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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物自身與刺激對象作為設準  
 
1. 物自身作為功能性概念  
 
        以雙重世界論詮釋下的物自身與現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存
在，它們不僅互不相屬，更重要的是它們之間具有著認知意義的鴻

溝：康德限制了我們的認知能力只能作用在現象，而不能作用在物

自身。然而當我們探問構成現象領域的外部原因時，似乎就不得不

尋求一種與現象相異的存在來作為答案，因此也就構成了雙重世界

論的困難：刺激問題。 
 
        然而，雙重世界論除了產生了現象與物自身間因果性難以被理
解的窘境外，這個觀點也常面臨一種詮釋的問題，即康德將被視為

獨斷論者的情形。31 這是因為，既然我們的心智活動永遠無法企及
物自身，那麼雙重世界論所詮釋的康德，是基於甚麼理由主張除了

現象的存在以外，還有一個神秘不可知的存在領域？如果說我們只

知道我們所能知道的，那麼為甚麼他還能宣稱我們無法知道的某種

東西存在？並且，康德對認知條件的批判工作，不就是要避免我們

踰越了認知限度進行認知活動，而聲稱我們獲得了知識嗎？ 
 

    對於這種問題，如果回顧前面已經提過的，康德對認知和思維
的區分，就直接提供了一項解決的可能：康德雖認為在缺乏感性直

觀的情形下我們不能認知，但並未宣稱在同樣的情形中，我們不能

使用概念進行思維。因此，只要康德關於物自身的主張為一種思維

而非認知，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不能認知物自身，但可以思維物自

身，那麼雙重世界論所構成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康德並未主張有

一種不能認知的存在，而僅是提出一項關於超過認知限制（但沒有

超過使用概念的限制）的概念，而這與他的批判理論並不構成衝

突。 
 
    但是，這種對問題的解決只是以消極的方式為康德解套。它只

讓康德免於自相矛盾的處境。但是，如果物自身是一種概念，一種

在感性領域以外使用概念的產物，那麼我們可以繼續探問，基於甚

                                                
31 康德對獨斷論的定義： 「獨斷論…一種僭越，其只根據理性長久以來不先探
究其獲得方式及權限而運用的原則，而單從（哲學的）概念進行純粹的認知。
獨斷論因而是這種純粹理性未經事先批判其自身能力的獨斷程序。」，指一種
未先考察認知的條件和限度就聲稱自己能夠獲得知識的主張。（Bx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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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不得不的理由，讓康德認為我們必須如此地去設想物自身的概

念？ 
 

        對此，Rescher指出，物自身對於康德來說，並不是知性任意運
作而成的概念。它對理解我們自身的經驗，有著不可或缺的功能性

意義。 
 
1.1. 限制性的功能 
 
        康德主張，物自身在當我們以消極意義的本體（noumena)理解
它時，這項概念就具有限制的功能：避免我們的認知超過感性基

礎，且誤以為能夠以物自身的方式進行認知。當我們把經驗性認知

的直觀部份都去除了之後，則僅留下知性的思維形式；而如果我們

用知性將一個經驗對象的直觀形式去除了之後，所餘下的就是一個

一般對象的概念： 
 
         我離卻了所有直觀，則仍舊留下了思維的形式，也就是為某可
能直觀的雜多決定某個對象的方式。因此就這個程度而言，範疇較
感性直觀拓展得更遠，因為它們思維一般對象而不去注意其能夠被
給予的（感性的）特別方式。(A254)   
 

    而當我們的知性將經驗對象從與我們的認知關係中抽離、去除
一切感性直觀條件而設想它在其自身的狀態時，就宛似地將上述只

剩下思維形式的一般對象概念設想為對立於現象的某物，並不僅將

它當作是我們的直觀不能涉及的東西，知性還為其假定了一種可以

直觀到它的心智能力，使它成為某種直觀的對象。則這類對我們而

言具有物自身意義的對象，就稱之為本體： 
 
    如果我們因為區分某些作為現象的對象被我們直觀的方式和它

們在其自身的構成而稱之為感官物（現相）… 我們以宛似的方式為
其對立了另外一種僅能透過知性思維的對象，要不是根據後者的構
成而被設想的其它對象，…不然就是完全不作為我們對象之其它可
能的東西，並稱這些為知性物(本體)。 (B306)  
 
        之所以要設想一種能夠直觀到本體的心智能力，讓本體有一種
對象的地位，而不僅是我們在抽去了感性形式後的不確定概念，一

方面是為了顯示我們的感性直觀並不是唯一可能的直觀種類。但是

更需要被指出的是：就算存在著其它有別於感性的可能直觀方式和

其對象，對我們而言，它們還是無法成為對象的。這也是為了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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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雖然本體作為某種能夠在知性運作的領域中被產生的思維，然

而思維仍舊不是認知—在沒有直觀作為條件的情形下，知性雖然能

設想一種對象的概念，然而這種被設想的對象永遠不可能出現在我

們的認知中。 
 

   因此，康德就區分了兩種意義的本體：在我們將事物抽離了感
性的直觀方式，而產生此事物不能成為我們感性直觀對象的意義

時，是消極方式理解的本體；而當我們假定了某種不同於感性的直

觀方式，而產生此事物作為非感性直觀對象的意義時，即是積極意

義下理解的本體。(B307) 
 

    積極意義的本體對我們而言是不可能成為對象的，因為這迫使
我們的知性必須將範疇運用在感性直觀以外的基礎上，但是感性方

式以外的直觀「不屬於我們，我們也無法理解其可能性」。

（B307）因此本體的概念對我們來說，只是一種消極的概念。我們
用這個消極意義的本體概念指出：雖然知性能在感性範圍以外進行

活動，但是我們藉著一種永遠無法成為認知對象的某物（本體）之

思維告訴自己，這項思維之所以無法被我們客觀有效地構成為認知

對象，就是因為缺乏了感性直觀。另一方面，知性也依此告訴自

己，不能因為具有不受感性限制的思維概念能力，就受到誘使，進

而宣稱所獲得之概念能夠指涉客觀對象： 
 

      因為知性⋯將它自己表象為是能夠構成這類對象 [如對象在其
自身那樣]32 的，⋯ 它因而被誤導，而將某種知性物的全然不特定之
概念，當成某種作為感性外部之一般對象那樣地，可以被我們用某
種方式透過知性認知的特定之事物概念。(B307) 

 
    因此，作為消極本體意義的物自身是一項知性的產物，它用來

警告，當我們超過感性範圍用知性進行思維時，所獲得的不會是我

們的可能經驗對象：也就是說，本體是知性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設想

物自身（將其作為另一種直觀的對象）所得出的功能性概念，用來

避免自己不當的活動： 
 

         本體的概念因而僅僅是一種以限制感性的偽裝為目的之界限概
念，因而只有消極的運用。然而它並不是任意地發明出來的，而是
與感性的限制牽連在一起、並且不能夠在後者的領域之外設定任何
積極意義的事物。(A225/B310) 

                                                
32 [] 內文字為本文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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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反於此，雙重世界論者所詮釋的物自身，正好是康德

所禁制的、積極意涵下的本體概念：它被用來指涉我們認知範圍以

外的某種存在。 
 
1.2. 經驗概念的預設 
 
        物自身的功能在消極的意義上，是指被用以防止我們在感性直
觀的缺乏下，還誤以為能進行關於對象的認知，因而知性設想了某

種對立於經驗對象的事物概念以進行上述的避免。然而在另一方

面，Rescher所欲強調的是，我們的心靈基於另一個更為基本的需
求，以另外的方式設定了物自身的概念：沒有物自身的概念，我們

就不會有經驗的概念 — 每當主體認為自己進行的認知活動是經驗而
非想像，物自身的概念就同時被包含在這種想法裡頭。 
 
        對此，我們必需先考慮到，康德的現象概念，本身就已經蘊涵
了一種必須區別於現象本身的東西；也就是說，既然我們把認知作

用當作是表象（the representing），那麼在概念上就應該包含著被表
象者（the represented）：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感官的對象適切地僅僅視為現象，那麼我
們就因而在此同時承認：某種物自身奠基於它們的底部，⋯ 知性，
就是由於它接受了現象，所以承認了物自身的存在，並且在此程度
下，我們可以說：這種作為現象基底的，因而僅能被思維的事物之
表象，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還是無法避免的。 (Pro, p.68) 33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將現象理解為一種表象過程的結果，又不
與表象活動相對地設定一項接受作用的東西，那麼我們就會得到一

種在概念上產生困難的情形：沒有正在被表象的東西，卻發生著表

象的過程。（representing without something being represented ）這意
味著，康德認為我們之所以必須在現象領域之外構想物自身的概

念，是因為如果不這樣想，那麼就不能把我們對事物的認知當作成

表象而理解： 
 
    一個現象必須要是某個東西的現象；彼處一定有個進行顯現的
基底事物—以某種外於現相的秩序奠基了它。 (Rescher: 2000, p.11)  

 

                                                
33 康德類似的主張，可見於Bxxvi, A249, A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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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種設想，雖然是從我們的經驗概念中推得非經驗的概
念；其與雙重世界論不同之處在於，它並不是將經驗的進行當作一

項實際發生在存在世界中的事件，而去推斷：因為經驗概念可分析

出物自身概念，所以經驗的事實蘊含了不可知對象的存在；而毋寧

是，在我們將自己的心智活動設想為經驗的前提下，將會從概念上

的蘊涵發現物自身是設想經驗的必要條件。兩者最大的不同為，前

者是存在上的因果關係；後者是概念上的蘊含關係。並且這種蘊

含，其實是我們加諸自己心靈活動的限制：規定其必需要以如同

「關聯到外部事物」的方式去進行。也就是說，一開始我們就已經

將物自身「設定」到經驗中了，也是因為這種設定，才讓我們將經

驗視為「經驗」。反觀雙重世界論，其將作為現象基礎的物自身視

為一種必須是真實而獨立於心靈存在的主張，在Rescher的詮釋下，
剛好反映了一種我們設想經驗概念的必然傾向： 

 
    從事於知識探尋的心靈以某種無法克制的、對存有相異性的衝

動進展它的經驗，借助於此，其堅持要有（也就是「必然地去設
定」）滿足於現象背後某種實在領域要求的對象。 (Ibid., p30) 

 
    物自身，或是心靈外部的實在性，是一種當我們要理解經驗，

或是要將自己的心智活動理解為經驗時，所必須預設的一些條件。 
  

1.3. 對象的外部實在性 
 

       那麼，如果經驗的外部實在性，只是我們將它設定為如此，則

為甚麼我們一定要將自己的心智運作理解為「關於某物」的經驗，

而不是以其它規則進行的活動？Rescher認為，這是基於讓我們的心
靈活動具有對象性： 
     

     我們心靈的運作是如此地被構造：我們確實並且必須將我們的
表象當作現實地是在表象的。我們確實並且必須將我們的經驗思維
成某種心靈外部的實在從外而來地以某種方式刺激我們心靈的產
物。而物自身概念唯一且充分的基礎，正好就是這種人類心靈對象
化與外部化的基本傾向。(Ibid., p.13) 
 

        Rescher指出，我們在理解自己經驗的時候預設了事物的外在
性，是由於我們的心智有一種本然的規定，就是將自己作用的對象

看成是外部的，也就是與自己相區別的東西；這種想法的目的之一

就是避免經驗被視為一種主觀任意的心靈活動產物，如同幻覺或是

夢想般而毫無實在性根據的東西。對於這一點，康德有過明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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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作為命令的這一項證明因而必須建立這一點：我們具有經驗，
而非僅僅是對外部事物的想像，而就連這種被笛卡爾認為無可懷疑
的想像，也是只有在我們對外部經驗的預設下才可能的。(B275)  
 
         因此，這種對經驗對象必須區別於認知主體活動的設想，是我
們的心智對自身的規範，也就是說，設定物自身的概念、杜絕形上

學的觀念論，是為了對經驗實在性的一種要求： 
 

     物自身概念的基本功用因而就是去排除存有論上的觀念論，去
提供那獨立自足的對象觀念，讓我們的思維「對象」僅僅透過它就
能成為真實的對象，而不僅僅被設想為心靈的構作而已。(Rescher, 
2000: p.15)  

 
         Rescher認為，這種心靈自身投射的外部實在性對康德的立場來
說甚至是必要的。因為單憑康德設定的認識論條件：時空以及範

疇，並不足以免除主觀觀念論的立場。也就是說，當康德主張我們

的認知憑藉著各種認識論條件 — 獲得對象的直觀、思考對象的範
疇 — 作用在對象上時 ，他並不能排除我們所被作用的，是直觀自
行提供的對象之可能：除非他預設了我們所具有的是感性的、也就

是收攝性的直觀。也因此，康德才能主張我們的認知是對象「被給

予」、「刺激」等關係下的產物。也就是說，當認知活動在形式上

的條件都被證明為具備於主體之上的，此時唯有預設質料的來源是

外部的，也就是康德所謂「先驗的」外部，我們才能說主體的認知

機能是在進行著「認知」或「經驗」的活動：因為這些概念，都已

經在定義上被規定為是關聯著外在對象的。否則，就會跟Van Cleve
所詮釋的結果相同 — 表象，事實上都是沒有被表象者的心靈活動
（我們只是在言談上將他們稱之為「表象」）。因此，Rescher宣
稱，如果康德不設定獨立於心靈外部的實在性，他的經驗概念也將

失去客觀性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將不會視自己的心靈活動是經

驗；而經驗一詞的意思，對康德來說就是「經驗性的認知」；34 又
所謂經驗性的，是康德用來形容透過感覺關聯到對象的直觀；感

覺，則是對象的刺激在表象機能中產生的結果。（A19/B33）因
此，物自身在這個意義下，對康德的認知條件理論中所主張的客觀

性是不可或缺的： 

                                                
34 康德： “Experience is an empirical cognition, i.e., a cognition that determines an 
object through perceptions.” (A176/B218); 相同的定義，見B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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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德哲學的架構中，甚至去設想作為經驗對象的此一對象是
「以某種方式在其完全依賴心靈的規定中，卻能獨立持存的某物」
也是毫無意義的 — 就如同對某種在與語言脫離關聯之設定中而獨立
存在的字詞一樣地毫無意義。 (Rescher: 2000, p.30) 

  
    這一點，與Van Cleve的觀點似乎剛好相反，作為雙重世界論

者，他極力地想將康德的現象實在性詮釋到最低，以符合他對康德

現象主義式的理解；而在這邊，我們卻看到Rescher所詮釋的康德，
則是以物自身當作是一種規範我們理解自己經驗的功能性概念，試

圖賦予我們的現象以外部實在性，而不只是缺乏外部指涉對象的語

言建構物。另一方面，相較於Rescher之將康德物自身當作是我們心
靈對自己發出之一項用來要求外部實在性的設準；雙重世界論，則

只能常依照字面的解讀，將康德的物自身詮釋為一種關於不可知物

的獨斷主張。 
 

1.4. 主體自身的設定 
 
        因此，物自身的概念在Rescher的詮釋觀點下，僅能被視為一種
心靈的產物：心靈用它來限制自己必須將自身的活動視為關於外部

某物的，而非自行虛構、毫無指涉的主觀遊戲。沒有物自身作為這

樣的設準，心靈就不能將自己的活動視為關涉到外在某物的經驗或

是表象，那麼，我們對「知識」這項概念所要求的客觀性也就難以

構成： 
 

     因為那麼我們就無法合法地將經驗對象考量為某種我們與之打
交道的對象— 一種心靈與對象相互遭遇的真實結果— 因為那樣就只
會是心靈單方面的產物。 
 (Ibid., p.,30) 
 

    所以在這個詮釋下，康德之主張我們必須至少能夠「思維」物
自身，並不全然同於雙重觀點論，將此「思維」詮釋為一種基於對

認知條件的考慮，去分別設想同一個對象在條件限度外的情形。在

這邊，對物自身的「思維」，在Rescher的詮釋裡，則是一種主體對
自己進行設準的提出，要求自己依照外部實在性的預設，去理解並

進行經驗和表象的活動：所謂的「思維」或「考慮」物自身，就是

去「設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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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仍舊是個純然的理論產物，完全定位於經驗事物的理論領域
之外—因而是不可知的— 我們因為理性這樣的運作而不得不去思
維，也就是說，必須要去設定它。（Ibis., p.25） 
 

 
         然而，提出物自身的概念作為經驗外部實在性的設準，並不是
說物自身實質上存在，而應是說：經驗活動中的實在性概念，必需

預設這個前提才能被理解。或許可以說，我們能夠將經驗領域中的

各種對象認知為實在的事物，都是因為物自身概念這樣一個設準，

它使我們必然地將自己的心智作用理解為「關於某物」的經驗，進

而讓我們可以認定自己的認知活動是在進行表象的過程。也就是

說，我們是因為物自身概念這項設準才能夠認定：被表象的東西是

與我們的心靈相互區分的存在： 
 

         依據此，這樣的物自身並不是作為某種存在事物的類型、某種
存有論範疇的對應物而進入康德的系統。這項概念反映了理性與生
俱來、以特定種類的方式觀看世上（它的世界）事物的姿態— 根據
這些事物表象上的某些面向（作為某物的現象）觀看它們，在此意
義下，物自身反倒是提供了某種理智的工具。 (Ibid., p.19) 

 
    因此，在Rescher所詮釋下的康德物自身概念，與雙重世界論同

樣地，並不與現象具有等同的關係；但是，他們相互區別的方式是

不同的：雙重世界論者將兩者的區分視為在存在上的，而Rescher則
將兩者的區分視為定義上的 — 無關乎實在是如何，僅關乎我們對心
靈活動的想法為如何。它只是一種我們將心靈活動的產物設想為現

象的必要預設：我們預設自己是在進行「某物」的表象，而不是獨

自地空想。也就是說，這個概念是我們能夠宣稱自己的經驗具有意

向性的必要條件。因此，Rescher會贊同雙重世界論者所主張之「物
自身獨自存在於現象外部」的解讀，然而對他而言，並不是說它們

本來就是如此，而是我們在經驗的一開始，就將它們設定成那樣。

總括地說，物自身的功能在於：如果沒有物自身作為外部實在性的

概念，我們就不可能設想關於「某物的」表象，也就是現象；因此

物自身與現象之間不具因果性，兩者亦非等同；它們兩者的關係是

前者在概念上蘊含於後者，也就是說沒有物自身的概念，我們就不

會有現象的概念。 
 
    由上，我們可以得知Rescher所詮釋的物自身，是出自於我們的

心智具有將自己的活動視為經驗的基本傾向，而作為外部實在性設

準的功能性概念。而經驗的概念蘊涵了被經驗者，也就是不能被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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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經驗活動等同的存在。因此我們從其中獲得了物自身概念，並

且將此概念視作提供外部實在性的條件。它使我們的心靈活動必需

關於某物而具有意向性，因而理解現象是具有心靈外部指涉的對

象。 
 
    以賦予經驗意向性的意義看物自身概念的功能，會發現在這種

詮釋下，康德對於我們感性直觀的主張—收攝性而非創造性—正如

Rescher所認為的那樣，是依據心靈對外部實在性的要求而來的預
設；而康德所依據的，也是這樣的一種自發於心靈，對於相異於經

驗作用的外部實在之基本要求，才進而認定我們的認知基本模式為

需要接受外物刺激才能直觀的感性： 
 

     對康德來說，任何被經驗的對象是根深蒂固地相異的東西，它
不可避免地從屬於某項我們人類之不可動搖的、關於以某種方式隱
藏於表面現象之外的真實事物之信念。(Ibid., p.30) 

 
    因此作為經驗設準的物自身概念，並不若雙重觀點論者所認

為，是基於對我們認識論條件的思考而來。而應該是說：我們預先

設想了經驗是「關於某物」的經驗，也就是將經驗理解為一種具有

意向性的活動；因而就發現：在這種想法下，我們需要一項獨立存

在之「某物」的概念。基於這項前理解，我們才能夠對感性認知的

各種條件和情況進行探討。換句話說，這個意義下的物自身概念，

作為一項理解經驗的必要條件，是雙重觀點論意義下的物自身概念

之所以能夠被知性思維的前提。因為，欲對康德主張的認識論條件

進行探討，都已經預設了這些認知條件的意向性，因為認知必須是

關聯到外部對象的，否則就有可能僅僅是概念上的思維。而此意向

性，即是Rescher的詮釋下，被我們一開始就在經驗概念中設定的物
自身才所能夠賦予的條件。  

 
    談完了Rescher論物自身作為一項理解經驗概念之不可或缺的設

準後，我們接著要從現象外部原因的角度，談Rescher論作為物自身
的刺激對象，在康德的認識論中應該如何地被詮釋。 

 
2.  刺激對象作為理性的設準  
 
2.1. 無條件者 
 
        不同於將物自身詮釋為經驗外部實在性設準的角度，在談論物
自身對我們的「刺激」概念時，Rescher是以康德所主張的另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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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規則來理解。這種規則來自於我們理性，並使我們產生一種

越過經驗限度活動心智的傾向 (Ibid., p.23)： 
 
     因為那個必然驅使我們越過經驗以及一切現象限度的東西是無
條件者，這無條件者讓理性必然且具有一切權利那樣地對一切有條
件者發出物自身的要求，因而也就是要求有條件者的序列必須是某
種完備的東西。(Bxx) 

 
         上面的段落說明了：康德認為，我們的理性傾向於將某種系統
或序列的完備性作為進行體系建構的追求目標，以這種方式，逐漸

掌握現象與現象間條件構成的一連串關係。就條件序列的建立而

言，若要以完備性作為進行原則，而又如果不允許序列的無限回

溯，我們就會想到，必須要有某種作為第一個條件的東西位於序列

的最開始（否則就不會存在條件構成的關係）。這個第一項條件，

在概念上是不能再為其它條件所構成的；也就是說，它必需本身是

無條件的。康德所謂的無條件者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 
 
2.2. 理性的規準性原則 
 
        但是，這無條件者的概念，當作理性進行活動的原則而言，僅
僅是一種提供活動規則的功能性概念而已。康德稱這種原則為宇宙

論理念的規準性原則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 (A508/B536)。康德的
規準性原則並不構成知識，而是規範知識構成的進行方式。也就是

說，這種「無條件者」，並不會存在於條件序列回溯的終點，也永

遠不會被進行序列回溯的我們在經驗中遭遇：因為它只是一項規則

概念，引導我們以特定的方向進行條件序列的回溯： 
 
    因為透過宇宙論的總體性原則，在感性世界的條件序列中並沒

有作為物自身那樣的最大值被給予，反倒是說這最大值在此序列的
回溯中僅被當作一項任務而被給予,… 作為一項知性的任務，因而
讓主體在被給予的有條件者中依照完備性觀念去開始並繼續條件序
列的回溯。… 這原則只是一項規則，為被給予的現象開出條件序列
回溯的指令，在此回溯中，其永遠不被允許在某個絕對無條件者那
裡停下來。… 一項規則，設定在回溯中應該被我們執行的東西，而
並非去預期在任何回溯之前就在對象之中自身給予的東西。 
(A508/B536-A509/B537) 

 
    此無條件者，被理性當作任務那樣提供給認知主體。理性規定

我們必須以它為目標和方向，去用一種系統性的方式發現各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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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條件關係，並且要追問某種能夠提供一切現象條件的東西，以

完備地建立關於有條件者的知識系統。但是，此無條件者只是扮演

一種功能的角色，它實際上永遠不會在現象領域中被我們找到。也

正好因為這樣，又因為經驗對象都是有條件的，於是我們以無條件

者為目標，就永遠不會停止對條件序列的回溯（因為永遠不會遇

到）。但此同時，我們也就逐漸擴大了關於有條件者的知識系統範

圍。 
 
    我們可以看出：相較於作為經驗外部實在性設準的物自身概念

是對於個別認知活動和其對象間而言的；這項設定無條件者的概

念，則作為指導我們主動發現現象秩序的規則，並且是對於整體現

象領域而言的。它規定我們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設想：在現象整體

領域的外部宛似有一個作為最初條件、賦予各種現象所有條件的無

條件者。我們則依照這個設定，以能夠將此無條件者納入經驗範圍

內為目標和方向，追求我們經驗體系的完備。 
 

        我們如此地設定無條件者的概念，也就必須賦予它物自身的意
涵。因為一種不被其它條件影響的東西，也就必須不被我們的認知

條件所影響： 
 
     對康德而言，脫離知覺運作條件的被知覺對象這樣一種概念是
毫無意義的，就如同「脫離了可觀看性這樣一項本質條件的觀看」
一樣毫無意義。然而與知覺中的有條件對象概念相對應的，就是某
種無條件本體的概念。(Rescher: 2000, p.24) 

 
2.3. 現象領域的基礎 
 
        因此，我們可以將無條件者和現象領域間的關係，看作是一種
物自身與現象間的關係。並且，這是無條件者賦予整體現象領域所

有條件的關係。Rescher認為，這時候，具有物自身意涵的無條件者
概念，作為理性依照規準性原則而提供的構想物，被設定為一種現

象領域的「總體性基礎」(generic ground) (Ibid., p.23)。而此決定關
係，被Rescher用來理解刺激關係：我們設定了來自於現象領域外部
的「刺激」。也就是說，我們的規準性原則使我們設想了一種東

西，此物本身不被條件限制，但是它「提供」了整個現象領域的各

種條件。Rescher也將此來自於「外部」的「刺激」關係視為擬似的
因果性：我們必須以未經圖式化的因果範疇「思維」、而不是認知

這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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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中的總體性基礎是一種前範疇或是次範疇的東西；其自
身沒有（尚未）經過時間性的圖式化。基於此原因，這類的基礎並
不是落於我們現實知識領域內的事物，而是某種前範疇或次範疇
的、只能被思維的東西。(Ibid., p.27) 

 
    我們能看到，和Van Cleve不同的是，Rescher所謂的刺激是理性

本身為了建構知識系統的需要而設想的、介於無條件者和有條件者

間的擬似因果性。Van Cleve則是在力守雙重世界論的需求下，為了
能夠解釋兩種不同種類的事物之間，不能不被視為因果、卻又無法

使用因果範疇的尷尬關係，而只好被迫以一種類比的方式試圖去掌

握它。也就是說，刺激問題的困難，迫使雙重世界論者必須只能以

類比的方式理解刺激關係。而對於Rescher而言，無條件者被設想為
現象領域一切條件的來源，因而「刺激」了總體的現象界：這關係

本來就是擬想的，我們並不把它當成是一項事實性的知識來看待。

反倒是因為理性根據自身的需求，命令主體如此設想無條件者的擬

似因果性，我們才能夠得以依照特定的規則，不斷地尋找並且發現

經驗領域中新的因果關係。35 
 
    因此，如同藉由在個別現象背後設定心靈外部的實在，我們提

供了經驗的意向性；在總體現象領域外部設定一個無條件者，我們

則提供了自己用以建構經驗體系的方向和原則。因此，那個「刺

激」（賦予現象總體條件）我們全體的、作為物自身的無條件者，

完全和個別經驗的外部實在一樣，是種心智的產物、理論的設準，

被用來規範我們的心智活動和理論建構。不但如此，由於不管是心

靈活動的實在對象，或是現象外部的無條件者，都被我們自己設想

為座落在「外部」；因此，無論經驗的能力變得多麼強，或經驗的

領域拓展得多麼遠，它們永遠被設定在經驗無法企及之處，持續規

定著經驗活動的方式： 
 

          康德在此使用了他關鍵的區分：介於我們能夠預期的、會在現
實經驗的遭遇中與其相會的「知識物件」，與我們在解釋性的理解
中理論性地設定的「理論產物」之間。…我們並不知道物自身也無
法發現它們的因果作用；應該是說：我們思維物自身並且賦予它解
釋性的效力。 (Ibid., p.26-27.) 
 
        所以，對於Rescher而言，無論是那種意義的物自身 — 令我們

                                                
35 實質與擬似的因果關係，前者指發生在現象領域內部的；後者指被假想發生
在現象領域內外之間的。（Rescher: 2000,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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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象視作某物的顯現、使我們的經驗具有意向性的外部實在性設

準；或是令我們能夠在各種現象間的條件關係中一一回溯、使我們

能夠系統性地無盡拓展經驗知識體系的範圍，而被設定為「使條件

序列的完備性看似可能」的無條件者 — 都是跟現象相互區別的存
在；然而，卻也都是無需考慮其因果關係的相異存在。因為，就作

為個別現象背後的被表象者而言，它是我們最初將自己的心靈活動

設想為經驗時，就分析地依照經驗的定義而必須與現象相互區分的

東西。至於為現象領域提供所有條件的無條件者，則是理性為了讓

我們能夠以追求系統完備性為規則發現現象間的條件關係，而用擬

似的因果性概念將它設想為一切現象的基礎。 
 
    因此，依照Rescher的觀點，物自身是理性自行構作出來的產

物：無論是它與現象間的關係是相互區分還是互為因果，都是我們

自己將它設想為那樣的。當然，這是基於一種心靈結構上的必需，

而不是理性的任意設定： 
 

         對康德而言，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從現象這邊出發，往它底部
的真實所進行的存有論跳躍，事實上是被證成的。然而這項證成並
不是根據自然世界的存有論，反倒是根據心靈的存有論。… 心靈不
僅可以，並且還必須以提供其基礎的方式，設定某種經驗不可觸及
的、奠基於被經驗之現象底部的實在。… 在此所進行的是毫無選擇
餘地的去表示人類心靈的某種本質。(Ibis., p.30-31) 

 
    就這一點看來，Rescher認為對康德而言，不可放棄物自身理由

的考慮，與其說是去探問現象背後還有沒有真實、或是不是有一個

外部的原因；不如說是這個概念反映了心靈的結構本身：我們必然

地把經驗當作是關於外在世界的；我們也堅信，對於一切現象背後

奠定現象基礎的終極條件，是能夠有途可循地不斷追尋的。因此，

在Rescher的詮釋下，對刺激概念的考慮，並不是這個困難該不該讓
康德放棄物自身的問題，而應該是：如果康德放棄物自身的概念，

那麼他還能不能夠談論刺激關係的問題 — 放棄了物自身的概念，同
時就放棄了對人類心靈模式的基本預設；也就是說，對於康德而

言，沒有物自身的前理解，康德就失去了他在〈先驗感性論〉的開

始，宣稱其第一項命題的可能： 
 

         無論以何種途徑，透過何種方式，讓任何認知能直接關聯到對
象的，並且將一切思維作為手段所指向之目的，就是直觀。然而，
這個東西只有在對象被給予我們的時候才可能產生。但是至少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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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人類而言，這件事又只有當它以某種方式對心靈進行刺激才有可
能。(A19/B33)   
 
        也就是說，康德在使用認知的概念時，就同時設定了外部的刺
激對象之概念。然而這種刺激並非實質的因果關係，而是如我們一

再提醒的：一種被主體當作設準的擬似因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