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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任何有關對象的認知，無論這個對象是源自於我們的經驗活動，或者其他的

途徑，此認知包含必要的先天成素，這些成素都源自於認知主體。這些成素對認

知的構成而言是不可或缺的，否則我們無法確定我們對於這個世界能擁有甚麼樣

的真正理解。構成吾人認知的必要成素，對於認知主體而言是獨特的且必要的，

以致於我們可以確信：特定認知在心靈中也有相應的特定認知能力。在形成認知

的過程，此認知能力按照特定的規則產生相應的知識，而非其他類型的知識（例

如，有關對象性的認知成素產生不出有關實踐的認知）。自新時代(Neuzeit)以來，

邏輯學研究思想的形式條件，這些形式條件是認知能力必須遵循的規則，也是認

知構成的必要成素。判斷做為一種認知，其源自於心靈的一種認知能力，是邏輯

學研究的對象之一，也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關心的主題之一。 

在《純粹理性批判》的〈論發現所有純粹知性概念的線索〉(Von dem Leitfaden 
der Entdeckung aller reinen Verstandesbegriffe) (KrV A66-83/B91-116)一章中，康德

依據判斷表(Urteilstafel)獲得一個相應的範疇表(Kategoriestafel)。判斷表裡有十二

個判斷的邏輯形式(logische Form des Urteils)。但康德如何獲得判斷表？康德從不

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這個缺環招致許多人的批評與質疑。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認為：「這是眾所周知的，康德並沒有費太大的困難於尋找範疇…但

我們是如何獲得這些被特殊化形式的“我＂(the specialized forms of the ‘I’)，即範

疇？幸好，普遍邏輯學(the common logic)提供我們判斷種類的經驗性分類

(empricial classification)。現在，下判斷(to judge)等同於思想一個確定的對象

(determinate object)。所以，被我們列舉的各種判斷的模式提供我們各種思想的範

疇…人們應該期盼，思想的普遍法則、邏輯學家的日常交易存庫、或者觀念、判

斷與三段論的分類等不再從觀察中獲得並且僅僅經驗性被看待，而是從思想自身

推證」1。似乎，對黑格爾而言，過去邏輯學的研究只是循著經驗的途徑並經過

抽象化的過程，以尋找思想運作的形式條件與普遍法則。對黑格爾而言，由於康

德的判斷表倚重於邏輯學家的這一成果，以致於判斷表自身也不能幸免於同樣的

批評。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認為，雖然判斷表是整個哲學體系

的一個基石(foundation-stone)，但康德並沒有反省它的本質為何2。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也寫到：「範疇的這個起源經常而且將持續地被爭論。主要

的反對圍繞在它自身源起的有疑問的本性，圍繞在判斷表以及它的基礎的充份

性。事實上，康德並沒有從知性的本性發展機能在判斷中的雜多本性(the manifold 
nature of the functions in judgment)。相反的，他呈現一個已完成的表，它是根據

量、質、關係與模態的四個主要環節而被組織。是否且在什麼樣範圍下這四個環

節被奠基於知性的本質中，同樣沒有被提及。是否它們一般而言可以透過純粹、

形式邏輯學而被奠基，是可疑的。所以，總的來說，這個判斷表的特性是不確定

的。康德自己搖擺不定，時而稱之為「先驗表」(transcendental table)，時而稱之

為「邏輯判斷表」(logical table of judgments)」3。顯然，判斷表是康德哲學體系

的一個開始點，但同時也是基礎最薄弱的地方之一。 

                                                 
1 G. W. F. Hegel, Hegel’s Logic, tr. by J. N. Findlay, London: Oxford, 1975, p. 68-9. 
2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1818), Appendix: ‘Criticism of the 
Kantian Philosophy’, tr. by E. F. J. Payne, Netherland: Dover, 1966, p. 431. 
3 Martin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1929), 5th ed., tr. by Richard Taft,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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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 1781 年的《純粹理性批判》的出版為康德哲學思想的分水嶺，我們可

以發現一個現象：在 1781 年以前，康德有關邏輯學的理解仍未有太大的突破，

許多理論分析仍未按照一個固定的系統架構；1781 年之後，康德區分了普遍邏

輯學與先驗邏輯學，判斷表的最終架構與內容在《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先驗邏輯

學確立，其後的理論分析都按判斷表的這一系統架構進行。判斷表的雛型首次出

現在康德於 1777 左右撰寫的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的〈存有論〉(Ontologie)
部份4。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中的判斷表與《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判斷表

有兩個地方不同：(1)在秩序上，質(Qualität)先於量(Quantität)；(2)質的部份只有

肯定(bejahend)與否定(verneinend)，卻少了無限性(unendliche)。我們可以在許多

康德的哲學分析之中發現判斷表的影響。例如，在範疇的形而上學推證中，康德

根據判斷表而獲得範疇表、〈先驗辯證論〉中的三種先驗理念(transzendentale Ideen)
是根據判斷表中的關係形式獲得。此分析架構不止被運用在《純粹理性批判》，

康德甚至將它擴展至其他問題的分析之中，例如《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劃

分四大類物理學的先天原則，又或者《判斷力批判》中的審美判斷之分析。 

由此可以知道，1781 之後的康德不止以判斷表做為其哲學體系的開始點，

同時也以判斷表做為一個分析架構或哲學方法，以研究各類不同的認知。然而，

無論是《純粹理性批判》，抑或是《判斷力批判》、甚至其他正式出版的著作中，

康德都沒有明確地交待他如何獲得判斷表、以及判斷表的特性。與此同時，黑格

爾、叔本華與海德格的分析與批評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判斷表與判斷的邏輯形

式之本質為何。就外部的發展而言，如我們已看到的，此問題雖不乏後世一再地

指出，然而卻很少獲得學者們足夠的關注與研究。就理論的內部而言，判斷表做

為康德哲學體系的基礎，若其自身的源起與特性無法被確立，則它將陷入無止境

的批評之中，哲學體系無疑是建立在一個不穩固的基礎之上。出於這一理論旨

趣，本篇論文將嘗試以康德的一些文獻做為根據，深入研究判斷表的本質問題，

提出一個可能的詮釋，以期能填補這一方面的空白。 

 

第一節 問題意識 

本論文的核心問題是：判斷表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本質為何？在《純粹理性

批判》中，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範疇與判斷的邏輯形式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康德

以後者為線索獲得前者5。由於範疇才是康德真正要處理的問題，所以判斷表只

是做為一種手段，卻不是一個理論闡述的目的與對象。如此，康德對判斷表本身

的著墨自然也就相對地少了許多。 

我們可以從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與《未來形而上學導論》的談論中獲得

一些線索，以對判斷表的本質問題有一個模糊的瞭解。康德解釋上的模糊由此產

生了許多問題。 

在《純粹理性批判》的〈論知性在判斷之中的邏輯機能〉(Von der logischen 
Funktion des Verstandes in Urteilen) (KrV A70/B95)一開始，康德寫到：「當我們抽

離一般判斷的所有內容，並且只給予其中的純粹知性形式(bloße Verstandesform)

                                                 
4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Ak XXIX: 37. 
5 康德在 A80-1/B107 中宣稱，範疇的劃分是系統性地根據下判斷的能力(Vermögen zu urteilen)這
一原則。康德在之前的§10(KrV A76-80/B102-5)中的論證正是闡明判斷的邏輯形式與範疇之間的

關係，以證明由判斷的邏輯形式可以獲得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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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我們會發現，思想在判斷之中的機能可以被帶到四個項目(Titel)之下，它

們的每一個之下都含有三個環節(Momente)。它們可以恰當地被展示在以下的表

中」。接著，康德陳列了一個判斷表，四個項目分別為量(Quantität)、質(Qualität)、
關係(Relation)與模態(Modalität)。量之下有全稱的(Allgemeine)、特稱的(Besondere)
與單稱的(Einzelne)；質之下有肯定的(Bejahende)、否定的(Verneinende)與無限的

(Unendliche)；關係之下有定言的(Kategorische)、假言的(Hypothetische)與選言的

(Disjunktive)；模態之下有或然的(Problematische)、實然的(Assertorische)與必然

的(Apodiktische)，一共為十二個邏輯機能（亦稱為邏輯形式）。根據上述引文，

康德認為運用孤立方法(isolierende Methode)以將任何一個判斷的所有內容抽離

後，我們馬上可以發現其邏輯形式，而這些邏輯形式不外乎是他在判斷表中所列

出的6。藉由此思想操作，我們將毫無困難地發現所有判斷的邏輯形式。因此，

康德立即將判斷表放置在眼前(vor Augen stellen)。 

從孤立法的運用到判斷表的展示，康德只不過用了簡短的幾行文字敘述來告

訴我們。似乎，對康德而言，運用孤立法獲得判斷的邏輯形式是一件自明的事。

哲學家自覺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步驟，純熟的讀者(geübten Leser)馬上可以藉由

相同的操作獲得相同的邏輯形式，明瞭其真正的理論意涵，以致於他無意在這一

點上多做深入的分析與解釋。與此同時，亦有可能現代讀者並不分享與康德相同

的認知背景，以致於不只對他，而且對他那個時代的人而言是自明不過的東西，

卻成為後世的無知。當某個理論環節在哲學體系中至關重要，哲學家卻沒有給予

應有的分析比重，我們就更應該投以更多的關注，以揭發其背後可能的豐富意

涵。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解釋上的困難：康德論證判斷表之獲得時，

到底預設哪些哲學主張？ 

在《未來形而上學導論》的第三十九節中，康德對他所提出的範疇系統

(System der Kategorien)做了一些補充說明，其中提到： 「…在那裡我發現，這

些知性的行動存在於判斷活動之中(im Urteilen)。這裡已經有個已完成的、儘管

仍不完全幸免於缺陷的邏輯學家的工作在我眼前，透過它我被放置在一個立場中

(in den Stand)得以呈現一個純粹的知性機能的完備表(vollständige Tafel)，雖然它

從對象的角度而言是未確定的」7。無論是《純粹理性批判》還是《未來形而上

學導論》，康德都堅持由判斷表可推出範疇表。換句話說，上述引文彷彿告訴我

們，那個得以使我們獲得範疇表的根據與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息息相關，而這個

與邏輯學家的工作息息相關的根據就是判斷表。 

                                                 
6 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並沒有使用「孤立方法」的字眼，但至少兩次使用了這一方法，一

次是從判斷中分析出感性形式，另一次則在先驗邏輯學中。在〈先驗感性論〉中，康德透過孤立

法找出先天感性形式，在將不相關的內容（例如直觀與概念等等）抽離後，我們就可獲得兩個先

天感性形式：時間與空間(KrV A20-1/B34-5)。在〈先驗邏輯學〉的導論中，康德孤立了知性能力，

以突顯出認知中思想的一面(KrV A62/B87)，以考察知性中先天的認知成素。而筆者將指出，康

德在§9 也使用相同的方法尋找判斷的邏輯形式。在這三處文獻中，康德分別使用了「分離」

(absondern) (KrV A21/B35)、「孤立」(isolieren) (KrV A62/B87)、「抽離」(abstrahieren) (KrV A70/B95)
等字眼，此三者都擁有抽離的意涵。筆者以為它們都意指孤立方法的操作，只關注認知的某些部

份，而不考慮其他部份。所謂抽離，即「不予關注」(nicht attendieren)、「刪去、不提及」

(weggelassen)(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XXIV: 753-4)。對於任何既有的認知，孤立法旨在不予

考慮、忽略不必要的部份，以考查認知的某部份的特性。因此，孤立法之運用並不會產生新的認

知，而是對既有的認知有進一步的認識。 
7 Prolegomena, Ak IV: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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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立即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判斷表與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究竟有何關

係？首先，康德對邏輯學的贊賞是眾所周知的。他曾在許多地方提到，邏輯學早

在亞裡斯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首先確立其基本原則與方法時已成為一

門嚴格的科學，而且它能為批判斷哲學提供許多有效的幫助(KrV Axiv; Bviii 
etc.)。邏輯學，甚至是數學與自然科學在這裡已提供形上學一個典範，讓我們曉

得一個嚴格的科學是如何可能的、而過去的形上學發展又失足於哪些面向？其

次，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建構了一門先驗邏輯學(transzendentale Logik)，
以區別於他之前的邏輯學家的理論。康德將大部份的邏輯學歸類為普遍邏輯學

(allgemeine Logik)。從〈先驗邏輯學〉的導論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全新的邏輯

學雖在處理的對象與問題上不同於普遍邏輯學，但其基本架構之區分與內容仍藉

助於普遍邏輯學。若此如此，康德不僅以普遍邏輯學做為一個典範與他效仿的對

象，而且更是理論資源的提供者。那麼，康德在思考有關判斷表的問題時，參考

了普遍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也就不奇怪了。 

判斷表在何種意義下與先前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息息相關？判斷表可分為

形式架構與實質內容兩方面。前者指康德以表單(Tafel)的方式呈現十二個邏輯形

式；後者則是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判斷表的形式架構是康德自己獨創的，亦

即康德之前的邏輯學著作中並沒有發現任何類似於判斷表的形式架構，康德出於

方法論上的考量採用表單的方式呈現這十二個邏輯形式8。所以判斷表並不是在

形式架構的面向與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息息相關，那麼剩下就只有判斷表的內容

了。比較判斷表中的內容與邏輯學家的研究，兩者的關係有兩種可能：(1)判斷

表的內容完全擷取自邏輯學家的現有成果，又或者(2) 康德先行已有一個反省的

工作，判斷表的內容是反省後的成果，因而不同於邏輯學家的研究。 

此先分析第一種可能情況。從上述《未來形而上學導論》的引文中，我們可

以發現康德並不完全同意邏輯學家的主張。康德在其他地方也表達了他對邏輯學

家的基本主張的不滿，尤其在判斷理論的問題上9。換句話說，康德並非完全接

受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這源自於康德與他們的核心主張之間出現了根本性的差

異。康德認為邏輯學家的一些核心主張是有問題的，以致於這些主張無法合理地

解釋判斷的某些理論面向，同時這些理論的缺陷卻又無法被克服。若是如此，判

斷表的內容不可能原封不動地擷取自邏輯學家的成果，我們也無法在他們的著作

中找到與判斷表一模一樣的內容。 

因此，剩下的情況只有第二種：康德反省了邏輯學家的研究，發現裡頭存在

著許多有價值的內容，但也存在許多缺失。例如：邏輯學家一般會區分肯定與否

定判斷，以及全稱與特稱判斷，我們可以在康德的判斷表中發現相類似的邏輯形

式。然而，判斷表除了這些之外，還增加了單稱與無限的邏輯形式，這不一定是

過往邏輯學家所主張的或同意的。判斷表中的關係與模態也有相同的情況。康德

有他自己的哲學立場，以支持他的主張是正確的，並且是優於普遍邏輯學家之區

分。現有的判斷表就是康德反省後的一個結果，它保留了正確的主張，同時克服

其原有的缺失。 

從以上對《純粹理性批判》與《未來形而上學導論》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

                                                 
8 關於康德出於方法論上的考量，選擇以表單的方式呈現判斷的邏輯形式之說明，見本論文第三

章的第三節。 
9 筆者會在正文的分析之中提及康德對邏輯學家的判斷理論的批評，故不在這裡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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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從兩種不同的進路觸及了判斷表的源起問題。一方面，在《純粹理性批判》

中，康德採取理論性的方式說明判斷表之獲得，亦即透過孤立方法獲得所有判斷

的邏輯形式。另一方面，《未來形而上學導論》原是一個導論，為讀者在閱讀《純

粹理性批判》之前做一個預備性的說明，同時將該書的核心主張用不同的方式淺

顯說明10。在這一寫作動機下，康德從邏輯學發展史的角度說明判斷表之源起。

在這裡，康德闡述了判斷表的成立離不開之前邏輯學家的研究工作。在某種程度

上，判斷表是建立在這些成果之上的進一步發展，康德從他們那裡繼承了某些想

法，同時也克服了他們所遭遇的困難。由此可以得知，康德分別從這兩種截然不

同的角度闡述了判斷表的源起問題，以下兩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 

(1) 理論上，獲得判斷表的理論根據有哪些？ 

(2) 判斷表與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有何關係？ 

筆者以為，若能回答這兩個問題，我們將得以對判斷表的本質問題有確切的理

解，其在康德哲學體系中之定位也將得到進一步被確立。 

由於《純粹理性批判》與《未來形而上學導論》在論述上不同，其衍生出(1)
與(2)兩種截然不同的問題，藉由這兩個核心問題而進一步牵扯出的其他細部問

題也將不一樣。 

此先分析由《純粹理性批判》及(1)所延伸出來的問題。首先，有兩個主題

是交織在一起：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之差異，以及判斷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

關係。就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之差異而言，康德將先驗邏輯學界定為：研究

知性與理性在對象性認知的思想活動中依循特定的法則，以便可以建立一套法規

(Kanon)或工具(Organon)。按照康德的想法，雖然既有的邏輯學（即一般邏輯學）

也研究思想活動運作的規範性法規，且它已是一門嚴格的科學，卻由於其自身學

科的性質而無法滿足這裡所欲嘗試回答的一個問題：「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

能？」。康德認為這一問題是解決形上學如何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關鍵。有鑒於

此，康德認為有必要成立另一套不同於既有邏輯學的系統，其針對對象性認知的

運作法則。如此，建構一套先驗邏輯學成了《純粹理性批判》的一個主軸，那麼

我們的研究也將從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之異同開始，方能逐步地瞭解判斷表

與判斷的邏輯形式在先驗邏輯學之中的角色。康德不可能憑空想像地建構出先驗

邏輯學，而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又同為研究思想的形式條件與運作法則，普

遍邏輯學在這裡無疑提供了康德一個參考的依據，以初步地劃分先驗邏輯學應有

的基本架構。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有相似也有不同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嘗

試回答一個問題：(1.1)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有何本質上的差異？ 

再者是判斷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關係。從〈論知性在判斷之中的邏輯機能〉

一開始的描述可以知道，康德運用孤立方法於判斷之分析中，藉此獲得判斷的邏

輯形式。那麼，在研究判斷的邏輯形式之前，我們的研究一開始必須清楚界定判

斷之特性。一方面，判斷之特性離不開邏輯學之規定，判斷之分析是一個邏輯學

                                                 
10 康德在《未來形而上學導論》的序言指出此著作按分析方法(analytische Methode)撰寫，而《純

粹理性批判》則按綜合方法(synthetische Lehrart)撰寫(Ak IV: 263)。康德並沒有進一步說明何謂分

析方法與綜合方法，但我們可以在其他文獻中找到相關的界定與說明，例如 Jäsche Logik 中將分

析方法界定為由受條件束縛者(Bedingten)到原則(Principien)的一個過程，綜合方法為原則到結果

(Folge)、由簡單(Einfachten)到複雜(Zusammengesezten)的過程；分析方法適用於通俗性(Popularität)
目的，而綜合方法適用於科學的與系統性的目的(Ak IX: 149)。從這一點可以發現康德採用分析

方法撰寫《未來形而上學導論》的方法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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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們總是在一個邏輯學的架構之下談論判斷之特性。另一方面，康德顯然

有意將自己的先驗邏輯學區別於傳統中的普遍邏輯學，在未釐清兩種邏輯學是否

有任何本質上的差異之前，我們不能貿然地確定康德的判斷理論之基本主張。現

在，我們必須回答兩個問題：(1.2)是否普遍邏輯學中的判斷理論與先驗邏輯學中

的判斷理論有本質上的差異？(1.3)假設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的判斷理論有

本質上的差異，那麼先驗邏輯學所理解的判斷有哪些規定？這兩個問題隱含在

《純粹理性批判》中，康德不曾在書中談及它們，但卻是瞭解判斷表與判斷的邏

輯形式之本質前必須考慮的。 

與此同時，康德運用孤立方法分析判斷以獲得其邏輯形式，但這裡的判斷理

論隱含許多預設，康德並沒有清楚告訴我們這些預設為何。因此，我們有必要去

全面地考查康德的判斷理論，試圖釐清《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判斷理論之特殊性。

一旦把握了那裡的判斷理論，我們才可以確立其所分析的對象（即判斷）具有哪

些理論性質。 

若孤立方法是一種工具，那判斷則是這工具所施以的對象。例如錘子做為工

具，其施以的對象是釘子，我們不會使用錘子以外的工具釘東西，因為錘子對釘

子而言是最適合不過的工具。那康德為何使用孤立方法尋找判斷的邏輯形式？孤

立方法做為一種工具顯然適合用於分析任何一個判斷，以找出其中的邏輯形式。

換句話說，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所主張的判斷理論具有一些性質，使得判

斷可以經由孤立方法之分析而獲得判斷的邏輯形式。藉由全面地考查康德的判斷

理論，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判斷的理論特性，筆者以為其中一些特性是讓孤立方法

成為一個必要的工具，以幫助我們獲得所有邏輯形式。因此，我們必須問：(1.4)
在諸多判斷的規定之中，哪些理論性質使得我們可以運用孤立方法分析出所有判

斷的邏輯形式？康德沒在其著作之中回答這一問題，一旦我們掌握了這一判斷的

理論特性，判斷及其邏輯形式之間的關係也將一目瞭然。一套方法可以幫助我們

尋找所要的東西，一個有效與正確使用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有效地達到目的，因

為有效的方法正好契合了對象的某些性質。筆者以為，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判斷

的分析之中，假定孤立方法是一個正確與有效的方式，以幫助我們尋找判斷的邏

輯形式，則判斷的某些理論特性必定符合了這一方法之使用。一旦確立了判斷的

哪些特性適合孤立方法，我們便可以問答：(1.5)判斷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關係為

何？一旦到達這一步，判斷表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本質特性之問題便能夠得到初

步的解答。 

以上為《純粹理性批判》及(1)所延伸出來的解釋問題。這些問題都隱含在

其著作之中而完全沒有被觸及，但它們卻是欲瞭解判斷表之本質前必須回答的問

題。若能走到這一步，我們將能夠瞭解康德的判斷表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本質特

性，這同時可以決定它們與普遍邏輯學家的判斷研究有何本質上的不同。這將讓

我們明白，康德在《未來形而上學導論》指判斷表是建立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其

真正的意涵為何？ 

接下來分析由《未來形而上學導論》與(2)所延伸出來的問題。與《純粹理

性批判》不同，康德並沒有在此書闡明一套判斷理論，然後根據這一判斷理論提

出判斷表。著作中的第三十九節指出，判斷表的獲得離不開前人研究所遺留下的

貢獻。若是如此，我們不應只停留在系統內部解釋判斷表之本質特性，同時也必

須從外部來考量判斷表之本質特性。這種考量可以讓我們更清楚地瞭解判斷表的

歷史背景、康德的研究與前人之異同、以及前人的理論對康德的判斷表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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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康德之前的邏輯學著作中不曾有判斷表，所以當我們研究判斷表的歷

史背景問題時，判斷表呈現的形式架構不會是我們探討的對象，只有判斷表的實

質內容（即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才有其歷史脈絡可循。問題(1)及其延伸問

題所可能得出的結論將讓我們了解判斷表與判斷的邏輯形式的本質特性，並發現

判斷的邏輯形式事實上不同於之前邏輯學家的判斷研究。判斷表是一個 4×3 的基

本架構，其內容可以分為兩個部份來考慮，四個項目(Titel)（即量、質、關係與

模態），以及每個項目底下的三個環節(Momente)，因此思想背景的考慮相應可以

分為兩個主要部份。 

任何對邏輯學的發展史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邏輯學家區分了各類不同的判

斷。他們在著作中也提及了與量、質、關係與模態等相近的區分，致於有多少類

判斷，邏輯學家彼此的區分不盡相同，也不一定同於康德的區分，有些人的區分

甚至比康德所區分的四類更多（例如吳爾芙學派(Wolffian Schule)）。關於項目的

區分，我們很少能在邏輯學家的著作中找到理論根據；相同的問題也發生在康德

那裡，在其早期邏輯學的相關文獻中的區分就不同於《純粹理性批判》。早期的

康德仍依循著吳爾芙學派的區分，在《純粹理性批判》之後的著作，康德已奠定

四類邏輯形式，並運用它們分析不同性質的判斷，包括實踐判斷與審美判斷。我

們無法由文獻中推斷，何以康德會放棄吳爾芙式的區分，並確立《純粹理性批判》

中的區分。是否在瞭解了判斷表的本質後，我們可以找到康德區分四類邏輯形式

的理論根據？因此，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2.1)將判斷的邏輯形式區分為基本

的四大類，這是否受了邏輯學家的影響？而這些區分是否有其內在的根據？ 

康德在每一類邏輯形式之下進一步劃分出三種邏輯形式，我們一樣可以在邏

輯學家的研究之中找到相類似的區分。同樣的，他們的區分也不一定與康德相

同。不同於上述項目的區分似乎無法找到任何理論根據，每一個環節的劃分都有

其根據，無論是在邏輯學家還是康德那裡，我們都可以找到他們劃分的根據。那

麼，我們要問的問題是：(2.2)判斷形式的區分也不同於前人有關判斷類型的區

分，前人區分的根據為何？而康德的根據又為何？ 

基本上，筆者已經闡述了一個有關判斷表之本質特性的研究應該考慮的理論

問題。它們分別由《純粹理性批判》與《未來形而上學導論》中關於判斷表的談

論做為線索被引伸出來。由於康德不曾談及判斷表的本質問題，所以我們只能透

過同時考慮這兩處之文獻，以期能勾劃出一個有關判斷表之本質的整體理解。筆

者將之整理為下： 

1. 理論上，獲得判斷表的理論根據有哪些？ 

1.1 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有何本質上的差異？ 

1.2 是否普遍邏輯學中的判斷理論與先驗邏輯學中的判斷理論有本質上

的差異？ 

1.3 假設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的判斷理論有本質上的差異，那麼康德

對先驗邏輯學所理解的判斷有哪些規定？ 

1.4 在諸多判斷的規定之中，哪些理論性質使得我們可以運用孤立方法分

析出所有判斷的邏輯形式？ 

1.5 判斷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關係為何？ 

2. 判斷表與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有何關係？ 

2.1 將判斷的邏輯形式區分為基本的四大類，這是否受了邏輯學家的影

響？而這些區分是否有其內在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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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判斷形式的區分也不同於前人有關判斷類型的區分，前人區分的根據

為何？而康德的根據又為何？ 

 

第二節 論題 

筆者以為，上述問題是欲瞭解康德判斷表的關鍵，只要我們能一一地回答它

們，這將能實質地把握判斷表之本質特性。為了能回答上述問題，筆者在這裡提

出本論文所欲採取的幾個基本主張。由於這些主張將在接下來內文的分析中逐步

地被確立，故筆者在這裡只做初步的說明。 

首先，筆者以為康德判斷表中的內容並非盲目地擷取自邏輯學家現有的研究

成果。只需稍微比較一下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與普遍邏輯學著作中各種判斷類

型的區分，我們會發現判斷表的形式架構與內容非常具有系統性，而康德也對每

一類區分給予一種理論的解釋。筆者將指出康德解釋每一類區分的理論根據不同

於普遍邏輯學的解釋。康德對傳統邏輯學家的研究採取一種批判的立場，並反省

他們的理論是否有任何不足與缺失的地方。這也是為何判斷表中的一些區分與普

遍邏輯學的區分相類似，而一些區分卻不同。筆者將嘗試證明，《純粹理性批判》

中的判斷表是康德反省後的一個成果，它建立在先驗邏輯學的基礎之上，因此其

內容並不完全與邏輯學家的一般區分相符。 

其次，康德在〈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 “Von dem logischen Verstandes- 
gebauche überhaupt”)(KrV A67-9/B92-4)中闡明了自己的判斷理論，並在接下來的

〈論知性在判斷之中的邏輯機能〉中陳列出判斷表。這兩節文字在理論過渡上缺

少了一個重要的環節－即判斷由形式與質料所構成。判斷表中的十二個邏輯形式

即判斷的形式，而非質料。從康德在〈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中分析的判斷理

論，我們並無法得知判斷是由形式與質料所構成，但康德在〈論知性在判斷之中

的邏輯機能〉中使用孤立法，這一方法卻必須預設判斷由形式與質料構成，如此

我們才能排除質料的部份，僅僅考慮判斷的形式部份。判斷表正是展示了判斷形

式的四個面向（即量、質、關係與模態），完全不涉及任何質料的部份。如此，

康德獲得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的方式才能得到合理的解釋。我們也將會看到，

判斷的這一特性正好反映了康德判斷理論的特殊性，同時將他區別於過去的邏輯

學研究。 

最後，判斷表的內容不止不是擷取自邏輯學家的判斷理論，一旦我們理解了

康德的判斷理論預設「判斷是由形式與質料構成」，我們將發現兩者在本質是不

同的對象。筆者以為，康德判斷表中區分的是判斷形式(Urteilsformen)，而邏輯

學家區分的是判斷類型(Urteilsarten)。邏輯形式反映了知性的統一性行動，它們

是知性處理與安排質料的方式，每一個形式只規定了質料的某個面向。各個邏輯

形式必須相互結合方能構成一個完整且有意義的判斷。因此邏輯形式自身並不是

一個完整的判斷，每一個邏輯形式只反映了一個完整判斷的某個面向，所有判斷

同時擁有四個面向（量、質、關係與模態），它們是判斷的構成條件。換句話說，

四類判斷形式具有某種普遍性，它們是任何類型的判斷所不能缺少的形式。相反

的，邏輯學家研究的對象是完整的判斷，其所區分出的各種判斷類型雖也反映出

判斷的某個面向，但並非所有判斷都具有相同的面向。因此，普遍邏輯學區分出

某些判斷可能共同擁有的性質，卻非一切判斷所共有的性質。一旦理解康德的判

斷邏輯形式與邏輯學家的判斷類型在本質上是不同的研究，我們便能夠瞭解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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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甚麼意義下參考了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甚麼意義下影響

了康德的判斷表。 

 

第三節 研究進路 

以上為本篇論文的基本主張，以嘗試去回答第一節所提出的問題，它們基本

上已按一個邏輯秩序被排列出來，筆者打算按照這一秩序進行實際的研究工作。

結合這些問題及其可能的解答將可以知道判斷表之本質特性。關於本節研究進路

的部份，筆者打算確立本篇論文所提出的問題性質，以及範圍之設定，以免研究

本身不符原來問題之設定。 

簡而言之，以上所列出問題之性質視為邏輯學的，而非形上學或存有論的。

亦即，判斷理論與判斷的邏輯形式本是邏輯學問題，而不能做形上學或存有論之

理解。如此設定將可以決定本研究應該以何種方式著手處理它們，以及問題處理

的方向。筆者以《純粹理性批判》與《未來形而上學導論》兩處的談論做為線索，

以推斷出一個有關判斷表的整體之理解。兩條線索的性質並不相同，《純粹理性

批判》以一種理論的方式論證判斷表之獲得，《未來形而上學導論》則從歷史的

角度談到了判斷表之起源。筆者預期綜合這兩種角度，判斷表之本質特性將得到

合理的解釋。 

就理論性的面向而言，我們可以劃出一個基本的理論順序：先驗邏輯學－判

斷理論－判斷的邏輯形式，這是由整體到部份的過程。若我們要處理《純粹理性

批判》中有關判斷表的談論，我們得按這一理論順序為主軸，逐步地釐清每一個

步驟所涉及的問題，這已在上一節的問題意識中提及。我們必須先確定普遍邏輯

學與先驗邏輯學之異同，以及相應的兩種判斷理論是否有任何本質上的差異，我

們才可以進一步地將康德所欲分析的判斷做正確的定位。 

關於兩種邏輯學之區分，康德在〈先驗邏輯學〉的導論已有詳盡的描述，所

以這一分析可以直接藉助《純粹理性批判》得到充份的解釋。但關於判斷理論的

部份，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之中的談論則需要做更多與更深入的分析，才能

夠瞭解其主張的真正意涵。康德在〈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中提出自己的判斷

理論，並在接下來的〈論知性在判斷之中的邏輯機能〉提出判斷表。判斷表之源

起問題無非是問：康德如何由〈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中的判斷理論推論出〈論

知性在判斷之中的邏輯機能〉中的判斷表？筆者將指出，〈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

用〉所主張的判斷理論不足以解釋判斷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間的關係。因此，我

們還需要藉助《純粹理性批判》以外的其他文獻，才能全面地理解康德的判斷理

論。筆者打算透過康德出版過的邏輯學著作，以及後人編輯出版的邏輯學雜記與

上課的演講筆記，以期能夠對其判斷理論有更全面的掌握。康德生前正式出版的

邏輯學著作有 Jäsche Logik（收錄於全集的第九冊），為其學生 Gottlob Jäsche 
(1762-1842)所編輯。邏輯學雜記（收錄於全集的第十六冊）與邏輯學演講筆記（收

錄於全集的第二十四冊）則是後人整理編輯而成，前者收錄自康德閱讀 Georg 
Meier (1718-1777)的邏輯學著作時，在書的邊頁上所做的筆記。Meier 的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是康德上課邏輯學演講課時所使用的課本。後者收錄自康德

邏輯學演講課時的上課內容，分別由不同時期的學生所記錄。筆者將會同時參考

這些文獻，以幫助我們全面理解康德的判斷理論。 

無可否認，這些文獻也有其解釋上的一些困難，所以我們在參照與引用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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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留意，以免造成不必要的混淆。例如 Jäsche Logik 的內容常為學者所詬病，因

為 Jäsche 在編輯時常有意無意地扭曲了康德的真正想法11。邏輯學雜記是康德閱

讀時的隨筆記錄。康德在其教學生涯始終以此書為其教科書，而隨筆的記錄有可

能橫跨了整個思想的發展，所以我們無法確定它們被記錄的切確時間。邏輯學演

講筆記的記錄同樣橫跨了康德的整個教學生涯，包括了早期與晚期的想法，因此

我們無法確定康德的上課內容是否混合了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的觀點（尤其

是 1781 年之後的邏輯學演講課內容）。關於這些問題，筆者在參照與引用時的基

本原則是：以《純粹理性批判》及其中的先驗邏輯學為一個判準，以區分這些文

獻中的觀點是否與它們衝突，以及是否符合我們的理論要求。 

判斷表之本質問題研究除了考慮上述理論自身內部的問題之外，它還必須考

慮歷史的面向，亦即判斷表的思想背景問題。 

就歷史的面向而言，筆者以邏輯學的發展史為主軸，以比較康德的判斷理論

與前人之差異。康德從不會去質疑邏輯學之基礎，因為他認為邏輯學已經是一門

嚴格的科學。雖然康德的一些觀點是建立在既有的邏輯學成果上，而判斷表之研

究也建立在這些根據上，但我們並不能肯定康德所參考的對象為誰、以及他所批

評的對象為誰，因為康德從不直接指名。另一方面，邏輯學的發展史源遠流長，

所涉及的著作數量之多，已超出筆者的能力範圍。所以，我們有必要做一些限制

與劃分，才不至使這一考查失焦。當我們從歷史的面向考慮判斷表的思想背景問

題時，筆者有三點參考的原則： 

(1) 與康德有思想淵源關係：我們參考的對象包括吳爾芙(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及其學派，因此筆者選定了吳爾芙與 Meier 做為參照的對象；與

此同時，與康德同時代的 Johann Lambert (1728-1777)也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對

象，因為我們將發現他對判斷表之基本架構的確立起了決定性的影響。 

(2) 亞裡斯多德：亞裡斯多德的《解釋篇》(De Interpretatione)與《分析前篇》

(Priora Analytica)基本上已確立了以後的判斷理論之發展，而且後世的許多

談論基本上都離不開亞裡斯多德的分析，因此最有效的方式是參照他的著

作。 

(3) 新時代以來具有代表性的邏輯學著作：Port-Royal Logic 無疑是那個時代

最具影響力的邏輯學著作，同時也是新時代以心靈認知能力以基礎的邏輯學

之代表。 

以上三點是判斷表的思想源起的基本範圍之設定，筆者以為它們足以讓我們全面

考慮到判斷表的思想背景。同時，上述考慮已涵蓋了判斷理論在邏輯學發展中的

關鍵與轉折，這能直接把握相關主張的原初核心想法，同時又不會落入失焦與雜

亂的批評之中。 

                                                 
11 關於現代學者對 Jäsche Logik 的評價意見，可參考 Longuenesse 與 Reich 的看法。Longuenesse
認為 Jäsche Logik 雖然不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康德的思想，但它仍然能提供一些康德的邏輯用語的

解釋，見其‘The Divisions of the Transcendental Logic and the Leading Thread (A50/B74-A83/109; 
B109-116’, in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Georg Mohr und Marcus 
Willaschek, Berlin: Akademie, 1998, p. 158。Reich 在其著作中的一個注解對 Jäsche Logik 作了較深

入的分析與批評，以證明其內容並不能真實地反映康德的思想，見其 The Completeness of Kant’s 
Table of Judgments (1932), tr. by Jane Kneller and Michael Losonsk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2, pp.117-120, 1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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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篇論文之中，筆者之研究方式將同時採取理論性的與歷史性的面

向考慮判斷表的本質問題。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按照上述兩個進路，本研究可以分為以下五個主要章節： 

第一章為導論，介紹本篇論文要處理的問題、其問題背景與研究進路。 

第二章則從康德的判斷理論做為本研究的一個開始點。在回答判斷與判斷的

邏輯形式之間的關係前，我們必須釐清先驗邏輯學的判斷理論是否與普遍邏輯學

的判斷理論有實質上的理論差異。本章先釐清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所主張

的判斷理論，進而考慮其他文獻中的判斷理論。筆者以為，單憑《純粹理性批判》

的分析，我們無法知道康德如何從判斷之分析過渡到判斷的邏輯形式之分析，唯

有同時參照康德其他相關的邏輯學文獻中對判斷的各種描述與界定，我們才能更

全面地考慮康德所主張的判斷理論，同時找出判斷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間的理論

關係。 

第三章則以前一章所分析的結果為基礎，進一步深入判斷的構成要素。由於

全面地考慮了康德的判斷理論，其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之關係將得到釐清。筆者試

圖證明：康德在方法論上採用了孤立法，這一方法預設了判斷的形式與質料之區

分，如此就解釋了康德如何透過哲學證明的方式得出判斷表，而判斷的邏輯形式

之本質特性亦將一目了然。我們將發現，判斷的邏輯形式與前人對各種類型判斷

之區分在本質上是不一樣的研究對象。就此點而言，康德在某種程度上改造了邏

輯學家的研究成果。這些意涵是康德在〈論知性在判斷之中的邏輯機能〉中沒有

提及的，但對於判斷表之理解卻是必要的。 

第四章則從思想背景的面向考慮康德的判斷表。雖然康德之前沒人提出任何

類似的判斷表，但判斷表也並非憑空想像出來的。康德的判斷表在某些面向下是

建立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並進一步完善它。一旦我們瞭解了康德的判斷表與前人

的判斷研究之間的不同，康德在《未來形而上學導論》中主張「判斷表之成立離

不開前人的研究成果」的真正意涵也變得明顯。與此同時，我們將能夠有效地與

合理地比較康德與邏輯學家之間的差異。所以，透過思想背景的考查，我們可以

在歷史之中發現判斷類型區分的根據，由此指出康德對邏輯形式之劃分存在了哪

些預設與理論根據。 

第五章是結論，筆者將對以上的研究做一個總結，並反省以上研究的局限，

以指出可以進一步延伸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