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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康德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是辨解性的、反思性的。然而，「反思」是康德哲學

中最艱澀難懂的概念之一。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問題脈絡中有不同的理論意涵，而

康德從未給出一套完整系統性的闡明。更多時候，反思是作為一個解釋的根據，

用以闡明康德哲學系統中的其他主張。本論文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純粹理性批判》

中的一篇附錄──〈歧義篇章〉。儘管〈歧義篇章〉大部分的內容是在批評萊布

尼茲哲學，但是本文將嘗試指出，這篇附錄闡明了一套有關人類經驗認知的反思

理論。而這一套反思理論的核心概念是「先驗反思」。本文將從人類的經驗認知

的角度分析並論證「先驗反思」之中所隱含的規範性意涵。《純粹理性批判》所

關注的問題是人類認知能力的範圍與界限，各種表象的有效運用範圍，以及揭發

各種隱含在錯誤判斷中的幻相。就此而言，理性的自我批判與自我證成是奠基在

先驗反思的規範性之上。本文希望能夠闡明：先驗反思是人類認知的規範性根源，

因而是人類認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關鍵字：先驗反思、規範性、經驗、比較與聯結、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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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Kant, human cognition is characterized as discursive and reflective. 

However, “reflection”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obscure concepts in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Although the meanings of this concept are various in different 

contexts of Kant’s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exposition 

to the concept is still lack of. In most cases, “reflection” is laid as a ground for other 

claims in the system.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so-called appendix “The Amphiboly 

of the Concepts of Reflection”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rovides a rather 

complete account for the theory of reflection. Despite being apparently as a 

systematic critique of Leibniz’s philosophy, this appendix consists of a philosophical 

insight on how the reflection functions as normative source for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This study will argue that ‘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 is a normative source 

for human cognition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depicted by Kant. These characteristics 

conform with the idea of critical philosophy when it becomes an unescapable duty for 

this philosophical programme to determine the legitimate employment of human 

capacities, their boundaries and limitations, even to uncover unavoidable illusions 

hidden in human reason. Under this interpretation, the idea of 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 is not only the main theme of this appendix, but also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Keywords: 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 Normativity, Experience, Comparison and 

Connection,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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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 本文中《純粹理性批判》的引文出處以 A 及 B 代表 1781 年與 1787 年兩個不

同版本。其他的康德著作引用之出處則以普魯士皇家科學院 (Königlich 

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版康德全集冊數及頁碼為標準。著作

名稱請參閱「康德著作縮寫列表」，參照格式為：Ak. [冊數]: [頁碼]。 

2. 關於康德著作的引文之中譯，《純粹理性批判》採用鄧曉芒先生的翻譯，《一

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以下簡稱《未

來形上學序論》）則採用李明輝教授的翻譯。康德其餘著作的引文則為筆者自

己的翻譯，同時參照其他的中文或英文的譯本。任何翻譯或譯文更動所出現

的錯誤皆為筆者的責任。 

3. 本文會根據康德的原意與脈絡對譯文作出更動。例如，鄧先生將康德的

“Reflexion/Überlegung”翻譯為「反省」，本文一律改為「反思」；“Erkenntnis”

被譯為「知識」，本文一律改為「認知」等等。如有必要，其他譯文中概念術

語的更動將在內文的註腳中說明。 

4. 引文中的粗體皆為筆者所添加，以示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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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研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學者會有這樣的見解：康德總會將一

些重要的哲學觀點安排在著作的「附錄」(Anhang)或「附釋」(Anmerkung)中。1 在

《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分析論〉(Transzendentale Analytik)結尾，康德附上了

一篇附錄，題名為〈由知性的經驗性運用與先驗性運用相混淆而引起的反思概念

的歧義〉(Von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durch die Verwechselung des 

empirischen Verstandesgebrauchs mit dem transzendentalen)（以下簡稱〈歧義篇章〉

(Amphibolie-Kapitel)）(KrV A260-292/B316-349)。康德在這篇附錄中提出「先驗

反思」(transzedentale Reflexion)與「反思概念」(Reflexionsbegriffe)。這是一套完

全不同於正文的理論，以致它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顯得格外地不協調。縱使如

此，〈歧義篇章〉之所以吸引學者的目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這附錄含有豐

富的思想資源與洞見，它所隱含的哲學意涵遠超出一般附錄所能承載的。本文希

望能進一步深入地挖掘〈歧義篇章〉所蘊含的哲學洞見。 

首先，「反思」(Reflexion/Überlegung)源自於拉丁文的“reflexio”，原是指光學

中的折射現象。這個字在中世紀才逐漸成為一個哲學術語，但事實上它的哲學意

涵比字詞的使用擁有更久遠歷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臘哲學，因為所有哲學思考都

是反思性的。2 同樣的，《純粹理性批判》就是一部理性對自身認知能力的批判，

以闡明理性所擁有的各種先天認知的形式條件。而這種自我批判奠定在康德式的

先驗反思之上。3 因此，本論文嘗試從認知的規範性角度去詮釋康德的反思理論，

藉此提供一個不同的視域來理解康德哲學的獨特性。 

然而，康德的「反思」具有多重的面向與意涵。4 他從不把反思視為批判哲

 
1 請參閱 H. J. Paton, "Kant on the Errors of Leibniz," in Kant Studies Today, ed. Lewis White Beck 

(La Salle: Open Court, 1969), p. 72；Renate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Köln, 1970), p. 1。 
2  請參閱 Hans Wagner, "Reflexion," in Kritische Philosophie: Systematische und historische 

Abhandlungen, ed. Karl Bärthlein and Werner Flach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80), p. 

57。 
3 請參閱 Paton, "Kant on the Errors of Leibniz," p. 74；Karin de Boer, "Pure Reason's Enlightenment: 

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 in Kant's First Critique," in Kant Yearbook 2/2010, Metaphysics, ed. Dietmar 

H. Heidemann (Berlin: De Gruyter, 2010), p. 67。 
4 根據 Heinz-Jürgen Hess 從康德各個著作中的整理，「反思」至少有五種不同的使用方式：(1)一

般的：將反思等同於知性，亦即，知性是一種反思的能力；(2)邏輯的：反思是一種比較的能力；

(3)先驗的：反思能分辨表象及其所屬的認知根源；(4)審美的：反思在構想力與知性之間的比較

中獲得對象的審美形式；(5)道德的：反思在比較中確定人類對非人類存有者的義務。一套全面

的康德式反思理論必須含蓋這五種反思的意涵。但是，這已經超出本文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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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的對象，而且沒有一套完整系統性的闡述。5 更多時候，反思是作為一種

解釋的根據，以論證其他哲學主張。因此，有關「反思」的定義與理論意涵見諸

於各個著作中，在不同的問題脈絡中有不同的意義。6 〈歧義篇章〉則是少數對

「反思」有較多談論的段落，也是本論文要關注的主要文獻。 

就文獻結構而言，〈歧義篇章〉內部共有四個小節，第一節為主文，另外三

節是「附釋」。第一節（從 KrV A260/B316 至 A268/B324）可進一步被分為兩個

部分。前半部分(KrV A260-3/B316-9)引入反思與反思概念，區分邏輯反思與先驗

反思的不同，並主張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是建立在以先驗反思為基礎的客觀比較

上。後半部分(KrV A263-8/B319-24)則分析萊布尼茲(Gottfried Leibniz, 1646-1716)

的單子論(Monadologie)中幾個主要哲學原理如何混淆了這些反思概念，並指出反

思概念被分別地運用在直觀或概念時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第二節（從 KrV A268/B324 至 A280/B336）則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KrV 

A268-71/B324-7)引入「先驗正位論」(transzendentale Topik)的概念，主張直觀與

概念必須被指派到不同的心靈位置（即感性與知性），才能進行客觀比較。此外，

康德也指出，由於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與萊布尼茲都沒有正確區分感性

與知性，以致他們都將表象歸屬到錯誤的心靈根源。第二部分 (KrV 

A271-6/B327-32)則再次運用四組反思概念分析萊布尼茲哲學如何混淆了這個

「先驗場所(tranzendentaler Ort)」，以致產生出錯誤的哲學主張。第三部分(KrV 

A276-80/B332-6)則主張，反思概念分別用於分析現象或物自身時，也會產生不

同主張。 

第三節（從 KrV A280/B336 至 A289/B346）討論「全有或全無公理(dictum de 

omni et nullo)」。這一邏輯公理涉及類(Gattung; genus)與種(Art; species)的標記

(Merkmal; nota)，因而涉及表象的外延(Umfang)之間的邏輯關係。然而，由於單

子論無法從表象的外延考慮事物的邏輯關係，因此萊布尼茲試圖改寫這個公理，

從表象的內涵來考慮事物的邏輯關係。而單子論就是奠基於這個改寫後的公理。

 
反的，本文將只關注前面三種意義的「反思」，它們都與經驗活動有關。請參閱 Heinz-Jürgen Hess, 

"Zu Kants Leibniz-Kritik in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in Beiträge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1981, ed. Ingeborg Heidemann and Wolfgang Ritzel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1), 

pp. 209-10。 
5 請參閱 Stefan Heßbrüggen-Walter, "Topik, Reflexion und Vorurteilskritik: Kants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im Kontext,"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86 (2004), p. 146。 
6 在康德正式出版的著作中，除了〈歧義篇章〉有比較詳細的討論外，另見《邏輯學》(Jäsche Logik) 

(§ 5-6, Ak. 9: 93-95)，其他著作則多只點到為止，例如：《未來形上學序論》(Ak. 4: 288-90)、《判

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Einl. IV, Ak. 5: 179-180)、《實用觀點之下的人類學》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Ak. 7: 134, 138, 141)、《道德底形上學》(Metaphysik der 

Sitten) (Ak. 6: 442-444)。在未出版的手稿中，原為《判斷力批判》第一版導論(Erste Einleitung)

則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文獻(Ak. 20: 211ff.)。同樣地，我們在邏輯學相關的上課筆記中也發現相

關的談論，例如： Logik Pölitz, Ak. 24: 566-568；Logik Busolt, Ak. 24: 654-656；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53f.；Wiener Logik, Ak. 24: 907-910。在劄記(Reflexionen)裡，我們也

可以發現許多零星的相關記錄，例如：Ak. 15: Relf. 409, 741, 831, 878, 989；Ak. 16: Refl. 2389, 2849, 

2851, 2854, 2860, 2865, 2868, 2876, 2878；Ak. 17: Refl. 4649；Ak. 18: Refl. 5051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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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指出，被萊布尼茲改寫後的公理是不成立的，而單子論也站不住腳。7 

第四節（從 KrV A290/B346 至 A292/B349）則討論「無(Nichts)」的概念。

康德指出，一個完整的先驗哲學(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體系以「對象一般 

(Gegenstande überhaupt)」作為開始點，並進一步區分出「某物(Etwas)」與「無」。

所有範疇都涉及某物，對立於某物的則是無。因此，康德試圖分析「無」在先驗

哲學中的四種不同意涵，以完整地補充知性對於對象一般之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

規定。如此，整個先驗哲學才能算是完備的。8 

整體而言，〈歧義篇章〉是以反思與反思概念為立論基礎，去批評萊布尼茲，

同時暗示洛克也犯下了類似的錯誤。康德在〈歧義篇章〉開篇如此定義「反思」： 

反思並不與諸對象本身發生關係，以直接獲得它們的概念，而是這種內心狀

態，在其中我們首先準備去發現我們由以達到這些概念的那些主觀條件。它

是對被給與的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根源的關係的意識，惟有通過這種意識，

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根源相互之間的這種關係才能得到正確的規定。(KrV 

A260/B316)9 

這個定義指出，反思能意識到表象與認知根源之間的關係，而這關係不同於表象

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因而不涉及任何對象之規定。基本上，對對象的規定能產生

對象性的認知，而這涉及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的結合。相反的，反思並不直

接產生任何對象性的認知，而是在主體形成對象認知之前，預先確定表象與其所

屬的認知根源的關係。就此而言，反思活動並沒有實質地擴展我們的對象認知，

因為那是由感性與知性的結合完成的。10 儘管康德的表述容易讓人誤以為，反

 
7 「全有或全無公理」原是傳統邏輯學中定言三段論(kategorische Vernunftschlüsse)的邏輯原理。

請參閱 Refl. 3217 與 Refl. 3218, Ak. 16: 717；Jäsche Logik, §63, Ak. 9: 123；Logik Philippi, Ak. 24: 

473；Logik Busolt, Ak. 24: 673；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72f.。──康德在前批判時期曾

運用這個原理證明，定言三段論中的第一格(A Figure)是其他三個格(E, I, O Figure)的基礎，因此

其他三個格最終都可以還原至第一格。請參閱 Spitzfindigkeit, §2, Ak. 2: 49。 
8 顯然，「無」的概念在先驗哲學之中占有一個位置，它們是為了系統的完備性而作的補足。儘

管這些概念是根據範疇作為導引而作安排，但是它們在本質上與範疇和反思概念是完全不同類的

概念。此外，第一類無的概念意涵是「沒有對象的空洞概念(leerer Begriff ohne Gegenstand)」，亦

即本體或「理性的存有物(ens rationis)」。對批判哲學而言，這類對象概念雖然本身是不矛盾的，

因而這類對象在邏輯上是可能的，但是它們無法透過感性的直觀被給與，因此我們也不可以把它

們視為認知上可能的，亦即，可能的經驗對象。認知上的不可能指的是，它不符合經驗認知的形

式條件(KrV A218/B265)。由於這些理性的對象將在〈先驗辯證論〉中處理，因此，這一小節是

由〈先驗分析論〉到〈先驗辯證論〉的一個過渡，正如康德在本節一開始就寫道：「在我們離開

〈先驗分析論〉之前…」(KrV A290/B346)。因此，我們可以初步推斷，無的概念與反思概念沒

有直接的關係，也沒有運用上的歧義問題。它們最多都同樣擁有量、質、關係、模態四個面向。

因此，本文在這裡不作進一步的分析。 
9 在康德的用詞裡，“Überlegung”與“Reflexion”的意義幾乎等同，它們都被用來翻譯拉丁文中的

“reflexio”。因此，在康德的著作中，這兩個術語是交互使用而沒有嚴格的區分。另外，十八世紀

的哲學家會使用不同的詞來翻譯“reflexio”，例如：鮑姆嘉登(A. G. Baumgarten, 1714-1762)使用

“Überlegung”，邁爾(G. F. Meier, 1718-1777)則使用“Nachdenken”。 
10 Hans Wagner 認為，就一般的思想形式而言，由於反思是一種折返回思想自身的活動，以察覺

各種確定的關係。因此，反思不會擴展任何既有的認知，這也是反思的重要基本特徵。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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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某種個別獨立的認知能力，因而有別於感性與知性。然而，反思其實是人類

心靈中一種主動自發性(Spontaneität)的特質，它有別於認知能力中的被動接受性

(Rezeptivität)。就此意涵而言，一切具有主動自發性的認知能力都是反思性的

(reflexiv)，包括知性與理性。 

〈歧義篇章〉大部分的篇幅是在批評萊布尼茲，這些批評的立論基礎是先驗

反思與四組反思概念。四組反思概念（亦被稱為「比較概念」 [Vergleichungsbegriff; 

conceptus comparationis]）是：同一／差異(Einerleiheit/Verschiedenheit)、一致／

對立(Einstimmung/Widerstreit)、內在／外在(Innere/Äußere)、質料／形式(Materie/ 

Form)。然而，這篇附錄的目的難道單純只是為了批評萊布尼茲嗎？實則不然。

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去釐清。第一個問題是：反思在《純粹理性批判》系

統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正如康德在前言中指出，《純粹理性批判》不是去批

判任何一本書或系統，而是去批判理性的認知能力，並同時規定它的根源、範圍、

界限(KrV AXII)。康德依序在〈先驗感性論〉中檢視感性能力，在〈先驗分析論〉

中檢視知性能力，在〈先驗辯證論〉中檢視理性能力。這已是一個對人類認知能

力的完整批判。11 那麼，康德另外再提出反思能力，這是否會危及到原有的系

統完備性？第二個問題是：反思與反思概念如何在經驗的認知活動之中發揮作用？

康德對萊布尼茲的批評已經表明，反思能力涉及對象認知的客觀有效性問題。儘

管康德在〈先驗分析論〉的正文中試圖去論證，知性與感性是人類獲得認知的兩

個主要來源，可是〈歧義篇章〉卻又指出，「一切判斷，甚至一切比較都需要一

個反思，即需要對那些給與的概念所從屬的認知能力進行辨別」  (KrV 

A261/B317)。這無疑是肯定了反思對認知活動的重要性。然而，康德在〈歧義篇

章〉中提供給我們的理論線索並不多，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去釐清。12  

基本上，〈歧義篇章〉對萊布尼茲的批判蘊涵了一個《純粹理性批判》的基

本立場：如果認知主體沒有以先驗反思作為根據，以致把表象的單純比較誤認為

是物的客觀比較，主體就有可能產生錯誤的判斷。由於少了先驗反思，「萊布尼

茲把現象智性化了，一如洛克把知性概念…均感性化」(KrV A271/B327)。萊布

 
Wagner, "Reflexion," p. 57。 
11 Reinhard Brandt 指出，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哲學家與邏輯學家普遍認為，人類的認知包含了

三種主要的思想機能：知性、判斷力、理性。它們分別能夠產生概念、判斷、推論。傳統的邏輯

學系統也依此包含了這三個部分，而康德那個時代的大部分邏輯學著作基本上也採取這一畫分。

請參閱 Reinhard Brandt, The Table of Judgme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 67-76, B 92-101, trans. 

Eric Watkins (Atascadero: Ridgeview, 1995), pp. 54-56。──基本上，康德本人也接受這一傳統邏輯

學的畫分，同時按此架構畫分先驗邏輯(transzendentale Logik)的基本結構(KrV A130f./B169)。康

德的學生 Gottlob B. Jäsche (1762-1842)認為，康德也同意傳統邏輯學對思想機能的畫分。概念、

判斷、推理基本上構成了人類認知的基本成素。Jäsche 也根據這一基本架構來編輯康德的《邏輯

學》。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4；Logik Busolt, Ak. 24: 653；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63。 
12 Longuenesse 從知性作為一種下判斷的能力(Vermögen zu urteilen)的角度詮釋反思概念與判斷

形式之間的理論關係，補足了這方面的空白，請參閱 Beatrice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Sensibility and Discursivity in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Charles T. Wol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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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茲以邏輯的反思(logische Reflexion)建構其單子論體系，卻將屬於感性的表象

誤認為屬於知性的。洛克以經驗的反思(empirische Reflexion)解釋觀念的起源，

結果卻將屬於知性的概念誤認為屬於感性的。康德認為，如果我們錯誤理解表象

的本質與其所屬的認知根源，那麼我們就無法察覺到，藉由反思所獲得的表象之

關係會有歧義(Amphibolie)，亦即，反思在感性中與知性中的比較會產生不一樣

的結果。13 因此，康德主張：一套正確的經驗理論必須奠基於先驗反思之上。 

分析至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兩個不融貫的看法： 

(1) 反思不是經驗之構成要素（一如直觀與概念），它不產生任何對象認知； 

(2) 但是，客觀有效的認知卻需要反思。 

〈先驗分析論〉的核心主張是，只有當表象透過範疇而被關聯到對象時，一個認

知才是客觀有效的。倘若客觀有效的認知也需要反思，那麼批判哲學內部立即就

會產生一種緊張關係。一方面，反思對於客觀有效的認知而言是必要的。但是康

德在〈先驗分析論〉正文中並未把反思理論的意涵完整開展出來，這蘊涵：〈先

驗分析論〉正文的闡述似乎是不完整的。另一方面，一旦我們能夠挖掘出康德的

反思理論的意涵，這又蘊涵：〈先驗分析論〉附錄的反思理論似乎無法與〈先驗

分析論〉正文的闡述（尤其是範疇理論）融貫地安排在批判哲學之中，導致正文

的闡述有被弱化、甚至被取代的可能。 

本論文將以〈歧義篇章〉作為研究主題，以嘗試消除上述哲學系統內部的緊

張關係。筆者將把研究重點放在經驗與反思之間的關係，並且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反思有別於感性與知性（以致反思概念有別於直觀形式與範疇），那麼反思

在人類的經驗認知中具有什麼樣的作用？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評述 

在研究〈歧義篇章〉時，第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歧義篇章〉在《純粹

理性批判》中具有什麼樣的系統性地位？接下來，筆者將回顧四種主流詮釋，並

指出它們的詮釋可能會面對的問題。 

a. 〈歧義篇章〉只具有哲學史意義 

第一種詮釋認為，〈歧義篇章〉只具有哲學史的意義，它旨在批評傳統哲學

（主要以萊布尼茲為主）。14 這種詮釋無疑是最貼近文本的內容，康德逐一反駁

 
13 “Amphibolie”一詞最早是出現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的《詭辯篇》(De Sophisticis 

Elenchis)中，它是一個概念因語法結構而產生不同意義所引起的錯誤。另一個相近的概念是

“Paralogism”，它指的是一個三段論中的中詞在兩個前提中有不同的意義指涉，屬於中詞的歧義

所產生的謬誤。請參閱 De Sophisticis Elenchis, 165b27, 166b38。 
14 這種詮釋只聚焦在康德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判，主要代表有 Arthur 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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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支撐萊布尼茲哲學的核心原理，這被認為是《純粹理性批判》中最精彩的部

分。15 當康德援引〈歧義篇章〉中的觀點，來討論萊布尼茲之後的西方形上學

是否有取得實質的進步，又或者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以及批判哲學在這個

歷史進程中處於什麼位置。康德認為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歷史問題。16 

由此可知，萊布尼茲是那個時代哲學發展中一個無法迴避的對象。當一個新

的哲學理論被提出時，它必須指出，過往舊有的哲學遺留了什麼問題，或引發了

什麼問題。就此而言，〈歧義篇章〉指出了萊布尼茲哲學（尤其是單子論）所引

發的問題，並解釋批判哲學如何有效地解決這問題。因此，〈歧義篇章〉不只是

單純地批評萊布尼茲，而且藉此指明，批判哲學是一條可行的進路 (KrV 

A856/B884)。換言之，儘管〈歧義篇章〉只有哲學史的意義，但批判哲學的自我

定位與立場取決於它如何回應萊布尼茲哲學。 

然而，這種歷史詮釋有兩個解釋上的困難。首先，這詮釋會進一步導致這樣

的結論：〈歧義篇章〉對《純粹理性批判》的理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補充。即使

我們將這篇附錄移除，這也不會影響《純粹理性批判》的系統完整性。由於康德

已在〈先驗感性論〉與〈先驗分析論〉中確立先天認知的成素、範圍、界限，進

而嚴格區分現相(Phaenomenon)與本體(Noumenon)。17 相較之下，先驗反思與反

思概念只是以批判萊布尼茲形上學為目的而引進的增補。這不屬於批判哲學系統

固有的部分，故康德以附錄的形式安排這一章。因此，〈歧義篇章〉成了一個無

關緊要的章節。本文將會論證，〈歧義篇章〉對《純粹理性批判》既有的理論具

有實質性的補充。一旦我們將有關萊布尼茲的批判的內容拿走，遺留下來的反思

與反思概念對於《純粹理性批判》仍有積極的理論意涵。 

其次，將〈歧義篇章〉理解為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判，並不能因此證明它只

具有哲學史的意義。事實上，〈歧義篇章〉並沒有觸及到傳統形上學中的三個主

題：靈魂、世界、上帝。當詮釋者主張〈歧義篇章〉帶有一種哲學史的旨趣，這

並沒有觸及到康德對人類理性的哲學診斷：理性出於自身的本性，總是試圖越過

 
Wille und Vorstellung, vol. 1 (Leipzig, 1859), pp. 564ff.；Hermann Cohen, Kommentar zu Immanue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Leipzig: Durr, 1907), pp. 110f.；Edgar Zilsel, "Bemerkungen zur 

Abfassungszeit und zur Methode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26 (1913), pp. 436f.；Norma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23), pp. 419f.；A. C. Ewing, A Short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195f.；Paton, 

"Kant on the Errors of Leibniz," p. 72；Walter Bröcker, Kant über Metaphysik und Erfahrung 

(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1970), pp. 86f.；Rudolf Malter, "Logisch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Zu Kants Bestimmung des philosophiegeschichtlichen Ortes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35 (1981), pp. 285f.；Derk Pereboom, "Kant’s Amphiboly,"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73 (1991), pp. 50f.。基本上，這一詮釋所關注的問題是：康德如何

批評萊布尼茲？這些批評是否成立？顯然，這又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因而可以忽略〈歧義篇章〉

的理論意義。 
15  請 參 閱 Karl Leonhard Reinhold,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Vorstellungsvermögens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2010), p. 497。 
16 請參閱 Fortschritte, Ak. 20: 282-285。 
17 本文將“Phaenomenon”翻譯為「現相」，而“Erscheinung”則翻譯為「現象」，以示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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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經驗的界限，找尋找無條件者。〈先驗辯證論〉是對整個西方傳統形上學的

系統化與徹底的批判，並揭露其錯誤的根源，即先驗幻相(transzendentaler Schein)。

毫無疑問地，〈先驗辯證論〉的哲學史意義遠勝於〈歧義篇章〉。如果〈歧義篇章〉

只具有哲學史意義，因而可以從《純粹理性批判》中移除，那麼相同的論證也能

套用在〈先驗辯證論〉的身上。然而，我們不會說〈先驗辯證論〉只具有哲學史

的意涵，所以，即使移除它，也不會對《純粹理性批判》的完整性帶來任何影響。 

基於這兩個理由，這種詮釋並不能很好地、完整地解釋〈歧義篇章〉在《純

粹理性批判》中的地位。 

b. 〈歧義篇章〉是一種拼湊 

第二種詮釋試圖探究〈歧義篇章〉的理論面向，但卻以拼湊理論(Patchwork 

Theory)作為詮釋角度：〈歧義篇章〉具有理論的意義，卻被錯誤地安排在〈先驗

分析論〉之中。拼湊理論主張，《純粹理性批判》經歷近十年的醞釀，期間有各

種不同的思想嘗試。不同時期撰寫的章節段落預設不同的哲學主張，這些主張甚

至可能相互衝突。18 他們認為，〈歧義篇章〉也是拼湊下的一個結果：除去最後

一節有關虛無(Nichts)的談論外，〈歧義篇章〉的前面三節是批判萊布尼茲，但是，

這三節的內容高度重覆。因此，有學者認為，〈歧義篇章〉的前三節內容分別於

三個不同時期完成，撰寫時間大約介於 1771 年至 1778 年之間。19 在仔細分析

康德一些概念術語的使用方式與論證後，就會發現〈歧義篇章〉中有些部分仍保

留前批判時期的主張，有些則是批判時期的成熟想法。這也表明〈歧義篇章〉的

內容並不一致，甚至有相互衝突的地方。 

拼湊理論認為，〈歧義篇章〉是一種章節安排上的誤置。〈歧義篇章〉的重點

是批判萊布尼茲哲學，它涉及反思概念的歧義之謬誤。在康德早期的手稿中，歧

 
18 拼湊理論原由Hans Vaihinger與Erich Adicks所提出，包括Max Wundt、Edgar Zilsel、A. C. Ewing、

Norman Kemp Smith 在內的學者都以這理論來詮釋〈歧義篇章〉。他們將〈歧義篇章〉拆解為幾

個不同的部分，並根據康德的用詞習慣等線索推斷這些部分是在幾個不同時期撰寫的內容。例如：

Smith 認為，〈歧義篇章〉是康德在編排章節上犯了錯誤，這一篇附錄討論萊布尼茲的存有論，

這是一個形上學的問題，所以，應該被安排在〈先驗辯證論〉之中。請參閱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 419。Ewing 也持類似的主張，認為這篇附錄是處理傳統獨斷

論形上學的錯誤，所以，應該被安排在〈先驗辯證論〉之中，請參閱 Ewing, A Short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 195。 
19 Ziesel 認為，〈歧義篇章〉前三節的內容分別撰寫於三個不同時期。基本上，第一部分蘊涵本

體是可被認知的；第二部分則隱晦地否認這種可能性；第三部分則將本體排除在可認知的範圍之

外。Ziesel 指出，康德在〈歧義篇章〉的「附釋」中將現相歸給感性，並將本體歸給知性，這與

1770 年《就職論文》中的主張是一致的(Dissertation, §3, Ak. 2: 392)。這一主張隱含了我們是可

以認識到本體的，但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已經放棄了這種可能性(KrV A249, B307)。與

此同時，康德在這一部分也提到了範疇(KrV A269/B325)，這又有別於《就職論文》。據此，Zilsel

認為〈歧義篇章〉的第二部分（亦即「附釋」的第一節）的撰寫時間在第一部分之後，但在第二

部分之前。因此，〈歧義篇章〉在思想上並沒有一致性。請參閱 Zilsel, "Bemerkungen zur 

Abfassungszeit und zur Methode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p. 4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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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誤推(Paralogismus)的意義相近而被交互使用。20 正如理性的誤推涉及中詞

概念(terminus medius)概念的歧義一樣(KrV A341ff./B399ff.)，反思概念之運用所

引起的歧義也屬於傳統形上學所犯下的錯誤。這個批判理應是〈先驗辯證論〉應

該完成的工作。因此，拼湊理論認為，〈歧義篇章〉並不屬於〈先驗分析論〉，而

是〈先驗辯證論〉的一部分。 

拼湊理論最終將《純粹理性批判》從一部系統性的著作拆解成一部零碎的著

作，以解釋它們內容之間衝突與不一致的成因。但是，這種詮釋與康德強調的立

場相反，也不符合康德自己的意圖。批判哲學要求其各種主張必須依循特定的原

理而成為一個系統，否則這些主張就只是一種任意的堆疊 (Aggregat)(KrV 

A64/B89, A80-1/B106-7)。例如，康德強調，我們是根據判斷的邏輯形式(logische 

Form)為指引而獲得所有範疇(Kategorie)。他同時指責，亞里斯多德的十個範疇

沒有根據任何原理，只是一種任意的堆疊(KrV A80-1/B106-7)。由此可知，雖然

拼湊理論能夠解釋《純粹理性批判》內在衝突的成因，卻違反了康德的思想意圖。 

本文將為康德對系統一致性的意圖進行辯護，並主張〈歧義篇章〉在理論上

屬於〈先驗分析論〉，而不屬於〈先驗辯證論〉。最主要的理由是：反思的比較對

於客觀的對象認知是非常重要的。〈歧義篇章〉想要指出，若沒有客觀的比較

(objektive Komparation)，我們就會犯下和萊布尼茲一樣的錯誤，曲解了許多經驗

認知。換言之，先驗反思與反思概念始終是一條重要的理論線索，說明〈歧義篇

章〉與〈先驗感性論〉和〈先驗分析論〉之間的關係。 

c. 〈歧義篇章〉是〈先驗分析論〉的結論 

第三種詮釋進路對〈歧義篇章〉的理論意義有不同的解讀。他們主張，〈歧

義篇章〉應連同前一章〈將一切一般而言的對象區分為現相與本體的根據〉（Von 

dem Grunde der Unterscheidung aller Gegenstände überhaupt in Phaenomena und 

Noumena，以下簡稱〈現相與本體〉）(KrV A236-260/B294-315)一起被視為〈先

驗分析論〉的總結。21 這樣的結構安排與〈先驗辯證論〉有一種對應的關係。

康德在〈先驗辯證論〉之結尾也附上了一篇附錄(KrV A642-704/B670-732)。該附

錄有兩個章節，分別為〈純粹理性之理念底規約運用〉(Von dem regulativen 

Gebrauch der Ideen der reinen Vernunft)，以及〈人類理性之自然辯證底終極目的〉

(Von der Endabsicht der natürlichen Dialektik der menschlichen Vernunft)。如果我們

將〈先驗分析論〉與〈先驗辯證論〉視為一系列複雜的論證，那麼附錄在這兩個

論證之中承擔了結論的功能，總結正文裡的分析。 

 
20 請參閱 Refl. 5552, Ak. 18: 218f.。 
21 請參閱 Graham Bird, The Revolutionary Kant: A Commentary o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hicago: Open Court, 2006), p. 524；Marcus Willaschek, "Phaenomena/Noumena und die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in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ed. Georg Mohr and Marcus 

Willaschek (Berlin: Akademie, 1998), p.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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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詮釋卻有一個問題，如果〈歧義篇章〉是對〈先驗分析論〉的總結，

那麼我們也得接受一個更明確的觀點：〈歧義篇章〉是由〈先驗分析論〉直接推

導出的必然結論。但是，作為一個結論，它理應不能超出〈先驗分析論〉既有的

範圍，同樣不增加任何全新的內容，否則它就不是一個論證的結論。22 然而，

反思與反思概念無疑都是全新的哲學概念，它們有別於〈先驗感性論〉與〈先驗

分析論〉主文的內容。與此同時，康德稱這套與反思相關的理論為「先驗正位論」

(transzendentale Topik)。這似乎有意區別於〈先驗感性論〉與〈先驗分析論〉。顯

然，先驗正位論可以做為先驗邏輯(transzendentale Logik)的一部分，這至少合乎

傳統邏輯的畫分。23 因此，〈先驗分析論〉與〈歧義篇章〉不是一種前提與結論

的單純邏輯推論關係。 

如果〈歧義篇章〉是一個結論，那麼康德應該如〈先驗感性論〉一樣，安排

一個結論(Schluss)或結語(Beschluss)，而非一篇附錄。24 例如，A 版與 B 版的「先

驗推證」(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分別有「概括式呈現」(summarische Vorstellung) 

(KrV A128)與「結果」(Resultat) (KrV B165)；B 版的純粹理性之誤推有一個結語

(KrV B426)；在純粹理性之背反 (Antinomie) 中也有一個「結論附釋」

(Schlußanmerkung) (KrV A565/B593)。唯獨〈先驗分析論〉與〈先驗辯證論〉沒

有類似的安排。換言之，康德並無意將它們視為前提與結論的論證關係。雖然康

德為〈先驗分析論〉與〈先驗辯證論〉各安排一篇附錄，但這並不表示，在缺少

一個明確章節的情況下，附錄就得承擔起結論的功能。25 

相較於〈歧義篇章〉，前一章的〈現相與本體〉更像是〈先驗分析論〉的結

論。〈先驗分析論〉證明，純粹知性概念只有運用在感性直觀中才具有客觀實在

性。因此，康德在〈現相與本體〉中直言，「先驗分析論有這樣的直接結論」(KrV 

A246/B303)：知性無法先天地超出一般可能經驗的形式，並且只能認知現象，而

不能越過感性的界限。換言之，〈現相與本體〉已經很好地為〈先驗分析論〉中

的論證作總結，〈歧義篇章〉無須再作另一次的總結。 

 
22 我們可以從演繹法(deduction)與歸納法(induction)的推論概念去類比這個問題。在演繹法之中，

結論中所獲得的主張是由前提所保證的，因此，結論不會超出前提所能給與支持的範圍之外；相

反的，歸納法的結論雖然也是由前提推論所獲得，但其內容已經超出前提所能給與支持的範圍。

如果〈歧義篇章〉是〈先驗分析論〉的一個結論，那麼它理應由〈先驗分析論〉的內容直接推論

出，並且〈歧義篇章〉沒有任何超出〈先驗分析論〉正文範圍的內容。然而〈歧義篇章〉與前面

章節不是一種邏輯推論的關係。儘管它的內容已經超出〈先驗分析論〉正文的範圍，但也不能因

此就認為它是由歸納論證所獲得的。 
23 請參閱 Heßbrüggen-Walter, "Topik, Reflexion und Vorurteilskritik," p. 147。 
24 在〈先驗感性論〉中，在空間與時間概念的「形上學闡釋」(metaphysische Erörterung)與「先

驗闡釋」(tranzendentale Erörterung)後，分別都有一個結論，總結我們可以藉由上述論證得出的

結論(KrV A26f./B42f., A32f./B48f.)。在整部〈先驗感性論〉的工作結束前，康德也安排了一個結

語，僅管這個結語是在第二版中才加入的(KrV B73)。 
25 Renate Broecken 認為，康德是藉由數學中的「附注」(Scholion)概念賦予附錄一種特殊的理論

功能，最直接的證據是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序論》使用「附注」指涉〈先驗辯證論〉的附錄

(Prolegomena, §60, Ak. 4: 364)。他認為，〈先驗分析論〉與〈先驗辯證論〉的附錄都在討論原理

如何被運用的問題，因此，附錄並不屬於系統原理的一個部分，而是屬於原理之運用的問題。請

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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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張，〈歧義篇章〉不是〈先驗分析論〉的單純結論，而是對〈先驗分

析論〉的一個理論補充。〈歧義篇章〉隱含一個主張，所有客觀的對象認知都需

要先驗反思與反思概念，以便為範疇的綜合聯結的統一作準備，亦即，作為範疇

的正確的經驗性運用的主觀條件。 

d. 〈歧義篇章〉隱含一套反思理論 

最後一種詮釋進路則主張，〈歧義篇章〉不僅僅是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判，

同時也隱含了另一套系統性理論，其有別於〈先驗分析論〉正文中的理論。這種

詮釋試圖以一種系統化的方式來理解反思理論在批判哲學之中的定位，尤其是將

〈歧義篇章〉中所提到的兩種反思（邏輯反思與先驗反思）以及反思概念更好地

結合在既有的批判哲學系統之中。 

基本上，主張這一詮釋的學者都會同意，康德對萊布尼茲的批評立基於先驗

反思與反思概念。因此，〈歧義篇章〉隱含一套反思理論。系統性的詮釋有一個

優點，它能夠將康德反思理論固有的內容區別於康德對萊布尼茲的批評。換言之，

就論證的結構而言，〈歧義篇章〉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論證進路。第一條論證進路

以批判萊布尼茲哲學作為核心，這一部分無疑占據了〈歧義篇章〉大部分的內容。

第二條論證進路則是以先驗反思與反思概念作為主軸，這一部分的內容則相對不

完整。但無可否認，康德對於萊布尼茲哲學的批評是立基於第二個論證的。儘管

系統性詮釋沒有正面地指出這兩條論證進路上的區分，但是比起第一個論證，他

們關注的其實是第二個論證。 

系統性的詮釋無疑能讓我們更完整地看到康德的反思理論的價值。但是，也

正是因為第二個論證不夠完整，這允許很大的詮釋空間。據此，有些學者試圖論

證，反思概念是批判哲學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跟範疇一樣重要。26 有的學

者試圖以形式邏輯(formale Logik)和先驗邏輯的概念，重新建構一套康德式的反

思理論。27 有的學者則從嘗試從啟蒙運動對於「成見(Vorurteil)」的研究來指出，

康德的反思與先驗正位論是對於客觀認知的預先準備。28 有的學者則從先驗邏

輯的對象性關係的視角，去理解康德的反思。29  

 
26 請參閱 ibid., ；Rudolf Malter, "Reflexionsbegriffe: Gedanken zu einer schwierigen Begriffsgattung 

und zu einem unausgeführten Lehrstück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hilosophis Naturalis 19 

(1982), pp. 125-50。 
27  請 參 閱 Peter Reuter, Kants Theor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Eine Untersuchung zum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89)。──

形式邏輯與先驗邏輯不同：前者不考慮知性認知的內容以及它們的對象的差異性，而只關注思想

的邏輯形式(KrV A54/B78, A55/B79)；後者則先天地考慮對象與知性和理性的法則之間的邏輯關

係，以規定它們的來源、範圍、客觀有效性之根據(KrV A57/B81)。由於普遍邏輯(allgemeine Logik)

與形式邏輯在康德是等同的，故本文統一使用「形式邏輯」來表示。 
28 請參閱 Heßbrüggen-Walter, "Topik, Reflexion und Vorurteilskritik,",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86 (2004), pp. 146-75。 
29 請參閱 Michael Nerurka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das 

Amphibolie-Kapitel i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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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這些研究進路，學者對於康德的反思理論如何去補足〈先驗分析論〉或

《純粹理性批判》，有著很不一樣的看法。這符合康德對於系統性的追求，同時

也展現了《純粹理性批判》的多樣性面向。但是，這些詮釋是否與《純粹理性批

判》中既有的論述相一致，這是一回事。而這些詮釋能否證明，反思與反思概念

對《純粹理性批判》而言也是必要的，這又是另一回事。既有的詮釋嘗試證明，

反思與反思概念能很好地補充《純粹理性批判》所沒有談及、卻隱含在其中的面

向。然而，這些詮釋並沒有直接回答上一節有關批判哲學系統內部的緊張關係的

問題：反思與反思概念的作用要如何與批判哲學中的其他成素相融貫，而不致於

弱化或取代其他先天的認知成素的系統地位？本文認為，一種只有相關性與一致

性的詮釋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更強的系統連結性。這才能有效地說明反思與反

思概念的必要性，並清楚展示〈歧義篇章〉與《純粹理性批判》其他部分之間的

關係。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論題 

本文將關注〈歧義篇章〉與〈先驗分析論〉的系統性連結問題，以回答第一

節所提出的問題：為何人類的經驗認知需要反思？〈先驗感性論〉和〈先驗分析

論〉已經指出，時間、空間、範疇皆為客觀認知的先天的可能性條件。若是如此，

〈歧義篇章〉提出先驗反思與反思概念的必要性，這勢必會在批判哲學的系統內

部引起緊張關係。因此，本文想要提出的問題是：在什麼意義下，客觀的認知同

時也需要反思與反思概念？ 

在議題設定上，本文並不試圖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康德式的反思理論。相反的，

本文只關注在〈歧義篇章〉中反思與經驗認知活動之間的系統性關係。本論文認

為，只有當我們找到這個系統性的連結，我們才能理解反思和反思概念是如何與

其他部分（主要是範疇）產生關聯，成為認知活動之中重要的一個環節。 

整體而言，康德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有兩個重要的特質：辨解性(diskursiv)

與反思性。辨解性與反思性刻畫了認知能力的主動自發性的特質，以區別認知能

力中被動接受性的特質。對康德而言，人類的認知能力是辨解性的，因為它無法

直接表象事物自身的性質，它所表象的內容不包含對象之存在（唯有上帝才能直

接表象對象之存在）。因此，認知主體的普遍表象（奠基於自發性）只能透過個

別表象（奠基於接受性）去認識對象。人類的認知能力是反思性的，因為認知主

體不僅能為對象認知帶來統一性，同時也能意識到統一性的先天根據為何。接下

來，本文將指出，人類認知的這兩個特質同時含蓋在經驗底判斷(Erfahrungsurteil)

的構成之中。30 一個經驗底判斷同時包含了直觀與概念，它們的統一需要依靠

 
2012)。 
30 本文嚴格區分「經驗性的判斷(empirisches Urteil)」與「經驗底判斷」的不同。康德認為，所

有「經驗底判斷」都是經驗性的(empirisch)，但是，不是所有「經驗性的判斷」都是「經驗底判

斷」，它有可能是一個「知覺判斷(Wahrnehumngsurteil)」。因此，經驗性的判斷是一個大類，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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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的綜合聯結(synthetische Verknüpfung)來完成。但是，康德同時也指出，在範

疇的綜合聯結之前，反思必須預先對直觀進行客觀的比較(KrV B1)。因此，所有

經驗底判斷在這意義下都需要反思。 

如果要闡述認知能力的反思性的特質，有相關的理論概念必須進一步釐清，

它們包括：感性與知性（直觀與概念）的區分，反思概念與範疇的區分，反思能

力的不同意涵，以及先驗反思的本質與功用。就〈歧義篇章〉的論證結構而言，

康德對萊布尼茲與洛克的批判立基於感性與知性的區分，而且先驗反思與這個區

分緊密相連。如果感性與知性沒有本質上的分別，那麼康德的批評將是無效的，

先驗反思也沒有存在之必要。此外，儘管先驗反思是〈歧義篇章〉中最核心的概

念，但也是康德談得最少的概念。先驗反思是一種規定表象與其所屬的根源之關

係的能力，這種規定帶有規範性的意涵。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批判哲學其實就

是一種先驗反思。因為批判哲學的任務就是讓理性去審視自身內部各種表象的根

源，能力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KrV AXII)。透過對這幾個議題的分析，我們將

能看出，反思是批判哲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且不會與其他部分產生衝突。 

本文認為，反思與人類經驗之間的系統性連結就在知性的下判斷活動中。為

此，本文提出以下論題： 

論題 1：一切客觀有效的認知包含比較(Vergleichung)與聯結(Verknüpfung)兩

個邏輯階段。31 

論題 2：知性下判斷的行動同時也是直觀與概念的綜合聯結之行動。而在這

之前，反思必須預先對表象進行客觀的比較。 

論題 3：反思正確地規定對象認知既有的主觀形式條件，但是，反思不規定

對象，亦即，不將表象關聯至對象。將表象關聯至對象是直觀與概

念的綜合聯結之行動。 

這三個論題闡明了反思如何系統地關聯到〈先驗分析論〉正文既有的主張。對於

經驗底判斷而言，反思的客觀比較與範疇的綜合聯結都是必要的。在方法論上，

批判哲學的探究要求確定性(Gewißheit)與清晰性(Deutlichkeit)(KrV AXV)。康德

認為，直觀與概念的綜合聯結足以清楚地闡明構成對象認知的先天形式，而反思

則是正確地規定這些先天形式的主觀條件。就此而言，反思在認知的過程中並不

是進一步在理性中發現更多其他的先天形式條件，而是肯定這些先天形式條件是

對象認知的必要條件。32 因此，反思在批判哲學中的必要性不同於直觀、範疇

 
之下則有知覺判斷與經驗底判斷。就判斷的主詞與述詞之間的蘊涵關係而言，所有經驗性的判斷

（不論它是經驗底判斷，還是知覺判斷）都是綜合判斷。但是，就對象認知的客觀有效性而言，

知覺判斷是主觀有效的，而經驗底判斷是客觀有效的。同上註，§18, Ak. 4: 298f.。 
31 康德在不同的脈絡裡會交互使用「聯結」與「結合(Verbindung)」，而它們的意思相近。結合是

一個大類，在這之下有聯結與組合(Zusammensetzung)。請參閱 KrV B202n。 
32 Hans Wagner 認為，反思的一個基本特徵是不擴展主體既有的對象認知。本文認為，這一點也

符合康德在〈歧義篇章〉中對反思的定義(KrV A260/B316)。請參閱 Wagner, "Reflexion," p. 5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3 

 

等等的先天形式條件的必要性。康德的分析並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儘管〈先驗分

析論〉正文更側重綜合聯結的部分，但這不表示反思對表象的客觀比較不重要。 

康德學者很少注意到，一切經驗認知的活動包含了兩個不同的邏輯階段，亦

即，比較與聯結。33 然而，康德在《純判理性批判》導論的第一句話就提到： 

…對象觸動我們的感官，使我們的知性活動運作起來，對這些表象加以比較，

把它們聯結或分開，這樣把感性印象的原始素材加工成稱之為經驗的對象認

知…。(KrV B1) 

若要形成一個對象性的認知，感性給與對象的直觀，而知性必須對這些直觀進行

處理。而康德指出，知性的處理有兩個邏輯步驟：首先直觀被比較，然後再將直

觀與概念進行聯結。直觀與概念的聯結工作其實就是一個綜合(Synthesis)的活

動： 

思想的自發性要求的是先將這雜多以某種方式貫通(durchgegangen)、接受

(aufgenommen)和結合(verbunden)起來，以便從中構成認知。這一行動我叫

作綜合。(KrV A77/B102) 

如果這一個綜合的活動要能為感性的表象帶來客觀有效的統一性，那麼這種統一

性只能藉由範疇來賦予。藉由範疇，感性的表象可以關聯到客觀的對象，形成一

個客觀有效的認知。我們知道，康德已經在〈先驗分析論〉正文中完整地分析知

性的聯結與綜合。但是，我們別忘了，在知性進行聯結工作之前，其實還有一個

比較的邏輯階段。這個涉及表象之比較的工作是由反思來完成的，而康德在〈歧

義篇章〉中闡述了這一部分。〈歧義篇章〉指出，由於萊布尼茲哲學沒有察覺到

直觀與概念兩者間的本質差異，而誤以為概念與概念之間的單純比較是一種客觀

的比較。因此，先驗反思必須確保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直觀，而不是概念。 

康德認為，比較與聯結的工作對於客觀的對象認知而言都是必要的。在認知

的過程中，心靈無可避免地同時會擁有許多不同種類的表象出現在意識活動中： 

假如每一個單獨的表象都與另一個表象相疏離，彷彿是孤立的和與之相分離

的，那就任何時候也不會有像作為各種比較和相聯結的表象之整體而存在的

認知這樣的東西產生出來。(KrV A97) 

根據本文的論題，在形成認知的過程中，比較與聯結是兩種不同的邏輯行動。反

思只在表象之間或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能力之間進行比較，這種關係並不擴展對

 
33 Longuenesse指出，研究康德認識論的人通常會忽略比較活動的面向，而只注意到規定的面向。

然而，她的詮釋是從判斷力的角度來考察，因而把比較視為一種反思，而聯結視為一種規定

(determination)。但是，本文不採取 Longuenesse 的詮釋進路，本文不僅僅把反思視為判斷力的一

種運作方式，而是獨立地考察反思的活動，如此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康德的反思理論。在這之前，

Broecken 已注意到比較與聯結的區分，並對它們之間的差別與關係作了詳盡的分析。因此，本

文對於比較與聯結的區分得益於 Broecken 的研究成果。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69ff；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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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認知。由於它不涉及對象概念之建構，因此無法直接帶來對象認知。相反的，

知性的聯結可以建構一個對象概念，並能帶來對象的客觀認知。比較涉及反思概

念之運用（因此，反思概念也被稱為「比較概念」）；聯結涉及範疇之運用（因此，

範疇也被稱為「聯結概念」）。34 如果沒有比較與聯結，意識活動之中的每一個

表象始終維持其雜多的、無意義的、不可理解的狀態。換言之，沒有比較與聯結，

就不會有認知。由此可以看出，比較與聯結對於客觀有效的認知是不可或缺的。 

對康德而言，聯結的活動離不開判斷。因為，只有在一個判斷之中，直觀才

能與概念聯結成一個認知。所以，知性是一種下判斷的能力(KrV A69/B94)。35 現

在，一個判斷根據其聯結方式，可以形成兩種不同類型的判斷，知覺判斷或經驗

底判斷。這兩種聯結方式的區分取決於表象是否有被統一在範疇之下： 

如果我們分析我們的所有綜合判斷（就它們具有客觀的有效性而言），我們

便發現：它們決非僅由直觀所組成，而大家通常認為，這些直觀僅藉由比較

而在一項判斷中被聯結起來；而是除非在由直觀抽取出來的概念之外，再加

上一個純粹的知性概念，而那些概念被涵攝於其下，並且就這樣在一項客觀

有效的判斷中被聯結起來，否則這些綜合判斷將是不可能的。36 

康德也說，如果判斷只在比較直觀之後建立起聯結關係，這是一種邏輯聯結

(logische Verknüpfung)，因而是一種知覺判斷。如果我們為這邏輯聯結加上範疇，

則這聯結就成為一個綜合的聯結，因而是一個經驗底判斷。37 由此可以看出，

一個經驗性的判斷（亦即，綜合判斷）必然包含比較與聯結這兩個邏輯步驟。 

知性的聯結活動是一個下判斷的活動，這個活動會涉及範疇的運用。但是，

在這個下判斷的聯結活動之前，反思必須預先完成表象的比較工作，對直觀進行

客觀的比較(KrV A269/B325)。38 因此，從一個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之形成而言，

反思的比較活動在邏輯順序上是先於綜合聯結的活動，因為反思的功能是提供表

象之比較一個客觀的根據，並且藉由比較規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然而，如果

認知主體試圖去尋找一個錯誤認知的根源，那麼反思的比較活動在邏輯順序上是

在一個判斷形成之後。藉由比較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根源之間的關係，反思能夠

揭發一個錯誤判斷是源自於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這種混淆即一種幻相）。

由此可知，反思的比較活動非常複雜，它涉及幾個不同層次的心靈活動。 

康德試圖指出，反思根據四組反思概念進行比較時，必須先分辨出被用於比

較的表象究竟是直觀，還是概念。萊布尼茲在進行表象之比較時，沒有區分直觀

 
34 請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6。 
35 同上註，§22, Ak. 4: 304。 
36 同上註，§20, Ak. 4: 301；§21a, Ak. 4: 304。 
37 同上註，§21a, Ak. 4: 304；§22, Ak. 4: 305。 
38 這一觀點源自 Malter 的啟發。Malter 認為，〈歧義篇章〉要探究的是一個先天綜合判斷之形成

(Bildung)所需要的前條件(Vorbedingung)。相較之下，〈先驗感性論〉與〈先驗分析論〉探究的是

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Möglichkeit)。至於「前條件」與「可能性」有何實質性的差別，Malter

並沒有進一步說明。請參閱 Malter, "Logisch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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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概念，而是一律將它們都視為概念（因為萊布尼茲將現象都智性化了）。這導

致他所建構起來的經驗世界無法解釋許多自然現象。康德認為，直觀與概念在本

質上與根源上是有分別的。當我們在運用反思概念進行比較時，會發現表象在感

性中的關係不同於它們在知性中的關係。這兩種關係是不能被混淆的。因此，我

們必須預先區分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才能進行客觀的比較。若沒有客觀

的比較，我們會輕易地將概念的邏輯關係誤認為是對象的實在關係，或者是誤將

對象的實在關係理解為概念的邏輯關係。39 由此可知，反思的比較活動依然需

要有一個批判，以免產生錯誤的混淆。 

這個批判的任務只能由先驗反思來完成。只有透過先驗反思，我們才能分辨

一個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根源之關係，以確定它是源自於感性的直觀，還是源自

於知性的概念。康德認為，感性與知性的區分是「先驗的」，而不是「邏輯的」，

因為這涉及認知的起源與內容(KrV A44/B61f.)。若只考慮認知的形式，而不考慮

表象的起源與內容，我們無法確定一個表象是源自於何種心靈能力。因此，我們

需要從「認知方式(Erkenntnisart)」來考慮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而這是一種「先

驗的」考慮(KrV A11/B80)。此外，不僅感性與知性的區分是先驗的，甚至所有

心靈能力的區分都是先驗的。 

對康德而言，各種心靈能力的先驗區分是奠基於先驗反思之上。根據這先驗

區分，感性與知性（還包括其他的心靈能力）是兩個彼此無法被相互約化的心靈

能力，它們在本性上、根源上都不同。因此，感性與知性必然擁有各自的運作方

式，同時也擁有各自不同的運作原理。倘若感性與知性沒有任何本性上、根源上

的區分（一如萊布尼茲所主張的），則我們也無法有效地區分出它們的運作方式

與原理之差異。換言之，一旦我們確定感性與知性是兩種不同的認知能力，這也

意謂感性與知性所產生的表象擁有不同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並且不能跨越各

自的界限。40 其他的心靈能力亦是如此。本文認為，對心靈能力的範圍與界限

之畫定同時也提供了認知主體一個規範的可能性根據，以指出何種認知是有效的，

何種認知是無效的。本文將嘗試證明，這是透過先驗反思來完成的。 

在傳統的解釋模式中，當意識折返並指向自身時，它所察覺到的都是既有的、

已存在的事實，包括表象、認知能力等等。41 我們大可採取這種解釋模式來詮

釋康德的先驗反思。它依然能夠確定這些表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所屬的

心靈根源，而不進一步規定對象的概念。然而，傳統的解釋模式只是描述性的，

因而是經驗性的，這會讓康德的反思理論與其他哲學沒有分別。 

然而，本文認為，康德的反思理論走得比傳統哲學更遠。康德的先驗反思之

所以是「先驗的」，是因為它先天地為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提供一種規範性的根

 
39 請參閱 Refl. 5552, Ak. 18: 218-9。 
40 請參閱 Dieter Henrich, "Kant's Notion of a Deduct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Critique," in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s: the Three Critiques and the Opus Postumum, ed. 

Eckart För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2。 
41 關於這一點，Wagner 認為兩個具代表性的哲學家是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與

洛克。請參閱 Wagner, "Reflexion," p. 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6 

 

據。這種規範性的意涵才能解釋，何以先驗反思能夠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

根源，同時規定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先驗反思作為一種意識折返的能力，

並不涉及實際的經驗認知，而是先天地為表象之比較提供正確的、客觀的規定。

若沒有先驗反思去規定表象的心靈根源，我們無法完成客觀的比較。也只有完成

了客觀的比較，我們才能為下一階段的聯結工作做好準備。因此，「一切判斷…

都需要一個反思」(KrV A261/B317)。 

本文希望從以上簡短的分析指出，反思的必要性不會與批判哲學內部的其他

部分產生衝突，而是系統地連結在一起的。康德在〈先驗分析論〉的正文中指出，

直觀與概念是對象認知的兩個主要的先天形式條件。在方法論上，主體是透過反

思意識到這些先天的形式條件。就反思能力的「先驗的」特質而言，〈歧義篇章〉

所隱含的是一種規範性的奠基工作：正確地規定對象認知的先天形式條件、它們

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同時也能揭發錯誤認知的根源。 

因此，為了能夠闡明並開展康德的反思理論在認知中的規範性意涵，本文將

畫分為四個主要章節： 

第二章將重新檢視康德在〈歧義篇章〉中對洛克與萊布尼茲的一個基本評斷：

「萊布尼茲使諸現象智性化了，正如洛克…將這些知性概念全都感性化…」(KrV 

A271/B327)。雖然〈歧義篇章〉中沒有對洛克提出系統性的批判，但是他所犯下

的錯誤涉及感性與反思的本質。因此，本章將試圖回顧洛克的經驗理論是如何解

釋觀念的起源，以及康德的批評。儘管〈歧義篇章〉大部分的內容是在批評萊布

尼茲，但本章無意針對這批評作深入的分析。相反的，本章試圖分析萊布尼茲的

單子論如何曲解知覺與觀念的本質，以致將直觀與概念理解為清晰與模糊的邏輯

差異。透過對兩位哲學家的分析，我們將會發現：康德對洛克與萊布尼茲的批判

其實是奠立在感性與知性的區分之上。這是康德與兩位哲學家最大的不同之處。 

第三章將討論康德對直觀與概念、知性與感性的區分。基本上，這個區分決

定了批判哲學的基本面貌，同時也是先驗反思的立論根據。批判哲學首要關注的

是感性和知性的先天形式條件，以確定可能經驗的範圍與界限。或許康德會把這

一區分當成是一個人類認知的事實。但是，對於如何區分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

性，我們依然可以獲得重要的啟發。如果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的區分是不成

功的，那麼康德對兩位哲學家的批判也隨之無效。與此同時，康德有關客觀的比

較與先驗反思的主張也變成無關緊要。本章將指出，康德對直觀與概念、感性與

知性的區分隱含了一種多重認知能力的哲學體系。人類理性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

體，其中的每一種心靈能力都能夠相互協調地運作，以產生特定的認知。瞭解這

一哲學意涵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批判哲學的整體面貌。 

第四章則要處理反思概念與反思能力。如果我們要闡明反思概念是如何系統

地關聯到批判哲學的其他部分，我們必須釐清反思概念的本質。反思概念本質上

也是一種源自於知性的純粹概念。因此，本章將關注反思概念與範疇之間的差異

與功能，以免混淆兩者。本章的另外一部分則處理康德的反思能力。由於康德並

沒有一套完整且系統性的反思理論，所以我們很難掌握他所理解的反思能力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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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然而，對於本章所要關注的經驗底判斷，我們已有足夠的內容去分析反思活

動在經驗認知中所發揮的作用。這裡主要關注三種不同意義的反思：知性作為一

種反思能力、邏輯反思、先驗反思。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系統性連結，以關聯到

經驗認知。本章將指出，先驗反思是認知的規範性根源。它能夠正確地規定表象

與其所屬的認知能力的關係、表象之間的客觀關係的比較以及表象運用的有效性

範圍。這也突顯了先驗反思在批判哲學之中的特殊地位，同時也證成了理性是一

種能夠自我批判的能力。 

第五章將利用先驗反思的規範性意涵，重新理解康德對於萊布尼茲的批判。

對康德而言，對一個主張的駁斥(Widerlegung)就是指出這個主張錯誤的根源。而

任何錯誤的根源都與幻相有關，它導致一個判斷之中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

淆。本章將指出，判斷之中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事實上涉及了表象的根源問題。

只有察明了這些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是什麼，我們才能夠進一步指出它們是否有

混淆。只有透過先驗反思，主體才能確定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為何，並揭

發錯誤的根源。這種批判哲學意義下的駁斥不僅適用於〈歧義篇章〉中對萊布尼

茲的駁斥，而且也適用於〈先驗辯證論〉之中對傳統形上學的駁斥。因為先驗反

思能察覺到，先驗幻相是源自於理性自身的本性，它是由於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

觀根據的混淆所導致的。 

第六章則總結前面幾章的分析，並回顧一個康德學者常會提出的疑問：〈歧

義篇章〉在《純粹理性批判》之中具有什麼樣的系統性地位？我們可以從本章的

文獻回顧發現，二百多年以來，學者對於如何看待〈歧義篇章〉與其他章節（尤

其是〈先驗分析論〉與〈先驗辯證論〉）之間的系統性關係，並沒有一個共識。

一方面是因為，〈歧義篇章〉的大部分內容是在批評萊布尼茲；另一方面則是因

為，我們無法掌握康德的反思理論的全貌。由於《純粹理性批判》所關注的問題

是人類認知能力的範圍與界限，所以本論文嘗試從認知的活動著手分析反思的功

能與作用。如果反思能夠為認知提供規範性的根據，則我們可以確定：〈歧義篇

章〉不僅補足了〈先驗分析論〉正文中沒有深入討論的問題──對象認知的規範

性根源的問題，而且也闡明了〈先驗辯證論〉中的各種錯誤與幻相是如何被揭發

的。就此而言，〈歧義篇章〉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章節。 

透過這一系列的分析，本研究希望能夠釐清一些存在於反思能力中的基本問

題，以及這種人類的特殊能力在經驗認知中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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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洛克與萊布尼茲 

如果每一部哲學著作都有一位潜在的哲學家作為其思想對話的對象，那麼

《純粹理性批判》的對象就是萊布尼茲。康德認為，「《純粹理性批判》或許是在

為萊布尼茲真正的辯護」。1 但是，〈歧義篇章〉看似並非如此，因為康德對萊布

尼茲進行了系統性的批判。除了萊布尼茲之外，〈歧義篇章〉還有另一個思想對

話的對象──洛克，而這一點一直被我們所忽略。2 

如果要整體地考察康德與洛克和萊布尼茲的不同，這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

們的哲學預設與方法論都不同。3 因此，本文只能針對其中一些重要的面向作討

論。康德在〈歧義篇章〉的附釋中對洛克與萊布尼茲哲學作了總體的評斷。這個

總評指出，從先驗正位論的觀點而言，洛克與萊布尼茲將直觀與概念指派到錯誤

的心靈位置，卻又無法察覺到這個先驗場所上的錯置。康德寫道： 

總之，萊布尼茲使諸現象智性化了，正如洛克按照某種理性發生論(Noogonie)

體系…將這些知性概念全都感性化了一樣，也就是把它們打扮成不過是經驗

性的或者被分離出來的反思概念 (abgesonderte Reflexionsbegriffe)。 (KrV 

A271/B327) 

感性與知性在心靈中處在不同的位置，分別產生兩種異質的表象──直觀與概念。

洛克與萊布尼茲卻混淆了這兩種認知能力的本質，以致現象（作為感性直觀中的

對象）與知性概念都遭到嚴重的扭曲。總評之後則是一個理由的解釋： 

這兩位偉人不是在知性和感性中尋找表象的兩個完全不同的、但只有在聯結 

 
1 請參閱 Entdeckung, Ak. 8: 250。Gottfried Martin 嘗試從這一個角度重新詮釋《純粹理性批判》，

以解釋《純粹理性批判》在什麼意義下是在為萊布尼茲哲學作辯護。請參閱 Gottfried Martin, Kant's 

Metaphysics and Theory of Scienc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4)。 
2 Broecken 認為，〈歧義篇章〉主要是批評萊布尼茲哲學，但談到洛克哲學的並不多，其理由是：

康德認為萊布尼茲在《人類知性新論》中對洛克哲學提出了根本的批評，而康德認為這些批評大

部分是成立的。然而，這並不意謂萊布尼茲哲學沒有任何問題。這解釋了為何康德在〈歧義篇章〉

主要是批評萊布尼茲哲學，而忽略了洛克哲學。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26-30。 
3 關於萊布尼茲與康德的哲學預設之不同，Gottfried Martin 認為，萊布尼茲是從神學存有論

(theologico-ontological)的角度來考慮單子的問題，而康德的批判哲學則對這種神學存有論的預設

採取否定的態度，因為它不符合人類認知的特性。Klaus Erich Kaehler 認為，萊布尼茲是以上帝

的無限理性(unendliche Vernunft)作為根據，而康德則是以人類的有限理性作為哲學探究的根據。

Henry E. Allison 認為，萊布尼茲的哲學是以神為中心的模式(theocentric model)來討論認知的問題

（上帝擁有純粹理智的認知，而人類只有模糊的認知。除此之外，洛克的哲學其實也採取與萊布

尼茲相同的模式。請參閱 Martin, Kant's Metaphysics and Theory of Science, pp. 7-8；Klaus Erich 

Kaehler, "Systematische Voraussetzungen der Leibniz-Kritik Kants im 'Amphibolie-Kapitel'," in Akten 

des 5. Internationalen Kant-Kongresses, ed. Gerhard Funke (Bonn: Bouvier Verlag, 1981), p. 418；

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3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9 

 

(Verknüpfung)中才能對事物作客觀有效的判斷的來源，而是每一位都只堅持

兩個來源中的一個，這個來源在他們看來是直接與物自身相關的，然而另一

個來源所做的則只不過是指前一個來源的表象加以混淆(zu verwirren)或整

理(zu ordnen)而已。(ibid.) 

簡而言之，洛克與萊布尼茲沒有把感性與知性的綜合聯結視為判斷的客觀有效性

來源，而是在表象彼此之間的單純比較中尋找這客觀有效性的來源。相反的，康

德則嚴格區分比較與聯結的不同，而〈歧義篇章〉指出，判斷的客觀有效性不是

由表象之間的單純比較所給出的。如果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則我們有可能

會產生錯誤的判斷。基本上，洛克和萊布尼茲犯了三個明顯的共同錯誤： 

(a) 他們沒有正確地將感性與知性視為兩種異質的心靈能力，同時也沒有正

確地規定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 

(b) 他們沒有察覺到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是建立在知性與感性的聯結上（他

們以為，表象之間的單純比較可以產生客觀有效的認知）； 

(c) 他們混淆了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別。 

基本上，這三點是息息相關的，而(b)和(c)的錯誤都可以歸源於(a)。4 洛克與萊

布尼茲沒有正確地瞭解到感性與知性的本質。洛克認為，當感覺受到對象的觸動

後，會產生觀念；萊布尼茲則認為，單子內部的知覺因為感性的關係才變得模糊。

兩位哲學家都認為，感性能力所給與的是物自身的性質，知性只不過是對這些物

自身的內容加以整理或分析，就能形成有關對象的認知。康德認為，如果我們正

確區分感性和知性本質上的不同，就會發現人類的感性能力只能表象現象。知性

能力也並非如兩位哲學家所認為的，能夠把握對象的內在本質，獲得有關物自身

的認知。相反的，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區分感性與知性，並正確地規定它們所產生

的表象的有效運用範圍，則我們就不會混淆現象與物自身。 

另一方面，康德的「反思」概念有兩個思想源流：洛克與萊布尼茲（以及吳

爾夫學派）。5 洛克與萊布尼茲皆認為，反思能力也參與了對象認知的過程。但

是，洛克與萊布尼茲對於反思的理解南轅北轍。對洛克而言，反思是心靈的一種

 
4 關於這三點之間的邏輯關係，Heinz-Jürgen Hess 認為，萊布尼茲的錯誤歸結為現象與物自身的

混淆。Markus Willaschek 則認為，萊布尼茲最根本的錯誤在於誤解了人類感性能力的本質，以為

它可以表象物自身的性質。因此，萊布尼茲混淆現象與物自身只不過是上述根本錯誤所導致的一

個結果。而 Erich Watkins 也認為，萊布尼茲的錯誤歸結為對感性與知性的本性的誤解。本文認

為，Willaschek 與 Watkins 的詮釋才是正確的，因為，感性與知性的區分比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

來得更基本。對批判哲學而言，只有當我們確立了感性與知性的分別，以及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

我們才確定人類的感性能力只能表象現象，而永遠無法表象物自身。請參閱 Hess, "Zu Kants 

Leibniz-Kritik in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p. 214, 17 ； Willaschek, 

"Phaenomena/Noumena und die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346；Eric Watkins, "Kant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i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 Critical 

Guide, ed. James R. O'Sh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9。 
5 請參閱Max Liedtke, "Der Begriff der Reflexion bei Kant,"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48 

(1966),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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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省能力，它能折返轉向自身，並以自己作為觀察的對象。反思為知性帶來有關

心靈運作的觀念，以便知性能將這些觀念比較與結合成客觀有效的判斷。對萊布

尼茲而言，反思則是一種對表象內容的意識，以獲得清晰的認知。藉由反思，我

們可以直接確定兩個表象之間的關係，並形成客觀有效的認知。儘管康德的「反

思」保留洛克與萊布尼茲的部分想法，但是康德同時也批評，他們的哲學缺少了

先驗反思，以致沒有瞭解到感性和知性的根本差異，以及它們所產生的表象的有

效運用範圍不同。因此，回顧洛克與萊布尼茲的「反思」概念依然是有意義的。 

我們可以說，感性和知性的區分以及「反思」概念的理解基本上奠定了三位

哲學家彼此之間的差異。感性和知性的區分不只是康德批判洛克與萊布尼茲的立

論根據，同時也引導我們進一步從反思的角度來考慮人類認知的有效性問題。本

章將從上述的總評來分析洛克與萊布尼茲的哲學，並指出洛克與萊布尼茲是如何

誤解了感性和知性的本質（尤其是感性），以及他們對於反思能力的理解為何是

不正確的。本章將畫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節討論洛克哲學是如何把知性概念感性

化。這涉及他的經驗理論是如何把所有觀念都還原至知覺中的簡單觀念，同時把

反思理解為一種被動的能力。第二節則討論萊布尼茲哲學如何把現象（直觀）都

智性化。這涉及他的單子論是如何將直觀與概念的差異理解為邏輯程度上的差別，

同時將反思理解為一種對知覺內容的分析與比較的活動。 

第一節 洛克感性化了知性概念 

康德認為，洛克的《人類知性論》只處理了「認知的內容以及概念的起源」。
6 這是一種「人類知性的自然學(Physiologie)」(KrV AIX)的研究。知性的自然學

所做的，就是去「追踪我們的認知能力，以便讓個別知覺上昇到普遍概念」(KrV 

A86/B118-9)。康德指出，洛克： 

…在經驗中碰到了知性的純粹概念，他就把這些概念也從經驗中推導出來，

但卻又做得如此不一貫，竟敢憑藉它們去冒險嘗試遠遠超出一切經驗界限的

認知。(KrV B127)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我們所有的認知的確都是從經驗活動開始的。但是，「…

它們卻並不因此就都是從經驗中發源的」(KrV B1, A86/B118)。因為，這當中可

能有些東西是先天被給與的，它完全不依賴於任何經驗活動，也不是從經驗中抽

離出來的。但是，洛克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以致他把一切概念都感性化了。 

本節將從三個面向指出，洛克是如何把概念都感性化。首先，洛克認為所有

的認知都是由最基本的簡單觀念(simple idea)所構成的，而所有簡單觀念都源自

於感覺。此外，洛克還區分了對象的初性(primary qualities)與次性(secondary 

qualities)，它們符應心靈中的簡單觀念。其次，洛克的反思是一種內省的活動，

 
6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21；Refl. 4866, Ak. 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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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只是一種被動的內感官的能力。因此，反思僅僅是一種提供簡單觀念的來源

之一。最後，知性能產生各種不同的複合觀念(complex idea)。然而，其素材依然

是源自於經驗的各種簡單觀念。不論複合觀念再怎麼抽象或普遍，它在根源上依

然是感性的表象。因此，康德認為，洛克哲學無法解釋先天認知如何可能。 

a. 一切觀念源自感覺 

洛克的基本主張是，心靈之中的各種觀念若不是源於知覺(perception)，就是

從知覺中抽離出來並加以整理而成的。一切觀念都源於當下正在進行的知覺活動

或者源自知覺活動結束之後的記憶，沒有任何一個觀念是在經驗發生以前就存在

的。因此，不存在任何先天或天生的觀念。即使是抽象和普遍的觀念，它們也是

取自經驗中的素材。如果我們想要探究各種觀念的形成以及知性如何運用這些觀

念建立起知識，我們需要回溯這些觀念的起源，以及心靈是如何獲得這些觀念的。

洛克認為，這樣一種探索知識起源的研究不是要去研究心靈的物理條件、身體的

運動或者是感覺器官的運作。他的目的是去探究人類認知的起源(origin)、確定性

(certainty)、範圍(extent)。7 

洛克認為，人類的心靈在出生時猶如一張白紙(white paper)，不帶有任何觀

念。因而，心靈也可以被喻為一個空的櫥櫃(empty cabinet)或者是黑暗的房間(dark 

room)。8 凡舉一切出現在心靈思想活動中的意識內容，皆統稱為「觀念(idea)」。

那麼，心靈是如何獲得這些觀念的？洛克認為，這只能透過我們的經驗，亦即，

知覺活動。 

根據洛克，人類只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覺來源：感覺(sensation)與反思

(reflection)。9 當感覺器官受到外在事物的觸動，會在心靈之中產生相應的觀念。

由於我們擁有五種不同的感覺器官（視覺、觸覺、聽覺、味覺、嗅覺），當一個

外在事物觸動到不同的感覺器官，就會產生不同類型的感覺性質 (sensible 

qualities)。10 除此之外，當我們不再關注外在事物，而轉向心靈的內在活動時，

我們會獲得不同的觀念。這種注視心靈各種內在活動的方式就是反思。這些心靈

活動包括知覺(perception)、相信(believing)、推論(reasoning)、意願(willing)等等。
11 反思不同於感覺，它所關注的是心靈活動本身。然而，心靈的內在活動無法

觸動到我們的感官，它們法透過感官被給與，因此反思提供觀念的方式不同於感

覺。 

一個外在的物理對象擁有各種不同的性質，而且這些性質是「如此統一且交

 
7 請參閱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5), Bk. I, Chap. I, §2, p. 1。 
8 同上註，Bk. I, Chap. II, §15, p. 17；Chap. I, §2, p. 59；Chap. XI, §17, p. 107。 
9 同上註，Bk. II, Chap. I, §5, pp. 60-1；Chap. VIII, §3, p. 109。 
10 同上註，Bk. II, Chap. I, §3, p. 60。 
11 同上註，Bk. II, Chap. I, §4,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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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united and blended)在一起，以致彼此不分離且沒有距離」。12 乍看之下，這些

性質透過感官所產生的觀念應該也是複合的。但是，洛克認為，它們烙印在心靈

中的都是簡單的(simple)，不混雜的(unmixed)，因而是清晰的觀念。這是因為，

當我們在觀察同一個事物時，我們的五種感官媒介同時會接受事物的不同性質。

視覺只能感覺到事物的顏色與形狀，觸覺只能感覺到物體的硬度，嗅覺只能感覺

到物體的味道等等。因此，事物的性質已經被不同的感官媒介所分離，因而所產

生的觀念是簡單的，我們絕不會混淆它們。同樣的，經由反思所獲得的觀念也是

簡單的且清晰的。我們能夠區分各種不同的心靈運作而不會產生任何混淆。因此，

一切由感覺與反思所產生的觀念都是簡單的，並且在這意義下是清晰的。 

洛克認為，所有簡單觀念都是源自事物自身的觸動。它們如實地反映了事物

的本質，同時也在我們的心靈之中（透過感性與反思）產生各種不同的簡單觀念。

這些簡單觀念是一切認知的素材。而知性則能夠重覆(repeat)、比較(compare)、

統合(unite)這些素材，形成各種不同的複合觀念。然而，知性可以發明各種不同

複合觀念，卻不能發明任何簡單觀念，同時也不能夠破壞它們。13 知性雖然是

一種主動的能力，但是它並沒有任何天生的觀念與先天概念。知性所能運用的觀

念都是感覺所給與的。 

同一個東西，在心靈之中被視為觀念，在事物之中則被視為性質。簡單觀念

與對象性質之間有一種符應關係，這些性質為觀念提供了實在的根據。而對象的

性質可以分為初性與次性。14 洛克認為，物體的初性不僅符應於觀念，而且它

們是真實地存在於物體身上。因此，物體的初性與觀念是相似的(resemblances)。

例如，我們的感官所獲得的長度與形狀相關的觀念確實是存在於物體身上的性質。

相反的，物體的次性並不存於對象自身中，而是物體的力量對我們的感官所產生

的影響。因此，我們有關顏色與溫度等等的觀念不是實際存在於物體身上的性質。

對於初性，不同的人都會獲得相同的觀念，因為這些性質是物體真實的性質。即

使沒有人知覺到這些初性，它們依然存在於物體身上。但是物體的次性則會因不

同的人或不同的條件而會有質感上的不同樣，因為這些性質都不是物體真實的性

質。諸如物體的顏色與溫度等等的性質，會因為外在條件或者感官的變化而呈現

不同的質感。洛克舉的一個例子是我們對火的溫度所產生的觀念：當我們與火保

持一段距離時，我們會感受到溫暖；當我們越靠近火時，我們就會感受到熾烈的

痛楚。火的溫度被視為一種次性，而溫曖與痛卻是兩種不同的簡單觀念。 

康德認為，洛克的初性與次性的區分並不正確。因為人們很容易就認為：當

初性被視為涉及事物固有的性質時，這就是物自身；當次性被視為涉及主體偶然

狀態下所產生的表象時，這就是現象。然而，初性與次性並不能正確地解釋現象

與物自身的本質差異，因為這種解釋依然是經驗性的，而不是先驗的 (KrV 

A45/B62)。康德認為，我們對於物自身一無所知，所謂的初性並不是事物自身固

 
12 同上註，Bk. II, Chap. II, §1, p. 70。 
13 同上註，Bk. II, Chap. II, §2, p. 71；Chap. XII, §2, p. 108。 
14 同上註，Bk. II, Chap. VIII, §§7-26, pp. 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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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性質。洛克的解釋會讓人誤以為，物自身的性質是可知的。事實上，我們應

該將初性與次性一概都歸為現象。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序論》如此解釋： 

我們能不損及外在事物之實際存在而談到其諸多述詞，說它們不屬於這些事

物自身，而僅屬於其現象，並且在我們的表象之外並無自身的存在；這是早

在洛克底時代以前許久，但主要是在其後，已經普遍被接受和承認的事情。

溫度、顏色、味道等均屬於這類述詞。但是基於重要的理由，除了這些性質

之外，我還將物體之其餘性質，即人們稱為「原初的」性質者，如擴延、位

置和──總而言之──空間及所有繫屬於它的東西（不可穿透性或物質性、

形狀等）也視為純然的現象。15 

所謂「重要的理由」指的是，我們應該從「先驗的」角度去考慮表象與對象之間

的關係，如此，我們將不會再把洛克的初性視為物自身的性質。從先驗的角度而

言，表象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只能透過感性與感性直觀來解釋，「我們在一切情況

下所可能完全認知的畢竟只是我們直觀的方式，即我們的感性」(KrV A43/B60)。

一切直觀（先天的或經驗的）都只不過是透過感性能力所給與的表象。因此，當

我們抽離一切主體的構成條件，現象，空間與時間也將不存在(KrV A44/B62)。 

從認知主體的面向而言，當事物透過感性被給與之後，它們的性質在本質上

都被表象為感性的直觀。我們沒有進一步的理由去主張，所謂的初性就是事物所

固有的，而次性不是。因為，一切事物的性質（無論是初性還是次初）在透過主

體的變形(Modifikation)之後，最終都只能被視為現象，而不能被視為事物自身的

固有性質。因此，從先驗哲學的角度而言，形狀、擴延等性質是我們透過感性直

觀賦予對象的，而不是由對象烙印在我們心靈的。我們永遠無法越過感性能力，

直接去直觀一個對象，以獲得事物自身的性質。就此而言，物自身始終只是一種

先驗的客體（=X），而我們對這個先驗的客體一無所知(KrV A46/B63)。 

儘管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序論》中將現象類比於洛克的次性，但是現象的意

涵不能完全等同於次性。洛克所理解的次性是一種事物作用於感性能力的力量

(power)，進而在認知主體中產生特定的知覺內容。因此它在不同的認知主體或

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會有產生不同的觀念。如果康德也是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現象，

這至少會產生兩個問題。首先，按照《純粹理性批判》，康德會同意，當現象所

指涉的是諸如顏色、溫度、味道等等的感覺(Empfindung)，這些感覺的確會因為

認知主體的變形而不同。但是，這種洛克式的理解只是一種經驗觀點下的解釋，

同時也是一種日常的理解方式(KrV A29/B45)。而這種觀點會產生一個問題：空

 
15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 Ak. 4: 289。──這是一個常被康德學者討論的段落。康德將

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與洛克的初性與次性的區分作對比。本文並無意深入去討論這樣的類比是否

恰當的問題。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序論》所要強調的是，人們都會同意顏色是一種次性，它不是

物自身的性質。但沒有人會因此說，如此主張就是一種觀念論，即觀念之外無物存在。同樣的，

如果我們進一步主張，包括初性在內的所有性質也都不是物自身的性質，我們也不能因此說，這

就是一種觀念論。因為，這些性質依然是受到對象的觸動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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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存在一個物自身，它對不同的認知主體會產生不同的現象內容，不同的人對

於同一個事物會有不同的現象內容。顯然，康德的先驗觀念論不會主張，物自身

是某種存在於空間之中的對象。其次，如果康德完全採用洛克式的觀點來理解現

象的意涵，這將無法解釋「現象的形式(Form der Erscheinung)」（亦即，空間與

時間）如何可能作為感性直觀的形式條件，並且是先於一切實際現象的先天條件

(KrV A26ff./B42ff.)。按照洛克的理解，空間與時間是某種從現象中抽離出來的東

西，而不是先天形式。其最終的結果是，沒有任何先天認知（包括空間、時間、

因果關係等等）是可能的，一切認知之根據只能透過經驗來解釋。16 

歸根究柢，洛克的初性與次性被視為感覺，但感覺沒有預設形式與質料的區

分。相反的，康德在談論現象時，預設了形式與質料的區分。就此而言，感覺只

是現象的質料，但不是形式(KrV A20/B34, A42/B59-60)。諸如顏色、溫度、味道

等等都是感覺，它們完全奠基於人類感官的變形上，因而是偶然的與個別的，而

不可能是先天的(KrV A28-9)。相反的，空間與時間才是使得現象成為可能的先天

形式條件。總而言之，康德的現象不能完全等同於洛克的次性。 

為了避免產生上述兩種可能的誤解，康德認為，我們必須從先驗的意涵來理

解空間中的現象(KrV A30/B45)。在先驗的觀點下，一切現象都以空間和時間作

為它們的形式條件。就此而言，這些形式條件是先天被給與的，但是質料只能在

感官受到對象的觸動之後才能被給與，因而只能是後天的。當主體產生特定的感

覺時，這也意謂實際存在與之相符應的某物(KrV A50/B74)。但是，這並不表示

主體的感性能力可以直接表象這個某物，而只是說，感性能力能夠表象它所顯現

的，亦即，一種現象。因此，在先驗的觀點下，現象只能是一種奠基於認知主體

的對象，它不是某種完全主觀的（這是想像或幻相）、也不是某種完全獨立於主

體的對象（這是物自身）。如果我們將認知主體的感性能力抽離，現象也將不存

在。與此同時，空間與時間作為現象的形式，是無法表象任何物自身的。物自身

不是某種存在於空間與時間中的對象。藉由先驗意涵的現象，康德希望能夠澄清

洛克的次性所可能產生的誤解。 

此外，如果康德的現象與洛克的次性沒有本質上的區分，並且所有的初性皆

可以被化約至次性，那麼這將無異於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的觀念

論。而這也是一個對康德最常見的誤解。17 事實上，柏克萊的觀念論取消了外

在物質世界的存在，因為我們無法證明它的存在，存在即是被知覺 (esse est 

percipi)。相反的，康德認為，在心靈之外還有一個獨立存在的外在世界，儘管

我們對它的內在規定一無所知。我們只能透過感性能力直觀外在世界，但是，感

性能力造就了我們只能獲得現象，而無法獲得任何有關物自身的性質。康德認為，

 
16 請參閱 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Vol. 1, pp. 494-5。 
17 與康德同時代的加爾維(Christian Garve, 1742-1798)和費德爾(Johann Feder, 1740-1821)就將康

德理解為一種柏克萊式的觀念論。請參閱 Johan Feder and Christian Garve, "Göttingen Review," in 

Kant's Early Critics: The Empiricist Critique of the Theoretical Philosophy, ed. Brigitte Sass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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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是某種「真實的被給與者(wirklich Gegebenes)」，它只能奠基於主體與對象

之間的關係，而物自身完全不與主體的感性能力產生任何關係(KrV B69)。據此，

現象與物自身是不同的。當現象透過感性被給與我們時，我們的感性同時也承認

物自身的存在。在離開了感性能力之後，我們將一無所知。因此，當康德將事物

的初性與次性一概都視為現象時，他並沒有同時取消一個外在世界的存在。 

我們可以將康德的看法歸結為以下兩點： 

(1) 康德將現象類比於洛克的次性，但它們絕對不是嚴格意義下等同的。洛克對

初性與次性的區分是經驗性的，而這樣的區分預設我們可以認識到物自身，

並且預設物自身就存在於空間與時間之中。而這樣的觀點無法解釋先天認知

是如何可能的。相反的，康德對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是先驗的，並且我們必

須從先驗的角度來理解現象的認知意涵。基本上，一切現象都是對象觸動主

體的感官而產生的，而主體的感官能力無法表象任何物自身的性質。與此同

時，一切現象都以空間和時間作為它們的先天形式條件；若沒有空間與時間，

現象也就無法被給與。換言之，物自身不可能存在於空間與時間之中。就此

而言，康德的現象絕對不能等同於洛克的次性。 

(2) 初性不僅無法表象任何物自身的性質，而且它與次性一概都被歸為現象，但

這並不等同於柏克萊的觀念論，取消獨立存在的外在世界。當感性直觀被給

與時，或主體的感官產生特定的感覺時，這只意謂有某個實際存在的對象與

之相符應，只是我們對它自身的性質一無所知。因此，這並不取消外在世界

的存在。康德把獨立於認知主體的外在世界理解為物自身，它是現象的客觀

基礎，但是對我們卻是不可知的。由於現象本身的存在就是物自身存在的證

明，所以現象永遠不會是幻相。 

總而言之，康德同意洛克，一切認知都從經驗活動開始，感性只接受對象的

觸動，並提供我們所需的素材。然而，康德不認為，這些素材當中有包括任何物

自身的性質。人類的感性能力只能表象事物所給與的現象（它們包括了事物的初

性與次性），但絕非物自身。這是人類感性能力的最大特徵。 

b. （經驗的）反思是被動的 

《人類知性論》中「反思」的意涵完全不同於康德的「反思」，因為洛克將

反思理解為一種被動接受觸動以獲得觀念的觀察方式。洛克只承認一種反思，即

心靈轉向自身的活動，藉此獲得有關心靈活動的簡單觀念。18 因此，反思是一

種內省的活動，它完全與感覺無關。當感官受到一個外在對象(external object)觸

動後，在心靈中產生相應的簡單觀念，洛克稱之為「外感官(external sense)」。相

反的，反思不關注外在對象，而是轉向心靈自身的各種內在運作 (internal 

 
18 請參閱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k. II, Chap. I, §4,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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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並產生相應的觀念，洛克稱之為「內感官(internal sense)」。19 

儘管洛克將反思與感覺區隔於知性，但他並沒有進一步闡明感覺與反思的本

質為何。洛克不會說，反思是一種「運作(operation)」、「力量(power)」、「能力

(ability)」、「機能(faculty)」、「行動(actions)」等等。這些概念都是用來描述心靈

的主動性的。但他使用了幾種不同的概念描述感覺與反思：「觀察(observation)」、

「泉源(fountain)」、「來源(source)」、「方式(way)」，這顯然並不能準確地界定感覺

與反思的本質。20 這使得洛克的「反思」更加隱晦，這裡只作幾點澄清。 

首先，反思具備某種程度的專注力，但是這並不表示反思就主動的。當心靈

「注意(notice)」到自身的內在行動時，心靈也能獲得有關內在行動的觀念，如

同它注意到外在事物一樣。21 因此，專注力在這裡是一種單純的意向性活動，

它並沒有蘊涵更多的主動性意涵。換言之，反思不是一種主動的能力。 

前面已經指出，感覺與反思所觀察的對象不同。反思的對象不是外在的事物，

也不是那些經由感覺所產生的觀念，而是心靈的各種行動，例如：記憶、辨別、

判斷、推論等等。心靈的行動可分為兩大類：知覺與意願(volition)。我們是透過

反思獲得這兩類有關心靈行動的觀念。知覺的能力(power)又被稱為「知性

(understanding)」；意願的能力又被稱為「意志(will)」。22 如果心靈沒有在進行任

何與知覺和意願相關的活動，反思無法從中獲得任何觀念。因此，反思之所以能

夠運作，是因為心靈已經預先透過感覺獲得有關外在事物的觀念。 

我們依然可以從感覺的一些特性推斷出反思的特性，以證明洛克的「反思」

是被動的。反思與感覺屬於知覺活動的一部分，但不屬於知性。按照這一理解，

感覺與反思產生觀念的方式是一樣的，只是觀察的對象不同。在知覺活動中，當

心靈觀察外在的對象時，對象觸動到各種不同的感官，並產生觀念，最後再由知

性處理。在這意義下，感官只是被動地接受對象的觸動，對象給與什麼樣的內容，

感官就會產生相應的內容，兩者之間有一種符應的關係。當心靈的內在行動成為

反思觀察的對象，心靈依然接收到了特定的知覺。有關心靈內在行動的觀念是透

過反思的方式「傳達」給心靈的。由於反思無需經過任何感覺器官就能產生觀念，

洛克稱之為「內感官」，有者稱之為「內省」，有者稱之為「經驗的反思(empirische 

Reflexion)」。23 所以，反思如同感覺，是被動的。它如實地將所觀察到的各種心

靈運作傳達給心靈，這個過程並沒有添加或處理任何觀念。 

因此，洛克認為，當認知主體在進行反思時，它只能如實地將它所觀察到的

觀念提供給知性。換言之，內省是一種涉及描述性(descriptive)的活動，而不是一

 
19 同上註，Bk. II, Chap. I, §2, p. 60；§4, p. 61。 
20 同上註，Bk. II, Chap. I, §§1-5, pp. 59-61。 
21 同上註，Bk. II, Chap. I, §4, p. 60。 
22 同上註，Bk. II, Chap. VI, §2, p. 80。 
23 Reuter 與 Schnädelbach 會把洛克的反思理解為心靈的一種內省活動。請參閱 Reuter, Kants 

Theor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30；Herbert Schnädelbach, Reflexion und Diskurs: Fragen einer 

Logik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pp.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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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涉及規範性(normative)的活動。24 反思與感覺一樣，都是透過觀察的方式獲得

觀念。這是一種描述性的活動，它只是確立了既有的、已存在的事實，而不作任

何進一步的規定。在反思得以觀察到心靈的內在活動之前，感覺已預先受到外在

對象的觸動並產生觀念。若沒有感覺，則反思也無法從內省活動中觀察到任何心

靈的活動。只有當感覺因受到對象觸動而開始運作時，反思才能透過內省的方式

獲得有關知覺的觀念。因此，內省活動的一個基本特徵是描述性的，它如實地根

據既有的、已存在的事實產生觀念。 

相較之下，康德的反思明顯有別於洛克的反思。本文的第四章會對康德的反

思作進一步的分析，這裡只扼要地指出三點主要差異： 

(1) 康德的反思是主動的：在洛克哲學中，反思如同感覺一樣是被動地接受觸動，

才能產生觀念，因而被稱為內感官。相反的，康德認為反思是一種主動的機能，

它是相對於感性被動接受性的機能。對康德而言，雖然反思不接受任何對象的觸

動，不會產生任何表象，也不涉及對象認知的規定，但是反思能夠正確規定表象

與表象、表象與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就這種關係之確立的活動而言，反思是自

發主動的。 

(2) 康德的反思不是單純的內省活動：儘管康德的反思也具有內省的面向，但他

同時也區分反思與內感官的不同。當主體試圖去察覺認知的各種主觀條件時，它

必須將自己的意識折回到自身，而這是一種內省活動。然而，單憑內省的方式，

主體只能察覺到既有的、已存在的事實，並對它們進行描述。本文第四章的分析

將指出，康德的先驗反思是一種規範性的根據，以正確地規定表象與表象、表象

與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就此而言，康德的反思理論比洛克的來得更深刻。 

(3) 康德的反思與比較活動緊密相連：接下來，本文將會指出，洛克將反思與比

較理解為兩種不相關的活動。反思是一種被動的內感官，而比較則是知性的一種

主動能力，以產生某一種特定類型的複合觀念──關係(relation)。被用於比較的

依然是由感覺或反思所提供的簡單觀念。就起源而言，這些關係依然是經驗性的。

然而，對康德而言，反思就是一種比較，因而反思概念也被稱為「比較概念

(conceptus comparationis)」(KrV A262/B318)。更重要的是，這些比較概念不是經

驗性的，而是先天地源自於知性的。 

c. 知性產生複合觀念 

康德的「知性概念」首先意指「純粹的知性概念」或「範疇」，其次才意指那

些「純粹的派生概念(reine abgeleitete Begriffe)」(KrV A81/B107)。相較之下，洛

克並沒有使用「知性概念」或「範疇」等等的術語。一切出現在心靈之中作為思

 
24 請參閱 Houston Smit, "The Role of Reflection i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80 (1999),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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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對象皆被稱為「觀念」。洛克認為，一切觀念都是直接源自感覺與反思，或

者是根據感覺與反思所提供的加以整理而成的，他不承認人類擁有天生的或先天

的概念。如果比較兩者，康德的範疇與反思概念（例如：實體／附質、原因／結

果、同一／差異等等）皆對應到洛克的複合觀念。康德認為，洛克把所有知性概

念都當成是從經驗中被抽離出來的反思概念(KrV A271/B327)。因此，如果想要

理解康德的批評，我們需要分析洛克是如何解釋複合觀念之形成。 

那麼，洛克又是如何解釋複合觀念的產生？首先，由於所有複合觀念、抽象

觀念、甚至是虛構的觀念都是由簡單觀念所構成的，知性只能「重複、比較與統

一」這些簡單觀念，但不能「發明(invent)或制訂(frame)一個新的簡單觀念」，甚

至「知性的任何力量(force)都無法破壞(destroy)」既有的簡單觀念。25 由此可知，

在我們的知覺活動之中，知性只能被動地接受這些觀念，它甚至無法創造任何簡

單觀念。這也表示，我們無法在知性之中找到任何天生觀念。 

知性在知覺活動中的主動性是非常有限的，其中大部分則是被動的： 

知性在這部分是純然被動的；是否它將會擁有這些啟始(beginnings)與知識的

材料，都不是它的能力所及。因為我們感官的對象中大部分確實強加(obtrude)

它們的個別觀念於我們的心靈，無論我們是否願意。…當這些觀念提供給心

靈時，知性不再能夠拒絕，當它們被烙印後也不能改變，也不能將它們抹去

後再制造一個新的…。26 

對於口說英語的人而言，儘管思考(thinking)意指那種心靈對其觀念之運作而

言是主動的(active)，只要它以某種程度的自主專注力(voluntary attention)考

慮任何事情；對於單純且赤裸的知覺而言，心靈大部分只是被動的，它無法

避免知覺到它所知覺到的一切。27 

只要有知覺活動，知性只能被動地接受感覺與反思所給與的觀念，知性完全無法

拒絕它們。心靈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專注力，惟這專注力不能充分地證明知性是

自發主動的。一方面，自主的專注力只表示心靈的意向性活動，它只能說明心靈

與對象之間的關聯。此對象既可以是心靈之中的觀念，也可以是心靈之外的事物，

或者是心靈自身的內在行動。如此，將專注力等同於主動性是過於草率的。儘管

知性能夠結合、比較、分離這些簡單觀念以形成複合觀念，但是這些知性的行動

依然只侷限於感覺與反思所提供的觀念。 

所有簡單觀念都來自感覺或反思，而一切複合觀念都是簡單觀念彼此的結合。

因此，所有複合觀念在發生學意義上都是源自於經驗。洛克認為，知性至少有三

種「自主的(voluntary)行動來處理這些簡單觀念： 

(1) 將幾個簡單觀念結合成一個混合(compound)的東西，因此造就出複合觀

 
25 請參閱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k. II, Chap. II, §2, p. 71。 
26 同上註，Bk. II, Chap. I, §25, p. 70。 
27 同上註，Bk. II, Chap. IX, §1, p. 9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29 

 

念；(2) 第二個是將簡單或複合觀念匯集在一起(bringing together)，彼此擺

放在一起而不將它們統一(uniting)為一個，以便一次性地觀察它們，由此它

獲得一切有關係的觀念(ideas of relation)；(3) 第三個則是將它們從那些在實

際存在中伴隨著的其他觀念中分離 (separating)出來，這被稱為「抽離

(abstraction)」，因此造就它所有的普遍觀念(general ideas)。…因為它沒有能

力創造或破壞這兩種存有中的材料，人們所能做的是將它們統一(unite)在一

起、或者將它們攞在一起、或者完全分離它們。28 

儘管知性是透過這三種行動形成複合觀念，但是這三種行動分別產生三種不同類

型的複合觀念：「模式(modes)」、「關係(relations)」、「實體(substances)」。29 第一

種知性行動只能產生模式的觀念，所有模式都是將同類或不同類的簡單觀念混合

在一起，例如：時間、空間、數字、無限等等；第二種知性行動只是單純地將兩

個觀念放在一起，不混合它們也不分離它們，由此產生關係的觀念，例如：原因

與結果、同一與差異等等；第三種知性行動從各種相類似的觀念之中分離出它們

彼此共同的觀念，由此產生實體觀念，例如：人、馬、黃金、軍隊、世界等等。

所有複合觀念都是知性以簡單觀念為材料，透過這三種行動構成的。 

康德批評洛克將所有知性概念都感性化，使得所有知性概念都成了某種經驗

的、被分離出來的反思概念。他的批評主要有三點： 

(1) 知性擁有先天概念：洛克否認先天觀念之存在，並主張，所有觀念都是直接

或間接地源自於經驗。感覺與反思提供一切簡單觀念，知性則透過三種不同的行

動將這些簡單觀念形成複合觀念。換句話說，即使是抽象觀念或普遍觀念，無一

不以簡單觀念以材料。康德認為，這是一種對概念起源的發生學解釋，試圖把個

別的知覺上揚至普遍的概念。然而，無論我們如何從感覺中抽離出事物的共同特

性，這些特性就其起源而言依然是感性的。30 此外，由於經驗只具有偶然性，

因此觀念的產生只能依靠機緣產生。因此，感性的表象永遠無法提供必然性與普

遍性。然而，康德認為，這並不表示人類的認知之中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概念。知

性概念並不是從各種經驗內容中抽離出來的表象。如果要尋找含有必然有效性的

知性概念，我們只能透過其他的「線索(Leitfaden)」來尋找它們。而唯一的線索

就是知性在下判斷時的各種邏輯機能(logische Funktionen)(KrV A76/B102)。這種

綜合統一性的邏輯機能不是來自於經驗，也不是從經驗中抽離出來的。雖然這些

邏輯機能在經驗活動中發揮著作用，但是這不表示它們就是來自於經驗的(KrV 

B1)。因此，透過知性的邏輯機能所發現到的概念都是先天的。這些知性概念同

時也是經驗認知的先天根據，它們能夠為現象帶來先天必然的綜合統一性。少了

這種綜合統一性的機能，一切經由感性所接收到的直觀內容將無法成為可以被理

 
28 同上註，Bk. II, Chap. XII, §1, p. 108。──洛克認為，這三種行動屬於心靈的運作，心靈能夠

透過反思獲得關於它們的簡單觀念。請參閱 Bk. II, Chap. XI, §§4-11, pp. 103-5。 
29 同上註，Bk. II, Chap. XII, §3, p. 109。 
30 請參閱 Dissertation, §5, Ak. 2: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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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內容，這種直觀的雜多終究只是「諸表象的盲目游戲(blindes Spiel)」(KrV 

A112)。 

(2) 知性概念不是源自簡單觀念的結合與分離：洛克在《人類知性論》中只討論

那些用來解釋我們如何獲得經驗知識的複合觀念，它們主要包括模式、實體、關

係三大類。知性只能被動地從知覺中獲得簡單觀念，並根據不同的行動形成這三

大類的複合觀念。這種解釋方式必然讓知性概念都成了經驗性的概念，因為它們

在發生學上都源自於經驗。康德認為，這或許可以解釋一個經驗概念之形成，但

是範疇決不是源自於經驗。31 純粹的知性概念不是由各種表象統合而成的概念，

猶如洛克的複合觀念。康德認為，人類的知性擁有先天概念，而且這些先天概念

同時也被視為是基礎的(elementar)(KrV A64/B89, B109)。所謂基礎的，指的是無

法進一步被分析的，不與其他表象相互結合而成的。與基礎的相對的是被衍生出

來的、派生的(abgeleitet)，它意指那些與其他表象相互結合而成的概念。雖然康

德承認知性擁有派生的概念，但是，就康德批評洛克的脈絡而言，他指的不是派

生概念，而是那些基礎的概念。他認為，洛克並沒有正確地意識到基礎概念的本

質，而把這類概念曲解為經驗性的複合觀念。相反的，康德認為，純粹的、先天

的知性概念具有綜合統一性的機能，以便將各種不同的表象統一成一個表象，但

是這並不表示它們本質上就是複合的，由各種感性的表象所結合而成的，或者從

感性直觀中抽離出來的。 

(3) 洛克沒有正確區分感性與知性：雖然洛克區分了感性與知性，但是他並沒有

正確地理解它們的本質。他認為，感性能夠表象物自身的性質，而知性接受感性

所提供的簡單觀念，以形成複合觀念。此外，反思只是一種內感官的能力，它只

是被動地受到心靈運作的觸動，才會產生觀念。相反的，康德認為，我們的感性

能力受到主體的變形，因而只能夠表象現象，而不能表象物自身的性質。儘管如

此，我們依然可以在感性能力中發現兩個重要的先天形式：空間與時間。同時，

我們的知性是主動的能力，它擁有各種先天概念，例如，範疇。透過範疇，主體

的表象得以規定感性直觀的對象，形成客觀有效的認知。空間、時間、範疇等形

式都不是源自經驗，而是先天地存在於主體中。康德認為，一切客觀有效的認知

都是奠基在感性與知性的先天形式之上。只有當感性與知性進行綜合聯結時，我

們才能獲得嚴格意義下的客觀有效的認知。 

總而言之，洛克之所以將所有的認知成素都感性化，是因為他只將反思理解

為一種內感官的能力。如果知性只是被動地接受感性所給與的一切，其結果是，

沒有先天認知是可能的。最後，康德的反思是一種主動的能力，它在經驗的認知

活動中發揮的作用比洛克所設想的來得大。因為，反思不是一種被動地接受觸動

並產生表象的能力，而是一種正確規定表象關係的能力。由於缺少先驗反思，洛

 
31 康德在《邏輯學》解釋了我們如何形成一個經驗性的概念，本文的第四章將會討論這個問題。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6, Ak. 9: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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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沒有正確地規定感性與知性的本質，同時也沒有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

源，以及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 

第二節 萊布尼茲智性化了現象 

萊布尼茲犯了與洛克相同的錯誤，他也沒有正確理解感性與知性的本質。但

是，就思想內容而言，萊布尼茲的錯誤正好與洛克相反。洛克只注意到感性能力

對認知的貢獻，而萊布尼茲則抺殺了感性作為獨立的認知根源。康德認為，萊布

尼茲的這一作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萊布尼茲─吳爾夫的哲學在把感性和智性的區別僅僅看作邏輯上的區別時，

就對我們認知的本性和起源的全部研究指示了一種完全不正當的觀點，因為

這種區別顯然是先驗的，而且並不僅僅涉及清晰或不清晰的形式，而是涉及

雙方的起源和內容，以致我們不只是通過感性而不清晰地認識自在之物的性

狀，而是根本不認識自在之物的性狀…。(KrV A44/B61-2) 

感性和智性的區分同時也是直觀與概念的區分，因為所有表象都是由特定的認知

能力所產生的。而康德的批評可以歸結為三點：(1) 直觀與概念的確有模糊與清

晰的差異。但是，模糊／清晰不能被視為直觀與概念的本質差異的根據。(2) 直

觀與概念的區分不是邏輯的，而是先驗的。因為它們的區分不涉及表象的形式，

而是涉及表象的起源與內容的問題。(3) 透過直觀與概念，我們無法獲得任何有

關物自身的認知。 

〈歧義篇章〉中大部分的內容是針對萊布尼茲，但也可能包括了萊布尼茲－

吳爾夫學派。32 康德試圖進一步將上述三點的批評系統化。因此，他提出先驗

正位論與反思概念的想法。以下引文是康德對萊布尼茲哲學的一個整體評價： 

由於缺乏這樣一個先驗的正位論，因而為反思概念的歧義所蒙蔽，著名的萊

布尼茲曾建立了一種世界的智性體系，或者說，他寧可相信只要他把一切對

象與知性和知性思維的孤立的形式概念相比較，就能認識諸物的內部性狀。

我們的反思概念表給我們帶來一個未曾料到的好處，就是把他在這個體系的

一切部分中的原理性概念的與眾不同之處，同時也把這種無非是建立在某種

誤解之上的特別的思維方式的主導性理由，擺在眼前了。他對一切事物只是

通過概念作相互的比較，並且很自然地，除了知性藉以使自己的純粹概念相

互區別開來的那些差異性之外沒有發現任何別的差異性。他並沒有把感性直

觀的那些帶有自己固有差別的條件看作是本源的；因為感性在他看來只是一

 
32 Broecken 主張，〈歧義篇章〉不僅針對萊布尼茲本人，而且也包括了萊布尼茲－吳爾夫學派的

追隨者。因為，康德在 A273/B329 提到了“seine Nachfolger”，這主要包括了吳爾夫、鮑姆嘉登、

邁爾。他認為，鮑姆嘉登的思想更接近萊布尼茲本人的思想。Malter 則認為，〈歧義篇章〉另一

個可能要討論的是吳爾夫的哲學。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25-6；Malter, "Logisch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p. 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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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混亂的表象方式，而絕不是諸表象的一種特殊的來源；現象在他看來則是

物自身的表象，雖然按照邏輯形式來說與由知性而來的認知是有區別的，因

為前者由於通常缺乏分析，而把與那些附帶表象的某種混雜引入了物的概念

中，知性則懂得把這些附帶表象與這概念分離開來。(KrV A270-1/B326-7) 

雖然萊布尼茲區分了感性與知性，但是感性與知性是根據表象之模糊與清晰作為

畫分的依據。而模糊(confused; confusa)與清晰(distinct; distincta)只是表象在質方

面的邏輯差別。一個表象之所以是模糊的，這是因為單子處於被動；一個表象之

所以是清晰的，這是因為單子處於主動。33 康德認為，萊布尼茲沒有正確區分

感性與知性在根源上的不同，這導致他沒有察覺到現象與物自身的不同。萊布尼

茲誤以為，感性能力所給與的表象都與物自身的性質有關，儘管感性以模糊的方

式來表象這些物自身的內容。這進一步導致萊布尼茲主張，知性只需要對模糊的

表象進行分析與比較，就能讓它們變成清晰的表象。因此，在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裡，擁有清晰的表象就等同於擁有清晰的對象認知。 

康德在〈歧義篇章〉試圖指出，分析與比較是一種反思的活動，但是，這種

反思（邏輯反思）無法帶來客觀有效的認知(KrV A262f./B317ff.)。根據先驗正位

論，倘若感性和知性沒有本質上的分別，直觀與概念必然處在同一個心靈位置。

這意謂，直觀與概念同時是由知性所給出的，因為直觀只不過是一種模糊的概念。

事實上，感性與知性分別為兩種不同的表象根源，直觀與概念分別處在不同的心

靈位置(KrV A269/B325)。直觀與概念不僅在根源上不同，而且在本質上也不同。

直觀是單一、直接的表象，而概念是普遍、間接的表象。因此，直觀不能被視為

源自於知性的模糊表象，並且認識一個表象的內容並不等同於認識一個對象。 

康德如此評價：在萊布尼茲的哲學體系裡，所有現象都被智性化了。而〈歧

義篇章〉所提到的「世界的智性體系」其實指的是「單子論」。由於〈歧義篇章〉

是一項具有系統性的分析與批判，它不太可能預設萊布尼茲的觀點是非系統性的。

如果要從萊布尼茲的各種著作中找出一個能夠代表其成熟時期的哲學系統，那無

疑是「單子論」。換言之，康德的意思是：在萊布尼茲的單子論裡，所有現象都

被智性化了。  

本節將從單子論的角度重新檢視萊布尼茲的主張，以闡明他是如何將現象都

智性化。第一部分將指出，在單子論系統中，單子只有一種單一的表象能力。由

於單子的知覺只有一種表象能力，因此直觀與概念只有邏輯程度上的不同，而沒

有認知根源上的差異。康德認為，單子論的設定不僅忽略了感性能力的本質，而

且誤解了清晰認知的邏輯意義。第二部分將指出，若要區分出知覺的各種邏輯程

度之不同，這需要反思的比較活動。這部分將指出，反思活動在什麼意義下參與

了知覺的模糊與清晰之區分。透過這兩部分的分析，本節希望能夠清楚解釋為何

現象在單子論系統中成為一種被智性化的表象。 

 
33 請參閱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Leibniz's Monadology: A New Translation and Guide, trans. 

Lloyd Stricklan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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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模糊與清晰的知覺 

不同於洛克，萊布尼茲對於知覺的本質有不同的理解，這源自於他對單子的

設定。在萊布尼茲的哲學體系裡，單子是一個簡單的、不可被分割的實體。從質

的面向而言，單子只有知覺與知覺的變化(change)。而萊布尼茲認為，知覺與知

覺的變化至少有四個特點：34 

(1) 所有知覺的變化都源於內在的，而非外在的原因(external cause)。由於單子

是一個沒有窗戶的實體，單子以外的東西無法進入到單子內部，更沒有任何

單子以外的變化可以透過一種因果關係觸動單子的內部並產生影響。換言之，

單子之中的所有知覺與知覺的變化，都是由於單子的內在原因(internal cause)

所引起的。 

(2) 知覺的變化有程度上的差別。在單子內部，有些變化是細微的，有些變化則

是劇烈的，因而知覺會有（質的）程度上的差異。相較於知覺的強烈變化，

單子很難察覺到知覺的細微變化，但這並不意謂單子沒有任何的知覺。 

(3) 知覺變化程度的不同造就了單子的獨特性。由於單子內部擁有各種不同程度

變化的知覺，這些知覺彼此可以同時並存。這造就了單子多樣性(plurality)

的內在狀態。由於這種多樣性的內在狀態，每一個單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沒

有任何兩個單子是同一的，因為沒有單子擁有相同的內在狀態。 

(4) 知覺的變化是一種被動的狀態(passive state)，而不是一種主動的狀態。知覺

有別於意識(consciousness)或統覺(apperception)，前者是被動的，而後者是

主動的、反思的。所有單子必然擁有知覺，但是，並非所有單子都擁有意識

或統覺。即使一個單子擁有各種不同的知覺內容，但這並不意謂，它能夠意

識到這些知覺內容，除非知覺的變化是非常強烈的。 

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單子是一個簡單的實體，並且沒有窗戶可以和外界產生

互動。所以，單子的一切知覺內容與變化都是單子自身的內在狀態。這些知覺內

容上的變化與其他單子沒有任何因果關聯，一個單子的知覺變化不會影響到其他

單子，所有的知覺變化都是源自於單子自身內部。本文的第三章將會指出，由於

單子被設定為一個簡單的實體，所以這個實體只能擁有一種心靈能力。換言之，

萊布尼茲在一開始就假定單子的知覺內容與內在狀態只有一個心靈根源。萊布尼

茲由此進一步推斷，知覺內容只有質方面的不同，亦即，模糊與清晰程度的不同，

它們都被假定與物自身的內容有關。直觀只不過是有關物自身的模糊表象，而概

念則是有關物自身的清晰表象。 

對萊布尼茲而言，知覺在強烈程度上的差異不只有知識論的意義，也有邏輯

 
34 同上註，§§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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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意義。程度較強烈的知覺不僅會被意識到，而且也會變得更加清晰。35 自

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降，邏輯學與知識論的關係非常密切。邏輯

被視為一門能夠獲得真理與確定認知的學問。邏輯學是一套有關真理的學問，它

包含了一種清楚與清晰的邏輯判準。因此，透過邏輯學，我們可以掌握確定無疑

的認知。同樣的，阿諾(Antoine Arnauld, 1612-1694)與吳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的邏輯學著作也指出，清楚與清晰是一個重要的判準，以決定我們能

否獲得一個確定的認知。36 而這樣的判準必須在邏輯學裡成為一個思想的規則，

才有意義。因此，清晰與模糊同時也是一個邏輯判準。 

萊布尼茲在《對認知、真理與觀念的沉思》(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中詳細地定義了清楚與清晰的邏輯意涵。37 首先，一個觀念(idea, notion)

可以是清楚的(clear; clara)或者難辨的(obscure; obscura)；一個清楚的觀念可以是

模糊的或者清晰的；一個清晰的觀念可以是不充分的(inadequate; inadaequata)或

充分的(adequate; adaequata)；一個充分的觀念可以是符號式的(symbolic)或直覺

式的(intuitive)。當我們擁有某個觀念時，我們是透過這個觀念認知某個對象。然

而，如果這個觀念無法讓我們去辨識出某個對象與其他對象之間的不同時，這個

觀念就是難辨的。例如，我們的五種感官可以讓我們分辨出不同的感覺，因此我

們有關顏色的觀念是清楚的，它們不會與氣味、聲音等其他的觀念相混淆。如果

我們無法分辨出這些感覺之間的不同，那麼我們的觀念就是難辨的。當我們擁有

一個清楚的觀念，這並不代表該觀念是清晰的。除非我們能夠認知到這觀念中的

各種標記(marks; nota)，而這些標記足以讓我們區分各種不同的、與之相近的其

他觀念，否則這觀念是模糊的。例如：我們擁有「藍色」的清楚觀念，並能辨識

它與紅色、綠色等其他顏色之間的不同。但是，這個清楚的觀念不足以讓我們辨

識出一個光譜中的藍色，除非我們擁有關於這觀念的各種標記。透過這些標記，

我們可以分辨光譜上的藍色與其他相近的顏色（例如：淺藍與靛藍）之間的不同，

如此，我們對「藍色」的觀念才會是清晰的。 

萊布尼茲認為，要認識一個對象，我們需要掌握觀念的各種標記。以試金者

(assayer)為例：一般人都擁有「黃金」的複合觀念，但是人們的觀念都是模糊的。

我們可以透過視覺感官清楚地獲得「黃金」的觀念，但是，這也僅限於讓我們分

辨它與其他事物之間的不同。因此，在沒有充分地擁有黃金的各種標記之前，我

們無法有效分辨黃金的真偽。相反的，試金者擁有清晰的觀念，他擁有黃金的各

 
35 同上註，§19。 
36 請參閱 Antoine Arnauld and Pierre Nicole, Logic or the Art of Thinking: containing, besides 

common rules, several new observations appropriate for forming judgment, trans. Jill Vance Burok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Christian Wolff, 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den 

Kräften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enntnis der Wahrheit 

(Hildesheim: G. Olms, 1965)。 
37 除了之外，還見於之後的著作，例如：“Reply to the Thoughts on the System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Mr. Bayle’s Critical Dictionary, Article Rorarius”，

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與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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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標記，因此，他能夠藉由這些標記分辨出一個東西是否為真正的黃金。38 由

此可以得知，只有掌握足夠充分的標記，我們才能夠辨別一個對象的真假。一個

觀念至少必需是清晰的，我們才能進一步判定其所涉及的認知是否為真。 

萊布尼茲在《人類知性新論》中也主張，知覺有強弱程度上的分別。靈魂很

難知覺到那些細微與多樣性的變化內容，但它能夠察覺或反思到那些強烈的知覺

內容。39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統覺、反思、注意力是一組密切相關的哲學概

念。在單子中，靈魂很難察覺並專注於那些只有細微變化的知覺。靈魂能察覺到

強烈的知覺變化，只要靈魂能夠專注於這些知覺內容，並且其專注力不被牽引開。
40 靈魂之所以能夠統覺到、反思到一個知覺的內容，是因為這知覺是清晰且顯

著的(heightened)。41 換言之，擁有一個強烈變化的知覺等同於擁有一個清晰的

知覺。在單子內部，清晰與模糊的知覺（或觀念）必然是某一種可被意識到的知

覺。只有在意識與統覺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進一步認知到觀念中的標記，否則

我們依然一無所知。42 

由此可知，單子中知覺與知覺的變化都是內在的，完全不受單子以外的東西

影響。那麼，感性能力就不會接受任何外在事物的觸動，以產生任何表象。就此

而言，感性能力不是一種能夠產生知覺的心靈能力，而是造成表象變得模糊的原

因。模糊的表象（直觀）與清晰的表象（概念）不可能有根源上的分別： 

基本上，這是真的：模糊的思想無非就是龐大數量的思想，就像清晰的思想

一樣，只是它們細微至每一個都無法個別地引起我們的注意，也無法讓它自

己可被辨別。這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感覺同時包含大量這類的東西。43 

或許，這是因為他們相信，模糊的思想在類別上完全不同於清晰的思想。然

而，模糊的思想只是由於它們的多樣性而很少可以被辨別與發展。44 

 
38 請參閱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o., 1989), p. 24。 
39 請參閱 Leibniz,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trans. Peter Remnant and Jonathan Francis 

Benn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k. II, Chap. IX, §1, p. 134。 
40 這樣的主張對吳爾夫及其學派有深遠的影響。Max Liedtke 指出，吳爾夫哲學中的「反思」就

是一種專注力(Aufmerksamkeit)，這種專注力只涉及表象的內容。因此，當我們專注於一個表象

的內容時，反思有兩種機能：區分(unterscheiden)表象部分之間的不同，比較(vergleichen)表象部

分。請參閱 Liedtke, "Der Begriff der Reflexion bei Kant," p. 207。 
41 請參閱 Leibniz,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p. 53；Principles of the Nature and the 

Grace, §13；Monadology, §24。 
42 請參閱 Leibniz, "Letter to Queen Sophie Charlotte of Prussia, On What is Independent of Sense and 

Matter," p. 187。 
43 引文原出處是 L'addition à l'explication du système nouveau (GP, IV, 574-75)。這裡參考 G. H. R. 

Parkinson 與 Derk Pereboom 的譯文。請參閱 G. H. R. Parkinson,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Appearances': Aspects of Leibniz's Theory of Sensation and Thought," in Leibniz: Critical and 

Interpretive Essays, ed. Michael Hook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3；

Pereboom, "Kant’s Amphiboly," p. 54。 
44 請參閱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Reply to the Thoughts on the System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Mr. Bayle’s Critical Dictionary, Article Rorariu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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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這兩段引文得知，康德對萊布尼茲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確的。引文指明：

知覺（思想）本質上就包含了無數的內容與變化，而我們對知覺的認知取決於我

們是否能夠區分與辨別知覺中各種內容之間的不同。就此而言，知覺只有模糊與

清晰的邏輯程度分別，亦即，直觀與概念只不過是邏輯清晰程度的不同。當萊布

尼茲將模糊的表象歸給感性，將清晰的表象歸給知性時，他並不預設感性與知性

是兩種不同的認知根源。本文將在下一章指出，對萊布尼茲單子論而言，倘若感

性和知性是兩種不同的心靈能力，這將違反單子作為簡單實體的本質。因此，在

單子論體系中，靈魂只能擁有單一的心靈能力。 

康德認為，單子論的設定已經使得感性能力喪失了它固有的本性。對康德而

言，感性能力本質上就是被動地接受事物的觸動，同時也是一種獨立的心靈能力，

以產生感性的直觀。康德同意，清晰與模糊是一種邏輯程度的畫分，並且這畫分

可以用在表象上。45 然而，康德並不同意，一切概念都是清晰的（因而，沒有

概念是模糊的），並且一切直觀都是模糊的（因而，沒有直觀是清晰的）。雖然日

常的許多直觀是模糊的，但是，數學與幾何學的直觀卻是清晰的。同樣的，概念

可以是清晰的，但是，有些概念卻是模糊的，例如：正義、幸福等等。46 因此，

我們不能以模糊與清晰作為判準，去區分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的本質差異。

因為，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的區分不是邏輯的。相反的，感性與知性的區分

是先驗的，我們必須從表象的起源與內容來考慮它們的分別(KrV A44f./B61f.)。47 

一旦從先驗的角度區分直觀與概念的不同，我們可以立即瞭解到，直觀所表

象的內容都是現象，而不是物自身。因此，單子內部的各種知覺內容並非像萊布

尼茲所主張的，是有關事物的內在規定（即物自身的性質）。當我們擁有一個清

晰的概念時，這並不意謂我們同時擁有物自身的清晰認知。因為，人類的感性能

力被造就為只能產生現象，它無法去表象任何事物的內在本質，因而不能產生任

何有關物自身的性質。即使我們透過邏輯分析的方式使一個原本模糊的表象變成

清晰的，這些分析永遠都無法深入到事物的內在本質(KrV A277f./B333f.)。本文

在第三章還會進一步討論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的區分。而《歧義篇章》想要

指出的是，萊布尼茲只看到知性的重要性，卻沒有正確理解感性的本質，以致忽

略了感性對認知所特有的貢獻與限制(KrV A270-1/B326-7)。 

除此之外，直觀與概念本質上的差異也說明了「認識一個對象」不同於「認

識一個對象的概念」。然而，在萊布尼茲的單子論系統裡，由於直觀與概念沒有

被正確地區分，隨之「認識一個對象」與「認識一個對象的概念」也沒有被正確

地區分開來，反而被認為是同一的。康德認為，我們有理由去嚴格區分「認知一

個對象」與「認識一個對象的概念」之間的不同。因為，雖然這兩種認知都是清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 ed. Leroy E. Leomke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 580。 
45 請參閱 Logik Blomberg, Ak. 24: 137ff.；Wiener Logik, Ak. 24: 847ff.；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29ff.；Jäsche Logik, Ak. 9: 61ff.。 
46 請參閱 Dissertation, §7, Ak. 394-5。 
47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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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但「清晰的認知」在這裡卻是有歧義的。 

萊布尼茲認為，認識一個對象等同於擁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如同前述的，一

位試金者之所以可以辨識眼前的東西是不是黃金，是因為他事先已掌握有關「黃

金」的標記，而這些標記足以幫助他辨別一個黃金的真偽。 

然而，康德認為，我們有必要去區分「清晰地認識一個對象」與「清晰地認

識一個概念」。康德會同意，我們只需透過分析的方式，就能掌握一個概念中的

標記。一個概念可能包含許多不同的標記，而我們並不一定能掌握所有的標記。

當一個概念是模糊的，我們可以透過分析此概念的標記，使這個概念變得清晰。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對既有的概念標記進行分析，而不添加任何新的標記進入

概念之中。例如：當我們要清晰地認識「物體」概念，我們只需對這個概念進行

分析，就能發現「擴延」、「形狀」等等是「物體」概念的標記。在此，我們並沒

有增加「物體」概念既有的標記。因此，我們是「清晰地認識一個概念」。 

然而，這並不等同於我們也認識了該概念所指涉的對象，或者是說，「清晰

地認識了一個對象」。如果我們要對一個對象有清晰的認知，我們是透過經驗為

此對象的概念另外添加了一個新的標記。例如：當我們要清晰地認識一顆球，我

們無法透過對「球」這個概念進行分析，而清晰地認為這顆球。若要清晰地認識

這個對象，我們需要加入「紅色」與「重」等等的概念。在此，「球」的標記比

原有的增加了一些新的標記。如此，我們才能清晰地認識一個對象。 

康德認為，清晰地認識一個概念及其標記，這個過程是分析的；清晰地認識

一個對象，這個過程則是綜合的。48 當我們把一個標記加入一個概念之中時，

這是一個從個別至整體的過程，它擴展了一個概念既有的內容，康德稱之為「綜

合的清晰性(synthetische Deutlichkeit)」。49 這種綜合的清晰性一般見於數學與自

然學的研究，藉以建構一個清晰的概念。另一方面，「分析的清晰性(analytische 

Deutlichkeit)」有別於「綜合的清晰性」，它只涉及一個概念既有的標記。這是一

個由整體到個別的過程，它沒有為既有的概念添加新的標記，因而並不擴展一個

概念既有的內容。 

萊布尼茲認為，單子的知覺與知覺的變化都是源自於單子自身的內在狀態，

它們完全不受到單子以外的其他影響。如果我們要獲得清晰的知覺或觀念，我們

只需分析知性或觀念中的標記即可。在單子論體系中，這是獲得清晰性認知的唯

一途徑，因為單子的內部狀態與變化只有內在的規定，沒有外在的規定。康德認

為，這顯然能獲得一個清晰的概念，但是，關於對象的清晰認知卻不是如此。對

象的清晰認知涉及綜合的清晰性，這是為既有的對象概念另外添加一個新的標記。

然而，單子論無法解釋這是如何可能的，因為單子是一個沒有窗戶的實體。 

由此可以看出，清晰與模糊不能恰當地區分出直觀與概念。因為，直觀可以

 
48 康德的這一區分主要是針對吳爾夫學派。該學派認為，我們只能透過分析的方式使一個概念

變得清晰。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63-4；Wiener Logik, Ak. 24: 844-5；Refl. 2358, Ak. 16: 331；

Refl. 2392, Ak. 16: 341。 
49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63；Refl. 2400, Ak. 16: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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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晰的，也可以是模糊的，概念亦是如此。此外，「清晰地認識一個對象」與

「清晰地認識一個概念」也是有分別的。而這些區分恰恰是萊布尼茲的單子論所

無法解釋的。歸根究柢，這是因為萊布尼茲不曾把感性視為一個在根源上有別於

知性的認知能力，因而也無法在根源上去區分直觀與概念。 

b. 清晰的認知與反思 

洛克認為，意識不等同於反思；萊布尼茲則認為，意識與反思是等同的。50 

對洛克而言，反思透過內省的方式可以觀察到所有意識的內在活動，它觀察的對

象是心靈能力的運作，而不是觀念。這一點不同於萊布尼茲對於反思的理解，萊

布尼茲認為反思所察覺到的對象是知覺內容。這涉及他們對知覺的本質有很不一

樣的看法，因為萊布尼茲認為，我們不一定能察覺到所有的知覺，但洛克則持相

反的意見。在萊布尼茲哲學裡，意識、統覺、反思會被用於不同的脈絡中，但是

它們的意涵是一樣的。51 在這些脈絡中，與它們相對的則是那些無法被意識到

的知覺。我們在上一節的分析中發現，單子的內部是由無數的知覺所構成的。每

一個知覺的內容都有程度上的不同，並不是所有的知覺都能被意識到的。有些知

覺只有細微的變化，單子很難察覺到它們的存在。只有當這些知覺變得強烈時，

單子才能夠意識到它們。52 因此，單子內部存在著許多無法被意識到的知覺，

擁有一個知覺不等同於意識到一個知覺。 

在萊布尼茲哲學中，意識擁有三個特點。首先，意識是一種反思性的行動

(reflective acts)，它有兩種不同的意義。萊布尼茲認為，「擁有知覺」與「意識到

我擁有知覺」是不同的。53 當知覺只有細微的變化時，它是難辨的。因此，單

子是無法意識到這個知覺的。當知覺是強烈的，它必然是清楚的。因此，單子能

意識到這個知覺的存在。同時，單子不只意識到某個知覺，也會意識到：「我」

正在知覺某個對象。因此，這引出了第一種意義的反思，即折返轉向自身的行動。

透過這種反思活動，單子察覺到「我」與知覺的不同，並且獲得「我」概念。 

若要獲得關於對象的認知，知覺不能只是清楚的，而且還必須是清晰的，亦

即，察覺到知覺的內容或觀念的標記。如果單子能意識到一個知覺的各種內容，

這表示，單子能意識到各種內容之間的異同，亦即，意識到表象與表象之間的關

係。因此，這裡有了第二種意義的反思：察覺到表象之間的關係。 

其次，意識作為一種反思性的行動，它同時也擁有記憶的能力。根據萊布尼

茲的定義，一個單子之所以可以成為一個靈魂，是因為這個單子同時擁有清晰的

 
50 請參閱 Mark Kulstad, "Leibniz on Consciousness and Reflection,"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1 (1983), pp. 48ff.。 
51 同上註，pp. 41, 51。 
52 請參閱 Leibniz, Principles of the Nature and the Grace, §4；Monadology, §14, §§21-24。 
53 請參閱"Letter to Queen Sophie Charlotte of Prussia, On What is Independent of Sense and Matter," 

p. 188；Monadolog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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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記憶。54 記憶是一種能夠再一次呈現與過去相似知覺的能力，這就好比

一種回音(echo)。55 在單子的內部，知覺總是處在不同程度的變化之中。如果沒

有記憶，單子會從一個狀態過渡到另一個狀態，而沒有遺留下任何痕跡。當知覺

是難辨的時候，單子是無法記住知覺的任何變化。因為它很難察覺到知覺的存在，

也很難察覺到知覺的內在差異。相反的，當知覺是清楚或清晰的時候，單子立即

會察覺到知覺的存在以及它的變化。知覺的變化預設它的狀態可區分為過去、現

在、未來等三種形態。如果沒有記憶，單子將無法察覺到知覺變化的差異。雖然

過去的記憶有可能是模糊的，然而，當下立即的記憶卻是清晰的，而意識與反思

就是一種立即的記憶(immediate memory)。56 因此，當單子擁有意識與統覺時，

這必然伴隨著記憶的能力。 

第三，意識作為一種反思時，它是一種專注力。57 當知覺是模糊時，我們

很難察覺到模糊知覺的存在，也很難專注於它，因為我們無法分辨知覺變化所帶

來的差異。58 相較之下，如果單子要察覺到知覺的變化，它需要專注力，才能

把握特定的變化。少了專注力，單子無法區別兩個知覺狀態的不同，這無異於擁

有一個模糊的知覺。另一面，專注力也離不開記憶能力，因為專注力需要讓知覺

內容停留在當下。如果沒有記憶，單子只會從一個知覺過渡到另一個知覺，而原

有的知覺也會消逝。59 

由此可以發現，對萊布尼茲而言，一個清晰與模糊的表象之認知離不開意識

的反思活動。當單子意識到一個清晰的知覺時，反思－記憶－專注力同時也已經

參與其中。如果我們要獲得一個清晰的觀念，我們需要掌握觀念之中的各種標記。

而這也意謂，我們需要對觀念進行反思，才能獲得一個清晰的觀念。只有透過反

思，我們才能掌握一個觀念之中的各種標記，亦即，獲得一個清晰的觀念。 

前面提到，當我們能夠意識到一個觀念中的所有標記時，那麼我們將擁有一

個充分的觀念。萊布尼茲認為，在數學裡或許可以找到這種充分的觀念。無論我

們是否能夠窮盡觀念的所有標記，這裡有兩點是確定的。首先，如果一個觀念擁

有標記，那麼它同時也是一個複合的觀念(notio composita)。如果一個觀念沒有任

何標記，這個觀念是原始的(primitive; primitiva)，它是無法被拆解的(inresolvable; 

irresolubilis)且無法定義的(indefinable; indefinibilis)。其次，當我們察覺到一個觀

念的標記時，這實際上是一種反思的活動，同時也是分析的活動，亦即，將一個

整體邏輯地分解成部分。60  

 
54 請參閱 Leibniz, Monadology, §19。 
55 請參閱 Leibniz, Principles of the Nature and the Grace, §4。 
56 請參閱 Leibniz,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Bk. II, Ch. XXVII, §13, p. 238。 
57 同上註，p. 51。 
58 萊布尼茲所舉的例子是感覺。他認為，模糊的感覺源自於知覺的無限多樣性，即使我們能夠

清晰地知覺到它，它依然包含了模糊的感覺。請參閱 Leibniz, "Discourse of Metaphysics," §33。 
59 請參閱 Leibniz, New Essays on Human Understanding, p. 54。 
60 請參閱 Leibniz, "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Truth, and Ideas," p. 24。Gottfried Martin 指出，有關

一個觀念的分析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 1666 年《論組合的技藝》(De arte combinatoria)。在此著

作裡，萊布尼茲指出，分析是將一個詞項(terms)分解至最簡單的部分，或至分解至無法被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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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吳爾夫充分發展了萊布尼茲的想法。吳爾夫同意萊布尼茲，反思就是

持續專注於表象的活動。吳爾夫則進一步指出，透過持續的專注，靈魂能夠察覺

到表象中的部分表象(Teilsvorstellung)，而且它能夠對這些部分表象進行比較。因

此，反思本質上就是一種比較的活動。 

吳爾夫認為，若要獲得清晰的觀念，有三個條件必須被滿足。61 第一個條

件，我們只專注於觀念中特定的標記。由於一個觀念之中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標記，

我們不可能同時專注於所有的標記，而只能在記憶力的幫助下專注於特定的標記。

當這個條件被滿足的時候，被注意到的標記會比其他的標記來得清楚。第二個條

件，這個標記必須容易被區分。只有當我們對這些標記的掌握是清晰的，我們才

能夠區分一個標記與另一個標記之間的不同。這也就表示我們的專注力不僅只專

注於某一個標記，同時也能專注於一個以上的標記，通常是兩個。第三個條件，

我們必須能夠比較這些標記，從而找出它們的秩序安排(order)與連結(connection)。

當我們專注於兩個標記時，我們便能夠透過比較的方式找出兩個標記之間的邏輯

關係。 

顯然，吳爾夫所理解的反思已經相當接近康德意義下的邏輯反思。康德將「邏

輯反思」理解為一種單純的比較，它只涉及概念的形式，而不考慮對象的起源與

差異。因此，當康德指責萊布尼茲： 

…寧可相信只要他把一切對象與知性和知性思維的孤立的形式概念相比較，

就能認知諸物的內部性狀。(KrV A270/B326)  

康德批評的不只包括萊布尼茲，而且還包括了吳爾夫學派（主要是吳爾夫、鮑姆

嘉登、邁爾）。如果我們的解讀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可以說：當康德談到邏輯反

思的比較活動無法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時，這主張更多是對吳爾夫及其學派的批

評，雖然這思想可以追溯到萊布尼茲。 

康德始終認為，「認識一個對象」與「認識一個概念」是有分別的。萊布尼

茲之所以沒有區分這兩者，是因為單子論沒有正確區分感性與知性。對他而言，

直觀與概念同源於單子內部的知覺，它們只有邏輯程度上的差異，而沒有根源上

的分別。萊布尼茲將直觀視為一種模糊的概念，就此而言，他把所有的感性對象

（現象）都理智化了。按此，我們只需透過分析的方式，區分觀念之中的各種標

記，藉以獲得一個清晰的觀念。因此，在單子論裡，清晰地認識一個概念等同於

清晰地認識一個對象。然而，康德認為，一旦我們嚴格區分感性與知性，直觀與

概念在本質上的不同，我們就會發現，直觀與概念的本質區分不是模糊與清晰的

邏輯區分。 

 
詞。請參閱 Martin, Kant's Metaphysics and Theory of Science, p. 22。 
61 請參閱 Wolff, 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den Kräften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enntnis der Wahrheit, Chap. I, §19, 2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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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已經大致描述了洛克哲學是如何把知性概念感性化，以及萊布尼茲又是

如何把現象都智性化。這至少涉及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1) 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洛克與萊布尼茲都沒有嚴格區分現象與物自身。無論

是洛克的簡單觀念，還是萊布尼茲的知覺，都被認為是直接涉及物自身的表

象。因此，對兩位哲學家而言，人類可以認識到物自身的性質。 

(2) 知性與感性的區分：洛克強調所有觀念都是由感性提供，卻忽略了知性對於

認知的貢獻；萊布尼茲則相反，他強調所有觀念都源自單子內部的知覺，它

們只有邏輯程度的差別，並以此邏輯差別區分感性與知性。因此，兩位哲學

家只重視其中一種認知能力，而忽視另一種認知能力。 

(3) 反思能力的作用：洛克將反思理解為一種被動的知覺能力，它完全不屬於知

性行動的一環；萊布尼茲哲學之中的反思等同於意識與統覺，雖然它蘊涵分

析與比較，但是這個面向在吳爾夫哲學中才被開展出來。 

康德對於洛克與萊布尼茲的批判的立論基礎正好是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

的畫分。洛克只承認了感性的接受性，卻忽略了知性的自發性，其結果是將一切

知性概念都還原到感覺所提供的內容，因而無法解釋先天認知之可能性。萊布尼

茲只承認知性的自發性能力，知覺只在模糊的意義下被歸給感性，其結果是感性

不被視為一個獨立的認知根源，因而誤以為單憑邏輯分析就能獲得對象認知。對

他們而言，所有客觀有效的認知只發生在同質的、同源的表象之間的比較與結

合。 

康德正好持相反的主張：知性概念不能被感性化，現象也不能被智性化。這

表示，概念與直觀是兩種無法被相互化約的表象種類，它們共同構成了客觀有效

的認知的基本成素，兩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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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感性與知性的二分 

感性與知性的區分是康德批評萊布尼茲的立論根據之一，同時也是批判哲學

的兩大基石。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是由直觀與概念的綜合聯結所產生的(KrV 

A51/B75)。少了其中任何一方，我們永遠不可能形成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但是，

這一區分並不是在一開始就很明確，因而留有討論與詮釋的空間。1 正如康德在

《未來形上學序論》裡寫道： 

在探討人類知識之純粹的（不含經驗成分的）要素時，我經過長期的思索後，

才得以將感性底純粹基本概念（空間和時間）與知性底純粹基本概念確實地

加以區別和分離。2 

從前批判時期開始，康德就一直在思考有關感性與知性的區分問題。基於感性與

知性的分別，時間與空間才有必要從其他的純粹概念中抽離出來個別考察。但是

感性與知性的區分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因為當時的哲學主流（萊布尼茲與吳

爾夫學派）只把這一區分視為清晰與模糊的邏輯區分。康德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確定，感性與知性是在根源與內容上的先驗區分(KrV A44/B61-2)。 

在《純粹理性批判》的 A320/B376-7 的表象家族概念裡，直觀、範疇、理念

皆屬於表象這個大類中的一部分。我們很難從這個家族概念中看出直觀與概念在

本質上有何不同，因為它們都是出現在意識活動之中的表象。儘管如此，康德還

是將直觀與概念視為異質的(ungleichartig)，因為概念「在任何直觀中都永遠不可

能找到」(KrV A137/B176)。 

在〈歧義篇章〉裡，先驗正位論則強調感性和知性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場所

(situs, topos)，而先驗反思能夠確定一個表象應該被放置在心靈中的哪個場所

 
1 關於康德如何區分感性和知性，學者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詮釋把感性與知性的區分

視為一個事實(Faktum)；另一種詮釋則將這一區分視為一個論證的前提或預設。如果我們將感性

與知性的二分理解成一個事實，即作為批判哲學的一個立足點，那麼這個事實本身是不需要任何

證成的。因為直觀與概念是我們的感性與知性能力相互協調運作後所產生的結果，而我們無法以

不循環的方式進一步去說明，我們的感性和知性能力為何有這樣的特質(beschaffen)。因為，任何

進一步的說明必然也已經使用了感性與知性的能力(KrV B145-6)。這一主張的代表是亨利希

(Dieter Henrich)。他認為，康德的感性和知性的二分不僅是一個事實，而且這個事實帶有必然性

(necessity)。這個必然性來自先驗哲學的最高點──先驗統覺。請參閱Dieter Henrich, 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8。──在

另一種詮釋中，如果我們將感性與知性的二分理解為一個哲學論證的前提或預設，那麼我們有必

要為這個前提預設尋找一個證成。但是，康德不曾提出證成，或者明顯的論證，而是直接假定它

的成立。持這一主張的代表有 Karen Gloy、Lorne Falkenstein、Eric Watkins。請參閱 Lorne 

Falkenstein, Kant's Intuitionism: A Commentary on the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p. 29；Karen Gloy, "Die Kantische Differenz von Begriff und Anschauung und 

ihre Begründung," Kant-Studien 75 (1984), pp. 1-2；Watkins, "Kant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p. 9。 
2 請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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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V A268f./B324f.)。然而，除非感性和知性有本質上的分別，否則我們沒有必

要在心靈之中區分不同的先驗場所，先驗反思對表象之根源的辨別也將沒有實質

的意義。 

儘管感性與知性是人類認知的兩個不同根源，但是康德並不排除它們可能透

過一個共同的根柢而被關聯起來： 

人類認知有兩大主幹(Stämme)，它們也許來自於某種共同的、但不為我們所

知的根柢(unbekannte Wurzel)，這就是感性和知性，通過前者，對象被給與

我們，而通過後者，對象則被我們思維。(KrV A15/B29)3 

引文肯定感性和知性分別為認知的兩個心靈根源，而它們的綜合聯結可以獲得客

觀有效的認知。但是，康德也認為，這裡存在著一種可能性，感性和知性之間還

有一個共同的根柢，亦即，單一的基礎力(Grundskraft)。這個共同的根柢只是一

種單純的可能性，它既無法被經驗證成，也無法被經驗否證。它無法被經驗證成，

是因為它已經超出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外。在我們的意識活動之中，我們能夠覺察

兩種關聯到對象的表象，即直觀與概念，並且藉由先驗反思辨識出直觀與概念分

別源自感性和知性。然而，如果我們試圖再進一步尋找它們的共同根柢，則這種

嘗試已超出經驗的界限和先驗反思的能力所及範圍。所以，共同的根柢不是一個

可被認知的對象。儘管我們無法「認知(erkennen)」這個共同的根柢，但是我們

依然可以毫不矛盾地「思考(denken)」它(KrV BXXVI)。所以，共同的根柢在邏

輯上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無法被否證。 

就人類認知的構成而言，感性與知性的分界是嚴格明確的。現在，假設感性

和知性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根柢，那麼感性和知性就有可能被化約到這個共同的根

柢中。理論上，共同的根柢可以滿足人類理性在形上學領域的追求，因為這個共

同的根柢可以作為認知的最終根源與基礎。4 然而，這勢必會讓理性的認知陷入

辯證式的幻相之中，最終無法形成任何可靠的、融貫的認知系統。整個《純粹理

性批判》的立論基礎就是感性與知性的二分法，這同時也決定了〈先驗成素論〉

的兩個主要部分為〈先驗感性論〉與〈先驗邏輯〉(KrV A15f./B29f., A52/B76)。

一旦這個畫分不是嚴格必然的，那麼這也意謂整個預備學(Propädeutik)的奠基工

作也將付諸流水。與此同時，這也會讓康德在〈歧義篇章〉中對萊布尼茲的批評

站不住腳。5 類似的問題也存在於物自身之設定。雅可比(Friedrich H. Jacobi, 

 
3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31, Ak. 7: 177。 
4 亨利希指出，如果我們將康德的原意解釋為，這個共同的根柢是那個時代的哲學仍未達成的成

就，那麼它會成為一個人們不斷深入挖掘的問題。從萊因侯德(Karl Reinhold, 1757-1823)、費希

特(J. G. Fichte, 1762-1814)、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9)、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正是以這種理解的方式探究這個不可知的共同根柢。請參閱

Dieter Henrich, The Unity of Reason: Essays on Kant's Philoso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9。 
5 請參閱 Gloy, "Die Kantische Differenz von Begriff und Anschauung und ihre Begründung," p. 1；

Watkins, "Kant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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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1819)認為，物自身概念對批判哲學而言是必要的，但同時又會讓批判哲學

陷入不一致之中：「沒有這一設定，我無法進入到體系中；但有了這一設定，我

無法留在這體系中」。6 同樣的，康德一方面嚴格區分感性與知性，另一方面卻

沒有完全排除共同根柢的存在可能性，即使我們對這個根柢一無所知。那麼，康

德原來確立的二分基礎就不是必然的，而原來必須被排除的可能性又重新進入到

我們的問題意識之中。 

以上的分析可以被歸結到一個核心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毫不矛盾地思考一

個共同根柢（單一的基礎力）之存在，而不危及到整個批判哲學的工作？一方面，

感性和知性的區分是嚴格的，它是整個批判哲學的立論根據。另一方面，如果感

性和知性可能存在一個共同的根柢，那麼感性和知性應該避免被化約至這個無法

被認知的未知者，進而影響整個批判哲學。 

本章將嘗試分析康德區分感性和知性的立論基礎，以及這一區分如何與共同

的根柢融貫地被安排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本章將畫分為三個主要的部分：第

一節將探討共同根柢之存在的問題。在傳統哲學（主要是吳爾夫學派）中，這是

一個經驗心理學的問題，它涉及靈魂的本質，以及對心靈的考察。因此，康德的

討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回應傳統哲學的主張。康德認為，由於接受靈魂的存有論

預設，吳爾夫學派關於共同根柢的主張是錯誤的。第二節則分析康德如何區分直

觀與概念，以及他對於人類心靈中的基礎力之理解。他認為，感性和知性是兩個

不同的基礎力。雖然感性與知性的綜合聯結可以產生對象認知，但是它們無法進

一步被化約至一個共同的根柢中。與此同時，本節也將指出，康德主張一種多重

基礎力的觀點。除了感性和知性外，人類的心靈當中還有其他的基礎力，它們宛

如是一個有機的(organisch)整體中彼此相互協調的部分。第三節將指出，我們在

理論上既不能肯定共同的根柢，也不能否定它。因此，共同的根柢只能是一個理

念，它具有規約性(regulativ)的意涵，為的是尋求理性的系統統一性。對康德而

言，人類的理性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會去思考一個單一且共同的基礎力。就理

性的統一性而言，我們必須設想各種不同的基礎力能夠被統一在一個整體之中。

如此，知性的認知才能夠獲得統一性，而不是一堆偶然任意的堆疊。因此，即使

嚴格區分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柢依然可以融貫地被安排在批判哲學中。 

第一節 經驗心理學的觀點 

感性和知性是否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根柢？這其實問的是：雖然感性和知性為

不同的能力，但它們是否能夠被化約至單一的基礎力(Eine Grundkraft)？又或者

人類心靈中存在著一個以上的基礎力？關於這一問題，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
7 有些哲學家主張單一的基礎力(one-faculty account)，他們認為心靈的各種能力

 
6 請參閱 Feder and Garve, "Kant's Early Critics," p. 173。 
7 請參閱 Falkenstein, Kant's Intuitionism,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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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源自一個共同根源。主要代表包括萊布尼茲、吳爾夫、鮑姆嘉登等人。有些哲

學家則主張雙重的基礎力(two-faculty account)，他們認為至少存在著兩種不同的

心靈能力（感性與知性），彼此沒有任何共同的根源。主要的代表包括洛克、

Crusius、Tetens 等人。若根據《純粹理性批判》A15/B29 的闡述，康德確實主張

雙重基礎力的觀點。然而，如果我們的詮釋不限制在 A15/B29，那麼康德其實是

主張多重基礎力的觀點。8 

雙重基礎力的主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9 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

(Plato, 428-348bce.)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e.)便已主張，認知可以被畫

分兩大類：感性的與理智的(εισθητα και νοητα)，並且在存有論上區分「屬於感性

的事物」和「屬於理智的事物」。康德對這一傳統的區分不陌生，並且也接受這

一區分(KrV A21n/B35-6n)。此外，吳爾夫等人將感性與理智理解為一種邏輯程度

上的分別。康德認為，這嚴重偏離、甚至消除了傳統哲學中固有區分的作法，是

對哲學的一種傷害。10 

關於人類心靈是否存在著一個單一、共同的基礎力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靈

魂(Seele; anima)本質的問題，而康德所想到的是萊布尼茲－吳爾夫學派（主要是

吳爾與鮑姆嘉登）。11 基本上，這個學派認為，心靈有各種不同的機能與能力，

例如：感覺、回憶、推論、意願等等。如果這些不同的能力被視為心靈的不同附

質(attribute)，那麼這些附質必然由某個實體(substance)支撐著，而靈魂就是這個

實體。康德認為，這個主張與「自我(Ich)」的先驗幻相有關，它從「這個不包含

任何雜多的先驗概念中推出這個主體本身的絕對統一性」(KrV A340/B397-8)。當

自我被理解為主體本身的絕對統一性，自我就成了特殊形上學所關注的對象──

靈魂： 

自我，作為思想者，是一個內感官的對象，稱之為靈魂。…因此作為能思的

存在著的「我」這個術語已經意謂心理學的對象，這種心理學可以稱為理性

的靈魂學說(rationale Seelenlehre)，如果我不要求對靈魂知道得比從自我這個

概念中，就其出現在一切思維中而言，不依賴於所有的經驗（它是進一步具

體地規定我的）所能推論出來的更多的話。(KrV A342/B400) 

理性的靈魂學說又被稱為「理性心理學(rationale Psychologie)」。與此相對的還

有另外一門學問，「經驗的靈魂學說(empirische Seelenlehre)」或「經驗心理學

(empirische Psychologie)」： 

 
8 
請參閱 Henrich, "Kant's Notion of a Deduct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Critique," p. 42；Between Kant and Hegel, p. 38。 
9 Falkenstein 認為，感性與知性的區分可以追溯至亞里斯多德在《靈魂論》(De anima)中區分

“aesthesis”與“nous” (427b7-15)。請參閱 Falkenstein, Kant's Intuitionism, p. 29。 
10 請參閱 Dissertation, §7, Ak. 2: 395。 
11 亨利希回顧了這一段從吳爾夫、鮑姆嘉登到康德的歷史發展。亨利希指出，康德並不是第一

個提出質疑的人，因為 Crusius 與 Tetens 在這之前已經提出批評，而康德也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請參閱 Henrich, The Unity of Reason, pp. 2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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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思考的任何一點經驗性的東西、我的內部狀態的任何一個特殊的知覺

還混雜在這門科學的認知根據中的話，那麼這門科學就會不再是理性的，而

只是經驗性的靈魂學說了。(ibid.) 

簡而言之，經驗心理學不是單純地將自我當成一個研究的對象，而是對各種心理

活動，以及靈魂與身體之間的互動的探究。康德在〈先驗辯證論〉所批判的是理

性心理學，這門學問因自我的先驗幻相而犯下許多謬誤推論。但是〈先驗辯證論〉

並沒有去批判經驗心理學，因為它不是嚴格意義下的一個形上學分支。 

心靈之中是否存在著一個單一的基礎力？哲學家並沒有一致的看法。萊布尼

茲、吳爾夫、鮑姆嘉登主張，心靈只存在單一的基礎力；而洛克、Crucius、Tetens、

康德等人則主張，心靈存在一個以上的基礎力。而康德要批評的是吳爾夫： 

吳爾夫假定一個基礎力並主張：靈魂自身是某種表象宇宙的基礎力。當人們

說「靈魂是某種基礎力」時，這已是錯誤的。這是因為靈魂被錯誤界定，如

存有論所教導的。就現實表象之根據被包含在實體中而言，力不是一種自身

包含現實表象之根據的東西，而是實體與附質之間的關係(respectus)。因此，

力不是一個特殊原理，而是一種關係。12 

簡而言之，吳爾夫將力視為靈魂的本質。他主張，靈魂本身就是一種基礎力，而

所有心靈活動都是藉由這個基礎力表象了宇宙。現在，既然力是靈魂的本質，並

且力必須內在於一個實體之中，那麼靈魂就是這個實體。這個力不僅能產生表象，

同時也是表象產生變化的根據。若是如此，我們可以說，心靈的各種表象能力是

內在於實體中的附質。康德認為，如果我們對照《純粹理性批判》中的範疇表，

那麼吳爾夫是以「實體／附質」範疇來理解力，並且力屬於實體，因為它是靈魂

的本質。然而，康德認為，吳爾夫不僅誤解了靈魂的本質，也錯誤規定力的概念。

因為，心靈能力本身不是實體，而是一種「實體與附質」之間的關係。 

回顧吳爾夫在其著作中的談論，會發現吳爾夫並不否認人類靈魂擁有各種不

同的能力。13 吳爾夫認為，所有持存著的事物(bestehendes Ding)都擁有力作為其

各種變化的來源(Quelle)，而人類的靈魂也有相同的力作為其變化的根據。14 從

單子論的角度而言，靈魂的變化其實是單子的內在狀態的變化，亦即，單子從一

個知覺狀態過渡到另一個知覺狀態。這種知覺的變化是一種力的展現，是力所產

生的結果(Wirkung)。我們只能透過知覺活動認知到這個力所帶來的結果，而無

法直接察覺到這個力本身作為原因。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力，靈魂是不會察覺到

任何知覺的變化。 

 
12 請參閱 Metaphysik L1, Ak. 28: 261。 
13 請參閱 Christian Wolff, Vernünfftige Gedancken von Gott, der Welt und der Seele des Menschen, 

auch allen Dingen ürberhaupt (Hildesheim: G. Olms, 1983), §745, p. 464。 
14 同上註，§744, p.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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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靈魂擁有單一的力？還是多個不同的力？吳爾夫認為，靈魂不可能擁

有一個以上的力，因為這會與靈魂單一不可分割的本質相矛盾。15 我們的確可

以區分出各種不同的心靈活動，它們都是力所產生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們往回

追溯這些心靈活動的原因，我們無法設想這些結果是源自不同的原因，亦即不同

的力。如果存在著一個以上的力，這也意謂，靈魂不是單一的，而是複合的實體。

只有當靈魂是複合的，它才可能擁有一個以上的力，由此產生各種不同的表象活

動。然而，靈魂是一個不可被分割的單一實體，它只能擁有一個單一的力。吳爾

夫認為，靈魂擁有各種不同的表象，例如：感覺、構想力、知性、意志等等。但

是，這並不意謂，它們是由不同的力所產生的。這些活動都是力所產生的結果，

它們都是源自靈魂中單一的基礎力。16 吳爾夫將這個單一的基礎力稱為「表象

力(vis repraesentativa)」。17 

對此，鮑姆嘉登有更進一步的說明。鮑姆嘉登認為，我們應該嚴格區分「能

力(Vermögen; facultae)」與「力(Kraft; vis)」。18 當靈魂在進行各種心靈活動時，

這些活動事實上都是實體的各種附質的展現。這些附質彼此相互獨立，並且不互

相影響。能力既是一種表象活動，同時也有潛能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這些不同

的能力都只能藉由靈魂的力來進行表象活動。為了使這些不同的能力能夠現實化，

各種不同的能力都以此單一的基礎力（亦即靈魂）作為它們的根據。心靈的各種

能力不可能在基礎力之外的其他實體中，而是在同一個實體之中。19 

我們知道，康德不會接受靈魂作為一種簡單實體的主張。因為，靈魂是一個

先驗理念，當我們把靈魂視為一個簡單的實體時，這樣的靈魂是一種超驗的對象，

它無法透過人類的感性直觀被給與。因此，我們無法直接運用範疇有效地規定它，

以形成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與此同時，即使我們接受靈魂作為一種實體，康德

認為吳爾夫與鮑姆嘉登在範疇上對力的本質的理解也是錯誤的。康德反對單一基

礎力的主要理由有三個： 

(1) 靈魂作為單一的基礎力，是不可知的： 

自十七世紀以降，許多自然哲學的研究認為，在自然界之中存在著許多不同

的力，例如：慣性(inertia)、動力(motive force)、引力(gravity)等等。表面上，這

些力的存在是透過觀察自然現象中的各種運動變化所作出的分析，因為物體不同

形式的運動變化正是這些力所產生的結果。他們認為，這些力最終都可以化約到

 
15 同上註，§745, p. 464。 
16 同上註，§747, p. 465。 
17 請參閱 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4。 
18 請參閱 Alexander Baumg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s,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London: Bloomsbury, 2014), §744, p. 263。──另一方面，康

德也同樣嚴格區分能力與力的不同。基本上，它們是一個行動(Handlung)的兩個不同面向，前者

是潛在的(potentia)，後者是現實的(actus)。由此可知，當康德將知性、判斷力、理性視為力時，

它們已是實際運作的行動，並能產生特定表象。請參閱 Refl. 3582, Ak. 18: 72；Refl. 3586, Ak. 18: 

74。 
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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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基本的力，或者是說，源自單一的力。20 現在，力不只存在於自然界中

物體的運動變化，而且也存在於靈魂之中。例如，萊布尼茲運用了預定和諧原理

(Prinzip der prästabilierten Harmonie)解釋了現相世界中的力與單子中的力之間的

一致性關係。吳爾夫與鮑姆嘉登也接受萊布尼茲的主張。21 他們認為，靈魂擁

有感覺、回憶、想像、判斷、欲求等等各種的心靈能力，靈魂中的各種表象都是

這些心靈能力所產生的結果。如果將靈魂的力類比於自然界中的力，那麼我們可

以推斷：縱使靈魂擁有各種不同的能力，這些能力都是源自單一的基礎力，並且

靈魂（作為實體）就是這個基礎力。22 吳爾夫和鮑姆嘉登認為，由於靈魂是一

個簡單實體，所以我們只能設想存在著單一的基礎力，而不是多重的基礎力。倘

若存在一個以上的基礎力，靈魂將是一個複合的實體，這會違背靈魂的存有論設

定。 

康德同意，根據「奧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的精神，我們似乎有理由

將各種能力化約至單一的基礎力(KrV A649/B677)。23 然而，縱使這種化約適用

於自然界的力，這並不意謂相同的化約也適用於靈魂的能力。在自然現象的觀察

活動中，我們會用因果關係範疇來解釋物體的運動變化。在因果關係中，原因與

結果都是可以被觀察到的。然而，如果運用因果關係解釋靈魂的各種能力，情況

就有所不同。因為在心靈的活動中，我們能夠察覺到、意識到的各種表象都只是

心靈能力所產生的結果。但是，產生這些表象的最根本原因（單一的基礎力）卻

是某種已經超出人類認知能力範圍之外的對象。若靈魂自身可以成為被觀察的對

象，那麼它會陷入循環的問題之中，因為這個要被觀察的對象正是靈魂自身(KrV 

A346/B404)。嚴格而言，單一的基礎力是無法透過感性直觀直接被給與的。換言

之，我們由始至終都無法認知到這個原因，更不能確定這些能力到底是源自於一

個原因（單一的基礎力），還是源自於多個原因（多重的基礎力）。 

此外，即使我們以實體來理解基礎力，我們也無法直接認知到這個實體。24 

我們能夠認知到各種附質的變化，但是，這些附質所立基的實體卻是無法透過感

性直觀被給與的。康德認為，實體涉及存在，而存在是無法直接被給與的，也無

法先天地被確定：「我們也不會確定地認知它，即不可能將這種存在的經驗性直

觀藉以與其他經驗性直觀相區別的東西預測出來」(KrV A178/B221)。因此，實

體不能作為一種規定被放置在一個判斷的述詞位置中。相反的，我們是透過附質

的各種變化來確定，在這些變化中有一個保持不變的實體。25 現在，吳爾夫與

鮑爾嘉登都主張，力就是一種實體，而表象是附質，而我們可以透過附質肯認單

 
20 請參閱 Metaphysik Mrongovius, Ak. 29: 772。 
21 請參閱 Henrich, The Unity of Reason, p. 22。 
22 請參閱 Metaphysik L1, Ak. 28: 262；Metaphysik L2, Ak. 28: 564；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1。 
23 請參閱 Metaphysik L1, Ak. 28: 262。 
24 請參閱 Metaphysik L1, Ak. 28: 209, 280；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1-2；Metaphysik 

Mrongovius, Ak. 29: 772。 
25 請參閱 Metaphysik L2, Ak. 28: 56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49 

 

一基礎力的存在。然而，康德認為，企圖透過表象（附質）來證明單一基礎力（實

體）的存在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力不是一種實體，而是一種關係。 

(2) 力不是實體，而是實體與附質之間的關係： 

康德的第二點批評涉及力在範疇上的規定。康德認為，如果我們要規定力屬

於何種範疇，我們會發現，力既不是實體，也不是附質，而是一種它們之間的關

係。26 吳爾夫藉用自然學家對於力的因果關係解釋靈魂是如何產生各種表象的。

因此，基礎力是產生所有表象的原因或根據。然而，吳爾夫很快又把這個基礎力

等同於靈魂。因此，靈魂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實體，而且就是這個基礎力本身，靈

魂就是力(anima est vis)。27 

但是，這樣的解釋立刻產生一個解釋上的困難：在範疇的規定上，基礎力是

屬於「實體與附質」範疇？還是「原因與結果」範疇？吳爾夫的論證顯然混淆了

這兩種範疇的區分。從力與表象之間的關係而言，基礎力可以從「原因與結果」

範疇來理解，因為所有表象都是力所產生的結果。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康德

的範疇表告訴我們，實體與附質之間是自存與依存的關係 (Subsistenz und 

Inhärenz)，而原因與結果之間是一種因果與從屬的關係 (Kausalität und 

Dependenz)(KrV A80/B106)。前者涉及一個實體的內在關係，而後者涉及兩個實

體的外在關係。如果靈魂是一個實體，而且就是基礎力，那麼，我們就無法將力

與表象之間的關係理解為一種因果與從屬的關係。因為因果關係涉及兩個實體之

間的關係。若是如此，我們只能從「實體與附質」來理解力與表象之間的關係，

而不同的能力所產生的表象實際上都是基礎力（實體）的不同附質。因此，從範

疇的角度而言，吳爾夫對力與表象的規定是模棱兩可的，它們既可以是一種依存

關係，也可以是從屬關係。 

康德認為，我們不應該混淆關係範疇之中的依存關係（它是實體與其所屬的

附質之間的一種內在關係）與從屬關係（它是兩個實體之間的外在關係，其中一

個作為原因與另一個作為結果），兩者所使用的範疇規定是不同的。康德也認為，

從關係範疇來檢視基礎力是正確的。對康德而言，吳爾夫並沒有清楚且嚴格區分

「力作為一個存在之根據」與「力作為一個原因」。28 顯然，兩者都可以用實

體來解釋，因為「凡是在有動作、因而有活動和力的地方，也就有實體」(KrV 

A204/B250)。但是，當力作為一種存在之根據時，它應該從實體／附質範疇來理

解；當力作為一種原因時，它應該從因果範疇來理解。兩種範疇有著明顯不同的

認知意涵，但是吳爾夫並沒有清楚地作出區分。康德指出，同樣的錯誤也發生在

斯賓諾莎(Spinoza)哲學中。斯賓諾莎把「實體擁有力」等同於「實體是力」，因

而從萬物「從屬」於一個最初的存有者（上帝作為實體）去推斷萬物「依存」於

 
26 請參閱 Metaphysik L2, Ak. 28: 564；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4；Refl. 3590, Ak. 17: 76。 
27 請參閱 Metaphysik L1, Ak. 28: 261。──關於吳爾夫的主張，請參閱 Wolff, Vernünfftige 

Gedancken von Gott, der Welt und der Seele des Menschen, §§743-4, pp. 463f.。──與此同時，艾伯

哈特也持相同的主張，康德也對此提出批評，請參閱 Entdeckung, Ak. 8: 224。 
28 請參閱 Entdeckung, Ak. 8: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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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單一的實體中。最終，斯賓諾莎的形上學成了一個一元論(monism)的體系。

歸根究柢，這明顯是混淆了原因／結果的外在關係和實體／附質的內在關係。29 

實體和原因皆屬於範疇，又被稱為「述詞(Prädikamente)」或「主根概念

(Stammbegriffe)」。但是，力或基礎力並不是這一嚴格意義下的範疇；相反的，

它們應該被歸類為範疇所衍生出來的「派生的概念」或「賓位詞」。這兩類知性

概念最大的分別在於，範疇是根源的(ursprünglich)、原初的(primitive)純粹知性概

念，而其他的派生概念則是範疇之間的結合，或者範疇與感性的樣態(modi)之間

的結合。 

康德認為，在沒有嚴格區分出實體／附質範疇與原因／結果範疇的情況下，

我們很難正確規定力到底屬於何種範疇。由於自然力有很多種，所以我們這裡只

考慮心靈的能力。從現象的角度而言，在空間之中物體在運動狀態中的力的變化

是藉由因果關係獲得解釋的。由於運動中的物體只有在受到另外一個力的影響之

下，才會產生變化，所以這些力必然涉及兩個實體之間的因果關係。作為客觀有

效的認知的先天根據，我們只能透過因果關係解釋現象之中的各種變化。因此，

「…力、行動、承受的賓位詞放置在因果性範疇之下」(KrV A81ff./B107ff.)。 

但是，我們在這裡要考慮的不是物體運動變化的力，而是心靈能力。心靈能

力的各種變化以及它所產生的表象，並不涉及兩個實體，而是一個實體。如果我

們把實體理解為附質現實化的根據（亦即，附質的存在之根據），那麼所有附質

都將依存於實體之中。如果我們把基礎力視為實體，基礎力就是這個現實化的根

據。然而，康德認為，基礎力並不是如實體般一直自存的東西，因為力是某種不

斷變化的東西，而不是某種保持不變的東西。在我們的意識活動中，各種表象都

是力所產生的結果或成品，而不是力本身。因此，康德認為，力不是作為自存的

實體，也不是依存於實體的附質，而是實體與附質之間的關係。30 換言之，從

關係範疇的規定而言，吳爾夫和鮑姆嘉登（包括後來的艾伯哈特）都錯誤地把心

靈能力當成一種實體，而不是實體／附質的關係。 

(3) 「單一基礎力」沒有實質的解釋效力： 

各種不同的表象源自不同的能力，這些能力是否又源自單一的基礎力？康德

認為，這個問題的回答已經超出人類的認知能力之外，對人類而言是無法確定的。

假設所有能力都源自單一的基礎力，而且這個基礎力就是靈魂（作為實體），那

麼，不僅心靈的各種能力可以由單一的基礎力中推出，而且自然界中的各種力也

可以由此單一的基礎力推出。因為在存有論上，只存在著一種基礎力，它是所有

其他力的存在之根據。然而，這個推斷是有問題的： 

 
29 同上註，Ak. 8: 224n。 
30 請參閱 Gebrauch, Ak. 8: 180-1n；Metaphysik L1, Ak. 28: 262；Metaphysik L2, Ak. 28: 564；

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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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用任何方式做到，因為我們無法從單一的基礎力中推出各種實際上

彼此不同的結果；例如：動力(bewegende Kraft)與認知力不可能從單一的力

中被推斷出；因為一個力的原因是不同於其他的原因。31 

我們可以用因果關係來理解動力與認知力，但是，這並不意謂這兩種不同的力都

源自同一個基礎力。不同的原因或根據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如果我們把認知力當

成一個結果（亦即，視為某個能力的實現），並由此找出其根據，那麼這個根據

就是知性。32 同樣的，我們可以將動力進一步區分為反作用力(Zurückstoßung)

與引力(Anziehungskraft)。但是，它們實際上是兩種不同的基礎力，而不是從動

力中推出的不同的力。33 倘若這些不同的力都可以從單一的基礎力（例如，吳

爾夫所主張的表象力）中推導出來，那麼我們必須要進一步解釋：同一個基礎力

如何可能推出本質上不同的各種能力（例如，感覺、想像、判斷、欲求等等）？ 

康德認為，我們無法有效地解釋：為什麼單一的基礎力能夠推斷出其他彼此

相異的個別能力？34 因為這當中存在著概念從屬與蘊涵關係上的混淆。當人們

試圖把各種不同的力都化約到單一的基礎力時，這無異於把各種不同的力都放置

在一個共同名目(gemeinschaftlicher Titel)之下。例如：由於反作用力與引力皆屬

於運動，「運動」就是一個共同概念。因此，反作用力與引力都可以被化約到單

一的基礎力──動力。在這一解釋中，「基礎力」是一個上層概念(höherer Begriff)，

而「反作用力」與「引力」則是它的下層概念(niedriger Begriff)。康德認為，我

們可以透過分析的方式，從一組相似的下層概念（例如：反作用力與引力）中抽

離出一個上層概念，而這個上層概念是普遍的。但是，相反方向的邏輯推導卻不

可行。我們無法由上層概念直接推導出各種不同的下層概念。例如：我們無法從

「人」直接邏輯地推斷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換言之，

我們也無法從「表象力」（作為上層概念的基礎力）邏輯地推導出「感覺」、「記

憶」、「想像」、「欲求」等等各種本質上不同的心靈能力。35 

以上是康德對吳爾夫與鮑姆嘉登的分析與批評。關於單一的基礎力，康德認

為，吳爾夫和鮑姆嘉登誤解了力的本質。從範疇的規定而言，力是一種關係，明

確地說，是一種實體與附質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原因與結果的關係。此外，力的

概念不是原初的，而是一個由範疇所派生的概念。其次，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設

定單一基礎力。但是，在經驗上，我們無法有效地解釋，為何一個力可以產生出

不同的結果？為何一個心靈能力可以產生出不同種類的表象？因此，試圖把各種

不同的心靈能力化約到單一基礎力的嘗試，都是徒勞的。最後，即使我們的理性

 
31 請參閱 Metaphysik L1, Ak. 28: 262；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2。 
32 請參閱 EE, XI, Ak. 20: 245；KU, Einl. IX, Ak. 5: 196。 
33 請參閱 Gebrauch, Ak. 8: 180-1n；MaN, Ak. 4: 498。 
34 請參閱 Gebrauch, Ak. 8: 180-1n。 
3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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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且必須設定單一的基礎力，但這個基礎力永遠無法成為可認知的對象。本質

上，「單一的基礎力」只是理性所給出的一個單純理念。 

康德認為，心靈的意識活動中確實存在著幾種不同的基礎力，因為意識當中

存在著各種本質上不同的表象，它們彼此無法被化約。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

指出，人類的心靈能力(Vermögen des Gemüts)可以系統地被畫分為三種高階(ober)

的能力：認知能力(Erkenntnisvermögen)、快樂與不快樂的感受(Gefühl der Lust und 

Unlust)、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ögen)。36 這三個基本能力彼此無法被化約至

另一種能力，也無法被化約至某一個更為基礎的力： 

儘管有些哲學嘗試去解釋這一區分是徒然虛假的，並且把所有能力都化約到

單純的認知能力，憑藉他們慎密的思考方式，這是值得贊賞的。然而，這是

很明顯的，而且人們已經瞭解了一段時間，這種嘗試為能力的多樣性帶來統

一性，縱使帶著真正的哲學精神，也是徒勞的。因為，這總是有極大的分別：

只要表象僅涉及對象和其意識的統一性，它們就屬於認知的；在同時考慮到

這個客體的實在性的原因，它們的客觀關係被算作屬於欲求能力；在它們作

為為己的根據，以在這根據中保留它們固有的存在，至此被算作關聯到快樂

的感受，它們只單純地涉及主體。37 

引文所提到的即三種高階的心靈力(Gemütskraft)：知性、判斷力、理性。38 康德

認為，這三種心靈力彼此之間有極大的分別，它們的功能、作用、有效的運作範

圍都不相同，以致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將它們都化約至單一的、共同的基礎力之

中。因此，它們分別為三種不同的基礎力。與此同時，基礎力還包括了低階(unter, 

nieder)的心靈力──感官(Sinn)與構想力(Einbildungskraft)。39 有關高階與低階的

認知能力的區分是一種邏輯上的考量。康德認為，高階的認知能力包含概念（亦

即，規則），因而包含普遍的表象(allgemeine Vorstellung; repraesentatio generalis/ 

communis)，以便將單一的表象(einzelne Vorstellung; repraesentatio singularis)統一

在它之下。相反的，低階的認知能力只含有單一的表象，因而在邏輯關係上是從

屬於普遍的表象。40 除此之外，高階與低階的差別實則關乎此認知能力是主動

自發的、還是被動接受的。換言之，即使人類的心靈之中有些能力是被動的，而

且只會產生特定類型的單一表象，它依然可以是一種基礎力。因此，感官是基礎

力，構想力也是基礎力。41 

 
36 請參閱 KU, Einl. IX, Ak. 5: 196ff.。 
37 請參閱 EE, III, Ak. 20: 206。 
38 請參閱 EE, XI, Ak. 20: 245；KU, Einl. IX, Ak. 5: 197。 
39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15, Ak. 7: 153。 
40 同上註，§40, Ak. 7: 196。 
41 請參閱 Metaphysik K2, Ak. 28: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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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礎力的畫分 

我們已經指出，感性和知性無法被化約至某種更根本的基礎力。就此而言，

吳爾夫與鮑姆嘉登是錯的，他們試圖把所有心靈能力都化約至單一的表象力。然

而，我們也看到，洛克試圖把所有概念都化約至直觀，而萊布尼茲則試圖把所有

直觀都概念化(KrV A271/B327)。因此，我們也必須證明：感性和知性彼此不能

相互化約，亦即，直觀與概念彼此不能相互化約。 

那麼，康德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去主張：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本質上是有

差異的，以致它們不能相互化約？本節將分別從三個層面分析這個問題。首先，

從表象的層面而言，直觀是直接的、單一的表象，概念是間接的、普遍的表象。

本節將指出，單一與普遍是一組表象的邏輯從屬(Subordination)關係的區分，直

接與間接是一組表象關聯對象方式的認識論的區分。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康德是如

何區分直觀與概念的。其次，從認知能力的層面而言，康德對「知性」一詞的使

用在不同的脈絡中會有不一樣的意涵，也有廣義與狹義的分別。我們必須先澄清

它們的不同，才能更準確地掌握感性與知性在什麼意義下是兩個不同的基礎力，

彼此不能相互化約。最後，我們會發現，除了感性與知性，批判哲學還肯定了其

他的基礎力之存在。這形成了多重基礎力的觀點。康德把這些基礎力視為一個有

機的整體，彼此之間能夠為了知性認知的統一性目標而協調地運作。 

a. 直觀與概念的區分 

康德對於直觀與概念的區分，最早可以追朔到前批判時期的兩部著作：1768

年的短文〈論空間區界辨別的基本根據〉（“Von de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s 

der Gegenden im Raume”，以下簡稱〈論空間區界〉）與 1770 年的《論感性世界

與智性世界之形式與原理》（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以下簡稱《就職論文》）。42 

〈論空間區界〉主要是談論空間的本質，其主旨是要反駁萊布尼茲將空間理

解為事物彼此之間的關係。43 在這著作中，康德把空間視為概念（而非直觀）。

 
42 Gloy 與 Falkenstein 認為，康德在〈論空間區界〉已經開始思考有關感性能力與感性直觀的問

題，並嘗試區分感性與知性。請參閱 Falkenstein, Kant's Intuitionism, p. 34；Gloy, "Die Kantische 

Differenz von Begriff und Anschauung und ihre Begründung," pp. 10ff.。 
43 康德早期的思想受到萊布尼茲與吳爾夫學派的影響，因此他接受萊布尼茲式的空間觀，把空

間理解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然而，康德同時也深受牛頓物理學的物體運動理論的啟發。因

此，康德早期的著作可以被視為是對萊布尼茲與牛頓的調和之嘗試。這些著作主要包括 1755 年

的《形上學認知的最初原理之新闡釋》(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rio)和《普遍的自然史與天體理論》(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1756 年的《物理單子論》(Monadologia physica)。但是，空間作為一種關係，始終無法用牛頓的

物理學去描述物質或單子之間的運動變化關係。這迫使康德開始探討空間的本質，並更傾向於牛

頓的絕對空間觀。因此，康德在〈論空間區界〉中放棄萊布尼茲的空間觀。請參閱 Brigitte Falken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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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他主張，事物在空間中的一些規定（主要是方向與位置上的規定）是無法單

純地藉由事物之間關係來說明，而只能透過一個普遍或絕對的空間來說明。絕對

空間擁有三個維度，並且擁有自身的實在性，其不依賴於萬物之存在。45 在空

間中，即使任意兩個事物是等同與相似的(gleich und ähnlich)，我們也不能進而斷

定它們就是同一的(identisch)。相反的，這兩個事物依然存在著差異。這些差異

正好是透過兩個事物所在的位置與方向來決定，而不是透過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來決定。46 如果空間是兩個等同且相似的事物彼此關係的規定（一如萊布尼茲

所主張的），那麼我們將無法有效地規定它們的位置與方向（上下，前後，左右）。

除此之外，單憑概念也無法直接表象空間中不相合的配對物(das incongruente 

Gegenstück)，例如：我們不能用同一性概念將左手與右手理解為同一隻手。即使

它們的內在規定是一樣的，它們依然是不相合的。這種不相合只能藉由空間的規

定來說明。 

康德指出，萊布尼茲的空間觀無法解釋，空間中的事物在位置與方向有差異。

相反的，如果我們採取牛頓式的絕對空間觀，則事物在空間中的位置與方向將可

以得到合理的說明。47 因此，康德說： 

空間的規定並不是物質部分彼此之間位置(Lage der Teile der Materie)的結果，

而後者才是前者的結果。48 

空間中的位置與方向是一種規定，用來說明事物之間的關係，而這種規定立基於

牛頓的絕對空間觀。絕對空間規定了事物的位置與方向上的不同，而不是事物之

間的關係規定了空間的本質。49 萊布尼茲的空間觀顛倒了根據與結果。康德在

《就職論文》中放棄了絕對空間觀。50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如果我們要透

 
"Incongruent Counterparts: Kant's 1768 Argument against Relationalism," in Kant Und Die Berliner 

Aufklärung: Akten des IX. Internationalen Kant-Kongresses, ed. Ralph Schumacher, Rolf-Peter 

Horstmann, and Volker Gerhardt (De Gruyter, 2001)；Charles Parsons, "The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ed. Paul Guy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4 勞思光認為，當康德在這裡將空間視為一個基礎概念時，這意謂他還沒像《就職論文》般明

確地畫分感性世界與理智世界。請參閱勞思光，《康德知識論要義新編》，頁 29。 
45 請參閱 Unterschied, Ak. 2: 377f., 381f.。 
46 同上註，Ak. 2: 381。 
47 Gottfried Martin 指出，克拉克(Samuel Clarke, 1675-1729)在與萊布尼茲的論戰中為牛頓的空間

觀給出了一個哲學解釋。在這一解釋中，牛頓的絕對空間只能被理解為實體或實體的附質。由於

空間不會是實體本身，因此它只能被理解為附質，而且是上帝（作為實體）的附質（時間亦是如

此）。請參閱 Martin, Kant's Metaphysics and Theory of Science, p. 14。 
48 請參閱 Unterschied, Ak. 2: 377f., 383。 
49 請參閱 Dissertation, §§13ff., Ak. 2: 398ff.。根據 Gottfried Martin 的分析，當萊布尼茲將時間與

空間理解為兩個事物之間的關係時，他並不認為這種關係是屬於事物自身的一種實在關係(relatio 

realis)，而是一種理性關係(relatio rationis)（對單子而言）或一種先驗關係(relatio transcendentalis)

（對上帝而言）。Martin 認為，萊布尼茲對於關係的分析可以回溯至中世紀多瑪斯對於關係的理

解。多瑪斯將關係區分為三類：實在關係、理性關係、先驗關係。請參閱 Martin, Kant's Metaphysics 

and Theory of Science, pp. 4, 14-5.。 
50 基本上，康德在《就職論文》中放棄牛頓的絕對空間觀，主要涉及空間在形上學（宇宙論）

的一些基本主張，以及傳統的爭論。這個問題已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故不作進一步分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55 

 

過分析或綜合的方式來獲得單一或整體的概念，分析與綜合必須在有限的步驟內

完成。然而，這無法適用於牛頓的絕對空間觀，因為牛頓的絕對空間蘊涵了空間

是可以無限被分割的與無限延展的，因而無法被分割至最小的單位，也無法結合

成為一個整體。換言之，我們無法認識一切在空間中的簡單事物，同時也無法獲

得有關世界的整體認知。這些結論與傳統形上學的認知相悖。在《就職論文》中，

康德提出的解決方式就是區分現相(phaenomenon)與本體(noumenon)，它們根據不

同的原理形成不同類型的對象認知。康德同時也主張，我們無法透過直觀的方式

獲得任何有關「無限」與「整體」的表象，因為無限與整體涉及本體的認知。51 

然而，康德還是保留了〈論空間區界〉對於「空間的規定決定事物的位置」的想

法。為了保留空間對事物的規定，康德主張這規定來自主體的感性能力。因此，

空間被理解為主體的形式條件，這形式條件規定了事物的位置與方向。與此同時，

空間（形式）與空間中的對象（亦即直觀）依然無法完全被概念化約。 

儘管〈論空間區界〉只討論了空間的本質，但是這已表明，人類的感性直觀

中有一些內容只能透過直觀來表象，它們是無法單憑概念去掌握的。《就職論文》

將這一點擴大到整個感性認知的範圍，包括時間在內。康德認為，時間與空間既

不是理性的(rationales)，也不是連結的客觀觀念(nexus ideas obiectivas)，而是現

相。52 雖然康德在行文表述中會稱它們為概念(conceptus)，但時間與空間本質上

是一種直觀(intuitus)，它們是感性世界的形式原理。  

康德試圖區分現相與本體的不同，與之相應的則有兩種不同類型的認知：感

性的認知與理智的認知。基本上，現相與本體的分界是嚴格清楚的，不允許有絲

毫的混淆。〈論空間區界〉已經證明，事物的位置與方向只能透過空間的規定來

解釋，我們無法藉由概念去規定它們。《就職論文》依然保留這一想法，同時指

出：理智概念和本體的認知永遠無法被具體化到現相之中。因此，人類的感性能

力與理智能力之間存在著不一致 (dissensus inter facultatem sensitivam et 

intellectualem)。53 這也是人類的心靈與認知上的限制。 

自古希臘哲學以降，現相與本體被認為是兩種不同的存有論對象，彼此沒有

任何聯繫，而且也不能相互化約。但是，這一區分在萊布尼茲－吳爾夫學派的哲

學中已喪失其原來的意義。54 萊布尼茲將現象視為模糊的表象，吳爾夫把屬於

感性的認知與屬於知性的認知視為在邏輯程度上模糊與清晰的分別。一旦我們用

 
51 請參閱 Dissertation, §1, Ak. 2: 387ff.。 
52 請參閱 Dissertation, §2, Ak. 2: 391。此外，康德還區分出現象(apparentia)，它是一種還未經過

反思形成經驗(experientia)的內容。按此理解，經驗是一種有關現相(phaenomena)的認知。請參閱

Dissertation, §5, Ak. 2: 394。 
53 同上註，§1, Ak. 2: 389；§10, Ak. 2: 396。 
54 同上註，§3, Ak. 2: 392；§7, Ak. 2: 395。Falkenstein 認為，康德關於感性與理智的畫分可以在

亞里斯多德的《靈魂論》中找到思想的依據。亞里斯多德區分了“aesthesis”與“nous”，請參閱 De 

anima, 427b7-15；Falkenstein, Kant's Intuitionism p. 29。──此外，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也

提到，鮑姆嘉登把“Ästhetik”理解為一種關於鑑賞力的學問，是有欠妥當的，它應該是一門涉及

人類感性認知的學問。因為後一種理解更加接近古希臘哲學的原義，將認知區分為感性的

(αισθητα)與理性的(νοητα)(KrV A21n/B35-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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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與清晰來解釋感性與理智的差異，現相與本體在存有論上就沒有任何本質差

異。因此，康德嘗試恢復這個古老的哲學區分。55 

康德在《就職論文》中提出兩個理由，去區分感性的表象（直觀）與理智的

表象（概念）的不同。首先，模糊與清晰的邏輯區分不能有效畫分現相與本體的

不同。萊布尼茲認為，所有感性對象都是模糊的，而所有的理智對象都是清晰的，

但它們本質上都是單子內部的知覺。只要對知覺進行分析與比較，我們就能使一

個模糊的知覺變得清晰。康德同意，我們可以藉由分析與比較的方式使一個模糊

的知覺變得清晰。但是，模糊／清晰並不能恰當地區分直觀與概念的不同。56 我

們發現，有些感性的表象的確是模糊的。尤其在受到環境條件的限制下，我們無

法看清楚在遠處的對象、陰暗中的對象。但是，有些感性表象則是清晰的，例如，

數學與幾何學的對象。同樣的，並不是所有理智的表象都是清晰的，例如：正義

等形上學的表象屬於理智的，但同時也是模糊的。由此看來，模糊／清晰不是區

分感性的表象與理智的表象的絕對根據。這一區分若不是錯誤理解表象的本質，

就是忽略了一些特別的表象。 

有一類特別的表象是關於美的(das Schöne)。57 如果將美的表象放在萊布尼

茲與吳爾夫的哲學系統中，我們無法確定它是模糊的、還是清晰的。因為，一旦

我們認為美的表象是模糊的或清晰的，這預設它是一個可被分析與被比較的表象。

我們可以逐步清晰地認知到表象之中的各種可能標記。此外，這也預設美是一個

關聯到對象的表象。然而，康德認為，這兩個預設都是錯誤的。因為美的表象並

不是概念，也不關聯到任何對象，而是關聯到主體和主體的感受(Gefühl)。58 雖

然康德在《就職論文》沒有談到美與鑑賞的問題，但這至少證明，用模糊／清晰

的區分來說明表象的本質差異是有問題的，因而也無法用來辨別現相與本體。 

其次，人類心靈本質上的限制，導致了感性能力與理智能力產生不一樣的表

象。59 首先，我們的理智能力無法帶來任何直觀，它所產生的一切認知都是一

種符號認知(cognitio symbolica)。換言之，理智是一種運用普遍概念來進行抽象

認知活動的能力。康德也稱這種認知方式為「辨解的(discursive)」，它與「直接

的(immediate)」相對立。普遍性(universales)與抽象性(abstracto)是理智表象的最

大特徵，與此相對的則是個別性(singularem)與具體性(concreto)。感性能力所產

生的直觀都是個別的與具體的。而我們的理智能力是無法直接（在不需要任何普

遍概念的情況下）去認知那些個別者或是具體者。若要認知這些個別者或具體者，

 
55 Falkenstein 指出，康德對於現相與本體的區分是繼承自古老的哲學傳統，但是《就職論文》中

還有幾組區分卻是近代哲學才有的。例如：現象與物自身，邏輯運用與實在運用，主動與被動。

同上註，pp. 44-7。 
56 請參閱 Dissertation, §7, Ak. 2: 394-5。 
57 Martin 特別指出，美的表象無法用模糊／清晰來辨別，這裡引用他的分析作為論點。請參閱

Gottfried Martin, "Kant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Bestimmung der Phänomene durch Leibniz und 

Wolff als verworrene Vorstellung," in Kritik und Metaphysik Studien: Heinz Heimsoeth zum achtzigsten 

Geburtstag, ed. Friedrich Kaulbach and Joachim Ritt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6), p. 102。 
58 請參閱 KU, §15, Ak. 5: 228-9。 
59 請參閱 Dissertation, §10, Ak. 2: 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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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只能透過邏輯運用(usus logicus)，對現象進行比較並從中抽取出普遍的表象。

因此，這是理智能力的特徵，也是它的限制。 

另一方面，直觀有兩類：感性直觀與智性直觀。我們的理智能力沒有辦法產

生這兩種直觀。人類沒有智性直觀，這類直觀屬於上帝的。但人類能夠透過感性

能力獲得感性直觀。透過主體的形式條件，我們的感性能力可以獲得個別與具體

的對象。但是，這些對象經過主體的變形之後，只能成為現象，而非對象所是的

內容。60 縱使受到主體感性的變形，這些直觀依然維持其個別與具體的特性。

因此，感性能力與理智能力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以上為《就職論文》區分直觀（感性的表象）與概念（理智的表象），感性

能力與理智能力的主要理由。由此證明，概念是間接的、普遍的表象，而直觀是

直接的、單一的表象。基本上，直觀與概念的區分還一直保留到《純粹理性批判》。

同樣的，《就職論文》中有關時間與空間的想法，大致上也被保留在《純粹理性

批判》中。然而，關於概念所能運用的範圍，康德在這兩個時期的理解卻有很大

的差別，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釐清。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理智是一種運用概念來認知對象的辨解能力。然而，

就其所能認知的對象而言，理智對概念的運用並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在《就職論

文》中，理智的辨解活動不僅適用於感性對象，而且也適用於理智的對象。因此，

這個時期的康德會認為，我們可以運用理智概念獲得有關本體的認知。這明顯不

同於《純粹理性批判》的主張。根據《純粹理性批判》，知性的辨解活動只能透

過範疇去認知到感性直觀中的對象，而無法認知到物自身。因此，人類的知性無

法獲得任何有關本體的認知。這表示，康德在兩個思想發展時期中對「概念」的

認識論意涵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是從先驗哲學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概念的理論意

涵。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客觀的對象認知，那麼我們必須重新畫定概念（尤

其是純粹的知性概念）的有效運用範圍。要瞭解概念的認識論意涵，我們可以回

到康德所提出的表象的家族概念。康德說： 

認知要麼是直觀，要麼是概念(intuitus vel conceptus)。前者直接(unmittelbar)

關係到對象，並且是單一的(einzeln)；後者間接(mittelbar)關係到對象，以多

個事物可以共同(gemein)具有的某個特徵為中介。…而一個出自諸觀念(notio)

的超出經驗可能性的概念，就是理念或理性的概念。(KrV A320/B376-7) 

按照這裡的畫分，直觀與概念的基本特徵與《就職論文》是一致的。概念是一種

普遍、共同的表象，而且也是間接的表象。說它是間接的表象，是因為它間接地

關聯到對象。然而，康德在概念中進一步畫分出經驗性概念、純粹的概念，而純

粹的概念中又有範疇和理念。從先驗哲學的角度而言，這樣的畫分具有重要的認

識論意涵。不同種類的概念所指涉的對象並不一樣，甚至沒有指涉到任何對象。

 
60 同上註，§4, Ak. 2: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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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性概念可以指涉到感性直觀中的對象；範疇指涉到一般而言的對象；理念則

越過可能經驗的界限，指涉到超驗的對象；反思概念甚至不指涉到任何對象，因

為它涉及表象的關係，以及表象的主觀條件。 

在這裡，知性的認知活動依然是辨解性的，亦即，透過概念來進行認知(KrV 

A230/B283)。當我們要運用概念進行認知時，這些概念只能被放置在判斷中作為

述詞，最後透過主詞中的直觀才能間接地指涉到某個特定的對象： 

由於除了單純的直觀之外，沒有任何表象是直接指向對象的，所以一個概念

永遠不和一個對象直接發生關係，而是和關於對象的某個另外的表象（不論

這表象是直觀還是本身已經是概念）發生關係。(KrV A68/B93) 

在這意義下，知性的辨解活動是一種下判斷的活動，在其中一個經驗性概念（作

為述詞 P）或者透過主詞中的直觀（這 x 是 P），或者如果主詞還是一個概念，

則此概念又作為另一個判斷的述詞，直到判斷的主詞是直觀時，才間接地關聯到

經驗之中的對象。61 因此，概念是在這個意義下作為一種間接的表象。同樣的，

範疇涉及一般而言的對象，但是它「在任何直觀中都永遠不可能找到」(KrV 

A137/B176)。因此，範疇只能透過先驗的圖式(transzendentales Schema)先天地關

聯到對象。就此而言，範疇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概念，它依然是一種間接的表象。 

但是，理性概念的情況就完全不同於經驗性概念與範疇。作為一個概念，理

念也是普遍的、間接的表象。但由於它是超驗的，我們無法在直觀中找到與之相

符應的對象。作為一個間接的表象，如果它要透過一個主詞概念指涉到特定的對

象，這也將注定失敗。康德以心理學的理念為例。理性試圖為主詞找到一個實體

性的對象──靈魂，然而： 

我們不可把我們所能達到的任何東西當作一個最後的主詞，而且即使整個自

然界揭露於我們的知性之前，這個實體性的東西本身也決無法為我們的知性

（不論它多麼深入）所思考。因為我們的知性底特殊本性在於辨解地（亦即

藉概念，因而也完全藉述詞）思考一切事物，故這些述詞之絕對主詞必然永

遠找不到。62 

知性（甚至是理性）運用概念的方式是將概念作為一個述詞。即使是實體，我們

也只能透過各種附質去認識它。然而，在理性概念的例子裡，絕對主詞「靈魂」

無論如何都無法透過直觀被給與，也無法指涉到某個實際的對象。因為這個絕對

主詞已經超越了可能經驗的界限，因此，知性的辨解性活動在這裡是無效的。若

按照《就職論文》的觀點，理智的辨解活動可以透過理智概念認知到作為絕對主

詞的實體──靈魂。但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已經放棄這一想法，因為

並不是所有概念所指涉的對象都是可認知的。由此可以發現，《純粹理性批判》

 
61 Longuenesse 認為，知性的辨解活動是一種必須依賴感性能力所提供的直觀的認知活動。這一

點與本文的觀點是一致的。請參閱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 10。 
62 請參閱 Prolegomena, §46, Ak. 4: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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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先驗的、認識論的意涵去區分直觀與概念，並重新考慮概念的有效運用範圍，

而這是《就職論文》還沒有發展出來的。 

基本上，我們應該從兩種不同的角度看待《純粹理性批判》對於直觀與概念

的區分。首先，當康德使用「直接與間接」去區分直觀與概念時，這是一種先驗

的、認識論上的區分，它所考慮的是表象關聯到對象的方式。而當康德使用「單

一與普遍」作區分時，這是一種邏輯的區分，它所考量的是表象的邏輯從屬關係。 

當我們使用單一或共同（即普遍）來闡明直觀與概念之間的分別時，它指的

是，一個表象符應某一個特定對象，或者是為許多個對象所共有。63 如果要進

一步解釋單一與共同的差異，邏輯學會給出的解釋是：直觀作為一個單一的表象，

它無法同時作為一個部分表象而被涵攝在其他的表象之中。換言之，直觀是沒有

外延(Umfang)的表象，它不能作為標記(Merkmal)將物涵攝在它之下。64 我們可

以說，直觀是在表象從屬關係之中最低的。直觀可以被涵攝在其它表象之下，但

直觀卻無法將其它表象涵攝在它之下。直觀與直觀之間只有並列的、但沒有從屬

的邏輯關係。相反的，概念作為一個共同的表象，它同時能作為一個部分表象而

被涵攝在許多其他的表象之中。與此同時，概念作為一個共同的表象，也能將許

多事物涵攝在它之下。因此，概念與概念之間不僅可以有並列的、而且也有從屬

的邏輯關係。從概念分類的邏輯從屬關係而言，概念有最高的類(Gattung; genus)，

但卻沒有最低的種(Art; species)。65 相反的，由於直觀可以被視為在表象從屬關

係之中最低的，因而直觀不同於概念。 

另一方面，直接的表象與間接的表象不是一種邏輯學上的區分，而是一種認

識論的區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先驗的區分。在這裡，我們要考慮的是一

個表象與對象之間的關聯。直觀與對象之間是一種直接的關係，因為對象對於我

們的感性能力的觸動是沒有透過任何中介的。然而，一個概念的內容是透過對象

的指涉而被給與的： 

任何一個概念所需要的，首先是一般概念（思想）的邏輯形式，其次還要有

它與之相關的一個對象被給與它的那種可能性。沒有後者它就沒有意義，在

內容上就完全是空的…。(KrV A239/B298) 

如果這個指涉要關聯到一個確定的對象，那麼它只能（如前述所指出的）作為一

個判斷的述詞，並且藉由主詞中的直觀指涉到對象。在形式邏輯中，我們只會考

慮表象的形式關係，其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對象。只有在先驗邏輯中，表象與對象

之間的關係才能被確定。由於上述引文的解釋已經涉及對象及其內容，所以，直

接與間接的區分不再屬於邏輯學的考慮，而是認識論的，或先驗邏輯的考慮。 

 
63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91；Logik Blomberg, Ak. 24: 251；Logik Philippi, Ak. 24: 451；Logik 

Pölitz, Ak. 24: 565；Logik Busolt, Ak. 24: 653；Wiener Logik, Ak. 24: 904。 
64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7, Ak. 9: 95。 
65 康德認為，我們永遠找不到一個種的概念是不包含其他概念在它之中的，因而沒有最低的種。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11, Ak. 9: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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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分析得知，《就職論文》與《純粹理性批判》對於單一的表象與共

同的表象的理解是一致的。然而，它們對於直接的表象與間接的表象的理解則明

顯不同。當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區分直觀與概念時，他是從先驗哲學的角

度重新理解概念關聯對象的理論意涵。這一理論意涵也決定了區分感性與知性的

特殊意義，因為這涉及知性的認知能力的有效範圍與界限。這是康德在前批判時

期沒有達到的。 

b. 感性與知性作為基礎力 

在康德的哲學體系中，一些重要的哲學概念在不同的問題脈絡中會有不同的

意涵與指涉。兩個最常見的例子是「理性」和「知性」。基本上，這兩個概念在

批判哲學中擁有至少一個以上的理論意義。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康德承認了哪些

基礎力時，這無疑增加了分析的難度。例如：康德哲學中的「理性」概念至少可

以區分出三種不同的意涵：最廣義的理性、廣義的理性、狹義的理性。66 倘若

如此，這三種不同意涵的理性是三種不同的基礎力？還是同一個基礎力？同樣的，

康德也曾指出，「知性」可以區分出三種不同的意涵：最廣義的知性、廣義的知

性、狹義的知性。最廣義的知性是一種高階的心靈能力，意指一種認知能力，它

與欲求的能力和快樂與不快樂的能力相並列。最廣義的知性中可以步一步區分出

廣義的知性，它是相應於感性能力而言。而廣義的知性可以再進一步區分出理性

（推論的能力）、判斷力（運用規則的能力）、狹義的知性（概念的能力）。67 

因此，我們要如何確定哪一種知性才是基礎力？ 

若要確定知性作為基礎力的意涵，我們需要再回到《純粹理性批判》中。康

德在 A15/B29 如此描述感性與知性的分別：「通過前者，對象被給與我們，而

通過後者，對象則被我們思維」。〈先驗邏輯〉也提到： 

我們的認知來自於內心的兩個基本來源，其中第一個是感受表象的能力（對

印象的接受性），第二個是通過這些表象來認知一個對象的能力（概念的自

發性）；通過第一個來源，一個對象被給與我們，通過第二個來源，對象在

與那個（作為內心的單純規定的）表象的關係中被思維。所以直觀和概念構

成我們一切認知的要素，以致概念沒有以某種方式與之相應的直觀、或直觀

沒有概念，都不能產生認知。(KrV A50/B74) 

我們若是願意把我們的內心在以某種方式受到觸動時感受表象的這種接受

性叫作感性的話，那麼反過來，那麼自己產生表象的能力，或者說認知的自

 
66 黃振華認為，最廣義的理性包含了感性、知性、狹義的理性；廣義的理性指的是高階的心靈

能力，亦即理性、知性、判斷力，但是不包括感性等低階的心靈能力；而狹義的理性則是指原理

的能力。請參閱黃振華，〈論康德哲學中「理性」一詞之涵義〉，收錄於《論康德哲學》，李明輝

編（臺北：時英，2005 年），頁 355-62。 
67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40, Ak. 7: 19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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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就是知性。我們的本性導致了，直觀永遠只能是感性的，也就是只包

含我們為對象所觸動的那種方式。相反，對感性直觀對象進行思維的能力就

是知性。這兩種屬性中任何一種都不能優先於另一種。(KrV A51/B75) 

以上知性所得到的僅僅是消極的解釋：即一種非感性的認知能力。既然我們

不依賴於感性就不能夠享有任何直觀，所以知性就不是直觀的能力。但在直

觀之外，除了藉助於概念的認知方式，就再沒有任何別的認知方式了。所以

每個知性的、至少是每個人類知性的認知都是一種藉助概念的知識，它不是

直覺性的，而是辨解性的。(KrV A67-8/B92-3) 

從功能上而言，感性能力是被動的，而我們的直觀奠基於觸動(Affektion)。相反

的，知性是主動的，它擁有機能(Funktion)(KrV A68/B93)。感性和知性構成人類

認知的兩個基礎力，同時也是批判哲學的兩大基石。因此，〈先驗成素論〉被畫

分為兩個主要的部分：〈先驗感性論〉與〈先驗邏輯〉。感性作為一種被動接受

性的能力，其對應到〈先驗感性論〉，這在理解上或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知性

作為一種主動自發性的能力，能夠進行思考活動的能力，這理應對應到〈先驗邏

輯〉。然而，〈先驗邏輯〉又可以進一步畫分為兩個部分：〈先驗分析論〉與〈先

驗辯證論〉。〈先驗分析論〉與〈先驗辯證論〉又分別對應到知性與理性。因此，

我們在這裡必須區分出廣義的知性（它對應到〈先驗邏輯〉）與狹義的知性（它

對應到〈先驗分析論〉）。康德在〈先驗分析論〉裡談到知性的幾種不同意義：

「下判斷的能力」(KrV A69/B94)、「思考的能力(Vermögen zu denken)」(KrV 

A81/B106)、「規則的能力(Vermögen der Regeln)」(KrV A171/B132)，有時亦稱

之為「反思的能力(Vermögen zu reflektieren)」、「概念的能力(Vermögen der 

Begriffe)」。68 康德在〈先驗辯證論〉中又將理性定義為一種「原理的能力

(Vermögen der Prinzipien)」，用以區別於知性作為規則的能力(KrV A299/B356)。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知性作為一種高階的認知能力，

至少有兩層不同的意義。這與《實用主義觀點之下的人類學》相一致。69 

如果知性有兩層不同的意涵，那麼康德在 A15/B29 中所指的知性，究竟是

哪一種意涵？此外，康德又說，感性和知性「或許」存在一個共同的根柢。這與

《純粹理性批判》結尾的一段文字相呼應：  

我們在此滿足於完成我們的工作，就是只把一切認知的建築術從純粹理性中

構想出來，並且只從我們認知能力的普遍根柢中分杈而生發出兩條枝幹的那

一點開始，這兩條枝幹之一就是理性。但我在此所謂的理性是指整個高階認

知能力…。(KrV A835/B863) 

 
68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 & III, Ak. 4: 288, 290；KU, §77, Ak. 5: 406。 
69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40, Ak. 7: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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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引文裡使用的是「理性」，而非「知性」。明顯的，「理性」作為一種高

階的認知能力（它包含了知性、判斷力、理性），是其中一個主幹。那麼，另一

個主幹就是低階的認知能力，亦即感性。這顯然與 A15/B29 的描述又不太一樣。

在 A15/B29 的脈絡中，康德談的是，對象被給與的方式不同於對象被思考的方

式。對象透過知性被思考，而思考是一種運用概念的認知活動，用以區別於直觀

的認知活動。但是在 A835/B863 的脈絡中，當理性指涉整個高階認知能力時，

這就不只包含知性的概念活動，而且也包括判斷力的涵攝活動，以及理性的推論

活動。因此，知性和理性在這兩個脈絡中的意義是否相同，是值得商榷的。如果

我們要確定知性作為心靈的兩大主幹之一，我們必須確定這裡的知性為何。 

一個概念術語在一個哲學系統裡有一個以上的理論意義，這無可避免會引起

困擾。「知性」在不同的脈絡中有廣義與狹義之分，似乎會讓〈先驗邏輯〉陷入

系統性的緊張關係。70 畢竟康德批評吳爾夫犯了這種錯誤，企圖用一個共同概

念／名目來涵攝各種不同的心靈能力，並以為這個共同概念可以一一地推導出各

種不同的心靈能力。 

因此，我們有必要去釐清一個問題：知性作為一種基礎力的意義為何？因為

這涉及〈歧義篇章〉中先驗反思是否能真正發揮其作用，正確地辨識出一個表象

之根源。71 如果康德將感性和知性視為兩個基礎力，但是知性作為一個基礎力

既有廣義與狹義的區分，那麼先驗反思如何可能正確地決定表象所屬的心靈位置？

先驗正位論把感性和知性視為兩個不同場所／位置的心靈能力，目的是為了避免

它們所產生的表象被混淆。一旦表象沒有被正確地放置在其所屬的心靈位置，我

們就有可能混淆直觀與概念，進行錯誤的比較。如果我們沒有預先確定一個心靈

所在的位置，我們自然無法正確地規定一個表象之根源。 

為了讓先驗反思能夠有效地規定概念所屬的心靈位置，我們必須提出疑問：

知性在何種意義下能夠作為一種基礎力？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預先規

定基礎力的特性。一個心靈能力作為基礎力必須要有三個條件特徵： 

(i) 基礎力是一種根柢與起源，它能夠產生特定種類的表象； 

(ii) 基礎力無法被化約至其他的心靈能力； 

(iii) 基礎力與其他的基礎力為了對象認知的目的而相互合作，以產生統一

的表象。 

康德的核心主張是，人類的心靈包含各種不同的基礎力，這些能力彼此都不能被

化約。72 縱使如此，這也並不代表這些基礎力彼此就像是一座座的孤島，沒有

任何的交流的可能。批判哲學的任務不只是闡明這些基礎力的本質，而且還必須

闡明它們是根據什麼樣的先天原理相互合作，以產生特定的認知。 

 
70 請參閱 Brandt, The Table of Judgments, p. 51。 
71 請參閱 Gloy, "Die Kantische Differenz von Begriff und Anschauung und ihre Begründung," p. 1。 
72 請參閱 Henrich, "Kant's Notion of a Deduct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Critique," p. 42；Between Kant and Hegel,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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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理解，感性是一個基礎能力，它能產生特定種類的表象，亦即感性

直觀。73 與此同時，感性能力無法被化約至其他的心靈能力，或者被化約至一

個更根本的基礎力。換言之，感性能力無法被化約至知性（因為感性直觀或現象

不是模糊的概念），它也無法被化約至表象力（因為我們無法由表象力推出感性

能力）。最後，透過感性直觀而被給與的對象是一個未被概念規定的對象──現

象，我們無法單獨憑藉感性直觀有效地形成對象認知。因此，直觀必須與概念相

聯結，感性必須與知性合作，才能產生客觀有效的認知。沒有概念，直觀無法被

理解；這也意謂，沒有知性，感性則是盲目的(KrV A51/B75)。 

與此同時，人類的知性被創造成另一個基礎力。這個基礎力也必須符合上述

三個條件特徵。人類的知性無法產生任何直觀（不論是感性的，還是智性的），

它只能帶來概念。知性也無法被化約至感性（因知性的先天概念不是抽離自感覺

的表象），它也無法被化約至表象力（因為表象力不是某種實體）。同樣的，為

了有效地形成一個對象認知，使對象變成可理解的，感性必須與知性相聯結。感

性提供直觀，知性提供概念，它們透過綜合的聯結的方式形成一個統一的表象─

─判斷。如果沒有感性直觀被給與，知性的概念也只能空轉。 

康德認為，人類認知的核心不是概念，而是判斷。判斷是所有認知的最基本

單位（完整認知意義的最小單位），由此產生其他類型的認知，包括理性的推論

(Vernunftschluß)。理性的推論能力有別於感性，因為它既不產生任何直觀，也無

法直接關聯到任何對象。理性能力也有別於知性，因為它不產生任何能運用到直

觀上的概念，而是以概念作為其材料產生出另一類的表象──被推論出來的概念

(geschlossene Begriffe)，或理性概念(Vernunftbegriffe)(KrV A310ff./B366ff.)。因此，

理性是另一個基礎力。 

正如康德所言，一個普遍的名稱並不表示存在著一個基礎力，廣義的知性可

以是一個普遍的名稱，但它不一定是一個基礎力。由於廣義的知性包含了理性推

論的能力，這表明廣義的知性不是嚴格意義下的基礎力。相反的，狹義的知性才

是基礎力，一種以概念運作為核心的心靈能力。康德在一些地方也提到： 

知性作為思想的能力（藉由概念來表象某物），也被稱為高階的認知能力（有

別於低階的感性），因為直觀的能力（純粹的或經驗的）只包含對象的單一

性，而概念的能力則包含表象的普遍性…。74 

事實上，一般而言知性被視為一般思想規則的來源與能力。因為，就如感性

是直觀的能力，所以知性是思想的能力，亦即，把感覺的表象帶到規則之下

的能力。75 

 
73 基本上，直觀有兩類：感性直觀與非感性直觀(nichtsinnliche Anschauung)，後者亦被稱為「智

性直觀(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KrV B307)。康德認為，人類只有感性直觀，其先天形式是空

間與時間，而沒有智性直觀。因此，透過時間與空間所表象的對象都是感性直觀的現象。 
74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40, Ak. 7: 196。 
75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64 

 

在這兩個脈絡裡，狹義的知性與感性能力的區分在對比之下是非常清楚的。在意

識活動裡，一個表象既是透過感性被給與，同時透過知性被思考。對象若要被認

知，它必須被帶到概念之下，以形成一個規定判斷。在這個邏輯過程裡，思想活

動無一不是藉由概念來完成的。儘管康德會用不同的概念來描述知性，但「下判

斷的能力」、「思想的能力」、「規則的能力」、「概念的能力」、「反思的能

力」在此脈絡皆是指狹義的知性。而這些對狹義知性的描述依然是在〈先驗分析

論〉的範圍內。 

無可否認，康德在 A15/B29 的描述表明，感性與知性這兩個基礎力確定了

《純粹理性批判》的兩個主要部分：〈先驗感性論〉與〈先驗邏輯〉。康德的目

的是，如何在這兩種基礎力中發現客觀有效的認知的先天成素。〈先驗感性論〉

已經清楚地闡明感性如何作為一種基礎力，將對象表象成一個現象並帶到意識活

動之中。但〈先驗邏輯〉不僅考慮狹義的知性，也考慮了理性推論的能力。那麼

〈先驗邏輯〉是否也準確地闡述了（狹義的）知性如何作為一種基礎力，將現象

帶到概念之下成為可被認知的對象？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仔細審視〈先驗

分析論〉與〈先驗辯證論〉在〈先驗邏輯〉之中的理論目的，就可以發現，狹義

的知性為「客觀有效的認知如何可能？」給出正面的解答。〈先驗分析論〉指出：

狹義的知性必須把它所產生的純粹知性概念限制在可能經驗的界限內（一種經驗

的運用），才能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相反的，〈先驗辯證論〉旨在揭示：任何

企圖將純粹知性概念運用（先驗的運用）在可能經驗的界限之外的對象，這只會

產生各種辯證式的幻相。在這意義下，〈先驗辯證論〉只是「驗證了我們在〈先

驗分析論〉中已經證明了的東西」(KrV A642/B670)。〈先驗分析論〉為狹義的

知性確立一套對象認知的先天原理，而〈先驗辯證論〉則揭發，理性總是不可避

免地誤用這些先天原理，並讓自己陷入辯證的幻相之中。 

因此，將理性推論安排在〈先驗邏輯〉中，這並不影響狹義的知性作為一種

基礎力，也不會混淆狹義的知性與推論的理性。換言之，〈先驗分析論〉與〈先

驗辯證論〉可以在〈先驗邏輯〉中同時並存而不互相衝突。 

c. 多重的基礎力 

接下來，我們將看到，《純粹理性批判》中有許多基礎力。這些基礎力可以

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康德在 A320/B376-7 的表象家族概念是一個可能會被誤解的地方。康德把所

有伴隨著意識的表象都納入到這家族概念之中，而「表象」則是這個家族概念中

的最高類。這容易讓人誤以為，表象作為一種結果，是由單一的表象力所產生。

這同時也容易讓人誤以為，不同種類的表象最終都可以被化約至一個基礎力──

表象力（一如吳爾夫所主張的）。76 但是，這個表象家族概念並沒有預設，不同

 
76 萊因侯德試圖以這個家族概念重新將康德哲學系統化，但他也有意識地避免讓這種詮釋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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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的表象最終都可以被化約至單一基礎的表象力。因為類與種只是概念上的分

類，它們只闡明了概念與概念在邏輯從屬中的關係。邏輯的從屬關係是為了讓各

種表象能夠形成一個分類的整體，而不是對它們的本質進行規定。77 邏輯的從

屬關係也不預設，概念與概念之間有任何的化約或推論關係。因此，一個種無法

被化約至一個類，又或者一個類無法推出一個種之存在。雖然直觀與概念都是表

象，但是它們皆無法被化約至某種共同的表象。因此，不存在一個基礎的表象力，

它既能產生直觀，又能產生概念。 

我們的分析只確定了感性和知性是基礎力，而且它們無法被化約至其他單一

的基礎力。那麼，我們如何進一步確定，哪些心靈能力是基礎力、哪些又不是基

礎力？人類的心靈包含各種不同的能力，例如：「感覺、意識、想像、記憶、智

力、辨別力、愉快、欲望」(KrV A649/B677)。但是，並非所有能力都是基礎力。

康德並沒有清楚指出，這當中的哪些是基礎力。他只指出，我們是根據理性的一

項邏輯格律(logische Maxime)作為指引，來規定這些心靈能力： 

正是同一個實體的各種不同的現象在一看之下就顯示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同

質性，以致我們幾乎一開始就不得不因此而假定實體具有如同以其各種效果

著稱的那樣繁多的力，如在人的內心中的感覺、意識、想像、記憶、智力、

辨別力、愉快、欲望等等。一開始就有一條邏輯格律要求我們盡可能多地減

少這種表面上的差異性，辦法是通過比較而揭示出那隱藏著的同一性，並檢

查一下，與意識結合著的想像，以及記憶、智力、辨別力，是否就是知性和

理性。一個由邏輯根本查不出它是否存在的基礎力的理念，至少是有關力的

多樣性的某種系統表象的問題。理性的邏輯原理要求這種統一性盡可能地實

現出來，而這種那種力的現象越是更多地被發現相互是同一的，則它們只不

過是同一個可以（比較而言）叫作它們的基礎力的那個力的各種不同表現這

一點就越是有可能。(KrV A648-9/B676-7) 

這個邏輯格律指的是「奧卡姆剃刀」。78 根據這項格律，我們應該盡可能地使

用一個原理來解釋繁多的對象，包括心靈的各種認知能力。在方法論上，我們是

透過比較兩個對象，試圖在兩者之中找出可能隱藏著的同一性。79 康德舉例，

「記憶只是過去事物的一種想像(Imagination)，因此不是個別的基礎力」。80 相

 
跟吳爾夫一樣的問題。他的觀點與康德相同：我們只能透過力所產生的結果來推斷力本身。因此，

表象力(vorstellende Kraft)只能透過表象來認知。但我們永遠不能認知到產生表象的主體(Subjekt)，

因為這個主體總是處在意識之外，無法被給與。請參閱 Reinhold,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Vorstellungsvermögens, §VIII, p. 203。 
77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10, Ak. 9: 96-7。 
78 康德在 A652/B680 指出，這個邏輯格律就是奧卡姆剃刀原理：「存有（原理）如無必要不得增

多(entia praeter necessitatem non esse multiplicanda)」。 
79 康德在一些地方表明，奧卡姆剃刀原理的操作是一種比較的活動。我們將兩個對象進行比較，

從中找到它們的相似之處，藉以將繁多的對象化簡至最少。請參閱KrV A306/B362-3, A649/B677；

Metaphysik L1, Ak. 28: 262。 
80 請參閱 Metaphysik L1, Ak. 28: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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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構想力是一個基礎力，它不是從其它的力中推得的。只要比較記憶與想像，

就會發現記憶不過是其中一類的想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種類的想像（包括先驗

圖式、幻想等等）。81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不同種類的想像都源自於構想力。

由此斷定，構想力是一個基礎力。82 

我們可以根據奧卡姆剃刀的邏輯格律尋找到基礎力。這些基礎力可以透過比

較的方式確定，例如：感性、知性、構想力、理性等等。因此，《純粹理性批判》

不只是一個二元基礎力的學說，而且也是一種多重基礎力的學說，它們構成了一

套有關人類認知能力的完整論述。83 至於在各種基礎力之外，是否還存在著單

一、共同的基礎力，以涵攝其他所有的基礎力？這已經超出可能經驗的界限範圍。

如果我們試圖從一個心靈根源往下追溯，去尋找另一個單一的基礎力，則我們會

陷入無限後退之中。 

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康德早在 1770 年就已經有了一個清楚的想法：人

類的感性能力與理智能力之間存在著一種不一致。84 這種不一致有兩個不同的

面向，同時也造就了人類認知的特性。首先，理智所擁有的抽象概念無法在感性

世界中找到具體的對應關係。其次，感性直觀也無法完全被概念所表象。在《純

粹理性批判》中，除了感性與知性之外，主體還有其他的心靈能力被認定為是基

礎力。那麼，這些不同的基礎力是否也會陷入不一致的狀況之中，以致我們根本

無法形成任何認知？ 

事實上，人類的確擁有許多確定不疑的知識。數學與自然科學都是嚴格的科

學，也是理性的重要成就(KrV BX)。就這些科學知識是事實而言，我們必須假定

各種基礎力之間的相互協調運作，否則我們無法解釋這些先天認知是如何可能的。

但是，理性要如何進行自我批判，並證成這種相互協調合作是可能的？這又是另

一回事。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似乎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們

可以在一些段落中看到間接的回應。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與《未來形上學序

論》的序言裡都提到，人類的理性宛如一個有機的整體。有機體的概念解釋了各

種基礎力之間的相互協調運作，以形成一個整體： 

純粹理性是一個內部普遍相聯繫的獨立領域，以致我們無法觸及其任何部分

而不牽動其餘部分，而且若不先為每個部分決定其位置及它對其他部分的影

響，就無法有任何成就。因為既然除了純粹理性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能在內

部糾正我們的判斷，則每個部分之有效性和運用均取決於它在理性自身內與

 
81 構想力可以區分為創造的(produktiv)與再生的(reproduktiv)，它們能夠產生不同類型的表象。

請參閱 KrV A118ff.；Anthropologie, §28, Ak. 7: 167。 
82 海德格認為，先驗構想力就是感性與知性的共同根柢，因而是兩者的基礎力。相反的，本文

的分析己指出，構想力、感性、知性都是彼此不能被化約的基礎力。因此，海德格對這個共同根

柢的詮釋是錯誤的。請參閱 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5 ed.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 §31, p. 160。 
83 基於這個理由，亨利希認為，康德的哲學體系是一種多向度的(multidimensional)體系。請參閱

Henrich, Between Kant and Hegel, p. 38。 
84 請參閱 Dissertation, §1, Ak. 2: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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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部分之關係，而且如同在一個有機體之結構中一般，每個環節之目的只

能從對於整體的完整概念推衍出來。85 

形上學在認知原理方面是一個完全孤立的、獨立存在的統一性，在其中，像

在一個有機體中那樣，每一個環節都是為著所有其他環節，所有環節又都是

為著一個環節而存在的，沒有任何一個原理不同時在與整個純粹理性運用的

全面的關係中得到研究而能夠在一種關係中被可靠地把握住的。 (KrV 

BXXIII, BXXXVIII) 

當批判哲學不僅探討了思辨理性的界限與範圍，而且還探討了實踐理性的能力時，

它就會發現理性擁有繁多的基礎力。那麼，各種基礎力之間如何可能相互協調一

致？康德給出的解答是，理性宛如一個有機的整體，在其中的每一個基礎力為了

某一種共同的目的而相互合作。我們無法想像，當理性的內部無法形成一個有機

的整體時，各種基礎力之間相互衝突，主體依然可以產生有效的認知。 

當理性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時，理性內部的各種心靈能力是以某種方式被

聯繫在一起的。然而，有機體的概念本身還不足以清楚解釋理性內部的各種基礎

力是如何被聯繫成一個整體的，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闡明它們聯繫的方式。康德指

出，各種不同力之間的關係只能透過原因與結果的關係來解釋。86 在此，原因

與結果的關係有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式：機械論式的 (mechanisch)與目的論式

(teleologisch)。機械論式的因果關係以原因作為規定之根據，因而原因先於結果。

然而，目的論式的因果關係則以結果的表象（一個理念）作為規定根據，因而結

果先於原因而被設定。為了區別於機械論式的因果概念，康德提出「合目的性

(Zweckmäßigkeit)」概念來闡明目的論式的因果關係。87  

康德認為，一個有機體的內部彼此同時互為原因與結果，亦即，每一個部分

同時即是原因，也是結果。然而，機械論式的因果關係無法解釋各個基礎能力是

如何彼此相互協調一致的，亦即，無法解釋基礎力如何同時互為因果關係的。因

此，我們只能訴諸目的論的因果關係來解釋基礎力之間的協調一致性，它們為了

某一個共同的目的而產生聯繫。由此可以確定，基礎力之間的聯繫不能是機械論

式的因果連結(nexus effectivus)，而只能從目的連結(nexus finalis)來理解： 

由於有機體的概念已經表明，它是某種物質，在其中的一切相互作為目的與

手段而彼此關聯，因而這只能被思考為目的因的系統，並且它們的可能性對

人類理性而言只剩下目的論式，而不是物理的──機械式的闡明方式…。88 

在理性的有機體之中，每一個基礎力彼此之間必須透過目的論的方式聯繫在一起。

基礎力彼此之間的合作不是機械式的，也不是單純偶然的。只有在目的論的解釋

 
85 請參閱 Prolegomena, Ak. 4: 263。 
86 請參閱 Gebrauch, Ak. 8: 180-1。 
87 請參閱 KU, §10, Ak. 5: 219-20。 
88 請參閱 Gebrauch, Ak. 8: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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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所有基礎力同時被視為原因與結果，理性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才是可能的。

換言之，「有機的整體」或「合目的性」的理念讓各種基礎力之間的相互協調成

為可理解的。康德後來在《判斷力批判》中進一步將這個主張系統化，並把「合

目的性」視為判斷力的先驗原理，這裡不再贅述。89 

如果理性能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並且其中的每一種基礎力彼此都能夠相

互協調合作，那麼它們必然是為了特定類型的認知而一起共同行動的。而在我們

這裡的討論脈絡裡，這類認知就是客觀的對象認知。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理性

自身就是一個目的，並且其自身內部的各種基礎力也以此為目的： 

一切在我們力(Kräfte)的本性中建立起來的東西都必然是合目的的並且與這

些力量的正確運用相一致的，只要我們能夠防止某種誤解(Mißverstand)並找

到它們的真正的方向。(KrV A643/B671)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心靈的各種認知能力是根據特定的法則彼此相互協調運

作的。如果我們能夠正確掌握這些法則，我們就能發現它們的合目的性，而且把

這個合目的性理解為一個原理，亦即，理性的統一性原理。理性統一性（合目的

性原理）是理性為自身所提出的一個理念，以便將內部的所有東西都統一在這個

理念之下。90 因此，將理性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可以讓我們瞭解到，理性內

部的各種基礎力是為了客觀的對象認知這個目的而共同相互協調運作的。 

與此同時，當這個目的作為一個理念時，它讓我們能夠瞭解到，知性所產生

的一切客觀知識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一堆任意堆疊的認知。接下來，

我們將從理性統一性的理念著手，分析各種基礎力是如何被統一在一個理念下，

而又不會陷入辯證式的幻相之中。 

第三節 理性統一性之理念 

前面已經分析，康德是如何根據奧卡姆剃刀的原理找出心靈之中的各種基礎

力。按照康德的理解，奧卡姆剃刀原理並不是一個知性規則，它不像純粹知性概

念，能夠直接被運用在對象的規定，並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相反的，奧卡姆剃

刀原理是一個理性的邏輯格律，以便為知性的認知尋找一個系統的統一性(KrV 

A648/B676)。倘若奧卡姆剃刀是一個理性原理，那麼單一的基礎力也是一個源自

於理性的理念。理性出自於自己的本性，總是會去追求某種絕對的總體性，以便

將一切東西都涵攝在它之中或之下。靈魂、世界、上帝是主要三個絕對總體性理

 
89 請參閱鄭志忠，〈康德的自然合目的性原理的實用意義〉，《揭諦》10，2006 年，頁 97。──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的第六十五節描述了事物作為一個自然目的時，它同時也是一個有機的整

體。請參閱 KU, §65, Ak. 5: 372ff.。 
90 請參閱 KU, §65, Ak. 5: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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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單一的、共同的基礎力則是另一個理性會提出的理念，以便為所有不同的

心靈能力尋找一個最終的根據。91 

首先，我們確實能夠按照奧卡姆剃刀原理的設想來尋找一個基礎力，只要這

樣的設想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在記憶的例子中，我們是根據奧卡姆剃刀原理設想

可能存在一個基礎力，作為記憶的根據。而我們是透過比較與抽離的方式來確定

構想力是一個基礎力，並根據相同的原理進一步設想一個比構想力更基礎的力，

以此類推，最終得出「單一基礎力」的理論。然而，奧卡姆剃刀原理在這個邏輯

過程中由始至終只把「單一的基礎力」視為一種「單純假設性(bloß hypothetisch)」

的理念： 

比較而言的基礎力又必須在相互之間進行比較，以便通過揭示出它們的一致

性而使它們逼近一個唯一根本的、也就是絕對的基礎力。但這個理性統一性

是單純假設性的。我們並不主張這樣一個基本力實際上必定會被找到，而是

主張我們必須為了理性的利益、也就是為了給經驗所可能提供出來的好些規

則建立某些原理而去尋求那種基本力，並凡在有可能做到的地方以這種方式

把系統的統一帶進認知中來。(KrV A649-50/B677-8) 

只要我們把這個單一基礎力視為一種單純假設性的理念，同時也不主張這個理念

是客觀實在的或有效的（亦即，與之相應的對象能夠被給與），那麼這絕對基礎

力的理念就不會與批判哲學既有的主張產生衝突。因為這種假設性的理念只具有

方法論上的規約性(regulativ)意涵，而不具有客觀認知的構成性(konstitutiv)意涵。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康德在 A15/B29 中一方面主張感性和知性是兩個不同的基

礎力，另一方面又認為感性和知性「或許」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力。這兩種主張不

存在任何實質性的衝突：在奧卡姆剃刀原理的指引下，我們透過比較的方式確定

感性和知性是兩個不同的基礎力。奧卡姆剃刀原理也表明，感性和知性「或許」

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根柢。雖然我們不能認知它，但是我們能夠思考它，因為它不

違反邏輯的矛盾原理。這樣的單純假設性的理念從未主張，確實存在一個共同基

礎力，而且奧卡姆剃刀原理也無法證明這個基礎力是客觀有效的。 

理性出於自身的本性，而提出單一基礎力這個理念。然而，這個理念在批判

哲學中是否有任何重要的哲學意涵？我們知道，有些理念並沒有重要的哲學意涵，

例如：我們可以設想各種理念，例如「純土、純水、純氣等等」(KrV A646/B674)。

這些理念或許對於個別的自然哲學研究是有意義的，但是，它們都不是批判哲學

中必要的部分。另外，有些理念卻有重要的哲學意涵，例如：物自身。雖然我們

可以不矛盾地設想物自身的存在，卻沒有任何有關它的認知，但是這個理念在批

判哲學中同時有重要的哲學意義。因為， 

 
91 請參閱 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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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假定現象，它也承認物自身之存在，而且就此而言，我們能說：作為現

象底基礎的這種存有者(亦即純然的知性存有者)之表象不僅是可以容許的，

也是不可避免的。92 

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是一組彼此相互關聯的概念區分。物自身的設定能保證一個

獨立於心靈的外在世界之存在。如果沒有物自身，則「整個感性世界變成純然的

幻相」。93 因此，物自身的設定是必要的。 

那麼，批判哲學是否有進一步的理由去提出單一的、共同的基礎力的理念？

當我們如此提問時，我們要考慮的不再是一個為了節約之目的而作的單純假設，

而是希望它不僅像「…特殊的自然規律服從於普遍的自然規律，…而且成為了自

然的內部法則」(KrV A650/B678)。既然理性擁有各種不同的認知，這些認知必

須能夠被視為具有系統統一性，否則它們將只是一種任意堆疊、彼此沒有任何聯

繫的內容(KrV A645/B674)。94 理性在本性上無法對各種處於孤立、毫無聯繫的

認知視若無睹，因為理性絕對無法滿足於自然的運作只是隨機、充滿偶然性： 

規則的雜多性和原理的統一性是理性的要求，為的是把知性帶進和自己的徹

底關聯之中。(KrV A305/B362) 

因為，如果隨便理性去承認，同樣有可能一切力都是不同質的、這些力的推

導的系統統一不是按照自然的，理性又有什麼權利能夠在邏輯的運用中要求

把自然提供給我們來認知的力的多樣性當成一種只是隱藏著的統一性來處

理，並把這些多樣性從某種基本力中盡其所有地推導出來？因為那樣一來，

理性就恰好會由於給自己設定了一個與自然的安排完全相矛盾的理念作為

目標，而違背自己的使命去行事。我們甚至也不能夠說，理性預先按照自己

的原理從自然的偶然性狀那裡接受了這種統一性。這是因為，理性的尋求統

一性這一法則是必然的，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統一性就不會有任何理性，而沒

有理性就不會有知性的任何連貫的運用，並且在缺乏這種連貫運用的地方也

就不會有經驗性真理的任何充分的標記了，所以我們必須就這種標記而言把

自然的系統統一性絕對地預設為客觀上有效的和必然的。 (KrV 

A650-1/B678-9) 

引文指出，共同的基礎力對於人類認知而言是一個必要的假定。少了這種理性的

統一性，知性的認知就有可能發生不融貫的問題，使得同一個法則能解釋某些現

象，卻不能解釋另一些現象。因此，在面對經驗的偶然性與隨機性時，理性依然

 
92 請參閱 Prolegomena, §32, Ak. 4: 315。 
93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0；§32, Ak. 4: 314f.。 
94 Brandt 也指出，知性若沒有得到理念的指引，則所有認知將缺少統一性，且缺少方向。理念

之於概念，猶如概念之於直觀。直觀缺少概念是盲目的，而概念少了理念將是不融貫與無用的

(incoherent and useless)。請參閱 Reinhard Brandt, "The Deductions in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Comments on Hampshire and Horstmann," in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s: the Three Critiques 

and the Opus Postumum, ed. Eckart För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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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假定經驗是可以被知性理解的。而這樣的假定反映了心靈中各種能力彼此之

間的相互協調運作是可能的。除了感性和知性外，我們還有構想力、判斷力等等

的其他基礎力，這些基礎力彼此的互相合作能夠帶來知性認知。我們可以說，各

種基礎力彼此的互相協調運作不僅帶來了知性認知，而且系統統一性的理念也為

我們的經驗認知帶來了真理的判準。若沒有理性的系統統一性，我們無法融貫地

認為一切知性認知都是出自於這些基礎力的互相合作，而不會產生內在衝突。知

性的認知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自然，當各種基礎力是不融貫的，則自然有可能也

被認為是隨機的且毫無目的的，才會出現許多不一致的現象，而經驗性的真理也

將不存在。因此，理性統一性的設想對理性自身而言是必要的，它不同於理性對

於純水或純土的設想。 

上述引文也指出，如果理性的系統統一性只是一種單純的、不矛盾的假設，

那麼它只是一項基於節約目的而給出的邏輯格律，惟這一個邏輯格律並不是必然

的。如果理性的系統統一性要成為必然的，亦即，對認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那

麼它不能只是一項邏輯格律，而且還必須成為一個先驗原理(KrV A648/B676)。95 

只有在必然性的要求之下，我們才能保證經驗認知之中有真理存在。 

理性的邏輯格律表明，「為知性的有條件的認知找到無條件者，藉此來完成

知性的統一」(KrV A307/B364)；而理性的先驗原理則表明：「如果有條件者被

給與，則整個相互從屬的本身是無條件的條件序列也被給與」(KrV A307-8/B364)。

為了理性的統一性這個目的，理性盡可能地將各種不同的有條件者（即個別的知

性原理）都涵攝在無條件者（即一個更普遍原理）之下。現在，理性的系統統一

性之要求可以出自一項邏輯格律，也可以出自一項先驗原理。一旦理性的統一性

成為一個先驗原理，這必然會讓理性陷入辯證的幻相之中。邏輯格律只是一項主

觀的要求，它不曾斷言任何有關客觀對象之存在。因此，這項邏輯格律不會與可

能經驗界限內的認知產生衝突。相反的，先驗原理是一項綜合、客觀的要求，它

斷言必然存在著一個無條件者作為所有有條件者的根據。96 然而，這個先驗原

理其實是超驗的，因為它所涉及的無條件者已經超出了可能經驗的界限(KrV 

A308/B365)。這不但會與經驗認知產生衝突，而且也會讓理性陷入各種相互矛盾

的主張中。 

 
95 Rolf-Peter Horstmann 特別指出，雖然理性的系統統一性是一種形式的合目的性，但是它在《純

粹理性批判》裡只能是邏輯的、主觀的，而不可能是先驗的、客觀的。因為理性的先驗原理會讓

理性的系統統一性陷入辯證的幻相之中。Horstmann 認為，這個問題要一直到《判斷力批判》提

出一個主觀先驗的合目的性原理後，才獲得圓滿的解決。然而，《判斷力批判》不再把形式的合

目的性原理理解為邏輯的且主觀的，而是理解為先驗的同時也是主觀的(KU,V, Ak. 5: 181)。

Horstmann 認為，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癥結在於，康德的「先驗的」概念意涵是相當含混的。至

少在這個問題上，《純粹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就存在兩種不同意涵的「先驗的」。請參閱

Rolf-Peter Horstmann, "Why must there be a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in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ibid., p. 168；鄭志忠，〈康德的自然合目的性原則的實用意義〉，頁 129-132。 
96 請參閱 Marcus Willaschek, Kant on the Sources of Metaphysics: the Dialectic of Pure Rea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7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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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先驗辯證論〉裡警告，當理性的系統統一性成為一項先驗原理時，

它就會產生先驗幻相，因為它預設實際存在著一個無條件者。無條件者只能用理

念來表述，理念被定義為一個「超出經驗可能性的概念」(KrV A320/B377)、「一

個必然的理性概念，它在感官中是不能有任何與之重合的對象的」 (KrV 

A327/B383)。值得注意的是，〈先驗辯證論〉只處理了三個系統性的先驗理念：

靈魂、世界、上帝。它們是根據關係範疇所表象出來的無條件者(KrV A323/B379)。

理論上，諸如純土、純水、純氣與單一的基礎力等等也都是理念，雖然康德沒有

解釋這些理念是如何被推導出來的。這些理念皆是超出可能經驗界限的理性概念，

我們永遠無法在經驗之中找到與它們相符應的對象。同理，當理性的先驗原理宣

稱這些理念存在一個與此相符應的客觀對象，這勢必也會陷入辯證的衝突之中。 

而在「單一的、共同的基礎力」這個理念當中，為了知性認知與經驗真理的

目的，理性必然會將這個理念理解為先驗的，帶有客觀必然性。因此，單一的基

礎力容易讓人誤以為有一個相應的客觀對象。其實，當我們用實體範疇來解釋它

時，單一基礎力已經成為先驗幻相。因為我們是在宣稱一個超出可能經驗界限的

對象為客觀實在的。先驗幻相讓人誤以為，各種不同類型的表象（以及不同的心

靈能力）都源自這一個單一的、共同的實體。這也解釋了，單一基礎力之存在的

主張是如何奠基在一種先驗幻相之上，以及為何吳爾夫與鮑姆嘉登關於單一基礎

力存在的主張是錯的。 

我們可以看出，這裡存在一個明顯的內在張力。一方面，理性的系統統一性

是一項出自於理性本身的必然要求，否則知性的認知就有可能會陷入不融貫與隨

機偶然的狀態之中。另一方面，理性的系統統一性自然的且不可避免的又成為超

驗的，它主張存在著一個與之相應的對象。但是，這個對象必然會讓理性陷入辯

證的幻相之中。這種內在張力不僅出現在理性的三個主要理念：靈魂、世界、上

帝，而且也會出現在理性的其他理念，包括單一的基礎力。《純粹理性批判》至

少確定了兩種基礎力：感性與知性，此外還有構想力、判斷力、理性。基於系統

統一性的追求，理性必然會認為，在這些基礎力之外，還存在一個共同的基礎力，

並且所有基礎力都能夠被統一在這個共同的基礎力之中。在此，共同基礎力的理

念毫無疑問地會產生一種先驗幻相，讓理性陷入先驗的辯證之中。 

為了解決這種可能的內在張力，康德區分了理念的構成性運用與規約性運用。

康德在〈先驗分析論〉中談到，知性的先驗原理有構成性與規約性的運用(KrV 

A179/B221, A180/B222)。顯然，知性原理的構成性與規約性運用皆能夠帶來客

觀有效的對象認知，並且肯認了一個客觀對象之存在。而先驗理念的構成性運用

無法帶來任何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因為先驗理念無法在感性直觀中被給與。先

驗理念的規約性運用則至少有兩點不同於知性原理的運用： 

(i) 首先，先驗理性的規約性運用從有條件者回溯至無條件者。這個回溯過程並

不預設有一個客觀的、可被給與的對象作為無條件者，而是理性給自己所提出的

任務。關於這一點，較清楚的解釋或許是在「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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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原理真正說來只是一條規則，它在給與的諸現象的條件序列中要求

一個永遠也不允許停留於某個絕對無條件者之上的回溯。所以它…也決不是

理性把感性世界的概念擴展到超出一切可能經驗之外的構成性原理，而是對

經驗進行最大可能的延續和擴展的原理，根據這條原理，任何經驗性的邊界

都不得被看作絕對的邊界，因而它是一條理性原理，它作為規則而設在回溯

中應當由我們做的是什麼，而不是去預測在一切回溯之前在客觀中自在地給

與了什麼。因此我就把這條原理稱之為理性的規約性原理…。 (KrV 

A508-9/B536-7) 

理念的規約性運用強調理念作為一條引導規則的方法論功能，用於規範我們對現

象的條件序列的回溯活動。這個回溯的過程其實是最大限度地擴展了可能經驗的

界限，使它盡可能地涵攝更多的內容。同時，這個規則也要求理性不為無條件者

給出一個客觀的對象。這一點明顯不同於知性原理的規約性運用。知性的先驗原

理皆被運用在可能的經驗界限之中，它們能夠先天地規定感性直觀被帶到知性的

範疇底下進行綜合統一的方式。其中，「經驗底類比」和「一般而言的經驗思考

之設準」皆屬於力學的 (dynamisch)原理，而這類知性原理涉及現象的存在

(Dasein)(KrV A160-2/B199-201)。然而，由於現象的存在無法先天地被給與，因

此這兩個原理不能是建構性的，而只能是規約性的。在這裡，規約性意謂：知性

被要求只能在實際經驗活動（而不是先天地）之中確定現象的存在，因為存在不

具有先天的直觀的確定性(intuitive Gewißheit)(ibid.)。97 相比之下，理念或理性原

理的規約性運用的意涵絕對不是要求主體在實際經驗活動之中尋找絕對者之存

在，而只是要求理念或理性原則作為一種方法論上的功能，以引導知性的認知活

動。因此，理念的規約性運用的意涵完全不同於知性原理的規約性運用。 

理念的構成性運用不會帶來任何客觀有效的認知，我們永遠無法在經驗之中

獲得一個與之相應的對象。一旦我們認為理念的對象能夠被給與，這就會產生各

種自相矛盾的主張。同樣的，當共同的基礎力的概念被視為一種構成性的理性概

念時，理性會認為存在著一個與之相應的客觀對象，並以為我們可以獲得有關它

的客觀認知。批判哲學則指出，這種所謂的客觀有效的理念只不過是一個幻相，

與之相應的對象實際上已經超出可能經驗的界限，我們無權宣稱它具有客觀的實

在性。我們可以從各種心靈能力開始回溯它們的無條件者，盡可能地擴大這些能

力所含蓋的範圍，最後會得到一個共同的基礎力。這樣的回溯不可避免地超出可

能經驗的界限。但是，只要我們不主張這個共同的基礎力能夠客觀地被給與，則

我們依然可以毫不矛盾地設想這個共同的基礎力。 

 (ii) 其次，先驗理念的規約性運用一方面試圖擴展可能經驗的界限，另一方面

又試圖將一切都涵攝在一個理念之中： 

 
97 請參閱H. J. Paton, Kant's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Half of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ol. 2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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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驗理念永遠也不具有這樣一種構成性的運用，彷彿由於這種運用某些對象

的概念就會被給與出來，而在我們這樣理解先驗理念的情況下，它們就只是

一些玄想的（辯證的）概念了。但與此相反，它們有一種極好的、必要而不

可或缺的規約性運用，就是使知性對準某個目標，由於對這目標的展望，一

切知性規則的路線都匯集於一點，盡管這個點只是一個虛焦點 (focus 

imaginarius)，即一個諸知性概念並不現實地從它出發的點，因為它完全處

於可能經驗的邊界之外，然而卻用來使這些知性概念除最大的擴展之外還獲

得最大統一性。(KrV A644/B672) 

當我們在回溯各種心靈能力的無條件者時，這會擴大共同基礎力所含蓋的範圍。

但這也勢必讓它陷入可能的混亂與不協調之中。因為，理念的規約性運用作為一

種規則，它要求所有的回溯最終必須能夠匯集在某一個理念（亦即一個「虛焦點」），

否則單純地擴大只會讓知性陷入無止盡的偶然性之中。在單一、共同基礎力的例

子中，我們可以回溯各種心靈能力的無條件者，盡可能地擴大它們所含蓋的範圍。

然而這樣的擴展最終必須能夠被統一在一個理念之中──單一的、共同的基礎力。

少了這個理念，各種心靈能力將不是必然地被視為能夠相互協調一致的整體，以

產生出具有系統性意義的認知。 

康德認為，共同的基礎力不僅具有規約性的運用，而且對理性而言是主觀地

必要的，它無法被摒除在人類理性之外。如同其他的先驗理念一樣，共同基礎力

的理念也會產生自然的且不可避免的先驗幻相。這個幻相是出自於理性的自然本

性，即使在我們辨認出它是一種幻相，它並不會因此而消失(KrV A296ff./B353ff.)。

這個理念固然無法帶來任何客觀有效的認知。但是，它依然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於是雖然從這裡就對我們產生出一種錯覺，似乎這些路線是與一個處於可能

經驗性認知領域之外的對象本身毫無關係的一樣…，不過這個幻覺（我們畢

竟可以防止它造成欺騙）仍然是必要而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想要在那些擺

在我們眼前的對象之外同時也看到遠離它們而對我們處於背後的那些對象，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目前場合下想要使知性超出每個給與的經驗（即全部可

能經驗的每個部分）、因而甚至指向那最大可能的極度的擴展的話。(KrV 

A644-5/B672-3) 

在規約性的運用下，共同基礎力的理念是一個「虛焦點」，用於統一各種不同的

基礎力。在這個虛焦點下，各種不同的心靈能力被視為能夠互相協調地運作，不

致出現隨機偶然的認知。 

原則上，當 A15/B29 談到感性與知性是人類經驗認知的兩個主要的基礎力

時，理性出於系統統一性的要求，必然會將這兩個基礎力視為有條件者，以回溯

至一個作為無條件者的共同基礎力。對於經驗認知而言，這個回溯能夠極大地擴

展各種可能性，同時也能讓理性尋獲最大統一性。如果我們再參照《判斷力批判》

第一導論中的談論，可以確定理性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尋獲的共同基礎力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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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為認知能力）；與知性並列的還有理性（作為欲求能力），以及判斷力（作

為快樂和不快樂感受的能力）。98 換言之，即使對感性和知性的回溯可以獲得

一個統一性的理念，理性依然可以再往上回溯，以尋求另一個更大的統一性。藉

由此方式，理性最終能將各種不同的心靈能力都涵攝在一個統一性的理念之下。 

小結 

吳爾夫與鮑姆嘉登試圖將各種心靈能力還原至單一的基礎力，並認為靈魂就

是這個基礎力，它能夠產生出各種不同類型的表象。而康德指出，我們並沒有很

好的理由去主張單一基礎力的存在。對他而言，單一的基礎力只能作為一個規約

性的理念，去解釋各種心靈能力是如何被統一在理性之中。事實上，康德把理性

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它的運作總是根據合目的性原理，以產生特定類型的認知。

而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還沒有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合目的性」概念。一

直到《判斷力批判》，康德才正式將「形式的合目的性」作為判斷力的一項先驗

原理，在批判哲學的體系內開展出它的哲學意涵。99 

康德主張多重基礎力的觀點：心靈之中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基礎力，它們無法

被化約。各種基礎力能夠彼此相互協調地運作，以產生特定類型的認知。從合目

的性的角度而言，我們只需要確定那些能夠構成經驗認知的基礎力，就能夠形成

對象認知。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從既有的心靈能力往前回溯，以尋找出一個單一

的、最終的基礎力。畢竟這種回溯不僅是徒勞無益的，而且還會產生不可避免的

幻相： 

但是，我們的感性本身底這種獨特性質，或者我們的知性與作為知性及一切

思考底根據的必然統覺之獨特性質如何可能？這無法進一步去解決和回答，

因為我們總是需要這些能力，才能作任何回答與思考對象。100 

因此，透過回溯的方式去追問感性與知性背後的共同根源，這只有在理性的規約

性運用下才有意義。而 A15/B29 實際要表達的主張是：對於經驗認知，感性與

知性是兩個確定的基礎力，少了其中任何一者，我們都無法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

如果試圖在感性與知性之外另設定一個共同的基礎力之客觀存在，這並不會擴展

出更多的客觀認知，反倒會陷入各種辯證性的幻相之中。從理念的規約性運用而

言，共同基礎力依然有積極的哲學意義。因為這個理念保障了理性的系統統一的

可能性。即使我們在人類的認知當中發現有各種不同的基礎力，我們依然相信它

們能夠為了特定的目的相互合作，以產生出特定的認知。少了這個理性的統一性，

我們的認知無法形成一個系統性的整體，而是一堆充滿偶然性的聚合。 

從純粹理性的建築學觀點而言，我們也應該滿足於感性和知性（或理性）作

 
98 請參閱 EE, Ak. 20: 205ff.。 
99 請參閱 KU, Einl. V, Ak. 5: 181ff.。 
100 請參閱 Prolegomena, §38, Ak. 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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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知的兩個主幹： 

我們在此滿足於完成我們的工作，就是只把一切認知的建築術從純粹理性中

構想出來，並且只從我們認知能力的普遍根柢中分杈而生發出兩條枝幹的那

一點開始，這兩條枝幹之一就是理性。但我在此所謂的理性是指整個高階認

知能力…。(KrV A835/B863) 

不只心靈中的各種基礎力是如此，就連認知活動中的各種形式條件亦是如此： 

我們的知性只有藉助於範疇、並恰好只通過這個種類和這個數目的範疇才能

達到先天統覺的統一性，對它的這一特性很難說出進一步的理由，正如我們

為什麼恰好擁有這些而不是任何別的判斷機能，或者為什麼唯有時間和空間

是我們的可能直觀的形式，也不能說出進一步理由一樣。(KrV B145-6) 

無論是感性的先天成素（時間、空間），還是知性的先驗成素（範疇），它們都是

經驗認知的先天構成條件。我們無法使用它們進一步去認知這些構成條件背後的

無條件者，這麼做無疑會陷入自我指涉的循環之中。任何進一步說明的理由實則

已經超出了可能經驗的界限，即使我們能夠不矛盾地談論它們，它們依然無法帶

來客觀有效的認知。 

我們可以從以上的分析確定，單一且共同的基礎力儘管是理性必要的，但卻

是主觀必然的設定。它能作為一個具有規約性運用的先驗理念。透過這個先驗理

念，我們可以將理性視為一個統一體，在其中的各種認知能力能夠互相協調地運

作，產生出特定類型的認知。康德由始至終都沒有主張，我們可以獲得任何有關

這個單一基礎力的客觀認知，而且這個基礎力並不是客觀認知的構成性根據。然

而，感性與知性的共同根源完全不同於感性與知性的綜合聯結。前者透過回溯的

方式產生一個先驗理念，這不會帶來任何客觀有效的認知；後者則透過綜合的方

式形成一個經驗底判斷，因此會產生客觀有效的認知。一如其他理念（靈魂、世

界、上帝）不會是客觀有效認知的可能條件一樣，這個基礎力理念永遠不可能是

綜合聯結的構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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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思與反思概念 

如本文的導論中所指出的，〈歧義篇章〉中對萊布尼茲的批判（第一個論證）

主要是建立在先驗反思與反思概念的成立上（第二個論證）。而先驗反思立基於

感性與知性的區分。上一章已分析了康德是如何區分感性和知性，以及其他的心

靈認知能力的。接下來，本章將聚焦於反思能力與反思概念，這兩個概念無疑是

康德哲學中艱澀難懂的部分。 

康德的哲學是一種多重的心靈基礎力的體系。針對人類的認知能力的畫分，

康德首先把感性從知性中分離出來。當感性被理解為一種被動接受性的能力時，

它奠基於觸動，並且它所產生的表象無法被化約至概念。接著，康德再將理性從

知性中分離出來，並將理性理解為一種認知超感性對象的能力，它奠基於推論。

因此，感性、知性、理性分別為心靈中三個主要的基礎力，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

原理與運用範圍。只有當我們嚴格地確定它們的先天原理後，我們才確定主體能

夠獲得什麼樣的認知。 

為了確定範疇的數量，我們必須將所有可能混雜在其中的不相關的表象一一

摒除。1 被摒除的就包括那些源自感性的成素（時間與空間），以及出自理性的

成素（如靈魂、世界、上帝）。然而，在諸多先天成素中，還有一類概念是最容

易與範疇相混淆的──反思概念。因為，反思概念與範疇都是源自於知性的先天

概念。康德認為，我們應該在反思概念與範疇之間畫上一條清楚的界線，以免誤

以為反思概念和範疇一樣，也能夠帶來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一旦誤認為反思概

念也能夠帶來客觀認知，我們就會犯下與萊布尼茲相同的錯誤，正如〈歧義篇章〉

中所揭示的。 

上一章已經處理了感性與知性的區分。接下來，最困難的問題或許是：康德

是根據什麼原理，將反思概念從其他知性概念中獨立出來考察？反思與反思概念

對於客觀的認知有什麼樣的作用？這個問題並不比感性與知性的區分來得更容

易解答。反思與知性的關係不同於感性與知性的關係，因為感性與知性的差異可

以透過它們各自所屬的表象的差異來區分。由於反思概念與範疇同源於知性，反

思與知性之間的緊密聯繫使得這項考察變得因難許多。一旦瞭解範疇與反思概念

之間的不同，我們就能掌握反思能力的本質，以及它與客觀認知之間的關係。 

毫無疑問的，康德的反思理論深受洛克與萊布尼茲的影響。康德會同意，反

思在某種意義下是一種內省、意識折返並回流到自身的活動。但是，康德反對將

這種內省能力視為一種被動接受性的能力（如洛克）。因為，反思與內感官是不

同的，兩者不能混為一談。2 與此同時，康德也會同意，反思在某種意義下涉及

 
1 請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6。 
2 康德認為，反思是一種主動自發的能力，而內感官奠基於攝取活動，因而是被動的。請參閱

Anthropologie, §5, Ak. 7: 13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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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藉以能夠辨別出一個知覺或觀念的內容變化。這是知性的主動自發性能

力（如萊布尼茲）。透過分析與比較，我們能夠使得一個表象的內容變得清晰，

同時確立表象之間的邏輯關係。但是，康德並不認為反思能夠直接為我們帶來客

觀的對象認知，也無法直接規定對象的實在關係，因為那是範疇聯結的工作。 

儘管反思不直接涉及對象，但它的重要性不下於感性與知性。對康德而言，

人類的認知能力本質上是辨解性的，同時也是反思性的。它之所以是辨解性的，

是因為人類只能透過概念（普遍的、間接的表象）去把握直觀（個別的、直接的

表象）之對象。它之所以是反思性的，是因為它是一種主動自發性的能力，藉以

意識到各種表象聯結的可能性根據。3 藉由反思能力，主體能意識到所有表象都

源自於主體，也意識到它們擁有不同的心靈根源和不同的先天形式條件。早在前

批判時期，康德就已經談到反思的重要性，儘管其意涵不同於《純粹理性批判》。
4 前批判時期所談論的反思雖然是理智的一種主動能力，但它是一種邏輯的反思，

一種表象的單純比較之能力。然而，康德在批判時期還另外提出了先驗反思的概

念，而這個概念是批判哲學的一個重要轉折。 

本章旨在探討反思與反思概念的本質。由於比較與聯結是兩個不同的邏輯階

段，因此反思與反思概念的本質只能對比於知性範疇的運用（一種綜合聯結的行

動），才能獲得理解。本章將畫分為兩個部份：第一節將從前批判時期開始追溯

康德對範疇與反思概念的思考，以及批判時期如何嚴格地畫分範疇與反思概念的

不同；第二節則處理三種不同意義的反思：知性作為反思的能力、邏輯反思、先

驗反思。當康德主張一切判斷皆需要反思時，他指的是一切經驗底判斷都需要以

先驗反思為根據的客觀比較。本章將指出，對比於前兩種意義的反思，先驗反思

具有一種特殊的規範性意涵。這一規範性意涵是批判哲學最核心的部分，同時也

是批判傳統形上學的最重要的根據。 

第一節 反思概念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嘗試透過先驗邏輯重新思考有關對象認知的先

天形式條件的問題。〈先驗分析論〉關注的是知性和範疇的有效運用範圍，以確

立客觀有效認知的先驗原理；〈先驗辯證論〉則關注理性在越過可能經驗的界限

後，如何形成錯誤的對象認知。在〈歧義篇章〉中，康德嘗試從先驗正位論來理

解反思與反思概念。一如傳統形式邏輯的畫分，我們可以把先驗正位論視為先驗

邏輯的一個分支，因而有別於先驗分析論和先驗辯證論。5 康德認為，先驗分析

 
3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7, Ak. 7: 141f.。 
4 不同於《純粹理性批判》，這些筆記手稿中的談論與「成見(Vorurteil)」有關。這是一個與啟蒙

運動有關的邏輯問題，主要見於 Logik Blomberg, Ak. 24: 167；Logik Philippi, Ak. 24: 424。批判時

期的著作除了《純粹理性批判》之外，還可見於 Logik Pölitz, Ak. 24: 547；Logik Busolt, Ak. 24: 641；

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37；Wiener Logik, Ak. 24: 863；Jäsche Logik, Ak. 9: 76。本章的

第二節還會再討論相關的問題。 
5 Stefan Heßbrüggen-Walter 指出，從亞里斯多德至西塞羅(Cicero)以降的邏輯論題(logische To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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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一套有關對象認知的真理邏輯，而先驗辯論是幻相邏輯，它們都直接涉及對

象認知(KrV A62ff./B87ff.)。然而，無論是真理的邏輯，還是幻相的邏輯，它們都

是奠基於一個核心主張：各種認知能力及其先天原理都有各自不同的有效運用範

圍，並且認知主體能夠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因此，先驗邏輯中理應

有一個分支，清楚地闡明各種表象如何被放置在正確的心靈的先驗場所，而這正

是先驗反思與先驗正位論的任務。 

基本上，知性是一種給出並運用範疇的能力，反思能力顯然不會運用範疇進

行綜合聯結，它只能運用反思概念來規定表象與表象或表象與認知能力之間的關

係。那麼，我們首先應該問的是：反思概念與範疇有何本質上的差異？這個問題

並沒有那麼容易回答，康德對反思概念的理解始終有許多待釐清的地方。尤其當

我們發現，若是表象作為一個大類(Gattung)，反思概念在表象的家族概念中沒有

任何位置(KrV A320/B376-7)。6 表象的家族概念如下： 

 

在這個表象的家族結構裡，康德在認知中區分了直觀與概念，在概念之中進一步

區分經驗概念與純粹概念。這畫分符合《純粹理性批判》的結構安排，分別對應

到〈先驗感性論〉與〈先驗分析論〉，而且理念也能對應到〈先驗辯證論〉。然而，

 
是一種發現並分析論證的方式，康德對此並不陌生。請參閱 Heßbrüggen-Walter, "Topik, Reflexion 

und Vorurteilskritik," pp. 147-50。 
6 同樣的表象家族概念也見於 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52；Refl. 2836, Ak. 16: 538-9。 

表象

(repraesentatio)

知覺

(perceptio)

感覺

(sensatio)

認知

(cognitio)

直觀

(intuitus)

概念

(conceptus)

經驗概念 純粹概念

觀念（範疇）

(notio)

理念

(ide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80 

 

如果我們也將〈歧義篇章〉納入考慮，反思概念在這個家族概念之中也應占有一

席之地。至於為何康德沒有把反思概念納入其中？我們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

反思在知性的認知過程中依然有著重要的作用。7 

康德在兩個地方談到反思概念與範疇之間的差異：第一個是在〈歧義篇章〉

的 A269/B325，第二個是在《未來形上學序論》第 39 節的第三個附釋中。8 但

是，在討論這個線索之前，我們必須回到前批判時期，重新梳理反思概念與範疇

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會發現，在前批判時期，康德沒有嚴格區分反思概念與範疇，

兩者是被放置在一起的，而且反思在這個時期更近似於邏輯反思。另外，康德在

1770年代後期才完全將反思概念區別於範疇，反思概念的功能完全不同於範疇，

因此完全獨立於範疇。《純粹理性批判》則把這些反思概念安排在附錄之中，以

區別於〈先驗分析論〉中的範疇。 

a. 前批判時期的發展 

如果要瞭解反思概念如何與其他不同類型的表象作區分，我們需要回顧康德

是如何畫分不同種類的表象的。一直以來，康德都在探討各種表象的根源，有效

的運用範圍與界限。這一系列探討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找到認知客觀有效的先

天根據。對康德而言，有些表象能讓對象被給與（例如，時間與空間），有些表

象能讓對象被思考（例如，範疇），有些表象則帶來幻相（例如，先驗理念），有

些表象則單純地涉及感受（例如，美）。如果沒有進行徹底的批判，人類的認知

就有可能混雜了不應有的成素。那麼，這些認知有可能是錯誤的。 

康德關注的核心依然是範疇，尤其是如何確定這些範疇確實是客觀認知的先

天形式條件，而不是毫無根據、在隨意摸索的情況之下的堆疊。9 在思索有關範

疇的問題時，康德以亞里斯多德的範疇作為模本。亞里斯多德的範疇理論前後一

共列出了十五個範疇，前十個是：實體(Substantia)、質(Qualitas) 、量(Quantitas)、

關係(Relatio)、主動(Actio)、被動(Passio)、何時(Quando)、何處(Ubi)、位姿(Situs)、

狀態(Habitus)；另外五個則是：相反(Oppositum)、先(Prius)、同時(Simul)、運動

(Motus)、具有(Habere)。10 康德指出，亞里斯多德的範疇摻雜了許多本質上不同

 
7 Rudolf Malter 認為，A320/B376-7 的表象家族概念中之所以沒有反思概念，是因為康德所列出

的這些表象皆涉及認知之可能性的功能，亦即，這些表象皆能用來建構認知。但是，本文認為這

樣的解釋無法令人滿意，因為，對康德而言，所有認知的形成都必須經歷比較與聯結的邏輯過程，

正如康德在 B1 與 A97 所提到的。換言之，反思概念並非如 Malter 所主張的，其功能與認知之

可能性無關。因此，真正令人困惑的問題在於：一組對於認知極其重要的概念為何在表象家族之

中沒有任何位置？更重要的是，為何有關反思的分析是以附錄的形式出現？請參閱 Malter, 

"Reflexionsbegriffe," p. 135。 
8 請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5-6。 
9 同上註，Ak. 4: 322。 
10 關於亞里斯多德的範疇數量，見諸於 Categoriae, §4, 1b26；Topica, Bk. I, §9, 103b22；Physica, 

225b5；Metaphysica, 1017a25；Analytica Posteriora, 83a21。關於康德列出的亞里斯多德範疇，請

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3；Metaphysik Mrongovius, Ak. 28: 802f.；Metaphysik L2, Ak.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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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素，包括了感性的成素： 

由於他不擁有任何原理，…他先是找出了十個這樣的概念，把它們稱作範疇…。

後來他相信他還發現了五個範疇，…只是他的範疇表始終還是不完備

(vollständig)的。此外，也有一些純粹感性的樣態混於其中（如時間、處所、

狀態，以及前時、同時），還有一個是經驗性的（運動），它們都根本不屬於

知性的這個名冊，或者有些派生的概念也一起被算到那些本源的概念中去了

（如主動，被動），並且有些本源的概念完全空缺。(KrV A81/B107) 

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未來形上學序論》中。11 倘若感性與知性在本質上是不

同的認知能力，那麼上述範疇中的何時、何處、姿態、同時必須被排除在外，因

為它們皆屬於感性。 

康德在前批判時期已經完成了對感性與知性（理智）的區分，所以，時間與

空間不再被視為概念。接著是對知性與理性的區分，這也連帶地區分出純粹的知

性概念（範疇）與理性概念（理念）的不同： 

但如果我們像馬上就會出現的情況那樣，將先驗的理性概念底表（這些概念

底本性和根源完全不同於那些知性概念，因此其表也必定具有另一種形式）

同那些知性概念分隔開來，那個單獨的範疇表底用處還會更加清楚地顯現出

來。如此必要的分隔卻從未出現在任何一套形上學系統之中，因此那些理性

概念同知性概念毫無分別地混雜在一起，彷彿它們是兄弟姐妹，屬於一個家

庭。12 

然而，在知性之中有一類概念容易與範疇產生混淆，亦即，反思概念。反思概念

既不屬於感性的，也不屬於理性的。透過對萊布尼茲的分析，康德想要告訴我們，

這些反思概念容易引起誤解。人們誤以為，反思概念能夠客觀地規定對象，由此

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事實上，反思概念與範疇是不同種類的表象，而且反思概

念無法直接用於對象認知上。因此，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兩者，反思概念必須被排

除在範疇表外。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將這些源自知性的先天概念稱為「範疇」或「純

粹的知性概念」。除了這兩個術語外，康德也提到「基礎概念」

(Elementar-begriffe)(KrV A64/B89, B109)和「主幹概念」 (Stammbegriffe)(KrV 

A14/B27, A81/B107)。13 然而，在 1781 年以前，康德更多使用的概念術語是「不

可被分解的概念(unauflösliche Begriffe)」。14 「不可被分解的」在意義上等同於

 
548。 
11 請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3。 
12 同上註，Ak. 4: 326。 
13 同上註，Ak. 4: 323, 382。 
14 Heinz Heimsoeth 在分析康德的範疇表起源與發展時指出，康德在前批判時期所使用的一些概

念術語不同於批判時期，範疇是其中一個例子。請參閱 Heinz Heimsoeth, "Zur Herkunft und 

Entwicklung von Kants Kategorientafel," Kant-Studien 54 (1963), p.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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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einfach)」。當一個概念是不可被分解的，這意謂它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與這些簡單概念相對立的是那些「複合的(komplex; zusammengesetzt)」概念，它

們是由各種不同的概念（簡單的或者是複合的）所結合而成的。換言之，任何一

個複合概念都是可以進一步被分解的概念。當分析至最後，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無

法進一步被分解的概念。 

事實上，康德的想法相當接近萊布尼茲。萊布尼茲認為，知覺是模糊的觀念，

只有當我們能夠察覺到觀念中的各種標記時，我們才能獲得一個清晰的觀念。原

則上，我們可以在有限的步驟內完成對模糊觀念的分析，直到獲得一個清晰的原

初觀念(distinct primitive notion)。這些原初觀念是無法進一步被分析的。一旦我

們可以掌握到原初觀念，我們就擁有直覺式的認知(intuitive knowledge)。15 儘管

萊布尼茲並不確定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擁有直覺式的認知，但是，如果真的有這種

認知，它最有可能在數學中被發現。16  

當康德認為存在著一些概念是無法被進一步分解的，他可能想到的是一種類

似於萊布尼茲所謂的清晰的原初觀念，這類概念只存在於複合觀念中。換言之，

只要我們對一個複合觀念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在有限的步驟內將它們分析至不可

被進一步分解的觀念。這與後來的範疇有思想發展上的關聯。17 當康德將範疇

理解為基礎概念或主干概念時，他也意指這些概念是無法進一步被分析的。 

在 1763 年的《證明上帝存在之唯一可能根據》 (Der einzig mög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für das Dasein Gottes)中，康德認為「存在

(Existenz)」概念就是其中一個無法進一步被分解、無法被定義的概念。18 康德

認為，「存在」不可作為一個判斷中的述詞去規定任何對象，因此，這個概念也

無法被用來稱謂上帝。其主要的理由是，「存在」是一個無法被定義的概念，我

們無法透過分析的方式進一步去闡明這個概念的確切意思。我們可以在認知中找

到這類不可被分解的概念，除了「存在」之外，還有「表象」。由於它們不可進

一步被分解，所以也無法被定義。同時，幾何學中的一些概念也是屬於無法被分

解，無法被定義的概念，例如空間概念。19 

由於康德在此所關注的是上帝存在之證明的問題，而不是這些不可被分解的

概念，因此，我們無法確定，人類的認知系統中究竟有多少個不可被分析的概念。

至少在理解上，我們可以反推：與這些概念相對立的都是複合概念，而且都是可

以進一步被分解、被定義的概念。倘若如此，如果我們要尋找出可能的基礎概念，

那麼我們只能循著萊布尼茲的方式，去分析既有的複合概念。原則上，這個分析

 
15 請參閱 Leibniz, Meditations on Knowledge and Truth, p. 25。 
16 Martin 認為這類觀念是「原初的、不可分解的、不可定義的觀念(notio primitive, irresolubilis, 

indefinibilis)」，而萊布尼茲認為至少在數學中能夠找到這類觀念，至於其他的認知中是否也有這

類觀念，萊布尼茲並沒有明確指出。請參閱 Gottfried Martin, Leibniz: Logic and Metaphys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2。 
17 請參閱 Martin, Kant's Metaphysics and Theory of Science, pp. 80-1。 
18 請參閱 Beweisgrund, Ak. 2: 73f.。 
19 同上註，Ak. 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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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有限的步驟內完成。透過分析的方式，我們可以尋獲越來越多的基礎概

念。 

康德在 1764 年的《關於自然神學原理與道德原理的清晰性之探討》

(Untersuchung über Deutlichkeit der Grundsä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則進一步指出更多的不可被分解的概念。在這部著作中，康德開始嘗試區

分數學與哲學在探究的方法上的差異。首先，它們的定義方式是不同的。數學是

藉由任意結合(willkürliche Verbindung)的方式來定義一個概念，因而是綜合的。

而哲學則是藉由孤立的(Absonderung)方式來定義一個概念，因而是分析的。20 在

哲學研究裡，許多關於事物的概念意涵都是模糊不清的。要使得這些概念的意涵

變得清晰，這只能透過分析的方式，將一個概念之中的各種標記都抽離出來並進

行比較，才能獲得一個清晰的概念。 

就此而言，哲學家所給出的是分析性定義，而數學家所給出的是綜合性定義。

康德指出，萊布尼茲與吳爾夫試圖憑藉數學的方式來定義哲學概念（例如，實體

與相似性）。這顯然是混淆了兩種不同定義，以為數學的綜合性定義方式也能夠

用在哲學研究中。事實上，這兩種學問所處理的對象不同，因此，它們的定義方

式也有不同。萊布尼茲單子論中的實體概念就是一例。他將單子定義為擁有理性

能力，並且擁有許多模糊表象。但是，這個定義是非常任意的，它是透過綜合性

定義的方式被創造出來的。如此，單子概念不是被給與的，而是被發明的。21 康

德批評，形上學之中的基礎概念絕對不是透過任何連結的方式所形成的概念。因

此，不可被分析的概念不會是被創造出來的概念，而是透過分析的方式獲得的。 

任何哲學的研究（尤其是形上學研究）都非常仰賴分析活動。因為只有透過

分析的方式，一個模糊的概念才得以變得清晰，並且一個推論才能獲得有效的根

據。22 同樣的，任何對概念的分析都可以在有限的步驟完成，到最後會獲得一

些無法進一步被分析的概念。哲學中有許多概念是無法進一步被分析的，康德所

列舉的：包括「表象」、「時間」、「空間」、「崇高(das Erhabenen)」、「美」、「快樂

與不快樂」、「欲求與憎惡(Begierde und Abscheu)」等等。23 當這些基礎概念不可

進一步被分解時，這也意謂，這些概念無法被化約至其他概念，也無法被統一在

某一特定的概念之下。 

 
20 請參閱 Untersuchung, §3, Ak. 2: 276。 
21 同上註，Ak. 2: 277。 
22 同上註，Ak. 2: 280。康德認為一切推論的活動都是分析性的，這個想法可以回溯至在這兩年

之前的一篇短文《三段論四個格的虛假繁瑣》(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所有判斷的述詞都是該判斷的直接標記(unmittelbares Merkmal)，而推論是由一個間接

標記(nota intermedia)形成一個判斷（即結論）。這裡的推論是指三段論，所有的推論活動之所以

是可能的，是因為我們預先已經透過分析活動獲得各種可能的標記。此外，根據定義，三段論的

推論活動是一個直接標記與一個間接標記之間的比較活動。因此，三段論的推論活動依然是一種

反思活動。請參閱 Spitzfindigkeit, Ak. 2: 47f.。 
23 雖然康德也將時間和空間視為不可進一步被分析的概念，但是這兩個概念是部分地可被分析

的，而表象、彼此相鄰、前後相繼等等都是完全無法被分析的。請參閱 Untersuchung, §3, Ak. 2: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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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認為，如果要徹底瞭解人類認知的本質，我們必須對這些基礎概念有一

個透徹的理解，包括它們的運用方式。本質上，這些基礎概念無法像數學與幾何

學那樣，任意地結合不同的概念以創造出另一個新的概念。那麼，我們能在多大

程度上發現並把握這些概念？ 

首先，就方法論上而言，若要尋找這些基礎概念，康德認為萊布尼茲與吳爾

夫的進路是行不通的，因為透過數學的綜合性定義的方式所得到的基礎概念都是

人為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的。唯一能發現基礎概念的途徑是透過分析性定

義，亦即，對概念進行分析與比較，從而到達不可被分析的基礎概念。這種分析

與比較的活動是一種反思的活動，並且所有基礎概念都是透過反思所獲得的。其

次，康德承認基礎概念之存在，並指出了其中一些概念。但是，他同時也主張，

這類概念在數量上可能非常多，我們無法完整地列出它們。基礎概念在數量上是

繁多的，因為人類的認知是非常複雜的，我們不可能單憑少數幾個基礎概念就建

構起人類的一切認知。24 這一想法顯然與批判時期的想法不同。批判時期的康

德認為，存在於人類知性之中的基礎概念，在數量上至少是可以被確定且完全被

掌握的，而且它們是依據特定的原理，因而是完備的。第三，康德所列出的基礎

概念相當繁雜，幾乎含蓋了不同領域的哲學概念。這當中既有屬於感性的，也有

屬於理性的；既有屬於實踐的，也有屬於審美鑑賞的。由此可以看出，康德在這

個時期還沒有將各種不同的表象作系統性的畫分。 

在 1770 年的《就職論文》中，我們首次看到感性的基礎概念（時間與空間）

是如何從其他的基礎概念之中獨立出來的。《就職論文》主張，現相界與理智界

分別有不同的認知原理，兩種認知原理不能混淆，否則會陷入「誤置(subreptionis)

的形上學謬誤」中。25 康德從三個層面來進行論證。第一個層面是對人類認知

能力的畫分，人類的心靈擁有兩種基本的認知能力：感性(sensualitas)與理智

(intelligentia)，前者被界定為「主體的接受能力(receptivitas subiecti)」，後者則被

界定為「主體的機能(facultas subiecti)」。26 第二個層面則涉及這兩種認知能力的

 
24 同上註。 
25 請參閱 Dissertation, §24, Ak. 2: 412。 
26 同上註，§§3-4, Ak. 2: 392-3。康德在拉丁文使用的是“intelligentia”，而有些翻譯將它譯為

“intellectual”或“understanding”（「理智」或「知性」）。然而，“intelligentia”在這裡的意義其實更

接近古希臘哲學與中世紀哲學的用法。前批判時期的康德基本上還是承認，人類能透過一些純粹

的基礎概念來認識理智界的對象，亦即，本體。然而，康德在批判時期已主張，知性(Verstand)

是一種運用概念認知感性對象的能力，而理性(Vernunft)則是一種運用概念認知超感性對象的能

力。就此而言，人類的知性與理性是有嚴格區分的。此時的康德認為，由於人類只擁有感性直觀

的能力，因此，純粹知性概念（範疇）只有運用在感性直觀中才能為認知帶來客觀有效性。如果

人類要獲得有關本體的認知，則這些純粹的知性概念必須被運用在智性直觀(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之上。然而，人類並沒有智性直觀，因此人類無法獲得有關本體的認知(KrV B307ff.)。

所以，本文依然將《就職論文》中“intelligentia”翻譯為「理智」，用以區別《純粹理性批判》的

「知性」，以免混淆。──另一方面，批判時期的康德也嚴格區分「理智的(intelligibel)」與「智

性的(intellektuell)」。“Intelligibel”與“sensible”相對立；“intellektuell”與“sensitive”相對立。前一組

區分是存有論的，後一組區分是認識論的。「理智的」用於指涉一個對象，它指的是那些只能藉

由知性被表象的對象（亦即，本體），而無法藉由感性直觀被表象的對象。因此，理智對象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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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不同，感性的對象是現相，而理智的對象是本體。透過感性能力所表象的對

象（現相）只能是對象所顯現的；而透過理智所表象的對象（本體）則是對象所

是的，它們是不同的認知。27 雖然康德已經區分現象與物自身的不同，但是這

個時期的康德依然主張物自身是可知的。顯然，康德還沒瞭解到，所有越過可能

經驗界限的對象都是超驗的對象，這些超驗對象必然會帶來辯證式的幻相。這也

表示，康德此時的「理智」概念包含了知性與理性，而沒有作嚴格的區分。28 第

三個層面則是兩個存有論世界的畫分。這兩類對象所形成的總集可以進一步畫分

出兩個不同的世界：現相界與理智界。這兩個世界分別藉由不同的形式條件與先

天原理來形成認知。 

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談到《就職論文》對於感性與理智的區分。既然現相與本

體分別屬於不同的存有對象，那麼主體也會有相應的兩種基本認知能力──感性

與理智。感性是主體的接受性能力，它只能被動地接受對象的觸動，從而產生相

應的表象內容。理智則是主體的機能，藉此主體能夠在無需透過感官能力的情況

下直接表象一個對象。由於感性能力受限於主體的各種可能變形，它所能認識到

的對象只能是對象所顯現的內容，而不可能是對象自身的內容。29 若要認識物

自身，理智不能再依靠感性能力，而必須透過其他的方式進行認知。 

因此，《就職論文》中一個重要的嘗試是嚴格地規定感性能力的本質，以及

它所能給與的內容。康德在 1770年 9月 2日寫給蘭帕特(J. H. Lambert, 1728-1777)

的信中（這時《就職論文》已經出版）提到，對感性能力的這一限制具有重要的

哲學意涵。因為過去許多的形上學家把純粹理性的概念與原理當作其研究的對象，

但是這些研究也常受到感性的誤導。更重要的是： 

當我們將感性的基本概念運用在那些不是感覺對象的東西時（亦即，那些只

能透過普遍且純粹的理性概念，如一般物或者實體），就會出現極其錯誤的

結論。30 

由於現相與本體分屬不同的對象，那麼現相與本體的認知也不能相混淆。當本體

的認知被混入了感性的成素時，這將讓我們誤以為本體也具有感性的成素。時間

與空間只能作為現相世界的形式條件，藉此所獲得的一切認知都只能是感性的。

這些感性的形式條件不能擴展至理智世界，也不能用於認識非感官的對象。牛頓

 
體的總集就是一個理智的世界。相反的，「智性的」所指涉的是認知，它指的是那些藉由知性所

產生的認知。這類認知並沒有排除其對象能夠透過感性直觀被給與，因而這類認知同時包括感性

對象的認知。請參閱 KrV A256/B312n, B594；Prolegomena, §34, Ak. 4: 316n。──再者，intelligibel

與 intellektuell 在中文學界並沒有通用的譯名。例如：李明輝先生分別譯為「智思的」與「智性

的」，李秋零先生則譯為「理知的」與「理智的」。 
27 同上註。 
28 請參閱 Michelle Grier, Kant's Doctrine of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0, 53；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p. 

307。 
29 同上註，§4, Ak. 2: 392。 
30 請參閱 Briefweschsel, Ak. 1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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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萊布尼茲就混淆了這一點。在牛頓的絕對空間與時間觀裡，由於空間與時間不

可能是實體，所以它們只能是實體（上帝）的屬性。在萊布尼茲的單子論體系中，

時間與空間不僅是一種「理性的關係(relatio rationis)」，而且也是「先驗的關係

(relatio trascendentalis)」，因而是「上帝的現相(phaenomena Dei)」。31 康德認為，

哲學預備學(Propädeutik)的工作就是清楚地畫分感性的認知以及理智的認知，《就

職論文》是一套為了形上學體系作準備的學說。32 如果要正確地研究形上學，

我們必須慎防任何來自感性的影響，因此，感性與理智的區分是有必要的。康德

告訴蘭帕特，雖然《就職論文》的第二、三、四部分包含這個目的，但他仍然不

滿意。因此，他正著手準備撰寫一部名為「一般現象學(phaenomologia generalis)」

的著作。33  

綜合而言，感性能力只能用於認識感覺所給與的對象，它永遠無法表象任何

形上學的對象。所謂對感性能力的正確限制，指的是將時間與空間視為主體的形

式條件。它們不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也不是一個獨立自存的容器（實體）。

時間與空間只是單一的、純粹的直觀，而不是概念。34 基本上，《就職論文》的

第三部分旨在證明，時間與空間是認知的主觀形式條件（這些主張大致都被保留

在《純粹理性批判》）。沒有時間與空間，主體無法表象任何感性的對象。由於時

間和空間已經同其他的基礎概念分離，它們不再是基礎概念。此外，時間與空間

作為感性認知的根據，存在著一些特質是其他的感性事物所無法取代的。時間與

空間被限制在感性的認知中，它們的「基本特性是在理性的限制之外，因此它們

無論如何都無法由理智來解釋」。35 

除此之外，康德在《就職論文》中也主張，認知主體不是單純被動地接受感

覺對象的觸動，以獲得各種對象的表象（如洛克的經驗主義），而是主動地認識

這些感性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理智能力的特性之一就是反思。但是，這一反

思能力不是洛克的被動意義下的經驗反思，而是主動意義下的反思，亦即，對各

種表象進行比較，以確定表象之間的邏輯從屬關係。36 由於我們有兩種不同的

 
31 Martin 認為，萊布尼茲主張時間與空間是現相的(phenomenal)、關係性的(relational)，《就職論

文》基本上同意這點。但是，當萊布尼茲試圖把時間與空間理解為一種先驗的關係時，康德拒絕

了這種理解。這是康德與萊布尼茲出現分歧的地方。請參閱 Martin, Kant's Metaphysics and Theory 

of Science, p. 28。 
32 請參閱 Dissertation, §8, Ak. 2: 395。 
33 請參閱 Briefweschsel, Ak. 10: 98。 
34 請參閱 Dissertation, §13, Ak. 2: 398。康德在《就職論文》中的用詞可能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

誤解。他會把時間表述為一種觀念(idea temporis)，但他也會把時間視為一種直觀(Ak. 2: 398ff.)；

他會把空間表述為一種概念(conceptus spatii)，但也會把空間視為一種直觀(Ak. 2: 402ff.)。──在

1772 年 2 月 21 日給赫茲(Marcus Herz, 1747-1803)的信中，康德更進一步主張，只有當時間與空

間能夠帶來智性直觀時，它們才是客觀的。然而，我們無法從空間的表象分析出萬物的表象，也

分析不出任何實在的聯結（這些實在的聯結屬於物自身）。由此，我們只能推斷，空間不是客觀

的，時間亦是如此。換言之，時間與空間只能是主觀的，並且只能帶來感性的直觀。請參閱

Briefweschsel, Ak. 10: 133-4。 
35 同上註，Ak. 2: 405。 
36 康德從這個時期開始把理智或知性理解為一種反思的能力，而這種理解一直持續到批判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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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論對象，因此理智也會有兩種相應的、不同的運用。我們透過理智的實在運

用(usus realis)認知理智世界的對象（即本體），透過理智的邏輯運用(usus logicus)

認知感性世界的對象（即現相）： 

在這當中的第一種運用，概念本身（不論是事物或關係）被給與，這是實在

的運用。在第二種運用中，當概念無論何時被給與，它們僅僅相互從屬於彼

此，亦即更低的從屬於更高的（共同的特殊標記），並且根據矛盾律彼此相

互比較，這種運用被稱為邏輯的運用。37 

理智擁有一些先天既與的概念，透過理智的實在運用，這些概念可以帶來本體的

認知。透過理智的邏輯運用，我們能夠從現相世界中獲得經驗： 

但是，在感性事物與現相的例子中，那些先於理智的邏輯運用的東西被稱為

現象，當一些現象被理智用於作比較而產生的反思性認知，被稱為經驗。因

此，現象沒有其他的方式成為經驗，除非透過反思依據理智的邏輯運用。38 

我們可以從引文得知，理智的邏輯運用是一種反思的活動。作為一種反思活動，

理智的邏輯運用同時也涉及了比較與抽離，它們三者是一組密不可分的行動。若

沒有比較與抽離，理智無法將一個現象轉變成可以被認知的經驗。 

基本上，理智的邏輯運用與實在運用的意涵不同於後來的《純粹理性批判》。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就職論文》的「理智」包括了知性與理性，但《純粹理性

批判》則嚴格區分知性與理性的不同。這也讓康德重新審視知性與理性的有效運

用範圍與界限。首先，讓我們先考察「邏輯運用」在兩部著作中的不同。在《就

職論文》中，理智的邏輯運用是以矛盾律作為根據來進行反思的認知活動，藉以

獲得一個清晰的認知（判斷）與完備的認知（推論）。39 因此，這裡的邏輯運用

包含了兩種活動：判斷與推論。然而，《純粹理性批判》已經嚴格區分判斷與推

論，它們分別涉及不同的心靈能力。一般而言，知性的邏輯運用被理解為一種下

判斷的活動，藉以將個別的表象統一在普遍的表象之下，亦即，將直觀與概念統

一在判斷之中(KrV A67ff./B92ff.)。此外，由於理性有別於知性，所以康德又另外

區分出理性的邏輯運用，以區別於知性的邏輯運用(KrV A303ff./B359ff.)。知性的

邏輯運用涉及表象與對象之間的關係，而理性的邏輯運用則涉及判斷與判斷之間

的推論關係，它不涉及任何感性直觀的對象。 

其次，「實在運用」在兩部著作中也有不同的意涵。《就職論文》主張，透過

理智的實在運用，我們可以藉由理智概念認識到本體。因此，「實在」涉及事物

自身的狀態。然而，《純粹理性批判》則認為，這些理智概念（即範疇）的實在

 
請參閱 Refl. 409, Ak. 15: 165；Refl. 425, Ak. 5: 171；Refl. 4811, Ak. 17: 736；Refl. 5051, Ak. 18: 73；

Prolegomena, §13 Anm. II, III, Ak. 4: 288, 290；Metaphysik L1, Ak. 28: 240 等等。 
37 請參閱 Dissertation, §5, Ak. 2: 393f.。 
38 同上註，§5, Ak. 2: 394。 
39 同上註，§5, Ak. 2: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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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如果是涉及本體或物自身，則我們無法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因為我們只能

透過範疇認知感性直觀中的對象。換言之，範疇唯一合法的運用方式是經驗地運

用到感性直觀的對象（現象）上，而非先驗地運用到非感性直觀的對象上（物自

身）(KrV A238f./B297f.)。40 換言之，《就職論文》時期所謂的實在運用，其實指

的是《純粹理性批判》中範疇的先驗運用。而康德認為，這種運用無法帶來任何

客觀有效的認知。 

讓我們再回到《就職論文》對於理智的邏輯運用與實在運用的區分。康德認

為，藉由理智的邏輯運用所獲得的認知必然以時間與空間作為根據。相反的，理

智的實在運用絕對不會涉及時間與空間這兩個感性的形式條件。如果沒有區分出

理智的實在運用與邏輯運用，我們將會誤以為，有關本體的認知是由理智的邏輯

運用所產生的，這進而會導致本體與現相無法被嚴格區分。因此，藉由嚴格區分

理智的兩種不同運用，我們成功地限制感性的範圍及其被運用的方式，並將一切

屬於感性的成素排除在理智之外。 

在排除時間與空間之後，留存於理智之中的概念有哪些？康德並沒有完整列

明，他只舉出幾個重要的理智概念：「可能性、存在、必然性、實體、原因等等，

以及其他與之對立或關聯的概念」。41 引文中的「其他與之對立或關聯的概念」

就包括了不可能性、虛無、偶然性、附質、結果等等，它們都無法透過感官的方

式尋獲，而是先天地先存在於理智之中。42 至於這些概念又是如何被確立的？

它們的發現是否是依據任何的原理？康德沒有清楚解釋。因此，這裡還缺少一個

如同〈先驗分析論〉般嚴格的「形上學推證」的工作(KrV B159)。 

《純粹理性批判》至少區分了三類的純粹概念：範疇、反思概念、理性概念。

這三類純粹概念在先驗邏輯中分別有不同的理論功能：範疇是一種純粹綜合的先

天必然的統一性概念，以便為雜多的表象帶來綜合統一性(KrV A77ff./B103ff.)；

反思概念是一種表象比較的概念，以決定判斷的邏輯形式(logische Form)(KrV 

A261ff./B317ff.)；理性概念是一種被推論出來的(geschlossene)概念，用以表象無

條件者(KrV A310ff./B366ff.)。43 然而，康德在《就職論文》中一律將這三類概

念統稱為「理智概念(conceptus intellectualis)」或是「純粹理念(ideas puras)」，而

沒有加以區分。接下來的分析也會指出，從起源的角度而言，理智概念是透過反

思的活動獲得的，因而也可以被稱為反思概念。就此而言，所有理智概念都是反

思概念，這有別於批判時期嚴格畫分反思概念、範疇、理念。 

關於理智概念，《就職論文》並不使用「不可被分析的」，而是使用「抽象

(abstractus)」來解釋它們，以突顯這類概念不包含任何的感性形式條件（時間與

 
40 請參閱Beatrice Longuenesse, "The Divisions of the Transcendental Logic and the Leading Thread," 

in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ed. Georg Mohr and Marcus Willaschek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8), pp. 138f.。 
41 請參閱 Dissertation, §8, Ak. 2: 395。 
42 同上註。 
43 康德指出，理性概念是透過理性的本性而先天被給與的概念。請參閱 Refl. 2853, Ak. 16: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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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在本質上有別於感性的認知。44 但是，把理智概念稱為一種「抽象概念」

可能會引起誤解。因為 ‘abstractus’ (Abstrakt)有兩種不同的意義：第一種意義的

‘abstractus’ 是「不考慮某物」(von etwas abstrahieren; abstrahere ab aliquo)，第二

種意義的 ‘abstractus’ 是「抽離出某物」(etwas abstrahieren; abstrahere aliquid)，

亦即，把某物從與它相連結的事物中孤立、分離出來。45 理智概念並不是從任

何東西中「被抽離出來的(abgezogen)」，更不是從感性的事物中被抽離出來的。

由於這些概念只涉及本體（它與感性對象完全分離），因而完全不涉及任何現相，

所以也不可能從感性的事物中被抽離出來。相反的，經驗性概念是從被給與的、

個別的感性事物中被抽離出來的，因而得以被稱為「被抽離的」或「抽象的

(abstrakt)」概念，「或許理智的概念應該被稱為抽離的(abstrahens [abziehend])更

恰當，而不是抽象的(abstactus [abgezogen])」。46 因此，康德認為，比較恰當的

方式是把理智概念稱為「純粹的概念」，而不是「被抽離的概念」或抽象的概念。 

人們常誤認為，一個感性的對象透過抽離的方式可以達到最大的普遍性，然

而這並不意謂這個普遍的表象會在根源上有任何改變。當我們試圖從一個感性的

表象中抽離出更普遍的表象，這並不意謂我們最終可以獲得純粹的理智概念。從

感性中被抽離出來的表象在根源上始終是感性的，它永遠不會變成理智的。47 而

這種解釋也防止了感性與理智之間可能的混淆。 

此外，康德也不認為這些概念是「天生概念(conceptus connati)」，它們不是

預先烙印在我們的心靈之中的。這也否定了理性主義天生觀念(innate ideas)的主

張。相反的，康德認為，這些理智概念只能從心靈的運作法則中尋獲： 

在形上學之中所遭遇到的概念不會在感覺之中，而只能在純粹理智

(intellectus puri)的本質中被尋獲；它們也不是天生概念，而是從那些內在於

心靈的法則中（藉由專注於對經驗之機緣所採取的行動）抽離出來的…。48 

由於康德已經嚴格區分現相與本體兩個不同的存有論世界，因此理智概念不可能

會在現相界之中被尋獲。這也意謂，這些基礎概念不可能從感性的認知中被抽離

出來。如同前面所指出的，無論我們如何去分析現相，被抽離出來的表象在根源

上依然是感性的。既然理智概念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經驗的，那麼它們只能從心

靈的運作法則中尋獲。我們知道，心靈的運作必然遵循著特定的形式法則。這些

法則是認知活動不能違反的，否則一切認知也將不可能。既然我們能夠獲得有關

 
44 請參閱 Dissertation, §6, Ak. 2: 394。 
45 同上註。有關 aliquid abstrahere 與 abstrahere ab aliquo的區分也可以參閱 Anthropologie, §3, Ak. 

7: 131f.；Entdeckung, Ak. 8: 199 Anm.；Jäsche Logik, §6, Ak. 9: 94-5；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 

24: 754；Refl. 2869, Ak. 16: 553。──這兩種不同意涵的抽離也會在經驗性概念的形成中發揮作

用。因為，任何經驗性概念的形成都必須依靠知性的三種邏輯行動來完成，亦即，比較、反思、

抽離，而抽離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邏輯步驟。本文在下一節談到邏輯反思時，還會有進一步的說明。 
46 請參閱 Dissertation, §6, Ak. 2: 394。 
47 同上註。 
48 同上註，§8, Ak. 2: 395；Briefweschel, Ak. 1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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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的認知，那麼這也意謂，心靈有一套形式法則是與本體的認知有關的。現在，

康德已經區分理智的兩種不同的認知活動：邏輯運用與實在運用。當心靈在認知

本體時，這是一種實在的運用。如果我們要尋找理智概念，我們只能在涉及實在

運用的心靈法則之中尋找。49 

就方法論而言，我們是透過抽離的方式獲得這些理智概念的。若是如此，尋

獲理智概念的過程也是一種反思的活動，因為抽離、比較、反思是一組相關的行

動。當理智概念從那些心靈的內在法則與行動中被抽離出來時，這也表示我們是

透過理智的邏輯運用獲得理智概念的。由於理智的邏輯運用不考慮一個概念是何

時被給與的，因此，它既可以運用於現象，也可以運用於心靈活動本身。換言之，

理智的邏輯運用不僅能從現象中抽離出經驗，也可以從理智的實在運用之活動中

抽離出理智概念。當理智的邏輯運用涉及本體認知的心靈活動時，我們可以獲得

理智概念。50 在這個過程中，理智的邏輯運用所涉及的對象是實在運用的心靈

活動，而不是實在運用的對象。因此，當邏輯運用從心靈活動的法則中抽離出概

念時，它依然不涉及任何本體的對象。 

由於我們是透過反思的方式（理智的邏輯運用）獲得理智概念的，這也能夠

解釋，為何康德會把理智概念也稱為「反思概念」。51 理智概念之所以可以被稱

為反思概念，不僅是因為理智活動本質上是一種反思性的活動，而且所有理智概

念都是透過抽離的活動獲得的。顯然，這個意義下的反思概念不同於批判時期的

反思概念。這也表示，康德還沒有明確地為理智概念做進一步的區分。 

即使我們把《就職論文》中的理智概念都理解為反思概念，其意義依然不同

於《純粹理性批判》中的反思概念。《就職論文》嚴格區分屬於感性的認知與屬

 
49 本文的詮釋與 Longuenesse 不同。由於康德的原文也指出，這是在經驗的活動的誘發之下所使

用的心靈法則，所以，Longuenesse 主張，理智概念是從理智的邏輯運用所涉及的心靈法則中抽

離出來的。Longuenesse 也認為，由於這些概念能被運用在現相之中，由理智概念被運用在現相

中的方式也屬於一種邏輯運用，因此，理智概念可以從邏輯運用的相關的心靈法則中抽離出來。

本文同意，根據康德的主張，理智概念（實體、附質與原因等等）可以被運用在現相世界之中。

但是，這種運用是一種邏輯運用，還是實在運用，康德並沒有解釋清楚。毫無疑問的，理智的邏

輯運用可以從現象中抽離出來並獲得經驗或清晰的認知，這是一種反思活動。但是，同樣的邏輯

運用如何將理智概念運用在現相世界之中，則有待進一步釐清。請參閱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p. 26f.。 
50 康德在 Refl. 3930 中提到，我們有兩個獲得概念的方式：從感覺中抽離出概念，或者從知性的

法則(Gesetze des Verstandes)中分離出概念。所有從知性法則抽離出來的概念都被稱為純粹理智的

概念(conceptus intllectus puri)。換言之，所有的理智概念其實都是從理智的法則中被抽離出來的，

這一點與《就職論文》相符。請參閱 Refl. 3930, Ak. 17: 352。──Renate Broecken 認為，在前批

判時期的康德認為知性（理智）與反思是密不可分的。由於受到洛克的影響，康德認為反思涉及

知性（理智）的運作與行動；由於受到萊布尼茲的影響，早期的康德會將反思理解為一種比較與

比較關係。因此，知性被定義為一種反思的能力，而所有知性概念都是反思概念。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62f.。 
51 在這個時期，康德為知性作了幾個不同的定義：概念的能力、判斷的能力、規則的能力、反

思的能力(Vermögen zu reflektieren)。雖然康德使用的術語不是理智，但是上述界定都是作為與感

性被動接受性對立的情況下所作的描述，因為感性的與理智的相對立。當知性被定義為反思的能

力時，康德把相應的純粹知性概念也稱為「單純抽象的反思概念 (bloße abstrakte 

Reflexionsbegriffe)」。請參閱 Refl. 409, Ak. 15: 165-6；Refl. 3917, Ak. 17: 342f.；3957, Ak. 17: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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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智的認知，而時間與空間不再屬於理智概念。然而這並不表示，其餘的純粹

概念都自動被歸屬於理智概念。事實上，《就職論文》中至少有三組概念是沒有

被清楚規定的：形式與質料，同一與差異，一致與對立。 

首先是，形式與質料。在《就職論文》的第五節中，康德主張形式與質料可

用來分析感性認知。52 至於理智的認知是否也能夠使用形式與質料來分析，康

德並沒有說得很清楚。他似乎認為，涉及感性的認知需要透過形式與質料的區分

來找出其原理，而涉及理智的認知則需要透過規則來找出其原理。53 至於我們

是否應該使用形式與質料的區分來分析認知的對象，它取決於這些對象彼此之間

是並列關係(coordinatio)，或者從屬關係(subordinatio)。感覺的對象透過並列關係

形成一個整體，而理智的對象則透過從屬關係形成一個整體。如果對象彼此之間

只有並列的關係，當它們要形成一個整體時，這只能透過「形式」來解釋。在現

相世界中的事物只有並列關係，它們無法透過從屬關係的方式被聯繫在一起。因

此，事物只能根據時間與空間的形式安排彼此之間的並列關係，以形成一個整體。

另一方面，當認知的對象可以根據從屬關係被聯繫在一起時，它們是一種原因與

被原因限制(causa et causatum)的關係，或是原理與被原理制約(principium et 

principiatum)的關係。當我們在決定兩個概念之間的從屬關係時，我們是在根據

矛盾律對兩個概念進行比較。例如，「樹」的概念是一個上層概念，在它之下還

有松樹、杉樹、柳樹等等的下屬概念。當所有下屬概念都被歸屬在同一個上屬概

念之下時，理智的認知才能夠形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根據規則（矛盾律）來

安排的，而現相的整體是根據形式來安排的。按照此意，當感性認知的形式是時

間與空間，這是否意謂形式與質料本質上就是感性的？此外，理智的認知是否也

有形式與質料上的區分？這些問題並沒有在《就職論文》中獲得解答。 

同一與差異，一致與對立則是另外兩組沒有被明確規定的概念。康德並沒有

明言它們是理智概念。如果理智概念包括了對象概念(conceptus obiectorum)與關

係概念(conceptus respectuum)，它們極有可能屬於關係概念。54 如果它們是理智

概念，那麼它們應該是從心靈的行動法則中被抽離出來的，在這意義下也都是被

抽離出來的反思概念。然而，如果我們要從特定的東西之中抽離出某物，這勢必

會運用到同一／差異，一致／對立來進行比較。在比較的活動中，我們需要決定

兩個概念是否為同一的或差異的，是否為一致的或對立的。若是如此，我們是如

何運用同一／差異，一致／對立來獲得「同一／差異」與「一致／對立」這兩組

理智概念？《就職論文》沒有解釋。 

 
52 請參閱 Dissertation, §5, Ak. 2: 393。 
53 同上註，§2, Ak. 2: 393。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 Refl. 3930 和 Refl. 4811 中。Refl. 3930 指出，所

有的純粹理智概念都是透過反思的方式從知性的法則分離出來的。而 Refl. 4811 也指出，任何感

性的能力皆需要以形式和質料來解釋它們所形成的認知，任何反思的能力皆需要以規則來解釋它

們所形成的認知。這個規定在《就職論文》中是矛盾律（涉及理智的邏輯運用）與預定和諧原理

（涉及理智的實在運用）(Ak. 2: 393, 409)。因此，理智的認知是無法用形式／質料來解釋的。請

參閱 Refl. 3930, Ak. 17: 352；Refl. 4811, Ak. 17: 736。 
54 請參閱 Dissertation, §6, Ak. 2: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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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對《就職論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幾個要點： 

(1) 《就職論文》嚴格區分現相與本體，感性與理智。理智的對象永遠不可能在

現相中被尋獲，因此，現相與本體是不可能被混淆的。 

(2) 《就職論文》只把時間與空間從基礎概念之中區別出來，但是，康德並沒有

進一步區分出反思概念與其他的理智概念。 

(3) 理智是一種主動的機能，它具有邏輯的運用與實在的運用。透過理智的邏輯

運用，我們可以獲得經驗；藉由理智的實在運用，我們可以獲得有關本體的

認知。 

(4) 理智概念之所以能夠被稱為反思概念，不僅是因為理智的機能就是一種反思

性的機能，而且也是因為所有理智概念都是透過反思的活動所獲得的。至於

我們如何確定理智概念的內容與數量，依然是一個未決的問題。 

(5) 最後，雖然康德區分了時間與空間的形式和理智概念，但是依然還有三組概

念（形式／質料、同一／差異、一致／對立）沒有得到妥當的規定，而它們

正是批判哲學意義下的反思概念。 

b. 反思概念之確立 

我們已經看到，《就職論文》已經將時間與空間等感性形式排除在理智概念

之外，並且所有理智概念都是從理智的行動法則之中抽離出來的。但是，這並不

意謂康德已經有系統性的畫分根據，以確定所有理智概念的內容與數量，並證明

它們是完備的。那麼，我們要如何確定這些行動法則為何呢？我們又如何確定這

些行動法則是涉及對象認知，還是涉及概念內容的認知，或者涉及絕對者的認知？

康德此時可能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些問題，一切都還在摸索之中。康德只是將

理智概念的起源問題連結至理智的行動法則，但是這些行動法則要如何被系統性

地安排，這一切要等到《純粹理性批判》才確定。 

換言之，如果要在這一群既有的理智概念之中進一步區分出範疇、反思概念、

理性概念（一如《純粹理性批判》中的畫分），我們必須先確立那些決定理智概

念數量的原理為何。《就職論文》只是一部形上學系統的預備學，但是，康德認

為，這項預備學的研究工作仍未達至完善。康德在 1770 年 9 月 2 日寫給蘭帕特

的信中指出，他正在著手準備撰寫另外一部形上學的預備學著作─「一般現象學」。
55 我們知道這個「一般現象學」最終沒有完成，而且一直被擱置著，因為康德

仍然不斷地在修正自己看待形上學問題的方式。 

何謂正確看待形上學問題的方式？康德於在 1772年 2月 21日給赫茲的信中

有一個明確的想法。康德在信中提到，他正在尋找形上學的秘密關鍵，他認為這

個關鍵被隱藏在一個問題中：「依憑什麼樣的根據，在我們之中稱之為表象的東

 
55 請參閱 Briefweschsel, Ak. 1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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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被關聯到對象？」。56 在《就職論文》中，理智是透過兩種方式關聯到對象：

邏輯運用與實在運用。一個表象是透過邏輯運用的方式關聯到感性對象，透過實

在運用的方式關聯到理智對象。理智的邏輯運用對現象進行比較，藉以形成一個

清晰的認知（即經驗）；而理智的實在運用則是透過理智概念直接認識本體。顯

然，康德並不滿意這樣的回答。前面的分析已指出，理智的兩種運用在《純粹理

性批判》中都遭到了質疑：理智的邏輯運用無法讓我們獲得客觀有效的經驗，而

範疇（前身為理智概念）並無法讓我們獲得任何有關物自身的認知。首先，理智

的邏輯運用是一種透過反思與比較的活動。但是，理智的邏輯運用似乎把清晰的

認知與經驗視為等同。一方面，《就職論文》主張，我們可以透過邏輯運用獲得

一個清晰的概念。另一方面，它也主張，我們可以透過邏輯運用從現象中獲得經

驗。然而，一個清晰的概念的認知屬於分析性的，它是對於一個概念標記的掌握，

它以矛盾律作為最高的原理。相反的，對一個對象的認知（經驗）卻是綜合性的，

因為這種認知總是超出對象概念既有的標記。因此，對一個概念的清晰認知不等

同於對一個對象的認知，前者不一定是客觀有效的。這也是為何康德在《純粹理

性批判》中不再主張，理智的邏輯運用可以產生經驗認知。 

其次，《就職論文》認為，理智的實在運用可以獲得有關本體或物自身的認

知。主體機能的運作是根據特定的法則，而理智概念則是從這些特定的法則中抽

離出來的概念，因此，這些概念能用於認知本體的對象。康德後來發現，主體機

能運作所依據的法則（就其邏輯運用而言）都是形式邏輯之中判斷的邏輯機能

(KrV A67ff./B92ff.)。不同的是，《純粹理性批判》是從先驗邏輯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判斷的邏輯機能，而《就職論文》極有可能依然採用形式邏輯的角度來考慮這

些判斷的邏輯機能。若只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考慮判斷的邏輯機能，這些邏輯機能

並無法有效區分出本體與現相的差別，因而有混淆之嫌。與此同時，它也蘊涵，

與這些邏輯機能相應的理智概念既能用於本體，也能用於現象。相反的，《純粹

理性批判》不再主張，理智的實在運用可以帶來有關物自身的認知。 

康德認為，當我們越深入探究判斷之中的邏輯機能，就會發現一個難解的問

題：從邏輯機能中抽離出來的那些理智概念（作為表象）是如何關聯對象的？ 

我們的知性（透過它的表象）既不是對象的原因（除了在道德中關於善的目

的表象之外），對象也不是知性表象的原因（在實在的意義下）。因此，純粹

知性概念必定不是抽離自感官的感覺，也不是透過感官表達表象的感受性

(Empfänglichkeit)，而是在靈魂的本性(Natur)中有其起源，但是，就此而言，

它們卻不受到對象的影響，本身也不產生對象。57 

由此看來，康德在《就職論文》已經確定了人類心靈中有一組先天的理智概念，

但是它們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卻無法得到滿意的解釋。歸根究柢，其中一個可能的

 
56 同上註，Ak. 10: 130。 
5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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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形式邏輯自身的限制。由於形式邏輯不考任何對象的內容與起源，因此

它所給出的判斷邏輯機能無法解釋表象與對象之間的關聯如何可能。如果我們要

尋找表象與對象的關聯之根據，判斷的邏輯機能至少必須是與對象思考有關的。

而康德認為，《就職論文》忽略了判斷的邏輯機能在一般而言的思考活動中不同

於在對象的思考活動，也沒有注意到形式邏輯的侷限。 

康德在 1772 年 2 月 21 日給赫茲的信中表明，他已經朝著這個方向去思考範

疇的問題。此外，康德已經改用「範疇」指涉純粹的理智概念，並提及如何確定

範疇數量的問題。他一方面指責亞里斯多德的範疇帶有隨意性與偶然性，才會無

法確定其內容數量；另一方面，他宣稱自己的範疇則是根據少數幾個知性的基本

法則來畫分的。至於這些基本法則為何，信中並沒有提及。58 基本上，康德依

然沿續著判斷的邏輯機能思考這個問題。 

康德在這個時期依然認為，範疇的主要功能是用來獲得有關理智對象的認知。

對比之下，《純粹理性批判》顯然已放棄上述兩種運用之有效性，並重新理解主

體的邏輯機能：有些判斷的邏輯機能涉及表象與對象之關係（範疇），有些判斷

的邏輯機能則涉及表象與表象之關係（反思概念），有些判斷的邏輯機能只涉及

表象與無條件者之關係（理性概念或理念）。59 這些不同類型之關係在後來《純

粹理性批判》中一一展示出來。 

範疇與反思概念都是源自於知性的先天概念，但是表象之間的綜合聯結有別

於表象之間的比較（一種反思性活動）。透過範疇，綜合聯結能夠進一步規定對

象，因而能擴展對象的認知；相反的，由於比較活動只涉及表象之間的比較，它

並不規定對象，因而也不擴展任何對象認知。如果我們可以透過判斷的邏輯機能

確定範疇的內容，那麼反思概念也隨之可以確定。因為，為了解釋範疇是如何先

天地關聯對象，判斷的邏輯機能必須是與對象思考有關的。相反的，反思概念在

嚴格意義之下與對象思考無關，這類概念只規定表象與表象，或表象與心靈能力

之間的關係。因此，反思概念必然可以跟範疇作出嚴格的區分。 

我們在 1770 年代後期的劄記中發現〈歧義篇章〉的雛型，其中以 Refl. 5552

 
58 同上註，Ak. 10: 131-2。──Edgar Zilsel 指出，反思概念與範疇最大的分別在於，反思概念缺

少了一個畫分的根據。康德在這封 1772 年的信中只提及，範疇的畫分是根據知性的基礎原理，

卻沒有指出，反思概念的畫分是否是根據範疇（如《未來形上學序論》所主張的，請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6）。Zilsel 由此斷定，康德最早於 1771 年左右確定反思概念，它們不

是根據範疇的指引尋獲的，而且本質上完全不同於範疇。請參閱 Zilsel, "Bemerkungen zur 

Abfassungszeit und zur Methode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433。──本文認為，

Zilsel 的推斷太過草率，我們從康德早期的手稿中並沒有發現任何完整的反思概念，一些劄記則

把一些反思概念與範疇並置在一起，例如 Refl. 4476 與 Refl. 5099；最完整且與〈歧義篇章〉的畫

分一致的反思概念則要到 1775 年之後才發現，例如 Refl. 5552 與 Refl. 5554。請參閱 Refl. 4476, Ak. 

17: 565f.；Refl. 5099, Ak. 18: 87；Refl. 5552, Ak. 18: 218-9；Refl. 5554, Ak. 18: 229ff.。 
59 理性的三段論推論之所以也被視為一種判斷，乃因為其結論（作為一個判斷）中的述詞概念

是透過另一個中介的概念（亦即三段論中的中詞）而被涵攝在主詞概念之下。請參閱 Spitzfindigkeit, 

§1, Ak. 2: 48；Dissertation, §5, Ak. 393；KrV A303/B359；Logik Blomberg, Ak. 24: 282；Logik Philippi, 

Ak. 24: 470；Refl. 3198, Ak. 16: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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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於 1778 年至 1779 年之間或更晚）的記錄最完整。60 這裡面包含了完整的

反思概念與虛無(Nichts)概念之畫分，也提到如何運用這些反思概念所產生的歧

義來剖析萊布尼茲哲學中的謬誤。 

值得注意的是，Refl. 5552 中最先標明的是「導向誤推的反思概念」，而不是

「歧義」。後來康德刪除了「誤推」，再補上「歧義」一詞。這表示，康德最初是

認為，反思概念涉及推論的問題。記錄中也闡明，誤推是一種推論的謬誤，它是

一個三段論中的中詞在兩個前提中分別有不一樣的關係（在一個前提中為邏輯關

係，但在另一個前提中為實在關係），亦即，中詞產生歧義問題。這與後來《純

粹理性批判》中的理解是一致的(KrV B411)。 

Refl. 5552 指出，反思概念的歧義發生在一個三段論推論的前提同時擁有邏

輯關係與實在關係。邏輯關係源於知性，而實在關係源於感性。雖然這已經有完

整的四組反思概念，以及如何用於分析萊布尼茲哲學，但是康德似乎還不能確定

反思概念的本質。因此，Refl. 5552 既區分出因感性和知性的不同所導致的歧義

問題，又認為這種歧義是由三段論的推論活動（理性）所引起的。而這一切要等

到《純粹理性批判》才被清楚確定。無論如何，我們至少能肯定，康德在 1778

年左右確定了反思概念的內容，以及萊布尼茲犯了反思概念的歧義的錯誤。 

《純粹理性批判》已經明確區分範疇與反思概念，並對它們的內容與功能有

明確的規定。然而，康德論證了範疇是如何從判斷的邏輯機能中推導出來的，唯

獨沒有論證如何獲得這些反思概念。嚴格而言，如果將知性視為一種反思的能力

時，那麼反思概念與範疇必然皆源自於知性。61 但是，反思概念是如何獲得的？

區分反思概念與範疇的原則又為何？康德指出，反思概念： 

…與諸範疇的區別在於，通過它們[按：反思概念]，並不是對象按照構成它

的概念的東西（量、實在性）得到了描述，而只是對先行於物的概念的諸表

象的比較在其一切雜多性中得到了描述。(KrV A269/B325) 

引文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範疇與反思概念在功能上有分別。範疇不僅能

夠為雜多的表象帶來綜合統一性，同時也能將表象關聯到對象，以形成客觀有效

的認知。反思概念則被用來對表象進行比較，藉此確認表象之間的邏輯關係，但

比較之結果並沒有因此關聯到任何對象，所以，也不產生任何客觀有效的認知。

反思概念的比較與範疇的綜合聯結分屬認知過程中的兩個不同的邏輯階段，兩者

的功能不能被混淆。 

 
60 請參閱 Refl. 5552, Ak. 18: 218-9。Refl. 5554 也有記錄完全四組的反思概念，同時闡明它們如何

被用來分析萊布尼茲的單子論，這裡不再作細部的分析。請參閱 Refl. 5554, Ak. 18: 229ff.。──

另外，Broecken 也指出兩個相關的記錄是 Refl. 4476 與 Refl. 5099，它們記錄於 1775 年左右。記

錄中也提到了四組相同的概念，但是它們皆被稱為範疇。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64-5；Refl. 4476, Ak. 17: 565f.；Refl. 5099, Ak. 18: 87。 
61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 III, Ak. 4: 288, 290。此外，相同的定義也諸見於不同時期的

記錄，例如：Refl. 409, Ak. 15: 165；Refl. 425, Ak. 5: 171；Refl. 4811, Ak. 17: 736；Refl. 5051, Ak. 18: 

73；Metaphysik L1, Ak. 28: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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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範疇與反思概念不僅功能不同，它們還有邏輯順序上的分別。引文

A269/B325 表示，在邏輯順序上，反思概念的運用先於範疇的運用，相反的順序

則不可能。正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一開始就提到： 

…一則使我們的知性活動運作起來，對這些表象加以比較，把它們聯結或分

開，這樣把感性印象的原始素材加工成稱之為經驗的對象認知…。(KrV B1) 

這是一個認知的邏輯順序的描述：首先是，主體運用反思概念進行比較，然後才

是，範疇將原始素材加工成為客觀有效的認知。這兩個過程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的。範疇的工作其實是對雜多進行綜合聯結，亦即，給雜多的綜合賦予統一性。
62 這也意謂，反思概念與範疇的功能不會重疊，每一步的完成都是為了下一步

而作準備。因此，反思概念先於範疇完成處理表象的工作。 

儘管 B1 指出，客觀有效的認知必然包含這兩個邏輯步驟，但是 A269/B325

的引文還指出了另一個必要的步驟──先驗反思的規定。客觀的認知就像是一個

成品（一種經驗底判斷），它是表象之比較與聯結之後的結果。若一個比較是要

客觀的，它必須以先驗反思作為根據。少了這其中的任何一步，我們都將無法形

成客觀有效的認知。沒有比較與聯結，所有表象是彼此孤立而沒有聯繫的： 

假如每一個單獨的表象都與另一個表象相疏離，彷彿是孤立的和與之相抽離

的，那就任何時候也不會有像作為各種比較和相聯結的表象之整體而存在的

認知這樣的東西產生出來。(KrV A97) 

這段引文和 B1 一樣，透露了認知的邏輯順序：反思概念必須事先完成比較的工

作，範疇才能對表象進行綜合的聯結。換言之，若沒有反思概念事先的比較工作，

範疇將無法進行聯結的工作。這裡只提及比較與聯結有邏輯順序上的分別，至於

為何反思概念的比較在邏輯上先於範疇的聯結，則涉及一個認知的起源問題。 

康德指出，如果我們要將感性直觀中的雜多形成一個認知，我們首先必須要

有一個綜合的活動，以便把每一個單獨孤立的內容放置在一起。這是一個綜合的

過程，因為這些內容是無法透過分析的方式（由整體到部分的過程）被給與的： 

在對我們的表象進行任何分析之前，這些表象必須先已被給與了，並且任何

概念按內容來說都不可能由分析產生。但是一個雜多（不論它是經驗性地還

是先天地被給與的）的綜合最先產生出來一種認知，雖然這種認知一開頭可

能還是粗糙的和混亂的，因而需要分析；然而這個綜合畢竟是真正把諸要素

集為認知、並結合為一定的內容的東西。(KrV A77/B103) 

如果我們要形成認知，我們首先需要對這些透過綜合活動被放置在一起的內容進

 
62 關於聯結與綜合之間的關係，康德如此描述：「我們思維的自發性要求的是先將這雜多以某種

方式貫通、接受和結合起來，以便從中構成認知。這一行動我叫作綜合」(KrV A77/B102)。我們

在上一章已經指出，對象認知中表象的結合是一種綜合聯結的行動。換言之，聯結可以被視為綜

合活動的其中一個邏輯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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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這裡的分析其實就是一個反思的過程，以便對各種粗糙和混亂的雜多進

行比較，藉以規定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然而，無論是最原初階段的綜合，還是

隨後反思的比較活動，都不會產生嚴格意義之下的客觀認知。因為，這個階段的

綜合是由構想力所完成的，反思只是對這個階段的綜合進行比較的工作。但是，

這些被綜合與分析的內容仍然沒有被帶到概念（即範疇）之下進行認知。因此，

在範疇的綜合聯結之前，我們必須預先對各種雜多的表象進行比較。所以，反思

概念的比較必須先於範疇的綜合聯結。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純粹理性批判》A269/B325 從功能與運用的角度

區分了反思概念與範疇的不同，而這一區分可以概括為比較與聯結之間的不同，

它們都是形成一個經驗底判斷不可或缺的邏輯步驟。現在，知性是一種下判斷的

能力，我們可以把這種下判斷的能力畫分為兩個不同的邏輯階段：一個階段發生

在下判斷之前，它涉及表象之間的比較，另一個階段則發生在下判斷中，它涉及

表象之聯結。〈先驗分析論〉正文所闡述的是知性在下判斷的全部面貌。但在知

性下判斷之前還有一個邏輯階段，它涉及比較活動，康德將它歸給反思活動。 

那麼，比較是否也屬於知性的行動？按照《邏輯學》的觀點，比較、反思、

抽離被歸為一種知性的邏輯行動，以形成一個新的概念；另一方面，邏輯反思也

能夠決定判斷的形式，而且也離不開比較與抽離的活動，因此，也算上是知性的

行動。63 如此看來，反思與知性是密不可分的。而我們發現，知性可以被界定

為幾種不同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下判斷的能力、規則的能力、概念的能力。64 

它們是根據知性不同面向的機能所作的刻畫，但描述的都是同一個知性(KrV 

A126)。基本上，這些描述並不會歸給理性或其他的基礎能力。因此，即使知性

被理解為一種反思的能力，它依然不會與其他的描述有任何衝突。 

為了以示區分，《純粹理性批判》將知性與反思安排在先驗邏輯的不同章節

裡，前者屬於先驗分析論，後者屬於先驗正位論。《未來形上學序論》作為一部

以通俗為目的的著作，它並沒有受到先驗邏輯畫分上的限制。故康德將知性描述

為一種能夠對現象進行反思的心靈機能。65 更重要的是，《未來形上學序論》將

知性中的不同類型的概念視為一個有關聯的整體，而範疇是這個整體中的核心，

指引著整個純粹理性的系統內部。這也使得我們能夠進一步瞭解範疇與反思概念

之間的系統關係。 

在《未來形上學序論》的第 39 節中，康德闡述了範疇與反思概念的系統關

係，同時也指出區分範疇與反思概念的根據： 

這個系統就像每個以一項普遍原理為依據的真正系統一樣，也顯示其無可估

量的用處於以下的事實：它排除一切通常可能混入那些純粹知性概念當中的

 
63 關於知性的邏輯行動如何形成一個概念，請參閱 Jäsche Logik, §§5-6, Ak. 9: 93-5。──另一方

面，邏輯反思的對象是判斷的形式(Form des Urteils)，請參閱 Jäsche Logik, §19, Ak. 9: 101。 
64 請參閱 Refl. 409, Ak. 15: 165-6；Refl. 425, Ak. 15: 171。 
65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 III, Ak. 4: 288,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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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類概念，並且為每種認知決定其位置。我在反思概念底名稱下同樣按照範

疇底線索納入一個表中的那些概念，在存有論中並無優待和合法權利，就混

入純粹知性概念當中 ── 儘管後者是關於聯結的概念 (Begriffe der 

Verknüpfung)，且因而是關於對象本身的概念，而前者是純然關於既有概念

底比較的概念(Begriffe der Vergleichung)因此具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本性和用

處。由於我合乎法則的畫分（《純粹理性批判》頁 260），這兩種概念脫離了

這種混淆。66 

引文中提到〈歧義篇章〉中的反思概念表，其中的反思概念都是根據範疇表的指

引而獲得的。無論如何，康德想要強調的是，反思概念與範疇對於經驗認知之構

成非常重要，倘若我們對它們的功能以及其限制沒有正確的理解，這會容易引起

混淆。我們可以從萊布尼茲哲學中看到這種混淆，也可以從前批判時期的康德看

到這種混淆。67 這兩個例子都認為，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就能夠產生客觀有效

的認知，事實上卻不然。 

接下來，我們將根據上述引文進一步釐清反思概念與範疇的差異，以及它們

之間的理論關係。它們歸結為三點： 

(1) 先天概念的畫分：純粹理性的系統中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先天概念：知性概念

（尤其是範疇），反思概念與理性概念。康德認為它們需要有明確的畫分與安排，

以免產生混淆。在方法論上，康德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考慮這三種概念彼此之間

的差異的：根源(Ursprung)、本性(Natur)、運用(Gebrauch)。68 首先，在根源上，

反思概念與範疇都源自於知性，而理念則源自於理性。其次，在本性上，反思概

念與反思的比較能力有關；範疇與知性的綜合聯結有關；理念則與理性的推論有

關。最後，這三種先天概念所運用的範圍不同。反思概念只能用於表象之間的比

較；範疇只能用於感性直觀；理念只能用於知性認知。 

顯然，這三種不同角度的區分是奠基於先驗邏輯的。對形式邏輯而言，這三

類先天概念在形式邏輯中並無本質上、根源上的差異。因此，這三類先天概念只

能根據形式來安排它們彼此之間並列或從屬的邏輯關係。與此同時，這些概念對

於對象認知具有重要的意涵，尤其是範疇。如果我們不對它們加以區分，我們就

會產生各種可能的誤用，例如：把理念或反思概念誤用於對象認知、將範疇用於

認知超驗的絕對者。因此，我們有必要去區分這些先天概念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

限，而這是形式邏輯無法充分說明的。因而，康德是在先驗邏輯的觀點下，從表

象的根源、本性、運用來區分這三種先天概念的。 

 
66 同上註，§39 Anm. III, Ak. 4: 325-6。 
67 請參閱 Dissertation, §5, Ak. 2: 393-4。 
68 此觀點源自 Broecken 的分析，他主張反思概念與範疇在只在本性和應用上有分別，前者的應

用方式為比較，後者的應用方式為聯結。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6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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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思概念之獲得：《純粹理性批判》並沒有告訴我們，反思概念是如何被尋

獲的。那麼，這是否也意謂反思概念不需要一個形上學的推證？69 〈歧義篇章〉

指出，透過反思概念之比較，我們可以規定判斷的邏輯形式。這是否表示，所有

判斷的邏輯形式都是由反思概念所獲得的？我們知道，範疇是以判斷的邏輯機能

作為線索推導出來的(KrV A76ff./B102ff.)。所謂推導，它實際上是一種形上學推

證，藉以證明一組概念是先天的，而不是從經驗中抽離出來的(KrV B159)。範疇

與判斷的邏輯形式是嚴格的一一對應關係。範疇之所以能夠從判斷的邏輯形式之

中推導出來，是因為範疇與判斷的邏輯形式實為同一個邏輯機能的不同面向。70 

範疇屬於綜合統一性(synthetische Einheit)的機能，而判斷的邏輯形式屬於分析統

一性(analytische Einheit)的機能(KrV A79/B105)。因此，範疇可以從判斷的邏輯形

式獲得形上學的證成。 

反思概念可以規定判斷的邏輯形式，這表面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形上學推證

的關係。但是，反思概念與 A70/B95 判斷的邏輯形式之間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

係。所以，〈歧義篇章〉中的反思概念無法一一對應地「推證」出判斷表之中所

有的判斷的邏輯形式。事實上，每一組反思概念根據矛盾律而成為一對互相相反

的概念。71 這也表明，反思概念的畫分是一種形式邏輯觀點下的考慮，它只單

純地考慮表象在形式上的關係。因此，其判斷的邏輯形式是二分的。相反的，康

德是從先驗邏輯的角度來畫分 A70/B95 判斷的邏輯形式，因為每一組邏輯形式

出於對象認知的形式條件的考慮，都需要畫分出第三個邏輯形式，所以是三分的

(KrV A71ff./B96ff.)。 

另一個讓人困惑的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和《未來形上學序論》中都

主張，我們能夠以範疇表作為「線索」，來尋找出系統內的其他先天成素：先驗

原理與理性概念等等(KrV A161/B200, A321/B378)。而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序論》

更說，反思概念也是根據範疇尋獲的。72 然而，這當中只有範疇與對象認知的

判斷表的內容是一一對應的關係，而其他不同類型的概念與原理，不論是在根源、

本性、運用上都不盡相同。所以，範疇如何能夠作為線索，以找出其他的不同類

型的概念（包括反思概念），這是相當困難的問題。 

這個困難的部分原因在於：範疇作為一個線索或指引時，它是否必然足以形

 
69 Heßbrüggen-Walter 則認為，所有認知的成素在分離之後，皆需要一個形上學推證。即使是屬

於理性的先驗理念在與範疇作分隔之後，也能夠擁有一個形上學的推證(KrV A669ff./B697ff.)，反

思概念也不例外。請參閱 Heßbrüggen-Walter, "Topik, Reflexion und Vorurteilskritik," p.152。 
70 這裡根據的是 Michael Wolff 的詮釋。Wolff 認為，形式與機能的理論意義不同，而康德複雜細

膩的表述容易讓人誤以為兩者是等同的。因此，他主張，康德對範疇的形上學推證是以知性機能

作為根據，並由此推證出判斷的邏輯形式與範疇。請參閱 Michael Wolff, Die Vollständigkeit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Frankfurt am Main: V. Klostermann, 1995), pp. 29ff.。 
71 《論形上學之進步》指出，反思的邏輯原理就是矛盾律。請參閱 Fortschritte, Ak. 20: 275。─

─此外，Broecken 也指出，反思概念是分析地根據矛盾律而成為二分的(dichotomisch)，而範疇

則是綜合地而成為三分的(trichotomisch)。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 93。 
72 請參閱 Prolegomena, §39, Ak. 4: 32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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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推證，以推導出其他的先天成素？本文認為，一個線索或指引並不要求一

個嚴格意義的推證。因為，當我們以範疇為線索，找出先天原理時，這些原理對

於客觀有效的認知而言依然是積極的且構成性的(KrV A161/B200)。然而，如果

我們是根據範疇去尋找存在於理性之中的各種幻相時，我們所尋找的東西對客觀

有效的認知而言，不是積極的且構成性的(KrV A321/B378, A344/B402, A411/B438, 

A415/B442)。因此，「線索與指引」不必然是形上學推證般嚴格意義的證明。至

少它無法清楚解釋，為何同一個線索既可以找到其他的先天成素，也可以找到幻

相。儘管如此，「線索與指引」也可以是一種寬鬆的意義，即使先天概念在根源、

本性、運用上有極大的分別，並且有些是客觀對象認知的必要的形式條件，但有

些卻是導致錯誤的成素。如果要在這之間找到共同的特性，或許是，它們都根據

四類不同的機能來畫分，康德稱它們為四個基本名目(Titel)：量、質、關係、模

態(KrV A70/B95)。這一畫分貫穿著整部《純粹理性批判》，也見於三大批判與其

他正式出版的著作。 

由於這裡關注的是反思概念與範疇，所以我們只專注於它們之間的聯繫是如

何被建立起來的。當反思概念是以範疇為線索而作安排時，我們可以把這一線索

理解為範疇中對於量、質、關係、模態的畫分。在〈歧義篇章〉裡，康德提到「一

切比較與辨別的四個名目」(KrV A269/B325)，這四個名目無非就是量、質、關

係、模態。因此，同一與差異歸給量、一致與對立歸給質、內在與外在歸給關係、

形式與質料歸給模態。73  

一種較寬鬆意義的「線索」或許並不具備強而有力的哲學論證，但是，它至

少能讓康德的表述更加合理。這並不預設一個對於反思概念的形上學推證之必要，

因為這將要求更多細部的證明。至於反思概念是否是完備的，這完全取決於兩個

層面的考慮：四個名目之完備性，八個反思概念之完備性。74 四個名目之完備

性不是一個獨立的證明，其有效性取決於範疇表對於量、質、關係、模態之區分

是否是完備的。只要範疇表的四分被證明是完備的，那麼反思概念表的四分也是

完備的。另外，八個反思概念的完備性可以是一個獨立的證明，它既不關聯到範

疇表之完備性，也不關聯到其他的表。關於這一證明，康德在《形上學之進步》

中有間接地指出：每一組的反思概念其實是以矛盾律作為它們的邏輯原理。75 根

據這一邏輯原理，每一組反思概念都是邏輯上互相相反的概念。 

(3) 比較與聯結在本性與運用上不同：反思概念與範疇在根源上皆源自於知性，

理應可以算是一種知性概念(Verstandesbegriff)。然而，康德在每一個談及純粹的

知性概念的脈絡中，他所意指的都是範疇。這些知性概念是： 

 
73 此觀點援引自 Broecken 的詮釋，他詳細解釋了四組反思概念如何被歸在量、質、關係、模態

的名目之下。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80ff.。 
74 有關完備性之證明的問題，康德學者都一致認為證明至少必須畫分為這兩個部分的證明，至

於證明的進路，這裡不詳談。 
75 請參閱 Fortschritte, Ak. 2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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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一般的概念，通過這些概念，對象的直觀就在判斷的邏輯機能的某個

方面被看作確定了的。(KrV B128) 

在這意義下，純粹的知性概念並不包括反思概念，因為反思概念並不規定任何對

象，而是對於各種對象之表象進行比較(KrV A269/B326)。反思概念與範疇都源

自於自發主動性的機能，但反思概念被稱為「比較的概念」，範疇則由於其在雜

多的綜合中的統一性機能，因而可以被稱為「聯結的概念」或者是「雜多的組合

（綜合）的概念(Begriffe der Zusammemsetzung [Synthesis] des Mannigfaltigen)」。

而比較與聯結指的都是它們在功能上的特徵。76 

首先，無論是比較或是聯結，它們都能在表象之間建立起一種關係，但這些

關係有本質上的不同。77 當兩個表象被比較時，其目的不是為了獲得一個對象

的認知(KrV A278-9/B334-5)。在比較的過程中，兩個表象是根據矛盾律來決定它

們是同一或差異、一致或對立、內在或外在、規定或被規定。無論比較的結果為

何，只要不違反矛盾律，這關係就是成立的。因此，表象透過比較所確定的關係

是邏輯的。78 

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是由直觀與概念統一而成的，但直觀與概念卻是異質的

表象。如果要在兩個異質的表象之間建立起關係，反思概念是無法發揮任何作用

的。由此，我們需要透過聯結的方式在兩個異質的表象之間建立起關係。當兩個

表象被聯結時，它是一個綜合的過程，以便將各種不同的表象結合起來成為一個

認知(KrV A77/B103)。因此，它又被稱為綜合性聯結。79 現在，這一聯結之可能

性既可以透過感性接受性的方式被給與，也可以透過知性自發性的方式給出。康

德認為，一個聯結若要帶有客觀有效性，這個聯結不可能由感性給出，因為當感

性所給與的表象透過構想力而被放置在一起，這終究只是一種聯想(Association)

或者習慣性的伴隨。這種主觀的聯想並沒有必然性與普遍性 (KrV A112ff.; 

A121ff.)。那麼，必然的、客觀的聯結只能透過知性的主動性機能給與，亦即，

透過知性之中的範疇，將表象帶到一般而言的意識之中。80 這些先天概念是對

象一般的概念，它們能聯結兩個異質的表象，並形成一個具有統一性的認知，以

指涉到一個確定的對象(KrV B128)。有別於比較所建立起的邏輯關係，聯結所建

立起的是實在關係，這種關係具有客觀實在性。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比較與聯結分屬於功能不一樣的知性行動。前

者由反思概念來完成，後者由範疇概念來完成。兩種概念的功能完全不能被相互

取代：反思概念只能比較兩個表象之間的邏輯關係，而不指涉任何對象；相反的，

 
76 請參閱 Fortschritte, Ak. 20: 276。──此外，Broecken 嘗試以比較和聯結作為線索，回溯洛克

至康德的發展，以及反思概念的歷史起源，主要見其著作的第二章。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25-68。 
77 同上註，p. 70。 
78 請參閱 Refl. 4287, Ak. 17: 497。 
79 請參閱 Prolegomena, §22, Ak. 4: 305。 
80 同上註，§20, Ak. 4: 300；§§21a-22, Ak. 4: 304；Fortschritte, Ak. 20: 2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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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只聯結兩個表象並形成統一性，由此指涉到一個確定的對象。 

如果我們回顧前面對康德前批判時期思想的分析，可以發現，康德在前批判

時期將反思視為一種比較的活動。這也是為何所有理智概念都可以被稱為反思概

念，因為它們皆用於比較之目的，藉以獲得對象的認知。然而，在批判時期，康

德已經發現，這種比較活動無法直接與對象建立起任何關聯。只有範疇才是對象

一般之概念，並由此將認知關聯到對象。範疇才是對象認知的客觀有效性之根據，

它的功能並不是比較，而是進行聯結。因此，儘管同屬於知性的先天概念，反思

概念必須從範疇中分離出來獨立考察。 

所有客觀有效的認知之形成必然經過比較與聯結這兩個邏輯階段，而〈先驗

分析論〉正文所闡述的是一切與聯結活動相關的先天成素。反思與反思概念之所

以被安排在〈先驗分析論〉的附錄中，是因為它們屬於認知過程中另一個截然不

同的邏輯階段。當康德將知性界定為一種下判斷的能力時，下判斷正是一種聯結

的活動，以便將各種不同質的表象綜合成一個統一的表象（亦即，產生一個經驗

底判斷）。然而，在下判斷活動之前，知性還經歷了一個先行的邏輯階段──比

較（與辨別），為的是在表象之間建立起一個關係。 

第二節 反思能力 

接下來的問題是：何以客觀有效的認知必須經過這個反思階段？比較的邏輯

階段是必要的嗎？在〈先驗分析論〉裡，範疇被證明為經驗認知中必要的成素： 

所以純粹知性在範疇中就是一切現象的綜合統一性的規律、並由此才使得

 經驗按其形式首先且本源地成為可能。(KrV A128) 

不通過範疇，我們就不能思考任何對象；不通過與那些概念相符合的直觀，

我們就不能認知任何被思維到的對象。(KrV B165)。 

既然範疇才是客觀有效認知的必要成素，那麼，為何我們還另外需要反思的比較

活動？在上一節的分析提到，反思的比較活動對於形成認知而言是一個必要的邏

輯步驟，因為我們必須預先對那些感性直觀的雜多進行分析與比較，以確定它們

彼此之間的關係(KrV A77/B103)。〈歧義篇章〉也提到： 

並非一切判斷都需要一種探究(Untersuchung)，即對真理性根據的一種關

注…。但一切判斷，甚至一切比較都需要一個反思(Überlegung)，即需要對

那些既予的概念所從屬的認知能力進行辨別。(KrV A261/B317) 

如果我們分析引文的脈絡，就會發現，原文裡的「比較」是一般而言的比較，因

此它包了單純的比較與客觀的比較。不論是單純的比較，還是客觀的比較，它們

都需要先驗反思。因為，單純的比較不足以為範疇的綜合聯結提供規範性的根據，

而客觀的比較只有立基於先驗反思才有可能。由此往前推斷，引文中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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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泛指一般而言的判斷（因為數學判斷由於其明證性就無需「探究」），而是特

別意指經驗底判斷。還原引文的原意之後，康德要主張的無非是：所有經驗底判

斷皆需要先驗反思。 

在這裡，一個立即會產生的疑問是：既然經驗底判斷以範疇為根據，因而是

客觀有效的，那麼為何它還需要先驗反思？如此主張，岂不是有頭上安頭之嫌，

甚至取代範疇在批判哲學中的地位嗎？如果我們能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瞭

解到反思（尤其是先驗反思）對經驗認知的必要性。 

本文的主張是：知性在下判斷的活動中形成經驗底判斷，這屬於聯結；而在

下判斷之前必須經過一個反思的階段，這屬於比較。兩者並沒有內在的衝突，也

不相互取代。而這一分別更深一層的意涵是：在比較的階段中，反思提供了一個

規範性的根據，以確定表象的根源，以及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若要瞭解比較與

聯結是如何被安排在一個知性判斷的架構之中相互協調運作，以及反思在何種意

義下是一種認知的規範性根源，以產生客觀有效的認知，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幾

種不同意義的「反思」。接下來的問題是：何謂反思？反思在不同的文獻脈絡裡

具有不同的理論意義與指涉，因此要為反思尋找出一個統一的定義是非常困難的。
81 本節旨在從經驗底判斷的角度分析反思的重要性，由此反思可以被區分為三

層不同的意義：(a) 知性作為反思的能力，(b) 邏輯反思，(c) 先驗反思。 

a. 知性作為反思的能力 

首先，知性可以被定義為一種反思的能力。82 這種意義下的反思是一種廣

義的反思，它強調知性的主動自發性的機能，並且與感性的被動接受性相對立。

因此，廣義的反思不同於〈歧義篇章〉中的反思，因為後者的意涵相對狹窄，也

較明確。83 基本上，康德在前批判時期就已經將理智視為一種反思的能力，例

如《就職論文》中理智的邏輯運用就是一種反思活動，亦即，一種表象之比較的

活動。84 而批判時期的反思並不只是一種表象之比較的活動，而且還是主體對

於表象與對象之關係，以及表象與主體之關係的察覺。因此，反思在批判時期的

理論意涵遠比前批判時期來得廣。接下來，本小節的分析將以批判時期的觀點來

 
81  請參閱 Zilsel, "Bemerkungen zur Abfassungszeit und zur Methode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488；Malter, "Logisch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 288；Hess, "Zu Kants 

Leibniz-Kritik in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p. 209f；Reuter, Kants Theor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82；Heßbrüggen-Walter, "Topik, Reflexion und Vorurteilskritik," p. 146。 
82 Liedtke, Broecken 與 Reuter 區分了廣義與狹義的反思，本節也將依循這一區分進行分析。三位

學都主張，廣義的反思包含了所有知性的行動，而〈歧義篇章〉裡的邏輯反思與先驗反思都被歸

為狹義的反思。然而，他們的研究都沒有進一步清楚說明，廣義的反思的意涵為何。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 118；Liedtke, "Der Begriff der 

Reflexion bei Kant," pp. 208f.；Reuter, Kants Theor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p. 82f.。 
83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 III, Ak. 4: 288, 290；Anthropologie, §6, Ak. 7: 138；Refl. 409, Ak. 

15: 165f.；Refl. 425, Ak. 15: 171；Refl. 4649, Ak. 17: 624；Metaphysik L1, Ak. 28: 241 等等。 
84 請參閱 Dissertation, §5, Ak. 2: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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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知性作為廣義的反思的理論意涵。 

然而，《純粹理性批判》並沒有直接將知性稱呼為一種反思能力，康德似乎

有意將知性區別於〈歧義篇章〉中的反思，來獨立考察它的綜合聯結活動。而唯

一接近廣義的反思的描述出現在〈先驗辯證論〉中： 

知性概念也是先天地先於經驗，並且為了經驗而被思考；但就它們應該必然

地歸屬於一個可能的經驗意識而言，它們所包含的無非是對於現象的反思之

統一性(Einheit der Reflexion)。(KrV A310/B366-7) 

引文提到了人類認知能力的其中一個主要特質──反思性。康德認為，當範疇為

現象帶來統一性時，這不僅是一種認知的活動，同時也是一種反思性的活動。因

為，當主體的表象透過範疇而關聯對象，形成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時，主體同時

也能意識到表象與對象之間的客觀聯結。換言之，對人類的知性而言，主體不可

能在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時，卻沒有意識到這個認知是客觀有效的。《未來形上

學序論》也寫道： 

…我們的一切直觀僅憑藉感覺而發生；知性並不直觀任何東西，而只是反

思。 

感性僅提供現象、而非物自身給知性去反思。85 

這兩段引文指出，反思的對象是感性所提供的現象，但並沒有解釋反思是如何處

理現象的？若根據上一個〈先驗辯證論〉的引文，我們可以推斷，知性去反思現

象的方式就是運用範疇對現象進行統一。因為，當表象透過範疇聯結對象，使認

知具有統一性時，主體同時也能意識到這統一性的先天根據。正如本文的導論所

指出的，對表象與對象的關係的意識是反思性的，這一反思性的活動並沒有另外

擴展既有的、已存在的意識內容。這是反思能力的基本特質之一。 

相較而言，《就職論文》認為，反思只是對現象進行比較，藉以產生客觀有

效的對象認知（理智的邏輯運用）。86 但是，康德在批判時期已經放棄這一想法

了。因為康德發現，單純地比較現象不足以產生客觀有效的經驗。對康德而言，

這個最廣意義下的反思不會是一種單純的比較，康德不曾將知性定義為一種比較

的能力。雖然比較是一種主動自發的能力，但是主動自發性並不等同於比較。因

此，當知性被定義為一種反思的能力時，這完全不同於前批判時期的主張。 

除了《純粹理性批判》與《未來形上學序論》之外，康德在《實用人類學》

中也談到知性是如何去反思現象的。它闡述了知性的認知活動包含三個主要面

向： 

如果一般認知的能力被稱為知性（在字詞的最廣意義下），則這必定包括既

 
85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 III, Ak. 4: 288, 290。 
86 請參閱 Dissertation, §5, Ak. 2: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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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表象的攝取能力(Auffassungsvermögen)（注意[attentio]），以帶來直觀，對

許多東西而言是共通的孤立能力(Absonderungsvermögen)（抽離[abstractio]），

以帶來概念，以及反思能力(Überlegungsvermögen)（反思[reflexio]），以帶來

對象的認知。87 

在引文中，知性能力（與感性能力相對立）包含為三種不同面向的主動能力：攝

取、孤立、反思，它們分別能產生直觀、概念、認知。乍看之下，攝取、孤立、

反思同樣並列在知性之下，那麼知性不能完全等同於反思。但是，我們只要進一

步分析就能發現，直觀、概念、認知不是相互分離的，因為所有認知都是直觀與

概念的聯結，只有當直觀與概念能夠被統一在一個表象之下，我們才能形成對象

認知(KrV A50/B74)。換言之，攝取、孤立、反思也不是相互分離而沒有任何關

係的三種能力，它們分屬於知性在形成一個認知的邏輯過程的不同階段。倘若如

此，形成一個認知的邏輯過程必然是從攝取與孤立開始，最終完成於反思（亦即，

形成一個判斷）。只有到達反思的階段，直觀與概念才能結合成一個認知。值得

注意的是，這個反思的階段包含了比較（狹義的反思）與聯結，它們都是主體的

主動自發的能力。主體首先對直觀進行客觀的比較，然後直觀與概念進行綜合統

一性的聯結，並且藉由範疇而關聯一個對象。因此，知性所形成的認知必然帶有

統一性。而廣義的反思強調的是，認知的統一性的先天根據來自主體的自發性，

並且主體同時也能意識到這個統一性的先天根據如何可能。 

由此可知，當我們將知性理解為一種廣義的反思時，主體不僅擁有客觀有效

的對象認知，同時也能意識到自身擁有這個認知。除此之外，這一反思性的意涵

包含了三個主要的面向：(1)意識的統一性；(2)判斷的統一性；(3)純粹的統覺。

這三個面向突顯了知性的反思性特質，接下來將作扼要的闡述： 

(1) 意識的統一性：知性的攝取、孤立、反思預設了意識的統一性，這可以從 Refl. 

2876 得到佐證。88 康德在 Refl. 2876 中也有類似於攝取、孤立、反思的畫分。這

是一個常被學者引用來解釋一個概念之形成（劄記中稱之為「概念的邏輯起源

(logischer Ursprung der Begriffe)」）的重要文獻。由 Gottlob B. Jäsche (1762-1842)

編輯出版的《邏輯學》中的主張也是來自 Refl. 2876。康德認為，當我們觀察一

些對象以形成一個經驗概念時，這經歷了知性的三個邏輯行動(logische Actus)：

比較、反思、抽離。89 事實上，一個經驗概念之形成當由邏輯反思來完成，因

為邏輯反思只考慮諸概念之形式，藉以產生一個新的概念。相反的，如果知性是

一種反思的能力，它顯然不能被侷限於只是形成一個經驗概念。而《實用人類學》

裡的畫分則涉及直觀與概念。因此，知性作為反思的能力，其意涵遠比形成一個

經驗概念來得更廣。 

在 Refl. 2876 中，意識的統一性是一個被預設的先行條件。因此，在形成一

 
87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6, Ak. 7: 138。 
88 請參閱 Refl. 2876, Ak. 16: 555-6。 
89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6, Ak. 9: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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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驗概念時，各種表象雖然經歷了三種不同的邏輯行動，但是它們依然屬於同

一個意識。那麼，為何這三種邏輯行動必須以意識的統一性作為先行條件？其中

最主要的理由是，這些邏輯行動並不單獨涉及一個表象，而是一個以上的表象。

這三種邏輯行動的運作是在各種不同表象之間試圖建立起某種關係。那麼，接著

的問題是：各種不同的表象要如何時時都被連繫在一起、不會被孤立與遺落？康

德也談到這方面的考慮： 

假如每一個單獨的表象都與另一個表象相疏離，彷彿是孤立的和與之相分離

的，那就任何時候也不會有像作為各種相比較和相聯結的表象之整體而存在

的認知這樣的東西產生出來。(KrV A97) 

沒有那種先行於直觀的一切材料、且一切對象表象都惟因與之相關才成為可

能的意識統一性，我們裡面就不可能有任何認知發生，也不可能有這些認知

之間的任何聯結和統一發生。(KrV 107) 

引文指出，如果要形成一個認知，我們必須要以意識的統一性作為先行條件，主

體才有可能在表象之間建立起統一性關係。少了這個先行條件，就沒有任何認知

會發生。雖然 Refl. 2786 考慮的是概念的邏輯起源問題，為的是形成一個經驗的

概念，但是意識的統一性依然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我們可以將意識的統一性理解

為一個必要條件，它對所有認知而言是普遍的。倘若如此，當《實用人類學》中

將最廣義的知性被畫分為攝取、孤立、反思等三種能力時，它依然預設一個意識

的統一性作為必要條件。 

(2) 判斷的統一性：其次，當知性作為廣義的反思能力時，它也預設了判斷的統

一性機能。知性藉由攝取、抽離、反思所形成的認知無非就是一個判斷。一個判

斷就是直觀與概念的統一的表象；而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就是這個統一的表象藉

由範疇而關聯對象。康德在《實用人類學》中提到： 

經驗是經驗性認知，反思在認知（由於它依據判斷）中被要求…。 

現象完全不是判斷，而是單純的經驗性直觀，其透過反思和源於此的知性概

念而變成內在經驗以及真理。90 

引文強調，所有經驗性的認知都是以判斷的方式存在，並且所有判斷皆需要反思。

在這裡，知性透過（廣義的）反思所獲得認知就是一個經驗底判斷，並且在這個

脈絡裡與感性直觀（現象）相對立，因為後者不是判斷。如果從判斷的角度來理

解一個認知，一個判斷是直觀與概念的綜合聯結。一個概念（作為共同的表象）

可以關聯到任何對象，而在一個判斷中，它只能關聯到某一個特定的對象。因為

在一個判斷中，一個概念（述詞）是透過另一個概念（主詞）而與現象的存在發

生關係的。據此，康德如此定義「判斷」： 

 
90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7, Ak. 7: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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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就是一個對象的間接的認知，因而是對於對象的一個表象的表象。…所

以一切判斷都是我們諸表象中的統一性機能，因為被運用於對象的認知的不

是一個直接的表象，而是一個更高的、包括這個直接表象於自身內的表象，

而許多可能的認知由此就被集合在一個認知裡面了。(KrV A68f./B93f.) 

判斷作為一種認知，它同時也是知性的一種統一性機能。判斷之所以是一種統一

性的機能，是因為它同時將直觀與概念統一在一個認知之中。換言之，所有判斷，

乃至所有認知必然是一個統一的表象，以將直觀和概念統一在表象底下。 

在康德之前，有哲學家（包括洛克和吳爾夫等等）主張，判斷是兩個概念之

間的連結關係。在這一理解中，判斷沒有被視為一種統一性的機能，因為它只單

純考慮兩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而沒有把概念與對象之間的關係也考慮在內。

另外，康德認為，這樣的理解不僅只能解釋定言判斷，而無法解釋假言與選言判

斷，而且也沒有解釋判斷之中的表象關係的規定根據(KrV B140f.)。所謂判斷之

中的表象關係，其實指的是表象與意識統一性之間的關係。就主觀的面向而言，

任意兩個表象之間的關係可以由再生的構想力(re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所

給與，也可以由統覺的統一性給與。然而，再生的構想力所建立起的聯結關係只

具有主觀的有效性，因而無法產生客觀有效的判斷。如果要尋找判斷的統一性的

最終根據，以要產生客觀有效的判斷，則判斷中的表象關係必須由統覺的統一性

所給與。所以，康德認為，「一個判斷無非是使給與的認知獲得統覺(Apperzeption)

的客觀統一性的方式」(KrV B141)。 

(3) 純粹統覺：儘管在康德哲學中，意識與統覺的意涵是相同的，但是這裡區分

意識的統一性與純粹統覺，以強調它們蘊涵不同的反思性意涵。當知性被視為一

種反思能力時，它是一種純粹統覺的能力。純粹統覺是相對於經驗的統覺而言： 

當我們有意識地表象兩種行動：藉以使得一個概念（思想）成為可能之內在

行動（自發性），即反思；藉以使得一個知覺（亦即，經驗的直觀）成為可

能之感受性（接受性），即攝取；那麼，對自己的意識（統覺）可以被畫分

為反思的意識與攝取的意識。前者是知性的意識，後者是內感官的意識；前

者是純粹的，後者是經驗的統覺，因此前者被錯誤地稱為內感官。91 

在這裡，知性與反思是同一的，而且與感性和攝取相對立。因為，前者是主動的，

後者是被動的。這意謂，知性的行動總是反思性的：知性不只是單純地行動，而

且同時也能意識到這行動。當知性被視為純粹的統覺時，它不是一種內感官，這

一點基本上與《純粹理性批判》的立場一致(KrV A106f., B152ff.)。 

與此同時，純粹統覺帶有反思性，但是這種反思性的行動不能等同於內感官，

否則知性也就成為被動的認知能力。明顯的，這是要反對洛克將反思視為一種內

感官。在內感官中，主體所觀察到的一切都是心靈的內在活動。然而，內感官實

 
91 同上註，§4, Ak. 7: 13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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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是奠基於主體的攝取的活動，因而是被動的。如果我們將反思視為一種內感

官，那麼反思也就成了一種被動的能力，而這最終會落入洛克的知性自然學的研

究中。因此，透過嚴格區分反思與內感官的不同，康德又重新將反思歸給了知性。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當康德將知性理解為一種廣義的反思能力時，知性

至少隱含了上述三種不同面向的特質。基本上，這些面向的特性闡述了知性在形

成一個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時，為何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這三種特質皆無

法在感性能力中找到。更重要的是，它們不是獨立於知性的其他能力，而是透過

反思所揭發出來的知性主動性的特質。 

這三種特質刻畫了人類知性能力的獨特之處，而且它必須對立於感性能力，

才有意義。因此，人類的認知方式有別於絕對存有者（上帝）的認知方式。由於

人類的感性能力不具有主動自發性，它只能被動地接受對象的觸動，由此產生感

性直觀。相反的，形成一個對象認知需要使用到知性的機能，即「把各種不同的

表象放在一個共同表象之下加以整理的行動的統一性」(KrV A68/B93)。這是感

性所無法完成的，因為感性奠基在觸動上。 

若將知性定義為一種反思的能力，則反思的意義在此是最寬廣的，至少不是

〈歧義篇章〉中所主張的意思（雖然兩者在理論上可能有一種蘊涵的關係）。由

於廣義的反思在這裡被理解為知性，因此，廣義的反思在本質上並不是獨立於知

性的另外一種能力，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基礎力。對康德而言，反思作為人類認知

能力的特性，它強調的是：知性在為對象認知帶來統一性時，它同時也能意識到

這個統一性的先天根據為何。更重要的是，這種意識的折返與回流是主動自發的

（一種純粹的統覺），因此它完全不是奠基於被動攝取的內感官活動（一種經驗

性的統覺）。92 

如上述的分析所指出的，知性作為一種反思能力，它依然含蓋了比較與聯結

的邏輯階段。相較之下，〈歧義篇章〉中的反思卻有另一種特定的意涵，用以解

釋一個認知判斷形成之前的比較活動。就此而言，〈歧義篇章〉中反思的意義顯

得相對狹小多，但也相對明確許多。儘管康德沒有明確主張，但是狹義的反思也

不會是一個獨立的、不可被化約的基礎力。因為，狹義的反思闡述知性（作為基

礎力）在認知活動中某種處理表象的方式──表象之比較。接下來，本文將指出，

另外區分出狹義的反思在認識論上是有意義的，而且是必要的。 

 
92 本文的第三章指出，在康德的多重基礎力的架構之中，知性與理性分別被視為不同的心靈基

礎力，因為它們各自所產生出的表象無法被相互化約。由於「理性」與「知性」在不同的脈絡之

中有不同的理論意涵，因此，「理性」與「知性」都有廣義與狹義等幾個層次的不同意涵。那麼，

當反思的能力（或反思性）在本節的分析中被歸給知性時，這是否意謂理性就不是反思性的？關

於這一點，本文認為，由於廣義的反思強調主體的自發性與統一性能力，它與被動接受性的能力

相對立。就此而言，所有高階認知能力都是自發性的，它們都是反思性的。因此，本文並沒有排

除其他主動自發的能力也具有反思性的特質，例如，反思的判斷力(reflektierende Urteilsk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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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邏輯反思 

康德在〈歧義篇章〉中提出另外兩個意義相對狹窄的反思：邏輯反思與先驗

反思。不同於前述最廣義的反思，這兩種反思能力是知性在形成一個判斷之前必

須完成的活動。93 由於這兩種反思具有相對明確的理論意義，所以，康德在談

論它們時不會將它們與知性交互使用，以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混淆。 

關於廣義的反思和狹義的反思之間的差異，至少有三點是非常清楚的：首先，

廣義的反思涉及表象與對象之間的關係，但狹義的反思則完全不考慮任何對象；

第二，廣義的反思包含了比較與聯結，狹義的反思只是一種比較，而不是聯結；

第三，廣義的反思以形成一個經驗底判斷為目的，而狹義的反思則透過表象與表

象，或表象與認知能力之間的比較建立起關係。基本上，邏輯反思與先驗反思都

具備狹義反思的這三個特性。本小節先討論邏輯反思，下一小節則討論先驗反

思。 

何謂邏輯反思？康德並沒有明確地定義它，而且它在〈歧義篇章〉中只出現

過一次(KrV A262/B319)。94 〈歧義篇章〉一開始對反思的定義，其實是對先驗

反思的定義，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中討論這個定義。在唯一一次提到邏輯反思的段

落裡，康德寫道： 

邏輯反思是一種單純的比較，因為在它那裡，被給與的表象所屬的認知能力

完全不被考慮，因而這些表象，按照它們在心靈中的位置來說，必須被視為

同質的…。(KrV A262/B318-9)95 

基本上，反思是對兩個概念進行比較的活動。但是，引文特別強調，邏輯反思的

比較活動，是一種「單純的比較」。何謂單純的比較？康德的解釋是，不去考慮

兩個被比較的表象所屬的認知根源。言下之意，康德預設還有另一種比較活動，

它在考慮了表象所屬的認知根源之後，才進行表象與表象之間的比較。康德稱之

為「客觀的比較」(ibid.)。 

 
93 另一方面，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之中還有另一種反思的理解，它與判斷力有關，因而也被

稱為反思的判斷力。與〈歧義篇章〉中的邏輯反思與先驗反思不同，反思判斷力是判斷力的一種

特殊行動，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產生任何與對象有關的認知，也不是為了形成一個對象概念。例如，

審美反思判斷力的目的是透過快樂與不快樂的感受將對象的形式視為美的，藉此而形成一種純粹

的鑑賞判斷。請參閱 KU, Einl. VII, Ak. 5: 189；EE, VII, Ak. 20: 222ff.。 
94 這個詞也見於《邏輯學》第 19 節的標題：「邏輯反思的對象是判斷的單純形式(Gegenstand der 

logischen Reflexion die bloße Form der Urteile)」。請參閱 Jäsche Logik, §19, Ak. 9: 101。 
95 鄧曉芒先生對此句德文的中譯並不是很恰當，與康德的原意不符，因而不加以引用。主要的

理由是：邏輯反思只考慮表象與表象之間的關係，而不考慮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能力的關係。康

德的原文是“von…abstrahieren”，亦即，「不考慮」。鄧先生則翻譯為「抽掉了」，恐會被誤解成抽

離或分離出來的意思。本章第一節已經指出，康德嚴格區分“von etwas abstrahieren (absehen)”與

“etwas abstrahieren (absondern, abziehen)”。前者是忽略、不考慮某物，這才是「抽離」活動所獨

具的，使它有別於另外兩種邏輯行動，亦即「比較」與「反思」。後者則是把某物（從其所屬的

整體當中）抽離或分離出來，這是奠立在前一種「抽離」作為「不考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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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為何比較活動會有「單純的」與「客觀的」分別？主要的原因是，

被用於比較的表象在種類上、在根源上的不同。從 A320/B369-70 的表象家族概

念來看，表象根據其所屬的心靈根源可以被畫分為三種：直觀源自於感性、概念

源自於知性、而理念源自於理性。不同類型的表象之比較會產生帶有不同認知意

涵的關係，例如：兩滴「水」根據水的概念可以被視為同一的，但現象中的兩滴

水因其位置的差異而不是同一的。然而，在單純的比較活動中，邏輯反思不會去

考慮被比較的表象到底是一種直觀，還是一種概念，而是一律假定它們都是同質

的，都視為概念來處理： 

如果我們只是進行邏輯的反思，那麼我們只是在知性中對我們的概念作相互

的比較，看兩者是否包含同一個東西，看它們是不是相互矛盾，看某物是包

含在這個概念內部還是加在這個概念之上，看兩個概念中的哪一個應該被視

為被給與的，哪一個則只是思考那被給與的概念的一種方式。 (KrV 

A279/B335) 

這種假定是有意義的。當反思的比較假定所有表象都是同質的而不去追問它們的

心靈根源，表象被比較之後所確定的關係一方面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

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個經驗概念。96 這兩項工作是單憑這一假定就能夠完成

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康德對形式邏輯的定義來闡明單純的比較與客觀的

比較之分別。由於形式邏輯不考慮任何認知內容，亦即，表象與對象的關係，因

此，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只能考慮表象之間的關係，而不考慮表象與對象的關係。

但是，以認知為目的的客觀比較不僅需要考慮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根源的關係，

同時也必須考量表象與對象的關係。而這正是邏輯反思所無法完成的。因此，若

要進行客觀的比較，我們必須從形式邏輯轉向先驗邏輯。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那麼在比較時把表象視為

同質的假定就是錯誤的。因為，單純依靠概念是無法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一如

「思想沒有內容是空洞的」(KrV A51/B75)。若要形成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我

們必須確保認知可以關聯到對象上。但對於人類的認知而言，對象必須透過感性

直觀被給與。主體不能在毫不辨別表象種類的情況之下，就把所有表象都視為概

念來處理。倘若這些表象之中也包含了想像或幻相，那麼主體所構成的認知也將

產生疑問。就客觀有效的認知而言，比較活動需要用到直觀。當邏輯反思假定所

有表象都源自於知性，而忽略了直觀，這就是空洞的認知或虛假的認知。 

若要去除這種假定，反思不能只停留在單純的比較，而是必須預先考慮表象

的認知根源。而辨別表象的認知根源是先驗反思的工作： 

 
96 請參閱Malter, "Reflexionsbegriffe," pp. 134ff.；Reuter, Kants Theor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89；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 111；Willaschek, "Phaenomena/Noumena und die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340；Jyh-Jong Jeng, Natur und Freiheit: eine Untersuchung zu 

Kants Theorie der Urteilskraft (Amsterdam: Rodopi, 2004),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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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驗反思（它針對的是對象本身）卻包含有對這些表象相互進行客觀的比較

的可能性根據，所以它是與後者[按：邏輯反思]完全不一樣的，因為這些表

象所屬的認知能力並不正好是同一個認知能力。(KrV A262-3/B319) 

我們將在下一小節討論先驗反思，故這裡不作進一步的分析。引文所要強調的是：

唯有先驗反思才能為客觀的比較提供根據。其意思並不是，先驗反思是一種客觀

的比較；而是說，一旦先驗反思預先辨別出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一個反思的比

較活動就是一種涉及對象的客觀比較的活動。形成一個認知所需的素材可能由感

性提供，也可能由知性提供。先驗反思能夠預先辨別一個表象是源自於感性或者

知性。一旦確定表象的心靈根源，我們也可以確定表象的種類：直觀或概念。如

此，反思在進行比較時，就無需假定所有被比較的表象都是概念，也能分辨被比

較的表象是直觀，還是概念。 

就對象認知而言，客觀的比較是必要的。因為，客觀的比較除了已經預先確

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確保了被用於比較的（乃至之後被

用於作聯結的）不是概念，而是直觀。只有當即將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直觀時，

我們才能在下一步的聯結工作中，確保被用於進行三重綜合的內容是感性直觀的

雜多，而不是其他類型的表象。我們知道，在形成對象認知的三重綜合活動中，

直觀中攝取的綜合與想像中再生的綜合都必須被關聯到感性直觀的雜多的比較

與聯結，才能在概念辨識 (Rekognition)的綜合中形成客觀有效的認知 (KrV 

A98-110, B129-131)。因為「沒有概念的直觀是盲目的」(KrV A51/B75)，所以，

如果少了被範疇所規定的直觀，前兩種綜合中所進行的比較與聯結將只不過是構

想力的盲目的、單純的遊戲。而最終產生的將不是客觀有效的認知。 

在康德看來，萊布尼茲單子論中的表象正是缺少了一種客觀的比較。萊布尼

茲以為，透過單純的比較，我們就可以藉由概念之間的關係來確定事物之間的關

係。由於單純的比較並不考慮表象的根源問題，所以它無法分辨被用於進行比較

的表象是直觀，概念，想像，還是幻相，而是一律將它們都視為同質的概念。這

就難保不會有想像或幻相被帶入比較活動之中。因此，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

我們有必要預先透過先驗反思，來辨別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對於客觀有效的認

知，先驗反思至少能確定，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直觀，而不是其他種類的表象。 

 由此可以得知，單純的比較與客觀的比較分別有不同的理論目的。當比較只

涉及表象自身時，這是一種單純的比較。在知性下判斷前的階段，單純的比較是

一個必要的邏輯階段。它能夠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或者形成一個概念。但是，

它不足以保證，被比較與被綜合聯結的表象是直觀，除非主體能夠預先辨別出這

些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只有預先確定表象的心靈根源，表象之比較才有可能是

客觀的。康德的用意非常清楚：在進入聯結的階段前，主體不只需要單純的比較，

同時也需要客觀的比較，才能確保用以作綜合聯結的表象包含了直觀與給出綜合

統一性的概念。 

雖然邏輯反思有其侷限性，但是它依然有積極的理論意義與作用。若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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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問題是：邏輯反思如何進行單純的比較？同時，這種單純比較能為對象

的認知帶來什麼規定？本文初步的回答是：(1) 邏輯反思的目的是，透過表象的

單純比較，以形成一個普遍的、共同的表象；(2) 以此為基礎，邏輯反思可以形

成一個概念；(3) 並且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97 接下來將依序分別闡

述。 

i. 形式與質料是一切比較活動的基礎 

前面提到，當邏輯反思在進行單純的比較時，所有表象都被視為同質的。為

什麼它們被視為「同質的」，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由於這

些表象皆被視為概念，所以它們被假定為都是源自知性的。因而，就表象的起源

而言，它們皆是同質的。但是，倘若先假定表象都是概念，再以它們的根源來解

釋它們的同質性，這是一種循環論證。另一種比較合理的、也是康德的解釋。因

為在單純比較時，「被給與的表象所屬的認知能力完全不被考慮，因而這些表象，

按照它們在心靈中的位置來說，必須被視為同質的」(KrV A262/B318-9)。所以，

康德並沒有先假定被比較的表象是同質的，而是從邏輯反思的特性回溯地分析表

象被視為同質的之理由。由於單純的比較完全不考慮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與差異，

並且單純的比較是一種知性的邏輯行動，因此，所有表象都是在知性中被比較的，

亦即，被比較的表象在心靈之中屬於同一個位置。也因如此，在不考慮表象所屬

的心靈根源的情況下，表象必須被視為同質的。從先驗邏輯的觀點而言，一個表

象被帶到知性中被比較，由此就能斷定這個表象就是概念。因此，「被用於比較

的表象是同質的」之假定就不一定會成立。 

在〈歧義篇章〉中，形式與質料是一組反思概念，而這一組概念被視為「其

他一切反思的基礎的概念」(KrV A266/B322)。換言之，在一切邏輯反思的比較

活動中，我們首先必須從形式與質料的區分作為起點。若沒有預先區分形式與質

料，我們接下來也無法運用另外三組反思概念進行比較的工作。邏輯反思涉及表

象的單純比較，以便形成一個普遍的表象，而表象的普遍性只能從其形式的面向

去考量，因為任何涉及質料的只能帶來差異。所以，我們必須在邏輯反思的單純

比較中首先區分表象的形式與質料，並且只考慮表象的形式。 

由於形式邏輯不考慮表象與對象的關係問題，所以，〈歧義篇章〉與《邏輯

學》中都只是針對概念的單純比較，而不是直觀的比較。這或許是基於三項考量：

首先，直觀是直接涉及對象的，所以形式邏輯會直接去考慮直觀及其對象的實際

內容。其次，直觀的比較必須藉由構想力的圖式，以及知性的比較，才能形成一

 
97 Nerurkar 認為，「邏輯反思」之中的「邏輯」指的是這種反思活動只處理概念的邏輯形式，因

而與如何形成概念的問題有關。本文認為，這樣的詮釋把邏輯反思的另一項功能──形成判斷的

邏輯形式──排除了。Nerurkar 認為，判斷的邏輯形式是由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來決定的，這不

是單純涉及概念的形式，因此它有別於單純的比較。請參閱 Nerurka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p. 1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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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概念，而這同樣是形式邏輯不會去考慮的。98 最後，既然概念的形成活動總

是源自於知性，根據康德的孤立法，概念的單純比較最能突顯知性在概念形成中

的邏輯行動。就理論的目的而言，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是為了形成一個概念。由

於概念是由形式與質料所構成的，所以我們必須分別考慮兩個不同的問題：「概

念如何獲得其形式」與「概念如何獲得其質料」。對康德而言，這是兩個性質不

同的問題，前者是一個邏輯學的問題，而後者是一個形上學的問題。99 而邏輯

反思要考慮的是，概念如何獲得其形式。因此，邏輯反思就是概念的單純比較，

明確地說，是概念形式的比較。要瞭解這一點，我們還需要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解

釋概念的本質，以及概念與知性之間的關係。 

首先，所有概念的構成皆可以區分為形式與質料，而邏輯反思只考慮概念的

形式的部分。《邏輯學》寫道： 

在每一個概念中區分質料與形式。概念的質料是對象(Gegenstand)，它們的

形式是普遍性(Allgemeinheit)。100 

雖然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都會談到概念的形式與質料的區分。但形式邏輯不考慮

概念的質料的起源問題。101 康德在〈現相與本體〉中也指出： 

任何一個概念所需要的，首先是一般概念（思想）的邏輯形式，其次還要有

它與之相關的一個對象被給與它的那種可能性。沒有後者它就沒有意義

(Sinn)，在內容(Inhalt)上就完全是空的，即使它總還會包含有從可能的材料

中制定一個概念的那種邏輯機能。(KrV A239/B298) 

顯然，這些解釋都是出自於先驗邏輯的考慮，因為這裡談到了概念的意義與內容

是源自於它所指涉的對象。先驗邏輯不只解釋了概念內容如何關聯到對象，同時

也解釋了這些內容如何透過綜合的方式，被統一在概念之下(KrV A77/B103)。形

式與質料的區分正好是透過反思的方式獲得的。若沒有區分形式與質料，我們無

法談論一個概念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與對象產生關聯。因而這可能會引起誤解，彷

彿概念的形式與質料都是由對象所給出的，而形式與質料都是從對象的表象中被

抽離出來的。 

關於概念的質料是對象，這或許有點歧義，因為一個「對象」不會存在於一

個概念之中。因此，更恰當的說法是，這個質料是一個涉及對象的表象。概念的

質料不是對象本身，質料是概念所指涉的內容，因為概念是透過內容指涉到對象

 
98 關於第二點，Longuenesse 有詳細的分析，以解釋直觀之間的比較如何透過構想力的圖式以及

知性的三個邏輯行動，最後形成一個概念。請參閱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p. 

115-22。 
99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5, Ak. 9: 94；Logik Pölitz, Ak. 24: 567；Refl. 2851, Ak. 16: 546。 
100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2, Ak. 9: 91；Refl. 2834, Ak. 16: 536。 
101 形式邏輯不會考慮概念內容的起源問題和對象上的差異，而只關心概念的形式。而先驗邏輯

會指出一個概念的質料是由感性產生的，而其形式則由知性產生。請參閱 Logik Pölitz, Ak. 24: 567；

Logik Busolt, Ak. 24: 653；Refl. 2836, Ak. 16: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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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內容只能透過感性的直觀被給與，因而總是會指涉到經驗中的對象。102 

至於概念的形式部分，它是一種普遍性。那普遍性又該作何解釋？若形式相

對於質料，當質料指涉經驗之中的某個特定對象，它只能是一個個別者。相反的，

形式就會是許多個別者所共有的，這才能是普遍的。然而，這並不是說，一個概

念的形式是從個別者中給出的，否則這就等同於將形式理解為是由感性所產生的。

我們知道，感性能力受到對象的觸動，它所給與的內容始終都是感性直觀（單一

的、直接的表象）。因此，感性不會產生任何形式或普遍者。如果我們要理解概

念的形式是如何產生的，這只能透過知性來解釋。知性是一種運用概念的能力，

而概念是一種普遍的、共同的表象。因此，概念的形式只能由知性給出，而不是

感性。103  

那麼，知性是如何產生形式的？首先，知性是一種主動的機能，因此，形式

也是透過機能產生的。知性的主動機能就包括了比較、反思、抽離（精確而言，

是孤立）。儘管就概念的形成而言，抽離只是消極的條件，但是，就概念的形式

而言，單純的比較卻是奠基於抽離的。我們以松樹的概念為例子來說明。當我們

擁有「松樹」的概念時，這個概念可被分析為形式與質料兩個層面。這個概念的

質料是透過感性直觀而被給與的內容，而其形式則是藉由抽離的方式獲得的。「松

樹」這個概念的形式指的是，「松樹」可用來指涉所有具有松樹性質的個體，因

而概念的形式是普遍的。而且，我們是透過抽離的方式獲得「松樹」這個概念形

式。104 這個形式具有普遍性，因為它是不同種類的松樹的表象所共有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這個形式（普遍者）本身不是來自於感性，因為感性（作為一種被

動接受性的能力）只能給出質料（直觀，個別者）。這個形式是透過知性藉由抽

離的方式獲得的。由此可知，如果沒有知性的抽離行動，我們無法掌握一個概念

的形式。 

邏輯反思的真正意義在於，當我們在進行比較時，我們只專注於概念的形式，

而不去考慮概念的質料。邏輯反思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主要是因為形式可以

透過抽離的方式而被考慮。從根源上而言，所有概念的形式都是透過抽離的方式

給出的，亦即，只能透過知性的機能給出。就此而言，被用於進行比較的表象都

是同質的，因為所有形式都源自於知性。 

區分概念的形式與質料是必要的，因為這是一切邏輯反思進行單純比較的根

據。從邏輯的角度而言，兩個概念的比較也只有從形式上的考慮才有可能。少了

形式與質料的區分，概念作為形式與質料所結合的整體永遠只維持差異而無法建

立起任何的關係。對於任意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要比較的絕對不會是概念作為

 
102 嚴格而言，一個概念的質料可以是被給與的或被創造的。質料被給與的方式可以是先天的，

或後天的。先天被給與的質料（即純粹的感性雜多）構成了先天純粹概念，而透過經驗被給與的

質料構成了經驗概念。因此，概念的質料涉及可能經驗的對象。請參閱Jäsche Logik, §4, Ak. 9: 93；

Logik Blomberg, Ak. 24: 253。 
103 請參閱 Logik Busolt, Ak. 24: 653；Refl. 3849, Ak. 17: 311；Refl. 3851, Ak. 17: 312。 
104 請參閱 Logik Blomberg, Ak. 2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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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整體。換言之，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而言，我們必須將比較侷限在概念的形式，

而不考慮其質料，才有意義。例如：我們在比較松樹與柳樹時，若我們只考慮「松

樹」與「柳樹」作為一個概念整體，而不去區分形式與質料，則我們的比較永遠

只會得到差異的結果。只有在區分形式與質料之後，我們才會從形式的面向發現，

松樹與柳樹具有共同的形式「樹」。 

這也表示，形式／質料是其他反思概念之比較的基礎(KrV A266/B322)。我

們的比較必須從形式與質料的區分開始。只有在區分了概念的形式與質料後，同

一／差異、一致／對立、內在／外在的比較才有可能。與此同時，所有的比較都

只針對概念的形式，亦即，我們是在比較兩個概念的形式，以決定它們是同一或

差異，一致或對立，內在或外在。如果反思沒有預先區分概念的形式與質料，那

麼後續運用其他反思概念作比較也沒有實質的意義。關於這一點，形式邏輯與先

驗邏輯是一致的，一切表象的比較只能從形式的面向去考慮。它們的分別只在於

是否考慮表象的心靈根源，以及表象與對象之間的關係。 

綜合而言，當〈歧義篇章〉將邏輯反思視為一種單純的比較，單純的比較是

有其限制的，因為它只考慮概念的形式。反思需要一種客觀的比較，才能正確地

規定兩個對象之間的關係。然而，如果形式與質料是一切比較的基礎，那麼單純

的比較可以是非常中性的意義。邏輯反思的積極作用在於：形成一個新的概念，

或者是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 

ii. 經驗概念之形成 

〈歧義篇章〉只提到了單純比較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 (KrV 

A262/B317-8)，卻沒有談到相同的活動如何能夠形成一個新的概念。其可能的理

由是，〈歧義篇章〉所要關注的是，反思如何能為一個客觀認知預先提供客觀的

比較，而非單純的比較。因此，〈歧義篇章〉關注客觀判斷形成的問題，更甚於

經驗概念形成的問題。105 但是，這不意謂邏輯反思與概念之形成無關。康德在

《判斷力批判》未出版的〈第一版導論〉中也提到，反思是一種形成概念的能力： 

反思（思慮）是：既與的表象或者與其他的表象，或者與它自己的認知能力，

在一個概念藉此而可能的關係中作比較且關聯在一起(zusammenhalten)。106 

 
105 Malter 將〈歧義篇章〉中的反思理解為形成一個先天綜合判斷的預備條件(Vorbedingung)，這

個預備條件是先驗反思。相比之下，在〈先驗分析論〉中的各種分析涉及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性

問題。請參閱 Malter, "Logisch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 288；Nerurka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 15。 
106 請參閱 EE, V, Ak. 20: 211。Willaschek 認為，有鑑於這個定義提了先驗反思，因此他認為這是

一個相對較寬廣的定義。但這並不表示這個定義等同於知性作為一種反思能力的意義。請參閱

Willaschek, "Phaenomena/Noumena und die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340。──有關〈歧

義篇章〉中的反思如何聯繫到〈第一版導論〉與《判斷力批判》中的反思判斷，Longuenesse 有

詳盡的分析。基本上，Longuenesse 認為，反思活動能產生概念形式。當概念形式被判斷力用於

規定感性直觀，所形成的判斷是規定的。當判斷力無法用概念形式去規定感性直觀時，這時所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16 

 

這個定義提到反思的兩種比較活動：比較兩個表象，以及比較表象與認知能力。

前一種比較可以產生一個新的概念，而後一種比較其實指的是先驗反思。考慮到

這裡所定義的反思活動旨在產生一個新的概念。由於比較活動只會涉及形式之間

的比較，所以這裡的反思只能是一種邏輯的反思。綜合〈歧義篇章〉與〈第一版

導論〉的定義可知，邏輯反思既能規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也能形成一個概念。
107 

接下來的問題是：同樣為概念形式之比較，為何邏輯反思可以產生兩種不同

的結果？事實上，當我們對概念的形式進行比較，會獲得一個新的概念，而這個

新的概念同時也作為一個判斷中的述詞。在新概念被安排在判斷中的述詞位置的

同時，我們事實上已經確定了它與主詞概念之間的關係，此關係之規定即判斷的

邏輯形式。任何對於新獲得的概念的認知只能在判斷之中被理解，因為判斷是對

象認知的最基本的、最完整的意義單位。因此，邏輯反思在形成一個新的概念時，

它同時也規定了與此新概念相關的判斷的邏輯形式。 

前面已提到，「一個概念是如何產生的？」這個問題是含混的，它可以從兩

個不同的角度來解讀。一個概念之產生可以指的是概念的起源(Ursprung)，也可

以指的是概念的邏輯起源。108 關於概念的起源問題，這實際問的是：一個概念

就其質料而言是如何產生的？這是一個形上學的問題，而概念的質料可以是來自

經驗、知性或是任意構作的。相反的，涉及概念的邏輯起源的問題卻不是一個形

上學問題，而是一個邏輯學問題。它問的是：一個概念就其形式而言是如何產生

的？由於我們已經提到，概念的形式是一種普遍性，它源自於知性。因此，概念

的邏輯起源的問題可以改寫成： 

哪些知性行動造就了一個概念？亦即，哪些是在既與的表象形成一個概念時

所需要的？109 

「形式」就是一個既與的表象成為一個概念所需要的規定，這種規定只能由知性

提供。但是，引文只提及概念的形式是源自於知性，卻沒有提到概念的形式與反

思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形式只能在知性的行動中尋找，而這是一種反思的活動： 

諸概念的邏輯起源──根據它們單純形式的起源──存在於反思中，藉此產

生諸多對象所共有的一個表象（共同概念[conceptus communis]）。110 

這兩個引文屬於同一個脈絡。那麼，這是否意謂引文中的反思其實指的是廣義下

的反思呢？事實上，這不會是廣義的反思，因為廣義的反思其實是知性的一種辨

 
成的判斷就是反思的。請參閱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p. 163ff.。 
107 《邏輯學》也提到，當形式邏輯不考慮認知的差異時，它不再涉及判斷的質料與概念的內容。

換言之，邏輯反思只就形式的面向考慮判斷之間的差異，以及概念之間的差異。請參閱 Jäsche 

Logik, §5, Ak. 9: 101。 
108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5, Ak. 9: 94；Logik Pölitz, Ak. 24: 567；Refl. 2851, Ak. 16: 546。 
109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5, Ak. 9: 93。 
110 同上註，§5, Ak. 9: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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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性的認知活動。在這種意義下，廣義的反思應該被理解為如何運用概念去認知

對象的活動，亦即，（如同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一種透過判斷將認知關聯到對

象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知性可能會運用到各種不同的表象，包括直觀、概念

（純粹的與經驗的）、理念。相反的，只有狹義的反思才能區分出形式與質料的

不同，因此才有能力從形式的面向去比較各種不同的表象，從而獲得它們的共同

形式。 

《邏輯學》指出，任何經驗性概念的形式皆是透過三種知性的邏輯行動來完

成的：比較、反思、抽離。111 首先，知性的邏輯行動是為了產生概念的形式，

這似乎與〈歧義篇章〉之中的談論沒有直接的關聯。因為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則

是為了決定兩個概念之間的並列與從屬關係。事實上，它們的關係互為表裡，接

下來將分析之。 

比較、反思、抽離的畫分可以追溯到吳爾夫學派的思想，尤其是鮑姆嘉登與

邁爾。吳爾夫認為，我們是透過比較兩個不同的事物來找出它們之間的同一與差

異，從而獲得一個清晰的觀念。112 而鮑姆嘉登認為，如果要獲得一個清晰的知

覺，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專注力(Aufmerksamkeit; attentio)，又稱為抽離(Abstraction; 

abstractio)。抽離是一個大類，在它之下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反思(reflexio)與比較

(comparatio)。反思專注於表象中的每一個部分，而比較則專注於表象作為一個

整體。113 換言之，反思是將專注力從表象之整體轉向部分表象，而比較是將專

注力從部分表象轉向表象之整體，因此反思與比較所專注的對象是有分別的。 

邁爾在其《理則學綱要》(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中也繼續沿用鮑姆嘉

登的畫分。儘管邁爾在書中的第 259 節之中只談到抽離，認為我們是透過抽離的

方式形成一個概念，因為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事物之間找到相一致的概念。114 

但是抽離另外預設了兩種能力：反思與比較。而他對反思與比較的理解與鮑姆嘉

登相一致。唯一不同的是，邁爾特別強調反思與比較的邏輯順序。由於反思是由

整體到部分，而比較是由部分到整體。而專注力首先會注意到差異性，然後才注

意到相似性。115 因此，在任何獲得清晰概念的認知活動中，反思必須先行發生。

 
111 同上註，§§5-6, Ak. 9: 93-5。──Longuenesse 認為，康德的「比較」概念至少有四個不同的

面向：(1)先驗的比較（即先驗反思）、(2)邏輯的比較、(3)感性的比較、(4)為了形成概念而作的

比較。〈歧義篇章〉只談到前兩種比較，但 Longuenesse 認為，先驗反思能夠辨別邏輯比較與感

性比較的不同，因此，它預設了感性的比較。此外，儘管〈歧義篇章〉沒有談到第四種比較，但

Longuenesse 認為，第四種比較是必要的。它是邏輯比較與感性比較的中介，少了它我們無法從

感性的表象中形成一個概念。因此，〈歧義篇章〉與概念之形成依然有理論上的關係。請參閱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p. 113ff.。 
112 請參閱 Wolff, 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den Kräften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enntnis der Wahrheit, Chap. I, §19, p. 28。 
113 請參閱 Baumgarten,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s,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387, p. 176。 
114 請參閱 Georg F.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Halle: J.J. Gebauer, 1752), §259, p. 71。 
115 此觀點來自 Liedtke 的分析，他援引邁爾另一部著作《一切審美知識學之基礎》(Anfangsgründe 

aller schönen Wissenschaften)的主張，證明反思與比較分別為專注力的兩個不同面向。請參閱

Liedtke, "Der Begriff der Reflexion bei Kant," pp. 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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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反思，比較也無法進行。 

我們可以從鮑姆嘉登與邁爾的區分中發現兩個重要的觀點：首先，抽離不是

一個獨立於反思與比較的知性能力，而是一個包含反思與比較的大類。這意謂抽

離並沒有一個自身固有的功能，它純粹只是一種專注於表象的能力。其次，邁爾

認為反思與比較有邏輯上的先後順序。因為比較必須以反思作為先行的條件，少

了反思，比較將不可能。 

如果我們將這兩點對照於康德自己的主張，就會發現康德與鮑姆嘉登和邁爾

不同。我們可以在康德的《邏輯學》與其他的手稿中發現，抽離是一種獨立的知

性行動，其機能無法由反思與比較所取代。116 除了反思與比較，我們還需要抽

離，否則我們是無法獲得任何概念的。因此，抽離、反思、比較是三個不同，但

能相互合作的知性行動，為的是產生一個新的概念。 

關於一個概念之形成，一個最常被引用的文獻是《邏輯學》： 

1) 比較，亦即在意識統一性的關係中諸表象彼此相互比較； 

2) 反思，亦即對不同的表象如何在一個意識之中被理解的思慮(Überlegung)；

以及最後 

3) 抽離或孤立(Absonderung)一切在其中相互有別的其餘表象。117 

然而，這個表述並不是很清楚，因為引文無法看出三種知性行動在功能上的特殊

之處與差異。相較之下，附釋中所給出的例子能更清楚地讓我們瞭解它們的功能。

附釋用的例子是從松樹、杉樹、柳樹的表象中獲得「樹」這個概念。第一個邏輯

行動是比較，其功能是為了察覺到這些表象彼此之間的差異（就它們在主幹、分

枝、葉片而言）；第二個邏輯行動是反思，其功能是為了在這些相異的表象之中

找到共同的表象（就它們是主幹、分枝、葉片而言）；第三個邏輯行動是抽離，

其功能是為了不考慮其他的表象（例如：量與形狀）。最後，我們得出 「樹」這

個概念。118 

以上的說明是一個具有爭議、常被討論的問題。由於《邏輯學》是康德的學

生 Jäsche 根據不同時期的手稿與劄記收錄編輯而成，其內容與觀點並不一定是

一致的，也不一定符合康德的原意。以知性的邏輯行動為例，它的原出處是 Refl. 

2876。Refl. 2876 記錄的時間大約在 1776-78 之間或更晚。此外，我們在 Refl. 2876

發現康德更動與刪除「比較」與「反思」的解釋的痕跡，這顯示康德對這問題的

 
116 由於康德一直以邁爾的《理則學綱要》作為其邏輯教科書，所以早期的康德（大約是 50 或

60 年代）很可能與鮑姆嘉登和邁爾一樣，認為抽離不是一個獨立的知性行動。請參閱 Refl. 2862, 

Ak. 16: 548。──在 1770 年之後，康德逐漸放棄這一種想法，因此才有後來的三分法。請參閱

Jäsche Logik, §5, Ak. 9: 94；Logik Pölitz, Ak. 24: 566；Logik Busolt, Ak. 24: 654；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53；Wiener Logik, Ak. 24: 909；Refl. 2854, Ak. 16: 547；Refl. 2860, Ak. 

16: 549；Refl. 2876, Ak. 16: 555f.；Refl. 2878, Ak. 16: 556f.。 
117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5, Ak. 9: 94。 
118 這裡的解釋是綜合了 Jäsche Logik、Logik Pölitz、Logik Busolt 的解釋。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94-5；Logik Pölitz, Ak. 24: 566；Logik Busolt, Ak. 24: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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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依然未臻成熟。119 其中兩個最有爭議的問題是：(1) 比較與反思是否有邏

輯順序的分別？(2) 比較與反思的功能為何？本節希望可以透過對這兩個問題

的回答，來指出康德對於比較與反思的意義，同時指出 Jäsche 對於內容的編輯

是有問題的，它不一定符合康德的原義。 

(1) 比較與反思是否有邏輯順序的分別？ 

根據《邏輯學》的描述，比較、反思、抽離有邏輯的先後順序。在邏輯順序

上，首先必須完成的是比較與反思，而且比較必然先於反思。比較是為了尋找差

異性，而反思是為了尋找同一性。這個理解應該是受到了吳爾夫學派的影響，因

為邁爾主張反思必須先行於比較。120 而 Refl. 2876 在內容上的更動也反映了同

樣的問題。儘管比較先於反思（這有別於邁爾），但是康德後來將原有的解釋刪

除，並作了對調，因此有了更動的痕跡。有些學者認為，這個更動具有特殊的意

義，因為這代表康德在思想上的一個先驗轉向。121 

如果比較與反思的邏輯順序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那麼這個順序的差別必須

能夠有一個具體的理論目的。就此目的而言，反思的目的是為了找到表象之間的

同一性，比較的目的是為了找到表象之間的差異性。另外，要讓比較與反思的順

序問題變得有意義，我們就得訴諸先驗邏輯來解釋。122 然而，訴諸先驗哲學來

說明比較與反思在邏輯順序上的意義，這已經悖離概念的邏輯起源的問題性質。

因為，概念的邏輯起源確實是一個形式邏輯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先驗邏輯的問題。

現在為了解釋比較與反思在邏輯順序上的分別，而去訴諸先驗邏輯，則有混淆兩

者之嫌。綜合這兩點，我們似乎沒有很好的理由去主張，比較必須先於反思。 

主張比較必須先於反思，這預設了一個直線式的活動，比較必須先行完成之

後，才能再進行反思。這也預設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或者是沒有任何迴路的。

但是，這樣的解釋似乎不太合理。因為，這也意謂，我們必須透過比較預先辨別

出松樹、杉樹、柳樹在主幹、分枝、葉片等等各方面的差異性之後，才能進入到

下一步反思，去辨別出它們在主幹、分枝、葉片等等各方面的同一性。事實上，

比較與反思更像是一個不斷重覆，並且交互運作的過程，以不斷地從一個個表象

中找出同一性與差異性。123 因此，若主張比較先於反思，這無疑僵化了這兩種

邏輯行動的運作方式。 

 
119 Liedtke 認為，在未更動與刪除前的內容代表的是康德前批判時期的想法，這時他還沒有嚴格

區分形式邏輯與先驗邏輯的不同。而康德之所以會作出更動與刪除，是因為他已經從先驗邏輯的

觀點來考慮概念的邏輯起源的問題。請參閱 Liedtke, "Der Begriff der Reflexion bei Kant," pp. 

210ff.。 
120 Liedtke 認為，吳爾夫學派普遍接受差異性先於同一性而被察覺。同上註，p. 211。 
121 Liedtke 與 Broecken 試圖從先驗哲學的角度來解釋比較與反思的先後秩序之分別。請參閱

Liedtke, "Der Begriff der Reflexion bei Kant," pp. 210ff.；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 120ff.。 
122 同上註。 
123 儘管本文對於比較、反思、分離的解釋不同於 Longuenesse，但是她也主張這三種邏輯行動的

運作是彼此相互依賴，同時進行的，因而沒有時間的先後順序。請參閱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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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與反思的功能為何？ 

Jäsche 提供的例子只提到同一／差異，或許也預設形式與質料的區分，但卻

沒有提到另外兩個反思概念。其中，形式與質料是最根本的區分，因為它是其他

反思概念之運用的基礎。由於單純比較只考慮形式的面向，所以在「樹」的例子

裡，我們只考慮主幹、分枝、葉片，它們都具有普遍性。透過比較，我們可以在

主幹、分枝、葉片中發現各種差異。例如：有的分枝茂密，有的則否；有的葉片

為針葉，有的則否。透過反思，我們可以發現主幹、分枝、葉片本身是不同對象

所共有的，因而具有同一性。若是如此，這是否也意謂比較與反思也能夠辨別出

表象的其他關係（一致／對立，內在／外在等等）？ 

或許，更合理的理解不是將比較視為一種發現差異性的能力，反思也不是一

種發現同一性的能力。我們不應該忘記，每一組反思概念都是根據矛盾律而相互

對立的。若是如此，我們至少有充分理由將每一組反思概念放在一起考慮，而不

是將它們拆解並分派給比較與反思。 

比較與反思是兩個密不可分的知性行動，而且它們的功能有別，但其分別不

是如邁爾和 Jäsche 所認為的那樣。首先，比較是一種運用反思概念的能力。對

於兩個表象，比較可以是非常隨意的，沒有任何規則依循的。但是，從形式邏輯

的角度而言，比較是以反思概念為依據而進行的。當我們在比較兩個表象時，我

們是根據同一／差異，一致／對立等等在進行比較。一切反思概念也只能運用在

比較活動之中，才有實質的意義。124 例如，松樹、杉樹、柳樹，我們是在主幹、

分枝、葉片等等各方面的比較之中運用了同一與差異等等的反思概念。因此，比

較不應該被理解為是一種只運用特定反思概念（例如，差異）的能力。 

其次，反思是在意識的統一性之中辨識出各個表象之間的同一與差異等等的

關係。在形成概念的過程中，反思並不是等待比較完成後才行動，而是不斷地參

與到比較的活動中。由於比較活動是檢視表象的各種不同內容，因此這些內容不

可能是分散孤立的。我們需要反思，以便將這些分散孤立的表象帶回到意識之中，

才能辨識各個表象之間的同一與差異。康德在一些地方討論反思時，總是強調表

象與意識之間的關聯，這是因為，這些孤立分散的表象只能透過意識而被關聯在

一起。125 反思是一種察覺的能力，它能夠持續在各種不同的比較活動之中辨識

出表象彼此是同一與差異等等的關係。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比較與反思沒有一個固定的邏輯順序的過程，

而是交互作用的。因此，Jäsche 對《邏輯學》第六節內容的編輯是很有問題的。

至少就以上兩個問題的考慮而言，其並不完全符合康德的原義。 

(3) 抽離是一種獨立的邏輯行動嗎？ 

 
124 請參閱 Logik Busolt, Ak. 24: 654；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25；Wiener Logik, Ak. 24: 

834；Refl. 460, Ak. 15: 190；Refl. 461, Ak. 15: 190。 
125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6, Ak. 9: 94-5；Logik Pölitz, Ak. 24: 566；Logik Busolt, Ak. 24: 654；Refl. 

2878, Ak. 16: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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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轉向另一個知性行動──抽離。鮑姆嘉登和邁爾不將抽離視為一個獨

立的知性行動。基本上，鮑姆嘉登和邁爾都認為，一個概念之形成在反思與比較

活動完成後就結束。抽離不是一個另外獨立的知性行動，而是反思與比較的統

稱。 

康德並不同意這一點，他的理由主要有兩個。首先，比較與反思不足以產生

一個新的概念。我們是透過比較與反思尋找表象的差異性與同一性。但是，一旦

我們辨別出它們的差異性與同一性之後，並沒有一個新的、獨立的表象被確立。

例如：在比較與反思主幹、分枝、葉片後，我們並不立即獲得「樹」的概念，因

為我們的意識依然停留在對原有表象的考察。所以，邁爾依然沒有解釋「樹」的

概念是如何產生的。如果要產生出新的概念，我們必須依靠抽離。其次，抽離擁

有比較與反思所沒有的功能。抽離可以讓我們完全不考慮表象之間的差異性，而

只專注於表象的同一性。當我們在進行比較與反思時，我們在考慮各種表象的形

式時已經抽離（亦即，不考慮）表象的內容。否則，我們無法從比較與反思的活

動中得知哪些表象是同一的，哪些是差異的。因此，康德說，比較與反思是積極

的(positive)。相反的，抽離不是要考慮表象的所有部分，而是只專注於表象在形

式方面的同一性，同時不考慮差異的部分。因此，抽離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

(negative)行動。126 抽離之必要性，在於它能在意識之中保留表象的形式與質料，

同一性與普遍性的區分，這同一性的部分成為一個共同表象 (repraesentatio 

communis)或共同概念。127 因此，就功能上而言，抽離能夠讓我們獲得一個新的

表象，它與既有的表象不同。這個功能是比較與反思所無法取代的。 

除此之外，就實際面而言，一般人可以輕易做到比較與反思，因為它們是容

易操作的知性行動。相比之下，抽離對不少人而言是一項非常困難的知性行動。

因為它需要在過程中對原為一個整體的表象進行拆解，並只專注於某一個部分，

同時又不考慮另一個部分。128 這一種「不考慮部分表象」與「忽略某部分的表

象」的知性行動才能讓我們掌握更普遍的表象。少了它，我們的思想依然只停留

在既有表象的層次。這也說明了抽離的行動特殊的地方，它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於

反思和比較。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確定，一個概念就其形式而言，是透過比較、反思、抽離

這三個邏輯行動產生的。出於形式邏輯的考慮，這個過程並未涉及任何有關質料

與對象差異。若回到〈歧義篇章〉，我們可以發現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與知性的

邏輯行動是緊密相連的。雖然知性的邏輯行動可以產生出新的概念，但是這個概

念與既有的概念可以形成並列與從屬的關係。因此，當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用於

產生新的概念時，它可以決定概念與概念彼此的並列與從屬關係。 

 
126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6, Ak. 9: 95；Logik Busolt, Ak. 24: 654；Wiener Logik, Ak. 24: 909；Refl. 

2869, Ak. 16: 553。 
127 同上註。 
128 請參閱 Wiener Logik, Ak. 24: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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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判斷的邏輯形式 

前面已提到，當邏輯反思在比較兩個表象，以獲得一個新的概念時，它同時

也確定了這個新概念作為一個判斷的述詞，並且把所比較的表象（作為主詞）涵

攝在此概念之下，因而形成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因此，康德在〈歧義篇章〉中

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邏輯反思是否能為一個判斷帶來客觀有效性？在萊布尼茲

的單子論中，當我們比較兩個概念（例如：兩滴「水」的概念）以確定一個判斷

的邏輯形式時，我們同時也確定兩個對象（例如：兩滴水）之間的實在關係。129 

就此而言，單子論主張，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同時決定了一個判斷的客觀有效性。

根據同一律，由於兩滴水、左手與右手從概念的角度而言具有相同的意涵，因而

是同一的，並且有關水與手的判斷也是客觀有效的。然而，康德在〈歧義篇章〉

試圖指出，這些邏輯的形式關係只是判斷的形式條件，它們不足以決定一個判斷

的客觀有效性。兩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並不等同於兩個事物之間的實在關係。

因為，一個判斷的客觀有效性取決於直觀與概念的綜合聯結，亦即，認知與對象

的實在關係，而不是兩個概念透過比較所獲得的邏輯關係。 

透過比較兩個概念，我們可以決定這兩個概念在一個判斷中被安排的方式，亦即

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 

在進行一切客觀判斷以前、我們且比較這些概念，為的是找到（許多表象在

一個概念下的）同一性以達到全稱判斷，或找到差異性以產生特稱判斷，找

到一致性，從中可以形成肯定判斷，找到對立性，從中可以形成否定判斷，

如此等等。(KrV A262/B317-8) 

這符合我們一再強調的觀點，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包含比較與聯結這兩個邏輯步

驟。比較涉及反思概念的運用，而聯結則涉及範疇的運用。引文只談到了前兩組

反思概念，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後兩組反思概念分別與判斷的關係和模態有關。

這裡並不打算一一分析四組反思概念如何決定了判斷的邏輯形式。130 這裡只專

注於兩個相關的問題：(1) 判斷的邏輯形式與反思概念之間的關係為何？(2) 為

何單純比較所規定的判斷的邏輯形式，對於對象認知而言，是無法確定它的客觀

有效性的？ 

(1) 判斷的邏輯形式與反思概念： 

首先，如同邏輯反思在形成概念時只考慮概念的形式一樣，它在決定判斷的

邏輯形式時也只考慮概念的形式。這一比較活動依然是屬於形式邏輯的，而不去

考慮概念的內容與對象的差異： 

 
129 請參閱 Refl. 5552, Ak. 18: 218。 
130 Longuenesse 對於反思概念與判斷的邏輯形式之間的關係有詳盡的分析，尤其在第六章。請參

閱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pp. 131f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23 

 

這些概念在邏輯上是可以得到比較的，而無需操心它們的客體所屬何處，是

作為知性的本體呢，還是作為感性的現相。(KrV A269/B325) 

如果不從形式的面向去作比較，我們無從決定這兩個概念必須按什麼樣的邏輯形

式形成一個判斷。換言之，單純的比較依然是以形式與質料的區分作為出發點。

如果一個比較涉及質料，那麼這個比較活動必然會涉及對象的差異。如此，這問

題不再屬於形式邏輯，而是屬於先驗邏輯。因此，單純比較預設的是形式邏輯，

而非先驗邏輯。 

其次，邏輯反思是根據矛盾律在進行表象之單純比較的，而且四組反思概念

是相互對立的。131 在單純的比較中，若兩個概念的形式存在同一性，根據矛盾

律就不會有差異性；若它們是一致的，就不會是對立的，以此類推。例如，我們

比較物體彼此之間的擴延性。藉由同一性，我們可以確定這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就

量而言）是全稱的；藉由一致性，我們可以確定這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就質而言）

是肯定的；藉由內在性，我們可以確定這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就關係而言）是定

言的；藉由形式，即規定(Bestimmung)，我們可以確定這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就

模態而言）是或然的。藉由這四個面向的比較，我們可以確定判斷「所有物體都

是擴延的」的邏輯形式，這些比較都是根據矛盾律在進行的，藉以確定兩個概念

作為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 

我們在前面已指出，雖然反思概念與判斷的邏輯形式之間有一種推斷關係，

但是，這不是一種判斷的邏輯形式與範疇之間的形上學的推證關係。現在，我們

有幾個理由相信，A78/B95 之中的判斷表不是由這四組反思概念嚴格地推導出來

的。首先，一個形上學的推證是一個相對嚴格的哲學論證。它試圖證明：判斷（對

象認知）的邏輯形式與範疇之間具有嚴格的一一對應關係，因而從判斷的邏輯形

式可以推出所有的範疇。然而，在 A78/B95 的判斷表中的邏輯形式與反思概念

並沒有一一對應關係。因為，〈歧義篇章〉A262/B317-8 中所提到的邏輯形式雖

然是由反思概念所獲得的，但是反思概念是以矛盾律作為根據的。因此，其所推

導出的邏輯形式也是根據矛盾律而為二分的。然而，康德在 A78/B95 中的判斷

表並不是根據矛盾律來畫分的，而是從對象認知的角度所作的區分，因而是一種

綜合的區分，所以，判斷表中的邏輯形式都是三分的。 

其次，如果我們可以透過形上學推證的進路從反思概念推出 A78/B95 的判

斷表，那麼這個推證還需要一個「線索」。在範疇的形上學推證中，我們知道這

個線索就在知性的邏輯機能之中，因為同一個邏輯機能透過分析的統一性將表象

帶到判斷之中，透過綜合的統一性將直觀的雜多帶到範疇底下。然而，在反思概

念與判斷表之間似乎缺乏了一個明確的線索。因此，兩者之間的推證關係是存疑

的。康德之前的哲學家將判斷定義為「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的表象」(KrV B140)。

這是一個源自形式邏輯觀點的定義，也是康德那個時代普遍接受的觀點。如果這

個判斷的定義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確可以直接從反思概念的比較決定一個判斷

 
131 請參閱 Fortschritte, Ak. 20: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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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邏輯形式。然而，康德反對這個傳統的定義。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定義無

法解釋一個認知是如何關聯到對象而成為客觀有效的。因為在一個判斷之中，認

知的統一性關係可以由構想力所給出，也可以由統覺所給出(KrV A141)。只有後

者才能給出客觀有效的認知。傳統哲學對判斷的定義是完全無法解釋這種差異

的。 

事實上，康德在〈歧義篇章〉之中所談到的判斷形式與 A79/B95 判斷表中

的判斷形式並沒有任何直接的聯繫。更準確地說，康德在 A262/B317-8 中闡明了

反思概念如何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但是，這些反思概念並不決定 A79/B95

判斷表之中的邏輯形式。因為，這判斷表是從先驗邏輯的角度來考慮的，所以，

康德才得為這些邏輯形式的三分法作進一步的說明(KrV A71ff./B96ff.)。除此之外，

在這個判斷表中每一組邏輯形式的畫分並不是以矛盾律作為決定根據的，而這些

邏輯形式最終可以決定一個經驗底判斷的邏輯形式。也只有出自於先驗邏輯的考

慮，我們才有足夠的理由去主張：三分法是必要的，並且這些邏輯形式不僅源自

於知性的邏輯機能，而且同樣的機能也用於對象認知。由於這些邏輯機能能被用

於對象認知，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個線索去找出所有的範疇。相反的，康德在

A262/B317-8 中的考慮是出於形式邏輯的考慮。因此，反思概念之比較是根據矛

盾律來決定判斷的邏輯形式，它只決定形式邏輯觀點下的判斷之形式。因此，它

不同於先驗邏輯觀點下的判斷形式。我們可以由此斷定，A79/B95 的判斷形式並

不是由反思概念直接推斷出的，這個判斷表是「思想的一切環節的先驗表

(transzendentaler Tafel)」(KrV A73/B98)。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現在可以將 A79/B95 與 A262/B317-8 的所談的判斷

形式整理在如下的表中： 

名目 
形式邏輯 先驗邏輯 

反思概念 邏輯形式 邏輯形式 

量 

同一 全稱 全稱 

差異 特稱 特稱 

 單稱 

質 

一致 肯定 肯定 

對立 否定 否定 

 不定 

關係 

內在 定言 定言 

外在 假言 假言 

 選言 

模態 

形式 或然 或然 

質料 實然 實然 

 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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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我們不應該在兩種不同邏輯系統下的判斷形式之間畫上等同關係，或

許康德在一開始就在兩個不同的脈絡談兩件不同的事。 

(2) 判斷的邏輯形式與對象認知： 

我們已經確定，判斷表中的邏輯形式立基於先驗反思，而〈歧義篇章〉之中

的判斷邏輯形式立基於形式邏輯。透過比較的方式，反思根據矛盾律確定一個判

斷的邏輯形式，亦即，兩個概念在一個判斷之中的關係。這讓我們立即想到康德

在《純粹理性批判》B140 中對於傳統的判斷理論的質疑。在康德之前，不少邏

輯學家與哲學家將判斷定義為兩個表象之間的比較關係： 

在經由我們的觀念理解事物之後，我們比較這些觀念，找到一些彼此相隷屬，

一些則否，我們聯結或分離(unite or separate)它們。這被稱為肯定或否定

(affirming or denying)，即一般而言的判斷(judging)。132 

判斷或判斷的機能，是兩個觀念之間的聯結或分離，或者是許多觀念之間互

相聯結，但共同形成兩個觀念。133 

不僅如此，甚至早期的康德也有相同的主張： 

將某物作為特徵標記並與另一物作比較，就是下判斷。134 

我們可以從這幾個引文看到，判斷之形成離不開比較活動。當判斷被定義為兩個

概念之間的關係的表象時，它們的關係是透過單純的比較來決定的。由於認知必

然會涉及對象，所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已經不再主張，判斷是兩個表

象之間的連結關係(KrV B141)。他不再認為，反思的比較足以帶來客觀有效的認

知。因為比較之後還需要範疇的聯結，才能成為認知，更何況這比較活動只涉及

表象的形式，而沒有預先確定其所屬的心靈根源。 

康德同意，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而言，單純的比較確實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的邏

輯形式。但是，單憑判斷的邏輯形式，我們無法保證一個判斷是客觀有效的。因

為，從先驗邏輯的觀點而言，我們需要考慮對象的起源問題，才能討論客觀判斷

的先天形式條件。而先驗邏輯告訴我們，這些判斷的邏輯形式既可以形成一個知

覺判斷，也可以形成一個經驗底判斷。康德曾舉的一個例子是：「空氣有伸縮性」。

最初，主體比較兩個不同的知覺，藉以形成一個知覺判斷。然而，這些知覺只關

聯到主體當下的意識狀態，因而只對主體當下而言是有效的。如果要讓這個知覺

判斷成為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主體必須將這個聯結帶到範疇之下，藉此讓該判

 
132 請參閱 Arnauld and Nicole, Port-Royal Logic, p. 82。 
133 請參閱 Wolff, 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den Kräften des menschlichen Verstandes und ihrem 

richtigen Gebrauche in Erkenntnis der Wahrheit, Chap. III, §2, p. 69。 
134 請參閱 Spitzfindigkeit, Ak. 2: 47。──除此之外，還包括 Dissertation, §5, Ak. 2: 393；Logik 

Blomberg, Ak. 2: 273f.；Logik Philippi, Ak. 24: 461；Refl. 3037, Ak. 15: 627；Refl. 3038, Ak. 16: 627；

Refl. 3044, Ak. 16: 628 等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26 

 

斷成為一個經驗底判斷。135 由此可以看出，一個知覺判斷與一個經驗底判斷可

能擁有相同的邏輯形式，但是，前者只是主觀有效的，而後者才是客觀有效的。

關鍵的差異不在於判斷的邏輯形式，而在於判斷的聯結是否以範疇作為根據。 

只有在先驗邏輯的觀點下，我們才有可能嚴格地區分知覺判斷與經驗底判斷

在客觀有效性問題上的不同，並且清楚地指出它們雖然擁有相同的判斷的邏輯形

式，但在對象認知上卻有不同的判斷有效性。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下，邏輯反思的

單純比較不會去考慮對象的起源問題。因此，縱使單純的比較能夠確定一個判斷

的邏輯形式，它也無法告訴我們這個判斷是否是客觀有效的，因為這根本不是它

所要關心的問題。 

康德試圖透過單純比較的侷限性去指出，一個客觀的比較對於對象認知是必

要的。換言之，如果我們所考慮的是有關對象認知的問題，我們就必須從先驗邏

輯的角度去考慮對象的起源與差異問題： 

當事物不取決於邏輯形式，而取決於這些概念的內容時，就是說，取決於諸

物本身是相同的還是相異的，是一致的還是相衝突的等等時，這些物對我們

的認知能力、即感性和知性可以有雙重的關係…。(KrV A262/B318) 

由於被用於比較的表象可以區分為直觀與概念，它們分別源自於感性和知性，所

以它們的客觀比較會帶來不一樣的結果。在不區分直觀與概念的情況下，我們無

法進一步確定比較所獲得的關係是屬於概念的，還是直觀（知覺）的。對於對象

認知而言，我們所需要的是經由直觀之比較所確立起的關係，而不是經由概念之

比較所確立起的關係。因為，一個關於對象認知的判斷不僅需要概念，同時也需

要直觀。因此，我們必須確保被用於比較的是直觀，亦即，涉及對象之間的比較，

而這是概念的單純比較所無法給與的。 

萊布尼茲認為，直觀與概念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單純地比較兩個概念足以確

定事物之間的關係，因而可以形成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顯然，直觀與概念的差

異會帶來表象之比較與對象之比較的差異，但是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無法辨別出

這種差異，進而無法察覺這種差異在對象認知上的重要意涵。而〈歧義篇章〉旨

在證明：萊布尼茲的單子論系統運用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去規定現相世界，而忽

略了反思概念可能會產生歧義。這種歧義源自於同一組反思概念在感性中的運用

（經驗的運用）所獲得的結果，完全不同於它們在知性中的運用（先驗的運用）

所獲得的結果。康德想要主張的是，在未能確定表象的根源（它是屬於感性的，

還是知性的）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確定兩個對象之間的關係是客觀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當我們根據反思概念去比較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時，

這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但是，邏輯反思的比較有兩個重要的限制：(1)

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只考慮概念的形式，而沒有區分概念所指涉的對象在感性與

知性中的差異；(2) 邏輯反思可以透過單純比較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但卻

 
135 請參閱 Prolegomena, §19, Ak. 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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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確定一個判斷是否是客觀有效的（經驗底判斷）。關於對象認知，我們需要

的是客觀的比較，而不是單純的比較。由於比較與聯結分屬於認知的兩個不同的

邏輯階段，所以任何一個經驗底判斷的形成都需要對象的客觀比較與範疇的綜合

聯結。在客觀的比較中，我們是藉由比較感覺（知覺）所對應的直觀對象，並透

過範疇的綜合統一性來客觀有效地規定直觀對象，以形成一個經驗底判斷。因此，

範疇的綜合聯結不應該與反思概念的比較相混淆。本文接下來將指出，任何比較

都必須預先透過先驗反思來辨別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這比較才能是客觀的。 

c. 先驗反思 

i. 何謂「先驗的」反思？ 

先驗反思是〈歧義篇章〉中最核心的哲學概念，也是康德反駁萊布尼茲單子

論系統的立論基礎。但是，這個概念除了在〈歧義篇章〉之外，也只在〈先驗辯

證論〉中出現過一次(KrV A295/B351)。然而，下一章將指出，正是在〈先驗辯

證論〉的脈絡裡，我們才得以發現先驗反思在批判傳統形上學中更深一層的意涵。

本小節只從〈歧義篇章〉既有的定義來澄清先驗反思的本質，以及它在何種意義

下是「先驗的」。本文嘗試指出，先驗反思的規範性意涵不只是侷限於〈歧義篇

章〉，而是呈顯批判哲學的整體的方法論精神。 

首先，何謂先驗反思？儘管〈歧義篇章〉有幾個不同的定義，但我們不該把

這些定義視為彼此不相關的，或者是不一致的。相反的，這幾個定義應該被視為

康德從不同的面向對先驗反思的闡述(Exposition)。畢竟哲學的探究不是從定義開

始(KrV A730ff./B758ff.)，而是透過對核心概念的闡述來尋求概念的圓滿理解。〈歧

義篇章〉的一開始是如此定義「反思」，或確切地說，「先驗反思」的：  

反思並不與諸對象本身發生關係，以直接獲得它們的概念，而是這種內心狀

態，在其中我們首先準備去發現我們由以達到這些概念的那些主觀條件。它

是對被給與的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根源的關係的意識，惟有通過這種意識，

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根源相互之間的這種關係 (ihr Verhältnis unter 

einander)才能得到正確的規定。(KrV A260/B316)136 

 
136 在鄧曉芒的譯文中，ʻihr Verhältnis unter einander’被譯為「表象相互之間的這種關係」。若根

據康德原文的脈絡，更精確而言，ʻihr Verhältnis unter einander’不是指原文前一句中的「給與的

表象(gegebene Vorstellungen)」相互之間的關係，而是指「被給與的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根源

(gegebene Vorstellungen zu unseren verschiedenen Erkenntnisquellen)」相互之間的關係。若是表象

與表象之間的關係，這涉及邏輯反思；若是表象與認知根源之間的關係，這涉及先驗反思。兩者

有極大的分別。儘管鄧先生的譯文是康德原文的直譯，但由於這樣的譯法很容易把「表象相互之

間的這種關係」誤解為「表象相互之間的關係」。所以，為了避免誤解，這裡便在引文中作出更

動。──另一方面，Nerurkar似乎將ʻihr Verhältnis unter einander’解讀成表象之間的關係。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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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句話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去定義反思，它們所要闡述的重點和理論意涵也

不同。接下來，本文分別以定義(1)和定義(2)區分它們。定義(1)的核心觀點是：

反思從不涉及任何對象，而是試圖轉向自身去找出對象認知的「主觀條件」。從

先驗哲學的角度而言，我們的認知是透過範疇關聯到對象，亦即，認識到一個對

象。因此，反思自身不與對象產生關聯，亦即，反思不涉及範疇的綜合聯結的行

動。相反的，反思是去發現主體中的主觀條件，亦即，意識到那些形成對象認知

的主觀條件。按照這一理解，反思是一種有意識的內省活動，藉此認知主體的意

識能夠轉向自身，以察覺自身內在的各種心靈能力和它們所產生的表象。換言之，

反思是一種內省的行動，藉以察覺到表象與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 

然而，康德將反思定義為一種內省活動，並不表示他同意洛克的主張。洛克

也將反思理解為一種內省的行動，以觀察心靈內在的各種運作，藉以獲得有關它

們的觀念。所以，洛克的解釋似乎也符合定義(1)的描述。儘管洛克也強調反思

的內省面向，但是這種內省活動只是一種描述的活動，即描述心靈內部所發生的

事實。接下來定義(2)的分析將會指出，康德的反思作為一種內省的活動，它同

時具有規範性的面向。此外，洛克的反思是被動地接受觸動，以獲得相應的觀念。

相反的，在康德的理論之中，反思不是一種表象能力，因為它只是心靈主動性的

其中一個面向的特質，因而不是一個基礎力，也不會產生任何表象。基於這兩點，

康德的反思與洛克的反思有別。 

定義(2)是對定義(1)的進一步說明。定義(2)的核心觀點是：在反思的內省活

動中，主體透過比較的方式確定「表象及其認知根源之間的關係」。為了不讓反

思的內省活動成為一種洛克式的經驗反思，定義(2)指出，反思能夠意識到兩個

東西之間的關係。所以，反思不是一種被動接受觸動的能力，反思的內省活動不

會產生任何表象。相反的，反思要關注的是，表象與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透過

這一種關係的意識，反思能辨別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至此，定義(2)所意

指的反思不會是邏輯反思，因為邏輯反思只是表象與表象之間的單純比較，而不

是表象及其認知根源之間的比較。 

此外，定義(2)還提到另一個重點：反思可以為「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根

源的關係」提供一個「正確的規定」。定義(2)中所謂「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根

源相互之間的關係」，這不會是一種透過關係範疇所規定的關係，而是在範疇的

聯結活動之前就已確定的關係。同時，這種關係也無法透過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

來規定。因為邏輯反思只比較表象與表象之間的關係，而不去考慮表象與其所屬

心靈根源的關係。定義(2)要表達的是，對於對象認知，「表象與我們的不同認知

 
確定表象之間的相互關係是為了形成一個判斷。為了使得這種確定關係是客觀的，我們必須訴諸

先驗反思作為其根據。然而，Nerurkar 並沒有清楚解釋，表象之間的關係是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

形式，還是決定一個判斷本身。如果 Nerurkar 指的是，表象之間的關係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

式，那麼 Nerurkar 的詮釋是合理的，因為這涉及邏輯反思，並且需要以先驗反思作為正確規定

的根據。如果 Nerurkar 指的是，表象之間的關係決定一個判斷，那麼 Nerurkar 的詮釋是錯的，

因為康德在批判時期由始至終都反對，判斷是兩個表象之間的關係(KrV B141)。請參閱 Nerurka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p.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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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的關係」首先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規定，而這是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所無法

提供的。因為單純的比較不涉及所要比較的表象與其認知根源之間的關係，因而

無法分辨表象不同的根源。如此，原為不同質的（不同根源的）表象可能會被誤

以為是同質的（同根源的）對象，而錯誤地被比較，因此產生錯誤的判斷。所以，

我們需要另一種反思活動來正確地規定表象與認知根源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定

義(2)強調，反思在這意義下能夠提供一個規範，以確保表象之間的比較是一個

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比較。 

結合上述定義(1)和定義(2)的內容，我們可以確定，〈歧義篇章〉開篇的定義

所指涉的就是先驗反思，儘管康德沒有直接使用這個概念。137 從這兩個定義，

我們可以推斷：若要正確規定表象之間的關係，我們需要另一種有別於邏輯反思

的先驗反思。就功能而言，邏輯反思能夠確定兩個表象之間的關係，而先驗反思

能夠確定表象與其所屬的根源的關係，因此，它們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那麼，先驗反思是如何確定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康德在另一個定義中

說得更為清楚，我們把它稱為定義(3)： 

我把一般諸表象和提出這些表象的認知能力放在一起作比較(Vergleichung)，

並藉以辨別(unterscheiden)這些表象在相互比較中屬於純粹知性還是屬於

感性直觀的那個行動，我稱之為先驗的反思。(KrV A261/B317) 

康德在這裡指出，先驗反思是一種「比較」與「辨別」的行動。雖然先驗反思能

夠確定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但它不是直接察覺到一個表象的根源，亦即，

它不是直接觀察到某一個心靈能力。相反的，先驗反思是透過比較與辨別的方式

（行動），藉以確定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換言之，先驗反思本質上是一種

比較，但不是兩個概念之間的比較（邏輯反思），而是表象與認知能力之間的比

較。138 表象與認知能力之間的比較並不能形成一個新的概念或決定一個判斷的

邏輯形式，但它能夠確定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那麼，先驗反思如何確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139 本文認為，既然康德在

 
137 本文同意 Willaschek 的觀點，定義(1)和定義(2)談的是先驗反思，而不是邏輯反思。另一方面，

Hess 則持相反的意見，他認為，這兩個定義同時含蓋了先驗反思與邏輯反思。請參閱 Hess, "Zu 

Kants Leibniz-Kritik in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208 ； Willaschek, 

"Phaenomena/Noumena und die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 340。 
138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76；Logik Pölitz, Ak. 24: 547；Wiener Logik, Ak. 24: 862-3。 
139 康德學者傾向於認為，康德並沒有直接解答這個問題。例如，亨利希認為，由於反思與探究

(Untersuchung)在康德哲學中是一組相伴隨的哲學概念。探究是一種有意圖去證成真理之根據的

活動，並將這些根據清楚地展示出來，而反思則是潛在地提供探究活動所需要的內容。他認為，

反思總是伴隨著每一個心靈活動，所以反思總是「隱約地知道(implicitly know)」每一個認知能力

以及它們所依據的原理。同樣的，Willaschek 也認為，康德在〈歧義篇章〉中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本文認為，康德之所以沒有進一步解釋先驗反思是如何確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或許是因為表

象與其所屬的心靈根源之間的關係是相當顯而易見的。由於康德會支持多重基礎力的主張，承認

主體之中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表象與心靈能力，因而先驗反思原則上都能夠辨別出這些表象的差異

及其所屬的心靈根源。請參閱 Henrich, "Kant's Notion of a Deduct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Critique," p. 42；Willaschek, "Phaenomena/Noumena und die Amphibolie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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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中明確地將先驗反思界定為一種比較能力，那麼先驗反思必然也是透過比較

的方式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首先，認知主體的意識活動會產生兩種不同的

表象──直觀與概念。直觀是一種單一的表象，而概念是一種普遍的表象。其次，

我們從這兩類異質的表象可以推斷心靈有兩種不同的基礎力──感性與知性。感

性是被動接受性的能力，它只能產生單一的表象；而知性是主動自發性的能力，

它只能產生普遍的表象。感性不會產生普遍的表象，而知性也不會產生單一的表

象(KrV A51/B75)。比較活動旨在考察兩個事物之間的關係，而反思則是對這一

關係的察覺。因此，藉由比較一個表象與認知能力的關係，先驗反思可以辨別出

該表象是源自感性，還是知性。 

在〈歧義篇章〉中，康德只談到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但是先驗反思的

運作所含蓋的範圍並不侷限於這兩者。因為，在多重基礎力的體系中，心靈除了

直觀與概念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表象。不只直觀與概念是本質上不同的表象，

其他的表象亦是如此，包括想像，理念，美與善等等。透過先驗反思，主體可以

確定，這些表象在根源上都源自於不同的基礎力。不同基礎力所產生的表象都異

質的，它們彼此無法被相互化約。換言之，先驗反思不會把不同類型的表象混淆，

都視為是同質的與同源的。 

基於這理由，當主體試圖比較兩個表象之間的關係，以規定一個判斷的邏輯

形式且同時為表象的綜合聯結作先前的準備時，先驗反思能夠提供這個比較活動

一個客觀的根據。所謂客觀的根據，指的是表象的比較必須涉及直觀。由於心靈

之中存在著許多不同類型的表象，因此，主體必須確保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直觀

（因而涉及事物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其他類型的表象。只有透過先驗反思，主

體才能確定一個表象是直觀，而不是其他類型的表象。 

綜合前述所分析的三個定義，我們可以得知，先驗反思至少有以下重要特

徵： 

(1) 先驗反思是一種內省、轉向自身的意識活動； 

(2) 先驗反思不會產生任何新的表象； 

(3) 先驗反思是對表象與心靈能力的關係的比較； 

(4) 先驗反思能夠辨別表象與心靈能力的關係，以確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

源； 

(5) 先驗反思不會把所有的表象都視為同質的； 

(6) 先驗反思是客觀比較的根據。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何康德把這種反思能力稱為「先驗的」？除了用以區別

於「邏輯的」反思，「先驗的」反思是否還有其他特殊的理論意涵？若只考慮定

義(1)，這反思似乎無法被稱為先驗的。定義(1)強調，反思透過內省的方式意識

到主體獲得對象概念的主觀條件。但是，這種解釋很難有效地與洛克意義下經驗

 
Reflexionsbegriffe," p.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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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動的反思作出區別。因此，定義(1)缺少我們要尋找的先驗意涵。 

定義(2)強調反思的規範性作用，反思能夠為比較提供正確的規定。表面上，

這種規範性意涵與「先驗的」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只要深入分析，我們就可

以發現：「先驗的」蘊涵著，先驗反思不只有規範性的意涵，同時也指明，這個

規範性來自於主體，而不是客體。若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康德批判哲學

的思想預設：哥白尼式假設(kopernikanische Hypothese)。這是一個思想上的假設，

但同時也是批判哲學自我證成的立足點，因為整個批判哲學就是建立在這個觀點

之上。這個假設指出認知的規範性源頭：對象必須符應於主體的認知，而非認知

符應於對象(KrV BXVI, A92/B124-5)。如果主體的認知必須符應於對象，那麼一

個認知成立的條件（規範性）就完全取決於對象本身。但是，如果認知必須符應

於對象，那麼我們將無法解釋，認知的必然性與普遍性是如何可能的。相反的，

如果對象必須符應於我們的認知，那麼認知的規範性就不再是源自於對象，而是

源自於認知主體自身。與此同時，先天普遍與必然的認知也可以藉此而被解釋。 

因此，根據這個哥白尼式的假設，認知的規範性不會來自於對象，而是來自

於認知主體本身的認知方式。此外，哥白尼式假設也為先驗反思提供一個可能的

解釋：在不涉及任何對象的情況下，先驗反思依然能夠為認知的主觀條件提供一

個正確的規範。而先驗反思是如何給出正確的規範，接下來會作進一步的分析。

定義(3)則指出這個規範的具體內容：先驗反思能決定一個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

根源之關係，亦即，確定一個表象是屬於感性，還是知性。 

根據哥白尼式的假設，我們是在主體之中尋找認知的規範性根源。而這種規

範性的意涵就隱含在「先驗的」這個哲學概念中。如果我們想要掌握先驗反思的

規範性意涵，我們必須先釐清「先驗的」的幾個不同意涵。本文認為，康德的「先

驗的」一詞至少可以被畫分為三個不同面向的哲學意涵：(1)「先驗的」不涉及

任何具體實在的對象與（超感性的）絕對者；(2)「先驗的」能夠給出一個正確

的規定（規範性根源）；(3)「先驗的」能夠先天客觀地規定對象。康德在幾個有

關「先驗的」的定義中都含蓋這三個面向的理論意涵。本文接下來將一一闡述。 

在傳統的用法裡，「先驗的」指的是存有(ens)的一般規定，這些規定包括：

一(unum)、真(verum)、善(bonum)。這些規定在傳統上被視為超感性對象的存有

論規定（「先驗的述詞(transzendentale Prädikate)」）。但是，從批判哲學的觀點來

看，它們只不過是「對一般物的一切認知的邏輯要求和標準」(KrV B113f.)。所

以，康德並不是以傳統的意涵使用「先驗的」。相反的，康德的第一種理論意涵

的「先驗的」要強調的是主體的認知方式： 

我把一切與其說是一般地關注於對象，不如說是一般地關注於我們有關對象

的、就其應當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認知方式的認知，稱之為先驗的。(KrV 

A11/B25) 140 

 
140 關於這個定義，不論是在排版、字義、A/B 兩版等等的差異上，都引發眾多學者的爭議。本

文在此不詳論這些爭論，而只專注在這個定義中的連接詞片語應該是‘nicht sowohl…son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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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個定義提到兩種不同的認知：「對象的認知」與「對象的先天可能的認

知方式的認知」。定義強調，「先驗的」所要關注的並不是對象本身（涉及對象本

身是傳統意義的「先驗的」），而是主體認知的先天可能性條件（這才是康德的「先

驗的」）。這兩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前者在邏輯、認識論上奠基於後者。不同

於傳統哲學強調對象的優先性，康德的「先驗的」強調主體的優位性。我們知道，

康德在前批判時期就開始思考有關形上學之基礎的問題。他認為，解開形上學之

基礎的關鍵問題是：「依憑什麼樣的根據，在我們之中稱之為表象的東西被關聯

到對象？」。141 對康德而言，這些根據必須普遍有效的，才能在嚴格科學的意義

下為人類認知奠定基礎。然而，我們無法在經驗性的認知活動中找到任何普遍有

效的根據；因此，普遍有效的根據必然是先天的，而不訴諸任何經驗或抽離自經

驗。換言之，如果我們要尋找先天的根據，這根據只能在主體中發現。 

根據主體的優位性，認知的先天可能性條件必須先被確立，對象認知的客觀

有效性才得以被證成。這種主體的優位性符合康德的哥白尼式的思想預設，同時

也把對象的對象性歸源於認知主體的先驗主體性。因此，「對象的先天可能的認

知方式的認知」奠立了「對象的認知」的根據，亦即，先驗的認知使得對象的認

知成為可能。142 然而，這裡先不考慮「關注於對象」與「關注於對象的先天可

能的認知方式」的實質意涵，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是「先驗的」第三種

意涵）。這裡可以確定的是，「先驗的」首先要強調的是「主體」的優先性，這是

「先驗的」第一種意涵。這意謂，我們首先是在「主體」中找到先天認知的、可

 
(vielmehr)’（「不是…而寧願是」），還是‘nicht sowohl…sondern (auch)’（「不僅…而且也」）。鄧曉

芒將它譯為「與其…不如」，明顯是採取第一種讀法。在第一種解讀中，這個連接詞片語很容易

被理解為一種互相排斥的關係，亦即，「關注於對象」與「關注於對象的先天可能的認知方式」

兩者中只有其中一者是成立的。在這樣的解讀下，「先驗的」意謂完全不「關注於對象」，而只「關

注於對象的先天可能的認知方式」。但這明顯與康德原意不符，因為儘管康德的先驗哲學不是關

注於對象本身（物自身），但依然關注於經驗對象（現象）。所以，若是採取第一種讀法，我們應

該把此定義解讀為：康德是在與傳統形上學的對比下提出他自己的先驗哲學，並企圖解決形上學

問題，而不是與之割裂。這才更貼近康德的原意。另外，如果從康德的先驗哲學作為經驗對象之

可能性奠定先天的基礎的觀點來看，第二種解讀也是可行的。例如，Nerurkar 不將這個連接詞片

語理解為相互排斥的關係，或者是對比於傳統形上學，而是理解為一種邏輯優先順序的關係。在

這一種解讀下，「先驗的」首先是「關注於對象的先天可能的認知方式」，其次才是「關注於對象」，

後者是奠定在前者之上的。整體而言，在恰當的解讀下，上述兩種解讀方式是可以相融貫的。第

一種讀法側重康德的先驗哲學與傳統形上學的區分與關聯，第二種讀法則側重康德先驗哲學自身

的理論意涵。儘管我們兼採兩種讀法，但是這裡的分析比較側重第二種讀法，因為它更符合康德

的原意，且較不容易與傳統形上學相混淆，因而招致誤解。因為，若「先驗的」是關注於對象的

先天可能的認知方式，則「什麼樣的對象才有可能成為我們可認知的對象」這問題就不是無關緊

要的，因而「可能認知的對象」也必須被關注。如果康德的「先驗的認知」完全不涉及任何物自

身與絕對者的認知，那麼它不能完全排斥「關注於對象」，或者與它無關。否則，康德的「先驗

的認知」就無法與物自身或絕對者的認知畫清界線。本文接下來的分析也會談到這一點。請參閱

Norbert Hinske, Kants Weg zu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Der dreissigjährige Kant (Stuttgart: W. 

Kohlhammer, 1970), pp. 28-39；Nerurka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p. 94-103。 
141 請參閱 Briefweschsel, Ak. 10: 98。 
142 請參閱 Nerurkar, Nerurka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und 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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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的主觀條件。換言之，第一種意義的「先驗的」肯定了「主體」作為一個認

知根源。 

關於這些主觀條件，有兩點必須釐清。第一點，這些可能性的主觀條件不是

從感性知覺的活動中抽離出來的成素。傳統的經驗主義（例如：洛克與休姆）就

接受這種主張。他們嘗試在認知與對象的關係中解釋認知如何可能，而這些主觀

的條件對他們而言就是（簡單的和複合的）觀念或是印象(impression)。但是，對

康德而言，這種探究主觀條件的方式是「經驗的」，它「表明的是一個概念通過

經驗和對經驗的反思而獲得的方式」(KrV A85/B117)。然而，這種解釋並不符合

哥白尼式的假設，它依然由對象來決定主體的認知，而一切先天認知也將不可能

(KrV A92/B124-5)。第二點，這些認知可能性的主觀條件不能超越可能經驗的範

圍與界限的。傳統的理性主義（例如：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茲）就接受這種主張。

理性主義者不認為，認知的主觀條件是從知覺經驗中抽離出來的，而是先天的（或

者說，是天生賦予的），但是他們認為，這些可能性條件的最終根據是超越可能

經驗的範圍與界限，只能藉由超感性的絕對者（上帝與靈魂）來解釋。為了區別

於傳統理性主義對超感性對象的設定，康德嚴格區分「先驗的」與「超驗的

(transzendent)」(KrV A296/B352-3)。他認為，一切超感性的絕對者就其自身而言

都是「超驗的」，而不是「先驗的」。而批判哲學所要尋找的先天認知的可能性的

主觀條件都不是超驗的，而是「內在的(immanent)」。 

因此，「先驗的」首先要關注的是「主體」先天認知的可能性的主觀條件，

它不涉及對象自身固有的性質與構成（物自身），也不涉及任何超驗的對象。143 這

種認知的可能性的主觀條件能夠先天地規定經驗對象，但這種對對象的先天規定

涉及第三種意義的「先驗的」，這裡暫不作討論。嚴格而言，這裡要強調的是，「先

驗的」，只與「主體」有關，它只考慮主體作為人類認知的根源，因而與對象和

絕對者無關。這個意義下的「先驗的」是康德哲學的一個基礎規定，同時也最能

代表批判哲學的精神與意涵。接下來將提到的第二種和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

它們都是奠基在第一種意涵的「先驗的」之上。 

現在，如果先驗反思中的「先驗的」只有第一種意涵（亦即，不涉及任何經

驗的對象與絕對者），先驗反思依然無法有效地區別於邏輯反思。因為，邏輯反

思同樣也不涉及任何對象（經驗的與超驗的），而且邏輯反思也是單憑主體自身

的表象就能完成比較的活動。無論是邏輯反思，還是先驗反思，它們都只關注那

些透過比較方式所得出的表象關係。無論是表象與表象之間的關係，還是表象與

其所屬的心靈能力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都不涉及對象。因此，為了能夠有效地

將先驗反思區別於邏輯反思，「先驗的」除了必須具備第一種意涵（「主體」作為

規範性的根源）之外，還需要具備第二種意涵，它能說明主體的「規範性根源」：

 
143 Nerurkar 在談到「先驗的」意涵時，也有類似的區分。他將康德的先驗的認知方式區別於經

驗性的(empirisch)認知方式與存有論的(ontologisch)認知方式。經驗性的認知方式不是先天的，而

是後天的；存有論的認知方式涉及對象自身的認知，因而是超驗的。因此，這兩者都有別於康德

的先驗的認知方式。同上註，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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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涉及任何對象的情況下，主體也能夠為表象的客觀比較給出正確的規定。 

我們在康德的定義中也發現「先驗的」的這種規範性意涵： 

「先驗的」…在我決非意指我們的認知對於事物(Ding)之關係，而僅意指我

們的認知對於認知能力(Erkenntnisvermögen)之關係。144 

首先，引文肯定了「先驗的」涉及「認知與認知能力的關係」，而否定「先驗的」

涉及「認知與事物之間的關係」。然而，如果我們回到康德原來的脈絡，就會發

現，引文中的「事物」指的是物自身。在此，康德要把他的先驗觀念論與傳統形

上學畫清界線。因為傳統形上學所關注的是物自身，而康德認為物自身不可知。

換言之，康德想要表達的是，「先驗的」不涉及「認知與物自身之間的關係」，亦

即，不涉及認知與先驗對象之間的關係。那麼，康德並沒有排除，「先驗的」依

然有可能涉及「認知與感性對象（現象）之間的關係」，而這是第三種意涵的「先

驗的」。因此，我們可以將上述引文的原意解讀成：「先驗的」不只是涉及「認知

與認知能力的關係」，而且也涉及「認知與感性對象（現象）的關係」。前者屬於

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後者屬於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這裡先關注第二種

意涵的「先驗的」──認知與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 

更準確而言，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涉及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能力之間的

關係。而康德確切的意思是，在不考慮涉及任何對象，以及對象概念之規定的情

況下，主體依然可以正確地規定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這一點涉

及本文第三種對於多種基礎力的分析。康德認為，理性宛如一個有機的整體，在

其之中的各種心靈能力能夠為了一個特定的目的而相互協調地運作。關於理性作

為有機的整體，至少有四點是確定的：145 

(1) 首先，理性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它的內部擁有各種不同的認知能力（基礎

力），它們能夠產生特定類型的表象，這些表象彼此不能相互化約。因此，我

們無法在理性的內部找到單一的基礎力。 

(2) 其次，就像自然力一樣，每一種基礎力都有自身運作的方式。「運作的方式」

可以理解為：有些基礎力是主動的（例如知性與理性），有些基礎力則是被動

的（例如感性）。然而，這「運作方式」也可以理解為：每一種基礎力都有特

定的功能，並發揮特定的作用。一旦我們能夠確定各種基礎力之間的不同，

它們的作用也不會被混淆，例如：感性能力不會被誤認為是主動的，又或者，

感性能力不會被誤認為能夠產生普遍的表象。 

(3) 第三，由於每一種基礎力都有特定的功能，發揮不同的作用，我們可以進一

步斷定，每一種基礎力所產生的表象都有特定的運用範圍與界限。在既有的

 
144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3。 
145 亨利希有類似的分析，用以推斷反思在先驗推證中所具有的方法論意涵。這裡的分析得益於

他的研究成果。請參閱 Henrich, "Kant's Notion of a Deduction and the Method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First Critique,"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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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與界限內，各種基礎力都能各司其職，運用這些表象；然而，當它們越

過固有的範圍與界限，則各種基礎力無法發揮有效的作用。 

(4) 第四，由於每種基礎力的作用有限，為了能夠產生特定的認知，各種基礎力

不僅各司其職，而且彼此能夠互相協調合作。基本上，主體所構成的認知都

是各種基礎力共同合作所產生的結果。 

以上四點闡述了人類心靈能力的特質。由於人類的認知能力是反思性的，所以它

能夠意識到這些特質，同時也能夠意識到每種認知能力及其表象的有效運作範圍

與界限。146 具體而言，這些特質是透過先驗反思而被發現的，因為這些特質都

是認知的主觀條件。 

現在，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強調，我們可以正確地規定表象與其所屬的

心靈根源。由於心靈之中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表象，它們分別有不同的根源，所以

「先驗的」在這裡意謂「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我們立即可以發現，

這意義下的「先驗的」正好與先驗反思的意涵相一致。因為，只有先驗反思才能

「正確地」規定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根源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就認知與其所

屬的心靈根源的關係之規定而言，這一規範性根源只能源自於主體的先驗反思，

而非其他。因此，康德在〈歧義篇章〉中主張，先驗反思能夠正確地規定表象與

其所屬的心靈根源的關係，以便為比較活動提供一個客觀的根據。而根據我們的

詮釋，先驗反思與客觀的比較皆帶有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它們在不涉及任

何對象與對象概念之規定的情況之下提供了一個正確的規範性根據。 

根據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先驗反思成了嚴格意義下一切認知的規範性

根源。這種規範性的根源不只是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而且還正確地

規定表象的有效運用範圍。正如上述四點的分析所指出的，由於心靈之中存在著

各種不同的基礎力，而基礎力的畫分蘊涵了：不同的基礎力擁有不同的能力特質

與作用。這同時也意謂，不同的心靈能力都有各自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相反

的，倘若各種不同的心靈能力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都相同，那麼，根據奧卡姆

剃刀原理，這些心靈能力都不是基礎力，因而可以被約化至另一個更基礎的力

(KrV A652/B680)。基本上，康德會同意，一旦我們確定了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這同時也確定了它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這與批判哲學所要關注的問題相符

應： 

知性究竟如何能夠達到所有這些先天認知，並且這些認知可以具有怎樣的範

圍、有效性與價值。(KrV A3/B7) 

顯然，這是一個從先驗的面向針對知性能力所提出的問題。它問的是：知性作為

一種基礎力，究竟它所產生的表象（主要是範疇）能夠將主體的認知擴展到什麼

樣的程度？這些表象有效的運用範圍為何？對康德而言，這些問題是批判哲學必

須要去解答的。這些問題若要有意義，那麼它就表示：人類心靈中的各種基礎力

 
14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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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表象都具有特定的有效範圍與界限。相較而言，上帝的認知能力是沒有任何範

圍與界限上的限制。因為衪的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所涉及的直觀同時也是

事物之根據，亦即，當衪擁有一個表象時，表象的對象也同時存在(KrV B138f.)。
147 因此，上帝只需有一種理智能力。但是，人類的認知能力(intellectus ectypus) 無

法在表象一個對象時也表象它的存在（對象之存在只能間接地被給與）。因此，

康德認為，主體的認知能力必然有一個規範，以規定其運用的有效範圍與界限。 

如果主體擁有認知的規範性根源，用以正確地規定表象的有效性範圍，那麼

這個規範性根源必然源自於主體的先驗反思。當先驗反思能夠分辨並正確規定各

種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根源時，它必然也能夠正確地規定各種表象所能運用的有

效性範圍。因為，在康德的多重基礎力的架構中，每一個基礎力和它的運作都有

一個固定的有效範圍。同時，每一個基礎力無法跨越出其自身的界限之外，去產

生與它自身能力不相符的認知，否則就會陷入各種幻相之中。正如〈歧義篇章〉

試圖揭發，當直觀被視為一種模糊的表象，並且這類表象是有關物自身的，則我

們會如萊布尼茲一樣，得出許多錯誤的主張。對康德而言，主體不可能透過先驗

反思正確地確定一個表象是屬於直觀，卻又同時把這個表象視為一個概念來處理。

所以，一旦我們能夠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我們同時也能確定它的有

效運用範圍。 

這種有效的運用範圍的哲學證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相當困難的。因為，

這種證成必須去解釋一個問題： 

…思想的主觀條件怎麼會具有客觀的有效性，亦即，怎麼會充當了一切對象

認知的可能性條件…。(KrV A89/B122) 

在這裡，我們有兩個不同層次的思考：第一個層次涉及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其

證成來自主體的先天的、主觀的形式條件，第二個層次則涉及這個主體的先天主

觀的形式條件自身的證成，而其證成來自主體自身的規範性根源，亦即，先驗反

思。關於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考慮，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範疇的先驗推證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範疇本身是使得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成為可能的先

天認知，這屬於第一個層次的考慮。然而，範疇自身的有效運用範圍需要另外的

哲學證成，這屬於第二個層次的考慮。 

本文在這裡將第一個層次的證成歸為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而第二個層

次的證成歸為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事實上，第二個層次代表的是一種自我

證成的哲學工作，它能避免陷入一種無限後退之中，因而是必要的。而這項證成

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完全不涉及任何對象，卻又要為對象認知及其先天的可能

性條件提供規範性的根據，亦即，正確規定表象的有效運用範圍。同樣的，範疇

的先驗推證的目的是為了證成，範疇的客觀有效運用範圍只能被限制在感性直觀

的對象上，而不能被運用在超感性的對象上(KrV B307)。這裡並無意深入探討先

 
147 請參閱 Dissertation, §10, Ak. 2: 396-7; Briefweschel, Ak. 1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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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推證的問題，而只是想強調，範疇的先驗推證是主體對於自身的認知的有效運

用範圍的證成，亦即，為表象之有效運用範圍提出一個規範性的根據。然而，第

二種意涵的「先驗的」表明，只有透過先驗反思，主體才能夠給出這種規範性的

根據，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其他的途徑能完成這項證成的工作。148 

就此而言，整部《純粹理性批判》也是在這個意義下成為「先驗的哲學」，

同時也是奠基在先驗反思之上的。因為，在證明對象認知是如何可能的之前，先

驗反思首先必須為這些主觀的可能性的先天形式條件提供證成。如果沒有這一步

的自我證成，則我們也無法正確地去談論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是如何可能的，亦

即，認知與對象（感性的表象）之間的關係如何可能（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第二層意涵的「先驗的」代表的是先驗反思作為一種認知的

規範性根源，它同時也是一種自我證成。 

我們在上述的第一種意涵和第二種意涵的分析已經有提到第三種意涵的「先

驗的」。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的可能性條件是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它涉及前

述幾個定義中所提到的「涉及對象」或「認知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如前面的分

析所指出的，這裡的對象不是物自身，而是感性直觀與現象。由於人類的感性能

力無法表象任何有關物自身的性質，因此我們的認知無論如何都無法關聯到物自

身。人類的感性能力只能被動地接受事物的觸動，因此它所表象的只能是現象。

而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所考慮的是，認知關聯到感性對象的關係是如何可能

的。與此意義相關的定義包括： 

並非任何一種先天認知都必須稱之為先驗的，而是只有那種使我們認識到某

些表象（直觀或概念）只是先天地被運用或只是先天地才可能的、並且認識

到何以是這樣的先天認知，才必須稱之為先驗的（這就是認知的先天可能性

或認知的先天運用）。(KrV A56/B80-1) 

…同一個知性，正是通過同一些行動，在概念中曾借助了分析的統一完成了

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它也就借助於直觀一般中雜多的綜合統一，而把一種

先驗的內容帶進它的表象之中，因此，這些表象稱之為純粹知性概念，它們

先天地指向客體，這是普遍邏輯所做不到的。(KrV A79/B105) 

這兩種綜合[按：形象的綜合和知性聯結的綜合]都是先驗的，這不僅因為它

們本身是先天地發生的，而且也是因為它們建立起了其他先天認知的可能性。

(KrV B151)。 

在這裡，「先驗的」被理解為一種使得對象認知成為可能的先天條件。我們能夠

先於經驗而確定對象認知的可能性的「客觀」條件，因為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形式

 
148 對亨利希而言，先驗反思具有一種方法論的重要意涵。因為，先驗推證所要證明的事物只能

藉由先驗反思來提供與確定。因此，先驗反思在方法論上提供了先驗推證所需的根據。基本上，

本文同意亨利希的觀點，先驗推證是奠基於先驗反思之上。但是，本文認為，先驗反思的重要意

義在於它明確的規範性作用，而非如亨利希所言，它只是一種隱約的意識狀態。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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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對對象作出一個客觀的規定。就認知與對象的關係而言，這些可能性的條件

都是客觀的，因為這條件先天地涉及對象。換言之，這有別於藉由「先驗反思」

所規定的「主觀」條件（因為它們完不涉及任何對象之考慮）。這裡要釐清的是，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而言，邏輯反思同樣能給出正確思維的形式規定。但是，正如

我們在上一節指出的，這些正確的規定只是單純形式的，它能夠規定一個判斷的

邏輯形式，但完全不涉及任何對象內容，因而也無關乎對象認知。邏輯形式的規

定只是一切客觀有效的判斷的必要條件。相反的，我們在這裡要尋找的是一種客

觀的規定，它必須先天地（而非經驗地）為對象認知作出正確的規定。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空間、時間、範疇等等的形式條件正是在第三種意

義下是「先驗的」。因為它們是對象認知的先天可能性條件，而且是客觀的。透

過這種形式條件，一個認知可以關聯到對象，而成為客觀有效的。雖然第二種意

涵的「先驗的」能夠為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根源給出正確的規定，並確定表象的

有效運用範圍，但卻完全不直接規定對象。相比之下，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

與第一種意涵的「先驗的」相容，因為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也源自於主體。

但是，它完全不同於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換言之，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

是另一種規範性意義下的規定，它涉及認知與對象的關係的客觀規定： 

不通過範疇，我們就不能思考任何對象；不通過與那些概念相符合的直觀，

我們就不能認知任何被思考到的對象。現在，我們的一切直觀都是感性的，

而這種認知就其對象被給與出來而言是經驗性的。但經驗性的認知就是經驗。

所以，唯獨除了可能經驗的對象的先天認知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的先天認知。

(KrV B165-6) 

康德並沒有在這引文中提到「先驗的」，而是指出，範疇就是使得客觀有效的對

象認知成為可能的先天條件。這形式條件同時也是客觀有效的認知的必要條件。

一個認知之所以是客觀有效的，是因為這個認知透過範疇關聯到對象。缺少了這

形式條件，我們無法獲得任何客觀有效的認知。範疇是在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

中被理解為認知與對象的先天可能性條件。 

在這裡，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不同於前二種意涵，因為這裡涉及認知與

對象之間的關係。然而，只有當認知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得到證成，我們才能說客

觀有效的認知是可能的。因此，從批判哲學的角度而言，我們不僅需要指出空間、

時間、範疇是對象認知的先天條件（透過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而且也需要

證成這些先天條件對對象認知是必要的（透過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就此而

言，第二種意涵和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雖然有分別，但是只有兩種意涵的「先

驗的」相結合，我們才能夠獲得嚴格意義下的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亦即，經驗

底判斷。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知，「先驗的」包含了三種不同層面的哲學意涵。先驗反

思之所以是「先驗的」，主要是因為這種反思從兩個方面為客觀的比較提供根據：

首先，這一個根據不是來自於對象（包括物自身）與絕對者，而是源自於主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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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的「先驗的」）；其次，這一個根據在不涉及任何對象的情況下，依然能夠提

供正確的規定，因而是一種自我證成。但是，先驗反思並不具備第三種意涵的「先

驗的」，因為先驗反思不涉及「認知與對象之間的關係」。雖然經驗底判斷都需要

先驗反思，但是反思只是認知過程中發生在知性的綜合聯結之前的一個邏輯階段。

只有在綜合聯結的階段中，我們才有可能去談論一個認知是如何可能透過範疇關

聯到空間與時間之中的對象（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 

本文嘗試從「先驗的」幾個不同的意涵去分析康德的先驗反思。如果我們回

到〈歧義篇章〉一開始對反思的定義，就可以發現，只有當反思能力是「先驗的」，

而且「先驗的」包含上述分析中的第一種意涵和第二種意涵時，這一反思能力才

能正確地規定表象與表象、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根源之間的關係。在這一詮釋下，

先驗反思成為主體的認知的規範性根源。 

ii. 規範性的根源 

我們可以從「先驗的」理論意涵得知，先驗反思能夠為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

能力的關係提供正確的規定，進而也為表象之間的客觀比較提供正確的規定。康

德在〈歧義篇章〉的第二部分（亦即附釋）則有意將先驗反思進一步擴大成為一

套系統學說的論述──先驗正位論。149 先驗正位論是一種「防止純粹知性受到

欺騙及由此產生的錯覺的學說」(KrV A268/B324)。因此，先驗反思不僅僅為客

觀比較提供正確的規定，因而具有積極的理論意涵；同時，先驗反思也有消極的

理論意涵，即用於防止或避免任何欺騙與幻相的產生。 

首先，在〈歧義篇章〉的第一部分中，康德將先驗反思理解為客觀比較的根

據。由於反思概念既可以用於直觀之比較，也可以用於概念之比較，只有在確定

所涉及的表象是直觀，還是概念，我們才能進行客觀的比較。先驗反思能預先區

分直觀與概念的不同，指出表象自身以及其所屬的認知根源的差異。因此，先驗

反思是客觀比較的根據。康德說： 

當事物不取決於邏輯形式，而取決於這些概念的內容時，就是說，取決於事

物本身是相同的還是相異的，是一致的還是相衝突的等等時，這些事物對我

們的認知能力、即感性和知性可以有雙重的關係，但事情卻取決於它們應該

處於其中的這個位置、取決於它們應當如何相互從屬的方式：所以先驗的反

思、也就是被給與的諸表象對這種或那種認知方式的關係就將是唯一能夠規

定這些表象與其所屬的那種認知方式的相互關係的了，並且這些物是相同的

還是相異的，一致的還是對立的等等，都將不可能馬上就從這些概念本身中

 
149 Hess 認為，〈歧義篇章〉的第一小節是針對萊布尼茲哲學中四個哲學定理的批判，而第二小

節則擴大到對萊布尼茲哲學體系的批判。他認為，總體而言，萊布尼茲的錯誤源於他混淆了現象

與物自身的區別。因此，他的觀點與本文第二章的分析相一致。請參閱 Hess, "Zu Kants 

Leibniz-Kritik in der 'Amphibolie der Reflexionsbegriffe'," pp. 2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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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單純的比較得到決定，而只有首先通過區別它們所屬的那種認知方式、

藉助於某種先驗的反思才能決定。(KrV A262/B318) 

對象的表象與認知能力（或者認知方式）的關係是雙重的，它既可以涉及感性的，

也可以是涉及知性的。先驗反思首先比較與辨別這一雙重關係，同時也為下一步

表象的客觀聯結作準備，最終，形成一個對象的認知。涉及對象認知的比較必須

同時考慮表象的內容之差異，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回到經驗之中的個別

對象，而是說，我們必須在比較活動之中預先區分出直觀與概念的差異。就表象

的本質而言，直觀是單一的表象，而概念是普遍的表象，而這正好是邏輯反思所

忽略的。若要確保兩個表象之間的比較是客觀的，我們至少要預先確定被比較的

是直觀，還是概念。這比較之所以是客觀的，是因為所比較的表象必須被確定是

源自於感性的直觀（知覺），而不是物自身、想像、理念、幻相。 

我們可以根據康德在〈歧義篇章〉中的談論發現，客觀的比較至少有三個對

立面：任意的比較、單純的比較、物自身的比較。表面上，〈歧義篇章〉的分析

主要集中在單純的比較，但是康德的原文脈絡也提到了另外兩種錯誤的比較。由

於另兩種錯誤的比較同樣涉及對象認知，也與先驗反思有關，故我們不能忽略不

談。對康德而言，雖然這三種比較最終都可以形成一個判斷，但是這些判斷都不

會是客觀有效的。因為這些判斷都缺少了比較所需要的客觀根據。對客觀有效的

判斷而言，任意的比較、單純的比較、物自身的比較都無法保證被用於比較的表

象是直觀，而不是其他類型的表象。它們都是先驗正位論所要防止的，而先驗反

思則提供了規範性的根據。 

首先，任意的比較源自於習慣、愛好、模仿(Nachahmung)： 

有些判斷是從習慣(Gewohnheit)中接受來的，或者是由愛好(Neigung)聯結；

但由於沒有先行作任何反思、或至少在事後加以批判的反思，所以它就被看

作是這樣一種在知性中獲得其起源的判斷了。(KrV A260-1/B316) 

康德指出，出自於習慣、愛好、模仿的判斷只是一種「成見(Vorurteil)」(KrV 

A53/B77)。150 如果我們的判斷受到習慣、愛好、模仿的影響，則我們有可能不

是在對直觀（知覺所指涉的對象）進行比較，而是在對其他類型的表象（例如：

想像）進行比較。因此，這種比較缺乏了客觀的根據。此外，這些成見中各種表

象的聯結可以是非常任意的。習慣、愛好、模仿甚至可以完全不根據反思概念進

 
150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76；Logik Blomberg, Ak. 24: 167, 187；Logik Philippi, Ak. 24: 426；

Logik Pölitz, Ak. 24: 548；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38；Wiener Logik, Ak. 24: 791, 865；

Refl. 2519, Ak. 16: 403。──ʻVorurteil’在德文有雙重意涵。一個負面的意義是「成見」。在判斷的

客觀規定根據尚未被確定之前，便根據習慣、愛好等理由驟下判斷，這是一種「成見」。另一個

中性的意義是「前判斷(Vor-urteil)」。在判斷的客觀規定根據尚未被確定之前，我們小心謹慎地

做一個「預先的、暫時性的判斷(vorläufiges Urteil)」，暫時懸擱判斷的真假問題，以便進一步探

究、確立判斷的客觀規定根據，防止輕率地驟下判斷所容易產生的錯誤。「前判斷」的這種方法

論意涵便隱含在〈歧義篇章〉中所提及的「探究」中：「並非一切判斷都需要一種探究，即對真

理性根據的一種關注」(KrV A261/B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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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較。因此，這類成見之中的比較都不是客觀的比較，而是一種任意的比較。

這類成見皆缺少了真正意義的反思過程，它們都需要加以批判反思。或許這類判

斷不是〈歧義篇章〉主要關注的對象，所以，康德在這方面的談論並不多。 

其次，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也缺少了比較所需的客觀根據。我們在前面的分

析已指出，邏輯反思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但是，這些邏輯形式並不保

證一個判斷就是客觀有效的。因為： 

邏輯反思是一種單純的比較，因為它完全不考慮既與的表象所屬的那種認知

能力，所以就此而言這些表象按照它們在內心的位置來說必須作為同性質的

東西來處理。(KrV A262/B318-9) 

這些概念在邏輯上是可以得到比較的，而無需操心它們的客體所屬何處，是

作為知性的本體呢，還是作為感性的現相。(KrV A269/B325) 

對於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我們無法完全忽略其對象與內容上的差異，而一概地

將所有表象都視為概念。若沒有清楚分辨一個表象是出自於感性的直觀，還是出

自於知性的概念，那麼我們的認知就有可能會產生錯誤。當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

確立判斷的邏輯形式時，它無法同時也保證這是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因為後者

涉及表象的內容與對象差異的問題。而從表象的內容與對象而言，一個知覺判斷

（它是主觀有效的）與一個經驗底判斷（它是客觀有效的）都具有相同的邏輯形

式。因此，我們無法從判斷的邏輯形式決定一個判斷是否是客觀有效的。在萊布

尼茲的單子論體系中，單子內的所有知覺內容都已經被智性化。對他而言，直觀

與概念本質上都是單子的內在知覺，是同性質的，它們只有模糊與清晰的邏輯程

度差別。因此，康德認為，從先驗反思的角度而言，整個單子論體系實際上是由

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所建構起來的。而在這個體系中，所有的現象之間的關係都

已經被邏輯反思所曲解了，被誤當成概念之間的關係來理解。就此而言，萊布尼

茲的單子論缺乏一種客觀的根據（先驗反思），去證明它所比較出來的關係同時

也是對象之間的關係。 

最後，物自身之間的比較也是缺乏客觀的根據，它不是一種客觀的比較。對

康德而言，洛克與萊布尼茲混淆了現象與物自身、直觀與概念的區分，才會導致

前者將概念感性化，後者將現象智性化。康德在〈歧義篇章〉第一部分主要是分

析直觀與概念的混淆(KrV A263-8/B319-24)，第二部分則分析現象與物自身的混

淆(KrV A271-8/B327-32)。這兩種混淆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它們都是由邏輯反思

的單純比較所引起的。如果直觀只是人類的感性能力受到對象的觸動後所產生的

表象，那麼這些表象必然會經過主體感性能力的變形，才進入到人類的意識活動

之中。因此，主體所能獲得的只能是現象，而不是物自身。由於洛克與萊布尼茲

都誤解了感性的本質，這導致他們誤以為，認知主體所獲得的都是物自身的性質。

如果我們誤以為，反思所比較的表象是關於物自身的性質，則這種比較關係依然

不是客觀的。因為，從批判哲學的觀點而言，由於我們對物自身一無所知，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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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獲得任何有關物自身的表象。所以，當主體以為反思所比較的是物自身時，

這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感性的對象被給與，而被主體所表象的對象只是先驗的對象

(KrV A247/B304)。如果主體將物自身之間的比較結果帶入範疇的綜合聯結活動

中，那麼這就成了一種範疇的先驗運用(KrV A238f./B297f., A303f./B246f.)。 

由於先驗反思能夠正確地規定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所以它也能夠察覺，

被用於比較的是直觀，還是物自身。直觀涉及感性的對象，它是透過主體的感官

所給出的。相反的，物自身是一種先驗的對象，它無法透過感官給出。因此，若

要避免現象與物自身被混淆，我們需要先驗反思： 

沒有這種反思，我就會對這些概念作一種很不可靠的運用，並且會產生出一

些批判的理性不可能承認的、只是建立在某種先驗的歧義即對純粹知性客體

和現象的混淆之上的臆測的綜合原理。(KrV A269-70/B325-6) 

這也意謂，先驗反思能夠確保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一種直觀，同時防止主體誤認

為這些表象是物自身的性質。我們不應該忘記，當先驗反思確定表象所屬的心靈

根源時，它同時也決定了表象的有效運用範圍。透過先驗反思，我們知道任何表

象經由主體的變形後，就只能是現象，而不是物自身。因此，任何有關物自身的

比較都不是一種客觀的比較。 

由此可知，先驗反思能為客觀比較提供正確的規定。客觀的比較旨在考察事

物之間的關係，而反思則是對這一關係的察覺。如同我們在上一小節的分析所看

到的，先驗反思中的「先驗的」意涵代表著一種規範性根源，它能正確地作出規

定。這種規範性涉及對象認知的主觀條件之規定，它有別於範疇作為認知對象的

客觀條件。在主體還未規定對象（範疇將認知關聯到對象）前，先驗反思已經預

先提供正確的規定，確保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直觀（客觀的比較），而不是物自

身、概念或其他的表象。對於客觀有效的判斷而言，先驗正位論意義下的先驗反

思旨在避免與防止兩種混淆：第一種是物自身與現象的混淆，第二種是直觀與概

念的混淆。這兩種混淆都不是嚴格意義下的客觀比較，因而無法帶來客觀有效的

認知。 

由此看來，雖然先驗反思的正確規定（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有別於範

疇對對象的規定（第三種意涵的「先驗的」），但是它們依然是有關聯的。客觀的

認知包含了比較與聯結這兩個邏輯步驟，並且比較必須先行於聯結，以確保聯結

之客觀有效的運用範圍。先驗反思的正確規定已經預先確保了客觀比較所涉及的

表象是直觀，而這同時也決定了範疇的綜合聯結的有效運用的範圍是在感性界限

內的直觀（可能經驗的界限）。因此，範疇無法被運用在可能經驗的界限之外的

其他對象，它的先驗運用無法帶來任何客觀有效的認知。 

〈歧義篇章〉強調，單純的比較顯然不足以為綜合的聯結提供客觀的條件。

因為我們不能盲目地將一切表象視為概念，而忽略了直觀的存在(KrV A51/B75)。

康德要求的是客觀的比較，它至少能確保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源自於感性的直觀

（知覺所指涉的對象）。康德認為，只有先驗反思能辨別出，被用於比較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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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觀，而不是概念、想像或其他種類的表象： 

先驗反思（它針對的是對象本身）卻包含有對這些表象相互進行客觀的比較

的可能性根據，所以它與後者[按：邏輯反思]完全不一樣的，因為這些表象

所屬的認知能力並不正好是同一個認知能力。(KrV A262/B319) 

康德在這裡將先驗反思與邏輯反思並舉。這彷彿是說，邏輯反思從事單純的比較，

而先驗反思從事客觀的比較。事實上，這並非如此。這毋寧是說，兩個表象之比

較可以是單純只考慮表象的形式（單純比較），也可以是考慮表象的內容差異（客

觀比較）。然而，客觀的比較涉及兩個直觀之間的比較，而單純比較涉及兩個概

念之間的比較。若要使得一個比較是客觀的，認知主體必須能夠辨識出被用於比

較的表象是源自於感性，還是源自於知性。換言之，先驗反思本身不是客觀的比

較，它是客觀比較的可能性根據。而先驗反思比較的是表象與認知能力。透過這

一比較，我們確認的不是兩個表象的關係，而是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根源的關

係。 

在缺乏客觀比較的情況下，萊布尼茲作出許多與對象有關的錯誤判斷。這裡

試舉同一／差異來說明。萊布尼茲的不可分辨的同一性原理(principium identatis 

indiscernibilium)涉及「同一／差異」這一組比較概念(KrV A263f./B319f.)。但是，

萊布尼茲的同一性原理只從概念的規定來理解「水」。無論在我們的知覺中的水

有多麼的不同，它們在概念上都與「水」這個概念是同一的。在康德看來，一律

將水都視為同質性的概念，這缺乏客觀的根據。如果我們區分作為直觀的水與作

為概念的水，水的直觀與水的概念分別由感性與知性所給與。當兩滴水處在同一

個空間中的兩個不同位置時，它們在空間位置上的差異是無法被化約到概念的內

在規定之中的。當萊布尼茲使用同一性原理進行比較時，他只考慮水在概念上的

內在規定，因此認為它們是同一滴水。儘管，就概念而言，兩滴水是同一的，但

是，就現象而言，兩滴水絕對是差異的。由此可以看出，當我們運用反思概念時，

水的直觀之比較與水的概念之比較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要在比較的活動中分辨

出這是水的直觀還是水的概念，我們只能訴諸先驗反思。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另外三組反思概念的運用中(KrV A264ff./B320ff.)。在邏

輯反思的單純比較中，兩個實在物之間的衝突透過「一致／對立」的比較而被證

明為不可能的；透過「內在／外在」的比較，力被證明為內在於實體之中；透過

「質料／形式」，單子作為質料先被給與，之後才是它們的安排方式（形式）。假

如這些透過單純比較所獲得的關係被用於去判斷經驗的對象，則我們會形成許多

錯誤的判斷。然而，如果我們預先區分這些反思概念所運用的對象是直觀或概念，

則我們可以發現所比較出來的結果是不同的。為了能夠在範疇的綜合聯結中形成

一個經驗底判斷，在進行比較之前，先驗反思必須預先辨別出表象的根源。因此，

康德認為，先驗反思是「一種沒有人能夠放棄的義務，如果他要先天地對事物有

判斷的話」(KrV A263/B319)。 

康德試圖在〈歧義篇章〉的第二部分賦予先驗反思一個系統學說的意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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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傳統邏輯的「邏輯的正位論」，在先驗邏輯中提出「先驗的正位論」(KrV 

A268/B324)。康德嘗試將所有一切與比較有關的活動都納入到先驗正位論的系統

之中。在這系統中， 

先驗的正位論所包含的只不過是前述一切比較和辨別的四個名目，它們與諸

範疇的區別在於，通過它們，並不是對象按照構成它的概念的東西（量、實

在性）得到了描述，而只是對先行於物的概念的諸表象的比較在其一切雜多

性中得到了描述。(KrV A269/B325) 

一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比較與辨別的四個名目是量、質、關係、模態。同時，

我們也再次看到康德極力畫分出認知的兩個不同階段：反思概念的客觀比較與範

疇的綜合聯結。如果我們堅持比較與聯結的區分，那麼任何比較的活動（無論是

單純的，還是客觀的）都不會直接產生出客觀的認知，因為那是範疇的綜合聯結

的工作。就對象認知而言，比較是一個在聯結之前的邏輯階段，它的目的是提供

一個客觀的比較。一個客觀的比較必須以先驗反思作為其根據： 

這種比較首先需要一種反思，即需要對這些被比較之物的表象所屬的那個位

置(Ort)作一種規定，看這些表象是純粹知性所思考的，還是感性在現象中所

給與的。(ibid) 

「位置」指的是表象所屬的心靈能力或場所。我們可以從引文看出，先驗反思帶

有一種規範性意涵，因為它可以正確地規定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能力。在每一個

名目中，所有表象都可以被放置在兩種不同的場所中──感性或知性中進行比較。

先驗反思能辨別出一個表象是屬於感性的，還是屬於知性的。 

基本上，先驗正位論的理論意涵依然與〈歧義篇章〉第一部分相一致。但是，

〈歧義篇章〉的第二部分將先驗反思放在先驗正位論中，至少有兩點重要的意義。

首先，就哲學系統的外部而言，先驗正位論能夠讓我們分辨出其他哲學系統是否

有將表象安排在正確的位置上。而這正是我們在〈歧義篇章〉第二部分中所看到

的，康德認為洛克與萊布尼茲將表象放置在錯誤的心靈位置中作比較。因此，康

德認為，「萊布尼茲將現象智性化了，正如洛克…將這些知性概念均感性化了」

(KrV A271/B327)。 

其次，就哲學系統的內部而言，我們理論上可以在先驗邏輯中找到兩個不同

的部分：先驗分析論與先驗正位論。康德將先驗反思安排在先驗正位論中，用以

區別先驗分析論的主張，這具有重要的哲學意義。先驗分析論能夠給出客觀有效

認知的可能形式條件，這些先天的形式條件對於對象認知都是構成性的。但在形

成對象認知之前，先驗正位論能夠預先確定表象所屬的根源，以確保客觀的比較

成為可能，同時防止主體受到欺騙或發生混淆。 

就〈歧義篇章〉的脈絡而言，由於康德要討論的是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因

此他把先驗反思的討論限制在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那麼，先驗反思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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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象是否只侷限於直觀與概念？還是可以擴展至其他類型的表象？若要回答

這問題，我們必須回到上一節有關先驗反思的特性，其中主要是(3)至(5)： 

(3) 先驗反思是對表象與心靈能力的關係的比較； 

(4) 先驗反思能夠辨別表象與心靈能力的關係，以確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

源； 

(5) 先驗反思不會把所有的表象都視為同質的； 

就比較的活動而言，任何種類的表象都可以被拿來進行比較。而先驗反思要比較

的是表象與心靈能力的關係，藉以確定該表象所屬的根源。根據先驗反思的特性

(5)，我們沒有理由假定所有表象都是同質的。那麼，這是否意謂，我們所擁有

的表象只有直觀與概念？顯然不是。如果回到 A320/B376-7 的表象家族，我們可

以發現，裡面的表象都可以被用來進行比較，以辨別出它們所屬的心靈根源。除

此之外，不在這個表象家族里的還有想像，它源自構想力，以及其他表象（例如：

善、義務、美）。這些表象毫無例外，都可以被先驗反思辨識出來。這似乎是先

驗反思的本質，同時也是一項特殊的功能： 

無論我們在這裡是否需要去分辨，它都必然需要去反思，亦即，尋找出一個

認知與產生它們的認知能力之間的關聯。我們的認知能力是多樣的

(mannigfaltig)，並且它們所有的力都參與其中。它們藉此相互運行，每一個

都作用在它所適合的對象上，而且我們總是不用費太多的力氣找到它們所屬

的認知能力。151 

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我們的心靈之中含有各種不同的基礎的心靈能力，這些

基礎力皆可以產生特定類型的表象。從先驗正位論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心靈能力

分別為不同的場所或位置，康德在〈歧義篇章〉只不過是提到了其中兩種。當我

們進入〈先驗辯證論〉之後將會發現，理性是另一個不同的心靈場所，作為理念

所屬的心靈根源。先驗反思能夠透過比較的方式，確定理念是源自於理性。所以，

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推斷，先驗反思不僅能辨別直觀與概念的不同，而且還可以

辨別出其他不同種類的表象的差異。 

就此而言，先驗反思作為客觀比較的可能性根據，其重要性不僅在於辨別出

比較活動之中的表象是直觀，還是概念，而且還可以辨別出其他類型的表象。在

〈歧義篇章〉中，先驗正位論與先驗反思只處理了直觀與概念這兩個表象。但是，

從多重基礎力的觀點而言，心靈的位置不只有感性和知性，還有其他的心靈能力，

這與先驗正位論的觀點是一致的。康德在〈歧義篇章〉中討論的對象是萊布尼茲，

因為萊布尼茲沒有正確地區分直觀與概念，而是將它們視為同質的。因而康德說，

對象的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能力的關係是「雙重的」(KrV A262/B318)。然而，

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將先驗反思只限定於對直觀與概念的辨別。正如我們在上一章

 
151 請參閱 Wiener Logik, Ak. 24: 8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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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所指出的，康德的批判哲學其實是一種多重基礎力的哲學系統，因此，主

體不是只有感性與知性這兩種認知能力。就此而言，先驗反思不會預設二分法的

歸類，認定一個表象不是直觀，就是概念。本文認為，先驗反思辨識表象所屬的

根源能力是非常寬廣的。 

小結 

本章回顧了〈歧義篇章〉之中最核心的兩個概念──反思與反思概念。基本

上，它們構成了康德對萊布尼茲哲學批判的論證核心。如果康德對於反思與反思

概念的理解是站不住腳的，那麼他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判也將不成立。本章分析

了反思在主體的經驗活動中的三種不同意涵──知性作為反思的能力，邏輯反思

與先驗反思，它們都與人類的經驗認知息息相關。然而，康德的「反思」最特殊

的地方是提出「先驗反思」。 

要瞭解康德的先驗反思，必須從「先驗的」概念著手。而我們的分析發現，

先驗反思是一種認知的規範性根源。作為一種規範性的根據，它有兩個不同的面

向：正確規定與防止錯誤。先驗反思能夠正確地規定各種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以及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與此同時，相同的規範性也可以用於防止認知活動之

中各種可能的混淆與欺騙。一切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都包含了直觀與概念作為構

成要素。如果我們考慮的脈絡是經驗底判斷，那麼先驗反思必須要防止直觀與概

念被混淆，以確保表象的比較是客觀的。然而，直觀與概念的混淆只不過是其中

一種類型的錯誤。因為，根據多重的心靈基礎力，人類心靈除了擁有感性與知性

之外，還有其他的基礎力。這也意謂，除了直觀與概念的混淆之外，我們的認知

還可能會出現其他類型的錯誤，包括在判斷之中混入了想像或先驗幻相。 

若是如此，我們不應該將先驗反思限制在只能辨別直觀與概念。先驗反思作

為客觀比較的根據，不僅僅是因為它避免了直觀與概念的混淆，而且它還能夠避

免比較的活動混淆了其他的表象。下一章將指出，這種混淆將衍生出各種不同的

幻相，進而產生錯誤的判斷，包括形上學的錯誤判斷。先驗反思真正的規範性意

涵在於：如果認知主體要察覺或防止錯誤判斷的產生，它必須訴諸先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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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反思概念的歧義與駁斥 

一般認為，〈歧義篇章〉是對萊布尼茲哲學的「駁斥(Widerlegung)」。1 我們

可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多處見到類似的駁斥。除了〈歧義篇章〉外，〈對觀念

論的駁斥〉(Widerlegung des Idealismus)是對笛卡爾觀念論的駁斥；〈先驗辯證論〉

是對傳統的「特殊形上學」的駁斥。事實上，「駁斥」作為一個邏輯學概念，它

不是單純地提出一個對立的主張，而是揭發一個錯誤主張背後的根源： 

駁斥的首要義務是指出，人類認知的這個或那個不正確性(Unrichtigkeit)從何

而來？亦即，我必須發現錯誤(Irrtum)的根源，也就是幻相(Schein)，並且我

可以接著向他證明虛假(Falschheit)。因為，如果我不這麼做，並且不向他理

清那些使得他被誤導以為這個或那個是真的方式，則我依然把不確定性與疑

惑留給他。2 

在這段引文中，康德談到了「駁斥」的真正意義：揭發一個錯誤的判斷是源自於

一種幻相。「錯誤」指的是，我們將一個虛假的視為真實的，進而產生一個「錯

誤的判斷(irriges Urteil)」。3 而駁斥的目的是要解釋，為何一個認知主體會產生

錯誤的判斷？亦即，我們必須揭露錯誤的根據為何。康德認為，所有錯誤的根據

都是源自於「幻相」。換言之，一個駁斥首先要做的是，指出一個錯誤的判斷是

源自於幻相。 

這樣的探究方式賦予了批判哲學更加深刻且特殊的哲學意涵。因為，康德在

〈先驗辯證論〉中所作的，正是對傳統形上學的駁斥。這個駁斥一方面以〈先驗

感性論〉和〈先驗分析論〉作為立論根據，另一方面則同時指出，傳統形上學的

各種判斷是源自於幻相，因而是錯誤的。康德指出，傳統形上學的主張是源自於

理性自身所給出的自然的(natürlich)、不可避免的(unvermeidlich)先驗幻相，它們

誘使理性將一個虛假的認知視為真實的，因而作出錯誤的判斷。所以，康德對傳

統形上學的「駁斥」完全符合上述引文的描述。 

〈先驗感性論〉和〈先驗分析論〉已經闡明有關對象認知的先天形式條件。

康德在〈現相與本體〉中為此作了一個總結(Resultat)： 

知性先天可以做到的無非只是對一般可能經驗的形式作出預測，凡不是現象

的東西，由於它不能是經驗的對象，知性就永遠不能跨越感性的限制，只有

在感性中對象才被給與我們。(KrV A246/B303) 

從〈先驗分析論〉的角度而言，傳統形上學所探究的對象並不是透過感性直觀被

 
1 請參閱 Broecken, Das Amphiboliekapitel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pp. 26-7。 
2 請參閱 Wiener Logik, Ak. 24: 832-3。 
3 請參閱 Logik Jäsche, Ak. 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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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的，它們已經超出了可能經驗的界限與範圍。由於範疇只能被運用在感性直

觀之上，才能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所以，範疇無法被運用在這些超感性的對象

上。就此而言，傳統形上學中各種有關超感性對象（靈魂、世界、上帝）的判斷

都是錯誤的。康德認為，如果我們要成功駁斥傳統形上學，那麼我們還需要進一

步指出，這些錯誤的判斷是如何產生的，它源自於何種幻相。因此，〈先驗辯證

論〉的任務就是指出，傳統形上學中的各種判斷都是源自於理性自身所給出的相

幻。這些幻相是一種自然的且不可避免的幻相，因而也被稱為「先驗幻相

(transzendentaler Schein)」。這些先驗幻相誤導理性去作出各種表面上客觀有效的

判斷，實則是一種錯誤的判斷。 

 現在，主體是如何可能發現一個判斷是錯誤的？亦即，它是如何發現一個錯

誤的判斷是源自於幻相？〈先驗辯證論〉的導論中提到： 

因此，為了把知性所特有的活動與混在其中的力區別開來，有必要把錯誤的

判斷看作兩個力之間的對角線，這兩種力按照兩個不同的方向來規定這個判

斷，好像夾有一個角度，並把那個複雜的作用分解為知性和感性這兩個簡單

的作用。這件事在純粹先天判斷中必須由先驗反思來做，這就使每個表象（如

我們已經指出過的）在與之相適合的認知能力中被指定了自己的位置，因而

感性作用對知性作用的影響也就被區分開來了。(KrV A295/B350) 

本文曾指出，康德把認知視為各種不同的基礎力彼此之間相互協調運作的結果。

客觀的對象認知是由感性和知性的綜合聯結所構成的。相反的，一個錯誤的判斷

則可能是在知性下判斷的活動中混雜了其他的認知能力的影響。如果要瞭解一個

錯誤的判斷是如何產生的，我們需要將混雜在其中的各種認知能力區別開來。康

德認為，只有先驗反思才能辨別錯誤判斷中參與活動的各種力。正如上一章所指

出的，先驗反思能夠辨別各種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亦即，規定表象在心靈之中

正確的位置。如此，我們就能確定，一個判斷是由感性與知性（直觀與概念）的

綜合聯結所構成的，還是其中摻雜了其他類型的表象（例如：想像、理念等等）。 

倘若如此，康德的解釋似乎隱含，先驗反思不僅能辨別出直觀與概念所屬的

心靈根源，而且它還能夠辨別出其他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包括來自於理性的概

念（理念）。換言之，如果一項駁斥要成立，它必須指出一個判斷的錯誤根據，

亦即，揭發隱含在判斷之中的幻相。然而，要揭發隱含在判斷之中的幻相，我們

必須藉助先驗反思，去分辨在知性活動中的各種表象，以及它們所屬的心靈能

力。 

「駁斥」不僅適用於傳統形上學對於超感性對象的宣稱，而且也適用於萊布

尼茲的單子論中的各種主張。在〈歧義篇章〉中，康德對萊布尼茲的駁斥有一個

核心的主張：萊布尼茲的單子論透過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形成了許多有關經驗對

象的錯誤判斷。萊布尼茲誤認為，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能夠客觀地規定對象以及

對象之間的關係。他沒有發現，被用於進行表象之比較的反思概念在運用上會產

生歧義。這些概念既可以被用於直觀之比較，也可以被用於概念之比較，並且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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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比較的結果會不一樣。同樣的，對萊布尼茲的駁斥也需要揭發這些錯誤的判斷

是如何產生的，亦即，它們是源自於某種幻相。這需要藉助先驗反思來辨別各種

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如此，我們才能區分正確與錯誤的判斷。 

本文認為，先驗反思的規範性意涵是「駁斥」的立論根據之一。這涉及一個

錯誤的判斷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先驗反思是如何去辨識錯誤判斷的根源。因此，

本文嘗試從一套「錯誤」的理論來重新理解康德對於萊布尼茲的駁斥，以展示先

驗反思的規範性意涵。本章將畫分為兩個部分。第一節將分析「錯誤」的邏輯意

義，以探討一個錯誤的判斷是如何由幻相所引起的。〈先驗辯證論〉是對傳統形

上學的駁斥，它揭發其中各種錯誤的判斷是如何根源於先驗幻相。如果〈歧義篇

章〉也是一種駁斥，這也意謂，萊布尼茲單子論中的各種錯誤判斷也與幻相有關。

而先驗反思是一種特殊的能力，使得主體能夠去辨識各種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以便發現錯誤的根源。因此，在第二節，我們將從幻相的角度來重新理解萊布尼

茲哲學中的錯誤，並指出這種幻相是由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所引起的。先驗

反思則指出，萊布尼茲的單純比較只涉及概念形式之比較，因而只涉及知性所給

出的概念，而不涉及直觀。就此而言，單純的比較不是一種客觀的比較。一旦我

們察覺到這種幻相是由「單純比較」與「客觀比較」的混淆所引起的，那麼，這

種幻相就會消失。在這種詮釋下，先驗反思不只是客觀比較的根據，同時也是揭

發錯誤判斷的根據。 

第一節 「錯誤」的邏輯意義 

本節將分析康德是如何理解一個錯誤判斷之形成。對此，康德在〈先驗辯證

論〉導論中的一段談論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依據。雖然〈先驗辯證論〉要駁斥的

是傳統形上學，但是本節將指出，康德在這裡對「錯誤」的哲學分析隱含著一個

普遍的理論解釋架構。按照康德的理解，任何的錯誤都是源於判斷中的主觀根據

與客觀根據的混淆。而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之所以會產生混淆，是因為受到幻相

的誤導。如果我們要駁斥一個主張，我們需要指出這個主張源自於一種幻相，因

而是一個錯誤的主張。整部〈先驗辯證論〉就是揭發傳統形上學的主張是源自於

理性自身所給出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先驗幻相。這些先驗幻相導致理性誤以為，

有關超感性對象的判斷都是客觀有效的。本節將指出，這個理論架構的解釋不僅

適用於〈先驗辯證論〉，也適用於〈歧義篇章〉。 

a. 一般而言的錯誤 

康德在〈先驗辯證論〉導論的開始就談及「錯誤」的邏輯意義。基本上，康

德的主張有兩個：(1) 真理、錯誤、導致錯誤的幻相不單獨存在於感性中，也不

單獨存在於知性中，而是只存在於（知性思維對象的）判斷之中；(2) 錯誤是判

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關於第一個主張，康德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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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把現象和幻相看作一回事。因為真理或幻相並不在被直觀的對象中，

而是在關於被思維的那個對象的判斷中。所以人們雖然正確地說：感官不犯

錯誤，但這並不是由於它們任何時候都正確地作出判斷，而是由於它們根本

不作判斷。因此真理也好，錯誤也好，誘導出錯誤的幻相也好，都只是在判

斷中、即只有在對象與我們知性的關係中才能發現。(KrV A293/B349-50) 

這段文字主要是針對感官與現象，康德主張：現象不是幻相，而且感官不會犯錯

誤。我們將上述談論整理為論證(1)： 

P1.1: 真理、錯誤只出現在（知性思維對象的）判斷中。 

P1.2: 感官不作任何判斷。 

C1.1 感官不犯錯誤。 

P1.3 感官只提供現象（即直觀的對象）。 

P1.4 誘導出錯誤的幻相只出現在判斷中。 

C1.2 現象不是幻相。 

在這裡，康德很可能是在回應過去的一些哲學主張。有一種哲學主張會認為，現

象與幻相無法被合理地區分，因此兩者是同一的。這一主張最早是由古希臘的伊

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提出。他們認為，現象總是處在流動與變化之中，沒有

任何東西是恆常不變的，而真理是某種恆常不變的東西。因此，一切現象都是幻

相，而不是真理。此外，康德也有可能是在回應加爾維與費德爾對他的批評。他

們認為，當康德把一切透過感官所獲得的表象（以及空間和時間）都當成現象時，

康德的哲學體系就無異於柏克萊式的觀念論。4 在這種觀念論之中，認知主體無

法確定感性能力所給與的表象究竟是擁有實在根據的現象，抑或是毫無根據的幻

相。最終，「空間與時間之觀念性會使整個感性世界變成純然的幻相」。5 康德認

為，加爾維與費德爾嚴重曲解了他的空間與時間的觀念性意涵。因為，空間與時

間是認知主體的主觀形式條件，同時也是主體的變形。然而，康德並沒有否認一

個獨立於認知主體的外在世界之存在（這有別於柏克萊）。相反的，康德否認的

是，認知主體透過感性所獲得的表象是關於物自身的性質。任何對象透過主體的

變形進入到意識活動後，都只能是現象。 

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與第二版《純粹理性批判》特別回應了加爾維

與費德爾的批評，並作出反駁。6 康德認為，就人類認知能力的本性而言，主體

的感性能力是無法作任何判斷的（下判斷屬於知性的機能），它只是被動地接受

對象的觸動。感性將被對象觸動所產生的表象（直觀）提供給主體，但它不會欺

騙主體。7 正確、錯誤、幻相只存在於判斷之中，而感官不作判斷。因此，感性

 
4 請參閱 Feder and Garve, "Kant's Early Critics," pp. 53-4。 
5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0。 
6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0-1, 372-3；KrV B69, B69-70n。 
7 康德在《實用人類學》中提出三點為感性的辯護：第一，感官不會使表象變得模糊；第二，感

官不會命令知性，而是聽命於知性；第三，感官不會欺騙。請參閱 Anthropologie, §§9-11, Ak.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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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所給與的現象不會是幻相。當加爾維與費德爾主張，我們有可能無法區分現

象與幻相時，這不僅是誤解了康德的原意（一個獨立於心靈的外在世界之存在），

同時也誤解了感性能力的本質（感官不作判斷）。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要去尋

找錯誤發生的根源，這個根源不會源自於感性與現象，而是在判斷之中。 

這個論證的第一個前提(P1.1)是，真理、錯誤、幻相只出現在判斷之中。它

涉及另外兩個問題：何謂判斷？何謂真理與錯誤？首先，如前述引文所指出的，

判斷是「對象與人類知性之間的關係」，亦即，知性是透過判斷指涉到一個對象

的。人類的認知有兩個主要的心靈根源，亦即，感性與知性。感性能夠帶來直觀，

而知性是運用概念的能力，直觀與概念分屬不同質的表象。邏輯上，一個概念（作

為一個共同的表象）可以關聯到不同的對象。只有在判斷中，一個概念（作為述

詞）才能透過主詞指涉到某個特定的對象。因為對人類的認知能力而言，對象只

能透過感性直觀被給與。換言之，只有當直觀與概念結合成一個統一的表象（亦

即，判斷），主體的認知才能關聯到對象(KrV A68f./B93f.)。據此，我們可以整理

出論證(2)： 

P2.1: 對象認知只有兩個來源：感性與知性。 

P2.2: 感性透過直觀為知性提供對象。 

P2.3: 知性藉由概念去思考感性所提供的對象（直觀）。 

C2:  判斷是直觀與概念的結合，亦即，判斷是知性與對象的關係。 

現在，康德認為，真理與錯誤（乃至幻相）都只出現在判斷之中，亦即，只存在

於知性與對象的關係中。根據一般的理解，真理是「認知和它的對象的一致」(KrV 

A58/B83)。這是一個真理的實質判準，亦即一個真理的充分且必要的條件。在這

個判準中，「一致性(Übereinstimmung)」指的是一種符應關係(correspondence)，

而不是同一性關係(identity)。8 換言之，當認知和它的對象相符應時，則為真；

當認知和它的對象不相符應時，則為假。我們可以根據真理的一致性關係的特性

建構論證(3)： 

P3.1 判斷是一種認知，亦即，知性與對象的關係。 

P3.2 真理與錯誤涉及認知的一致性關係。 

C3.  真理與錯誤只出現在判斷中。 

然而，康德在這裡要考慮的並不是真理的實質判準，因為一個實質的（充分的）

判準必然考慮到對象的內容與差異，因而無法成為一個普遍的判準 (KrV 

A58-9/B83)。相反的，康德在這裡要考慮的是真理的普遍形式條件，而這涉及「錯

誤」理論的第二個主張。 

第二個主張是，錯誤源自於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混淆。人類的認

 
144-6。 
8 請參閱 Grier, Kant's Doctrine of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p. 1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52 

 

知主要源自於感性與知性，而康德已經排除了感性會犯錯的可能。那麼，這是否

意謂知性會犯錯？康德認為，這也不能完全歸咎於知性。他說： 

在一個與知性的法則徹底符合的認知中是沒有錯誤的。在一個感官表象中也

沒有錯誤（因為它根本不包含判斷）。但沒有任何自然力會自發地從它自己

的法則偏離開。所以不僅知性獨自（沒有其他原因的影響）不會犯錯誤，感

官獨自也不會犯錯誤；因此，知性不會犯錯誤是由於，當它只按自己的法則

行事時，其結果（即判斷）必然會與該法則一致。但與知性的法則處於一致

中的是一切真理的形式面。在感官中根本沒有判斷，既無真判斷也無假判斷。

既然我們除了這兩種認知來源之外沒有別的來源，所以結論是：錯誤只是由

於感性對知性的不被察覺的影響(unbemerkten Einfluß)而導致的，它使判斷

的主觀根據和客觀根據發生了混合(zusammenfließen)，並使它們從自己的使

命那裡偏離開來。(KrV A293-4/B350) 

相較於前一個引文，康德在這裡的推論有點複雜。因為，他不僅解釋為何感性和

知性獨自都不會犯錯，而且同時也解釋錯誤的根源以及錯誤是如何產生的。因此，

這裡把康德的論證拆成幾個部分。 

首先，這一部分的論證從自然力與認知能力的角度解釋，為何感性和知性獨

自都不會犯錯誤。我們先整理出論證(4)： 

P4.1: 自然力不會自發地偏離自己的法則。 

   （亦即，所有自然力獨自都會與自己的法則相一致） 

P4.2: 感性和知性都是一種自然力。 

C4.1: 感性和知性獨自都不會偏離自己的法則。 

   （亦即，感性和知性獨自都會與自己的法則相一致） 

P4.3: 當感性和知性與自己的法則相一致時，錯誤不會產生。 

C4.2: 所以，感性和知性獨自都不會犯錯。 

這個論證有兩個部分，首先由 P4.1 和 P4.2 推得 C4.1，然後再由 C4.1 和 P4.3 推

得 C4.2。康德認為，自然力（包括物體運動的方式）與認知能力的運作方式有

相似的地方，因為沒有任何一種自然的力量（包括感性與知性）會偏離自身固有

的法則。9 就本質而言，任何運動中的物體都不會違反運動法則。一個正在進行

物理運動的物體總是根據自身固有的運動法則來進行位移。當物體不受外力的影

響時，它的運動狀態會保持不變。當它受到另外一個力的作用時，它會改變其原

有的運動速度或方向。這點不僅適用於物理運動之中的物體，而且也適用於心靈

能力的運作。感性與知性不僅擁有各自的形式法則，同時也不會違反自己的法則。

 
9 康德在 A643/B671 中這麼寫道：「一切在我們力量(Kräfte)的本性中建立起來的東西都必然是合

目的 (zweckmäßig)的並且與這些力量的正確運用相一致的，只要我們能夠防止某種誤解

(Mißverstand)並找到它們的真正的方向」。因此，當我們將心靈的各種能力理解為一種力時，它

們也必然擁有一套固定的規則以及運用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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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是不可能「與自己的普遍思想法則相衝突、因而與自己本身相衝突」(KrV 

A59/B84)，否則它會讓自己陷入一種自相矛盾之中，使得所有思想活動都不可能。

不僅知性是如此，感性亦是如此。我們在邏輯上也無法想像感性能力可能違反自

身的形式法則，自相矛盾。 

我們發現，康德在引文中加入了一個但書：「沒有受到其他原因的影響」。由

此可知，知性只有在其他原因的影響下，才會犯錯誤。除此之外，我們已經解釋，

感性絕對不會犯錯，因為它根本不作任何判斷。因此，我們可以把上述論證中有

關感性的部分先不作考慮。簡化後的論證如下： 

P4.1’: 自然力不會自發地偏離自己的法則。 

P4.2’: 知性是一種自然力。 

C4.1’: 知性獨自不會偏離自己的法則。 

P4.3’: 當知性與自己的法則相一致時，錯誤不會產生。 

C4.2’: 所以，知性獨自不會犯錯。 

康德將心靈的各種認知能力理解為一種自然力。本文第三章的分析指出，康德將

理性視為一個有機體，同時用合目的性原理來解釋這個有機體的自我組織。按照

這種理解，心靈中的各種能力能夠根據特定的形式法則相互協調運作，為的是產

生特定類型的認知。 

當我們用自然力的運動來理解心靈的認知能力的運作方式時，我們可以從自

然學(Physiologie)的角度來理解，但這不是康德在這裡要考慮的。相反的，康德

在這裡想要從邏輯學的角度來解釋認知能力的運作方式，以解釋正確判斷與錯誤

判斷的分別。而邏輯學是「一般知性的規則的學科」(KrV A52/B76)。因此，認

知能力的形式法則就是邏輯學中所闡明的各種思想的形式條件，它們是知性運作

時必然會遵守的法則，因而也是真理的形式判準。 

康德進一步區分了形式邏輯與先驗邏輯，兩者分別為一般的判斷以及經驗底

判斷提供真理的形式條件。首先，形式邏輯的真理的形式判準是任何思想活動都

不能違反的： 

因為，凡是與這些判準相矛盾的東西，由於知性在此與自己的普遍思考規則

相衝突、因而與自己本身相衝突，就是錯誤的。但這些標準只涉及真理的形

式，即一般思想的形式，就此而言它們是完全正確的，但並不是充分的。(KrV 

A59/B84)。 

一般的思想形式條件只是真理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的、實質的條件，滿足了

這些形式條件並不能決定一個認知（判斷）的真假值。這些形式條件只能作為知

性的法規(Kanon)來規範知性的運作，而不能作為工具(Organon)去擴展我們的認

知(KrV A61/B85)。只有當我們擁有一個充分的、實質的真理判準（亦即，經驗

真理）時，我們才能去判定一個認知是否與它的對象相一致，亦即，決定認知的

真假值。由於形式邏輯完全不考慮認知的內容與對象的差異，所以其真理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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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準不可能是充分的，它們只是一般判斷必須滿足的必要條件。 

形式邏輯的真理判準仍不足以規定經驗底判斷的真理與錯誤。為此，我們必

須考慮先驗邏輯的真理判準，它涉及對象認知的判斷。因為先驗邏輯是： 

一種在其中不抽掉認知的全部內容的邏輯；因為這種邏輯將只包含對一個對

象的純思想的規定，它將排除一切具有經驗性內容的認知。它還將討論我們

有關對象、而又不能歸之於對象的認知來源。(KrV A55-6/B80) 

雖然先驗邏輯考慮了對象認知的思想法則，但它依然不考慮任何經驗性的內容。

因此，先驗邏輯涉及對象認知的形式條件，亦即，有關對象認知的真理的形式條

件。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判斷，而是一般的經驗底判斷的形式，而忽略了經驗底

判斷的一切實質內容。 

由此可知，先驗邏輯所確立的真理的形式條件是與對象認知有關係的。但是，

對經驗底判斷而言，這個判準依然不是一個真理的實質條件，因為它所關注的是

認知與對象的先天關係，而不是它們實在的經驗性關係。因此，先驗邏輯所闡明

的真理的形式條件是對象認知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因為沒有任何認知能夠與這種邏輯相矛盾而不同時喪失其一切內容、即喪失

與任何客體的一切關係，因而喪失一切真理。(KrV A62-3/B87) 

在先驗邏輯中，我們可以把它所要闡明的真理的形式條件視為〈先驗分析論〉中

所確立的先驗原理。這些先驗原理是對象認知的先天的、形式條件，它們規定了

認知與對象之間的先天關係。因此，康德也稱它們為「先驗真理(transzendentale 

Wahrheit)」(KrV A146/B185, A221-2/B269)。 

現在，讓我們回到 A293-4/B350 中對錯誤的分析。由於這個分析是在〈先驗

辯證論〉的導論中，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錯誤」理論詮釋為是一種先驗邏輯觀

點下的分析。10 在 A293-4/B350 中所提到的「與知性的法則處於一致中的是一

切真理的形式的東西」應該被理解為，〈先驗分析論〉中所確立的知性法則，亦

即，涉及對象認知的形式法則，因而也是先驗真理。根據先驗真理，一切對象認

知都必須與這些知性的法則相一致。它們是對象認知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經驗

真理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KrV A146/B185)。換言之，先驗真理是一

個正確與錯誤的經驗底判斷的形式判準。就認知的模態而言，經驗性思想若要可

能，它首先必須符合先驗真理的形式判準，我們才可以進一步談論經驗思想在質、

量、關係方面的規定。因此，思想的模態在經驗思想中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而

 
10 本文反對將論證(4)理解為形式邏輯的真理判準，儘管康德在 A293-4/B350 中並沒有清楚地指

明這個「真理的形式」是由形式邏輯所給出的，還是由先驗邏輯所給出的。兩套邏輯系統的形式

真理觀的差異在於：在形式邏輯中，一旦思想與知性（和理性）的形式法則不相一致時，那麼思

想活動自身也將不可能發生(KrV A59/B83f.)；而在先驗邏輯中，一旦認知與知性的形式法則不相

一致，那麼認知也將喪失其客觀有效的先天根據(KrV A62/B87)。從 A293-4/B350 的脈絡來看，

我們可以確定，這個「真理的形式」是由先驗邏輯所給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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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康德在〈原理的分析〉中「一般經驗性思想的設準」的可能性模態所要闡

明的：「凡是（按照直觀和按照概念）與經驗之形式條件相一致的，就是可能的」

(KrV A218/B265)。11 根據這個思想的設準，知性的形式條件是對象認知的必要

條件，因此，一切經驗認知只有在與知性的形式條件相一致時，它才成為可能的。

相反的，任何違反這些形式條件的經驗認知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論它們在量、質、

關係的規定。 

據此，我們可以為 A293-4/B350 建構論證(5)： 

P5.1: 一切真理的形式條件是認知與知性的法則相一致。 

P5.2: 一切錯誤的形式條件是認知與知性的法則不相一致。 

C5: 所以，在一個與知性的法則徹底符合的認知中是沒有錯誤的。 

當我們從先驗真理的角度理解知性的法則時，這些知性的法則只告訴我們什麼是

一個有關對象認知的正確判斷的形式的、必要的條件。如〈先驗分析論〉所闡明

的，這些知性的法則是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的先天根據。因此，知性的法則在此

指的是「任何對象要能被思考都不可或缺的那些原理…」(KrV A62/B87)。當認

知與知性的法則不相一致時，這樣的認知將「…喪失其一切內容、即喪失與任何

客體的一切關係…」(KrV A62-3/B87)。 

論證(5)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只有從先驗邏輯的角度才能夠解釋，一個對象

認知的判斷在什麼意義之下是正確的或錯誤的。論證(5)告訴我們，知性「在什

麼情況下」會犯下錯誤，產生錯誤的判斷。但是，這個論證沒有闡明，知性「為

什麼」會犯錯。若要解釋知性會犯錯的原因，我們必須回到論證中的但書，亦即，

知性「沒有受到其他原因的影響」。這個但書隱含一個因果的解釋：如果知性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致使它偏離自己的法則，則它就會犯錯。 

如果要找出其他影響知性的因素，我們就得在知性與其他認知能力之間的關

係中尋找。正如本文第三章所指出的，雖然康德的批判哲學主張一種多重的心靈

基礎能力理論，但是就對象認知而言，感性和知性是人類認知的兩個主要來源。

前述論證(2)已經指出，感性和知性所產生的表象（直觀與概念）只能在判斷之

中形成一個統一的表象，亦即，對象認知。而論證(3)則指出，由於真理與錯誤

只發生在判斷之中，那麼，我們只能在判斷之中，亦即，在知性與感性的關係之

中尋找知性犯錯的原因。而康德在 A293-4/B350 之中指出，知性是在不被察覺的

情況下受到感性的影響，由此產生一個錯誤的判斷。與此同時，康德也附上一個

注腳進一步解釋感性是如何影響知性的，本節之後會再詳細討論這個注腳(KrV 

A294/B351n)。至此，我們可以得出另一個論證(6)： 

 
11 康德認為，一個判斷的內容是由量、質、關係的規定所構成的，而模態則不涉及任何判斷的

內容，它只涉及判斷的繫詞(Kopula)與一般思想的關係(KrV A74/B99-100)。據此，先驗邏輯中的

真理的形式條件指的是量、質、關係的先驗原理，因為它們先天地規定判斷的一切對象內容。相

反的，模態的先驗原理並不為判斷增添任何實質的內容，只是就判斷與認知能力的關係來考量判

斷中的聯結效力。因此，模態的先驗原理被表明為「一般經驗性思想的設準」(KrV A218/B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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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對象認知，即判斷只有感性與知性這兩個來源。 

P6.2: 錯誤只存在於知性的判斷中。 

P6.3: 知性和感性獨自都不會犯錯誤。 

C6: 錯誤只是由於感性對知性的不被察覺的影響所導致的。 

以上的分析是康德在 A293-4/B350 中的錯誤理論的核心主張，我們將康德的

主論證和結論整理成如下： 

P1: 自然力不會自發地偏離自己的法則。 

P2: 對象認知只有兩個來源：感性和知性。 

P3: 對象認知是一個判斷。 

P4: 真理與錯誤（包括幻相）只出現在判斷之中。 

P5: 感性獨自不會犯錯。 

P6: 知性獨自不會犯錯。 

P7: 當知性與自身的法則不相一致時，判斷就會出現錯誤。 

P8: 當知性無法按自己的法則行事時（受到其他原因的影響），它會犯錯。 

C1: 錯誤是感性對知性的不被察覺的影響所導致的。換句話說， 

C2: 錯誤是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了混淆，亦即，知性錯誤地思考

或理解感性所給與的對象。 

綜合而言，錯誤判斷產生的原因主要歸結為 C1 和 C2。相類似的談論也出現在康

德的其他邏輯學相關的著作中。12 關於這個論證的有效性問題，這裡先作幾點

扼要補充。首先，我們似乎無法從 P1 至 P8 的前提推導出 C1。因為 C1 提到了

「不被察覺的影響」，但是這個論證並沒有談到「不被察覺的影響」。這裡的回應

是，P8 提到「受到其他原因的影響」，它可以蘊涵「不被察覺的影響」。其次，

整體而言，我們必須進一步闡明「受到其他原因的影響」和「不被察覺的影響」

的可能蘊涵，如此康德的論證才更具說服力。接下來的分析將指出，這可能的蘊

涵主要有兩個：多重基礎力的解釋架構與先驗反思的規範性。簡而言之，儘管上

述論證的前提只提及感性和知性，但是我們必須從多重基礎力的角度檢視康德的

論證，才能正確地理解認知能力如何可能「受到其他原因的影響」或「不被察覺

的影響」。最後，關於「不被察覺的影響」，這不僅僅表示錯誤是源於主體沒有察

覺到感性對知性的影響。它同時也意謂，錯誤是源於主體缺少了先驗反思的作用，

而受到幻相的誤導。關於這幾點補充，本文接下來將會仔細闡明。 

儘管康德是在〈先驗辯證論〉才提出錯誤判斷產生的原因，這似乎只針對形

上學相關的錯誤判斷，但是本文認為，這個因果的解釋也適用於〈歧義篇章〉。

如果我們要解釋，為何萊布尼茲的單子論會產生許多錯誤的判斷，C1 和 C2 就指

出了錯誤的根據。 

 
12 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53-4；Logik Pölitz, Ak. 24: 526-7；Logik Busolt, Ak. 24: 631-2；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20-1；Wiener Logik, Ak. 24: 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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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 C1 和 C2 並不是邏輯上等同的。至少

〈先驗辯證論〉中所要處理的錯誤判斷是因為理性的理念所引起的，其完全不涉

及感性能力與直觀。因此，C1 和 C2 並不是邏輯上等同的。那麼，C1 和 C2 是

同一個原因的不同面向的解釋？還是兩個不同的原因？接下來，我們逐一釐清。

首先，C1 主張，感性會對知性產生「不被察覺的影響」。 

那麼，感性是如何影響知性的？康德在同文的注腳中寫道： 

感性在從屬於(unterliegen)知性而作為知性施展其機能的對象時，就是實在

的(real)認知的來源(Quell)。但同一個感性，當它影響(einfließen)知性本身的

行動並規定它的判斷時，就是錯誤的根據(Grund)。(KrV A294/B351n) 

這個注腳指出，感性與知性在一個判斷中有兩種不同的結合方式。在第一種方式

中，感性從屬於知性，亦即，感性（明確地說，構想力）根據概念而被涵攝在

(subsumieren)知性之下。13 在這一種從屬關係中，感性只是被動地接受對象的觸

動，產生知性所需的直觀的雜多。而知性的機能是「把各種不同的表象[按：感

性直觀的雜多]放在一個共同表象之下加以整理的行動的統一性」(KrV A68/B93)。

當感性直觀的雜多被帶到概念底下時，感性是完全服從於知性的法則。當知性得

以在感性直觀上發揮其機能時，它就能產生一個正確的判斷。值得注意的是，康

德在這裡所要考慮的是「實在的認知的來源」問題，這個來源涉及「一般而言的

經驗思想」如何可能的問題。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這是從認知的模態上考慮

認知是否與知性的形式法則相一致的問題。只有當認知與知性的形式法則相一致

時，經驗性思想才是可能的。這裡依然未去考慮經驗性思想的實質條件是否被滿

足的問題。14 所以，這裡要考慮的不是一個經驗底判斷實質的真假問題，亦即，

認知與對象之間是否在現實上是一致的。「實在的認知的來源」所要強調的是，

只有當一個判斷與先驗真理的形式條件相一致時，我們才能說這個判斷在認知的

模態上是可能的。 

先驗真理的形式條件強調，只有當知性與它自身的法則相一致時，知性才不

會犯錯誤。因此，只有在感性完全服從於知性的情況下，知性才與自身的認知法

則相一致，正確的判斷才是可能的。相反的，知性之所以會犯錯，是因為感性不

再服從於知性（尤其當構想力提供想像時），並且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影響知性，

導致知性與自身的法則不相一致。據此，正確的判斷是不可能的。當感性影響到

 
13 在康德，「從屬於(unterliegen)」或「涵攝於(subsumieren)」通常被用於表象之間的關係，有時

也被用於能力之間的關係。請參閱 KU, §35, Ak. 5: 287。 
14 就認知的模態而言，「一般經驗性思想的設準」首先表明，一切經驗性思想必須與知性的形式

法則（先驗真理）相一致，才是可能的。只有當形式條件被滿足後，我們才能進一步談論它的現

實性。而現實性模態的先驗原理表明：「凡是與經驗之實質條件（與感覺）相聯結的，就是現實

的」(KrV A218/B266)。康德在談論「實在的認知的來源」時，他指的是模態的可能性問題，而

不是現實性問題。因為，這裡依然是從先驗的且形式的角度，而不是從先驗的且質料的角度，更

不是從經驗的角度去考慮真理判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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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時，它必然也會影響到判斷的形成。15 因此，當知性犯錯時，它必然會產

生錯誤的判斷。 

以上的分析還是沒有解答，感性是如何影響知性的？感性是在什麼意義下成

為錯誤的根據？對於人類的認知能力而言，對象只能透過感性的直觀被給與。而

感性只是被動地接受對象的觸動，進而產生直觀(KrV A19/B33)。顯然，「被觸動」

不同於「影響(Einfluß auf)」。由於人類只有一種直觀的能力──感性，何以同一

個能力既「服從於」知性，又「不服從於」知性並且「影響」知性？「服從」具

有被動的意涵，「影響」則有主動的意涵，這兩者乍看之下是不相容的。16 若是

如此，康德的描述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事實上，康德在這裡並沒有自相矛盾。在 A293-4/B350 的脈絡中，康德是採

取一種二分法的分析方式，他只專注於認知判斷的兩個主要來源──感性與知性。

在這一二分法之中，感性與知性獨自都不會犯錯，除非它們與自身的法則不相一

致。錯誤只出現在它們的相互合作的關係中（即判斷）。然而，正如本文的第三

章所指出的，康德的批判哲學不只區分感性與知性，而是畫分出多重的心靈基礎

力。就對象認知而言，心靈除了擁有感性與知性兩大基礎力之外，還有其他的基

礎力，包括判斷力、構想力、理性。因此，如果要解釋，為何感性既服從於知性，

又能夠不服從於知性且影響知性，我們不能再從二分法的方式去分析這問題，而

必須從多重基礎力的角度來理解。 

從多重基礎力的角度而言，A293-4/B350-1 的正文與注腳有兩點是必須補充

的： 

(1) 首先，康德所討論的錯誤屬於對象認知的判斷，它涉及判斷力如何將知性的

法則正確地運用在具體的認知活動中。因為，知性把感性直觀帶到它的概念底下

進行思考的過程中也涉及了判斷力。判斷力是一種介於感性與知性之間的中介能

力，也是一種運用規則的能力，它能「分辨某物是否從屬於某個給定的規則之下」

(KrV A132/B171)。17 具體的認知過程涉及知性的法則在經驗性直觀上的運用問

題。判斷力的工作則是把直觀帶到概念底下，亦即，判斷力將知性的法則運用在

直觀之上。因此，康德的分析首先必須引入判斷力，才能更合理地解釋錯誤判斷

是如何產生的。 

 
15 康德也說，感性對知性所施加的影響實則是感性對判斷所施加的影響，致使判斷的主觀根據

與客觀根據相混淆。請參閱 Jäsche Logik, Ak. 9: 53-4。 
16 Grier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並沒有正面解釋，為何感性是一個錯誤的根據。她只是將這種錯誤

歸結為感性與知性之間的溝通不良，導致一個判斷沒有正確分辨出感性的條件限制。Allison 則

認為，這個問題難以獲得一個滿意解釋。因為，感性能力本質上就是被動的，這種被動接受性的

能力在何種意義下能夠「主動地影響」知性，是不清楚的。在本文的詮釋中，我們至少看到，判

斷力在感性與知性之間的中介角色，它有可能會犯錯。這是 Grier 與 Allison 在分析 A293-4/B350

時所忽略的面向。請參閱 Grier, Kant's Doctrine of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pp. 102-11；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p. 323。 
17 康德在其地方指出，判斷力是「一種把從他處而來的被給與者從屬於概念之下的能力」(EE, II, 

Ak. 20: 202)，或者是「將個別者思考為被包含在普遍者底下的能力」(KU, Einl. IV, Ak. 5: 17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59 

 

A294/B351n 注腳的談論隱含了判斷力的作用，感性從屬於知性的關係也涉

及判斷力。18 從多重基礎力的觀點而言，一個錯誤判斷的產生既不能歸咎於感

性（因為它不作判斷），也不能歸咎於知性（因為它獨自是與自身的法則相一致

的）。一個錯誤判斷的產生應該歸咎於判斷力這個運用規則的能力。更準確的說，

錯誤的產生是因為構想力影響了判斷力，進而導致知性與自身的法則不相一致。 

判斷力可以進一步被區分為「規定的(bestimmend)」與「反思的(reflektierend)」。

在規定判斷力之中，普遍者（規則，原理，法則）預先被給與，而個別者（感性

直觀）則被涵攝在普遍者之下；在反思判斷力之中，個別者預先被給與，以便尋

得一個能把個別者涵攝在其下的普遍者。19 如果我們要在 A294/B351n 注腳的談

論中考慮判斷力，那麼這會是規定的判斷力，而不是反思判斷力。知性作為一種

主動自發的能力，它擁有各種先天的形式法則（即普遍者）。當感性屈從於知性

時，規定判斷力的任務是根據知性的法則，將各種感性直觀的雜多（即個別者）

安排在概念（即普遍者）之下。「規定」意謂知性占據了主導與支配的地位，感

性則完全服從於知性的指示。因此，當感性服從於知性時，判斷力也發揮了它的

職責，使得知性與自身的法則保持相一致，因而得以產生正確的判斷。當感性不

再服從於知性，而是影響知性時，錯誤的判斷就會產生。然而，這個錯誤並不是

源自於反思的判斷力，而是應該歸諸於規定的判斷力。因為反思的判斷力不涉及

任何對象概念的規定，而是涉及主體或主體的主觀感受。換言之，反思判斷力與

一個判斷的真理與錯誤無關。縱使主體產生一個錯誤的判斷，這個錯誤也是源自

於規定的判斷力。 

既然邏輯學涉及思想運作的形式法則，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在邏輯學之中找到

判斷力的形式法則？這個問題涉及判斷力的本質。康德同意一般邏輯學家的觀點，

判斷力是一種特殊的能力，它自身沒有一套運作的形式法則。作為一種運用規則

的能力，判斷力只能從知性那裡獲得形式法則，並將這些形式法則運用在具體的

情況中。至於判斷力要如何具體地運用這些知性法則，這只能透過後天的教導與

不斷地練習，才能熟練地掌握正確的運用方式(KrV A132ff./B171ff.)。這也意謂，

生疏的、不謹慎的判斷力會產生錯誤。 

雖然形式邏輯完全不為判斷力提供如何正確運用規則的方式，但是「知性和

判斷力在先驗邏輯中有其客觀有效的、因而真實的運用的法規」(KrV A131/B170)。

康德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判斷力的先驗面向，而不是經驗面向。雖然先驗邏輯為判

斷力提供如何正確運用知性法則（先驗原理）的方式，但是這也僅限於它們的先

天運用，以防止判斷力在純粹的先天認知領域中出現判斷上的失誤(laspsus 

judici)(KrV A135f./B174f.)。至於知性的形式法則如何被正確地運用在具體的、實

際的對象認知，判斷力依然必須透過後天的不斷練習，才能熟練掌握。換言之，

 
18 Heimsoeth 認為，感性對知性的不被察覺的影響，其實指的就是感性對判斷力的影響。請參閱

Heinz Heimsoeth,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Ein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66), p. 9。 
19 請參閱 KU, Einl. IV, Ak. 5: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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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力在具體的、實際的運用中依然會犯錯誤。 

在具體的經驗認知中，當感性服從於知性時，判斷力是根據先驗原理正確地

將感性直觀帶到概念之下，形成客觀有效的判斷。而當感性能力不再服從於知性

的規定時，這並不表示感性有任何「主動性」能力拒絕服從知性的法則。而是說，

判斷力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受到感性的影響，進而以不正確的方式運用知性

法則來安排感性的雜多。因此，知性單獨不會犯錯，但是，判斷力作為一種運用

規則的能力卻有可能會犯錯，亦即，使得知性與自身的法則不相一致。 

(2) 其次，上述的分析只解釋，從多重基礎力的角度而言，感性與知性都不會犯

錯，只有判斷力才會犯錯。但是，這依然沒有解釋，感性在什麼意義下會影響知

性，或者更準確而言，感性如何影響判斷力？在多重基礎力的觀點下，我們可以

將構想力也納入我們的解釋中。事實上，感性包含了兩種不同的能力：感官(Sinn)

與構想力(Einbildungskraft)，它們所產生的表象是不同的。20 當主體的感官被對

象觸動之後，就會產生經驗性的感性直觀（現象）。因此，直觀是直接地涉及對

象，「直觀只有在對象被給與我們時才發生」(KrV A19/B33)。在沒有對象的情況

下，主體的感官是不會產生任何直觀的。然而，感性還有另一種能力──構想力。

構想力能帶來想像，但是，想像並不是一種直接關聯到對象的表象，而是關聯到

主體的表象。因此，在沒有任何對象的情況之下，縱使感性能力沒有發生觸動，

構想力依然能夠產生想像(KrV B151)。21 在多重基礎力的觀點下，我們得以從感

性中區分出感官與構想力的不同，以解釋感性是如何影響判斷力的。 

當感性從屬於知性時，這實際上指的是，感官受到對象觸動所產生的直觀被

判斷力帶到知性的概念底下。因此，知性與自身的法則依然可以維持相一致，進

而產生正確的判斷。然而，在感性影響知性的情況中，這實際上指的是構想力，

而不是感官。當感性提供的是想像時，判斷力依然有可能在「不被察覺」的情況

下，誤把感性（明確地說，構想力）所提供的想像當作是直觀。在這種情況下，

知性法則被判斷力不正確地運用在直觀之上進行思考。如此，知性與其自身的法

則就會不相一致，因而形成錯誤的判斷。 

以上的分析解釋了 C1，亦即，錯誤是感性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影響知性所

導致的。由於我們的問題是，C1 和 C2 之間的關係為何？所以，讓我們再回到

A294/B350-1 中論證的結論： 

C1: 錯誤是感性對知性的不被察覺的影響所導致的。 

C2: 錯誤是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了混淆，亦即，知性錯誤地思考

或理解感性所給與的對象。 

 
20 請參閱Anthropologie, §15, Ak. 7: 153；Logik Blomberg, Ak. 24: 103；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53；Metaphysik v. Schön, Ak. 28: 473；Metaphysik Dohna, Ak. 28: 672；Metaphysik K2, Ak. 28: 

737。──在以上這些脈絡中，康德將構想力歸給感性。但是，康德在其他的一些脈絡中會將（先

驗的）構想力歸給知性。請參閱 KrV A119, B162n。 
21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15, Ak. 7: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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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兩個結論之間的關係，我們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解讀方式。在第一種解讀中，

我們可以將 C1 與 C2 理解為一種條件關係，它表明：一旦 C1 發生，C2 也會發

生，或者 C1 是 C2 的原因。其原意是，當感性影響到知性時，判斷的主觀根據

與客觀根據就會發生混淆，因為判斷力錯誤地認為感性（構想力）所給與的表象

（想像）是涉及對象的直觀。 

在第二種解讀中，我們可以把它們理解為一種同位語的關係，亦即，C1 和

C2 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件事──錯誤。如果 C1 與 C2 是同位的表述，那

麼，我們也可以用 C2 解釋 C1，亦即，「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混淆」

能解釋「感性對知性的不被察覺的影響」，反之亦然。 

在第三種解讀中，我們將 C2 視為一個更普遍的表述。因此，「錯誤是判斷

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了混淆」是一個普遍的解釋架構，「知性錯誤地思考

或理解感性所給與的對象」和 C1 則是兩個不同的個例。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

的，C1 談論的脈絡被限定在經驗的活動之中。然而，C2 中所提到的判斷的「主

觀根據」與「客觀根據」，在不同的脈絡中有不同的指涉。在 C1 的脈絡中，它

指的是經驗性判斷的主觀根據和客觀根據。然而，如果一個判斷涉及超感性的對

象，那麼這類形上學的判斷是透過理性的推論能力所獲得的。形上學的判斷的主

觀根據與客觀根據又不同於經驗性的判斷。 

本文認為，第三種解讀更符合康德的原意，理由有兩個。首先，並不是所有

的判斷都涉及感性與知性之間的關係。康德是以對象認知為例子，去討論判斷的

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因而才會談到感性與知性之間的關係。考慮到 A294/B350

是在〈先驗辯證論〉的導論，康德其實所要關注的錯誤是形上學中的錯誤判斷。

形上學的錯誤判斷並不涉及感性與知性之間的關係，而是涉及知性與理性之間的

關係。換言之，更合理的解釋是，康德是以經驗性的判斷為例證，去談論判斷的

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之間的混淆如何產生錯誤。因此，C2（錯誤是判斷的主觀

根據與客觀根據相混淆）是一個更普遍的解釋架構。 

其次，若要成功駁斥一個錯誤，我們需要指出錯誤產生的原因是受到幻相的

誤導所致。然而，如果我們的分析只關注於感性與知性之間的關係，這只能解釋

特定類型的幻相，而不能解釋其他類型的幻相。〈先驗辯證論〉所要關注的是先

驗幻相，這種幻相與理性有關。因此，如果康德要駁斥傳統形上學的錯誤判斷，

他必須指出這些錯誤的判斷是源自於先驗幻相。這是感性和知性之間的關係(C1)

所無法解釋的，因為傳統形上學的錯誤並不是源自於感性對知性的影響。相反的，

如果我們將 C2 視為一個普遍的解釋架構，那麼我們就能解釋，形上學的判斷之

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它受到先驗幻相的誤導，導致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

被混淆了。 

接下來，我們將從第三種解讀方式理解 C2 的意涵，重新理解判斷的主觀根

據與客觀根據如何發生混淆。 

首先，何謂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不同類型的判斷擁有不同的主觀根

據與客觀根據。在對象認知中，判斷是直觀與概念（感性與知性）的結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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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主觀根據是感性，它能給與對象的表象；而判斷的客觀根據是知性，它能

給出各種先天的形式法則。22 在形成一個判斷時，規定判斷力會將源自感性直

觀的現象帶到知性的概念底下進行綜合聯結。當感性從屬於知性時，主觀的根據

（直觀）是按照客觀的根據（知性的法則）在進行綜合聯結的。在這種情況下，

主觀的根據與客觀的根據是不會發生任何混淆的。 

當知性受到感性的影響時，感性與知性不再是從屬關係，而且判斷的主觀根

據與客觀根據發生了混淆。那麼，何謂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混淆？這其實指

的是，主觀的根據被視作客觀的根據。23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感性（主觀根

據）既可以是感官，也可以是構想力。就表象的性質而言，感官將一個表象連結

到對象，它所給與的是現象；而構想力將一個表象連結到主體，它所給與的是想

像。當感性提供給知性的是直觀，直觀服從於知性的概念，這最終可以形成一個

客觀有效的判斷。然而，當感性提供給知性的不是直觀，而是想像時，判斷力有

可能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依然把想像帶到知性的概念底下，這就會產生一個錯誤

的判斷。事實上，這是感性對判斷力的不當影響，導致判斷力犯錯，誤把主觀的

（想像）視為客觀的（對象）。在日常的生活中，視覺的幻相(optische Illusion)

是最常見的例子，它是「判斷力受到了想像的影響的誘惑」(KrV A295/B352, A376)，

進而形成了一個錯誤的判斷。 

另一種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混淆的情況是出現在知覺判斷。知覺

判斷是一種主觀有效的判斷，因為它只「比較諸知覺，並且在對於我的狀態之一

種意識中將它們結合起來」。24 由於這些知覺之間的聯結沒有被帶到範疇之下進

行客觀有效的統一，所以知覺判斷不是客觀有效的。然而，當知性在下判斷時，

判斷力卻很容易將「主觀的表象方式當成客觀的」，因而引起混淆： 

感覺向我們呈現行星底運行，時而順行，時而逆行，在此並無真假可言，因

為只要我們甘心將它僅先當作現象，我們就根本尚未對行星底運動之特質下

判斷。但是如果知性不好好留意防範將這種主觀的表象方式當成客觀的，就

很容易產生一項錯誤的判斷。 

如果我們只根據知覺的聯結形成判斷，那麼這些判斷無疑只是主觀有效的。然而，

如果我們沒有留意行星運動的方式，就會誤以為行星的運動方向是不規則的（時

而順行，時而逆行）。所有知覺的聯結都是依靠感覺，感覺只是主觀的根據。而

判斷力有可能受到這些感覺的誤導（時而順行，時而逆行），以不正確的方式運

用知性法則去規定這些知覺。如果判斷力把它們視為客觀的根據，則主體會形成

一個錯誤的判斷。 

關於對象認知可能產生的錯誤，其重點在於，感性（主觀根據）與知性（客

 
22 請參閱 Logik Philippi, Ak. 24: 404；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20, 721；Wiener Logik, Ak. 

24: 825；Refl. 2142, Ak. 16: 250。 
23 請參閱 Logik Blomberg, Ak. 24: 103；Refl. 2157, Ak. 16: 255；Refl. 2158, Ak. 16: 255。 
24 請參閱 Prolegomena, §20, Ak. 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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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根據）都擁有各自的形式法則。當感性只服從於知性，它只為知性提供認知所

需的感性直觀，知性依然與自身的法則相一致。在這一情況中，感性只「服務於

(dienen)」知性，而不是「迷惑(verwirren)」知性。25 相反的，當感性不再服務於

知性時，知性就會偏離自身固有的法則。然而，這不是說，感性迷惑了知性，因

為感性本質上就不會使一個表象變得模糊，也不會使現象變成虛假的幻相。26 而

是說，不熟練與不謹慎的判斷力沒有察覺到感性所給與的表象的種類。感性和知

性獨自都不會犯錯，會犯錯的是判斷力，因為判斷力「不能被教導」、「不能防止

誤用」(KrV A133/B172)。在經驗認知中，判斷力可以將直觀與想像帶到知性的

概念底下。而不熟練的、不謹慎的判斷力無法正確地辨別感性所給與的是直觀，

還是想像，因而它最容易受到感性的影響。當判斷力將一個知性法則運用在想像

之上，誤將某種主觀的、不涉及對象的表象視為一個客觀的、直接涉及對象的表

象，那麼，判斷力就犯了錯誤。 

對康德而言，形上學判斷（有關超驗對象的判斷）也是一種錯誤的判斷。27

而根據 C2，這類判斷也是混淆了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形上學判斷有別於經驗

性的判斷，因為它完全不涉及任何的感性直觀，它只與知性產生關聯(KrV A306/ 

B363, A643/B671)。因此，形上學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不同於經驗性的判

斷。也因如此，導致形上學判斷的錯誤原因也不同於經驗性的判斷。康德寫道： 

我們的理性（它被主觀地看作人的認知能力）中，包含著理性運用的一些基

本法則(Grundregeln)和格律(Maxime)，它們完全具有客觀原理的外表，並導

致把我們的概念為了知性作某種連結的主觀必然性，看作了對物自身進行規

定的客觀必然性。(KrV A297/B353) 

根據引文，我們可以確定，涉及形上學的錯誤判斷依然是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

混淆。與此同時，這種錯誤涉及理性對於它的一些法則與格律的運用。形上學的

錯誤判斷不是源於感性的不當影響，因為理性從不直接涉及感性。因此，我們無

法用 C1 來解釋形上學的錯誤判斷是如何產生的，但是，我們卻可以使用 C2 來

解釋它。 

康德認為，形上學的錯誤判斷與理性的原理有關。這個原理最初只作為一項

邏輯格律(logische Maxime)的形式而被理性所採納： 

為知性的有條件的認知找到無條件者(das Unbedingte)，藉此來完成知性的統

一。(KrV A307/B364) 

我們在第三章已經看到，理性是根據這項邏輯格律來為知性認知尋找一種系統的

 
25 請參閱 Wiener Logik, Ak. 24: 825。 
26 請參閱 Anthropologie, §9, Ak. 7: 144。 
27 在理性的推論活動中，一個判斷並不是指直觀與概念所結合的統一表象，而是指藉由三段論

的推論，由兩個前提推導出一個判斷作為結論。既使理性進行的是一種前溯的三段論推論

(Prosyllogismus)，以便尋找條件的條件(Bedingung der Bedingung)，這個條件依然是一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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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性，使得知性的認知不再是一種隨機的、偶然的認知。然而，這項邏輯格律

只是主觀有效的，「尋找無條件者」只是理性為自己所提出的一項任務，但是它

並沒有主張「必然存在著一個無條件者」。因此，它無法帶來任何客觀有效的認

知。另一方面，理性出於自身的本性使然，它總是試圖越過可能經驗的界限，去

作出許多判斷，以宣稱無條件者是必然的、客觀的存在，而且我們能夠獲得有關

它們的客觀認知。當理性如此宣稱時，它實際上是把一個主觀有效的邏輯格律當

成是一個客觀的先驗原理。因為它預設： 

如果有條件者(das Bedingte)被給與，則整個相互從屬的本身是無條件的條件

序列也被給與（即包含在對象及其連結之中）。(KrV A307-8/B364) 

由於多了這個預設，上述的邏輯格律就成為了理性的最高原理(oberstes Prinzip)。
28 這個預設主張無條件者必然存在，因而這個預設會讓理性誤以為，實際存在

著某種被給與的對象（無條件者）。然而，這個無條件者不是一個可能經驗的對

象（它無法在感性直觀中被給與），而是超越可能經驗界限之外的超感性對象。

就此而言，這個理性的最高原理是超驗的，因為它總是解消一切可能經驗的界限

(KrV A296/B353)。同樣的，任何有關靈魂、世界、上帝的主張都是超驗的，因

為這些主張都是奠基在理性的最高原理，而理性誤以為它們是客觀有效的。 

康德認為，形上學的判斷之所以是錯誤的或毫無根據的，是因為它們都混淆

了認知中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理性的邏輯格律由始至終都只是主觀有效的，

我們不能將它視為一種客觀的原理，去獲得有關超感性對象的認知。例如，「世

界在時間上必然有一個開端」(KrV A297/B353)，這是一個形上學的錯誤判斷，

它的錯誤是由於主體混淆了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而康德也認為，這個判斷包含

了一個幻相）。對康德而言，理性的邏輯格律不可能成為一個客觀的先驗原理。

但是，理性的本性總是不斷地誘使自己將它的邏輯格律理解為一個客觀的綜合原

理，以便推導出許多關於超感性對象的判斷(KrV A308/B364-5)。 

從以上幾個例子的分析可以得知，任何錯誤的判斷都是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

的混淆，只是不同類型的判斷擁有不同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因此，C2 是一

個「錯誤」理論的普遍解釋架構，C1 是其中一個個例，只適用於經驗性的判斷。

康德認為，如果我們要駁斥一個主張，我們就必須證明這個主張是如何混淆了認

知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以便指出，這個錯誤的判斷是奠基於某種幻相之上。 

b. 先驗反思與幻相 

上一小節的分析已經指出，真理、錯誤只存在於判斷中。由於幻相是錯誤的

根據，所以幻相也只出現在判斷中。雖然幻相是〈先驗辯證論〉的主題，但是，

 
28 關於理性的邏輯格律如何過渡到理性的最高原理的詳細分析，請參閱 Grier, Kant's Doctrine of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pp. 119-27；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pp. 329-32；Willaschek, 

Kant on the Sources of Metaphysics, pp. 1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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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並沒有在一開始就很明確地去定義它。一個較為相關的描述是在「純粹理性

的誤推」中： 

我們可以把一切幻相都歸因於：思想的主觀條件(165ubjective Bedingung)被

當作了客體的認知(Erkenntnis des Objekts)。(KrV A396) 

引文討論的脈絡是與靈魂有關的形上學判斷，這類判斷是奠基於理性中的先驗幻

相。而我們可以將引文理解為一個普遍的表述，所有先驗幻相產生的原因都是一

樣的：理性的主觀有效的邏輯格律被誤認為是一個客觀的原理。除此之外，這類

幻相產生的原因與 C2 相一致：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發生了混淆(KrV 

A294/B350-1)。29 康德在其他的著作中也有類似的定義： 

一切幻相均在於判斷底主觀根據被當作客觀的。30 

幻相是一個錯誤判斷的根據，它源於主觀的原因被錯誤地當作為客觀的。31 

我們可以由此確定，錯誤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認知主體受到幻相的誤導，使得

主體將判斷的主觀根據誤認為是客觀的根據。我們在上一小節將 C2 視為一個普

遍的解釋架構，用以解釋錯誤產生的原因。現在，幻相也被界定為判斷的主觀根

據與客觀根據發生混淆，所以這個因果的解釋也可以被視為一個普遍的解釋架構，

用於不同類型的幻相。由於不同類型的判斷擁有不同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因

此，誘使主體犯錯的幻相也有不同的種類。 

〈先驗辯證論〉的導論至少提到三種幻相：經驗的、邏輯的、先驗的(KrV 

A295/B351)。我們大致上可以根據康德的其他著作整理出四種主要的幻相：經驗

的、邏輯的、先驗的、道德的。32 這四類幻相無一例外都是認知的主觀根據與

客觀根據發生混淆。因此，所有的幻相、所有的錯誤，都是認知的主觀根據被視

為客觀根據。本文認為，這也包括〈歧義篇章〉中所被提及的錯誤判斷。 

如果我們要更系統地解釋錯誤的根源，我們必須以多重的心靈基礎力的觀點，

才能解釋不同類型的錯誤判斷有不同的根源。根據這一詮釋架構，幻相之所以能

夠被畫分為不同的種類，是因為不同類型的判斷擁有不同的主客觀根據，同時涉

 
29  在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中，「規定的自己 (bestimmendes Selbst)」與「可被規定的自己

(bestimmbares Selbst)」是嚴格地被區分的，前者只是主觀的形式條件，而後者則是客觀的對象。

規定的自己是主體的一個形式條件。透過這個形式條件，主體能夠透過範疇獲得有關對象的認知，

這個形式條件自身是無法透過範疇來認知的。然而，傳統形上學中有關靈魂的主張，卻把這個形

式條件當成是一個可被認知的對象來處理，亦即，當成一個可被規定的自己。因此，這是主觀根

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請參閱 KrV A401-2, B412-3。 
30 請參閱 Prolegomena, §40, Ak. 4: 328。 
31 請參閱 Anthropology, §7, Ak. 7: 142。除此之外，也見於 KrV B69-70n, A376, A506/B534；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0-1；Jäsche Logik, Ak. 9: 54, 56；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24: 720；Wiener Logik, Ak. 24: 832；Refl. 2157, Ak. 16: 255；Refl. 2158, Ak. 16: 255；Refl. 2247, Ak. 

16: 285；Refl. 2254, Ak. 16: 287；Refl. 5058, Ak. 18: 75。 
32 康德在 Wiener Logik 裡提到了視覺的、邏輯的、道德的幻相。視覺的幻相屬於經驗的幻相。請

參閱 Wiener Logik, Ak. 24: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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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的心靈能力之間的運作。首先，關於實踐的認知不同於理論的認知。前者

源於實踐理性，後者源於理論理性。它們分別擁有不同的認知根據。據此，道德

的幻相屬於某種特殊類型的幻相，而不能與其他幻相等同視之。同樣的，在理論

的認知中，形上學認知屬於一種先天認知。它既不同於一般的經驗性認知，也不

同於邏輯學、數學／幾何學、自然科學的認知。形上學的認知源於理性的思辨能

力，有關靈魂、世界、上帝的判斷源於先驗幻相。邏輯學涉及知性與理性的推論

能力，邏輯學的謬誤則源於邏輯的幻相。 

由於幻相只出現在判斷中，一如真理與錯誤只存在於判斷中，所以，經驗的

幻相、邏輯的幻相、先驗的幻相無一例外，都只存在於判斷之中。一個判斷的構

成可能涉及不同的認知能力。例如：經驗性的判斷主要涉及知性與感性(KrV 

A68f./B93f.)；一個三段論的結論也是一個判斷，這個判斷的形成除了涉及理性

的推論能力之外，還包括了知性（它提供大前提）和判斷力（它將一個認知帶到

大前提中）(KrV A304/B360)。同樣的，先驗的幻相只涉及與靈魂、世界、上帝

有關的先天認知。這些先天認知無關乎任何經驗，它們都是理性根據其先驗原理

所推斷出來的(KrV A306ff/B363ff.)。 

總而言之，不同類型的判斷分別有不同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不同類型的

判斷亦會有相應的不同類型的幻相。而這些幻相都是混淆了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

觀根據，誤把主觀根據當成客觀根據。 

現在，如果我們要駁斥一個錯誤的判斷，我們需要尋找出錯誤的根源，亦即，

揭發隱含在這個判斷中的幻相，以證明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在〈先驗辯證論〉中，

康德再次以物體的運動作為例子，說明如何尋找出錯誤的根源。一個錯誤的判斷

猶如一個物體的運動受到外力的影響而改變其原有的運動方向。如果我們要解釋，

為何一個作直線運動的物體會改變其原有的運動方向，我們需要分析各種作用在

物體身上的力。同樣的，如果我們要找出一個錯誤的判斷是如何產生的，我們需

找出各種作用在判斷中的認知能力。康德以經驗性的判斷為例： 

因此，為了把知性所特有的活動與混在其中的力區別開來，有必要把錯誤的

判斷看作兩個力之間的對角線，這兩種力按照兩個不同的方向來規定這個判

斷，好像夾有一個角度，並把那個複雜的作用分解為知性和感性這兩個簡單

的作用。(KrV A295/B350) 

判斷是感性與知性（直觀與概念）的綜合聯結，錯誤的判斷依然是由感性與知性

這兩種認知來源所構成的。錯誤的判斷是知性受到感性的影響後所產生的成品

(Produkt)。33 在錯誤的判斷中，判斷力會將一個想像帶到知性法則底下，導致知

性與自身的法則不相一致。正如我們可以從各種不同的力分析出物體運動偏離的

原因，而引文指出，如果要消除錯誤，我們必須進行分解與還原的工作：重新區

分出作用於判斷之中的各種認知能力。在這個脈絡中，我們必須找出作用於判斷

 
33 請參閱 Logik Philippi, Ak. 20: 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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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認知能力是感性，知性，還是構想力。 

那麼，這種分解與還原的工作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認為，這是先驗反思的任

務。如果我們要從一個錯誤的判斷中區分出各種參與其中的認知能力，我們必須

藉助先驗反思分辨出各種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這件事在純粹先天判斷中必須由先驗反思來做，這就使每個表象（如我們已

經指出過的）在與之相適合的認知能力中被指定了自己的位置，因而感性作

用對知性作用的影響也就被區分開來了。(KrV A295/B350)34 

在這裡，康德顯然意指〈歧義篇章〉中的先驗反思。根據引文的脈絡，康德談論

的其實是其中一種類型的錯誤判斷，它源於感性對知性的不被察覺的影響(KrV 

A293-4/B349)。這種不被察覺的影響不但是錯誤的根源，而且，若進一步追問，

它意指認知主體缺少了先驗反思，導致它沒有正確地安排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反思原本就含有察覺、注意、辨識等等的意涵。倘若認知主體沒有正確規定一個

表象在認知能力之中的正確位置，它就有可能混淆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

產生錯誤的判斷。同樣的，由於錯誤的判斷是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如果

我們想要找出錯誤判斷的根源，我們必須分解與還原認知判斷之中所涉及的各種

表象，以及這些表象所屬的心靈能力。這分解與還原的工作只能透過先驗反思來

完成。由此可以看出，正確地規定表象的心靈位置與察覺表象在心靈位置上的錯

誤，是先驗反思的兩個不同面向的功能。 

另一方面，錯誤源自於感性對知性的不當影響，我們也可以解讀成：由於沒

有先驗反思預先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判斷力無法正確地分辨出感性給與知

性的是直觀，還是想像。在多重基礎力的架構中，感性可以進一步區分出感官舆

構想力，它們分別產生出不同類型的表象。直觀源自於感官能力，而想像源自於

構想力。一個客觀有效的對象認知需要的是直觀，而不是想像。透過先驗反思，

主體能夠正確地察覺到，感性是完全服從於知性，讓判斷力將直觀帶到知性之下

進行綜合統一的工作；又或者是，感性影響了知性和判斷力，使判斷力將主觀的

想像誤認為是客觀的對象。 

上一章的分析已指出，先驗反思是一種認知的規範性來源，以正確地規定表

象所屬的心靈認知能力，以及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在這意義下，先驗反思不僅

能夠辨識出錯誤判斷的根源，而且也能夠防止錯誤的發生。任何對象認知都是直

觀與概念的聯結，但在表象還未進行綜合聯結之前，它們必須預先經過客觀的比

較。客觀的比較要求，被用於比較的表象必須是直觀，而不是概念或想像，甚至

其他類型的表象。因此，一旦先驗反思為客觀的比較提供有效的根據，它就能夠

防止錯誤判斷的發生。 

我們可以透過幾個例子來說明先驗反思在錯誤判斷中的規範性作用。例如，

 
34 康德在 Logik Philippi 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儘管他沒有提到，這是透過先驗反思來區分出

感性的作用與知性的作用。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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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夢境之中： 

如果我們的認知把幻相當作真實，也就是說，提供給我們一個對象的直觀被

當作對象底概念，或者甚至被當作對象底存在（知性只能思考它）之概念，

其責任決不在於現象。35 

我們的構想力可能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影響到判斷力，導致知性形成一個錯誤的

判斷。當判斷的內容涉及想像，它不會涉及對象，而是涉及主體。如果主體沒有

注意到這一主觀根據（想像），以及它所屬的心靈能力（構想力），主體會誤將想

像歸給對象，產生錯誤的判斷。只有透過先驗反思，主體才能夠察覺到想像並不

源自感性的直觀，因而與對象無關。 

同樣的，也只有透過先驗反思，主體才能夠察覺到，形上學判斷受到先驗幻

相的誤導，並且察覺到，先驗幻相是源自於理性。由於超感性對象的判斷涉及理

念，因此先驗反思是透過比較理念與其所屬的心靈能力（即理性），正確地規定

這類表象在心靈中的位置。〈先驗辯證論〉導論第二節的標題是「作為先驗幻相

之駐地的純粹理性」(KrV 298/B355)。這標題表明，先驗幻相的心靈場所是理性。

當一個判斷宣稱「世界在時間上必定有一個開端」時，先驗反思能察覺到，這個

判斷中的表象源於理性和知性，但是，與此表象相應的對象卻無法透過感性直觀

被給與。因此，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如果要反駁這個判斷，我們必須證明這個判

斷是如何受到先驗幻相的誤導，以及如何混淆了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 

我們涉及的是一種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幻相，它本身基於主觀的原理，卻把

這些主觀原理偷換成了客觀原理。(KrV A298/B354) 

在人類的認知當中，理性所產生的先驗幻相無疑是最迫切需要去解決的哲學問題。

而康德最重要的發現是，傳統形上學的判斷都是奠基在理性的各種先驗幻相，它

們都混淆了理性的主觀格律與客觀的先驗原理。先驗反思是主體的一種特殊能力，

能夠辨別一個認知當中各種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只有透過先驗反思，主體才有

可能察覺到這種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是源自於理性自身的先驗幻相。 

透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得以釐清錯誤與幻相之間的理論關係，以及先驗反思

在這個關係中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任何一項駁斥都必須去揭發，錯誤判斷的根

據是源自於幻相，亦即，混淆了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事實上，任何錯誤

的揭發都是透過先驗反思來完成的。〈先驗辯證論〉提供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證，

去指出先驗反思的真正哲學意涵。如果沒有先驗反思，認知主體無法察覺到，有

關超感性對象的判斷都是源自於理性自身的先驗幻相。這些先驗的幻相誘使理性

混淆了自身的主觀的邏輯格律與客觀的先驗原理，誤以為任何有關超感性對象的

認知都是客觀有效的。先驗幻相是一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幻相，它是理性出於

自身的本性所給出的幻相。然而，先驗幻相也是一種特殊的幻相，它之所以是不

 
35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540

169 

 

可避免的，不僅僅是因為它出於理性的本性使然，也因為這種幻相在被揭發之後

並不會消失。先驗幻相依然： 

…不可阻檔地依附於人類理性身上的，甚至在我們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後，它

仍然不斷地迷亂人類理性，使之不停地碰上隨時需要消除掉的一時糊塗。

(KrV A298/B354-5) 

也因如此，先驗反思的義務（同時也是先驗辯證論的義務）不只是揭發這些錯誤

與幻相的根源，同時也必須防止理性不斷地被這些幻相欺騙與誤導。就此而言，

先驗反思可以被視為整個〈先驗辯證論〉的立論基礎。 

上一章的分析提到，先驗反思具有規範性效力的理論意涵，而這種規範性效

力主要體現在「先驗的」的第一種和第二種意涵。第一種意涵的「先驗的」強調，

認知的規範性是來自於主體，而不是客體或絕對者。而第二種意涵的「先驗的」

則表明，這種規範性能夠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認知根源以及表象之有效的運用

範圍。這種正確規定並不侷限於直觀與概念，而且也適用於其他類型的表象。人

類擁有不同類型的認知，它們分別由不同類型的表象所構成。同樣的，人類的心

靈擁有各種不同的基礎能力，它們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協調地運作，以便

產生特定類型的認知。而先驗反思的規範性效力的意涵在於：在不涉及任何表象

與對象以及對象與對象之規定的情況下，它能夠察覺並正確地規定不同表象所屬

的心靈根源，以及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藉以闡明各種心靈能力彼此之間的協調

運作是如何可能的。這是批判哲學揭發與防止錯誤的規範性之根據。 

第二節 反思能力中的幻相 

先驗反思提供我們不同的視角，解釋錯誤判斷的根源，並讓我們得以重新理

解〈歧義篇章〉中駁斥的意義。〈歧義篇章〉的要旨是：如果感性和知性沒有被

正確地規定，主體有可能形成一個錯誤的判斷。萊布尼茲將感性理解為一種使表

象變得模糊的能力。他以為，感性所給與的是有關物自身的模糊表象，透過邏輯

反思的概念比較，我們就能獲得有關物自身的清晰認知。事實上，感性在本質上

有別於知性，它作為接受性能力所表象的只是現象，而非物自身(KrV A43f./B60f.)。

同樣的，洛克在區分初性與次性時，認為初性是物體所固有的性質，猶如是物自

身的性質。事實上，當表象涉及對象時，這些表象始終只能作為現象，而不能作

為物自身。當我們抽離認知主體的構成，現象也將不存在(KrV A44/B62)。洛克

錯誤地認為，感性能力提供主體有關物自身的性質，而知性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

性質並整理成認知。對康德而言，洛克與萊布尼茲沒有正確地區分認知的主觀根

據與客觀根據，以致產生各種錯誤的判斷。 

我們可以說，在沒有先驗反思的情況下，知性會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受到誤

導，以為所獲得的認知是關於物自身的判斷。由於先驗反思能夠正確地規定一個

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所以我們能夠察覺到感性給與知性的是屬於何種類型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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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它是現象（感性的直觀）？想像？還是物自身？我們之所以認為感性能夠提

供有關物自身的表象，是因為我們受到幻相的誤導，混淆了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

觀根據。然而，沒有正確區分直觀與概念，是一種特殊的混淆，它涉及邏輯反思。
36 這也意謂，在反思能力中也存在著幻相。 

康德在〈歧義篇章〉中指出：如果反思概念運用不當，就會產生錯誤。如果

這種錯誤可以歸因於認知能力受到幻相的誤導，那麼它涉及了什麼幻相？接下來，

本節將分析這種幻相是什麼，以及它如何產生。 

a. 反思概念的歧義 

〈歧義篇章〉要談論的錯誤涉及反思概念。這種錯誤源自於反思概念運用的

「歧義」。反思概念如同範疇一樣，具有兩種不同的運用（先驗的運用與經驗的

運用）方式，以比較兩個表象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仔細分辨這兩種不同的運用，

我們對於兩個表象的關係的規定就有可能會產生錯誤。“Amphibolie”原指雙重的

意義，它最早出現在亞里斯多德的《詭辯篇》中，討論辯士學派最常運用在推論

中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一種謬誤。37 它意指一個概念因為語法結構而產生不

同意義，進而產生推論上的謬誤。 

康德在〈歧義篇章〉中使用「歧義」一詞時，似乎意圖保留其「雙重意義」

的基本意涵。但是，反思概念的歧義並不是一個邏輯與語言的歧義問題。當一個

概念擁有一個以上的意義時，我們可以透過定義的方式，確定它在一個語句中真

正的意思。同樣的，如果一個邏輯推論中的語詞產生歧義，我們也可以透過定義

的方式，指出它們的意義不同。然而，康德不是要處理邏輯與語言的歧義問題，

而是與「認知方式」(KrV A11/B80)有關的歧義問題，因而是一種「先驗的」歧

義： 

這些概念在邏輯上是可以得到比較的，而無需操心它們的客體所屬何處，是

作為知性的本體呢，還是作為感性的現相。但如果我們要用這些概念去達到

對象，那麼對於這些對象應當是哪些認知能力的對象，是純粹知性的對象還

是感性的對象，首先作一番先驗的反思就是必要的。沒有這種反思，我就會

對這些概念作一種很不可靠的運用，並且會產生出一些批判的理性不可能承

認的、只是建立在某種先驗的歧義(transzendentale Amphibolie)即對純粹知性

客體和現象的混淆之上的臆測的綜合原理。(KrV A269-270/B325-6) 

基本上，〈歧義篇章〉只考慮了直觀與概念在比較活動中所產生的歧義。無論是

 
36 對康德而言，由於洛克誤解了感性與知性的本質，他認為一切觀念都是源自於知覺。因此，

一切觀念都有對象作為其實在根據，並且有些觀念是物自身的性質。就此而言，在形成一個判斷

的過程中，洛克把觀念之間的單純比較誤以為是事物之間的客觀比較。本章下一小節會探討此

點。 
37 請參閱 Aristotle, De Sophisticis Elenchis, 165b2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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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與概念，還是感性與知性，這些區分都不是邏輯的，而是先驗的 (KrV 

A44/B61-2)。因此，由比較活動所產生的歧義在這意義下也是「先驗的」，因為

它不涉及語義的問題，而是涉及表象的內容與起源的問題。從認知的方式而言，

不同類型的表象透過反思概念所規定的關係決定了我們能獲得甚麼樣的認知。但

是，只有奠基於直觀的客觀比較才能在下一個階段的綜合聯結中產生客觀有效的

認知。就此而言，概念的比較與直觀的比較具有完全不同的認知效力，我們不能

將兩者混為一談。 

另一方面，歧義常常會與謬誤推理相混淆，因為謬誤推理也涉及語意的問題。

但是，〈歧義篇章〉要處理的不是概念在一個三段論推論的結構中所引起的歧義

問題（這種錯誤被歸為謬誤推理），而是反思概念在心靈位置中所引起的歧義。

因此，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另外區分出因理性的推論所產生的歧義問題，

並將它們統稱為「誤推」。當這類謬誤推理產生的根據是源自理性的先驗幻相時，

則被稱為「先驗的誤推」(transzendentale Paralogismus)(KrV A341/B399)。相反的，

反思概念所引起的歧義問題涉及感性與知性這兩個不同的心靈場所，康德特此指

明這是一種「先驗的歧義」。 

在傳統邏輯中，歧義與誤推基本上都被使用於理性的推論活動之中。但在康

德的先驗邏輯中，歧義與誤推則被畫分為兩種不同認知活動。康德特別將它們標

示為「先驗的歧義」與「先驗的誤推」，以作出嚴格的區分。在先驗邏輯中，先

驗的誤推並不是指一般而言的三段論推論形式的錯誤，而特別意指一種涉及靈魂

概念的三段論推論。表面上，康德的批評是，這些推論皆屬於一種「語言形式的

詭辯(sophisma figurae dictionis)」(KrV A402, B411)。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駁

斥必須揭露那些引起錯誤的根據──幻相。換言之，這些錯誤有更深一層的「先

驗根據」(KrV A341/B399)，它是根植於人類理性之中的先驗幻相，即靈魂的幻

相。如果理性的誤推只停留在推論形式上的謬誤，那麼我們大可將這種錯誤歸咎

於理性受到邏輯幻相的影響所致，不過這會讓康德的批判哲學與其他的形上學理

論沒有本質上的分別。批判哲學之所以能夠區別於其他的形上學系統以及傳統形

上學，是因為它在「理性的法庭」(KrV AXI)中揭露，這些錯誤推論的根源是來

自於人類理性中的先驗幻相。這種批判哲學的精神貫穿著〈先驗辯證論〉，包括

對世界與上帝的批判。 

我們也應該以相同的哲學精神去理解〈歧義篇章〉的「先驗歧義」。在康德

的駁斥中，萊布尼茲的同一性原理、充足理由律、預定和諧原理、單子論在運用

反思概念時，沒有察覺到它們在感性中與在知性中的認識論意義的不同，以致他

將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誤認為是對象之間的實在關係。當這四組反思概念被無差

別地運用時，它會產生許多錯誤的判斷。例如：兩滴水被視為同一的，左手與右

手被視為同一隻手等等。〈歧義篇章〉不是處理語言與邏輯的歧義問題，而是一

種只有在先驗邏輯中才會出現的歧義。這種歧義涉及感性與知性兩個不同的心靈

場所，因而被稱為「先驗的歧義」。先驗的歧義不只著眼於四組反思概念本身可

能引發的錯誤，而且也必須更深一層地揭發引起這些錯誤的幻相，一如理性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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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誤推被認定是因為先驗幻相所引起的。如果〈歧義篇章〉是對萊布尼茲哲學中

的經驗理論的駁斥，那麼這一駁斥在原則上必須去揭發這些錯誤背後的根據是源

於某種幻相。接下來，我們將逐步找出這個幻相為何。 

首先，我們從反思的比較活動開始。我們知道，反思概念無法被用在對象的

規定之上，它們只能被用在表象之間的比較活動(KrV A269/B325)。這種比較活

動只關注兩個表象之間的關係，以決定它們在一個判斷中彼此的連結方式。 

這裡有兩個重點不能被忽略。第一，判斷的邏輯形式不足以決定一個判斷的

客觀有效性。因為一個主觀的知覺判斷與一個客觀的經驗底判斷可以擁有相同的

邏輯形式，而一個判斷的客觀有效性取決於表象是否有透過範疇關聯到對象。因

此，單憑判斷的邏輯形式，我們無法區分一個判斷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若要讓

一個判斷具有客觀有效性，我們還需要範疇的綜合聯結。第二，兩個表象之間的

比較有形式上與內容上的差別。康德說： 

但由於，當事物不取決於邏輯形式，而取決於這些概念的內容時，就是說，

取決於諸物本身是同一的還是差異的，是一致的還是相對立的等等時，這些

物對我們的認知能力、既對感性和對知性可以有雙重的關係，但事情卻取決

於它們應該處於其中的這個位置、取決於它們應當如何相互從屬的方式…。

(KrV A262/B318) 

就形式而言，比較活動可以決定判斷的邏輯形式。就內容而言，比較活動可以決

定兩個對象之間的關係。單純的概念形式之比較能夠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

但這不是對象的認知，因而不會產生錯誤。因為判斷的邏輯形式是普遍的，它們

是知性的統一性機能，藉以將概念與直觀統一在一個表象（即判斷）之下(KrV 

A68f./B93f.)。無論一個判斷是分析的或綜合的、主觀的或客觀的，它們必然由

這些邏輯形式所構成。相反的，兩個對象在感性中與在知性中的關係卻是不一樣

的。當我們運用反思概念比較兩個表象，用以決定兩個對象之間的關係，這有可

能會發生錯誤。因為比較活動所產生的關係在認知方式上有不同的關係，在感性

中所產生的結果本質上有別於在知性中所產生的結果。如果沒有注意到這種差異，

就會犯下同萊布尼茲一樣的錯誤，誤將空間中的兩滴水、將左手與右手視為同一

的。因此，就認知的內容而言，透過對象之比較與概念之比較所獲得的結果會產

生出不一樣的判斷。 

那麼，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能帶來客觀有效的認知嗎？洛克與萊布尼茲的答

案是肯定的，康德則是否定的。就心靈的認知能力而言，如果心靈只有單一的能

力提供表象，那麼（根據萊布尼茲）邏輯反思必然能產生客觀有效的認知。然而，

如果心靈有一種以上的認知能力提供表象，那麼邏輯反思不必然能產生客觀有效

的認知，因為被用於比較的兩個表象有可能是不同質的。正如我們在第三章的分

析所看到的，康德主張感性和知性分屬兩個不同的基礎力，提供兩種不同質的表

象（直觀與概念）。我們可以透過單純的比較獲得一個清晰的概念，但是，由此

並不能斷定，我們能夠清晰地認知一個對象。清晰地認知一個概念與清晰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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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象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忽略表象所屬的心靈能力，單純的比較活動就有

可能會產生錯誤的判斷。唯有當我們同時考慮表象所屬的心靈能力之根源，才有

可能進行客觀的比較，進而形成正確的對象認知。 

〈歧義篇章〉要論證的是：洛克與萊布尼茲哲學混淆了反思能力的單純比較

與客觀比較。在沒有嚴格地區分感性與知性的情況下，兩位哲學家將單純的比較

視為一種客觀的比較。這是混淆了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當我們從形式的

面向比較兩個表象時，這能夠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而這只發生在我們還未

形成客觀判斷（亦即，經驗底判斷）之前(KrV A262/B317-8)。問題的關鍵在於，

即使我們可以由此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在沒有考慮表象的內容與其所屬心

靈能力的情況下，這種單純的比較只會產生主觀的聯結，而不會是客觀的聯結。

主觀的聯結只能形成知覺判斷，而非經驗底判斷。 

同樣的，當我們從內容的面向去比較兩個表象，這是為了客觀地規定它們彼

此之間的關係。這些內容最終將被帶到範疇之中進行綜合聯結。對萊布尼茲而言，

直觀與概念是沒有本質上的分別的，水的直觀與水的概念是相同的。他認為，邏

輯反思的單純比較能帶來客觀的認知。然而，康德認為，我們必須區分單純的比

較與客觀的比較，而萊布尼茲明顯混淆了兩者。如果我們比較水的概念，我們是

無法藉由其概念內容去區分處在不同空間位置的兩滴水。然而，如果我們比較的

是水的直觀，處在不同位置的兩滴水是無法被視為同一的。因此，康德認為，如

果忽略了直觀與概念的區分，我們無法進行客觀的比較。倘若我們在比較水的概

念後，再進行範疇的綜合聯結，就會形成錯誤的判斷。 

由此，我們可以初步斷定，涉及反思活動的幻相是：把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

視為一種客觀的比較，藉此獲得客觀有效的判斷。 

b. 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 

現在，我們可以說，萊布尼茲正是受到反思活動中的幻相的影響而誤以為，

表象之間的單純比較能夠帶來客觀有效的判斷。康德試圖證明，萊布尼茲哲學中

的四個核心主張（不可區別的同一性原理、充足理由律、預定和諧體系與、單子

論）在運用四組反思概念時犯了歧義的謬誤，才會得出許多與經驗相悖的主張。

然而，歧義本身是一個錯誤，我們知道錯誤「是什麼」，但仍不知道導致錯誤判

斷的根據，除非我們能同時揭發這些錯誤背後的幻相。 

反思活動之中的幻相除了涉及單純比較和客觀比較之區分外，它還涉及直觀

與概念之區分。如果沒有直觀與概念的區分，那麼單純比較與客觀比較之區分就

變得無關緊要。首先，如果直觀與概念沒有任何根源上的分別，那麼心靈中只存

在著單一同質的表象，直觀只不過是一種模糊的概念。主體只擁有單一種類的表

象，這也意謂主體只有一種單一的基礎力。反思在比較這些表象時，只需進行邏

輯反思的單純比較，而沒有必要去回溯表象的心靈根源。 

如果直觀與概念有本質上的區分，亦即，它們分別源自不同的基本心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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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我們不能隨意混淆兩者。康德把判斷視為直觀與概念的聯結，直觀是判斷的主

觀根據，概念是判斷的客觀根據。在判斷的結構中，無論是將直觀視為對象底概

念，或者是將概念當作直觀，它們都是混淆了判斷的兩個主要構成要素。倘若我

們像洛克與萊布尼茲一樣混淆了直觀與概念的本質區分，這也無異於混淆了判斷

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 

在萊布尼茲的單子論中，直觀（現象）是一種被模糊了的表象。這導致他認

為，我們能夠透過單純的分析與比較的方式獲得清晰的表象（即概念），藉以形

成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就此而言，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是由清晰的概念所構成

的。然而，我們可以綜合上述的分析斷定，萊布尼茲的主張也包含了某種幻相。

因為，單子論將「對象的直觀」與「對象的概念」視為本質上相同、而邏輯程度

不同的表象，而這形成了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38 對康德而言，

直觀與概念是根源上不同的表象，因此，直觀無法透過任何分析與比較的方式完

全被化約成概念。與此同時，直觀與概念是不同的認知根據，它們的綜合聯結構

成了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因此，這兩種認知根據不能隨意被混淆，或被視為等

同的。現在，萊布尼茲沒有正確區分直觀與概念的不同，並且把直觀（認知的主

觀根據）視為模糊的概念，其所形成的認知必然包含了幻相。 

康德認為，我們可以透過單純的比較獲得清晰的概念，但是由此形成的判斷

並不必然是客觀有效的。因為，對一個概念的認知不同於對一個對象的認知。正

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萊布尼茲忽略了「認知一個對象」與「認知一個對象概

念」的分別。前者是一種綜合性的認知，後者是一種分析性的認知。儘管一個概

念可能包含各種標記，但是這並不代表它所指涉的對象也必然包含與標記相同的

性質。例如：「所有物體都有形狀」並不蘊涵「所有物體都是圓形的」。我們可以

從「物體」概念中分析出「形狀」，卻無法從中分析出「圓形」。萊布尼茲沒有意

識到直觀與概念的分別，因而否認了感性直觀對於認知的貢獻。 

不僅「將對象的直觀視為對象底概念」是一種幻相，「將概念視為直觀」也

是一種幻相，而這正是洛克哲學所犯下的錯誤。洛克認為，所有概念最終都可以

還原至與我們的感覺經驗相符應的簡單觀念。因而，他才會主張：只要知性稍加

整理這裡源自於感覺經驗的素材，我們就可以獲得客觀有效的認知。事實上，這

誤解了概念的本質，因為並不是所有概念都是源自於經驗，而有些概念是先天的、

純粹的。換言之，洛克與萊布尼茲的主張實際上是建立在一個幻相之上：單純的

比較與聯結可以產生客觀有效的判斷。 

雖然同是混淆了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但洛克與萊布尼茲的情況又不

相同。洛克認為，判斷的客觀根據是建立在觀念與事物的實在性(Reality)之間的

相一致。39 知性在這個過程中只是單純地對感覺與反思所提供的各種觀念進行

 
38 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序論》中也指出，這是一種幻相：「如果我們的認知把幻相當作真實，也

就是說，提供給我們一個對象的直觀被當作對象底概念，或者甚至被當作對象底存在（知性只能

思考它）之概念，…」。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0-1。 
39 請參閱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k. IV, Chap. IV, §3, p.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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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以形成判斷。若要確定一項認知是否是客觀實在的，我們只需檢視這個認

知所組成的觀念是否與對象相一致。知性在形成各種複合觀念時，它只是根據對

象的實在進行比較、結合、分離的工作。康德認為，感官所提供的表象（觀念）

只能作為一個判斷的主觀根據，而判斷的客觀根據應該由知性來提供，而洛克哲

學缺少了這種客觀根據。換言之，對康德而言，洛克的比較與聯結始終只停留在

知覺的層次。它們只關聯到主體當下的意識狀態，卻沒有透過一般而言的意識關

聯到任何對象。除非知性在單純的比較之外還透過範疇將表象關聯到對象，我們

才能說，這個判斷是客觀有效的。顯然，洛克受到感官知覺的誤導，以為感官所

給與的觀念是某種客觀的表象，以致他把判斷的主觀根據視為其客觀根據。 

顯然，這些錯誤是一種存在於反思活動中的幻相，它不同於邏輯幻相與先驗

幻相。只要透過先驗反思，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錯誤是由邏輯反思所引起的幻相，

而不是由邏輯幻相與先驗幻相所引起的。首先，邏輯幻相與先驗幻相都源自於理

性，涉及推論活動。推論是由一個或以上的判斷為前提推斷出另一個判斷，其中

涉及知性（作為規則之能力給出大前提）與判斷力（作為涵攝之能力給出小前提）。

這類幻相之產生完全肇因於理性自身，而無關知性和判斷力，更不涉及感性能力。

其次，邏輯幻相源於理性單純模仿一個推論形式，而忽略了相關的邏輯規則；先

驗幻相則是對理性的邏輯格律的超驗運用(KrV A296-7/B353-4)。兩者的結論都不

是透過比較活動而形成的，而是由理性的推論所給出的。相較之下，〈歧義篇章〉

旨在探究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能否帶來客觀有效的判斷。這問題完全不涉及理性

的推論活動。因此，洛克與萊布尼茲哲學在經驗理論上的錯誤完全不涉及邏輯幻

相與先驗幻相。 

雖然洛克與萊布尼茲哲學的錯誤會導致我們形成錯誤的經驗性判斷，但是，

這種錯誤並不是源自經驗的幻相。我們可以從上一節的分析看到，經驗的幻相（視

覺的幻相）是由構想力所引起的，它是構想力對判斷力的不當影響。當構想力所

產生的想像被判斷力誤認為是一個關聯到對象的表象（直觀），主觀的知覺判斷

就會被錯誤地視為客觀的經驗底判斷。相反的，我們所要尋找的幻相與構想力無

關，而是涉及反思的比較活動。 

一如其他的幻相一樣，如果我們要能察覺到邏輯反思中可能存在的幻相，我

們首先必須能夠分辨出一個判斷之中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不同類型的判斷的

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不同，因而涉及不同的表象與認知能力。我們只能藉由先驗

反思來分辨各種表象在心靈中原有的位置(KrV A295/B351)。毫無疑問的，邏輯

反思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然而，如果我們同時認為邏輯反思也能夠客

觀地規定一個對象，單純的主觀根據就會被誤認為是客觀的根據，錯誤就會產生。

一如康德所主張的，任何錯誤都是心靈的認知能力受到幻相的影響所致。只有當

先驗反思辨別了表象所屬的認知能力和位置，主體才有可能分辨出所獲得是真理

還是虛假的幻相： 

按照這種方式，即使我們完全不思索(nachdenken)我們的表象之根源，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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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我們的感性直觀(無論它們包含什麼)在空間與時間中依據一切知識在經

驗中的聯繫(Zusammenhang)底規則聯結(verknüpfen)起來，欺人的幻相或真

理也會由於我們之不慎或謹慎而形成。這僅關乎感性表象在知性中的運用，

而無關乎這些表象之根源。40 

我們可以把引文中的「思索(nachdenken)」視為先驗反思對表象之根源的一種規

定。41 如果沒有先驗反思，主體無法回溯這些表象的根源，而錯誤就可能由此

產生。單純的比較只考慮表象的形式，完全忽略了表象的內容與對象的差異。被

用來進行比較的兩個表象可能源於知性，其完全不涉及任何感性的直觀。因此，

單純的比較無法帶來任何客觀有效的認知。如果沒有正確地規定表象的根源，主

體很容易誤以為被用於比較的是兩個對象的直觀而非概念。 

我們可以由此得出一個結論：洛克與萊布尼茲哲學中所產生的錯誤是可以透

過先驗反思發現其錯誤的根源。這一錯誤是由於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被當成客觀

比較所引起的。〈歧義篇章〉正是要指出，邏輯反思的單純比較並不能為判斷帶

來任何的客觀有效的規定。透過先驗反思，我們能夠預先確定一個表象之根源，

以避免反思概念可能帶來的歧義。 

小結 

本章並沒有直接分析康德在〈歧義篇章〉中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判。相反的，

本章試圖從「駁斥」的邏輯意義出發，重新去檢視康德對洛克與萊布尼茲的批判。

在這一詮釋下，一項駁斥必須去揭發一個錯誤的根源，亦即，去揭發那些錯誤的

判斷所隱含的幻相。〈先驗辯證論〉無疑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根據康德的理解，

若要駁斥傳統上學的錯誤，我們不能只在邏輯上提出一個對立的論證進行反駁。

因為，這麼做並不會清除哲學中的各種疑慮，以說服批判哲學的反對者，並且只

會讓《純粹理性批判》跟那個時代的其他哲學著作沒有分別。相反的，康德認為，

一個徹底檢討形上學戰場中各種對立主張的方式就是去揭露，這些錯誤的哲學主

張實際上都是源於理性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幻相。因此，一個對理性自身本質的

徹底批判就是揭發，先驗幻相誘使理性作出各種已經越過可能經驗界限的錯誤判

斷。就哲學的意義而言，康德無疑比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走得更遠。 

透過這一種詮釋的方式，我們可以發現先驗反思在批判哲學中的規範性意涵。

理性的自我批判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人類的認知能力當中擁有一種特殊的能力─

─先驗反思。先驗反思是人類認知的規範性根據，以正確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

源，及其有效的運用範圍。由於人類擁有不同類型的表象與心靈能力，它們能夠

 
40 請參閱 Prolegomena, §13 Anm. III, Ak. 4: 291。 
41 在萊布尼茲－吳爾夫學派中，“Nachdenken”、“Überlegung”、“Reflexion”的意思相同，甚至可

以交互使用。鮑姆嘉登將拉丁文 “reflexio”翻譯成德文 “Überlegung”，邁爾則翻譯成德文

“Nachdenken”。請參閱 Liedtke, "Der Begriff der Reflexion bei Kant,"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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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協調地運用，並且相互結合，以產生特定類型的認知。所以，透過先驗反思，

認知主體能夠察覺出各種可能的錯誤，同時也能防止主體受到各種幻相的欺騙、

迷惑、誤導。透過先驗反思，康德不僅在〈先驗辯證論〉的駁斥中揭發了傳統形

上學中所隱含的先驗幻相，而且在〈歧義篇章〉中的駁斥也揭發了邏輯反思的比

較活動中所隱含的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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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歧義篇章〉在《純粹

理性批判》中的定位 

〈歧義篇章〉有兩個不同面向的詮釋進路：歷史的與理論的。從歷史的面向

而言，〈歧義篇章〉是對萊布尼茲哲學的駁斥；從理論的面向而言，〈歧義篇章〉

指出人類經驗認知的反思特性。康德認為，如果我們沒有嚴格釐清反思能力的特

性，則我們在形成一個經驗性的判斷時，會犯下跟萊布尼茲（以及洛克）相同的

錯誤。更重要的是，這些錯誤並不涉及範疇的先驗運用，而是與反思概念運用上

的歧義有關。就論證的結構而言，康德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判是建立在一套有關

經驗認知的反思理論上。據此，本文的詮釋認為，〈歧義篇章〉包含兩個不同層

次的論證：第一個層次的論證是對萊布尼茲哲學的駁斥，第二個層次的論證則是

反思理論的證成。 

本文並沒有深入地去處理康德是如何駁斥萊布尼茲與洛克的哲學，以及康德

的批評是否成立。本文只專注在第二個層次的論證──反思理論。因此，本文所

關注的問題是：反思在人類的經驗認知活動中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一方面，〈先

驗分析論〉的正文已經闡明，一個客觀有效的認知必須奠基在範疇的綜合聯結之

上。透過範疇，主觀的表象才能關聯到客觀的對象。另一方面，〈先驗分析論〉

的附錄也主張，一切判斷都需要反思。因此，一個立即會讓人產生疑惑的是，既

然範疇對客觀有效的認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那麼反思在什麼意義下也是必要

的？ 

本文主張，康德在〈先驗分析論〉正文與附錄所闡明的觀點之間並沒有任何

衝突。整體而言，康德認為，人類的認知能力具備兩個重要的特質：辨解性、反

思性。人類的認知能力之所以是辨解性的，是因為它只能透過普遍的、間接的表

象（亦即概念）去把握個別的、直接的表象（亦即直觀）。它之所以是反思性的，

是因為主體擁有主動自發的機能，它能意識到所有表象都是源自於主體，並且能

意識到這些表象具有不同的心靈根源，並且以不同的先天形式條件作為根據。辨

解性的活動最終會產生出完整意義單位的認知──判斷；相反的，反思則是一種

折返、回流的意識活動，藉此主體能察覺到對象認知之所以可能的各種主觀條件。

因此，主體的反思能力並沒有在辨解活動之外增加或擴展既有的認知。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分別從比較與聯結的運作來闡明人類認知的反

思性與辨解性。他認為，比較與聯結是主體認知活動中兩個不同的邏輯階段，它

們分別以不同類型的先天概念（反思概念與範疇）作為運作的規則。反思概念只

能被運用在表象的比較活動中，而範疇只能被運用在表象的綜合聯結活動中。在

比較活動中，反思並不涉及任何對象，它屬於分析性的活動；相反的，範疇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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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涉及對象與對象概念的規定，它屬於綜合性的活動。因此，比較與聯結，反思

概念與範疇不能隨意被取代與混淆。在這一詮釋下，康德在〈先驗分析論〉正文

中所闡明的是知性如何運用範疇對感性直觀的雜多進行綜合聯結，以形成一個客

觀有效的認知，亦即，一個經驗底判斷。但是，在範疇的綜合聯結活動之前，主

體其實還經歷了另一個邏輯階段──反思的比較活動。〈歧義篇章〉的第二個層

次的論證所闡明的正是反思的比較活動。就此而言，〈先驗分析論〉正文與〈歧

義篇章〉所闡述的觀點並沒有任何系統的內在衝突，或相互取代之嫌。 

本論文嘗試釐清反思能力在經驗性的認知活動中幾個主要相關的問題，包括

感性與知性的區分，人類認知能力的特性，反思概念與反思的功能與理論意涵。

透過對這些議題的分析，本文希望能夠闡明：反思是人類認知的規範性根源，因

而對於人類的認知是不可或缺的。 

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先驗反思不僅能夠預先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同時也掌握了表象的本質，以及它們的有效運用範圍。藉由先驗反思，批判哲學

得以確定：直觀與概念是不同質的表象；感性能力只能表象現象，而無法表象物

自身；範疇只能被運用在感性直觀的對象上；理性的先驗理念（靈魂、世界、上

帝、單一的基礎力等等）無法帶來客觀有效的認知。由此可知，先驗反思是嚴格

意義下認知的規範性根源，而整部《純粹理性批判》就是奠基在先驗反思之上。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前面四章的分析作出以下幾個系統性的結論： 

第一，康德主張一種多重的心靈基礎力的觀點，這可由先驗反思來證成。康

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A320/B376-7中的表象家族以及其他的著作手稿中指出，

人類的意識活動中存在著各種不同類型的表象，它們都是異質的、無法被化約的。

我們可以藉由不同的表象回溯它們的心靈根源，以找出各種不同的基礎力。與此

同時，如果多重的基礎力是一個事實，那麼這也必然蘊涵，不同的基礎力擁有各

自不同的運作方式與有效運作範圍，彼此不重疊。在這一哲學架構中，不可能有

任意兩個不同的基礎力擁有相同有效的運作範圍，否則它們都可以（根據奧卡姆

剃刀原理）被化約至另一個更基礎的心靈能力。因此，一旦確定一個表象所屬的

心靈根源，我們同時也可以確定這個表象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而不會產生任

何混淆。 

康德試圖用先驗正位論的概念來理解各種不同的基礎力，並將這種基礎力視

為不同的先驗場所。我們可以透過先驗反思比較表象與其所屬的心靈能力之間的

關係，藉以確定這些表象所屬的心靈基礎能力。從先驗正位論的觀點而言，先驗

反思能夠正確地規定一個表象在心靈之中的先驗場所，以決定它們是屬於感性、

知性或理性，還是其他的心靈場所。 

無可否認，多重的心靈基礎力會產生一個疑慮：各種基礎力是如何可能互相

協調運作的，以產生出特定的認知？ 

因為很有可能現象是這樣被造成的，以致知性會發現它們完全不符合它的統

一性的條件，而一切都處於這樣的混亂中，例如在現象的次序中呈現不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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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提供出某種綜合規則…相符合的東西…。(KrV A90/B123) 

同樣的，由於經驗總是充滿著各種偶然性，除非我們同時能夠設想理性的系統統

一性，否則知性的認知就會因為經驗的隨機性與偶然性而陷入混亂的狀態。為此，

康德認為，理性的系統統一性是人類在形成各種判斷時的一個必要的規約性理念。

根據這個理念，人類的理性自身也被視為一個自然的有機體，而這個有機體之中

的各種基礎力是根據合目的性原理互相協調地運作。合目的性原理表明，人類心

靈之中的各種基礎力能夠互相協調地運作，為的是產生特定類型的判斷。只有根

據合目的性原理，人類的認知才能被設想為具有組織性與系統性，能夠形成一個

統一的整體。 

更重要的是，主體是透過先驗反思瞭解到，心靈之中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表象

與基礎力，而這些基礎力能夠彼此相互協調運作，形成特定類型的判斷，包括對

象性的與實踐性的等等。 

第二，在多重基礎力的架構中，感性和知性是心靈中兩個最重要的基礎力。

就對象認知而言，感性與知性是兩個主要的表象來源，分別為主體提供直觀與概

念。人類的認知本質上是辨解性的，主體透過概念（普遍的、間接的表象）去把

握直觀（個別的、直接的表象），以形成一個對象認知。因此，一個客觀有效的

判斷是感性和知性的結合，亦即，直觀與概念的綜合性聯結後的產品。只有當概

念與直觀結合成為一個判斷時，一個認知才有可能被關聯到對象。因此，如果主

體要形成一個正確的判斷，感性與知性必須相互協調地合作。 

基本上，感性與知性被理解為兩種本質上不同的基礎能力，彼此不能相互化

約。感性與知性各自擁有不同的形式法則，這些法則不能夠隨意被混淆： 

我們的本性(Natur)導致了，直觀永遠只能是感性的，也就是只包含我們為對

象所觸動的那種方式。相反，對感性直觀對象進行思維的能力就是知性。這

兩種屬性中任何一種都不能優先於(vorziehen)另一種。無感性則不會有對象

給與我們，無知性則沒有對象被思維。思維無內容是空的，直觀無概念是盲

的。因此，使思維的概念成為感性的（即把直觀中的對象加給概念），以及

使對象的直觀適於理解（即把它們置於概念之下），這兩者同樣都是必要的。

這兩種能力或本領也不能互換其功能。知性不能直觀，感官不能思維。只有

從它們的互相結合中才能產生出認知來。(KrV A51/B76-7) 

然而，洛克和萊布尼茲卻以不同的方式混淆了感性與知性。洛克強調感性能力的

優位，以為單純地比較各種源自於感性知覺的觀念，就可以形成對象認知，卻完

全忽略了知性的綜合統一性作用。萊布尼茲哲學則強調知性的優位，他以為感性

能力所提供的只是一種關於對象的模糊表象，而這些模糊的表象可以透過分析與

比較的方式變得清晰，藉以獲得清晰的對象認知。對康德而言，兩位哲學家並沒

有正確掌握感性與知性本質上的差異，並且混淆了判斷的主觀根據（感性）與客

觀根據（知性）。他們誤以為單純的比較可以帶來客觀有效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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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驗反思則清楚地指出，感性和知性有本質上的差異，並且它們所產生的表

象只能被運用在特定的對象與領域之中。表象的單純比較只能規定一個判斷的邏

輯形式，以及一個概念的邏輯起源。相反的，表象的單純比較無法直接產生一個

經驗底判斷，因為它無法保證被用於比較的表象是直觀，而不是概念或幻相。若

要形成一個經驗底判斷，任何被用於比較的表象必須是涉及對象的直觀（一種客

觀的比較），它們才能被帶到概念底下進行範疇的綜合聯結的活動，最後形成客

觀有效的認知。 

因此，先驗反思對於客觀有效的判斷（即經驗底判斷）而言是必要的，因為

它為經驗底判斷提供必要的客觀比較。只有當先驗反思預先確定這些表象所屬的

心靈能力，主體才能保證一個判斷同時俱備了直觀與概念兩個主要的認知成素。 

第三，從對象認知的角度而言，反思的比較活動是必要的。因為，透過對兩

個表象的比較，主體能夠確定一個判斷的邏輯形式，以進一步確定表象的綜合聯

結方式。然而，批判哲學發現，主體擁有不同的方式來完成表象的綜合聯結。表

象的聯結可以藉由個人傾向或喜好、習慣與模仿的方式，也可以藉由邏輯反思的

單純比較來進行。這些聯結方式都沒有以先驗反思作為基礎，因此缺少了表象比

較的客觀根據。以此為基礎進行表象綜合聯結的判斷不是客觀有效的，但卻有可

能被誤認為是客觀的。因此，康德主張： 

一切判斷，甚至一切比較都需要一個反思，即需要對那些既與的概念所從屬

的認知能力進行辨別。(KrV A261/B317) 

由於人類認知的最基本、最完整的意義單位是判斷，因此，在形成一個客觀有效

的判斷之前，所有表象皆需要一個客觀的比較，亦即，被用於比較的表象必須是

涉及對象的直觀。只有當表象是涉及對象的直觀時，主體才能確保反思的比較活

動是客觀的。如此，下一個邏輯階段的範疇的綜合聯結才能夠形成一個經驗底判

斷。先驗反思是一種特殊的能力，在不涉及任何對象之規定的情況下，它能預先

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因此，透過比較一個表象與其所屬的認知能力，

先驗反思能夠辨別一個表象是直觀或概念，還是其他類型的表象。就此而言，所

有的判斷都需要先驗反思，以便為表象之比較提供客觀的根據。 

第四，人類的心靈之中存在著各種異質的表象，而這必然蘊涵，不同的表象

擁有不同的有效運用範圍。根據先驗正位論，每一種表象都可以找到它們所屬的

心靈場所，亦即，所屬的心靈根源。一旦我們能夠確定一個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

以及它們的先驗場所，則我們同時也可以確定它的範圍與界限。基本上，這與批

判哲學的精神相一致。因為，「批判」是對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以便清晰地界

定它的本性，並決定它能產生什麼樣的表象，以及這些表象的運用方式、有效運

用的範圍與界限(KrV AXII)。由於人類的理性宛如是一個自然的有機體，其中包

含了各種不同的基礎能力，所以，批判哲學也必須為這個有機整體之中的每一種

基礎能力以及其所屬的表象畫定清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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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一哲學精神，先驗正位論首先規定了每一個基礎能力在心靈之中的先

驗場所，並且將各種不同類型的表象正確地指派到其所屬的心靈位置。根據先驗

正位論，各種不同的先驗場所是不能被混淆的。一旦表象被放置在不正確的位置，

主體會產生錯誤的判斷。批判哲學透過先驗正位論的分析指出了許多表象歸屬的

錯置：概念原屬於知性的，但是洛克卻將概念放置在感性的位置中；直觀原屬於

感性的，但是萊布尼茲卻將它放置在知性的位置中；物自身只是一個先驗客體

（=X），卻被許多哲學家（包括洛克與萊布尼茲）放置在感性的位置中；絕對者

只是一個先驗理念，卻被傳統形上學放置在知性的位置中，因而被視為可認知的

對象。相反的，批判哲學則認為，諸如此類的錯誤源自於人們不瞭解表象的本性、

有效運用的範圍與界限。 

對康德而言，先驗正位論與先驗分析論不同。先驗分析論是一套有關對象認

知的「真理的邏輯」，它闡述了任何對象認知必須要遵守的先天形式條件。這些

形式條件直接涉及對象的規定。相反的，先驗正位論則試圖闡明，先驗反思能夠

正確規定表象所屬的認知能力，藉以避免表象的歸屬被混淆，防止理性受到欺騙

與誤導。就此而言，先驗正位論並不涉及對象的規定，而涉及對象規定的主觀條

件。然而，這並不意謂，先驗反思只對先驗正位論有積極的意義與貢獻。無可否

認，先驗正位論必須依靠先驗反思，才能夠正確地規定一個表象的先驗場所。除

此之外，這一正確規定同時也為表象之比較提供了一個客觀根據，因為只有當被

用於比較的表象是直觀（因而關聯到對象），我們才能確保一個認知中不會有任

何幻相的存在。就此而言，先驗反思也為先驗分析論（真理的邏輯）提供了一個

客觀的基礎，所有表象的綜合聯結活動必須奠基於客觀的比較。 

第五，不同類型的認知擁有不同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一個正確的判斷是

由相應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所構成的，因此，我們不能隨意混淆它們。批判哲

學指出，錯誤的判斷都是混淆了判斷中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主觀根據與客觀

根據的混淆會導致幻相的產生。康德指出了幾種最常見的幻相：經驗的、邏輯的、

先驗的、道德的。主體之所以會產生錯誤的判斷，是因為受到幻相的誤導，以致

認知的主觀根據被視為客觀根據。 

批判哲學的任務是去揭發各種存在於認知當中的幻相。它必須解釋，這些錯

誤的判斷都是受到了某種幻相的誤導，導致主體混淆了判斷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

據。〈先驗辯證論〉處理了傳統形上學的錯誤判斷，這些錯誤的判斷都是理性受

到先驗幻相的誘惑而產生的。此外，本文也嘗試指出，〈歧義篇章〉隱含了另一

種由邏輯反思所引起的幻相，它源自於感性（判斷的主觀根據）與知性（判斷的

客觀根據）的混淆。若我們要揭發這些隱含在認知之中的幻相，我們必須訴諸先

驗反思。因為，先驗反思是一種特殊的能力，它能夠正確地規定表象所屬的心靈

根源，所以，它也能夠分辨判斷中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並避免混淆它們。換

言之，駁斥只有奠基在先驗反思的能力之上，才有可能指出判斷的錯誤根源，並

成功地證明一個判斷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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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康德在〈歧義篇章〉中對洛克與萊布尼茲的批判不僅是建立在先

驗反思的基礎上，而且康德在〈先驗辯證論〉中對傳統形上學的批判也是如此。

只有透過先驗反思，我們才能夠揭發各種錯誤判斷中所隱含的幻相。 

第六，本文的分析指出，先驗反思不僅為比較提供客觀的根據，同時也能夠

辨識隱含在錯誤判斷中的幻相，以防止各種不同認知根據的混淆。這一切都表明，

先驗反思是主體認知的規範性根源。先驗反思之所以是「先驗的」，是因為認知

的規範性根據是源自於主體（而不是客體或絕對者）（第一種意義的「先驗的」）。

這種規範性效力在不涉及任何對象與對象之規定的情況下，能正確地規定各種表

象所屬的心靈根源，以及各種表象有效運用的範圍與界限（第二種意義的「先驗

的」）。最後，有別於第二種意義的先驗反思，知性範疇對於表象與對象之間的關

係的先驗規定提供另一種規範性根據。這種規範性確立對象認知的先天可能性條

件，它能夠決定一個認知是客觀有效的（第三種意義的「先驗的」）。 

就此而言，《純粹理性批判》是一項理性的自我批判與自我證成的工作，這

只有在康德提出了「先驗反思」的概念後才變得更加明確。如果沒有先驗反思所

給出的規範性效力，我們無法解釋，對於人類認知能力的批判是如何可能的。因

此，先驗反思是嚴格意義下主體認知的規範性根源。 

本文認為，以上的這些結論都蘊涵在〈歧義篇章〉之中。由此可知，〈歧義

篇章〉在《純粹理性批判》之中具有一個特殊的位置。〈歧義篇章〉不是只有哲

學史的意涵，也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篇章；〈歧義篇章〉也不是章節安排上的錯

置，因而必須被歸在〈先驗辯證論〉之中；〈歧義篇章〉也不是從〈先驗分析論〉

正文中所推導出來的邏輯結論。相反的，從先驗邏輯的角度而言，〈歧義篇章〉

指出了主體認知的規範性根源。這一方面肯定了〈先驗分析論〉正文中所確立的

各種對象認知的先天形式法則，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先驗辯證論〉中各種形上學

錯誤產生的原因，以及理性是如何克服先驗幻相所產生的誘惑。先驗辯證論源自

於先驗分析論中所確立的法規被當作一種工具，去擴展人類的對象認知。理性自

身之所以能夠發現並防止這種僭越，是因為它擁有先驗反思的能力。 

一切認知都由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所構成的，藉由先驗反思，主體能夠確信

(Überzeugung)認知是真實的： 

視其為真實(Fürwahrhalten)是我們知性中的一桩事物，它可以是建立在客觀

的根據上，但也要求在此作判斷的人內心中有主觀原因。(KrV A820/B848) 

然而，如果同樣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被混淆了（主觀的被視為客觀的），那麼

幻相就會產生，並誤導主體作出錯誤的判斷。任何錯誤判斷的產生都可以歸因於

認知的主觀根據與客觀根據的混淆，無論這是經驗性的認知，還是形上學的認知。

康德認為，如果我們要成功反駁一個錯誤的主張，我們必須去揭發這個錯誤主張

的根據是建立在幻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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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認為是判斷的客觀根據的那些主觀原因展示出來，因而

將這種欺騙性的視其為真實解釋為我們內心的一桩事情，而不需要為此取得

客體的性狀，那麼我們就揭露了這一幻相，並不再被它所蒙騙，雖然總還是

在某種程度上被它所誘惑，如果幻相的主觀原因與我們的本性相關的話。

(KrV A821/B849) 

先驗幻相無疑是人類認知當中最大的誘惑。這類幻相源自於理性自身的本性，因

而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即使在主體意識到先驗幻相的存在之後，它們也不會

因此而消失；相反的，先驗幻相依然會不斷地誘使理性越過可能經驗的界限與範

圍(KrV A296ff./B353ff.)。雖然主體總是會受到幻相的誤導而產生錯誤的判斷，但

是它依然有能力自我察覺到這些錯誤。若要揭發這些幻相，主體需要藉助先驗反

思，以便將混淆在客觀根據中的主觀根據給區別開來。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藉由

先驗反思辨別與防止各種混淆所產生的錯誤。這不只侷限於〈先驗辯證論〉中所

提到的形上學錯誤，也適用於〈歧義篇章〉中因邏輯反思所引起的錯誤。 

本文認為，先驗反思是主體最特殊的能力，它是主體認知的規範性根源。當

我們說，反思在人類的經驗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指的是先驗反思所給

與的規範性效力。透過先驗反思，主體不僅能夠辨別與防止錯誤，同時也能夠分

辨表象所屬的心靈根源，以及表象的有效運用範圍與界限。如果這一詮釋是正確

的，那麼，我們可以說：儘管〈歧義篇章〉只是一篇附錄，但是其中所隱含的規

範性思維向我們展示了批判哲學為形上學奠基的原初根據。其哲學意涵遠遠超過

一篇附錄所能承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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