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一 . 導論     
 
1. 康德認識論中的刺激概念  
 
1.1. 刺激啟動認知作用 
 
         康德主張：我們一切的認知開始於經驗，但並非完全源自於經
驗。任何一項認知的構成條件，部份來自於感官的印象，另外則賴

於主體本身固有的知性，對那些從感官獲得的素材進行各種統合整

理的工作，使其成為關於某項對象的認知。但無論這些先驗機能如

何完成上述的活動，它們都必需先由某事物刺激或觸發，進而才能

產生印象，並啟動統整這些印象的機制。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

導論中，康德如此寫道： 
 
        要不是通過對象刺激我們的諸感官，一方面由它們自己造成表
象，一方面啟動我們知性的作用，去比較、聯結或者區分它們，因
而將作為感官印象的素材運作成所謂經驗的對象之認知，那麼還有
甚麼其它的方式能喚醒我們的認知機能並且使之開始運作呢？ 
 (B1)1 
 

    而感官接受刺激的方式，對我們這種認知主體而言是有限制
的。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我們的心靈才能透過感覺2產生關於對象

的直觀，以供知性對其進行思維，進而構成各種概念和現象 
(appearances)。3 這種以特殊形式接受對象刺激的收攝能力，康德稱
之為感性。(A19/B33)  

 
    但康德使用感性這項概念，不僅強調了直觀的先天形式，同時

也標誌出了直觀的種類：我們心靈的認知活動似乎必需預設某種外

在於感性直觀本身，並且能夠觸發表象機能的事物存在： 
 
        如果一個人不將它們當成一切事物的客觀形式，那麼除了將它
們當成我們這類的內部與外部直觀（所謂感性的，因為它不是本源
的，也就是直觀對象的存在不是透過直觀自己而能被給出，反倒是

                                                
1 本文以下以A/B代表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1998)第一版/第二版頁碼。本文中
標楷體之引文為撰文者依原文所譯。 
2 感覺 / Sensation: “The effect of an object on the capacity for representation, insofar 
as we affected by it, is sensation.”( A19/B33) 
3 「appearance」與「phenomenon」的中譯，本文參照鄧曉芒的區分，各為「現
象」與「現相」。（鄧曉芒：2004,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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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依賴對象的存在，因而就只有在主體的表象能力透過它被刺激
的情形下才可能發生）的主觀形式以外就沒有其它選擇了。(B72)  
 

     因此，對康德來說，於任何一項認知的發生和完成，事物對心
靈的刺激可以說是時序上的首要條件。這是由於康德認為，我們的

直觀，從來就不是那種單憑自身就能夠使對象存在的表象能力，換

言之，它無法自己提供對象，而需外在的事物給與。或許可以進一

步地說：任何來自我們的感性直觀而產生於內心的現象，並不是一

開始刺激了表象(representation)能力的東西，而是這項事物經過了直
觀和概念的作用後被表象後的產物。因此，這類認知活動中的刺激

來源，是否可看作是間接地被我們所知道的？ 
 

1.2. 不可知的刺激來源 
 
     然而康德認為，對於這種處於認知發生之前，提供刺激給表象
能力的事物，不但不能間接地被知道，並且無論我們對其在心靈內

部所產生的現象認識得多麼透徹完備，也無法越過感性的界限，對

它構成任何認識： 
 

        一個物體在直觀中的表象，相反地，完完全全不包含任何可以
附屬於一個對象自身的東西，而僅僅是某物的現象以及我們被它刺
激的方式；而我們認知能力的這種收攝性就叫做感性，並且就算一
個人或許徹底地看透了它的現象，其仍舊與我們對對象自身認知的
世界保持隔閡。(A44/B61) 

 
     在我們之外存在著作為感官對象而被給予我們的事物，但是我
們對它們在其自身會是怎麼樣的毫無所知，而只是對它們的現象，
也就是因為它們刺激了我們的感官而在我們內部製造的表象有所認
知。 (Pro, p.40)4 

  
     當康德主張我們的對象僅限於作為某事物的表象—也就是此物
刺激了表象能力、透過感性直觀的先天形式在心靈內部構成的產

物，他同時也就主張了被表象的這項事物本身  —就其純然不與我們
的心靈發生認知的關係而言— 並不能夠作為我們的對象而被認知。
因為人類的感性不能不加上時空形式的限制那樣去進行收攝，又我

們唯有透過感性才能與事物發生認知上的關係，故此事物在刺激我

                                                
4 本文以下用Pro代表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 that will be able to 
come forward as science 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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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之前而缺乏時空條件那樣的直觀，就永遠不可能產生在人類的心

靈內部。而知性缺乏了相應的直觀作為基礎，便無法獲得將範疇作

用於上的對象，自然就不能對這項事物本身構成任何的認知： 
  
   為了讓它展示純粹知性概念的客觀實在性，我們必定總是要能
提供直觀⋯因此只要缺乏了直觀，一個人不知道他是否通過範疇思
維了某個對象，以及是否能夠存在著任何甚至適合於它們的對象；
而因此範疇不能單憑自己作為認知是確定的，範疇僅是用來從被給
予的直觀中形成認知的思維形式。 (B288) 

       
        綜合以上，我們或可以得知康德認識論中的一項主張：感性的
認知需要某些事物刺激心靈以觸發表象的機能；但是由於時空形式

的先天限制，我們對這些處於表象機能啟動之前的事物必然地缺乏

直觀而無法使範疇作用於上，也就因此不能對其有所認知。  
 
2. 因果關係詮釋  
 
        對於這樣一種激發了我們的感性而讓認知機能得以開始運作的
事物，康德曾經將其表示為我們表象或現象的原因或是基礎：5 
 
         這些表象的非感性原因是完全不被我們知道的，而因此我們不
能將它們直觀為一個客體；因為這種對象將必定無法被表象於空間
或時間（僅僅是我們感性表象的條件），也就是「一旦少了它們，
我們就無法思維任何直觀」這樣的條件中。(A494/B522) 
 

     然而經由上一節可知，康德否定了範疇運用於這項事物的可能
性；而因果性又被康德列於十二項範疇之一。因此對康德來說，因

果性的範疇不能用來認知任何作為處於刺激之前，又作為我們表象

刺激來源的事物。那麼，他應該會反對人們將這種事物認定為任何

其它東西的「原因」；但是我們從上面的引文中卻看到，康德又自

己將其表示為表象的「非感性原因」。如果感性界限以外的事物無

法用原因或結果的概念來認知，那麼我們的內心應該無法出現關於

此物的因果性表象；則康德又如何能論：在感性界限之外，某項不

可知的事物「刺激」了我們、觸發了內心的認知活動並且產生經

驗？ 
 
2.1.  Jacobi 的兩難 

                                                
5 另可見於A288/B343, A379, A393, A613/B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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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這樣的情形，在早期，首由F. H. Jacobi 所注意到，並提出
了著名的批評。他質疑康德「外物刺激心靈」作為認知起點之理論

預設，與其關於認知對象的學說無法構成融貫的關係： 
 

        當他談論那些在感官上造成印象而因此在我們內部引起感覺的
對象，康德主義的哲學家就完全與其系統的精神分道揚鑣。因為根
據康德的教義，永遠只能是現象的經驗對象無法存在於我們外部並
且相異於某個表象。(Jacobi: p. 172)  

 
     在Jacobi的說法下，康德似乎是使用經驗的原則，規定了在他
自己所劃定經驗界限以外的、不得以經驗原則規定的某物；但如此

地去規定某物，卻又是其經驗理論不可或缺的開端。換句話說，如

果康德主張我們可經驗的一切對象以及各對象間的所有關係，都只

能作為表象而存於心靈之內；則他又如何能夠論心靈之外的某物

「觸發」了我們的心智活動，而造成了這些表象？另外，如果康德

捨棄了對象刺激我們的這項預設，他又如何能論：我們認知對象的

出現必需藉於外來的提供（而無法單憑心靈），並且就是由於這種

感性的必然限制，時間和空間才被認為是一切現象的先天形式？提

出了這些困難，Jacobi對康德的刺激概念作下了這樣的評註：「無此
預設，我不能進入這個學說系統；然而有了它，我卻無法停留其

中。」(Jacobi: p. 173) 
 
     這種特殊的刺激關係之所以造成康德理論的尷尬局面，似乎主
要是由於刺激對象(affecting object) 對於受激者(affected subject，也
就是我們) 的定位問題。如果對於後者來說，前者是不能夠以「刺
激」這類因果概念來規定的話，此預設自然就會馬上陷入窘境之

中。那麼，有甚麼情形是康德能夠不帶矛盾地用因果性的概念去描

述刺激對象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很清楚地，是唯有將刺激對象理解

為經驗對象範圍內的一員才有可能。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將看到，

康德仍將無法擺脫刺激關係這項預設所帶來的理論困難。 
 

2.2. Vaihinger 的三難 
 
        Hans Vaihinger 歸納了由這種關係而來的各種情形，提出從康德
「事物作為表象原因」這項預設而來的三難 (trilemma) (Vaihinger, 
1970: p.53)。這項三難企圖顯示：刺激對象究竟是甚麼，對我們而言
只有三種可能的情形；但無論是哪一種情形，我們都無法在康德的

學說中融貫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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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們可將刺激對象理解為某種認知範圍以外的東西，也就是
在對象脫離與認知主體的關係、去除認知條件限制而如其本

然的狀態之下去考慮它。因而刺激的關係不外乎為某種處在

不可知領域中的事物作用於我們，而我們所能交涉的東西，

實為其產生於內心的表象。但是這樣就會遭遇相同於Jacobi所
觀察到之問題：將「只有運用在經驗範圍內才有意義」的實

體與因果範疇，運用在經驗範圍以外的地方；依照康德自己

的學說，這顯然是沒有意義的，他又怎能以沒有意義的主張

當作理論的預設呢？ 
(2) 或者，我們不將刺激對象視為不可知的存在，而將其理解為
空間中的事物，這些事物對康德而言只能是現象，也就是經

驗性的對象。在這種觀點下，使表象能力在內心造就認知產

物的刺激來源，就是在這項經驗內所企及的那個事物。例

如，致使某棵樹被表象之刺激來源，並不是甚麼不可知的神

秘存在，而就是在經驗中被我們觀看或觸摸的這棵樹。但如

此就會馬上陷入一種循環：在這種觀點之下，本是源自於刺

激發生之後才能構成的某現象，卻回過頭來成為解釋刺激發

生的來源；對於Vaihinger來說，這是悖謬的：某刺激事件A的
發生，造就了某表象B。若追問：是甚麼造成了A事件，才致
使B的出現？依照這種詮釋，卻必須答以B自己。換言之，除
了解釋上的循環以外，我們被迫接受有某種東西在本身出現

之前就已經存在，不僅如此，它甚至還導致了自己的發生。

然而，這似乎是難以理解的。 
(3) 或者，我們將這項關係理解為雙重的刺激(double affection)，
也就是在認知範圍的內外相對應地存在著這種刺激的關係：

物自身之間發生著超驗(transcendent)的刺激；而空間中的事物
之間則發生著經驗性(empirical)的刺激。進一步地說，就是某
物自身刺激了同樣作為物自身的主體；相對應地，某經驗對

象也刺激了經驗主體。就此，Vaihinger指出其中困難在於：
對物自身界的自我而言作為現象的東西，對現象界中的自我

而言卻是物自身；並且還在後者之中產生了關於同一個對象

的經驗性現象。這種情形之所以構成困難是由於對於同一個

東西而言，它必須同時是表象和物自身；又必須是不可經驗

的、同時卻又是可經驗的表象。如果Vaihinger預設了「現象
和物自身」以及「可被經驗、不可被經驗」同樣地都是各自

相互否定的兩組概念，那麼將其中任何一組同時歸給同一個

對象，自然就會馬上產生矛盾。另外，縱使我們先不論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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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但是單就提出雙重刺激中的任何一種，也就是「物自身

之間的刺激」或「經驗對象與主體之間的刺激」的主張，就

各自牽涉了上述 (1) 和 (2) 中所提及的困難。因此，如果 (1) 
或 (2) 的可能性已經被駁斥的話，那麼雙重刺激的詮釋也將難
以被接受。 

 
    檢視Vaihinger所歸納出的三難，我們就能發現：在上述對康德

為其認知理論所預設之「事物刺激心靈」這樣一項先決條件的解讀

下，無論刺激對象被設定為經驗外部的存在或是經驗內部的對象，

或者兩方面皆進行了刺激，都將無法避免矛盾的情形。而如此一種

導致理論困難的觀點，是基於對康德物自身與現象兩者關係的一種

詮釋，Allen Wood稱之為「因果關係的詮釋」 ( the causality 
interpretation)。其最主要的預設，即是以經驗意義下的原因和結果
來理解刺激物與表象之間的關係；而就是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刺激

對象作為解釋表象生成的原因，必須被視作處於表象外部而與之相

互區別的另一種存在，也因此刺激對象就常以物自身的概念來規定

其意義： 
 
        其基本論點是說，介於物自身與現象之間的關係是種因果關
係：現象是肇因於我們外部的物自身之我們內部的主觀狀態…如果
一個被給予的現象—就拿這張椅子來說—是奠基於或肇因於某個在
其自身的某物，那麼最起碼，它不能跟那奠定或造成它的東西等
同；所以它必須是個不一樣的東西。 (Wood, 2005: p.64)    

 
    在因果關係的詮釋下，刺激物被視為事物本身，現象則是事物

經過認知的作用衍生於主體內部的產物；就如同具有三維的物體與

其投射在鏡中影像之間的關係，兩者是具有不同層級真實性的存

在。以這種方式理解康德，縱然他主張了我們的經驗和現象都因為

某些先天必然的形式而具備了客觀有效的可能性，但是在對於主體

「嚴格意義」的外部，仍必須存在著作為這些心靈產物基礎的真實

事物，即使它們是主體在認知上永遠難以企及的。6  
 
    因而這種觀點的困難就在於：康德以其限制在認知條件之內的

概念（因果）規定了這些條件無法企及的事物：刺激對象。 
 
3. 等同關係詮釋  

                                                
6 嚴格意義的外部：指區別於經驗意義而言的、不處於空間表象範圍內的「外
部」。見A375-A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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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面一節我們可以看到，「刺激對象作為現象原因」的因果
關係詮釋為康德認識論所帶來的躓礙。然而這種觀點並不是理解康

德所主張之物自身和現象關係的唯一方式。另外一種理解的觀點，

並不將物自身和現象視為兩種不同的存在，相反地，它們是關於同

一項存在的不同概念，分別來自於康德對於此一存在「和主體發生

認知關係與否」的兩種不同考慮方式。也就是說，現象，是設想某

事物在其作為我們認知對象時候的概念；而物自身，則是設想此事

物處於與我們的認知關係之外的概念。這種觀點，Wood 稱其為
「等同關係的詮釋」(the identity interpretation) ： 

 
        在此康德並不是區別兩種分離的實體，而是區別作為顯現的
（在其與我們認知機能之關係中考慮之）以及作為在其自身存在的
（在其於這項關係之外考慮之）同一個實體。…其基本論點是說，
任何現象與其物自身是等同的，並且此區分不是介於兩種不同的實
體，而是介於兩種思維或指涉同一實體的方式。 (Wood, 2005: p.65) 

 
3.1. 抽象概念 
 
        在等同關係的詮釋之下，我們會發現，雖然康德設想了對象脫
離與我們的認知關係的狀態，而得出物自身的概念；但他並不因此

就導致關於任何現象以外事物存在的主張。也就是說，相對於因果

關係的詮釋將物自身的概念用來指涉某種處於現象背後、使現象存

在而具有較高實在性的原因事物；等同關係詮釋中的物自身，則是

對現象進行抽象：去設想它脫離所有使現象之所以能夠成為認知對

象的各種條件後所得到的概念；7 並且這種設想對康德來說有其必
要，否則現象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就算我們不能將其當作物自身那樣認知這些相同的對象，我們
至少一定可以將其當作物自身那樣去思維它們。要不然就會推導出
荒謬的命題：有一種缺乏任何東西顯現著的現象存在。(Bxxvi) 

 
    因此，物自身的概念被用來指涉同一事物在另一種設想方式中

的狀態，並不是使此事物作為認知對象而存在的生成原因，也不具

有較現象更高的真實性。簡言之，對於任何具體事物的抽象思考而

                                                
7 康德對物自身概念的定義，可參見 A26/B42, A34/B52, A38/B55, A42/B59等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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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概念，並不會多帶來被抽象的事物所衍生之任何存在。例

如，當為了某些討論的目的，對某具體事物的各種特殊性質（特定

的觸感、顏色和溫度等）進行抽象，而以「物體」的概念設想它的

時候，我們並不就因此而主張：有一種沒有觸感、顏色或溫度的東

西於此物之外存在；在考慮事物與認知主體兩者間的關係時也是一

樣： 
 
        從事哲學之際，我們有時候會把事物從它們與我們感性的關係
中抽象出來，抽象於它們的空間、時間、範疇等性質；然而這並不
顯示著有一種非空間、非時間、非因非果的東西存在。(Langton, 
1998: p.9) 

 
    同理，如果物自身僅是對現象進行認知條件的抽象而得到的概

念，那麼我們就不能夠規定物自身是現象存在的原因，就如同我們

不會說「人類」的概念是張三、李四等具體個人的存在原因一樣；

另一方面，Wood也指出，任何具有數目等同(numerically identical)的
事物不可能與自身發生因果的關係，(Wood, 2005: p.67) 因此相對於
因果關係的詮釋之認為康德主張物自身造成了現象，等同關係的詮

釋則否定與現象指涉同一個東西的物自身能夠作為現象的原因。 

 

3.2. 問題的取消 
 
        如果物自身不能作為原因來理解，那麼就刺激物以物自身的意
義來界定的情形而言，似乎就可以取消因果關係詮釋下所造成的困

擾：一方面康德並未將因果範疇應用在刺激物的概念上；另一方面

刺激物與其表象間不再被視為具有因果關係，而是從後者分析出前

者的概念蘊含關係，那麼也就不需要擔心Vaihinger所提出的第二項
困難，也就是解釋上的循環和自為因果的問題：因為我們不會從已

經包含在某概念中的另一個概念所指涉的事物當作原因去解釋前者

指涉事物的生成；也就是說，雖然我們能夠從現象的概念中分析出

物自身的概念，但此並不代表後者就能被視為現象發生的原因，就

好比雖然從紅花的概念中得以分析出紅色的概念，但是我們不能就

因此將紅色當作這朵紅花在眼前綻放的原因。進一步地說，即使物

自身是我們的心靈對現象進行某種設想而將其視為構成表象的先驗

條件之一的概念，也不必然能夠當作現象的「原因」來理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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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解釋在甚麼條件之下心靈得以表象對象，並不相當於解釋甚
麼造成了這些表象。 後者處理的是我們知識的基礎，而因此是為了
我們認識論活動之目的。(Tomaszewska, 2007:  p.74 )8 

 
    我們現在大致了解，由於等同關係之觀點藉由將物自身與現象

視為同一對象的兩種概念，使康德認知理論中的刺激對象能夠不再

被視為被因果範疇所規定的原因；因而從因果關係之觀點所構成的

困難，似乎也就隨著前提的否定而被解消。然而，關於在物自身與

現象等同的觀點之下，康德認識論中的刺激概念以至於刺激對象的

定位，該如何能夠獲得與因果關係相區別的詮釋，並還沒有處理。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似乎發現了用另一種方式理解康德的刺激概

念，並由此取消刺激問題的可能性，但是這種理解觀點的正確性還

有待進一步地證實：為甚麼我們能將康德的物自身與現象看作是兩

種具有共同指涉的概念，而非原因和結果的兩種存在？進一步地

說，如果這種詮釋成立，那麼刺激物與現象間的關係若非因果關

係，我們要如何重新理解康德的刺激概念？又刺激對象若不是現象

的原因，那麼對於現象而言，康德又賦予了這項概念甚麼理論功

能？ 
 
    在這裡本文將討論等同關係詮釋陣營中的代表者  Henry E. 

Allison 對康德物自身與現象區分的詮釋，檢視其如何論述所謂兩者
是以不同方式設想對象所得的概念，而非具有原因結果之生成關係

的兩類存在；再回過頭來基於此不同於因果關係詮釋的前提，看

Allison如何重新理解康德認識論中的刺激關係，並處理所謂的刺激
問題。 
 
 
 
 
 
 
 
 
 

                                                
8 「後者」應為「前者」之誤。原文如下： To explain under what conditions mind 
can represent the object does not amount to explaining what causes these 
representations. The latter deals with ‘grounding’ our knowledge, and thereby with 
the purpose of our epistemic practice. (Tomaszewska, 2007:  p.7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