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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劃以矛盾律之運用及其成立之條件做
為研究的焦點。先從亞里斯多德《物理學
以後諸篇》（Aristotle’s Metaphysics）
第四卷的記載中找出若干的哲學思想線
索，做為本研究的出發點。本文可以分為
以下的幾個研究步驟：
甲、筆者首先分析亞里斯多德的談論究竟

是什麼意義，然後做了一個先蘇時期
對矛盾律運用的考察。在先蘇哲學家
中，伊利亞學派〈Eleatische Schule
/School of Elea〉首先使用矛盾律作為
知識研究的方法，證明存有與思維為
同一，並藉以論證變動不可能。隨即
以柏拉圖《哲人篇》（The Sophist）
對話錄的討論結果來詮釋巴曼尼德斯
的斷簡。

乙、筆者分析柏拉圖對於矛盾律的使用，
進而發現柏拉圖的對話錄裡存在著兩
種運用方式：一、矛盾是一種對話的
處境，目的在於指明參與對話的人做
了一種相反的主張，柏拉圖藉著這種
相反主張的指明，使得參與對話的主
張者理解到其所主張的內容無法成
立。二、柏拉圖將相互相反者（也就
是造成矛盾的相反述詞）放到同一類
的存有或較大的種之中而當作分類的
條件，因為互相矛盾的相反者之間存
在著類差，這類差剛好可以用來從事
分類活動。

丙、筆者先分析《範疇論》之中的各個章
節所討論的內容，進而確定《範疇論》
的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以及範疇的區
份對於矛盾律之運用有何意義。

丁、範疇如何用於矛盾律的運用。筆者以
主賓詞的關係做為談論矛盾律的語言
形式，用這樣的形式來討論每個範疇
做為主詞時，是否能夠接受相反的賓

詞，以及哪一些相反的賓詞可以與哪
一個範疇做為主詞相結合。

關鍵詞：矛盾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伊利亞學派、矛盾、相反者、範疇、相反
的述詞、存有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focused upon the required
conditions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It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 IV, Chap. III in order
to acquire some historical trace of this kind
of thinking law. It provides four steps in this
article:
1. What does the passage of Aristotle’s

Metaphysics IV, Chap. III mean? To this
question I offer a hermeneutical analysis,
and then I furnish an observ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in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y, especially of
Parmenides’ dialectic with Plato’s
diairetical method in his〈Sophist〉.

2. After an analysis some contradidialogues
I reduce Plato’s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to two types: The
application of a contradictory has its
instrumental function in Plato’s eristic
dialogues. Plato aims at proving the
falsity of sophistic opinions （ äïîá
ø åõäåò） . 2. Plato supposes that the
contraries exist in ‘genera summa’ as the
condition sine qua non under which he
derives ‘genera subordinata’ by dividing
‘genera summa’ into contraries. This is
called “the method of division”
（äéáéñåóéò）.

3. The discussion of Aristotle’s 〈 De
Interpretatione〉 starts from analy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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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of every chapter of 〈 De
Interpretatione〉. It is directed to ascert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ll categories and
contraries. Consequently, it end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ategories and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4.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 confine
myself to the attempt to restri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ubject-predicate formula.
Namely, I try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ich categories as subjects
can imply contraries? What kinds of
contraries can be used as predicaments to
a subject?

Keywords: law of contradiction, Plato,
Aristotle, School of Elea, contradiction,
contraries, category, subject-predicate
formula, contradictory predicate, being

二、緣由與目的

在歐洲哲學傳統裡，矛盾律（der Satz
des Widerspruchs / law of contradiction）作
為一不可動搖的思想法則，有其重要的意
義。在亞理斯多德以前，矛盾律並不為所
有哲學家承認為可靠的思想律則。甚至若
干在他以前的自然哲學家認為：「同一者
可以既是又不是。這樣的談論究竟是什麼
意義？在什麼解釋條件下，這樣的主張有
其正確性呢？亞里斯多德為什麼要反對這
樣的主張呢？亞里斯多德如何反對這樣的
主張？在什麼條件下，反對這種主張的論
證可以成立呢？以上的這些問題是這篇論
文的研究目的。

為了研究上述的哲學問題，筆者將亞
里斯多德《範疇論》當為一研究的方法而
運用於本研究中。本文首先追問以下的問
題：亞理斯多德《範疇論》的理論目的何
在？它究竟有什麼理論意義？在這個理論
的意義下，它究竟要解決什麼理論上困
境？或者這樣的理論究竟帶來了什麼理論
困境？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必須一方面對於

《範疇論》的理論內部進行分析，另一方
面了解這個理論外部究竟是反對什麼樣的
理論，以及它在哲學歷史裡是繼承什麼理
論而加以發展。因此，本文先由《範疇論》
的理論內容分析出發？然後討論其理論外
部的反對者與繼承。

三、研究報告的內容
§1.

在歐洲哲學傳統裡，矛盾律（der Satz
des Widerspruchs / law of contradiction）作
為一不可動搖的思想法則，有其重要的意
義。在亞理斯多德以前，矛盾律並不為所
有哲學家承認為可靠的思想律則，甚至若
干在他以前的自然哲學家認為：「同一者
可以既是又不是。1」這樣的談論究竟是什
麼意義？在什麼解釋條件下，這樣的主張
有其正確性呢？亞里斯多德為什麼要反對
這樣的主張呢？亞里斯多德如何反對這樣
的主張？在什麼條件下，反對這種主張的
論證可以成立呢？以上的這些問題是這篇
論文的研究目的。

依據筆者個人的理解，「同一者可以
既是又不是」─這樣的談論的主要意義可
能是：同一者存於變動之中，因而同一者
在不同的時間裡是不同的，例如：某個時
間裡，蘇格拉底是年輕人，而經過若干年
後，蘇格拉底成為老人，但是蘇格拉底無
論年老或年少，他依然是同一人，然而年
輕的蘇格拉底並非年老的蘇格拉底，而且
在某段時間裡，那個同一的蘇格拉底儘管
既是年輕的蘇格拉底，在另一段時間裡，
卻又是老年的蘇格拉底。雖然年輕的蘇格
拉底或老年的蘇格拉底皆是蘇格拉底在某
段時間中的存有，但並不完全涵蓋蘇格拉
底的整個存有。蘇格拉底的整個存有卻一
方面若是年少的，因而不是年老的；另一
方面若是年老的，則他必不是年少的。因
而同一者可以既是又不是，因為這樣的思
想者並未清楚地劃定其語言使用的界限。
這樣的談論必須依賴感覺，若同一感覺對

                                                
1 Aristoteles, Metaphysica, IV-3, 1005b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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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例如：蘇格拉底做為一偶性的總體）
在不同時間之中，呈現出不同的形狀或樣
態，則談論與感覺相應的情形下，不得不
產生上述的談論；但是如果在談論中所使
用的語言不先區分變動的時間性，則這種
談論還不易於產生上述談論上的困難。

這樣的談論還有別的解釋可能，就像
柏拉圖所理解的普羅塔勾拉斯的學說「一
切事物的權衡是人2」一樣，事物如其呈現
在我之前地如此這般，而對其他的人也如
其呈現在他們之前地如此那樣。也就是
說，某事物 A 對我而言呈現成 B，然而對
於別人而言卻呈現為 C。一方面我和別人
對於 A 的理解都是正確的，因為某事物 A
同時對我而言是 B 而對他而言是 C；但是
另一方面我和別人對於 A 的理解卻都不是
正確的，因為因為某事物 A 同時對我而言
不是 C，而且某事物 A 對他而言也不是B，
而無論 B 或是 C 都是對 A 的投射，而 A 是
同一的。這樣的解釋同樣存在著論理的困
難，這種論理的困難源於主賓詞之形式推
斷的開始或原則的不同一，因而同一者
（即：某事物 A）可以（對我而言）既是
（B）又（對別人而言）不是（B）；也可
以（對別人而言）既是（C）又（對我而言）
不是（C）。這種解釋成立的理由當然可以
解釋為詞語連結上的誤用，但是這種詞語
上的錯誤連結誕生於感覺主義所帶來的語
言困境，儘管我們可以假定有所謂的「共
同的感覺」（sensus communis），但是吾
人仍然必須一方面承認感覺之間存在著差
異性，另一方面則必須接受感覺的時間
性，作為解釋同一對象差異誕生的理解形
式，最後我們必須將感覺的差異性建立在
感覺機能與感覺對象之間的連結極其成立
的條件上。

在第一種解釋的可能裡，印歐語言作
為思想的背景條件之下，承認存有變動的
理論家們若把時間的因素去除之後，形成
了一種理論上的困境，這種理論困境出現
語言形式對於時間的分割或分有裡。由於
時間因素首先化為語言形式而出現在思想

                                                
2 Plato, Kratylos, 385e：
「παντων  χρηµατων  µετρον  ειναι  ανθρωπον」

界限的劃定中，因而一旦在語言表達的形
式裡，去除了對時間條件之後，很容易產
生這樣的談論：「同一者既是且不是」，
或者，我們以現代的表達方式來說：「同
一個事物既是 A，又不是 A」（這並不是一
個很恰當的轉換形式，參見本文以下對巴
曼尼得斯真理之路與意見之路的分析）。
若無同時性作為其否證的工具，這樣的主
張不容易反駁，除非我們在語言形式上先
行承認概念建構足以決定概念使用的不自
相違反，否則同時性是最易於用來說明這
個主張的意義界限何在的試金石。

亞理斯多德反對「同一者可以既是又
不是。」的講法，而且用同時性3作為爭論
的基礎點。同時性使相反的偶性無法共存
於同一者之中，儘管作為第一類本質4的同
一者可以涵攝相反的偶性，但是相反的偶
性若不是關係範疇，則不可能同時成為一
基體（第一類本質或第二類本質）的賓詞。
然而關係範疇卻可以同時成為一基體的賓
詞，關係範疇之所以能夠同時成為一基體
的賓詞乃是因為一個基體同時可以擁有兩
相反者的對應關係，而不是對於某個對象
的相反關係，例如：某甲比某乙高，同時
比某丙矮，因而某甲既高又矮，但是這種
相反的賓詞分別指涉不同的關係，而某個
賓詞的同一關係不可能接受相反者，也就
是說，某甲比某乙高，則他將不同時比某
乙矮，但是如果某甲或某乙之中任何一人
的身高產生變化，則可能使某甲原來比某
乙高，後來卻比某乙矮。因而他相反地主
張：

「而今對吾人而言，我們已理解：不
可能是同時是且不是，而且因此已說
明，這個（意指：不可能是同時是且
不是，或後世所謂的「矛盾律」）是
一 切 律 則 之 中 是 最 恆 定 者

                                                
3 用同時性作為矛盾律之所以成立的理由顯然不
為康德（I. Kant）所接受，關於這一點，筆者將另
行研究，在這裡僅簡單地這麼說：康德將矛盾律視
為依附於分析判斷的語言形式，其效力在於一概念
做為主詞時，其賓詞不得違反其主詞之概念內容，
因而不需要同時性做為基礎。
4 Aristoteles, Kategoriai, III, 並參見拙文〈亞里斯多
德《範疇論》中是否隱藏著分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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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εβαιοτατη αυτη）。某些人由於
缺乏教育，全然地要求去證明這個。5」
所謂「這個是一切律則之中是最恆定

者」的意義是：這個原則具有十分固定不
變的特性，而其它原則所具有的穩定性不
若這個原則來得高的緣故，因而其它律則
以矛盾律作為其原則。所謂「由於缺乏教
育」是指：「人不曉得為何人必須去證明
以及為何不需證明（矛盾律）。6」在這種
意義下，亞理斯多德希望將矛盾律當作一
種最容易認識而且不需要前提或預設的原
則，而稱之為：「一切其它設準的原則。7」
（das Prinzip aller anderen Axiome）。這個
原則之所以成為一切其它設準的原則，其
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其它所有的設準無法違
反這樣的設準而成立；然而這個設準的意
義如何確定呢？──這個問題必須先有一
定的界限劃定8，否則我們無法知道：為何
在以萬有為萬有的研究中，矛盾律成為一
切 原 則 之 中 最 恆 定 不 動 的 原 則
（βεβαιοτατη των αρχων ）？

先蘇哲學家中，伊利亞學派〈Eleatische
Schule/School of Elea〉首先使用矛盾律作
為知識研究的方法，證明存有與思維為同
一，並藉以論證變動不可能是9。巴曼尼得
斯的斷簡裡講：

「誠然故我將如此說，你自己當接受
你所聽到得教導，何種研究的道路獨
自是理知（νοειν）；一條（道路）正
如是（是[的]是）以及如不是[的]不
是，另一條（道路）有如非是（不是

                                                
5 Aristoteles, a.a.O., IV-4, 1006a3-1006a6.
6 Aristoteles, a.a.O., IV-4, 1006a7-8.
7 Aristoteles, a.a.O., IV-3, 1005b22-23.
8 這個問題將在另一個研究裡加以討論，因為在亞
里斯多德的這個行文裡，它所牽涉到的是萬有論
（ontologisch）的問題，而不是論理（logisch）的
問題。由於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論理的，並且將範圍
限定在亞里斯多德《範疇論》上，因而接下來只討
論一些在亞里斯多德以前的若干矛盾律的表達方
式。
9 H. Diels, Vorsokratiker, Bd. I. 28[18] Parmenides,
Fragment VII-VIII。此外，Zeno, Fragment II, 「在
他（即：Zeno）的集子裡，有許多證明，依據每一
點指明：若有人主張多是，將帶來對諸相反者的談
論（τα εναντια λεγειν/to claim the contraries）。」

是）以及如必然是的不是，此路，我
對你講，全然不可理解。… 10」
巴曼尼得斯這個簡短的斷簡之中包含

著兩個主張，第一個是這段引文的前半段
「誠然… 不是的不是」，這個主張即後世
所謂「同一律」，而這個主張由兩個不同
的部分組成，即：「是[的]是」及「不是[的]
不是」。在漢語的使用裡，我們可以找到
相類似的詞語使用方式，例如：「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在這樣的
詞語使用裡，「知之」與「不知」只是相
同詞語的反覆使用，而以「為」作為相同
詞語（這裡暫且不論漢語的使用是否可以
區分為名詞與動詞這句子結構）的連詞
（copula），因而我們可以非常容易地察
覺，兩個相同詞語之間不存在著時間性的
差異（歐洲語言的形式存在著這樣的時間
性的差異：名詞無時間性而動詞有時間
性）。如果我們將「是[的]是」改為「是為
是」或者將「不是[的]不是」改為「不是為
不是」，那麼，我們根本不能察覺其間的
分別，因為在這樣的翻譯詞語裡，已經先
行排除了名詞與動詞之間的時間性的差
異，因而無法將其思想上的困境充分地表
達出來。

「是[的]是」──這樣的語言表達形
式有其特殊的意義，這個語言形式所表達
的是一種名詞（主詞）與動詞（賓詞）之
間的同一，在這樣的同一裡，名詞或主詞
的內容純粹不變地出現在動詞裡（當然在
名詞的意義上沒有時間性，而在動詞的意
義上有時間性，在這樣的意義下，不是我
所謂的「內容純粹不變」。我所謂的「內
容純粹不變」是指康德意義下的「擴大主
詞的內容」11，也就是所謂的「分析判斷」），
而動詞只是名詞內容的重複，這樣的表達
形式，當然可以當作一種純粹詞語上的真

                                                
10 H. Diels, a.a.O., Bd. I. 28[18] Parmenides,
Fragment II：「..η δ“ ωσ ουκ εστιν τε και ωσ χρεων
εστι µη ειναι.」�H. �Diels的譯文：「der andere aber,
daß NICHT IST ist und daß Nichtsein erforderlich
ist,… 」將譯文少許更變，而加了「不是是」，來加
以說明。
11 I.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8,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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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來看待，然而由於動詞或賓詞的內容和
主詞的內容同一，這種同一可以顯示一個
預設的思想條件：不變動的名詞或主詞涵
攝了不同且表示變動的動詞或賓詞，因為
表達變動的動詞或賓詞分有了一定的時
間，而不變動的名詞接受了變動的樣態而
使其變動成為可能。然而這樣的詞語表達
的重要性不在於只確定一個空洞的「同一
律」，以此作為其思想的抽象規定。它的
思想目的在於真理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必
須一方面確定萬有是一，另一方面是確定
萬有不變。

「是[的]是」這個形式的特殊化可以
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個是將相同的內容
放入主賓詞之中，例如：A 是 A 或者 A=A。
這個後世之同一律的形式並無法完全相應
地包含「是[的]是」，因為其取代的關係並
不完全相同，因為我們若拿「A」來取代
「是」，則應當將此形式改為「A[的]A」。
這顯然是因為在取代關係上，主賓詞之間
的蘊含關係存在著時間性差異的緣故。另
一個特殊化的方式是將不同的內容放入主
賓詞之中，例如：A 是 B 或者 A=B。

相較於「不是[的]不是」的這個形式，
「是[的]是」這個形式較為穩固，因為其所
確定的詞語意義是積極的（positiv）。「不
是[的]不是」這個形式是一種消極地確定名
詞和動詞結合的形式，這樣的形式是否為
真──這不像「是[的]是」這個形式，「是
[的]是」這個形式的正確性存在於名詞與動
詞之間的同一性──而「不是[的]不是」這
個形式無法完全只依賴它自己而決定正確
性。因為否定性帶來了理解上的困境。

在這裡，我們舉柏拉圖對於巴曼尼得
斯的批評或大爭辯為例：在《哲人篇》
（Sophistes）裡，蘇格拉底為了理解哲人
究竟是什麼？因而不得不向巴曼尼得斯的
萬有論挑戰，因為「是[的]是」在巴曼尼得
斯和柏拉圖那裡都同樣地被認定為真理的
判準，若蘇格拉底一方面必須確定哲人的
主張非真且為一種是或有，則必須有一種
非真且假的是或有，這種是或有既不是真
的是，也不是真的不是；另一方面，必須
說明此種是或有所指涉的意義究竟是什

麼？否則無法決定哲人們的學說有何種意
義？

從《哲人篇》那裡，我們得到了「不
是」的兩個基本意義：一、「不是」之義
為：「絕對的無」（οντωσ µη ον）12，二、
「不是」之義為：「僅然地異（之有）」
（αλλ’ ετερον µονον）13。在前面的意義
下，「不是[的]不是」和「是[的]是」的意
義並無多大的分別，其差異性只是「是[的]
是」積極地肯定了同一性，而「不是[的]
不是」消極地肯定了同一性而已。在後面
的意義下，「不是[的]不是」和「是[的]是」
的意義極為不同，例如：「是」或「是 A」
的意義是積極肯定「是」或「A」作為動詞
或賓詞的內容；但是在這個意義下，「不
是」或「不是 A」的意義是指：「是異的」
或者「是非 A」。因此，我們通過了否定
而得到一個在否定內容之外的積極肯定的
動詞內容，只是這個內容是什麼並沒有清
楚地界定，而只是通過否定而得到其內容
的抽象性，也就是「非是」或「非 A」作
為負面或抽象的規定。

從上述的這兩個意義看來，在論理的
意義下，若我們將「不是[的]不是」理解為：
「不是[的]」是「不是」，則「不是[的]不
是」的意義可以有四種可能，分別述之如
下：

一、「絕對的無」是「絕對的無」：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只是一個同義反覆
（Tautologie），或者，其主詞所確立的意
義在賓詞中不加入任何特殊的內容來表
達。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可以理解到巴曼
尼得斯的這個談論，若僅僅就語言形式上
看來，它和「是[的]是」這個形式相同，但
是在主賓詞的內容上剛好相反，由於這裡
的主賓詞都是「是[的]是」的主賓詞的否
定，因而是作為這個形式的連結條件，可
以全然和「是[的]是」一樣獲得一形式上。

二、「絕對的無」是「僅然地異（之
有）」：這個意義並非巴曼尼得斯斷簡所
陳述的意義，因為「絕對的無」對巴曼尼
得斯而言不可能為有，而「僅然地異（之

                                                
12 Plato, Sophistes, 254d1
13 Plato, Sophistes, 257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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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只是一種「不是此的彼有」，這種
「不是此的彼有」是有而不是無。此外，
若將這個意義解釋為「絕對的無」是「僅
然地異（之有）」──這樣的主張自身即
是矛盾的，因為「絕對的無」已經否定其
接受任何賓詞的可能。

三、「僅然地異（之有）」是「絕對
的無」：從主賓詞的連結關係看來，這個
意義和第二個意義在主賓詞的連結內容上
剛好顛倒過來。在這裡，「僅然地異（之
有）」做為主詞，這個主詞可以接受任何
賓詞，只要賓詞的內容不否定主詞的任何
內容，即無法由形式上斷定其真假。我們
若將主詞的內容放在賓詞上重複一次，就
立即可以發現這個語句的矛盾，也就是
說，如果「僅然地異（之有）」是「絕對
的無」是真確的，則「僅然地異（之有）」
既是「絕對的無」，也是「僅然地異（之
有）」，但是正如前面第二個意義所說的，
「絕對的無」否定「僅然地異（之有）」。
因此，就主賓詞的內容來判斷，這也不是
一個正確的主張，因為某種異的有是有，
而必然不是絕對的無。

四、「僅然地異（之有）」是「僅然
地異（之有）」：這個意義在形式上和第
一個意義完全相同，因而不必對其內容加
以討論，似乎立即可以斷定這個意義為
真。然而在實際運用上，往往不然。「僅
然地異（之有）」意指一種否定的關係範
疇，例如：「僅然地異（之有）」所關聯
的是某個 A，則其意義是「某個不是 A 的
或者某個異於 A 的」。然而在這個意義下，
這個詞語只是一消極地的規定，它可以指
涉任何一個非 A 之外的存有，因而形式上
雖然不違反矛盾律，但是實際指涉的意義
卻不一定真確，例如：「某個異於 A 的」
實際上的指涉是 B，而「另一個異於 A 的」
實際上的指涉卻是 C，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也有可能「B 是 C」，然而若「B 不是
C」，則「僅然地異（之有）」是「僅然地
異（之有）」這個句子的實際指涉意義不
是真確的。

巴曼尼得斯的第二個主張也一樣由兩
個不同的部分組成，亦即全然不可理解的

有兩個：一、「非是（不是是）」，二、
「必然是的不是」。在漢語裡，前面這個
部分的表達並不容易理解，因為「非是（不
是是）」在漢語的表達上幾乎不成文。前
一個部分是漢語裡「不是者是」的省詞，
後一個部分的主賓詞則和前一個部分相
反，並且加進了「必然」這個語態。我們
如果將兩個部分改寫成：「不是的」是「是
的」以及「必然是」是「不是的」，那麼
就很容易發現主賓詞之間的關係相互排
斥，除非主詞自身先蘊含變動的可能性而
賓詞所說明的即變動後的內容。

在巴曼尼得斯的另一個斷簡裡，我們
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一種真理觀，這種真
理觀依賴語言形式結構而成立。巴曼尼得
斯說：

「… 然無已是亦無將是，如若一切現
今相類似、為一、相續。因汝將追究
其生耶？增生從何而來？然我既不許
你主張（一切）由不是（而來），亦
不可理知（νοειν）。因以不是（是）
是，既不可主張，亦不可理知。14」

若先將語言表達的時間（或動詞）形式分
成現在、過去和未來，則通過這樣的分割，
對於同一者可以分別用這些不同的語言形
式來表達，因而儘管這同一者是一直連續
地在時間中，但是我們仍然認定現在的存
有乃接續過去的存有而有，未來的存有將
接續現在的存有而有。因此，我們以過去
的存有做為現在的存有之所由來，現在的
存有之於未來的存有亦然。在這裡，巴曼
尼得斯設立了一個前提，即：「如若一切
現今相類似、為一、相續」，在形式推斷
上，這個前提毀滅了變動的可能性，因為
「然無已是亦無將是」所指涉的皆是「其
它的」。因為萬有是一且相續（為一），
所以萬有不能是已是，亦不能是將是，其
理由是：相續為一的萬有只能是一，若它
變為「其它的」，那麼，萬有將既不是一
且不相續。

後半句話「然我既不許… … 不可理
知。」似乎是一種同義反覆的主張，其實

                                                
14 H. Diels, a.a.O., Bd. I. 28[18] Parmenides,
Fragment 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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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
在《國家篇》(Πολιτεια / The Republic)

一書中，柏拉圖雖然不將它（不可矛盾的
談論）稱為律則，但卻已經明白地表示出
這個思想的出發點，蘇格拉底用它來當作
方法，用以主張靈魂三分論
（τριχωτοµη τηò  ψυχηò/Trichotomie der
Seele），他這麼講：

「很顯然，對於它，依據它而且對它
而言，你不能同時造出或者感受到相
反者。15」
「因此，上述之中無一引起我們的驚
異，沒有任何比以下更令人信服的，
的確有每個自在的是同時依據它自
己、對它自己感受到相反的、或者是、
或者造出。16」
這個說明的理論企圖並不像早期對話

錄，為了突顯哲人(Sophistes)的意見可以導
引出相反的理性計算，藉以使對話者承認
其主張之中隱藏著相反的意見，而運用它
作為一個理論的出發點，藉它將靈魂區分
成三個不同的部分。

這個說明顯然與後世的矛盾律不同，
後世的矛盾律當作知識的判準，不准許兩
個相反的賓詞用再同一個主詞上，若將兩
個相反的賓詞運用在同一個主詞上時，則
要不然必須將先前所設立的大前提否定
掉，承認理論的出發點遭受何種困境17；否
則就必須像康德一樣，承認思辯理性自身
有其辯證的困境，以至於產生假象知識。

在這兩段引文裡，相反者不允許同時
在同一對象上是，其運用上與矛盾律之間
的差異主要在於是否有一「自在的是」為
有。前者利用同一事物若造作或者感受相
反者，則可以分別為不同的部分，即：非
自在之存有者若擁有之相反者，則可以藉
著其自身所有之相反者而分割，分割至自
在而不混有相反者為止。後者則指出，已
為一「自在的是」則不能擁有之相反者。
這裡的兩個例子告訴我們，相反者是否在
同一有中結合？──這個問題的解答系於

                                                
15 Plato, Politeia, 436b-c.
16 Plato, a.a.O., 436e-437a.,
17 Plato, Parmenides, 127d ff.

此存有是否為一「自在的是」。若此存有
為一「自在的是」，則矛盾律的運用為有
效；若此存有非一「自在的是」，則相反
者皆可以成為此存有之描述可能或範疇。
因此，矛盾律的運用對象應該重新研究，
藉以避免運用上發生錯誤‧

§2.
在《物理學以後諸篇》(Metaphysica)

中，亞理斯多德更標舉矛盾律作為思想的
開始點，來從事第一哲學的研究18。其後的
哲學研究者無不爭奇鬥勝地推出一些奠基
於矛盾律的論證，藉以證明其哲學論題的
合理性。

矛盾律作為最根本的思想律之一，後
世的哲學家在運用時，大抵只採取一種形
式推證的態度。在這種推證的態度裡，唯
一支持矛盾律的理由是排中律，亦即不得
假設有第三種情形存在於兩個相反的主張
中。根據排中律的設定，彷彿使矛盾律的
形式運用獲得合理性，因而有些哲學家運
用矛盾律推證出某些其所認定的知識是必
然有效的，甚至成立一種知識的判斷形
式，並稱之為：「分析判斷」(analytisches
Urteil / analytical judgement)19，並且認為這
類推證的知識是自明的，不需要任何經驗
的證明來支持其必然有效性，因而分析判
斷的知識內容並不賦予新的知識內容，而
只是依據判斷中的主賓辭關係是否有同一
性即可認定。

後世哲學家以矛盾律作為討論知識的
工具，這種對於矛盾律的說明，顯然與亞

                                                
18 Aristoteles, Metaphysica, IV, III-V.
19 這一個解釋矛盾律的傳統可以回溯到德國的萊
布尼茲-吳爾夫學派(Leibnizian-Wolffische Schule)。
這個傳統裡，建立了兩個知識的形式判準，即所謂
的「分析判斷」(analytisches Urteil )及「綜合判斷」
(synthetisches Urteil)，用這兩個知識的形式判準來
說明理性知識與經驗知識的分別。這樣的區分固然
有其運用的效力，然而並不完全可靠。關於這個問
題請參見拙文〈論分判斷與綜合判斷的區分及其對
兩個哲學家所造成的影響--一個由柏拉圖<克拉梯
樓斯>篇<Kratylos>中語言哲學觀點所做的嘗試〉，
哲學雜誌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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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斯多德對於矛盾律的說明有所不同。理
斯多德解釋矛盾律時說：

「這樣的（原則）是一切（原則）
中最穩固的原則，它是什麼呢？
關於這個，我們講。即：同一者
不可能既置於又不置於同一者之
下20，且依據同一者。」
相反者不可以同時與主詞相結合─

─這是後世哲學家所認定的矛盾律，這顯
然比較符合柏拉圖《國家篇》中的說明。
在這裡，亞理斯多德的說明要比柏拉圖《國
家篇》中的說明更明晰些，因為柏拉圖《國
家篇》中的說明一方面當作分類規則，另
一方面則用以規定「相」或「一自在者」，
而亞理斯多德的說明則為合於理則的
（dem logischen entsprechend），因為他僅
僅用詞語上是否可以將「同一者既置於又
不置於同一者之下」，來說明矛盾律。

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中，各有其在理論
的建構上的特定意義。在柏拉圖那裡，相
反者作為分類的準則，先蘊含於一個較大
的種之中，然後運用其類差可以將這較大
的種分成不同的下屬的種，經過不斷的類
差分異，最後可以得到一單一不需要再分
別的定義對象，這是柏拉圖晚年對話錄的
特色，我們可以用兩個方法學的概念來形
容這樣的理論活動，一個是所謂的「二分
法」，另一個是所謂的「通種論」。前一
個理論概念的運用下，使原來的定義追求
之困境解除，因為最終不須分解的定義對
象之獲得乃在於對於最後使用之類差的正
面決定。我們可以將這個較大的種和最後
使用之類差的肯定意義作為定義的可能，
確定其要的定義對象，例如：「人是理性
的動物」，這定義是這麼產生的：動物是
一較大的種，而人為此較大的種所蘊含，
理性是最後使用之類差的肯定意義，因為

                                                
20 Aristoteles, Metaphysica, IV-III, 1005b18-20。「置
於 … 之下」與「不置於 … 之下」之原文為；
「υπαρχειν」和「µη υπαρχειν」。在詞語運用上
顯然與合於理則規範有關。亞理斯多德藉著這種詞
語指出，詞語所表數對象之間得蘊含關係。關於這
一點請參考拙文〈亞理斯多德《範疇論》是否隱藏
分離問題〉，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四期，第七
十六頁和註四十七。

人有理性，而用理性將其他在在動物之下
的種排除掉，因而獲得其最終的定義可
能，「哲人是假知識的販賣者」作為哲人
的定義，也是同樣的道理，販賣者作為一
較大的種，哲人蘊含於其中，而假知識成
為哲人特有的類差之肯定意義。前一個理
論概念的運用下，理論從事者不須先顧慮
種差的問題，而只須注意從蘊含所要定義
之對象的較大的種出發即可，這是通種論
的特點，可以經由不同的類差加以分類，
但是最後所得到的本質定義仍然相同。

柏拉圖的對話錄裡存在著兩種矛盾
律的運用方式：一、矛盾是一種對話的處
境，目的在於指明參與對話的人做了一種
相反的主張，柏拉圖藉著這種相反主張的
指明，使得參與對話的主張者理解到其所
主張的內容無法成立。二、柏拉圖將相互
相反者（也就是造成矛盾的相反述詞）放
到同一類的存有或較大的種之中而當作分
類的條件，因為互相矛盾的相反者之間存
在著類差，這類差剛好可以用來從事分類
活動。

亞里斯多德在不少談論裡雖然繼承
了這種談論方式（例如：在《物理學以後
諸篇》第一卷第一章對於各種知識與最精
確知識之分類），但是對於建立理論的方
式顯然並不像柏拉圖那樣以通種論的方式
來說明。他並不從一個較大的種出發，將
他所要討論的對象從中導引出來，而加以
討論其間的關係；他先區分他所要討論的
對象之概念意義究竟有多少種，從而找出
所要討論的意義與所要討論的對象之間的
關係，而在先行劃定的理論對象意義下，
完成其理論內部的合理性，這個合理性的
積極決定有賴於所謂的「連句法」
（συλλογισµοσ/syllogism, 一般翻譯為「三
段論式」，這是遷就亞里斯多德《工具書》
裡的談論方式，由前項、中項、後項所形
成的三個句子之間是否形成三者之間的關
係。這個字義在運用上要比這個意義廣
泛，例如：《物理學以後諸篇》第八卷第
一章，1042a3）。這個個合理性的積極決
定 或 者 作 為 理 論 的 出 發 點 和 格 準
（αρχη και αξιοµα）則有賴於矛盾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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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多德在所討論的概念之多重意義的決
定中，先確定所討論的概念的意義劃定得
以合乎這樣的理論需求，然後用這兩個判
準去消弭理論研究上的錯誤。

§3.
亞理斯多德《範疇論》的理論目的何

在？它究竟有什麼理論意義？在這個理論
的意義下，它究竟要解決什麼理論上困
境？或者這樣的理論究竟帶來了什麼理論
困境？這些問題都上待進一步地研究。

要回答上述的問題必須一方面對於
《範疇論》的理論內部進行分析，另一方
面了解這個理論外部究竟是反對什麼樣的
理論，以及它在哲學歷史裡是繼承什麼理
論而加以發展。因此，本文先由《範疇論》
的理論內容分析出發？然後討論其理論外
部的反對者與繼承。

亞理斯多德《範疇論》從討論的內容
看來，可以分成以下的三個部分：

一、《範疇論》一至三章：a.討論同名、
共名與衍名（第一章）。b.萬有依「在基體
中」與「陳述基體」這兩個原則可以分成
四類（第二章）。c.相異的基體若有類的蘊
含，可以推移其賓詞；且相異的基體若在
相上及種上相異，則不妨礙期間存在著差
異（第三章）。

二、《範疇論》四至十章：不與其他
詞語相結合的詞語可分成十類（第四章），
即：本質（第五章）、量（第六章）、關
係（第七章）、性質（第八章）、地點、
時間、位態、有、造、受（第九章）。

三、《範疇論》十至十五章：相反對
的位態（αντικειµενων/antikeimenon）可以
分為四種：a. 關係 b. 相反者
（εναντια/contraries）c. 缺與有 d. 肯定與
否定（第十章）、相反者同屬一種，則此
種自身非種（第十一章）；「先於」有四
種意義（第十二章）、「同時」的意義（第
十三章）、「變動」的六種意義（第十四
章）、「有」的諸多方式（第十五章）。

§4.
從以上的討論看來，亞里斯多德的《範

疇論》帶來了一個討論矛盾律的基本架

構，接下來我們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
不同處理方式來看待矛盾律的運用問題。
我們用兩個不同的形式來解釋柏拉圖與亞
里斯多德對矛盾律的運用：

一、 柏拉圖將矛盾律作為分類的
原則，其形式為：若任何事物在
同時間可以感受到相反者，或有
相反的性質同時存在於任何事物
之中，則事物必然可以分類至相
反的性質不同時在同一事物中存
在或者被感受為止。

二、 亞里斯多德就範疇的不同分
類來決定相反者是否可以同時存
在於基體之中，其形式為：不同
的相反者可能可以存在於任何基
體中，或者用來陳述基體，其決
定的可能必須由何種範疇作為基
體，以及何種範疇作為賓詞來決
定。例如：白色作為基體或者主
詞（這不是亞里斯多德範疇論所
承認的），則不可能以相反的顏
色作為賓詞。

§5.
由上一節對亞里斯多德談論相反者如

何在不同的基體中存在或者不能並存，本
文將進行以下的反省，以檢討矛盾律的運
用。

一、第一類本質作為基體的述詞相反
可能

第一類本質有二個特性，一個是它不在任
何基體之中，另一個是它不用來陳述任何
基體21。從這樣的意義看來，第一類本質一
方面不能擁有相反者22，例如：蘇格拉底做
為第一類本質，儘管可以透過蘇格拉底的
否定產生「非蘇格拉底」一詞，但是「非
蘇格拉底」一詞並不是第一類本質，而是
一種形式上的否定，只有消極的意義，因
而「非蘇格拉底」只是一詞語的使用，消
極地指涉蘇格拉底以外的一切萬有，而並
非一個與蘇格拉底相反的第一類本質。因
此，第一類本質並不能有相反者。

                                                
21 Aristoteles, Kategoriai, II, 1a, 3a
22 Aristoteles, Kategoriai, V,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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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個特性看來，因為第一類基質
已確定不在任何基體之中，因而它不可能
又同時存在於任何基體之中，因此，若將
第一類本質做為一基體來看待，「在基體
之中」一賓詞絕對無法與第一類本質相連
結成為真的語句。因此，由於第一類本質
並無相反者且不存在於任何基體之中，它
做為基體，絕對無法有相反者存在於其
中。

從第二個特性看來，因為第一類本質
不用來說明任何一個基體，因而任何一個
基體也不可能同時用它來。這裡存在著一
個語言形式上的難題，我們講蘇格拉底無
法用來陳述基體（或主詞），這顯然在現
代以位置代表文法關係的西歐語言講不
通，因為現在以位置代表文法關係的西歐
文字將非基體的述詞放在句首當做主詞，
因而使基體彷彿成為述詞，因而似乎無法
如此主張，第一類本質不用來說明任何基
體。然而依據基體的意義看來，第一類本
質只能做為基體，因而它不可能成為用來
說明基體的述詞。

此外，第一本質若就其與其他的第一
本質的關係而言，在其本質的意義上並無
多寡可說23，因而，基於第一類本質並非關
係範疇，因而不能以其與其他同類之本質
的其他範疇上的差異來決定其本質自身上
有差異，亦即不能主張第一類本質有或多
或少的本質性，從而使第一類本質可以涵
攝本質上的相反者。因此，就第一本質自
身做為一範疇而言，它在這個意義下不能
有相反者，因而矛盾律也不須要運用於範
疇的意義上。

                                                
23 Aristoteles, Kategoriai, V, 3a-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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