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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結論：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與「經驗的實在

性」 
 

一、前言 

 
康德在〈先驗感性論〉章節安排上，在第三節之後，緊接著的是被康德冠上

「自以上理解所得的結論」（Schlüsse aus obigen Begriffen）標題的部份。顧名思

義，這一部份，是康德將空間的形上和先驗兩個闡釋所得出的若干證成結果，進

行總結。首先，在《第一批判》二版中「自以上理解所得的結論」的第一、二段

落裡， 
康德提出兩個結論，即結論 a 和結論 b。其次，在第三段裡，康德首次主張空間

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這樣的立場，而此其同時這是「先驗的

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這一對康德的哲學術語首次出現在《第一批判》的

段落。最後，康德在第四、五段，則是對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

在性」的哲學立場，做出延伸性的說明和辯解，澄清空間作為先天的表象和其他

表象的不同，也就是，不能將空間的觀念性和我們感覺主體的感受變化狀態，諸

如味道和顏色等加以類比。 
 

二、對康德關於空間的兩個結論之檢討 

 
（一）事物自身不可知，但我們卻知道事物自身不具空間性質？ 

 
在「自以上理解所得的結論」，康德提出兩個關於空間的總結，他指出： 

 
a)空間所表象完全不是任何一個事物自身，或者是在它們相互關係中的

屬性，這就是，不是那些附著在諸對象本身的屬性之規定性，儘管人們將直

覺的一切主觀的諸條件抽離掉仍然能留存下來。因為不管是絕對還是相對的

規定，皆不能夠先於那些它們所屬於的事物前存在而先天地的被直覺到。 
b)空間不是別的，祇是作為外在感官的一切顯象形式，這就是感性的主

觀條件，唯有在其下外在直覺對我們才會是可能的。既然主體被諸對象激動

的受納性，必然是先於對這些客體的一切直覺之前，這樣可以被理解，一切

顯象的形式如何可以先於一切現實的知覺前，因此先天的在心靈中被給與，

並且這些顯象的形式如何作為一個純粹直覺，在一切對象裡必然被規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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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經驗之前就包含著它們的關係原則。1 
 
在這段引文中的第一句，姑且不論《第一批判》的前言（Vorrede），這是康德首

先在《第一批判》一書裡使用事物自身（Ding an sich）這一術語2。在結論 a 第 
一句裡，如同空間的先驗闡釋的表述方式，康德在結論 a 中選擇以否定的語式來

加以表述出來，他主張空間所表象的不會是事物自身的屬性，更不是事物自身的

相互關係。關於這一斷言的事物自身一義，雖然康德在這裡並未詳加說明，不過

我們知道康德認為事物自身，「它是作為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物給與我們的感官對

象，祇是這些物其自身可能是什麼，我們無法知道，且祇是認識它們的顯象，也

就是，表象，這是當它們激動我們的感官時，在我們之內產生的。因此當然我承

認，在我們之外有物體（Körper）的存在，也就是事物，雖然它們自身可能是

什麼，我們完全不能知道，我們透過表象知道，這是從它們影響於我們的感性而

取得的，並且我們將它們取名為物體，這一個字僅僅是指我們不知道的事物的顯

象，但是並未就是較少實在的對象的意味。」3所以，事物自身是激動或刺激我

們感官而使得我們產生表象的那一個「物體」或事物，不過對我們來說，我們祇

能知道它們的存在卻無法認識其究竟可能是怎樣的原貌。同時，從康德在此一斷

言後，宣稱空間不是附在諸對象自身屬性的一種規定，據此空間不僅不屬於事物

自身的屬性，更不是現象對象的屬性，因為 Gegenstand 一字，康德是用以指稱

我們感官被事物自身激動或刺激而產生的現象對象。針對在結論 a 的否定式斷

言，康德接著提出兩個理由：（一）首先，事實上，空間會在我們將一切直覺中

的主體條件抽離後，就會完全消解掉。（二）其次，事物自身的屬性是不會在它

們存在之前，就可以被我們先天的直覺表象出來。顯然，這兩點乃基此，康德視

空間為先天的直覺形式這一主張所推衍來的，而康德此一立場正是他在之前空間

的形上學闡釋裡試圖證成的。 
 
  如同 Paton4所指，康德在結論 a 的斷言，空間所表象的不會是屬於事物自身

一說，意味著我們可以認識到事物自身可能的某一些原貌，至少我們知道事物自

身不具有空間的性質。據此，康德在結論 a 的主張抵觸他本身關於我們可以知道

事物自身的存在，但卻無法認識到它究竟有那些內容的說法。因此，康德不能宣

稱空間不屬於事物自身，祇是主張我們不知道空間是否屬於事物自身。究其實，

康德在結論 a 所要主張的是，我們的空間意識乃是先天的直覺形式，所以空間不

屬事物的屬性，可是根據他對事物自身不可知的立場，他祇能主張：我們的空間

是先天的直覺形式，所以空間不屬我們經驗對象或顯像對象的性質，至於空間是

否不屬於事物自事的屬性，我們就不得而知。 

                                                 
1 KrV, A26/B42. 
2 Hans 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Bd.2, S. 287. 
3 Prol., AnⅢ. 
4 參見 H. J. Paton: 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A Commentary on The Frist Half of The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ols 1, pp.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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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康德強調空間不屬於事物自身的性質，僅是及於顯象的範域的說法，我們

可以進一步推論，事物自身和顯象這兩者的關係，指是究竟同一個對象的兩個不

同的面向，抑或是完全分屬於不同對象的事物？5康德曾謂：「我們所要說的是，

一切我們的直覺無非是作為顯象的表象：我們所直覺到的事物，既不是我們所直

覺對象的事物自身，也非它們的諸關係如同事物自身向我們顯現的性質」6從康

德這一句話，顯象和事物自身完全不具有絲毫隸屬關係，兩者相互可以說完全無

交疊的地方。它們彼等的關係，誠如 Parsons7所言，就似一個被歪曲的圖像

（Distortion Picture）一般，好比一隻鉛筆半插在水中，從我們看來鉛筆是彎曲

的，但是事實上則不是這回事。如此一來，康德主張空間不屬於事物自身的說法，

可以被理解成是一種主觀論的立場。這意味康德所指的經驗對象僅僅是表象，所

以這些事物好像呈現出具有空間性質的樣子，可是實質上空間性質完全不存在於

它們之中。 
 

不過，如同 Gerold Prauss8所指出，作為顯象的事物和作為事物自身的事物，

乃是同一事物的不同理解方式，雖然康德有時候的一些說法，會讓人理解成事物

自身是作為顯象外另一不同的事物。然而，我們從康德以下的說法：「通過我們

的《批判》有必要區分，作為經驗對象的事物和作為事物自身的一些同樣的事

物……但是如果這個批判無誤的話，它教導我們在雙重意義下來理解一個客體，

也就是理解為顯象，或者事物自身；如果對於其的一些知性概念演繹為正確的，

因而因果法則亦僅是適用於在第一種意義的事物，亦即只要它們是經驗的對象．

因果法則就適用於它們，而不再將它們根據第二種意義於這一法則下，同一個意

志被理解成在顯象中（可見的行為）必然依循自然法則，故是不自由的，但是這

些同樣的事物如果被理解成事物自身，並不受制於自然法則，因此是自由的，在

此並不會產生矛盾。」9從康德在 Bxxvii-xxviii 引文的談論裡，我們可以知道，

作為經驗對象的事物和作為事物自身的對象，乃是同一樣事物的不同理解方式：

一個客體，當我們對其刻劃出的各種性質在經驗中被呈現於我們感官直覺中，此

時就是作為顯象對象的事物，與此同時，不能依照我們的感性能力呈現出這些被

我們刻劃出的性質的同一個客體，則是作為事物自身。如此一來，顯象和事物自

身兩者的關係，就以被詮釋為同一個客體下不同的面向10。事實上，上述的詮釋

還可以在（先驗感性論）文本中，找到文獻內容上的佐證，諸如康德就曾指出：

「空間和時間為一切感性直覺的兩個合在一起的純粹形式，它們由此而使先天綜

合命題成為可能。然而這兩個先天的知識來源正由此（即由於它們祇是感性的條

                                                 
5 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pp. 111-114. 
6 KrV, A42/B59. 
7 Charles Parson: “ The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 edited by 
Paul Guyer, pp. 62-100, 84-85. 
8 Gerold Prauss.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Dinge an sich. ( Bonn: Bouvier, 1974), S. 32ff. 
9 KrV, Bxxxvii-xxviii.- 
10 戴華，《康德純粹理性批判導讀》，頁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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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亦規定了自己的界限，就是說，它們祇是指向那些被視為顯象的對象，而不

表象事物自身。祇是前者才是它們的有些性的領域，一旦超出這個領域，就不再

有它們的客觀運用了。」11根據上述的對於顯象和事物自身的區分的詮釋，我們

可以進一步推論：康德在結論 a 中主張，空間不屬於事物自身這樣的說法，可以

視為在顯象的意義理解下，事物才具有空間的性質。 
 
（二）先天的直覺形式與外感官的一切顯象形式 
 

接著康德在結論 b 中，他以肯定的語式，強調空間是一切外在顯象的形式，

乃是感性的主觀條件，而我們惟有在此一條件之下，才得以直覺到外在對象。所

以，主體接受對象激動的受納性能力，就必然是先於我們直覺對象前而存在。因

此，我們不難理解，任何顯象的形式必須在一切現實的知覺之前就早已存在。換

言之，對康德來說，這些顯象的形式必定先天的被給與在我們的心靈中。據此，

空間作為純粹直覺，其在經驗之前，就被包含在規定一切經驗對象的關係原則。

由此可見，在結論 b，康德試圖說明空間如何可以在對象存在之前，就先天的被

給與我們。因此康德在結論 b 裡蘊含兩項主張（一）空間是一切外感官的顯象形

式；（二）一切顯像必然在空間中存在，而我們能夠從先天的被給與我們的空間

的純粹直覺前認定它們。12同時（二）是以（一）為前提，進而說明在一切經驗

之前，我們就可以規定經驗對象的種種關係。不過（一）顯然並非從空間的兩種

闡釋中的證明所導出，而是從關於感性直覺的形式和質料之區分而得出的結論。 
 
  我們可以說在結論 b，康德在推論過程將之前兩種空間的闡釋證成空間是純

粹先天的直覺，直接視為外感官的顯象形式。過去，康德的主張是空間是一種先

天的直覺，在這裡即更進一步說成空間是外感官的形式。所以，在結論 b，空間

不但直覺的形式（Form der Anschauung），而且也是形式的直覺（die formale 
Anschauung）。13空間是一種先天的直覺形式，指的是我們所意識到任何經驗直

覺，皆為由各種各樣不同性質的雜多所構成的個別事物，且這些具雜多性質的個

別事物可以先天的被我們知道它們會被呈現於空間的秩序關係。同時，顯象的形

式，如同康德所指出：「那一個讓顯象的雜多在某些關係裡得以被整理者，我稱

之為顯象的形式。蓋在那裡諸感覺僅能被整理，且得以被放置於某種形式之中」
14由此可知，這個顯象的形式乃相對其質料而論，將雜多的質料安排或整理於特

定的秩序中，就是一種顯象的形式，而這種形式康德認為是空間的關係。 
 
 
 

                                                 
11 KrV, A39/B56. 
121 Norme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114-116. 
13 同上注。 
14 KrV, A20/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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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論 Trendelenburg 的批評 
 
綜觀而論，康德「自以上理解所得的結論」，a)主張空間的表象並非事物自

身的屬性；b)空間是外感官的一切顯象形式。不過，針對上述兩個結論，

Trendelenburg15曾提供質疑，認為兩者沒有邏輯上的必然關係，因為我們可以同

時一方面主張關於空間的直覺是顯象的形式，另一方面則視空間是事物自身的屬

性，這在邏輯上是可能成立的。即使我們認為空間是一切外在直覺的顯象形式，

也不過說明它不屬於顯象，但無法遽下結論它們無涉於事物自身。因此，

Trendelenburg 認為空間是先天的直觀這樣的主張，並不能排除其可以是獨立實在

的。針對 Trendelenburg 的批評，Vaihinger16亦主張，康德在未嘗試做出任何論證

前，就直截了當接受先天的必然是純粹主觀的立場，因為對康德來說，這是完全

自明無待以論證。所以，康德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將空間既是先天的直覺，又

是屬於事物自身的性質，這種可能完全加以排除。 
 
不過，Smith17嘗試從康德的立場進行辯護，認為康德否認事物自身可能有空

間的屬性，而無視空間可以於顯象是先天的被認識但具有實在的可能性，乃是基

於從批判的觀點而言，這種可能的組合是自相抵觸的。對康德來說，先天被認識

者如何能對於獨立實在發生作用，是我們永遠無法確知的事實。 
 
Willaschek18則以為在理解康德的立場，須從康德有關直覺的概念著手。在

康德看來，直覺形式是一個純粹直覺，無涉於事實的對象，它是在感性主體被刺

激作用時才能涉及到對象。嚴格來說，直覺並非不涉及對象，而是在對象被感性

的認識主體激動時而產生的影響下才算是被外在對象所影響。所以直覺是處於顯

象的狀態下，被外在對象所激動而產生的，故其無法避開被當成是受限於在感性

主體的特定認識條件下的產物。與此同時，此處的對象既受到先天的直覺自身的

條件建構而成。所以一方面純粹直覺就無法被當作為不涉及外在對象的純粹直

覺，因此感性直覺所給出對象內容一定是一個受制於主體的對象之直覺。職是之

故，直覺的對象是一個在感官被激動而構成者，因此必然與特定的外在對象相

關。換句話說，對象是經由先天的直覺形式進一步加以構成而產生，不過這並非

意味其完全是純粹主觀，而是它的實在性是在感性主體被激動時才有可能。所

以，先天的直覺形式是透過對象激動感官時，其自身就構成對象的實在性。因此，

直覺形式祇能是主觀的，故就無法成為事物自身的屬性。 

                                                 
15 參見 Hans 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Bd.2, S. 290-313; Norme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112-114. 
16 Hans Vaihinger: 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Bd.2, S. 289-290. 
17 Norme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112-117. 
18 Marcus Willaschek: ” Der transzendentale Idealismus und die idealität von Raum und 
Zei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 51 (1997), S. 537-564.;另參見孫和平，盛曉明，

〈康德哲學中「特蘭德倫漏洞」的外在論解決方案及其問題〉，收入《哲學研究》2002 年 8 月，

頁四十一至四十八，對 Willaschek 觀點的介紹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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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aschek 的說法，可以從康德的說法得到進一步的印證。康德曾指出：「現

在如何一個外在直覺可以棲住在心靈，先於諸客體其自身，並且可以先天的規定

著客體的概念？明顯地沒有別的，祇有這一直覺僅僅在主體中處於，作為直覺的

形式狀態受到客體激動，並且由此獲得直接表像，也就是直覺，因而僅僅作為外

感官的一般形式。」19我們直覺所表象出來的對象，對康德屬於顯象，但是表象

得以產生的原因，則依賴客體激動我們的而來的。對於先天的直覺則無法由單純

獨立於主體的對象所產生，其必須具有特定的外感官的一般形式，才得以可能，

所以被視為先天的直覺。 
 

三、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           

 
從結論 a 與 b，康德進一步說明其對空間的主要立場，他寫道： 

 
因此我們祇有從人的立場，才可以談論空間，擴延的存在物等等。如果

我們離開惟一使我們能夠獲得外在直覺，也就是得以被諸對象激動的那一個

主觀條件，這樣空間表象完成失去意義了。這個謂詞得以被附加在諸事物

裡，祇有在它們對我們顯現，也就是感性的諸對象。這個受納性的固定形式，

被我們稱之為感性，是一切關係的必然條件，在其中對象得以被直覺為外在

於我們，並且如果人們抽離這些對象，其就是擁有空間之名的一個純粹直

覺。因為我們不能使這個感性的特殊條件成為事物的可能性條件，而僅僅是

它們的顯象，這樣我們可以說，空間包含一切可能外在地顯現於我們的事

物，不過卻不是一切事物其自身，不管這些事物其自身是否可能被直覺，或

者亦任何一個主體所直覺。因為我們完全不能對其他思想著的存在物直覺的

直覺作判斷，是否被綑繫那個限制我們的直覺而對我們普遍有效的同一些條

件之上。如果我們將一個限制的判斷附加在主詞的概念，那該判斷就無條件

的有效。「一切事物皆相互並存於空間內」這一命題，其在這樣的限制才無

條件的有效，就是如果這些事物被當成我們感性直覺的對象。我在這裡將這

個條件加在概念上，並且謂：「一切事物，作為外在顯象，是相互並存於空

間內」，這規則是普遍且無限制的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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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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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KrV, B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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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者。20 
 
在引文裡，康德指出唯有從人類的觀點，我們才能論及空間和有擴延之物。如果

我們撇開主觀條件而談空間，則空間概念將毫無指涉對象。所以，祇有在事物呈

現於我們感性之中時，我們才能說它們存在於空間之中，或具有擴延。感性實是

一切外在事物之關係的必要條件。如果撇開這些事物以及其關係不論，則此一感

性形式就是純粹直覺，是我們所謂的空間。感性的條件只是顯象的條件，而非事

物自身的條件。所以，空間祇包括一切外在現象，而不包括事物自身。就現象而

言，我們可以說，一切事物皆排列在空間之內。基於此，康德主張，就現象而論，

空間具有「經驗的實在性」，也就是具有客觀的有效性。而就事物自身而言，空

間則祇有「先驗的觀念性」。所以，康德主張，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並且此

一觀念性是可以與「經驗的實在性」相容。對於「先驗的觀念性」，處於空間的

事物被限定於感性的對象上，即是顯象，因此並不適用在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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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同樣地，「經驗的實在性」

所刻劃的是外在顯象，如同康德在上述引文所指，乃是「在考慮一切可能的外在

經驗」21。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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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康德強調：「在空間裡顯

象的先驗概念是一個批判的提醒，一般上在空間裡被直覺到的東西不是一個事物

自身，且空間亦不是事物自身本身的固有的形式，而是我們完全無法認識對象自

身，並且我們稱之為外在對象者，不是別的而是我們感性的單純表象，它的形式

是空間，但是其真實的相互關係者（Correlatum），也就是事物自身本身，完全

無法透過它們來認識和被認識，但是亦決不在經驗中被探詢。」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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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 
 
  就空間的「經驗的實在性」，從人類的經驗條件而言，我們的表象能力顯然

在可能的經驗對象之範域內有效，這是可以肯定的。不過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

的主張，則會面對以下兩個疑問，首先，我們如何可能先天的直覺對象，如果直

                                                 
20 KrV, A26-28/B42-44. 
21 Henry E. Allison: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p.103. 
22 KrV, A30/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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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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關於康德論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和「經驗的實在性」之檢討 

 
從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知道，康德強調我們對於對象的認知，僅是屬於事

物的顯象，他認為在顯象中事物所呈現於我們的性質，不是它們做為事物自身的

性質。所以，我們之所以有理由相信事物具有空間性質，乃基於唯有相信這一立

場下，才能可能具有經驗知識。易言之，當康德指出空間不屬於事物自身，而屬

於顯象，其意指的是當我們以經驗的可能性為由，才能合理地相信事物具有空間

性質。對康德來說，我們不能直接經由任何推論，就可以得出自己的心靈狀態存

在於空間中，事實上我們是合理相信此一情況之存在。此一立場，我們可以視為

「先驗的觀念性」。至於「經驗的實在性」其實在性乃是空間直覺形式的普遍必

然性，事實上與對象激動我們的感官無關。所以，康德接著寫道： 
 

  然而除了空間外，沒有其他主體的，並且與某一外在相聯繫的表象，可

以被稱為先天的客觀的。因為人們不能從任何這樣的表象導出先天的綜合命

題，如同從空間中的直觀那樣（§ 3）。因此嚴格來說，觀念性不屬於這些表

象，雖然它們與空間的表象是一致的，它們祇是屬於感覺方式（Sinnesart）
的主體狀態，譬如視覺、聽覺、觸覺通過顏色、聲音和溫度的感覺，不過因

為它們僅僅是感覺而非直覺，故它們自身不允許任何客體至少一切先天的被

認識到。23 
 
從邏輯上，直覺形式的先天性可以和空間的經驗實在性具有蘊含關係。這是因為 
就直覺的先天形式而論，使得其具有普通必然性，從而保證了在經驗中的客觀實

在性。換句話說，誠然我們的主觀條件不屬於事物自身，但是此等主觀的條件卻

是對經驗對象的實在性發揮作用。事實上，對康德來說，空間表象的實在性，在

於空間直覺形式的普通必然性，所以，在這一點來說，直覺的先天的形式，若從

事物自身而言，就無實在性可言，因此它的形式性這一點是使得經驗具有客觀實

在性，這是基於它普遍必然性的事實。所以除了空間以外，不存在任何一個主觀

表象在涉及外在事物時可以被當作具有客觀性和先天的內容。 
 

所以，對康德而言，諸如視覺、聽覺、觸覺等主觀表象，雖然這些感覺都涉

                                                 
23 KrV, A28/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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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驗，但是卻無法從這些表象獲得先天的知識。在這點上，誠如 Smith24所指，

康德乃立於主觀論和現象論之間。在此一段引文，康德的說法明顯傾向於現象

論。空間是外在對象的必要條件，不同於味道和顏色的主觀感覺，其具有客觀性

質。所以空間作為擴延性的對象不祇是觀念，並且擁有足夠獨立作用於感官而產

生的第二性的性質感覺。不過，康德並未以不同觀察知覺的相對性來證成，從而

證明知覺對象不過在我們知覺中似乎呈現出空間的性質，事實上並未有這樣的性

質。相較之下，康德是以空間意識的先驗地位，即空間意識作為使得經驗成為可

能的必要條件為證成的前提，從而嘗試證明空間性質雖然確實屬於事物，但它們

卻不過是顯象的事物，嚴格來說，我們是合理地相信它們屬於顯象的事物。 
 

  不過必須注意，從康德看來，空間和感性性質的異同，在於前者能先天

的表象，就是離開一切經驗的事物，而後者祇是後天的被認識。所以一切空間皆

可以同樣先天的來表象借由外感官所產生的同一類型的主觀形式。是故，康德強

調表象在經驗意義和先天的意義間的不同，他寫道：     
 
   這個說明的目的祇是為了防止，人們思想產生錯覺，透過遠遠不充分的例

子 來說明空間的觀念性之主張，即是顏色、味道等正確地不被當作事物的性

質，而是僅僅作為我們主體的變化，這些變化甚至在不同的人能夠有不同的。因

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原初自身祇是顯象者，例如一朵玫瑰花，在經驗的理解下作

為一個事物自身本身，這個事物自身本身還是可以在每一個人的眼中在顏色上有

不同的顯現。因此一切外在顯象的這一主體條件是不能與任何其他條件加以比

較。25 
 
一朵玫瑰花，作為經驗來看，是有其一定的獨立性質，所以對不同的觀察者可以

有不同顏色的表象。在這裡誠如 Smith26所言，康德關於顏色作為一種主觀的結

果和空間當成客觀存在的區分，就不能堅持下來。因為康德的主觀論立場使得它

不容許任何事物在所知的世界中有獨立存在的可能。因此，所知的對象就不過是

理念而已，其相對物就是不可知的事物自身。在這裡康德傾向於三重的區別：主

觀的感覺、空間裡的經驗對象和事物自身。 
 

四、結論 

 
康德主張，空間的「先驗的觀念性」，並且此一觀念性是可以與「經驗的實

在性」相容。對於「先驗的觀念性」，處於空間的事物被限定於感性的對象上，

即是顯象，因此並不適用在那些「當它們得以透過理性其自身，即是毫無顧及我

                                                 
24 Norme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120-121. 
25 KrV, A30/B45. 
26 Norme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p.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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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感性的狀態」的內容。同樣地，「經驗的實在性」所刻劃的是外在顯象，如同

康德在上述引文所指，乃是「在考慮一切可能的外在經驗」。據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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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在事物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