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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導論 
 

一、題旨：〈先驗感性論〉中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 

 
「先驗的觀念性」（transzendentale Idealität） 和「經驗的實在性」（empirische 

Realität）這一對康德哲學中的術語，在《純粹理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以下簡稱為《第一批判》）一書內首次出現於〈先驗感性論〉

（Transzendentale Ästhetik）中「自以上理解所得之結論」（Schlüsse aus obigen 
Begriffen）的段落裡，康德說： 
 

據此我們闡釋說明考慮一切空間的實在性（即客觀的有效性），可以外

在作為對象呈現於我們的東西，且同時空間的觀念性在考慮事物，當它們得

以透過理性其自身，即是毫無顧及我們感性的狀態。因此我們主張空間的經

驗的實在性（在考慮一切可能的外在經驗），雖然同時亦主張空間的先驗的

觀念性，即是空間是無，就是我們刪去一切經驗的可能性的這個條件，並且

接受空間作為某些以事物在其自身為基礎者。1 

 
在這段引文中，康德明白地指出，關於空間性質之問題，他主張空間的「經驗的

實在性」（empirische Realität）和「先驗的觀念性」（transzendentale Idealität）。另

外，相同意義的主張，亦出現在康德針對時間的談論中，他寫道：「據此我們主

張時間的經驗的實在性，亦即客觀有效性在關涉一切對象，此對象無論何時皆為

我們的知覺所給與。而且我們的直覺經常是感性的，在我們經驗內決不會有一對

象可以被給與，於不屬於時間條件底下。相反地，我們否定時間一切的絕對實在

性的要求，亦即說，因為時間為絕對的屬於事物，作為事物的條件或性質，而不

要求我們感性直覺的形式。這樣的性質，被歸屬於事物自身，時間決不能由知覺

給與我們。在這一點上，構成時間的先驗的觀念性，根據此如果人們抽離感性直

覺的主觀條件，時間完全是無，以及既不能附屬（subsistierend）或內在

（inhärierend）被列入於對象其自身［沒有對象與我們直覺的關係］。」2不過，

以上引文處中的 transzendental Idealität 一詞，英國著名康德學者 Norman Kemp 
Smith 則認為康德在此處所用的 transzendental 實指是 transzendent 之義，以

transzendental 描述時空的觀念性，是康德一時不慎錯置的緣故。他認為康德以「先

驗的」來描述時空的「觀念性」是康德不小心錯誤地將「先驗的」一詞當作「超

越的」同義詞來加以使用的後果。Smith 主張應以「超越的」來理解空間的「觀

                                                 
1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 (以下簡稱 KrV), hg. von Raymund Schmidt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8 ), A28/B44. (A=1781 年第 1 版，B=1787 年第 2 版)。 
2 KrV, A35-36/B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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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性」，所以康德真正的意思是，一方面以「觀念性」指涉主觀性（subjectivity），

另一方面則從「超越」的觀點，即從事物自身的觀點，認為時空只有主觀的以及

「經驗的實在性」。因此，在 Smith 看來，如果根據 A28/B44 和 A35-36/B52-53
段落的上下行文脈絡，時空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應被理解為，

時空在經驗上是實在的，但就其在超越的層次，即事物自身的層次上，則只能是

觀念的3。 

 
事實上，在 Smith 之前，另一位《第一批判》的注釋者 Hans Vaihinger 亦持

相近的看法。Vaihinger 認為康德在 A28／B44 一段中，所謂空間的「經驗的實

在性」，實是意味因為空間的實在性質，其有效性是對經驗的事物而言，而空間

的「先驗的觀念性」則意指著對於超越的事物（transcendenten Dinge），其不具

實在性質，僅是觀念的，因此它的觀念性是針對超越者而言，即事物自身。據此，

Vaihinger 反對「以先天相關」（auf das Apriori bezüglich）或「屬於先天的理論」

(zur Theorie des Apriorischen gehörig)的意義來解釋 A28/B44 段落裡「先驗的觀念

性」一詞中的「先驗」4。 
 
根據 Vaihinger 的說法5，康德在闡明與「先驗的觀念性」一詞相當的「先驗

的觀念論」時，康德曾解釋說：「我所理解的先驗的觀念論，其在一切顯象

（Erscheinung）的教條（Lehrbegriff），以一切現象盡皆被視為僅僅是表象，

而非作為事物自身，以及依據時間和空間僅僅是我們直覺的感性形式，而不是作

為事物自身其自身規定的給予或對象的條件。」6顯然，康德在闡釋「先驗的觀

念論」的意義時，指明這種學說是以顯象為表象，並不視事物自身為此類對象的

條件，因此當中「先驗的」一義應是根據超越的層次，即事物自身立論。另外，

康德曾以顯象和事物自身來區分「經驗的」與「先驗的」外在對象7。據此，Vaihinger
認為，我們有理由認定，康德在使用「先驗的觀念性」一詞時，仍然是保持著以

「超越的」，即以事物自身相關者的意義來闡述之。 
 
此外，針對「先驗的觀念性」一詞的解釋問題，Paton8則主張，所謂「先驗

的觀念性」意指，空間是無，如果我們終止將其視為感官經驗條件的話，而且我

們無法將空間歸屬於事物自身，無論是以為空間是實體的性質可以經由純粹理性

                                                 
3 Norme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0 ), p. 67, pp. 116-117, p. 138.  
4 Hans 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g. Von Raymund Schmidt, Bd.2 
(Stuttgart: Scientia, 1970), S. 351.. 
5 下文有關 Vaihinger 對康德著作文獻的論析，可參閱 Hans 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S. 348-354.   
6 KrV, A369. 
7 KrV, A373. 
8 Paton 針對時空「先驗的觀念性」的相關釋義，參閱 H. J. Paton: 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A Commentary on The Frist Half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ols 1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0), pp.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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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認知，抑或視空間是實體的規定或關係。易言之，從「先驗的」角度來說，

空間的「觀念性」是指當我們考慮到它的普遍和必然時（即客觀有效性），空間

必須是起源自主體內的條件，無法離開我們的感性條件而獨立存在，因此，空間

不能夠應用於事物自身。 
 
另一方面，Allison9以為，康德在「先驗感性論」裡所謂的「實在性」和「觀

念性」應分判為「經驗的」與「先驗的」兩個層次。在「經驗的」層次，「觀念

性」被刻劃為個體心靈的私有與料（private data），即屬個人心靈內容的與料，

而「實在性」則關涉一個主體際性的問題，亦即人類經驗對象在時空秩序範圍內

的客觀有效性。一方面，處在「經驗的」層次而言，「觀念性－實在性」的區分，

其實質的意義所指的是人類經驗中的主觀和客觀條件。因此，Allison 指出康德

主張時空的「經驗的實在性」而反對「經驗的觀念性」，其確實意義是，康德承

認我們的經驗並不侷限於我們擁有表象的私有與料範圍內，而且亦包含內在時空

範圍內的對象。另一方面，「先驗的」層次對「觀念性－實在性」的區分，是一

種對經驗界的哲學反思（即先驗反思），因此，「觀念性」是意謂著被使用為對普

遍性和必然性的刻劃，指人類知識的先天條件。所以，康德在〈先驗感性論〉裡

主張時空的「先驗的觀念性」之基礎在於它們作為人類感性的先天條件，是人類

心靈接受思想或經驗與料能力的主觀條件，此等條件康德稱之為「感性的形式」。

在這樣的人類感性條件的制約底下，在時空內的經驗對象在一定意義上是觀念

的，因為它們無法獨立於此等感性條件以外，被我們所經驗或描述。與其同時，

在「先驗的」意義下的「實在性」，指的毋寧是某物若且唯若可以在獨立於任何

訴諸此等感官條件下，能夠被我們所刻劃和指涉。換句話說，就「先驗的」意義

而論，所謂獨立於或外在於我們心靈以外者，實為獨立於我們的感性以及其條

件，因而「先驗的」實在對象可被定義或理解成非感官對象。 
 
不過，Heidegger10則認為「先驗的觀念性」中「先驗」一詞意指「一個先天

可能的知識方式」（eine a priori mögliche Erkenntnisart），而「觀念性」則意謂著

「非實在，不屬於具事實性，不屬於某些什麼，什麼都沒有，無。」（nicht real, nicht 
zu einer Sachhaltigkeit gehörig, nicht ein zur Sache gehöriges Was-nicht Was, nichts.）
因此，時空的「先驗的觀念性」，Heidegger 解釋為，有別於絕對的實在性（absolute 
Realität），以為時空絕對地屬於事物，作為事物的條件和性質，與我們的感性直

覺無關。11「先驗的觀念性」強調，時空僅屬於經驗的，如果將時空理解為屬於

絕對實在所產生下的直覺，則無疑的忽視我們純粹直覺形式（即時間和空間）的

                                                 
9 Allison 對於「經驗的實在性」和「先驗的觀念性」的解讀，參閱 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7. 
10 關於 Heidegger 對「先驗的觀念性」一詞的詮釋，請參閱 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mologische 
Interpretation von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156-158. 
11 KrV, A36/B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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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性以及其條件。這種絕對的直覺完全是先天的，一個不屬於經驗主體，它是

一個徹底地先天的知識方式，即「先驗的」，因此，時空在「先驗的」意義上，

即為無，也就是說，並不具實在性，僅僅是觀念的。誠然，我們依然可以表象某

物於時空中，不過僅是以有限的條件下，因為在絕對直覺中，並不以時空這樣的

感性直覺形式作為歸屬於事物上的事實規定。 
 

二、關於「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的語義闡明 

 
從上一節有關各家對康德「經驗的實在性」和「先驗的觀念性」的解釋中，

我們以為若要明白其當中的分歧關鍵，在康德哲學背後所蘊藏的意含，可以嘗試

從二方面著手加以檢討。首先是語義方面的釐清工作，其次是針對論證方面其有

效性的分析。針對前者，我們可以試著從闡釋這一對術語四個概念（即 realität

與 Idealität 和 empirisch 與 transzendental）的意義以及區分 transzendental 與

transzendent 二語間的異同，擬從透過澄清和釋義上述康德哲學中的一對術語的

方式，進而解明康德是在何種行文脈絡底下使用這一對術語，並借以理解其在康

德哲學中的意義。而就後者而論，其目的在於揭示，康德在主張時空作為「經驗

的實在性」和「先驗的觀念性」的論證過程中，所依據的理由和各項基本主張，

並嘗試進行分析和批評。 
 
（一）「實在性」和「觀念性」 

 
所謂「實在性」（Realität）和「觀念性」（Idealität），粗略言之，前者視感覺

對象能獨立或外在於「我們」（ausser uns），屬對象客觀有效性的一面，就是說

對有關感覺的經驗對象其現實存在是確定不疑的，後者則是相對於前者的立論，

認為對於外感覺對象的獨立自存抱著可疑的態度，亦即說我們無法直接經由感性

的條件下證明外感覺對象的存在，而僅能透過理性或推理的能力間接證明它的存

在12。據此，所謂「觀念性」是指，不承認外部的對象之存在，可由直接的知覺

加以確認，因而主張我們對於外部的對象其實在性是無法經由任何可能的經驗知

覺直接且完全地被確定。反之，若以為外感覺對象具有可能的確實性者，則為「實

在性」。 
 

（二）「經驗」與「經驗的」 
 
誠然，康德在此處所述的「實在性」立場，是專從「經驗的」（empirisch）

層次而論，「經驗的」在意義上有兩面，其一是泛指其知識來源為後天的（a 
posteriori），不同於先天的（a priori）知識，不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另外則意

                                                 
12 KrV, A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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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著在感性的表象能力下，透過直覺與對象發生連結者稱之為「經驗的」，而由

此一經驗直覺所產生的未確定對象，康德稱之為顯象（Erscheinung）13。需要提

醒的是，「經驗的」絕不能在字義上被理解成是「經驗」（Erfahrung）的形容詞。

事實上，前者意指由感官直接知覺所取得來的事物，而且僅單獨依靠前者的累積

並不因此可以構成「經驗」，因為所謂「經驗」，其所蘊涵的畛域已經逾出純然透

過知覺而得者14。對於「經驗的」（empirisch）與「經驗」（Erfahrung）的不同意

含 ， 康 德 有 清 楚 地 說 明 ：「 我們必須首先注意，雖然所有經驗判斷

（Erfahrungsurteile）皆是經驗的（empirisch），亦即說，它們具有感官的直

接知覺之根據，然而並不能因此反過來說，所有經驗的判斷（empirische 

Urteile）皆是經驗判斷（Erfahrungsurteile），而是在經驗的事物（das 

Empirische）以外，以及一般而言在感性直觀所給予的事物以外，還必須加入特

殊的概念，這些概念起源於完全是先天的純粹知性，而每個知覺首先是被攝含在

這些概念底下，然後借由它們才得以變為經驗（Erfahrung）。」15由此可知，從

康德的說明裡，「經驗的」與「經驗」之間的異同在於，「經驗」所觸及的範圍除

了從感官直接知覺而來的內容外，還包括對上述「經驗的」內容加以統合，將其

含攝在純粹知性的概念之下。換言之，這種純粹知性的概念，不屬於「經驗的」，

因為我們無法從以感官直覺為基礎的「經驗的」內容中，抽象出這種純粹知性概

念。 
 
對康德來說，由於這種純粹知性的概念，才使得「經驗」判斷具有客觀有效

性。所以一個「經驗的」判斷，如果其有客觀有效性時，就被視為「經驗」判斷，

相反地，「經驗的」判斷僅限於主觀有效性，即僅對於我們個別而言是有效的，

它亦同時被稱之為知覺判斷（Wahrnehmugsurteile）。不同於「經驗」判斷，知覺

判斷無需純粹知性的概念，而只是運用一個能思的主體進行邏輯的知覺連結就能

形成的判斷。16易言之，如果我們對「經驗」的內容稍加分析的話，就會發現其

當中所包含者，一方面它是由感性直覺所構成，而另一方面則是有賴於知性能力

和概念的運用。然而，一般僅僅單獨依賴感性直覺形成的判斷，不屬於「經驗」

判斷，因為前一種判斷，即知覺判斷，它只是將數個知覺加以比較，依據它們在

感性直覺中所產生的內容加以連結起來。這種知覺判斷要變得是「經驗」，還需

要將感性直覺所提供的內容，含攝在一個純粹知性概念底下。借由這種概念，提

供有關感性直覺的一般判斷的形式，使得知覺（或「經驗的」）判斷具有客觀的

有效性17。 
 

                                                 
13 KrV, A2., A20/B34. 
14 Immanuel Kant: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 (以下簡稱 Prol) , hg. von Karl Vorlander ( Hamburg: Felix Meiner, 1976 ), § 26. 
15 Prol., § 18. 
16 同上注。 
17 Prol.,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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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兩種判斷的異同，康德更進一步嘗試舉例說明：一般我們說：「太陽

曬石頭，石頭熱了。」這樣的命題只能算是一個知覺（或「經驗的」）判斷，因

為對於「太陽曬石頭」和「石頭熱」這兩個現象，即使我和他人都曾經多次知覺

中得到這兩種現象的結合，不過無論這種相連被我們重複經驗多少次，仍然只是

停留在個人主觀上的認知，它並不具必然性，不可能因此斷定這兩種現象在何時

何地對任何人皆如此相連結合。然而，假如是：「太陽曬熱石頭。」這樣的命題，

則是必然且普遍有效的判斷，因為上述判斷不僅是對兩種現象在知覺上進行主觀

的連接，而是加入了因果性這樣的知性概念，從而使知覺變為「經驗」。18因此，

這裡的因果性概念就是一個純粹知性的概念，因為我們無法從「經驗的」知覺內

容中抽象出「因果」的概念。從「太陽曬」和「石頭熱」這兩個命題，我們抽象

不出「因果」概念，所以「因果」概念是屬我們純粹知性的概念，亦因為它的作

用加進了判斷中，「太陽曬熱石頭」這樣的「經驗」命題，才得以在經驗上有必

然且普遍的效用。 
 
基於此，康德才會在其著作中提醒讀者，「我不能在《序論》（prolegomenena）

這裡多所舉證，袛對我的讀者，那些長期習慣於將經驗（Erfahrung）當作僅僅

是經驗的（empirische）知覺所組成的，且完全不予考慮經驗繼續走得更多，知

覺遠遠不及於它，也就是說，經驗賦與經驗的判斷普遍有效性，而且因此需要一

個在經驗之前先天的純粹知性統一性（Verstandeseinheit）。我要忠告讀者：一

定要注意經驗與純然知覺的累積之間的差別，而且要從這一角度來判定證明的方

式。」19 
 
（三）「先驗的」和「超越的」 

 
關於「先驗的」（transzendental）一詞的意義，康德曾在《第一批判》一書

寫道：「我稱所有這樣的知識為先驗的，這種知識不僅不與諸對象相關，而是與

諸對象的認知方式相關，只要這種認知方式是先天成為可能者。」20可見，康德

是以「先驗的」來指稱一種知識，這種所謂「先驗的」知識，與知識對象無關，

而是針對我們認知方式，亦即關乎我們認知的性質和條件的知識。因此，即使某

一種知識具有「先驗的」性質，未必就可以被視為「先驗的」，因為「先驗的」

是特稱某種使得先天成為可能者，所以惟有那種關涉或探究我們形成「先驗的」

認知條件和可能的知識，才會被康德視為是一種「先驗的」知識。事實上，《純

粹理性批判》一書內各部分的標題，同樣適用於上述意義，舉例譬如「感性論」

（Ästhetik）被冠上「先驗的」，就是因為這門知識主要在於探討構成人類感性直

                                                 
18 同上注。 
19 Prol., § 26. 
20 KrV, B25.此外，在康德的其他著作裡亦有表示過同樣意思的看法，他說：「先驗這一詞，在我

這裡決不是指我們的知識對物的關係而言，而是僅僅是指我們的知識對認識能力的關係而言。」，

引自 Prol., § 13 Anmerk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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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中的純粹形式條件以及其限度，而由此建立人類感性的先天原則21。 
 
同樣地，沿用「先驗的」一詞視作先天可能者一義，康德嘗試為「先驗的」

（transzendental）和「超越的」（transzendent）兩詞加以區分22。在《第一批判》

裡康德言： 
 

我們將那些完全地和徹底地限制在可能經驗內應用的原則，稱之為內在

的，但是那些越過此界限者，則稱之為超越的原則。然而對於超越的原則我

並不將其理解成是範疇之先驗的運用或誤用，因為這種範疇之先驗的運用或

誤用，僅僅是一種判斷力沒有恰當地經由批判所檢驗的錯誤，沒有充分注意

只有純粹知性才被允許遊刃其中的界限領域；而是我們所要求的現實原則，

乃是撕掉一切那些界限的範籬以及自身是一個全新的領域，承認一切領域皆

無界線。因此，先驗的和超越的並非同一。我們以上所陳述純粹知性原則，

應該僅僅是經驗的而非先驗的運用，亦即越過了經驗界限以外的運用。但是

一個原則取消此一限制，甚至要求我們逾越此一限制，我們則將之名為超越

的。如果我們的批判能達致揭露以上原則中的幻覺，那些原則僅限於經驗的

運用，相對與後者而言，可以被稱之為純粹知性的內在的原則。23 

 

在引文中，康德明白指出「先驗的」和「超越的」不能被視為同一回事，雖然並

未因此而進一步加以說明兩者的異同，不過則對「超越的」一詞的意義有詳細的

界定。康德特別強調「超越的」與「內在的」間的相對關係，後者指完全保持在

可能經驗限度內的運用，而前者不僅逾越出經驗限度內運用的限制，甚至不認為

存在經驗範圍內的約束。所以，那些完全在經驗範圍以外運用者，皆被康德當作

「超越的」來看待24。在此之外，對於「先驗的」一詞的意含，康德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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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一段言簡意賅的說

明：「先驗的（transzendental）這一詞……並非意謂某個越過一切經驗者，而

是雖然先於經驗（先天的），但是卻僅僅為了使經驗知識成為可能者。如果這些

                                                 
21. KrV, A19-22/B33-36. 
22在哲學史上，康德是第一位將「先驗的」與「超越的」這兩個名詞加以分辨開來的人。事實上，

這兩詞初見於中世紀的士林哲學，不過那時候兩者是同義詞，一般上皆可相互交替使用，而「超

越的」則較為通用。然而，到康德的時代，這兩個詞雖然乃屬於同義詞，可是在意含上已經逐漸

喪失經院哲學所賦予的使用意義。因此，康德才嘗試將兩者做進一步的區分，作為其批判哲學的

重要術語。關於「先驗的」和「超越的」這兩個名詞，在中世紀士林哲學的使用意義和關係，可

參閱 Norme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73-74. 
23 KrV, A296/B353. 
24 Adorno 認為「超越的」所意指的越過範圍以外，有三種意義。首先，是在邏輯上的超越，指

當我們評斷一個命題時，不是從其論證前提和條件來衡量，而是根據命題以外者。其次，為知識

概念上的超越，如事物自身和我們透過意識所認識者，事物自身這個概念別於我們意識所能認識

者，因為它超越於我們意識範圍以外。最後，則是形上學的超越，指的是超過我們可能知識限制

的範圍者，譬如上帝、意志自由和靈魂不朽等，這是康德所認為的形上學概念。見 Theodor W. 
Adorno: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5), S.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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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逾越經驗，其運用則稱為超越的（transzendent），這不同於內在的，亦即

局限在經驗運用。」25就此看來，康德對於「先驗的」、「超越的」和「內在的」

三者之間關係以及其適用對象有一確實的規定。對那些完全逾越出經驗範圍以外

者，才被視作「超越的」，而相反地，「先驗的」是指某些構成經驗的基礎條件，

這些條件雖然在經驗之前已經先行給定了，可是並不離開經驗限度內單獨運用。

所以，雖然「超越的」和「先驗」兩者是相對於經驗而論，皆獨立於經驗之外，

不過「先驗的」則是先於經驗，但是卻使得經驗成為可能者。因此，「先驗的」

別於「超越的」之處，在於後者是完全徹底地逾越出一切可能的經驗範圍，但是

前者一方面誠然在就先於經驗，並是提供經驗得以可能的條件意義而言，應被視

為與「超越的」相當，即屬於越過於經驗此一層次來看待，但是在另一方面，「先

驗的」所謂先於經驗，使經驗知識成為可能者的那些條件，其有效性僅限制在經

驗範圍內，若取消了此一經驗界限則被視為「超越的」。可見，「超越的」和「內

在的」是相互對立，但是後者則與「先驗的」間不一定相互排斥。 
 
其實，對於「先驗的」不來自於經驗卻使得經驗成為可能的性質，《純粹理

性批判》導論開頭處首段落裡有關知識來源的談論，頗能相互闡發，未嘗不能視

為是有關「先驗的」性質的恰當解釋：「我們所有的知識皆始自於經驗，這是毫

無疑問的；……就時間而言，我們並沒有先於經驗前的知識，一切知識皆始自於

經驗。但是雖然我們一切知識皆開始於經驗，可是並不因而一切知識皆來自於經

驗。」26是故，「先驗的」所指涉的範圍，一方面不同與「超越的」完全逾越出

經驗的畛域，而另一方面亦迥異於經驗者僅侷限在感性條件。換言之，所謂「先

驗的」意味著其雖則不越出經驗的範域外，但卻是超出經驗的感性內容。 
 
（四）小結 
 

顯然，對康德「先驗的觀念性」一詞產生不同的詮釋，在於時空作為現象界

的感性直覺條件與事物自身間的區分，究竟是「超越的」抑或「先驗的」的區分。

首先，如果我們以時空不屬於事物自身的性質或規定而言，從事物自身的層次來

看，時空為無的話，無法應用於事物自身，則為「超越的」區分。其次，康德亦

則曾提及，所謂的「先驗的運用」，指的是當內在原則運用到事物自身上，而非

運用於經驗對象上27。同時這種「先驗的運用」，對康德而言：「僅僅是一種判斷

力沒有恰當地經由批判所檢驗的錯誤，沒有充分注意只有純粹知性才被允許遊刃

其中的界限領域。」28所以，時空的「先驗的觀念性」亦可意指一種「先驗的運

用」，將經驗的時空條件錯誤地運用到事物自身上。最後，如康德所指稱的「先

驗的」作為我們一種認知知識的方式而言，我們同樣可以視時空「先驗的觀念性」

                                                 
25 Prol., Anhang , S. 144. 
26 KrV, B1. 
27 KrV, A238/B298. 
28 KrV, A296/B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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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張的是，空間是我們直覺的先天形式，因此它是一切現象可能的先驗條件。 
 

三、問題的提出 

 
在「先驗感性論」中，康德於論證時空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

性」時，一直強調，時空作為直覺形式不同於其他感官的形式，以空間為例，康

德說：「因此，嚴格而言，其他主觀的表象並不歸屬於觀念性，雖然其與空間的

表象一致，屬於僅僅是感官樣式（Sinnesart）的主觀性質，如視、聽、觸，透

過顏色、聲音、冷熱感覺（Empfindungen），然而，因為它們僅僅是感覺而非直

觀，在其自身不允許有任何對象，至少在先天上。」29同樣地，在說明時間的「先

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時，亦提醒道：「但是時間的觀念性幾乎正如

空間觀念性與感覺誤謬（mit den Subreptionen der Empfindung） 相較，因為

在感覺的情形中，人們假定，其賓詞內在於現象自身，有客觀實在性。」30可見，

顏色、味道等感覺的主觀表象，對康德而言，僅是主觀中的變化，實為因人而異，

所以並非直覺，其內容由感覺所提供，屬後天者。相反地，時空則不單作為感性

的先天直覺形式，而是並具有一定的內容。因此，在這裡康德以為時空的觀念性

不同於感覺的主觀表象，在於前者的觀念性是以其具有一定內容的先天直覺形式

為基礎。 
 
沿著上述的問題意識，康德關於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

的立場，必須要能夠回答：首先，我們如何可能先天的直覺對象，如果直覺是直

接與外在對象發生關係而產生，易言之，對於對象的直覺究竟以何種方式能夠先

於對象而先天的存在。其次，倘若任何經驗對象其所處的空間，不過是我們主體

的表象形式，存在於我們主體的意識結構內，這是否意味著在思維主體之外不存

在任何實在的對象。再者，空間表象的觀念性，如何與味道和顏色等主體狀態予

以辨別。 

 

基於此，本論文論旨在於嘗試以此等問題為出發點，透過對康德《第一批判》

一書的「先驗感性論」內容的分析和討論，擬從康德的時空理論以及相關議題的

見解等面向的探討，針對有關問題做進一步釐清工作。 

 

 
 
 
 

                                                 
29 KrV, B44. 
30 KrV, A36/B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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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康德曾以我們對哲學體系的學習為例，認為即便我們對某一哲學體系，其整

個哲學體系當中的原理、說明、證明，甚至其全部學說內部的形式劃定，銘記在

心，瞭如指掌，但是這一切實不過是該哲學體系的「歷史知識」（historische 
Erkenntnis）而已。因為縱使如此，這不過是一種模仿的能力，而非憑著自身理

性的能力對這些知識加以判斷和理解。這種借由理性而得來的知識，康德稱之為

「理性知識」(rationale Erkenntnis)。易言之，「歷史知識」僅是從資料或他人授

予所得的知識，而「理性知識」則由原則或運用理性而得的知識。對康德來說，

「歷史知識」掌握和學習，就如活人的石膏模式，完全是一種照本宣科，按葫蘆

畫瓢的工作。反之，康德強調真正的哲學知識，只能是「理性知識」，而理性的

知識不來自於摹倣，而只能是創造的。31 
 
然而，如果哲學問題並非憑空而來，而需具有相關的哲學史背景的話，因此

具備一定的「歷史知識」可能是必要的。依此，本文採取的方法，毋寧是以「歷

史知識」為基礎，嘗試對相關的哲學問題進行釐清、爬梳和闡述。誠然，對大哲

如康德來說，這可能並不算稱得上是真正具有創造意義的哲學研究工作，不過則

是對一位如筆者這樣的哲學學習者來說，上述的工作可能是最根本且是最基礎

的。同時，惟在這種歷史重建的工作前提底下，我們才能一方面展示康德在相關

哲學問題的基本立場和主張，另一方面則得以對康德所提出的論證進行詳細的分

析、檢討和批評，而後一部份的工作可視為是「理性知識」的初步開展。 
 
所以，本論文嘗試進行底下的三工作：首先從文本詮釋出發，以康德在〈先

驗感性論〉A19／B33－A30／B45 針對空間的若干談論為主軸，透過對相關文本

的解讀工作，目的在於勾勒出康德的空間觀；其次再從檢討論證著手，分析康德

關於空間作為先天的感性直覺形式的邏輯論證結構，並且檢視其有效性。最後， 
試圖展示康德以空間作為感性的先天直覺形式為前提，進而主張空間的「先驗的

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相關立場的見解，並且提出認為切合的闡述。因此，

本論文在討論方式上，我們按照康德在「先驗感性論」章節次序，順著康德的論

證和思想鋪陳，採取逐段逐章加以解釋的方式，針對其內容進行解說、分析和討

論。基於〈先驗感性論〉在《第一批判》第一和第二版中，不管在內容和章節排

序上皆有所差別，因此我們以第二版的章節序列（〈先驗感性論〉在第二版共分

為八節）為準，若遇到康德在第二版和第一版行文上有所差異，且當中背後蘊含

思想意義時，我們會特別加以處理和嘗試說明其原因。至於在解釋過程中，一方

面，我們會儘可能地援用康德著作中與所要處理的議題相關者和用語習慣，借以

相互闡發和釐清，另一方面，則同時佐以參考各家注釋者的意見，以便能更合理

                                                 
31 關於「歷史知識」和「理性知識」的區分，請參閱 KrV, A835/B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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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掌握康德在行文上的原義。 
 

五、 論述架構 

 
在論述架構方面，首先我們會概要地闡明〈先驗感性論〉的主旨，對康德來

說，先驗感性論是一門涉及感性的先天原則的學問，而這門學問的目的在於，解

答關於先天的綜合命題如何可能的問題。若按照康德在 Prolegomena 的說法，事

實上〈先驗感性論〉所要處理的問題是：純粹數學如何可能。從康德看來，數學

命題必然是先天的綜合命題，而它的先天性基礎就奠基在純粹直覺的可能性這樣

的理由。當釐清康德在〈先驗感性論〉的企圖後，接著我們對〈先驗感性論〉第

一節（∮１）開始處康德提出的若干術語加以分析，在當中康德經由闡發一系列

的定義，提要鉤玄展示關於人類認知過程的能力、過程和諸般條件或限制。有鑑

於康德在此節中提及到的相關定義和術語乃對我們稍後掌握和理解〈先驗感性

論〉具關鍵意義，故我們會不厭其煩採逐字逐段的詳加疏解。通過上述的語義分

析後，我們再聚焦在康德隨後以空間作為純粹感性直觀形式的證成工作，從而檢

討和分析康德的推論過程和論證的合理性。事實上，在〈先驗感性論〉第一節裡，

康德所採取的證成方式，乃是根據我們經驗直覺這個前提出發，透過孤立的方式

對我們的經驗直覺內容逐一將當中經驗的因素加以剔除，進而證明我們所擁有的

經驗直覺，是存有一先天的意識結構，目的在於證成他的主張，我們感性存有一

恆常不變的成分，即直覺的形式或純粹直覺。針對康德上述證成工作，其關於空

間的先天性的主張，我們傾向認為對康德來說，時空形式的先天性，其先於感性

經驗之前，就存在於心靈中，指的祇是邏輯上的先後，而非時間上的前後。同樣

地，所謂時空形式可以獨立於經驗或感覺，亦僅是在邏輯上的可能而被思考。此

外，康德在證成時空作為純粹的感性形式，此等純粹的感性形式，在將顯象的雜

多受納在感性的形式時，即作為個別事物的各種各樣的性質所組成的雜多，已經

根據被動綜合作用加以收攝在時空的秩序關係中，所以，雖然我們直覺對象時，

其必然意識到對象存在於空間，但是無論如何我們空間意識不必然等同於純粹直

覺的意識，蓋當康德承認形式的直覺存在一種被動的綜合作用時，就意味著純粹

直覺的意識需被處理後才能呈於空間秩序中。所以空間是感性直覺的形式這一說

法，並不必然蘊含空間意識必然是純粹的直覺意識。以上所提的即是本論文第二

章的主要論述工作。 

 
在對上述〈先驗感性論〉第一節內容的解讀結束後，沿著康德的章節安排，

本論文的第三章就針對〈先驗感性論〉第三節內容裡，康德關於空間的兩種闡釋

及其衍生的相關問題，提出若干的檢討。在〈先驗感性論〉第三節二版裡，康德

將對於空間的闡釋，區分為「形上學的闡釋」和「先驗的闡釋」兩種闡釋。就康

德而言，所謂闡釋，實是將空間這一概念的內容清楚的表述出來，易言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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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間的性質做出界定。所以，在「形上學的闡釋」裡，康德提出空間是一種感

性直覺且具先天性，而非是從經驗抽象而來的概念。此外，在「先驗的闡釋」中，

康德進一步試圖證成，空間必須是先天的直覺，不然我們無法解釋幾何學這門涉

及空間的學問為何是具有普通和必然性。不過，在我們的分析裡，康德在「形上

學的闡釋」所提出的四個空間論證裡，首先，第一個空間論證主張：空間並非由

外在經驗抽像而得來的，雖然我們可以同意康德的看法，即要取得外在經驗的感

覺，必須以空間的表象為其基礎，然而不必然要一併同意其結論，空間是先天的，

非經驗抽象而來的概念。其次，在第二個空間論證中，康德所訴諸的並非邏輯意

義上的可能，也不完全是依賴心理想像上的解釋就可以證成其有效性，反之乃建

立在對我們的認知條件和構造的若干制約因素的現實基礎。再者，在第三個空間

論證，康德主張，空間是整體優先於部份，不過在《第一批判》分析論中，康德

則持相反的立場，認為我們的空間意識是部份優先整體。關於康德分別在感性論

和分析論呈矛盾的主張，我們認為此一矛盾的出現，乃在於在感性論裡，整體先

於部份，是綜合的原則，而分析論中，部份先於整體則是綜合的整體過程。最後，

就第四個空間論證，空間作為一個無限給與的量，此一說法與康德在辯證論裡的

談論大相徑庭，在辯證論康德主張世界在空間上的有限抑或無限，此正反二論乃

是二律背反。關於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出現前後不同的談論，我們傾向認為，

在感性論中，康德是以空間表象屬於直覺，而非概念為前提的出發點，而主張空

間是無限既與的量，相反地，在辯證論裡，則是以世界在空間上的無限性是被當

作一個思辯理性的理念之性質來看待。至於在空間的「先驗的闡釋」，我們認為

非歐氏幾何學的出現，並未影響康德在論證上的合理性，因為空間表象的先天和

直覺性祇是幾何學這門關涉空間的先天綜合知識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據

此，否定後者並不蘊含對前者的否定。所以，既使幾何學不具有先天的綜合知識

這樣的性質，並不會影響到康德最終的結論，空間的表象必須是直覺和先天。 
 

最後，在本論文的第四章結論中，我們試圖總結康德「先驗的觀念性」和「經

驗的實在性」立場，討論其可能的限制和不足之處。我們對空間「先驗的觀念性」

和「經驗的實在性」的理解，是所謂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從「觀念性」而

言，空間是先天的直覺形式，故不屬於對象或事物自身的任何屬性。不過此一空

間的觀念性，即先天的直覺形式，乃是任何外在顯象得以可能的條件，所以空間

的觀念性，雖是感性主體的認知條件，卻不能等同於僅僅是主觀的觀念性，而是

具有先驗條件的觀念性，也就是其是一種先天可能的認知模式，因此，空間的觀

念性，乃是「先驗的」，這是康德稱空間為「先驗的觀念性」所持的立場。與此

同時，對康德來說，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則蘊含空間的「經驗的實在性」。

從康德看來，我們要意識到任何外在經驗，皆必定在空間秩序關係中被呈現或給

與出來，如此一來，空間具有「實在性」。不過，空間的「實在性」其效力僅對

於我們外感官的經驗對象才能有效，並無法對事物自身產生任何約束，所以空間

的「實在性」，就祇能是屬於經驗的，我們不能將空間的「實在性」歸屬在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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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