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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判斷表－判斷的邏輯形式 
上一章，筆者已分析了康德的判斷理論，並大致勾畫出一個判斷理論的基本

面貌。本章必須追問：何謂判斷的邏輯形式？  

我們如何獲得這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康德並沒有給予任何仔細的說

明。在〈論知性在判斷中的邏輯機能〉的一開始，康德使用孤立法的操作方式，

將一個判斷中的所有質料抽離，而只關注知性的形式(Verstandesform)，便能夠發

現所有判斷的思想機能(die Funktion des Denkens)。對康德而言，這是一件自明的

事，但對我們而言卻不然，因為我們在抽離一個判斷的內容後並無法馬上就看出

其所遺留下來的邏輯機能有哪些？因此，要如何證明判斷表的來源便成了一個重

要的問題。在《未來形而上學的導論》中，康德提到判斷表參考了邏輯學家既有

的成果。筆者將在本章嘗試指出，一旦瞭解判斷的邏輯形式的本質，判斷表與邏

輯學家的研究成果之間的關係亦將明瞭。 

首先，我們得弄清楚從〈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到〈論知性在判斷中的邏

輯機能〉的推論是如何進行的。也就是說，康德如何從判斷的理論分析過渡到判

斷的邏輯形式？這種過渡表面上是連貫的，但實際上卻隱含了一種方法論或討論

角度的轉換。筆者以為，康德在這裡採用的孤立法必須預設判斷的形式與質料之

區分，才能獲得判斷的邏輯形式。我們從康德的行文中知道他使用了孤立法，但

卻沒有提及判斷的形式與質料之區分。因此，康德的討論已從〈論一般的邏輯知

性運用〉中判斷的對象性認知與統一性機能的角度，轉換為判斷的形式與質料的

角度，這種角度的轉換是必要的，它能夠說明判斷與判斷的邏輯機能之間的關

係。孤立法正是將判斷的質料部份抽離，而只考慮形式的部份；若沒有預設判斷

的形式與質料之區分，孤立法之操作將無從說明我們如何獲判斷的邏輯形式。何

謂判斷的邏輯機能？它與判斷之間有甚麼關係？兩者是否是同樣的東西？若康

德採用形式／質料的區分分析一個判斷的構成，則這些問題將獲得初步的解答。 

其次，一旦確定康德使用形式與質料區分的角度分析一個判斷的構成，我們

將能進一步發現判斷表與前人的邏輯學成果之間的關係。我們也發現，先前的邏

輯學家已開始採用形式與質料的區分，藉由比較他們與康德關於形式與質料之理

解的不同，我們可以瞭解康德的這一區分在方法論上的理論意涵，以及他對判斷

形式之理解。 

筆者將本章劃分為以下幾個小節：第一節，筆者嘗試更全面地考慮康德對判

斷形式之理解。藉由比較前期與後期思想之差異，我們可以初步理解康德在〈論

知性在判斷中的邏輯機能〉中預設判斷的形式與質料之區分時，判斷的邏輯形式

應做何理解。第二節，筆者將回顧康德之前的邏輯學如何理解判斷的各種不同區

分，他們中的一些並沒有使用形式概念，有些則使用形式概念。早期的康德已使

用了形式概念於判斷的分析之中，但他將判斷的形式認定為判斷的關係或繋動

詞；1781 年之後的康德改變了這一想法，他主張判斷表中的邏輯形式即是判斷

的形式。筆者將比較康德與邏輯學家對判斷的形式在理解上的異同。第三節，當

了解了康德與前人區分各類判斷的不同後，我們便可以解釋康德的判斷表是在什

麼樣的意義下參考了前人的研究成果。第四節，透過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結論，筆

者將指出判斷表所衍生出的理論意涵。由於康德對判斷表並沒有過多的著墨，我

們很少能從其表面的結構看出其真正的意涵。所以筆者希望可以將它們解釋得更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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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判斷由形式與質料構成」的角度看判斷的邏輯形式 

康德在〈論知性在判斷中的邏輯機能〉的一開始便陳列出一張表，裡頭包含

了一切判斷的邏輯機能（或邏輯形式）。判斷表的內容基本上可以分為四類項目

(Titel)，即量(Quantität)、質(Qualität)、關係(Relation)與模態(Modalität)；每一項

目之下各有三個環節(Momente)，所以一共有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康德如何

獲得所有判斷的邏輯形式？這一問題需要一個整體的理解圖像，將〈論一般的邏

輯知性運用〉(KrV A66-9/B92-5)一節之中的基本主張放置在一起思考，視它們為

一連串緊密相連的論證。筆者將它們重構並整理為以下五個基本主張： 

一、所有知性的行動都可以回溯至判斷，知性是一種下判斷的能力。 
二、機能是一種行動的統一性，以將不同的表象放置在一個共同的表象之

下。 
三、判斷是諸多表象之間的統一性機能。 
四、當我們抽離判斷的內容，遺留下的便是判斷的邏輯形式。 
五、當我們擁有完備的判斷的邏輯形式（統一性機能）時，我們便能找到所

有知性的機能（即純粹知性概念）。 

這些主張在《純粹理性批判》第二版中以「範疇的形而上學推證」(metaphysische 
Deduktion der Kategorien)(KrV B159)的名義被提出，康德的目的是要尋找純粹知

性概念，它們是一切對象性認知（亦即一切先天綜合判斷）的客觀有效性的基礎。

要獲得這些純粹知性概念的唯一途徑是判斷的邏輯形式，因為知性同時也是下判

斷的能力，判斷的邏輯形式即知性行動的統一性。所以判斷的邏輯形式是獲得範

疇的開始點，若可以找到完整的邏輯形式，則我們也可以獲得完整的純粹知性概

念。現在面對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找到判斷的邏輯形式？一方面，第一點的內

容告訴我們，若要尋獲所有知性的統一性機能，我們必須從判斷著手，所有知性

的行動都反映在判斷中。另一方面，第四點的內容告訴我們，運用抽象思考的方

式（即孤立法）分析一個判斷，只考慮其形式而不考慮內容的部份，我們便能發

現這些判斷的邏輯機能。當我們窮盡所有知性的行動時，我們便能獲得完整的判

斷邏輯形式。 

根據上述的圖像，我們可以將「如何獲得判斷的邏輯形式？」的問題轉換為：

康德如何從〈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中的判斷理論過渡到〈論知性在判斷中的

邏輯機能〉中的判斷表？康德在前者中描述了判斷的基本特性，接著在後者中推

出判斷的邏輯形式，這兩節之間缺少了一些推論環節，或者康德預設了某些主

張，以致於我們無法理解他如何把判斷表「放置在眼前」(KrV A69/B94)。在本

論文的第二章，筆者已歸納出康德對判斷的五個界定1： 

(1) 判斷是比較各個概念，以決定概念與概念之間的邏輯關係，這種邏輯

關係可以是歸屬／不歸屬、對立／結合、連結／分離或從屬關係； 
(2) 判斷是一種表象，其透過概念認識一個對象； 
(3) 判斷是一種表象，其將不同的概念統一在一個意識中； 
(4) 藉由判斷，我們對一個概念有清晰的認知； 
(5) 判斷是由形式與質料構成。 

                                                 
1 見本論文第二章的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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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一節中只提到了(2)與(3)，卻沒有提到(5)。筆

者認為，康德必須預設(5)，才能合理地解釋所有判斷可以透過孤立法分析出它

們的邏輯形式。 

孤立法是一種排除的方法：將一個對象不予考慮的部份擱置，以便找到我們

所要的部份。一般而言，孤立法或排除法做為一種操作手段，存在著許多種可能

的角度切入研究一個對象。這一思想操作並不必然預設形式與質料的區分。對於

判斷，我們可以從主述詞的關係做分析，也可以從其他角度著手。選擇甚麼樣的

角度則完全依理論的需求而決定，康德在這裡則採用「形式與質料」區分，但他

並沒有在行文中提到判斷的形式與質料之區分，這正是(5)所主張的。筆者以為，

若要對判斷表與判斷的邏輯形式有透徹的理解，我們應該從形式與質料的區分的

角度來理解兩者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康德在《未來形而上學的導論》指出，透過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

我們可以輕易地獲得這些判斷的邏輯機能2。這彷彿是說，判斷表的內容是從邏

輯學家的現有成果中擷取過來的。若康德的判斷表與邏輯學家從事的是相同的研

究工作，我們大可主張事實正是如此。只要去閱讀康德之前的邏輯學著作（尤其

是接近他的同時代邏輯學著作），經過比較後便可以找出康德與前人之間的承接

關係。然而，康德有關判斷表之研究是否等同於之前邏輯學家的判斷研究，仍是

一個待決的問題。其中的關鍵在於，康德之前的邏輯學家不曾提出類似於判斷表

的東西，我們要如何說明判斷表與先前邏輯學的研究成果之間的關係？形式與質

料的區分正好提供了一種可行的思考方向，讓我們一步步地接近康德背後的理論

預設，同時反對判斷表只是一種任意擷取的結果。 

筆者在本論文的第二章第三節中分析判斷的各種定義時，對形式與質料的區

分已有初步的討論。在那裡所獲得的結論認為：形式與質料的區分為普遍邏輯學

的區分。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之中幾處提到這一區分，除了筆者既將討論的

判斷邏輯形式外，還包括直觀的分析(KrV A20/B34)與反思概念的分析(KrV 
A266-9/B322-5)的部份。我們只能從康德在引領讀者導向判斷表時所採用的操作

方式，才能理解其談論的背後預設了形式與質料的區分。然而，這一區分也有其

自身的解釋困難，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康德對「形式」的界定在各個思想時期都

有不同（這可以從他的邏輯學演講筆記中看出）。為了弄清楚這一主張，我們有

必要再援引邏輯學演講筆記中的觀點做為輔助。在前期的想法中，康德主張判斷

的形式即判斷中的繋動詞；在後期的想法中，康德主張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關

係。無論如何，這兩種主張與《純粹理性批判》中的想法不同，這差異有助於我

們理解《純粹理性批判》中判斷的邏輯形式的特殊之處。 

考慮了康德如何將形式與質料的區分運用於理解判斷表之後，基本上我們可

以發現康德的判斷理論的特殊之處，這完全表現在判斷表的內容中：判斷的邏輯

形式是構成一個判斷的形式條件，知性在構成一個判斷時所涉及的統一性行動不

外乎這十二類邏輯形式。這正是康德使用孤立法所獲得的最大理論成果，判斷理

論在這裡有了徹底的轉變。在第二章中，筆者已經列出所有出現在康德的文獻中

有關判斷的形式的看法，根據它們的基本想法，我們可以歸納出前期、後期與《純

粹理性批判》等三種不同的基本立場3： 

                                                 
2 Prolegomena, §39, Ak IV: 323. 
3 康德這三個不同立場的引文請參閱本論文第二章的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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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斷的邏輯形式即判斷的繋動詞：如 1770 年的 Logik Blomberg (Ak XXIV: 
274)、1772 年的 Logik Philippi (Ak XXIV: 461)與 Reflexion 3039； 

(2) 判斷的邏輯形式即判斷的關係：如 1789 年左右的 Logik Pölitz (Ak XXIV: 
579)與 Logik Busolt (Ak XXIV: 663)4； 

(3) 《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判斷表與 Reflexion 3053； 

筆者將先分析(1)和(2)所主張的特點，然後比較它們與(3)之間的差異，以試圖找

出形式與質料區分下《純粹理性批判》的判斷表的特殊性。 

 

甲、判斷的邏輯形式即判斷的繋動詞 

根據 Logik Blomberg、Logik Philippi 與 Reflexion 3039，一個判斷的形式即它

的關係，而判斷的關係只有一種，即繋動詞 ist。比較這個時期的主張與《純粹

理性批判》中判斷表的內容，我們發現兩者對繋動詞的基本看法並不完全一樣。

因為批判時期的康德不再將繋動詞理解為判斷的某個形式。筆者以為，前批判時

期的康德將繋動詞理解為判斷的形式，但批判時期的繋動詞則代表一個以統覺為

基礎而具有客觀有效性的認知。或許有人會質疑，判斷表中的肯定(Bejahende)
或定言(Kategorische)不正是涉及了繋動詞嗎？在肯定判斷中，我們使用「A 是 B」

的表達式；在定言判斷中，我們也使用相同的表達式。雖然肯定與定言判斷所要

強調的面向不同，但兩種判斷都同時涉及繋動詞 ist。這不正是說明了判斷表中

的肯定與定言即是早期所主張的繋動詞嗎？ 

事實上，這一主張與《純粹理性批判》中對繋動詞的看法相悖。最能代表康

德這一時期繋動詞的主張無疑正是第二版先驗推證的§19。康德寫到：「一個判

斷無非就是將被給予的認知帶到統覺的客觀統一性的方式。因此，關係語詞 ist
旨在於將被給予的直觀的客觀統一性區別於主觀的。」5(KrV B141-2)。引文從統

覺的客觀統一性角度定義判斷。唯有透過判斷，一切被給予的認知才能被帶到統

覺之下，並被賦予客觀統一性。相對於統覺的客觀統一性的，是根據再生產性構

想力(reproduktiven Einbildungskraft)的原則而成立的認知，但這種認知只有主觀

的有效性(subjektive Gültigkeit)。而繋動詞 ist 在一個判斷中扮演賦予一個認知客

觀統一性的角色，以區別於主觀有效性的認知。如此，從統覺的客觀統一性角度

而言，繋動詞與判斷的形式擁有不同的實質理論意涵。繋動詞賦予判斷客觀有效

性，這一客觀有效性無法用「形式」的概念來解釋，而只能透過範疇來解釋。換

句話說，判斷中的繋動詞不能完全等同於判斷的形式。 

那麼康德如何理解§19 中繋動詞所扮演的理論角色？筆者以為，在接下來的

§20 中，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康德的基本看法。§20 基本上是對 B 版先驗推證中

§15 至§19 的論證做一個小結，其中康德認為§19 所帶來的結論或所確立的觀點

是：「這一個知性的行動，透過它被給予的表象的雜多（它可以是直觀或概念）

                                                 
4 根據 Logik Busolt 的見解，康德一方主張判斷的形式是關係。然而另一方面卻又主張判斷的關

係是最能反映出判斷的本質面向，因為概念與判斷都同時擁有量、質與模態，唯判斷擁有關係。

這仿佛是說判斷的形式除了關係之外，也包括了量、質與模態。若是如此，這無疑與《純粹理性

批判》的觀點相同。基於這種模糊與不確定性，筆者將之歸諸於第二種看法。 
5 原文是：“...daß ein Urteil nichts andres sie, als die Art, gegebene Erkenntnisse zur objektiven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zu bringen.  Darauf zielt das Verhältniswörtchen ist in denselben, um die objektive 
Einheit gegebener Vorstellungen von der subjektiven zu untersche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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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被帶到一個統覺底下，是判斷的邏輯機能(§19)。因此，所有雜多是在一個

下判斷的邏輯機能面向下被規定，只要它在一個經驗直觀中給予。」6(KrV 
B143)。所有知性活動都可以追溯至判斷，因為知性是一種下判斷的能力。下判

斷的能力同時就是運用概念的能力，而概念是主動性的機能（不同於直觀做為感

受性），可以將不同的表象放置在一個共同的表象底下。現在，根據§19 對判斷

的界定，判斷的邏輯機能將不同的表象帶至統覺之下，表象被這些邏輯機能所規

定，並被賦予客觀統一性。如此，我們才能（如§19 中）宣稱：「物體是有重量

的」(die Körper sind schwer)是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而「當我負載著一個物體，

我感受到重量的壓力」(Wenn ich einen Körper trage, so fühle ich einen Druck der 
Schwere)只是一個主觀有效的判斷，因為它根據構想力的原則確立一個認知。康

德認為前一判斷中的繋動詞正好表達了一個判斷的客觀有效性。這意涵下的繋動

詞只針對一個完整的判斷而言，任何一個客觀有效的判斷都是一個完整的認知判

斷。相反的，（筆者將在稍後證明）判斷的邏輯形式仍遠不是一個完整的判斷。

所以，筆者以為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裡所主張的想法是：一個判斷中的繋動

詞並不等同於該判斷的形式。 

判斷中的繋動詞代表認知的客觀有效性，其指的是：一個判斷之所以擁有客

觀有效性，除了擁有判斷的邏輯形式之外，它還需要範疇的參與。單純的判斷形

式並不足以賦予認知客觀有效性，一個僅僅符合判斷表達形式的認知雖然由邏輯

形式構成，但我們遠不能說它具有客觀有效性；否則任意的判斷只要符合正確的

表達方式便具有客觀有效性，那我們也不必談認知的客觀有效性問題了。這也正

是為何康德除了找出判斷的邏輯形式之外，還得尋找純粹知性概念。判斷的邏輯

形式只幫助知性安排所有被給予的表象如何以判斷的方式出現，至於這些被給予

的表象的內容是如何被知性抓取、貫穿與連結(durchgegangen, aufgenommen, und 
verbunden werde)，則必須依靠構想力的綜合能力(KrV A77/B102)。而綜合能力的

基礎（即純粹綜合）與依據的規則就是範疇（純粹知性概念）。在沒有範疇參與

的情況下，一個認知的根據只能源自於再生產性構想力的原則，這種認知只具有

主觀的有效性。康德在邏輯學演講筆記中並沒有提到任何有關範疇的想法，我們

也看不出那裡的想法是否與範疇有關連，因為範疇理論似乎不是一門普遍邏輯學

授課應有的內容。康德在 1770 左右開始進行範疇的研究工作，但它仍獨立於判

斷的邏輯形式的研究，直到 1777 年左右，康德才開始思考範疇與判斷邏輯形式

之間的理論關係7。在《純粹理性批判》中，當康德主張繋動詞表達了一個判斷

的客觀有效性時，繋動詞所涉及的不只是判斷的邏輯形式，同時也涉及了範疇8。

                                                 
6  原文是：“Diejenige Handlung des Verstandes aber, durch die das Mannigfaltige gegebener 
Vorstellungen (sie mögen Anschauungen oder Begriffe sein) unter eine Apperzeption überhaupt 
gebracht wird, ist die logische Funktion der Urteile (§19).  Also ist alles Mannigfaltige, so fern es in 
Einer empirischen Anschauung gegeben ist, in Ansehung einer der logischen Funktionen zu urteilen 
bestimmt. ”。 
7 兩個最早的判斷表雛形分別出現在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Ak XXIX: 37)與 Metaphysik 
L1(Ak XXVIII: 186)中，關於這方面的討論可參閱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47。 
8 筆者在這裡的證明直接援引先驗推證的證明，似乎帶有倒果為因的嫌疑，因為筆者所援引的段

落與觀點是為了證明範疇的客觀有效性。這件事本身是康德要證明的，但筆者卻將之視為一個已

被證明的事實來說明筆者自身欲主張的論點。然而，本研究的極限也只能到此為止，因為範疇的

客觀有效性的證明本是一個獨立且重要的問題，筆者無能負擔起這一證明的工作。所以只能暫時

將之視為一個已被證明為成立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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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純粹理性批判》中繋動詞的意涵不同於邏輯學演講筆記，因為後者並不

考慮判斷的客觀有效性問題，繋動詞做為判斷的形式僅僅具有連結主詞與述詞的

功能。 

若上述的分析是正確的，我們可以確定批判時期對繋動詞的理解不同於前批

判時期的理解。一方面，前批判時期將判斷的邏輯形式等同於繋動詞，但批判時

期的判斷邏輯形式則是判斷表中所列出的十二個邏輯機能，這十二個邏輯機能中

無一能等同於繋動詞。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主張「繋動詞」不止做為一個

完整判斷中連繫主詞與述詞的 ist，同時也代表了該判斷的客觀有效性，所以它

所承截的理論意涵不是判斷的邏輯形式所能涵蓋的。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卻遠

遠不是完整的判斷，而是一個完整判斷的構成部份。因此，繋動詞不是判斷的邏

輯形式。另一方面，若「繋動詞」意指一個判斷的客觀有效性，則一個判斷的客

觀有效性無法單靠判斷的邏輯形式確立，它還需以範疇為根據。沒有範疇，一切

認知就沒有客觀有效性。早期的康德將判斷的形式理解為繋動詞時，並不考慮一

個認知的客觀有效性問題。康德在那裡仍依循著普遍邏輯學的研究方式考慮判斷

的形式，判斷之中的繋動詞只做連結概念的解釋，而無關一個判斷是否具有客觀

有效性。因此，前批判時期繋動詞的理解不同於批判時期的繋動詞理解。 

根據筆者在本節一開始所指出的整體圖像：先驗邏輯學按知性做為一種下判

斷的能力來考慮判斷的邏輯形式的問題，判斷的邏輯機能就是知性的統一性行

動。康德很早就有「知性做為一種下判斷的能力」的想法9。判斷表中有十二個

基本的邏輯形式，為何前批判時期卻主張判斷的形式只有繋動詞呢？筆者以為可

能的原因是：康德在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中所界定的判斷，預設只

有定言判斷才是最基本的判斷，諸如假言與選言判斷等等是複合判斷，它們由定

言判斷所構成。一切複合判斷都可以被分析為許多最小單位的基本判斷，而且這

些基本判斷都是定言判斷。因此定言判斷是一切判斷之基礎，我們只需考慮定言

判斷的形式，便足以說明所有判斷共有的特徵。定言判斷中的主詞與述詞是質

料，而繋動詞是形式。康德雖同時提到定言、假言與選言判斷，但只需針對定言

判斷的繋動詞，我們便可以界定判斷的形式。 

 

乙、判斷的邏輯形式即判斷的關係 

根據 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的主張，判斷的邏輯形式即判斷的關係。首

先得注意的是，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並不是前批判時期的作品，它們是康

德分別於 1789 年與 1790 年講授的內容。這距離《純粹理性批判》的初版後已近

十年，距離第二版也有兩三年的時間。這個時期的康德依然堅持判斷是知性行動

的結果10；同時，延續與《純粹理性批判》相同的主張，康德認為知性的行動有

四類：量、質、關係與模態11。藉由四類機能的區分，我們可以產生各種不同類

型的判斷。然而康德談及判斷的形式時，其表述方式帶有模糊，以致於我們無法

掌握康德真正的意思，這尤其在 Logik Busolt 中最為明顯。在那裡，判斷仍然可

                                                 
9 請參看第二章的注 51。 
10 Logik Pölitz, Ak XXIV: 577; Logik Busolt, Ak XXIV: 662 
11 其原文是：“Wir kommen jezt zu den Verstandes Handlungen, die bei jedem Urteil sind.  Sie 
können auf folgende 4 reducirt werden.  Die Urteile können betrachtet werden: 1.)Der Qualitaet nach... 
2.)Der Quantitaet nach... 3.) Der Relation nach... 4.) Der Modalitaet nach... Jede dieser 4 Functionen 
des Verstandes geben einen Unterschied der Urteile.” Logik Pölitz, Ak XXIV: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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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形式與質料的角度區分出相同的四種類型的機能，然而康德認為量（康德在

這裡使用“Sphäre”）、質與模態並不能真正反映出判斷的本質面向，因為概念也

同樣擁有這三個面向，唯有判斷才擁有關係的形式12。若要從形式的角度界定判

斷，只有判斷的關係能提供一個本質性的說明。至於概念為何擁有量、質與模態

的機能，康德並沒有給予任何說明。所以，既使康德已經提及了判斷的四個知性

機能，他仍然認為從形式與質料的角度區分時，判斷的形式指的是判斷的關係。 

Logik Pölitz 只在判斷的關係中提及形式與質料的區分，卻不見這區分出現在

量、質與模態的談論中，彷彿量、質與模態不是判斷的形式。所以筆者將它與

Logik Busolt 的主張一同理解為「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關係」。其中，Logik Busolt
的觀點最為清楚：一個判斷的質料即一種認知，藉由它我們認知到一個對象；一

個判斷的形式即這些認知的關係，判斷的質料是概念或判斷13。定言判斷的質料

是兩個概念；假言判斷的質料是兩個判斷；選言判斷的質料是兩個或以上的判

斷。當 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主張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關係，而判斷的關係

有三種（即主詞與述詞的關係、原因與結果的關係與整體與部份的關係），則它

至少避免了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第二版的§19 中的批評。 

無論是早期的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還是晚期的 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它們都主張一個判斷的形式即一個判斷的關係；兩個觀點之間的不

同之處在於，前者認為判斷的形式是繋動詞，後者認為不同類型的判斷擁有不同

的關係做為形式。兩個時期主張之間的差異可以從質料的面向看出。當我們認定

判斷的質料只有一類，即概念；而在數量上只涉及兩個概念，則我們自然能夠說

判斷是兩個概念之間的關係的表象。當我們認定判斷的質料不只一類時，我們有

必要重新考慮應如何理解「判斷的關係」。若出現不同的質料，判斷安排質料的

方式也有可能出現不同。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的觀點顯然考慮到判斷的質

料會有不一樣，而這差異是無法用單一的形式或關係來解釋其安排方式。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一個判斷的質料之不同，其相應的形式也會有所

不同？當一個認知判斷以概念為其質料時，這是一個定言判斷。定言判斷由一個

主詞與一個述詞構成；主詞與述詞以概念的方式出現，因此我們說它是以概念做

為質料。繋動詞表達判斷的質料（或概念）之間的歸屬關係：述詞概念屬於或不

屬於主詞概念。比較有疑問的是判斷做為判斷的質料，判斷如何可能同時是形式

又是質料？很明顯的，一個判斷不可能以自身為質料，否則會面對自我指涉的問

題。所以，當判斷為質料時，我們必須加上條件的限制（如 Reflexion 3049 中所

寫的）：一個判斷只能以其他判斷(andere Urtheile)為其質料。換句話說，判斷不

能以自身為自身的質料。事實上，判斷也不可能以自身為質料，我們只需用例子

便能說明這一點。康德認定只有兩類判斷是以判斷做為其質料：假言與選言判

斷。假言判斷的表達式「若 A 則 B」與選言判斷的表達式「A 或 B 或 C...」中，

A、 B 與 C 等等都是該判斷的質料；就認知的面向而言，它們同時也是個別單

一的判斷。當我們個別考慮這判斷時，並拿假言與選言判斷來做比較，我們發現

這些單獨的判斷永遠不可能等同於假言與選言判斷。無論是 A 或 B 或 C 等等都

不等同於「若 A 則 B」與「A 或 B 或 C...」，當判斷的質料是判斷時，前者不等

於後者，這也是假言與選言判斷的特殊之處。 

                                                 
12 Logik Busolt, Ak XXIV: 663 
13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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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了判斷的質料面向後，讓我們回到判斷的形式面向。一個判斷的形式即

認知之間的關係。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都認為定言判斷中的兩個概念之間

的關係以繋動詞為連結；假言判斷中的兩個判斷用原因與結果(Grund und Folge)
連結；選言判斷則用整體與部份的關係(Verhältnis der Teile zum Ganzen)連結判斷

中的所有認知14。因此，康德肯認了三種判斷的形式：繋動詞、原因與結果及整

體與部份。這三種判斷的形式根據不同類型的質料而有所不同。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主張判斷的形式是繋動詞，這只能解釋定言判斷，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的解釋顯然考慮了假言與選言判斷的形式不同於定言判斷，也無

法而繋動詞來解釋，因此判斷的形式有三種。 

康德如何確定判斷的形式不外乎這三種？康德並沒有解釋。其中一個可能的

解釋就是質料：考慮到不同類型的質料，其被安排的方式足以決定判斷的類型。

質料有兩種，概念與判斷；從涉及的數量而言，它們可能是兩個或兩個以上。任

何關係都涉及至少兩個關係項，這是關係的特性。如此，我們可以獲得四種可能

的組合：(a)兩個概念；(b)兩個以上的概念；(c)兩個判斷；(d)兩個以上的判斷。

(a)是定言判斷；(c)是假言判斷；(d)是選言判斷。我們可以排除一個概念與一個

判斷的情況。在一個概念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形成認知，因為知性對概念的運用

就是下判斷，一切概念只能在判斷中才有認知意涵。當判斷做為質料時，若數量

上只有一個判斷，它也不具有認知機能，因為這類判斷只以自身為質料。兩個概

念的認知的統一表象以繋動詞做為連結的形式，說明了兩個概念之間的歸屬關

係。而兩個以上的概念，我們可以根據概念與概念之間的邏輯關係將它們歸入(c)
或(d)的分析中。若概念之間的關係涉及原因與結果，則它們實質上是假言判斷；

若概念之間的關係涉及整體與部份的關係，則它們實質上是選言判斷。因此，按

質料的類型而言，判斷的形式終歸只有三種。 

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的基本想法離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的想法

還有一段距離，因為《純粹理性批判》裡頭的判斷表除了認定關係之外，還包括

了量、質與模態。雖 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同樣主張知性的行動有四種，這

與《純粹理性批判》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論及判斷的形式時，康德的想法卻非

常不明確的：Logik Pölitz 只肯定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關係，Logik Busolt 則不否

認判斷的形式除了關係以外，還包括量、質與模態。雖然他提及量、質與模態做

為判斷的機能，但它們是否同時也是判斷的形式，我們就不曉得了。 

無論如何，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只提到關係做為形式，這彷彿是說，

知性的機能（有量、質、關係與模態）與判斷的形式（只有關係）是兩種本質上

毫無理論關係的事物。要解釋它們與《純粹理性批判》的箇中差異，我們必須回

到本節一開始所提出的整體圖像，其中一個主張是：知性是下判斷的能力，所有

知性的行動都可以回溯至判斷。當我們能夠獲得所有判斷的邏輯機能時，我們也

就把握了知性的所有統一性行動。純粹知性概念是先驗邏輯學的獨特理論研究，

因為它是對象認知的先天根據與源起，知性統一性行動的每一個環節與面向的機

能都與範疇有關（因為判斷的形式可以推出範疇），所以我們不能忽略其他而只

考慮其中的某一部份。而康德講授的普遍邏輯學目的不是對象認知的先天源起問

題，而是思想的一般形式條件問題。所以，《純粹理性批判》與邏輯學演講筆記

的理論旨趣一開始就不一樣了，要面對的問題也會不一樣。 

                                                 
14 這一段解釋與《純粹理論批判》中解釋關係判斷時的觀點相同，見 KrV A71-6/B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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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這時期的觀點主張定言判斷的形式是繋動詞時，它對繋動詞的理

解也全完離開了《純粹理性批判》的解釋。《純粹理性批判》中的繋動詞不做判

斷形式的意涵理解。Logik Pölitz 與 Logik Busolt 的解釋顯然只從普遍邏輯學的角

度考慮了判斷的形式問題，不將繋動詞理解為一個涉及客觀有效性的問題。 

回到《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判斷表，從判斷的理論分析到獲得判斷的邏輯形

式的過程中，康德在方法論上有一種轉變：判斷的理論分析指出，判斷是知性的

統一性行動，若要找到其中有哪些統一性機能參與了判斷的構成，我們必須從判

斷的形式著手研究，這必須透過形式與質料的角度才能進行。知性是一種下判斷

的能力，判斷的理論分析指出知性的運作帶有統一性的特性。知性的統一性行動

同時也是判斷的邏輯形式。因此，當我們掌握判斷的邏輯形式的同時，我們也理

解了知性的統一性行動有哪些。最基本的判斷形式同時也是最基本的知性行動，

而完整的判斷的邏輯形式則反映了完整的知性統一性機能。康德發現，當我們將

判斷的認知內容與質料抽離時，我們會發現判斷的形式一共有四類：量、質、關

係與模態，每一類之下各有三個環節，一共是十二種基本的邏輯形式。康德認為

它們不止是最基礎的，而且宣稱這個判斷表是完備的(KrV A69/B94)，其窮盡了

所有可能類型的基本形式。因此，所有的認知判斷不外乎由這十二類邏輯形式構

成，無一例外。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總結，前批判時期的康德主張判斷的形式只有一

種，即判斷的繋動詞。與此同時，判斷做為知性的行動並沒有與判斷的形式連繫

在一起思考。主張判斷的形式是判斷的繋動詞無疑只能解釋定言判斷，它沒有考

慮到假言與選言的形式。雖然康德同時也提到量、質等等的區分，但他卻不曾將

它們視為判斷的形式。後期邏輯學演講筆記的康德主張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關

係，它繼承了《純粹理性批判》的基本想法，將判斷做為知性的行動與判斷的邏

輯形式放置在一起考慮，但也只有判斷的關係，至於量、質與模態是否也為判斷

的形式則不甚明確。它雖然承認了量、質、關係與模態做為判斷的機能或知性的

行動，但關係在那裡明顯占有重要的位置。但談到判斷的形式時，康德只提到了

關係的面向，我們不確定量、質與模態在這裡的真正作用與理論角色，也不確定

它們是否也為判斷的形式。因此這個時期的想法只承認了判斷的形式至少有三

類：繋動詞、原因與結果及整體與部份之關係，它們分別為定言、假言與選言判

斷的形式。《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判斷表不同於上述兩種觀點，康德主張知性的

統一性機能同時也是判斷的形式，它真正地反映了心靈構成一個判斷時所必須參

與的統一性行動。而構成判斷的基本邏輯形式不外乎康德在判斷表中所列出的十

二個。 

以上從康德哲學的內部分析了康德對判斷形式的不同理解。若以《純粹理性

批判》中對判斷的形式的看法為判準，早期的康德只區分出一種判斷形式（即繋

動詞），那其他的區分（諸如全稱、特稱、可能的判斷等等）只做知性行動理解，

它們卻不是判斷的形式，那它們要如何被解釋？筆者認為，判斷表中的邏輯形式

之區分不同於早期的各種判斷之區分，也不同於以往邏輯學家的區分。兩者處理

的是本質上不一樣的東西，筆者將之視為判斷形式(Urteilsformen)與判斷類型

(Urteilsarten)的不同。筆者將在下一節以此區分說明《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判斷

邏輯形式之本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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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康德之前的邏輯學家如何理解判斷的形式？ 

若要知道康德與他之前的研究是兩種截然不同的工作，我們應該比較他們之

間的不同。前批判時期的康德主張一個判斷的關係即該判斷的繋動詞，事實上這

一想法與過去一些邏輯學家的想法相類似。這一主張預設了只有定言判斷才是最

基本、不可進一步被分析的判斷，其他類型的判斷都由定言判斷所構成。其中最

為人所知的便是 Arnauld 與 Nicole 合撰的 Port-Royal Logic。Port-Royal Logic 在

判斷的部份區分了一個判斷的形式部份與質料部份，它認為判斷的形式就是繋動

詞，判斷的質料就是主詞與述詞。另外一個有名的例子是 Lambert 的 Neues 
Organon，他認為一切判斷根據它們的形式可以區分為四種。康德將判斷的邏輯

形式區分為量、質、關係與模態的做法首先正是得益於 Lambert 的這一區分15。

然而 Lambert 只提到了語句「根據它們的形式」(nach ihrer Form)可以區分為四

種，但他並沒有使用「量」、「質」、「關係」與「模態」等術語標示之16。關

於 Lambert 的基本主張，筆者還會在第四章中做仔細的分析。 

康德之前的邏輯學家已經使用了形式與質料的區分來從事判斷理論的研

究，但更多的邏輯學家並沒有採用這一種區分，例如我們已提到了吳爾芙、Meier
甚至亞裡斯多德也沒有使用形式的概念來分析判斷的構成。若是如此，我們應該

如何解釋使用與不使用形式的角度之間的不同？筆者以為這是兩種不同的解釋

方式，這可以借用判斷形式與判斷類型的區分來說明17。判斷形式與判斷類型是

站在康德《純粹理性批判》的立場與角度所做的一個區分，尤其判斷形式的意涵

是建立在筆者先前分析的基礎之上。康德的判斷理論的最大特色在於，判斷是心

靈認知活動與機能所產生的認知，知性本質上就是一種下判斷的認知機能。知性

的統一性機能與判斷的形式是同一件事，康德認為形式即安排或連結既與概念的

方式18。任何一個判斷的形式都是知性所賦予，而不是由知性以外的其他能力所

給予。康德之前的邏輯學家或者不從認知機能的角度理解判斷，並分析它們的構

成，或者形式並非以認知機能為其基礎。這意涵下的形式概念只是某一些判斷所

共有的性質，卻沒有考慮到認知機能在這裡所具有的重要性。若所有判斷都含有

量、質、關係與模態等四類形式，則每一個判斷形式遠非一個完整的判斷，任何

一個完整的判斷都由四種邏輯形式所構成。相反的，判斷類型的對象是完整的判

斷，各種不同類型判斷的區分是根據一些判斷擁有某些共同性質所成立。例如，

《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全稱、特稱與單稱是判斷形式之區分，它們遠非完整的判

斷；Logik Blomberg 中的全稱與特稱卻是判斷類型之區分，康德並不將它們視為

判斷之形式，相同意涵的區分也可見於其他邏輯學家的著作。若以康德在《純粹

理性批判》中的判斷表做為一個判準，則判斷表中十二個邏輯形式是判斷形式，

而非判斷類型。相反的，早期的康德與之前的邏輯學家所做出的是判斷類型的區

分，因此他們並沒使用形式概念分析判斷的構成，或者其中有些人使用了形式概

念，卻只承認了某些判斷形式，而其餘的區分是判斷類型。接下來筆者將透過一

                                                 
15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51. 
16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9, p. 90. 
17 判斷形式與判斷類型之區首見於 Tonelli。雖然 Tonelli 並沒有明確交待這兩個術語之間是否有

任何嚴格劃分，但筆者以為他在使用這兩個概念分析康德之前 50 年的邏輯學著作時預設了它們

的理論意涵是不同的。請參看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18 “Die Form ist in der Logik die Art und Weise der Zusammenstellung und Verknüpfung von 
gegebenen Begriffen”, Logik Dohna-Wundlacken, Ak XXIV: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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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實際的邏輯學例子，以說明判斷形式與判斷類型的區分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康

德賦予判斷形式之特殊意涵。 

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裡認為一個基本、不可進一步被分析的命題是由一

個名詞和一個動詞所構成，否則它是複合的命題19。複合命題由一個以上的名詞

與動詞所構成。一個簡單的命題可以是肯定的或否定的。命題的主詞可以是一個

普遍者，也可以是一個個別者20。其中，當普遍者做為命題的主詞時，我們可以

全稱地使用它，也可以非全稱地使用它，前者稱之為全稱命題，後者稱之為特稱

命題。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命題的主詞而劃分出三種不同的命題：全稱命題、特

稱命題與單稱命題。除了以上的區分外，亞裡斯多德還提到了另外一種區分：可

能的、偶然的、不可能的與必然的，它們可以被表述為肯定的或否定的21。亞裡

斯多德並沒有為以上所有各種不同的區分冠上任何特殊的概念術語（例如「量」

與「模態」）標示之。我們可以發現，全稱、特稱與單稱命題的區分取決於命題

之中的主詞概念，肯定與否定命題的區分決定於命題之中的動詞（或繋動詞）。

而可能、偶然、不可能與必然命題卻又不同於其他的區分，因為一般的命題並不

附加上任何這四類模態語詞。 

在《分析前篇》中，亞裡斯多德的區分又不同於《解釋篇》。亞裡斯多德考

慮的是可以為做一個三段論推論的前提的命題，它是由一個主詞與一個述詞，外

加一個動詞所構成22。他認為命題（即做為三段論中的前提）可以是實然的、必

然的或可能的23。這一區分不同於《解釋篇》，亞裡斯多德似乎在那裡區分了擁

有模態語詞的命題與沒有模態語詞的命題；而這裡則將兩者並置在一起成為三

類，其中沒有模態語詞的命題為實然命題，而且這區分少了不可能與偶然命題。

這三種命題分別可以區分為肯定與否定命題，這與《解釋篇》一樣。而肯定與否

定命題中，有一些是全稱命題，或者是單稱命題，或者是不定命題。不定命題即

《解釋篇》中主詞做為普遍者卻不做為全稱使用的命題。 

在 Deutsche Logik 中，吳爾芙首先區分肯定語句(bekräftigender Satz)與否定

語句(verneinender Satz)24。當我們說某物屬於某物時，此為肯定語句；當我們說

某物不屬於某物時，此為否定語句。語句可以區分為全稱語句、特稱語句與單稱

語句25。除此之外，語句還可以被區分為條件(Bedingung)與斷言(Aussage)26。吳

爾芙解釋條件語句與斷言語句的方式不同於一般而言的假言判斷與定言判斷。每

一個語句都以一個根據(Grund)為基礎，這一個根據可以是內在於事物自身的，

也可以是外在於事物的。例如：「石頭是有重量的」，重量是石頭的內在性質，

所以這語句的根據是建立在事物自身本有的性質；「石頭是熱的」，熱並非石頭

的內在性質，而是外在的因素（如太陽或火爐）所造成，因此這語句的根據是建

立在事物之外的原因。條件語句將一個語句的根據（無論這根據是內在的或是外

在的）清楚地表達在語句之中，而斷言語句則隱藏了語句自身的根據。吳爾芙還

區分了思慮語句(Erwägungs-Sätze)與執行語句(Ausübungs-Sätze)27，這之前的所有

                                                 
19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 17a9f. 
20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II, 17a39f. 
21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XII, 21a34f. 
22 Aristotle, Priora Analytica, I, 24b17f. 
23 Aristotle, Priora Analytica, II, 25a1f. 
24 Wolff, Deutsche Logik, III, §3, p. 157. 
25 Wolff, Deutsche Logik, III, §5, p. 158. 
26 Wolff, Deutsche Logik, III, §6, p. 159. 
27 Wolff, Deutsche Logik, III, §12, 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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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語句都是思慮語句，執行語句則類似於帶有實踐與行動意涵的語句。根據一

種解釋(Erklärung)而獲得一個思慮語句，稱之為基礎語句(Grund- Sätze)；根據一

種解釋而獲得一個執行語句，稱之為要求語句(Heische-Sätze)28。 

吳爾芙在 Lateinische Logik 中的區分又不同於 Deutsche Logik29。筆者簡單地

列出他在那裡的區分：(1)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2)定言語句與假言語句；(3)單
稱、特稱與全稱語句；(4)可證明的與不可證明的語句；(5)理論與實踐語句；(6)
單一語句與複合語句，而複合語句又可分為連言(kopulativ)與選言語句。無論是

在 Lateinische Logik 或者是 Deutsche Logik，吳爾芙都沒有提到有關模態語句的

區分。同時，他還多出了一些普遍邏輯學不會考慮的分類，例如可證明的與不可

證明的、理論與實踐語句等等，這些區分至後來仍被一些邏輯學家（例如 Knutzen
與 Meier）延用，也是吳爾芙學派邏輯學的一個特色。 

以上所引亞裡斯多德與吳爾芙區分各種不同的判斷，並沒有直接使用「質」、

「量」等特殊的概念術語來標示各種不同的區分，同時也沒有使用形式的概念來

分析一個判斷的構成。這種種不同的區分是根據判斷所共同擁有的性質、且透過

分析的方式發現而做出的分類，因而不是分析構成一個判斷所應有的普遍形式條

件；這各種不同的區分更像是對判斷與命題總集中的各種不同判斷進行分類工

作。若亞裡斯多德與吳爾芙的談論與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的談論一樣，亦

即判斷的邏輯形式，則他們談論的對象將不會是一個完整的判斷。任何一個判斷

都由好幾種不同的邏輯形式所構成，因此每一個邏輯形式都不可能是一個完整的

判斷，但亞裡斯多德與吳爾芙不做此理解。 

接下來舉 Meier 分類的例子。Meier 使用「質」與「量」標示兩類不同的判

斷。他雖然使用了質與量的概念，卻不將之理解為邏輯形式意義下的區分。因此，

Meier 的區分仍停留在對各種不同類型的判斷進行分類的工作。首先，Meier 區

分(1)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他認為一個判斷的性質(Beschaffenheit)表現在判斷的

肯定與否定，他稱之為判斷的質(qualitas iudicii)30；(2) 判斷的條件 (Bedingung 
der Urtheil; hypothesis, conditio iudicii)是使得判斷為真的基礎，這基礎可以進一步

被劃分為三種31：充份與不充份的(zureichende oder unzureichende)條件、內在的

與外在的(innerliche oder äusserliche)條件、絕對必然的與偶然的(schlechterdings 
nothwendige oder zufällige)條件；(3)一個判斷的主詞可以是一個個別或抽象

(einzelner oder abstracter)概念，前者稱為單稱判斷，後者稱為共同判斷(gemeines 
Urtheil; iudicium commune)，Meier 稱之為判斷的量(quantitas iudicii)32；另一方

面，Meier 也區分全稱判斷(allgemeines Urtheil; iudicium universale)與特稱判斷，

這一區分不是建立在主詞概念的性質，而是考慮所有述詞概念是否包含在主詞概

念之下33；(4)當一個判斷只有一個主詞與一個述詞，此為單一判斷(einfaches 
Urtheil; iudicium simplex)；若一個判斷含有一個以上的主詞與述詞，此為複合判

斷(zusammengesetztes Urtheil; iudicium compositum)34；(5)條件判斷(bedingtes 

                                                 
28 Wolff, Deutsche Logik, III, §13, p. 161-2. 
29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35-6. 
30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294. 
31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297-298. 
32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1. 
33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1. 
34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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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theil; iudicium hypotheticum) 與 選 言 判 斷 (disjunctives Urtheil; iudicium 
disiunctivum) 35 ；  Meier 還區分了 (6)純粹判斷 (reines Urtheil)與非純粹判斷

(unreines Urtheil)36；(7)理論判斷(Erwägungsurtheile; iudicia theoretica)與實踐判斷

(Übungsurtheile; iudicia practica)37；(8)可證明的判斷(erweisliche Urtheils; iudicia 
demonstrativa) 或 不 可 證 明 的 判 斷 (unerweisliche Urtheils; iudicia 
indemonstrativa)38。 

Meier 區分了如此多種不同類型的判斷，但他仍沒有考慮到判斷形式的問

題。以上所做的只是區分出各種可能類型的判斷，卻不考慮構成一個完整判斷的

形式條件為何，亦即判斷的邏輯形式有哪些的問題。如此可以發現，邏輯學家對

判斷所做的工作只是從各種不同的角度或者判斷自身的特性而區分出不同類型

的判斷。按照形式(Form; forma) 的原意 eidos 而言，藉由判斷自身的性質所成立

的各種分類雖可理解為判斷的形式，但這一形式的意義與康德所謂的邏輯形式的

意涵仍有差距。因為他們的區分只就考查的對象自身而言，卻沒有發現判斷的根

源是知性的統一性機能作用的結果。另一方面，根據 eidos 原意下的形式意涵在

一些邏輯學著作中無法得到合理的解釋，例如 Port-Royal Logic 運用了形式與內

容（或質料）的區分，但它的形式概念並非 eidos 意義下的形式。因為除了形式

的區分外，Port-Royal Logic 同時還根據質料的特性區分了各種不同類型的判斷，

其對象仍是完整的判斷，而非判斷的構成。 

Port-Royal Logic 已開始運用形式與質料的角度研究判斷理論，並區分各種

不同類型的判斷，但判斷的形式與各種不同類型的判斷並非意指同一個東西。

Port-Royal Logic 認為判斷或命題至少有兩個語詞(terms)，其中一個做為命題的主

詞，另一個則做為命題的述詞39。判斷是心靈比較兩個觀念(ideas)，以決定它們

彼此的結合或分離關係。單純的兩個語詞無法構成命題，它還必須表明兩個語詞

之間的連結或分離關係，因此必須加上一個繋動詞「是」表示結合關係，「不是」

表示分離關係，此分別為肯定與否定命題。根據命題中的主詞，命題可以被區分

為全稱、特稱與單稱40。命題的全稱與特稱稱之為命題的量(quantity)；命題的肯

定與否定稱之為命題的質(quality)，而肯定與否定同時也是命題的形式41。按照上

述分析，我們可以推斷，若任何一個命題都由一個主詞、一個述詞與一個動詞構

成，則動詞是一個命題的形式，主詞與述詞就是命題的質料。換言之，命題的量

是根據命題的質料所做出的區分。命題的形式除了可以區分出肯定與否定外，還

可以區分出可能的、偶然的、不可能的與必然的，此稱為模態(modal)42。模態只

影響一個命題的形式或動詞，卻不影響它的質料部份。命題的質料除了可以區分

出量外，還可以區分出簡單與複合命題(simple and compound propositions)，前者

只有一個主詞與一個述詞，後者則有一個以上的主詞與述詞43。複合命題又可以

被區分為好幾類，例如因果、選言、連言判斷等44。 

                                                 
35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5, §307. 
36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9. 
37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12. 
38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13. 
39 Port-Royal Logic, p. 82-3. 
40 Port-Royal Logic, p. 83. 
41 Port-Royal Logic, p. 84. 
42 Port-Royal Logic, p. 95. 
43 Port-Royal Logic, p. 86. 
44 Port-Royal Logic, p. 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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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oyal Logic 與亞裡斯多德、吳爾芙與 Meier 最大的不同在於它使用了形

式與質料的區分分析各類不同的判斷，並且在形式與質料的架構下進一步區分出

各種不同類型的判斷。一切判斷都有形式與質料的部份，形式是判斷之中的動

詞，它反映了心靈認知的結合與分離表象的能力。主詞與述詞是判斷的質料部

份。無論是亞裡斯多德、吳爾芙還是 Meier 都不曾明確地使用形式概念於判斷理

論之中，他們都認為任何一個判斷或命題都必須擁有動詞，卻沒如 Port-Royal 
Logic 般主張這動詞即判斷的形式。他們所分析的對象是完整的判斷，並分析出

它們所共有的性質，各種不同的區分就是建立在這些共有性質的基礎上。

Port-Royal Logic 使用了「質」與「量」的概念來說明判斷的兩類最常見的區分。

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動詞，判斷中的動詞可以區分出兩類命題：肯定與否定判

斷，肯定與否定即判斷的質。因此，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質。按照判斷的動詞，

除了可以區分出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外，還可以區分出模態判斷。模態判斷不止

擁有動詞，而且還擁有模態語詞。模態判斷是一個特殊類別的判斷，因為模態語

詞影響判斷的動詞，卻無關乎判斷的主詞與述詞。其餘不同類型的判斷則根據判

斷的主詞與述詞的特性做出區分。基本上，若將形式與質料的概念先擱置暫不考

慮，我們可以發現 Port-Royal Logic 與亞裡斯多德、吳爾芙及 Meier 的區分方式

幾乎是一樣的，例如肯定與否定取決於判斷的動詞、簡單與複合判斷取決於判斷

中主詞與述詞的數量等等。那麼，Port-Royal Logic 添加上形式與質料的概念是

否有何理論上的作用？作者並沒有給予任何說明。Port-Royal Logic 認為，任何

一種關於判斷的認知，心靈擁有兩個語詞是不足夠的，它還必須連結或分離這兩

個語詞。「是」與「不是」正好反映了心靈的這一行動。心靈的行動是連結與分

離，且連結與分離是判斷的質，這是一回事；而肯定與否定或判斷的質等於判斷

的形式，這又是另一回事。邏輯上，我們可以從這兩件事之間的傳遞關係推斷出

心靈的行動即判斷的形式。但 Port-Royal Logic 並沒有如此明確地主張；若真是

如此，這無疑已逐步接近康德早期邏輯學演講筆記的基本想法了。 

縱使 Port-Royal Logic 的主張隱含判斷的形式即心靈的行動，它仍沒有說明

為何只有判斷的質是判斷的形式，而其他的區分卻不是判斷的形式，一如康德在

《純粹理性批判》主張判斷的邏輯形式。筆者以為，作者所認定的判斷形式仍與

康德的判斷的邏輯形式不同，作者的形式意涵仍不能完全等同於康德在《純粹理

性批判》中所預設的形式意涵。亦即，Port-Royal Logic 無論是按判斷的形式還

是按判斷的質料所做出的各種不同分類，都不是康德意義下的邏輯形式的分類。

只要舉例就能清楚說明這一點，判斷的質與量之結合可以產生 AEIO 四類不同的

判斷，而質與量對 Port-Royal Logic 而言是形式與質料的結合，對康德而言卻是

形式與形式之間的結合。更重要的是，若 Port-Royal Logic 的形式概念不同於康

德所謂的邏輯形式，則它所做出的各種不同分類並非判斷形式，而仍是判斷類型

的區分。亦即，從形式的角度而言，我們可以區分出兩種不同種類的判斷，一種

涉及質，另一種涉及模態；從質料的角度而言，我們可以區分出量、簡單及複合

判斷等等。所以，Port-Royal Logic 中的形式概念仍不同於康德在《純粹理性批

判》中所蘊涵的形式概念。相較起來，Port-Royal Logic 的形式概念更接近於康

德前批判時期的想法。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已採用了形式與質料的區分，它們主張判斷

的形式即判斷的關係，這已在上一節中分析。這兩個筆記的內容仍不同於康德在

《純粹理性批判》的主張。它們認為判斷關係只有一種，即判斷之中的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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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質料即判斷中的概念或主詞與述詞。與繋動詞相關的兩類判斷是肯定判斷

與否定判斷，它們分別表述了概念與概念之間的結合與分離的關係。這一結合與

分離的關係是一切判斷所共同擁有的性質。以 Logik Blomberg 為例，除了區分肯

定與否定之外，其餘的各種區分並非判斷的形式，例如裡頭區分了量（即全稱、

特稱與單稱判斷）、或然的與實然的、假言的與選言的、理論的與實踐的判斷等

等45。所以 Logik Blomberg 所做的區分仍然是判斷類型，Logik Philippi 之中的分

類也是如此。 

在《純粹理性批判》中，康德將邏輯形式區分為四類，這一分類最大的特點

在於其系統性與普遍性。判斷表所涵蓋的內容是一切所不可或缺的形式條件，這

普遍性的意含可分為兩個層面言之：第一個層面是所有判斷都具有量、質、關係

與模態，第二個層面是每一類形式都不外乎由其自身三個之中的一個環節所構

成。相較於之前邏輯學家一般的區分，那遠遠不是涉及判斷形式的分類，那最多

只能是判斷類型的區分。判斷類型與判斷形式所針對的對象都是一般而言的判

斷，但判斷類型是根據各種判斷所共同的某些性質所做出的劃分，卻不是針對每

一完整判斷必要的形式條件的分析。判斷類型有些地方或許會重疊，因而可以被

放置在一起思考，例如將判斷的質與量放置在一起，可以獲得一般所熟知的四類

判斷：全稱肯定、全稱否定、特稱肯定與特稱否定。相反的，判斷形式要求形式

與形式之間的相互結合，以形成一個完整意義的判斷。對康德而言，不止肯定與

否定是判斷形式，而且諸如全稱與特稱、假言與選言也被理解為判斷形式，而非

判斷類型。 

 

第三節 康德的判斷表與普遍邏輯學的研究成果之關係 

康德在《未來形而上學導論》中宣稱，我們毋需費太多的努力便能獲得判斷

表的內容，因為邏輯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已提供相當完善成果46。縱使這些成果

仍存有一些缺點，但對康德而言，這些缺點都可被克服，而且康德認為自己已克

服了這些缺點，否則他不會認為判斷表是完備的。 

筆者先根據其可能的歷史面向，只指出判斷表的內容與邏輯學家的研究之間

的關係，更細部的比較工作將在第四章中處理47。我們應該將《未來形而上學導

論》的觀點理解為，康德在構思這一判斷表時參考了過去邏輯學著作，尤其是有

關他們的判斷理論部份。唯一可以供康德參考的邏輯學著作是純粹的普遍邏輯

學，因為康德之前不曾有先驗邏輯學的研究，而所謂的應用邏輯學(angewandte 
Logik)無法提供這方面的幫助，因為應用的邏輯學與心理學的研究有關(KrV 
A53/B77)。相反的，普遍邏輯學可以提供一個可靠的理論基礎，它已是一門嚴謹

的知識學，各種基本原理與規則業已確立。《未來形而上學導論》所謂的歷史根

源不是指我們可以在過去的邏輯學著作中找到與康德判斷表相類似結構的東

西，事實上這些著作中並沒有所謂的判斷表。若所參考的不是結構性的面向，那

就只剩下內容方面可供參考了。就判斷表的內容而言，過去的邏輯學著作的確提

                                                 
45 Logik Blomberg, Ak XXIV: 275-280. 
46 同注 9。 
47 關於判斷表的歷史根源與發展系譜，可參看 Hauck 的‘Die Entstehung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Kant-Studien 11, 1906; Menne 的‘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und der 
modernen Logik’, in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Wissenschaftstheorie XX:2, 1989; Tonelli 的‘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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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了許多決定性的根據。筆者個人的意見認為，這些邏輯學著作所從事的判斷理

論研究都以完整的判斷為對象，而各種不同類別是根據判斷所共有的性質而做出

的劃分，這有一個基本的預設：它們只研究所有可能類型的基本判斷(simple 
judgment)，這些基本判斷構成所有其他類型的複合判斷(complex judgment)。這

一點可以從他們如何定義判斷中看出，而一般的邏輯學家都會將判斷界定為至少

一個名詞與一個動詞所構成、或者是兩個表象之間的結合或分離關係。若沒有這

一預設，則判斷的分析工作將是無止境的，因為複合判斷原則上可以有無限多種

可能。所謂基本判斷，筆者指的是不可以再進一步被分析更小單位的判斷；所謂

複合或衍生判斷，筆者指的是可以再進一步被分析成更小單位的判斷，這些更小

單位的判斷都是基本判斷。例如：「所有人是動物」是一個基本判斷，因為它不

可再進一步被分析成更小的判斷；而「蘇格拉底與格勞孔是人」是一個複合判斷，

它可以被分析為兩個更小的基本判斷，即「蘇格拉底是人」與「格勞孔是人」。

普遍邏輯學的目的在於窮盡所有可能類型的判斷，而且是找出所有可能類型的基

本判斷，並按某些共同的性質而區分出多少種類。 

無論是基本判斷、還是複合判斷，它們都是一個獨立且完整的判斷。相反的，

判斷的邏輯形式不是完整的判斷，它們是構成完整判斷的形式條件。判斷表中的

十二個邏輯形式是構成所有判斷的基本形式，因而是構成判斷的必要條件。瞭解

了過去邏輯學研究的取向與特色，我們可以發現康德與他們之間最大的差異：這

些基本判斷是普遍邏輯學提供的，但邏輯學家對判斷的形式的看法無法令康德感

到滿意，其中存在著某些困難，才導致康德做理論上的反省。因此，若康德要參

考過去邏輯學的成就，那我們就可以肯定一件事：邏輯學家所帶來的成就是決定

我們擁有哪些基本的判斷類型。為甚麼這成果對康德而言是重要的？ 

自亞裡斯多德以降，我們發現所有邏輯學家在從事判斷的研究時都有一個共

同的特點：邏輯學家得先界定何謂判斷（或何謂命題？），各個邏輯學家對判斷

的理解也有些許的不同，這須視他們是如何理解邏輯學。接著，邏輯學家分析各

種可能類型的判斷，在各種類型的判斷之中，有些是基本且不可進一步被分析為

更小單位的判斷，而有些則是可以進一步被分解成更小單位的判斷。例如，邏輯

學家會認為「A 是 B」是一個基本判斷的單位，因為它已不可再進一步被分析；

而「A 是 B 與 C 是 D」則是一個複合判斷，它可被分析成兩個基本的判斷。當

我們確定了所有可能的基本判斷之後，我們可以推出所有其他類型的命題。最

後，當我們確定了各種基本類型的判斷後，我們應該研究它們之間的各種邏輯關

係，例如矛盾、對立與蘊涵關係等。這三個判斷理論的基本課題是所有邏輯學家

的共同研究課題，我們在康德的邏輯學演講課中也發現相同的講課內容。然而《純

粹理性批判》不是一本有關邏輯學研究的著作，而是回答「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

能？」的著作，我們不應期待它也有會類似於普遍邏輯學著作或類似於康德自己

的邏輯學演講課相同的理論內容。相反的，我們應該保留一種可能性，《純粹理

性批判》中有關判斷的理解在某些條件下預設了普遍邏輯學的基本主張。筆者以

為，上述普遍邏輯學的三個基本問題（何謂判斷？基本判斷有哪些？判斷與判斷

之間的邏輯關係為何？）中，《純粹理性批判》在〈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中

回答了第一個問題。而〈論知性在判斷中的邏輯機能〉中的判斷表則預設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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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邏輯學家確立了基本判斷有哪些，在這基礎上康德思考了構成這些基本

判斷的形式條件，亦即判斷的邏輯形式。康德完全沒處理第三個問題48。 

普遍邏輯學確立基本判斷，這有助於康德決定判斷表應有的內容，即判斷的

邏輯形式應該涵蓋哪些基本判斷，如此才能解釋為何所有基本判斷都由這十二個

邏輯形式構成。換句說話，邏輯學家分析出各種基本類型的判斷，這提供康德一

個重要參考，以便找出構成這些基本判斷的邏輯形式有哪些。所以，擺在康德面

前的首要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確定我們擁有多少種類的基本認知判斷？很可惜

的是，康德並沒有告訴我們他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康德只宣稱這個判斷表是完

備的，完備性是一種理論的要求。一個理論研究的成果若不具有完備性，則這個

理論不是一個完善的理論，它遺漏了其中一些重要的成素。只有當我們確立了所

有基本判斷，我們才能找出所有構成這些基本判斷的邏輯形式。當判斷表不是完

備的，這代表它並沒有窮盡所有可能的判斷的基本構成要素或邏輯形式。這不止

阻礙了獲得純粹知性概念的努力，而且對它自身也是一種缺陷。若這判斷表是完

備的，則我們可以反推出，康德已經掌握了一套完整的基本判斷。對於這一點，

我們不是很確定，因為我們不曉得應該在哪裡獲得這一完整的基本判斷？ 

康德在《未來形而上學導論》提供一條解釋的線索49。按照這一條線索，我

們至少知道先前的邏輯學家提出了一些類型的基本判斷，而這些基本判斷是康德

同意的；但也有一些基本判斷的區分是他反對的。對判斷的基本解釋若有不同，

則對各種類型的基本判斷的認定也將會有所不同。這一點可以從兩個地方看出端

倪。首先，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的§19 中批評邏輯學家對判斷的理解與界定

是有問題的。這一錯誤觀點涉及對判斷的基本理解，判斷不應該被視為兩個概念

之間的連結關係的表象。這種觀點只能解釋定言判斷，無法解釋假言與選言判

斷。換句話說，康德的判斷理論必然克服了這個困難，可以同時解釋這三種類型

的判斷之構成。再者，康德在列出判斷表之後對判斷表中的各個環節做了一個簡

單說明。在說明量與質的環節時，康德簡要地解釋為何它比一般邏輯學家所主張

的多了一個環節（即多了單稱形式與無限形式）(KrV A71-3/B96-8)。以判斷的量

為例，邏輯學家之間爭議的問題是：是否單稱判斷是一類獨立的基本判斷？從康

德主張判斷表中應有單稱的判斷形式，我們可以推斷康德承認單稱判斷是一類基

本判斷。因此，他並不完全贊同邏輯學家只區分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若我們只

承認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則判斷形式也將只有兩類：全稱與特稱的邏輯形式。

若我們將判斷界定為兩個概念之間的連結關係的表象，這無疑只承認定言判斷做

為基本判斷，所以也只有定言的邏輯形式，而不承認假言與選言判斷做為基本判

斷。這兩點正好反映康德對判斷的基本理解或基本判斷所做的反省。康德的有些

分類不一定是獨創性的，但也有一些是他與其他邏輯學不同的。《未來形而上學

導論》提供的解釋線索並無法告訴我們康德的反對理由是甚麼、其反對背後的理

論基礎又是甚麼、這些問題都涉及了判斷表的本質問題，而非歷史問題。 

                                                 
48 先驗邏輯學並沒有討論第三個問題：判斷與判斷之間的邏輯關係，同時也不預設這一方面的

規則。《純粹理性批判》的目的是要找出知性在判斷方面的統一性機能，也就是構成一個判斷的

認知能力的基礎。判斷的構成與判斷之間的各種邏輯關係原屬不相干的問題，前者的談論不需要

訴諸後者的原理與規則。康德在邏輯學演講課中講授這方面的議題，這是受制於課程所要處理的

問題所致。而演講課與《純粹理性批判》要處理的問題原來就不一樣，所以縱使《純粹理性批判》

某些方面的觀點必須依據普遍邏輯學的研究，但並不是所有普遍邏輯學的研究都是《純粹理性批

判》必須抑賴的。 
49 同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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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以列表的結構方式陳列，這首先啟自康德。我們發現

過去的邏輯學著作中並沒有以這種方式陳列出他們自己的判斷類型，這是一種方

法論上的考量。按 Jäsche Logik 的解釋，所謂「方法論」(Methodenlehre)是將所

有認知以系統的方式安排在一起，或者以一種系統的方式將認知的成素彼此連結
50。而列表方式則是將具有系統性的完備認知以此方式呈現51。這一方法論最常

被使用在《純粹理性批判》，除了判斷表之外，純粹知性概念、先驗原則與謬誤

推理(Paralogism)等等都以這種系統結構方式呈現。按 Jäsche Logik 的解釋，當認

知以列表方式出現時，這代表它們已是完備的、且具有成為系統的條件。這再一

次說明，我們無法透過歷史的途徑找到判斷表形式結構的參考根據，過去的邏輯

學家不曾以這種方式思考問題；相反的，這是康德自己出於方法論的考量而製訂

出的說明方式。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的〈論知性在判斷中的邏

輯機能〉中的分析預設了哪些方法論的考慮。這些預設在理解上是必要的，但同

時也是康德沒有在書中提到的。 

在〈論知性在判斷中的邏輯機能〉的一開始，康德要我們選定一個判斷，抽

離其內容而只留意存在於其中的知性形式，我們便會發現判斷擁有四項基本的思

想機能：量、質、關係與模態。但這一思想方法的操作說明過於簡短，我們只能

運用前面已分析出的一些觀點，間接地推測康德真正的想法。首先是選定一個一

般判斷(ein Urteil überhaupt)，康德在這裡並沒有做任何說明上的限制。按所要處

理與討論的問題而言，我們可以確定這裡的「判斷」得是認知判斷，而不是其他

類型的判斷（如審美或道德判斷），而且是所有可能的認知判斷。若某一特定領

域的研究對象沒有完全被考慮，存在著被忽略的對象，則這一研究不能算是完備

的，因為它沒有窮盡所有事物。相同的，若認知判斷中存在著一些對象是被忽略

的，則這不是一個完善的研究。既然康德宣稱這是一個完備的判斷表，那麼我們

可以合理地假定他對於這個問題必有深思熟慮過。而且，「一般判斷」所指的是

任何一種認知判斷，任何一個判斷都可以進行形式與質料的分析。 

其次是分析一個判斷的形式與質料部份，並抽離所有質料的部份。任何判斷

都有形式與質料的部份，我們必須藉由孤立法才能將質料的部份抽離，暫時不做

任何考慮。已知一個判斷的質料指的是有關對象的認知，即概念或判斷。一個判

斷的形式則是安排與組織質料的方式。當一個判斷以概念為質料時，我們必須抽

離判斷中的概念；當一個判斷以其他判斷為質料時，我們必須抽離其中的判斷。

我們的目的是獲得形式，抽離了質料，康德認為我們便可以找到這些形式，而且

每一個判斷都可以分析出四類形式：量、質、關係與模態。原則上，我們可以隨

意選取任何一個判斷，對它進行形式與質料的分析。我們依然可以分析出一些邏

輯形式，這些邏輯形式符合判斷表中所陳列的。然而，若我們要獲得完整的邏輯

形式，我們就不能任意地選取一些判斷，這無法窮盡所有邏輯形式。但我們也不

能考慮所有可能的判斷，這在數量上是無窮的。因此，我們只需分析所有基本判

斷及它們的構成，我們便能夠獲得所有判斷的邏輯形式。康德並沒有在行文告訴

                                                 
50 “So hat dagegen die allgemeine Methodenlehre, als der andre Theil der Logik, von der Form einer 
Wissenschaft überhaupt, oder von der Art und Weise zu handeln, das Mannigfaltige der Erkenntniß zu 
einer Wissenschaft zu verknüpfen.” Jäsche Logik, Ak IX: 139. 
51 “Tabellarisch heißt diejenige Methode, nach welcher ein schon fertiges Lehrgebäude in seinem 
ganzen Zusammenhange dargestellt wird.” Jäsche Logik, Ak IX: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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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析的對象得是基本判斷，但筆者認為，若我們要獲得一套完備的邏輯形

式，此分析不能只停留在對一般判斷的分析，而且得進一步被限制在對基本判斷

的分析。換句話說，所有基本的認知判斷都可以區分形式與質料的兩個部份，只

要抽離質料部份，我們便可以發現判斷的邏輯形式有四類（即量、質、關係與模

態），而且每一類之下都各有三個環節。 

筆者以為，若十二個邏輯形式反映康德對普遍邏輯學中基本判斷的想法，那

我們也可以說，所有基本判斷不外乎由這十二個邏輯形式構成，除此之外別無其

他。所有判斷都必須含有這四項主要邏輯機能，同時擁有四類不同的環節做為它

的構成部份。與此同時，若每一個邏輯形式反映了知性不同的統一性行動，而且

都是基本的形式，那它們不可被相互化約。例如，我們不能將單稱的邏輯形式約

化到全稱的邏輯形式，它們本質屬不同的邏輯機能。所以康德在 A70-6/ B96-101
解釋了為何有些邏輯形式之區分是必要的，筆者將會在第四章中處理這些問題。 

這裡有一個重要的理論意涵：每一個判斷都由這四種邏輯形式所構成。這也

是康德使用孤立法分析判斷的形式與質料的最大用意之所在。透過孤立法，我們

發現判斷的形式不僅只有一類，一如前批判時期主張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繋動詞

或判斷的關係，而是四類。知性是一種下判斷的能力，知性在成立一個判斷的過

程中有這四種邏輯機能參與。每一個判斷同時能找到這四類主要的邏輯機能，所

以任何判斷都由這四類邏輯形式構成，缺少了其中一個，則它不再是一個完整的

認知判斷。這也是康德不同於其之前邏輯學家的地方。 

若以上的分析是正確，康德的判斷表原來的理論意涵已被顯示出來：從形式

的角度而言，判斷的邏輯形式是一切認知判斷基本構成條件；從知性的統一性行

動而言，判斷的邏輯形式是知性安排與連結質料的方式的根據。這是一種全新思

考判斷的理論模式，也是康德以前的邏輯學家所沒有嘗試的。以前的邏輯學對判

斷所做的工作最多只是區分出認知當中有多少種類型的基本判斷，他們從來不曾

考慮過任何有關判斷的構成問題。其中一些邏輯學家以形式與質料的角度談論判

斷，但是他們並不將形式理解為判斷的構成。當然，判斷表的內容容易讓人誤以

為它也是有關基本判斷的分類，但事實卻不是如此。其中的關鍵在於康德使用了

孤立法分析判斷的形式。形式與質料的區分並不能幫助我們發現知性有哪些類型

的基本判斷；相反的，形式與質料的區分是建立在基本判斷的基礎上。無須透過

特別的理論分析，只需依據對判斷的界定與理解，我們可以輕易地知道並決定哪

些判斷是基本的、哪些是複合的。形式與質料的區分在方法論上是幫助我們找出

哪些邏輯形式是構成一個判斷的必要條件，這一區分所獲得的結果完全不同於過

去邏輯學所從事的理論工作。所以，筆者以為這是康德在方法論上的轉變之後所

帶來的最重要的理論意涵。 

在這情況下，十二個判斷的邏輯機能分別代表知性的十二種可能的統一性機

能，而並非一如過去邏輯學家所做的分類工作。那康德是在甚麼意義下說判斷表

是建立在過去邏輯學家的研究成果呢？筆者以為，既然判斷的邏輯形式是判斷的

構成條件，而且是基本判斷（而非複合判斷）的構成條件，那麼我們要如何確定

擁有哪些基本判斷便成了一個問題。有關康德對這問題的思考，我們所知甚少。

而《未來形而上學導論》所指出的是，康德認為邏輯學家已確定了一些基本判斷，

它們是邏輯學家都同意的。只有少部分類型的判斷是具爭議性的，所以康德才會

認為這其中存在著缺點。一旦確定了所有基本判斷之後，我們自然能對構成這些

基本判斷的邏輯形式有一個理論的規定，它們不外乎這十二個邏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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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判斷表的本質 

最後仍有一個未決的問題：這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是一般而言的判斷、還

是綜合判斷？若順著《純粹理性批判》的脈絡，這應該是構成一切綜合判斷的邏

輯形式。但康德的行文又告訴我們，其分析的是一般而言的判斷，因為他使用

“eines Urteils überhaupt”(KrV A70/B95)，因此它並沒有被限制在綜合判斷。接下

來，筆者將從三個方面來考慮這個問題。 

首先從十二個邏輯形式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考慮其所能構成的完整判斷為

何。使用形式與質料的區分分析一個判斷的構成，這告訴我們康德要尋找的不是

最基本的判斷，而是一切判斷的基本構成。判斷表列出的是所有構成判斷的必要

條件，任何判斷都由量、質、關係與模態構成。換句話說，我們無法找到任何一

個判斷，它只有量、質與關係而沒有模態，或只擁有其中的一些而缺少其他的邏

輯形式，否則它不是一個完整的判斷。同樣的，就每一類邏輯形式而言，一個判

斷只由三個環節中的其中一個構成，而非同時擁有三個環節做為其構成。一個判

斷就其量的邏輯機能而言，若它是全稱的，它就不可能是特稱或單一的；就其質

而言，若它是否定的，那它就不可能是肯定或不定的；關係與模態也是如此。根

據這一排列組合，原則上知性可以構做出 3x3x3x3 一共是 81 種完全不一樣類型

的基本判斷。當然，康德的目的是獲得純粹知性概念，而判斷的邏輯形式原來就

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以致於是否有必要停留在這問題上、是否有如此多種類的基

本判斷，康德沒有多做仔細的說明，我們也無法確定。康德只在《純粹理性批判》

中提到一些基本類型的判斷不可能存在，其中的原因或者是因為判斷自身的特

性、或者是因為邏輯形式自身的特性而無法產生某種判斷，例如：在解釋模態的

判斷形式時，他主張三種模態形式：定言的邏輯形式可以與或然、實然與必然

(problematische; assertorische; apodiktische)相結合，但是假言與選言的邏輯形式卻

只能是或然的，而不能是實然與必然的(KrV A74-5/B100)。按照康德的解釋，假

言判斷就其關係而言涉及兩個判斷，當其中一個判斷做為它的前件時，它只能是

或然的，而不能是實然與必然，只有做為後件的判斷才具有實然性。換句話說，

知性的機能無法同時將假言與實然的邏輯形式運作結合成一個認知判斷，它們本

質上有相衝突的地方。這個例子告訴我們，存在一些邏輯形式，其本質上無法與

另一些邏輯形式相結合並形成判斷。所以，十二個邏輯形式能構成的判斷肯定比

實際的 81 種來得少。經過計算，這一不能相結合的情況一共有 36 個基本判斷，

所以我們最多只剩下 45 個有效的基本判斷。至於實際的數目，我們無法確定，

它需要仔細地分析每一個邏輯機能的特性。因此，康德到底主張有多少種基本判

斷？這仍然是一個待決的問題。 

判斷表中列出的不是個別獨立、且具有完整構成的判斷，唯有在同時結合了

四種邏輯形式，我們才能獲得一個真正且完整的判斷。每一個判斷形式代表了知

性的一種特殊統一性行動，它遠不是某一類型的完整判斷。當我們談不同類型的

判斷，它們應是知性運用四類不同判斷形式結合後的結果，而不是判斷形式本

身。判斷表的理論目的旨在指出，裡頭所列的邏輯形式是所有判斷的基本構成。 

按照前面的分析，康德在操作說明上只提及了一般的判斷（他使用“eines 
Urteils überhaupt”），他並沒有特別指明所要談的是綜合判斷。一切判斷都由形

式與質料構成，所有判斷的質料或者是概念或者是其他判斷，而形式則是安排與



 64

連結這些概念或判斷的方式。那麼，透過孤立法，我們理應能在形式的部份中發

現知性在判斷中的邏輯形式。與此同時，形式與質料是一種普遍邏輯學的區分，

整個思想的操作過程中沒有任何質料的介入與參與。所以我們可以合理地推斷，

康德在此分析的是一般類型的認知判斷的邏輯形式。 

其次是考慮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的區分的情況下，這些邏輯形式彼此互相結

合的可能又為何。分析判斷也擁有類似於綜合判斷的邏輯形式，它也是知性機能

下的產物，因為所有判斷都涉及了知性的行動。知性是一種下判斷的能力，知性

運用概念的唯一方式就是形成判斷。運用概念的行動無非就是安排概念的能力，

因而也就涉及了知性的行動。以「所有物體都是廣延的」為例，「物體」和「廣

延」這兩個概念是該判斷中的質料，決定這兩個概念的安排方式可以有四個面向

需要考慮：就量而言，它是全稱的；就質而言，它是肯定的；就關係而言，它是

定言的；就模態而言，它是必然的。因此，知性在構成這一個分析判斷的過程中

同時有四種邏輯機能參與其中。 

區分了分析與綜合判斷後，我們立即會發現基本分析判斷與基本綜合判斷在

數量上出現了差異。我們只能根據分析判斷的特性嘗試指出一些邏輯形式之間的

結合不可能存在，因為它們會違反分析判斷自身固有的特性。最明顯的例子同樣

出現在模態的邏輯形式之中。按照定義，分析判斷是述詞被包含在主詞之中，或

者述詞是主詞中的一個標記。這類判斷以矛盾律為其最高原則，換句話說，只要

不違反矛盾律，所有的分析判斷都必然為有效。分析判斷的必然有效性代表了其

在模態上不可能是或然的與確然的，而只能是必然的。一般的認知只要不違反矛

盾律，它就是或然的，但這並不代表它就是必然的。然而，分析判斷的特殊之處

在於，只要它不違反矛盾律，它就只能是必然的、不可能是或然的。同樣的，任

何認知若以實在性為其根據，則它是實然的；但分析判斷的根據不必訴諸任何實

在性，它只需按主述詞之間的蘊涵關係便能夠決定其有效性，而且同時可以獲得

必然性。因此，分析判斷就模態的邏輯形式而言，它只能是必然的，另兩種邏輯

形式不可能產生任何分析判斷。除此之外，按康德的定義，分析與綜合判斷是根

據主詞與述詞之間的關係決定。那麼，分析判斷就模態而言不只是必然的，而且

就關係而言只能是定言的。因為假言與選言在模態上只能是或然的，但分析判斷

不可能是或然的，所以分析判斷不能擁有假言與選言的邏輯形式。這差異所帶出

的理論意涵在於，康德的判斷表基本上不是有關分析判斷的邏輯形式。當然，我

們能夠一目了然地曉得康德的目的不在於說明分析判斷的邏輯形式，因為這與

「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毫無相干性。所以只剩下另外兩種可能的選項：判

斷表是一般判斷的邏輯形式或綜合判斷的邏輯形式。 

最後，按照行文的脈絡，康德在〈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中的理論分析是

針對綜合判斷，所以接續的判斷表仍順著綜合判斷理論的分析，也是相當合理

的，因為這是一系列緊密相連的論證。這涉及了一個問題：以形式和質料的角度

區分綜合判斷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形式與質料是一種普遍性的區分，無論

是甚麼樣類型的認知命題，我們都可以找到其形式的部份。我們在第二章中談到

它是普遍邏輯學的一種區分，其正真的意思是，在一切判斷之中我們都能夠找出

其形式與質料的部份。普遍邏輯學研究認知的一般形式條件，我們不會因為判斷

是某特殊的類型而獲得不一樣的形式。雖然我們已發現某些類型的判斷不可能分

析出一些邏輯形式，但判斷表所要的就只是構成所有基本判斷的邏輯形式。而康

德的研究結果指出，判斷的邏輯形式不外乎這十二個。除此之外，筆者以為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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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主張一切判斷必然需要以範疇做為其客觀有效性的根據，只有綜合判斷才需

要範疇。因此，判斷表的內容是特別針對綜合判斷，如此它才能夠一致地解釋為

何每一類邏輯形式必然與一類範疇有符應的關係。否則，這將不會是一個成功的

範疇的形而上學推證。 

我們也不應該堅持康德只是為了某種對系統的偏好或其他理由而牽強地在

每一類的邏輯形式中湊出三個環節。基於這不是原來要處理的問題，康德並沒有

對判斷表詳加說明，以致讀者從其表面結構做出許多不必要的誤解。表面的結構

告訴我們，判斷的邏輯形式只有這十二個，原則上藉由它們可以獲得 81 種不同

類型的基本判斷。只要仔細研究，我們便會發現某些邏輯形式之間的結合是不可

能存在的。這是判斷表呈現給讀者時所隱含的意涵，卻是容易產生的困擾。 

 

第五節 小結 

本章的目的在於確定康德獲得判斷的邏輯形式時所採取的方法論，以及這些

邏輯形式的本質特性。康德並沒明確交待這一方法論的操作，但它對判斷表的獲

得是必要的。以上的分析可以歸結出以下幾點做為本章的結論： 

(1) 康德在〈論知性在判斷中的邏輯機能〉預設判斷的形式與質料之區，並

從這一角度分析出判斷的邏輯形式；且康德在前批判時期對判斷的形式

之認定與《純粹理性批判》不同。 

(2) 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表面上與普遍邏輯學中的區分似乎沒有太大的分

別。事實上，兩者的劃分卻有實質上的不同：康德區分判斷形式，而之

前的邏輯學家區分判斷類型。同一個東西，前者理解為判斷的構成，因

而不是一個完整意義的判斷，而後者則理解為完整意義的判斷所具有的

一些共同性質。 

(3) 藉由判斷形式與判斷類型的區分，我們發現過去邏輯學家所做的區分到

了康德那裡有一種理論意涵上的轉變，而判斷表的內容正是建立在這一

轉變上。同時也正是在這意義下，判斷表參考了前人的研究成果。 

(4) 判斷的邏輯形式是構成任何一個判斷所不可少的形式條件，每一個判斷

同時由量、質、關係與模態所構成。 

(5) 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都是判斷的形式條件。雖然任何判斷都不外乎由

這十二個判斷的邏輯形式所構成，但按照行文的脈絡，康德在判斷表中

所列舉的特別針對綜合判斷的邏輯形式，如此才能解釋為何每一類邏輯

形式必然符應於一類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