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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判斷表的歷史根源 

一旦瞭解了康德獲得判斷邏輯形式的方法論預設以及它們的本質特性，判斷

表與先前邏輯學的研究成果之間的關係將一清二楚。判斷表中所陳列的邏輯形式

與邏輯學家所區分的各種判斷表面上是同樣的工作，例如康德的判斷表之中區分

肯定與否定的邏輯形式，邏輯學家也區分肯定與否定判斷；事實上，兩者本質上

是不一樣的。康德區分的邏輯形式是構成一個判斷的形式條件，因而邏輯形式是

內在於判斷之中。邏輯形式同時反映了知性的統一性機能，知性是一種下判斷的

能力，邏輯形式是知性形成一個判斷時所運行的機制。邏輯學家所做的各類判斷

區分卻不是如此。他們區分出各種不同類型的判斷，卻不將它們理解為判斷的構

成，而是理解為一些判斷所具有的相同性質。因此，他們以完整的判斷為研究的

對象，它們不是判斷形式，而是判斷類型。相反的，判斷形式自身從不是完整的

判斷，而是構成判斷的形式條件。這些形式條件對任何一個判斷而言都是必要

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康德的研究成果表明，這些普遍的形式條件只有四類：量、

質、關係與模態，少了任何一個就不再是一個有意義的判斷。 

有一些邏輯學家雖然使用了形式與質料的概念，但其形式的意涵仍不同於康

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所賦予的。以 Port-Royal Logic 為例，其作者區分判斷

的形式與質料部份，不止依形式的部份可以劃分出不同類型的判斷，而且根據判

斷的質料也可以進一步劃分出各類不同的區分，如此意義下的區分就不再與康德

一樣。康德的各種邏輯形式只針對形式而言，卻從來不考慮質料的特性。因此，

無論從主體意識活動的意義、還是各類劃分所針對的對象、或者是從形式概念的

意涵上理解，康德與他之前的邏輯學所從事的都不是同樣的工作，康德賦予了它

們全新的理論意涵。除了以上差異之外，康德還認為他們的基本主張存在著缺

點，其中包括邏輯學家對繋動詞的理解與基本判斷為何等等。 

邏輯學家研究的對象是完整判斷，從各類區分可以發現他們承認哪些判斷是

基本、不可進一步被分解的，哪些又是由基本判斷所構成的複合判斷。康德的判

斷邏輯形式並非完整的判斷，一切完整判斷都由這些邏輯形式所構成。擺在康德

面前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確定哪些判斷是基本的？唯有當我們能夠確定這些

基本判斷是哪些、一共有多少種之後，我們才能根據它們尋找出判斷的邏輯機

能。在確定基本判斷的類型這一方面，邏輯學家的既有成果無疑提供了康德一個

便利，因為康德只需依據他們的研究成果再做進一步的研究，便能夠達到自己想

要的結果。正如康德自己所說的，邏輯學家的研究不盡然是完善的，所以我們仍

然需要謹慎地確定他們的研究存在著哪些缺點？也就是說，邏輯學家對判斷的理

解與界定是否遭遇了哪些解釋上的困難？對於哪些判斷是基本的，既便是邏輯學

家之間也有分歧，若判斷的邏輯形式的研究是建立在基本判斷之認定上，那麼各

種不同的認定將產生不一樣的判斷邏輯形式。所以，康德的判斷表反映了他對基

本判斷的看法，可以看出他承認了那些判斷是基本且不可被進一步被分解。例

如，按有些邏輯學家將判斷界定為兩個概念之間的結合與分離關係，我們可以知

道這一界定只承認定言判斷是基本判斷，其餘類型的判斷都是複合判斷。一切複

合判斷都是由基本判斷所構成，所以選言判斷與假言判斷在這意義下就不是基本

判斷。對邏輯學家而言，外於定言判斷的其他區分，如全稱與特稱判斷、理論與

實踐判斷等等都是按判斷的性質所做出的不同區分。相反的，從康德將定言、假

言與選言視為邏輯形式，我們可以確定康德主張三類基本判斷：定言、假言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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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判斷。而肯定與否定、全稱與特稱並非外乎定言、假言與選言的邏輯形式，而

是彼此可以相互結合形成完整判斷的形式條件。顯然，縱使邏輯學家並非從事判

斷的邏輯形式的研究，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康德與邏輯學家對於基本判斷之問題存

有分歧，以致於邏輯學家的區分與康德的區分會不一樣。 

康德並沒有在《純粹理性批判》中處理我們擁有哪些基本判斷，或許他認為

這是普遍邏輯學的任務，先驗邏輯學預設了它們。可以確定的是，康德成立判斷

表的原則是：我們確定擁有那些基本判斷，我們便能夠找出構成這些基本判斷的

邏輯形式。按照這一思路，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對各個判斷的邏輯形式做研究，考

查它們的歷史根源。一旦理解了康德獲得判斷的邏輯形式的理論預設，以及康德

與邏輯學家之間的差異，康德在《未來形而上學導論》中表明判斷表是以前人的

研究成果為根據，也就得到了合理解釋。本章將在這一基礎之上進一步地分析各

個邏輯形式的劃分與邏輯學家的區分有何不同之處。康德從邏輯學家那裡接受了

哪些觀點，同時又修正了哪些想法，是本章的重點。如此，一個關於判斷表的歷

史源起與思想背景的研究才能達到其最終的目的。 

判斷的邏輯形式分為四大類：量、質、關係與模態。相較於吳爾芙學派的區

分，康德顯然不承認一些類型的區分是必要的。我們在其早期的邏輯學演講筆記

中也發現康德的區分仍延續著吳爾芙及其學派的基本架構，例如理論與實踐判

斷、可證明與不可證明的判斷等等，這些都沒有在《純粹理性批判》中給予考慮。

在康德之前，只有 Lambert 的 Neues Organon 也區分這四類判斷。顯然，Lambert
提供了康德一個判斷表四分法的最初原型。至於每一類之下的三個環節都可以在

一般的邏輯學著作中找到其劃分的根據。這些劃分部份與康德一樣，部份則不一

樣，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比較的方式瞭解他們之間的差異以及這區分的理論根據何

在。 

本章可以劃分為以下五節：第一節先分析 Lambert 區分各類判斷形式的基本

想法，而康德又是在哪些面向上受到 Lambert 的影響，並繼承這一架構；第二節

至第五節則分別探討量、質、關係與模態的環節，以及邏輯學家劃分的根據。透

過比較，我們將發現康德劃分的理論依據不同於他們，比較的結果將指出：康德

劃分的根據是建立在先驗邏輯學的基礎上。 

 

第一節 Lambert 與判斷表 

判斷表首次出現在康德於 1777-8 年左右撰寫的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與 Metaphysik L1 中。但它們卻不出現在有關邏輯學的部份，而是出現在有關形

上學與存有論的部份，並且與範疇表並置在一起。在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中〈邏輯學〉的判斷部份，康德沒有提及任何有關判斷邏輯形式的東西，他只在

〈存有論〉中提到判斷表。與此同時，也是從這兩處的文獻開始，康德首次以邏

輯機能的想法考慮各種不同判斷的分類，並以「量」、「質」、「關係」與「模態」

等四個概念標示四種不同類的邏輯形式。這是早期邏輯學演講筆記未曾出現過的

做法，其中也沒有發現這四個概念術語做為邏輯形式的任何談論。康德雖然在這

些演講課中提到了判斷的「量」與「質」，但那裡的意涵並不同於這裡所被賦予

的。因此，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與 Metaphysik L1 是一個新的開始點，乃

至這之後的邏輯學演講筆記與《純粹理性批判》都會發現相同結構與內容的判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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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表區分四大類的邏輯形式。只要稍作一個歷史回顧會發現，雖然各個邏

輯學著作的區分都不一樣，但它們幾乎都談到了與這四類邏輯形式相關的判斷分

類，它們分析了肯定與否定、全稱與特稱、單一與複合，以及可能與必然等等的

判斷。從這一個角度而言，康德在思考基本判斷的種類時，並沒有超出過去的邏

輯學家太多，邏輯學家已經幫助康德確定了討論的基本範圍，康德所要做的工作

就是增多一些他認為必要的內容與刪減他認為是多餘的內容。判斷表的形成可能

受到兩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康德有關範疇的研究，因為範疇表的出現早於判斷

表與判斷的邏輯形式，他可能先有了一個範疇表，再依據它建立判斷表；另一方

面則是 Lambert 的判斷理論，康德將邏輯形式區分為這四類的想法，其雛形最先

出現在 Lambert 的 Neues Organon1。 

筆者在接下來的分析都會集中考慮後一種源起的可能性。筆者將會指出，

Lambert 的 Neues Organon 對康德的判斷理論與判斷表的真正影響有兩點：

(1)Lambert 首先以「形式」的觀點看待所有判斷的分類問題，而且這分類只能從

判斷的形式部份考查，其完全不涉及質料的部份。因此他對判斷的形式的理解比

Port-Royal Logic 跨前了一步；(2)根據形式所區分出的判斷只有量、質、關係與

模態四類，這也是康德確定哪些邏輯形式為必要的、哪些為多餘的主要根據，因

此諸如吳爾芙及其學派（包括早期的康德）那繁複的分類將被修正與刪減。相較

於康德的判斷表，Lambert 的判斷理論有兩個值得注意的地方：(1)Lambert 並沒

有成立一個判斷表；(2)Lambert 雖然主張判斷按形式可以區分為四類，但他並沒

有使用「量」、「質」、「關係」與「模態」等術語指涉這四類不同的形式。以上四

點是欲理解 Lambert 如何影響康德的判斷表之關鍵所在，同時也反映了康德在

Lambert 的基礎之上補足了那方面的內容。本節將逐一地討論這四點。 

筆者先分析 Lambert 對 康德的兩點影響。Lambert 的 Neues Organon 如此界

定判斷：判斷是兩個概念的結合(Verbindung)或分離(Trennung)2。任何一個判斷

至少由三個部份組成：兩個概念與一個繋動詞(Kopula)3。心靈的認知能力比較兩

個概念之間的歸屬關係，這兩個概念分別為主詞(Subjekt)與述詞(Prädicat)，而連

結主詞與述詞的則是繋動詞。 

接下來，Lambert 分別談到了各種不同判斷的區分。他認為，不同類型的判

斷可以根據不同的目的(Absichten)而劃分出4。與此同時，這也是根據判斷的形式

所做出的區分5。第一種形式的區分是針對繋動詞，繋動詞給出了兩類普遍類型

(allgemeine Arten)的判斷，即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6。第二種形式的區分是針對判

斷之中的主詞概念，一般而言的主詞概念是一個普遍概念，這一普遍概念之下包

含了許多類與個別者7。根據主詞與述詞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主詞可以全部地

或一部份地屬於或不屬於述詞，全部地為全稱判斷，部份地則為特稱判斷。第三

種形式的區分是根據判斷為真的根據，無論是肯定與否定判斷、還是全稱與特稱

判斷，它們都是最簡單(einfachsten)的判斷，與此相對的是複合(zusammengesezten)
                                                 
1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47; 150-1. 
2 Lambert, Neues Organon, §119, p. 77. 
3 Lambert, Neues Organon, §119, p. 77-8. 
4 Lambert, Neues Organon, §121, p. 78. 
5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9, p. 90. 
6 Lambert, Neues Organon, §121, p. 78. 
7 Lambert, Neues Organon, §122,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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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8。簡單判斷的真並不建立在另一個判斷做為其條件的基礎上，因為它是

無條件的，Lambert 稱之為定言的判斷。而複合判斷的真則以一個條件為基礎，

其自身不是無條件的，他稱這種命題為假言判斷。除了假言判斷外，複合判斷還

有連言(copulative)與選言判斷。第四種形式可以區分出可能的、實在的與必然

的，以及它們的對立面9。 

以上為 Lambert 在其 Neues Organon 中所做的四種不同形式的區分。不同於

其他的邏輯學家，Lambert 明確地使用形式概念，主張各種不同類型的判斷都是

根據它們的形式而劃分。現在必須進一步追問 Lambert 的形式概念做何解，其是

否有任何實質上的理論意涵？若形式概念沒有被賦予特殊的理論意涵，那麼為這

些區分冠上「形式」概念也將是多餘。已知任何一個判斷至少擁有主詞、述詞與

動詞或繋動詞，但 Lambert 認為單憑這三個部份的組合，我們無法確定這一判斷

是甚麼類型，除非我們賦予它一種形式。各種不同類型的判斷都是根據它們的形

式而劃分，雖然它們都由那三個部份組成，但區分的根據卻不是出自於它們。兩

種不同類的判斷可能都同時擁有這三個部份，亦即形式的部份改變了，而主詞、

述詞與繋動詞卻仍保留原樣10。所以，各種類型判斷的區分是根據其自身形式而

決定，並且各類形式彼此不互相結合而成為一個完整的判斷。如此，Lambert 賦

予形式的意涵業已明顯，其形式的意涵依然接近根據對象所共有的基本特性而做

出的區分，仍然是一般邏輯學家所謂的判斷類型，這一形式概念顯然不同於康德

所主張的邏輯形式概念。 

判斷的邏輯形式是任何一個判斷的形式條件，而且康德區分了四種不同形

式，但這四種形式必須相互結合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判斷。這意義下的判斷是不

可能缺少任何其中一種形式。由於所有判斷都是由這四類形式所構成，因此康德

認為不同的形式只揭發了一個判斷的某一面向。Lambert 在這一點上是不同於康

德。當 Lambert 主張形式的改變並不影響主詞、述詞與繋動詞本身時，他並不以

為這一改變是源自於判斷自身的構成。隨著形式的不同，我們也就可以獲得兩類

不同的判斷。他也不認為不同類的形式事實上必須相互結合後才能構成一個統一

的判斷，因此有多少種形式就有多少種不同的判斷類型。 

Port-Royal Logic 認為判斷的質即判斷的形式，而判斷的形式即繋動詞。判

斷的質料或內容即主詞與述詞。有一些判斷類型的區分是根據形式的特質，有一

些判斷類型的區分則根據質料的特質。Lambert 顯然比 Port-Royal Logic 更跨進了

一步，認為各種區分不可能是建立在質料自身的性質上，所有的區分都源自於形

式的不同。但是，若判斷的形式一如 Port-Royal Logic 所主張的是繋動詞，則我

們對形式的認知與劃分將是有限的，因為有一些區分的根據並不是來自於繋動

詞。對 Lambert 而言，既然形式的改變並不影響其組成部份的改變，且有一些判

斷類型的區分不是源自於繋動詞，那麼判斷的形式就不可能是繋動詞。 

稍微回顧上一章有關康德在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中對判斷的形

式的看法，他的主張與 Port-Royal Logic 一樣，認為判斷的形式是繋動詞。由於

這仍然停留在判斷類型的區分，它們顯然只針對任何判斷所共有的性質，即所有

判斷的主詞與述詞可以是非常不同，但所有判斷都擁有繋動詞，因此繋動詞是所

                                                 
8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1-6, p. 83-9. 
9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7, p. 89-90. 
10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9,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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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判斷共有的性質。Lambert 則進一步主張各種不同區分都是根據判斷的形式，

它並不反映在繋動詞。他提出用形式的觀點去分析判斷之間的差異與不同，而形

式所帶來是不同判斷類型的區分，而非康德判斷表中的判斷形式的區分。雖然

Lambert 首先以形式概念區分各類判斷，這一點啟發了康德對判斷的形式問題的

思考，但兩人對形式的理解仍然不同。 

接下來談 Lambert 對康德的第二點影響：判斷根據它們的形式可以區分為四

類。先暫且不論 Lambert 是否也如同康德般獲得十二類不同的判斷種類（事實上

Lambert 一共分析出十一種判斷類型），他將判斷分析為基本的四大類，這與康

德是一樣的。從邏輯學的發展來看，這四類基本的區分早在亞裡斯多德的《解釋

篇》中出現了，致於為何只區分出這四類，而不是更多或更少，邏輯學家並沒有

給出一個決定性的理由。對亞裡斯多德而言，這是不同類的語句之區分，對新時

代的邏輯學家而言，這是不同類的思想內容之區分。Port-Royal Logic 與 Lambert
的 Neues Organon 以及成熟時期的康德都一直遵循著亞裡斯多德這一傳統的發

展。與此相對的則是另一個傳統，它肇始於吳爾芙的 Deutsche Logik，以及其後

出版的 Latenische Logik。無論是 Deutsche Logik 還是 Latenische Logik，吳爾芙都

比一般的邏輯學著作多出了更多其他類型的判斷，除了上述基本的分類外，他還

區分了理論與實踐判斷、可證明與不可證明的判斷等等。與此同時，受他影響者

如 Knutzen、Baumgarten 與 Meier 等人基本上都接受並維持這些種類的區分。由

此可以發現，關於判斷類型之區分可以劃分出兩個主要傳統：一者是奠基於亞裡

斯多德的區分，其將判斷類型劃分為主要的四類：量、質、關係與模態；另一者

是奠基於吳爾芙的區分，除了這主要的四類外，其還區分出更多不同的判斷類型。 

前批判時期的康德似乎也接受吳爾芙分類的方式，這不僅僅從他使用 Meier
的書作為教科書，也不只是因為他按照書的章節與內容來講述。更重要的是，從

後期的演講筆記內容來看，康德似乎不太重視一些吳爾芙傳統的區分，而將敘述

的重點放在主要的四類區分，尤其是判斷的關係。1777 年左右，當康德開始有

了判斷表之後，他已不再採用吳爾芙式的劃分，而接受一般的四分法，並以判斷

形式的意涵解釋這一劃分。由於區分四類基本判斷的傳統由來已久，所以不一定

是 Lambert 促使康德有這一種改變。但 Lambert 以形式的角度將判斷類型分為四

類的作法給予康德一定的啟發性，以致於他能在這一基礎之上進一步深化並完成

他自己對判斷的邏輯形式的看法。 

以上分別談了 Lambert 可能對康德的判斷表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康

德並非完全地接受 Lambert 的判斷理論的基本主張，兩人的思想仍有一定的差

距，尤其是康德進一步深化了形式概念，將它與知性的下判斷能力以及統一性能

力銜接在一起思考。接下來要談康德與 Lambert 明顯不一樣的地方。首先是判斷

表的成立，其次是康德分別為這四類判斷形式冠上「量」、「質」、「關係」與「模

態」的術語。 

Lambert 雖然從形式的意涵理解各類判斷的區分，但他並沒有像康德般成立

一個判斷表。兩人論述的旨趣並不一樣，Lambert 的目的在於研究普遍邏輯學的

判斷理論，亦即找出判斷的思想形式條件；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判斷表

無關乎普遍邏輯學的問題，他的目的是要找出純粹知性概念。純粹知性概念只有

在綜合判斷中才發揮其效用，賦予綜合判斷客觀有效性之基礎。因此，康德不必

如邏輯學家般悉數仔細分析每一個邏輯形式。與普遍邏輯學的著作相比，康德在

〈論一般的邏輯知性運用〉對於判斷的知性機能反而著墨得更多，也是著力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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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因而也是最能突顯出康德的判斷理論的特殊之處。 

無論是 1777 年左右的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1781 年的《純粹理性批

判》還是《未來形而上學導論》，判斷表都與範疇表放置在一起，以突顯出它們

之間的對應關係。康德在其成熟期的一些邏輯學演講筆記之中也有提到判斷表，

並以它做為判斷理論的一個基本架構11。因此，除了因應問題的性質與需要而陳

列判斷表之外，康德應該還有方法論上的考量，這可以從康德對表(Tafel)的方法

論意涵之解釋看出端倪。他在 Jäsche Logik 中認為：「一個方法，根據它一個完

成了的系統被呈現在它完備連結之中，稱之為列表(tabular)」12。由此可以知道，

康德將所有邏輯形式放置在一個表中的用意，因為這些邏輯形式是完備的、且具

有系統性。系統是繁多的認知統一於一個理念之下，其中沒有多餘的成素也沒有

遺漏了任何必要的成素，並且每一個認知成素可以先天地決定它們正確的理論位

置(KrV A832-3/B860-1)。系統相對於堆疊(Aggregat)，若沒有一個原則或理念，

一切的認知只是任意的堆疊，認知與認知之間沒有任理論關係，甚至是彼此不相

融。在提出範疇表之後，康德說：「這個劃分是系統性地(systematisch)從一個共

同的原則產生，即從下判斷的能力」(KrV A80-1/B106)。接著，康德批評亞裡斯

多德的範疇只是堆疊的成果。他認為亞裡斯多德的範疇理論找不到一個理念或原

則，所以他才會在十個範疇之後再加另外五個後範疇(Postprädikamente)。 

因此，康德以判斷表呈現邏輯形式的方式是非常獨特的，這明顯是康德自己

方法論上的一個考量。不僅在 Lambert 的著作中、而且在一般的邏輯學著作中都

不曾發現有類似的表。 

其次，雖然 Lambert 開始採用形式的觀點劃分各類判斷，但他並沒有使用任

何特定的哲學術語代表這些區分。康德在其判斷表中分別使用了「量」、「質」、「關

係」與「模態」，以標示四類不同的邏輯形式。這也是兩人明顯不一樣的地方，

是否康德賦予這四個概念任何實質的理論意涵、還是單純做為一個名稱來標示這

些區分？接下來，筆者簡略地分別從康德哲學的外部與內容闡述這問題。 

首先從康德哲學體系與判斷表的外部問題談起，此涉及了邏輯學發展史中這

四個概念於範疇中的使用及判斷理論中的使用。只要對邏輯學的發展有個粗略的

瞭解便可以知道，「量」、「質」、「關係」與「模態」等概念術語用於判斷理論的

歷史並不是平順地發展，而是經過了許多概念意涵的轉變。判斷中的「量」與「質」

的區分最常出現在過去的邏輯學著作之中，「模態」在康德之前業已被提及，「關

係」的使用則始於康德。量(poson)與質(poion)最早做為範疇的意涵出現在亞裡斯

多德的《範疇篇》中，卻不曾做為判斷理論的意義使用。Apuleius(124AD-???)
首先將量(quantitatis)與質(qualitatis)使用在判斷理論，以區分出兩類不同的判

斷，這一用法從這時開始才為後來的邏輯學家採用而變得普遍13。康德首先將「模

態」使用於判斷理論之中，這源自於 Boethius(c. 480- c. 524)首先用拉丁文的

“modus”翻譯 Ammonius(c. 440-c. 520)的“propos”，Abelard(1079-1142)則使用形容

                                                 
11 Logik Pölitz, Ak XXIV: 577; Logik Busolt, Ak XXIV: 661-2. 
12 Jäsche Logik, §118, Ak IX: 149. 
13 Boethius 譯注的拉丁文版亞裡斯多德著作對後來中世紀哲學發展影響深遠，它已成為中世紀哲

學家研究亞裡斯多德時所閱讀的版本。他也延續了 Apuleius 的作法，將「量」與「質」使用於

判斷之中，從而使得這一用法變得普及。見 Menne 的‘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p. 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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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modalis”，並且為以後的邏輯學家所接受14。「關係」 (pros ti)原來也是做為範

疇的意義出現在亞裡斯多德的《範疇篇》中，它不曾被邏輯學家使用於判斷理論

之中，康德首先運用它解釋判斷的邏輯機能。 
從這一簡短的交待中可以發現一個哲學概念的使用所經歷的，不僅僅因不同

語言的翻譯所產生的變化，而且還涉及了一個哲學概念的原來意義的改變。筆者

以為這一變化可以從三個層次的區分來考慮：(1)這些哲學概念原初意義的層

次；(2)原初使用於判斷理論的層次；(3)不同語言翻譯一個哲學概念的層次。以

下的關係圖所顯示的是哲學概念在發展過程過，因語言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翻

譯，它代表著第一個層次： 
 

 

 

 

 
這一關係圖只反映了概念術語的變化，我們還必須考慮一個概念原來的意涵

與使用，這涉及了第二層次的問題考慮。量、質與關係原來的意義與範疇有關，

後來才進一步被使用於判斷理論之中，而模態一開始便已被使用於判斷理論之

中。第三個層次必須考慮這些概念在判斷理論中的使用，正如康德所言，邏輯學

自亞裡斯多德以降便已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亞裡斯多德有關判斷的理論分析基

本上已為後來的發展奠定了基礎與基本的討論架構。所以我們有必要回到亞裡斯

多德那裡，以了解判斷理論的原初想法以及其背後可能的預設。 
亞裡斯多德並沒有在《解釋篇》與《分析前篇》中使用量與質指稱肯定與否

定、全稱與特稱，為什麼 Apuleius 會將「量」與「質」使用在判斷理論之中？量

與質原來只做為範疇的意義，是否這範疇的意涵被使用於判斷的分類後有根本上

的改變？關係的概念最早也是做為範疇的意義出現在亞裡斯多德的著作中，模態

的拉丁文“modalis”最早可以追溯至 Boethius 的亞裡斯多德譯注。 

事實上，並非所有邏輯學家都會在他們的判斷理論中使用這些概念，吳爾芙

就不曾在其著作中使用它們。顯然，使用這些概念並非出自於理論上的必然性，

它並不影響邏輯學家區分不同的判斷類型。同樣的，Lambert 並沒有在其判斷理

論中使用這些概念。判斷中的「量」與「質」由來已久，以致於它們成了邏輯學

中的一個固定用法。而「關係」與「模態」則是康德添加上的，用以區分另兩類

不同的邏輯形式。 

就哲學體系的內部問題而言，康德不止為四類邏輯形式冠上「量」、「質」、「關

係」與「模態」，相應的範疇表也有這四項機能，而且仍使用這四個相同的概念。

量、質、關係與模態是否為真正的邏輯機能，還是只做為一個名稱？並且，範疇

                                                 
14 見 Menne, ‘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p. 319. 

模態 propos - Ammonius modus - Boethius Modalität - Kant

關係 pros ti - Aristotle relatio - Quintilian Relation - Kant 

質 poion - Aristotle qualitatis - Apuleius Qualität - Kant 

量 poson - Aristotle quantitatis - Apuleius Quantität -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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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也以相同的四個名稱做為分類，這是否有實質的意涵、抑或只是一個單純的名

稱？若範疇表的「量」、「質」、「關係」與「模態」與判斷表的意義相同，這說明

了它們只是一個名稱，以區別不同類的邏輯形式與範疇，而不具有實質的理論意

涵；若意義不同，則它們有各自獨特的理論意涵。 

關於這一點，存在著一種弔詭的解釋。 

一方面，在構作判斷表的時候，康德將這四個概念稱之為「項目」(Titel)，
相對於它們之下的邏輯形式則稱之為「環節」(Moment)，這似乎說明了這四個概

念只做為某一類邏輯形式的集合的名稱，並不具有任何實質的意涵。同樣的四個

概念出現在範疇表中，它們理應也是「項目」，而十二個純粹知性概念則是它們

的「環節」。範疇表與判斷表同以「量」、「質」、「關係」與「模態」為項目，但

十二個範疇之名稱卻完全不同於判斷的邏輯形式。因此，康德似乎只是運用相同

的名稱指涉不同的東西，這些名稱不具有實質的意涵。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哲學史中發現這些個概念做為範疇意義的使用，也做

判斷意義的使用。例如量與質的概念用以解釋範疇與判斷的做法已有長遠的歷

史。並非所有邏輯學著作都會使用量與質做為判斷的性質，當它們被使用於判斷

理論中，它們就不是範疇理論的意涵。其理由如下，邏輯學談論的是思想的形式

條件與規範性問題，而一般而言的範疇理論屬存有論領域。各類判斷的劃分之研

究涉及語言問題或思想內容的問題，這無關範疇。既使邏輯學也處理概念的問

題，但概念與範疇並非等同的東西，因而範疇理論不是邏輯學研究的對象。普遍

邏輯學不曾思考範疇與判斷之間的理論關係。這似乎表明，過去有關判斷的量與

質的思考與範疇毫無任何關係，康德的判斷表其實是延續了前人的做法，並增加

了關係與模態。若是如此，我們就可不必考慮康德的範疇表對判斷表之影響，僅

僅考慮量、質、關係與模態在判斷理論中的意涵。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這內部問題之所以會產生的原因，在於康德將範疇表

與判斷表並置在一起考慮：每一個邏輯形式都有一個相應的純粹知性概念(KrV 
A78-9/B104-5)。判斷的邏輯形式是一個邏輯學的問題，而範疇卻是存有論的問

題，康德的「範疇形而上學推證」之目的在於藉由前者而確立後者。範疇的存有

論問題被康德收攝於一門有關認知能力及其界限之批判的研究中，亦即一門先驗

邏輯學之中。康德的目的是要為範疇尋找一個系統性根據的解釋，使它們不致落

入暗中摸索與隨意拼湊的批評中。 

筆者以為，縱使判斷表與範疇表有符應的關係，這也不蘊涵量、質、關係與

模態在兩個表中都具有相同的理論意義。十二個邏輯形式與十二個範疇是不同的

東西，不僅內容不一樣，其理論意涵也不一樣。因此，做為邏輯形式類別的「量」、

「質」、「關係」與「模態」與做為範疇類別「量」、「質」、「關係」與「模態」理

應具有不一樣的理論意涵，這也是邏輯學與存有論的區別。量與質做為判斷理論

的意涵廣為邏輯學家所接受，而這一使用方式並不含有範疇意義，所以康德是在

判斷理論的意涵下使用「量」、「質」、「關係」與「模態」指涉四類邏輯形式，它

們不同於範疇表中的意義，因此它們不是空洞的名稱。 

以上分析了 Lambert 對康德的影響，同時也分析了兩人之間的不同。可以肯

定，Lambert 按形式的觀點考查各種判斷的分類，並認為在形式的角度下，判斷

類型只有四種，而不是更多或更少，這一想法比先前的邏輯學家以及早期的康德

更接近《純粹理性批判》中的基本想法。Lambert 雖然從形式的角度考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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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仍停留在判斷類型的研究，這與康德的邏輯形式不一樣。另外，Lambert 並

沒有成立判斷表，而康德的判斷表顯然有其自身方法論上的考量。判斷表清楚簡

潔地把所有知性的統一性機能展示在我們眼前，每一個邏輯形式彼此都有系統性

的關連，任何一個判斷都是由這些邏輯形式彼此相互結合後而產生的。換句話

說，知性同時有四類統一性機能的參與方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判斷，個別地談論某

一個邏輯形式只觸及了判斷的其中一個面向，而非其整體。最後，康德為四類邏

輯形式冠上了特殊的術語：「量」、「質」、「關係」與「模態」，這延續了普遍邏輯

學中區分判斷的量與質之外，增加了判斷的關係與模態。這些概念不能與康德在

範疇中的量、質、關係與模態相混淆，因為兩者的理論意涵不同。 

接下來的四節，筆者將逐一分析每類邏輯形式中的環節，比較普遍邏輯學的

區分及其根據，與康德區分的根據。 

 

第二節 量的環節－全稱(Allgemeine)、特稱(Besondere)與單稱(Einzelne) 

無論是量、質、關係、還是模態中的各個環節，最早的相關研究與區分都可

以追溯至亞裡斯多德的《解釋篇》與《分析前篇》，尤其是前者提供了一個非常

完整與深入的分析。在其後的發展裡，邏輯學之中有關判斷類型的一些基本區分

都離不開亞裡斯多德所奠定的這個架構。因此以下各節的分析從亞裡斯多德開

始，然後是一些重要的邏輯學著作的基本主張以及康德在前批判時期的觀點，最

後才談及《純粹理性批判》的主張。本節先分析全稱、特稱與單稱的劃分。 

康德主張判斷的量有三種邏輯形式：全稱、特稱與單稱。他在《純粹理性批

判》的 A70-1/B-96-7 解釋了為何將單稱與全稱視為不同的邏輯形式，這有別於

邏輯學家將這兩類判斷視為同一的。事實上，有些邏輯學家只區分全稱判斷與特

稱判斷，但也有邏輯學家增加了單稱判斷。闡述這問題的最好方式就是回到這區

分的原初想法。 

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與《分析前篇》中都提及了判斷的量，但兩處區分

的解釋根據並不一樣。前者只單純地考查判斷，後者則從三段論推理活動的角度

來考查判斷。在《解釋篇》的第七章中，亞裡斯多德認為事物有兩種：普遍者

(katholou)與個別者(hekaston)，前者指人或動物等等，後者指蘇格拉底與葛勞孔

等等15。普遍者可以同時表述許多對象，而個別者只能表述一個單一的對象。關

於普遍者，其在一個語句之中做為主詞時，可以有兩種情況：全稱地被表述或者

非全稱地被表述16。例如人是普遍者，它可以全稱地被表述，如語句「所有人會

死」，它也可以非全稱地被表述，如語句「人會死」。雖然亞裡斯多德並沒有明說，

但我們可以從他的例子中知道當普遍者非全稱地被表述時，它為特稱命題，例如

「人會死」與「有些人會死」及「不是所有人會死」是相同的命題。單稱命題的

矛盾關係由其動詞決定，但涉及普遍者的語句卻無法依其動詞決定其矛盾關。亞

裡斯多德認為以普遍者做為主詞的語句的矛盾關係除了考慮肯定與否定外，還必

須考慮普遍者是否被全稱地表述，所以「所有人會死」與「不是所有人會死」是

矛盾關係，「沒有人會死」與「有些人會死」是矛盾關係17。所以，按語句的主

詞可以區分出單稱、全稱與特稱命題。 

                                                 
15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II, 17a39f. 
16 同上注。 
17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II, 17b1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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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普遍者與個別者是一組相關

的區分，這一區分並不會確定全稱命題的性質，因為普遍者做為主詞時可以進一

步劃分出其他類的命題。這只能確定單稱命題，它以個別者做為命題的主詞，它

不需使用「所有」、「不是所有」「有些」與「沒有」等語詞。全稱命題與特稱命

題又是另一組相關的區分，其決定於命題中的普遍者是否被全稱地表述。亞裡斯

多德在接下來的分析之中幾乎不再討論單稱命題，因為這裡的主題似乎只繞圍在

命題的矛盾與反對關係，以及在這些關係下真理成立的條件分析。亞裡斯多德認

為任何命題都存在矛盾關係，涉及普遍者的命題的矛盾與反對關係以及真理成立

的條件比較複雜。單稱命題相對而言比較簡單，它只依動詞上的肯定與否定產生

矛盾關係，而且當一者為真時另一者必為假，例如「蘇格拉底是白的」與「蘇格

拉底不是白的」18。 

亞裡斯多德在《分析前篇》中的劃分與《解釋篇》相同，但劃分的根據並不

一樣。他將前提（命題）區分為三類：全稱、單稱(en merei)與不定(adiorostos)，
這裡的不定命題即《解釋篇》中的普遍者不被全稱地表述的命題19。亞裡斯多德

在《解釋篇》中根據主詞概念的性質與主詞概念的表述方式區分出三類命題。《分

析前篇》研究證明活動，尤其是區分出何謂好的三段論推論形式與不好的三段論

推論形式。其中最大的差異之一是《分析前篇》談論的命題是做為三段論之中的

語句，亞裡斯多德稱它為前提(protasis)20。《解釋篇》研究的是一般而言的命題，

亞裡斯多德稱之為 apophantikos。兩者的理論意涵不一樣。 

先看亞裡斯多德如何界定這三類命題：全稱命題即 B 屬於所有 A 或沒有任

何一個 A，單稱命題即 B 屬於或不屬於某個 A，不定命題即 B 屬於或不屬於某

些 A。以上的界定與亞裡斯多德奇特的表述方式有關，例如語句「所有人是白色

的」，亞裡斯多德將之表述為白色屬於或述說(belongs to, be predicated of)所有

人；亞裡斯多德經常使用字母代表語句的形式，如「A 是 B」被表述為 B 屬於 A
或 B 述說 A。這一種表述方式是《分析前篇》所特有的，尤其是在討論各不同

的三段論形式，但卻不曾出現在《解釋篇》。 

亞裡斯多德的這一特殊表述方式可以解釋為何前提或命題可以區分為三

類，但這不能解釋為何上述界定中沒有提到單稱命題。亞裡斯多德並非有意忽略

單稱命題，而是它受到了其他規定的限制。亞裡斯多德在書中的第二章提到命題

中的主述詞與動詞的轉換規則（亦即質換與位換的規則），全稱與特稱命題都受

這一規則的限制21。唯獨單稱命題是例外、不受轉換規則的限制，這可以間接地

從《範疇篇》中的談論推斷出22。亞裡斯多德在《範疇篇》中認為第一類本質，

即個別者，不述說基體也不在基體之中23。不述說基體的意思即不能在語句之中

做為述詞，因此蘇格拉底與葛勞孔等等只能在語句中作為主詞，而不能作為述

詞。在主述詞與動詞的轉換規則中，例如「有些人是白色的」可以轉換成「有些

白色的是人」而意義相同，如若「蘇格拉底是白色的」也受轉換規則的限制，則

轉換之後便會違反《範疇篇》中個別者不能做為述詞的規定。這也是為何亞裡斯

                                                 
18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II, 17b27f. 
19 Aristotle, Priora Analytica, A, I, 24a16f; II, 25a1f. 
20 同上注。 
21 Aristotle, Priora Analytica, A, I, 25a1f. 
22 請參考 Günther Patzig, Aristotle’s Theory of the Syllogism: A Logico-Philological Study of Book A 
of the Prior Analytics, pp. 4-8。 
23 Aristotle, Categoriae, II, 1a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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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在界定時沒有提到單稱命題的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兩種不同劃分命題類型的根據。《解釋篇》的區分考

慮語句中主詞的性質以及其表述方式，《分析前篇》的區分則同時考慮主詞與述

詞之間的集合關係，相較於亞裡斯多德在這裡獨特的表述方式（即述詞 B 述說

／屬於所有或部份主詞 A），後來的邏輯學發展則使用一般的表述方式：「是否主

詞全部或部份地包含在述詞概念之中」。顯然，我們在一些邏輯學著作中看到的

劃分是源自於《解釋篇》，而一些邏輯學著作的劃分是源自於《分析前篇》。 

Apuleius 首次在其著作 Peri Hermeneias 之中提到判斷的量(quantitatis)與質

(qualitatis)24。Apuleius 這本著作的書名與亞裡斯多德的《解釋篇》同名，前者為

希臘文，後者為拉丁文（即 De Interpretatione）。但不同於亞裡斯多德的《解釋

篇》，Peri Hermeneias 並不專以命題理論做為全書的主題。全書的篇幅不長，但

裡頭不止談論了命題，而且還討論了三段論推理的問題。Peri Hermeneias 同時含

有《解釋篇》與《分析前篇》所提及的一些分析，它可以說是一本簡明的邏輯學

著作。 

Apuleius 首 先 釐 清 他 要 討 論 的 是 某 一 類 特 殊 語 句 ， 他 稱 之 為 命 題

(propositio)，他同時澄清所謂的命題也意指希臘文中的‘protasis’與‘axioma’。亞

裡斯多德正是在《分析前篇》中使用‘protasis’，而‘axioma’則是 Stoic 的專用術語。

Apuleius 認為命題有量與質的區分。關於量，命題可以是全稱的(universales)、單

稱的(particulares)與不定的(indefinitae)25。這一區分方式與亞裡斯多德在《分析前

篇》中的區分如出一轍。但 Apuleius 並沒有解釋這一區分是根據甚麼原則，我們

只能從他對不定判斷的解釋知道，量的區分可以按命題含有或不含有「所有」或

「有些」等語詞來決定，他並沒有提到任何類似亞裡斯多德在《分析前篇》的解

釋方式。 

在新時代，邏輯學家依然循著上述亞裡斯多德的兩種區分方式，其中可能出

現解釋上的差異。以下簡略敘述幾個與康德密切相關的邏輯學家的區分，其中包

括 Leibniz(1646-1716)與 Port-Royal Logic，以及靠近康德時代的吳爾芙、Meier
與 Lambert。Leibniz 也使用「量」與「質」於判斷之中，他將判斷的量區分為全

稱的與特稱的26。他的區分沒有提到單稱判斷，但他認為單稱判斷可以被歸類為

特稱判斷之中，這不同於一般邏輯學家將單稱判斷視為全稱判斷的一個特殊類型
27。Port-Royal Logic 認為判斷的量是全稱、特稱與單稱28。判斷中的語詞可以是

個別者或普遍者，前者形成單稱判斷，普遍者則按它所涉及的外延(extension)而
可分為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全稱判斷中的普遍者涵蓋其所指涉的全部對象，特

稱判斷中的普遍者涵蓋其部份對象29。吳爾芙首先根據一個判斷的基礎(Grund)
來決定此判斷為全稱的還是特稱的，判斷的基礎可以內在於事物或外在於事物

                                                 
24 Apuleius, Peri Hermeneias, in The Logic of Apuleius, tr. by David Londey, Carmen Johanson, 
Netherland: Brill Archive, 1987, II, p. 83. 
25 同上注。 
26 Lebniz, ‘Elements of a Calculus’ (c.1679), Logical Papers, ed. & tr. by G. Parkinson, Oxford: 
Clarendon, 1966, C49, p. 25; ‘Rules from which a decision can be made, by means of numbers, about 
the validity of inferences and about the forms and moods of categorical syllogisms’ (c.1679), C77, p. 
98. 
27 Lebniz, ‘A paper on ‘some logical difficulties’’ (after 1690), G vii. 211, p. 115. 
28 Port-Royal Logic, p. 83. 
2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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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他舉例，「所有石頭是重的」，重量是內在於石頭的本質，所以根據它所成立

的命題是全稱的，「有些石頭是熱的」，熱是外於石頭的太陽所造成的，所以沒有

被太陽所照射到的石頭是不會產生熱，因而是一個特稱判斷。除此之外，吳爾芙

還提到了單稱判斷，所以判斷可以區分為三類。Meier 認為，判斷的主詞可以是

單稱的或抽象的概念，因而可以分為單稱判斷(iudicium singulare)與普遍判斷

(gemeines Urtheil; iudicium commune)；而根據主詞是否全部被包含在述詞之下，

判斷可以分為全稱判斷(allgemeines Urtheil; iudicium universale)與特稱判斷31。

Baumgarten(1714-1762)在其 Acroasis Logica 中的區分也與 Meier 一樣32。Lambert
認為，當判斷的主詞是一個普遍概念時，它已將許多種類(Arten)與個體(Indiuidua)
涵蓋在其底下。根據主詞是否全部或部份地包含在述詞底下，我們可以區分出全

稱判斷與特稱判斷33。另外，Lambert 將單稱判斷視為全稱判斷中的一類，因而

所有判斷根據主詞與述詞的關係只劃分為兩類34。 

康德在早期的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的解釋也有點不一樣。Logik 
Blomberg 只區分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其分類的根據是：當主詞的標記(Merkmal; 
Nota)全部地或部份地被包含在述詞的界域(Sphaera)之中35。康德將單稱判斷視為

全稱判斷，其主詞是一個個別者36。Logik Philippi 則將命題區分為全稱、特稱與

單稱，區分的根據是：述詞與主詞界域中的所有概念比較則為全稱判斷、述詞與

主詞界域中的部份概念比較則為特稱判斷、述詞與特定的概念比較時則為單稱判

斷37。康德在這裡雖然明確區分三類判斷，他也主張單稱判斷就其界域來看與全

稱判斷一樣，所以單稱判斷屬於全稱判斷中的一種38。 

基本上，判斷的量可以從兩種不同的角度考慮其分類的原則：(1)根據判斷

之中的主詞概念之性質，(2)根據判斷之中的主詞概念是否完全或部份地被包含

在述詞概念之下而決定。若按第一類規則，僅僅根據主詞概念之性質只能獲得全

稱判斷與單稱判斷，若考慮主詞概念是否包含在述詞概念下則可以獲得全稱判斷

與特稱判斷。這兩種不同解釋在後來的發展中有一個轉變，尤其是第二種解釋。

若不考慮語句的轉換規則，同時不使用《分析前篇》中那種特殊的表達形式（「述

詞 B 述說／屬於主詞 A」），則我們可以只根據第二種解釋區分出全稱、特稱與

單稱判斷。但也有邏輯學家（如 Meier）的做法同於亞裡斯多德的《解釋篇》，

同時採取兩種解釋。 

邏輯學家在大部份的時候更重視第二種區分，並將單稱判斷等同於全稱判斷

（按：Leibniz 則將它等同於特稱判斷）。這也有其特殊的考量，它涉及了全稱判

斷與特稱判斷最終必須被運用在三段論的推理活動之中。判斷根據它的量與質的

互相結合後可以產生四種不同類型的判斷：全稱肯定（A 命題）、全稱否定（E
命題）、特稱肯定（I 命題）與特稱否定（O 命題），這四類命題都是構成三段論

推理中的前提或結論。早在中世紀，邏輯學家就已開始嚴格檢查由這四類命題所

                                                 
30 Wolff, Deutsche Logik, p. 158. 
31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1. 
32 參考自 P. Hauck, ‘Die Entstehung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pp. 196-208。 
33 Lambert, Neues Organon, §122, p. 78. 
34 同上注。 
35 Logik Blomberg, Ak XXIV: 275. 
36 同上注。 
37 Logik Philippi, Ak XXIV: 463. 
3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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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的三段論形式的有效性問題。考慮到三段論只涉及這四類命題，且單稱判斷

能夠被歸類到全稱判斷之中，邏輯學家只考慮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的做法也就不

奇怪了。 

邏輯學家在三段論推理活動中將單稱判斷等同於全稱判斷的作法，也解釋了

為何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主張將單稱判斷獨立於全稱判斷的真正動機，他

認 為 ：「邏輯學家們說得對，即人們可以在判斷應用於理性推理活動

(Vernunftschlüssen)時將單稱判斷視為全稱判斷」(KrV A71/B96)。先談康德如何

解釋邏輯學家的區分及其根據。康德簡略地提到了他們的理由：單稱判斷沒有任

何界域，所以單稱判斷的述詞不可能同時屬於主詞的一部份，又同時將主詞的另

一部份排除在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不確定邏輯學家是否會認為單稱判斷沒有

任何界域，但康德主張單稱判斷沒有界域，它只是一個點(Punkt)，所以這個點或

者落在述詞的界域之內、或者它落在述詞界域之外39。換句話說，康德認為只有

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才擁有界域。另一方面，康德也認為邏輯學家的區分是根據

判斷的內在有效性(inner Gültigkeit) (KrV A71/B96)。筆者認為，這內在有效性即

按主詞被包含在述詞之下的關係決定判斷的類型，這也是邏輯學家區分全稱與特

稱判斷的根據。康德並不反對邏輯學家在從事三段論的推理活動時，將單稱判斷

視為全稱判斷的作法，他沒有提出任何實際的批判與反對理由。 

那康德將單稱判斷獨立於全稱判斷，其根據又為何？ 

按邏輯學家區分判斷的兩種解釋規則，他們或者同時採用兩條規剛區分出三

類判斷，或者只採用第二條規則，進而將單稱判斷等同於全稱判斷。前者雖區分

出三類判斷，但三類判斷似乎不是並列關係，而是有上下從屬關係40。以 Meier
的區分為例，單稱判斷與普遍判斷相對，它立基於第一條規則，在普遍判斷之下

全稱判斷與特稱判斷相對，這是立基於第二條規則。這情況下的單稱判斷不與全

稱及特稱判斷處於並列關係。而 Meier 所謂的 gemeingültiges Urteil (iudicium 
commune)與 allgemeines Urteil (iudicium universale)並不意指同樣一種判斷，而有

上下屬關係的不同。並列關係的意涵之一即彼此是相互獨立且不相互約化的關

係，上下從屬關係則將具有相同性質的對象收歸於同一個上層概念之下。康德的

區分明顯是以並列關係考慮這三種邏輯形式，因此（至少對先驗邏輯學而言）三

種邏輯形式是彼此不可化約的，亦即三種不可相互化約的知性統一性的行動。這

裡，我們即刻可以看出康德與邏輯學家的理論根據不一樣：康德認為單純考慮判

斷的內在有效性是無法將單稱的邏輯形式獨立於全稱的邏輯形式，同時也無法解

釋單稱判何以能與全稱及特稱判斷是並列關係。他主張應該從對象性認知的面

向，即根據外延的量(extensive Größe)來決定。康德在 A71/B96 裡雖然只使用

‘Größe’解釋單稱的邏輯形式，然而我們可以在〈原理的分析〉(Die Analytik der 
Grundsätze)中發現，康德區分兩種量：外延的量(KrV B202)與內涵的量(intensive 
Größe) (KrV B207)，前者涉及量，後者涉及質。由此可以知道，康德在判斷的量

中的解釋其實是指外延的量。 

外延的量具有什麼樣的特點，以至於我們可以以它為基礎將單稱的邏輯形式

合理地區別於全稱的邏輯形式？筆者以為，這一問題必須回到邏輯學的起始點：

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學的本質差異。 

                                                 
39 同上注。 
40 相同的說法，請參閱 P. Hauck, ‘Die Entstehung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p.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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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邏輯學研究的對象是思想自身，其研究思想運作的形式條件與必然規

則。按邏輯學家的解釋，任何一個判斷都至少由一個主詞、一個述詞與外加一個

繋動詞所構成；那麼，普遍邏輯學在這個基本構成的基礎上關於量的邏輯關係所

能考慮的只能是主詞與述詞之間的蘊含關係。按一般的思想規則與表述形式，「所

有」、「沒有」、「有些」等等的邏輯量詞只能出現在主詞的位置，而不能出現在述

詞的位置41。因此，在思想自身的條件限制下，唯一能夠考慮的就是：是否所有

或部份主詞的界域被包含在述詞的界域之中。按照這一解釋所能區分出的判斷只

有兩種類型：全稱的與特稱的。因為單稱判斷中主詞必然全部地被包含在述詞概

念之下，所以單稱判斷等同於全稱判斷。其主詞不可能部份地被包含在述詞概念

之下，因為其主詞只指涉一個單一的對象，無論它被包括在述詞概念之下與否，

它都毫無例外地涉及主詞的整個界域。 

先驗邏輯學不同於普遍邏輯學，它考慮「所有先天地關連至對象的認知」，

其必須考慮到對象認知的先天起源之可能性，而不像普遍邏輯學般只考慮思想的

內在關係。筆者以為，康德在解釋判斷的量時訴諸了外延的量的想法。一方面，

普遍邏輯學不曾考慮外延的量；另一方面，在先驗邏輯學中根據「直觀的公設」

(Axiomen der Anschauung)：一切直觀中的對象都涉及外延的量(KrV B202)。這是

一個先驗的原則，而非普遍邏輯學的原則，它先於經驗而成立並且使得經驗成為

可能。因此，任何有關量的考慮都不是單純地考慮思想自身的形式條件，因此不

是單純地考慮主詞與述詞之間的關係。根據外延的量，一個認知可以與另一個認

知比較(in Vergleichung mit andern Erkenntnissen)，亦即單稱的量與全稱的量是可

以比較的。所以康德才以量上的統一性(Einheit)與無限性(Unendlichkeit)之間的差

異說明單稱與全稱之間的不一樣(KrV A71/B96)。根據外延的量，單稱的邏輯形

式與全稱的邏輯形式不同。 

除此之外，所有知性的統一性行動都可以回溯至判斷、以及判斷的邏輯形式

就是知性的統一性行動等等都是針對綜合判斷。分析判斷顯然不需要訴諸外延的

量的概念，現在所考慮的外延的量也是針對綜合判斷，因而與知性的統一性行動

有關。按外延的量，單稱的不同於全稱的，按知性的統一性行動，單稱的也不同

於全稱的，兩者所涉及的統一性行動不可相混淆。若按普遍邏輯學的思考方式，

由於只考慮思想的內在關係的有效性，它完全無法反映出單稱的邏輯形式與全稱

的邏輯形式分別涉及了兩種不同的知性統一性行動。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康德將全稱、特稱與單稱的邏輯形式並列的基礎是

先驗邏輯學，而非普遍邏輯學。唯有先驗邏輯學能根據外延的量解釋三種邏輯形

式的區分是有效的，這有別於普遍邏輯學的解釋。關於康德對判斷的量的說明，

最後還有一點補充：僅考慮主詞概念的特性以決定判斷為單稱或全稱的方式對康

德而言是不可行的，因為他視判斷的量屬於判斷的形式，而非質料（即判斷中的

主詞與述詞）。在形式與質料的嚴格區分下，康德要求我們只考慮形式的部份，

但考慮主詞無非就是考慮判斷的質料部份，如此將無法獲得任何判斷的邏輯形

式。對康德而言，過去有些邏輯學家只考慮判斷的主詞概念，以決定判斷的量，

這作法是不正確的。 

 

                                                 
41 正如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所言，述詞不能使用任何的邏輯量詞，我們不能說「所有人是

所有白的」。見 De Interpretatione, VII, 17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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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質的環節－肯定(Bejahende)、否定(Verneinende)與無限(Unendliche) 

康德將判斷的質區分為肯定、否定與無限等三種邏輯形式。在傳統的邏輯學

之中，邏輯學家通常只區分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卻不曾提及無限判斷。從早期

的邏輯學演講筆記之中可以發現，康德已經考慮無限判斷(Judicium infinitum)，
但他是否將之視為一個與肯定及否定判斷並列且獨立的判斷，我們不太確定，筆

者將在稍後詳細敘述之42。康德在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中的判斷表只區分

了肯定與否定，卻沒有提到無限判斷43。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的 A72/B96-7
解釋了為何無限的邏輯形式獨立於肯定與否定的邏輯形式。在分析康德的理由之

前，先看看他之前的邏輯學家如何區分判斷的質。 

首先仍以亞裡斯多德的《解釋篇》及《分析前篇》為開始點。亞裡斯多德在

這兩本著作中只區分肯定命題與否定命題。《分析前篇》主張命題（即前提）的

肯定與否定都述說某物之某物44。按照他在書中的特殊表達方式，肯定命題即「述

詞屬於主詞」或「述詞述說主詞」，而否定命題即「述詞不屬於主詞」或「述詞

不述說主詞」。由此可以知道肯定與否定決定於兩個概念或語詞之間的歸屬關係。 

《解釋篇》雖然沒有使用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但其有關肯定與否定的解釋

與《分析前篇》相近，因為他認為動詞述說主詞、或述說某物或表明某物在基體

之中45。命題至少由一個名詞和一個動詞所構成，而動詞與名詞最大的不同在於

它指涉時間並且述說某物之某物，亦即述說有關名詞的某種事態。動詞可以是一

般的動詞（例如跑、走、看等等），也可以是繋動詞。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

的第六章區分肯定命題與否定命題：肯定命題即肯定某物之某物，否定命題即否

定某物之某物46。顯然，一個命題之肯定與否定的功能完全取決於該命題中的動

詞，唯有從動詞的意涵才可以看出一個命題所表達的是肯定還是否定。 

Apuleius 首次提出命題的質，他區分為兩種：肯定 (dedicativae)與否定

(abdicativae)47。肯定命題肯定某物之某物，否定命題則否定某物之某物。任何一

個命題至少由一個名詞與一個動詞構成，Apuleius 又稱前者為主詞(subiectiva)，
後者為述詞(declarativa)。正如命題的量有確定的(definitas)與不定的(indefinitas)，
Apuleius 認為主詞與述詞也可以是確定的或不定的，例如「非人」、「非動物」就

是不定的48。已知沒有加上「所有」與「有些」等邏輯量詞的命題為不定命題，

這決定於命題的量。但 Apuleius 也將主詞或述詞含有不定項的命題同樣稱為不定

命題，而不使用其他特定術語稱謂之。換句話說，Apuleius 將質的不定命題與量

的不定命題都稱為不定命題。 

Boethius 首次將亞裡斯多德與 Apuleius 沒有明確區分的命題正式分為兩類：

量上的不定稱為不定命題(propositio indefinitus)，含有不定主詞或不定述詞的稱

為無限命題(propositio infinitus)49。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康德無限的邏輯形式是源

自於 Boethius 的區分，指的是後者。 

                                                 
42 Logik Blomberg, Ak XXIV: 274; Logik Philippi, Ak XXIV: 461. 
43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Ak XXIX: 37. 
44 Aristotle, Priora Analytica, I, 24a165f; II, 25a24f. 
45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III, 16b5f. 
46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I, 17a25f. 
47 Apuleius, Peri Hermeneias, II, p. 83. 
48 Apuleius, Peri Hermeneias, IV, p. 85. 
49 參考自 Albert Menne, ‘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p.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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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niz 在判斷的質中只提及肯定與否定判斷，而沒有提到無限判斷。他將

肯定命題界定為「甲是乙」或「甲包含乙」，否定命題為「甲不包含乙」或者「甲

包含乙是錯的」，其中甲和乙分別代表主詞與述詞概念50。Leibniz 在其各個邏輯

學的著作手稿中都沒提到無限判斷之區分。 

Port-Royal Logic 也只區分肯定與否定兩類命題。任何命題至少由一個主詞、

一個述詞與一個繋動詞構成，而繫動詞是命題的形式，它反映了心靈的行動：肯

定即主詞與述詞的結合，或者一個觀念(idea)屬於或統一另一個觀念；否定即主

詞與述詞的分離，或者一個觀念不屬於或分離於另一個觀念51。同樣地，作者在

一些例子中使用了不定名詞，但他沒有提到無限命題。筆者以為，不定名詞只能

做為主詞或做為述詞，所以對作者而言始終只與命題的質料有關，而與形式無

關。因此，命題的質只有肯定與否定，而沒有不定的類型。 

吳爾芙只區分肯定語句(bekräftigender Satz)與否定語句(verneinender Satz)，
他區分的根據是：某物是否屬於(zukommen)另一物52。Baumgarten 同樣只區分這

兩類命題53；Knutzen(1713-1751)則區分為三類，即多了無限判斷54。Lambert 將

判斷區分為肯定與否定，肯定與否定取決於繋動詞的表達，即取決於判斷中的

「是」與「不是」55。Meier 在其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主張判斷的質有三

類56。首先，判斷根據主詞與述詞的歸屬關係可以區分為肯定與否定：當述詞屬

於(zukommen)主詞時為肯定，當述詞不屬於主詞為否定。Meier 接著又說，當否

定(Verneinung)出現在主詞或述詞或同時出現在兩者中，而繋動詞或連結概念

(Verbindungsbegriff)卻不是否定的，則它是一個肯定判斷，也被稱為無限判斷

(unendliches Urtheil; iudicium infinitum)。Knutzen 與 Meier 使用的無限判斷顯然延

續了 Boethius 的‘propositio infinitus’之區分。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知道，一般的邏輯學家根據三種可能的解釋區分判斷的

質：(1)僅僅根據判斷之中的繋動詞的表達意涵；(2)根據主詞與述詞之間的結合

或分離關係；(3)根據述詞與主詞之間的歸屬關係。顯然，大部份邏輯學家採用

第二與第三種的解釋做為區分判斷的質理論根據。康德在早期的邏輯學演講筆記

中已提及質方面的三類判斷。從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可以知道康德

對判斷的界定：判斷是兩個概念之間的比較(Vergleichung)，而比較關係有兩種可

能：連結(Verknüpfung)與對立(Widerstreit)57。當述詞被思考為連結到主詞，則為

肯定判斷；當述詞被思考為對立於主詞，則為否定判斷。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繋

動詞，判斷的質料即主詞與述詞，肯定與否定涉及形式，而不涉及質料。當否定

涉及的不是判斷的形式，而是判斷的質料時，則這不是一個否定判斷，而是無限

判斷(Judicium infinitum)58。 

                                                 
50 Leibniz, ‘General Inquiries about the Analysis of Concepts and of Truths’, C366-8. 
51 Port-Royal Logic, pp. 82-3. 
52 Wolff, Deutsche Logik, p. 175. 
53  參 考 自 P. Hauck, ‘Die Entstehung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p. 200;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39。 
54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42. 
55 Lambert, Neues Organon, §121, p. 78. 
56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294. 
57 Logik Blomberg, Ak XXIV: 274; Logik Philippi, Ak XXIV: 461. 
5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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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必須補充一點，從 Apuleius 那裡可以知道：考慮命題的肯定與否定，是

一回事；考慮命題的主詞與述詞是確定的還是未定的，則是另一回事。原則上，

這可以組合成幾種後來所謂的無限判斷。然而，到了 Meier，無限判斷只被限定

為一種肯定判斷，這時已排除了無限判斷以動詞的否定形式出現的可能性。康德

在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中的解釋同樣只承認做為肯定形式的無限判

斷，而沒談及否定形式的無限判斷。更重要的是，按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

的解釋，他似乎只承認一種無限判斷：邏輯上為肯定、但擁有否定述詞的判斷(KrV 
A72/B97)。因此這不止排除邏輯上為否定、而且擁有否定主詞或者同時擁有否定

主詞與否定述詞的無限判斷。 

Meier 雖然區分無限判斷，但將它視為肯定判斷中的一類，而非像康德在《純

粹理性批判》中將三類邏輯形式視為並列關係。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無法確定是

否早期的康德將無限判斷視為一種獨立類型的判斷，抑或是屬於肯定判斷中的一

類。康德的解釋模式最接近 Meier，但 Meier 的判斷理論不曾使用形式與質料的

區分。而傳統的區分則視肯定與否定的區分根據判斷的形式，但無限判斷依據其

性質只涉及質料，而不涉及形式。既使到了 1777 年左右的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康德首次提出判斷表時，判斷的質只有肯定與否定，而沒有無限。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康德在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雖然區分出無限判

斷，並採用形式與質料來解釋無限判斷之特殊性，但康德仍就將它視為肯定判斷

中的一類，因為它與肯定判斷具有相同的形式。 

《純粹理性批判》特別的地方在於使用形式概念解釋了無限判斷之可能性，

並主張無限的邏輯形式本質上不同於肯定與否定的邏輯形式，在判斷表中有其獨

立的位置(A71-2/B97)。筆者以為，康德的解釋依然是建立在先驗邏輯學與普遍

邏輯學的基本差異，以及由此差異產生解釋上不同。所以關鍵依然在於：先驗邏

輯學考慮對象的先天認知之可能性。在解釋判斷的質時，邏輯學家從述詞對主詞

的歸屬關係區分肯定與否定判斷。康德則試圖運用主詞與述詞所涉及的界域

(Umfang; Sphäre)解釋無限判斷的特殊性。藉由這一特殊性的考慮，康德認為無

限的邏輯形式反映了知性擁有這一獨特的統一性機能以處理這類對象認知。以下

試圖重構康德的論證。 

康德開宗明義地主張先驗邏輯學視無限判斷不同於肯定判斷；普遍邏輯學視

兩者為同一類，因而無限判斷從不區別於肯定判斷。康德並不反對普遍邏輯學只

區分肯定與否定，這完全肇因於普遍邏輯學完全不考慮對象認知的先天源起的關

係。只考慮思想形式的情況下，判斷可被考查的部份只有概念與概念之間的連結

關係。根據他們的界定，任何一個判斷至少由一個主詞、一個述詞與繋動詞所構

成。判斷是心靈比較兩個概念，以決定兩個概念之間的歸屬關係或兩個概念之間

的結合與分離關係。由於已抽離了所有認知內容，判斷的質以下面三種原則之一

為基礎：(1)僅僅根據判斷之中的繋動詞的表達意涵，即繋動詞表達為「是」或

「否是」；(2)根據主詞與述詞之間的結合或分離關係，當主詞與述詞結合時為肯

定、主詞與述詞分離時為否定；(3)根據述詞與主詞之間的歸屬關係，當述詞屬

於主詞時為肯定，當述詞不屬於主詞時為否定。 

康德特別指出，由於普遍邏輯學抽離了所有述詞的內容，因而不考慮述詞是

否為一個否定述詞(verneinenden Prädikat)，而只考慮它附著(beilegen)或對立

(entgegensetzen)於主詞的情況。否定述詞即前面提及的未定述詞或不定名詞。無

論判斷的述詞為一般述詞還是否定述詞，它對主詞的邏輯關係依然只有附著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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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立兩種可能。無限判斷依然是一種肯定判斷，它是一個否定述詞附著於一個主

詞的判斷。按這一解釋，判斷的質無疑只有肯定與否定判斷。康德認為先驗邏輯

學在這一點上不同於普遍邏輯學，因為它不以這一方式看待無限判斷。在考慮對

象先天認知之可能性的前提下，康德認為我們必須顧及到這一類判斷是藉助於一

個否定述詞而在邏輯上為肯定的認知內容。換句話說，無限判斷是藉由否定的述

詞而獲得邏輯上肯定的內容。 

為了解釋先驗邏輯學如何從對象先天認知之可能性的角度考慮無限判斷，康

德訴諸界域的想法，以解釋否定判斷在界域上的不同，由此證明它擁有獨立的知

性統一性機能的運作。他舉了「靈魂是非毀朽的」(Die Seele ist nicht sterblich)，
以說明它在界域上的特殊性。「靈魂是不朽的」、「靈魂不是會毀朽」與「靈魂是

非毀朽」分別為肯定、否定與無限判斷。一般而言，以主詞與述詞的界域觀之，

肯定判斷將判斷中的主詞概念限制在述詞概念的界域之中，因此靈魂被限制在不

朽的界域之中；而否定判斷將判斷中的主詞概念排除在述詞概念的界域之外，因

此靈魂被排除在會毀朽的界域之外。無限命題雖然擁有肯定的邏輯形式，肯定的

邏輯形式告訴我們判斷的主詞被限制在一個確定的界域之中，但判斷中含有一個

否定述詞，亦即這一判斷是藉助於「非毀朽的」而成為邏輯上的肯定。 

康德認為，儘管無限判斷擁有肯定的邏輯形式，但靈魂概念卻被限制在一個

無限制的界域(unbeschränkten Umfang)之中──即非毀朽的存有。現在，毀朽的

與非毀朽的分別為兩個不同的界域，而非毀朽的界域之中擁有無數多的事物，靈

魂只不過是其中一類。因此，既便我們排除了毀朽的可能界域之後，我們仍不能

確定靈魂的真正界域為何，靈魂仍處在一個無限的界域之中。我們可以設想，在

這無限的界域之中，縱使有許多事物可以繼續被排除，但我們並不會因此增加對

靈魂概念的認知。 

為何康德認為將靈魂限制在一個無限的界域之中不會增加靈魂概念的認

知？可以明顯地看出，康德會同意「會毀朽的」、「不朽的」與「非毀朽的」三個

概念所形成的界域並不相同，其中同為肯定的形式，「不朽的」與「非毀朽的」

的界域卻明顯有別。筆者再舉一個比較明顯的例子便可看出其中的差異，「人是

兩足的動物」與「人是非四足的動物」分別為肯定判斷與無限判斷。「四足的動

物」與「非四足的動物」已經涵蓋所有動物的界域，而且其界域並不重疊。但「非

四足的動物」是一個無限的界域，縱使它排除了四足動物，但仍包含了無足的、

兩足、六足的、多足的動物等等，因此將人限制在這個無限界域之中，我們對人

的概念的認知卻沒有增加更多的內容。兩足動物的界域與非四足動物的界域明顯

不同，後者相對於前者而言界域更大，因而包含了無限事物。將人限制在兩足動

物的界域之中顯然比將它限制在非四足動物的界域之中，為人的概念帶來更確定

內容。康德所舉的例子或許無法明顯看出這一差異，但運用概念的不同界域的差

異就可以看出無限判斷的特殊性。 

由界域概念的解釋，我們可以發現無限判斷對認知內容的影響不同於肯定判

斷：就綜合判斷而言，肯定判斷的述詞增加了對主詞的認知，而無限判斷的述詞

明顯對主詞概念的認知貢獻甚少。肯定判斷與無限判斷存在有關認知內容上的差

異，進而兩類判斷分屬不同的知性統一性機能之運作，亦即兩類判斷分別由不同

的邏輯形式所構成。所以，先驗邏輯學不可忽略無限的邏輯形式，其在判斷之先

驗表(transzendentalen Tafel)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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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普遍邏輯學區分判斷的質時，礙於這門科學自身的

性質，它不考慮主詞與述詞的界域，所以更不曾考慮到界域上的差異造成認知內

容上的差異，所以邏輯學家一般只區分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將無限判斷視為肯

定判斷中的一類。康德的先驗邏輯學考慮了概念在界域上的差異導致認知內容上

差異的因素，肯定了無限判斷之獨特性。這對知性而言不可能是同一類統一性機

能運作所產生的結果，所以理應區分肯定與無限的邏輯形式。 

最後，筆者想補充一個重點，以結束本節的討論。此涉及一般邏輯學家與康

德對判斷的質的理解存在著一個本質上的差異：即繋動詞。康德之前的邏輯學家

對肯定與否定之區分，總離不開對繋動詞之決定。這尤其在 Port-Royal Logic 之

中最為明顯，它認為心靈的行動表現在判斷之中的繋動詞，繋動詞可以反映一個

判斷為肯定的或為否定的。雖然從述詞對主詞的歸屬關係可以決定一個判斷為肯

定或為否定，這種歸屬關係是建立在繋動詞的基礎之上，因為它是連結主詞與述

詞的媒介。一方面，本論文的第三章已指出，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賦予繋

動 詞 更 多 的 理 論 意 涵 ， 而 不 如 邏 輯 學 家 將 它 理 解 為 一 種 連 結 概 念

(Verbindungsbegriff)，並且反映判斷的質。另一方面，康德關於判斷的質不建立

在繋動詞的解釋上，他更多是從界域的想法解釋判斷的質如何可能有三類不同的

邏輯形式。從第二版的《純粹理性批判》，我們可以知道繋動詞代表了認知的客

觀有效性，用以區別於主觀有效性的認知。因此，對康德而言，判斷的邏輯形式

與繋動詞具有完全不一樣的理論意涵。 

 

第四節 關係的環節－定言 (Kategorische) 、假言 (Hypothetische) 與選言

(Disjunktive) 

在康德之前，邏輯學家普遍地將「質」與「量」的概念使用於其中兩類判斷

區分之中，其他的區分卻不曾被冠上任何特殊的術語。康德為另外兩類區分冠上

「關係」與「模態」。和「質」與「量」一樣，「關係」最先開始只做為範疇的意

涵出現在亞裡斯多德的《範疇篇》那裡。康德是首位將關係概念用於解釋判斷形

式的人，前人有定言判斷、假言判斷等等的區分，卻沒有使用關係概念解釋之。

不僅如此，若對邏輯學的發展史稍有瞭解，即可以發現亞裡斯多德一開始並沒有

區分出定言、假言判斷，而是區分簡單判斷與複合判斷。這一過程產生了幾次變

化，尤其是在 Stoic 與 Abelard 那裡。以下將簡略敘述這一轉變過程。 

我們從命題的組成要素談起，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中主張任何一個命題

都由一個名詞和一個動詞構成59。命題與名詞及動詞最大之不同在於，前者的組

成部份是有意義的聲音(phone)，後者的組成部份是無意義的聲音。與此同時，語

言活動之中的命題可以為真或為假，它涉及結合(combination; synthesin)與分離

(seperation; diairesin)；名詞與動詞既不為真也不為假，它們不涉及任何結合或分

離關係60。單獨的名詞或動詞雖然表徵吾人的心靈內容，但並不能表述某物之某

物，亦即不能表述肯定或否定。 

在第五章，亞裡斯多德指出，在眾多種不同的命題中，肯定命題與否定命題

是可以為真或為假的語句，它們都是簡單且不可進一步被分析的命題，而其他命

                                                 
59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 17a11f. 
60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I, 16a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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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都由連結而成為統一的命題61。任何命題是統一的，當它自身表達統一的內容

或藉由連結表達統一的內容。當它自身表達統一的內容，它由一個名詞與一個動

詞構成，或者由於連結語詞的關係；當它不表達統一的內容，則命題沒有任何使

用連結語詞62。當一個命題表達單一的肯定或否定，此命題為簡單命題；其他的

命題都是由簡單命題所構成，此為複合命題63。由此可以知道，亞裡斯多德認為

肯定命題與否定命題為眾多命題中最基本的命題，它由一個名詞與一個動詞構

成，除此之外的其他命題為複合命題。亞裡斯多德只區分這兩類命題，這一區分

有三個主要特徵：首先，一切複合命題都是由簡單命題所構成；其次，複合命題

都有連結語詞，使得所有簡單命題結合成一單一的表達；最後，簡單命題只表達

一個心靈內容，複合命題因連結語詞而表達單一的心靈內容，否則它表達眾多心

靈內容。可惜的是，亞裡斯多德並沒有進一步指出複合命題有哪些？ 

亞裡斯多德在《分析前篇》並沒有區分簡單命題與複合命題。從他對命題的

各種不同的描述可以知道，所有三段論推理的前提都是簡單命題，此即後世所謂

的定言三段論(categorical syllogism)。任何前提都可以進一步被分析出更小的語

言單位─語詞(horon)，亦即主詞、述詞以及一個動詞64。按照這一界定，所有前

提都是簡單命題，而非複合命題。 

在亞裡斯多德之後，Stoic 的 Galen 將亞裡斯多德所謂的複合命題稱為

‘hypothetika’，並與簡單命題相對65。Apuleius 在其 Peri Hermeneias 中依循這一

分類，但他將簡單(simplex)的命題稱為斷言性(praedicativa)，複合(composita)的
命題則稱為條件性(substitutiva, condicionalis)66。Apuleius 認為斷言性命題比條件

性命題在本質上更具有優位性，因為所有條件性命題都以斷言性命題為其成素
67。換句話說，所有條件性命題都可以進一步被分析出斷言性命題，所有條件性

命題都由斷言性命題組成。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了簡單命題與複合命題之區

分，業已看到假言命題與條件性命題之使用，Abelard 則首次使用「定言」

(cathegorica) 代 表 簡 單 命 題 ， 包 含 兩 個 或 以 上 定 言 命 題 的 則 稱 為 假 言 的

(hypothetica)68。 

從 Galen、Apuleius 與 Abelard 的談論中可以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即

‘hypothetica’存在著兩種不同的意涵：做為一個統稱，‘hypothetica’意指含有至少

兩個定言命題的複合命題，它與 ‘complexa’、 ‘composita’或 ‘zusammengesetzt 
Urtheil’的意涵相同；做為條件性命題，‘hypothetica’則意指以兩個定言命題分別

做為其前件與後件的命題。這兩種‘hypothetica’的理論意涵顯然不一樣，前者涵

蓋的範圍比後者廣，因此條件性命題只不過是複合命題中的一類，除此之外還有

其他類型的複合命題，例如連言、選言命題等等。Abelard 的‘hypothetica’持第一

種意涵，而 Apuleius 的‘hypothetica’則持第二種意涵，兩者不應混淆69。到了新時

代，‘hypothetica’的意涵只剩下第二種意義，亦即將它視為條件命題，它屬於複

                                                 
61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 17a9f. 
62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 17a16f. 
63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V, 17a21f. 
64 Aristotle, Priora Analytica, 1, I, 24b17f. 
65 參考自 Albert Menne, ‘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p. 319。 
66 Apuleius, Peri Hermeneias, II. 
67 Apuleius, Peri Hermeneias, II, p. 83. 
68 參考自 Albert Menne, ‘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p. 320。 
69 參考自 Albert Menne, ‘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p.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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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命題中的一種。換句話說，‘hypothetica’不再等同於‘complexa’、‘composita’或
‘zusammengesetzt Urtheil’。而康德判斷表中的假言的邏輯形式屬於第二種意涵。 

Port-Royal Logic 將命題區分為簡單的(simple)與複合的(compound)70。前者只

有一個主詞和一個述詞，後者擁有一個以上的主詞或一個以上的述詞。作者並沒

有使用‘categorical’來指涉簡單的命題；至於複合命題，作者區分了連言的

(copulatives)、選言的(disjunctives)、條件的(conditionals)、因果的(causals)、關係

的(relatives)與分立的(discretives)71。從 Port-Royal Logic 的區分可以看出作者採

第二意的‘hypothetica’，其不與複合命題之意義等同。 

吳爾芙的區分又截然不同於前面提過的例子。在第二節提到過，吳爾芙認為

每一個判斷之根據或者內在於對象，或者外在於對象。那裡舉了「石頭是重的」

與「石頭是熱的」，重量是內在於石頭之性質，而熱則是外在於石頭的原因所致。

在第二個例子中，述詞是否歸屬於主詞，其取決於一個根據或條件，它在表達形

式上為一個定言判斷。若我們將其條件也同時表述在一個判斷之中，則我們可以

獲得一個假言判斷或條件判斷72。另一方面，吳爾芙不只區分定言判斷與假言判

斷，而且還區分了簡單與複合判斷，後者包括了連言判斷與選言判斷73。 

Knutzen 同樣區分簡單判斷與複合判斷，而複合判斷之下又有連言判斷與假

言 判 斷 74 。 Lambert 也 區 分 簡 單 判 斷 (einfaches Urtheil) 與 複 合 判 斷

(zusammengesetztes Urtheil)75。但他區分的根據並不是很明確，他認為根據判斷

的質與量中所區分出的各種判斷都是簡單的，它們都可以透過其外在形式(bloße 
äußerliche Form)而被認知且彼此被分別76。在諸多複合判斷之中，首先是假言判

斷，Lambert 將這類判斷界定為一種連結至一個條件(Bedingung)作為其真理之基

礎的判斷，此亦稱為條件性判斷77。它跟量與質的各種判斷對立，後者為無條件

的(unbedingten)、表達的(ausdrücklichen)與定言的(cathegorischen)78。除了假言判

斷之外，Lambert 還區分出了連言判斷與選言判斷79。可以發現，除了定言與假

言判斷之對立是基於一個理論性的判準之外，Lambert 提及的連言與選言判斷似

乎也是從外在形式來決定它們為複合判斷。雖然沒有明確說明「外在形式」意指

為何，但我們仍可以將其理解為表達上是否使用了一些連結語詞，Lambert 提到

了假言判斷的「如果－則」(wenn…so)、連言判斷的「和」(und)與「不僅－而且」

(sowohl…als)以及選言判斷的「不是－就是」(entweder…oder)80。我們不能以條

件與無條件限制為根據，將定言、假言、連言與選言視為並列關係，定言與假言

之區分是依據判斷的條件性基礎而產生之區分，但連言與選言卻不以此為基礎，

因此條件與無條件之限制並不能說明這四類判斷的分別。我們只能根據簡單與複

                                                 
70 Port-Royal. Logic, p. 86. 
71 Port-Royal. Logic, p. 96-103. 
72 Wolff, Deutsche Logik, p. 159. 
73 參考自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36。 
74  參考自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39。 
75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1, p. 84. 
76 同上注。 
77 同上注。 
78 同上注。 
79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3-6, pp. 84-9. 
80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1, p. 84; §133, p.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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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有效地區分這四類判斷，亦即定言判斷屬簡單判斷，假言、連言與選言判斷屬

複合判斷。 

與吳爾芙不一樣，Meier 的區分比較接近於 Port-Royal Logic。他區分簡單判

斷(einfaches Urtheil; iudicium simplex)與複合判斷(zusammengesetztes Urtheil; 
iudicium compositum)：前者只含有一個主詞與一個述詞，後者含有一個以上的主

詞或一個以上的述詞81。複合判斷包括了連言判斷(Verbindungsurtheil; iudicium 
copulativum) 、 條 件 或 假 言 判 斷 (bedingtes Urtheil; iudicium hypotheticum, 
conditionale)與選言判斷(disjunctives Urtheil; iudicium disiunctivum)82。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絕大部份的邏輯學家都根據一個判斷之中的主詞與

述詞之數量來決定一個判斷之特性，由此可以區分出簡單判斷與複合判斷，這架

構下的定言、假言與選言判斷不是並列關係，因為它們分屬兩類（簡單判斷與複

合判斷）不同判斷。Stoic 與 Abelard 的‘hypothetica’與‘complexa’、‘composita’之
理論意義等同，而條件與因果判斷則是‘hypothetica’中的一類。自新時代以來，

‘hypothetica’之意涵被窄化，並與‘complexa’、‘composita’之意涵分離，所以現在

已不再將之等同於複合判斷，而是其下之一種類別。區分簡單判斷與複合判斷所

帶出的一個意涵是，邏輯學家認為簡單判斷是不可進一步被分析為更小認知單位

的判斷，所有類型的判斷都以此為基礎。換句話說，所有複合判斷都可以被分析

為更小認知單位的判斷，最後獲得的都是簡單判斷。與此相反，當康德將定言、

假言與選言的邏輯形式並列時，他要表達的是這三類形式對知性的統一性行動而

言都是最基本的且不可相互被化約的。此牵涉到先驗邏輯學考慮對象先天認知之

可能性的面向，筆者將在稍後解釋。 

康德在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 中仍遵循著上述之一般劃分：簡單

判斷與複合判斷。簡單判斷由一個主詞與一個述詞構成，複合判斷由兩個主詞與

一個述詞、或一個主詞與兩個述詞構成，這類複合判斷稱為連言判斷83。然而，

是否假言與選言判斷也被視為複合判斷，這一點康德並沒有明確的說明，但他關

於假言與選言的分析卻是一種革新的理論解釋，他從關係(Verhältniß)的角度解釋

假言與選言判斷，關係有兩種：連結(Verknüpfung)與對立(Widerstreit)。本論文的

第三章中已提及，這時期的康德主張判斷的形式即判斷的關係，關係是兩重的

(zweifach)，所以涉及兩個對象，即主詞與述詞。藉由主詞與述詞之間的連結關

係或對立關係，我們可以區分出肯定判斷與否定判斷。同樣的，我們可以考慮兩

個判斷之間的關係，由此區分出一個判斷連結於另一個判斷，以及一個判斷對立

於另一個判斷，前者為假言判斷，後者為選言判斷84。假言判斷之連結關係又稱

為「原因與結果」之關係(Verhältniß des Grundes zu den Folgen)，判斷之後件

(consequenz; posterius)必須連結於判斷之前件(antecedenz; prius)，整個假言判斷才

能成立。選言判斷乃是對一個界域之邏輯分類(logische Einteilung)而形成的判

斷，判斷與判斷之間是一種互斥、不相容的關係，因此視為一種對立關係。 

雖然康德使用連結與對立關係解釋主述詞之關係、假言與選言之關係，但判

斷之形式仍只落在前一種，假言與選言不曾被視為判斷的形式。康德只主張判斷

的形式即關係，而關係即繋動詞，雖然假言與選言判斷也涉及關係，但原因與結

                                                 
81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4. 
82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4; §305; §307; 
83 Logik Philippi, Ak XXIV: 463. 
84 Logik Blomberg, Ak XXIV: 276-7; Logik Philippi, Ak XXIV: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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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整體與部份之關係不是繋動詞，所以我們不能由此推斷假言與選言也是判斷

的形式。康德從關係的角度為假言判斷與選言判斷提出了一個全新的理論解釋，

就這一點而言，他的解釋無疑已經逐步地接近《純粹理性批判》的想法了。 

我們可以看到，康德在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將定言、假言與選言並

置在一起考慮，並用「比較」的關係解釋它們之間的不同85。他根據關係(nach 
Relation)區分這三類判斷：定言判斷是一個概念與另一個概念之比較，即述詞之

於主詞；假言判斷是兩個概念之比較，即原因之於結果；選言判斷是兩個概念之

比較，即部份之於整體(Theile zum Gantzen)。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已經初

步確定了康德判斷表的基本架構，之前的邏輯學家先將判斷劃分為簡單與複合，

之下再區分出不同的判斷類型。在這架構下，定言、假言與選言不是並列關係，

康德則根據判斷的關係解釋了這三類判斷如何是並列關係。 

在《純粹理性批判》的 A73-4/B98-9 中，康德主張思想在判斷中的關係有三

種：(1)述詞之於主詞，這涉及兩個概念；(2)原因之於結果，這涉及兩個判斷；

(3)部份之於整體，這涉及兩個或以上的判斷。為了能同時解釋它們成為三種不

同的邏輯形式，康德有理由不採用之前的解釋方式。首先是早期的 Logik Blomberg
與 Logik Philippi，判斷的形式即繋動詞，由於繋動詞做為關係語詞只能解釋定言

判斷的主詞與述詞之關係，卻不能同時解釋假言判斷的原因與結果之關係，或選

言判斷中的部份與整體之關係。在這情況下，假言與選言的成立條件自然就不能

被視為與判斷的形式有關，假言與選言判斷由定言判斷所構成，屬於複合判斷。

換句話說，定言、假言與選言不是處於並列關係。對比於《純粹理性批判》，我

們可以發現康德仍保留從關係之角度考查判斷的這個面向，但他對繋動詞之理解

已有所不同，那這一思想上的轉變之關鍵何在？ 

筆者以為，其中的關鍵在於判斷的形式與質料之認定。早期的康德縱然有形

式與質料之想法，但他仍不全然從形式的角度考查判斷的各個面向。他主張判斷

的形式即繋動詞，質料則是主詞與述詞概念。我們業已看到不少邏輯學也有相同

的主張。按照這一界定，判斷的形式無疑只有兩種：肯定與否定。至於其他的區

分都與判斷的形式無甚關係。所以，既使康德區分了各種不同判斷，那仍然是判

斷類型之區分，而非判斷形式之區分。批判時期的康德重新界定判斷的形式與質

料。若我們只承認判斷的質料只有被給予的概念，那麼形式必定只有一種，若我

們重新考慮判斷的質料，則對形式之理解也必隨之改變。現在，康德認為判斷的

質料有兩種：概念與判斷，因此判斷的形式就不再只有繋動詞，而還有其他者。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康德在《純粹理性批判》中有關判斷的關係之考查經歷了形

式與質料之理解的改變。 

但是，這仍不足以說明何以康德不區分簡單判斷與複合判斷，而將定言、假

言與選言的邏輯形式視為並列關係。筆者以為，這出自於普遍邏輯學與先驗邏輯

學之不同，亦即簡單判斷與複合判斷之區分是建立在普遍邏輯學的基礎上，康德

的三分方式是建立在先驗邏輯學的基礎上。普遍邏輯學不考慮對象認知之源起與

差異問題，邏輯學家唯一的根據就是思想自身。正如康德在§19 中對邏輯學家的

理論的理解，判斷被界定為兩個概念的關係的表象，這一界定只針對簡單判斷，

亦由一個主詞、一個述詞與繋動詞構成的判斷。而其他判斷都由簡單判斷所構

成，所以一切判斷這在面向下只有兩類：簡單的與複合的。先驗邏輯學從對象的

                                                 
85 Philosophische Enzyklopädie, Ak XXIX: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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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認知之可能性的角度考慮判斷的形式問題，它必須解釋為何假言與選言的邏

輯形式都是特殊且獨立的知性統一性行動，且與定言形式並列。假言形式的核心

想法是兩個判斷做為原因與結果的關係，這是有關兩個認知內容的前後相繼

(Konsequenz)關係。認知上的前後相繼之關係不同於普遍邏輯學對假言判斷之解

釋。以 Meier 為例，假言判斷被解釋為一種受條件限制的判斷，在這條件關係底

下，做為條件者的判斷稱之為前件(prius, antecedens)，由此條件導出的判斷稱之

為後件(posterius, consequens)。由於只考慮思想的形式條件，普遍邏輯學只能指

出假言判斷由兩個判斷所構成，兩個判斷只能按彼此的條件關係來考慮。若從對

象的先天認知之可能性考慮，假言的邏輯形式不止是單純的兩個判斷之間的條件

關係，而且是兩個判斷的前後相繼的關係，這一形式在經驗發生之前便能夠確

立。同樣的，普遍邏輯學並不以對象之界域來考慮選言判斷；康德以認知的界域

來解釋選言之成立，因而也是從先驗邏輯學的角度來考慮它。在一個特定的認知

界域之中，選言形式成立了各種不同的判斷，這些判斷是一種邏輯分類(logische 
Einteilung)，以窮盡這界域之中的所有對象。每一區分都是整體界域之中的一部

份，當其中一個部份被肯認，其他的部份將同時被排除。普遍邏輯學只考慮語句

的連結形式，而不考慮對象在一個界域中的邏輯分類。 

從先驗邏輯學的角度解釋假言與選言的邏輯形式在於指出，由於它們在對象

認知上有其特殊的意涵，亦即解釋認知與認知的前後相繼關係，以及認知的整體

與部份之關係，所以必有相應的知性統一性行動，以使得這類認知成為可能。因

此，康德認為假言與選言在判斷表之中有其獨立的位置，與定言的邏輯形式是並

列的關係。三種邏輯形式分屬三種不同的知性統一性行動，彼此不能被化約與取

代。 

 

第五節 模態的環節－或然 (Problematische) 、實然 (Assertorische) 與必然

(Apodiktische) 

筆者已在第一節中稍微提及了‘Modalität’一詞的概念發展，亞裡斯多德雖有

相關的區分，但沒有使用特別的術語指涉它。Ammonius 在其亞裡斯多德的注釋

中使用了希臘文‘propos’，Boethius 用拉丁文‘modus’與‘modalis’來翻譯這字。量、

質與關係在亞裡斯多德那裡原來的意涵是範疇，而與語句無關。相反的，亞裡斯

多德首次提出了幾個模態語詞，但他從語句的角度解釋它們，卻不曾將它們視為

範疇。接下來，筆者將討論一些主要的區分，我們將發現，邏輯學家沒有提出一

個特定的原則解釋它們的區分。 

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的第十二章中區分四種模態語詞：可能的(möglich; 
adnaton)、偶然的(kontingent; endechomenon)、不可能的(unmöglich; adynaton)與
必然的(notwendig; anagkaion)86。亞裡斯多德並沒有對它們進行任何界定與解

釋，而直接討論一個語句在擁有這些模態語詞的情況下，語句之間的肯定與否

定、還有其他邏輯關係為何。然而，語句的各種邏輯關係並不是我們這裡所要考

慮的。我們要問的是，亞裡斯多德如何解釋模態語詞在一個命題之中的作用？ 

對於這問題，我們所知甚少，只能從其他的談論中推測他對模態語詞在語句

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解釋篇》的第十章中，亞裡斯多德考慮了各種類型命題的

                                                 
86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XII, 21a3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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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與否定關係87。首先是最簡單的命題，它由兩個成素構成：一個名詞與一個

動詞。其中，名詞可以為一般名詞，也可以為不定名詞，動詞可以是一般的動詞，

也可以是繋動詞，其時間指涉可以是現在、過去或未來。藉由否定語句中的動詞，

我們即可以獲得肯定與否定兩類命題。除此之外還考慮了擁有「所有」與「有些」

等邏輯量詞的語句。接下來，亞裡斯多德考慮擁有三個成素的語句：即一個主詞、

一個動詞外加一個述詞88。這時，亞裡斯多德將動詞視為第三個元素，主詞與述

詞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不定名詞，同時也可以擁有邏輯量詞。如此，肯定與否

定的語句類型就比只有兩個成素的語句複雜，肯定與否定的類型也比它們多出一

倍，因為這裡增加了述詞做為名詞與否定名詞的情況。亞裡斯多德在這裡要提出

的重點是，肯定與否定取決於語句中的動詞，而不是主詞或述詞，否定名詞雖帶

有否定語詞，但它不構成任何矛盾的對立關係。例如：「人是正義的」的否定是

「人不是正義的」，而不是「人是非正義的」，「人是非正義的」的否定是「人不

是非正義的」。 

《解釋篇》的第十二章考慮模態語句的肯定與否定關係。依第十章的解釋方

式，模態語句的矛盾對立關係似乎也應該建立在動詞的肯定與否定，例如「這可

能是」的否定是「這可能不是」。但事實並非如此，這兩個命題得不出矛盾關係，

因為它們可以同時成立，例如「明天可能會發生海戰」與「明天可能不會發生海

戰」。我們並不因為它們的對立關係同時成立，而說矛盾律在這裡不成立；為了

維持矛盾律的原則，亞裡斯多德認為模態語句的肯定與否定關係並不源自於動

詞，而是源自於模態語詞自身89。因此，模態語句的肯定與否定關係是建立在模

態語詞及其相反者之上，而非語句中的動詞。亞裡斯多德認為，在第十章中提及

的命題「人是白的」，「人」與「白」被視為承載者，而繋動詞被視為添加在承截

者之上的東西；第十二章的模態語句中，繋動詞也被視為承截者，而模態語詞則

視為被添加在繋動詞之上的東西90。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亞裡斯多德主張模態語句的肯定與否定、以及矛盾

關係是建立在模態語詞之間的對立關係（「可能－不可能」、「偶然－不偶然」、「不

可能－不是不可能」、「必然－不必然」），而不是語句中的動詞。正如動詞是異於

名詞與不定名詞的第三種成素，模態語詞也是異於動詞、名詞與不定名詞的第三

種成素。 

在《分析前篇》，亞裡斯多德只區分了三種不同的命題做為前提的情況：實

然、可能的與必然的91。一般使用的命題都是實然的，它不帶有任何模態語詞。

亞裡斯多德考慮了可能的與必然的做為前提的三段論形式，而沒有提到偶然的與

不可能的。似乎，康德判斷表中的區分更接近於《分析前篇》的區分，而非《解

釋篇》。 

Apuleius 在 Peri Hermeneias 中沒有提到任何有關模態語詞與語句之區分。

Port-Royal Logic 區分判斷的形式與質料，形式為判斷中的繋動詞，質料為判斷

中的主詞與述詞。它認為模態語詞只涉及判斷的形式，而不涉及內容，它只影響

判斷的繋動詞，而不影響主詞與述詞。它所提到的模態語詞和亞裡斯多德一樣，

                                                 
87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X, 19b5f. 
88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X, 19b20f. 
89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XII, 21b10f. 
90 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XII, 21b23f. 
91 Aristotle, Priora Analytica, II, 25a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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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四類：可能的、偶然的、不可能的與必然的92。 

吳爾芙沒有提到任何模態語詞與判斷的分類。Knutzen 將模態判斷視為一種

複合判斷，其區分與亞裡斯多德和 Port-Royal Logic 一樣93。Baumgarten 只區分

兩類模態判斷：偶然的與必然的94。Meier 並不特別區分出模態判斷，他只區分

出純粹的(reines Urtheil; purum iudicium)與非純粹的(unreines Urtheil; iudicium 
modale)判斷95。帶有模態語詞的判斷是非純粹的，不帶有模態語詞的判斷是純粹

的。至於模態語詞有幾種，Meier 卻沒有細分。 

Lambert 區分三種模態判斷：可能的、實在的(wirklich)與必然的，以及它們

的相反者96。Lambert 認為模態語詞涉及連結語詞(Bindewörtgen)的普遍規定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因此模態語詞涉及了判斷之中的繋動詞。然而，他

認為模態概念不僅僅涉及認知的外在形式，事實上它們屬於存有論(Ontologie)概
念97。Crusius 也有相同的區分，與 Lambert 不同，他將模態概念理解為邏輯學意

涵，亦即概念之間的確定關係(ein gewisses Verhältniß des Begriffe)，而不做存有

論意涵之解釋98。Lambert 與 Crusius 區分的最大不同在於他們視「實在的」為模

態語詞，這即不同於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中的區分，也不同於新時代以來一

般的區分。康德在日後也使用實在概念來解釋實然的邏輯形式。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康德之前的邏輯學家多沿用亞裡斯多德在《解釋篇》

的模態區分，很多時候邏輯學家並沒告訴我們模態概念的真正意涵，以及區分模

態判斷的根據。從 Port-Royal Logic 與 Lambert 那裡，我們可以知道模態概念涉

及了判斷的繋動詞之規定。 

康德判斷表中關於模態的區分依循著 Lambert-Crusius 的思路。但早期的邏

輯學著作中只談及了兩種相關的類型：或然、實然，卻沒有提及必然的99。康德

如此定義或然判斷與實然判斷：當一個判斷之中兩個概念之關係是未確定的

(unbestimmt)，我只是考慮(erwäge)它，則為或然的，若我設置(setze)它，則為實

然的。 

在《純粹理性批判》中，康德明確地指出模態的邏輯形式與其他三類邏輯形

式對於一個判斷之構成的作用不同。模態的邏輯形式對判斷中的質料之規定毫無

貢獻，它涉及繋動詞與思想之關係的價值(Wert)(KrV A74-5/B99-100)。量、質與

關係的邏輯形式則是產生判斷內容的重要關鍵。由於已區分判斷的形式與質料，

形式是安排與規定質料的方式，何以模態做為判斷形式卻與判斷內容無關？若其

他三類形式足以構成任何一個判斷，何以我們還需要模態的邏輯形式？ 

筆者以為，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解釋「繋動詞與一般思想的關係的價值」，

何謂價值？首先，繋動詞的價值不可能是指判斷的質。已知康德不再將繋動詞理

                                                 
92 Port-Royal Logic, p. 95. 
93 參考自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40。 
94  參考自 G. Tonelli,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p. 142。 
95 Meier, Auszug aus der Vernunftlehre, §309. 
96 Lambert, Neues Organon, §137, p. 89-90. 
97 同上注。 
98 參考自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Vol. 6, p. 10。 
99 Logik Blomberg, Ak XXIV: 276; Logik Philippi, Ak XXIV: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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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判斷的邏輯形式之一，而是成立一個判斷後之客觀有效性之根據。因此，我

們無寧說繋動詞不是構成判斷的邏輯形式，而是判斷之完成後才產生的。唯有當

一個判斷成立之後，我們才能夠區分出它是客觀有效的還是主觀有效的。繋動詞

的意義在於指出一個判斷是具有客觀有效性。在判斷的質，我們有肯定、否定與

不定。早期的康德和一些邏輯學家都將肯定與否定等同於判斷之中的繋動詞，這

似乎也符合日常語言的表達形式；然而，按《純粹理性批判》的解釋，我們不能

將判斷的質與判斷中的繋動詞相混淆，兩者顯然已被賦予不同的理論意涵。若模

態形式涉及繋動詞的價值，則這繋動詞不可能指判斷的質，否則質將等同於模

態，而康德區分質與模態便無任何意義。換句話說，繋動詞的價值不會是指判斷

的質。 

第一版的《純粹理性批判》並沒有明確地指出繋動詞的真正理論意涵，我們

是透過第二版《純粹理性批判》的第十九節，才知道康德真正的想法。第一版沒

有明確規定繋動詞的意義並不蘊含康德沒有這一想法，筆者以為，第二版第十九

節對繋動詞的主張事實上已經隱含在第一版之中，而且就在模態形式的說明之

中，這與康德規定模態為「繋動詞之價值」有緊密的關連。若能切確地指出康德

所謂「繋動詞之價值」為何，我們將能發現它與第二版的第十九節的繋動詞之理

解是一致的。簡言之，模態反映判斷的繋動詞之價值，或然、實然與必然分別代

表了繋動詞的三種不同型態。而第十九節談的是認知的客觀有效性，那模態必定

反映了一個判斷的客觀有效性之面向。接下來，筆者將分析康德如何解釋這三種

模態形式。 

 康德如此描述三種模態判斷：「或然的是如此，人們在那裡視肯定(Bejahen)
或否定(Verneinen)為可能的(möglich)（任意的(beliebig)）。實然的，它被視為實在

的(wirklich)（真的(wahr)）。必然的，在它那裡人們視它為必然的(notwendig)」(KrV 
A74-5/B100)。康德認為假言判斷與選言判斷在模態上無論如何都只能是或然

的。假言判斷由兩個判斷構成，一個為前件，一個為後件。前件對假言判斷而言

是一個真理的條件，後件則是在滿足這真理的條件後所產生的結果。康德認為假

言判斷中的前件只能是邏輯上可能的，而不可能為實然的，亦即我們無法肯認它

為真或為假。只有後件才是實然的，但它受到前件的限制，唯有在其條件（即前

件）被滿足的情況下，它才能為真。所謂前件（條件）被滿足，其實指的是一種

假言三段論的推理情況。在其中，原來的假言判斷是大前提，而前件另作一個小

前提，由此可以推出後件為真。例如：「若天下雨，則地濕」是一個假言判斷的

大前提，其前件做為條件只能是或然的，亦即不為真也不為假；「天下雨」則是

一個實然判斷，亦即它被肯認為真的、實在的；由此，前件被滿足了，所以後件

「地濕」也將被肯認。因此，在單獨考慮假言判斷的情況下，假言判斷只能是或

然的。選言判斷亦是如此。 

康德認為或然判斷只具有邏輯上的可能性，它在知性之中只是一種自由的選

擇(eine freie Wahl)或隨意的假定(willkürliche Aufnehmung)。它只是認知主體任意

的設置，既不決定它為真或為假。實然判斷則涉及了邏輯的實在性(logische 
Wirklichkeit)或真理。認知的實在性或真理涉及了對象性，而這對象性只能源自

時間與空間中的對象，亦即認知的表象符應於一個經驗對象，如此才談得上實在

性或真理。以上一段的假言三段論為例，「天下雨」在大前提之中雖然只為或然

的，但在小前提中卻為實然的，因此小前提意謂著判斷本身以經驗做為其有效性

之根據，在認知主體之中被視為真的。必然判斷的特殊之處在於其先天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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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即它根據知性的法則(Gesetze des Verstandes)思考實然的判斷，這些法則是

先驗的，它使得所有經驗的認知成為可能。因此，所有必然判斷都具有邏輯上的

必然性。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康德將或然、實然與必然呈現為一種認知在價值上的秩

序，它們在知性之中分別為不同的認知階層。由或然的判斷向必然的判斷過渡，

為認知上由最低階、既不為真也不為假的認知，經中間階層以經驗為根據的認

知，到高階以知性法則為基礎的認知。因此，我們可以說模態不涉及判斷質料的

安排，而是反映了一個判斷與認知主體的理論關係。同時，假言判斷中的前件只

能是或然的；而前件同時作為小前提則為實然的，其實然性以經驗直觀為基礎，

由此斷定這判斷為真或為假；最後結論為一個必然的判斷，其必然性建立在大前

提與小前提之間的必然連結之關係上。三種不同模態判斷的繋動詞在知性之中具

有三種不同的認知意涵，因而分別為三種不同的價值。當一個判斷為必然的，則

其繋動詞反映了判斷的必然的客觀有效性，因為它是奠基在知性的先天原則之

上。這無疑等同於康德在第二版《純粹理性批判》中第十九節對繋動詞的界定。 

量、質與關係對判斷的質料做了形式上的規定，模態則反映了該判斷在主體

中的認知階層。透過這一認知階層，我們可以清楚知道一個判斷的認知效力。雖

然前面三類邏輯形式足以產生一個判斷，但沒有模態形式的規定，我們無法知道

產生這一判斷的基礎為何。一個判斷若沒有模態形式的規定，我們將無法判定它

的有效性。這不止是康德在模態方面的一個革新想法，也是康德在認知理論上的

一個革新想法。 

 

第六節 小結 

本章從邏輯學發展史的面向考慮了康德的判斷表。邏輯學家區分了各種不同

類型的判斷，我們可以從他們的著作中找到理論上的根據，以說明各種區分是如

何可能的。將他們的區分對照於康德的判斷邏輯形式，我們發現許多共同點，也

發現許多不一樣的地方。藉由這一比較，我們也發現了康德的判斷表在哪方面比

前人更跨前了一步。我們可以歸納出下以三點結論，以結束本節之討論： 

(1) 康德以形式的角度考查所有判斷的構成要素，同時認定判斷的形式只有

四類，這是得益於 Lambert。但是判斷表之架構與其中的各種細目環節

卻是康德自己獨創的結果。康德之前不曾有人成立過判斷表，而且各個

邏輯形式也不完全同於邏輯學家的判斷類型之區分。 

(2) 雖然邏輯學家研究的是判斷類型之區分，而康德研究的是判斷形式之區

分，但這並不妨礙我們進行比較的工作。在先驗邏輯學的基礎之上，康

德區分出各種不同的邏輯形式，每一個邏輯形式都是獨立且不可被化約

至其他的邏輯形式之中，它們分別代表了不同的知性統一性行動。相反

的，普遍邏輯學由於其自身的理論特性，無法解釋為何有些判斷類型本

質上不同於另一些判斷類型，因而將某類型的判斷化約至另一類判斷。 

(3) 在傳統邏輯學家的分類中，各種邏輯類型的區分都按一些既定的規則。

康德區分的原則不同於前人，他從先驗邏輯學的角度闡述了四類邏輯形

式中的各個環節為何在判斷表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