他的生命營造一種節制、有智慧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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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圖在這藉巴曼尼德斯之口將他自己以文字所寫下的第二部分稱為遊戲45，並在

這對話錄裡讓巴曼尼德斯作為那能解決最大困境的哲學家：也就是之前所提到

的，那具有完整優秀天性且經驗豐富的人，能夠在瞭解到有關於每一個的某個種

以及依據自身的存有後，願意進行那從遠處而來的許許多多的學術研究式的証

明，並希望能以此證明來說服那主張相為不可知的人。而這學術研究式的證明也

正是巴曼尼德斯即將在本篇對話錄第二部分所開展的學術研究式的遊戲。46 

 

結語 

     
                                                 
45 這應不是柏拉圖首次在對話錄裡藉著當中的人物來自稱自己在裡頭所寫的是遊戲。在《費德

羅篇》裡，柏拉圖雖然譴責對書寫文字的完全信任會對靈魂造成健忘的負面影響並進一步傷害靈

魂自身的回憶能力，但他仍提到，儘管書寫文字有這樣的缺點，但另一方面，亦具有提醒的功能，

可促使已知真理的人來回憶起真理，不過這只能以遊戲來看待之，而他自己便在這篇對話錄裡，

兩度提及自己所討論的是一種遊戲：○1 在蘇格拉底講完關於靈魂的本性、與神在天上一起巡迴來

觀看真理以及相關的輪迴情景之後，他指出，他要將他現在所講的獻給記憶（《費德羅篇》

250c8-9），並在之後將他的第二篇演說視為是一種遊戲（《費德羅篇》265c10-d1）；○2 在整篇對話
錄即將要結尾時，蘇格拉底同樣表達他對於整篇對話錄對論說所作的討論乃視為是一種遊戲。

（《費德羅篇》278b8-9） 
46 我們曾在本章第一節指出，自古便有許多註譯家對於本篇對話錄第二部分有不同的理解。暫

且不論各自的立場是什麼，其中造成眾說紛紛的關鍵之一便是巴曼尼德斯所提出的訓練與遊戲：

幾乎所有的註譯家（？）似乎都沒注意到，巴曼尼德斯並不將自己於第二部分所即將進行的稱為

是訓練，而是有系統的遊戲，這個區分非常重要。幾乎所有的註譯家都將本篇對話錄第二部分視

為是巴曼尼德斯所提供的那以相為對象的訓練，然而，巴曼尼德斯在第二部分所進行的除了那以

合理論說所掌握的之外還有那以知覺所知覺到的，因此，當註譯家以訓練來解讀第二部分時便遭

遇到那似乎與第一部分所提供的訓練不一致的矛盾，並在這當中為了理解這個不一致而產生各種

不同解釋：我們在這暫時擱置那以邏輯或語意的角度來理解第二部分的論點，因為他們皆是取消

相的存有論意義，在這個情況下，這個矛盾對他們而言是不存在的。在以形上--存有論的意義來

理解的情況下，同是以畢達哥拉斯學派的觀點來詮釋第二部分的學者，Cornford直接指明這訓練

與第二部分所提供的訓練是有矛盾的地方，不過 Cornford 的理由是這兩部分的訓練所提供的論

證數目並不相同，也許是柏拉圖要讀者主動去思考、釐清同一個假設所具有的含混意義，Cornford, 
F. M.（1939）p.107；Sayre則是以假設法所設立的對象有「運動」或「生成」、「毀滅」等的理由

來說明第二部分的訓練是能關於感覺物的，Sayre, K. M.（1983）p.39，不過這理由似乎不能成立，

因為《哲人篇》也有提到「運動」這個相。新柏拉圖主義者 Proclus認為，這個展現在第一個假
設裡（---Proclus 認為第二部分所有其他的假設都已被包含在第一個假設裡，因為第一個假設揭

露了存有的整個領域以及包括智性者與感覺物在內的所有事物的整體秩序，以及那作為萬有的不

可言說的原因，i.e.一）的訓練是巴曼尼德斯要來帶領大家歷經形上真理的途徑，要在我們的靈

魂裡燃起神秘主義整體的火光，這是讓靈魂能獲得純粹直觀的訓練，Proclus（1987）pp.341-345，
378-379（989-994，1032）。Scolnicov 則是將這在第二部分裡的訓練視為是展現一多關係的邏輯

網絡，是要為《哲人篇》的形上學提供支撐的架構，所以這裡的相與感覺物都可被視為一（ones），
Scolnicov, S.（2003）Plato’s Parmenides p.27。陳康教授則指出，第二部分的訓練乃提供一個新的

相論，以相彼此之間的結合來同時證成相與個別事物的存在，陳康《柏拉圖巴曼尼德斯篇譯註》

註 170，393，頁 117-120，30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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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巴曼尼德斯篇》的晦澀難解，於是本章的職責便是先為本論文尋得一

合理的立足點：在眾多紛陳不一的解讀裡，我們必須首先確立那被巴曼尼德斯所

批判的少年蘇格拉底相論，其是否與柏拉圖在中期對話錄裡的相論一致？因為，

陳康教授的思考路徑為我們指出少年蘇格拉底相論是理解這篇對話錄的基點，唯

有先確定少年蘇格拉底相論在第一部分裡所扮演的角色，如此才能釐清巴曼尼德

斯在第一部分裡對少年蘇格拉底相論所要傳達的態度與意義，之後才有可能為那

由巴曼尼德斯在第二部分裡所展開的八組推論尋得新的理解線索。在經過第二節

的討論後，我們可從相論引進的理由以及相的特徵這兩個論點當中知道，少年蘇

格拉底所持的分離相論其實正與柏拉圖在中期對話錄《費多篇》所提出的相論一

致。在第三節與第四節的討論中，我們以這個分離的相論進入巴曼尼德斯的批評

裡並尋繹他真正所要傳達的態度與意義：儘管少年蘇格拉底相論看似遭到許多困

境，然而巴曼尼德斯仍肯定了少年蘇格拉底相論，這其中的態度與意義展現在，

一方面，巴曼尼德斯並未要求少年蘇格拉底放棄相論，而是勸勉年紀尚輕的少年

蘇格拉底，必須先完整地訓練自己，否則，若先行提出相論，那麼將無法在他人

提出質疑時有效地釐清問題所在；另一方面，面對相論的最大困境，巴曼尼德斯

老驥伏櫪，以學術研究式的遊戲來委婉謙和地正面迎擊那主張相為不可知的人，

期能說服這難以被說服者。  

             

    於是，在本論文接下來的討論裡，我們將於第二章，針對巴曼尼德斯所提供

的那以假設法所進行的訓練作更深入的討論，希望能藉由其它對話錄裡的相關討

論來更清楚地瞭解這個能使少年蘇格拉底成為哲學家的訓練究竟是什麼，並在論

證步驟的要求下，我們必須留待第三章的討論結果來幫助我們完整說明此訓練與

第一個困境的關係47；在第三章裡，我們將對本篇對話錄第二部分進行討論，也

就是，巴曼尼德斯所提供的那能解決最大困境的學術研究式的遊戲，而且，若這

                                                 
47 此訓練之所以與第一個困境有關，是因為巴曼尼德斯認為，只要少年蘇格拉底能以這個訓練

來戮力於真理的追求以成為真正的哲學家，那麼，到那時，這第一個困境便自然迎刃而解，請參

考《巴曼尼德斯篇》130e1-5，135c9-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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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困境能在巴曼尼德斯所提供的這學術研究式的遊戲之下得到解決，那麼之前

與最大困境相關的第二個困境是否還是困境就必須重新考察，看看是否還有這困

境，或是，在這最大困境的解決之下，這困境已然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