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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如何容受顏色？ 
─亞里斯多德論中介物、光、與視覺 

 
 陳斐婷 

 
摘 要 

本文嘗試重建亞里斯多德如何看待中介物空氣容受顏色，給予《靈魂論》

第二書第七章 418a26-b20 這個段落一個新的詮釋。亞里斯多德分兩個方向

進行這項探究。一方面，我論述亞里斯多德嘗試建立一個視覺事件的因果發

生序列，顏色是整個視覺事件因果發生序列的動力因起點，使得中介物諸如

空氣等透明事物產生變動。而這項變動是一項性質變化。另一方面，透過考

察亞里斯多德透過對於光的探究，我指出，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應該

理解為展現其與火或此類物體同一的透明本性，是透明事物歷經變動的必要

條件。如果上述關於空氣如何容受顏色的解讀是正確的，或許可以為視覺感

官如何接受視覺對象的形式（De anima 2.12，414a18-19）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亞里斯多德、實現、變動、性質變化、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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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Air Receive Color?  

Aristotle on the Medium, Light, and Vision 

 
Fei-Ting Che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reconstruct how Aristotle sees the medium receiving 

color in De anima 2.7, 418a26-b20 and offer my own interpretation. I argue 

that Aristotle intends to establish a causal chain for a perception event, which 

begins with the color of the perceived object as the efficient explanation of 

the whole causal chain. And color moves the medium, i.e., something transparent 

such as air, in the manner of alt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 argue that we 

should construe the actuality of the transparent thing to be the state of 

exhibiting the nature of transparency, which air shares with things such as 

fire. And receiving color in the transparent thing requires the transparent 

thing to be in actuality. If this line of interpretation is correct, it may reshape 

the current reading of how the faculty of perception “receives form without 

matter” (De anima 2.12, 414a18-19). 

Keywords: Aristotle, actuality, change, alteration,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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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如何容受顏色？ 
─亞里斯多德論中介物、光、與視覺 

 
陳斐婷 

壹、問題的緣起與背景 

我們是如何看到放在桌上的那顆紅蘋果呢？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於《靈魂論》第二書裡告訴我們，知覺感官「能夠接受知覺對象的形式

而略過其質料」（τὸ δεκτικὸν τῶν αἰσθητῶν εἰδῶν ἄνευ τῆς ὕλης, capable of 

receiving the forms of the perceived objects without the matter，De anima 

II.12，424a18-19）。1以看到蘋果為例，當我們說看到蘋果，意思便是眼

睛接受蘋果的紅色而略過其質料。感官接受視覺對象形式究竟是一個怎

                                                 
1 本文所引用的古希臘文原文出自於 The 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 A Digital Library of Greek 

Literature（簡稱 TLG）。TLG 關於亞里斯多德著作 De anima 與 De sensu 使用 W. D. Ross 之
校訂本 Aristotle De Anima（1961）與 Aristotle: Parva Naturalia: 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1955）；Categoriae 使用 L. Minio-Paluello 之校訂本 Aristotelis categoriae et 
liber de interpretatione（1949）。TLG 收錄古代註解的部分，以收錄在 Commentaria in 
Aristotelem Graeca（簡稱 CAG）, H. Diels et al.（eds.）（Berlin: Reimer, 1882-1909）的西元二

世紀到六世紀的亞里斯多德哲學著作之註解為主。關於 Themistius 的註解使用的是 R. Heinze
的校訂本 Themistii in libros Aristotelis de anima paraphrasis（CAG 第五卷第三冊，1899）；關

於 Philoponus 的註解使用的是 M. Hayduck 之校訂本 Ioannis Philoponi in Aristotelis de anima 
libros commentaria（CAG 第十五卷，1897）；關於 Ammonius 的註解使用的是 A. Busse 之校

訂本 Ammonius in Aristotelis categorias commentaries（CAG 第四卷第四冊，1895）；關於

Simplicius的註解使用的是K. Kalbfleisch之校訂本Simplicii in Aristotelis categorias commentarium
（CAG 第八卷，1907）。本篇論文古希臘文中譯與英譯皆為我的粗淺翻譯，除了特別註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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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過程？亞里斯多德於《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提供了一個相當細緻

的說明：蘋果的紅色先是作用於中介物，諸如空氣，再作用於視覺感官。

對亞里斯多德來說，只有顏色才能適切地被稱為視覺對象，至於形狀、

擴延、變動、數量等則是屬於共同感官的對象，《靈魂論》第三書第一章

提及需要多個感官共同合作才能知覺到這些屬性。那麼就以顏色為例，

我們是如何知覺到蘋果的紅色？蘋果的紅色以什麼樣的方式傳遞紅色這

項形式給眼睛？2 

這裏涉及到一個著名的亞里斯多德哲學爭論背景。在《尼可馬各倫

理學》第七書與第十書裡，亞里斯多德提及知覺活動是從某種能力的擁

有卻不使用過渡到該能力的使用。比方在 t1時間點 S 閉著眼睛，擁有視

覺能力卻不使用，在 t2時間點 S 看紅蘋果。有別於前者，在 t1與 t2兩個

時間點上 S 都擁有該項知覺能力，差別只在於是否使用之。在這個脈絡

下，亞里斯多德稱知覺活動為實現（ἐνέργεια，actuality）。然而，在《靈

魂論》第二書第五章裡，亞里斯多德卻告訴我們知覺活動是一種變動

（κίνησις，change）。這是怎樣的一種變動呢？Richard Sorabji（1979）

指出《靈魂論》第二書其實提供了一個非常生動的生理學式解釋，以上

述知覺紅蘋果為例，知覺活動就是眼球水晶體獲取紅蘋果的紅色性質，

真的變成紅色。他主張知覺活動因此應被歸類為典型的性質上的變動或

翻譯為變化（ἀλλοίωσις，alteration）：在這個變動過程裡，作為質料的眼

球水晶體，從比方在 t1時間點缺乏紅色性質過渡到比方在 t2時間點獲取

                                                 
2 從二十一世紀的角度來看，亞里斯多德《靈魂論》與相關著作似乎只剩欣賞古董的趣味，由

於這類討論往往基於過時的生理學與物理學。然而，古希臘哲學研究社群在探究亞里斯多德

的知覺理論與生物學著作的時候，並非真正對於重構古代生理學的細節有興趣。或許古希臘

科學史研究社群對於這個部分會更有興趣。古希臘哲學研究社群傾向認為去探究這些著作能

夠為亞里斯多德形質論（hylomorphism）提供更多的線索與說明。參見 Christopher Shields（2016：
228）。國內近年來關於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研究參見王志輝（2015）、丁福寧（2011）
與高凌霞（2007）。國內近年來關於亞里斯多德形質論的研究參見陳斐婷（2017）。 



空氣如何容受顏色？─亞里斯多德論中介物、光、與視覺 87 

 

紅色性質。換言之，原本缺乏紅色性質的狀態被獲取紅色性質所取代。

Myles Burnyeat（1992；2002）不同意 Sorabji 生理學式的解釋，他不認

為眼球裡的某部分物質組織會真的變成紅色，而只是意識狀態的改變，

他的主張被稱為精神式解釋。但 Burnyeat 仍認為知覺活動是性質變動，

不一樣的是，他主張這是一種非典型的性質變動。他的理由是，視覺感

官可以重複地知覺不同顏色，亦即可以重複地從可容受顏色的狀態到容

受某個顏色，並非新的顏色取代原本缺乏顏色的狀態。3 

關於視覺活動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如何從形質論的角度去勾

勒這個事件，近年來學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於《靈魂論》第二書第五章

的解讀與詮釋。然而，我認為《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可以為我們提供一

個新的討論契機。眼睛由水組成，而空氣與水都具有透明性（διαφανές，

transparent，418b4），正是這種透明性在容受與傳遞顏色。在這篇論文裡，

我的目標相對狹窄與保守，將聚焦於《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裡的

418a26-b20，透過逐句逐字釋義與論證重構，並參考亞里斯多德古代註

解傳統，提出我的詮釋。我將指出，《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包含了兩個

部分，一方面談論空氣如何容受顏色，另一方面分析容受顏色的空氣必

須首先處於什麼樣的狀態。如果我們能夠首先釐清究竟空氣如何容受顏

色，或許我們將更能清楚地重構亞里斯多德是如何看待眼睛容受顏色是

一個什麼樣的事件。但後者，也就是眼睛如何容受顏色並不包括在本篇

論文處理範圍裡。 

                                                 
3 Burnyeat（2008）之所以這麼主張，因為他還有一個更宏大的計畫，他認為實現與變動並無

本質上不同，終究來說，實現僅僅為一種非典型的性質變動。換言之，第二意義的實現僅僅

為第一意義的實現的一種非典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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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介物 

關於視覺如何產生這個問題，亞里斯多德主要批判的哲學家是

Empedocles 與 Democritus。依據《論知覺與知覺對象》第二章 437b23-438b5

亞里斯多德的報導，Empedocles 主張眼睛內最核心的部分是火，外面包

著水，像燈籠一樣會發光；但有時候 Empedocles 又主張是因為知覺對象

散發出光芒到知覺者眼睛內。Democritus 雖然主張眼睛由水組成，從亞

里斯多德來看，他卻錯在主張視覺僅僅是眼睛反射知覺對象所散發出來

的光芒。反射自知覺對象的這道光芒會進行空間上的移動4，穿越真空

（κενός，void）5與空氣，來到知覺者的眼睛內。Democritus 主張真空的

存在，視覺感官與視覺對象的中間其實不需要有任何中介物，空氣的存

在還往往是阻礙我們看清楚對象的原因。亞里斯多德不同意這個說法，

他在《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提出，知覺的產生是知覺感官受到知覺對

象的作用（πάσχοντος，being affected，419a17-18），並非知覺對象散發

出光芒直接到知覺感官內，然而知覺感官不能直接被知覺對象作用，因

此知覺感官與知覺對象之間必然存在著中介物。 

πά- 

σχοντος γάρ τι τοῦ αἰσθητικοῦ γίνεται τὸ ὁρᾶν· ὑπ’ αὐτοῦ 

μὲν οὖν τοῦ ὁρωμένου χρώματος ἀδύνατον· λείπεται δὴ ὑπὸ 
τοῦ μεταξύ, ὥστ’ ἀναγκαῖόν τι εἶναι μεταξύ·（De anima II.7， 

419a17-20） 

                                                 
4 關於光進行空間上移動以及亞里斯多德對於這個議題的反省，本文第六節將進一步剖析。 
5 亞里斯多德反對真空存在，參見《物理學》第四書第六至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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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視覺產生於感官受到某事物作用，而感官不能直接受到 

被看顏色的作用，只留下中介物作用於感官這個選項， 

因此必然存在著某個中介物。 

為什麼知覺感官不能直接被知覺對象作用？亞里斯多德在稍後幾行解

釋，如果把視覺對象諸如蘋果湊近接觸到眼睛，眼睛其實無法看到蘋果，

這道理與聲音過大反而聽不到聲音一樣。因此知覺感官不能直接被知覺

對象作用不僅適用於視覺，也適用於嗅覺、聽覺、與味覺（419a26-31）。

我們可以把 419a17-20 理解為中介物是視覺活動的必要條件： 

（1）視覺感官與視覺對象間存在中介物是視覺活動的必要條件。 

但什麼是亞里斯多德所謂的視覺感官與視覺對象的中介物呢？亞里

斯多德告訴我們，能夠勝任視覺感官與視覺對象的中介物必須是透明的

事物，諸如水、空氣、或者甚至是一些固體物體。關於什麼是透明性質，

本文第五節將仔細探討。亞里斯多德在《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以空氣

為例，探討視覺對象如何作用於中介物，中介物再作用於視覺感官，這

段分析正好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視覺感官如何接受知覺對象的形式而略過

其質料。然而，為什麼「中介物空氣如何受到視覺對象的作用」可以用

來理解「視覺感官如何受到中介物空氣的作用」呢？我做此連結是因為

中介物空氣與視覺感官眼睛有一個有趣的相似之處： 

καὶ εὐλόγως τὸ ἐντός ἐστιν 
ὕδατος· διαφανὲς γὰρ τὸ ὕδωρ, …（De sensu 2，438b5-6） 

我們可以合理地說眼睛內部 

是由水組成的，因為水是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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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νάγκη διαφανὲς εἶναι 
καὶ δεκτικὸν φωτὸς τὸ ἐντὸς τοῦ ὄμματος.（De sensu 2， 

438b10-11） 

……眼睛內部必定是透明的 

與可接受光的。 

空氣與視覺感官眼睛內部主要成分水都是具有透明性質的事物。亞里斯

多德在《論知覺與知覺對象》第二章提到，眼睛內部由水組成，因為具

有透明性的緣故才能夠接受光照與顏色。如果我們能夠重構中介物空氣

如何接受顏色與光照的細節，我們也許能夠從而拼湊出視覺感官如何接

受視覺對象的形式而略過其質料。 

參、視覺對象 

Οὗ μὲν οὖν ἐστιν ἡ ὄψις, τοῦτ’ ἐστὶν ὁρατόν, ὁρατὸν δ’ 

ἐστὶ χρῶμά τε καὶ ὃ λόγῳ μὲν ἔστιν εἰπεῖν, ἀνώνυμον 

δὲ τυγχάνει ὄν· δῆλον δὲ ἔσται ὃ λέγομεν προελθοῦσι. 

τὸ γὰρ ὁρατόν ἐστι χρῶμα, τοῦτο δ’ ἐστὶ τὸ ἐπὶ τοῦ 

καθ’ αὑτὸ ὁρατοῦ· καθ’ αὑτὸ δὲ οὐ τῷ λόγῳ, ἀλλ’ ὅτι ἐν 
ἑαυτῷ ἔχει τὸ αἴτιον τοῦ εἶναι ὁρατόν.（De anima II.7， 

418a26-31） 

視覺的對象是可被看見者。可被看見者是指顏色以及 

可被語言描述者，即便剛好沒有名字。這點將在接下 

來的討論更為清楚。由於可被看見者是顏色，顏色是 

在那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的表面。因自身緣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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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看見者，並不是指該事物在定義上是可被看見的， 

而是指該事物具有可被看見的原因。 

視覺的對象是可被看見者（τὸ ὁρατόν，the visible，418a26），而可被看

見者包含了兩大類：顏色與可被語言描述者。什麼是那可被語言描述者

卻不是顏色呢？《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稍後的段落進一步釐清，可被

看見者包括了一些菌類、魚的鱗片、魚的眼睛、與磷光現象等等

（419a1-6）。但是這些都不能適當地稱為顏色（τὸ οἰκεῖον χρῶμα, color in 

the proper sense，419a2），因為他們往往在黑暗中才能被看到。6根據古

代註解家 Themistius（60,34-61,9）的報導，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的

老師 Sosigenes 在已經佚失的著作《論視覺》裡曾經指出，這些能夠自體

發光的事物與火或者第五元素以太都分享相同的本性，點亮鄰近空氣或

水等中介物。7這裏已經透露了顏色以光為必要條件。 

然而，亞里斯多德才說過，可被看見者包含顏色與可被語言描述者

兩類（418a26-27），兩行之後卻改口說，可被看見者是顏色（τὸ γὰρ ὁρατόν 

ἐστι χρῶμα，the visible is color，418a29），似乎改變立場主張可被看見

者只有顏色。連 W. D. Ross（1961：242）都建議，我們不得不承認亞里

                                                 
6 過去對於「可被語言描述者」的解釋以磷光現象（phosphorescence）為主，諸如 Ross（1961：

242）與 D. W. Hamlyn（1993：108）。但近年來對於「可被語言描述者」的解釋漸漸改為以自

體發光現象（luminescence）為主，參見 Ronald Polansky（2007：265）與 Shields（2016：229）。 
7 Themistius（c. 317-c. 388）西元四世紀的亞里斯多德註解家，他對於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

解釋普遍認為具重要參考價值，也是現存最早的關於《靈魂論》的古代解釋。比他更早的關於

《靈魂論》的古代解釋是初逍遙學派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fl. c. A.D. 200）的註解，我們

不清楚 Themistius 使否參考過 Alexander 的解釋。但 Alexander 有另一篇也是名為《靈魂論》

的著作談論亞里斯多德靈魂理論，Themistius 在他自己註解亞里斯多德《靈魂論》時曾引用過。

Alexander 曾經向 Sosigenes 學習，後者為活躍於二世紀的逍遙學派成員，但大部份著作已經佚

失。另外比 Themistius 更早的詮釋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路線是新柏拉圖主義者們，Themistius
曾經批判過 Porphyry（232-309）關於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第一書的解釋，Themistius 應該也

熟悉 Plotinus（205-269/70）對於亞里斯多德靈魂理論的反省與批判。但 Robert B. Todd（1996：
2）提醒，我們不應該過於誇大新柏拉圖思想在 Themistius 註解裡扮演了什麼角色。這裏所謂

的新柏拉圖思想是指新柏拉圖主義者致力於調和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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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德在這裡行文不一致。8但從上下文脈絡我們其實可以觀察到，當亞

里斯多德在討論可被看見者，他主要關切的就是顏色。我們不妨將之理

解為「可被看見者主要是顏色」。9我整理這段論證如下： 

（2）視覺的對象是可被看見者。 

（3）可被看見者主要是顏色。 

（4）視覺對象主要是顏色。（2，3） 

亞里斯多德接著仔細探究顏色與視覺事件產生的起點這兩者的關聯。

這個句子「顏色是在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的表面」（τοῦτο δ’ ἐστὶ τὸ ἐπὶ 

τοῦ καθ’ αὑτὸ ὁρατοῦ, this [sc. color] is on the surface of what is visible in 
its own right，41829-30），可以用分開的兩個中文句子來表達： 

（a）顏色是在某個事物的表面，而且 

（b）事物的表面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 

命題（a）並不令我們感到驚訝，因為亞里斯多德在《物理學》第四書第

三章裡曾經提過，顏色是在事物的表面（ἐν ἐπιφανείᾳ，on the surface）

（Physics IV.3，210b5；並參見 Topics 134a18-25 與 Metaphysics V.18，

1022a29-32，VII.4，1029b16-18）。命題（b）說明顏色所在的事物才是

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並沒有說顏色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以紅

                                                 
8 Ross（1961：242）提到，他所能替亞里斯多德想到最佳修正是將 ἐστι（418a29）改為 ἔστω

（let it be，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命令式），意為 “let us for the moment ignore phosphorescence 
and treat color as the object of sight”，但由於這項解釋並沒有受到任何一個傳抄版本支持，

Ross 建議我們接受亞里斯多德在這裡行文不一致。 
9 Polanksy（2007：265）提及，「可被看見者是顏色」（418a29）意味著亞里斯多德從關於「可

被看見者」的一般討論轉折到討論「可被看見者」的主要意思，亦即顏色。Shields（2016：
230）說得更明白，當亞里斯多德稱可被看見者為顏色時，他是在一個比較嚴格意義下使用

「可被看見者」這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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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為例，蘋果的表面才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亞里斯多德繼續說明，

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的意思，並不是蘋果的表面在定義上包含可被看

見的性質，而是因為蘋果的表面具有可被看見的原因，也就是顏色10，

扮演動力因的角色使得知覺者看見蘋果。下一節關於顏色本性的討論

裡，亞里斯多德將更清楚地論述顏色本性是使處在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

產生變動，我們將更清楚地看到顏色在整個知覺事件的因果發生序列裡

扮演最初動力因的角色。 

但是 Ronald Polansky（2007：265）對這個句子提出不同的解釋，

而主張應該理解為（i）「在可被看見者之中，顏色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

見者」（This [i.e., color] is the visible in virtue of itself in the case of the 

visibles）或（ii）「顏色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這個可被看見者在

其他可被看見者的表面」（This is the visible in virtue of itself upon the 

visibles）。我們可以用分開的兩個中文句子來表達解釋（ii）： 

（c）顏色是在其他可被看見者的表面，而且 

（d）顏色是因自身緣故而可被看見者。 

解釋（i）甚至沒有支持命題（c），只有解釋（ii）同時支持命題（c）

與（d）。但無論（i）或（ii）都表達了（d）「顏色是因自身緣故而可

被看見者」，並不是表達（b）「事物的表面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

而（b）卻是重構接下來命題（12）（第五節）與命題（18）（第七節）

的關鍵。Polansky 這項解讀源自於他採取的是法文古希臘文對照版

Collection Budé 系列 A. Jonnane 對於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校訂11，

Polansky（2007：29）僅於導論的最後簡略地提及他認為 Joannane 校訂

                                                 
10 “τοῦτο δέ ἐστι τὸ χρῶμα.”（而這[sc.動力因]就是顏色）（Philoponi，320,19）。  
11 Aristote, De l'âme. texte établi par A. Jannone, traduction et notes de E. Barbotin.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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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一般而言比 Ross 校訂版好，沒有多做說明為什麼就這個句子來說他沒

有選擇大多數古代版本所同意的版本，也是 Ross 的校訂版所採用的版

本。12除了 Ross 之外，古代註解家 Themistius 與 Philoponus 與現代註解家

D. W. Hamlyn 與 Christopher Shields 也都支持命題（b）「事物的表面是

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13我整理 418a29-31 這個段落的論證如下： 

（5） 顏色是在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的表面。 

（6） 因自身緣故而可被看見者，並不是指一事物在定義上是可

被看見的，而是指該事物本身具有可被看見的原因。 

（7） 一事物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當該事物具有可被看見

的原因亦即顏色。（5，6） 

                                                 
12 Jonnane（2007：29）將這段文字校訂為 τοῦτο δ’ ἐστὶ τὸ ἐπὶ τῶν καθ’ αὑτὸ ὁρατῶν，其中 καθ’ αὑτὸ

是單數而 τῶν…ὁρατῶν 是複數。Ross 的校訂是 τοῦτο δ’ ἐστὶ τὸ ἐπὶ τοῦ καθ’ αὑτὸ ὁρατοῦ，其中

καθ’ αὑτὸ 與 τοῦ…ὁρατοῦ 都是單數。 
13 Themistius 逐句釋義時，明確指出「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是指「事物的表面」：“τοῦτο δὲ 

εἶναι πέφυκεν αἰεὶ ἐπὶ τῆς τῶν σωμάτων ἐπιφανείας, ἣ καθ’ αὑτὴν ὁρατή…”（This [sc. color] is by 
nature always on the surface of the bodies, which [sc. the surface] is visible in itself）（Themistii，
58,27-28）。這是我的粗淺翻譯。關於 Themistius 註解亞里斯多德《靈魂論》的英譯本還可以

參見 B. Todd（1996），以下不贅述可參見之英譯本。而 Philoponus 的註解特別具參考價值，

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他習慣於註解之前先引用當時（西元第六世紀）所流通的亞里斯多德《靈

魂論》原文“τοῦτο δέ ἐστι τὸ ἐπὶ τοῦ καθ’ αὑτὸ ὁρατοῦ”（This is on the surface of what is visible in 
its own right）（Philoponi，320,1-2）。這是我的粗淺翻譯。關於 Philoponus 註解亞里斯多德

《靈魂論》第二卷第七章至第十二章的英譯本還可以參見 William Charlton（2005），以下不

贅述可參見之英譯本。當代註解則參見 Hamlyn（1993：26）與 Shields（2016：35）。 
 Philoponus（c. 490-c. 570）是西元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與亞里斯多德註解家，致力於破除

新柏拉圖主義者想調和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主張，嘗試在他對於亞里斯多德的註解裡去說

明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靈魂理論是非常不一樣的。除了新柏拉圖主義者之外，另一個

Philoponus 主要批判的對象是 Galen（129-c. 200/c. 217），Galen 是羅馬時期一位著名的希臘

醫生與哲學家，主張與靈魂相關的知覺等活動是身體內部神經生理變化的結果或產品

（ἀποτέλεσμα，result or product）。然而 Philoponus 的立場接近二十世紀的副現象論者，他主

張與靈魂的相關知覺活動是伴隨著（ἐπιγίγνεσθαι，to come to be upon；英美地區的亞里斯多

德學者大多翻譯為 to supervene upon）身體內部的神經生理變化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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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恰當地小結，當亞里斯多德在談論視覺的對象的時候，他主要

談的就是顏色，事物的顏色不僅提供視覺內容，也同時是整個視覺事件

的起點。我們會在第四節更仔細地論述顏色的本性，在第五節論述顏色

如何使透明事物產生變動。 

肆、顏色 

πᾶν δὲ χρῶμα κινητι- 

κόν ἐστι τοῦ κατ’ ἐνέργειαν διαφανοῦς, καὶ τοῦτ’ ἐστὶν αὐτοῦ 

ἡ φύσις· διόπερ οὐχ ὁρατὸν ἄνευ φωτός, ἀλλὰ πᾶν τὸ ἑκάστου 
χρῶμα ἐν φωτὶ ὁρᾶται.（De anima II.7，418a31-b3） 

每個顏色都可使 

處在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14產生變動，這是它的本性。正是 

基於這個理由，沒有光就看不到可被看見者，事物的顏色 

皆在有光的情況下被看到。 

大部分註解家都認為亞里斯多德在這裏提出的是對於顏色的定義：顏色

可使得處在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這裡是指中介物）產生變動。15先不

                                                 
14 在這篇論文，我至少使用三種方式去翻譯 διαφανές（transparent，中性單數形容詞），因為這個

形容詞可能指的是「實體」或者「質料」或者「性質」：第一，當指涉空氣與水等實體事物，

我翻譯為「透明事物」或「透明的事物」或「具透明性質的事物」，也是這篇論文關於 διαφανές
最主要的翻譯。第二，當指涉空氣與水等組成成分或物質（material），這時我翻譯為「透明物

質」，但這個翻譯僅僅使用在第四節的脈絡底下討論「有界限物體所含的透明物質」。第三，當

指涉透明性這項性質，這時我翻譯為「透明性」或「透明性質」或「透明本性」。 
15 關於亞里斯多德是否看待顏色與其他感官性質為知覺事物諸如蘋果的某種內在性質，也就是

這類性質的存在不以事物被知覺為前提，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由於這不是本篇論文主要處理

的哲學議題，請容許我略過暫不做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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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先來看古代註解家 Philoponus 已經指出，

這個關於顏色的定義其實與亞里斯多德一般定義不太一樣。一般而言，

定義（ὅρος，definition）由類與種差所構成，比方人是具有理性的動物，

動物是類，具有理性是種差。然而，這裡關於顏色的定義，其描述卻側

重於顏色對於其他事物主要是具透明性的中介物的影響，使之產生變

動，因此並非藉由顏色的本質進行定義。Philoponus 指出這是藉由與顏

色相關的偶然屬性（συμβεβηκός，accidental，321,34），也就是具透明性

的中介物，來進行對於顏色的定義。16 

在《論知覺與知覺對象》第三章亞里斯多德也對於顏色做出定義，

在那裡也使用到透明物質來說明顏色。只不過這次不使用外在的透明事

物諸如空氣或水來定義顏色，而是使用顏色所在的事物內所包含的透明

物質來定義顏色。 

…χρῶμα ἂν εἴη τὸ τοῦ διαφανοῦς ἐν σώματι ὡρισμέ- 
νῳ πέρας.（De sensu 3，439b11-12） 

……顏色是有界限的物體所含的透明物質的限定。 

這句話的意思是，一般物體都是有界限的，比方蘋果的表面就是蘋果這

個物體的界限；而物體，諸如蘋果肉、蘋果表皮、眼睛內部水晶體、動

物的血肉，都由或多或少透明物質所組成。雖不是全部都由水或空氣所

組成，但都依據一定的水、空氣、火、土的比例所組成，因此可以說一

般物體或多或少都具某種透明性17；而顏色在事物的表面，正告訴了我

                                                 
16 “Οὗτος ὁρισμὸς ἂν εἴη χρώματος ἀπὸ τοῦ συμβεβηκότος καὶ ἰδίου δηλῶν αὐτό, οὐκ ἀπὸ τῆς 

οὐσίας.”（這個關於顏色的定義是根據顏色的偶然與特殊屬性來定義，而不是根據顏色的本

質來定義。）（Philoponi，321,33-34）。 
17 “ὑπάρχει δὲ μᾶλλον καὶ ἧττον ἐν πᾶσι.”（它[sc. 透明物質]或多或少存在於所有物體裡）（De 

sensu iii，439b8-9）。這裡 πᾶσι 指前一句最後的 σώμασιν（439b8）。Ross（1955：197）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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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這個事物的透明物質的界限在哪裡。亞里斯多德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去

說「顏色是有界限的物體所含的透明物質的限定」。Philoponus

（321,34-35）認為這才是關於顏色的本質定義。而 Polansky（2007：266）

則主張應該將《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 418a31-b1 與《論知覺與知覺對

象》第三章 439b11-12 這兩處合併起來看亞里斯多德如何定義顏色： 

顏色是有界限的物體所含的透明物質的限定，能使處在實現狀態

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 

但加上了「顏色是有界限的物體所含的透明物質的限定」，是否就符合

定義由類與種差所構成這個原則，仍待商榷。18無論亞里斯多德是否提

供了一個關於顏色的符合種差定義，或許比較重要的是去問，為什麼亞

里斯多德在給出關於顏色的論述時，刻意要納入透明事物？顏色的本性

是「可使處在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418a31-b1），這是一個

什麼樣的變動？ 

「正是基於這個理由」（διόπερ，therefore indeed，418b2），沒有

光就看不到可被看見者，主要就是指顏色。換言之，關於顏色本性的這

項描述「顏色可使得處在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蘊含了「光是

顏色被看見的必要條件」。亞里斯多德將於接下來的段落裡釐清這項蘊

含關係，透明的事物是指空氣等中介物（418b4-8），而光是透明事物處

在實現狀態（418b8-13）。我先將這段話（418a31-b3）整理如下： 

                                                                                                              
說明，這段關於所有物體具有透明性的陳述，已經超越了《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 418b6
的立場，在那裡亞里斯多德僅說只有空氣、水、與許多固體事物具有透明性。 

18 亞里斯多德在《論知覺與知覺對象》第三章 439b18-440a6 討論到顏色是由淺色（τὸ λευκὸν）
與深色（τὸ μέλαν）的顆粒以不同比例所構成，而顏色的融合，比方黃色加上藍色變成綠色，

綠色是深色與淺色的顆粒比例重新排列過的結果，這從二十一世紀角度來看最接近顏色的定

義。但這個段落似乎不被亞里斯多德學者認為在說明顏色的定義，僅僅說明顏色的構成方

式。參見 Ross（1955：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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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顏色的本性是使處在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 

（9） 如果沒有光，顏色就無法被看見。 

（10） 光是顏色被看見的必要條件。（8，9） 

命題（8）說明顏色是使透明事物產生變動的動力因。而命題（10）雖然

可以從（9）導出來，我們卻無法直接看出命題（10）與（8）的關聯性

在哪裡。如果在（8）之後加上兩個步驟（9*）與（9**），我們將更清

楚光在什麼意義上是「顏色被看見的必要條件」： 

（9*） 如果透明的事物不是處在實現狀態，也就是被光照亮，

顏色就無法使透明的事物產生變動。 

（9**） 如果顏色無法使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顏

色就無法被看見。 

因此（10）可以進一步改寫為： 

（10*） 透明事物處在實現狀態是顏色使透明事物產生變動的

必要條件。 

透明事物指得是空氣與水這類具有透明性的事物。雖然目前我們還不是

那麼清楚何謂透明性，但（10*）清楚地告訴我們顏色使得空氣與水這類

透明事物產生變動，而容受顏色的透明事物必須首先在處於實現狀態。

正是在顏色使得空氣產生變動這個意義上我們去說空氣容受顏色，而空

氣容受顏色以空氣處於實現狀態為必要條件。從命題（10*）我們可以得

出一個關於這個必要條件的一般性描述： 

[透明事物容受顏色的必要條件] 透明事物處於實現狀態是透明

事物經歷變動（也就是容受顏色）的必要條件。 



空氣如何容受顏色？─亞里斯多德論中介物、光、與視覺 99 

 

兩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正是基於這個理由」19揭示了《靈魂

論》第二書第七章論證結構上的一個重要轉折：亞里斯多德從論證顏色

作為動力因使得空氣等中介物產生變動，空氣再使眼睛內部水分產生變

動，乃至於整個知覺事件發生因果序列的建立這條軸線暫時離開，轉折

入第二條論證軸線，去（i）分析什麼是容受與傳遞顏色的中介物所具備

的透明性質以及（ii）這類透明事物在什麼意義上必須首先處於實現狀

態。第二，關於顏色可使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亞里

斯多德使用的詞彙是「可變動」（κινητικόν，changeable，418a31-b1），

而 Themistius 逐句釋義這個段落時時也使用「變動」（κίνησις，change，

59,5）這個字。這意味著透明事物所產生的變動是一項從缺乏某個性質

過渡到獲得該性質的過程，比方空氣從缺乏蘋果的紅色這項性質過渡到

獲得該紅色的過程。這裡與在《形上學》第九書第一章相呼應，其將動

力因所導致的過程歸類於變動，這項變動是從某個性質的缺乏到該性質

之獲得的一個過程。我們可以說，到目前為止 418a26-b3 的討論仍然在

建立以知覺事物的顏色作為動力因起點的知覺事件發生因果序列。這個

論點將於下一節獲得進一步的闡述。 

伍、透明本性 

ἔστι δή τι διαφανές. διαφανὲς δὲ λέγω ὃ ἔστι μὲν 

ὁρατόν, οὐ καθ’ αὑτὸ δὲ ὁρατὸν ὡς ἁπλῶς εἰπεῖν, ἀλλὰ δι’ 

                                                 
19 在古希臘文裡-περ 具特別強調的意味，在這裏強調 διό（因此），我翻譯為「正是基於這個理

由」來凸顯之。古代註解家 Themistius（59,5-9）提到，既然顏色以光為必要條件，亞里斯

多德則必須得暫時離開原本論證，去討論什麼光；而光是透明事物的實現，亞里斯多德得先

釐清什麼是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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ἀλλότριον χρῶμα. τοιοῦτον δέ ἐστιν ἀὴρ καὶ ὕδωρ καὶ πολλὰ 

τῶν στερεῶν· οὐ γὰρ ᾗ ὕδωρ οὐδ’ ᾗ ἀὴρ διαφανές, ἀλλ’ ὅτι 

ἔστι τις φύσις ἐνυπάρχουσα ἡ αὐτὴ ἐν τούτοις ἀμφοτέροις καὶ 
ἐν τῷ ἀϊδίῳ τῷ ἄνω σώματι.（De anima II.7，418b4-9） 

透明的事物存在。一事物是透明的，我的意思 

不是該事物因自身緣故無限制地來說可被看見者，而是因其 

他事物的顏色來說可被看見的。空氣、水、與許多固體事物 

具有這項性質，因為水與空氣是透明的，不是基於水或空氣 

的緣故，而是基於水與空氣兩者以及上層永恆物體擁有此特 

定本性的緣故。 

關於這個字 διαφανές（transparent，418b4）源自於動詞 φαίνειν（to appear）

加上介系詞 διά（through），我翻譯為「透明的」。亞里斯多德強調「透

明的事物存在」，其實是暗地裡反駁先蘇哲學家諸如 Democritus。因為

他們主張只有真空是真正的透明，不可以把真空歸類為任何物體；而其

他事物諸如水空氣等透明事物之所以是透明的，因為它們包含了真空。

亞里斯多德接著說，具有透明性質的事物包括了，水、空氣、許多固體

事物、以及上層永恆物體。上層永恆物體指的是在月亮以上的以太。「許

多固體事物」（πολλὰ τῶν στερεῶν，many of the solid bodies，418b6-7）

也具有透明性，眼睛這個身體器官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稍早我們已經

看過《論知覺與知覺對象》提到眼睛內部是由水組成的（438b5-6）以及

眼睛內部是透明的（438b10）。無論是水或空氣，它們是透明的，不是

因為水或空氣自身的緣故，而是因為它們跟上層事物以太都一樣擁有透

明性這項本質。讓我將這段落 418b4-8 的論證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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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透明事物存在。 

（12） 一事物是透明的，當該事物不是因自身緣故無條件來說可

被看見的，而是因其他事物的顏色之緣故來說可被看見的。 

（13） 水、空氣、許多固體事物、以及上層永恆物體是透明的事物。 

（14） 水、空氣、許多固體事物、以及上層永恆物體是因其他事

物的顏色之緣故來說可被看見的。（11，12，13） 

在命題（12）裡亞里斯多德再度使用「因自身緣故而可被看見者」

（418b5）這個判準來闡釋透明性。記得亞里斯多德稍早做過的說明： 

（6） 因自身緣故而可被看見者，並不是指一事物在定義上是可

被看見的，而是指該事物本身具有可被看見的原因。 

命題（12）可以進一步理解為： 

（12*） 一事物是透明的，當該事物本身不具有可被看見的原因，

而是因其他事物的顏色之緣故來說可被看見的。（6，12） 

命題（12*）正是關於透明本性的論述：透明的事物本身不具有可被看見

的原因，意思是說，透明的事物沒有自己的顏色，而是基於其他事物的

顏色之緣故，諸如透過看到蘋果的紅色，來說透明的事物是可被看見的。

亞里斯多德於 418b7-9 特別提醒我們，水與空氣是透明的，不是因為水

與空氣自身的緣故，而是因為水與空氣此類中介物具有透明性特定本性

（τις φύσις，418b8）20的緣故。 

                                                 
20 τις 放在所修飾的名詞之後，表達「不特定的某個」（some）的概念，然而，當 τις 放在所修

飾的名詞之前，則表達「特定的某個」（a certain）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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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顏色可使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418a31-b1），

先把「處於實現狀態」這幾個字擱在一邊21，來看「顏色作為動力因使

透明事物產生變動」。究竟空氣傳遞顏色是一個怎樣的變動？如前所述，

古代註解家 Themistius（59,5）明確地說這是一種變動，雖然說是變動，

Themistius 仍強調它跟一般的變動不太一樣。首先，透明的事物諸如空

氣並不是以性質上變動或以一般變動的方式去變成那些顏色

（59,21-22）。以知覺蘋果的紅色為例，雖然紅色作為整個知覺事件的動

力因起點，去推動空氣使之產生變動，但作為中介物的空氣並沒有因此

變成紅色。空氣的變動也不是像蜜蠟一樣接受模子的蓋印（59,22-23），

因為那是在事物表面上的變動，指的是蜜蠟表面上的變動，但空氣傳遞

顏色是空氣整體（ὁ ἀὴρ ὅλος，the whole air，59,24）22是以整體的方式

（δι’ ὅλου，on the whole，59,24）將顏色傳遞給視覺感官。23空氣受到蘋

果紅色的作用，不是僅僅最靠近蘋果的那個區域的空氣受到紅色的作

用，而是知覺者與知覺對象這中間的空氣作為整體去容受蘋果紅色的作

用，然後這整個區域的空氣整體再作用於知覺者的眼睛。我整理

Themistius 的論證如下： 

（i） 若空氣容受顏色是性質變化，則空氣會變成紅色。但空氣

沒有變成紅色。因此空氣容受顏色不是性質變化。 

                                                 
21 關於什麼是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本文將於第七節深入探討。 
22 ὅλος 位於 predicate position 而非 attributive position，在古希臘文文法裡，這是強調空氣的每

一個部分都被包含在這個整體之內。 
23 “κινεῖται γὰρ ὑπὸ τῶν ἀλλοτρίων χρωμάτων, κινεῖται δὲ οὐχ ὡς ἀλλοιοῦσθαι, οὐδ’ ὡς 

μεταβάλλειν εἰς αὐτά, οὐδ’ ὥσπερ ὁ κηρὸς τῶν σφραγίδων δέχεται τὰ γλύμματα. οὗτος μὲν γὰρ 
ἐπιπολῆς, ὁ δὲ ἀὴρ ὅλος δι’ ὅλου παραπέμπει τῇ ὄψει τὰ χρώματα…”（因為透明的事物[sc. 諸如

空氣]被其他事物的顏色改變，然而透明的事物[sc. 空氣]並不是以性質上變動或以一般變動

的方式變成那些顏色，空氣也不是像蜜蠟一樣接受模子的蓋印。因為這是在事物表面上[sc. 
諸如蜜蠟表面上]的變動，而空氣整體是以整體的方式將顏色傳遞給視覺感官……）（Themistii，
59,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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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若空氣容受顏色是性質變化，則只在事物的表面發生變

動。但空氣並非在表面上容受顏色，而是以整體方式容受

顏色。因此空氣容受顏色不是性質變化。 

Themistius 的反駁不是沒有道理的。空氣在容受顏色時確實沒有產

生什麼顏色變化，亞里斯多德也沒有講過空氣會變成紅色；我們更難去

講空氣在表面上容受顏色，畢竟什麼是空氣的表面呢？最靠近知覺對象

那個區塊的空氣嗎？Themistius 提出空氣整體以整體方式容受與傳遞顏

色，我贊同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這項詮釋的成立與主張「空氣容受

顏色是一種性質變化」其實並不衝突。Themistius 只需要主張空氣容受

顏色不是以顏色變化為主的性質變化即可。再者，Themistius 沒有放棄

主張空氣容受顏色是一種變動，卻又主張這不是性質變化或者一般而言的

變動。亞里斯多德在《物理學》第五書第二章提及變動（κίνησις，change）

包含三種，性質上的變化（ἀλλοίωσις，alteration，226a26）、數量上的增

減（αὔξησις καὶ φθίσις，increase and decrease，226a31）、以及空間上的

移動（φορά，locomotion，226a33）。我們很難想像，倘若空氣容受顏色

不是性質上的變化，難道會是數量上的增減或空間上的移動嗎？ 

Philoponus（321,32-322,23）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而進一步主張，顏

色使透明事物產生的變動其實不是變動而是實現，因為顏色實現了空氣

原本所具有的傳遞顏色的潛能。他以同樣的蜜蠟接受模子蓋印為例，卻

做出與 Themistius 很不一樣的解釋。Themistius 認為，空氣的變動不能比

擬為蜜蠟接受模子的蓋印（59,22-23），因為那是在事物表面上的變動。然

而，Philoponus 主張，空氣接受顏色的蓋印時，空氣本身其實沒有受到

任何影響，空氣正是以這個方式把顏色傳遞給知覺者的。24Philoponus

                                                 
24 “διατίθεται γάρ πως ὑπὸ τοῦ χρώματος ἀναματτόμενόν πως αὐτό, ὡς πέφυκεν ἀναμάττεσθα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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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雖然能夠避開 Themistius 的解釋所必須面對的挑戰，但這個說法

與亞里斯多德相抵觸。亞里斯多德明白地提及顏色可使處於實現狀態的

透明事物產生「變動」，他在《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所使用的是「可

變動」（κινητικόν，changeable，418a31-b1）這個字。 

一方面，我跟 Themistius 一樣希望盡力站在亞里斯多德的立場，為

亞里斯多德說明為什麼空氣容受顏色是一種變動；另一方面，空氣容受

顏色是否如 Themistius 所解釋不能是性質上的變化，我卻認為是我們可

以檢討的。對亞里斯多德來說，性質上變動還可以再區分為四類。亞里

斯多德在《範疇論》第八章提及「性質」包含了穩定狀態與暫時狀態25、

與本性能力相關的性質26、感受性質27、形狀與外在形式等28四類。其中

感受性質又包含了兩類：（a）帶給知覺者感官感受的性質（παθητικὴ 

                                                                                                              
ἀπαθῶς, καὶ τῇ ὄψει διαδιδόν.”（因為空氣接受顏色的蓋印，以依據其本性毫不受到作用

[ἀπαθῶς，without being affected]的方式接受顏色，再將之傳遞給視覺感官。）（Philoponi，
322, 4-6） 

25 穩定狀態（ἕξις，state）比起暫時狀態（διάθεσις，condition）是一個更為穩定與長時間如此

的狀態（μονιμώτερον καὶ πολυχρονιώτερον，more stable and longtime，8b28）。J. L. Ackrill
（2002：104）認為這句提供了兩個判準：是否容易變動與時間長短。關於穩定狀態亞里斯

多德提供的例子是擁有某個知識或者卓越（8b28-35），關於暫時狀態的例子則是冷熱、短期

的健康與生病（8b36-37）。長期的健康或生病則歸類為穩定狀態，亞里斯多德也歸類於與本

性能力相關的性質（9a19-24）。對亞里斯多德來說這四類性質，亦即穩定狀態與暫時狀態、

與本性能力相關的性質、感受性質、形狀與外在形式，並非完全彼此互斥。 
26 關於與本性能力相關的性質，亞里斯多德提供的例子包括了拳擊手的能力、跑步者的能力、

長期健康或生病、是軟的或是硬的（9a14-27）。亞里斯多德以拳擊手，他們被稱為拳擊手不

是出於短暫狀態而是出於所擁有的能力（τῷ δύναμιν ἔχειν，because of having the capacity，
9a17-18），這裏指拳擊能力。根據 Ackrill（2002：105）的詮釋，一般未受過訓練的人或許

遇到突發事況仍可短暫地徒手肉搏，但這不是在這裡要講的拳擊，亞里斯多德所講的「出於

擁有能力」是指受過拳擊訓練後的拳擊，這是出於一種穩定的狀態。由於拳擊這項能力是拳

擊手的本性，我翻譯為「與本性能力相關的性質」。 
27 關於感受性質將於本文說明。 
28 這個子類包含了形狀（σχῆμα，shape，10a11）、外在形式（μορφή，external form，10a12）、

筆直的性質（εὐθύτης，straightness，10a12）與彎曲的性質（καμπυλότης，curvedness，10a13）
等等。形狀與外在形式有什麼區別呢？根據 Ackrill（2002：107）的解釋，形狀是指與幾何

相關的線或平面的性質，外在形式是指具體事物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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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οιότης，affective quality），諸如蜂蜜具有甜味這項感受性質（9a33-35）；

以及（b）受影響的性質（πάθη，affection），以顏色變化（χροιαί，colorings，

9b9）為主，包括了因久病臥床皮膚長期蒼白（9b23）與因害怕或羞恥臉

色短暫蒼白或漲紅（9b29）。亞里斯多德提醒我們（a）與（b）兩者不同：

（a）以蜂蜜具有甜味這項感受性質為例，我們並不是基於蜂蜜受到了什

麼影響的緣故而說蜂蜜具有甜味，而是基於蜂蜜帶給知覺者甜味的感官

感受這個緣故而說蜂蜜具有甜味（9a35-b1）；相對地，（b）以去墾丁玩

曬黑為例，我們則是基於太陽曬這個影響的緣故而說皮膚曬黑了。 

為什麼不能說這個人皮膚黑是基於帶給我們深色的感官感受之緣

故？事實上，亞里斯多德並沒有排除顏色不能適用在（a）。除了蜂蜜的

甜味，亞里斯多德也以淺色的事物為例（9a33-35）以及冷熱為例（9b2-9）

來說明（a）。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去設想，大理石帶給知覺者淺色的感受

性質，火帶給知覺者熱的感受性質。古代註解家 Simplicius（254,18-33）

與 Ammonius（86,26-28）都預期到這個可能的反駁，他們共同認為（a）

與（b）的區別其實主要在於： 

（a）一個事物是基於本質緣故29帶給知覺者感受性質。 

（b）一個事物是基於外在緣故獲得感受性質。 

                                                 
29 Simplicius 的用詞是「根據事物的本質」（κατ’ οὐσίαν，according to its essence，Simplicii in 

Aristotelis categorias commentarium，254,27），而 Ammonius 的用詞是「本質的」（οὐσιώδης，
essential，Ammonius in Aristotelis categorias commentaries，86,28）。這是我淺薄的翻譯。關於

Simplicius 註解亞里斯多德《範疇論》的英譯本還可以參見 S. Marc Cohen（1991）。Ammonius
（c. 440-c. 520）是西元五世紀末六世紀初亞里斯多德註解家，他的學生 Simplicius（c. 490-c. 
560）是西元六世紀亞里斯多德註解家，這兩位註解家是最晚的幾位新柏拉圖主義者之一。

關於亞里斯多德《範疇論》的古代註解，流傳下來的以幾位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註解為主，還

包括 Porphyry 以及 Dexippus。關於這個段落的討論以 Ammonius 與 Simplicius 的註解最有參

考價值。關於 Ammonius 註解亞里斯多德《範疇論》的英譯本可以參見 Barrie Fleet（2002）。
另外，如前所述，當代學者已經意識到應避免誇大新柏拉圖思想在註解亞里斯多德哲學時扮

演的角色，尤其是《範疇論》關於性質的討論這個段落與新柏拉圖主義者一直以來致力於調

和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立場關聯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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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蜂蜜是基於蜂蜜的本質緣故帶給知覺者甜味的感受性質，大

理石是基於大理石的本質緣故帶給知覺者淺色的感受性質，火是基於火

的本質緣故帶給知覺者熱的感受性質。但皮膚顏色的變化是基於外在緣

故諸如太陽曬或久病等獲得的。相應於（a）與（b）的區別，或許空氣

容受顏色也有兩種解釋的可能性，我列述如下： 

（α） 空氣容受顏色是一種性質變化，基於本質緣故[sc. 透明本性]

帶給知覺者感受性質[sc. 顏色]。 

（β） 空氣容受顏色是一種性質變化，基於外在緣故[sc. 知覺對象]

獲得感受性質[sc. 顏色]。 

空氣容受顏色的這個階段還沒有把顏色傳遞給知覺者，能夠說它是一種

帶給知覺者感受性質的變動嗎？值得留意的是，亞里斯多德以蜂蜜具有

甜味、淺色的事物、以及冷熱等例子說明的時候，並不以當下有知覺者

在場為必要條件。亞里斯多德想表達，我們是在「一事物能夠帶給知覺

者某項感官感受的性質」這個意義上面去說該事物具有此項感受性質。

因此（α）與（β）的區別在於：（α）是從「容受顏色的空氣能夠帶給知

覺者某項感受性質」這個意義上來說空氣容受顏色是一種性質變化，而

（β）是從「容受顏色的空氣本身產生性質變化」這個意義上來說空氣容

受顏色是一種性質變化。然而，採取（β）所遇到的困難的是，Themistius

已經指出，當空氣容受顏色時，空氣本身既沒有發生顏色變化，也沒有

產生所謂表面上的變動。而（α）詮釋讓我們得以把「空氣容受顏色」仍

然解釋為一種變動。 

關於（α）詮釋，容受顏色的空氣既沒有發生顏色變化，也沒有產生

表面上的變動，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去說是一種變動或性質變化？畢竟亞

里斯多德說「顏色可使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418a3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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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事物諸如空氣在容受顏色時總該有個變動才是。我為（α）所做的辯

護是，上述思路仍從「容受顏色的空氣本身必須產生性質變化」這個角

度出發來思考空氣如何容受顏色，那正是我們與 Themistius 都想要避免

的（β）詮釋。而（α）詮釋底下的「空氣容受顏色」則應該要理解為一

項從「空氣沒能帶給知覺者某項感受性質」過渡到「空氣能夠帶給知覺

者某項感受性質」的變動。空氣雖然沒有變成紅色，也沒有發生所謂表

面上的變動，但是空氣仍然經歷了一場變動，從原本「沒能傳遞蘋果紅

色的狀態」（比方 t1桌上還沒有蘋果，沒有知覺對象使空氣發生變動）渡

到「能夠傳遞蘋果紅色的狀態」（比方 t2桌上放了一顆蘋果，有知覺對象

使空氣發生變動）。這就好比一個人學習古希臘文，從原本沒有能力閱讀

古希臘文的狀態過渡到能夠閱讀古希臘文的狀態。蘋果的紅色作用於空

氣，空氣產生了變動，從不能傳遞蘋果紅色過渡到能傳遞蘋果紅色。我

認為正是在這個意義下說空氣容受顏色。 

如果由水組成的視覺感官容受顏色可以恰當地類比為空氣容受顏

色，或許我們應該對於 Sorabji（1979）的生理學式解釋─眼球水晶體

內部真的變成紅色─持保留態度。因為既然透明事物諸如空氣在容受

顏色時空氣本身並沒有產生性質變化（命題（β）），空氣本身沒有變成紅

色，我們也很難想像眼球水晶體內的透明事物水在容受顏色時水本身產

生了性質變化，水晶體內部真的變成紅色。這是探究空氣容受顏色附帶

給我們的其中一項洞察。 

我希望上述釐清了「顏色可使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產生變動」

（418a31-b1）這句所說的變動仍然是一種性質上的變化（ἀλλοίωσις，

alteration）。到目前為止，亞里斯多德的討論仍以建立知覺事件的因果

發生序列為主，事物的顏色作為整個知覺事件的動力因起點，使得透明

事物產生變動，而這項變動是性質上的變化。《論知覺與知覺對象》第



108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五十四期 

 

二章再次佐證亞里斯多德嘗試建立的是視覺事件因果發生序列：「視覺的

產生乃透過中介物的變動」（ἡ διὰ τούτου κίνησίς ἐστιν ἡ ποιοῦσα τὸ 

ὁρᾶν，the change through the medium is what produces seeing，438b4-5）。 

陸、光可以進行空間上的移動嗎？ 

418b9ff 亞里斯多德從視覺事件因果發生序列的討論中暫時離開，轉

而探究空氣容受顏色時「光」所扮演的角色：空氣等透明事物必須處在

光照的情況下才能容受顏色；而處在黑暗的情況下則無法傳遞顏色。亞

里斯多德於《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反駁 Empedocles 的「光移動」

（φερομένου τοῦ φωτὸς，light moves，418b21-22）理論。以光從月亮或

以上到地面的移動為例，Empedocles 主張，不僅在空間上歷經一段距離，

介於地面與環繞地面者（μεταξὺ τῆς γῆς καὶ τοῦ περιέχοντος，between the 

earth and what surrounds it，418b22-23），指的是空氣與真空，並且在時

間上也歷經一段時間（ποτέ，a period of time，418b23）。由於這段時間

很短，我們並不會注意到。就好像走進一個黑暗的房間，點燈後，我們

感覺這個房間似乎是一瞬間充滿光。 

亞里斯多德在 418b23-26 評論，我們的確可能不會注意到光在小小

一段距離內的移動所需的時間；但若如 Empedocles 所言，光的移動需要

一段時間的話，那麼從日出之處到日落之處這麼遠的距離為例，我們

是不可能不會注意到光的移動。雖然亞里斯多德的評論停在這裡，但

他的論證結構已經非常清楚：假若光能夠進行空間上的移動，從日出

之處到日落之處這麼遠的距離必定花費一段可觀的時間；既然連這麼長

的時間內，我們都沒有注意到光的移動，那麼就表示光沒有進行空間上

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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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的論證其實很容易反駁，我們可以替 Empedocles 辯護，

光移動的速度相當快，即便日出之處到日落之處這麼遠的距離我們仍然

感到是一瞬間充滿整個大地。亞里斯多德的論證是否成功推翻光可以進

行空間上的移動仍待商榷，但這個論證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那就

是亞里斯多德認為，「光照亮一個空間」這樣的事件，無論是小小房間裡

點燈或是朝陽充滿著大地也好，都不歷經一段時間，在時間上沒有始點

與終點。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第九書第六章 1048b18-35 提及一個著

名的區分實現與變動的時態判準（test of tense）：變動在時間上始點與終

點分開，以工匠蓋房子為例，這是亞里斯多德關於變動的經典例子，房

子的完成需要花費相當時日，因此現在式「正在蓋房子」不會與完成式

「蓋了房子」同時發生；然而，實現活動在時間上則是始點與終點合一，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看、聽、與思考等等，在每一個時刻現在式「正在看」

與完成式「看了」同時發生（ὁρᾷ ἅμα καὶ ἑώρακε，one is seeing and has seen 

simultaneously，1048b23）。30從時態判準的角度來看，《靈魂論》第二書

                                                 
30 亞里斯多德也在《尼可馬科倫理學》第十書第四章也有類似的立場，在那裡他使用「是否經

歷一段時間」作為區分實現與變動的判準。變動需歷經一段時間（ἐν χρόνῳ，in time，1174a19）
才完成其目的，他同樣以工匠蓋房子為例，這項變動需歷經一段時間才能讓房子具備遮蔽與

保護居住在內的人之目的（1174a23-26）。相對於變動，實現活動諸如視覺活動則是在每個

當下（ἐν ὁτῳοῦν χρόνῳ，at every moment，1174b5）完成其目的。 
 關於《形上學》第九書第六章 1048b18-35 的時態判準，Burnyeat（2008）在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獻學上考證，認為這個段落與第九書宗旨不符，並非

為第九書而寫，不應該放在我們今天讀到的地方，亦即 1048b17 之後。我也不贊同過於倚賴

時態判準去區分實現與變動，我的理由主要是就連一些亞里斯多德自己舉的例子都很難去合

理化這項區分。以亞里斯多德自己的例子「正在散步」與「已經散步了」為例，根據 1048b18-35
這個段落，「正在散步」與「已經散步了」不會同時發生（οὐ γὰρ ἅμα βαδίζει καὶ βεβάδικεν，
for one is not walking and has walked simultaneously，1048b30-31），古希臘文 βαδίζει 這個動

詞並沒有必然蘊含從某個特定地點走到特定的地點。我們不難想像，去說「每一回抬起腿跨

出步伐的當下就完成了散步的目的」也蠻合理的，尤其當這個活動的目的是運動健身或為了

健康的緣故。Burnyeat 從這裡推得出實現與變動無實質上的區分。然而，我卻認為，即便我

們把時態判準擱著放到一邊去，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實現與變動的實質區分還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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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主張「光照亮一個空間」這個事件不經歷一段時間，顯示了亞里

斯多德認為「光照亮一個空間」是一項實現而非一項變動。 

讀者可能會質疑，這個論證最多反駁了光不能進行空間上的移動，

並未反駁光不能進行變動。畢竟，如上一節所述，空間上的移動只是變

動的其中一種，變動還包括了性質上的變化與數量上的增減。古代註解

家 Philoponus 幫亞里斯多德做了一個很好的論證重構，正好可以幫我們

用來排除這項可能的質疑。Philoponus（345,6-10）指出，亞里斯多德認

為「光能夠進行空間上的移動」其實隱含了一個前提「光是物體」。

Philoponus 建議我們應該重構這個論證如下：假若光是物體，則光必定

經歷變動才能達致我們；但若光經歷變動，則經歷時間，因為所有的變

動都經歷時間。然而，靠近光源的事物與遠離光源的事物卻是同時被照

亮的。31否定後件則否定前件，光同時照亮空間裡每一個或遠或近的角

落皆不經歷時間，也就不經歷變動，不經歷變動，光也就不是物體。在

Philoponus 的詮釋底下，亞里斯多德對於 Empedocles 的這段批評主要想

指出的是「光不是物體」（345,7）。 

Philoponus 直接使用「變動」（κίνησις，change）一字，而不是僅僅

使用「空間上的移動」（φορά，locomotion）32，這意味著 Philoponus 認

為亞里斯多德的論證不僅適用空間上的移動，並且適用在所有變動的種

類，包含了性質上的變化、數量上的增減、空間上的移動，「因為所有的

變動都經歷時間」（πᾶσα γὰρ κίνησις ἐν χρόνῳ，for every change is in 

time，345,9）。這個解釋是符合亞里斯多德的原意。《物理學》第五書第

                                                 
31 “εἰ γὰρ ἦν σῶμα, κινήσεως αὐτῷ ἔδει, ἵνα ἔλθῃ πρὸς ἡμᾶς· εἰ δὲ κινήσεως, καὶ χρόνου· πᾶσα γὰρ 

κίνησις ἐν χρόνῳ. νῦν δ’ ἅμα φωτίζεται καὶ τὰ ἐγγὺς καὶ τὰ πόρρω τοῦ φωτίζοντος ὄντα.”（因為假若光

是物體，則光必定經歷變動以走向我們；但假若光經歷變動，則經歷時間，因為所有的變動都經

歷時間。然而，靠近光源的事物與遠離光源的事物卻是同時被照亮的。）（Philoponi，345,6-10） 
32 亞里斯多德在《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這裡使用分詞表達「光移動」（φερομένου τοῦ φωτὸς，

light moves，418b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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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提及，空間上的移動是所有變動的原型，所有其他種類的變動都可

以空間上的移動來表現，皆以歷經一段時間（ὅτε，a period of time，Physics 

V.4, 227b29）為必要條件。33然而，如果光不是物體，那是什麼呢？ 

柒、光是透明事物的實現34 

φῶς δέ ἐστιν ἡ τούτου ἐνέργεια, 

τοῦ διαφανοῦς ᾗ διαφανές. δυνάμει δέ, ἐν ᾧ τοῦτ’ ἐστί, καὶ τὸ 

σκότος. τὸ δὲ φῶς οἷον χρῶμά ἐστι τοῦ διαφανοῦς, ὅταν ᾖ 

ἐντελεχείᾳ διαφανὲς ὑπὸ πυρὸς ἢ τοιούτου οἷον τὸ ἄνω 

σῶμα· καὶ γὰρ τούτῳ τι ὑπάρχει ἓν καὶ ταὐτόν. τί μὲν οὖν 

τὸ διαφανὲς καὶ τί τὸ φῶς, εἴρηται, ὅτι οὔτε πῦρ οὔθ’ ὅλως 

σῶμα οὐδ’ ἀπορροὴ σώματος οὐδενός (εἴη γὰρ ἂν σῶμά τι καὶ 

οὕτως), ἀλλὰ πυρὸς ἢ τοιούτου τινὸς παρουσία ἐν τῷ δια- 

φανεῖ· οὔτε γὰρ δύο σώματα ἅμα δυνατὸν ἐν τῷ αὐτῷ εἶναι, 

δοκεῖ τε τὸ φῶς ἐναντίον εἶναι τῷ σκότει· ἔστι δὲ τὸ σκότος 

στέρησις τῆς τοιαύτης ἕξεως ἐκ διαφανοῦς, ὥστε δῆλον ὅτι 

                                                 
33 《物理學》第五書第四章裡論證，空間上的移動是所有變動的原型，對於其他種類變動的描

述，比方性質上的變化、數量上的增加與減少，都可以還原為移動來表現，以畫成一條線來

理解。在這條線的一頭是 t1 性質上淺色或數量上一個，這條線的另一頭是 t2 性質上深色或

數量上多個，無論性質上變化、數量上增減、空間上移動，都以歷經一段時間為必要條件。 
34 關於光的探討，我不再參考 Philoponus 的相關註解，主要是多數學者認為 Philoponus 在詮釋

亞里斯多德光的運動模式之時加入了許多 Philoponus 自己的立場。S. Sambursky（1958）指

出，Philoponus 修正了亞里斯多德光不能進行空間上移動這個原則，改為主張光與顏色能夠

進行空間上的移動。但 Sorabji 認為無論是亞里斯多德或是 Philoponus 都很難去避免語言措

辭上讓人感到光能夠進行空間上移動，他建議我們應該善意地理解 Philoponus 為仍捍衛「光

不可以進行空間上的移動」這個原則。當 Philoponus 看似在談論光能夠進行空間上的移動

時，Sorabji（1987）建議，我們應理解 Philoponus 為談論光的方向性（direc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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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αὶ ἡ τούτου παρουσία τὸ φῶς ἐστιν.（De anima II.7， 

418b9-20） 

光是透明事物的實現，該事物是 

透明的基於該事物具有透明本性的緣故。而黑暗是透明 

事物處於潛能的狀態。光在某個意義上是透明事物的顏 

色，當透明事物藉由火或此類物體諸如上層物體之緣故 

而得以處於實現其透明本性的狀態，因為同一透明本性 

也展現於火或此類物體之中。我們已經討論過什麼是透 

明本性與什麼是光。光既不是火，也不是一般而言的物 

體，也不是任何物體的流延（因為若此光則仍是某種物 

體），而是火或此類物體於透明事物之中的展現；理由 

是兩個物體不能同時在同一個地點。而黑暗與光對立。 

黑暗是透明事物此等狀態的缺乏。因此，很清楚的，光 

是火或此類物體的展現。 

先看這個段落的前半段，也就是 418b9-13。光是透明事物諸如空氣處於

實現的狀態35，而黑暗是透明事物處於潛能的狀態。但亞里斯多德提醒

我們，光並不是空氣「基於空氣本性的緣故」處於實現的狀態，意思是

光並不是空氣實現空氣的本性，而是空氣「基於空氣具有透明本性的緣

故」處於實現的狀態，意思是光是空氣處於「實現其透明本性」的狀態。

亞里斯多德接著說，「光在某個意義上是透明事物的顏色」（τὸ δὲ φῶς 

οἷον χρῶμά ἐστι τοῦ διαφανοῦς，light is a sort of color of the transparent，

                                                 
35 ἐνέργεια（actuality）與 ἐντελεχεία（fulfillment）這兩個字在某些脈絡下亞里斯多德常常替換

使用。在談論「光是透明事物的實現」的時候，亞里斯多德有時候使用 ἐνέργεια（418b9；
419a10）這個字，有時候則以 ἐντελεχείᾳ（418b12；418b30；419a11）替代。Polansky（2007：
269）指出，這裏的替換也許是為了強調光的完滿性以及不涉及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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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b11），當透明事物藉由火或此類事物諸如上層物體的緣故得以實現其

透明本性。上層物體（τὸ ἄνω σῶμα，the body above，418b12-13）指的

是由以太所組成的太陽或其他天體。透明事物諸如空氣，藉由火或天體

的光照，得以實現其透明本性。火或天體的光照得以讓空氣實現其透明

本性的理由在於，火或太陽與空氣或水具有「同一個東西」（τι ... ἓν καὶ 

ταὐτόν，something one and the same，418b13），這裡指的是透明本性。36 

（15） 光是透明事物處於實現其透明本性的狀態。 

（16） 黑暗是透明事物處於潛藏其透明本性的狀態。 

（17） 藉由火或此類物體，透明事物得以實現透明本性，因為同

一透明本性也展現於火或此類物體之中。 

（18） 光在某個意義上是透明事物的顏色。（15，17）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不說光是透明事物的顏色，而說光「在某個意義上」

（οἷον，a sort of，418b10）是透明事物的顏色呢？亞里斯多德是如何從

命題（15）至（17）推到（18）？ 

其實命題（7）與（12*）已經透露了一部分的答案： 

（7） 一事物是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當該事物具有可被看見

的原因亦即顏色。 

                                                 
36 Ross（1961：243）指出這句話“καὶ γὰρ τούτῳ τι ὑπάρχει ἓν καὶ ταὐτόν”（for something one and 

the same also presents in this，418b13；我的英譯）透露出，天體與火具有相同的照明性質（‘for 
the celestial body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fire,’ viz. luminosity）。這話雖然沒有錯，但是

亞里斯多德其實說得還更多，他在這句子裡要說的是「天體與火」以及「空氣與水等透明事物」

這兩類事物都擁有透明本性。留意“τι ... ἓν καὶ ταὐτόν”（something one and the same，418b13）
指的正是透明本性，而“τούτῳ”（this，418b13）指的是火或天體。Hamlyn（1993：27）與

Shields（2016：36）的翻譯則是幾乎但尚未把這點明白指出來。 



114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五十四期 

 

（12*） 一事物是透明的（也就是不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者），

當該事物不具有可被看見的原因，而是因其他事物顏色

的緣故來說可被看見的。 

根據這個說明，我們可以為命題（17）到（18）之間的推論補充一個步

驟命題（17*）： 

（17*） 因此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亦即光不具有可被看見

的原因，而是因其他事物顏色的緣故而可被看見。（7，

12*，17） 

很顯然地，從命題（17*）無法推出（17**）： 

（17**）因此光是透明事物的顏色。 

我們在第四節已經說明過顏色是事物可被看見的動力因。光卻不是空氣

等透明事物可被看見的動力因，空氣可被看見的動力因是其他事物的顏

色。然而，以上僅僅說明了為什麼光不是透明事物的顏色，尚未說明為

什麼亞里斯多德說光「在某個意義上」是透明事物的顏色。37光在什麼

意義上可以說是透明事物的顏色呢？ 

Hamlyn（1993：108）簡短地提及，就跟火使得事物的顏色可被看

見一樣，火使透明事物諸如空氣以光的形式實現其透明本性。Hamlyn

認為是在這個意義上亞里斯多德說光是透明事物的顏色。但這個說法把

火或此類物體類比為事物的顏色，空氣僅僅傳遞了火或天體的光。 

                                                 
37 部分亞里斯多德註解家，諸如 Polansky（2007：269），僅僅從這個角度出發來解釋「在某個

意義上」（418b10）。雖然這解釋了光不是透明事物的顏色，卻沒有解釋光在什麼意義上可

說是透明事物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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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顏色] 我們藉著看到其他事物的顏色而看到透明事物諸如空

氣，因為透明事物沒有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 

[看到火光] 我們藉著看到火或此類物體的光而看到透明事物諸如空

氣，因為透明事物沒有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 

Hamlyn 把火或此類物體類比為事物的顏色，仍然依循「透明事物沒有基

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這個前提。然而，還記得稍早我們討論過，

可被看見者主要是顏色（命題（3）），而顏色是一個事物基於自身緣故可

被看見的原因（命題（7））。我主張「光在某個意義上是透明事物的顏色」

（命題（18））便是主張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仍可說透明事物擁有基於透明

事物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那麼，符合亞里斯多德文本脈絡的解釋

則必須要能夠回答，在什麼意義上透明事物可說擁有基於透明事物自身

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 

我認為命題（17）已經提供了線索，關於如何推論到命題（18）的

線索：「藉由火或此類物體，透明事物得以實現其透明本性，因為同一透

明本性也展現於火或此類物體之中」。在一般意義上，透明事物諸如空氣

是沒有顏色的，沒有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我們是藉著看到其

他事物的顏色去說我們看到空氣。但亞里斯多德要說的是，在某個意義

上，我們還是可以說我們看到空氣。這意味著，我們還是可以說空氣擁

有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也就是空氣是有顏色的。命題（17）

已經透露了透明事物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雖然透明事物諸如

空氣展現了火或天體的光，也就是展現了火或天體的透明本性，但由於

透明事物與火或此類物體擁有同一的（ἓν καὶ ταὐτόν，one and the same，

418b13）透明本性，我們可以說，透明事物諸如空氣也實現了空氣自身

的透明本性，處於明亮有光的狀態。正是「透明事物處於實現透明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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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透明事物擁有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

見的原因。因此，透明事物是有顏色的，那顏色就是光；而在一般意義

下，透明事物不具因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透明事物傳遞的是火或

天體的光；然而，在某個意義下，我們仍可說透明事物具有基於自身緣

故可被看見的原因：透明事物諸如空氣處於實現透明本性的狀態，其所

展現的既是火或天體的透明本性，也是空氣自身的透明本性。 

[一般意義] 我們藉著看到火或此類物體的光而看到透明事物諸如空

氣，因為透明事物沒有基於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 

[某個意義] 我們藉著看到火或此類物體的光而看到透明事物諸

如空氣，因為透明事物在某個意義上仍可說擁有基於

自身緣故可被看見的原因：透明事物諸如空氣處於實

現透明本性的狀態，其所展現的既是火或天體的透明

本性，也是空氣自身的透明本性，因為這兩者同一。 

雖然火與天體以及透明事物諸如空氣與水等皆具有透明本性，這其中還

是有區別的。火與天體這類物體能夠主動地實現其透明本性，但透明事

物卻無法主動地展現其透明本性，需要藉由火與天體，才能實現空氣或

水所具有透明本性。換句話說，火與天體會主動發光，但空氣與水必須

仰賴火或天體的光，空氣與水才能進入明亮、有光的狀態。  

418b13 亞里斯多德說他已經談論過什麼是透明性與什麼是光。光是

透明事物處於實現透明本性的狀態，其所展現的既是火或天體的透明

性，也是空氣自身的透明性。然而，什麼是亞里斯多德在這裏所談的實

現？亞里斯多德在 418b13-20 關於「光不是物體而是展現」的討論，也

許已經提供了一些方向。我先把這段論證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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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火或此類物體是物體。 

（20） 光是火或此類物體於透明事物之中的展現（παρουσία，

presence，418b16）。（17） 

（21） 兩個物體不能同時在同一個地方。 

（22） 因此光不是任何物體。（19，20，21） 

（23） 若 x 是物體的流延，則 x 是物體。 

（24） 因此光不是火，也不是任何物體的流延。（22，23） 

（25） 光與黑暗對立。 

（26） 黑暗是缺乏（στέρησις，privation，418b19），是缺乏[sc. 火
或此類物體展現於透明事物之中]此等狀態（τῆς τοιαύτης 

ἕξεως，such a state，418b19）。 

（27） 因此光是展現，是火或此類物體於透明事物之中的展現

（418b20）。（25，26） 

首先，火或此類物體展現於透明事物之中，這項展現我們在 418b9-13 已

經釐清，必須理解為「透明本性的展現」，並且火或此類物體與透明事物

諸如空氣或水的透明本性是同一的。或許命題（24）至（26）不是那麼

適當稱作推論，僅僅重申與強化命題（20）的立場。無論如何，我們的

重點是如何理解這項「展現」？ 

亞里斯多德稍早在《靈魂論》第二書第五章裡區分兩種意義的實現

（ἐνέργεια，417a21ff）。以學習古希臘文為例，第一個意義的實現是指，

當一個人從缺乏古希臘文文法知識的狀態，透過學習，過渡到擁有該項

知識的狀態，缺乏該項知識的狀態稱為第一潛能，而擁有該項知識的狀

態則為第一實現，又稱作第二潛能。從第一潛能過渡到第一實現稱為變

動。第二意義的實現是指，當一個人從已經擁有該項知識的狀態過渡到



118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第五十四期 

 

運用該項知識，擁有該項知識的狀態稱為第二潛能，而運用該項知識則

為第二實現。從第二潛能過渡到第二實現稱為實現。這兩組潛能與實現

的差異在於，根據《靈魂論》第二書第五章所提的判準38：（a）在第一

潛能過渡到第一實現的情況，擁有該項知識的狀態毀壞了原本缺乏該項

知識的狀態。亞里斯多德使用「毀壞」（φθορά，destruction，417b3）以

標示此類過渡的核心。而（b）在第二潛能過度到第二實現的情況，原本

擁有該項知識的狀態仍保存著，不被使用運用該項知識而毀壞。亞里斯

多德使用「保存」（σωτηρία，preservation，417b3）以標示此類過渡的核

心。關於前者，當一個人從不會古希臘文到學會古希臘文，他對於古希

臘文文法無知的狀態被摧毀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知識的狀態。關於後者，

一個人學會古希臘文之後，當他運用古希臘文文法知識閱讀希臘悲劇的

時候，他仍然擁有古希臘文文法知識；他對於該項知識的運用並不會摧

毀原本擁有古希臘文文法知識的狀態。 

當代討論文獻對於如何理解這裏所提及的「火或此類事物的透明本

性的展現」，琢磨不多，只見 Polansky（2007：273）主張 418b9-20 所提及

的實現不太可能是運用已經發展出來的傾向（the operation of a developed 

disposition），亦即不太可能是第二實現。他認為亞里斯多德在這裏談的

是傾向（ἕξις，disposition）39，光是使得知覺者得以從事視覺活動的傾

向，意味著第一實現，又稱為第二潛能。 

                                                 
38 亞里斯多德在《尼可馬科倫理學》第十書第四章與《形上學》第九書第六章，也談到實現與

變動的差異，提出其他判準，諸如時態判準。請參見註解 30。 
39 Polansky（2007：273）與 Hamlyn（1993：27）都把 ἕξεως（418b9）（ἕξεως 是 ἕξις 的屬格單

數）翻譯為 disposition。然而，也有註解家選擇盡可能貼近古希臘文原意將這個字翻譯為

state，諸如 Shields（2016：36）翻譯為 positive state。無論把 ἕξις 翻譯為 state 或 disposition，
都是指一種長期穩定狀態，這點也經在註解 25 說明過了，因而包含了第一潛能與第二潛能：

（a）一個人缺乏古希臘文文法知識，他有學會這項知識的潛能，以及（b）一個人已經擁有

古希臘文文法知識，他擁有運用這項知識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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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Todd關於 Themisitus 這一段註釋的討論與 Polansky的詮釋相

近。40Themistius（60,14-15）針對命題（20）「光是火或此類物體於透明

事物之中的展現」提出的解釋：「火或此類事物的透明性的展現」與「透

明事物」既不是物體相互混合，也不是物體相互並置於同一個地點，因

為混合或並置都是物體作用於物體的模式之一。亞里斯多德主要是基於

這個理由去主張，火的透明性的展現不是物體。41但亞里斯多德在

418b9-20 這個段落並沒有提及任何混合或並置，為什麼 Themistius 特別

談到這一點呢？根據 Todd（1996：174）的註解，這裏呼應到 Themistius

稍早對於《靈魂論》第二書第一章的註解（40,14-38），在那裏 Themistius

註解與說明亞里斯多德所區分的三種複合物：（a）由複合物的部分與部

分拼湊起來的，比方房子由磚瓦堆疊而成的，（b）由複合物的部分與部

分混合而成的，比方蜂蜜水由蜂蜜與水混合而成的，（c）由複合物的形

式與質料組成，比方一座蘇格拉底的銅像是由青銅與蘇格拉底的形貌所

組成、一個房子是由磚瓦與建築結構所組成、一個人是由靈魂與身體所

組成的。根據 Todd 的解釋，Themistius 想表達「火或此類事物的透明本

性的展現」與「透明事物」之間的關係既不是（a）也不是（b），而是（c）。

讓我用以下式子呈現 Themistius 所要說的： 

火或此類事物的透明本性的展現：透明事物＝靈魂：身體＝形

式：質料 

                                                 
40 Polansky（2007）的參考書目裡沒有列入 Todd（1996）。對於 Themistius 的註解，我不確定

Polansky 是否意識到他的立場與 Todd 相近。 
41 “…παρουσία δὲ οὐχ ὡς ἡ τῶν κιρναμένων πρὸς ἄλληλα, οὐδ’ ὡς τῶν ἐν τῷ αὐτῷ τόπῳ 

παρακειμένων ἀλλήλοις （ἅπαντα γὰρ ταῦτα σωμάτων τὰ πάθη）…”（……展現並不是物體相

互混合，也不是物體相互並置於同一個地點（因為這些都是物體受到作用的模式）……）

（Themistii，60,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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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d 說到這兒就停下來了。讓我試著幫 Todd 把他沒有講完的話講清楚。

亞里斯多德曾於《靈魂論》第二書第一章提及，醒著的狀態所處於實現

的狀態，就像斧頭的切與眼睛的看一樣，而靈魂所處於實現的狀態，就

像有能力看與有能力切東西（412b27-413a3）。換句話說，靈魂是第一實

現。如果我們能夠合理地把透明本性的展現之於透明事物的關係類比為

靈魂之於身體的關係，那麼透明本性的展現也是第一實現。 

把展現火或此類物體的透明本性的解釋為第一實現所面臨的挑戰之

一是，上述與靈魂身體的類比是否能成立的問題。由於 Themistius 本人並

沒有提到這個類比，事實上，Themistius 在這個段落裡提及混合與並置，

主要是為了說明「火或此類物體的透明本性的展現」與「透明事物」之間

的關係不是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關係。Themistius 在該段討論（60,11-27）

的最後再次強調，「火的透明性的展現」不是物體，物體在空間上的移動

需要一段時間，而火光是在一瞬間（ἀθρόως，all at once，60,26）照亮整

個屋子。因此，恐怕 Todd 過度解釋了 Themistius 的原意。42這個解釋面

臨的挑戰之二是一個更為根本的矛盾。確實，亞里斯多德說了黑暗是缺

乏，這似乎意味著從黑暗過渡到明亮有光是一種獲得，加上他又稱「火

或此類物體展現於透明事物之中」為「狀態」（ἕξις，state）。我們不難

理解 Polansky 會有這樣的解讀。然而，如果透明事物展現透明本性也就

是處於明亮有光的狀態是第一實現，那麼透明事物從處於黑暗的狀態過

渡到明亮有光的狀態這個過程則應該理解為變動。但亞里斯多德主張一

個房間的照亮不是變動。 

                                                 
42 即便 Todd 過度解釋 Themistius，我們只要把這個解釋看待為 Todd 自己的解釋，而不是

Themistius 的詮釋也就可以了。但是 Todd 必須提供更多的說明為什麼這個類比能夠成立：「火

或此類事物的透明性的展現」之於「透明事物」，就好像靈魂之於身體。尤其是亞里斯多德

文獻缺乏關於這個類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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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傾向把「火或此類物體的透明本性的展現」解讀為第二實現。透

明事物的實現特別有意思，因為透明事物處於實現透明本性的狀態，諸

如一個房間的照亮，所展現的既是火或天體的透明本性，也是空氣自身

的透明本性，因為這兩者的透明本性是同一的（ἓν καὶ ταὐτόν，one and the 

same，418b13）。即便我們不使用時態判準，而僅僅使用稍早《靈魂論》

第二書第五章的判準，（a）在第一潛能過渡到第一實現的情況，「擁有該

項知識的狀態」毀壞了原本「缺乏該項知識的狀態」，而（b）在第二潛

能過度到第二實現的情況，原本「擁有該項知識的狀態」仍保存著，不

被使用「運用該項知識」而毀壞。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當透明事物從處

於潛能狀態過渡到處於實現的狀態，並不是從「缺乏透明本性的狀態」

到「擁有透明本性的狀態」的變動過程，而是「擁有透明本性的狀態」

過度到「展現透明本性」。理由是透明事物原本「擁有透明本性的狀態」

仍然保存著，並沒有因為「展現透明本性」而被毀壞。 

可能讀者會問，亞里斯多德說黑暗是「缺乏」（στέρησις，privation，

418b19），他又稱「火或此類物體展現於透明事物之中」為「狀態」（ἕξις，

state），這類用詞似乎意味著透明事物從黑暗過渡到明亮有光是從第一潛

能過渡到第一實現？我想提醒讀者們留意，當亞里斯多德談論火或此等

物體展現於透明事物的時候，他替換使用這兩個字 ὑπάρχει（presents，

418b13）以及 παρουσία（presence，418b16；418b20）：παρουσία（名詞）

原為在旁邊、存在、出現之意，而 ὑπάρχει（動詞）原為屬於、存在之意。43

我將這兩個字都翻譯為「展現」。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第九書第六

章正是使用這個字來說明有別於變動的實現：“ἔστι δὴ ἐνέργεια τὸ 

                                                 
43 Bonitz（1961：568）指出亞里斯多德替換使用 παρεῖναι 與 ὑπάρχειν 這兩字，尤其是在與邏

輯學相關的著作。參見《前分析篇》第一書第二十八章 44a4-16，45a10, 14 與《論題篇》第

四書第五章 126b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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ὑπάρχειν τὸ πρᾶγμα…”（Actuality is the presence of the thing…，Met. IX.6, 

1048a31）。而這類實現的潛能狀態，亞里斯多德隨即舉了三個例子說明：

（a）隱藏在木頭裡尚未被雕刻出來的赫密斯神像是潛能狀態，而完成雕

刻的赫密斯木雕像則是實現狀態，（b）隱藏在整條線裡的尚未分離出來

的半條線是潛能狀態，而剪斷這條線分離出來的半條線則是實現狀態，

（c）某個人擁有思考的能力卻沒有正在思考是潛能的狀態，而這個人運

用他的思考能力正在思考則是實現狀態（Met. IX.6，1048a31-35）。處於

潛能狀態時，該木頭確實缺乏赫密斯的形象，該線段確實以整條線方式

存在而缺乏半條線的展現，當一個人沒有在思考時確實缺乏正在思考。

而處於實現狀態時，（a）與（b）都仍然是一種狀態，只有（c）是活動。

因此，即便亞里斯多德使用缺乏與狀態等詞彙，並不必然蘊含其所描述

的過渡是一種變動，也不必然蘊含這類實現不能是一種狀態。 

我們可以回頭過來說，亞里斯多德在《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透

過探討「光是透明事物的實現」，提供了我們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說明

什麼是有別於變動的實現。透明事物的實現是火或此類物體在透明事物

之中的展現，而所展現的透明本性，既是火或此類物體的透明本性，也

是透明事物諸如空氣的透明本性。當透明事物處於實現狀態時，也就是

展現其透明本性時，透明事物才能傳遞知覺對象諸如蘋果的紅色。當透

明事物處於潛能狀態，處於黑暗狀態的透明事物就無法傳遞蘋果的紅

色，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黑暗中看不到東西。 

在結束這篇論文之前，我們要把關於知覺事件因果發生序列的討論

（第三節到第五節）與關於如何解釋光是透明事物的實現（第六節與第

七節）這兩個部份整合起來。把如何解讀展現的這個問題放回 418a26-b20

論證脈絡底下，我們會更清楚《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關於中介物的討

論對於理解視覺事件有何助益。還記得在論述顏色的本性是使透明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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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變動（命題（8））之後，亞里斯多德接著談透明事物處於實現狀態

是顏色被看見的必要條件： 

（10*） 透明事物處在實現狀態是顏色使透明事物產生變動的

必要條件。 

透明事物諸如空氣必須首先處於第二實現的狀態，展現其與火或此類物體

同一的透明本性，知覺對象諸如蘋果的紅色才能使空氣產生變動。這裏所

說的變動，稍早我在第五節已經提出，是指使空氣從「沒能帶給知覺者某

項感受性質」過渡到「能夠帶給知覺者該項感受性質」。我已經論述過，

有別於 Themistius 的悲觀，我們仍然可以將這項變動理解為一項性質變

化。具備了上述論述之後，讓我們回到第四節末我曾提出「透明事物容受

顏色的必要條件」的一般性論述，透過第五節至第七節對於 418b4-9 與

418b9-20 這兩個段落的釐清，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更為細緻的修正： 

[透明事物容受顏色的必要條件]* 若透明事物經歷性質變化（也

就是容受顏色：從沒能帶給知覺者某項感受性質過渡到帶給知覺

者某項感受性質），則透明事物處在第二實現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命題「一事物經歷性質變化以其處於第二實現狀態

為必要條件」，足見對亞里斯多德而言，性質變化（或更廣義來說的變

動）與第二實現彼此之間無法互相化約。或許我們應該要更謹慎，Sorabji

（1979）與 Burnyeat（1992、2002、2008）關於「知覺感官能夠接受知

覺對象的形式而略過其質料」的故事都只說了一半。這是探究光是透明

事物的實現附帶給我們的另一項洞察。 

如果我對於亞里斯多德如何看待空氣容受顏色的解讀方向是正確

的，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亞里斯多德也是如此看待在一個視覺事件裡變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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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實現的關聯：一個視覺事件裡容受顏色的視覺感官同時涉及了變動與

實現兩者。視覺感官容受顏色是一種性質變化，能夠容受顏色的視覺感官

必須首先處於第二實現的狀態，也就是藉由運用其視覺感官的功能展現視

覺。我使用「預期」這個詞，因為這已經超出本篇論文的論證目標了。 

[視覺感官容受顏色的必要條件]** 若視覺感官經歷性質變化（也

就是容受顏色），則視覺感官處在第二實現狀態。 

捌、回顧與展望 

本篇論文透過逐句釋義《靈魂論》第二書第七章 418a26-b20 這個段

落，嘗試去重建亞里斯多德如何看待中介物空氣接受知覺對象諸如蘋果

的紅色。由於中介物空氣與眼睛內部的組成成分水份都具有透明性質，

對於中介物諸如空氣的探究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知覺感官如何接受知覺對

象的形式。亞里斯多德分兩個方向進行這項探究。一方面亞里斯多德嘗

試建立一個知覺事件的因果發生序列，中介物容受顏色便是其中一環

節。知覺對象的形式也就是事物的顏色，這也是整個知覺事件因果發生

序列的動力因起點。顏色使得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諸如空氣產生變

動，該項變動應解釋為性質變化的一種，而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去說

空氣容受顏色。另一方面亞里斯多德轉向探究光是透明事物的實現，提

出處於實現狀態的透明事物是透明事物歷經變動的必要條件。處於實現

狀態應該理解為，透明事物展現其與火或此類物體同一的透明本性，又

此等展現應解讀為第二實現。我們可以歸結出，在透明事物容受顏色這

個環節裡，透明事物歷經性質變化，以透明事物處於第二實現狀態為必

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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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上述對於亞里斯多德如何看待空氣容受顏色的解讀方向是正確

的，而視覺感官容受顏色可以恰當地類比於空氣容受顏色，我們就可以

主張由水組成的視覺感官其容受顏色也是一種性質變化，也以視覺感官

處於第二實現展現視覺為必要條件。這是未來可以繼續發展的方向。然

而，這項類比是否能夠成立？眼睛容受顏色是否與中介物空氣容受顏色

仍有不同？畢竟上述將空氣容受顏色解釋為空氣帶給知覺者某種感受性

質，也就是傳遞顏色給知覺者，而眼睛容受顏色卻是視覺事件因果發生

序列的終點端，沒有下一位接受者。又倘若這項類比能夠成立，接下來

則需要處理，一項視覺事件既然涉及變動與實現兩者，除了變動以實現

為必要條件之外，我們能否能夠藉由形質論去為亞里斯多德進一步釐清

變動與實現的關係？這些都是可以繼續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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