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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康德在批判時期的道德思考 

 

第一節 定言令式底提出—道德法則意義之確立 

 

 

一、摒除人類主觀經驗而先天地存在之道德原則 

 

    前章提及康德在一七七０前便已有建構一道德底形上學之想法，然而直到一七八五年

發表的《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才具體地呈現其「以形上學之進路來探討道德」的倫理學

思考，康德撰寫該書之目的為：建立一門純粹的道德哲學，而這門純粹的道德哲學必須是

摒除一切只能是經驗的、且屬於人類學的事物。（GMM1996: 44/ stwVII:13）易言之，康德

所欲尋求的是：一未屬於任何主觀的經驗，並且能夠先天地作為人們道德行為與否之根據。

我們可以看到康德在該書第一章〈從通常的道德的理性知識通往哲學的理性知識〉

（Transition from common rational to philosophic moral cognition/ Übergang von der Gemeinen 

Sittlichen Vernufterkenntnis zur Philosophischen）便指陳：在世界之內，或是根本在它之外，

除了一個善的意志1（good will/ gutter Wille）之外，我們根本不可能思考任何事物，它能無

限制地被視為善的。（GMM1996: 49/ stwVII:18）康德在此要指明的是，善的意志之為善，

不是作為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作為一切善底條件。據此當可理解：由於善意志可被無限

制地視為善，而以善意志所建立之道德法則，便可成為道德哲學之基石，因此，康德解釋： 

 

                                                 
1 國外學者庫恩（M. Kuehn）曾分析康德與沃爾夫學派之差異。他說，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學中所謂的純粹意

志（pure will）與沃爾夫學派論所論之普遍的實踐哲學不同，沃爾夫重點放在意欲（volition）；而康德則重在
論述純粹意志；沃爾夫底思考進路是以一種一般而言的邏輯方式去探討所有種類的思考，而康德比較接近於

先驗（transcendental）邏輯的方式，其主要在於考察「純粹思考底獨特行為和規則」，亦即，康德研究的主題

是「全然地在先天（a priori）上之客體」。（Kuehn, 2001: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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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實踐知識（practical cognitions/ praktischen Erkenntinisse）中，道德法則（連同其原則）

不只是在本質上有別於其他一切含有任何經驗之物者，而是整個道德哲學完全地立基於其

（指：實踐知識）純粹的部分。而當道德哲學應用於人時，它不從對於人的認識（人類學）借

取絲毫東西，而是給予他（作為有理性者）先天的法則（laws a priori/ Gesetze a priori）。

（GMM1996: 45/ stwVII: 13） 

 

 

二、義務底形式原則 

 

根據前述，康德指明一種包含著善的意志底概念之道德行為—義務（duty/ Pflicht），作

為討論發自善的意志之行為底形式。康德在說明義務時，揭櫫了三種形式原則（GMM1996: 

52-55/ stwVII: 22-26），即： 

（1）一個行為之具有道德價值，並非僅由於它合於義務（in conformity with duty/ 

pflichtmäßig），而是由於它出於義務（from duty/ aus Pflicht）。 

（2）一個出於義務的行為有其道德價值不在於由此會達到的目標，而在於此行為據以被決

定的格律（maxim/ Maxime）。 

（3）義務是出於對法則的敬畏（respect/ Achtung）的一個行為之必然性。 

第一個形式原則指的是並非出於恐懼或愛好（inclination/ Neigung）的心理感知（sensibility）

2，而是存在於實踐的、並置於意志當中的行為底原則。第二個形式原則是繫屬於意欲

（Wollen）底原則，即以主體主觀判斷下所立之法則為依據，而非來自道德行為之結果。

換言之，行為是否道德取決於行為主體所立之法則，但行為主體可能會有主觀的愛好，而

                                                 
2 國外學者佩斯特納克（L. Pasternack）也以為「對法則的敬畏」與減少個人主觀的「愛好」有密切的關係。

他說，通過顯示自愛底要求，以及減少自愛作為充分理由底來源之藉口，對法則的敬畏限制了愛好（inclination）
底影響。見氏著“Kant＇s Theory of Moral Sensibility: Respect for the Moral Law and Influence of Inclination”。
（Pasternack, 2002: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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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所立之法則（格律）無法普遍適用於每一個行為主體。因此，康德的第三個義務底形

式原則所言之「對法則的敬畏」乃是為了建立起法則之客觀意義，關於此，康德指出： 

 

    只有僅作為根據、卻絕不作為結果而與我的意志相連結的東西，亦即，不為我的愛好（Neigung）

服務、而是壓制它的東西，或至少在抉擇時完全將它摒諸估量之外—因而只有法則本身—才能

是敬畏底對象（ein Gegestand der Achtung），並且也是一項命令（Gebote）。（GMM1996: 55/ 

stwVII: 26-27） 

 

質言之，康德所謂「對法則的敬畏」，是由於該法則已然除去人們主觀的愛好，並且作為一

項命令，而反過來衡量主體行為是否合乎道德。 

 

 

三、定言令式底提出 

 

但康德接下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的法則能夠反過來決定意志（而此意志可絕

對而無限制地稱為善）呢？康德將該法則稱為「定言令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並以

此作為整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底主題。而「定言令式」作為意志底最高原則，使得

人類行為之意圖與目的之間存在著客觀必然的法則（就如同自然物依自然法則產生作用一

樣），用康德自己的話來說，即是：一個行為本身在客觀上是必然的，而無關乎另一個目的。

（GMM1996: 67）職是之故，康德對「定言令式」訂立出如下之定義：「僅依據你能同時意

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格律而行動！」（handle nur nach derjenigen Maxime, durch 

die du zugleich wollen kannst, daß sie ein allgemeines Gesetz werde.）（GMM1996: 73/ stwVII: 

51），並且據此定義而引伸了「定言令式」底不同表述方式，其中含括：如同普遍的自然法

則而行使之行為底格律；將人當作目的，決不只當作工具來使用；制訂普遍法則的意志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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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理性者底意志；唯有意志自為立法目的底王國始為可能。（GMM1996: 73-83）以上所

述，我們可以看見康德的倫理學思考：（1）建構一理想道德行為見解，作為行為是否合乎

道德之最後判決準則—道德理想王國之奠定。（2）思考人格律普遍化之可能，以使客觀道

德法則能先天地形成並確立—客觀道德法則之判斷。（3）探求履行道德行為之條件，以便

為人行動之合理性提供先天之根源—道德行動合理之揀擇。 

 

 

四、意志底自律為道德底最高原則 

 

    承上所述，康德在「定言令式」底其他表述方式中提及的「有理性者底意志」，便是道

德法則奠定之依據，康德其稱為意志底自律（autonomy of the will），並將此作為道德底最

高原則，而關於自律底原則，康德解釋： 

 

    僅選擇如此之方式，即你的意念底格律亦含括在作為同樣是普遍法則的意欲之中。（GMM1996: 

89） 

 

換言之，意志底自律成為行德底過程中之根據。而有別於「意志底自律」，康德以為「意志

底他律」（「假言令式」）為一切虛假的道德原則之根源。前者表述意志自為目的，並將自

身格律與普遍法則相聯結；後者呈現「手段-目的」之關係，非由意志自身出發，而形成一

假言之客觀法則：「我應當做某事，因為我想要另一事物」。（GMM1996: 89）從而康德透過

對於「假言令式」底分析，指出依據幸福底原則（the principle of happiness）或是圓滿底原

則（the principle of perfection）都無法作為道德判斷之準則，因為上述兩種原則皆是由「假

言令式」而來之推論。（GMM199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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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由底理念使意志成為智思世界底成員 

 

    但是，意志底自律之原因到底為何？康德為解決此問題而預設了以下命題：「自由」作

為一切有理性者底意志之特質。關於此，康德說明： 

 

    我們也必須將自由底理念（the idea of freedom）賦予每個具有意志的有理性者，而他僅依這個

理念來行動。因為在這樣一個存有者中，我們設想一種實踐的理性，也就是說，他對其對象具

有因果性。（GMM1996: 96） 

 

緣上所引，康德在此並未解釋為何「自由」是一切有理性者底意志之特質，而是通過設想

意志是自由時，主體自身則置於「智思世界」（intelligible world）中，從而使得定言令式成

為可能，因為「智思世界」有別於「感性世界」（the world of sense），乃是摒棄了慾望、

愛好等人之主觀嗜欲。不過，人類確實也存在於「感性世界」中，如何能夠說明現實中道

德法則成立之可能性呢？康德在此便設定人類乃是同時存在於「知性世界」與「感性世界」

之兩重世界3中，因此康德解釋： 

 

    定言令式之所以可能，係由於自由底理念使我成為一個智思世界（intelligible world）底成員；

如果我只是一個智思世界底成員，我的一切行為將會永遠合於意志底自律；但既然我同時直觀

到我自己是感性世界底成員，則這些行為應當合於意志底自律。這個定言的「應當」呈現為一

                                                 
3 國內學者李明輝認為要瞭解康德的「自律」概念，需瞭解其「雙重世界」與「人的雙重身份」之理論，康

德承襲傳統哲學中「智思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與「感性世界」（mundus sensibilis）之分別，將所有
對象區分為「物自身」（Ding an sich）與現象（Erscheinung）或者「理體」（Noumenon）與事相（Phaenomenon）。
他把智思世界理解為一切有理性者（目的自身）依據道德法則共同組成的「目的王國」。我們的自我一方面是

道德主體，以物自身之身分隸屬於智思世界；另一方面，它是感性存有者，以現象之身分隸屬於感性世界。（李

明輝，1990a：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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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先天綜合命題4（a synthetic proposition a priori），因為我被感性慾望所觸動的意志之外，另外

加上同一個意志底理念（但它屬於知性世界，且是純粹的、憑自身實踐的）；依理性而言，後

一意志包含前一意志底最高條件。這粗略地像是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之外另外加上知性底概念

（它們本身僅意謂一般的法則形式），且因此使一切自然知識所依據的先天綜合命題成為可

能。（GMM1996: 100-101） 

 

綜合上述，人作為一有理性之存在，由於具有自由，成為了智思世界底成員，從而形成意

志底自律，再由意志底自律推至人自為立法、建立道德法則，並由此道德法則規範人由於

主觀而立下之格律。然而，自由為何是意志自律之預設？再者，康德自己也承認意志底自

由與自我立法均是自律，因而成為了交互性概念，凡此種種皆導致循環論證。關於此問題，

康德將其留到《實踐理性批判》中，以「理性底事實」（Faktum der Vernunft）作為此紛爭

之解決方式，以下我們將討論康德在《實踐理性批判》中對於道德法則底理解。 

 

第二節 道德法則底條件—自由底分析 

 

 

一、自由是道德法則底存在理由，道德法則是自由底認識理由 

 

    出版於 1788 年的《實踐理性批判》，延續了《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所論述之相關概

念，將重點置於說明既已確立的純粹實踐理性5底「實踐」能力，並評價一般的（不純粹的）

                                                 
4 國內已故學者黃振華曾以為康德發現道德法則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完全是受他在純粹實踐理性批判中

發現先天綜合判斷之思想引導的結果。他解釋，在純粹理性批判中康德於肯定普遍客觀的知識必須是先天的

以後，進而發現數學中及物理學中的先天綜合判斷之存在，同時肯定這種存在是既與的事實並進而闡明其如

何可能；而這裡他於肯定道德法則必須是先天的以後，亦進而發現道德的令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不僅

肯定這種命題之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的事實，並進而闡述其理性上如何可能。（黃振華，1976：151-152） 
5 知名已故國外康德學者貝克（L. W. Beck）曾在其著作“A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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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底表現，進一步確立道德法則之先天普遍性。而道德法則之所以具有普遍性，與「意

志底自律」（「有理性者底意志」）有密切的關係，並且前文述及康德認為「自由」是作為

一切有理性者底意志之特質，因此我們將從自由、意志與道德法則之間的關係開始談起。 

 

    康德先指出，自由是道德法則底條件（condition）。（CPrR1996: 140）而又接著此論斷

附註說明： 

 

    自由確實是道德法則底存在理由（［ratio essendi］），而道德法則卻是自由底認識理由（［ratio 

cognoscendi］）。因為如果不是道德法則已經在我們的理性中被清楚地設想，則我們絕不會認為

我們自己有理由去假定有如同自由這樣的一樣東西（儘管它並不自相矛盾）。但假如沒有自由，

則道德法則也就根本不會在我們心中被找到了。（CPrR1996: 140） 

 

換言之，自由使得道德法則得以存在；而道德法則使得自由得以認識。然而，這裡便產生

一項問題：道德法則如何能夠證明自由底實在性。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康德在《實踐

理性批判》如何界定道德法則： 

 

定理 I 將欲求底能力底一個客體（質料）預設為意志底決定根據的一切實踐原則，並無例外，

而都是經驗性的，並且不能充當任何實踐法則。（CPrR1996: 155） 

                                                                                                                                                              
出康德哲學中“practical reason”（praktische Vernunft）的歷史演變，而到了康德的詮釋系統裡，“practical reason”
已然與其之前的哲學意涵有所不同。他說，雖然柏拉圖（Plato）已經將意願（willing）從慾念（desiring）中
分離出來，亞理斯多德（Aristotle）才是分判實踐理性（［nous praktikos］）以及理論理性（［nous theoretikos］）
之創始者。繁瑣哲學家（schoolman）將前者翻譯為［intellectus practicus］，並且他們也使用如［intellectus activus］
以及［ratio practica］之詞語，沃爾夫學派並不在他們的拉丁著作中使用這些詞語，或是在德語著作中給予字

面上的翻譯，但他們在［cognitio movens］和［cognitio iners］底術語維持了其差異性，並且承認其認知性，

例如在像［appetitus rationalis］的詞語中（就像在意欲【volition】中企求的要素（conative elements）之情況）。
康德則在 1765 年創造了實踐理性（praktische Vernunft）一詞。甚至可以說這些字給予某種歷程底指向（而康

德在意志底概念中使其歷程越出沃爾夫學派所指）。（Beck, 1960: 37） 

 44



                           第三章 康德在批判時期的道德思考 

定理 II 一切實質的實踐原則本身，並無例外，都屬於一種以及同樣的類型，並且處在自愛或

自身幸福這一普遍原則之下。（CPrR1996: 155） 

定理 III 如果一個有理性者應當把他的格律設想為實踐的普遍法則，則他就只能把這些格律設

想為只按照形式包含意志底規定根據的原則，而非按照質料。（CPrR1996: 160） 

定理 IV 意志底自律是一切道德法則和與之相符的義務底唯一原則；反之，意念6底他律

（heteronomy of choice/ Heteronomie der Willkür）不僅根本不建立任何責任，而且反倒

與責任底原則和意志底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the will）相違背。（CPrR1996: 166） 

 

由以上列出四項定理看出康德所謂的道德法則有以下特性： 

（1）欲求底能力之客體無法形成客觀實踐法則之原因在於：其一，含主觀經驗性，其二，

將主體外在的客體作為實踐原則已然非以目的自身（將人當作目的，決不只當作工具來使

用）作為依據； 

（2）實質的實踐原則（自愛或自身幸福）由於是為求某一目的之「假言令式」，無法具有

普遍性； 

（3）有理性者底格律應建立起「形式」意義之意志主體，而非從質料取徑； 

（4）意志底自律是一切道德法則底唯一原則。 

換言之，道德法則由於抽離一切經驗性質料底限制，並指明以「有理性者」建立起不含主

觀經驗的普遍化格律—亦即產生「意志底自律」之概念。 

 

 

二、如何能夠證明意志是自由的？ 

 

                                                 
6 康德在此以「意念底他律」相對於「意志底自律」，而非以「意志底他律」底說法，或許是強調主體可能會

受到感性衝動而開展其行為，詳見下文對於康德的「意念」（choice/ Willkür）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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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裡所指的「意志底自律」乃是「一種由自己開始一系列變化的能力」；「不是由理

由、不是由任何東西所決定的；它的單個的表現（意志動作）因此從本原來講就完完全全

是產生於他自己的」，因此這樣的「意志底自律」便可稱是自由的、是一種「任何方面都不

受影響的意志決定」。7從而可以證立道德實踐底「自由」之可能，康德則將這樣一種由純

粹理性宣布自我立法（「有理性者」建立道德法則）底事實稱為「理性底事實」。關於此，

康德解釋： 

 

    關於一個可能的普遍立法的、因而只是或然的先天觀念無條件地要求作為法則，並不從經驗中

或任何一個外在意志中借來某種東西。但這也並不是一個欲求底效用因此成為可能的行為應該

據以發生的規範（因為那樣一來這規則就會永遠以生理作為條件了）；而是單就意志之各格律

底形式來先天地規定意志的規則，這時一個只是為了諸原則底主觀形式之用的法則，通過一般

法則底客觀形式而作為規定根據，至少是這樣來設想它，就不是不可能的了。這個基本法則底

意識可以稱為一個理性底事實（a fact of reason/ Faktum der Vernunft），這並不是由於我們能從

先行的理性底資料中，例如從自由底意識中（因為這個意識不是預先給予我們的）推想出這一

法則來，而是由於它本身獨立地作為先天綜合命題而強加於我們，這個命題不是建立在任何直

觀（不論是純粹直觀還是經驗性直觀之上）［…］我們為了把這一法則準確無誤地看做是被給

予的，就必須十分注意一點：它不是任何經驗性的事實，而是純粹理性底唯一事實，純粹理性

藉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立法的（我所意願的，是我所命令的［sic volo, sic jubeo］）。（CPrR1996: 

164-165） 

 

雖然前文提及康德以「意志底自律」作為一切道德法則底唯一原則，然而在康德的倫理學

                                                 
7 由於論證「意志為何是自由」時，若以「意志乃是處於智思世界，因而擁有自由」作為原因，僅僅只能稱

意志自由是一項預設，而無法解釋自由與意志之間的關係，而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1860）針
對此問題有深入地探討，因此關於這段論述，我參考其在《倫理學的兩個基本問題》（Die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thik）中在談論「意志自身是自由的嗎？」之問題所論證後的結論。（任立、孟慶時譯，19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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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卻談到諸多不同意義下的道德主體，因此有必要釐清康德論道德法則之各個發動

主體，如此方可確立道德法則在現實上成立的可能性條件，以下則將重心置於下列各道德

主題之區別，其中包含：意念（choice/ Willkür）、意志（will/ Wille）、存心（disposition/ 

Gesinnung）、動力（incentive/ Triebfeder）、良知（conscience/ Gewissen）與真誠（sincerity/ 

Aufrichtigkeit）。 

 

第三節 道德法則之發動—意念、意志、存心、動力、良知與真誠之區分 

 

 

一、兼有「道德實踐」與「技術實踐」兩層意義之「意念」（choice/ Willkür） 

 

    承接前文所述，自由使得道德法則得以存在，而這裡所說的「自由」乃指意志（Wille）

底自由，不過在康德底倫理學架構下，是先以「自由意念」（freewill/ die freie Willkür）（「自

由的任意」［arbitrium liberum］）作為出發點。他在《純粹理性批判》提到： 

 

我目前只是在實踐的理解中使用自由（freedom/ Freheit）底概念，而在這裡排除了先驗意義上

的自由概念8，先驗意義不能經驗地預設為解釋現象（appearance/ Erscheinung）底根據，而如

同前面所揭示的那樣，它本身對理性就是一個問題。就是說，有一種意念僅僅是動物性（animal/ 

tierisch）（動物的任意［arbitrium brutum］），它只能由感性的衝動（sensuous impulse/ sinnliche 

Antriebe）來規定，亦即從病理學上來規定。但那種不依賴感性衝動、也就是能通過僅由理性

所提出的動因（motive/ Bewegursache）來規定的意念，就叫做「自由意念」（freewill/ die freie 

Willkür）（「自由的任意」［arbitrium liberum］），而一切與這種意念相關聯的，不論是作為根

                                                 
8 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所論之「先驗意義上的自由概念」涉及世界之所以存在之最原初自發的原因，我

們暫且不詳加討論此「先驗意義上的自由概念」，而以「自由意念」作為核心來探討康德論道德法則的發動力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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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還是後果，都稱為實踐的。實踐的自由底事實可以通過經驗來證明。因為人底意念不僅受到

刺激而規定（即直接刺激感官的東西），而且我們有一種能力，能通過把本身以更直接的方式

將有益或有害的東西表明出來，而克服我們感性欲求能力上的種種印象；但這些對於我們的整

體狀況方面值得欲求的（即善和有利的東西的考慮）是建立在理性之上的。所以理性也給出了

一些法則，它們是一些令式（亦即客觀的自由底法則），它們告訴我們什麼是應該發生的，雖

然它也許永遠也不會發生，並且它們在這點上與只涉及發生的事底自然法則區別開來，因此也

被稱為實踐的法則。（CPR: 633-634/ stwIV: 674-675, A802/B830） 

 

康德在此乃是要區分「動物性意念」與「自由意念」兩種行為能力底差異。前者受到感性

的衝動底影響而發動；後者僅由理性所提出的動因而規定。而由這段引文，我們可以理解

出幾項要點： 

（1）實踐的自由必須從經驗上去證立人底意念，而非從先驗的意義來說明。 

（2）人底意念可以區分什麼是善的以及什麼是有利的，前者可以看成是為道德與否做出判

斷；後者則顯示一種「手段-目的」的技術（Geschicklichkeit）底令式，亦即：為達到目的，

我們得做什麼？而這樣的令式仍是一種「假言令式」。 

（3）人底意念建立在理性之上，而理性能夠給予客觀的自由底法則。 

換言之，康德在論「意念」時，雖然肯定「意念」能夠通過理性而建立客觀實踐的法則，

但還是認為其無法作為只追求純然之善的主體意識，也就是說，在康德那，人底意念包含

了兩種實踐意涵：其一是道德實踐；另一則為技術實踐。因此，「意念」還不能算是康德嚴

峻意義下的道德主體。 

 

 

二、作為「實踐理性」之「意志」（will/ W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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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在批判時期各著作中雖然早已使用「意念」與「意志」二詞，但始終未能針對兩

者詳加區分，直到在《道德底形上學》才有了以下之說明： 

 

欲求底能力（Begehrungsvermögen）是依照概念，就決定它行為是基於自身而不是其客體（object/ 

Objekt）底根據而言，此稱做隨意地做或促成的能力（nach Belieben zu tun oder zu lassen）。當

這種能力有意識地藉著某人底行為與客體的產生聯繫在一起時，稱之為意念。若不與客體的產

生聯繫著，則稱之為希望（Wunch）。若一種欲求底能力的內在決定條件全然來自主體底理性，

便稱為意志。意志因而也是這樣的一種欲求底能力，它（如同意念一樣）不對行為的決定有關。

同時，它自己在它（Wille）之前沒有決定條件，而是就它能夠決定意念來說，它是實踐理性（die 

praktische Vernunft）自己。（MM1996: 374- 375/ stwVIII: 317） 

 

這段引文顯示康德藉由「欲求底能力」底說明，將「意志」界定為實踐理性9，而非與行為

決定之客體相關聯，由於康德指出「意志」在其自身之前已經沒有決定條件，因此可以知

曉：對康德來說，「意志」已然是道德實踐的決定心智，關聯著前文所論「有理性者底意志」

是道德法則奠定之根源（即「意志底自律」），而這段引文言「若一種欲求底能力的內在決

定條件全然來自主體底理性，便稱為意志」，因此「自律的、有理性」者底意志是判斷行為

是否合乎道德之實踐理性。 

 

 

三、「實踐理性底主觀的判斷標準」之善的「存心」（disposition/ Gesinnung） 

                                                 
9 國外學者克爾斯汀（S. J. Kerstein, 1965-）歸納康德論意志之決定根據（Bestimmungsgründe）時，曾提及：
意志是一項對於行動的規則之接受能力。他說，作為意志底決定根據，康德至少提及目的（end）、愛好
（inclination）、愉悅底期待（the expectation of pleasure）人自身的幸福底原則（the principle of one’s own 
happiness）以及道德法則（the moral law）。克爾斯汀把以上所列的因素都視作是行動者（agent）在行動時之

動力，或是將這些因素皆納為自身之格律和行動規則底一部份。然而，克爾斯汀在此所列諸項當視為「意志」

底可能條件，而非純粹實踐理性，此點不可不察。見氏著“Kant's search for the supreme principle of morality”。
（Kerstein, 200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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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再持續溯源意念或意志所發之具體行為底根據時，「存心」（disposition/ 

Gesinnung）10底概念便成為了討論的焦點。因為康德曾經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將「存

心」解釋為「意志底格律」（maxims of the will）。（GMM1996: 85）易言之，「存心」即意

謂：實踐理性底主觀的判斷標準。並且康德接下來又說： 

 

    到底是什麼使這種在道德上善的存心（a morally good disposition）（或者說德行【virtue】）有

資格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呢？這不啻是這種存心為有理性者在普遍立法方面爭取到的參與權

（share）（藉著這項參與權，這種存心使有理性者適於在一個可能的目的王國作為成員）。有

理性者由於他自己的本性（nature）（作為目的自身），已註定擁有這項參與權，且正因此故，

在目的王國作為立法者，在一切自然底法則方面是自由的，僅服從他為自己所制訂、且使其格

律能歸屬於普遍立法之下（有理性者自身同時也隸屬於這種立法）。（GMM1996: 85） 

 

關聯著上列引文所論，「道德上善的存心」是一種格律，並且這樣的一個「存心」是使有理

性者能歸屬於目的王國的一項重要因素。但在康德那，所謂「道德上善的」存心也僅僅只

是一項格律，用康德的話來說，只是：「意欲底主觀原則」或是「行動底主觀原則」。再者，

由於康德曾在《單在理性限度內的宗教》說明人有「善的存心」亦有「惡的存心」，既然有

「惡的存心」，那麼「存心」當不可作為道德實踐底最終根源，關於這段描述，康德指出： 

 

    有此種［指善的］或是另一種［指惡的］本性的存心（作為與生俱來的性格）在此並不意謂

由懷有此存心的人類獲取它（亦即他不是其創造者），而是意謂該存心在時間中被獲取（即從

                                                 
10 學者愛利森（H. E. Allison）曾對康德底「存心」（Gesinnung）有如下之詮釋：存心底概念是指行動者（agent）
底持久的性格（character）或氣質（disposition），它構成特定選擇底基礎，並且在特定選擇中得到反映。（Allison, 
1990: 136）換言之，愛利森底說法是以為「存心」作為原本就存在於行動者底內心而展現出來的一種性格，

並且是使特定選擇成為可能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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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年少開始，便始終是善的或是惡的）。該存心（亦即眾格律之採納底第一主觀根據）只能夠

是單一的，並且它普遍地適用於自由底全然使用。然而，這存心也必須通過自由意念而被採

納，因為如果不是這樣的話，它將不會被歸因。（Religion: 50） 

 

 

 

四、作為道德法則之「人的意志底動力」（incentive/ Triebfeder）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定義「動力」是「欲求（desire/ Begierde）底主觀根據」，

與作為「意欲底客觀根據」之「動因」（motive/ Bewegungsgrund）有異。（GMM1996: 78）

但他卻在《實踐理性批判》直指歸屬於人的意志底動力是道德法則，康德解釋： 

 

    現在，藉由動力（心靈底鼓動［elater animi］）被理解為存在者意志底主觀決定根據（這存在

者底理性並非由於其天性必然地符合客觀法則），那麼由此將推出：首先，我們不能賦予神底

意志（the divine will）任何動力，而人底意志底動力（以及任何被創造的有理性的存在者底意

志底動力）絕不能是某種與道德法則不同的東西；因而，如果這不是只為了實現法則底意義沒

有包含其精神（spirit），行為底客觀規定根據必須始終及也完全單是行為底主觀上充分的決定

根據。（CPrR1996: 198） 

 

從以上論述可明顯看出，康德將客觀的實踐法則理解為：結合了意志底主觀動力而型構之

道德法則，其原因在於康德希望藉此而達到兩層目的：其一，合乎道德法則底道德要求；

其二，不僅能合乎道德法則，且該道德法則還能出自人底「精神」（即出自善的「存心」

【disposition/ Gesinnung】）。並且康德將此「意志底主觀動力」又稱為「對道德法則的敬畏」，

因而康德指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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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道德法則的敬畏也必須被看作是法則對於情感的積極的、但卻是間接的作用，只要這法則透

過自滿之貶損（humiliating self-conceit）而削弱了各種愛好（inclination）的阻礙性影響，因而，

這敬畏也必須被看作活動（activity）底主觀根據—即看作遵守這法則的動力，以及與符合這法

則的生活方式底格律的根據。（CPrR1996: 204） 

 

因而，就「敬畏」是道德法則對於人底情感所產生之效用而論，人通過「敬畏的情感動力」

而建立行為底主觀根據，而此主觀根據便是人底格律。然而，動力亦與欲求底概念相聯結，

因此，單單就「動力」而言，則不可稱是純粹實踐理性，如前所述，康德之所以特別將「意

志」與「動力」併合詮解為「道德法則」，主要的原因還是要凸顯「人底精神（spirit）」底

展現能力，而非單指人底行為僅合乎道德法則即可。 

 

 

五、作為「歸因行為底主觀判斷底能力」之「良知」（conscience/ Gewissen） 

 

那麼，我們接著要問的是：「判斷」行為是否合乎道德之根據究竟為何？由於康德在《道

德底形上學》中曾經提及以「良知」（conscience/ Gewissen）作為對於人類底義務之「與

生俱來的判斷」能力，為了便於討論，茲將這段文字引述如下：（MM1996: 559-562） 

 

        通過法則（道德令式限定我們的自由），每一個義務底概念包含著客觀的約束，而屬於實

踐知性（practical understanding）（而實踐知性提供規則）。但一項行動（deed）底內在歸咎，

作為一項來自法則下的案件（［in meritum aut demeritum］）來說，是屬於判斷底能力（the faculty 

of judgement）（［iudicium］），看成是一項歸因行為底主觀原則，判斷底能力以公正的力量判

斷一項行為（action）是否能作為一項行動（deed）而發生（［這裡所指的行動是］在法則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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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的行為）。據此判斷底能力，產生了理性底結論（即裁決【the verdict】），也就是說，以行

為連結了正當的結果（即定罪【condemnation】或宣告無罪【acquittal】）。在此所有的一切在

法官（tribunal【coram iudicio】）之前發生，這稱之為法庭（court【forum】），而法官作為一位

道德的人，將效力給予法則。—在人類心中的一個內在的法庭底意識（consciousness of an 

internal court）即是良知（conscience/ Gewissen）。（「在人類思考彼此指控或是饒恕之前」） 

每一個人類都有良知並且發現其自身受到遵從、被威嚇，以及一般而言以內在的判斷而持

續的畏怯（與恐懼相聯結之敬畏）；並且此威權監視著其內心中的法則，並不是他自身（任意

地【voluntarily/ willkürlich】）所做的事情，而是在他存在之中具體化了的東西。當他打算要逃

離的時後，它像其影子跟隨著他。通過壓力及分散注意力，他甚至能夠使他自身麻木或呈現睡

眠狀態，但有時他不能夠避免恢復自制力或甦醒過來；並且當他這麼做的時候，他立即聽到它

的可怕的聲音。他最多（在極度的墮落之下）使其自身不再注意到它，但他仍然無可避免會聽

到它。 

 

這段引文說明康德所謂人底良知是「判斷」人的行為是否合於道德法則規範下之行動，並

且良知作為一項威權之存有，乃是判別人內心法則之依據，換言之，「良知」可視為對人類

之格律的再檢視。而康德接下來又說： 

 

現在，這個根源性的智性的（intellectual）以及（因為它是義務底思慮）被稱作「良知」

的道德的稟賦（moral predisposition）是特有的，這是通過人底理性看見他自身受到約束（雖

然其職責是一項人類自身底職責）以便可以使此良知持續下去，就如同是受到另一個人底命令

一樣。因為在此該職責即是在法庭前的案件（case/［causa］）底審判。但設想被其良知控訴的

人類與以下的一種判斷是同一件事，即一種呈現法庭底不合理的方式，因為既然是這樣的話，

起訴者（prosecutor）將會始終是不見的，因此，如果良知並不是要作為與它自身相抵觸的話，

就一個人類底良知將必須設想除了他自身以外的某人（例如，除了該人類本身而論）的一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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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言，要作為他行為底判斷。這個另外的人可能是一位實際上的人或只是一位理性為其自身

而創造之理想的（ideal）人11。 

這樣的一位理想的人（被授權的良知底判斷）必須是善心底仔細檢查者，因為該法庭在人

類心中設立。但他也必須增加一切的責任，亦即，他必須是，或者被設想為，一個與凡是也將

會被視為他的命令的一切義務相關聯的人；因為良知是一切自由行為底內在的判斷。—現在因

為這樣的一個道德存在也必須擁有一切的力量（power）（在天堂或是在地球上）以便可以賦

予其法則效力（作為是必然地為了判斷底所在之需要），並且因為這樣的一個全能的

（omnipotent）道德存在稱作上帝，對一切人底行動而言，良知必須是被設想作為對上帝負責

之主觀的原則。事實上，後者的概念始終是包含在良知底道德的自我覺知（the moral 

self-awareness）中（甚至只在一種模糊的方式之中）。 

這並不是說人類是被給予權力以假定這樣的一個最高存在真的外在於他自身，通過其良知

不可避免地帶領他的一項觀念—仍然是比較小的（他受他的良知約束而如此行事）。因為該觀

念並不是客觀地給他（通過理論理性），而是主觀地給他（通過實踐理性），使它自身在責任之

下來行動以持有該觀念；並且通過使用實踐理性，而只是產生類似於世界上一切有理性者之立

法者，人類只是受到在「按良知行事」（conscientiousness）（又稱作［religio］）底思考底方

向之指引，如同對於一神聖的存在（道德地立法理性）負有責任，與我們到目前為止在我們的

內心深處的存在有所區別，並且屬於屈服於此存在底意志，而作為正義底規則。宗教底概念在

                                                 
11 康德在此另外以附註說明：在良知中歸咎和判斷其自身的人類必須設想在其自身的一種雙重的人格性（a 
dual personality），一個二重自我，一方面來說，必須在法庭（對他來講仍是受到信賴的）底限制下處於焦慮，

但另一方面，其自身支配了判斷底所在（office of judge），此判斷是通過內在的權威性而掌握。在此需要澄清，
如果理性不是掉入自我約束中。—我（I）（起訴者以及到目前亦是被控訴的）是同一個人（［numero idem］）。
但從自由底概念而進行的道德立法底主體，以及在道德立法中他對法則是主觀的以致於他給予他自身（［homo 
noumenon］）將會被視為另外一個人（［specie diversus］），而這另外一個人是來自該人類作為天生具有理性

（endowed with reason）的一個感性存在（sensible being），而只有在實踐的敬畏之中—因為沒有理論是關於

從智思的到感性的之因果關係—並且此特有的差異即是屬於人類（其型塑人類性格）底能力（faculty）（高
層以及低層）。第一個是起訴者，被控訴者被授與一位合法的顧問（辯護律師）與其對抗。當該程序被總結為

一個內在的判斷，作為一個人擁有力量，宣告幸福或不幸底命題，作為該行動底道德結果。我們的理性不能

進一步在此功能中追求其力量（就像世界底支配者一樣）；我們只能夠崇敬（revere）其無條件的我所命令

（［iubeo］）或我所不許（［v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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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我們來說只是「一項估量一切我們的義務作為神性的命令底原則。」 

（1）在牽涉良知的一項案件（［causa conscientiam tangens］）中，人類設想良知作為在他作決

定之前而警醒他（［praemonens］）。在眾事例中，良知作為獨一的判斷（［casibus conscientiae］）

是極度謹慎的（scrupulous/［scrupulositas］），在此受到關心的義務（道德的某種東西在其中）

底概念不能夠被想為吹毛求疵的（關心瑣碎的細節），也不能夠被想作是小過失（peccadillo/ 

［peccatillium］），並且是處於良知底勸告，而此良知是任意地（at will/ willkürlich）發出信號

（根據「羅馬民選官並不關心小事」【［minima non curat praetor］】底原則）。因而將一個寬

泛的良知歸因於某人結果是稱他為沒有良知（unconscientious）。 

（2）當行動（deed）已經被做，該起訴者第一個在良知中顯現，但伴隨他的有一位辯護律師

（defense counsel）；並且他們的爭論不能夠友善地解決（［per amicabilem compositionem］），但

寧可必須是一切公正底嚴謹性（the rigor of right）所決定，在此之上而產生 

（3）依據人類的良知底裁決，以公正的力量（rightful force）對其宣告無罪或有罪，此公正的

力量終結了該案件。應當被注意的是當良知宣告他有罪時，它不曾以一項報酬（reward/ 

［praemiun］）而決定，這是指有某種被得到的、之前不是屬於他的東西，但能夠藉由它產生，

只有欣喜於已經逃離處於該罰底危險。因而在安慰某人底良知底鼓勵中被發現的神的恩惠

（blessedness），不是肯定的（positive）而只是否定的（negative）（從先於焦慮的緩和而來）；

並且這單單是能夠被歸為德行，看做是在人類中對於邪惡的原則底影響之抗爭。 

 

我們可以看到康德將「良知」譬喻為法庭中的法官，是「人類心中內在的法庭底意識」以

及「歸因行為底主觀判斷底能力」、是一項「道德的稟賦（moral predisposition）」與「義務

底思慮」，其主要功能乃是「監視著人類內心中的法則」，而判斷底準則為「公正底嚴謹性

（the rigor of right）」。但這裡所謂的「公正底嚴謹性」乃是來自神性法則，因為康德認為「良

知」是「作為對上帝（道德地立法理性）負責之主觀的原則」，從而在人類底內心產生兩種

人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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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行為判斷底所在，具有內在的權威性，作用在於檢查人底善心。 

（2）兼具理性（reason）的一個感性存在（sensible being）。 

第一種人格性是指與神性相關聯之「一切自由行為底內在的判斷」，而之所以能持有道德實

踐底自由，原因在於依據神性法則，而不是在於有任何的報酬以進行義務底判定，因而據

此作為一項人底德行而存在。第二種人格性則可以看成是第一種人格性所要對治底對象，

以「公正底嚴謹性」作為依據，使第二個人格性底行為能合乎義務。但康德在此並未將道

德判斷底最後依據歸向神性法則，因為他承認人類的理性不能再進一步追求像上帝一樣的

強大的支配力量，而只能崇敬（revere）自我所立之道德法則，用康德的話來說，即是：我

們只能夠崇敬其無條件的我所命令（［iubeo］）或我所不許（［veto］）。 

 

 

六、「最誠實的人底卓越性底屬性」之「真誠」（sincerity/ Aufrichtigkeit） 

 

走筆至此，我們想問的是：在人類心智中是否存有一純粹力量，以保證主體所選擇之

格律能具普遍性而不受「惡的存心」所影響呢？關於這樣的一種力量，康德稱為「真誠」

（sincerity/ Aufrichtigkeit），茲將康德在《論神義論12中一切哲學嘗試底失敗》論及「真誠」

底概念之相關原文分述如下： 

 

    （1）因而只有心靈底真誠（sincerity/ Aufrichtigkeit）而不是洞察底分判（distinction of insight）；

坦率地承認自己底懷疑之誠實；厭惡於在某人一無所感之處假裝證明有罪，特別是在上帝之前

（在此該詭計便真夠是無意義的了）—這些是（在約伯（Job）底人身之中）在神的裁決中，

                                                 
12「神義論」（Theodicy/ Theodicee）一詞是源自希臘詞theos（θεος）（神）+dikē（δίκη）（正義、正確）。其
含意包括：（1）一個試圖證明上帝對待人的各種方式都是正當的學科。（2）試圖為注定或容許道德的和自然
的惡以及人類苦難的上帝的善和正義進行辯護。（3）試圖使上帝的全能和全善可與惡的存在和諧共存。（4）
試圖為現存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這個信仰進行辯護。參：安杰利斯（P. A. Angeles）《哲學辭典
》，（台北：貓頭鷹出版社），2003，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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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決定了最誠實的人底卓越性底屬性，而相對於虔誠的奉承者。（Theodicy: 26） 

    （2）我們從真確的（authentic）神義論（theodicy）中看見在這些信仰的事情當中，在注意到

我們理性底無能（impotence）時，仰賴隱微的思考比仰賴真誠（sincerity/ Aufrichtigkeit）還少，

並且在如我們所說的那樣，不曲解我們的思考而仰賴誠實，無論這是多虔誠的意圖。—這引起

了以下對於一個重要的題材之簡要的反思，即是真誠，它是在信仰底事情中的第一必要條件（the 

principle requirement），作為對比於對謬誤底傾向（propensity）與人類本性底第一苦惱的不聖

潔而言。（Theodicy: 27） 

    （3）如今，作為正直（truthfulness/ der Wahrhaftigkeit）底根據之形式的良知（formal 

conscientiousness/ die formale Gewissenhaftigkeit）明確地在於成為該相信（或是不信）底意識，

並且不是假裝將另一物視作真實性（在此真實性中，我們並沒有意識到視為真實）。因此，如

果某人對其自身說他相信（也許甚至沒有將一個單一的微感投射進他自身—無論他事實上是意

識到這樣的持有真實性或是至少意識其到某種程度）（或是在上帝之前—在宗教的宣稱中是同

一回事）—因而這樣的一個人即是說謊。並且他的謊言不只是極度荒謬的（在心靈底讀者【a 

reader of hearts】面前）：它也是極度邪惡的（sinful），因為它損害了每一個德行的意圖（virtuous 

intention/ tugendhaften Vorsatzes），即真誠（sincerity/ Aufrichtigkeit）。（Theodicy: 27-28） 

 

康德在此透露出一種道德神學似的道德判斷根據，並將此根據設定為「信仰底事情中的第

一必要條件」，這項第一必要條件已然得到神底裁決，可稱作是「最誠實的人底卓越性底屬

性」，且康德在此亦提及人們需要仰賴「真誠」底時機在於：當理性呈現無能之時。準此可

見人底理性之限制性，而更可確認「真誠」比「有理性者底意志」更可作為道德判斷之最

後判定；此外，關聯著康德在此提到以一種「形式的良知」作為正直（truthfulness/ der 

Wahrhaftigkeit）底根據，以及在前文已提到康德意義下的「良知」是作為對上帝負責之主

觀的原則。我們可以這麼推論：這裡所指涉之「真誠」乃是受到神底應許，作為人們心靈

純然無雜的實踐理性，它是開展德行的純粹推動力量，康德稱之為「德行的意圖」；而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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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們底外在狀態，康德則稱為「正直」，在這中介過程中，需要一種來自神性法則的道德

判斷力，此判斷力即是康德所謂「形式的良知」。至此，我們已經發現「真誠」是康德在論

述道德判斷時，所認為在人底心智中的一種最純粹的根據。 

 

    此外，由於我們在第二章提到康德在前批判時期受到英國哲學家底道德感學說之影

響，而屢屢論及「道德情感」（moralische Gefühl）對於道德判斷底影響，因此以下便開始

探討康德在批判時期如何看待「道德情感」，及其與「道德法則」之關聯性。 

 

第四節 道德情感作為鼓動人類心靈以服從法則之根據 

 

    康德在批判時期關於「道德情感」的說法相當複雜13，以下我們主要以《道德底形上學

之基礎》、《實踐理性批判》、《判斷力批判》、《單在理性限度內的宗教》、《道德底形上學》

中列舉相關的段落作為討論底對象： 

 

（1）縱使敬畏是一種情感（feeling），它卻不是透過影響底手段而接受的情感，而是透過一個

理性概念（a rational concept）底手段而自生的（self-wrought）情感，且因此與所有可歸諸愛

好或恐懼的前一種情感不同類。我直接認定為我的法則者，我以敬畏認定之；而「敬畏」僅意

謂「我的意志對一項法則底服從，而無其他對於我的感覺的影響之中介」的意識。通過法則底

手段，意志底直接決定及此種決定底意識稱為敬畏，因此敬畏被看做法則加諸主體底作用。

（GMM1996: 56） 

（2）如同人類的意志通過其自由底德行（virtue of its freedom）而可以被道德法則直接決定一

                                                 
13 根據國內學者李明輝（1990a：111-112）底研究，他分判出在康德後期的倫理學包含著如下的「道德情感」

之觀點：1.一種自然稟賦、2.一種習性、以及 3.一種情感狀態，而就第三項意義而言，「道德情感」包含兩組

意識內容：A、對道德法則或義務的敬畏（Achtung）；B、與德行意識相聯結的愉快或滿足之情，以及與罪惡

意識相聯結的痛苦或不快之情，B又含括：I、因意志活動符合或抵牾道德法則而有的愉快或不快；II、因實
際服從或違背義務而有的愉快或不快，但李明輝先生並未詳述以上所提之概念間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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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確實不否認按照這一決定根據而經常練習能夠最終在主觀上產生一種對自己的滿足感（a 

feeling of satisfaction）；相反的是，建立起以及涵養此情感，單單此情感是值得被稱為嚴格意

義下的道德情感，它自身屬於義務；但義務底概念不能夠由它推衍而出。（CPrR1996: 171-172） 

（3）人們不妨承認伊比鳩魯（Epicurus）底說法，一切快樂（gratification）（即使是由那些喚

醒審美理念【aesthetic idea】的概念引起的）都是動物性的，即都是肉體的感覺（sensation）；

而由此絲毫也不損害到對於道德理念之敬畏底精神性的情感（spiritual feeling），對於道德理念

之敬畏不是快樂，而是一種把我們提升到快樂的需要之上的自我尊重（self-esteem）（自我尊

重屬於在我們心中的人性）。（CPJ: 210-211） 

（4）對於人格性的稟賦（the predisposition to personality）是易感於對道德法則的敬畏，就如

同自身是一個充足的對於意念之動力（incentive）。這種在我們之中對於道德法則的敬畏之易

感性（susceptibility）將因而是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Religion: 52） 

（5）論道德情感 

這是一種僅僅來自覺知我們的行為符合或對立於義務底法則，而對於感覺愉悅或不愉悅的

易感性（susceptibility）。透過愉悅或不愉悅的感覺，一切意念底決定來自對於行動（deed）可

能的行為（action）底表象而進行，在該行為中或其結果產生興趣（interest）。這裡的感覺（feeling/ 

ästhetische Zustand）底狀態（以內在感官受到影響的方式）是病理學的（pathological）或是道

德上的（moral）。—前者是法則底表象之前的情感；後者則是只能跟隨它之情感。 

    既然在義務底思慮中之當下，任何責任底意識仰賴道德情感以使我們覺知到約束，則不會

有義務來擁有道德情感或是取得它；相反，一切人類（作為一道德存在）在根源上便在心中擁

有它。關聯著道德情感的責任只能夠是涵養它，並且在其不可思議的源頭上透過驚歎（wonder）

而強化它。這產生了通過其存在顯示它如何從任何病理學上的刺激而分離，並且只通過理性的

表象，在其純粹性中極度熱切地被引起。 

    稱這種情感為道德感（a moral sense）是不適當的，因為通過「感受」（sense）一字，通

常被理解為一種對於覺察的理論性的能力（Wahrnehmungsvermögen），被指引向一對象，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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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情感（就像一般而言的愉悅以及不愉悅）只是一種主觀的某種東西，其不產生知識。—沒有

人類是全然地無道德情感，因為如果他在對它的感受性（receptivity）完全欠缺的話，他將會

是道德麻木的（be morally dead）；並且如果（以醫學名詞來說）該道德的生命力量將不再激起

此情感，那麼人性將會分解（就如同通過化學的法則一樣）而進入動物性，並且無法挽回地雜

有其他自然存在底聚集物。—但是除了對於真實性以外，我們不再擁有對於什麼是（道德的）

善的及惡的之一個特別的感受（sense），儘管人們通常在此風氣下高談。我們確是擁有在自由

意念方面的一種易感性，以便於被純粹實踐理性（及其法則）所感（move），而這就是我們所

稱的道德情感。（MM1996:528-529） 

 

根據前面的敘述，我們重新歸納康德對於「道德情感」底理解： 

（1）由於意志對於一項法則底服從，因而由理性底表象產生了「敬畏底情感」。 

（2）道德情感在主觀上產生一種「對自己的滿足感」。 

（3）關於道德理念之敬畏底精神性的情感即是：在人性中之「自我尊重」，並且一切人類

（作為一道德存在）在根源上便在心中擁有此情感。 

（4）道德情感是一個充足的對於意念之動力（incentive）。 

（5）道德情感（愉悅以及不愉悅）只是一種主觀的某種東西，其不產生知識。 

（6）道德情感是在自由意念方面的一種易感性，以便於被純粹實踐理性（及其法則）所感。 

綜前所述，康德底「道德情感」與「道德法則」之關聯性即是：一、由於意志服從於道德

法則、進而產生「敬畏底情感」；二、並且由於道德法則是以「目的自身」為準則（「將人

當作目的，決不只當作工具來使用」），因此在此道德情感中便本原地具有「在人性中之自

我尊重」；三、而延續稍前提及康德認為「將對道德法則的敬畏看作遵守這法則的動力」，

因此「敬畏底情感」便成為鼓動人類心靈以服從法則之根據；四、此道德情感由於法則之

莊嚴性，而驅使道德主體進行道德實踐，即自由意念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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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道德法則之趨向—最高善與上帝底證立 

 

道德法則在實踐運用上，需設立一可能之對象，而在此運作歷程中，需藉「良知」作

為道德實踐底判斷能力，以便能夠歸因自身行為是否合於道德（德行法則），而在此便又衍

生出另一問題：「道德性」（Sittlichkeit）底實在性如何能夠證明？關於此問題，康德假定

一最高的智性體作為道德實在性底保證，因而康德解釋： 

 

    在理性的實踐運用上，更為重要的是理性底需要，因為它是無條件的，並且我們需要預設上帝

底存在，不僅僅由於我們想要判斷（judge），而且是我們必須要判斷。因為理性底純粹實踐運

用在於道德法則之認知對象（precept）。然而，道德法則均導向在世界上可能的最高善（the 

highest good）底理念（就它只通過自由的可能性來說），亦即道德性（morality/ Sittlichkeit）14；

從另一方面來說。它們也導向不僅仰賴人類自由、而是也仰賴自然（nature），而這即是最大的

幸福（就它根據道德底比例而被分配來說）。如今，理性需要假定一個最高的智性體（intelligence/ 

Intelligenz）作為最高的無依待的善（且是由於這樣的一個最高的無依待的善）；當然，不是為

了從此假定有道德底認知對象（moral precepts）或是服務它們之動力底約束力的（binding）權

威（因為如果它們的動因來自另一事物，而不單單只是法則的話，它們可能沒有道德的價值，

它們必然地確實是屬於其自身【für sich】），而僅是為了將客觀實在性賦予最高善底概念，也就

是說，防止它伴隨著道德只是被看作一個理想，就如同是它將會是不存在，如果其理念不可分

地隨著道德而發生的話。（Thinking: 8） 

                                                 
14 一般的康德著作英譯本通常將康德“Sittlichkeit”譯為“morality”，在此必須附加說明的是：康德所指的

“Sittlichkeit”是以意志底自律為判準下之道德情況，而非就道德風俗而言。關於此點，國外學者伍德（A. W. 
Wood）在其著作“Kant's ethical thought”中有論及，他說，在康德的敘述中，道德性（morality）來自在社會對

自然衝動的控制所顯示之風俗（custom），道德性是透過諸個體底慾望來擁有其自我尊重（藉由他者的善的主

張而確立）而實現。但這只是道德性底開端。顯然地在“Sittsamkeit”和“Moralität”之間有一甚寬之鴻溝，或如
同康德所理解之在“Sittlichkeit”（在道德風俗【customary mores】底感受之中）和確實的“morality”之間一樣。
真實的“morality”合乎自律底理性原則或是在敬畏人自身的理性下之自我規範；這全然地不同於：合乎接受以

一種得到他者底認可之觀點的風俗（custom）。（Wood, 1999: 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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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論述指明道德法則與上帝之間的關聯性：因為道德實踐「必須要」判斷能力，此判斷

能力須待「公正底嚴謹性」，從而指向一先天的終極目的，此終極目的即是預設上帝存在，

而以一最高善之體現穩立道德法則與德行之完整性。換言之，最高善也只有在上帝存在的

條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在康德那，「道德法則就通過最高善底概念（作為純粹實踐理性的

客體和終極目的）而引向了宗教，亦即引向了對於一切義務作為神的命令的識別

（recognition/ Erkenntnis），這種命令不是制裁（sanction）（制裁是被選擇的、他者意志底

節制性命令），而是每一個自由意志在其自身的根本法則，但這些法則卻必須被看作是最高

存在者的命令，因為我們只有從一個道德上的圓滿（神聖的和善意的【beneficent/ gütigen】）、

同時也是全能的（all-power）意志那裡，才能希望至善，因而只有通過與這個意志協調一

致才能達到最高善，而道德法則就使得最高善設立成了我們的義務以作為我們努力底對

象。」（CPrR1996: 243-244） 

 

    從而，關聯著康德將意志詮解為「在世界之內，或是根本在它之外，除了一個善的意

志（good will/ gutter Wille）之外，我們根本不可能思考任何事物，它能無限制地被視為善

的。」以道德上的圓滿底概念將純粹實踐理性（善意志）與上帝存在結合成一不可分之整

體的理念，因此導向道德神學底建立。 

 

第六節 本章小結 

 

    通過以上的探討，康德所論之道德實踐發動的力量可歸納為：行為者主觀行動之理解

能力（意念【choice/ Willkür】）、決定道德行為之道德踐履的憑藉（意志【will/ Wille】）、實

踐理性底主觀的判斷標準（存心【disposition/ Gesinnung】）、神性給予之判斷能力（良知

【conscience/ Gewissen】）、個人情感底發動（動力【incentive/ Triebfeder】）、與人之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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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屬性（真誠【sincerity/ Aufrichtigkeit】）。 

 

故而，康德討論人之道德踐履的發動與客觀形式法則的意義在於：其一、以上所列之

人底心智狀態，康德俱視為建構道德法則之「可能」決定根據，也就是說，康德最終仍將

道德法則看成是倫理學最後的評斷規準；其二，從康德對於這些道德實踐發動的力量之討

論，亦可看出其對於「人之作為人」有一理想人格典範，用康德自己的話來說，即是：「自

我尊重屬於在我們心中的人性」；換言之，康德心中設定一圓滿的道德人類圖像，並且此道

德人類圖像乃是根據道德法則而進行道德實踐，這樣的人類乃與動物性不同，是一在根源

上就知曉自己是可以自我決定的自由意志，從而證立人作為人所獨具之尊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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