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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孫龍子》是今傳先秦名家具完整思想唯一的一部著作。本文繼續前人對此書的

整理工作，旨在提供此書一個簡便讀本。正文每篇逐句翻譯，並加解說以明其理據。傳

本正文依次為《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五篇，

本文於其篇次稍作更動。又有《跡府》一篇，則是後人所記公孫龍與孔子後裔孔穿辯論

事，傳本列為第一。本文於此篇只闡釋與《白馬論》有關部分的文字，作為附錄，置於

最後。 

關鍵詞：《公孫龍子》，《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

論》，《名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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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本《公孫龍子》六篇，篇序為《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

論》、《堅白論》、《名實論》。其中《跡府》篇乃後人記公孫龍與孔子後裔孔穿

辯論事，非公孫龍所自著。屬公孫龍之作只有五篇，此五篇乃公孫龍學說之精華，

亦是今傳先秦名家具完整思想唯一的一部著作。 

《道藏》本《公孫龍子》為世所通行，注家皆以此為底本。楊俊光〈《公孫龍

子》校勘記〉（下文簡稱〈校勘記〉）1 亦以此為底本，而以二十種版本或注本為

參校，於此書的校勘整理做得最為詳盡。楊俊光的校勘花了大功夫，然而所得卻很

有限。《道藏》本固非善本，然〈校勘記〉所用參校本亦無足取，其同異往往只在

通用字上，如「於」、「于」，「爾」、「耳」，「材」、「才」之別。或一本句

有語尾詞「也」，一本無「也」。諸如此類，無關文義。又《道藏》本有一些明顯

的錯誤，如《跡府》「楚王遺弓，楚人得之」之「楚王」當作「楚人」；《堅白

論》「惡乎甚石也」之「甚」為「其」之誤；「未與為堅而堅必堅」之「與」後缺

「物」字；《名實論》「謂此而行不唯乎此」之「行」涉上文而誤，當作「此」。

此等錯誤，不需參校即了然可知。不過校勘是研究古籍的基本工作，是需要有人做

的。楊俊光先生的〈校勘記〉參考價值雖不高，這工作畢竟還是古籍整理的第一

步；它是我研究此書的基本參考資料。 

本文的另一種基本參考資料是陳柱 (1890-1944) 的《公孫龍子集解》（下文簡

稱《集解》）。2 此書成於民國二十五年 (1936)，民國二十六年 (1937) 出版，以

嚴可均校《道藏》北宋謝希深注本為基礎（謝注《集解》改稱為舊注），彙集清代

至民國多家對《公孫龍子》各篇的註解和考訂，間附己說，頗便於檢閱參考。下文

解說中引前人說法，如果是《集解》有的，經覆核原書正確無誤，就直接引用《集

解》，而不根據原書版本。參考書目中亦不將原書列入。 

牟宗三 (1909-1995)、徐復觀 (1904-1982) 兩位前輩學者雖不以校勘、考證見

長，他們對《公孫龍子》一書的整理卻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為其他研究者所不及。

我寫此文得益於牟宗三的《名家與荀子》（後半部〈公孫龍之名理〉，以下簡稱

                                                 

1 楊俊光，《公孫龍子蠡測》（濟南：齊魯書社，1986），〈《公孫龍子》校勘記〉，頁 277-302。 
2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景印，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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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理〉）和徐復觀的《公孫龍子講疏》（以下簡稱《講疏》）二書最多。3 

研究《公孫龍子》的中外著述很多，可是本文所徵引的只有寥寥數種，而不及

眾說紛紜的各家見解和議論。這主要是因為此文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公孫龍子》

的簡便讀本。我研究先秦典籍，一向都從語文層次的整理開始。本文也是我的一個

古籍整理工作。毫無疑問，《公孫龍子》一書最吸引人的是它的思想。公孫龍思想

奇特奧妙，學者要研究此書，必須有足夠的思辨能力和相關的學識基礎。這是傳統

典籍學者所欠缺的，他們的論述有太多缺陷，自不待言。或有學者從哲學、邏輯學

或符號學解釋此書，然不在字義、文句上下功夫，沒有把文字讀通，即奢談義理。

如此之作，難免牽強附會，其所論不足取，亦不待言。 

此書的整理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但也帶給我無盡的樂趣。我自比為一

個古畫修復師，面對著《公孫龍子》，如同面對著幾卷破損的古畫，比方說一疊敦

煌畫卷。怎樣把一幅名家古畫修復成功，除了技術和經驗之外，一個優秀的古畫修

復師還須對畫的時代風格和畫家的個人風格技巧有深入的認識；他必須具備豐富的

藝術史知識和深厚的藝術學養。整理《公孫龍子》一書讓我體驗到古畫修復師面對

的種種問題。這是一次值得回味的經驗。 

本文對傳本各篇的次序稍作更動。4 公孫龍以白馬、堅白鳴，我把《白馬論》

和《堅白論》兩篇放在最前面。這兩篇應是當時名學論辯的實錄。《通變論》也是

對話體，但並非論辯，可能是公孫龍和他的弟子們討論的記錄，我放在二篇之後。

接著依次是《指物論》、《名實論》。《指物論》哲理最閎深，它與《名實論》關

係密切。這兩篇都是論說體，不是對話體。《指物論》提出一個人類建構其認知世

界的理論。有指始有物，物是吾人認知世界中的有。有物始有名，有名才發生名實

關係的問題。《名實論》把孔子的正名學說提升到名理層次討論，而《指物論》則

先為語言的名實問題提供一個認知世界背景。二篇文雖簡短，卻有深刻的哲學涵

義。 

《跡府》篇是傳記性質，我不做語譯，只闡釋與《白馬論》有關部分的文字。

作為附錄，置於最後。 

此書文字錯訛甚多，為方便讀者閱讀起見，凡有字句改正的小段，我都將清理

過的文字附加在原文之下，並冠以「校後訂正」粗體四字，俾便參照。 

                                                 

3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公孫龍之名理〉，頁 73-189；徐復

觀，《公孫龍子講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4 各注家依照自己的理解，把《公孫龍子》五篇正文的次序重新安排，據統計有 13 種不同排法之

多。由此即可見各家對此書的解讀有多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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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馬論》釋義 

「白馬非馬」是公孫龍用以成名、也是先秦名學論辯中最引起轟動的悖論命

題。馬、白馬是類名，白馬是馬的一個小類，說白馬不是馬，這個怪說實在是太背

離常識了，難怪公孫龍這些辯者會被批評為「惑於用名以亂實」（《荀子．正

名》）。5 然而公孫龍學說的用心卻是正名實。《跡府》篇說公孫龍「疾名實之散

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

也。」「白馬非馬」悖論的提出，正是公孫龍用以對付世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用

名以亂實」的武器。「用名以亂實」是公孫龍學說改革的對象，而他自己則被當時

人批評為「用名以亂實」，可見時人對他的誤解有多深。《跡府》篇又說，公孫龍

「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這就很清楚的表明公孫龍政治方面的企圖

了。他的《白馬論》的「詭辯」只是手段，他的目的則是實用的，是為了要實踐孔

子「必也正名乎！」的政治主張。弔詭的是，當時人跟荀子一樣，都從傳統思維的

立場對名家的名理論辯，一律以負面態度對之。在所謂名家當中，公孫龍的學說與

政治關係最直接，卻同樣遭受否定。 

名與實的關係是先秦各學術流派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公孫龍對這問題有非常深

刻的認識。在《名實論》篇中，他把孔子「正名」的政治學說提升到名理思辨層次

加以分析，而提出一個名、實、位關係的理論。在本篇，公孫龍則是討論語言

（名）的語意問題。從某個語意表達角度看，如果語言和它的指稱對象維持一對一

關係，這是最理想的情況。這種語言的表達最精確，沒有不確定的含糊或歧義存

在。人為語言可以設計成這樣，自然語言卻無法改造成這樣。也許二千年前公孫龍

已經意識到，一如卡納普 (Rudolf Carnap, 1891-1970) 所證明的，自然語言本質上

就具有多義性；這個缺陷，如果認為是缺陷的話，是無法改變的。在本篇，公孫龍

舉出「白馬非馬」的例子。人人都會承認「白馬非馬」這個命題是不能成立的，但

是公孫龍卻能講出它能成立的理由。換句話說，公孫龍以此為例說明即使像這樣一

個簡單到人人都不認為有問題的句子實際上仍然有問題；他有辦法辯說這其實是一

個歧義句。孔子重視語言的正確使用，認為政治語言的濫用以至於以假亂真，所造

成的後果非常嚴重。公孫龍注意到語言表達本身有缺陷，他要喚醒世人認真對待語

                                                 

5 本文引用古籍依訓詁學慣例採隨文註篇名，版本請見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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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多義性。政治語言是非常可怕的。例如法律條文如存在著歧義，它就可以被曲

解，就可以違背原義而用來陷人於罪。此即所謂「深文周納」。語言的使用跟政

道、治道的隆污關係太直接了，這是公孫龍「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的

苦心孤詣。 

《公孫龍子》一書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可說是獨樹一幟，非常接近西方的思辨哲

學。正因為如此，他的學說長久不為世人所理解，他對中國文化的思想貢獻也長久

被埋沒了。 

(1) 白馬非馬，可乎？ 

(2) 可。 

(3) 曰：何哉？ 

(4)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

曰：白馬非馬。 

〔客：〕白馬不是馬，可以這樣說嗎？ 

〔主：〕可以的。 

〔客：〕為什麼呢？ 

〔主：〕「馬」這個詞是指形狀；「白」這個詞是指顏色。指顏色

的詞不同於指形狀的詞。所以說：「白馬非馬」。 

解說：公孫龍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把「白馬」看成是「白」和「馬」二詞的加

合。用現代語言觀念來表達，此猶如將句子中的「白馬」和「馬」加上引號，使

「白馬非馬」變成一個「等式句 (equational sentence)」：「白馬」非「馬」。在這

個等式句中，等式的左邊有表色的「白」和表狀的「馬」兩個成分，而等式的右

邊只有表狀的「馬」一個成分：兩邊不對等。因此「白馬非馬」這個說法是可以成

立的。 

公孫龍說「馬」這個詞「所以命形」當然不很正確。馬是一個動物類名，並非

專指馬的形狀。但這點並不重要。公孫龍的論點是，「白」和「馬」所指不同，

「白」和「馬」並非同一概念，因此「白」加「馬」不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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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也」猶

「邪」，作疑問語尾詞用，古書常見）？有白馬為有馬，白之

（「之」，則也）非馬，何也？ 

〔客：〕有白馬，不可以說沒有馬吧。不可以說沒有馬，難道（白

馬）不就是馬嗎？有白馬是為有馬，但白的（馬）就不是馬，這是

為什麼？ 

解說：《經傳釋詞》卷九：「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東略之不知，西則

否矣。』《晉語》：『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6  

「有白馬為有馬」當然也是公孫龍肯定的命題，第 6小段主答「故黃、黑馬一

也，而可以應有馬」可證。公孫龍並非否定白馬與馬有類屬關係；他並非否認「白

馬，馬也」表達一種類屬關係，其真值為正。他只是要向世人指出，在一個特定的

語言情況下，「白馬非馬」這個命題是可以成立的。因此這是個歧義句。這是一般

人和客方一樣所不能覺察到的語言表達的細微之處。 

(6)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

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者」當改為「馬」，詳解

說）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

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

馬。白馬之非馬，審矣！ 

 校後訂正：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

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馬不異馬也；所求

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

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白馬之非馬，

審矣！ 

〔主：〕若只是要一匹馬，找到黃馬或黑馬都可以；若要一匹白

馬，就不能找一匹黃馬或黑馬來充數。如果說「白馬」就是

                                                 

6 「則」弱化為「之」，又如《呂氏春秋．功名》：「是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參看

梅廣，〈訓詁資料所見到的幾個音韻現象〉，《清華學報》，24.3（新竹：1994），頁 25-30，

「輕讀變體」。古籍又有以「則」為「之」的，然極少見，《左傳．僖公七年》有一例：「諺有

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心則不競」即「心之不競」，是一個「主之謂」假設分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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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這就表示找的對象理應相同。若是找的對象相同，那就是

白馬跟馬沒有差別。然而若是找的對象沒有差別，為什麼有時黃馬

黑馬算數有時又不算數呢？有時可以有時不可以，可以與不可以顯

然是互相排斥的。所以黃馬、黑馬是一回事，都可以回答說有馬，

但不可以回答說有白馬。可見白馬不是馬，這是再明白不過的。 

解說：「白者不異馬也」一句，〈校勘記〉：「掃葉山房本《百子全書》『者』作

『馬』，是也。」7 「白馬」較「白者」為長，茲據改。 

第 6小段舉例說明在什麼語用情況之下，白馬不等同於馬的意思可以很自然的

用「白馬非馬」一語表達。主方用很嚴密的邏輯推理展開他的論點。這段推理的前

提是「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既然所求非一，則「白馬之非馬，審矣」。

公孫龍之雄辯，於此可見。 

(7)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8)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而已」）耳，

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8 

故曰：白馬非馬也。 

〔客：〕如果認為馬有顏色就不是馬，但天下沒有無色之馬啊。說

天下沒有馬，可以嗎？  

〔主：〕馬當然有顏色，所以才有白馬。如果馬沒有顏色，那就只

能叫做「馬」，哪裡還得到「白馬」這個名稱？因此我說「白的」

不是「馬」，所謂「白馬」，就是「馬」與「白」兩個詞（加在一

起）。「馬」與「白」加起來等於「馬」嗎？所以才說白馬不是馬

啊。 

解說：「故白者非馬也」一句，是回應第 5小段「白之（「則」）非馬，何也？」

客方之問。 

                                                 

7 楊俊光，《公孫龍子蠡測》，〈《公孫龍子》校勘記〉，頁 285。 
8 從杜國庠作反詰句解。杜國庠，《杜國庠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論《公孫龍

子》〉，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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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

（結合成一複詞）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未可」二字涉下而衍，

應刪）。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校後訂正：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客：〕「馬」這個詞在未與「白」這個詞接觸之前，它是（單獨

的）「馬」；「白」在未與「馬」接觸之前，它是（單獨的）

「白」。把「馬」和「白」兩個詞連起來，複合而成「白馬」這個

名稱。這是以兩個單獨（不相與）之詞結合（相與）而成的一個名

稱。因此我們不能說「白馬」非「馬」。 

解說：客方在這裡也嘗試從語言層面上立論。「白」這個詞不限其所指，是獨立的

（不相與）；「馬」這個詞也不限其所指，也是獨立的。但當「白」與「馬」結合

而構成「白馬」一詞，「白」與「馬」就不是獨立而是相連的（相與），即二者發

生了構詞關係。客方的論點是，「白」和「馬」這兩個單獨的詞結合成「白馬」這

個複詞之後，複詞「白馬」仍含有「白」和「馬」兩個成分。既然「白馬」仍含有

「馬」的成分，所以不能說「白馬」不是「馬」。 

「相與」、「不相與」這兩個詞也見於《通變論》。《通變論》謂「青、白不

相與而相與」，意思是說，青色和白色各處其位，是分離的、不相連的，但又形成

對應關係，相互影響，因此也是相連的。《通變論》的「反而對」進一步發揮事物

相與不相與的涵義。 

以下五個小段次序有亂。茲從牟宗三先生建議，9 將第 14 小段改置於此，接

在第 9 小段之後，為回應客方對「白馬」一詞所做的語言分析。第 13 小段因龍說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而論「離白」，係接第 14 小段之文，故移至此小

段之後，而在第 10小段之前。如此則次序為：(9)、(14)、(13)、(10)、(11)、(12)。 

(14)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

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

去取於色，故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

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9 牟說見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公孫龍之名理〉，頁 9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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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單獨的「白」沒有確定所指的白物，可以不論（可以忘

掉）。但在「白馬」這個詞中，「白」是有所定白的。有所定白的

「白」就不是不定所白的「白」。至於「馬」，這個詞是不對顏色

有所選擇的，因此答以黃馬、黑馬都算數。至於「白馬」，這就不

同了，它是有顏色的選擇的，因此排除了黃馬、黑馬，而只有應以

白馬才算數。不具排除作用的就不是具有排除作用的。所以說：白

馬非馬。 

解說：第 14小段就有兩處與《公孫龍子》他篇遙相呼應。 

「白者不定所白。」《堅白論》的「堅白離」對此有深入的解說，但因與本篇

論題關係小，可以忽略不談。不過這是公孫龍學說的一個主要論點。《跡府》篇謂

公孫龍「為守白之論」，大概是指此。參看本文第七節。 

「定所白者，非白也。」有所定白的「白」就不是無所定白的「白」。這句話

最吃緊。「白馬」的「白」所定是「馬」。當「白」與「馬」結合成一複詞，

「白」與「馬」就發生了改變：「白」不是原來不定所白的「白」，「馬」也不是

原來無去取於色的「馬」。公孫龍這種因關係改變而產生新情況的想法就是《通變

論》所說的「二無一」悖論。二是一加一的和，但公孫龍認為這種加合的結果是一

種改變：一與一的加合關係使得一已經不是原來單獨的一；一存在於加合關係之

中，因此不再是原先單獨、離散的一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二無一。在這裡公孫龍用

這個觀念解釋何以白馬不是馬。客方認為「相與以不相與為名」之後，相結合的成

分仍然不改原義，因此「白馬」當然還是「馬」。公孫龍則認為「馬」既與「白」

結合，則「馬」為白色所定，已不是先前那個無去取於色的「馬」了。有去取當然

異於無去取，因此白馬不是馬。 

公孫龍所意識到的詞因結合而改變原義其實是很普通的語言現象。這就是句法

學上所謂 “lexical integrity”──中文或可稱為「詞的隔絕性」──的一種情況。很

多名稱都有這種隔絕的性質。例如「貓熊」或「熊貓」。貓熊（熊貓）既不是熊也

不是貓；「貓」和「熊」在「貓熊」一詞中，它們的指稱都分別被隔絕了。因此說

「貓熊非熊」或「貓熊非貓」都能成立。又如「百姓」，這是一個有內部結構的複

詞，但它的意思跟一百無關，也跟姓氏無關。它只有所謂的引申義，指的是人民或

民眾；它的本義自從春秋時代以後就沒有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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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孫龍「定所白者非白也」的「二無一」的解釋，因為沒有舉出適當的例子，

其理晦澀難明，而不為對方所接受。因此客方繼續從自己的觀點論辯下去。 

(13)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

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有」當作

「以」，詳解說）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

也」？ 

 校後訂正：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

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以白馬為有

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客：〕有白馬不能說沒有馬，那就是說「白」是可以（跟

「馬」）分離的。如果不能分離就不可以說有白馬為有馬。因此所

以認為有馬，是因為「白馬」中有個「馬」字而說有馬，並非因為

「白馬」兩個字而說有馬。既然可以這樣解釋「有馬」，難道還不

能說（「白馬」一詞中的）「馬」就是指「馬」嗎？ 

解說：「非有白馬為有馬。」〈校勘記〉：「上『有』字《合刻五家言》、《豫章

叢書》作『以』，掃葉山房本《百子全書》同。」10 案：「有」固當作「以」。

「非以白馬」與上句「獨以馬」一致。 

「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一句，《道藏》本如此。俞樾據別本作「是離

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並改「有馬」為「無馬」。俞說僅正反顛倒而論，於文

義無別，且需改字，而《道藏》本表達更直接，俞說不必從。俞說見〈校勘記〉、

《集解》。 

第 13 小段客方仍然從「白馬」的構詞層面論辯，因而進入一個思考誤區。客

方認為「白」與「馬」雖結合成一詞，仍然保留其獨立性，因此是可相分離的。我

們之所以可以說有白馬為有馬，正是因為「白」和「馬」可相分離。設若二者不可

分離，就不能說有「白馬」是有「馬」了。有「白馬」為有「馬」，正因為「白

馬」裡面有個「馬」字。難道說「馬」是「馬」不可以嗎？ 

公孫龍也承認有白馬不可謂無馬。「有」表達存在。既有白馬，即是有馬。這

                                                 

10 楊俊光，《公孫龍子蠡測》，〈《公孫龍子》校勘記〉，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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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事實。這跟「白」字可離與否毫不相干。客方認為必須從語詞的分析入手才

能證明有白馬為有馬，顯然有誤。以下是公孫龍的質問。 

(10) 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有白馬」當作「有馬」，衍

「白」字）為有黃馬，可乎？ 

 校後訂正：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馬為有黃馬，可乎？ 

〔主：〕認為有白馬為有馬，可以說有馬即是有黃馬嗎？ 

解說：《集解》卷二：「譚戒甫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作『謂有馬為有黃馬』，

云：『按「白」字當衍。……下文『以有馬為異有黃馬』，即承此句為言，可

證。』」11 譚說是。 

公孫龍問：以你對有白馬為有馬的解釋，可以說有馬即是有黃馬嗎？公孫龍此

質問的理據是：你既然認為有白馬為有馬，是因為「白」可以分開，而專以「白

馬」的「馬」對「馬」。如此則「黃馬」的「黃」，亦可以與「馬」分開，豈非

「黃馬」的「馬」亦可對上「馬」！那我問你，說有馬即是有黃馬，可不可以呢？ 

第 10小段係公孫龍針對客方「離白」之論之質問，固應更置於此，即第 13小

段之後。 

(11) 曰：未可。 

〔客：〕還不可以這樣說。 

(12) 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

「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

「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有」字衍，全句應作「而以

白馬為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校後訂正：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

「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

「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

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主：〕認為有「馬」不同於有「黃馬」，這是把「黃馬」跟

「馬」視為相異；把「黃馬」跟「馬」視為相異，就是認為「黃

                                                 

11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卷 2，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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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不是「馬」。認為「黃馬」不是「馬」，但又認為「白馬」是

「馬」，這豈非就像空中飛的進到水裡去，棺、槨被分放在不同地

方，這不是天下之悖言亂辭是什麼！ 

解說：「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一句，如果以「黃馬」和「馬」是一般用

詞，這個推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黃馬雖不同於馬，二者只是部分與全體之異，黃

馬是馬的一個小類，仍然是馬。然而我們必須記得，客方是從構詞的角度討論這個

問題的，並且還說：「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以白馬為有馬也。」

客方既然已認為「黃」、「白」可與「馬」分離，但又不接受有馬就是有黃馬的推

論，這就表示「黃」、「白」與「馬」其實是結合在一起而成詞，是不能分離的。

如此則結構上「黃馬」當然不等於「馬」，而「白馬」也同樣不等於「馬」。因此

公孫龍的駁斥是合理的。 

此為全篇總結。牟宗三言：「此答辭最後一句『此天下之悖言亂辭』是情感

語，以此作最後之結束似更合對辯行文之習慣。」12 牟先生的段落安排完全合理

的當。 

三、《堅白論》釋義 

《莊子．秋水》記載公孫龍以「合同異、離堅白」為辯。這篇《堅白論》是堅

白論戰內容的記錄。墨辯主堅白盈，公孫龍主堅白離。文雖簡短，雙方論點都表達

得很充分。文義除一二處字句疑有訛闕致滯礙難通需加以改動外，大抵經校勘後皆

條暢能解。  

(1) 堅、白、石，三，可乎？ 

(2) 曰：不可。 

〔客：〕堅、白、石成三，可以成立嗎？ 

〔主：〕不可以。 

解說：堅、白是石的性質。以性質而言，二者可以對立。石則是無以異於堅白性質

                                                 

12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公孫龍之名理〉，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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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體，與堅、白不成對立體，故不可以三者為三。 

(3) 曰：二可乎？ 

(4) 曰：可。 

(5) 曰：何哉？ 

(6)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客：〕說二可以嗎？ 

〔主：〕可以的。  

〔客：〕為什麼呢？ 

〔主：〕目視石得白而無堅，故得舉其名為二（以明堅、白為不同

性質，可對立為二），手拊石得堅而無白，故得舉其名為二。 

解說：「舉」是先秦名學術語。《墨子．經上》：「舉，擬實也。」《經說上》：

「舉，告以文名（「文」，《墨子閒詁》校為「之」。今案：應為「此」之訛。

「此」與「彼」對舉。），舉彼實也。」雷一東《墨經校解》（以下簡稱《校

解》）：「實、名、舉、言四者的關係是：先有『實』（事實），然後就要有個

『名』去表述它，這個表述過程就是『舉』，表述就需要『言』（言語），所以說

『言由實致』。」13  

第 3-6 小段解釋二可的理由。第 8 小段再就無堅、無白的意思予以補充，仍是

主論，宜置於第 3-6小段之後，第 7小段之前。今本顛倒了二小段的順序。 

(8)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

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 

〔主：〕目視不得石的堅而得石的白，這就是無堅；手拊不得石的

白而得石的堅。得石的堅，就是無白。 

解說：第 8小段原在第 7小段之後，今移於此。此段仍是主辯，主要說明「無」的

意思。「無」不是沒有的意思，而是指因視覺、觸覺的分工而造成的分離。 

                                                 

13 雷一東，《墨經校解》（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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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

之（「之」猶「其」）14 於［所］（補入所字）然也，非三也？ 

 校後訂正：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

而之石也，之於所然也，非三也？ 

〔客：〕既然目視石得白不可謂無白，手拊石得堅不可謂無堅，推

此理到石上，它的情形盡同（目視石得石固不可謂無石，手拊石得

石固不可謂無石），難道這不是三嗎？ 

解說：「而之石也」的「之」作動詞用，解為推至。與《指物論》「以有不為指之

無不為指」之「之」義同，為名家邏輯推理用語。此為客辯堅白石為三的理由。吾

人見石識其狀，又識其白，拊而知其堅，堅白石豈非為三？接下來第 9小段是公孫

龍的回答。 

(9)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

外，藏，三可乎？  

〔主：〕如果天下沒有白這個色彩，也就不可能看到石塊；如果天

下沒有堅硬這種成分，也不可能有叫做石塊這樣的東西。堅白這兩

種性質跟石這個東西是分不開的，石只是兩種性質的藏在一處，這

樣可以成三嗎？ 

解說：「堅白石不相外，藏」：堅白與石不相外而藏。第 9小段闡明堅白石三不能

成立的理由。堅白是構成石的物質條件。石這個名稱就是指這些物質條件的構成

物。石的各種性質藏在一處，就成為石。除了性質，更無所謂石這樣一個獨立「實

體 (entity, substance)」。這樣，石能外在於它的堅白性質而與之成三嗎？ 

(10) 曰：有自藏也，非藏（「藏」應為「盛」之誤）而藏也。 

 校後訂正：曰：有自藏也，非盛而藏也。 

〔主：〕有所謂自身的藏，不是像裝在容器裡那樣的藏。 

                                                 

14 「之」有「其」的用法，其結構是「pro 之」。參看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北：三民書

局，2015），頁 37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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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非藏而藏」義不可解，疑應作「非盛而藏」。第 10 小段仍是主論，解釋

他所謂「藏」的意思。「藏」不是藏於一物之中（盛而藏）。若如藏於一物，則所

藏與所藏之器有別，如此則堅、白、石可分為三。公孫龍則辯稱石非自外於堅與

白。堅、白性質藏在一起而成石，因此這叫做堅白自身的藏（「自藏」）。 

(11)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 

〔客：〕白也好，堅也好，都必須有石為載體乃得以受而充盈其

中。哪有所謂自藏呢？ 

解說：「盈」，充盈，佔滿了空間。客方主堅白盈。他們的設想是，堅、白、石都

是具體可察覺的，故皆存在。另一方面，堅、白佔著同一石的空間，是堅處亦是白

處，所以是相盈。吾人分別出堅、白、石，只是感官起的作用。 

「其白也，其堅也」的「其」為或然之詞，選擇問句用之，例如《公羊傳．哀

公十四年》：「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此處雖非問句，

「其」的用法相同。 

「而石必得以相盛盈」一句，其基礎結構是「而必得石以相盛盈」。「石」移

至句前，是常見修辭手法。  

(12)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與（後一「與」為「離」之誤，參

看〈校勘記〉）。不見離，一一（「一一」當作「一二」）不相

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校後訂正：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二不相

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主：〕無論是得到白或得到堅，都表示有見有不見，堅白二者是

可分離的。有見有不見表示可分離，正是因為其一與其二不是互相

充盈的緣故，所以才說離。所謂離，就是兩種性質藏在一處（並非

不能分開）。 

解說：「一一不相盈」。〈校勘記〉：「『一一』，孫詒讓《札迻》：『當依《墨

子》作『一二不相盈』』。是也。」15 

                                                 

15 楊俊光，《公孫龍子蠡測》，〈《公孫龍子》校勘記〉，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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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離」，「見不見離」之省。《墨子．經說下》：「見不見離，一二

（不）（「不」字衍）相盈，廣修，堅白，〔不可偏去〕。」是為證。  

(13)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當作「一與二」）若廣

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校後訂正：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一與二若廣修而相盈

也。其非舉乎？ 

〔客：〕石的白與堅，雖或見或不見，然而二者（其一、其二）就

像廣度和長度一樣是相互為盈的。現在你說堅白不相為盈，恐怕不

合乎實情吧！ 

解說：根據前文引《墨子．經說下》「一二相盈」，此處文字當為「一與二若廣修

而相盈也」。「二與三」無所取義，應改正。 

(14)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

甚（「甚」為「其」之誤字，參看〈校勘記〉）石也？ 

 校後訂正：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

者兼，惡乎其石也？ 

〔主：〕物有白色的，並不限定白色的是何物；物有堅硬的，並不

限定堅硬的是何物。不限定就表示堅、白兼及眾物，怎能以石為

例，認定堅白本質上是一體兩面呢？ 

解說：第 14 小段駁斥客論堅白若廣修相盈，不可偏去。堅、白是各自獨立的性

質。物可以白而非堅，如白羽；可以堅而非白，如鐵椎。並非如廣修那樣一體（一

個平面）兩面，去修則無廣，無廣則無修。客所論非正舉。 

「物白焉」、「物堅焉」即「物有白焉」、「物有堅焉」。有無句可帶語

尾「焉」。16 下文第 16 小段「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即是

其例。 

                                                 

16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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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堅、白］（疑應補入

「堅」、「白」二字，文義始足）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校後訂正：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堅、白、石不

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客：〕以手撫石，可得知沒有它──指堅──也就不成其為石；

若不成其為石，也就無法看到它的白色。堅、白、石不相離，這是

確定的。但這不止於石為然。 

解說：「循」，撫摩。王琯（1896-1960，即版本目錄學及古物學家王獻唐）《公

孫龍子懸解》引《漢書．李陵傳》「而數數自循其刀環」顏師古注：「循謂摩順

也」。17 

(16)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故」，借為「固」

字）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依各家補入四

字。參看〈校勘記〉）。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

故，孰謂之不離？ 

 校後訂正：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固」）有

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

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主：〕石是一（一個個體），堅白是二（兩種性質）。而在石這

個物體上，堅白兩種性質確然有感覺得到的，有感覺不到的；有看

得到的，有看不到的。由此可見感覺得到的和感覺不到的相分離，

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相自藏。正因為有所謂自藏，誰說堅與白不分

離？ 

解說：古書「固」、「故」常相混，如《史記．刺客列傳》「今日之事，臣固伏

誅」，《戰國策．趙策》作「臣故伏誅」。詳《經傳釋詞》卷五。「故有知焉」之

「故」應讀為「固」，其義始明。本書以「故」為「固」，尚有多處。「知」在此

篇皆指感覺。 

石是個體，堅白是性質，屬不同範疇，不能用加法合計。此處公孫龍重申堅白

石二可三不可的道理。下半段則複述「離也者，藏也」的論點。辯論到此，主方先

                                                 

17 王琯，《公孫龍子懸解》（上海：中華書局，1928），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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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小結。 

(17)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

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客：〕目力不能得堅，手感不能得白，然而不可謂石無堅，也不

可謂石無白。這是人的身體官能各有專司，不能相兼代的緣故。堅

白同域一石，怎能說是離？ 

解說：主方（公孫龍）認為事物可以通過吾人的感官認知得其素材而加以分析，可

分析故曰離。客方（墨辯）則認為客觀事物都有其統一的自性。就石而言，吾人通

過感官或得到堅或得到白，這只是感官起的作用，是主觀性的，不能據以論堅白在

石上可分離。雙方都有哲學立場。 

(18) 曰：堅未（「未」，疑涉下「未」而衍）與（「與」當作「以」，

涉下「與」字而誤）石為堅而物兼（「而物兼」當作「而兼

物」），未與［物］（依〈校勘記〉補入）為兼而堅必堅。其不堅

（動詞）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講疏》：「若，猶此

也。」）18 堅；而堅藏。 

 校後訂正：曰：堅以石為堅而兼物，未與物為兼而堅必堅。其不堅

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主：〕堅性因石為堅，然而亦兼及眾物；即使在它未兼及物時，

堅性仍必是堅。就其不堅石、物仍是堅而言，我們的感官世界找不

到這樣的堅性；堅性是藏著的（堅性有藏的特性：它藏於石物之

中）。 

解說：第 18小段首句有三處訛誤，今訂正為「堅以石為堅而兼物」。 

以下 19-23五小段皆是主論。 

(19)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

黑與之然。 

                                                 

18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34，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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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假若白確實如你所說不能自白，它又怎能使石物變白呢？

如果白的顏色必白，那麼它即使不白石物仍然是白啊。他種顏色如

黃、黑也是同樣情形。 

解說：「固」：必，確定。用於反詰問句中，表假若對方所持論確定如此。《莊

子．田子方》：「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

死。』」 

以上 18-19 兩小段分論堅、白是獨立的性質，雖不堅、白石物，其性質闇然不

彰，仍應假定其為有。 

(20) 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二句當是衍文，應刪。不譯）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 

 校後訂正：故離也。離也者，因是。 

〔主：〕因此這就是離。說它是離，就是根據這個（知性的推理能

力）。 

解說：「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石」字當衍）乎？」意思應當是：如果石

沒有了，哪裡還得到堅白呢？但是這意思與公孫龍強調堅白兼物的主張是相抵觸

的。縱使無白石，猶有白砂，怎能說無取堅白？二句必有誤，蓋為衍文。 

審前後文義，「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可以上接 19 小段。換言之，如果

「石其無有」兩句定為衍文，則「故離也……」可以歸入 19小段，而文義可通。 

(21)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諸家均從孫詒讓據《墨子．

經說下》補「見目」二字），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

離。 

 校後訂正：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

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主：〕身體的力量和感覺，畢竟不如因是（即根據我們的推理能

力）。好比說，白由目而見，目則由火（光亮）而見，而火本身不

能見白。這樣看來，無論是目或者是火（本身）都不能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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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反獨能見。神不是見白，而是見其離。 

解說：《莊子．天下》篇述辯者之辭，中有「目不見」一命題，可見「目不見」是

流行於當時的一個悖論。 

視力、聽力都是身體的力量或效能。身體的力量和感覺不同。感覺是完全被動

的，不受意志支配，而身體的力量則是主動的，是可以自主自發的。我們可以說

「用心去看」、「用心去聽」，但不能說「用心去感知」。 

《莊子．養生主》：「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神是比感官知覺層

次更高的認知官能。用今日的詞彙來說，對公孫龍而言──卻不是對莊子而言，這

個稱為神的更高層次的認知官能就是我們的知性 (intellect)。人類不只是觀察事

物，感知事物，而且還能仰仗知性，把事物抽象化，形成概念，而加以運用（分

析、推理等形式運作）。從感官認知的層面看，堅白離與堅白盈二說均有其可取之

處，但從概念的層面看，堅白與石顯然不屬同一範疇。堅、白皆是性質，而石不

是。堅、白既是兩種性質，則二者必然是可分離的。這是公孫龍採堅白離一說的立

論根據，亦即他所謂的「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要探求事物的本質，

感官知覺畢竟是不夠的；所有感官知覺都有物質條件的限制（例如目必須仗火始能

見）。對事物的認知必須提高到概念層次。運用我們的知性能力，通過概念分析，

才能求得事物的真相。事物的真相是什麼？最後第 22 小段，也是堅白論的總結，

公孫龍提出「獨」這個概念。 

(22) 堅以手，而手以捶（同「箠」：棍杖，馬鞭），是捶與手知而不

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 

〔主：〕堅以手得知，而手以棍杖始得知堅，棍杖與手是有知堅這

回事而其實皆不知。神也和它們同樣不知堅。但神的本事啊！這是

我們主張離的道理呀。 

解說：第 21小段言白，第 22小段言堅。目無火不見白，手無杖擊不知堅，意思相

平行。第 22小段文字極簡，恐有漏誤，但對照第 21小段文義，意思還是明白的。 

「而神與不知」一句的「與」後有隱性賓語，與《論語．子罕》「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用法相同。「與」不帶顯性賓語，典籍常見。神不能感知其堅，然知

其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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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離也者，天下故（「固」）獨而正。（從牟宗三斷句）19 

〔主：〕終極而論，離就是確然表示世間的一切皆以獨的方式存在

於其正位。 

解說：注家多以「離也者天下」為斷，文義亦通。但從句法觀點看，我認為牟宗三

先生的斷句較佳。 

這是公孫龍哲學的本體論述。經驗界的物經過分析，可得到「獨」。例如化學

實驗把水分解為氫跟氧兩種氣體。氫氣和氧氣存在於空氣之中，是空氣中的兩種獨

立分子，可稱為「獨」。氫和氧是空氣中的兩種化學元素，兩者居於它各自的正位

（即週期表所列）。公孫龍認為感官世界的物是可以分解的，如石可分解為白和

堅，分別屬於顏色和硬度兩個性質範疇。堅、白是獨，而我們接觸到的石則非獨。

故從離的觀點而論，人類的認知世界存在著「獨」這個經驗層次，亟須積極開發。

由此而成就自然科學。公孫龍固然無法想像今日自然科學的偉大成就，然而人類對

宇宙的物質基礎的探索，不正是公孫龍「獨」的世界的精密擴充和不斷拓展？公孫

龍哲學思想的路數，應如此認定。以科學經驗論稱之無不當。 

根據《名實論》「位其所位，正也」一語，「天下故（「固」）獨而正」，

「正」指正位。 

四、《通變論》釋義 

《通變論》全篇都是討論事物的關係。公孫龍首先強調：一種關係的建立往往

就形成一個新局面。這種因關係建立而產生的新局面，公孫龍在本篇稱為變（改

變）。加合是一種關係。兩個一加起來成為二。在這個加合關係中，當兩個一彼此

結合起來成為二，一已經失去了當初的獨立性了。所以說「二無一」。相對於一來

說，二是一個新局面，是個「變局」。《通變論》討論「變（關係的改變）」就是

用這個「二無一」悖論來做開頭的。 

另一種事物關係是類。根據相似性劃分的類，《墨經．經說上》稱為「類

同」：「有以同，類同也。」如果沒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不類」：「不有同，不

類也。」《通變論》第二個論題就是關於類與不類的問題。根據有沒有角的特徵，

                                                 

19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公孫龍之名理〉，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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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牛同類而與馬不同類；根據身體的毛跟羽翼的分別，羊、牛同類而與雞不同

類。公孫龍特別指出，極端的相異、正負相反的事物──例如才與不才──是沒有

共同特徵的，是不能根據任何方式把二者合為一類的。如果還要給它起一個類名，

那就是以名亂實。這是狂舉：胡亂的舉證。 

顏色系統則代表更複雜的多元事物關係。這是本篇第三個論題。實質上，不同

的顏色彼此之間是互相影響的，公孫龍稱為「反而對」。顏色有正色與非正色（雜

色、間色）之分。黃是正色；碧非正色。如果把青、白兩種顏色放在一起，青色會

受到白色的影響而顏色接近黃，但終非黃；白色會受到青色的影響而顏色接近碧

（雜色），但終非碧。顏色與顏色之間要保持色調的均衡和諧，不應相勝相奪。正

如同君臣關係一樣，要保持平衡關係，才能功能互補，相映益彰。如同事物一樣，

人類本來就生活在關係網絡之中。從色彩的對應關係可以獲得對倫理及治國之道的

啟示。物之理與治國實務其實是相連貫的。本篇很清楚的表白了公孫龍學說的政治

含義。 

本篇是對話體，卻非論辯。客方沒有理論立場，只是協助主方把論點引導出

來，與《白馬論》、《堅白論》雙方抗辯的性質不同。  

(1) 曰：二有一乎？ 

(2) 曰：二無一。 

〔客：〕二有一嗎？ 

〔主：〕二沒有一。 

解說：「二無一」是一個悖論。《墨子．經上》：「體，分於兼也。」《經說

上》：「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20 墨辯以部分和全體解釋一和二的關係，

那麼二裡面當然有一。公孫龍「二無一」的意思是說二裡面不復有獨立的一。這個

論點顯然是針對墨辯而設。不過，名家各派並未針對事物關係這個問題起過論戰，

基本上這篇《通變論》只是闡述公孫龍自己的理論主張，以對話體更有效的展開他

的論點。 

「二無一」固然是個悖論命題，然而細想一下，公孫龍這個悖論亦有充分的事

理根據，並非單純在玩概念遊戲。因結合而形成新局面，在我們的生活中就不乏這

                                                 

20 同前引，頁 279、301。《校解》語譯：「〔經〕體（局部）：是由兼（整體）裡面分出來的。

〔說〕就像「二」裡面的「一」、線裡面的點一樣。」雷一東，《墨經校解》，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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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事證。當一對男女結合為夫妻，這個世界便多了一個家庭。成為夫妻以後，他

們二人便進入人生的一個新階段。他們的身分和角色亦有所改變；簡單的說，他們

不再是單身了。這不就是公孫龍所謂的「變」嗎？悖論常能揭示常識背後另一面真

理，公孫龍的悖論皆有此超悟性格，此足以顯示公孫龍思想深刻。 

「一」是數字，數字成一系統而存在，為什麼「一」有獨立性？古代形而上思

想認為宇宙的原始，天地未分之時，只有一。《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引當時辯者之言：「萬物與我為一。」（《莊

子．齊物論》）戰國中期思想論者喜談「一」。「一」在數字中最特別。公孫龍當

然受到這個影響。 

(3) 曰：二有右乎？ 

(4) 曰：二無右。 

〔客：〕二有右嗎？ 

〔主：〕二沒有右。 

解說：左右是相對於認知主體的空間位置。二是一個數字，不佔空間，當然沒有右

也沒有左。 

(5) 曰：二有左乎？ 

(6) 曰：二無左。 

(7) 曰：右可謂二乎？ 

(8) 曰：不可。 

(9) 曰：左可謂二乎？ 

(10) 曰：不可。 

(11) 曰：左與右可謂二乎？ 

(12) 曰：可。 

〔客：〕二有左嗎？ 

〔主：〕二沒有左。 

〔客：〕右可以說是二嗎？ 

〔主：〕不可以。 

〔客：〕左可以說是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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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可以。 

〔客：〕左和右可以說是二嗎？ 

〔主：〕可以的。 

解說：左與右構成一個二元空間關係。 

(13) 曰：謂變非不變，可乎？ 

(14) 曰：可。 

〔客：〕改變了就不是不變，可以這樣說嗎？ 

〔主：〕可以的。 

解說：所謂不變，就好比認為二之中仍有原來獨立的一。 

(15)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 

(16) 曰：可。  

〔客：〕那麼，右有相與的一方，可以說是變嗎？ 

〔主：〕可以的。 

解說：相與，指位置的對立，這也是一種關係。既然成立了一種關係，這就發生了

改變。既是位置的對立，那就是空間關係，故必須用一個代表空間位置的詞──

「右」──來表達這種「有與」關係。雖然都是變，左、右的有與關係跟一與一成

為二的加合關係有異。前者是空間關係；後者非空間關係，故二無右亦無左。 

(17) 曰：變隻（「奚」）？（「變隻」無義，諸家皆從俞樾改「隻」為

「奚」） 

〔客：〕那麼變成什麼？ 

解說：「奚」，何、為何。此處以訓何為佳。上古漢語疑問詞居於動詞之前，如

「子將奚先？」（《論語．子路》）、「請奚殺？」（《莊子．山木》）。此處疑

問詞應前移（奚變）而不前移，先秦漢語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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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曰：右。 

〔主：〕變成了右。 

解說：右沒有左相與（位置相對立），就不成其右。有相與的一方，才成為右。 

(19) 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 

〔客：〕右若是改變了，怎能說是右？若是沒有變，怎能說改變

了？ 

解說：客方問是什麼東西改變為右？如果是右改變為右，既經改變，怎能還稱為

右？如果右還是右，沒有改變，怎能說是改變了？ 

案：右是虛設，因為這種有與關係是左、右的有與關係，故必須如此說。並非

表示在這個有與關係建立之前，已經有了右。 

(20) （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 

〔客：〕如果「二」本身沒有左又沒有右，那麼「所謂二，是左與

右」這句話又是怎麼一回事？ 

解說：19-20兩小段應當都是客方的追問，中間的「曰」誤置，當刪。 

牟宗三先生對此有詳細確當的解說，為他家所不及。錄其文如下： 

以上問答中，問者連發三問：一、「右茍變，安可謂右」？言既認

可「右有與」為變，何以當吾問何所變時，復答曰「右」。此豈非變而

未變乎？若真是變，又何得說「右」？此是矛盾一。二、「茍不變，安

可謂變」？假若「右有與」為變後而仍是「右」，是即等於未變。既

「不變」，何以又承認「右有與」為變乎？不變而謂變，豈非矛盾乎？

此是矛盾二。前問：「謂變非不變可乎」？誘答者說「可」，即伏此矛

盾之難也。……三、「二茍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此「奈

何」之問，亦明其為矛盾也。既認二中既無左亦無右，何以又說「二者

左與右」？豈非既肯定有左與右又否定有左與右乎？此是矛盾三。 

實則此三矛盾皆似是而非。關於一，「右有與」之變，所謂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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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實即變成「右者」。右與右者不同，故不矛盾。（此「不同」

中即含有一種轉化──變。）關於二，既已變成「右者」，並非不變。

故亦無「不變而變」之矛盾。關於三，「二」若是「左與右」兩者，則

可以既有左又有右。若是數目「二」本身，則既無左亦無右，如上所

解。公孫龍所謂「二」實指「二」本身言。難者只知「兩者」之義。21  

左、右是空間的對立。數字「二」本身不佔空間，故無所謂左、右。但是

「二」也可以用來表達事物的「有與」關係，包括左、右兩者的空間對立。當

「二」用來表達「有與」關係時，「二」就有實指作用，可以用來指左、右兩者。

這又是一種改變。 

誠如牟先生所言，客方的疑問並非難解決；公孫龍的論述亦無矛盾之處。然而

接下來第 21 小段，公孫龍似乎沒有正面答覆客方的發問，而是直接進入另一個議

題，提出類的關係這個概念。此處是否有闕文，不得而知。 

第 21-28 小段都是討論類的問題。漢語的普通名詞皆是類名。漢語的類有類別

（種類）和類屬兩個意思。求其同而忽其異，把不同的類（類別義）歸併於一類

（類屬義），即是歸類。此處談的是歸類。歸類是概念上的關係問題，與左、右的

視覺空間關係不屬同一層次，是不能比較的。但是在這裡公孫龍似乎認為提出歸類

的議題就可以解答客方對變與不變問題的疑難。如果他確實有此用意，而非因傳本

文字有缺漏，這是嚴重的思考失誤。  

(21) ［曰：］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原無「曰」字，茲補上） 

〔主：〕羊與牛合而不與馬合；牛與羊合而不與雞合。 

解說：此言事物關係中的類，其實應屬另一論題。但是公孫龍似乎把類的「合」的

關係（歸類）仍歸入事物的「有與」關係中了。如此則羊、牛與左、右相通，而實

不可通。  

(22) 曰：何哉？ 

〔客：〕為什麼？ 

                                                 

21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公孫龍之名理〉，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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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曰：〕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

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

而（「而」字疑衍）羊而牛，非馬，可也。 

〔主：〕羊和牛有角，馬沒有角；馬有尾（鬃尾），羊、牛無尾。

所以說：羊與牛合而不與馬合。所謂不與馬合，是說此中無馬。所

謂此中無馬，就是說，羊不與馬為二，牛不與馬為二，而羊牛能成

二。是羊與牛合，而與馬不合。這是可以成立的。 

解說：第 25 小段直接解釋「羊合牛非馬」的道理。傳世各本皆置於第 23-24 二小

段之後，今移於此。原無「曰」字，補上。 

《墨子．經說下》亦論及牛、馬之類同問題，然討論的重點不同，對《公孫龍

子》此篇無任何值得提出的補充，但可見當時對類的問題有甚多討論。 

(26) 若舉而以是，猶（由，由於）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 

〔主：〕如果拿這個來做例證，由於是根據類的同與不同（這是可

以的）。正如前面以左右為二，也是這樣的舉證（正舉）。 

解說：這番話點出公孫龍認為「類」（「合」）有可以跟「有與」相通的道理。 

(23) 羊與牛唯（《集解》引孫詒讓云：「唯」與「雖」通）22 異──羊

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

而或類焉。 

〔主：〕羊與牛雖有所不同──羊有全齒，牛無全齒──然而因此

而說羊牛既無羊又無牛，即不成二，這是不可以的。雖然不是兩者

俱有，仍可說是相與為類。 

解說：《講疏》：「按牛無上面的門牙及犬牙，故謂牛無齒。」23 

                                                 

22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卷 4，頁 129。 
23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21，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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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

之不同也。 

〔主：〕（反過來說，）因為羊有角，牛亦有角，而說牛既是牛又

是羊，羊既是羊又是牛，也是不可以的。雖然是俱有，仍是不同的

二類。 

(27)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雞足，二。二而一，故三。謂

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

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 

〔主：〕牛羊有毛，雞有羽翼。復以足論：統言雞足，是一。數雞

足，有二。二加一，故為三。統言牛羊足，是一。數其足，有四。

四加一，故為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所以說，牛與羊合，不與

雞合。不與雞合，正表示二者有不是雞的共同之處。以雞與馬相

比，寧取馬而不取雞。 

解說：「雞三足」是當時流行的悖論。 

「非，有以非雞也」前一「非」字是「非雞（者）」之省略，作為句中主題。  

第 27小段遙接第 21小段「牛合羊非雞」一句，說明牛、羊不與雞同的事實根

據。前言「羊合牛非馬」。馬雖不與羊牛合，然與雞比，仍比較接近羊牛。此言類

同有程度之分。相似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然此亦有價值判斷的含意。鄙語

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牛、羊是祭祀用牲，等級最高。雞是食用家禽，固

然不能與牛羊比；較之馬，等級亦遠不如。此處公孫龍大概是以雞為例，指出極端

的相異是無法合成一類的。由此而引發下面一段議論。  

(28) 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當作「舉是

亂名，是謂狂舉。」「謂」字誤置。參看〈校勘記〉）24
 

 校後訂正：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主：〕材與不材二者無以成類，這是最確定不過的。如果還以此

為類以致混淆了名號，這就是胡亂的舉證。 

                                                 

24 楊俊光，《公孫龍子蠡測》，〈《公孫龍子》校勘記〉，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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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才與不才是極端的相異，無以合為一類，更不能強以一類名掩蓋其異。國君

於人才選拔，必須深察名號，慎辨所謂。公孫龍此論實有深義。 

(29) 曰：他辯。 

〔客：〕下一個論題。 

(30) 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 

〔主：〕青色因白（受到白色的影響）而偏黃，但終非黃；白色因

青（受到它的影響）而偏碧，但終非碧。 

解說：「以」，應作常語「因」解。顏色是更複雜的多元關係。而且色彩是互相映

襯的。一種顏色可以受到另一種顏色的影響而改變其色調。青、白、黃都是正色，

碧是雜色（間色、非正色）。《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服飾的正、雜

色之分恐怕起源甚早。25 

(31) 曰：何哉？ 

〔主：〕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32) 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而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左右不驪。 

〔主：〕青、白不相與而又相與，這是相反而相應的關係；不相鄰

而又相鄰，彼此各安其方位，不相妨礙。所謂方位不相妨礙，也就

是說它們既相反又相應，各當其所居，就跟左、右一樣，不相附

麗。 

解說：「驪」，《集解》引孫詒讓云：「驪並麗之借字，故下文云『而且青驪乎

白，而白不勝也。』」26 

青白二色，青自為青，白自為白，各自獨立，不相混雜，故「不相與」。但顏

色皆有對應關係，成一系統存在，並且起相互作用，青能影響白，白亦能影響青，

故青、白二色亦有「相與」的密切關係。顏色的多元關係可視為空間中的平面分

                                                 

25 顏色在古代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參看汪濤，《顏色與祭祀──中國古代文化中顏色涵

義探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6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卷 4，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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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古代以色配方位，見於《墨子．貴義》、《管子．幼官》等書。27 青為東方

之色，白為西方之色，東、西方向相反而相對應，故曰「反而對」。「左右不

驪」，就跟左、右一樣，各自獨立，沒有哪個加到（麗）哪個的混雜。 

第 33小段以下皆主方議論，各家分段微有不同。 

(33) 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

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 

〔主：〕因此不可能只有獨立的青，也不可能只有獨立的白。如果

沒有青和白的反而對，哪裡能得到黃呢？黃也是正色吧。這才是

「正舉」（正確舉證）啊。就像國家有君有臣，各當其位，如此才

能國強人壽。 

解說：以青、白二色比喻君臣關係。青、白居東、西二方，黃是居中之色。國必有

臣有君，各居其位，不相與而相與，乃成政體。若無臣的名位，君亦無從定其名

位。國君必須有臣協助治國，亦需有臣的權力制衡，名位相符，體制才完善。 

《禮記．禮器》：「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

〈檀弓上〉言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先秦儒家典籍除《易經》外都沒

有尚黃的記載。在先秦時代，黃雖是正色但還沒有成為帝王尊貴色彩，它在色系中

的價值地位似乎還沒有完全確定。並參看下文第 36小段說明。  

(34) 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集解》引孫詒讓曰：

「之」當作「以」）28 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

碧，碧）（此數句或為後人插入之文，應刪去。不譯。詳解說）則

非正舉矣。 

 校後訂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以勝矣，而不勝，則

非正舉矣。 

〔主：〕若且青附麗在白上，而白不能勝過它。本應勝過它而不

勝，造成白而非白，名不副實，就不是正舉了。 

                                                 

27 《呂氏春秋．十二紀》則以色配四時，春為青色，秋為白色，夏為赤色，冬為黑色。 
28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卷 4，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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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若有一種顏色加在另一種顏色上，使之不能保持其獨立的自性，這就不是影

響，而是侵犯。像這種侵犯的例子，使得名實混亂，就不是正確的舉證。青、白代

表臣與君。它們之間的正當關係是不有與而有與，各居其所，而不相勝，因此名與

實相當，不造成混亂。 

第 34 小段中有「是木賊金也」等二句，本鄒衍五行生剋之說。鄒衍的五行生

剋是一種關於物質元素的循環影響論，公孫龍學說無此觀念。徐復觀認為此乃後人

附會所增入，29 所見極是。今從其說刪之。 

(35) 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相勝］（「相勝」二字從徐復觀

補）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 

 校後訂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

其色碧也。 

〔主：〕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爭勝。要是相爭勝，那就是彼

此都要彰顯其名位。用爭來彰顯名位，其色不正，這是碧色（雜色

或間色）。 

解說：《講疏》：「在文意上，『不相勝』下，應補『相勝』二字，而意義始

明。」30 甚是。 

正色是名實一致的，雜色是名實雜亂的。 

(36) 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 

〔主：〕與其得到碧，毋寧得到黃。黃好比是馬，馬跟羊牛還勉強

能成類；碧則好比是雞，把雞加入羊牛一類，那就是暴亂了。 

解說：大意如此。「與其」的「與」恐怕是「相與」的意思：相與為類；相與為

暴。 

此以黃比馬，則黃尚非等級最高之色。 

                                                 

29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26，註 4。 
30 同前引，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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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昏」，從徐復觀改作「皆」較

佳）31 不明，非正舉也。 

 校後訂正：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皆不明，非正舉也。  

〔主：〕暴亂發生君臣相爭而雙方都要彰顯其名位。雙方競相彰顯

名位必然導至名位皆不明。這不合乎名理上的正舉。 

(38) 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

有以正焉。 

〔主：〕所謂「非正舉」，就是名和實不相應。兩種顏色併在一起

必然顯出雜色，所以叫做「兩明」。兩明導致大道淪喪，就沒有一

個衡度名實的標準來糾正其失了。 

解說：《通變論》全篇討論事物關係，而歸結於名實，實為終篇發揮正名學說的

《名實論》張本。 

五、《指物論》釋義 

人的認知世界是由「指」開創的。認知世界的一切稱為「物」；物是指的對

象，有所指才成為認知世界中的物。而指不是物；它不存在於它所開創的認知世界

之中。此猶在西方宗教學上，根據《聖經》，上帝開創了宇宙，而上帝卻不屬於這

個宇宙。上帝超越於他所創造的宇宙。人類則是通過指開創出他的認知世界，而指

則不屬於它所開創的認知世界。因此人的主體性也有超越的一面。這意味著人類的

眼界總能超出其已開發的認知世界，可以無限擴大其知識領域，探究宇宙無窮的奧

秘。 

「指」大概是戰國中期以後思想界大感興趣的題目。現存文獻還有不少地方談

到「指」的，但都過於簡略且文義不明。只有公孫龍這篇論文提出一個完整學說，

彌足珍貴。 

「指」是建立人的認知世界的起點。從這個起點出發，是可以開出龐大的系統

哲學的。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看，公孫龍的認識論哲學觀點其實很接近英美哲學的

經驗主義傳統，它與歐陸現象學派談主體性的問題也能接榫，其出發點如同建立一

                                                 

31 同前引，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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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哲學體系的「第一哲學 (first philosophy)」。不過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

1938) 的意向性包含大量心理內容，公孫龍只涉及純認知層次。 

《指物論》素稱奧義難解，其文句曲折，多處似互相抵觸，後人不明其理，擅

自臆改，致多脫漏誤乙。今試作整理，務使文義通貫，期能恢復其原本面目於一

二。 

此篇與《名實論》都不是對話體，全篇無一「曰」字，與他篇主客雙方辯難風

格迥異。清代學者陳澧和俞樾都誤解為對話體，後之學者亦頗多信從之。《指物

論》不是對辯體，曾祥雲一文辨之甚詳，可參看。32  

(1)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事物皆是指的對象，而指不是指的對象。 

解說：此二句為全篇的綱領。「指」有兩個意思。一作動詞用，即以手指物的

「指」，可擴大訓解為指向，指認等義。一謂所指，是名詞的用法，翻譯為「指的

對象」，則更易懂。上古漢語動詞常能轉為名詞，表及物對象。如「食」指食物、

「衣」指衣著，皆是。 

(2)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之」）物，可謂指

乎？（「天下而物」難通讀，今從陳柱說，以「而」為「之」之訛

字。見解說） 

 校後訂正：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之物，可謂指

乎？ 

如果天地之間沒有指物關係（或者說沒有指的對象的物），也就沒

有可稱為「物」的東西存在。至於「指非指（指非所指）」這句

話，則天下之物皆指之所指，（所指之物）可以稱為指嗎？ 

解說：第 2 小段分兩部分。前段發揮「物莫非指」義，後段發揮「指非指」義。

「非指者」謂「指非指者」。引前文而省略句中主語，本書常見。 

                                                 

32 曾祥雲，〈《公孫龍子．指物論》非對辯體論〉，《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2（長沙：2009），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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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小段引起斷句和訛寫的爭議。首先是斷句的問題。「天下無指物」二句向

來有兩種讀法。一是以「指」為斷，以「物」屬下句：「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

物。」但我認為「指」、「物」連讀的讀法較佳。「指物」一詞也出現在本篇他

處，並無難解之處。且本篇篇名就叫做《指物論》。而以「物」屬下的斷句雖為較

多注家的主張，但問題也大。物生於指，天下無指，焉得言物？「無可以謂物」一

句正表達此意，加一「物」字作主語不免畫蛇添足，反而誤事。 

後半段「非指者」三句，亦有不同讀法。王琯認為應讀為「非指者天下，而物

可謂指乎？」他說：「『天下』二字，當連上讀，為『非指者天下』，與《堅白》

篇『離也者天下』同一句法。意者非指者，天下之物所共；離也者，亦天下堅白所

共也。並無誤字。」33 王說非。今案：即使「非指者天下」有此文法，此一句說

得通，然其義則與本篇主旨「物莫非指」相抵觸。「非指」一語應是就「指」而

言；「非指」是「指」的性質。故仍以「天下」屬下句為佳。而且《堅白論》「離

也者天下」的斷句亦有問題，應從牟宗三讀為「離也者，天下故（「固」）獨而

正」。詳見《堅白論》該處說明。 

王琯說「並無誤字」，這是針對俞樾的看法而言。俞樾以「而」為誤字，主張

「而」應作「無」。然「無（，亡）」誤抄為「而」的可能性甚低。曲園對《指

物論》的解釋，多是牽強附會，曲解文義，不足為據。此處以「而」為「無」之

訛，亦不可信。曲園雖是大學問家，但其識見與治學態度，遜於高郵王氏父子遠

甚。 

然而此處用「而」字的確難解，「而」應是誤字。陳柱疑為「之」字之誤，其

說比較合理。他說：「柱案：『天下而物』句『而』字當為『之』之誤。篆文之作

ㄓ，倒之則與篆文而相似也。」34  陳書雖然沒有舉出佐證，然古書「之」，

「而」二虛字相混之例其實不少。35 可以認為是傳抄之誤的，如《孟子．公孫丑

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而」當作「之」。36 又如《詩

                                                 

33 王琯，《公孫龍子懸解》，頁 53。 
34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卷 3，頁 90。 
35 古書「而」、「之」相混，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傳抄的錯誤；一種是由於「而」、「之」語

音相近，同屬古音之部，並皆可以輕讀。輕讀虛詞「之」之聲母或因前有鼻音之影響而起同化作

用 (assimilation)，因讀為「而」。參看梅廣，〈訓詁資料所見到的幾個音韻現象〉，頁 25-30，

「輕讀變體」。《莊子．逍遙遊》「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意謂河漢之無極，「之」

讀為「而」，即可作如此解釋，並非誤字。還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散見於《詞詮》、《古書虛字集

釋》等虛詞書，被訓詁學家視為「而猶之也」的例證。 
36 「置」、「郵」均指古代驛站。《漢書．文帝紀》顏師古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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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角弓》「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

無良，我以為兄。」兩詩「主之謂」句表實然，不是假設，而《說苑．建本》引

《詩》作「人而無良，相怨一方」，則為假設之詞，並非詩的原意。這都應是古書

傳抄的錯誤。「而」本來沒有「之」的用法，「而」、「之」相混，有不同的情

況，須分別觀之，嚴格檢驗。然而傳抄之誤則是不能排除的。37 

徐復觀先生認為「天下而物」的「而」是「是」的意思；「天下而物」意謂天

下皆是物。「而」一般沒有繫詞用法，所引《左傳．宣公十五年》「余而所嫁婦人

之父也」，不足為證。這個「而」恐怕是「乃」的弱化音轉；楊伯峻則認為「而」

是第二身人稱代詞，同「爾」。38 總之，春秋時代還沒有相當於「是」的顯性繫

詞。基於訓詁和語法史的理由，我們不採信徐說。 

(3)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

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指是天下之所無，物是天下之所有。把天下之所有視為天下之所

無，這是不可以的。 

解說：第 3小段發揮「天下而（「之」）物，可謂指乎」二句義。 

指不存在於吾人所建構的認知世界中，故曰「天下之所無」；而物則是吾人認

知世界之所以構成，故曰「天下之所有」。若以天下為有指，則是把天下之所有視

為天下之所無。這是不能成立（未可）的。 

(4)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

非指也。 

天下沒有指，而物不可以說是指。所謂物不可以說是指，意思就是

物不是指。而所謂物不是指，意思是物沒有不是有指的。 

                                                 

也」。 
37 同樣的，古書亦有「而」誤作「之」的。諸虛詞書所引例中，比較能確定是誤字的，如《禮記．

祭義》「故君子頃（蹞，音 kui3）步而弗敢忘孝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作「故君子頃步

之不敢忘也」，「而」誤為「之」。《說苑．建本》「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之」亦

當作「而」。《荀子．勸學》「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之」亦為誤字，或為「而」之誤，或

為「以」之誤，皆有可能。 
38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14，註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1990），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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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第 4小段繼續說明天下無指的意思。蓋當時辯者均持「天下有指」論，故公

孫龍一再辨明其非。公孫龍認為指是無，物是有，故「物不可謂指」。物不可謂

指，即是物不是指（「非指」）。然而接下來又解釋說，所謂「非指」（即物不是

指），意思是物沒有不是「指」（「莫非指」）的。表面上這顯然是矛盾的說法。

公孫龍的用意似乎是要我們牢記「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指」有兩個意思，一表

指向或指認，一表所指。「莫非指」：沒有不是所指──都是指的對象。 

需要特別提出來的是，這裡說「物不可謂指」，而下文（第 7小段）則云「物

不可謂無指」，兩相對照，似是互相抵觸。然而按照公孫龍的解釋，或者說按照我

對公孫龍此文的理解，這兩個命題是相容的，並無矛盾之處。參看下文解說。 

(5)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此處不能出現表主題的「者」，

「者」字當刪）而指非指也（此二句乃以連詞「而」相連的並列複

句）。 

 校後訂正：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 

所謂天下沒有指，而物不可以說是指，並非表示（天下雖沒有指，

但）有「非指」這樣東西存在。沒有所謂「非指」，是針對「物莫

非指」的「非指」的說明；是針對「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非

指」的說明。 

解說：天下沒有指，也沒有「非指」這樣東西。我們不要被思想觀念所惑，以為沒

有「指」就該有「非指」。「非指」在「物莫非指」和「指非指」兩處，都是句子

中的表述語（謂語，predicate），不能視之為有，不能視之為物。此段釐清一個可

能會發生的誤解。 

(6)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

不為指（當從俞樾作「是無不為指」）。39 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

指，未可。 

                                                 

39 《集解》：「俞樾云：『是兼不為指』，『兼』乃『無』字之誤。」俞說是，下文即言「無不為

指」。「兼」字蓋因下文有「且指者天下之所兼」一句而誤改原文。陳柱，《公孫龍子集解》，

卷 3，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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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後訂正：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

之指，是無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 

天下沒有指的說法，也說明了因物而生的各物之名並不是指。不是

指而稱它為指，那就沒有什麼不是指的了。從有不為指推至無不為

指，這是不能成立的，是混淆了名和指二者的觀念錯誤。 

解說：「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這個推論是不能成立的。這裡的「之」是動詞

「至」義，名家用來表邏輯推論。亦見於《堅白論》。 

第 6小段說明指不是名，名不是指。指是認知層次的概念；名是語言層次的概

念。物生於指，而名生於物。有指才有物；有物才有名。因此從天下有名（不為

指）而論天下有指，是以名為指，混淆了名和指兩個不同的概念。 

大概當時人有以指為名的，故公孫龍力辨其非。至今還有許多學者認為《公孫

龍子》的「指」就是「指稱 (reference)」，也犯了同樣錯誤。指稱是名的作用，與

公孫龍「指」的概念不相涉。名實關係是語言層次上的問題。而指先於物，物先於

名，指物關係是認知關係，先於名實的語言關係。 

名實關係留待《名實論》討論，不是此篇的討論主旨。《指物論》只討論指物

關係，並在此釐清「指」與「名」兩個不同的概念層次。 

(7)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

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

（疑三處「非指」衍「非」字，參看解說）也：指與物，非指也。 

 校後訂正：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

可謂無指者，非有指也。非有指者，物莫非指，指非指也：指與

物，非指也。 

而且指是兼天下之物。雖說天下沒有指，但不可謂物本身沒有指。

不可謂物本身沒有指，並非表示（天下）有指。（天下）並非有

指，正是說明「物莫非指，指非指」這個意思：指與物相伴與，而

指不是指。 

解說：指兼天下之物，故曰「指者天下之所兼」。兼謂兼任。物生於指，物各異而

指無異，故指是天下萬物之所兼。雖然天下只有物而沒有指，但是物生於指，指兼



清  華  學  報 

 
44 

天下之物，因此從指兼天下這個角度看，物不可以說是無指（物的概念必含有指的

概念）。「物不可謂無指」是「物莫非指」命題的一個涵義。然而雖說「不可謂無

指」，這並不表示有指這樣的東西存在於天下。沒有指這樣的東西存在，正是說明

物莫非指之所指，而指則不是指之所指。指與物相伴與，指是指向，不是指向的對

象。 

第 7小段的主旨是提出「物不可謂無指」這個命題。前面指出，此處「物不可

謂無指」應與前文「物不可謂指」對照來看。「物不可謂指」並不否定「物不可謂

無指」，正如「物不可謂指」並不否定「物莫非指」這個《指物論》最基本的命

題。這一點是確定的。 

至於這裡兩處「非有非指」和一處「指非非指」的話，則引起解釋的問題。我

疑心三處「非指」的「非」都是衍字，主張把它刪掉。刪掉這三個「非」字，文義

就顯豁，解釋就沒有困難。 

首先看「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這兩句話。《指物論》的中心思想是「物莫

非指，而指非指」。此篇每一小段的論述，最後都回歸到這中心思想。第 7小段也

不應例外，而這裡卻說「指非非指」。而且接下來的歸結語是「（指與物，）非指

也」而不是「非非指也」。由此推判「指非非指」應為「指非指」之誤。 

其次，「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中的「非有非指」，我也認為應作「非

有指也」才讀得通。「不可謂無指」意即物不可謂無指，此句亦應與前文「物不可

謂指」對照起來看。前文「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以物不可

謂指為前提，是可以提出「則物可謂非指乎？」這樣的疑問的。因此「非有非指

也」是針對這個疑問作了否定的回答：（雖然物不可謂指，）天下也沒有非指這樣

的東西。「非有非指」固可以作為「物不可謂指」一命題所引起的疑問的回答，但

是在第 7小段中，它也用來作為對「物不可謂無指」的補充，如此無確定的依附，

似屬不宜。以物不可謂無指為前提，合理的疑問應當是：難道萬物裡面也有指存在

嗎？針對這個疑問，公孫龍的回答應當是「非有指也」（沒有「指」這種物）而不

是「非有非指也」。而且非有「非指」這意思，第 5 小段已解釋過，說得非常明

白，無需在此重複。傳本「非有非指也」應改作「非有指也」；「非指」衍「非」

字。 

(9) 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奚」字疑衍）。 

 校後訂正：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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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本身固然不是指（不是所指），指有待於物的成立才與物構成指

（即指物關係）。 

解說：第 9 小段直接補充「指與物（指、物相伴與），非指也」的意思，應置於

此。傳本皆置於篇末，即第 8 小段之後，亂了順序，今試作調整。第二句應非問

句，「奚」當為衍字。誤衍的原因恐怕是傳本誤將此小段置於篇末，解者見此篇以

反詰問句結尾，故疑此小段亦應為問句，乃補「奚」字當之，而文義遂不可通。 

(8) 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指」疑當作「天下無

物」，衍「指」字）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

（「有指」，無當於義，當刪），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校後訂正：使天下無物，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

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假若天下無物，誰還會說「非指」這樣的話？天下無物，誰還會說

「指」這樣的話？假若天下沒有物指關係，誰還會說「非指」？誰

還會說「無物非指」呢？ 

解說：指、物相對立。無指則無物，無物亦無所謂指與非指。反過來說，發生了指

物關係，才產生「非指」、「無物非指」等概念。 

此篇以一連串反詰問句收結全文，是論辯文常見的修辭手法。  

六、《名實論》釋義 

本篇探討名與實的名理關係，對孔子正名思想作思辨的分析。《指物論》說：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這是對名的初步認定。名生於物，

物生於指，而名非指。名與物有對應關係（即現代語言學所說的「指稱或指涉關係 

(referential relationship)」），但指與物的關係是跟這個完全不同的：名與物是在語

言層次上的對應關係；指與物是認知層次上的對應關係。《指物論》主要在闡明指

與物關係的特殊性格，對「名」這個語言層次的問題說得很簡略。本篇則討論指物

關係之外語言層次的名實問題。 

《跡府》篇載白馬之辯，謂公孫龍「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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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名理的探討，有多方面的發展，即以公孫龍而論，他的《指物論》、《通變

論》和《堅白論》都深具哲學見解和科學理性，有超越傳統文化的突出思想貢獻，

然其終究目的，仍是民生實用。在名家公孫龍的眼中，孔子提出正名，是名理探討

的開端。 

《名實論》是《公孫龍子》一書義理之結穴，全篇隱含著他的「正名」政治思

想。文雖短，但層次分明，結構謹嚴穩重。  

(1)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 

 天地和它產生的一切，都是物。 

解說：宇宙所有都是物。《列子．湯問》：「天地亦物也」。物是認知的最基本概

念；吾人的認知對象就是物。因此物包括一切經驗內容。人類經驗能夠到達的，都

是物。 

關於「物」這個概念，公孫龍在《指物論》篇中已有深入的分析，因此在這裡

就可以籠統的說物是天地和它產生的一切，無須把「物是什麼？」這個問題再提升

到形而上層次分辨。 

(2) 物以（「以」當為「之」字，構成「主之謂」結構）物其所物而不

過焉，實也。 

 校後訂正：物之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 

 一物之恰如其物而無過差，就是（該物的）實。 

解說：「物以（「之」）物其所物」，後兩個「物」字都作動詞使用，意思是以其

所為物為物。這是上古漢語的「意動結構」。第一個動詞「物」字用「成就」（徐

復觀）或「體現」（龐樸）來翻譯皆能得其意。  

物之實可以直接了解為物之實情，即具體的真實情況。本篇談的是「正名」學

說，名、實扣緊具體情況而言，包括──但亦不限於──父子、君臣等人間秩序，

故學者用「本體」、「本質」一類抽象觀念來解釋「實」皆不必亦不宜。《孟子．

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這兩句話是說事親落

實仁這個德目；從兄落實義這個德目。他並非為「仁」、「義」兩個名詞下定義，

而是舉出落實仁義兩個德目的具體情況。物之實和仁之實、義之實的「實」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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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 

(3) 實以（「之」）實其所實［而］（據上文補）不曠焉，位也。 

 校後訂正：實之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 

 一實之充實其本身所實有而無空曠之處，就是（該實的）位。  

解說：實指物的本身，位則指物所佔的空間位置。《通變論》謂青色與白色「各當

其所」，左與右「不驪」，都是「位」的觀念。《堅白論》「離也者，天下故

（「固」）獨而正」也含有「位」的觀念。詳該處說解。公孫龍認為凡物皆有其適

當空間可處，故能不相混雜（此空間可以是具體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各當其

所」表達物的一種普遍性質，而在本篇中，他用「位」這一詞來概括其意，更直接

把這觀念關連到人事上（名位），表達孔子正名的意思。 

《講疏》以「有空曠，則他物可混入共處其位以淆」解說「不曠」一詞之含

意。40 

(4) 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正也。 

 超出它本身的位置，就不算是它的位。處在它本身的位置，叫做

正。 

解說：「出其所位」、「為其所位」的「其」，都是指（物之）實而言。 

(5)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從胡適、伍非百補入此

句）疑其所正。 

 以居於位的正矯正曠於位的不正；不以曠於位的不正猜疑居於位的

正。 

解說：第 5小段的「其」，也是指（物之）實。 

《集解》卷六：「胡適校作『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

正。』注云：舊挩『不以其所不正』六字。馬驌《繹史》本有『以其所不正』五

字。今按《經說下》云『夫名，以所知（當作「明」，引文誤）正所不知，不以所

                                                 

40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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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疑所明』。據此似當作『不以其所不正』。」41 伍非百說同，並見《集解》

卷六。 

關於第 5小段的「疑」字，若依從胡、伍二家的校定，則以解釋為猜疑最直截

了當。多家引俞樾說，以為當讀如《詩經．大雅．桑柔》「靡所止疑」之「疑」，

毛傳訓「定」。今案：毛傳的解釋不見得正確。鄭箋改訓「止」，可從。《荀子．

解蔽》：「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

也。」句中「疑止」即「止疑」，「止疑」、「疑止」近義複合。〈解蔽〉篇「疑

止」與下文「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之「止」義同，亦即《大學》「知止」之

「止」（荀書又有「凝止」一詞。「疑」、「凝」有同源關係）。〈桑柔〉「靡所

止疑」的「疑」的確切意思是停止，不是定。「靡所止疑」是說沒有可以停下來的

地方。俞說不宜從。 

(6)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所謂正，就是確認（物之）實之正；所謂確認（物之）實之正，也

就是確認（實之）名之正。 

解說：「正」有致動用法（使正），可翻譯為矯正、較正。「正」也有意動用法

（以為正），在這裡可以翻譯為「確認（其）為正」。「正名」的「正」，以意動

的解釋較佳。 

《指物論》謂生於物各有名：名生於物。此篇進一步探究名與物的關係，而提

出「實」和「位」這兩個概念。實指物的真實面，物之真實面必須由人確定，亦即

必須由人通過嚴格的查核方式確認其正。其檢驗的根據則是實與位的關係。只有確

認實之正，才能保證名稱使用之正確。也就是說，名與物的關係 (names-world 

relations) 只是表達語言指稱一般性的對應，這種關係可以是鬆動的、游移的；名

與實的關係才是嚴格的對應關係。一物之實必須用該實之名來稱呼，該實之名必須

只用來稱呼該名之實。我們使用語言必須嚴格遵守此規定。這是「正名」之義。 

通過努力，人類能不斷開拓宇宙的真實世界。當宇宙的真實世界進入人類的思

想，人類就必須嘗試利用語言來表達這一切，因此語言有界定事物不可或缺的功

能。這是「正名」的成立根據。不過，對公孫龍來說，名應物而生，並非名的定義

                                                 

41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卷 6，頁 211-212。胡適此說見胡適，〈惠施公孫龍之哲學（續）：下

篇公孫龍及其他辯者〉，《東方雜誌》，15.6（上海：1918），頁 97，註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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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事物的本身，而是事物賦予名（語言）以意義。對於名實（語言和外界）關

係，公孫龍的主張是名如其實 (names in agreement with reality)。如以西方哲學派別

觀之，其哲學立場應是「實在論 (realism)」，其形而上見解似乎更接近西方近世

如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1842-1910) 的「自然實在論 (natural realism)」。 

(7)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  

 名之正，就在於專於彼或專於此。 

解說：「唯」：獨，專。常語。名專於彼或專於此，則沒有混淆或曲解的餘地。 

(8) 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行（「行」當作「此」，

參看〈校勘記〉）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 

 校後訂正：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

則此謂不行。 

 如果稱「彼」但彼並非只是彼，則作為教令（或法令）這個「彼」

就無法推行；如果稱「此」但此並非只有此，則作為教令（或法

令）這個「此」就無法推行。 

解說：《集解》卷六引舊注：「施命不當於此，故此命不得行。」42 此解甚的

當。行或不行，只能就命令（號令、法令等）而言；一般稱謂沒有能行不能行的問

題。因此這裡應把「彼謂」、「此謂」了解為「令」。下文第 10 小段的「其謂」

亦同。 

(9) 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應補入「當」字。參看〈校勘

記〉），亂也。 

 校後訂正：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 

 以為名實對應得當，其實不得當；不當而當，就是亂名。 

(10)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

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 

                                                 

42 陳柱，《公孫龍子集解》，卷 6，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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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以「彼」稱彼而與彼對應得當，那就是名專於彼，作為教令

就可以推行於彼；以「此」稱此而與此對應得當，那就是名專於

此，作為教令就可以推行於此。這是以為名實對應得當，其實也得

當。以當而當，這叫做正：名正。 

解說：「彼彼」翻譯為以「彼」這個名字稱彼；「此此」翻譯為以「此」這個名字

稱此。第一個字作動詞用。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意動用法，他書似未見。《莊子．在

宥》「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山木〉「物物而不物於物」、〈知北遊〉「物物

者與物無際」的「物物」皆為致動用法，與此不同。 

(11) 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彼此」有誤，當作「彼

彼」）而彼且此，此彼（當作「此此」）而此且彼，不可。 

 校後訂正：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彼而彼且此，此此

而此且彼，不可。 

 因此，以「彼」稱彼而僅止於彼，以「此」稱此而僅止於此，這樣

命名是可遵從的；若以「彼」稱彼而指彼又指此，以「此」稱此而

指此又指彼，這樣命名是不可遵從的。 

解說：「彼此」當作「彼彼」；「此彼」當作「此此」。第 11 小段前後對比，而

對比的重點在「止」與「且」之異，則命題其他部分應一致，不應有異而分散表達

重點。且「彼此」之義，謂以「彼」稱此，「此彼」之義，謂以「此」稱彼，本身

已違反命名原則，何須加「彼且此」、「此且彼」，始為不可。故「彼此」、「此

彼」二語必誤。《墨子．經說下》「彼此不可：彼且此也。」（根據《校解》標

點）43 與此處意思相同。後人恐受《經說》「彼此」的影響，誤將「彼彼」改為

「彼此」，因而又將「此此」改為「此彼」。 

「彼彼而彼且此，此此而此且彼」：例如臣之稱而含有君之實，君之稱而含有

臣之實，君不君，臣不臣，君、臣權限不分，即是亂名。 

(12)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

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 

                                                 

43 雷一東，《墨經校解》，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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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是實的稱謂。若知道這個不是這個，知道這個不在這個的位置

上，則不當用其稱謂；若知道那個不是那個，知道那個不在那個的

位置上，則不當用其稱謂。 

解說：這是正名之義。「此之不在此」、「彼之不在彼」，就是「出其所位，非

位」的情況。名實與名位是相關連的概念。 

(13)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英明無比啊！古代的明王。他們審辨名實，慎察所謂。英明無比

啊！古代的明王。 

解說：《講疏》：「按公孫龍將其審定名實之特殊觀念，歸之於古之明王，乃先秦

諸子百家之共同習氣。」44 

七、附論：《跡府》篇疑義略辨 

《跡府》是傳本《公孫龍子》六篇中的首篇。「府」是收藏文書之處。此篇彙

整公孫龍論辯事跡，故名「跡府」。《跡府》篇直呼公孫龍其名，且謂其為「六國

時辯士」，應非公孫龍及門弟子所為，而是後人根據流傳資料捃拾而成的。 

(1)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

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此處「守白」應作「白馬」）

辯，謂白馬為非馬也。 

首段簡介公孫龍其人及其學說。「守白之論」應指其堅白論。徐復觀先生解釋

「守白」之義，說：「按『以守白辯』一語，最有意義。一般人對於『白』，不認

其係有自性之獨立存在；推而至於其他之形、色、堅等，莫不皆然。公孫龍則堅持

白、堅等皆為有自性之獨立存在，故可以相離。守白者，堅持白之意；此乃公孫龍

與當時各家辯論之最大主題。《隋書．經籍志》稱公孫龍子為《守白論》，成玄英

                                                 

44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43。 



清  華  學  報 

 
52 

莊子天下篇疏中謂『公孫龍著《守白論》』，皆由此處而來。」45 又有學者主張

「守白」乃指白馬論。伍非百〈公孫龍子發微〉：「守，執也。白謂白馬之白。公

孫離馬言白，主執白馬非馬之論，故曰守白也。」46 而龐樸《公孫龍子研究》則

認為公孫龍的主張是不能離白言馬，因此「守白」的意思是「堅持『白馬』因其有

『白』而不得為『馬』」，47 與伍說相反。二家說法皆嫌過於迂曲。且根據龐樸

一書，《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桓譚《新論》作「為堅白之論」，則「守白」一

詞應指堅白之論。48 宜從徐說。 

今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又〈平

原君虞卿列傳〉「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堅白、白馬為公孫龍兩大名論，故言其

學說，應兼及之。然而「守白」一詞不能兩者皆兼。上面說「守白」這一論題應指

堅白之論，指白馬之論一說不可取。徐復觀先生認為兩處「守白」皆指堅白之論，

他以「謂白馬為非馬也」一句接下文，作為另起一段之首。49 然徐先生的斷句，

割裂痕跡顯然，古今文章恐無此作法。又「假物取譬」唯見於《白馬論》：以白馬

為喻，以求馬於廄中為例，即是假物取譬。50《堅白論》並無此類假設之例，故此

三句應是說白馬之論。疑後一「守白」蓋為「白馬」之誤。 

公孫龍的學術事蹟皆環繞在「白馬非馬」一論題上。《跡府》僅載其與孔穿論

辯一事而不及其他，恐怕主要是因為此次論辯對手是孔子的後人，因此這是一次名

學與儒學嘗試性的對話，其意義非比尋常。此事亦收入《孔叢子》。《孔叢子》此

書價值雖不高（朱子有「鄙陋之甚」之評），然係出於孔氏後代子孫之手，為雜記

先世言行之書，應無可疑。孔子的後裔並非都是有學問的人。  

(2) 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

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

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

                                                 

45 同前引，頁 2，註 3。 
46 伍非百，《先秦名學七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84），〈公孫龍子發微〉，頁 507。 
47 龐樸，《公孫龍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2，註 2。 
48 同前引。後世或以「守白論」為書名，然此處言公孫龍「為守白之論」、「以守白辯」，則「守

白」顯非書名而是論題。 
49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2。 
50 《跡府》下文云：「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耳」）。」「白馬非馬」之論應為公

孫龍所造設，否則龍不能以此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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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

名實而化天下焉。 

 

《白馬論》：「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

曰：白馬非馬。」公孫龍的意思是說：「白」和「馬」所指不同，「白」和「馬」

並非相同的概念，因此「白」加「馬」不是「馬」。這是《白馬論》「白馬非馬」

說的第一個論證。《跡府》此處文字完全根據《白馬論》，只是增加了「夫言色則

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兩句話，卻因此引起誤解。這兩句話各家的語譯大同

小異：談顏色就不應當涉及（或加上）形體，談形體就不應當帶上顏色。這樣的翻

譯就令人產生疑惑：難道我們只能談白或談馬嗎？難道不能以色與形合為一物（如

「白馬」）嗎？徐復觀先生正是這樣解釋《跡府》文義，因此他認為《跡府》對公

孫龍白馬非馬的解釋是錯誤的。51 其實《跡府》這兩句話只是強調命色不是命

形，命形不是命色，並未添加新義。又「合以為物」是說合「白」與「馬」兩個不

同的類為「馬」一個類，這也合乎《白馬論》的意思。《跡府》的作者並無誤解公

孫龍之處。 

「如求白馬於廄中」以下，是《跡府》簡述《白馬論》所提出的第二個論證。

《白馬論》中說：「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

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馬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

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

白馬。白馬之非馬，審矣！」公孫龍認為如根據語用情況，我們是可以用「白馬非

馬」這句話來表達白馬不等同於馬的意思的。在《白馬論》中，主方用很嚴密的邏

輯推理展開他的論點。《跡府》簡述其意，自然達不到其精確度。要之，《白馬

論》的論證是頗複雜的，《跡府》不過略舉一隅，以顯示公孫龍雄辯的氣勢。公孫

龍以辯說為其資才之所長，故造設詭論，而其用心則在通過正名實以推行政治改

革。此段的主要意思是最後一句話：「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3) 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

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

「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

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

                                                 

51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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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師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

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亡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

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王」當作「人」，參看

〈校勘記〉）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

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

尼異楚人與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與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

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

百龍，固不能當前矣（不能當前，謂不能當前為師）。」孔穿無以

應焉。 

 

第 3大段記公孫龍與孔穿的論辯。孔穿，字子高，孔子六代孫。 

此段所述「楚弓楚得」的故事，恐怕流行於戰國中晚期。西漢劉向所校定的

《說苑》亦載之，情節相同。二書所載應是故事的原樣。換言之，這原本是一個儒

家故事，是有關孔子的軼聞。《呂氏春秋．貴公》則加了「老聃聞之曰：去其

『人』而可矣。」一段話，則以老子為故事主角。這段增添的話不免畫蛇添足：

「遺弓」的主語「人」能省去嗎？省去主語「人」，「遺弓」、「得弓」如何成

句？故疑此為戰國末世老學者所增添，將一個儒家故事改造為道家故事，以示至公

者莫尚於道家，意謂孔子僅言何必楚，老氏則更謂何必人，孔子雖學於老聃，然未

臻至道，於此可見。 

此段所述具見公孫龍之雄辯，然亦暴露其辯士的本質。《孔叢子》記載此事的

始末較詳細。52 根據該書，此次論戰，公孫龍實處於被動。大概公孫龍在當時已

名聞六國，其學說欲正名實，紹述孔子，而又造設怪論，用名亂實，宜為魯人所不

喜，因此推派孔穿適趙與之論辯，才有這次對話。孔穿見到公孫龍，就直言不取其

白馬非馬之說，口稱「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他其實是告訴公孫龍：你如欲

正名實以化天下，就必須走正途，放棄你的詭辯，否則休想沾我先人一點邊。公孫

龍當然吞不下這口氣，因此使出絕招反駁，使對方啞口無言。公孫龍謂孔子有取於

其說，所根據的只是孔子以「楚人」異於「人」一事實。楚人和人當然有差別，這

是人人都會承認的。但如果說承認楚人異於人就是接受白馬非馬之說，豈非人人皆

接受白馬非馬之說？豈非人人都有取於公孫龍的悖論？須知從異白馬於馬的認識而

至肯定異白馬於馬可以用「白馬非馬」一語來表達，是需要通過一個複雜的辯解過

                                                 

52 傅亞庶，《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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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即使這一套辯解有它名學上的意義，公孫龍也不能把它硬加在孔子身上，而

謂孔子亦有取於此。公孫龍與「聖人之後」的孔穿這次辯論，在世人眼中，正是辯

士們辭勝於理，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明證。這對公孫龍其實傷害很大。 

第 4大段仍記述孔穿與公孫龍的會面。孔穿與公孫龍會面談白馬非馬，應當只

有一次。若為二次，亦不當重複其辭。故徐復觀先生推測這一大節應是後來添加

的。他說：「按此一故事，實與前一故事相同。僅後加『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

王之謂尹文也』以下一大段，原出於《呂氏春秋．正名》篇，現行《尹文子》反無

之。它與《呂氏春秋．正名》篇僅在文字上稍有出入。其所以被加在前一故事的後

面，正因《漢志》在『《尹文子》一篇』下有『說齊宣王，先公孫龍』的話；而尹

文的這段話，又成為《呂氏春秋．正名》篇的主要內容；便由一位好事的人，硬把

它和前一故事傅合在一起，一併編在《跡府》篇裡面。大概《跡府》篇原來僅止於

前一故事的『孔穿無以應焉』。」53 據〈校勘記〉，清馬驌《繹史》本，《跡

府》篇文亦僅至「孔穿無以應焉」為止。54 

此段無關公孫龍學術，且文義自明，故僅錄其文，不加解說。《道藏》本或有

缺漏，則參考〈校勘記〉各家意見予以增補，使文義通達明暢。增補處加方括號

〔〕表示。 

(4)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

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益之日

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

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 

 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

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

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

教而後師之，不可。 

 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

甚好士，而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

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

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

                                                 

53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頁 5，註 1。 
54 楊俊光，《公孫龍子蠡測》，〈《公孫龍子》校勘記〉，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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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

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 

 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眾大庭之中，見侵侮而終

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鉅（詎）士也？見侮而不鬪，

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雖）見侮而不鬪，

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也。

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

王無以應。 

 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

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

『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

『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

與？』 

 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

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非之，故因除其

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

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無］是而王是之，必以

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

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

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 

 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

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責任校對：李育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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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sun Longzi:  

A New Translation with Expository Notes 

Kuang M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mei@mx.nthu.edu.tw 

ABSTRACT 

The Gongsun Longzi 公孫龍子 is the only surviving systematic philosophical 

document from the pre-Qin School of Names (名家). It consists of an introductory 

chapter on the life of Gong-sun Long and five philosophical essays: On the White 

Horse, On Pointing, On Understanding Change, On Hard and White, and On Names 

and Actualitie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text from each of these five essays (in a 

somewhat different order from the traditional edition) with a line-for-line translation 

followed by expository notes, and some textual reconstructions. The biographical first 

chapter is placed at the end as an appendix, together with expository notes on the 

section that pertains to the “white horse” argument. 

Key words: Gongsun Longzi 公孫龍子, On the White Horse, On Pointing, On 

Understanding Change, On Hard and White, On Names and Act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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