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三. 雙重世界論與刺激問題 
 

1. 對雙重觀點論的批評  
 
1.1. 相反的性質 
 
        Van Cleve 反對雙重觀點論的主要理由，在於他認為這種詮釋區
分物自身與現象的方式將導致矛盾。 
 
         讓我們回顧Allison所支持的雙重觀點論，這項主張將物自身與
現象的區分，視為對同一項事物的兩種不同方式的考慮。當我們將

此同一事物設想在其與我們發生的認知關係內，則它是現象；當將

此事物設想在其與我們發生的認知關係之外，則它就是物自身。 
 

    如果以上述的前提，再加上我們考慮到康德主張的「只有現象
具有時空性質，而物自身不能有時空性質」，那麼Van Cleve就從這
邊推得一種情形：當我們以現象的觀點考慮事物時，它是在時空之

內的；而當以物自身的觀點考慮同一事物時，它則不是時空之內

的。也就是說，同一件事物，會因為分別依照其與我們具有認知關

係與否的不同設想，獲得兩種相反的性質：它是時空的，又是非時

空的。 
 

       對於這種情形， Van Cleve 提出了質疑：「 現在，同一個東西
怎麼可以又是空間的、又是非空間的？它們怎麼可以因為這樣又倚
賴、又因為這樣而不倚賴人類的認知活動？」(Van Cleve: p. 147) 我
們都知道， 同一事物若同時被賦予相反的性質，則將產生矛盾的情
形。但我們也知道，雙重觀點論賦予同一的事物時空和非時空這兩

種相反的性質，是在不同的狀況下所做出的；因此，它還有個使其

免於產生矛盾的前提，也就是這個同一事物之所以獲得相反性質的

條件：將其設想於認知關係內外的考慮。而 Van Cleve 在這裡所企
圖的就是檢視這樣的條件是否能夠使雙重觀點論免除矛盾的疑慮。 
 
        為此，他借助了David Lewis的理論，舉出三種能夠讓相反的性
質彼此免於構成矛盾的模式，並分別地觀察，雙重觀點論對於物自

身與現象的區分，是否符合於其中任何一種。(Ibid.) 
 

(1) 當具有相反性質的事物是兩個不同的存在。例如x具有a性質，
另一事物y具有非a性質，在這個脈絡下a與非a並不構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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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表達相反性質的述詞具有不同的主詞。顯然地，雙重觀點

論不能符合於這種模式，因為它正好強調了被考慮為物自身與

現象的事物是同一個，而不是相異的兩者。 
(2) 在同一事物相反性質的兩項陳述中的其中之一是個錯誤的判
斷。例如x在某項判斷中為a，在另一項判斷中為非a，但若其
中一項描述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也不至於得出x同時既為a與
非a的矛盾命題，因為x在此情形中實際上只有一種性質，無所
謂相反的情形。但這種模式也不適合雙重觀點論，因為無論是

將事物考慮為現象或物自身，對其而言都不能被視為錯誤的主

張，捨棄任何一方，也就否定了康德的先驗觀念論。 
(3) 同一事物分別處於不同關係中所產生的相反性質。例如x在與y
的關係中是a；在與z的關係中是非a。雖然相反性質的述詞都
歸於同一主詞，但是這並不是同一事物「本身」具有的相反性

質，而是其分別與另外兩種事物所產生的相異關係中所各自獲

得的。反過來設想，從y與z的觀點出發，此時y是a，z是非a，
就如同(1)所呈現的情形，a與非a並不構成矛盾。 

 
 Van Cleve認為，(1)、(2) 的模式都明顯地與雙重觀點論產生了衝
突，而最有可能的選項是 (3)。也就是說，雙重觀點論若欲免除矛盾
的危險，那麼它就應該承認：事物在不同考慮方式下，其為時空的

或非時空的，都不是事物的內在性質 (intrinsic property) ，而是事物
的關係性質 (relational property)。 
     
1.2. 內在性質與關係性質 
 
        然而 Van Cleve進一步地指出，以關係性質的方式描述事物，是
一種不夠簡練的表達方式： 

 
    「在與Y的關係中，X是F的」這樣的用語顯示了：F是X只在與

Y的關係中才能以某種方式獲得的內在性質。這是令人困惑的。如
果Lewis是對的，則我們實際上所具有的並非一種關聯於Y又內在於
X的性質，而是一種介於X與Y之間的關係。 (Ibid., p.148) 
     

    因此，依照他對關係性質的揚棄，而直接將其視為關係本身，
則在雙重觀點論中，現象的時空規定再也不能被視為事物的性質，

而是對象與主體間的某種關係。這種情形就好比「x在與y的關係中
是高的」應該以更清楚地方式被表述為「x高於y」；或例如「x在與
y的關係中是雇主」可以被表述為「x僱用y」。 但Van Cleve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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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時空性質很難以如此的方式化約成關係本身。他舉了一個例

子說明這樣的狀況： 
 

     對於「在與我們的關係中，X是立方體」的正確理解，將會是
「X立方體化了我們」或者諸如此類 — 我們的語言缺乏了對於這種
關係的自然語詞，因為我們普通在正常的情況下一點也不會把形狀
想成某種關係。(Ibid.) 24 
     

    如果我們將產生時空性質的關係當作是主體與對象間的認知作
用，那麼依照Van Cleve的主張，形狀就會是一種關係。但是他堅持
形狀是事物的內在性質，不能被理解為關係。25 因此雙重觀點論者
無法將形狀這種空間性質化約為某種關係；又如果雙重觀點論者欲

避免自己的主張產生矛盾，就必需要能夠將形狀這種空間性質化約

為關係，因此雙重觀點論無法避免產生矛盾。 
 
    但我們並不是很清楚Van Cleve何以認為形狀不能是一種關係性

質，因為他幾乎是以訴諸直覺的方式提出理由。如果我們將關係性

質理解成一種在關係消失後，必隨即不復存在的性質：例如，在失

去比較對像的情況下，每個人皆非高非矮。另一方面，從關係而來

的性質，卻不必然都是上述意義的關係性質，而有可能是內在性

質。例如用鈍物將鋼板擊凹，兩者間以敲擊構成的關係通常停止在

很短的時間內，但是鋼板上的凹陷卻能在關係停止之後繼續維持。

或許Van Cleve是以這種意義中的關係，將形狀的性質理解為非關係
的性質。然而事物在與主體的認知關係中取得形狀，與經驗對象間

的物理作用造成形狀的情形是不同的，反倒是在認知關係中事物所

取得的形狀，較為符合上述對關係性質的理解，而 Van Cleve 其實
自己也清楚地如此表述： 

 
        單一世界論[雙重觀點論]類似於此，但更為極端：桌子在與我
們感性形式的關係之考慮中具有形狀，但在這項關係之外的考慮中
則毫無形狀（因為沒有空間屬性）。(Ibid.)26 

 

                                                
24 如果考慮到空間是我們直觀的先天形式，或許改為 「我們立方體化了X」 會
比較合適；畢竟我們通常不會因為與立方體發生認知關係而變成方塊。 
25 「我不相信我們會有絲毫關於無論哪種關係的觀念能夠取代我們將形狀看成
內在性質的概念。」 (Van Cleve: p.148) 
26 []內文為本文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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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發現，如果一項關係對於其所帶來的性質是必要條件，
那麼此性質就會是一種關係性質。所以，我們進一步地還可以主

張，Allison 所持的雙重觀點論下的時空性質，根據Van Cleve提供的
前提，就應該是關係性質，並且能夠被化約為關係的表述；因為有

感性直觀參與其中的認知關係，的確是空間性質的必要條件，而基

於我們對關係性質暫時的界定，就是以關係的存在當作必要條件的

性質；因此依照Van Cleve提供給我們的前提，形狀就是一種來自於
認知關係的關係性質。所以雙重觀點論，並不會如他所推論的那樣

遭遇到矛盾的困難。 
 

1.3. 形上學意義的雙重觀點論  
 
        現在，讓我們回到Van Cleve一開始來自於他對雙重觀點論的詮
釋而做出的質疑：同一件事物如何能夠因為設想方式的不同，一方

面在認知關係之中具有時空性質；一方面在認知關係之外不具有時

空性質？如果我們檢視前面所提及的Allison對雙重觀點論的論述，
就會發現Van Cleve似乎錯誤地詮釋了他所要批評的對象，也就是
說，Allison並不會支持：我們與對象的認知關係或是我們對這項關
係的後設思考，會在對象身上造成任何性質的生成變化。 
 
        這類因為主體的認知活動，才使被認知的事物獲得某種性質的
觀點，Kenneth R. Westphal 也用來詮釋康德現象與物自身的劃分。
這種詮釋認為：康德主張事物之具有時空性質，是因為我們的心靈

活動作用於上而產生的結果。 以Allison所提出的認識論條件和存有
論條件的區分來看，很顯然地，這是將我們的認知能力看作是事物

性質的存有論條件的詮釋。因此，相對於物自身與現象的因果關係

詮釋，這則可以看作為認知能力與事物性質的因果關係詮釋。 
 
        Westphal 認為，康德對現象和物自身的區分，是基於考慮事物
是否被我們進行直觀而產生時空的性質： 
 
       康德認為現相與本體間的區分並不僅僅是一項描述，並且還考
慮了對象是否被我們直觀，或是更明確地說，當我們直觀某對象
時，它所發生或顯示了的那些狀態，以及另一方面，那個對象之不
可被直觀的狀態。(Westphal: p.57) 
 

    與Allison同樣地，Westphal所理解之康德的區分是基於事物是否
與我們發生認知關係；但是他們的差異在於，我們與事物的認知關

係，對於Allison來說，是使它能夠成為認知對象的條件，而不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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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產生性質上生成變化的原因；而Westphal主張的詮釋則為，正
是因為我們的心靈致使事物獲得時空性質，它才能夠成為我們的認

知對象。因此，認知主體與事物間的形上學事實，對於Westphal而
言，才是我們談認知條件的基本前提。因此他雖然也同意物自身與

現象的區分是基於兩種觀點而產生的，但不同於Allison的兩種分別
考慮對象是否符合認知條件的觀點，Westphal所強調的正是分別考
慮兩種不同形上學狀態（是否被我們賦予時空性質），作為是否能

夠賦予事物認知條件的觀點。 
 
    基於這種理由，Westphal 批評了Allison的雙重觀點論，僅將物
自身與現象的關係視為方法上的、認識論意義的區分是不足的： 

 
        我認為：為了忠於康德的觀點，雙重觀點論不能僅僅是兩種思
維或陳述對象的方式。反倒是，那兩種思考對象的方式，只能以對
象被我們直觀與否而具有的不同性質（形上學上相異的）為基礎，
因為它們只能由此證成。(Ibid.) 
     
        Westphal認為Allison的雙重觀點論忽略了康德的現象所具有的
觀念論意涵，而更重要的是在這邊的觀念論不僅僅是認識論的，而

更預設了形上學意義的觀念論（然而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Allison
對這個面向並不是忽略，而是反對）： 
 
        這是由於兩種考量或設想事物的方式，然而那兩種方式卻緊繫
著某種觀念論的形上學。…我們對於事物的經驗性表象的空間與時
間性質產自於我們直觀的形式。如此一來，對象所具有或顯示的性
質因為它們被我們直觀與否而極度地不同。(Ibid., p.58)27 
 
        Westphal對康德先驗觀念論的解讀，是將康德宣稱「現象作為
我們的表象，在我們的心靈之外，沒有於其自身的存在」28 的這項
主張，當作詮釋康德之所以認定我們的心靈作為對象存在原因的證

明。(Ibid., p.59) 再一次地，我們看到雙重世界論者如何地將康德的
現象，以Berkeley式的意義，理解為不具有獨立於心靈外部存在的觀
念事物。惟Westphal所強調的觀念論面向，是心靈作為「時空性質
上的有無變化」這樣一類的形上學狀態的條件。 
 

                                                
27 斜體字為本文對原文的改變。 
28 見A104, B164, A491/B519, A492/B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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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Westphal不反對康德的先驗觀念論是兩種考慮對象方式的
區分，但對他而言所謂的考慮是以形上學的事實為基準。因此他才

主張：「康德的先驗觀念論是一種華麗的、徹底的形上學觀點。」
(Ibid., p.59) 這個，很顯然是Allison所企圖反對的觀點。29 同時，這
也明顯地是一種在雙重觀點論中被認為是構成刺激問題這項困難的

錯誤詮釋。 
 
        經過上面的介紹，我們會發現，Van Cleve對Allison的雙重觀點
論的理解，似乎更接近於Westphal對現象與物自身區分的詮釋；或
者可以說，Van Cleve實際上所批評的，並不是Allison所支持的，以
一種後設的角度探討認知條件的雙重觀點論；而是Westphal式的
「雙重觀點」：分別基於事物是否具有時空性質這樣的形上學事實

而來的雙重觀點。  
     

    如果我們回顧前面所論述的，就會知道在雙重觀點論的詮釋
中，將事物設想為物自身的行為，並不為現象以外的領域帶來新的

對象。從另一點來看，這樣的設想也並不消滅已經存在於經驗對象

上的任何性質；換言之，純粹在概念上的考慮並不會「導致」經驗

對象實質上具有另外一種非時空的狀態。就如同前面已經提過的，

對經驗對象認知條件的抽象，並不帶來此物非經驗性的存在；也就

是說，以物自身的觀點去思考經驗對象，不會改變它的存在狀態：

連帶地，也不會改變其屬性的存在狀態。因此對於Allison來說，在
對象在認知關係以外的觀點考慮它，不是設想它不具有時空的狀

態，而應是僅為了標明在缺乏認識論條件的情形下，我們沒有以時

空形式表象對象的可能。 
 
    所以，Van Cleve的疑慮從一開始就是多餘的：事物並未如他所

形容，時而具有時空性質，時而缺乏；因為Allison的雙重觀點論並
不設定時空以外的存在；換言之，對我們而言，經驗對象永遠只能

具有時空性質。在這樣的理解下，我們就不需要以Lewis的理論檢視
雙重觀點論是否能夠避免矛盾，因為在前提中只存在著一項判斷

（事物具有時空性質），並不存在著具有非時空性質的事物。這種

情形或許較為類似於Lewis的第二種模式。因為對於Allison來說，
Van Cleve所提出之兩項關於相反性質的陳述中，其中一項是錯的
（甚至還有可能沒有真假值）。但與Lewis的第二種模式有所不同的
是，他舉出的情形是兩項述詞中有一為錯；但我們現在遭遇的狀況

                                                
29 Allison: 2004,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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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兩項判斷其中之一的主詞並不存在。所以經過對Van Cleve版本
的雙重觀點論進行了訂正，就可發現其中根本不構成矛盾。 
 

    我們或許能夠觀察到，Van Cleve詮釋雙重觀點論時，之所以從
其中得出相悖於此論點之基本立場的「同一事物因為被設想為現象

或物自身而獲得不同性質」這樣的形上學主張，是因為他直接從

Allison的定義進入批評，而忽略了支持這個定義的某項前提，也就
是認識論條件與存有論條件的區分。雙重觀點論中對事物的「設

想」，所針對的是認識論條件的滿足與否。設想一物缺乏了認識論

條件，是說我們不能表象它，而不是說事物存在著某種狀態是不能

被我們表象的。其是否存在這種狀態，不是認識論條件所能規定

的，也不是雙重觀點論者將事物設想為物自身時所關心的。他在兩

個層面上混淆了上述的兩種條件：一種是把我們對事物的直觀看成

對象的存有論條件；另一種則是把我們站在先驗的觀點，對認知限

度的思考活動看成是事物獲得不同性質的存有論條件。 
 
    現在，我們已經檢視了Van Cleve對雙重觀點論的批評，並且也

指出了其中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他作為一名極端的雙重

世界論者，是如何徹底地與雙重觀點論相反地，將我們的表象活動

視為現象的存有論條件，也就是主張現象不能脫離我們的心靈而存

在。我們將看到，他的作法是將現象視為某種語言概念上的建構

物，其可以完全化約還原至表象活動的狀態本身。因此，現象的實

質存在被取消了：經驗中真正存在的，只有表象的「活動」而已。

因此，現象不會脫離心靈而存在，因為它只是我們描述心靈活動的

一種方式。 
 
2. Van Cleve的現象理論  
 
        Van Cleve 認為，對於康德而言，表象活動是現象存在的必要條
件，我們的認知能力不但使經驗對象具有時空形式和概念的秩序，

同時也是使它們存在的原因，因此現象是僅存於認知活動中的事

物。另一方面，物自身則被當作是一種無須預設表象活動就能夠獨

立存在的事物。現象與物自身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事物，依照其是否

獨立於心靈之外而判定。(Cleve: p.6-7) 很顯然的，Van Cleve這種對
區分物自身與現象的理解，與在傳統中造成刺激問題困擾的形上學

觀點，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因果關係詮釋或雙重世界論，是如出一

轍的：它完全相反於Allison的立場，不僅將主體的認知機能視為對
象的認識論條件，同時也是其存有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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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表象與被表象者的等同 
  

    然而，Van Cleve 的雙重世界論似乎比以往的理解還更進一步，
他指出，在以往的觀點裡，雖然現象的存在是由主體的認知活動所

賦予，但是作為對象，現象仍被視為與認知活動相互區別的不同事

物。然而這種從認知活動獲得存在，又能夠不必與認知活動同一的

對象概念，Van Cleve認為會產生這樣的困難： 
 

        如果現象與其藉以被領會的活動相互區別，那它們為甚麼應該
要依賴這些活動才能存在的原因就很難看得出來了。(Ibid., p.8) 
 

    言下之意，Van Cleve似乎具有這樣一種預設：如果認知活動對
現象的存在是必要的，那麼這兩者就必需是等同為一的。不難發

現，這樣的想法幾乎將康德的現象與表象活動，等同於Berkeley的存
在與知覺的關係；正如傳統的雙重世界論者，將康德的現象與

Berkeley的觀念(idea)等同視之那樣。因此這個困難，就是指其無法
解釋以「存在即被知覺」意義下理解的康德的對象理論。 Van Cleve
的確也直截了當地如此建構這個問題： 

 
       畢竟，我們要如何去理解介於某個存在是其被知覺的對象O，
和對應於它的知覺活動P之間的關係？(Ibid., p.9)       
      

   那麼，為甚麼Van Cleve會認為具有差異或是能夠相互區分的事
物之間不能有存在條件的關係？這是由於他接受了Hume的一項主
張，認為兩件具體事物之間，如果它們不僅在數目上有區分，並且

缺乏性質等同的部份 (Ibid., p.260)，那麼其中任一項都有可能在另一
者不復存在之後繼續存在。所以，如果我們將表象活動視為現象存

在的必要條件，那麼就必須排除「表象活動停止而現象繼續存在」

的情形。 
 

2.2. 虛擬對象 
 
         因此，Van Cleve認為這只有將現象視同於表象活動本身才有可
能。這種等同於表象活動的現象，他稱之為「虛擬對象」(virtual 
object) (Ibid., p.9) 依照他的定義，作為虛擬對象的現象不以雙重觀點
論的方式等同於物自身；也並非傳統雙重世界論中與物自身並列的

另一種存在，而僅是提供另一種關於表象活動的談論方式之功能性

概念： 



 37 

 
         去說某個特定種類的虛擬對象（例如，一抹嫣紅）存在，是談
論某個特定種類的表象正在發生的簡略語法。在某種較為複雜而更
多面向的虛擬對象（如房屋或船舶）之情況下，去說它存在，就等
同於談論一整個由規則統制的表象序列正在發生或是在醞釀之中。
(Ibid.) 

 
   從這段定義我們可以看出，Van Cleve事實上是認為：對象存在

等於表象活動的進行—一種用名詞取代動詞談論經驗的方式。因

此，當我們描述經驗的時候，在嚴格的意義下可以完全不涉及對象

的概念，而僅以表象活動的概念窮盡經驗的意涵。對象概念，就

Van Cleve而言，僅是某種語言工具：它是某種構成於我們經驗狀態
的言談方式，以便於我們進行關於經驗活動的陳述。因此在經驗的

領域裡，實質上只有表象活動在發生，而在這些發生的事件之外，

沒有可以獨立被看成是對象的東西。例如，當我們宣稱某人的經驗

「x 感覺到了紅色的某物存在」，在Van Cleve詮釋之康德對象理論
的觀點下，實質的表述應該是「x以紅色的方式進行著感覺」。如此
一來，這種理論與其說是表象活動賦予了對象的存在，不如說，是

我們的心靈為了能夠更有效率地描述表象活動，而基於這些事態構

想出的虛擬主詞。就如此，在這種新的言談方式中就產生了對象的

概念。所以，Van Cleve才會如此主張：「虛擬對象僅存在於言談之
方式中」(Van Cleve: p.11)  他舉了Russell提出的例子說明類似的情
形： 

 
        目前正在爬行越過我草坪之陰影：儘管我們或將如實地說，那
裡並沒有這樣一個陰影，而如此地談論並未以存有論的方式讓我們
主張了字面上在移動中的某種空間中之二維實體。我們所談論的整
件真相窮盡於一些熟知的事實：關於太陽的、草坪的以及蔽於其間
的樹木之事實。(Ibid., p.9) 

 
   如果我們用稍為強烈的說法，Van Cleve所謂的虛擬對象，甚至

可以被視為一種虛構的產物。所謂虛構，是指它並不屬於真實存在

者中的任何一員；但它的產生不能缺乏真實事態的條件，否則以對

象為主詞的描述，將無法還原到以表象活動為主詞的描述。 
 
        在這個意義上，現象與認知活動之間，實質上並沒有是否應該
等同的困擾。因為在經驗中，我們只需要考慮作為後者的唯一一種

實際發生的事態，以及基於這事態而來、讓我們得以對經驗本身進

行描述的語言邏輯上的建構。在這兩者之間，我們要考慮的不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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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關係，而應該是構成或還原的關係。所以Van Cleve提出的：現
象如何能夠依賴表象活動而存在的問題，以其作為虛擬對象的概念

理解，或許能夠如此回答：現象作為一種構成於認知主體狀態之語

言概念而存在。 
 
   因此依據虛擬對象的詮釋觀點，對於康德來說，所謂的經驗，

實質上就僅關涉了認知主體的表象活動而已。經驗中的對象，也只

是從主體狀態而來的語言邏輯建構；而一切以對象的方式對經驗的

描述，都將能夠被化約為無對象的描述方式。那麼這樣的康德，似

乎將認為：在經驗領域內實質存在著的，僅有主體以及主體的認知

活動而已。這樣的立場，很顯然地是相當極端的觀念論： 
 

         如果所有在空間與時間中的對象都是現象，又如果現象都是我
解釋的意義底下之虛擬對象，那麼就可推得：所有在空間與時間中
的對象都是出自於知覺者及其狀態的邏輯建構。這讓康德成為了一
個現象主義者，也就是：認為所有關於物理事物的真實都能來自於
關於知覺者狀態的真實。(Ibid., p.11)  

 
         傳統的雙重世界論者將Berkeley的觀念（ideas）與康德的現象
在意義上等同，然而作為非傳統的雙重世界論者，Van Cleve 似乎還
將康德的對象存在性取消得更徹底：至少在Berkeley那裡，被知覺的
事物還能作為觀念作為對象，在心靈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存在位置；

而康德的現象，則在虛擬對象論的詮釋下，僅能作為一種由心靈本

身虛擬建構而出、被用來以另外一種方式陳述經驗活動的語言工具

而已。 
 
3. 雙重世界論中的刺激問題  
 
        持有如此徹底雙重世界論立場的Van Cleve，不同於等同關係詮
釋者之直接否定因果關係詮釋的前提進而取消了刺激概念所帶來的

問題；或是如Allison那樣，以新的前提去重新詮釋刺激關係，並對
問題進行重構；他則是保留甚至加強了傳統觀點（因果關係詮釋）

的前提，因而就如Vaihinger那樣，Van Cleve必需去面對被視為整體
現象原因、卻又無法以因果範疇認知的物自身作為刺激對象時所產

生的各種困難。 
 
3.1. 現象無法作為刺激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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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的，當雙重世界論者以存有論觀點
理解認知發生的各種條件，以至於將現象視為是由刺激關係賦予存

在的產物時，就往往必需以一般現象原因的概念理解刺激對象。這

時我們或許能夠發現，固然將原因的概念歸給超越認知限度的物自

身會造成理論的尷尬，然而具有等同關係的事物之無法具有自為因

果的關係（也就是現象作為本身外部刺激對象之模式），在概念上

的困難更是直接地讓人望而卻步。同樣地，Van Cleve 主張：作為我
們現象原因的刺激對象只能是物自身而不能是現象。並且，他還特

地以其拿來理解現象的虛擬對象理論說明，何以現象不能是我們的

刺激對象。 
 
        首先，我們要知道對於 Van Cleve 而言，康德的現象是虛擬對
象，而虛擬對象，如前所述，只是一種基於主體認知狀態而來的語

言邏輯建構。如果將它視為表象的原因，那麼我們馬上就會質疑，

作為從表象活動狀態建構而來的東西，如何能夠成為其構成來源的

原因？以前面提到舉自Russell的例子來看，這就如同宣稱：草坪上
的陰影作為一項邏輯建構，是造成陽光、樹以及草坪三者作用關係

的原因一樣。Van Cleve認為，通常我們不會將能被化約還原到更基
礎的事物視為其建構基礎的原因： 
     
        這解釋了為甚麼行為主義者通常不說心理狀態造就了行為：心
理狀態不能造就任何一丁點的行為，如果它們可被還原為某些行為
的模式。(Van Cleve: p.166) 
 

    因此，現象，在這裡是Van Cleve的虛擬對象，作為一種邏輯建
構，是屬於能夠被化約還原為主體的表象狀態的東西，因此它無法

當作表象的刺激對象（也就是原因）來理解。與Vaihinger否定現象
能夠當作刺激對象的理由相較，Van Cleve否定的是：現象作為一種
被事態建構而來的語言工具，還能夠作為其建構條件的原因；而

Vaihinger所否定的則是：現象作為某個種類的存在，還能夠作為自
身存在種類的原因。從這一點，我們或許能看出虛擬對象的概念，

與傳統雙重世界論者所理解的現象概念不一樣的地方。 
 

3.2 擬似的因果關係 
 

        我們已經得知Van Cleve拒斥現象作為經驗領域外部刺激原因的
理由，那麼他又如何說明我們必需用原因的概念理解物自身？以雙

重世界論的觀點，若企圖將物自身作為刺激對象的主張融貫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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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學說中，就必須說明我們何以能夠一方面說「物自身刺激

主體」，一方面又不違悖「我們對物自身不能有因果性認知」的限

制性主張。Van Cleve在這個問題上所採取的策略，相當類似於
Allison也使用過的方法，也就是以一種非感性的方式使用因果範疇
去思維刺激關係。同樣地，基於康德保留了我們得以在某種情形中

（不以認知為目的）使用知性概念進行思維的可能，Van Cleve 認為
我們能夠以這種方式將刺激對象（在這裡是物自身）和現象間的關

係理解為邏輯上的條件關係，這和前面所提到的Chad Mohler之說法
也十分相近： 

 
        康德可以准許：純粹的範疇具有對本體的運用。原因性的純粹
範疇是「其存在是另外某物存在的基礎或解釋」這樣一類事物的概
念。本體或可作為我們表象的基礎…即使它並非其（圖式化了的）
原因。(Ibid., p. 137) 

 
    因果範疇純粹的或未經圖式化的運用，讓我們想起Mohler所指

出的，其功能僅作為一種假言命題的判斷形式。因此當以這種非感

性的方式運用因果範疇在物自身之上，我們就將它與現象之間的關

係視為邏輯上的條件關係而非實質的因果關係。對Van Cleve來說，
物自身對現象的刺激也因而不能被視為真正的因果關係，而僅僅是

以類比的意義說它是因果的： 
 

        這就是為甚麼我在此已經說過的「刺激」，把它當作一種與原
因性不同的東西，雖然以某種方式類似於它。(Ibid., p.163) 

 
        我們要如何在非時間性的實在之間設想它們彼此的基礎關係？
我們最好的方式必定是透過類比掌握這種關係。(Ibid., p.138)  

 
    我們如果比較Van Cleve與Allison，他們以同樣的方式，用非圖

式化的因果概念去理解物自身與現象間的刺激關係。然而，因為

Allison作為一名現象與物自身的等同關係詮釋者，他自然不會認為
我們可以將因果關係置入物自身與現象兩種概念之間，因為這兩者

本就指涉著同一件事物。雙重觀點論者如此地使用非圖式的因果概

念，是基於先驗的角度，去說明刺激關係作為我們一項必要的認識

論條件這項主張。因此用邏輯上的蘊涵關係（也就是因果範疇去圖

式化後剩下的）去理解先驗刺激，並不會如同Van Cleve一般，面臨
該如何將這種概念運用在時空外部的存在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

Van Cleve認為我們僅能以類比的方式理解刺激對象與現象間的擬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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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 (quasi-causal relation)30。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雙重世界論

的預設，讓Van Cleve雖然也使用了與雙重觀點論類似的概念工具，
然而視物自身為某種獨立於時空外部而存在的事物之設定，仍舊不

可避免地產生了在認知限度以外理解刺激概念的困難：如果不將兩

者間的關係視為因果的，那麼我們就有可能不再將它們視為兩相區

分的存在，但這對於任何雙重世界論者來說，無異乎違反了他們詮

釋下之康德所持有的基本立場。 
 

3.3. 物自身與現象不能等同 
 
        但是，Van Cleve 對物自身作為現象外部的存在並且刺激我們的
主張還是堅定的。他認為，如果我們不接受時空外部的物自身對我

們產生刺激，那麼就勢必要接受物自身在時空之內的理論結果： 
 

         如果在最後我們拒斥了非空間與非時間的物自身處於因果關係
之中，我會建議我們不要放棄物自身這樣一個觀念，或是它「刺激
了我們」的觀念；反之我們應該放棄「物自身外在於空間與時間」
的觀念。(Ibid.) 

 
        對於Van Cleve，以及其他的雙重世界論者而言，物自身與現象
作為兩種嚴格區分的存在，以及現象必須有外部的原因這兩項信

念，被視為康德先驗觀念論不可動搖的前提，因此「物自身作為原

因」這項主張不能被捨棄；然而如果我們放棄了非時間性的原因概

念，也就是說我們一定只能在時間內部使用這個概念，則「物自身

作為原因」中的物自身就只能被視為在時空內部。Van Cleve對此認
為「 這將會開放一種可能性：桌子和椅子以及星辰和電子都是物自
身。」(Ibid.) 也就是說，物自身與現象將是等同的，這無異乎與雙
重世界論或是因果關係詮釋是完全相反的立場。因此即使只能用純

粹的因果範疇，類比地去理解一種實質上非因果性又非時間性的刺

激關係，但是為了維護雙重世界論的基本立場，只好不得不如此去

設想（為了在存有上嚴格區分物自身與現象）。儘管我們似乎永遠

不能知道，若不用因果概念以類比的方式去理解，這項神秘的刺激

關係究竟是甚麼。 
 

                                                
30 Van Cleve也承認這項概念理解的不易： 「嘗試掌握發生於不存在空間中或是
甚至時間中之實體間的擬因果關係有某種困難。我之前承認過理解這樣一種關
係的困難。」 (Cleve: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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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我們則能看出，上述「物自身與現象等同」的理論
結果，被雙重世界論者視為相悖於先驗觀念論的錯誤觀點，卻剛好

是雙重觀點論者或等同關係詮釋者所支持的基本立場。他們會完全

贊同：桌椅、星辰以至於電子，都可以被設想為物自身。惟Van 
Cleve並沒有因為「非時間性的因果關係」這項概念上的困擾，轉而
質疑上述雙重世界論的兩項前提，或許，這曾經有可能讓他真的放

棄「 物自身外在於空間與時間」的觀點，而成為雙重觀點論者。然
而，他選擇的作法，卻是在康德對範疇得以無需感性而進行思維的

主張中，找出以因果概念掌握非時間性刺激關係的可能，以求在某

種程度上削減雙重世界論在詮釋上的困難。 
 

        在比較過了兩種不同詮釋對刺激問題的處理方式後，我們或可
看出，區分物自身與現象的不同觀點，決定了刺激關係的理解。從

認識論觀點進行區分的雙重觀點論，將物自身與現象間的刺激理解

為一種認知條件間的關係；從存有論角度觀點區分的雙重世界論，

則將刺激理解為兩事物間的因果關係。現在，我們要看的是另一種

區分物自身與現象的觀點，以及從這觀點而來的刺激概念。這種詮

釋不考慮物自身和現象兩者是否為同一或是否互為原因結果；而是

以經驗設準的意義考慮兩者間的關係。這種立場主張，物自身與物

自身對我們的刺激，是某些認知主體自行提供的經驗設準：這些概

念是規範我們進行認知方式的原則。一方面，主體設定物自身，規

定我們的經驗必須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一方面，主體設定
作為刺激對象的物自身，使我們能夠以完備性為方向，建立關於現

象間條件序列的知識體系。這種詮釋觀點，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

Nicholas Rescher之討論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