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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刺激問題的重新詮釋  
 
1. 雙重世界論與雙重觀點論  
 
        Wood 所謂康德區分物自身與現象的因果關係詮釋，Allison稱之
為「雙重世界（對象）論」（two-worlds/objects view）。這種詮釋
的特色在於其以形上學的觀點將物自身與現象視為分處於不同存在

領域的對象： 
 
        一種肯定「實在」（物自身）的不可認知而將認知逐入表象
（現象）之純然主觀領域中的形上學理論。…其基本的預設就是：
心靈僅能將這些素材當作被物自身「刺激」的結果來領會。因此，
這種東西一定要被預設為存在的，儘管這個理論否認我們具有權利
去談論任何關於它們的事：包括它們不但存在而且還刺激了我們。 
(Allison,2004: p.4-5) 
 

    在這種觀點下，存在的事物分為兩種不同對象的集合：一為巴
克萊式（Berkeleian）的、僅發生於內心的觀念，同時也是僅為我們
所能認知的對象；另則為我們不可認知、卻才是真實存在的東西。

甚至，後者與心靈發生的刺激關係還致使了前者的存在。我們已經

看到，這樣的解讀如何構成了康德理論上的困難：它於超出認知範

圍的地方，以認知範圍內的原則肯定了某物的存在與作用。Allison
則認為這項帶來困難的詮釋是對於康德的誤讀，而康德這項區分之

正確解讀，應該是將其理解為：關於可能經驗對象範圍的界定，而

非某種形上學的建立： 
 

        他們錯誤地預設了：《批判》的中心關懷是要在極端懷疑論的
挑戰下建立一種強而有力的實在論。我反倒建議：康德的論證是起
自於而非歸結於這種實在論，並且他的中心關懷是將它限制在可能
經驗對象的範圍內。(Allison, 2006: p.2)   

 
1.1 推衍性的認知 
 
        Allison主張康德的這項區分並不是關於何種事物分別處於我們
心靈內外、規定整體存在圖像的理論；而是經由分析人類的心智，

找出事物之所以可能成為我們認知對象的必要條件後，所劃分出的

認知界限；也就是說，僅將可能的認知對象規定為現象而非物自

身，主要在於指出我們的認知具有某些先天形式，使得任何能夠出

現在我們意識中的對象，都不能是脫離這些條件的事物。但此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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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主張：除了這些可能的對象，在我們的意識之外還存在著任何

上述脫離了認知條件的事物；更遑論將其設定為較現象更為真實的

存在。 
 
    因此Allison認為，康德物自身與現象兩種相互區分的概念，是
為了說明依照哪些認知主體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和原則，我們才能獲

得關於對象的認知；而不是用來指涉這些條件的內部和外部分別有

甚麼樣的存在才提出的；它是一項認識論的，而不是形上學的區

分： 
 

    這種觀念論應該被更恰當地視為認識論的，或者，也許是本質
上「後認識論的」，因為它是基於我們對人類認知的推衍性本質之
分析而來的。 (Allison,2004: p.4)  

 
    先驗觀念論必須也被賦予一種後哲學的「立足點」特質，而不
是如通常地那樣，被當作是一種關於人類認知對象之本性或存有論
狀態的形上學教條。(Ibid., p.35 )  

 
    Allison 強調，康德作出的這項區分，是由於其認定人類所具有
的心智形態必須是「推衍性」（discursive）的。這是說，我們的認
知必須有兩種不可或缺的要素：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觀。缺乏了前

者，感性的素材無法被思維；缺乏了後者，則無物提供給知性思

維；這兩種情形，都無法讓我們構成認知。9 對康德而言，主張我們
只能以收攝對象的方式進行推衍性的認知，是作為理論起點的事實

性前提，而不是有待證明的假說。這項預設可以分成三個部份：第

一， 任何的認知都必需被賦予對象，也就是需要直觀；第二，由於
我們作為有限的心智，對象的賦予是收攝性而非創造性的，所以我

們的直觀有賴於對象的刺激，也就是說它還必須是感性的；第三，

單憑收攝而來的感性直觀並不足以構成對象，還需要知性主動對之

進行統合整理的概念化工作，才能達成完整的認知。(Ibid., p.77)  
 
     雖然推衍性的心智需要外物的刺激以獲得直觀，然而對康德而
言，我們的時空形式所反映的不僅是受攝性的功能，而且還有接受

刺激的必要「方式」，其除了賦予直觀的必然形式，也提供適合於

知性進行概念化時的基礎：雖然感性本身並不統合感覺素材，但是

                                                
9  康德關於認知的推衍性主張，見A15/B29, A19/B33, A50/B74-A51/B75, 
A62/B87-A63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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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形式讓這些素材以適於被知性統合的方式呈現在直觀中。因此

無論是感性收攝外物的方式，或是知性統合感覺與料的概念化過

程，康德所要強調的不外乎為這些使事物能成為我們認知對象的部

份必要條件，是由認知主體自己所提供的： 
 

         其關鍵之處在於：對於康德而言，這種本然的可排序性連同其
現實的排序活動是認知主體的貢獻，而這就標示了他與經驗論者
（以及理性論者）決定性的離異。… 這意味著：感性為了知性的概
念化而呈現其與料的方式已然反映了一種收攝與料的特別方式，那
就是：一種被人類感性的本質而非刺激對象所決定的感性直觀之特
定形式。(Ibid., p.14-15)   
 
        康德的這項觀點與傳統的區別在於，無論是理性論者或是經驗
論者，它們都認為時間和空間不是主體的認知形式，而是獨立於主

體的認知而存在之事物，或是對象本身就具備的性質；因此對象以

時空的方式被認知，並不是我們使其成為如此，而是獨立於主體的

時空，或是本身就具有時空性質的對象使其自身就這般地被我們呈

現。(A369)10 因此在這種觀點下，被認知的事物並不會產生康德所
謂的物自身與現象的區別，因為它們若非毫不受主體的影響而如實

地被心靈所收攝，另一種可能，則就是其儘管以後天的方式被主體

影響，但是其必然性條件還是獨立於主體存在的東西，如此產生的

區別至多是類似於初性、次性或實在與觀念間的差異：其仍舊將時

空與範疇等呈現事物必然規律或固定性質的要素，當作獨立於主體

而提供自認知對象那般地看待；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心智能夠或

多或少地間接或甚至直接地與事物本身發生關聯，那麼康德意義下

的物自身與現象的區分就失去意義了，因為康德所強調的並不是我

們直觀能力掌握對象時直接或間接、清晰或混淆的程度差異；而是

種類上根本的區別：我們的直觀是感性的而非智性的；而我們的思

維是概念的而非直觀的：對康德而言，無論是感性直觀或知性概

念，單憑其中任何一方都無法讓我們與對象發生認知的關係。因此

對於康德而言，我們認知到的是「現象」，並非不受主體條件規定

的事物，但也不是每一部份都被知覺者所決定的心靈觀念 — 主體決
定的僅是形式方面的條件。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決定認知對象是否為康德意義下的現象，
還是傳統觀點底下之素樸或是間接被認識的實在，是基於各種詮釋

對於人類認知條件的不同理解。康德主張我們的心智具有先天的直

                                                
10 康德對「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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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形式和知性概念，而對象又需透過感官而被給予，因此事物會具

有現象（規範於上述構成條件下而論的）和物自身（脫離上述條件

而論的）兩種不同的意義，以說明：我們本身所提供的先天條件，

同時也就是對我們認知所能企及範圍的限制，若在思維中對事物進

行上述諸條件的抽象，此物對我們而言就甚麼也不是了。而傳統的

觀點則不若康德將時空和範疇劃入主體本有的先天條件之內，因而

缺乏了康德對這些條件限制範圍的劃定，於是乎出現在認知活動中

的事物就不需要以物自身和現象來區別：因為它們的對象不是事物

本身，就是觀念本身；從另一個角度說，康德則是認為他們混淆了

現象和物自身，例如他論Leibniz「智性化了現象」，而Locke則「感
覺化了知性概念」(A271/B327) ；因為他們都以為人類的心智能夠單
方面地或不加限制地獲得認知活動所需的對象，而忽略了康德的推

衍性主張所嚴格劃分的直觀與範疇各自具備之功能限制：知性概念

作為思考的機能，必需透過直觀關聯到作用的對象；而直觀作為收

攝的機能，又必需以時空的形式被給予對象。從這裡，我們可以看

出這種觀點（康德所謂的先驗實在論）不能夠如同康德在對象中區

分物自身與現象兩種面向的理由。 
     
1.2. 認識論條件與存有論條件 
 
        因此 Allison 認為，物自身與表象之間，對康德來說，是由於構
成現象的認識論的條件 (epistemic condition)，而不是其存有論的條
件 (ontological condition)或是心理學的條件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才形成的區別；而此區別所來自的推衍性認知主張，所論的也就是

事物的認識論條件，而非另外兩者。也就是說，因為康德將時空和

範疇劃予認知主體，而使它們成為對象能夠被認知的先天條件，並
將我們的對象界說為現象而非物自身，並不是主張對象的存在是由

於時空和範疇而來；或是因為時空和範疇，我們才從這些對象上獲

得了某些主觀的信念。毋寧是說：由於這些條件，我們的表象機制

才能夠關聯到事物，也就是在認知的過程中遭遇到能夠被經驗的對

象。 
 
    Allison如此區分認識論條件和其它兩種條件： 
 
    作為進行對象表象之可能性條件，認識論條件相區別於心理學

條件與存有論條件。前者的意思是一種心靈運作機制的自然傾向，
其規制著信念與信念的獲得。…後者的意思是一種事物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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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條件，其相當地獨立於這些事物與人類（或任何其它的）心靈的
關係之外而進行規制。 (Ibid., p.11) 
 

    認識論條件與心理學條件的主要區別在於，雖然它們都反映了
主體心智的認知結構和機制，但是心理學條件主要是針對某種特定

知覺或信念過程發生之可能性而言的。例如在一般的情形來說，我

們的眼睛和視覺是我們能視物的必要條件；另外，如Hume所提出的
知覺間的慣常性連結，也屬於這一類的條件。然而心理學條件不同

於認識論條件之處即在於，它已經預設了充滿了著各種對象的、在

時空之中的世界；而無論是時空或是對象的概念，都不是任何特定

的知覺或信念過程所預設的條件足以提供的。賦予知覺以對象概念

使其在認知中被統合為一的能力，對康德而言就是認識論的條件。 
 
    對我們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認知對象由認識論條件所構成和由

存有論條件所構成的不同意義。對Allison而言，前者是針對某事物
能否在主體的認知活動中而被表象而言，後者則是此物本身與表象

活動無關的存在而言。因此，論一物之不符合我們的認識論條件，

不代表其不符合存有論條件，即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此而論，也

不等同於去主張某種不符合於認識論條件的某物存在： 
 
    其主張並不是：超乎於人類認知條件的事物不能存在（這會將

這些條件成為存有論的而非認識論的），而僅僅是：這類事物不能
算是我們的對象。…這意味著：對象必須符合它們表象的條件；而
不是說：它們以一種柏克萊式的觀念或是現象主義者所謂感官與料
存在於心靈之中。 (Ibid., p.12) 
 

    反過來說，論一物符合認識論的條件，也不代表其符合了存有
論的條件，即主張此物存在。換言之，如果康德將我們感性和知性

的能力規定為事物的認識論條件而非存有論條件，則這種條件雖然

使事物成為我們認知活動中的對象，但是它並不使這些現象存在；

而既然這些條件無涉於現象的存在，則可知由這些條件的限度而得

出的物自身概念，僅作為一項限制性的概念，標示著缺乏條件時僅

留下一片認知空無的情狀；若以對比的方式理解，則如果某物不滿

足它的存有論條件，我們即可說某物不存在：在此所得到的，是事

物自身在生成變化的過程中從有到無的消滅概念；但是就認識論的

條件而言，說某物超出它所規範的領域，並不涉及它的有無變化。

進而言之，或許我們的認知已經預設了某些事物的存在，然而它們

的存在是基於存有論的條件；但使這些事物能夠關聯到我們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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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而成為認知對象，則是基於另外一種條件，也就是認識論的條

件。那麼以認識論條件之觀點對我們認知限度的劃定而得出的物自

身概念，所指涉的僅是一種現象在設想中的情狀，所以它也就不能

因為如此而被視於外於認知對象的另一種存在。雙重世界論或因果

關係的詮釋，似乎是混淆了上述的兩種條件，誤將物自身與現象間

的關係以存有論的條件視之，才將康德的刺激的關係詮釋為兩種不

同層級存在間的因果關係。 
 

1.3. 物自身一詞的意涵 
 
        Allison借助於Gerold Prauss對康德的文本分析成果，發展了他對
物自身與現象區分的詮釋。Prauss指出，「物自身」(thing-in-itself) 
一詞的「在其自身」常常被視為形容事物存在的狀態，尤其指獨立

於認知主體的存在；但是他發現，康德使用此詞應該是作為「如在

其自身般被考慮之物」(thing considered as it is in itself) 的縮寫。這項
發現對於詮釋康德物自身概念意義的影響在於，「在其自身」從形

容詞轉而被理解為副詞 — 不再是用來描述事物存在狀態的形容詞，
而是形容事物以何種方式被設想或考慮的副詞；其著重的所在，即

從對對象本身狀態的陳述，轉移到主體對自己與對象間所具有的兩

種認知關係在思維中的區分。(Ibid., p.52)  
 
    如果Prauss的分析是正確的，則所謂的物自身就不是具有獨立

於認知主體存在的事物，而是我們對對象抽離認知條件後而得的設

想情形。Allison認為，如此一來，「物自身存在」這樣的宣稱所造
成的緊張或許就可以得到紓解：11 

 
    事實上，一旦這件事被認清：康德主要關心的並不是某類相區
隔的存在集合 — 一種被設想為就算是毫無任何有限的認知者存在，
也會「在那邊」的東西；那麼讓人去擔憂物自身存在的誘惑就馬上
消失了。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其所關心的反倒是：如同它們在其
自身那樣被考慮的，已被熟悉的人類經驗對象。(Ibid., p.51) 

 
        也就是說，論「物自身存在」與論「經驗對象存在」，僅是以
不同的方式去設想同一件事物。物自身不是有別於經驗對象的東

西，而是我們以另一種觀點設想同一個對象所得的概念，依照不同

的觀點考慮同一件事物，賦予其不同的名稱，並不涉及任何關於存

在的規定；就好比我們並不會因為做出「晨星存在」和「暮星存

                                                
11 相關的宣稱，見 Pro: p.40;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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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項宣稱，就能夠得出「在金星之外還有另一個行星存在」的

主張。 
 

    因此，由於物自身與現象的區分是基於以上的認識論（而非形
上學的）觀點，Allison即主張它應該被詮釋為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
設想方式之間的區別，而非用來指出兩種不同存在事物的差異。他

稱這樣的詮釋觀點為「雙重觀點（面向）論」(two-aspect view) : 12 
 
    這是介於兩種設想事物（就其顯現與就其在其自身的考慮）方

式的先驗區分，而不是基於較傳統的解讀，區別於兩種存有論上相
互區隔的實體集合（現象與物自身）。在這個考量下，此解讀或許
可以被賦予「雙重觀點」的特色。 (ibid., p.16)   
 

    雙重觀點論類似於Wood所謂的等同關係詮釋，也就是將物自身
與現象視作任何事物被設想於與主體不同認知關係下的概念：現

象，是對象與我們發生認知的關係，並且受到認知條件規範時所被

考慮的概念；而物自身，則是此同一對象被設想在不被我們的認知

條件所限制的情形下而獲得的概念。因此每一項事物作為我們的認

知對象，都因為上述的兩種考慮，而在主體的思維中同時具有現象

與物自身兩個不同的面向。依照這種雙重觀點論的詮釋，康德並未

肯認在現象之外的任何存在，或是說，現象與物自身兩者在存有論

上並不分屬兩種不同層級：它們所關涉的存有是同一個東西，只是

認知上分屬於認知關係的內外兩邊。13 
  

        我們經由Allison對康德所論的推衍性認知的闡述，以及指出認
知對象的認識論條件與存有論條件的差異，大致得知了為何在雙重

觀點論或是等同詮釋下，康德的物自身與現象的區分之所以是基於

認識論觀點，而非形上學觀點的理由；也因此得知了基於認識論的

觀點所區分的物自身與現象，如何能夠不再被視為兩種不同的東

                                                
12 本文不將此譯為對象的「雙重面向論」是由於：此語詞或許容易讓人誤以
為，此觀點主張了現象具有另外一種不具時空性質面向的存在。然而我們將會

在後面的章節發現，這不會是Allison的立場所能接受的。 
13 Allison不否認他的雙重觀點詮釋具有形上學的蘊含，但他指出這些蘊含並
不影響其與雙重世界論所具有的重要區別：『我並無意圖否認：這種觀念論具
有重要的存有論的，或更廣泛地說，形上學的蘊涵。…我所希望在此堅持的僅
僅是：先驗觀念論本身不應該被理解為一種肯定「作為現相的東西在程度和種
類上比起作為本體的東西具有較低的真實性」的形上學理論。』(Allison, 2006: 
p.19, note.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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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而是以與主體是否具有認知關係的觀點，分別對同一事物考慮

而來的概念。 
 
    現在，如果我們承認在存在上等同的事物無法自為因果，那麼

很清楚的，對於等同詮釋或雙重觀點論者而言，物自身無法作為現

象的原因。因此，當我們回到刺激問題，如果我們將康德的刺激概

念理解為一種因果關係，那麼類似於「物自身刺激認知主體而引起

表象活動」的論點就不再成立，除非康德的刺激關係不是因果範疇

所規定的概念。然而，如果問題中的刺激概念不是一般的因果關

係，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它？另外，如果刺激對象不再能夠被視為現

象的原因，那麼它對於認知主體而言，又應該如何被定位？ 
     
2. 重構而非取消：雙重觀點論中的刺激問題  
 
        如果物自身和現象在存在上是等同的東西，兩者之間不會有因
果關係，也就沒有物自身刺激我們這件事；那麼在這些新的前提之

下，有一種解決刺激問題的方法，就是把刺激對象的概念限制在經

驗對象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所有的刺激事件都是由因果範疇所

規定的：刺激我們而造成某個現象的原因，除了另一個現象以外無

它。這種情形與Vaihinger所提到的第二種困難的差異在於，
Vaihinger是站在形上學的角度看待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並且追問
的是刺激作為一個存在種類的現象之原因；那麼它就必須是存在於

一般現象外部的另一種類的事物。因此若把刺激對象視為現象，那

麼不外乎將現象當作自身外部的另一種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等同

關係與因果關係的衝突所導致之困難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當前提改

變，以認識論的角度看待物自身與現象的區分時，由於不再於現象

外部設定任何其它的存在種類，因此我們就無需再考慮現象領域以

外的因果關係，包括刺激的關係；而作用在認知主體而產生現象的

刺激對象，對於康德而言，在經驗的層次上是完全說的通的，因為

這是發生在兩項（處於同一存在種類的集合內的）不同現象間的關

係，並不會產生自為因果的困難。而這種解決刺激問題的方式，由

於根本不認為一般現象以外有任何原因是我們所能認知的，因此不

外乎就是藉由否定前提的方式，取消了原有的刺激問題。 
 

    然而Allison卻認為，即使我們改變了原來構成刺激問題的前
提，問題本身並不因此能夠就這樣被完全地取消；就算將物自身與

現象視為以不同方式設想的同一對象，刺激問題還是可以用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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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提出，但是這時候他所關心的則是在原有的問題不復有效了

後，去賦予刺激概念一項具有積極意義的角色： 
 
     這樣去問仍然是有意義的：康德就其「刺激心靈的對象造成感
覺」的陳述所關涉的東西，到底是在其作為現象之經驗性特質中所
被考慮的對象，或是就在其自身那樣所被考慮的同一批對象？(Ibid., 
p.66)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不再將物自身與現象看成兩種不同的對
象，但是如果刺激概念還是應該被保留在康德的認識論中，我們還

是可以問：當宣稱「對象刺激我們而產生現象」時，這個刺激對象

是當作現象— 就其與主體具有認知關係的觀點考慮；還是當作物自
身— 就其脫離與主體的認知關係的觀點考慮— 來設想呢？換言之，
我們將物自身與現象看作是同一對象的兩個不同的認識論觀點，同

樣地對於刺激對象而言，我們也可以分別用物自身與現象的觀點分

別考慮之。因此，Allison 認為康德的刺激概念應該有兩種意義，以
現象的觀點所考慮的是經驗性的刺激關係；而以物自身觀點所考慮

的則是先驗意義的刺激關係。     
 
2.1. 先驗意義下的刺激概念 
 
        經驗性的刺激，如同上面說過的，只要我們不再以形上學的觀
點，將現象界定為巴克萊式的觀念（僅具有次級實在性的存在），

而是視之為具有經驗實在性的對象，那麼康德宣稱現象觸發了我們

的心靈，並不構成理論的不融貫。因為在經驗意義底下的刺激對象

和認知主體，都屬於現象的一員，就如特定知覺來源與其相對應之

知覺受器間所具有的，能夠被因果範疇所規範的刺激關係。因此，

經驗性的刺激，是將刺激對象看作是現象，也就是以「其與主體具

有認知關係，並受到認知條件的規定」的意義考慮之。 
 

    然而還有待理解的是所謂的先驗意義下的刺激概念。  依照
Allison的想法，在雙重世界論或是因果關係詮釋之中形成困難的
「物自身刺激主體而引發認知」主張， 不應該因為我們依照認識論
的觀點將物自身與現象在存在上視為等同，就從康德的學說中除

去；而只是從現象相反的觀點去考慮刺激對象，也就是如其脫離了

所有認知條件那樣地去設想它。在以認識論觀點對物自身與現象區

分的詮釋下，這樣的設想，如同其它一切經驗對象能夠被考慮為物

自身那樣，對康德的理論並不產生困難；現在我們要了解的是，依

照Allison的雙重觀點論，既然在現象的範圍內就足以無礙地說明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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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的關係，那麼為甚麼還要冒著徒增困擾的風險，以缺乏認知條件

規定的觀點去考慮感性刺激的概念，並以物自身的方式去設想刺激

我們的對象？ 
 

2.2 刺激作為質料方面的認識論條件  
 
    Allison 認為，康德為其認識理論保留刺激對象的「非經驗性」

面向，是因為考慮到每個經驗對象中，相對於形式的「質料」 
(matter) 部份，作為各種認知條件的其中之一，也需要賦予它先驗的
意義： 

 
    康德式的感性理論並不僅僅要求有個東西「刺激」或「被給

予」於心靈；它還主張：這個東西僅僅由於從屬於人類感性的先天
形式（空間與時間）而成為人類認知內容的部份（經驗性認知的
「質料」）。… 由於心靈被外部對象刺激而被給予的東西僅因為從
屬於感性的先天形式，而成為經驗性認知內容的部份。 (Ibid., p.67-
68)  

 
        任何現象中的質料（對應於感覺內容的部份）雖然都是以後天
的方式被給予，14  但是當它能夠以質料的樣貌在感性直觀中被我們
掌握時，必需已經具有時間空間的型態；也就是說，如果時空僅是

我們主體先天的直觀形式而不能是對象本身的屬性，又因為作為推

衍性的心智，對象的獲得必須預設有外在的事物，則質料如果已經

是規範在時空之下的東西，就表示這只有在對象與我們發生認知關

係之後才有可能：因為只有在認知關係之中，某物，也就是進行刺

激的對象才能獲得時空的性質而作為質料被主體掌握。所以這個提

供質料來源的某物不能以經驗性的方式描述，因為經驗性的性質都

只能在它與主體具有認知關係之後才能產生，因此在這個意義下的

刺激對象，就必須以物自身的角度去理解。 
 
    Allison在這裡，是將刺激對象也看作是構成我們完整認知的認

識論條件之一。前面已經提到過，康德主張我們的推衍性心智有三

種環節與要素：外物、感性直觀和知性概念。這三者都是讓認知對

象能夠完整地被表象的認識論條件。其差別在於，具備在認知主體

身上的後兩種條件僅讓「形式」方面的認知為可能，康德自己也強

調，他所提出的先驗觀念論或許能更恰當地被稱為「形式的觀念

                                                
14 現象中質料的部份都是以後天方式被給予，見A20/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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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formal idealism）15；相對於此，「質料」方面的認知可能

性，就必需仰賴前者，也就是與我們認知主體相區別的外在事物作

為認識論的條件來提供。 
 
    那麼為甚麼會因為如此就必需以非經驗性的方式描述這樣的外

在事物呢？如果我們考慮康德這項主張，或許會更容易明白這一

點：「單靠它們就能讓感覺獲得次序並且置於某種形式中的東西，

不能反過來作為感覺本身」16 。我們或許能以相同的方式主張：能
配合經驗的形式原則而使質料能夠呈現的可能性條件不能是質料本

身，儘管它不是先天地具備於認知主體的條件。因此Allison說： 
 
    這仍舊是一項事實：僅將刺激概念還原成一種「刺激對象與心

靈或我們感覺器官間之因果關係」這樣的經驗性解釋，並不足以提
供康德的先驗理論所要求的，也就是一種介於「推衍性心智與其感
性直觀質料或內容來源」之間的認識論關係。 (ibid., p.67) 

 
    「某物表面發出或反射的光線進入視覺系統，而在大腦中產生

關於顏色的感覺」這項事實或許可以說明顏色的成因，但是依照

Allison對康德的詮釋，它卻無法以另一個層次（涉及到認知如何可
能）的方式，說明顏色何以能夠作為這個對象中相對於時空形式的

質料部份而被呈現在直觀中，因為在這項描述中的每一項已被視為

現象的作用物，皆已然處於經驗的規範下，因而也就是（在認知意

義上的）形式和質料兩種條件一同被滿足後的東西了；所以就如同

不能將「已經處於某種關係作用後的關係產物」視為「構成關係的

條件」那樣（如不能將已處於認知關係中的經驗對象，視為如同時

空或範疇那樣構成認知關係的條件），我們不能將認知對象中的特

定質料本身當作是讓它能夠以質料的面貌被呈現的可能性條件。 
 
    並且，當我們單獨理解構成認知關係的任一環節時，不能夠仍

以這項關係去規定它，而是必需將它這項關係中抽離。若我們在單

獨地考慮構成一項關係中的條件時，能夠仍以此關係去理解它的

話，就表示這種關係賦予了它某種性質，而且此性質在關係消失後

還能繼續維持；但是，對我們而言，當事物被設想為其脫離了與主

體的認知關係，我們就無法繼續設想任何具有認知性質（由認知關

係而來）的東西。因此，當我們賦予刺激對象一種「質料方面之認

識論條件」的意義時，我們也就必須以其作為認知關係中的一環，

                                                
15 Pro: p.130/ [4:375] 
16 同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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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獨立地拿出來考慮，同時，我們也就必須先將它從認知關係中

獲得的各種規定抽離：這種理解，就恰巧同於我們對任何經驗對象

以物自身的觀點去理解那樣。因此，刺激的關係作為質料性認知的

條件，就必需將它設想成非質料，也就是非經驗性的概念。現在，

如果我們回顧Prauss對物自身概念所提供的語詞還原，那麼用這種觀
點去理解康德「物自身的刺激造成我們內心的表象」的宣稱，也就

是將刺激對象視為物自身的作法，就會發現它合於上述的詮釋，因

而不會遭遇具有因果性的物自身這樣一種困難： 
 
     既然「如同」（als）在兩種情形中[作為感官對象以及作為物自
身] 顯然是「如同那樣地設想」的縮寫，康德就可以被當作只是在肯
定目前已被熟知的論點：思維一個作為這種基礎 [一切現象中的質料]
的對象，就需要「如同它在其自身」那樣地去設想它… 康德可以這
樣談論，因為這只是基於「在先驗的脈絡中被設想為我們表象基
礎」的一種對象概念而來的分析性主張。 (Ibid., p.72) 17 

 
        所以，當我們將對象也考慮為表象的可能性條件之一，也就是
在所謂的「先驗脈絡」中思考刺激對象的時候，是必須以物自身的

方式去理解它的；反過來說，這個被設想為物自身的刺激對象，從

另一個角度，也就是在經驗的脈絡中去思考它時，就是刺激知覺受

器的經驗對象。雖然，我們對刺激關係有著兩種不同的思考，但是

在這邊，仍舊只存在著一項刺激關係。 
 
2.3. 刺激不是實質的因果關係 
 
        所以當我們考慮到，主體僅能提供認知對象在形式方面的認識
論條件，則認知關係中所還必需的質料方面之認識論條件，也就僅

能由認知關係中的另外一方：刺激對象來提供。而將它作為其中一

項條件單獨地理解時，就不能與受到條件所規範後的情形相互混

淆。因此，雖然單憑刺激對象並不能提供我們認知的必然規律，然

而對於經驗性的認知而言，它卻仍舊是一項不可或缺的要素。這就

是為甚麼Allison認為，在康德的認識論中，刺激的概念除了能以經
驗領域內部的現象間之因果關係來理解；它不僅僅能夠，而且也為

了解釋認知關係的理論上之需要，更必須以脫離認知關係的角度 — 
也就是物自身的觀點來理解。因此在這種理解下，我們似乎可以得

                                                
17 []內文字為本文附加；粗體字部份為本文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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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謂的先驗刺激，18 是一種為了解釋我們經驗可能條件，而被
康德的經驗理論所必需預設的功能性概念；而對於這項曾經為 
Jacobi 視為使他無法停留在康德認識論中的理論障礙，Allison依照
了上述的分析，他做出了這樣的回應： 

 
    事實上，我們可以相當安適地駐留其中[康德哲學]，只要我們將
此謹記於心：這個概念[以物自身的觀點所考慮的感官刺激] 在先驗
反思的架構之中具有著一種合法的後設層次的功能，並且，如此談
論，並不隨之帶來任何「對超乎感性實在之認知」的主張。(Ibid., 
p.68)19 

 
     因此，曾被視為康德哲學理論危機的物自身刺激概念，以認識

論取代存有論式的理解下，不但能夠使我們融貫地停留在理論之

中，更重要的是，它還必需被理論本身所保留。 
 
    我們在這邊或許應該被提醒的是，如同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認識

論與存有論條件的區分，在物自身與現象的等同詮釋和雙重觀點論

之中，用物自身的角度去設想或考慮任何經驗對象，所得到的只是

關於同一事物之另一個不同的概念，而不會是多於經驗對象的新的

存在。同樣地，我們因為解釋現象中質料方面認識論條件之理論需

要，而將刺激對象以物自身的角度設想，也不會在（以經驗性面向

思考的）刺激對象之外多設定了一個不同的存在事物： 
 
    遠不同於提供一種關於心靈或作為本體之自我不知如何地被非
感性實體以某種方式刺激的形上學故事，它們 [康德關於刺激對象作
為物自身的主張] 僅僅在於規定刺激對象在一種解釋康德感性學說所
需要的先驗刺激理論中必須被設想的方式。(Ibid., 72)20 

 

                                                
18 在這裡Allison似乎拓展了康德的「先驗」概念，因為依照康德自身對先驗的
定義，是認知條件之被經驗所必需，卻先於經驗，而使先天的認知成為可能的

特性。（A12/B25）甚至Allison本人也採取了這樣的定義。（Allison: 2006, p. 
4）然而康德又認為對象中來自於外部刺激的部份只能是後天的(感覺)。因此，
「先驗刺激」或是刺激對象以先驗的意義理解（視之為使認知可能的條件），

其雖是非經驗性且同於物自身的概念，但仍不能作為認知之中先天性質的來

源。因此，是否能稱之為「先驗」的刺激，似乎還有帶商榷。 
19 []內文字為本文附加。 
20 [] 內文為附加。此段所指之「形上學故事（metaphysical story）」，可明白見
於 Peter F. Strawson 的著作中 。(Strawson: 1966, p.23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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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既然物自身與現象在這種觀點下是同一的，那麼依照等
同關係與因果關係的無法相容，物自身不可以被視為現象的原因；

則在相同的觀點之下，以物自身面向考慮的刺激來源作為質料條

件，在嚴格的意義下也不能當作現象的原因來看待，就如同我們不

能將時間空間以及知性概念視為時空中的對象之原因：因為依照前

面已經提過的區分，這些條件並不使現象存在，而僅是使現象得以

被主體認知。由此我們或許就可以看出，依照Allison的觀點，
Strawson對於康德先驗觀念論的解讀就是基於對認識論與存有論條
件的混淆，才致使他強烈的雙重世界論或是因果關係詮釋的立場傾

向，進而主張物自身與現象的區分應該從康德的認識理論中摒棄。 
(Strawson: 1966, p.236) 
 

    依照將先驗刺激理解為質料方面的認識論條件而非存有論條件
的詮釋，若我們重新回顧康德所謂現象的「非感性原因」或是「無

法被認知的基礎」(a379-380)，就能將這些說法融貫地保留在康德的
認識論中。並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這種主張是可能的，因為我

們雖然在缺乏感性基礎沒有條件進行認知，但是康德卻認為這並未

限制我們還能在感性的界限之外進行「思維」(to think)，(Bxxvi) 思
維和認知是不同層次的事情，(B146)，因此以不同的方式，在感性
界限以外「思維」刺激關係，並不與康德所主張之我們不能在感性

界限以外進行認知的說法構成矛盾；另一方面，這種思維對於康德

建立經驗的理論甚至是必需的，因為他預設我們這種有限存在者的

直觀能力無法單憑自己提供認知的對象（而只能是收攝性的），因

此對於認知的構成，並不能捨棄外來刺激的概念；但為了說明其作

為構成對象認知的認識論的條件，我們就必需特地容許知性在缺乏

直觀基礎之情形下，以非感性和認知關係以外的方式理解這項概

念 ： 
 
    我們可以將一種一般現象僅可被思維之原因稱為先驗的客體，

僅為了我們可以有個東西對應於被視為收攝性的感性。… 且可說它
是先於一切經驗於其自身被給予的東西。 (A494/B522)  

 
    這就如同當康德說明感性與知性等條件時，也必需從一種後設

於經驗的角度來理解這些概念一樣（如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康德的

先驗理論的一項重要主張就是：我們不能在經驗的層次內說明使經

驗可能的條件）。因此總括地說，康德在這裡的所謂先驗對象的概

念，並不是外於經驗對象領域的神秘存在，而是我們將刺激對象以

一種「先驗」的觀點設想，也就是考慮它作為使認知可能的認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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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之一，而必須將它從認知的關係抽離地設想而得到的概念。因

此所謂刺激對象先於所有經驗，並不是時間存有上的在前發生，而

是作為必要條件的一種概念上的預設。因此先驗刺激的概念，並不

單單是我們以物自身的方式考慮刺激對象，更是我們基於解釋經驗

性認知條件之需要，因而賦予刺激關係的一種理論功能。 
  

3. 特殊的因果概念  
 
        還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是，雖然依照Allison以上的論述，我們
得知了先驗刺激不是形上學觀點下的物自身與現象間的因果關係，

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就因而不能對它使用因果範疇進行思維。事

實上，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確不只在一個地方明白地就

字面上用原因的概念規定物自身，而就如我們在第一章已經提到過

的，21 這些表達造成了許多理解上的困擾；然而如果我們能將在這
些地方所出現的因果概念以另外一種方式理解，也就是有別於其運

用於經驗對象的情形，似乎就能夠為康德融貫地保留這一類的表達

方式。 
 
        依照康德，我們固然不能在缺乏感性直觀的基礎上運用知性概
念，然而這是就其作為構成經驗對象的認知之功能而言，是以經驗

認知本身為目的；在另外一種情形，也就是在為了說明構成我們感

性認知條件的先驗脈絡下，我們雖不能使用因果範疇進行認知，卻

可以基於解釋經驗認知可能性條件之理論目的，無需感性直觀的基

礎而使用因果概念進行僅具有理論功能的思維。先驗刺激的概念因

此也合法的涉及了因果範疇的使用，因此康德在字面上宣稱「物自

身是現象的原因」，也可以依照這種解讀，視之為與康德認識論中

其它主張相互融貫的說法： 
 
        在這些先驗脈絡之中，範疇所發揮的功能純然是邏輯上的，而
且並不隨之帶來任何關於它們就「某些無法以經驗性的方式企及之
存在領域」這方面而言的客觀實在性的預設。 (Ibid., p.73) 
 

    對於以因果範疇理解康德的先驗刺激概念時的非感性使用，
Chad Mohler 提出了類似的看法（Mohler: 2004）。他認為，就如同
我們能夠在思維中將認知對象的感性條件進行抽象而得出物自身的

概念；對於先驗刺激的思維來說，我們也能以抽離感性基礎的因果

範疇來進行關於這項概念的設想。而如此被抽離感性基礎的因果範

                                                
21 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及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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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所剩下的，則僅是假言的判斷形式（ hypothetical form of 
judgment）。Mohler在此所謂的感性基礎指的是康德的圖式。而因
果範疇的圖式，是感性直觀中的雜多（manifold）依照時間的規則以
一種相繼的方式產生（A144/B184），缺乏了這項以時間規定的條
件，非經驗性的知性概念就無法與經驗性的素材發生認知的關係，

也就是說，知性無法單單透過假言判斷的形式就將時間中相繼的經

驗事物以原因與結果的關係來理解。因此去除了讓因果範疇能夠依

照時間形式進行判斷的圖式條件，所餘下的僅是一種邏輯上的蘊含

關係： 
 
    一項假言判斷所肯定的是：在第一個判斷的命題中被陳述之事
態的存在，蘊涵了在第二個命題中被陳述之事態也存在。(Mohler: 
2004)22 
 

    他稱這種用來理解先驗刺激的概念為「去圖式化的因果性」

（causation de-schematized）。依照這種特殊的因果概念使用，以物
自身意義所理解的刺激對象就能以特殊的方式被主張為現象的「原

因」，而不至於被批評為是種在感性限度以外使用範疇的僭越。因

為在這裡，範疇不是被用來進行認知，而僅是思維。因此先驗意義

下的刺激概念所表達的不是實質的因果關係（發生於經驗對象之間

的）；而是刺激對象作為構成認知的必要條件，而在概念上被蘊含

於認知關係中的邏輯關係。參考Mohler於上述所提出的論點，或許
更能夠幫助我們更加理解Allison所主張的，也就是在先驗脈絡中使
用因果範疇之「純粹邏輯上的功能」所具有的意涵。 

 
    透過Allison的雙重觀點論所賦予以康德區分物自身與現象不同

於傳統觀點的意義，我們得知了康德的刺激概念並不是介於兩種不

同存在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是能夠分別以經驗和先驗兩個不同的層

面中所被考慮的概念。就刺激問題而言，我們必須特別關注：在先

驗層面中所被考慮的刺激關係，與經驗中知覺器官的觸發有何不同

的意義。就如同我們以先驗的角度，考慮主體在認知活動中所提供

的直觀和範疇等形式方面的認識論條件；相對於此，在認知活動中

的質料方面，則同樣地需要以先驗的角度，將刺激對象設想為一種

作為認識論條件的來源。由於單獨考慮認知關係中的條件時，我們

必須獨立地將它設想在這項關係之外；因此，就如同以非經驗性的

方式考慮認知主體的各項先天條件，我們也必須以非經驗性的方式

                                                
22 康德則是較為簡明地指出 「它只是透過這項判斷而被思維的蘊涵。」，並
未涉及前者與後者的存在狀態。(A73/B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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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作為構成認知關係條件之一的刺激對象。在這個意義下，我們

用物自身的意義設想它，並且以去圖式化的因果範疇去思維這項關

係，而無需涉及現象以外的存在。據此，雙重觀點論就賦予了刺激

概念一種對康德的理論來說，不僅融貫並且必要的功能性意義。 
 
    我們也已經知道，以上的這種作法是基於對雙重世界論或因果

關係詮釋的否定出發的。但是雙重世界論者並不見得都會認為刺激

問題會為他們的立場帶來毀滅性的困難，也未必都同意物自身與現

象的雙重觀點論詮釋。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一名立場鮮明的雙

重世界論者James Van Cleve對雙重觀點論區分現象與物自身方式的
駁斥；還有他以其特有的雙重世界論對刺激問題所嘗試的解決。23 

 
 

 

 

 

 

 

 

 

 

 

 

 

 

 

 

 

 

 

 

 

 
                                                
23 Van Cleve 以「單一世界論」（the one-world view）稱呼雙重觀點論。本文則
維持前面已經一直被使用的稱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