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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做為康德道德哲學最後一本主要的著作，《道德底形上學》一書長期以來一

直受到康德研究者們的忽視。許多論者們認為，〈法權論〉做為《道德底形上學》

一書中的第一部份，其中的許多觀點與康德道德哲學中的理念並不一致。然而，

在本論文中，筆者即試圖捍衛〈法權論〉的道德地位，以及《道德底形上學》一

書的重要性。是故，本論文有兩個主要的論點：第一，康德的〈法權論〉並不會

與其道德哲學理念產生衝突，相對的，法權的法則必須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而

法權的系統本身也未違反自律的原則；第二，《道德底形上學》一書扮演了「道

德義務學」及「道德實踐學」的角色，從而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及《實踐

理性批判》共同構成康德道德哲學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關鍵字：康德、法權論、道德形上學、實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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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ast major work of Kant’s morality,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in Kantian literatures. Many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Rechtslehre, or Doctrine of Right, as the first part of Metaphysics of 
Moral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Kant’s moral theory.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defend the moral status of Rechtsleh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There are two main 
arguments - firstly, Rechtslehre does not conflict with Kant’s moral 
theory; instead, the laws of Right should be derived from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nd the system of Right does not contradict to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Secondly,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octrine of moral duties” and the “doctrine of practical morality”, and, 
together with the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nd 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part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Keywords：Kant, Doctrine of Right, Metaphysics of Morals, Prac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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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沒有什麼人的論文是從謝辭開始寫起的，可是我的論文卻就是這麼開始

的。因為在動筆撰寫論文以前，就發現一路以來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 
首先我要要感謝我的家人。我一直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總是固執地選擇

自己想要的人生，連當初跑去考哲學所也沒有事先告訴你們一聲。謝謝你們的接

受、理解與支持。沒有你們的支持與支援我絕對不可能如此無憂無慮地追逐自己

的夢想，所以我真的要很謝謝很謝謝我的家人。 
謝謝士熊，如果不是妳的相信與打氣，我想我不會有勇氣在現在這條道路上

努力。雖然彼此已經在不同的方向了，但還是希望彼此都能加油。希望妳的生活

永遠如同妳一般如此美麗。 
謝謝科宏，謝謝遠在阿姆斯特丹的你總是與我互相激勵。雖然輸了誰比較快

寫完論文的賭注，但我很樂於輸給你。因為我相信你是如此優秀，所以你也要更

相信自己（這段文字是在去年我們都還茫然於寫碩論時就寫下的，其實現在科宏

早已拿到碩士學位，並以公費生的身份錄取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班了）。 
謝謝孟真學姊與宸安學長，當初考哲研所的時候如果沒有你們實質的幫助與

精神上的鼓勵，我想我今天沒有辦法在這裡。雖然我在哲學系上認識的人並不多，

但你們一直是我最尊敬的學長姊。 
接著我要感謝在政治大學漫長的求學歲月中給過我幫助與鼓勵的許多老師

們，我將依照對我哲學啟蒙的順序一一道謝，除了三位對我而言有著特別重要意

義的師必須被置於最後特別致謝。 
謝謝郭立民老師，郭老師在政治系所開設的思想課程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哲

學啟蒙，如果不是大一時修了郭老師的課，我可能根本不會進一步去哲學系修習

更多與思想相關的課程，更不可能在之後走上哲研所這條道路。 
謝謝何淑靜老師，在我一開始到哲學系修課時其實面臨了很大的撞牆期，對

於上課中的內容其實幾乎無法掌握，一直到之後修到何老師的課程後，我才真正

開始比較能夠吸收課堂上的相關知識，如果不是何老師，也許我就會放棄雙修哲

學系的學分了。 
謝謝蔡中民老師，謝謝老師在我申請哲研所時二話不說地幫我寫了推薦信，

否則我連申請哲研所的資格都沒有的。我總一直很敬佩老師對於課堂內外分際的

區分，老師上課時對於學問的態度總是很嚴謹，但在課後遇到老師總像鄰家男孩

一般跟我打招呼或說話，雖然上了研究所後就再也沒有機會修到老師的課了，但

每次在路上遇到老師總讓我覺得非常開心。 
謝謝孫善豪老師，雖然一直到了大學快要畢業了才修到孫老師的課，但是在

研究所的過程中，每個星期晚上跟著孫老師一起讀馬克思的課程一直是我最愜意

的時光，孫老師總是能夠用許多深刻的例子將文本中的意涵傳授給我們，我到現

在還很懷念跟著孫老師一起讀馬克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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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林從一老師，其實在進入哲研所之前，我並沒有什麼書寫哲學報告的經

驗，所以在碩一時修習林老師的課程第一次要在研究所撰寫學術性的哲學論文讓

我感到非常惶恐，但很謝謝林老師在我碩一第一次寫報告時對我的指導，我永遠

也不會忘記在北醫的辦公室中老師鼓勵我的那個畫面。 
謝謝林鎮國老師，碩二我修習了林老師的詮釋學課程，因為每週都要閱讀份

量不少的文本並寫書摘，在那段時間讓我得到了許多紮實的訓練，也讓我開始學

會如何閱讀與整理哲學性的文本，這對我在日後論文的研究與撰寫上有著非常大

的幫助。 
謝謝蔡美麗老師，我一直很後悔大學時期沒有修過任何蔡老師的課，老師的

課程對我而言就像魔法一般，總是能夠用最生動活潑的方式深入淺出地講述所有

哲學，好像再艱澀難懂的哲學問題到了蔡老師的口中都是如此地簡單而輕盈。每

個星期五下午蔡老師的課程總是讓我如沐春風，總覺得三個小時的時光飛也似地

一下就過去了。 
另外我還要特別感謝三位老師： 
首先是鄭光明老師，如同前面對何老師的感謝一般，我也很感謝大學時修到

鄭老師的知識論，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哲學原來也可以那麼淺顯易懂而有趣實用，

如果不是這樣我可能也會半途就放棄了哲學，而一直到現在我對於許多基礎哲學

問題的知識都是在那時候鄭老師的課堂中習得的。除此之外也要謝謝鄭老師讓我

在碩一和碩二時有機會擔任老師的助理，在擔任老師助理跟課的這段時間讓我學

習到了很多很多，我總是很佩服老師的幽默風趣，老師上課的風采總是讓很多同

學們為之傾倒，也謝謝老師讓我有機會實際地在講台上帶同學們討論哲學問題。 
再來是羅麗君老師，羅老師是我看過最用心最用心備課的老師，每一堂老師

的課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每次我總是帶著期待的心情去上課，然後帶著充實滿

盈的心踏上歸途。我對於羅老師真的有說不出的感謝，謝謝老師當年主動幫我寫

推薦信，也謝謝老師在西哲史的課堂中給我的肯定，真的很感謝老師為我的近代

哲學史打下許多根基，一直到現在老師上課的筆記與講義都還是我最珍貴的資產。

在口試那天看到老師最後來鼓勵我時真的有說不出的感動，事實上那一刻我比口

試的任何時刻都還要感到激動與緊張。其實我一直很希望自己可以一輩子都當個

學生，也真的很希望可以一輩子跟在羅老師身邊學習。真的真的很感謝羅老師對

我的所有指導與鼓勵。 
最後是我的指導教授林遠澤老師，林老師是我心中最有學問涵養的老師，我

對於老師淵博的學識真的有說不出的景仰。如果不是因為大學時修了老師的「康

德的道德哲學」，我當年其實不會有動機與勇氣申請哲研所。也謝謝老師在我碩

一時就把我找到辦公室給我鼓勵，雖然我一直到了碩二才鼓起勇氣開口請老師指

導，但其實我在進研究所之前就已經下定決心希望請老師指導我的論文。我也很

謝謝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老師對我的耐心與指導，我其實是一個很懶散而且進度

緩慢的人，謝謝老師總是給我很大的空間包容這樣的我，也謝謝老師總是能夠很

迅速且明確地點出我的盲點。真的很謝謝老師對我的指導，如果不是老師推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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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道德底形上學》，我對於康德的道德哲學可能會充滿了許多誤解與一偏之

見，也不可能催生出今日的這份論文。我真的很驕傲也很榮幸能夠受到老師的指

導。除此之外也要謝謝老師讓我能在碩三時擔任西哲史的助教，在這個過程讓我

學習到了許多，也彌補了一直無法再修到老師課程的缺憾，謝謝老師給我這樣的

機會，也謝謝老師一直以來對我的鼓勵，對於老師我總有說不完的感謝。 
除了上述政大的師長以外，我也要謝謝我的口試委員周家瑜老師以及彭文本

老師。其實周老師可能不清楚，在我一開始摸索論文題目時，一直惶恐於找不到

相關的中文研究，但是周老師的文章卻給了我很多啟發與方向，也幫助我思考與

釐清很多問題；另外我真的要特別特別感謝彭文本老師，我知道自己的文筆不是

很好，寫東西又時常瞻前顧後而過於瑣碎，但是無論是在中研院的發表會，或是

最後的論文口試，彭老師都很細心地看我的文章，並且提出許多對我的論文很關

鍵也很重要的問題，能受到彭老師這樣的指導讓我覺得非常的開心，我真的不知

道要如何用言語或文字表達我對彭老師的感謝之情。 
謝謝中研院的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讓我能夠在這麼好的地方完成我的論

文，並且給予我許多難忘而愉快的時光。謝謝張福建老師，老師是我遇過最沒有

架子而亦師亦友的老師，總是像溫暖又熱情的爸爸一樣鼓勵著我們，也謝謝張老

師幫我修改我論文中拙劣的文字，能夠在張老師擔任執行長時來到人社中心讓我

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與格外珍惜。 
謝謝穎萱以及玫璟，每次論文遇到瓶頸時我總是到妳們辦公室叨擾，謝謝妳

們的包容，很高興在這一段日子裡能夠和妳們成為幾乎無話不談的朋友，這對一

直以來很孤僻的我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還要謝謝在中心一起努力的麗菁學

姊、侑志學長以及冠甫，謝謝你們讓我參與了人生第一次的讀書會，同樣的如果

不是你們給我這樣的機會，孤僻的我可能永遠都不知道這樣的活動可以帶給我這

麼豐富而美好的經驗，我也很高興自己在研究所最後的這段時間能夠和你們成為

很要好的朋友。除此之外也要謝謝尚儒學長，雖然因為對於學術上有些理念的不

同產生的爭執，但是很謝謝學長願意看我的文章，並給予我在學術上的提點與指

導，事實上學長是我看過我們這一輩中最努力並且對於學術最有使命的人。 
最後的最後，我要把這篇論文獻我生命中一個特別的人──那就是我的爺爺。

如同前面提及的，一路以來我的求學生涯其實並不太受到大家的看好，因為我總

固執地走在自己想走的道路上。但我知道我的爺爺總是一直支持著我。從我大學

考上當時一心一意想唸的政大政治系，爺爺就不知去哪裡弄來一份政大地圖，甚

至陪著我在還沒入學前就先到政大來認識環境，還附上一包上面寫著「一帆風順」

的紅包送給了我。包紅包至今仍原封不動地收在我書桌的抽屜裡，它會是我一生

中最值得紀念的物品之一；直到我考上哲研所，這個年代裡人們也許總覺得唸哲

學系是一件羞於說出口的事情，但我爺爺總是會很驕傲地向所有親戚朋友介紹他

的孫子現在唸的是政大哲學所。很難過沒有機會讓他看到我畢業的這個時刻，也

沒機會送他一本我的論文，但我還是希望能藉著這樣的機會把這個小小的成就與

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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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原諒我任性而冗長地打了如此長的謝辭，這可能不是一份多麼好的論文，

甚至之於論文而言，這一份謝辭對我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我終於可以藉

著這樣的機會感謝這一路來許多我應當道謝的人，而這對我而言有著非凡且無比

的義意。 
在研究所的這幾年我的人生經歷了許多震盪，失去了幾個身邊重要的親人，

體驗了一些情感上的挫折。然而謝謝每個曾經在我生命中帶給我養份的人們。雖

然還不知道自己將來會在什麼樣的地方，但無疑地你們的滋養都只會讓我成為比

原先的自己更好的人。 
 

王冠龍 
201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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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in Kant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Bd. 6. 

TP “Über den Gemeinspruch: 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 taugt aber 
nicht für die Praxis”（“ On the Proverb: That May Be True in Theory, but Is 
of No Practice Use”）, in Kant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Bd. 8. 

ZF “Zum ewigen Frieden”（“ To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in 
Kant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Bd. 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viii 
 

目錄 

摘要................................................................................................................................. i 

Abstract ......................................................................................................................... ii 

謝辭.............................................................................................................................. iii 

康德著作縮寫表 ......................................................................................................... vii 

目錄............................................................................................................................ viii 

第一章：導論 ............................................................................................................... 1 

壹、 研究目的 .................................................................................................................. 1 
貳、 概念的準備工作：〈道德形上學之導論〉及〈法權論導論〉 ............................ 3 

一、 道德形上學做為一先驗之學說 ......................................................................... 3 
（一） 自然學說與道德學說之區別：一道德形上學之必要性 ......................... 3 
（二） 道德形上學之預備概念 ............................................................................. 4 

1. 自由與法則 ..................................................................................................... 4 
2. 人類心靈能力之特殊性：法則到義務的過渡 ............................................. 6 
3. 道德歸責之問題：人與物之區別 ................................................................. 8 

（三） 道德形上學體系之劃分 ............................................................................. 9 
二、 法權論導論 ....................................................................................................... 13 

（一） 綜論：Recht 一字的雙重意涵 ................................................................ 13 
（二） 法權與法權論 ........................................................................................... 15 
（三） 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則 ........................................................................... 17 
（四） 嚴格法權：法權與強制力 ....................................................................... 19 

參、 問題意識的釐清 .................................................................................................... 22 
一、 文獻探討：從 1997 迄今的一系列論辯 ......................................................... 22 
二、 字詞的釐清：倫理與道德 ............................................................................... 23 
三、 法權論「獨立說」與「依賴說」的判分 ....................................................... 24 

（一） Wood 的理論做為一種「獨立說」 ........................................................ 24 
（二） Willaschek 的理論做為一種「獨立說」 ................................................ 26 
（三） Seel 的理論做為一種「依賴說」 ........................................................... 28 
（四） Nance 的理論做為一種「依賴說」 ....................................................... 28 
（五） Guyer、Flikschuh 與 Ripstein 的理論做為一種「依賴說」 ................. 30 

肆、 研究步驟 ................................................................................................................ 31 

第二章：法權論的「獨立說」及其問題 ................................................................. 33 

壹、 Allen Wood 的「完全獨立說」 ........................................................................... 33 
一、 Wood 的基本論點 ............................................................................................. 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x 
 

（一） 倫理義務與法學義務的區別 ................................................................... 34 
（二） 對法權的保障不依賴於人的道德性 ....................................................... 37 
（三） 法權原則做為一分析性命題 ................................................................... 40 
（四） 「獨立說」帶來的好處 ........................................................................... 42 
（五） 小結 .......................................................................................................... 43 

二、 對 Wood 的回應 ................................................................................................ 43 
（一） Guyer：分析命題與設準 ......................................................................... 44 
（二） 來自《道德底形上學》架構的質疑 ....................................................... 48 
（三） 採取「好處說」的問題 ........................................................................... 49 

貳、 Marcus 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 ........................................................ 51 
一、 Willaschek 的基本主張 .................................................................................... 51 

（一） 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 ............................................................................... 52 
（二） 法權與強制力的非規定性 ....................................................................... 54 
（三） 詮釋康德法權論的「二元觀點」 ........................................................... 58 
（四） 道德性與合法性：從「觀點的區別」到「法則的區別」 ................... 60 
（五） 小結 .......................................................................................................... 63 

二、 對 Willaschek 的回應 ....................................................................................... 64 
（一） 衝突法權的問題 ....................................................................................... 64 
（二） 法權與強制力的動態模型 ....................................................................... 68 
（三） 二元觀點的轉折點 ................................................................................... 70 

參、 總結 ........................................................................................................................ 73 

第三章：法權論的「依賴說」及其商榷 ................................................................. 74 

壹、 Gerhard Seel 的「定言令式依賴說」及其問題 .................................................. 74 
一、 法權法則得由定言令式證成 ........................................................................... 74 
二、 法權法則只能由定言令式證成 ....................................................................... 76 
三、 Seel 的「定言令式」依賴說的問題 ............................................................... 78 

（一） 可普遍化與否與普遍法則的程式方法 ................................................... 79 
（二） 定言令式做為法權的正當性基礎 ........................................................... 80 

貳、 「自由法則依賴說」及其問題 ............................................................................ 80 
一、 法權原則無法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 ....................................................... 81 

（一） Guyer：法權原則完全不關注行動之格律 ............................................. 82 
（二） Ripstein：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 ..... 84 
（三） Flikschuh：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具有不同的自由概念 ........... 86 

二、 法權原則建立在自由的理念之上 ................................................................... 89 
（一） Flikschuh：「自律的自由」與「非自律的自由」 ................................. 89 
（二） Ripstein：法權的自由做為一種「獨立的自由」 ................................. 91 

三、 對於「自由法則依賴說」的回應 ................................................................... 94 
（一） 道德法則、自由理念與定言令式 ........................................................... 9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x 
 

1. 道德法則與定言令式 ................................................................................... 95 
2. 道德法則即自由法則 ................................................................................... 96 

（二） 「定言令式」與「格律」 ....................................................................... 98 
參、 Michael Nance 的「間接依賴說」 .................................................................... 101 

一、 人做為目的自身的人性尊嚴 ......................................................................... 102 
二、 對於外在自由的保障只能訴諸外在強制力 ................................................. 103 
三、 外在強制力只能用來保障外在自由 ............................................................. 104 
四、 小結：Nance 與 Willaschek 論證之比較 ...................................................... 106 

第四章：對獨立說與依賴說批判之綜合 ............................................................... 109 

壹、 法學立法中「客觀法則」與「主觀動機」之區別 ........................................... 110 
貳、 「法則」做為法學立法中客觀正當性的來源：法權論與定言令式 ............... 112 

一、 法權法則與倫理法則的共同正當性根源：理性的實踐法則 ...................... 112 
二、 法權法則的客觀正當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定言令式之上 .......................... 115 

參、 「動機」做為法學立法中主觀遵從性的角色：法權論與自律原則 ............... 118 
一、 康德道德哲學中自律的理念 .......................................................................... 119 
二、 法權論如何做為一自律的學說 ..................................................................... 121 

肆、 小結：重新回歸「懲罰權」的問題 .................................................................. 126 
伍、 總結 ...................................................................................................................... 128 

第五章：〈法權論〉及《道德底形上學》的貢獻 ................................................. 130 

壹、 康德道德哲學三大著作的角色 .......................................................................... 130 
一、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原理學、道德自律學 ............................... 130 

（一）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做為一道德自律學 ..................................... 130 
（二）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做為一道德原理學 ..................................... 132 

二、 《實踐理性批判》：道德神學、道德目的論 ............................................... 134 
（一） 《實踐理性批判》做為一道德神學 ..................................................... 134 
（二） 《實踐理性批判》做為一道德目的論 ................................................. 137 

三、 《道德形上學》：道德義務學、道德實踐學 ............................................... 138 
（一） 《道德底形上學》做為一「道德義務學」 ......................................... 139 
（二） 《道德底形上學》做為一「道德實踐學」 ......................................... 142 

貳、 結論 ...................................................................................................................... 145 
一、 橫的剖析：康德對於理性的兩個實踐興趣之回答 ..................................... 146 
二、 縱的演遞：愈發「實踐」的道德哲學 ......................................................... 147 
三、 論文總結：法權論與《道德底形上學》之重要性 ..................................... 149 

參考文獻 ................................................................................................................... 15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第一章：導論 

 

壹、 研究目的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道德底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
Metaphysik der Sitten）出版於 1797 年左右，然而相較而言，該書並未如同《道

德底形上學之基礎》（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與《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二書一般受到康德道德哲學研究者們的重視。正如 Roger 
Sullivan 在為《道德底形上學》英譯本撰寫序言時所述，該書之所以受到學者們

的普遍忽視，一個重要的理由在於：許多論者認為，構成該書第一部份的〈法權

論〉與康德過往的道德哲學基本原理有所牴觸。甚至有不少人認為，因為發表該

書時康德本人年事已高，對於哲學思考的敏銳度與深刻度已大不如前，無論在章

節的安排與理論的建構上都出現紕漏，因而將《道德底形上學》一書視為康德哲

學中較次等與不重要的作品。 
然而，康德最早於 1760 年代左右即已多次提及撰寫此書的計畫，甚至我們

可以說康德從批判時期以來的龐雜論著，都是為了建立此書所謂的「道德形上學

系統」所做的預備工作。1似乎就這種種跡象而言，我們都沒有理由輕視《道德

底形上學》一書在康德學思生涯中的地位。基此，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就扮演《道

德底形上學》一書重要性的阿基里斯腱的「法權論」進行進一步的檢視與探究。 
是故，本論文的問題核心即在於：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才提出來

的法權理論是否真的不合於其道德哲學整體系統？又或者〈法權論〉本身不僅不

會與康德的道德體系產生矛盾，更對於該體系的完善性具有著積極性的意涵？換

句話說，本論文的焦點即在於探究論康德的〈法權論〉、乃至於《道德底形上學》

一書之於其道德哲學系統的定位問題。 
而針對此一問題，筆者則希望能在本論文證成以下兩個主張：第一，若我們

依據康德對於「道德立法」中「法則」與「動機」的區別，則我們將可以發現，

康德的〈法權論〉不只不會危及道德哲學體系的理論一致性，更進一步而言，它

既可以、也必須被置於這樣一個道德哲學系統及其原理原則（定言令式、自由法

則與自律等理念）之下；第二，〈法權論〉、乃至於《道德底形上學》一書對於康

德整體的道德學說而言不只並非無足輕重，相對的，它們有著自身相較於康德其

                                                 
1 康德傳記作者 Manfred Kuehn 曾在 2012 年撰文指出：康德最早於 1765 年末即表現出要撰寫此

書的計畫，在該文中 Kuehn 同時詳細地說明了從 1765 直至 1797 年該書真正出版的過程中，康

德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及該計畫受到推遲的理由。若讀者們有興趣，詳見：Manfred Kueh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Deferral," i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ed. Lara Den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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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道德哲學著作的獨特課題與使命──亦即，它們共同扮演了該體系之中做

為一「道德義務學」以及一「道德實踐學」的重要角色，從而是康德道德哲學中

不可獲缺的重要環節。 
為了更快速而不失整全性地釐清上述問題，筆者以為最佳的方法是站在前人

的腳步與工作成果上思考，因而在本論文中，筆者將焦點置於一場 1997 年以來

對於康德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關係的持續論爭之上。在這場論爭中，筆者將不同

的論者們初步地區分為法權論的「獨立說」與「依賴說」兩大派別，前者主張康

德的法權論必須被排除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外，而後者則認為康德法權論最終仍

然必須依賴於道德哲學的基礎之上。 
在上述的不同派別中，筆者將依據論者們各自的不同論點，進一步區分出以

下的不同代表與學說： 
首先，筆者將「獨立說」的觀點進一步區分出 Allen Wood 的「完全獨立說」

與 Marcus 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因為前者主張無論就康德本人

的意圖、或理論建構與文本理解上的需要，法權論都應被視為道德哲學之外的產

物；而後者則認為康德雖然意圖將法權論置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下，然而如此一

來將造成該體系內部無法化解的矛盾衝突，故為了避免理論建構與文本理解上上

的困難，最終不得不放棄這樣的觀點，從而將法權論排除於道德哲學體系之外。 
其次，筆者則將「依賴說」的觀點再細分為三個不同的派別──其一，Gerhard 

Seel 主張法權論的正當性必須、也只能由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演繹

而來，筆者將此一觀點稱為「定言令式依賴說」；其二，Michael Nance 則認為雖

然我們無法單獨地由定言令式演繹出法權的概念，然而只要為前者加上一些「經

驗性前提」（empirical premises），即可「間接地」地得出法權與強制力（coercion）
的必要性，是故筆者將 Nance 的主張稱為「間接依賴說」；其三，Paul Guyer、
Arthur Ripstein 與 Katrin Flikschuh 等人也承認法權原則（principle of right）確實

無法由定言令式衍伸而來，然而他們都主張康德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是自由法則

（law of freedom）而非定言令式。因而這些學者皆認為在這個意義上，法權的

概念仍不脫於道德哲學的範疇。故而筆者將這樣的主張稱為「自由法則依賴說」。 
而在本論文中，筆者希望能達成以下工作：首先，檢視「獨立說」一派的論

者們為何提出這樣一種主張，並指出其觀點的問題所在；其次，細究「依賴說」

一派論者們的論點，指出他們的論述有何不足，進而提出筆者自身支持「依賴說」

的看法。第三，在完成上述工作後，筆者將重新審視《道德底形上學》、《道德底

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三本著作各自在康德道德哲學系統下所扮演

的腳色，而期許能夠在為法權論確立其道德哲學地位之後，對於康德道德哲學體

系能有一更豐富而整全性的理解與詮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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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概念的準備工作：〈道德形上學之導論〉及〈法權論導論〉 

如同前言所提及的，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一直為對於康德道德哲

學有興趣的學子、乃至於專業的學者們所忽視，而其中恐怕又以在該書中才首次

做為一完整體系被提出來的〈法權論〉最為人所感到陌生。因而在直接進入法權

論及道德哲學關係的細部探討之前，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先就與該學說息息相關

的幾個導論進行初步的介紹與說明。 
因而在本節之中，筆者將首先就〈道德形上學之導論〉之內容，說明康德認

為要理解〈法權論〉──乃至於整部《道德底形上學》──所需掌握的基本概念

有哪些；其次，筆者將就〈法權論導論〉的部份，說明何謂「法權」、法權的基

本原則及法權與強制力的關係等幾個探討康德法權學說必須事先理解的、重要且

根本的概念。2  

一、 道德形上學做為一先驗之學說 3 

（一） 自然學說與道德學說之區別：一道德形上學之必要性 

在康德所處的時代中，受到自然科學與經驗主義發展的影響，歐洲世界普遍

流行著以人類心理為基礎的道德情感理論；4然而，在康德看來，道德學說的研

究方法與途徑與自然學說有著極大的不同──自然科學所探究的是「實然」（is）
之問題，因而它得以通過對於經驗的觀察與歸納推導出其普遍性原則（如：物理

學及化學）；然而，道德哲學所探究的卻是「應然」（ought）之事，當我們表明

一人應當如此而行時，此一命題必須具有絕對的必然性（absolute necessity），否

則它將僅只是一可以隨著時空背景任意變換的建議，而不具有道德原則所應具有

的規範的先天（a priori）有效性。5 
換句話說，康德認為「道德學說」有別於以行為後果為考量的「幸福學說」

（doctrine of happiness）之處在於：它不能立基於感官偏好與工具理性的利害計

算，而只能是建立於純粹實踐理性（pure practical reason）──即純粹意志（pure 

                                                 
2 有必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將略過有關法權論的進一步劃分（如私法與公法等）的介紹，因為

該部份屬於法權論較細節與具體的內容，若要細究其說，將超過本論文的範圍與筆者的能力。為

了掌握本論文的問題，只需要就康德法權論中幾個最基本的理念事先進行說明，同時視情況必要

將未盡說明之處於後文中補足即可。除此之外，雖然〈德性論〉構成康德《道德底形上學》的另

一主要部份，但因它與本論文的主旨較無相關，因而筆者也將略過這部份的介紹與說明。 
3 所謂「先驗」（transcendental）一詞，如同康德在《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

論》一書中所表明的，意指「先於經驗（先天的）、但卻是旨在使經驗知識成為可能的東西。」 
Prol.:374. （此處的翻譯採用李明輝之譯本。）故而於此，「道德形上學」做為一先驗之學說，意

謂著其原理原則（即道德法則）必須無待於偶然之經驗，而奠基於先天有效之基礎上，從而才能

做為經驗中的道德問題之穩固而有效的規範與指引。 
4 得參見：Ernst Cassirer, Kant's Life and Thought(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5 參見：GMS: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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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之上的純粹哲學。6如同康德自身所闡明的，道德學說之法則，「唯有

就它們能被理解為有先天根據的且是必然的，它們才被視為法則。」。7 
故而，康德指出，在提出任何的道德學說之前，為了使之不陷於偶然與不穩

固的基礎之上，必須先建立一獨立於經驗之外的純粹的道德哲學，確立先天、必

然且具備普遍有效性的道德原理。一言以蔽之：在一切的道德學說成立之前，必

須先建立一道德形上學。 

（二） 道德形上學之預備概念 

1. 自由與法則 

然而，問題在於：一與經驗偶然的條件相對的「純粹實踐理性」究竟有何特

點？何以它能做為一切道德探究的前提，而成為一道德形上學之對象？對於此一

問題，Jeffrie Murphy 給了我們很好的說明，Murphy 說： 

康德試圖將人類的自由與純粹的偶然性（mere chance）區分開

來，……人類的行動在本質上之所以能與世界中所有其他對象的行

為區別開來的原因在於，它是可以解釋的（不像一個分子的隨機位

置），但它並不總是可以因果地解釋的（不像一石頭的運動）。相對

的，它時常可以依據理性的考量來加以解釋。人類儘管有時是受到

因果的刺激而如此行動（如 John 坐到了一根針因而跳了起來），但

他們仍時常是出於理性或目的（purposes）而行動的。……因而，

就人類的行動可以依據理性的考量來加以解釋的這點而言，我們可

以稱其為自由的（free）。8 

換句話說，人類做為一具目的性的理性存有，其行動既不是任意而沒有來由

                                                 
6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中，康德批評過往 Wolff 的道德哲學僅僅只考察了人們的「意

願」（willing；Wollen）、而未針對人類「意志」（wil；Wille）的先天決定根據加以考察。而如此

一來，這樣一門哲學將僅僅只是立基於經驗心學理的基礎上，而無法區分出人們經驗性動因及道

德動因之不同。故而康德認為：「因此，一門道德底形上學是不可或缺而必要的，這並非僅出於

思辨底動因，以便探索先天地存在於我們理性中的實踐原理之根源，而是因為倘若我們欠缺這項

導引及用以正確地評斷道德的最高規準，道德本身就會不斷受到各種腐蝕。……如今除非在一門

純粹哲學中，我們無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具有純粹性（purity）和真實性（genuineness）（在實

踐領域中最重要的正是這點）的道德法則，因此純粹哲學（形上學）必須先成立；而且如果沒有

它，就根本不會有道德哲學。」參見：GMS:390. 又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更進一步指出：

「如果道德學說（doctrine of morals）無非是幸福學說（doctrine of happiness），則為了它而到處

尋先天的原則，便是謊謬的。……（因為）唯有經驗能教導，什麼東西帶給我們快樂。……在此，

所有表面上先天的推理其實無非是藉由歸納（induction）而被提升至普遍性（generality）的經驗。」

參見 MS:215-216.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一道德學說不應只是經驗的幸福

學說，否則它將只是一門立基於後天經驗的、而不具先天普遍有效性的學說；第二，承上述，故

道德學說必須立基於一先天的純粹哲學──即一道德形上學──之上。本論文中《道德底形上學

之基礎》與《道德底形上學》之譯文，皆採用李明輝之譯本為主，並在必要時以筆者自身之修改

為輔。 
7 MS:215.  
8 Jeffrie G. Murphy, Kant: The Philosophy of Right(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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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並非如同其他事物一般，總是受到物理的因果法則或生理的本能衝動所牽

動；相對而言，人做為一具有理性的意志之特性即在於：他得以為自身的行動設

定目的與原因，因而自己就是自身之所以如此而行的理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康德如此言道： 

意志（will）是有生命者（living beings）底一種因果性（causality）
（就這些有生命者是理性的而言），而自由（freedom）便是這種因

果性能無待於其外在的決定原因而產生作用的那項特質；這如同自

然底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是一切無理性者底因果性由於外在

原因底影響而被決定去活動的那項特質。9 

故而，一理性意志的特點即在於：它具有一獨立於任何外在因素而活動的自

發性特質──亦即一自由之特質，而此自由理念即是一道德形上學的重要前提；

雖然康德承認，此一自由理念僅為一純粹理性的概念（pure rational concept）或

設準（postulate），亦即其實在性（reality）在理論知識上無法得到證明，然而在

理性的實踐應用上它卻必須被預設為是可能的，10否則我們將無由說明一意志就

其本身而言是理性的。11同時康德也指出通過人們對於道德有所意識的理性事實

（fact of reason），12我們確實可以肯認此一自由理念在實踐行動中的實在可能

性。13 
進一步地，康德又指出：「無條件的實踐法則（unconditional practical laws）

──它們又被稱為道德的──係以自由之這種（在實踐方面的）積極概念為根

據。」14在康德看來，「自由」與「法則」兩個概念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

為一個意志同時具有「理性」與「自由」兩個特質：若它是「理性的」，則表明

它必須具有特定規律性、而非任意而無法解釋的；然而若它又同時必須是「自由

的」，則它又不能是受到任何外在因素所控制──從而，一個理性意志是自由的，

絕不意指它本身是無法則的（lawless），而只表明了這個意志是自律（autonomy）
而非他律的（heteronomy）──亦即意志得為自身提供行動規範的準則，故而康

                                                 
9 GMS:446.  
10 參見：MS:221.  
11 參見：GMS:447-448. 康德認為，若我們要說一個人是理性的，則必須預設他是擁有自由的，

亦即他得以是自身行動的主人，而不是受到任何外在事物或者感官性的偏好所控制。以酒癮的個

案為例，若一人因為生理上的依賴（例如：不喝酒即會產生戒斷症狀）或心理上依賴（例如：每

天早上醒來不喝酒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而無法控制地酗酒，這時我們會說他已經受到酒精的擺

佈而上癮，同時我們亦會說他這樣貪杯的行為是不理性的。唯當一人能夠完全自我控制，該飲則

飲、當止則止時，我們才會稱這樣的一個人是理性而自制的。 
12 舉例而言，設想一歹徒通過金錢利誘、或者是訴諸危及生命的恐嚇，要求我們殺掉一個無辜

的第三者，在這類的情形下，即便如此行動符合（對於金錢或是生命）自利或自愛的原則，但我

們仍然很有理由相信自身會陷入猶豫與矛盾的情緒之中，而無法斷言自己是否會按照歹徒的要求

而行動。通過這類的設想，即便在知識上我們無法證明人確實是自由的，然而我們至少得以在實

踐的脈絡中認明：在一具體行動者的內在中，（可能）存在著獨立於外在事物（歹徒）或者感官

偏好（趨利避害的欲求）而行的、對於什麼行動是道德上應當的自由意識。 
13 參見：KpV:30-31. 
14 MS: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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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說：「因此一個自由意志（free will）和一個服從道德法則（moral law）的意志

是同一件事。」15 

2. 人類心靈能力之特殊性：法則到義務的過渡  

然而，康德充份意識到人僅是做為有限而非完滿的理性存有者的特質，換言

之，處在具體經驗時空中的人們並不總是依照理性意志所頒布的道德法則而行。

故而，他進一步區分了與「願望」（wish；Wunsch）、「意念」（choice；Willkür）
與「意志」（will；Wille）等不同層次的心靈能力。 

首先，「願望」與「意念」同樣是主體做為一感性存有的主觀欲求能力（faculty 
of desire），因而它們可能受到感官偏好或各種經驗性物質的影響，然而它們仍然

都屬於一種主體的自由行動（free action）能力。例如人們受到生理機能的影響，

會感到飢餓，然而他仍然能自行決定是否現在要進食、又或要吃什麼東西。 
而這兩種主觀的心靈能力主要的差別在於：「意念」與其欲求對象或結果有

著確然的關係，而「願望」則否。換句話說，當我有著一個欲求，而不確定我是

否有能力實現我所欲求的對象或結果時，則這樣的欲求僅是一種「願望」；而僅

當我有信心能通過自身的行動滿足此一欲求時，康德才將此一欲求能力稱為「意

念」。16 
依據上述，「意念」其實即為一主體行動時各種主觀準則的給予者，它決定

了主體依其意願而言「實際上」會採取怎麼樣的行動。然而因為它是一種主觀的

欲求能力，因而在其中可能摻雜了各種感性經驗的因素；相對而言，如同上一小

節所說明的，「意志」則是一種主體的理性能力，因而它給出的是主體行動時「應

當」如何而行的客觀實踐原則。故而康德說「意志」即為「實踐理性自身」（practical 
reason itself）的展現。17並且進一步明白地點出：「法則（laws）出於意志；格律

（maxim）出於意念」。18 
依此而言，因為客觀的法則對於主觀的行動準則應當是具有規範性的，所以

「意念」（甚至連同「願望」）的欲求能力其實應當被置於「意志」之下。在這個

意義上，康德進一步將「意念」區分為「自由意念」（free choice；freie Willkür）
與「動物性意念」（animal choice；tierische Willkür）──當一意念由純粹理性所

決定時，即為一「自由意念」；而當一意念僅經由感官衝動所產生的偏好

（inclination）所決定時，則為一「動物性意念」。19 
而「人類意念」（human choice）則同時具有上述兩種意念所包含的行動可能

                                                 
15 GMS:447. 另外，有關康德哲學中自由與道德法則關係的進一步分析，可參見：H. E.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 例如當我感到飢餓而渴望吃東西時，我拿起手邊的一個麵包充飢。我之所以吃東西是源自於

內心的飢餓感，而我也知道我有能力藉由吃麵包來排除飢餓，此即為一（受到感官衝動所驅動的）

意念使用；與此相對的，若行動主體無法確認自身是否可以實現其欲求的結果時，例如我希望發

財而去買了樂透彩券，然而我並無法控制買了彩券後我必能實現發財的欲望，康德則將之僅稱為

願望。 
17 MS:213.  
18 MS:226.  
19 參見：MS: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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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做為一具有理性的存有，人們的意念應當是受到理性意志所規範的，然而因

為人們僅是有限的理性存有者，其主觀的意念並不總是為理性的意志所決定，而

是仍時而會受到感官衝動等因素的影響。 
依著人們的意念並不總是依照理性法則而行的特殊性質，一實踐的道德法則

最終必須轉換為「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形式──為使一在主觀

上僅僅是偶然的可能行動成為客觀且必然的，它必須是一「令式」；20又為了滿

足純然道德規範的無條件性（unconditional）要求，它必須是「定言」21的 22─

─頒布予人，在人們身上施加具強制性的責任（obligation；Verbindlichkeit），使

人必須服從其所給出來的種種具體義務（duty；Pflicht）要求。23 
換句話說，法則（law）與令式（imperative）的概念是有層次區別的。如同

                                                 
20 康德說：「只要一項客觀原則對一個意志有強制性，這項原則底表象（representation）便稱為

一項（理性底）命令（command），而此命令底程式（formula）即被稱為令式（imperative）。一

切令式都是以一個『應當』來表達，並且藉此顯示一項客觀的理性法則（objective law of reason）
對於一個意志的關係，這個意志依其主觀特質來說，並不必然為這項法則所決定（一種強制）。」

參見：GMS:413. 由此可知，對於康德而言，令式只會出現在一「理性法則」與一「有限理性存

有者的意志」之間，因為對於「完全的理性存有者」而言，其意志或行動將必然地與「法則」本

身一致，從而無須以一強制性的命令確保之必然符合法則的要求；而唯當一意志在其主觀的意念

上並不總是完全與法則一致、從而是不完全善的意志時，才須將「法則」轉換為具強制性的「命

令」或「令式」的形式而施加於行動者身上，從而使得「主觀」且「偶然」的行動者「客觀」且

「必然」地一受制於法則的規範之下。 
21 承上註，康德又進一步地將「令式」區分為「假言的」（hypothetical）與「定言的」兩種類型，

他說：「一切令式或是假言地，或是定言地發出命令。前者表明一個可能的行動之實踐必然性

（practical necessity），而這個行動是達成我們所意願的（或者可能意願的）另一事物的手段。定

言令式則是這樣的令式：它表明一個行動本身（無關乎另一項目的）是客觀地必然的（objectively 
necessary）。……所以一切令式均是決定一種行動的程式，這種行動依一個在任何方面為善的意

志底原則來說，是必然的。而今如果這個行動僅作為另一事物底手段而為善的，則其令式便是假

言的。如果這個行動被表明為自身即善的，因而在一個自身合乎理性的意志中為其必然的原則，

它便是定言的。」參見：GMS: 414. 由此，我們又可以將「假言令式」表述為「為了 X，則應當

做 Y！」的命令，在這個命令中，被要求如此作為的行動 Y 只是為了達到其他目的（某 X）的

一種手段，從而本身並不具有客觀必然的價值。例如「為了考試得到高分，你應當好好念書」即

為一假言的令式，此時「好好念書」只是做為達到「考試得到高分」的目的而被要求；又「定言

令式」則可以被表述為「為了 X，則應當做 X！」的命令、或者可以更簡明地表為「應當做 X！」

的純粹命令，在這個令式中，被要求如此作為的行動 X 並不是基於任何其他的目的、而僅僅只

是出於其自身而被要求著。例如「你應當好好念書！」、「你應當做個守法的人！」等即是以定言

表述的令式，在這些情況下理性並不基於任何其他考量、而僅僅只是出於「好好念書」或者「守

法」等事情是應當被踐履的原因而對行動者提出要求。 
22 參見：MS:222-223. 
23 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又進一步針對「責任」（obligation；Verbindlichkeit）與「義務」

（duty；Pflicht）的內涵給予不同的定義，康德說：「責任是服從理性底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一個自由行動（free action）之必然性。……義務是某人被責成去做的特定行動（that 
action someone is bound to）。因此，它是責任之質料（matter of obligation）。」參見：MS:222. 舉
例而言，我們應能同意「人應當照顧好自己的小孩」是一理性意念所會給出的法則。而我們也都

不會否認，在現實生活中，確實有些人會是盡責的父母，而有些人則不是。故而，一道德上「應

然」的法則，只能通過強制性的手段，使「應當照顧好小孩」成為人們應盡之責任（否則該法則

將不具任何效力而失去意義）。進而，在此一「應當照顧好小孩」的（抽象）責任下，則可能產

生「不應將小孩單獨留滯家中」、「應使小孩免於飢餓之苦」等具體的義務。故而，「責任」的概

念出現於一主體的意念得以如此或不如此行動的經驗事實，而「義務」則為責任在各個不同具體

情況下所可能開展的具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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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所言：「一切令式都是以一個『應當』（ought）來表達。」24故而令式具有一

強制性的意涵。而依據上節所述，實踐法則即為一純粹意志的行動原則，則對於

一完滿的理性存有者而言，其行動必然地與法則一致，在此自然沒有是否必須訴

諸強迫性的命令使之依法則而行的問題；25然而在人類的心靈能力中，固然有著

理性的成份，但也摻雜了意念等其他主觀的特質，從而依於客觀法則而行這件事

就成為偶然而非必然的了。為此，令式即扮了一施令者的角色，使遵照法則而行

成為人們的責任，亦即將法則所給出的實踐原則轉換為人們的行動義務。 

3. 道德歸責之問題：人與物之區別 

在上一節中，筆者強調了「人類意念」中不總是完全理性的面向，從而解釋

了法則為以定言令式做為其表述形式的必要性；然而當我們強調人們是「不完滿

的」、「有限的」理性存有者的消極面時，我們也同時肯認了人們「至少部份地」

具有理性能力的積極事實。而正是這點使得人與物得以區別開來，並使道德歸責

對於人們而言具有具體的效力。 
綜而言之，「人類意念」的特殊性對於道德歸責具有雙向的重要意涵：若人

類意念完全等同於純粹意志的展現，則「責任」的概念將不得其位，因為人人都

必然理性地各安其行，從而將不再有任何道德疑難與需求。然而道德問題的始終

必須是與人聯結在一起的，我們並不會對於其他動植物訴諸道德，因為這涉及了

人與物的根本區分──即人類是自我行動的自由因（free cause），而此一特質是

對之施以責任能力的重要前提。故而，康德說： 

人格（person）是其行動能夠歸責的主體。因此，道德上的人格性

（moral personality）無非是一個有理性者在道德法則之下的自

由。……  
物（thing）是一個無法歸責的東西。因此，自由意念之每個對象，

其自身欠缺們由者，稱為物。26 

舉例說明，假設今天某甲拿了一顆石頭丟向某乙，而使後者受傷。這時我們

不會說石頭必須為某乙受到傷害這件事情負責，因為石頭僅是一（某甲之）意念

施展其自由行動的對象，它無法決定自身是否要朝向某乙飛去，因而它僅僅只是

無法被加以歸責的「某物」；相對而言，在一般的情況底下，我們卻很有理由相

信某甲必須為此事件負責。因為他確實具有如此或不如此作為的自由選擇能力，

而具備決定自身意念與行動之能力即蘊含具備了責任能力。因而，一「人格者」

即指一具有意念的自由活動能力者，從而他被視為自身與自身行動的主人，而他

的行動與行動所產生的結果即可以被歸責於他。27故而康德說： 

                                                 
24 GMS:413. 
25 參見：GMS:412-414.  
26 MS:223.  
27 康德說：「由於這樣一種活動（指意念的自由行動），行動者被視為結果（effect）之事主（author），
而且這個結果連同該行動本身能被歸責於他。」參見：MS:223. 引文中括號內的文字為筆者所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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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意義下的歸責（imputation in the moral sense）是藉以將某人視

為一行動之發動者（author of an action）──這麼一來，這個行動

（action）便稱為行為（deed），並且受制於法則──的判斷

（judgment）。28 

其中，康德又進一步將此歸責區分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歸責」（imputation 
having rightful force）以及「僅僅對行為進行評價的歸責」（imputation appraising the 
deed）。而這樣一組區分則涉及了康德對於其道德形上學體系的劃分問題，因而

在下文中，筆者將進一步闡述康德對於其道德形上學體系的劃分，從而點出倫理

學與法權論的區別，進而承接之後對於法權論基本理念介紹的部份。 

（三） 道德形上學體系之劃分 

眾所周知，康德將所有的法則區分為「自然法則」（law of natural）與「自由

法則」（law of freedom），其中康德又將後者稱為「道德法則」（moral law）。29然

而，如同前述，人做為一有限的理性存有者並不總是依據道德法則而行，故為使

客觀的法則對於主觀的人類心靈具有必然性，則法則必須通過「立法」（law-giving）
的手段而成為一道強制性的命令，從而使之轉為人們必當遵守的責任與義務。 

其中，康德又進一步指出，所有立法都應具有「法則」（law）與「動機」

（incentive）兩個要素。對於兩者的作用，康德如此言道： 

前者將一行動表述為義務，而這僅是關於意念底可能決定（possible 
determination of choice）（亦即實踐規則）的一種理論性知識

（theoretical cognition）；後者則將如此行動的責任（obligation so to 
act）與意念底一項決定根據（ground for determining choice）一般

性地在主體中結合起來。30 

首先，一「法則」僅僅表明了什麼樣的「行動本身」在客觀上是必然的或應

當的。換句話說，「法則」意指的是一行動依據理性自身所得出的必然性。例如

理性可能依據自身的思維而得出「殺人是不應該的」的命題，然而此時並未涉及

該行動在「行動主體」身上是否展現為必然的，它僅僅表明關於「行動本身」的

一種理論性知識。亦即，我們尚未談及「殺人是不應該的」這樣一個命題，是否

（或者在什麼意義底下應當）被人們普遍地遵守。「法則」本身只是告訴我們「殺

人」這樣的行動本身是錯誤的、不應為的或者是必須被禁止的。 
然而，當法則在「行動主體」上施加責任而轉換成為義務時，它即應提供主

體一「動機」，使得主觀且偶然的行動者必須客觀且必然地如此行動。進一步說，

任何有意識的（即出於行動主體的意念選擇的）行動本身都必然含有行動的動機。

                                                                                                                                            
充。 
28 MS:227.  
29 參見：MS:214. 
30 MS: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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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之所以吃飯是因為肚子餓了、之所以去商店買東西是因為必須補充日用

品。行動的動機是一行動之所以產生的決定根據；而義務之為義務，必然含有強

制力的性質，亦即它必須確保義務的要求會被（原本主觀而偶然的）行動者必然

地遵從著；而既然動機對於行動本身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從而為了確保行動主體

會客觀且必然地遵從法則的約束，義務即得以、也應當對於行動者提供動機性的

強制規範 31。 
綜合上述，一項立法即必須包含表明什麼行動本身是客觀必然的「法則」與

將此一客觀必然法則與依其主觀意念而行的行動者結合起「動機」兩個成素。進

而，康德又依據「動機」的不同，將所有的立法區分為「倫理的」（ethical）與

「法學的」（juridical）兩種類型。康德說： 

所有的立法得以就其動機的角度而加以區分。……使一個行動成為

義務（duty），並且使這項義務也成為動機（incentive）的那種立法

（lawgiving）是倫理的（ethical）。但是不將這項動機也包含於法

則當中，因而在義務底理念本身（idea of duty itself）之外也還容許

另一項動機的那種立法是法學的（juridical）。32 

簡單而言，「倫理立法」與「法學立法」的區別在於：前者在要求行動者必

須依照義務的要求行動外，還同時要求其內在動機必須是出於義務本身才如此行

事的；然而後者僅要求行動者的外在行動必須合於義務的表象規範，而允許其基

於偏好（inclination）或者反感（aversion）等理由而行。其中，又因為法學的立

法是一種在行動主體身上施加強制責任的立法，故而這種立法應以反感──即一

                                                 
31 Mulholland 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立法的第二個要素也許根本不涉及順從動機

（incentive for obedience）的實際供應，而只是立法者的一種決斷（determination），它決定了什

麼樣的動機必須與法則結合，從而限制主體去遵守法則。外於立法者的他者也許因而得以實際的

提供此一動機。……因而，一立法預設了限制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constraint），但它本身並不

必然提供限制。」參見：Leslie A.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6. 然而筆者以為兩者是併行的，亦即立法者允許行動主體決定自身要基於什麼動

機服從法則，不代表立法者就不必為行動者提供一必然會依法則的要求而行的動機。以法學立法

的問題為例，立法者當然允許行動者是出於義務的考量而符於義務而行，然而若法則要具有實質

的意義，則立法者必須確保行動者即使在不出於義務的考量下，也應當符於義務而行。舉例而言，

一法學立法必須確保行動者即便在認為殺人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什麼對錯可言的情況下，仍然因為

出於對於刑罰的害怕而不敢如此為之。換句話說，法學立法中的立法者必須為法則確立會被行動

者遵循的最後防線（它必須確定行動者即便不遵循某一動機、也會基於其他特定動機而遵守法則

的規範），如此一來該立法才具有「強制性命令」的意涵，亦即它才真正具有使主觀偶然的行動

者必然地遵守客觀的實踐法則的作用。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才會說：「令式是一項實踐

的規則（practical rule），它使本身偶然的行動成為必然的。它有別於一項實踐法則之處在於：後

者固然表明一個行動之必然性，但卻不考慮：這個行動本身是否已藉由一內在必然性（inner 
necessity）寓於行動主體（例如對一個神聖的存有者而言）之內，抑或它是偶然的（contingent）
（像是對人類而言）？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沒有任何令式出現。因此，令式是一項規則，其表

象使主觀上偶然的行為成為必然的，因而將主體呈顯為這樣一個主體，即它必須被強制（被強迫）

與這項規則協調一致。」參見:MS:222. 由這段話我們即可以看見，一立法後的令式並非如同

Mulholland 所言，只是列舉出一些「可能的限制（限制的可能性）」，而是它最終仍必須確保「限

制本身是可能的」。 
32 MS: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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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強制力（external coercion）──做為提供給行動主體的決定性動機。33 
綜而言之，我們得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形上學體系其實包含了不只涉及了什麼

行動是「道德的」（moral）倫理問題，它也同時包含了什麼行動是「合法的」（legal）
法學問題。對於康德而言：「道德性」（morality）的問題要求行動者的外在行動

合於義務的同時，亦要求其內在動機必須是出於義務本身而如此行事，唯有如此，

該行動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moral value）；然而「合法性」（legality）的問題

並不考量行動者基於什麼樣的內在動機而行，只要該行動者的外在行動本身合於

法則的規範，則我們即會稱該行動是合法的、或是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

（lawfulness）。34 

＊圖 1：康德道德立法與義務系統之整理 

 
進一步的，康德又針對倫理與法學兩種立法間的差異與關聯進行更深入的闡

述。為了理解上的方便，筆者將康德的說法整理為上方的圖表，並以「你不應說

謊」與「你應履行契約」等例子說明兩種立法及其義務間的關係。 
首先，「你不應說謊」應當是一通過倫理立法而來的義務，因為我們並無法

通過外在律法的規範要求一人必須保持誠實，故而此一法則只能藉由個別理性存

有者的內在理性進行內在的立法（internal lawgiving）而成為其義務，雖然這樣

一個義務同時要求一人的外在行動與內在動機都必須與義務本身的要求一致。35 

                                                 
33 康德：「不將義務的動機（incentive of duty）也包含於法則當中，因而在義務底理念（idea of duty）
本身之外也還容許另一項動機的那種立法是法學的，……，這種與義務底理念不同的動機必須取

自意念之病理的決定根據（pathological determining ground of choice）──即偏好（inclinations）
與反感（aversions），而在其中，尤其指向後一種決定根據，因為這應當是一種強制性的立法，

而非一種招徠式的引誘。」參見：MS:219. 
34 MS:219. 
35 康德說：「倫理立法固然也使內在的行動（internal actions）成為義務，但決不排除外在的行動

（external actions），而是一般性地涉及一切構成義務的東西。但正因為倫理立法也將行動之內在

動機（義務底理念）包含於其法則之中──這種規定決不會見諸外在的立法──，則儘管倫理的

立法將以另一種立法（即外在立法）為依據的義務當作義務而納入其立法中，成為動機，但是它

不能是外在的立法（甚至不是一個神性意志之外在立法）。……倫理立法不能是外在的立法（縱

使其義務可能是外在的）。」參見：MS:219-220. 

道德立法 

倫理立法 內在立法 
倫理義務 

（內在義務或外
在義務） 

法學立法 

內在立法 間接倫理義務 
（外在義務） 

外在立法 法學義務 
（外在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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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你應履行契約」則應當是一個通過法學立法而來的義務，因為契約

涉及的與是他人具體的權利義務關係，從而得以、也應當通過一外在的立法

（external lawgiving）加以保障。36而這樣一種通過法學規範的義務只能是一外

在的義務（external duty），因為律法的強制力只能要求一人的外在行為合乎其規

範，卻無法溯及行動者的內心，要求其也應當出於對該義務理念的認同而如此為

之。故而即便一人可能僅是出於對法律裁罰的恐懼而履行契約，但只要他外在地

確實如此為之，則他就已經盡了義務的要求。37 
然而，「你應履行契約」也得以是一「間接的倫理義務」。因為法學立法固然

不要求人們必須出於義務的動機而行，然而它並不排斥行動者依據自身理性的設

想，從而純粹基於對該義務的認同而履行契約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一

個立法即是一內在的立法。故而與倫理的立法有別，法學的立法既得以是外在的，

也可以是內在的，儘管通過法學立法而來的義務仍是一外在的義務。38因為就嚴

格意義而言，（法學）義務本身僅要求了行動者的外在行為必須合於法則，行動

者若出於自身理性的要求而行，此時我們會說這是一個有德的行動（virtuous 
action），然而如此而行並不是一直接的德性義務（duty of virtue），而僅能視為一

出於主體自發性要求下的間接倫理義務（indirectly ethical duty）。39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探知，一倫理立法必然是一「內在立法」，然而其規範

的內容卻可以包含內在與外在的義務；相對而言，一法學立法得以是「外在立法」，

卻也不排斥「內在立法」的可能，然而其義務只能是一外在的義務，從而至多只

能是一間接的倫理義務。而當一從法學立法而來的外在義務通過內在立法而成為

一間接的倫理義務時，該義務就被（間接地）收納於倫理學的範疇之中，而成為

倫理學與法權論的共同義務。40 
                                                 
36 所謂的「外在立法」是相對於「內在立法」的概念而來的。換句話說，它是藉由一外於個別

理性存有者的對象充作法官而進行立法的（在康德的法權學說中，此即由普遍聯合意志所組成的

國家）。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就個別存有者的角度而言，由法學立法所產生的義務看似是他律

（heteronomy）的（諸多康德研究者都認同這樣一種詮釋）。但如同 Mullholland 正確地指出：康

德的法權義務必未違反其道德哲學中自律的（autonomy）原則。參見：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146. 而有關於這樣一種外在的卻又同時是自律的立法如何可能，筆者將在第四章中進

行說明。 
37 康德說：「依乎法權立法（rightful lawgiving）而來的義務只能是外在的義務，因為這種立法並

不要求這項義務底理念（它是內在的）本身是行動者底意念之決定根據，而且既然這種立法畢竟

需要一項適合於法則的動機，它只能將外在的義務與法則相結合。」參見：MS:220. 
38 康德說：「法學的立法也能是外在的立法。故遵守合乎契約的承諾是一項外在的義務；但是『不

考慮任何其他的動機，只因這是義務而這麼做』的命令卻僅屬於內在的立法。」參見：MS:220. 
39 康德說：「信守（由契約而來的）承諾並非一項德性義務，而是一項法權義務（duty of right），
我們可以被強制去履行它。但是甚至在不容施加強制的情況下也這麼做，則是一個有德的行動（德

性之證明）」參見：MS:220. 引文中括號內的文字為筆者所補充。 
40 康德說：「法權論（doctrine of right）與德性論（doctrine of virtue）之不同，並非由於它們的

不同義務，而毋寧是由於將一項動機或另一項動機與法則相結合的立法之不同。……因此，並非

作為特殊種類的義務（我們被責成去做的一個特殊種類的行動）──因為不論在倫理學中還是在

法學中，都包含了外在的義務──，而是因為在此事例之中，立法是一種內在的立法，而且不能

有任何外在的立法者（lawgiver），責任在被歸諸倫理學。……倫理學當然也有其特殊的義務（例

如對自己的義務），但是它與法學還是有共通的義務，只是責成底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固

然有許多直接的倫理義務，但是內在的立法卻也使得其餘的義務全都成為間接的倫理義務。」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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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權論導論 

（一）綜論：Recht 一字的雙重意涵 

法權的德文字為 Recht，在德文的語境中，Recht 一字可以分別指向「權利」

（right）與「法律」（law）兩個概念，例如它可以表為「言論自由權」（Das Recht 
auf freie Meinungsäußerung），也可以表為「國際公法」（internationales öffentliches 
Recht）。甚至同一個字可以同時具有兩種意涵，例如 Patentrecht 既可以被表述為

「專利權」，也可以被理解為「專利法」。 
而康德的法權學說（Rechtslehre）正好緊貼著德語的脈絡，亦即，該學說其

實正是由「權利」與「法律」二個概念的緊密對應關係所開展出來的體系，因而

理解 Recht 的這組相對應的概念，對於掌握康德法權學說的基本精神至關重要。 
筆者以為，我們可以將「權利」與「法律」分別理解為 Recht 的「主觀面向」

與 Recht 的「客觀面向」。首先，就「主觀的權利」而言，它表明了什麼樣的行

動是我們的正當自由。例如，當我們說一人有表達意見的權利時，意指他可以正

當地依其自由之意念發表言論。換句話說，他做為自我行動之主人，有權依其自

身決定要說什麼樣的話。故而，筆者又將 Recht 的這一主觀面向稱為「法權的開

放性意涵」，它確保了某一特定行動自由之正當性。 
其次，就「客觀的法律」而言，則可以分兩個面向說明：第一，當我們能正

當地說自身有行使某一權利之自由，即表明了他人不應限制我如此行動的自由。

換句話說，若他人侵犯我或阻礙我如此為之時，我得以訴諸法律保障自身的正當

權利。例如，假若我們有對某一事件表達看法之言論自由權，當他人試圖通過任

何方法使我噤聲，則我即有權訴諸法律限制其行動，從而保障我的言論自由權；

然而，任何正當的權利也絕不會是建立在任意而毫無限制的自由之上。換句話說，

我們有權如此為之的自由行動，總是建立在該行動不會侵犯到他人之自由的前提

之上，因而我們的正當權利也應被限制在法律的規範之下。例如，當我們在電影

院內時，即不能主張我們有任意地大聲高喊「失火了」的自由，因為如此的言行

將會造成電影院裡的騷動，從而可能造成他人實際的生命財產損失，因而這樣的

行動應當受到律法的限制。綜而言之，就 Recht 的客觀法律面向而言，它表明了

一「法權的封閉性意涵」，它不只通過法律限制他人的行動而保障一主體之正當

權利，該行動主體的某一特定行動要能構成一正當的權利，也必須受到律法的限

制，從而建立在該行動不會侵犯到他人權益的前提之上。 
總結而言，正如德語中 Recht 一字的使用方式那樣，康德的法權學說不只兼

有「權利」與「法律」兩個意涵，它事實上更是由「主觀的權」與「客觀的法」

兩者互為表裡而建立起來的一套總體論述──就「主觀的權」而言，它表達了法

權的「開放性意涵」，指出什麼樣的行動構成一正當的自由權利；就「客觀的法」

                                                                                                                                            
見：MS: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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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它表達了法權的「封閉性意涵」，因為唯有通過律法的規範，我們才得以

將人們的行動限制在合理的範圍之內，進而保障人人正當的自由權利。進一步而

言，通過「主觀的權」與「客觀的法」的交互關係，我們其實也得以明白「權利」

與「義務」實為一組緊密結合的交互概念：當我們要能正當地自身有如何行動的

權利時，我們其實即同時的通過律法的限制將自我與他人共同置入一對彼此負有

責任的交互網絡之中。筆者以圖 2 表達法權的這組雙重面向及兩者間的相互關係，

並且將在下面幾個小節中更清楚地闡明這組圖象的意義。 

＊圖 2：法權的雙重面向與彼此的關係 

 
 

而回到《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文字，我們則可以看出：康德對於法權學說

的論證步驟係由做為法權的開放性意涵出發，而以法權的封閉性概念作結。康德

總是先正面地闡述與確立法權的理念，進而據此導出其限制性的概念。例如在〈法

權論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Doctrine of Right）中，康德先正面地點明法權所

指涉的對象與範圍，並給出一正當的法權應符合的條件，從而才導出法權的普遍

法則與強制力等概念。又在〈私法〉（Private Right）的篇章中，康德亦先正面地

說明所有權如何可能的必要前提，從而在為使所有權得到具體且終極的確保的理

據下，導出〈公法〉（Public Right）中做為一公民狀態（civil state）的國家（強

制力）建制問題。 
從上述的種種軌跡，我們都不難發現「權利」與「法律」兩者在康德法權論

中的重要性與彼此間緊密的關聯性。因而在下文中，筆者將以「主觀的權」（即

法權的開放性意涵）與「客觀的法」（即法權的封閉性意涵）的這組對應關係做

為貫穿對於康德法權論基本概念解說的中軸，首先說明康德對於「法權及法權論」

的具體定義為何；其次指出康德「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則」間的區別與及其關聯；

最後則說明康德對於嚴格法權定義下所得出的「法權與強制力」的這組分析性關

係為何。 

  客觀的法 
法權的封閉性意涵 
法權的道德概念 
法權的普遍法則 
外在的責任限制 

主觀的權 
法權的開放性意涵 

法權的概念 
法權的普遍原則 
內在的正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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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權與法權論 

在〈法權論導論〉中，康德雖然先是對於「何謂法權論」（what the doctrine of 
right is；Was die Rechtslehre sei）給予一總結性的解釋，然而其法權學說體系之

論證，卻是從「何謂法權」（what is right）的問題開始。因為我們必然是必須先

了解某物本身為何，才能進一步理解有關該物之學說有著怎麼樣的內涵。例如我

們要認識板塊構造學說，必然必須先對地質的構造與板塊的定義有所了解，從而

才能進一步理解地表的陸地與海洋的關係如何通過板塊的運動而產生變化。故而，

整個法權學說論證的起點應當是：什麼樣事物得以構成一具體的法權呢？或者說，

法權所涉及的對象必須包含什麼樣的條件？對此，康德給出三個必要的條件：41 
首先，它必須涉及人與人之間具體的外在實踐關係。正如 Mulholland 正確

地分析，這句話具有兩個重要的意涵：第一，法權所關注的並非個人與自身之關

係，這一類個人內在性的問題屬於倫理（或德性）義務的範疇。然而法權所關注

的問題必然是涉及（一主體）與他人有關之實際互動，亦即它必然具有一種社會

的（social）或人際間的（interpersonal）特質；第二，法權亦不關注人與物間的

關係。如同前述所提及的，權利與責任為一組對應的概念，然而僅當一對象是具

有人格的──亦即為自身行動的事主──此時才得以有歸責的問題。因而即便法

權的內容可能涉及物的問題，然而它所反應的必然是物背後的人與人的關係。例

如我們偷摘了一顆不屬於自身的蘋果，這樣的行動若涉及侵權的問題，則必然是

該蘋果已經先在地屬於某個人，而我們偷竊的行為是對蘋果的主人、而非蘋果本

身造成不公。42 
其次，它必須是意念與意念間的、而非意念與願望間的關係。如同康德所表

明的，意念與願望的關係涉及的是慈善的義務（duty of beneficence）43──亦即

將他人的幸福視為個人行動的目的而行──的問題。然而人們固然有將樂善好施

視為自己行動格律的義務，但慈善的義務卻是一寬泛的（wide）德性義務，44從

                                                 
41 參見：MS:229-230.  
42 參見：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178-179. 
43 康德進一步區分了「慈善」（beneficence；Wohltätigkeit）與「仁慈」（benevolence；Wohlwollen）
不同，後者僅是「對於他人幸福之滿足」，而不必訴諸任何實際的作為。事實上依據德文的字根

即可以了解兩者之不同，慈善的字根「-tätigkeit」具有具體實踐的「活動」（activity）意涵，而

仁慈的字根「-wollen」則僅涉及一內在心理層次的「意願」（willing）。故而我們又可以分別以「善

行」與「善念」來理解兩者的區別：例如一仁慈的人可能會因為看到一個清寒學生成功脫貧而感

到開心，或者至多只是在心中祝禱該生得以取得安穩的生活。然而一慈善的人則必須將該生是否

能夠脫貧視為己任，從而力圖通過各種實際的作為幫助該生取得安穩的生活。或者進一步而言，

慈善指向的是一「意念–願望」間的活動關係，而仁慈則僅是一「願望–願望」間的對應關係。

再舉一例而言，當我們買彩券給貧窮的鄰居時即可以稱為一「慈善」的舉動，但若僅只是祝福他

能夠中大獎則就只能被視為具有一「仁慈」的心。有關康德對於慈善與仁慈的區分，參見：MS:452. 
44 所謂的「寬泛的義務」又可以被稱為「不完全的義務」（imperfect duty），而與之相對的「嚴格

的（strict）或狹隘的（narrow）的義務」則可以被稱為「完全的義務」（perfect duty）。康德說：

當某些行動「就其格律本身即不能無矛盾地被設想為一自然法則」時，則這樣的行動即與嚴格的

義務相衝突；又某些行動即便就概念的設想上不會與一自然法則產生矛盾，「卻仍然不可能意願

其格律被提升到具有一自然法則的普遍性」時，則這樣的行動即與寬泛的義務相衝突。例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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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並不因此相應地擁有要求他人必當對我捐獻的權利。45唯當我們能夠確立

自身確實具有某個正當的權利，才得以因此經由法學義務將他人置於責任底下。

通過上述兩點，法權所關注的必然是意念與意念間的、外在具體的實踐關係（例

如契約之履行），唯有如此才得以形成一相應的權利與責任聯結。 
最後，法權並不關注意念的質料（matter），而只關心其形式（form）。換句

話說，法權的問題僅關注人與人的自由是否能夠和諧地共存──亦即它只關注人

們是否確實地遵守法權的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 of right）而行，從而在其行動

中未侵害了其他人合理的自由權利，而無涉於在人們依據該法則而行的情況下，

究竟是哪些具體的（經驗性的）自由得到落實與保障。 
綜合上述三點。法權所關涉的僅僅只是意念與意念間的外在實踐關係──亦

即自由的外在使用（external use of freedom）──是否能夠依據普遍法則而彼此

共存的問題。唯當一人自由的外在使用得以依據普遍法則而與其他所有人的自由

所共存時，該自由的使用才構成一個正當的法權。故而，康德為「何謂法權」的

問題給出如下的總體性定義： 

法權是使一個人之意念得以與他人之意念根據一項普遍的自由法

則（universal law of freedom）而統合起來的條件總合（sum of 
conditions）。46 

如此一來，我們才可以回過頭來理解為何康德會將「法權論」定義為一探究

所有可能通過外在立法而形成的法則的學說。47雖然如同前述，一法學立法也得

以是內在立法的，然而內在立法的問題也得以（至少間接地）是倫理立法的問題，

                                                                                                                                            
不應說謊」即為一「嚴格的義務」，因為若允許「說謊」的行為成為一自然法則，則將使人們的

話語不再被任何他人採信，進而使「說謊」這件事情本身成為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說

謊」即為一「本份」（owed），亦即每個人都必然的應當依照義務的要求如此為之，而違反其本

份的行為則應當受到究責，故一「嚴格的義務」又可以被稱為「不可寬待的義務」（unrelenting duty）；
相對的，「你不應浪費自己的才能」則為一寬泛的義務，因為固然我們能夠設想在一個可能的世

界中，所有的人都荒廢自我的才能而放浪生活，但人們絕對不會意願這樣子的一種可能世界成為

我們的真實世界。而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浪費自己的才能」則為一「有功績的」（meritorious）
行為，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未盡此一義務也不會受罰，而他若遵照義務的要求則會被視為是

有德的。故而寬泛的義務又可以被稱為「有功績的義務」（meritorious duty）參見：KpV:422-424; 
MS:390; 411. 除此之外，在《道德底形上學》之中，康德又進一步指出：「不完全的義務因此只

能是德性的義務（duties of virtues），……法權論只跟狹隘的義務有關，而倫理學則與寬泛的義務

有關。」參見：MS:390; 411. 在這裡至少有兩點是必須特別注意的：其一，康德於此指的倫理學

是就其狹義而言的，亦即做為整體道德哲學第二部份的學說（即德性論），對於「倫理學」一詞

的定義與使用問題，筆者將在本章稍後的段落進一步說明；其二，我們應將康德的這段話理解為

「不完全的義務只能是德性的義務」，而非「德性的義務只能是不完全的義務」，因為康德的意思

是：「法權論」所涉及的義務，若不考量它們能夠成為「間接的倫理義務」而言，則它們必然都

是屬於「狹隘的義務」，因為這些義務的要求都應被人們嚴格地遵守著，而當人們違反之時，即

可以強制力對之加以規範懲罰；然而一德性論或倫理學則可能包含了「狹隘的義務」與「寬泛的

義務」，例如「你不應說謊」即為一「狹隘的倫理（德性）義務」，而「你應促進他人幸福」則為

一「寬泛的倫理（德性）義務」。 
45 參見：MS:273; 450-453. 
46 MS:230. 
47 參見：MS: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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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唯有外在立法的問題才是純然的法學立法問題。因而若一法權論所關注的是什

麼樣的律法（即充份地）得以確保人們自由的外在使用可以彼此合理地共存的問

題，則它必然包含了所有可能通過外在立法而形成的法則。 
總結而言，〈何謂法權〉與〈何謂法權論〉其實即得以被視為「法權的開放

性意涵」與「法權的封閉性意涵」的一組對稱關係：在〈何謂法權〉的一節中，

康德明白地指出法權所涉及的對象應具備什麼樣的基本條件，並進而指出在這些

對象中又是哪些部份才得以構成一正當的自由行動，此即「法權的開放性意涵」

之體現；而在〈何謂法權論〉中，當康德將法權論界定為一關注所有得以經由外

在立法而產生的法則的學說時，其實即指明了法權論的核心問題在於探究究竟通

過哪些法則，我們才得以確實地責陳他人，將之置於責任與義務的規範下，從而

確保我們正當的合法權利，此則為「法權的封閉性意涵」之展現。如此一來，我

們也將理解為何康德會將（法權論中的）「責任」（obligation）概念對應於「法權

的概念」（concept of right），進而將前者界定為「法權的道德概念」（moral concept 
of right）。48 

（三） 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則 

在討論康德法權論的原理時，論者們多未對「法權的普遍原則」（universal 
principle of right）與「法權的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 of right）加以區分，甚至

直接將兩者視為同一事物。然而若我們仔細考察《道德底形上學》的文本，將發

現兩者仍然有所區別。而若採用法權的「開放性意涵」與「封閉性意涵」的角度

分別看待兩者，則將更看出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則」共同構成與表述了

Recht「主觀」與「客觀」的雙重面向。 
在以「法權的普遍原則」為標題的小節中，康德首先給出了以下這段文字： 

任一行動是正當的（right；recht），若它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

每個人底自由共存，或是依該行動之格律，任何人底意念之自由

（freedom of choice of each）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

由共存。49 

若我們得以將此段話視為康德對於「法權的普遍原則」的表述，則我們將發

現，「法權的普遍原則」表達的是：「對於一個主觀的行動者而言，哪些理據是其

行動構成法權──即構成正當的自由行動的充份條件？」而康德對此一問題的答

案是：當一「行動本身」、或該「行動之格律」得以依據普遍法則而與所有人的

自由所共存時，則這樣的一個行動即構成一正當的權利。換句話說，只要我的「外

在行動」或者是「內在動機」任一者得以與其他人的自由合理且和諧地共存，則

我即有理由自由地如此行動，而任何人若企圖阻止我如此而行，即是對於我所擁

有的正當權利的侵害，用康德的話來說，即是對我造成不公（do me wrong；tut der 
                                                 
48 參見：MS:230. 
49 MS: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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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 Unrecht）。 
在進行了上列的意思表述後，康德才進一步對「法權的普遍法則」的內涵加

以界定： 

法權底普遍法則為：如此外在地行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50 

若我們仔細推敲康德的這兩段文字，即可以發現「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

權的普遍法則」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就字面的使用而言，「原則」（principle；Prinzip）
與「法則」（law；Gesetz）即已有所不同。「原則」可以僅是一主體的主觀判準，

它甚至可以是出於明智（prudence）而產生的最佳行為指引。換句話說，它可以

是他律而假言的；然而「法則」卻是由意志所給出的──亦即依據理性自身自律

地被給予的必然原理，若它要被歸諸於行動者，則它必須是定言而非假言的令

式。 
其次，就結構上康德對於「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權的普遍法則」的表達

形式也有所不同。就「法權的普遍法則」而言，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康德是採

取「命令」的形式表述：「如此外在地行動（so act externally；handle äusserlich 
so）……」，而一命令的語句最大的特點即在於它帶有著強制性且必然性的特質，

它具有「必須如此為之」的應然意涵；而有別於此，表述「法權的普遍原則」的

這段文字在語法的呈現上則是直陳的，它顯現為：「任一行動是正當的（any action 
is right；eine jede Handlung is recht）……」故首先就語法的使用上，它並不具有

任何直接性的強制特質。又就其語意而言，它得以被視為是條件性的，因為它表

明了當一行動滿足了 A 或 B 任一條件，則它就會被視為是正當的，從而它也不

具有「法權的普遍法則」的嚴格必然特質。 
最後，就內容的分析上，我們得以看到「法權的普遍原則」可以涉及「行動

格律」的問題，然而「法權的普遍法則」卻完全略過行動者的「內在動機」不談，

而僅對其「外在行動」下命令或進行規範。這一差異除了突顯「法學立法」不包

含出於義務的理念，從而允許了外於法則的病理動機做為行動的決定根據，它更

明白地表述了「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權的普遍法則」的根本區別：前者表述

的是一合法權的行動所具有的「充份條件」為何，而後者則指出了一正當的自由

行動──亦即一法權──應當具備什麼樣的「必要特質」。 
從而，就上述三點的分析，我們得以看出「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權的普

遍法則」間的差異亦是法權的「開放性意涵」與「封閉性意涵」的一組對稱性關

係的展現：「法權的普遍原則」是開放性的，因為它向主觀的行動者闡明了哪些

情況下我們具有充份的理由將自身的行動視為一正當的權利，換句話說，它表明

了「法權的概念」本身可以具有哪些可能特質；而「法權的普遍法則」則是封閉

性的，它做為一以強制性命令所表述出來的客觀法則，由外向內地在行動者身上

施加了一限制，使得某一特定行動（就形式上的）成為行動者必須如此為之的責

                                                 
50 MS: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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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從而構成了「法權的道德概念」。 

（四） 嚴格法權：法權與強制力 

在給出了「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權的普遍法則」的說明後，康德緊接著

將「法權」與「強制力」（coercion；Zwang）的概念劃上等號，指出所謂嚴格的

法權本身即為一「普遍的交互強制力使用」（universal reciprocal use of coercion）。 
然而，如此將「法權」與「強制力」劃上等號的理念乍看之下是矛盾的，因

為法權的理念訴求的是對於「（外在）自由」的捍衛，而一外在的強制力卻是一

「限制性」的概念，似乎怎麼看都應該是對自由的負面侵害而非正面的保障。為

何康德會反過來將兩者完全地掛鉤，進而宣稱法權的理念歸根結柢即為一普遍的

交互強制力使用？ 
在這裡康德對於兩者關係的說明是簡明的，然而這背後卻有著細緻的邏輯。

故而，為了更嚴謹地解釋強制力與法權所保障的自由的緊密關係，筆者將康德的

論證整理如下：51 

前提一：對於一「效用」（effect；Wirkung）之「阻礙」（hindrance；
Hindernisse）的「抵抗」（resistance；Widerstand）促進了

該效用，並且與該效用本身是一致的。 
前提二：「強制力」本身可以是對自由的阻礙或者抵抗。 
前提三：阻礙一「依據普遍法則的自由（」freedom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al laws）是不當的（亦即應當被禁止）。 
前提四：存在一「自由的特定使用」（certain use of freedom），並且

它構成對於「依據普遍法則的自由」的阻礙。 
前提五：存在一「強制力」，並且它構成對該「自由的特定使用」

的阻礙。 
前提六：依據前提三與前提四，該「自由的特定使用」是不當的，

亦即它應當被禁止。 
前提七：依據前提五與前提六，該「強制力」得以做為對該「自由

的特定使用」的抵抗，從而應當以該「強制力」來禁止該

「自由的特定使用」。 
/∴依據前提一與前提七，該「強制力」促進了「依據普遍法則的

自由」，從而與「依據普遍法則的自由」是一致的──亦即它是一

個「法權」。 

一個對於上述論證最簡單的例子如下：我們可以設想「人身自由」本身是一

個正當的法權，因為它可以依據普遍法則而與所有人的自由所共存。從而，即存

在一法學義務要求我們必須保障人們的「人身自由權」。假若今天有一綁匪綁架

                                                 
51 參見：MS:2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 
 

了某甲，該綁匪的行為本身即為一出於意念的「自由的特定使用」，而此一行為

卻侵害了他人的人身自由，亦即侵害了一「依據普遍法則的自由」。從而，若警

察抓到該綁匪，並且經由法院的判決使該綁匪入獄服刑，「監禁綁匪」做為一強

制力，不但不構成對於「人身自由權」的侵害，反而是促進對於「人身自由權」

的促進與保障，從而與「人身自由權」是一致的。 
進一步而言，在上述的論證中「前提一」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Mulholland

將康德所提出的這個條件稱為「阻礙原則」（hindrance principle），並且為該原則

可能產生的潛在問題提供了極好的補充與修正。 
Mulholland 說：並非所有對於某一效用的阻礙之「抵抗」都確實促進了該「效

用」本身，有時這樣的「抵抗」只是創造了對於該「效用」的另一個「阻礙」而

已。例如，當我們通過爆破的手段摧毀一台擋住路面的汽車時，此時我們只是創

造了另外的路障，而並未實際打通路面。52 
故而，若「前提一（阻礙原則）」要能成立，則我們必須證明「通過強制力

來抵抗對於法權的侵害」的這件事情本身得與每個人的自由依據普遍法則和諧地

共存，而 Mulholland 認為我們可以通過類似康德在「自然法則的程式」（law of 
nature formula）中的論證做到這點，Mulholland 說： 

我們可以設想每個人都會同意採納「使用強制力來防止他人侵害法權」的格

律行事。因為即便對於那些想要去侵害他人權利的人來說，他也會希望阻止任何

的第三者來侵犯他自身或者任何其他人的權利；相對的，若一人依據「反對使用

強制力來防止他人侵害法權」的格律而行，我們也得以看出這樣一個格律不可能

如同一普遍的自然法則而成立，而是必將導致自我矛盾。因為如此一來所有人的

權利都將失去保障，換句話說，我們將沒有任何外在的自由行動的可能。從而，

若一個人具有理性，則他必然也不會意願後一格律成為一普遍的自然法則。進一

步而言，我們即可以確定「使用強制力來防止他人侵害法權」這件事情得以依據

普遍法則與每個人的自由和諧地共存。如此一來，我們即可得出「使用強制力」

的正當性。53 
然而，Mulholland 也正確地意識到了：康德並不只是主張使用強制力是「正

當的」，他同時還指出使用強制力這件事情本身是「必要的」。在死刑犯處遇問題

上的一個著名片段，康德是如此說的： 

甚至在公民社會（civil state）底全體成員一致同意解散時（例如，

居住在一個島上的人民決定分道揚鑣，各奔東西），關在監獄裡的

最後一名兇手必須先被處決，以便使每個人都遭受其行動應得的結

果，而使血債不致糾纏並末堅決要求這種懲罰的人民；因為他們可

能被視為對正義的這種公開侵犯之共犯。54 

由此可見，對於康德來講，使用強制力來捍衛法權不只是正當的，還是必要

                                                 
52 參見：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186-187. 
53 Ibid., 187. 
54 MS: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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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不確實如此為之的話，則那些坐視此一情況的人們無異於直接侵害法權的

加害者。Mulholland 將康德這樣一個觀點進一步稱為「阻礙原則的反向陳述」

（negative expression of hindrance principle）： 

若一行動可以消除對一效用的反抗，則不如此行動即與反抗該效用

一致，從而與促進該效用不一致。55 

藉由「阻礙原則」與「阻礙原則的反向陳述」，我們即可以得出「使用強制

力」與法權本身是一致的，而「不使用強制力」卻是一不合法權的行為。換句話

說，當有人侵害了法權時，使用強制力與之對抗不只是一項正當的權利，還是一

個必須如此為之的義務。唯有當我們能夠認識到使用強制力對於法權的保障本身

既是合理又是必要的時候，我們才得以明白為何康德會將「法權」與「強制力」

視為一體兩面的「分析性關係」，進而主張一嚴格的法權（strict right）即等同於

一「根據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相協調的全面的交互強制之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a fully reciprocal use of coercion；Möglichkeit des durchgängigen 
wechselseitigen Zwanges）」。56 

綜合上述，雖然就表面而言，強制力本身看似為對於自由理念的直接侵害，

然而康德也明智地指出，若我們依據理性的設想，最終將必然產生出以強制力在

人的身上施加責任或義務要求的結果，因為若不如此，若不藉由一合法權之強制

力使用的幫助，則人們最終將無任何實際的外在自由可能，而自由的將成為一本

身矛盾的、虛幻的理念。 
於此，我們再度在「法權與強制力」的分析性關係中看到法權的「開放性意

涵」與「封閉性意涵」的互動作用：一正當的法權表述的是自由的「開放性意涵」，

任何通過普遍法則檢測而得與所有人的自由所共存的行動都構成了一正當的法

權，換句話說，人們即有如此行動的開放性自由；然而，若要確保人人的這種開

放性自由不受到侵害或造成彼此的傾軋，則我們最終必須訴諸一強制力，亦即一

法權的「封閉性意涵」，將所有人的自由限縮在得與其他人的自由所共存的情狀

之下。 
總結而言，唯有藉由「主觀的權」與「客觀的法」、藉由法權的「開放性意

涵」與「封閉性意涵」的這組緊密互動關系，我們才可以得出一合理且可能的法

權系統，57從而在對於人們自由的限制中實質地保障了其自由。 

                                                 
55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187. 
56 MS:232.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57 對於康德而言，「法」與「權」的分析性關係不只是「後然的、經驗性的設想」、而是一「先

天的、理性的設想」的結果。因為我們不必訴諸經驗實例，而只需藉由理性的思考，即可以得出

法權與（外在的）強制力必須被緊密地綁在一起，甚至視為同一事物，從而才能真正的保障法權

的理念本身得到具體的落實。這也是康德為何會說：「因此，法權的普遍法則為：如此外在地行

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

存──這個法則固然使我承擔一項責任，但決不期待，更不要求：我自己應當完全為了這項責任

之故，將我的自由侷限於那些的條件之下；相對的，理性僅表明：依據自由的理念本身，它必須

被限制在那些條件之中，並且它也可以受限於其他人。」 參見：MS: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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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問題意識的釐清 

一、 文獻探討：從 1997 迄今的一系列論辯 

有關於康德的法權論究竟獨立或依賴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外的問題，從

1997 開始即在英語哲學圈引發一場時至今日的激烈爭辯。細就其脈絡，這一場

論爭係由 Marcus Willaschek 所撰寫的〈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一文所引起，在該文中 Willaschek 提出了詮釋康德

法權論的「二元觀點」主張，他認為從「官方觀點」（official view）而言，我們

雖然可以理解康德想要將法權論置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下的企圖，但因為法權論中

有著諸多與其道德哲學不相容的理念，故為了避免體系內的矛盾衝突，我們最終

應當採取一「替代觀點」（alternative view），將康德的法權論排除於其道德哲學

系統之外。 
無獨有偶的，Willasheck 的這樣一個主張隨即引來了 Allen Wood 的響應，

Wood 於 1999 年至 2002 年先後撰寫了幾篇涉及此一議題的文章。他同樣認為康

德法權論中所提出來的原則是獨立於其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之外的，而他甚至更

進一步地宣稱康德是有意識地如此為之。換句話說，Wood 認為康德本人也明確

地表達了將法權論視為一獨立體系的意圖。 
然而，Willaschek 與 Wood 這類的獨立說觀點隨即引來了不少的批評： 
首先，Paul Guyer 即在 2002 年以〈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一文同時反駁了 Willasheck 與 Wood 的主張。Guyer 認為雖然法權的普遍原則

（universal principle of right）確實無法從定言令式推導而來，但康德道德哲學的

最高原理卻是自由法則本身，並且就此意義而言，做為法權的特殊原則的「公法」

與「私法（即財產權）」、及「法權的普遍原則」與做為道德最高原則的「自由法

則」四者間其實具有層遞式的演繹關係。因而他主張我們不應、也無法將法權與

道德原則區分開來。 
而 Katrin Flikschuh 雖然在 2007 年撰文對於 Guyer 所提出的論點進行糾正，

然而由其 2010 年的〈Justice Without Virtue〉一文，我們卻可以看到她明白地否

絕了 Wood 與 Willascheck 的「獨立說」，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與 Guyer 站到了同一

陣線。Flikschuh 認為雖然法權論中有許多論點確實看似不合於康德早期的道德

哲學著作，然而她主張我們並不應該因此將法權論視為一質上全新的獨立系統，

而是應當將這樣的一種演變視為康德道德哲學系統的拓展──這個拓展即展現

在於康德對於自由理念有了一個更新穎且全面性的的理解，而這樣一種新的自由

理念即無矛盾地將康德的法權論收納在其道德形上學的體系之中。 
除此之外，雖然 Arthur Ripstein 看似並未正面回應上述任何論者的主張，然

而若進一步檢視他於2009年至2012年所出版的幾個關於康德政治哲學的研究成

果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其實亦呼應了 Guyer 與 Flikschuh 的主張，而視「倫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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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法權的自由」為同一個「道德自由」理念下不同層次的應用與表達。 
最後，Gerhard Seel 與 Michael Nance 亦分別於 2009 年與 2012 年撰文反駁

Willaschek 的主張。與前述三者有所不同的，Seel 認為康德法權原則的普遍有效

性是直接地由其倫理學中的定言令式中的普遍法則的程式（Formula of Universal 
Law）所推衍而出的，並且他也主張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為法權原則建立正當性基

礎的可能；而又與 Seel 有所差別的，Nance 則承認定言令式確實無法「單獨地」

做為法權論的充份條件，然而他認為只要再加上一些「經驗性前提」（empirical 
premises）我們即可由此演繹出法權原則。是故，他主張法權論無法完全獨立於

定言令式之外，而必須被視為其必要的子類別。 
值得一提的是，面對上述種種批評的聲浪，Willascheck 並未退卻，而是在

2002、2009 與 2012 年又分別撰文回擊部份論者們的主張，並且提出了許多更具

體而完整的論點試圖捍衛其觀點。 
筆者認為，這一場由上述學者們的交鋒所形成的論爭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

探討的，不只因為正反雙方都提出了許多精彩的論證，通過這些不同觀點間的彼

此交互詰陳，除了有助於我們思考康德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間的關係之外，亦對

於我們理解康德《道德底形上學》一書有著極大的幫助，甚至可以讓我們對於康

德的道德哲學體系有著更豐富且整全性的理解。 

二、 字詞的釐清：倫理與道德 

在康德的用字習慣上，他並未將 Sitten、Moral 與、Ethik 等涉及「道德」與

「倫理」的字眼嚴格地區別開來，而是有時常混用三者，將之視為同一概念，有

時又對之加以區分。 
例如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開頭，康德即將「倫理學」（Ethik）與自

然學說（Naturlehre）對照，並將前者稱為一「道德學說」（Sittenlehre）。同時，

他又進一步將倫理學中「理性的部份」與其經驗的部份區分開來，而將後者稱為

「實用人類學」（praktische Anthropologie），將前者稱為「道德學」（Moral）；58然

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雖在〈法權論〉中指出一合於倫理法則（ethische 
Gesetze）的行動具有道德性（Moralität/Sittlichkeit），卻又在〈德性論〉的章節中

指出我們最好只將倫理學（Ethik）視為道德學說（Sittenlehre/philosophia moralis）
的一部份，而將之與「法權論」（Rechtslehre）對立起來，並稱之為「德性論」

（Tugendlehre）。59 
如此一來，當我們談論康德的法權論是否獨立於其「倫理學」時，就有必要

字斟句酌地加以釐清：究竟在此我們意指的「倫理學」為何？如同上述所見的，

一廣義的倫理學可以與整個道德學說劃上等號，它包涵了做為道德奠基的最高原

理原則，也同時將德性論與法權論收納在其系統之中；然而一狹義的倫理學既與

                                                 
58 參見：GMS:387-388. 
59 參見：MS:214; 219;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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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論相對立，也不涉及道德奠基的問題，而只關乎道德原則在德性領域中的應

用問題。故而，為了避免問題的混淆，在本文中當筆者提及「倫理學」時，將專

指其狹義的部份，又對於其廣義的部份，筆者將以「道德哲學」或「道德學說」

等字眼取代。 
在釐清了字詞使用的問題後，問題將轉變成：究竟我們要談論的問題是「康

德的法權論是否獨立於其倫理學（即德性論）之外」？亦或是「康德法權論是否

獨立於其道德哲學之外」？ 
就前一個問題而言，它可以只涉及同一個道德原則在不同領域的約束力問題。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設想「法權論」與「倫理學」具有同樣的規範正當性基礎（例

如：它們同樣受到定言令式的規範），而只是在法權論中，道德原則的規範效力

僅涉及了外在的行動本身，而在倫理學中，同一原則的約束力卻及於內在的格律

動機問題。 
然而，正如同 Seel 正確地指出：討論這樣的一個問題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從《道德底形上學》的文本中即可以明白地看到康德將法權論與做為德

性論的倫理學區別開來，60兩者之間既有著不同的立法形式，也各自有不同的義

務規範，一者僅涉及行動的外在自由，而另一者則同時包含了對於內在自由的規

範。 
因而，討論的核心應當聚焦於後一個問題之上，亦即：康德的法權論是否有

獨立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外的原理原則？換句話說，在這裡問題就變成：康德在

《道德形上學》中才提出來的法權系統的奠基原則是否合於、或源自於其之前的

道德學說？又或它根本有著完全不同的、獨立於康德道德哲學根本原理之外的正

當性基礎？ 
而本文即以此做為區分「獨立說」與「依賴說」的判準──所謂「獨立說」，

意指以下的觀點：認為康德的法權論有著一套獨立於《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

《實踐理性批判》等早期著作中所提出來的道德原理之外的奠基原則，而自成一

套外於其道德哲學的系統；相對的，「依賴說」則意指著：認為康德法權論的規

範根據最終仍然必須回歸或根源於其道德學說，而與其倫理學（即德性論）共同

被置於同一根本原理原則的規範之下。 
依據上述的判準，我們可以將 Wood 與 Willaschek 等人視為「獨立說」的代

表；而 Seel、Nance、Guyer、Ripstein 與 Flikschuh 等人則可以被劃歸於「依賴說」

的觀點之下。筆者將在下一節中更進一步地說明如此劃分的理據何在。 

三、 法權論「獨立說」與「依賴說」的判分 

（一）Wood 的理論做為一種「獨立說」 

                                                 
60 參見：Gerhard 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200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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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康德法權倫及其道德哲學體系間的關係，Allen Wood 曾如此指出：「單

純考量法學義務（juridical duties）本身，它們雖然是做為道德形上學體系的一支

（branch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卻是完全的獨立於倫理學（ethics）及其

最高原則（supreme principle）的。」61 
於此，若要就這句話本身分析 Wood 的立場，則筆者認為有兩點必須進一步

說明： 
首先，Wood 在這裡雖然指稱法權論是「道德形上學體系的一支」，然而他

之所以如此表明，是就康德將法權的義務視為一「間接的倫理義務」而論的。故

而 Wood 說：「在法學義務也同時被視作倫理義務的這個意義之下，它們可以被

置於倫理原則之下，……，在這個範圍之內，指稱康德的法權理論從屬於或者可

以演繹自道德原則也許可以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也許可以說法學義務不只是法

學的，而同時也是倫理學的義務。」62然而，Wood 卻也表明，如此一來我們雖

然看似得以依據定言令式的要求遵從一法權的「義務」，然而這時我們卻是早已

「（主觀地）將之視為倫理義務而非法學義務」。若單就法權義務本身及形成之

的原理原則而言，則「其組成是完全獨立於倫理立法以及道德義務的令式之外

的」。63 
由此可見，Wood 的意思是：我們雖然可以依據法權義務做為一「間接的倫

理義務」的觀點而將之置於以康德道德哲學原理所鋪展的視野之下，然而如此一

來，我們其實是已經將該「義務」本身從「法權」的範疇轉入「倫理」的領域之

中。若排除這一層考量，單就法權義務做為一純粹的法權義務而言，Wood 認為

它其實可以完全無涉於任何倫理道德的考量，而完全自成一個領域。 
第二，在上述的引文中，Wood 雖然使用的是「倫理學」的字眼，而將之與

法權論區分開來。然而依其文義而言，他其實指的是廣義而言的倫理學──亦即

指涉包含了道德哲學最高原理原則的整體系統。因為在這段文字之後，Wood 隨

即批判地指出許多學者們多以《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中的

種種概念來理解〈法權論〉中的所提出原則，然而他認為這樣將造成對於康德法

權論的誤解，因為法權論所處理的議題完全落於上述兩本著作的範疇之外。從而

Wood 更在不只一處明白地指出：法權的普遍原則及其義務本身完全獨立於做為

康德道德哲學根本原理的「定言令式」之外。64 
由此可見，當 Wood 說「是完全的獨立於倫理學及其最高原則」的時候，他

所意指的其實是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的「定言令

式」。換句話說，Wood 認為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所提出來的法權論其實

並不奠基於做為道德哲學最高原理原則的定言令式之上，而是單單就法權原則本

身──亦即依照人人的外在自由得以依據普遍法則的理念所共存的理念，即得以

                                                 
61 Allen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i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erpretative Essays, ed. Mark Timm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62 Ibid. 
63  Allen Wood,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Introduction," in Immanuel Kant.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ed. O. Höffe(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37. 
64 Ibid., 34;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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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系統建立穩固的理論基礎。我們既不需要、也不應該從定言令式等道德哲學

的理念中為其尋找理論的根源。65 
綜合而言，我們或許可以將 Wood 的觀點整理成如下圖 3 所示的理念架構：

對於 Wood 而言，雖然就法權義務得以做為一「間接的倫理義務」而言，我們可

以將之視為「道德形上學」體系下的一部份，然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所提出

來的法權論其實有著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完全不同的

正當性奠基。換句話說，Wood 並非認為法權論與倫理學之間的區別僅在於同一

原則在不同領域的應用所產生的約束效力問題，而是主張兩者根本有著完全不同

的奠基原則。從而依此意義而言，我們應可以恰當地將 Wood 歸類於法權論「獨

立說」的觀點之下。 

＊圖 3：Wood 的理論架構 

 

（二） Willaschek 的理論做為一種「獨立說」 

在上一節中，筆者曾指出 Willaschek 提出了一詮釋康德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

系統關係的「二元觀點」，他認為雖然康德本人試圖將法權論收納於其道德哲學

系統中，然而這個努力最終是失敗的，從而為了保持其道德哲學體系本身的內部

融貫性，我們其實應當將法權論排除在外。唯有如此，我們才可以說明為何康德

在〈法權論〉中所提出來的諸多理念並不合於其道德哲學的基本立場，進而解決

這個看似存在於康德道德哲學內部的緊張關係。 
Willaschek 事實上提出許多值得細究的論點來支持他的這個主張。首先，他

認為強制力本身的正當性並不建立於定言令式之上，相對的，我們其實僅需藉由

嚴格法權的理念──即強制力與法權的分析性關係──本身，即可以為之提供規

範的正當性來源。進一步而言，Willaschek 認為定言令式與嚴格法權的理念具有

完全不同的邏輯與特質，因而我們並無法將兩者視為同一的、或彼此具有任何上

                                                 
65 參見：Wood,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Introduction,"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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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蘊含關係的理念，從而我們也自然無法企求訴諸於定言令式而為強制力或法權

的理念本身提供規範的正當性基礎。 
其次，Willaschek 更進一步主張我們事實上也無須如此為之，因為我們其實

僅需藉由強制力與法權所共同建構成的一個互動系統，即可以不假外求地維持康

德法權系統內部的穩固性。在這個系統之中定言令式不只不得其位，我們也根本

不需藉由它的任何功能來確保法權體系的運作。從而，對於 Willaschek 而言，康

德的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其實是兩個不須相互依賴即可以維持各自體系的獨立

系統。 
第三，雖然康德的法權論是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才被提出來的學說，

然而「法權論」與「倫理學」的這組區別，事實上即可以對應於在《道德底形上

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之中早已提出來的行動的「合法性」與「道德性」

的差異。然而即便如此，Willaschek 認為康德對於這一組對比的關係在《道德底

形上學》之中也早已產生轉變。簡單來說，相較於前二著作而言，在《道德底形

上學》之中，行動的「合法性」與「道德性」其實是分別地建立在「倫理法則」

與「法學法則」的基礎之上。換句話說，對於康德而言，法權論與倫理學的區別

其實已經不再只是同一個「道德法則」之下不同層次的應用問題，而是兩者根本

已經根源於完全不同的奠基原則之上。 

＊圖 4：Willaschek 的理論架構 

 

綜而言之，Willaschek 認為：法權論與倫理學的區別並不僅僅只是同一個道

德系統下的不同範疇，他說：「相對的，根本的差別在於法學領域（juridical domain）
與（包含倫理的）道德領域（moral domain）的不同。」66

如同下圖 4 所示，他

認為康德的道德哲學系統及其法權論為兩個彼此獨立的、互不相屬的系統，彼此

有著各自的奠基原則，前者係由康德自身所指出的「定言令式」做為其最原原理

                                                 
66 Marcus Willaschek, "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Jahrbuch für Recht und Ethik 5(1997):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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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而後者則由 Willaschek 所提出來的，一法權與強制力的互動系統來維持

其體系內部的合諧運作。因而就此而言，我們應當也能沒有異議地將 Willaschek
的主張視為一「獨立說」的觀點。 

（三） Seel 的理論做為一種「依賴說」 

＊圖 5：Seel 的理論架構 

 

相較於其他論者的主張，Seel 的立場無疑地是最容易說明的，因為他採取了

最傳統且簡明的詮釋觀點，認為康德法權論中，做為法權正當性形式原則的法權

法則是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進一步說，Seel 認為，當我們要檢測一行動或

其格律是否構成一正當法權時，我們即需運用到康德在定言令式中所提及的「普

遍法則之程式」做為檢測該行動或其格律的普遍有效性的方法。因而 Seel 明白

地如此表述他的主張：「就其提出的根本法則的普遍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 of 
the fundamental law）而言，康德的法權論依賴於定言令式之上。」67 

故而，如同上圖 5 所示的，雖然 Seel 認為所有的論者們都會不加考慮地同

意康德的法權論及其倫理學是兩個不同學說的觀點。然而他並不如同 Willaschek
一般，將這樣的區別上溯到整個道德哲學領域與法權領域的區別，而是認為它們

都具有同一個規範正當性的奠基原則──亦即定言令式。進一步而言，Seel 主張

無論是我們要檢測一行動是否為「道德的」又或是否為「合法的」，我們都必須

檢視該行動是否可以無矛盾地通過可普遍化與否的測驗而成為一普遍法則，而

Seel 認為這顯然是定言令式中普遍法則之程式的一種應用。故而，無論是康德的

倫理學或者法權論，雖然在《道德底形上學》中他們各自又有不同的義務要求，

然而 Seel 認為他們同樣從屬於以定言令式做為其規範奠基的道德哲學系統之下，

從而採取了「依賴說」的觀點詮釋康德的法權論其及道德哲學的關係。 

（四） Nance 的理論做為一種「依賴說」 

                                                 
67 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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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 Seel 的直接簡明，Nance 的論點就較為迂迴。簡單而言，Nance 將「定

言令式與法權原則」間的關係類比於「道德法則與定言令式」間的關係。Nance
指出：依據康德的論述，我們其實無法直接由道德法則得出定言令式，因為對於

一個完全理性存有者而言，其行動必然地將與法則保持一致，從而根本不必訴諸

任何強制性的令式對之加以規範。故而，定言令式事實上是對於那些不總是依據

法則而行的、仍然會受到感官偏好等經驗條件所影響的有限理性存有者而言的一

種規範命令。換句話說，單單只是道德法則本身，並無法使我們演繹出定言令式

的理念，而是必須為法則加上一「人受到感官偏好所影響」的條件，才能使我們

得出定言令式的正當性。然而，Nance 也同時指出：我們並不會基於這樣的理由

認為定言令式是一獨立於道德法則的理念，而是仍然會將前者視為後者之下的一

個特殊分支或者應用。 
同理，Nance 固然同意 Willaschek 與 Wood 等「獨立說」論者們的部份主張

──亦即他承認我們並無法單單由定言令式演繹出法權原則的理念；然而他卻認

為這無損於我們將後者視為前者體系下的一部份。因為如同上述的一般，只要我

們為定言令式加上「人鑲嵌在時空之中」的前提，即可以「間接地」得出法權與

強制力的規範正當性。故而，Nance 說：「定言令式本身不足以充份地產生法權

原則（Universal Principle of Right）這件事，並不妨礙我們將法權原則詮釋為定

言令式的一個特殊應用（specification）……（因為）正如同定言令式是道德法

則的一個特殊變體（specific version）一樣，法權原則也得以為定言令式的一個

特殊變體。」68 

＊圖 6：Nance 的理論架構 

 
                                                 
68  Michael 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2012): 552. 引文中括號內的中文字

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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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對於 Nance 而言，如果論者們能夠接受定言令式是道德法則下的

一個分支或者應用，則我們應當也要能夠接受法權論及其原則是定言令式下的另

一層應用，因為兩者都應用了同樣的邏輯，亦即我們都必須為較上層的奠基原則

加上人們的經驗性特質，才能、也即得以演繹出較下層的應用原則。故而，我們

或者可如上圖 6 所示地表述 Nance 的基本主張，而將之視為「依頼說」的其中一

種代表，對他而言康德的法權論仍然是從屬於定言令式、並且進而從屬於道德哲

學及其法則之下。 

（五） Guyer、Flikschuh 與 Ripstein 的理論做為一種「依賴說」 

在前文中筆者曾經提及 Guyer 與 Flikschuh都分別地對於 Willaschek 與 Wood
觀點提出批判，又雖然 Ripstein 未正面地加入此一爭論，但在他的著作中也多處

涉及了相關問題的討論。綜而言之，筆者以為我們其實可以將 Guyer、Flikschuh
與 Ripstein 視為同一派別的主張，雖然他們各自又有不盡相同的論述，然而若細

究其文，卻都有著兩個共同的核心主張：首先，他們都承認我們確實無法由定言

令式演繹出法權及其基本原理；然而，他們卻都在某種程度上主張康德道德哲學

的根本原理為自由法則而非定言令式，從而認為就這個意義而言，康德的法權論

與倫理學其實是在同一個系統──即以自由法則（law of freedom）做為其最高

原理的道德哲學──下的不同表達。 
有關於上述三個學者的細部主張，筆者將在第二、三章中進一步說明與探討，

於此筆者只欲點出將他們劃歸為「依賴說」觀點之下的理據： 
首先，就 Guyer 而言，他很明白地反對了 Willaschek 與 Wood 的觀點，而主

張康德法權論中的私法、公法、法權的普遍原則與自由法則其實具有層遞式的演

繹關係，又自由法則實乃康德道德哲學的最高根本原理。從而就此義而言，Guyer
認為我們萬不可以將法權論視為一自身獨立的系統，而是最終仍應將其根基建立

於道德哲學其及原理原則之上。 
其次，就 Flikschuh 而言，她雖然指出康德在〈法權論〉中提出了一種「外

在的、非自律的法權自由」理念，並且承認這樣一種新的自由理念與其過往著作

中以定言令式做為基礎的「內在的、自律的倫理自由」並不相同；然而她並不因

此認為康德的法權論是一獨立於其道德哲學之外的新學說，而是明白地駁斥了

「獨立說」的論者們，表明這只是康德對於其道德哲學有了新理解的結果。依此

意而言，Flikschuh 雖然承認康德在其法權論中產生了一種與其過往道德哲學論

著中不同的自由概念，然而她卻認為我們應當將這樣一種看似表面的矛盾衝突理

解為康德道德哲學體系內部的翻新與再造，從而法權論事實上是更加豐富了康德

道德學說的整體面向──亦即豐富了自由理念本身的內涵，而並非將之視為一獨

立的新系統的提出。 
最後，Ripstein 雖然未如同 Flikschuh 一般如此明確地反駁「獨立說」論者們

的主張，而與「依賴說」的學者們站到同一個陣線上。但若仔細推敲其上下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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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 69，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他的觀點其實與 Guyer 與 Flikschuh 極為雷同（尤其

是後者）：對於 Ripstein 而言，倫理的自由與法權的自由固然有其不同內容，然

而我們其實應當將之視為同一個道德自由在不同面向或者領域下的不同應用，而

並非兩個完全具有不同基礎的、彼此完全沒有關係的概念。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我們其實可以將 Guyer、Flikschuh 與 Ripstein 三人共同

置於一「自由法則依賴說」的觀點之下。正如同下圖 7 所示，他們都認為康德道

德哲學最高的根本原理是自由法則本身，並且無論康德在法權中是否提出了一個

較為不同的自由理念，三者都仍傾向認為「法權的自由」與「倫理的自由」至多

只能被視為同一個「自由法則」在不同領域下的應用問題，從而依此義而言，康

德的法權論及其倫理學其實仍然具有同樣的奠基根源，而共同被置於一道德哲學

的系統之下。總結而言，筆者認為我們仍然很有理由將他們與 Willaschek 與 Wood
等人的「依賴說」觀點對立起來，而將三者視為法權論的「依賴說」觀點的代表。 

＊圖 7：Guyer、Ripstein 與 Flikschuh 的理論架構 

 

肆、 研究步驟 

在本章中筆者首先說明了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及由此所得出的核心問題，同時

也為了後續討論的方便介紹了有關康德法權論的幾個基本而重要的概念，並且在

最後將論文的焦點聚焦於 1997 年以後迄今的一場學術爭辯，從而了為釐清問題

的層次對於字詞的使用進行了更精確的區別，並且依照這樣的判準說明了筆者分

判不同論者的觀點及派別的理由。 
而在上述的準備工作完成後，筆者將在下一章正式開展本論文的工作，並預

計按三個章節來進行： 

                                                 
69 有關此點，筆者將在第三章中進一步闡述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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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筆者將處理法權論「獨立說」的主張及其問題，分別介紹 Wood 的「完

全獨立說」與 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所提出的基本主張，並且在介紹

完他們各自的論述之後隨即探討這些論點的合理性，指出其問題所在，從而說明

為何我們無法接受 Wood 與 Willaschek 各自所提出來的「獨立說」觀點。 
其次，筆者將介紹法權論的「依賴說」觀點並對之提出回應，筆者將首先介

紹 Seel 的「定言令式依賴說」及其不足，然後檢視 Guyer 等人的「自由法則依

賴說」為何只能部份言之成理，並且說明為何 Nance 所提出來的「間接依賴說」

為何仍然無法讓人滿意，從而引導出筆者自身的主張。 
第三，筆者將指出康德的法權論在什麼意義上能夠、也應當與其道德哲學的

基本原理原則──如定言令式與自律之理念──結合起來，從而試圖得出一既合

於康德本意、又與文本理論融貫的法權論詮釋可能。 
最後，雖然對於法權論之「獨立說」與「依賴說」的討論最終涉及的其實是

更深層的道德與法律間關係的問題，然而礙於論文的篇幅與主題的聚焦，本文並

不擬就道德與法律之關係提出更進一步的系統性說明，而僅在上述的成果下重新

檢視康德三大道德哲學著作──即《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實踐理性批判》與

《道德底形上學》在康德的道德哲學體系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從而不只點出將

康德的法權論置於其道德哲學體系之下的必要性所在，亦說明了《道德底形上學》

對於前兩大著作各自不足的補強，從而確立該書在康德道德形上學體系中無可取

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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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法權論的「獨立說」及其問題 

 
在關於「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才提出來的法權理論，是否真的不

合於其道德哲學整體系統？」的問題──亦即，關於「康德的法權論及其原則是

否可以從其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如定言令式或自由法則）演繹而來？」的議題

上，如同上一章中筆者所提及的，我們可以將不同的立場區分為「獨立說」與「依

賴說」兩個主要派別。 
其中，我們又可以就不同哲學家的論點進行進一步的劃分：在本章中筆者將

先介紹「獨立說」的兩個主張──分別是 Wood 的「完全獨立說」與 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及各自可能的問題；在下一章中筆者將介紹「依賴說」

的三種不同的主張──分別是 Seel 的「定言令式依賴說」、Guyer、Flikschuh 與

Ripstein 等人為代表的「自由法則依賴說」及 Nance 的「間接依賴說」──並進

而提出筆者自身的看法。 

壹、 Allen Wood 的「完全獨立說」 

Wood 曾指出：「目前還不清楚（而且在康德研究的文獻上也充滿爭議）的

是，究竟法權的原則是否立基於道德原則之上，又或者是獨立於它之外。然而在

我看來（同時我也已在其他地方表明），事實應當是後者。」1他認為，康德在《道

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甚至《實踐理性批判》）中所建構的道德根本原則僅適用於

倫理學的範疇；2相對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伊始所闡明的原理原則，亦僅只

適用於做為該書第一部份的〈法權論〉。3 
總地來說，Wood 認為康德的倫理學與法權論──或倫理義務（ethical duties）

與法學義務（juridical duties）──有著完全不同的基礎或根據。事實上，Wood
不僅認為就「理論建構」的考量而言，我們必須將康德的法權論視為獨立於其道

德哲學之外的系統；他更主張，就「作者本人的意圖」來說，康德本人也如此表

                                                 
1 Allen Wood, Kantian Eth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41. 又 Wood 在此所

說的「其他地方」，指的是他另一篇文章：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2 Wood, Kantian Ethics, 241. 
3 Wood, "Kant’s Doctrine of Right: Introduction," 19. 有必要進一步說明的是，Wood 此處所指的

「原理原則」主要是針對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預備概念〉一節中所提出來的諸理念；然而，

Wood 這樣一個觀點明顯地是錯誤的，因為在該節的開頭，康德即已明白地表示：「在《道德底

形上學》的兩部份中，以下的概念是共通的……」換句話說，Wood 這裡所指的諸原理原則，對

於康德本人而言，不僅僅只適用於〈法權論〉、更適用於〈德性論〉，而我們也很有理由相信，康

德本人並不認為他在該書中所闡明的這些原理原則與他之前的道德著作有所衝突；相對的，正是

因為康德已經在之前的道德著作中已經詳盡地闡述了這些原理原則，故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一

書中，他只需簡明地用一個小節重新喚起人們對於這些原理原則的記憶即可。關於此一問題，筆

者在本論文第五章中將更進一步說明康德不同道德著作所各自扮演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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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因而筆者將 Wood 這樣的主張稱為一「完全獨立說」4。 

一、 Wood 的基本論點 

Wood 採取「完全獨立說」的理據主要有四點：首先，若不將法權論獨立於

康德的道德哲學之外，將與康德對於倫理義務（ethical duties）與法學義務

（juridical duties）的區別主張產生衝突；其次，Wood 認為若不將兩者區分開來，

將使得對於法權的確保必須依賴於人們的道德德性（moral virtue）之上，而這顯

然與康德本身的主張有所矛盾；其三，Wood 更進一步指出，依據康德將法權的

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 of right）視為一分析命題（analytical proposition）的主

張來看，康德本人也意圖將法權論與其倫理學系統劃清界線；最後，Wood 則認

為採取「獨立說」的主張，將使康德的法權論（政治、法律哲學）更易為人們所

樂於採納。 
以下筆者將逐項檢視 Wood 的「完全獨立說」的四個主張與論點： 

（一）倫理義務與法學義務的區別 

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導言〉中，康德將所有的道德法則（moral laws）
區分為「法學法則」（juridical law）與「倫理法則」（ethical law）。5其中，前者

僅指涉外在行動（external action）與該行動的合法則性（conformity to law）；而

後者卻要求法則本身必須同時成為行動的決定根據（determining grounds of 
action）。從而，康德指出法學法則關涉的是意念的「外在」使用（external use of 
choice），當一行動符合法學法則的規範時即被稱為合法的（legal）；而倫理法則

卻同時指向意念的「內在（internal）與外在」使用，僅當一行動與倫理法則是一

致時，才可以被稱為是道德的（moral）。 
從而，康德進一步指出： 

使一個行動成為義務（duty），並且使這項義務也成為動機（incentive）
的那種立法（lawgiving）是倫理的（ethical）。但是不將這項動機

也包含於法則當中，因而在義務底理念本身（idea of duty itself）之

外也還容許另一項動機的那種立法是法學的（juridical）。6 

亦即，康德由法學法則與倫理法則的不同內涵，區分出了法學義務與倫理義

                                                 
4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筆者之所以將 Wood 的主張稱為一「完全獨立說」，係就他與 Willaschek
的主張的區別而論，因為後者認為至少就康德的初衷而言，他是希望將法權論置於其道德哲學系

統之下，然而如此一來，將在該系統內造成法權學說的主張與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之間的衝突，

故而為了「理論建構」的融貫性考量，我們應將康德的法權論排除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外；相對

的，Wood 則主張法權論不僅有著獨立於道德哲學之外的原理原則，他同時認為這也是康德本人

的意圖。故而這裡的「完全」意謂著同時涵蓋「理論建構」與「作者本人的意圖」兩個層次的考

量而言。 
5 MS:214. 
6 MS: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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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不同要求。以「你不應殺人！」的法學義務與「你不應說謊！」的倫理義務

為例： 
首先，「你不應殺人！」可以是一由「法學法則」所頒布的「法學義務」，在

這樣的情況下，該法則本身僅要求一人的外顯行為滿足「不應當殺人」的義務。

即便在行動主體的內在思維中，可能充滿著暴戾的傷人意圖、或者可能只是因為

害怕刑罰而沒有傷人，只要他的外在行動本身滿足了「沒有殺人」的規範，則他

的行動仍然具有合法性（legality）。7 
與此相對的，「你不應說謊！」做為一由「倫理法則」所頒布的「倫理義務」，

它不僅要求人們外在地遵守「不應當說謊」的義務，更要求行動主體認知到「不

應當說謊」這件事情本身是正確的、應該被遵循的，並且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本身

而如此行動。故而，僅當一行動主體無論就外在的行動或內在的行動動機而言都

恪遵「不應當說謊」的義務時，該行動者的行動本身才具有所謂的道德性

（morality）。 
總地來說，法權僅涉及對於行動的外在規範，從而，只要一行動「外在地」

符合法則的要求──亦即未侵害了他人的外在自由，則該行動本身就構成一個正

當的法權。法權所限制的內容是人們的外在行動，故而它所（能）保障的範疇自

然也落在對於人類整體外在行動的領域之中。 
依據康德如此的說明，Wood 指出： 

說一行動是一法權（例如：外在公正的）只是說：依照法學準則

（juridical standards），它無法被強制地禁止。這種法學準則的許可

性（permissibility）並非一道德準則（moral standards），而是完全

由一（外在公義的）法權系統以依據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保

障外在自由（external freedom）為名的要求所決定。法權的領域並

不是為了促進道德，而只是為了確保外在自由（或公民和平與公義）

而存在。8 

只有在倫理學的領域中，義務本身必須做為行動的基礎或動機；法

學義務則正好是那些其動機不必帶有義務者──例如它可以是經

由一立法權威（legislative authority）的、從而與法則本身相聯的強

制力威脅（threat of coercion），……，故而，對於法學的概念本身

而言，在其原則中納入一義務的理性動機（rational incentive of 
duty）是多餘甚至矛盾的。換句話說，法學義務本身即為那些不帶

有特定動機而為之的概念；而倫理義務則指涉其概念與義務的客觀

                                                 
7 這也是為何康德會說：「即使我對每個人底自由完全漠不關心，或是我在心裡想要硟壞它，只

要我不以我的外在行動傷害其自由，他便能是自由的。使『正當地行動』成為我的格律（maxim），

是倫理學對我提出的一項要求。」參見：MS:230. 
8 Allen Wood, Kant's Ethical Though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22. 引文中

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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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或理性合法性（rational lawfulness）。9 

Wood 認為：法權原則本身並未涉及了行動的「正當性」（rightness）問題，

因為法權並不涉及行動內在動機的規範，其目的只在於確保行動的「外在合法則

性」──即以不侵害他人的外在自由為前提──但它並沒有向上探問如此依照義

務而行的內在理據為何。故而，法學的法則及其義務並不帶有任何倫理或道德的

動機。 
必須注意的是，Wood 並非認為我們完全不能向上探問一行動的內在「正當

性」問題──亦即，我們仍然可以追問：「為何必須要尊重他人的外在自由？」

然而 Wood 認為我們有必要釐清究竟這樣一種探問是否仍然屬於「法權判斷」的

範疇，還是已經超出它而落入「倫理判斷」的領域了？他以「欠債還錢」的問題

為例說明了他的看法： 

雖然當我還債的時候，我究竟是因為出於義務本身而如此行動、或

者只是懼怕債主對我提起訴訟而為之在道德價值（moral worth）上

是有所差異的；然而，在我的行為是否公正（just）又或滿足一法

學義務的問題上兩者一點區別也沒有。10 

＊表 1：法權判斷與倫理判斷對行動者的規範區別–以欠債還錢為例 
外在行為：欠債還錢 
判斷一：合法權的 

內在動機 1： 
因為欠債還錢本身是應該的 

內在動機 2： 
因為害怕債主提起訴訟 

判斷二：道德的 判斷二：非道德的 

亦即，Wood 認為當我們在對於一行動進行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時，

應先區分出該行動本身的「外在行為」與「內在原因」的差別。如同上表 1 中所

示：一行動合於法權與否，僅需判斷該行動的外在行為是否符合法則所提出來的

義務規範。例如：只要一人確實地做到「欠債還錢」的要求，則我們即可判斷其

行動是合於法權的，不必再進一步探問該行動者如此為之的內在動機為何；然而，

若我們再進一步地探問：「為何要遵守欠債還錢的規範？」──亦即探問該行動

或法則本身的正當性、或行動主體之所以如此為之的內在原因時，則已超越了法

權判斷的範圍，而進入了倫理判斷的領域。Wood 認為：若我們仍將這樣的一種

探問視做法權的問題，則將與康德前述對於「法權的」與「倫理的」區分有所矛

盾，因為康德明確地表示了法學義務本身並不規範行動者的內在行動根據。 
總結而言，Wood 主張我們並無法由倫理學的原理中得出任何的法學義務，

因為法學義務與倫理義務各自帶有著完全不同的義務要求內容，它們各自所欲達

到的目的也不盡相同──倫理義務要求道德法則本身成為行動的根據，因而是理

                                                 
9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8.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0 Ib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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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律（autonomy）而不能通過任何社會強制力加以規範的；而法學義務卻不要

求任何的道德動機（moral incentive），因而得以外在的強制力（external coercive 
power）做為命令的正當性基礎。11法權本身既不是為了達到倫理學所要求的目

的，倫理學的原理也無法做為法權的決定基礎。職是之故，他主張我們應將法學

義務本身視為完全獨立於道德義務之外的新系統。 

（二） 對法權的保障不依賴於人的道德性 

在本論文的第一章中，筆者曾提及因為人是一不完全理性存有，故而道德法

則必須以命令的方式加諸於人們身上，從而產生了且有強制性（coercive）的義

務概念；同時，筆者也曾指出，雖然人具有主觀經驗性的障礙，但人的性格中仍

然具有理性的特質，從而其意念仍然得以由意志所決定，故而仍然具有自由意念

的特質。由此，行動者本身就是自我行為的主人（author）。進而，即可以依據義

務的強制性要求對於行動主體加以究責，亦即得以依據行動本身對於義務的符應

與否，對行動者施以具強制性的獎懲規範。 
然而，如同上節所指出的，康德也闡明法權義務與倫理義務間有著不同的動

機要求。故而，即是基於兩種義務本身不同的動機要求，進一步衍伸出兩種不同

的強制性規範可能。康德說： 

依乎法權立法（rightful lawgiving）而來的義務只能是外在的義務，

因為這種立法並不要求這項義務底理念（它是內在的）本身是行動

者底意念之決定根據，而且既然這種立法畢竟需要一項適合於法則

的動機，它只能將外在的義務與法則相結合。反之，倫理立法

（ethical lawgiving）固然也使內在的行動（internal actions）成為義

務，但決不排除外在的行動（external actions），而是一般性地涉及

一切構成義務的東西。12 

綜而言之，任何有意識的（即出於行動主體的意念選擇的）行動本身都必然

含有行動的動機。例如：我之所以吃飯是因為肚子餓了、之所以去商店買東西是

因為必須補充家中的日用品。行動的動機是一行動之所以產生的決定根據；而義

務之為義務，必然含有強制力的性質，亦即它必須確保義務的要求會被（原本主

觀而偶然的）行動者必然地遵從著；而既然動機對於行動本身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從而為了確保行動主體會客觀且必然地遵從法則的約束，義務即得以、也必須對

於行動者提供動機性的強制規範。故康德說： 

不將義務的動機（incentive of duty）也包含於法則當中，因而在義

務底理念（idea of duty）本身之外也還容許另一項動機的那種立法

是法學的，……，這種與義務底理念不同的動機必須取自意念之病

                                                 
11 筆者將在下一節中進一步說明 Wood 的這個論點。 
12 MS: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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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決定根據（pathological determining ground of choice）──即偏

好（inclinations）與反感（aversions），而在其中，尤其指向後一種

決定根據，因為這應當是一種強制性的立法，而非一種招徠式的引

誘。13 

基於這樣的理由，法學義務與倫理義務有所不同，它無法訴諸對行動者內在

動機的規範，從而法權只能為行動者提供一外在的（病理的）動機約束可能──

亦即訴諸外在律法的「強制力」（coercion），使行動者在違反法則的約束時，能

對之加以究責，而使義務對於行動者本身具有客觀且必然的有效性──亦即使行

動最終必須被強制採取符合義務的行動。 

＊圖 8：法學義務與行動主體間的互動關係 
 
 
 

 

再以「欠債還錢」的例子為例，一個人可能基於各種不同的考量而如此行動：

他可能是因為基於「欠債必須還錢」的道德考量而為之、也可能是基於「有借有

還，再借不難」的行動格律而行、或者也可能只是因為他剛好今天心情很好而這

麼做。然而，「欠債還錢」是一個法學義務：做為「義務」，它不能只是任由行動

主體偶然且任意的偏好（inclination）決定遵守與否，而是必須使「欠債還錢」

這道命令對行動者們構成客觀的強制性；然而，做為「法學的」，它卻又無法訴

諸人們內在的道德動力。從而，唯一可行而有效的辦法即訴諸於一外在的強制力

（如國家的法律制裁），使行動者因為害怕刑罰的外在動機而履行這樣的義務，

從而保障他人所應享有的法權。 
故而，刑罰做為外在強制力的目的在於確保法學義務本身被必然遵守著，進

而使法權的理念得到有效的保障與落實。康德說： 

一嚴格的法權（strict right）立基於一種能根據普遍法則而與每個

人底自由共存的外在強制之可能性底原則。因此，當我們說：一個

債權人有一項權利要求負債人償還其債務之時，這並非意謂：債權

人能使負債人想到，其理性本身責陳他去償還其債務，而是意謂：

迫使每個人去做此事的一種強制能根據一項普遍的外在法則而與

每個人底自由、因而也與他的自由妥善共存。因此，法權與使用強

制的權限（authorization to use coercion）是同一件事。14 

基於康德這樣的主張，Wood 進一步認為：只要訴諸「法權」與「強制力」

                                                 
13 MS:219. 
14 MS:232. 

法學義務做為一必然
命令：藉外在強制力
提供行動者行動的外
在動機 

行動主體做為具自由
意念的理性存有：外
在行動必須合於義務
的規範 

行動主體 

法學義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9 
 

間的緊密連結，即可以為法學義務提供正當性的基礎，從而確保人們彼此間的自

由得以不受侵犯而和諧共存，如此一來，法學的原則本身根本不需要訴諸任何的

倫理學原理，他指出： 

一立基於法權上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不要求任何的道德承

諾（moral commitment）做為其尊重他人合法的自由（rightful 
freedom）的要素。它只要求一外在立法系統（system of external 
legislation），以強制制裁（coercive sanction）做為後盾即可充足地

確保法權本身不會受到侵害。15 

 換句話說，Wood 認為藉由外在強制力的作用，即可有效地確保法權本身，

而完全不需倚靠人們的道德德性做為基礎；除此之外，Wood 其實更進一步主張，

將法權原則與道德哲學原理進行掛勾不只是不必要的，更有違於康德的基本立場，

從而使康德的哲學本身陷入矛盾與衝突之中。Wood 說： 

必須將法權領域獨立於道德之外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若我們對於自

身權利的獲得必須依賴於人們的道德德性（moral virtue），則我們

的外在自由將無法適當地被保障。一法權系統不應預設任何德性或

善意志（good will），……，理性要求的是：在一公正的公民社會

（just civil society）中，即便理性存有者（rational beings）完全

缺乏道德德性，一外在強制力（external coercion）也足以構成對

法權的保障。16 

簡而而言，法學義務並不要求行動者內在的道德理由，從而法權的理念與行

動者的內在動機是可以脫鉤的。故而 Wood 認為這也是為何康德會指出：建立一

個公正的公民社會（just civil society）──亦即一合於法權的社會──即便對於

由魔鬼組成的族群而言都應當是可能的。17故而我們不需要、也不應該要求人民

本身都是道德良善的天使，而應當只訴諸外在強制力本身來保障法權的落實。18 
進一步而言，依據康德道德哲學的主張，其倫理學的基本原理（如定言令式）

必然涉及行動者的內在行動根據，並且要求行動者的行動本身不僅是要合於道德

義務，更必須是出於對道德義務的尊敬而如此為之。故而，Wood 認為任何企圖

將倫理學的原理與法權原則聯結起來、甚至進而要求康德的法權論必須立基於其

倫理學的根本原理之上的主張，都將使法權的原理必須涉及內在道德動機的規範，

使得法權的確保最終必須訴諸於人們內在的道德德性。Wood 以為這樣一來將大

大違背康德對於法權理念的界定。 

                                                 
15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8.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6 Wood, Kant's Ethical Thought, 323.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7 Wood 的這段話語出康德於《永久和平》中的原句：「即便聽起來何其困難，組建一國家的問

題，即使是對於一由魔鬼們（只要他們具有理智）組成的族群而言都是可以解決的。」參見：

ZF:366. 
18 參見：Wood, Kant's Ethical Thought,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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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權原則做為一分析性命題 

在本論文的第一章中，筆者曾經詳細說明康德如何論證「法權」與「強制力」

間的緊密關係，從而將一「嚴格的法權」與「普遍的交互強制力使用」劃上等號。

而依據這樣的論證結果，康德事實上進一步主張： 

法權不可被設想為由兩項要素──即依乎一項法則的責任

（obligation），以及憑其意念責成他人者強制他人這麼做的權限

（authorization）──所組成，而是我們能將法權底概念直接置於

「將普遍的交互強制（universal reciprocal coercion）與每個人底自

由想聯結」的可能性之中。19 

就外在的強制（external constraint）是一種與根據普遍法則而協調

一致的外在自由（external freedom）底障礙相抗衡的反抗（外在自

由底障礙之一種障礙）而言，這種強制能與一般而言的目的（ends 
as such）並存，這點根據矛盾律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為了解悟這

點，毋須超出自由底概念之外──無論每個人所擁有的目的是什麼。

因此，最高的法權原則（supreme principle of right）是一個分析命

題（analytic proposition）。20 

總地來說，康德認為「法權」與「強制力」間的關係不僅是緊密的，而且還

進一步主張這層關係本身是「分析性的」。換句話說，對於康德而言，「法權」與

「強制力」的關係並非是建立在兩個不同概念上的綜合，而是在「法權」的理念

之中，早已經蘊含了「強制力」的概念。更進一步說，依據法權的理念本身──

亦即，基於對於自由的保障與捍衛，我們即可得出：若不對於對自由的侵害進行

強制性的規範，則法權的理念將無法得到落實，從而自由本身也將完全不可能。 
具體而言，自由的理念並不是建立在「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任意

之上，因為如此一來，人與人之間的任意將會互相傾軋，從而使得人們的自由受

到侵害而無法共存，進而也將不存在任何實質的自由法權可言。職是之故，經由

對自由本身的概念分析，我們即可很清楚地了解到：為了使自由得到具體的落實

與保護，應當限制那些會侵害（依據普遍法則的）自由本身的、「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的特定自由使用。這樣的限制不僅不會侵害了自由的理念本身，

反而是使自由得以落實的必要前提。 
建立在康德這樣的論述之上，Wood 進一步說： 

康德藉由宣告法權原則（principle of right）不同於道德原則

（principle of morality）而是分析的，非常明白地否絕了法權原則

                                                 
19 MS:232. 
20 MS: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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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根本的道德原則演繹而來的整個觀點。21 

簡而言之，Wood 主張：既然法權的最高原則本身即是分析性的──亦即，

我們並不需要超出該理念本身再去尋找其如何可能根據了，那麼自然也不需要將

法權建立在任何其他的理論基礎之上；再者，康德認為倫理的最高原則是綜合的

而與法權有所不同，22從而即便要為法權找尋根源，也不應該是訴諸倫理學的原

理。Wood 認為，企圖從一綜合命題衍伸出分析的命題本身是荒謬的。23故而，

基於這兩個理由，Wood 主張康德本身也明確地表達了將法權論排除於其道德哲

學之外的意圖，法權對於康德而言是一自給自足而不需依靠其他原理做為基礎的

獨立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Marcus Willaschek 在其早期的著作中亦提出了與 Wood 類似

的看法。在其 1997 年所撰寫的〈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一文中，Willaschek 從康德將「法權的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 of right）稱為一「設準」（postulate）的角度切入，提供法權應該被獨立看待

的另一理由。 
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在明白地界定「法權的普遍法則」的概念後，康德

緊接著表明該法則本身並不要求行動主體必須出於法則所施加在其身上的義務

而行；相對的，該法則本身只闡明了：為了維持其理念自身的一致性──亦即為

了使自由本身得以可能，必須對於人們的自由意念進行這樣的限制。並且康德同

時說明，這樣一種限制是做為一「設準」而被給出的。在這樣的脈絡之下，

Willaschek 分析道： 

依據康德所言，「法權的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 of right）為一「無

法再進一步證明的設準」，在這樣的理由下，若康德又堅稱該法則

本身為一更普遍原則的特殊應用，這將是令人驚訝的，……，因為

唯有那些無法經由其他的、更基本的原則證明的原則本身才得以被

稱為一設準。24 

Willaschek 認為，既然康德表明了法學的普遍法則是一個設準，即代表了該

法則本身是最基礎的、最根源性的準則，從而既無法、也不需要再從任何其他的

原理中演繹出其正當性基礎。基於這樣的理由，企圖為法權尋找任何其他基礎不

                                                 
21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7. 
22 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德性論〉的部份，康德稱德性論的原則是綜合的，因為它不像法權

那般，僅需訴諸自由的概念即可以得到其原則。在康德看來，德性的原則除了自由的理念外，同

時還包含一項目的，而這項目的簡單而言就是人必須同時將自己與他人視為具有理性的存有，從

而不能僅將自我或他人視做工具，而必須同時視作目的本身。這便是德性義務與法權義務最終在

對於行動者的要求上最大的差別所在。 
23 Wood：「一原則的分析性（analyticity of principle）是康德為何免除對之進行演繹的最佳解釋。

並且使得任何對於該原則從道德法則（law of morality）而來的演繹顯得多餘，因為認為我們需

要從一綜合命題演繹出一分析命題的想法本身一點意義也沒有。」參見：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7. 
24 Willaschek, "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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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不必要的、也是極其荒謬的。 
總而言之，在上述的意義之上 Wood 與 Willaschek 對於康德法權理念的理解

可以說是一致的：Willaschek 認為，既然法權法則本身為一設準，即代表了我們

無法從任何其他更根本的原理中演繹出該法則本身；而 Wood 甚至是更進一步地

表明了，既然法權的原理本身是一分析性的命題，即表示我們可以不假外求地單

就其概念本身找到它自身的有效性基礎。基於這樣的理由，Wood 與 Willaschek
都認為企圖將法權建立在道德哲學及其原理之上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沒有必

要的；然而，兩者的不同在於：Wood 認為康德是「有意識地」將法權原理視做

一分析命題，其目的在於闡明法權論本身的獨立性；而 Willaschek 則只是就「概

念使用上的融貫性」，指出當康德將法權的普遍法則視為一設準時，就代表它無

法再以其他如道德哲學的原理做為其基礎，否則將產生詮釋上的矛盾。 

（四） 「獨立說」帶來的好處 

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Wood 更進一步認為將康德的法權論獨立於道德哲學

體系外的詮釋可以帶來一些具體的好處。Wood 說： 

對於法權的遵從及法權系統的制度，只要它們實際上保障了法權與

外 在 自 由 ， 即 可 完 全 由 非 康 德 式 的 思 維 （ non-Kantian 
considerations）所觸動──例如理性自利（rational self-interest）、
Hobbes 式對於和平的追求（Hobbesian quest for peace）、或者是對

於神意的遵從（obedience to the divine law）。而這代表了康德的實

踐哲學可嫁接於、並認可於任何實質上正義（substantively just）
的政治制度。如此一來將可為康德法權理論帶來一極大的好處──

即可以被應用於一在其中有許多非康德主義者（或任何特殊的道德

哲學的追隨者）的社群之中。而這樣一種好處將會被那些為了堅持

法權原則必須以道德法則做為其根基的康德主義者所沒收。25 

康德的道德哲學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一嚴格主義的倫理學系統，它要求對於

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形式與道德自律（moral autonomy）的嚴格

遵守，因而受到不少反對者的批判；而正如上面引文中所揭示的，Wood 認為：

若我們能將康德的法權論與其道德哲學體系劃清界線，則將使康德的政治、社會

與法律哲學等理論得與其倫理學脫鉤，不再受到其傳統倫理學立場中嚴格的形式

與自律性的要求所限制。從而使這些主張在現代中更能為不同立場的論者們所接

受，進而增加康德哲學理論的當代應用性。 
綜上所論，對於 Wood 而言，採取「獨立說」的詮釋途徑將帶來可觀的好處，

亦即：如此將使得康德的法政哲學理論對於當代政治思想與實務的發展更具啟示

性與實用價值，從而也有助於喚起人們對於康德實踐哲學系統的重新認識與反

                                                 
25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10.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3 
 

思。 

（五） 小結 

總結以上幾個論點，Wood 認為：若我們正視康德對於倫理義務及法學義務

的區分，則他認為法權的建構不應、也不需建立在人們的道德德性之上的主張，

從而我們在詮釋康德的哲學體系時，應當將其法權立獨立於道德哲學之外，否則

將造成理論上無法解釋的矛盾與衝突；再者，Wood 主張通過法權原理做為一分

析命題的闡明， 康德本人也明確地表達了將法權視為獨立體系的企圖；最終，

Wood 更認為這樣的詮釋觀點不僅符合理論的融貫性與作者本人的意圖，它還能

為康德的哲學體系帶來更多的實用性與具體的好處。 
我們或許可以 Wood 的這段文字歸結如下： 

法權保障的乃是個人的外在自由（external freedom），該自由是人

類發展其傾向性（predispositions）的條件，而其中包含了技術文化

（culture of skill）及教養文化（culture of discipline）兩者；而道德

的目的（end of morality）──特別是針對倫理義務（ethical duties）
的系統、並且最終總結於最高善的理念──則為倫理的關懷。26 

Wood 認為康德法權論的旨趣及其道德哲學的關懷完全不同，而且兩者間也

有著不同的哲學方法與途徑。從而我們可以、也應當將兩個領域切分開來，而視

為彼此獨立的體系，同時必須注意的是，Wood 也強調這正是康德本人的企圖。 

二、 對 Wood 的回應 

在上文中，筆者歸結出了 Wood「完全獨立說」的四個基本論點，其中，筆

者認為 Wood 的第二個論點──即若不採取獨立說的觀點，將使對法權的確保依

賴於人們的德性之上──事實上是混淆了「道德立法」中「客觀法則」與「主觀

動機」的區別。而事實上，一旦能釐清這組區別，對於 Wood 的第一個疑問──

即若不採取獨立說的觀點，將無法區分法權義務與倫理義務的不同──也將迎刃

而解。 
然而，基於論文的論證次序安排，筆者在本節之中尚無法很好地說明這組區

別的內涵、及其對於理解康德法權論與道德哲學間關係的重要性，對此，筆者將

在第四章中詳細地說明。故在本節之中，筆者將只針對 Wood 的第三、與第四個

論點──即「法權原則做為一分析性命題」與「獨立說帶來的好處」──提出三

點回應（其中前兩個回應是針對論點三，而最後一個回應則是針對論點四）： 
第一，如同 Paul Guyer 所言，就康德自身的概念使用上，當他指稱一概念為

分析命題（analytical proposition）時，並不因此就免除了論證其客觀實在性

                                                 
26 Wood, Kant's Ethical Thought,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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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reality）的必要；同理，將一原則視為設準（postulate），也不即表示

它不能再從更根本的原則推衍而來。27對此 Wood 似乎有必要提出更有力的說

明。 
第二，Wood 自己也曾指出《道德底形上學》一書是康德整個道德哲學體系

中最後、卻也重要的一部份，並且認為若論者忽略此一著作，將無法完整且正確

地理解康德的倫理學系統。28如此一來，若康德真如 Wood 所言意欲將法權論獨

立於其道德哲學之外，為何仍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納入、並且花了泰半篇

幅探討法權問題？ 
第三，Wood 認為將康德的法權論獨立看待有其好處，然而筆者以為：其一，

這樣一種「效益論」式的思維，本即違反康德實踐哲學體系的方法與初衷；其二，

為了獲得上述的好處，將可能帶來一更大的損失──亦即，將使我們無法看出法

權論在康德的道德哲學體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亦即本文的論題核心：做

為促進最高善的積極且深具實踐意涵的關鍵責任。 
底下筆者將對以上三點進一步說明： 

（一）Guyer：分析命題與設準 

如同前段中所闡明的，Wood 與 Willaschek 分別基於法權做為一「分析命題」

或一「設準」的理由，否定了其與康德道德哲學體系間的關係。 
然而，Guyer 指稱：若 Wood 的主張要成立，則他必須假定通過一命題中主

詞與述詞的分析性關係，我們「既不需要、也無法在其組成的概念分析上得到任

何的證成」；而若 Willaschek 的論述要能站得住腳，則他也必須預設「所有被康

德稱為設準的事物皆不能在任何其他更根本的原則上找到其基礎」。29 
而 Guyer 認為上述的主張最終都不可能成立，因為這事實上與康德對於「分

析性」與「設準」等概念的使用有所出入──簡單而言，當康德指稱一命題為「分

析性的」時，並不因此就免除了演繹其客觀實在性的必要；同時，當康德將一原

則視為設準時，也不即表示它不能再從更根本的原則推衍而來。30 
首先，Guyer 指出：當康德使用「分析性」的概念時，只表明了在一命題中

「主詞與述詞間的關係僅需通過邏輯法則（law of logic）而被思考」；31然而，當

問題涉及該命題是否為「真」或者「成立」時，就不再是僅訴諸分析性的邏輯分

析所能處理的。相對的，於此需要對該命題中主詞的概念提供一客觀實在性的基

礎。 
Guyer 指出：當康德一開始將「法權」的概念界定為「法權是使一個人之意

念得以與他人之意念根據一項普遍的自由法則（universal law of freedom）而統合

                                                 
27 參見：Paul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i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erpretative Essays, ed. Mark Timm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7. 
28 參見：Wood, Kant's Ethical Thought, 321.  
29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25. 
30 Ibid., 26-27. 
31 Ibid.,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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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條件總合（sum of conditions）」32時，他尚未使用到「分析性」的概念；

而是直到談及「法權」與「強制力」間的聯結時，他才開始使用上述兩個詞

語。33Guyer 認為由此可見： 

這些主張從未意指法權原則的內容與範圍可以完全獨立於自由的

根本道德概念而得到證明，它也不代表法權原則的約束力完全獨立

於從道德哲學最高原則本身而來的約束力。34 

換句話說，當康德說法權原則是一「分析命題」時，他的意思是：通過法權

的概念自身，我們即可得出「法權」與「強制力」的必然關係──亦即，凡存在

一合法權的行動，則通過矛盾律的運作，必然存在與其相應的強制力（做為對權

利的阻礙的抵抗），否則該權利本身將難以獲得保障，而使人最終根本沒有任何

權利可言。依此義而言，法權與強制力間其實是通過「矛盾律」而成為「同一件

事」。35 
然而，這不代表整個法權的理念完全不需要其他正當性的基礎，也不代表法

權本身可以完全與道德哲學斷除關係。當問題涉及該行動是否構成一正當權利時，

Guyer 認為於此我們必須為其客觀實在性的基礎進行演繹，36而此一基礎最終可

以歸結到做為康德道德哲學最高理念的自由法則之上。故而 Guyer 如此說道： 

對法權原則（principle of right）而言，唯一可能的非獨斷基礎

                                                 
32 MS:230. 
33 在界定法權的普遍法則的概念時，康德指它可以如此表述：「如此外在地行動，使你的意念之

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參見：MS:231. 
並且他說，這條命令「固然使我承擔一項責任，但決不期待，更不要求：我自己應當完全為了這

項責任之故，將我的自由局限於上述的條件之下；而是理性僅表示：我的自由係在其理念中受限

於這些條件，而且在行動上也可以受限於其他人」。參見：MS:231. 緊接著康德論證起法權與使

用強制力的權限（authority to use coercion）間的關係，他指出兩者「通過矛盾律」而被聯結在一

起，因而其實「是同一件事」。因而，在論及法權的最高原則是一分析性的命題時，康德如此總

結：「就外在的強制（external constraint）是一種與根據普遍法則而協調一致的外在自由（external 
freedom）底障礙相抗衡的反抗（外在自由底障礙之一種障礙）而言，這種強制能與一般而言的

目的（ends as such）並存，這點根據矛盾律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為了解悟這點，毋須超出自由

底概念之外──無論每個人所擁有的目的是什麼。因此，最高的法權原則（supreme principle of 
right）是一個分析命題（analytic proposition）。」參見：MS:396. 
34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48. 
35 參見：MS:231-232. 
36 如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法學家在談到許可權與越權時，就必須把一樁法律訴訟

中的權利問題（quid juris）與涉及事實的問題（qiud facti）區別開來，這樣，他們把前一種證明，

即應闡明許可權（entitlements）或合法要求（legal claim）的證明，稱之為演繹，……，但在構

成十分混雜地交織起來的人類知識的各種各樣的概念中，有些也被派定來作純粹先天的（完全不

依賴於任何經驗的）運用，而它們的這一許可權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演繹；因為對於這樣一種運

用的合法性（lawfulness）從經驗中不足以取得證明，但我們卻必須知道，這些概念如何能夠與

它們並非從任何經驗中拿來的那些客體發生關係。所以我把對概念能夠先天地和對象發生關係的

方式所做的解釋稱之為這些概念的先驗演繹（transcendental deduction），並把它與經驗性的演繹

區別開來，後者表明的是一個概念通過經驗和對經驗的反思而獲得的方式，因此不涉及合法性，

而是涉及使占有得以產生的事實。」參見：KrV:A84/B116-A85B117. 本論文中有關《純粹理性

批判》之譯文，皆採鄧曉芒之譯本為主，並在必要時以筆者自身之修改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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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rbitrary foundation）即為自由的概念（concept of freedom）。

做為康德實踐哲學根本問題的客觀實在性證明（proof of the 
objective reality），最終必須通過我們對於自身自由的設定──經由

我們對於定言令式的約束力（binding force of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意識──的有效性來解決。37 

再者，亦指出：當康德將某些法則視為「設準」時，也並非指它無法建立在

其他更根本的基礎之上，而只是說「這些法則中的某些意義、或它們所仰賴或揭

露的我們自由的事實，是一實踐的而非理論的認知問題」。38換句話說，所謂的

「設準」是指它雖然在理論上無法證明，但在實踐上卻必須設想為可能的，從而

也未排除它必須建立在其他更根本的原則之上的可能性。Guyer 說：  

藉由將這樣的原則稱為設準，他（康德）並非意指它無法從一更根

本的道德法則演繹而來，……，這樣一種原則仍然可以被稱為一設

準，因為它所演繹而來的原則並無法經由理論的、而只能經由實踐

的方式證明。39 

以在「私法」（private law）中的所有權（property right；rightful possession）
問題為例，康德將所有權視為一「設準」，40然而他並未因此免除了回答「所有

權如何可能？」的問題的責任；相對的，他相當致力於所有權正當性基礎的演繹

工作。 
首先，康德認為「所有權」要能成立──亦即，當我要能實質地宣稱「外在

於我的某物是屬於我的」時，必須意指：「縱使我並不占有它（並非該對象底持

有者），但妨礙我去使用它仍然會對我造成傷害。」41換句話說，所有權預設一

種「智思上的占有」（intelligible possession）42的概念是可能的。 

                                                 
37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41. 
38 Ibid., 33. 
39 Ibid., 33. 
40 MS:246-247. 
41 MS:249. 
42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對一外在對象純然法權上的占有概念的演繹〉（De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Merely Rightful Possession of an External Object）的小節中區分了「經驗的占有」

（empirical possession）與「智思的占有」兩個概念：前者意指一人在具體的時空中正確實地持

有著某物，它又可以被稱為「現象的占有」（possessio noumenon）；而後者意指去除任何時空的

經驗性條件，而純然概念上的占有理念，康德又將之稱為「本體的占有」（possessio noumenon），
亦即為一「智思的占有」。康德進一步指出：「經驗的占有」是一「分析命題」，因為當我們正持

有某物時，我們僅需通過矛盾律的運作即可得出當他人未經我的同意從我手中搶走該物即對我構

成傷害；然而「智思的占有」則為一「（先天）綜合命題」，因為在此我們無法僅通過「邏輯法則」

的運作、而必須超出「經驗的占有」的概念之外證明這樣一種占有如何可能。而康德認為，所有

權若要具有實質的意涵，必須建立在「智思的占有」而非「經驗的占有」之上。舉例而言，假若

「這顆蘋果屬於我的」的宣稱僅建立在「經驗的占有」之上，則我必須無時無刻地實際將該蘋果

握在手中，否則只要它一脫離我的雙手，則他人將蘋果取走並不構成對我的權利的侵害；然而真

正的「所有權」概念應該是建立在：即使該蘋果不在我手中（也不在我的身旁），而他人將之奪

走時我還能主張這是侵施了我的權利（財產）──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真正地宣稱「這顆蘋果屬於

我的」（亦即該宣稱才有意義）。參見：MS: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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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康德指出（從「經驗的占有」過渡到）「智思的占有」之所以可能，

則必須依序建立在「原始的共有」（original community）43與「原始的取得」（original 
acquisition）44兩個前提之上，而這兩個前提都蘊含了一種原始的契約或者法權的

理念。換句話說，「智思的占有」即是一種「純然法權上的占有」（possession merely 
by right），45它建立在占有主體與占有對象間「純然法權上的結合」（merely rightful 
connection；relation in terms of rights）。46故而，私法──即所有權的問題──即

便被視為一「設準」，其客觀實在性的基礎仍必須建立在法權的根本原理──即

法權的普遍法則──之上。 
最後，康德更進一步點明：這樣一種所有權要得到具體的落實，則必須從私

法中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進入一公法的公民狀態（civil condition）之中。

因為即便在前一種狀態之中我們仍然能由自然法權（natural right）的理念先天地

推導出所有權的原則，然而這僅是一種「暫時地法權上的占有」（provisionally 
rightful possession）。換句話說，在此狀態下的所有權並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保障；

唯有當所有人共同進入一公民的法權狀態後──亦即，唯有通過所有人的普遍意

志（general will）的聯合立法，建立一實定的（positive）公民憲法（civil constitution）
後，所有權才能做為一「確切的占有」（conclusive possession）而得到確保。47故

康德說： 

非法律的狀態（a condition that is not rightful），亦即其中並無分配

性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存在的狀態，稱為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status naturalis）。與這種狀態相對立的，並非社會狀態

（condition that is social）（如 Achenwall 所認為的）──這可稱為

                                                 
43 康德認為：若我們要能具有一私人的占有權，則必須先建立在一「原始的共有」之上。以土

地權的問題為例：當我占有一塊土地，意謂著我有能力擁有並使用這塊土地。而這建立在人們普

遍地擁有使用該土地的前提之上──亦即，建立在這土地是對所有人開放，而得以任由人們使用

之的前提之上，此即「原始的共有」之基本意涵。而它之所以被稱為「原始」，意指它無待於時

間等經驗性的條件，而為一實踐理性概念（即它在先天地在實踐上被設想為可能的，否則該土地

將成為無主之物，而人們將沒有任何土地權可言）；然而，這卻不代表這個「原始的共有」的概

念本身是自然如此的。「原始的共有」意指「這個土地對於所有的人而言都是開放的」──進一

步說，它意指「任何人未經所有人共同的同意而私自的使用它是不公正的」。從而「原始的共有」

的理念其實是一種命令，它必須藉由一原始的契約與先天的法權原理才得以可能。參見：

MS:250-251. 
44 承續上註，康德進一步指出：當對一土地「原始的共有」能夠進展到一「合法的私自占有」，

則必須經由一「原始的取得」的步驟，換句話說，人們必須合法地取得該土地的所有權。而這樣

一種「原始的取得」依序含有三個要素：首先，人們必須先「獲取」（apprehension）一尚不屬於

任何人的土地（因為如此一來才不會與其他人的外在自由相衝突），這樣的獲取意指一經驗上的

（即在時空中實際的）占有；第二，獲取者要向他人「招示」（giving a sign）自己對於該土地的

占有，從而排除他人對同一塊土地的占有或使用的可能；第三，「據為己有」（appropriation），而

這樣一種據為己有要能夠具有實際的效力，則它不能只是單方面地宣稱與行動，而必須通過人們

實際的共同承認──亦即必須通過一種普遍的共同立法（的設想）才得以可能。經由上述三個步

驟，人們才得以從一經驗性的占有過渡到一智思的、純然法權上的占有。參見：MS:258-259. 
45 MS:259. 
46 MS:254. 
47 MS: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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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人為狀態（artificial condition；status artificialis）──，而是一

個從屬於分配性正義的社會之公民狀態（civil condition；status 
civilis）。……從自然狀態中的私法產生公法之設準（postulate of 
public right）：在一種無法避免的共處之關係中，你應當與其他所

有人一起從自然狀態轉入一種法權的狀態，亦即一種分配性正義之

狀態中。這個設準的基礎可以經由外在關係中的法權概念（concept 
of right in external relations）──相反於暴力（violence；violentia）
──的分析得到闡明。48 

基於上述的種種理由，Guyer 認為：即使康德皆曾明白地將根本的實踐法則

（在 Guyer 看來即自由的理念）、法權的普遍原則、私法（即所有權）及公法稱

為一「設準」，然而這些設準們彼此間並無法獨立而存在，而是具有層遞式的演

繹關係。從而康德的整個法權系統仍然必須建立在其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之

上。49 

（二） 來自《道德底形上學》架構的質疑 

除了主張依據理論的建構上，康德的法權論必須被排除於其道德哲學之外，

Wood 的「完全獨立說」的另一特點在於：他更進一步認為這樣一種排除同時是

康德本人的意圖。Wood 說：「康德藉由宣告法權原則不同於道德原則而是分析

的，非常明白地否絕了法權原則可以由根本的道德原則演繹而來的整個觀點。」50 
然而，若康德本人的意圖確實如同 Wood 所聲稱的那般，我們將會很訝異地

發現：康德仍然將其法權論納入《道德底形上學》中，並且花了泰半篇幅探討法

權的問題。 
康德在 1785 年出版《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在其中的〈序言〉，康德

即說：「我決心有朝一日提出一部道德底形上學，如今先發表本書。」51然而一

直要到 1797 年，康德才先後出版了《法權論之形上學初始根基》與《德性論之

形上學初始根基》，而這兩個著作隨後被合為現今為人所周知的《道德底形上學》

一書。 
雖然《法權論之形上學初始根基》與《德性論之形上學初始根基》先後出版

並各自成書，然而無庸置疑的是，康德確實把〈法權論〉與〈德性論〉視為其《道

德底形上學》計畫中的兩大部份。在《法權論之形上學初始根基》的〈序言〉中，

康德即開宗明義地說： 

 

緊跟在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之後應當有一個

                                                 
48 MS:306-307.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49 參見：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24. 
50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7. 
51 GMS: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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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即道德底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它分為法權論

之形上初始根基（metaphysical first principles of the doctrine of right）
與德性論之形上初始根基（metaphysical first principles of the 
doctrine of virtue），……，作為道德學說之第一部份的法權論被要

求有一個來自理性的系統，而這個系統我們能稱為法權底形上學

（metaphysics of right）。52 

 而在該書內標題為〈道德形上學之劃分〉的小節中，康德更將所有的立法區

分為「倫理立法（ethical lawgiving）」與「法學立法（juridical lawgiving）」，前者

係屬倫理學（或德性論）的範疇，而後者則是法權論所處理的問題。53依據兩種

不同的立法所產生的規範，康德給出如下圖 9 中有關道德整體系統的義務劃分，

在其中我們得以明白地看出法權義務與德性義務都被康德視為隸屬於道德系統

下的義務範疇。 

＊圖 9：康德對於道德之義務系統之劃分 

 

綜而言之，雖然 Wood 從康德將法權的原則視為一分析命題從而「推斷」出

康德將法權論獨立於其道德哲學之外的意圖；然而，無論是通過康德的文字、或

是他自己所給出的架構，我們都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康德本人顯然意圖將法

權論置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下。並且依據法權論佔據《道德底形上學》泰半份量

的事實，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法權論對於康德本人而言，不只隸屬於其道德形上

學體系之下，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故而，無論康德這樣的嘗試是否成功，

我們都不應曲解他的初衷。 

（三） 採取「好處說」的問題 

Wood 認為採取「獨立說」將可為康德的實踐哲學系統帶來實質的好處──

                                                 
52 MS:205. 
53 MS:218-219. 

   做為一般義務系統的道德學之劃分 
（On the Division of Morals as a System of Duties in General） 

 
要素論            方法論 

（Doctrine of Elements）   （Doctrine of Method） 
 

法權義務    德性義務         教學法     修行法 
           （Didactic）  （Ascetic） 

私法    公法 
（private law） （publ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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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將使康德的實踐哲學被更多的論者（甚至是那些反對其道德原理的論敵們）

所接納，從而使之具有更寬廣的應用價值；而若我們堅持將法權論與道德哲學體

系掛勾在一起，則這些具體的好處將消失殆盡。 
然而，筆者以為 Wood 如此的美意卻大大違反康德本人對於其實踐哲學的規

劃與期許；換句話說，Wood 的「好處說」所採取的是一「他律的」、「效益論式

的」考量，而這種思維正好是康德所極力反對的。 
首先，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說： 

在一門實踐哲學中，我們所關切的，並非要得知「發生之事」底根

據，而是要得知「縱然從未發生、仍應當發生之事」底法則，亦即

客觀的實踐法則（objective practical laws）：。在此我們毋須探討某

物使人喜歡或使人不喜歡的理由，……我們在此所談的是客觀的實

踐法則，因而是一個意志對於自己的關係（就它僅藉理性決定自己

而言）；從而，一切與經驗之物有關的東西自然被略去。54 

又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更明白地指出：實踐哲學只能是有關於「道

德上實踐的學說」（morally practical doctrine）55，而一道德學說： 

對每個人下命令，而不考慮其偏好，僅因為且鑑於他是自由的，而

且擁有實踐理性，……，理性命令我們應當如何行動（僅管尚未出

現其事例），而它也不考慮這會為我們帶帝的利益（當然唯有經驗

能教導我們這種利益）。56 

由上述兩段引文我們都可以發現：比起後然所能帶來的「好處」，康德的實

踐哲學（或道德形上學）更關心的是能否為人類理性的實踐找到先天的原則。前

者是經驗且偶然的結果考量；而後者則尋求先驗的客觀必然性基礎。 
更進一步說，採取「好處說」並不足以做為支持「獨立說」的好理由。首先，

Wood 所認為獨立說能帶來的好處並不具有客觀必然性──亦即，它並非對所有

人都有效：將康德的法權論與其道德哲學脫鉤或許能讓那些反對康德道德哲學系

統的論者們更易於接納其法權論的主張；然而對於康德道德哲學的傳統詮釋者而

言，這也將使得我們無法融貫地解釋康德的道德形上學系統。 
更重要的是，Wood 這樣一種「效益論」式的思維，本來就違背了康德實踐

哲學的籌劃與方法論。無論是法權論或倫理學，康德道德形上學系統的目的在於

尋找先天的實踐法則。而如同康德自身所表明的：我們固然可以在確立了純粹理

性的最高原則後以通俗的方式使人們接納之，然而若一開始就意在迎合通俗哲學，

並依此建立起一套道德哲學就顯得本末倒置了；57換句話說，無論會帶來什麼樣

的「好處」，它都不應該是我們在理解或建構康德實踐哲學時所考量的依據。 

                                                 
54 GMS:427. 
55 MS:218. 
56 MS:216. 
57 GMS: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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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Marcus 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 

在闡明了 Wood「完全獨立說」的主張及筆者對該主張的回應之後，接下來

我們進入另一個持獨立說的主要代表：Marcus 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 
正如同於前文中筆者已曾提及的，Willaschek 的「獨立說」與 Wood 最大的

差別在於：前者並不如同後者一般宣稱康德本人也意圖將法權論視為一獨立的系

統；相對的，Willaschek 承認康德本人確實（曾）試圖努力將法權論納入其道德

哲學的體系之中，他稱此為在理解相關問題時的「官方觀點」（official view）。 
然而，Willaschek 亦點明，康德這樣的企圖最終是失敗的。若我們依此方式

進行閱讀，將會在康德的道德哲學體系中發現邏輯不一致的問題。職是之故，他

主張就詮釋或概念的理解上我們必須採取一「替代觀點」（alternative view），亦

即將康德的「法權論」與其「道德哲學」視為彼此並列、卻不相屬的兩個獨立系

統。故而，筆者將 Willaschek 的這種主張稱為法權論的「二元觀點獨立說」。 

一、 Willaschek 的基本主張 

Willaschek 用來支持其「二元觀點獨立說」的部份理由與 Wood 是類同的，

例如他同樣也點出法學義務與倫理義務的區別問題、同時他也指出當康德說法權

原則為一「設準」時，即表明該原則本身無法由道德哲學或其他更基本的原理演

繹而來。然而除此之外，Willaschek 更進一步提出了其他必須將法權論獨立看待

的重要理由，例如： 
第一，Willaschek 雖然部份地承認前述 Guyer 的批判言之成理，但他卻進一

步表明法權與強制力的「分析性關係」指涉的是一種的「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

（impossibility of conflicting rights）的概念。而就是基於這層特殊的「分析性關

係」，使得康德的法權論必須被獨立於其道德哲學及其基本原理（定言令式）之

外。 
第二，Willaschek 更進一步指出「法權」與「強制力」這兩個概念本身根本

是「非規定性的」（non-prescriptive），故而根本無法用任何「令式」（無論是定言

的或假言的）加以表示。58從而，Willaschek 指稱法權的領域（realm of right）並

非「法權與義務」間的關係，而是由「法權與強制力」所共同構築起來的一個「和

諧的動態模型」（dynamical model），因而完全與任何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考量斷

除關係。59 
基於上述的理由，Willaschek 提出了他「二元觀點」的主張，同時，他更進

一步主張康德在晚期撰寫《道德底形上學》一書時，對於「道德性」與「合法性」

的概念區別已與其早期《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兩本著作中

                                                 
58 Marcus Willaschek, "Which Imperatives for Right? On the Non-Prescriptive Character of Juridical 
Laws," i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terpretative Essays, ed. Mark Timmo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6-67. 
59 Ibid.,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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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有所不同，從而企圖為其「二元觀點」間的轉換建立更強而有力的立論基

礎。 
在接下來的章節安排中，筆者將分成四個小節進一步闡述 Willaschek 的主張：

在前兩個小節中，筆者將首先說明上述 Willasheck 持獨立說的兩個主要論點；而

在後兩個小節中，筆者將指出 Willaschek「二元觀點獨立說」的基本立場及其重

要意涵，以及他用來支持這種「二元觀點」間轉換的重要理據所在。 

（一）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 

如同前文中筆者所指出的，在 Willaschek 與 Wood 相繼提出法權論的「獨立

說」後，Guyer 曾在 2002 年撰文回應兩人的主張，駁斥兩人以法權原則做為一

「分析性概念」或一「設準」為據，而主張康德的法權論必須獨立於其道德哲學

體系之外的觀點。總地來說，Guyer 認為：法權原則的正當性最終仍必須建立在

自由的概念（concept of freedom）之上，而自由的概念本身乃是康德道德哲學的

最高原則，故而他主張康德的法權論無法脫離其道德哲學系統。 
然而，Willaschek 也在 2009 年撰文回擊 Guyer，他指出：若 Guyer 主張康德

「法權原則」的規範有效性（normative validity）必須衍伸於其道德哲學理論，

則基於法權原則與強制力間的分析性關係，「使用強制力的權限」（authorization to 
use coercion）的正當性也必須得以從同樣的根基推導而出，而 Willaschek 認為這

是不可能的。60 
進一步說，Willaschek 雖然承認：當康德使用「分析性」與「設準」等概念

來說明一原則時，並未總是排除了必須為該原則的規範有效性建立論證的必要性；

然而他也進一步指出，在「使用強制力的權限」之問題上，卻剛好無此必要；61 
Willaschek 認為：我們僅須藉由康德對嚴格法權──亦法權與強制力的分析性關

係──的定義，即可得出強制力的正當性（legitimacy）基礎，它既不需要、也

無法從康德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演繹而來。 
Willaschek 將法權與強制力這層緊密的分析性關係命名為「衝突法權的不可

能性」──他從康德對法權的定義出發，指出：當康德將法權的概念定義為「一

個人之意念得以與他人之意念根據一項普遍的自由法則（universal law of freedom）

而統合起來的條件總合（sum of conditions）」62時，即表明了：「每個人外在自由

的合法使用（rightful uses of external freedom）被限制在它們彼此不能產生衝突的

範圍之內。」63進一步說，它所指涉的不僅是在「概念的設想」上每個人的自由

不能出現衝突，而更意指每個人「實際的外在自由」即依此被限制在一不可能發

生衝突的情狀之中。Willaschek 指出： 

                                                 
60 Marcus 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2009): 59. 
61 Ibid., 55. 
62 MS:230. 
63 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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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今天某A欲行使做 F事之權利，同時某B阻礙了A的行動時，

依據「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必然產生兩個結論： 
其一，某 B 在阻礙 A 做 F 事時並非在行使他（B）的權利。 
其二，A在B的阻礙下做 F事時並未因此而侵害了B的任何權利。64 

Willaschek 舉例說：假設 A 有權利吃一顆蘋果，而 B 欲使 A 無法順利地吃

到該顆蘋果時，則 B 的行動本身不可能是一個合法的法權，因為 B 的行動與他

人（A）的外在自由產生了衝突。從而，A 不只得以合法地使用外在強制力來迫

使 B 不能搶走該蘋果，A 吃了該蘋果的行動本身即是對於 B 的一種強制抵抗（因

在 B 不同意的情況下使 B 無法阻礙 A 吃蘋果）。 
依此，Willaschek 指出，法權與強制力的分析性關係就在於：使用強制力的

權限為法權理念本身的「立即結果」（immediate consequence）。因為依據「衝突

法權的不可能性」，一旦一行動 F 構成合法的法權，即表明在與任何與之衝突的

行動的對抗中，行動 F 都必然勝出。換句話說，行動 F 可以強制抵抗任何與之

衝突的行動。65 
故而 Willaschek 強調：依據康德的主張，法權與強制力並非如同 Guyer 或傳

統詮釋者們眼中那樣，為具「時序上因果關係」的兩個概念，66而是僅從法權的

定義本身即可得出強制力的正當性。而他也認為這是康德為什麼會如此說道： 

法權不可被設想為由兩項要素──即依乎一項法則的責任

（obligation），以及憑其意念責成他人者強制他人這麼做的權限

（authorization）──所組成，而是我們能將法權底概念直接置於

「將普遍的交互強制（universal reciprocal coercion）與每個人底自

由想聯結」的可能性之中。67 

換句話說，Willashcek 認為：依據康德上述的主張，強制力本身非一後來的

添加──亦即，並非是先存在一個法權，而後某天有一行動對於該法權產生了侵

害，為了捍衛法權進而訴諸一強制力來抵抗該行動；而是從法權的理念本身即可

立即得出一強制力的概念──因為法權的定義本身預設了人們的外在自由不能

產生衝突，故而若存在一法權，則任何與該法權相衝突的行動本身都不可能正當

地成立。亦即依據該法權本身即得以強制地排除任何衝突的可能，法權與強制力

是同一事物。 
在這個意義上，Willaschek 指出，法權與強制力間的關係實為一緊密的動態

                                                 
64 Ibid., 63. 
65 Ibid., 63. 
66 然而筆者以為這是 Willaschek 對於 Guyer 的誤解，Willaschek 所欲捍衛的是：康德將法權與強

制力間視為「邏輯上同一」而非僅是「因果上相序」的一組概念；然而 Guyer 並非將康德的意圖

誤讀為後者，他清楚地認清康德將法權與強制力「邏輯同一」地聯結在一起的企圖，只是他批判

依據康德本身的論證，他並無法得出他所意圖的結果，而至多只能推導出法權與強制力在因果上

的相序性。有關 Guyer 的具體主張，詳見：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48-50.  
67 MS: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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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過程。基於此點，更可以看出康德的法權學說與其道德哲學的區別。

Willaschek 說： 

法權包含了一種社會互動的概念（idea of a social interaction），並且

要求一種協調性（coordination），而這些並無法由定言令式的假設

性檢測程序（hypothetical test procedure）所提供。68 

Willaschek 的意思是：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檢視一行動是否合道德的必須

通過定言令式的檢測，而定言令式本身為一個人內在的思想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它檢視的是一個人的內在格律是否可以通過設想而成為普遍法則，

而不如法權問題那般涉及了實際行動的不可衝突性。69 
再者，定言令式的檢測具有嚴格的普遍性特質，換句話說，每個行動者被視

為是同一而無差別的，通過定言令式對我而言有效的格律，必然也對於其他理性

存有者而言是有效的。例如「不應說謊」這樣的一種命令一旦通過定言令式的檢

測而被頒布，應當對所有的理性存有者都具有同樣的規範性；相對而言，法權的

問題則涉及了更多具體情境下的個別差異性，例如一旦我有權站在某個特定的地

方，則這將直接影響了他人站在同一個地點上的權利。Willaschek 認為，具體的

法權是不斷地在變動的（例如：我與他人簽訂契約、建立婚約等等），而這些合

法權的行動不若定言令式那般只是一個假想性的、對每個人而言都普遍有效的檢

測，每一個具體的法權行動本身都涉及了對於他人的實際影響與限制。從而，依

據法學領域的「社會結構性」（social structure）與法權的「不可衝突性」的概念，

強制力即具有其法學上的正當性（juridical legitimacy），而根本不必訴諸任何道

德的原理原則。 
Willaschek認為：這解釋了為什麼外在強制力在道德的領域不扮演任何角色，

卻在法權的問題上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也說明了道德與法權間根本的性質差異，

從而我們既不需要、也無法從根本的道德原理（於此指定言令式）中推衍出法權

與強制力的正當性基礎。 

（二） 法權與強制力的非規定性 

事實上，Willaschek 不只認為法權的原則本身不能由做為道德哲學根本原理

                                                 
68 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64-65. 
69 Willaschek 意識到了康德曾經指出義務（duties）不可能出現衝突的主張。然而 Willaschek 辯

稱：這只限制了那些具有強制性的必然行動（obligatory action）本身（亦即在道德上不被允許的

行動，例如：你不應說謊），而不涉及道德上允許的行動（morally permissible）。後一類的行動有

別於合法權的行動（rightful action），本身並不被要求行動與行動間不能產生衝突。Willaschek 舉

例說，我們可以設想兩個人同時在道德上被允許吃同一顆蘋果；然而若某人有（法律意義上的）

權利吃一顆蘋果，依據康德對法權的定義，即代表沒有其他任何人有權利吃同一顆蘋果。總地來

說，Willaschek 主張：定言令式只限定了部份行動（即必然行動）的不可衝突性，然而對於「道

德上允許的行動」而言則無此要求或保障；相對而言，在法權的問題上，則要求沒有任何合法權

的行動本身會彼此相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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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言令式衍伸而來，他更進一步地主張康德的法權的普遍法則本身根本是「非

規定性的」（non-prescriptive）──亦即，它既無法是定言的、也不會是假言的令

式，而只是由「法權」與「強制力」兩者所共同構築的動態模型。 
這樣的說法乍看之下讓人費解，因為康德確實明白地將「法權的普遍法則」

定義為「如此外在地行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

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70若依此字面陳述，我們非常有

理由認為法權的普遍法則是一個具強制規定性的命令；然而，Willaschek 指出，

若我們進一步檢視，即會發現這樣的直覺是錯的。無論我們將法權的普遍法則視

為定言的、或者是假言的令式，都將造成解釋上的矛盾。從而最終只能取消該法

權原則的「規定性特質」，而尋求另外的解釋可能。 
首先，法權的普遍法則為一實踐的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而依據康德的

說明，一實踐原則必須是：  

純粹理性的因果性的法則（laws of a causality of pure reason）。它無

待於一切經驗條件（empirical condition）（一般而言的感性之物）

而決定意念，並且證明在我們內部的一種純粹意志（道德的概念與

法則根源於這種意志）。71 

簡單而言，法權的普遍法則做為一實踐原則，它必須能夠超越感官的偶然性

條件，而成為一對於所有人而言都有效的普遍法則。換句話說，它必須具備「必

然性（necessary）」或「無條件性（unconditioned）」的特質。 
而在康德對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與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區分中，他指出前者包含了技術的規則（rules of skills）72與明智

的建議（counsels of prudence）73；而唯有後者才是一真正的道德的命令或法則

（commands or laws of morality），並且唯有這種「法則」本身才具有「一無條件

而客觀的、且因而普遍有效的必然性底概念」，74除此之外，「一切其他的令式均

是技術的（technical），而且一概是有條件的（conditional）」。75 
進一步說，一「假言令式」只對於那些將之視為有助於其促進自身幸福或達

                                                 
70 MS:231. 
71 MS:221. 
72 一「技術的規則」指的是為了達成某一特定目的所應採取的行動原則，該目的可以是任意的：

例如，對於一個棒球投手而言，他的目的可能是如何使他的控球更加精準，而針對此目的的行動

原則可以是放鬆身體、眼睛專注地盯著捕手的手套等等；又對於一欲治療思覺失調症的精神科醫

生而言他所可以採取的行動可能是對於患者投以 zeprexa 或 seroquel 等藥物、或是採取非藥物性

的電痙攣療法。在這些例子中，行動主體所採取的行動或行動原則皆只是為了達成其他特定目的

的手段而才為善的（即應當被追求的），因而它們都是屬於假言的令式。 
73 與技術的規則不同的是，一明智的建議必須關涉一對於所有人而言共同且必然的目的──亦

即幸福的目的（purpose of happiness）。康德認為追求幸福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質，因而我們可

以合理的設想幸福的目的是所有人都必然懷有的目的。而有助於達成此目的的可能行動原則，即

是所謂「明智的建議」。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中，這些行動準則只是做為促進幸福的一種手段，因

而本身仍然不具有絕對且必然性的價值，從而仍然是屬於假言的。 
74 GMS:416. 
75 MS: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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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他目的的人而言是有效的；換句話說，若法權的普遍法則是一假言的令式，

它將只對那些希望規避懲罰的人有效，而不具有法則所要求的「必然性」與「無

條件性」特質。76故而，若法權的普遍法則是一「令式」，則它必然只可能是「定

言的」而非「假言的」。 
然而，Willasche 也同時指出：「遵從定言令式唯一的方式是出於其本身的緣

故而遵守之。」77Willaschek 認為，令式要求行動者不只必須符於義務（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duty），還必須是出於義務本身（acting from duty itself）而行。78

也就是說，法則或者是令式本身即足以成為決定如此行動的充份動機；而依據康

德的定義，法學法則卻僅要求行動者的外在行動必須符合法則的規範，而允許外

於法則的動機做為行動格律的決定根據。職是之故，法權的普遍法則看來也並非

「定言地」被給出。 
故而，Willaschek 總結地說： 

如此一來，依據康德的觀點，法學法則本身不能產生任何的令式。

如果它要能無條件地規定，則它必須是一定言令式；然而若要遵從

法權的外在性（externality of Right），則它又不能是一定言令式。79 

從而，Willaschek 認為，解決此一悖論的唯一辦法在於：必須取消法權的「規

定性特質」。80亦即我們只能宣稱：法權的普遍法則既不會是定言的、也不可能

是假言──它根本不能用任何具強制規定性的「令式」加以表述。 
然而如此一來，我們又應當如何理解康德的法權理念呢？對於這個問題，

Willaschek 的答覆是：康德的法權論最終僅能是一由「法權」與「強制力」所共

同構築而成的動態和諧模型。我們不必訴諸任何「令式」的規定性要求，而僅需

通過強制力的作用（即強制力與法權的分析性關係）確保法學法則被行動者們確

實地遵守著。 

                                                 
76 Willaschek, "Which Imperatives for Right? On the Non-Prescriptive Character of Juridical Laws," 
71. 
77 Ibid., 70. 
78 然而筆者認為這似乎是 Willaschek 的一個誤解，定言令式是實踐理性通過道德法則的要求所

給出的，無關乎行動者如何遵守的問題。康德說我們必須出於義務而不僅只是合於義務而行動，

是說如此一來這樣的行動才具有道德價值。換句話說，行動者確實也可以僅合於義務卻不出於義

務本身而行，只是這樣的行動僅具有合法性而不具有道德價值。而行動者決定在怎麼樣的程度上

遵守義務或令式的要求，都不影響令式本身究竟是定言地或假言地被給出。對於這個問題，筆者

將在第四章中更進一步地討論。 
79 Willaschek, "Which Imperatives for Right? On the Non-Prescriptive Character of Juridical Laws," 
71. 
80 必須注意的是，Willaschek 同時指出：如此一來並不代表法學法則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
他認為法學法則本身仍然是規範性的（normative），只是它本身並不能用任何的規定（prescriptive）、
命令（command）或要求（require）加以表述。Willaschek 的意思應該是，藉由強制力對於不合

法權行動的反作用力，我們仍然能夠對他人的行動進行強制性的規範，從而匡正與確保所有人的

行動都能符於法學法則的要求，而被限制在合法合度的範圍之內。在這個意義上，法學法則仍然

具有「規範性」的效力；然而這樣一種規範的效力並不是訴諸於一強制性命令的結果，從而就這

個層面而言，Willaschek 認為法學法則顯然與以定言令式給出的倫理法則有所區別，而不具有後

者那樣一種做為直接性命令或要求的規定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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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指出一嚴格法權即分析地等同於「普遍的交互強制力使用」；換句話

說，在此脈絡下的強制力將與每個人依據普遍法則的自由所共存。81從而，康德

更進一步將法權（或自由）與強制力間的這層關係類比於一「物體在『作用與反

作用相等』的法則（law of the equality of action and reaction）下自由運動之可能

性」。82而 Willaschek 指出，雖然康德本人並未言明這樣一種類比關係如何可能，

然而，他試圖將康德這樣的觀點進行一理論上的重構。 
而為了理解上的清晰，筆者將 Willaschek 的想法在下圖 10 中以圖像化的方

式表達出來： 

＊圖 10：法權與強制力的動態模型 

 

如圖中所示的，設想在一原初狀態中，人與人的行動自由都能依據普遍法則

和諧地共存著──換句話說，在此情境下，所有人的外在行為都是合於法權的自

由使用；然而，與此同時卻可能出現對於某一合法權的自由使用的阻礙，該阻礙

本身即是一作用力，它侵害了人們依據普遍法則所享有的自由權利；故而，為了

防止此一對於合法權的自由的侵害，最終必須訴諸一強制力以抵抗該阻礙。從而，

通過此一強制力對等的反作用力，使得具體情境得以恢復到每個人的自由可以依

據普遍法則所共存的狀態。83 

                                                 
81 如同前文中康德的論證，強制力可能與某些個別的自由使用產生衝突。然而這些個別的自由

使用本身卻不是依據普遍法則而來的自由，而是對於依據普遍法則的自由的阻礙。 
82 MS:232. 
83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即便為了理論上的闡釋而不得不採用如此看似具前後因果性的、漸進式

的說明，但我們仍必須充份意識到康德與 Willashcek 對於「法權」與「強制力」關係的理解並非

是建立在「因果相續性」的聯結之上，而是將兩者視為「分析性的」、具「邏輯併時性」的一組

概念。 

法權的狀態：人與人的自由皆可和諧地共存 
 
 
 
 
 
 
 
 

對於不合法權狀態的抵抗   不合法權的狀態 
 
：合法權的自由使用（rightful use of freedom） 
：對於合法權的自由使用的「阻礙（hinderance）」 
：合法權的強制力使用–對於「阻礙」的「抵抗（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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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Willashcek 認為康德所謂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平等法

則，運用在法權的問題上即是「對於合法權的自由阻礙」與「合法權的強制力使

用」間的動態互動關係──凡是出現一對於合法權的自由阻礙，則在此法權系統

的作用下，必然出現一與之相應的強制力。從而，藉由強制力對於該阻礙對等的

反作用力，將可消除此系統中對於法權的可能侵害，從而使行動者間最終復歸於

一於合法權的自由共存狀態。故而，Willaschek 說： 

一完全且交互強制力的合法系統（legal system of complete and 
reciprocal coercion）將不會留給其下的主體遵守法則與否的任何選

擇，……，若運作得宜，它將通過將每個人的自由限制在其合法權

的使用的條件下保障該自由本身。84 
在一強制力確實與合法權的自由的阻礙（hindrance of rightful 
freedom）均等的法學系統下，規定性或令式的概念並不起作用：

就好比，如康德所言的那般，道德上「應當（ought）」對於一神聖

意志（holy will）是不適用的，因為這樣的一種意志必然地與道德

法則相一致；一法學上「應當」的概念對於在一完全的法學系統下

的人是不適用的，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都被迫於要遵守它的法則。85 

換句話說，在一由「強制力」與「法權」所共同構成的和諧的動態系統中，

任何對於法權的侵犯都將被同等的強制力作用所取消，使得人們最終將被迫毫無

選擇地遵從法則的規範。從而，法學法則不只無法經由「令式」所給出，它實際

上也根本不必訴諸於任何「應當」、「必須」等規定性的強制命令，而僅需通過「強

制力」的作用即可保障法權系統的穩固性。 

（三） 詮釋康德法權論的「二元觀點」 

為了解釋康德法權論與其道德哲學的諸多矛盾與衝突之處，Willaschek 提出

了法權論的「二元觀點」說，他指出： 

依據官方觀點，法權領域（realm of right）為道德哲學的一個（只

關注人類外在自由和諧性的）特別分支（special branch），因此法

學的法則、義務與正當性皆從道德法則、義務與正當性衍伸而來；

相對而言，依據替代觀點，法學法則卻是一純粹實踐理性自由的獨

立表述（independent expressions of the autonomy of pure practical 
reason），它可類比於、但並不衍伸於道德的法則。86 

首先，依據官方觀點的看法，法權論與德性論應當被共同收攝在一廣義的道

                                                 
84 Willaschek, "Which Imperatives for Right? On the Non-Prescriptive Character of Juridical Laws," 
81. 
85 Ibid., 84-85. 
86 Willaschek, "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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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領域之下。此一道德領域是由道德法則與定言令式做為其基本原則，在其中法

權原則（principle of right）僅涉及自由之外在使用（即行動本身）；而德性論原

則（principle of the Doctrine of Virtue）卻同時關涉自由之內在使用（即動機）的

問題。87 
Willaschek 承認，這樣一種「官方觀點」確實是康德最初籌劃撰寫《道德底

形上學》一書時的企圖。然而如同在前幾節中所指明的，此種觀點在理論的建構

上遭遇許多矛盾衝突。而 Willaschek 猜測康德本人也確實意識到了這個困難，因

而最終不得不放棄「官方觀點」，改而採取一「替代觀點」的主張。88 
與「官方觀點」有所不同的是，依據「替代觀點」的主張，法學法權（juridical 

right）或整個法權領域（realm of right）並非建立在道德法則的基礎之上，它是

由「法權」與「強制力」的動態模型所構成的獨立系統。故而，差異區別並不只

存在於法權論與倫理學之間、或者說法學義務與倫理義務之間，而是存在於法學

義務與道德務務、或者整個法權學說與道德哲學之間──換句話說，法權不該只

是與狹義的倫理學（或德性論）劃清界線，「根本的區別在於法學領域與（包含

倫理學的）道德領域」的不同，兩者間雖然具有相似的結構，卻是彼此並列且不

相屬的獨立系統。89 
進一步說，Willaschek 認為法權的普遍法則不只無法從做為道德哲學基本原

理的定言令式演繹而來，兩者事實上更應當被置於一對等且獨立的水平點之上─

─亦即，兩者都是人類實踐理性的一種表達。只是定言令式規範的是「管理有限

理性存有的個別意志的最根本原則」（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governing the will 
of individual rational finite beings）；而法權的普遍法則規定的則是「管理有限理

性存有的外在互動的最根本原則」（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governing the 
exter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rational finite beings）。前者的目的在於是「道德的自

由」（moral freedom）；後者則是尋求一「合法的自由」（legal freedom）。90 
換句話說，Willaschek 認可定言令式確實是康德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因為

通過定言令式的檢測即可得出個別理性存有者內在的自律法則；然而康德的法權

論卻具有道德哲學或定言令式中所沒有的社會互動性特質，它所追求的是人類外

在且實際行動自由的具體保障，為此最終必須訴諸一由法權與強制力所共同構築

成的動態互動系統。總歸而言，因為由定言令式構成的道德哲學與由一動態模型

所確保的法權論在其特質、目的與功能上皆不盡相同，因而兩者彼此並不相容，

而必須被對等且獨立地區分開來。 
Willaschek 指出，「官方觀點」與「替代觀點」確實同時「運作」（operates）

於康德的哲學系統之中──因為康德一方面希望保有「官方觀點」的計畫，卻又

                                                 
87 Ibid., 220.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88 Ibid., 225. 
89 參見：ibid., 225-226. 
90 Marcus Willaschek, "The Non-Derivability of Kantian Right from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 
Response to 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2012):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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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引入「替代觀點」以解決因此所產生的理論困難。91而正是因為希望同時

保有這兩個觀點，使得康德的道德形上學體系陷入一「哲學的緊張與衝突、不一

致與徹底的矛盾」之中。92Willaschek 認為，以上解釋了為何《道德底形上學》

一書如此複雜而難以詮釋。 
而必須特別注意的是，Willaschek 雖然認為「官方觀點」與「替代觀點」同

時「運作」（operate）於康德的哲學中，但之所以仍然必須保留「官方觀點」，是

因為我們不能忽視康德確實曾試圖整合法權論與道德哲學的用心；然而在理解了

問題的癥結所在之後，他主張我們最終應當採取「替代觀點」，將法權論排除於

道德形上學的體系之外，如此才能穩固康德的哲學體系，使之不至於陷入種種的

矛盾衝突之中。93 

＊圖 11：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說 

 

（四） 道德性與合法性：從「觀點的區別」到「法則的區別」 

如同上節所述的，Willaschek 主張康德的法權論之所以會出現「二元觀點」，

是因為康德本人在草擬該書時，確實希望將法權論置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下，「然

而，當康德真正動筆後，他遭遇了為數不少的困難，……，並且因為無法解決這

些困難而最終只能退一步地依賴於替代觀點之上」。94 
依此而言，若 Willaschek 所提出的觀察是正確的，則我們應當可以在康德前

後期的作品中找出他對於「法權的概念」理解出現重大的轉折；換句話說，必然

是因為康德在早期的觀點中認為倫理學的「道德性」（morality）與法權論所要求

的「合法性」（legality）是一致的，而在後來才意識到兩者是完全不同且相互衝

                                                 
91 Willaschek, "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208. 
92 Ibid., 226. 
93 Ibid., 208. 
94 Ibid.,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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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概念，從而才產生必須從將法權置於道德哲學系統下的「官方觀點」轉入兩

者獨立且併列的「替代觀點」的必要性。 
而 Willaschek 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故而他試圖點出康德在前後期的哲

學論著中確實對於「道德的」（moral）與「合法的」（legal）的這組區別出現概

念理解上的轉換。如 Willaschek 所指出的： 
首先，在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學論著中──例如，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

對於「道德性」與「合法性」做了如下的區分： 

義務的概念客觀上要求行動與法則一致（accord with the law），但

主觀上要求行動的準則對於法則的敬重，作為由法則規定意志的唯

一方式。而基於這一點，就有了合乎義務而行（acted in conformity 
with duty）的意識和出於義務（from duty）、即出於對法則的敬重

而行的意識之間的區別，其中前者（即合法性）哪怕是只有偏好

（inclination）成了意志的規定根據時也是可能的，但後者（道德

性），即道德價值，則必然只是建立在行動出自於義務而發生、也

就是僅僅為了法則而發生這一點上。95 

換言之，在《實踐理性批判》之中，康德認為一行動若能依照法則的（字面）

要求而行，則該行動即已具備「合法性」；然而若該行動要能進一步具有「道德

性」，則行動者不僅必須合於法則的字面要求，其動機更必須是僅出於法則本身

而如此行動。 
對 於 康 德 的 這 種 區 分 ， Willaschek 稱 之 為 「 觀 點 上 的 區 別 」

（distinction-of-aspects）。也就是說，行動的「合法性」與「道德性」的差別，在

於究竟只是考察一「外在行動」本身與法則是否一致，又或同時必須顧及行動的

「內在動機」是否出於法則本身：只要一行動合於義務所要求的字面內容，無論

是出於怎麼樣的動機，它都是「合法的」；而僅當該行動同時把義務的概念納入

行動的動機中──亦即，僅當該行動是出於對於法則的敬重而如此為之時，該行

動才具有「道德價值」。 
康德對於行動的「道德性」及其「合法性」的區分也同樣見諸於《道德底形

上學》之中： 

單是一個行動與法則間的協調或不協調，而不考慮行動之動機，我

們稱為合法性（法律上正當的）；但在行動合於法則的同時，使出

於法則的義務之理念（idea of duty arising from the law）也同時成為

行動底動機的那種協調或不協調，我們稱為該行動之道德性。96 

Willaschek 指出：乍看之下這樣的主張與《實踐理性批判》中的區分並無二

致。然而如果我們觀察康德在別處的論述，則會發現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

                                                 
95 KpV:81.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96 MS: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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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道德性」與「合法性」的區分已經發生根本的改變。康德說： 

自由底法則（law of freedom）稱為道德的法則（moral laws）。就它

們僅涉及純然的外在行動及其合法則性而言，它們稱為法學法則

（juridical law）；但若它們也要求：它們（法則）本身應當是行為

之決定根據，它們便是倫理法則（ethical law）。而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說：與法學法則協調一致是行動之合法性，與倫理法則協調一

致是行動之道德性。97 

對照於前述「觀點的區別」，Willaschek 將康德在這裡對於「道德性」與「合

法性」的區分稱為「法則的區別」（distinction-of-laws）。換句話說，Willaschek
認為：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對於「道德性」與「合法性」的差異已不再

只是產生藉由考察「外在行動」與「內在動機」兩個不同面向與同一個法則之間

的關係所得出的結果；而是兩者所遵循的「法則」已經完全不同了──行動的「合

法性」在於它是否符合「法學法則」的要求，而行動的「道德性」則在於它是否

符合「倫理法則」的要求。 
進一步說：在前一組區別中，僅有著一個法則命令或要求，而道德性與合法

性區分的判準在於觀察一行動者在兩個不同的面向上對於同一個要求的遵守與

否；而在後一組區別中，則有著兩個已經實然不同的法則命令或要求，而道德性

與合法性區分的判準則在於觀察行動者究竟是服從於哪一個法則的規範。 
Willaschek 認為若我們思考下面的例子，將會發現這兩組區別間的差異所

在： 

若一倫理法則如此要求──例如：你必須不能說謊，且你必須遵守

這個法則，因為法則是如此要求的。則假設我只是出於謹慎的理由

（prudential reasons）而說了實話，依這個特定的法則而言，我甚

至不是合法地行動。換句話說：依據倫理法則（就《道德底形上學》

中的定義而言），合法性（就《第二批判》的定義而言）即蘊含了

道德性。若一倫理法則確實地被遵循，則它必須是出於義務本身而

被遵循。98 

Willaschek 的意思是，依照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的說明，一行動的「合

法性」在於：它必須合於法則而行，換句話說，它必須遵守法則字面中所給出的

所有要求；又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已表明「倫理法則」意指：行動不只

必須「外在地符合」法則的要求，法則本身必須同時成為行動的「內在決定基礎」。

如此一來，若將《道德底形上學》中的「倫理法則」帶入《實踐理性批判》中「合

法性」的概念，則原來在這裡是僅合法的行動，就結果而言它必然同時是具有道

                                                 
97 MS:214.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98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Willaschek, "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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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價值的。 
因為依照「合法性」的概念，我們必須完全遵守「倫理法則」的所有字面要

求，而在「倫理法則」的字面要求之中，已經包含了「法則必須同時成為行動的

內在動機」的要素，故而「僅合法地遵合倫理法則的要求」──亦即僅「合於法

則而行」，必然就同時蘊含了「出於法則而行」。換句話說，在這樣的情況下，若

一行動具有合法性，則該行動必然也同時具有道德性。  
依據這樣的說明，Willaschek 試圖論斷的是：康德在早期《實踐理性批判》

（甚至《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對於「合法性」與「道德性」的區分已經不

足以做為《道德底形上學》中的準則：在早期的主張中，康德認為無論一行動是

否是僅合法的、或同時是道德的，行動所跟隨的都是同一個法則──亦即「道德

法則」本身，而兩者的差別只在於審視的觀點上的不同；然而在後期的理論中，

康德早已將「合法性」與「道德性」的問題置於不同的「法則」之下──其一為

（不包含動機規範的）「法學法則」，另一為（包含動機規範的）「倫理法則」，遵

守前者即具有合法性，而遵守後者則具有道德性。職是之故，Willaschek 認為，

我們也得以合理地推斷：康德的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包含倫理學）已經分屬不

同的系統，因為它們已經由不同的法則所規範。 

＊圖 12：Willaschek 的「觀點的區別」與「法則的區別」 

 

（五） 小結 

總結而言，Willaschek 認為：「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具有「定言令式」所

缺乏的社會性特質，故而我們並無法由「定言令式」演繹出法權的原理；除此之

外，基於法權的普遍法則必須同時具備「無條件性」與「外在性」的特質，它根

本無法由任何「規定性」的令式所給出，因而康德的法權學說最終其實是一由法

權與強制力所共同構成的和諧的動態系統。 
進一步而言，Willaschek 承認康德的文本是存在歧義的，而他之所以提出「二

元觀點」的主張，是因為他想要解決道德形上學體系中實際文本與理論建構上的

矛盾性。他認為我們必須意識到「官方觀點」做為康德的原初企圖；同時為了解

觀點的區別 道德法則 

「外在行動」依法則而行 僅合法的 

「內在動機」出於法則本身 合法的且道德的 

法則的區別 

法學法則：僅要求外在行動合於之 遵守之→合法的 

倫理法則：同時要求內在動機出於之 遵守之→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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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理論上的困難，最終應採取「替代觀點」的主張，將法權論排除於道德哲學的

領域之外，進而將兩者視為「彼此並列卻獨立」的系統。 

二、 對 Willaschek 的回應 

對於 Willaschek 上述的諸多主張，筆者認為至少可以有以下三點回應： 
首先，若借由 Willaschek 所指稱的「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來理解法權的概

念，似乎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將難以找得到任何實際存在的法權。由此，我們似乎

得以進一步看出：Willaschek 並未解決、而只是迴避或解消了 Guyer 對他以及

Wood 的批評。 
第二，Willaschek 認為借由法權與強制力間完美的動態模型即可擺脫法學法

則的規定性特質。對此筆者則認為有兩個問題：其一，如同 Willaschek（自己所

承認的，這樣一種完美的系統在現實的經驗中是不可能的。若是如此，「定言令

式」與「法權」間的關係，即如同 Michael Nance 所指的「道德法則」與「定言

令式」間的關係──亦即，兩者都是因為人類經驗性的不完美特質，所以必須訴

諸一種「令式」的規定；其二，為了規避上述的難題，Willaschek 最後只能宣稱

這樣一種法權的概念只是一理想化（idealization）的抽象，然而我們很難想像康

德自身會同意對於其法權理念的這樣一種詮釋。 
第三，若 Willaschek 所提出的「二元觀點」是正確的，則我們應當可以在康

德前後期的作品中找出他對於「法權的概念」理解出現重大的轉折。而雖然

Willaschek 也確實希望藉由闡述康德前後期作回中對於「道德性」與「合法性」

區別的轉換，指出該轉折點之所在；然而筆者以為 Willaschek 的論述其實是錯誤

地混淆了康德哲學中諸多的「法則」概念，從而他的企圖最終是失敗的。 
筆者在以下的三個小節中將進一步分述上述三個主張： 

（一）衝突法權的問題 

在上一大節中，筆者曾說明 Willaschek 認為法權與強制力的特殊分析性關係

在於其具有一「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的特質，用 Willaschek 自己的話來說：它

意指著「每個人外在自由的合法使用（rightful uses of external freedom）被限制在

它們彼此不能產生衝突的範圍之內」。99Willaschek 認為，就是基於法權這一「外

在」且「實際」的不可衝突性，使康德的法權論有別於其道德哲學及定言令式，

而自成一獨立的系統。 
然而，在有關權利理論的研究之中，大部份的研究者們多認為不同的權利與

權利之間確實存在著真實的衝突關係，例如，一個廣為人們探究的例子即顯現在

Joel Feinberg 的著作中，Feinberg 說： 

                                                 
99 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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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今天你是一個在高山國家旅行的背包客，而這時一場突如其來

的暴風雪剛好肆虐於該地區並危及你的生活安全。幸運的是，這時

你偶然發現一空無一人的小屋，它上了鎖並且備有足以使人度過寒

冬的一切條件，明顯地是某人的私有財產。這時你打破了窗戶闖入，

並且繾綣在屋中的角落待上三天，直至風暴減弱。而在這段期間你

也取用那你不知名的施主的食物，並且藉助了他的木製家具生火取

暖。理所當然地你有正當的理由做以上的所有事情，然而你也確實

侵害了另一個的明白權利。100 

面對 Feinberg 這樣的一個例子，Christopher Health Wellman 則進一步指出： 

Feinberg 的例子之所以如此有價值，在於它揭露了我們自身認可三

個聯在一起則會產生不一致性命題的偏好性： 
1. P 具有對 X 的權利。 
2. 若 P 具有對 X 的權利，則 S 即有一相應的義務不去侵害 P 對 X
的權利。 
3. S 被許可侵害 P 對 X 的權利。101 

綜而言之，在 Feinberg 的例子中，我們顯然面臨了一個困難的抉擇，亦即，

我們必須決定法律應當保障落難登山客的「生命權」，還是山間小屋主人的「財

產權」？因為若法律要捍衛小屋主人的「財產權」，則即代表落難登山客沒有權

利擅自闖入小屋之中，然而如此一來卻又意味著律法本身罔顧做為人最基本的生

命權。 
當然，一個最簡單的解決之道在於：我們承認登山客可以基於生存的理由闖

入山間小屋，但他最終仍應負起小屋主人財產損失上的賠償責任；然而，這樣子

的方案卻不會是 Willaschek 的理論本身所樂見的。因為如此一來，等於承認了上

述兩個權利確實存在著衝突，而違反其「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的基本原則。 
在上述的情況下，若僅依據 Willaschek 的理論本身，則我們根本看不出任何

一方的權利應該勝出，甚至最終似乎只能主張彼此衝突的兩個行動都不構成正當

的合法權利（因為違反了「衝突權利的不可能性」的根本原則）；然而如此一來，

似乎唯有完全不會對他人構成影響的事情才可能成為權利。而這是難以想像的，

因為我們似乎必須承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彼此原來正當的

權利之間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而事實上法官的工作也就是要在這些諸多彼此可

能相互衝突的法權間進行權衡，從而判斷當兩個原本各自正當的法權彼此衝突時，

何者具有優先性而應當勝出。儘管通過律法系統的發展，上述問題看似能得到表

面的解決，然而這無礙於現實中的諸多法權確實可能彼此衝突的的理性事實。102  

                                                 
100 Joel Feinberg, "Voluntary Euthanasia and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Life,"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7, no. 2 (1978): 102. 
101 Christopher Heath Wellman, "On Conflicts between Rights," Law and philosophy 14, no. 3 (1995): 
272. 
102 除此之外，Carl Wellman 在其撰寫的《Real Rights》一書中，也通過了許多實例的探討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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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Willaschek 似乎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他也無法否認在我們的

現實生活的情境當中，確實可能存在著不同權利之間的彼此衝突關係。然而他進

一步辯稱：所謂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不能意指兩個合法權的行動彼此不能產生

衝突，而只有一者得以勝出」；103相對的，它只表明了「合法權的行動」與「對

法權的行動的阻礙」間的關係──Willaschek 的意思是：當某人具有行使某事的

法權時，即代表該行動本身已通過普遍的自由法則的檢測，而得與其他人的外在

自由所共存。故而，該行動本身必然不可能構成對他人自由法權的侵害，而與該

行動相衝突的任何作為也自然構成對於法權的侵害。 
然而，Willaschek 於此只是「規避」而並未「解決」實際的問題，因為真正

的根本問題在於：當兩個實際的行動彼此產生衝突時，我們究竟如何判定何者構

成正當的合法權利，又何者僅是對於法權的侵害？ 
而正是這個問題使得 Guyer 對於 Wood 與 Willaschek 的批判如此強而有力。

Willaschek 看似通過「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回應了 Guyer 的質疑，然而如下表

2 所示，事實上 Willaschek 只是跳過了上述「第一序」的根本問題，而直接進入

「第二序」的問題中，指出：當某行動已經取得合法的權利時，則我們即可直接

依據法權的概念本身而不必訴諸它者，得出以強制力禁制任何阻礙該行動的作為

的正當性。 

＊表 2：「法權的正當性」與「強制力的正當性」問題 
第一序：何為法權（原則）？ 

藉由「普遍的自由法則」得出「法權的正當性」 
任一行動是正當的（right；recht），若： 
1. 該行動自身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 
2. 或者，依該行動之格律，任何人底意念之自由（freedom of choice of each）
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104 

 
第二序：何為嚴格的法權？ 

藉由「法權與強制力的分析性關係」得出「強制力的正當性」 
嚴格的法權也魴被表述為一種根據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相協調的全面

的交互強制之可能性：105 
若一行動違害（viloate）了一「合法權的自由使用」（rightful use of freedom），

則該行動本身即是「對法權的阻礙」（hindrance of a right） 

                                                                                                                                            
僅管有些權利衝突只是表面的權利衝突，然而在人與人的交往關係中，確實仍然存在著許多真實

的權利衝突。又在這些權利衝突的困境中，儘管有時我們可以僅通過法律的推理及律法系統的完

善來解決部份的問題，但有時我們亦有必要借助道德推理等其他方式來解決相關的爭議。詳見：

Carl Wellman, Real Right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3 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63. 
104 MS:230. 
105 MS: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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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一行動抵抗（resist）了對於合法權的自由使用的違害，則該行動本身即

為一「對法權的阻礙的阻礙」（hindrance to the hindrance of a right） 
2. 一「對法權的阻礙的阻礙」促進了「合法權的自由使用」，從而，它本身即

等同於一正當的「法權」 

進一步言之，無論是上節中 Wood 的主張，或是 Willaschek 於此的回應都只

表明了 Guyer 的批判是如何地直指「獨立說」主張的問題核心。Guyer 說： 

即使法權的特定原則具有分析判斷的邏輯結構（logical structure of 
analytical judgements），也不代表康德意指法權原則可以僅經由其

概念的分析而有效。……其概念的客觀實在性（ objective 
reality），……，永遠也無法僅經由分析本身而確立。106 

命題的分析性僅證明了其中主詞與述詞間的關係可以經由矛盾律等邏輯法

則推演而出，卻不代表該命題中所有的概念因而得到正當性基礎。在法權的問題

中，當康德指明一「嚴格的法權」分析地等同於「普遍的交互強制力使用」時，

僅是說明了從「法權」的概念本身的邏輯推演，即可得出「強制力」的概念；卻

不代表我們可以由此得出「何為法權？」的問題的答案──亦即，不代表我們可

以為「法權」的概念本身找到其客觀實在性基礎。 
換句話說，當 Willaschek 以「衝突法權的不可能性」回應 Guyer 時，他仍然

只說明了「強制力的正當性」如何分析地從法權的理念中推導而來的問題──故

而，他只能說：當某行動已經構成一「法權」時，則與該行動相衝突的其他行動

必然是「對法權的阻礙」，從而，一強制力做為「對法權的阻礙的阻礙」促進與

保障了該「法權」，從而該強制力本身等同於一「合法權的自由使用」。 
然而，Willaschek 卻未能回答他的命題之能有效的根本前提──亦即，當他

要說明「當某行動已經構成一『法權』時……」之前，他必須先回答的是：「我

們如何知道該行動確實『構成』一法權？」顯而易見的，僅根據「衝突法權的不

可能性」、或法權與強制力間的「分析性關係」等，我們並無法得到該問題的答

案。如同 Guyer 正確地指出：對於法權概念本身的「正當性」問題，我們顯然需

要更進一步的「演繹」（deduction）。107 
在這個問題上，Wood 與 Willaschek 皆曾指出康德的法權原則並不談論「正

當性」（rightness；legitimacy）的問題。Wood 說：「法權原則缺乏道德原則的一

個必要因素：即其外在正當性的標準（criterion of external rightness）。」108而

Willashcek 則說：「一法學法則本身，……，它並未告訴我們什麼當為又什麼當

為，它僅授權了一依據普遍法則的強制力使用。」109無論是Wood或是Willaschek，
他們皆認為一行動的「正當性」是「倫理」或「道德」的問題，而與「法權」無

                                                 
106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30-31. 
107 Ibid., 30. 
108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9. 
109 Willaschek, "Which Imperatives for Right? On the Non-Prescriptive Character of Juridical Laws,"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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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 
然而若此說成立，則我們將可能得到兩個不同的結論：其一，法權的問題將

沒有任何「正當性基礎」可言。而如此一來，在實際的行動衝突中，我們將無法

分辨何者構成法權，又何者是對於法權的侵害；其二，法權的「正當性基礎」最

終必須追溯至「倫理」或「道德」的考量之上，從而，康德的法權論並不像 Wood
與 Willaschek 所言的，得與其道德哲學截斷。無論是何者，似乎都是「獨立說」

論者們所難以接受的結果。 

（二） 法權與強制力的動態模型 

Willaschek 認為，藉由法權與強制力所構築成的一完美動態系統，我們將可

得出「一純然非規定性的法權概念」（a purely non-prescriptive conception of 
Right）。110為了使論述更加有力，他還將此一「完美的法學系統」類比於康德的

「神聖意志」（holy will）概念，他說：就如同一神聖的意志必然完全合於法則而

行動，從而不需要任何「應當」的強制命令一般，在一完美的法學系統下，所有

行動者將必然地（在強制力的強迫下）合於法則而行，從而該系統亦不需要任何

「應當」的規定性特質。111 
於此，Willaschek 對於「完美的法學系統」與「神聖的意志」間的類比，卻

正好使他的理論陷入潛在的危機。正如 Willaschek 自身所承認的那般：「要落實

一類比於動態系統那般運作的法學系統對於人類而言是不可能的。」112對於現實

的人類處境而言，一完美的法學系統是不存在的。從而，將其類比於「神聖意志」

是否允當就成了問題。 
為了規避上述難題，Willaschek 只能退而聲稱：這樣一種「經驗性的不完滿」

（empirical imperfections）並不影響到「嚴格法權的概念」，因為嚴格的法權僅是

「為了理論闡明的純粹理想化（mere idealization）」。113換句話說，Willaschek 似

乎是認為康德的法權論僅是一理論建構上的抽象概念，它並不涉及任何經驗性的

層次。換言之，即便這樣一種系統在實際的經驗應用上可能出現問題，只要它在

理性思辨的層次上能夠被完滿地設想，就不影響該系統本身的穩固性。基於這種

「理論的」而非「實踐的」設想，Willaschek 以為我們仍然可以合宜地將一「理

論上完美（但實踐上不然）的法學系統」與「神聖的意志」進行類比。 
然而我們很難想像康德本人會同意 Willaschek 將其法權論視為一純然理論

的「理想化抽象概念」的詮釋。依據康德自身所言： 

既然「法權」底概念是一個純粹的、但卻指向實踐（對於在經驗中

出現的事例之應用）的概念，因而一套法權底形上學系統

（metaphysic system of right）在劃分時也得對那些事例在經驗中的

                                                 
110 Ibid., 85. 
111 Ibid., 84. 
112 Ibid., 85. 
113 Ibid.,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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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empirical variety）加以說明，以期能使其分支完整（為

了建立一套理性底系統，這是一項不可免除的要求）。114 
如同在一門自然底形上學（metaphysics of nature）當中也必須有將

那些關於一般而言的自然之普遍的最高原理（highest universal 
principle of a nature in general）應用於經驗底對象的原則，一門道

德底形上學也不能欠缺這類原則，而且我們將時常必須以人之特殊

本性──它唯有靠經驗去認識──作為對象，以便在這個本性中印

證由普遍的道德原則（universal moral principle）得出的內容。115 

即便康德在法權的形上學系統中確實欲建構一先天的（a priori）法權原則及

其系統，然而，這樣一種先天原則要具有實踐意涵──亦即，它若要能應用到具

體的人類處境之中，就不得不考量到人類的特殊性質。從而，一具體的法權體系

不可能是一如 Willaschek 所言的完滿系統，就如同實際的人類意志不可能是一神

聖意志一般。職是之故，康德的實踐的法權論應當對應的並非一「神聖的意志」，

而是一實踐的、做為有限理性存有的「人類意志」本身。 
確實，如同 Willaschek 所言，「對於一神性意志（divine will）、對一般而言

的神聖意志（holy will）而言，沒有任何適用的令式：『應當』在此不得其所」。116

因為這樣一種完美的意志必然永遠都與法則保持一致，故自不需要任何強制性的

命令介入；然而問題在於，當我們承認人類的意志並不總是如同這樣一個神聖意

志那樣完滿，因而其言其行並不總是依於法則而行時，「則在客觀方面被認定為

有必然性的行動在主觀方面就是偶然的，並且『依照客觀法則決定這樣一個意志』

即是一種強制（necessitation）」。117而在這樣的況下，考量到人類意志的這種（經

驗上主觀偶然的）「特殊本性」，一訴諸「應當」的強制「規定性概念」──即一

「定言令式」──就有了引入的必要性。故而康德說：「令式是這樣一種程式：

它表明了一般而言的意願底客觀法則對於某個有理性者底意志──譬如人類意

志（human will）──在主觀方面的不圓滿性的關係。」118 
換句話說，對於康德而言，人類是一不完全的（imperfect）、有限的（finite）

理性存有者，因而其意志雖然具有部份的理性，但同時仍會受到感官性的偏好

（inclination）等經驗性條件所影響。而即是因為人的這種「特殊本性」，使得法

則必須以「令式」、必須以「應當」的強制性命令被加諸在人的身上，而使主觀

上偶然的人必須服膺於客觀的必然法則。 
依此類推，若一法學系統確實能僅由「法權」與「強制力」的分析性關係即

構成一完美的動態系統，則自然如 Willaschek 所言，其間並不需要任何「應當」

的規定性特質的介入；然而，當 Willaschek 承認就現實經驗而言，一完美的法學

系統是不可能時，就正好給予「規定性」、「應當」或「令式」等概念存在的理由。 
                                                 
114 MS:205.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15 MS:217.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16 GMS:414. 
117 GMS:413. 
118 GMS: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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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點上 Michael Nance 顯然比 Willashcek 更正確地掌握了康德的想法，

Nance 在其 2012 年回應 Willaschek 的文章中，將「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

法則」間的關係類比於「道德法則」與「定言令式」間的關係，從而為「法權的

普遍法則」與「定言令式」間的演繹關係建立積極理據。Nance 說： 

正如同定言令式是道德法則的一個更加特殊的變體（specific 
version）一般，法學的普遍法則也是定言令式的一個更加特殊的變

體。這兩者各自的演繹要得以可能，則必須加上人類本性中的經驗

性前提（empirical premises）。在從道德法則與定言令式的演繹中，

額外的前提是我們受到偏好（inclination）的影響；而在定言令式

與法學的普遍法則的演繹中，額外的前提是我們體現在空間之中

（embodied in space）。119 

有關 Nance 更進一步的主張，筆者將在下一章中更詳細地闡明。於此筆者所

欲指出的重點在於：如同「人類意志」不可能是一「神聖意志」一般，一「具體

的法學系統」也不可能如 Willaschek 所期盼的那樣是一「完美的系統」。在兩者

中我們都必須慎重地將人類的經驗性特質納入考量。而一旦考量到人類的這種特

殊性，則無論是在倫理的系統或是法學的系統中，一具有強制性的「規定性特質」

都仍然是其不可獲缺的部份。 

（三） 二元觀點的轉折點 

最後，如同在前文筆者已經提及的，為了要證明其二元觀點的立場是有根據

的，Willaschek 認為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對於「合法性」與「道德

性」的概念已有著與其過往著作中不同的理解。Willaschek 認為，無論是在《道

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或《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對於「合法性」與「道德性」

的區別在於就不同的觀點──即僅就外在行動觀之、又或同時考量行動的內在動

機──檢視人們的行動是否與同一個法則保持一致；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

問題已經落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則要求之上──亦即，「合法性」與「道德性」

的區別在此顯現為人們究竟是遵守法學法則、又或倫理法則的命令之上。 
然而筆者以為，在這裡 Willaschek 似乎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亦即，他將

「法學法則」及「倫理法則」與做為所有立法要素之一的「法則」混淆在一起。

簡單而言，無論是在《實踐理性批判》或《道德底形上學》中，當康德說一行動

必須「合於法則」才具有合法性時，所指的「法則」應是做為立法中要素之一的、

不包含任何（對行動主體）動機要求的「法則」，而「倫理法則」與「法學法則」

則是已經過立法後包含了動機與（立法中要素的）法則的規範內容。 
為了要釐清這組區別，我們有必要檢視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如何說明

立法的要素與因此而產生的法則區別。康德說： 

                                                 
119 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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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立法（lawgiving）……都需要兩項要素：首先需要一項法則

（law），它在客觀方面將應當發生的行動表述為必然的（necessary），
也就是說，使這個行動成為義務（duty）；其次需要一項動機

（incetive），它在主觀方面將對於這個行動的意念之決定根據（a 
ground for determining choice to this action ）與法則底表象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w）聯結起來。 
所有的立法得以就其動機的角度而加以區分。……使一個行動成為

義務，並且使這項義務也成為動機的那種立法是倫理的（ethical）。
但是不將這項動機也包含於法則當中，因而在義務底理念本身

（idea of duty itself）之外也還容許另一項動機的那種立法是法學的

（juridical）。120 

如此一來，依據康德主張，所有的立法首先區分出兩個不同的要素：其一是

使某一行動成為客觀義務的「法則」，另一則是做為行動者主觀的行動決定基礎

的「動機」；進而，再依據立法中「動機」因素的不同，產生出「倫理立法」與

「法學立法」的區別；最終，則才是根據此而來的不同立法而產生「倫理法則」

與「法學法則」的不同規範或要求。 
首先，若 Willaschek 的主張是對的──亦即，若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

對於「道德的」與「合法的」的區別已不只在於「動機」的不同，而是在於兩者

已經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則」──則我們將很訝異於在上述《道德底形上學》的

引文中，康德會如此明白地明表：「所有的立法得以就其動機的角度而加以區

分。」121 
當康德如此表述──亦即，當康德說所有的立法（倫理的與法學的）包含了

「法則」與「動機」兩個要素，並緊接的指出這些立法的區別在於「動機」時，

一個康德沒有言明但更合理的推斷似乎是：兩種立法間的「法則」根據並無任何

區別。換句話說，無論是「倫理立法」或「法學立法」，兩者的區別僅在於對於

動機規範的不同，但它們皆包含使一行動成為客觀義務的共同「法則」要素，而

使一行動成為「客觀義務」的法則必然只能是「道德法則」本身。122 
再者，若 Willaschek 的主張是對的──亦即，所謂的「法則」在《道德底形

                                                 
120 MS:218-219. 
121 MS:219. 
122 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說：「純粹理性單就自身而言是實踐的，它提供（給人）一條我

們稱之為道德法則的普遍法則。……道德法則在人類那裡是一個令式（imperative），……，它意

味著對一個行動的某種強制（necessitation），雖然只是由理性及其客觀法則（objective law）來強

迫，而這個行動因此就稱之為義務（duty）。」參見：KpV:32.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

康德區分了「技術的規則」（rules of skill）、「明智的建議」（counsels of prudence）與「道德的命

令或法則」（commands or laws of morality）時，他進一步闡明：「唯有（道德）法則具有一種無

條件而客觀的、且因而普遍有效的必然性底概念，而命令即是我們必須服從的法則。」（前項引

文中的粗體字為康德所強調，後項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參見：GMS:416. 而在《道德

底形上學》中，康德亦表示：「既然人類的格律基於主觀的原因，並不自然地與那些客觀原則

（objective principle）協調一致，則理性只能絕對地將這項法則規定為禁制或命令之令式。，這

些自由法則（laws of freedom）即被稱為道德法則（moral laws）。」參見：MS: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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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中已經區分為完全不相屬的「倫理法則」與「法學法則」，則我們將會更

訝異於為何康德同時又將所有的立法因素區分為「法則」與「動機」兩個部份；

畢竟，如同 Willaschek 自身所觀察的，無論是在「倫理法則」與「法學法則」中，

都已經包含了「動機」的因素。既然如此，為何康德又在分辨所有的立法時明確

地將「法則」與「動機」加以區分開來。 
同時，我們也將無法理解為何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仍然會指出： 

單是一個行動與法則間的協調或不協調，而不考慮行動之動機，我

們稱為合法性（法律上正當的）；但在行動合於法則的同時，使出

於法則的義務之理念（idea of duty arising from the law）也同時成為

行動底動機的那種協調或不協調，我們稱為該行動之道德性。123 

因為依據 Willaschek 的主張：在合法性的問題中的前項中──即「單是一個

行動與（法學）法則間的協調或不協調」──早已涵有了「不包含動機」的意義。

而其後項──即「而不考慮行動之動機」──將是多餘而沒有意義的；同理，在

道德性的問題中的前項中──即「在行動合於（倫理）法則的同時」──早已包

含了「法則必須同時成為動機」的意涵。從而其後項──即「同時成為行動底動

機」──亦將成為同語反覆。 
基於這些矛盾衝突，一個更合理的解釋似乎是：雖然康德確實使用了倫理「法

則」與法學「法則」等字眼，然而這兩種「法則」本身應當是在經過立法後、已

包含了「（道德）法則」與「動機」因素後的具體規範內容：因為它仍然是做為

一「令式」而被表述出的強制命令──如「你不應殺人」、或「你應當履行契約」

──從而康德仍以「法則」稱之；又因為對於「動機」的要求有所不同，從而康

德區分出「倫理的」與「法學的」不同法則；而當康德在闡述做為立法要素之一

的「法則」、或是在區分合法性與道德性區別時所指明的「（行動）合於法則」或

「（動機）出於法則」的「法則」時，這些「法則」與已經包含動機要求的、做

為具體命令規範的「倫理法則」或「法學法則」並不是相同的事物，而是指涉依

據實踐理性所設想出來的純粹「道德法則」本身。 
綜而言之，我們不能責怪 Willaschek 混淆了康德道德哲學著作中諸多「法則」

的概念，因為康德在詞語的使用上確實不夠明確；然而，一旦掌握康德對於所有

立法中「法則」與「動機」兩個因素的區分，我們將可以很清楚地認明所謂的「倫

理法則」及「法學法則」與一般的「法則」間有何不同；124而筆者更進一步認為，

                                                 
123 MS:219. 
124 康德說：「法權論（doctrine of right）與德性論（doctrine of virtue）之不同，並非由於它們的

不同義務，而毋寧是由於將一項動機或另一項動機與法則相結合的立法之不同。」參見：MS:220. 
筆者認為，在這段話中的法權論即可等同於康德所言的「法學法則」；而德性論則指涉「倫理法

則」。進而，由此可見無論是「倫理法則」或「法學法則」，都是已經經由立法後、將動機與法則

聯結起來的特定規範內容，而不應與原始的、做為立法因素的（道德）法則相混同。而康德在區

分「倫理的」與「合法的」不同時，所指的僅依「法則」而行、或同時將「法則」視為動機中的

「法則」，應當指向作為立法因素之一、尚未被與動機聯結在一起的純粹法則本身。若採取這樣

一種理解，則我們將得到一個前後一致且融貫的康德道德哲學；相對的，若採取 Willasheck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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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因素的區分對於我們理解康德道德哲學與其法權論間的關係將扮演關鍵

性的角色，我們將在第四章中進一步地說明此一論點。 

參、 總結 

在本章中筆者介紹了 Wood 與 Willaschek 對於康德的法權論「獨立說」主張，

並提出他們各自可能面對的問題。然而，即便面臨詮釋上的困難，筆者認為我們

仍須理解兩人之所以堅持「獨立說」的用心所在。首先，如同 Wood 所言： 

康德的道德哲學──即便其義務的內容是社會導向的（socially 
oriented）──絕非是對個人行為（individual conduct）的社會管制

（social regulation）；它是完全關乎於啟蒙的個人（enlightened 
individuals）自律地（autonomously）管理其自身的生命。125 

由此可見，Wood 之所以極力的希望將法權論與康德的道德哲學脫鉤，其用

心在於希望確保康德道德哲學之於啟蒙時代的自律精神指標。他認為若我們將法

權論納入其中，將可能使康德的道德哲學喪失此一純粹且重要的哲學象徵。 
其次，Willaschek 則公允地指出：我們在《道德底形上學》的文本中，既可

以找到支持官方觀點的理由，也可以發現持替代觀點較合理的地方。而他進一步

說： 

我並不想排除將康德文本中支持官方與替代觀點的各個部份協調

成一個融貫圖像的可能性，從而使康德最終顯得持有一前後一致的

立場。然而，我看不出來這如何能辦到。因此我試圖指出：在《道

德底形上學》中含有一官方與替代觀點間無法解決的衝突性。這樣

一種衝突將有助於解釋該作中的部份內在緊張、不一致性及晦澀性

等問題。126 

由此可見，Willaschek 並非不理解康德的意圖、也並非只是基於「哲學家的

癖好」而採取法權論的「獨立說」的主張；只是他窮盡各種可能都找不到如何協

調康德法權論與道德哲學間的內在矛盾，從而只好提出「二元觀點獨立說」的詮

釋方法，並且進一步指出在最終的理解上應將法權論排除於康德的道德哲學體系

之外。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筆者將進一步介紹法權論「依賴說」的各種觀點，檢視

他們是否能夠解決 Willaschek 所指出的「無法解決的衝突性」，進而提出筆者自

身支持「依賴說」的看法與主張。 

                                                                                                                                            
釋，則不只康德本人在前後期的道德哲學論述中出現不一致的問題，單就《道德底形上學》一書

本身，我們也會面臨前言不對後語的難題。 
125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9. 
126 Willaschek, "Why the Doctrine of Right Does Not Belong i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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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法權論的「依賴說」及其商榷 

 
在上一章的結語中，筆者曾指出 Willaschek 認為我們無法在康德的法權論與

道德哲學系統間找到一無矛盾詮釋的可能。而在此章中，我們將把焦點放在諸多

試圖解決此一難題的主張之上，並且試著將這些論者們簡單劃分為三個派別，他

們分別是：Seel 所主張的「定言令式依賴說」、以 Guyer、Ripstein 及 Flikschuh
等人共同構成的「自由法則依賴說」以及 Nance 的「間接依賴說」。 

壹、 Gerhard Seel 的「定言令式依賴說」及其問題 

相較於前述幾個持「獨立說」的觀點， Gerhard Seel 主張康德的法權論「依

賴」於其倫理學之上：首先，他認為康德「法權法則」（law of right）之普遍有

效性（universal validity）的證成有賴於「定言令式」中「普遍法則的程式」（Formula 
of Universal Law）的作用；其次，他更駁斥幾個持「獨立說」因而試圖為法權尋

找獨立於定言令式之外「證成基礎」的主張，進而總結：定言令式不只「可以」、

也是「唯一能夠」為法權法則提供規範根據的基礎。基於 Seel 上述的主張，筆

者將他的立場稱為一「定言令式依賴說」。 
在本節中筆者將分成三個部份進行：首先，將闡述 Seel 如何主張法權法則

在其「檢測方法」上依賴於定言令式的作用；其次，說明 Seel 如何駁斥其他主

張，從而宣稱定言令式為法權法則正當性基礎的唯一來源；最後，則將提出 Seel
的論證可能面臨的問題。 

一、 法權法則得由定言令式證成 

Seel 認為：在談及康德的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的「依賴」關係時，有可能指

涉的是三種不同層次的依賴：其一是「動機」（incentive）上的依賴──亦即依

法權而行的原因必須出於道德的動機；其二是「內容」（content）上的依賴──

即指法學法則的內容出於道德哲學及其原理之中；其三則為「模式」（mode）上

的依賴，亦即指給出或判斷何為法權的程式是出於道德哲學（即定言令式）的檢

測方法（testing method）。1 
首先，在上一章中 Wood 及 Willaschek 已經清楚地指出：法學法則與倫理法

則最大的區別即在於動機要求的不同；或者套用康德自己的話語：「法權論與德

性論之不同，……，是由於……立法之不同。」，2又兩個立法間「得以就其動機

的角度而加以區分」；3換話句說，法學法則並不如同倫理法則一般要求道德動機

                                                 
1 參見：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74. 
2 MS:220. 
3 MS: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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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行動者如此行動的內在根據。職是之故，即便 Seel 主張康德的法權論依賴

於其道德哲學，這層依賴關係絕非建立在「動機」的問題之上。 
再者，Seel 更進一步指出：對於康德而言，定言令式乃是一完全的形式原則

（formal principle）或形上原則（meta-principle）。換句話說，道德義務的內容來

自於我們所採取的行動格律，而定言令式只是提供行動者檢驗其格律是否符合道

德規範的程式方法。故而，康德的法權論也不可能是在「內容」上依賴於其道德

哲學的原理。4 
基於上述兩點，Seel 說： 

康德的法權論依賴於定言令式之上──就其提出的根本法則的普

遍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 of the fundamental law）而言。5 

換句話說，Seel 主張法權法則之所以「依賴」於定言令式之上，關鍵在於當

我們面臨「何為法權？」的問題時，必須通過定言令式的「檢測方法」（testing 
method）提供（法學）義務的客觀有效性基礎。 

為了闡明這樣的論點，Seel 比較了下列兩個格律： 

格律一：我將永遠如此外在地行動──使我行動的自由佔據最大的

可能領域，無論如此是否能與其他人同等的最大自由所共存。 
格律二：我將永遠如此的外在行動──使我的自由被限制在一可與

其他人同等的最大自由依據一普遍法則所共存的領域之中。 

首先，Seel 認為當我們在談論什麼樣的行動格律構成一個正當的法權時，必

須檢驗其是否會與一「全體意志先天地結合的理念」（idea of a will of all united a 
priori）產生矛盾──亦即它是否可以獲得社會中共同意志的普遍同意。從而，

當我們將「格律一」中的「我」代換為「所有人」──亦即將其普遍化時，該格

律顯然無法成為一合法的普遍法則──其理由正好在於它將與康德的「全體意志

先驗地結合的理念」產生矛盾。Seel 宣稱：「所有理性存有顯然不可能接受這樣

一種規則，因為它顯然地有利於強者而不利於弱者。故而至少後者將不會接受該

規則，而前者必須承認他們有很好的理由不接受之。」6 
進而，Seel 主張「格律二」則「無疑地將通過（可普遍化與否）的檢測，……，

因為它是一『先天地結合的所有意志』所能接受的唯一程式（formula），換句話

說，它是可使一所有意志的聯合得以可能的唯一程式」。7 
綜而言之，康德認為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地必然會發生關係，沒有人可以獨

立於他人而存活於一孤立的狀態之中。從而，在這樣一種一人與人必然相互影響

的狀態之內，我們就必須為之找出一人與人間得以和諧共存的規範基礎；8對此，

                                                 
4 參見：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75. 
5 Ibid., 76. 
6 Ibid., 77. 
7 Ibid., 77. 
8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曾經如此表明：「（如果你無法避免與他人交往，便）進入一社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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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l 主張該規範基礎即上述「格律二」的程式。而若更進一步探究之，「格律二」

其實即為康德法權的理念本身 。9 
Seel 認為，在上述推倒出法權理念的過程中，顯然使用到了「可普遍化與否

的檢測方法」（無論是就其是否可以成為一普遍法則、或是就其是否可以普遍地

為理性存有著所接納而言），而「可普遍化與否」是康德定言令式中一個重要的

檢測程式。10故而，Seel 認為：「這顯示了事實上定言令式具有正當化（justify）
法權法則（Law of Right）的普遍有效性的作用。」11基此，康德的法權理念顯然

還是必須依賴於其道德哲學中定言令式的檢測方法之上，而無法與之斷然二分。 

二、 法權法則只能由定言令式證成 

承上述，Seel 不只認為法權法則的正當性必須依賴於定言令式的檢測方法，

他更進而主張：這是能為法權法則提供有效性基礎的唯一可能。為了證明此點，

他駁斥了幾個持「獨立說」、因而試圖為法權法則尋找定言令式之外的有效性基

礎的可能主張： 
首先，Seel 認為 Willaschek 對於法權法則之「無條件性特質」的理解是正確

無誤的。然而，為了確立法權法則的無條件性，Willaschek 主張法權法則必須建

                                                                                                                                            
中，而在其中，每個人能保有其所有物（suum cuique tribue）。……，進入一種狀態，而在其中，

每個人都能針對其他任何人保障其所有物。」（此段引文中粗體括號內容為康德所撰，而為筆者

所強調）。參見：MS:237. 又在另一個段落中，康德亦曾如此指出：「如果他（在此康德所指的『他』

包含了個別的人、民族及國家等對象）不想放棄所有法權概念，他必須作出決定的首要之事便是

以下的原理：我們必須走出自然狀態（在其中，每個人均自行其是），並且與其他所有人（他無

法避免與他們產生相互的影響）聯合起來，而屈從於一種公法的外在強制（public lawful external 
coercion），……，也就是說，他應當首先進入一種公民狀態（civil condition）之中。」（此段引

文中前段粗體括號內容為筆者所加，後段粗體括號內容為康德所撰，而為筆者所強調）。參見：

MS:312. 由上述兩段引文中我們得以發現，對於康德而言，若人與人不必然地發生關係，則我們

毋須操心於給出人們彼此互動的規範基礎；然而這樣一種可能性並不存在──換句話說，人們共

同活在世間，總是不可避免地會相互影響。基於這樣的事實，康德才提出人與人如何平等且自由

地共存的法權理念，進而指出進入一種公民法權狀態的必要性。 
9 如同上章中所提及的，康德法權的普遍法則為：「如此外在地行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它與 Seel 所提出的格律二在

內容及理念上皆可視為具有同等的意義。參見：MS:231. 
10 對於康德定言令式的諸程式之說明，本文同意學界的普遍見解，採用著名的 H. J. Paton 在其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 Study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一書中所歸納出的定言令式的

「三類五型說」，即：普遍法則的程式（the formula of the universal law）、自然法則的程式（the 
formula of the law of nature）、目的自身的程式（the formula of the end in itself）、自律的程式（the 
formula of autonomy）及目的王國的程式（the formula of the kingdom of ends）五種型式。Paton
又進一步將前二程式歸為一類，而又將最後兩個程式歸為一類，而目的自身的程式則自成一類。

從而構成所謂的定言令式的「三類五型」。而在其中，與本段落相關的「普遍法則的程式」即指：

「僅依你可以同時意願它成為普遍法則的格律而行（act only according to that maxim through 
which you can at the same time will that it become a universal law）。」參見：GMS:421; H J Paton,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 Study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Chicago: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Incorporated, 1971).  
11 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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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於「純粹實踐理性」（pure practical reason）之上。12而 Seel 認為 Willaschek 的

問題即產生於此。Seel 如此說： 

這（指 Willaschek 將法權法則的有效性基礎建立於純粹實踐理性

的主張）是非常讓人驚訝的一步，雖然我完全同意之。然而，這樣

的說法與獨立說之間是不一致的，除非存在一不同於、且不依賴於

定言令式之上的純粹實踐理性的原則。然而我們很難在康德的實踐

哲學中找到任何這樣一種的原則。當然，我相信定言令式並非純粹

實踐理性的最高原則，它（指純粹實踐理性）立基於一更根本的實

踐理性原則之上。然而，這是我的──也可能是 Willaschek 的──

卻不是康德的主張。康德很明白地一再表示定言令式是純粹實踐理

性的原則。所以 Willaschek 如何能承認法權法則立基於純粹實踐理

性之上，卻仍然否定依賴說呢？13 

事實上，Seel 對於 Willaschek 的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如同在上一章中筆者

曾提及的：Willaschek 將康德的法權論與道德哲學視為實踐哲學之下「並列」、

卻彼此「獨立不相屬」的不同系統；然而，康德在許多地方都曾明白地表示：實

踐哲學本身除了道德哲學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內容。14從而，若 Willaschek 認為

康德的法權論仍然必須被置於實踐哲學之下，它也必須只能被置於道德哲學的系

統之下。 
第二，Seel 也批評 Julius Ebbinghaus、George Geismann 與 Thomas Pogge 將

法權的有效性基礎建立在「假言令式」上的主張。上述三者從「嚴格法權」的定

義切入，認為法權並不涉及內在倫理動機的規範，而僅通過強制力對於人們的外

在行動加以限制；從而在這樣一種系統下，人們自然會基於符合其最大利益的事

實結果（因為如此一來，我自身的自由才能受到保障）而依法則而行動，而如此

即是建立在做為審慎技術指引的「假言令式」的規範下的結果；如此一來，我們

並不需要預設一與道德責任（moral obligation）相應的「先驗自由」（transcendental 
freedom），而僅需將法權建立在由假言令式所支撐起的「經驗且消極的自由

（empirical-negative freedom）之上，從而將可使康德的法權論獨立於其倫理學的

                                                 
12 Willaschek 說：「法權法則的根本原則（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right）──任何法學系統

（legal system）的正當性（legitimacy）皆依賴於其上──無條件地確立著。亦即，獨立於任何

他們所涉及的人們的偶然動機考量之上。而依據康德的主張，這種無條件有效性（unconditional 
validity）只能建立於純粹實踐理性之上。因為無條件地約束原則，依據康德而言，並非通過一

外在力量而給予我們，而是建構於一自由且理性的行動者之上，它們可以被視為一自由立法

（self-legislated）──做為我們理性自律的一種表達。」參見：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65. 
13 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84-85. 引文

中括號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14 例如在《道德底形上學》中的〈道德底形上學之導論〉，康德即表明：「關於方才提到的劃分

所從屬的上一級劃分，即哲學之劃分為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以及『實踐哲學只能是道德哲學』

之義，我已在他處（在《判斷力批判》中）解釋過了，……，因此，哲學之實踐部份（與其理論

部份並列）不能意謂任何技術上實踐的學說（technically practical doctrine），而只能意謂道德上

實踐的學說（morally practical doctrine）。」參見：MS:21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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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之外。15 
然而 Seel 認為這樣的主張至少有兩個重要的困難： 
首先，它混淆了「動機問題」（question of motivation）與「證成問題」（question 

of justification）。Seel 認為：「一個行動者當然可以依據假言令式的計算的動機而

服從於法權法則，然而，這並不表示假言令式是法權法則的普遍有效性基礎。」16

換句話說，行動者依據什麼樣的動機遵守法權的規範、甚至因此創立一合法權的

國家是一件事情，然而一法權或一國家的客觀有效性、或正當性何在又是另外一

件事情。 
其次，Seel 更反對 Geismann 等人將遵守法權視為滿足人們最大利益，因而

必然會如此行動的主張。Seel 說：「在非對等權力（unequal power）的現實處境

中，遵守法權並非達此目標（指滿足人們的最大利益──亦即保障其外在自由）

的唯一可能。」17換句話說，在人們權力實際不對等的情況下，對於強者而言，

他並不需要通過依靠對於法權的遵守來達成其為所欲為的自由；而對於弱者來說，

即便遵守法權也無法就必能確保他的外在自由可以得到保障。從而一以強制力為

手段的「假言令式」是否能做為使人們利益最大化的審慎技術指引仍有疑慮。 
第三，除了批評上述幾個傾向「獨立說」立場的主張外，Seel 也批判了 Wood

先前的主張。如同上一章中已指出的，Wood 主張當康德將法權的最高原則視為

「分析的」時，即表明了我們不再需要為該原則尋找任何其他的根據，它僅依據

邏輯的矛盾律即可自我確立；而如同 Guyer 對於 Wood 的批判與立論，Seel 也認

為當康德說法權的最高原則是分析的之時，僅只是表明了「法權」與「強制力」

間緊密而不可分的關係，而並未說在「何為法權？」的問題之上，我們並不需要

任何的證成基礎。18 
從而，藉由駁斥上述幾個「獨立說」的主張，Seel 總結地說： 

除了定言令式的應用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可能的方式足以顯示人類

事實上具有一外在自由的權利（right to external freedom）──只要

它與其他所有人的同等自由得依據一普遍法則而共存，並且每個人

都被置於一尊重此法權的先天義務之下。假言令式或矛盾律都不足

以做到此點。19 

三、 Seel 的「定言令式」依賴說的問題 

對於 Seel 上述的主張，筆者至少有二疑義之處： 
其一，即便如同 Seel 所言，法權法則確實使用了「可普遍化與否」做為檢

驗其正當性的方式，然而除非 Seel 能論證「可普遍化與否」的檢測方式必然是

                                                 
15 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85-87. 
16 Ibid., 87. 
17 Ibid., 87. 引文中括號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18 Ibid., 88-90. 
19 Ibid.,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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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屬於定言的（或者至少指出法權所使用的「普遍化檢測」是出於定言的），否

則似乎無法就此直接得出法權法則是源於定言令式的結論。 
第二，Seel 主張定言令式不僅可以、也是「唯一」能夠為法權法則提供正當

性基礎的方法。然而在其文本中，Seel 除了批判幾個反面的主張，並未「正面」

論述為何定言令式即是法權法則「唯一」的正當性基礎來源。對此，Seel 理當有

更充份的說明。 
底下即針對上述兩個疑問，進一步加以探察： 

（一）可普遍化與否與普遍法則的程式方法 

首先，在對於 Seel 的第一點回應上，我們可以藉由 Wood 對於傳統傾向法權

論依賴說觀點的批判切入。Wood 認為：法權的普遍原則雖然與定言令式中普遍

法則的程式有著表面字詞上的相似性，然而這並不代表前者必然即是由後者演繹

而來。Wood 說： 

法權的原則……看起來和普遍法則的程式有著一表面上相似性。如

同該程式一般，它（指法權的普遍原則）提供我們一僅關於行動許

可性（permissibility of actions）的檢測（在這裡指的是法學上的許

可性），並且它是通過關於某些可能的普遍法則而如此為之。然而

康德卻未展示該原則的任何演繹，而他也沒有說明它如何被應用到

其範例之上。20 

Wood 欲圖指出的是：雖然「法權的普遍原則」與定言令式中的「普遍法則

的程式」看起來都使用了「可普遍化與否」做為其自身是否成立的條件，然而這

並不代表兩者即具有理論上的演繹關係；而且事實上在康德的文本中，他也未進

行這樣一個概念間的演繹闡釋工作，更足以證明對康德而言「法權的普遍原則」

並不衍伸自「定言令式」或其「普遍法則的程式」。 
即便 Wood 成文較早，然而他對於法權論「依賴說」的這個批判，對於其後

的 Seel 仍然是一個有效的攻擊。確實，「可普遍化與否」僅是一種「檢測的方法

或程序」，而許多的問題都可以使用「可普遍化與否」做為它是否能夠成立的檢

測判準，但這卻不代表這些問題間彼此必然具有理論上的層遞演繹關係。 
若 Seel 的論點要成能立，則他必須至少做到下列任一工作：一則，Seel 必

須能夠論證出「可普遍化與否」的檢測方式必然是只屬於定言令式的；否則，他

至少應能論證法權的普遍原則所使用的「可普遍化與否的檢測」只能是定言令式

的。 
而第一個工作的可能似乎是註定難以成功的。因為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中，康德是如此說的： 

當我設想一項定言令式時，我立刻便知道它所包含的內涵，……，

                                                 
20 Wood, "The Final Form of Kant's Practical Philosophy," 6. 引文中括號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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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則（在這裡即指定言令式）並不包含任何限制自己的條件，因

此所賸下的只是一項一般而言的法則底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a 
law as such）。……因此，定言令式只有一項，即是：僅依據你能

同時意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而行動！21 

在上文中，「僅依據你能同時意識它成為一項普遍法則的那項格律而行動」

即是著名的「普遍法則的程式」。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於此康德說的是定

言令式只有一種──即（符合）「普遍法則的程式」的；而不是說「普遍法則的

程式」（或「可普遍化與否的檢測程式」）只有一種──即定言令式的。 
如此一來，Seel 似乎只能將希望寄託在第二個工作之上──亦即指出：法權

的普遍原則使用的「可普遍化與否」的檢測只能是定言令式的；然而即便在這點

上，Seel 顯然也沒有為我們提出很好的說明，在下一個小節中這個問題將更被突

顯。 

（二） 定言令式做為法權的正當性基礎 

筆者對於 Seel 所提出的第二個疑問其實是承續著第一個疑問的邏輯。因為

一個證明法權的普遍原則使用的「可普遍化與否」的檢測是出於定言令式中「普

遍法則的程式」的可能方法是：證明法權的普遍原則（或法則）本身只能是出於

定言令式的。 
而 Seel 看似也如此主張，因而在其第二個論點中，Seel 指出：法權法則只

能由定言令式證成；然而，如同在上文中已經介紹過的，綜觀 Seel 在論證該主

張的所有論述中，他只「反面地」批評了持「獨立說」的眾家學者們的主張是如

何不成立的，卻未能「正面地」建立此該主張之所成立的理據何在。 
然而，即便（成功地）批判了再多對反者的論點，Seel 也無法就此證成其「定

言令式是法權法則的唯一基礎」的主張；若這樣的主張要成立，他必須積極地建

立起法權法則本身在什麼樣的意義下根源於定言令式或其程式方法之上的「正面

論述」。針對此一問題，Nance 顯然地比之 Seel 為我們了提供一個更好的說明，

筆者將在後面的段落中介紹 Nance 的主張。 

貳、 「自由法則依賴說」及其問題 

除了上述 Seel 的「定言令式依賴說」主張外，另有一部份學者則共同認為

康德的「法權原則」（principle of right）確實無法直接從定言令式演繹而來，但

其道德哲學的根本原則是建立在「自由法則」（law of freedom）而非定言令式之

上。故而這些學者主張：基於這層考量，康德的法權論仍然應該被置於其道德哲

學系統之下。是故筆者將這一派的觀點稱為「自由法則依賴說」，而其代表有：

                                                 
21 GMS:421. 引文中括號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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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Guyer、Arthur Ripstein 與 Katrin Flikschuh 等人。22  
以下筆者擬就「自由法則依賴說」一派的兩個共同主張──即「法權原則無

法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與「法權原則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之主要

論點進一步說明。 

一、 法權原則無法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 

首先，就「法權原則無法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的論點而言，Guyer 認
為，法權原則之所以無法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的原因在於：前者並不關注行

動之格律，而後者涉及的卻恰恰是行動之格律及其普遍性的問題；而 Ripstein 則

認為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有著完全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故而我們無

法由前者推導出後者；最後，Flikschuh 則主張法權的普遍法則與定言令式規範

的是不同層次的「自由」問題，從而兩者必須被區分開來。 
以下是針對上述三人各自的主張更詳細的說明： 

                                                 
22 在前一章中筆者曾介紹 Guyer 於 2002 年如何撰文批判 Wood 與 Willaschek 對於「分析命題」

與「設準」的錯誤理解；而在 2007 年時 Flikschuh 曾撰文回應並批評 Guyer 該文中的主張。然而，

於此必須特別說明的是：Flikschuh 對於 Guyer 的批判並非意在反對其「依賴說」的主張，而是

批評後者文中的論證要求過多，反而導致人們無法看出（如「所有權」或「公法」等做為一）「設

準」的意涵何在。為此，Flikschuh 指出了「實踐可證性（practical provability）」與「實踐正當性

（practical justification）」的區別，前者意在「證明」一命題（或設準）之內容如何客觀地為真（或

如何可能）；而後者意在提出該命題（或設準）在主觀且實踐上為何必須被視為可能（或必要）

的。Flikschuh 認為 Guyer 為批判 Willaschek 只需做到後者，然而 Guyer 卻將焦點置於前者之上。

以所有權的問題為例，Flikschuh 批判 Guyer 為闡明所有權如何可能的問題，過份地強調了所有

權與法權的普遍法則間的關係，從而忽略了為何康德將「所有權」視為一「設準」的原因──簡

單而言，所有權之所以被康德視為一「設準」，在於僅由「法權的普遍法則」或「先天法權（innate 
right）」的觀念，我們只能得出「個人」本有之先天的（外在）自由權利，而無法「直接」過渡

到對於一「外在某物」的所有權之上。換句話說，在「個人之自由」與「個人對於外在所有物擁

有或取得之自由」間有一「在理論上無法闡明的斷裂」，然而該自由（所有權）又在實踐上必須

被視為可能的，從而「所有權」必須以一「設準」被提出，以建立其在實踐理性思維上的正當性。

此即為康德使用「設準」一詞的核心理由；然而於此筆者有必要特別強調兩點：首先，筆者承認

對於「設準」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涵的說明，確實為 Guyer 所忽略（對此 Flikschuh 與 Ripstein
都有很好且類同的說明）。然而也必須為 Guyer 辯護的是：點出「設準」之意義所在，本來就不

是 Guyer 於 2002 年該文所關注的重點；其焦點在於指出即便康德將某些理念視為「設準」，不代

表該「設準」無法、或不須建立在其他更根本的基礎或前提之上──在此點上筆者認為 Guyer
對於 Wood 及 Willaschek 的批判仍然是非常成功且說服人的，從而在上一章中仍以 Guyer 的文本

對於 Wood 等人提出回應；第二，Flikshchuh 與 Ripstein 雖然皆認為「法權的普遍法則」無法做

為「所有權」的充份前提（從而後者必須以「設準」的方式被提出），但卻都仍肯認前者做為後

者之「必要前提或基礎」的正當性，並且也都同意康德的法權理念最終必須建立在做為其道德哲

學終極原理的「自由理念」之上，在這些重點上兩人與 Guyer 的看法是相同的──換句話說，三

者都反對 Wood 與 Willaschek 將「法權論」與「道德哲學」斷除關係的「獨立說」主張，而認為

在「自由理念」的基礎之上，「法權論」仍然跟隨於「道德哲學」之後，從而筆者仍將三人同列

為「自由法則依賴說」的一派。有關 Flikschuh 對於 Guyer 的批判，詳見：Katrin Flikschuh, "Kant's 
Indemonstrable Postulate of Right: A Response to Paul Guyer," Kantian Review 12(2007). 有關

Flikschuh 與 Ripstein 對於「設準」意涵之說明，詳見：ibid., 20-26. 與 Arthur Ripstein, "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 in Force and Freedom: Kant's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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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uyer：法權原則完全不關注行動之格律 

在上一章中筆者曾闡述Guyer如何反對與批判Wood與Willaschek等人的「獨

立說」主張；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雖然 Guyer 反對後二者將康德的法權論與其

道德哲學視為彼此獨立的系統的看法，他卻認同我們確實無法由定言令式直接演

繹出法權原則的主張。Guyer 說： 

嚴格來說，康德的法權的普遍原則並不衍伸於定言令式──被理解

為僅依可以同時做為普遍法則的格律而行動──的主張是正確的，

因為法權原則只關注我們的行動與他人自由的相容性，而完全不關

注我們的格律，更不用說其普遍性了。…… 
……定言令式告訴我們的是若我們的格律要永遠與自由的根本價

值（fundamental value of freedom）相容的話，它應當採取怎麼樣的

形式（form）；而法權的普遍原則告訴我們的則是若我們的行動要

與自由的普遍價值（universal value of freedom）相容的話，它應當

要採取怎麼樣的形式──無論我們的格律和動機為何。23 

簡單而言，Guyer 認為定言令式涉及的是行動的「內在格律」與法則的一致

性問題；然而法權原則本身僅關注「外在行動」與法則的一致性問題。前者是（狹

義的）倫理學的問題；而後者才是法權論的課題。從而在後者中，康德完全排除

了對於內在格律的考量。 
筆者認為，無疑地康德曾經言明：法權論是為「行動本身」立法，而為「行

動的格律本身」立法則是倫理學的課題；2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權的普

遍原則〉（universal principle of right）的小節中，康德開宗明義地如此說： 

任一行動是正當的（right；recht），若它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

每個人底自由共存，或是依該行動之格律，任何人底意念之自由

（freedom of choice of each）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

由共存。25 

依此而言，我們似乎不能說康德的法權論「完全無涉於」行動的格律及其普

遍性問題，而是理當將 Guyer 的論說進一步地修正為：行動的「格律」之於法權

原則為一「充份但非必要」的條件。 
對於康德而言，格律乃是一行動（者）的主觀指導原則，它對於行動本身具

有規定性的作用──亦即它決定了行動者要採取怎麼樣的行動。26從而，一行動

                                                 
23 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25-26.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4 MS:388. 
25 MS:230.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6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對於格律（maxim）做出如下的定義：「格律是意願（willing）
的主觀性原則（subjective principle）。」參見：GMS:400. 又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更如

此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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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外在行動本身必然與其格律是一致的。舉例而言，若我以「不要說謊」做為

我的行動格律，則我不可能又同時做出「說謊」的行動。因為如此一來，「不要

說謊」的原則就對我的本身不具有任何的指導性或有效性；換句話說，它必然不

是我真正的行動格律，否則就違反了格律本身的定義。 
基此而言，如同下圖 13 所示：當一行動的格律本身與法則是一致的（即行

動本身出於義務），則其表現出來的外在行動本身也必然具備合法則性（即行動

本身合於義務）──再更進一地說：若一行動是倫理的（道德的），則它必然也

會是合於法權的。27 

＊圖 13：行動主體的「內在格律」及其「外在行動」的道德評價問題 

 

所以雖然康德在對「法權的普遍原則」做出上述引文中的定義後隨即補上「使

『合法權地行動』成為我的格律，是倫理學對我提出的一項要求」28的說明，然

而在論及什麼樣的行動構成合法的法權的問題時，康德仍將行動格律及其普遍性

納入條件之中──亦即，行動的「倫理性」為它自身「合法性」的「充份條件」。 
綜合上述，我們或許不應如 Guyer 那般如此斬釘截鐵地說康德的法權論「完

全不關注我們的格律，更不用說其普遍性了」。然而，我們卻可以理解 Guyer 的
用意在於指出：一行動是否合於法權的「充份且必要條件」在於該外在行動本身

（而非其內在格律）的合法則性──無論是一外在行動本身或其格律符於法則，

該行動都得以構成一正當的法權；然而，只要該外在行動本身無法依據（普遍）

法則而與所有人的自由所共存，則不必進一步檢視其格律，我們必然得以推斷該

                                                                                                                                            
實踐的諸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s）是包含有意志的一個普遍規定（a general determination of the 
will）的那些命題，這個普遍規定統率著多個實踐的規則（practical rules）。如果這些條件只被主

體看作對他的意志有效的，這些原則就是主觀的，或者是一些格律。」參見：KpV:19. 
27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表明：「我在此略過所有已經被認明為違反義務的行動不

談，……，因為既然它們甚至與義務相抵牾，則它們決不會有『它們是否可能出於義務而發生』

的問題。」參見：GMS:397. 在這段文字中，康德明白地表示了：凡是違反義務者，必然不可能

是出於義務的；故而，依據邏輯的推衍，我們得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凡是出於義務者，則必然不

可能違反義務。故而，只要一行動的內在格律或動機是出於義務的，則該行動本身必然也是合於

義務的；更進一步說：一行動若是道德的，則它必然也會是合於法權的。有關康德道德哲學為何

必然產生「一行動若出於義務，則必然合於義務」的結論，得以參見：John Hardwig, "Action from 
Duty but Not in Accord with Duty," Ethics 93(1983). 與 S. S. S. Browne, "Right Acts and Moral 
Actio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42(1945). 而無論是Hardwig或Browne都曾批判康德這樣的觀

點不符合現實的考量。 
28 MS:231. 

行動主體 

內在格律 
與法則要求一致 

外在行動符合法則要求 道德的且合法權的 

內在格律 
與法則要求不一致 

外在行動符合法則要求 不道德的但合法權的 

外在行動不符法則要求 不道德的且不合法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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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是不合於法權的。即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康德才會說法權論本身只為外在行

動立法，而卻又在說明行動如何合於法權的問題時（即「法權的普遍原則」），仍

將行動格律的考量納入條件之中。 

（二） Ripstein：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 

Ripstein 在其 2009 年出版的《Force and Freedom》一書中的附錄撰寫了一篇

題名為〈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的文章。在該文中他試圖指出「法

權的普遍原則」與「定言令式」間的區別，Ripstein 說： 

佔據空間的理性存有間合法權關係（rightful relations）的先天特質

（a priori features）無法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法權的普遍

原則擴展了定言令式以說明一種後者未能預設的不相容性關係

（incompatibility relation）。該不相容性的新特質即為從定言令式演

繹出法權的普遍原則的困難所在。29 

對於 Ripstein 而言，這個不同的、先天的不相容性特質即在於：定言令式涉

及的只是「個別意志內部」的「概念（concept）–事例（instance）」間的不相容

性檢測；而法權的普遍原則涉及的卻是在「具體時空中不同存有者間」的「整體

（whole）–部份（part）」間的不相容性。 

首先，在定言令式的部份，成問題的是一個「意志的內在格律」是否能夠通

過定言令式諸程式的檢測。以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自身所舉的例子

來說明，康德提出了這樣一個格律：「如果我認為自己迫切需要錢，我便要貸款，

並且承諾還錢（儘管我明知：我決不會還錢）。」30並且追問該格律是否可以通

過「自然法則的程式」的檢測而成為一項合格的普遍法則？對此問題，康德自己

回答道： 

現在我立即看出：我的格律決無法作為一項普遍的自然法則而成立，

並且自相協調，而是必然自相抵牾。因為這項法則──每個人一互

認為自己處於急難中，均可對他想到的事作承諾，而有意不信守之

──底普遍性將使承諾及我們在作承諾時可能懷有的目的本身成

為不可能；因為沒有人會相信他得到任何承諾，他倒會嘲笑所有這

種表示為空言。31 

在上述著名的「做假承諾」的例子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對於一格律是否符於

定言令式的檢測程序而言，並不需要藉由他人實質的幫助或參與，而只需在自我

意志內部設想一概念的事例是否會得出與自身相矛盾的結果，即可得出該格律是

否可以成為合格的普遍法則的論斷。對此，Ripstein 說： 
                                                 
29 Ripstein, "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 358-366. 
30 GMS:422. 引文中括號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31 GMS: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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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如此理解定言令式，則它將一致性的要求座落於一個特殊主

體意志之內，這個不相容性的內容時常關涉他人的行為和目的，但

該不相容性的檢測（test）是完全內在的，……，在所有的事例中

該任務都是屬我的──亦即，問題總是一個特殊主體應該基於什麼

原則而行動，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彷若自己在為目的王國（kingdom 
of ends）立法那般挑選格律，在其中並不存在使用強制力（force）
協調我們外部自由的分別行使（separate exercises of our outer 
freedom）的問題。32 

與定言令式這種僅關涉個別意志內部的「概念–實例」間的不相容性檢測有

別，Ripstein 指出康德的法權原則涉及的卻是一種空間性中的「整體–部份」間

的不相容性檢測，他說： 

康德在整部法權論都明顯地使用了一空間性的形象（ spatial 
images）。先天法權（innate right）是以不同的人們佔據相同位置的

不相容性的模式出現，……，這樣一種模式的選擇並不讓人意外，

因為空間──對於康德而言──為外在意義的形式（form of outer 
sense），而法權的普遍原則是外在自由的法則（law of outer or 
external freedom），……法權的原則掌管外在自由，故其先天直觀

（a priori intuitions）並當符應一外在直觀（outer intuition）的形式

──即空間。33 

對於 Ripstein 來說，從「定言令式」到「法權的普遍原則」的轉換間，「空

間性」做為一種非概念性的（non-conceptual）、質上全新的特質被引入了。對於

定言令式的「概念性」特質與法權的普遍原則的「空間性」特質間的不同之處，

Ripstein 是如此說的： 

一概念之於置於其之下的諸多（可能）事例是普遍的；相對的，空

間所具有的則是部份而非事例。與之相比，一概念的事例是更具體

的，並且具有更確定的內容……；一空間中的部份則全都是相同的，

並且只在其外在關係──亦即，其位置（location）──上有所區

別。更進一步而言，康德認為空間做為一整體優先於其部份：它並

非由分離的部份所組成，而是其部份通過切割而被區分開來。故而

一空間中的部份持有一非概念形式的不相容性關係。34 

具體地說（如下圖 14 所示），Ripstein 認為：定言令式關注的對象是個別意

志內部的格律，而它的檢測涉及的僅只是「概念內在」的邏輯衝突性（logical 
conflict）。如同前文所舉的例子中，當一內在意志的格律在其「概念與事例間」

                                                 
32 Ripstein, "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 368. 
33 Ibid., 368-369. 
34 Ibid.,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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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想產生不一致性時，它即因自我矛盾而無法成為一普遍化的法則；然而，法

權的普遍原則關注的對象則是純然的外在意念行動，它涉及的是在「具體經驗與

空間」中的實際衝突性（real conflict），亦即人與人之間外在自由是否會產生具

體矛盾與衝突。前者（定言令式）得以是非關係性的，而後者（法權的普遍原則）

則必須是具關係性的。35 
從而，即是因為法權的普遍原則的「空間性」異於定言令式「概念性」的「關

係性」特質、即是因為法權的普遍原則「整體–部份」之於定言令式中「概念–

事例」的新的不相容性關係，使得我們無法直接由定言令式的概念本身直接演繹、

推導出法權的普遍原則，進而使後者必須藉由「設準」的方式被提出。 

＊圖 14：Ripstein 論「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各自的「不相容性

特質」 

（三） Flikschuh：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具有不同的自由概念 

若能掌握上述 Guyer 與 Ripstein 對於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間的區別說

明，則我們將很容易理解 Flikschuh 在同一個問題上的看法──因為她在 2010 年

所出版的〈Justice Without Virtue〉一文中所提出的論點，正好兼有前述兩人的影

子。 
首先， Flikschuh 說： 

                                                 
35 有趣的是，Ripstein 這樣的論點幾乎與在上一章中筆者介紹過的 Willaschek 的主張如出一徹。

然而，在同樣指出法權的原則具有定言令式所沒有的關係性特質（Willaschek 以「社會互動性」

稱之），從而前者無法由後者演繹而出的同時，Willaschek 的結論是康德的法權論因此應與其道

德哲學及定言令式脫鉤；而 Ripstein 卻指出從而法權原則「跟隨（follow）卻不等同於（not 
equivalent）」定言令式（ibid., 358.）──亦即，Ripstein 的目的僅在於說明法權的原則之所以無

法單獨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而必須被視為一個設準的原因何在──從而他主張法權原則「不等

同於」定言令式。然而他仍然認為康德的法權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與其道德哲學及定言令式進行

掛勾──從而他仍說法權原則「跟隨」定言令式；故而，Ripstein 的主張與 Willaschek 的「獨立

說」是有所不同的，後者甚至對於前者還提出批評，Willaschek 說：「既然，如我們所見的，問

題的關鍵在於強制力的正當性（legitimacy of coercion）無法由定言令式單獨演繹而來，則即便加

上一些非規範性的設定（non-normative assumption）也無濟於事（如人類的存在空間性（spatiality）：
見於 Ripstein 即將出版的著作）。」參見：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66. 

個人內在格律之不相容性      具體經驗空間之不相容性 
 
 
 

        藉由「設準」                      
                        得到擴展 
 
→在個人意願（willing）之內的邏輯衝突  →在人與人之間的實際衝突 

內在自由（inner freedom）     外在自由（outer freedom） 

 

概念（concept） 
    

事例（instan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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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Willaschek所指，法權的普遍原則是非令式的（non-imperatival）
──它並不具有定言令式的形式，……，因為定言令式是一格律的

檢測，它無法做為除了該格律檢測主體（maxim-testing agent）之

外任何人的約束法則（binding law）。法權的普遍法則並非對於一

格律的檢測：它規範的是一道德上必然的行動（morally necessary 
action）。36 

Flikschuh 於此不只同意 Willaschek 的部份主張，同時，在這段論述中，她

幾乎與 Guyer 採取相同的觀點。只是相較於 Guyer，Flikschuh 用字遣詞更嚴謹的

地方在於：她並未說康德的法權原則「完全無涉於」格律；而只是說它「檢測」

（test）與「規範」（prescribe）的焦點並非一行動的「格律」，而是該「外在行動」

本身。 
誠然，若行動合法性的「充份且必要條件」為外在的行動本身而非該行動之

內在格律，則我們在考量其是否符於法權的要求時，只須對該外在行動本身加以

「規範」並「檢驗」即可，在這點之上 Flikschuh 無疑是正確的。而如此一來，

我們似乎也將更好地理解，為何康德會將「法權的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 of right）
表述為：「如此外在地行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

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37 
其次，Flikschuh 說：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一無條件地善意志的觀念（the idea 
of an unconditionally good will）即為對於我們之中（within us）道

德法則的意識（consciousness）與尊敬（respect）的同義詞：對於

道德法則的意識說明了自律的能力（capacity of autonomy）。相對

的，在〈法權論〉中，一外在自由的法則（law of external freedom）

並非通過內在道德意識、而是經由我們與他人無可避免的共存而進

入圖像。在一無可避免的共存條件之下，每個人使用自身意念的有

效主張必須被其他所有人對於外在自由同等的有效主張所限制。38 

為了要更好地說明 Flikschuh 在這裡如何由倫理的「個人內在道德意識」狀

態中的要求過渡到法權的「人與人間無可避免的共存」狀態下的要求，筆者有必

要引用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如何援引古羅法馬學家 Ulpian 而說明其「法

權義務（duties of right）的劃分」問題──康德說： 

（一）做個正直的人（honorable human being；honeste vive）。法權

上的正直（rightful honor；honestas iuridica）在於：在與他

人的關係中堅持自己身為一個人的價值（worth as human 

                                                 
36 Katrin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i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Critical Guide, ed. 
Lara Den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1-62. 
37 MS:231.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38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60.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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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而這項義務係藉由以下的命題來表達：「莫使自己

僅成為他人之工具，而是要同時是他的目的。」在下文，這

項義務將被解釋為從我們自己的人格中的「人」之權利（right 
of humanity in our own person）而來的責任。（正當之法、Lex 
iusti） 

（二）莫對任何人不公（do not wrong anyone；neminem laede），而

且你為此甚至應當得擺脫與他人的一切聯繫，並且避免一切

與他人的交往。（司法之法、Lex iuridica） 

（三）（如果你無法避免與他人的交往，便）進入一社會，而在其

中，每個人能保有其所有物（suum cuique tribue）。如果後

一程式被譯為「給每個人其所有物」，它便是謊謬之言；因

為我們無法給任何人他己擁有的東西。因此，如果這個程式

要有意義，它就得這麼說：「進入一種狀態（condition），而

在其中，每個人能針對其他任何人保障其所有物。」（正義

之法、Lex iustitiae）39 

由這段說明可見：對於康德而言，為了避免我們侵害他人應得的權利──甚

至是侵害他人做為人之價值──最好的辦法是避免與他人接觸；然而不幸的是，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無法避免地與他人所共在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外在行動必然

產生相互的關聯與影響。職是之故，義務的要求亦必須從個人的「內在自由」擴

展至「外在自由」的範疇。 
更具體地說，若我可以獨存於世上，則法則對我的要求將是祈使我的行動能

獨立於感官偏好的影響，進而由實踐理性自身決定。40此係屬一個人的「內在自

由」層次；然而，一旦我與他人不可避免地產生互動關係，則法則將進一步要求

我必須尊重他人同樣做為人（或做為目的自身）的價值，41從而我的自由必須以

不侵害他人的自由為前提，而這就涉及了我行動的「外在自由」問題。 
在上段中，前一種自由乃是「倫理上的自由」，而後者則涉及「法權上的自

由」。故而，Flikschuh 說：「從而，我們將擁有……一獨立有效的道德法則與兩

種朝向它的主觀態度（subjective comportment）的可能模式──即倫理模式

                                                 
39 MS:236-237. 
40 此即康德對於自由的「消極」以及「積極」概念的區分──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說：

「意念底自由（freedom of choice）是它之無待於感性衝動（sensible impulses）底決定；這是自

由之消極概念（negative concept of freedom）。自由的積極概念則是（positive concept of freedom）：

純粹理性（pure reason）自身的實踐能力。」參見：MS:213-214. 
41 這裡涉及的是康德的先天法權（innate right）理念。在〈法權論〉中，康德又依照法權將他人

置於義務之下的能力將之區分為先天的與後天的（acquired）法權：後者為有待於一立法行動確

立的權利，如康德後來提出的〈公法〉即為此類法權的最佳典型；而前者乃是一屬於人本性（by 
nature）即有之的權利，而康德稱這種「先天法權只有一種（there is only one innate right）」，亦即

每個人依其人性尊嚴（humanity）──換句話說，即做為目的自身──所享有的本源的（original）
且先天的（innate）自由。參見：MS: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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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mode）的自律態度與法學模式（juridical mode）的非自律態度。」42換

句話說，Flikschuh 認為「內在的、倫理的自由」乃是一「自律的自由」；而「外

在的、法權上的自由」則為一「非自律式的自由」。前者由「定言令式」所限制；

而後者則由「法權的普遍法則」所規範。 
綜合上述，雖然採用了不同的論述方式，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Flikschuh 與

Ripstein 對於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間的區別幾乎是相同的。對於兩人來說，

定言令式涉及的是單一主體內在格律的檢測與要求，而法權的普遍法則卻牽涉了

共存於此世中人與人間外在自由的規範。基於這樣的差異，Flikschuh 與 Ripstein
皆主張我們無法直接由定言令式演繹出任何法權的原則。 

二、 法權原則建立在自由的理念之上 

接著，在「法權原則建定在自由的理念之上」的主張上，由於在上一章中我

們已初步地介紹過 Guyer 的基本觀點，故而在此筆者將只介紹 Flikschuh 與

Ripstein 的主張：43Flikschuh 認為，雖然康德在〈法權論〉中提出一不同於之前

道德哲學論著的「非自律的自由」的概念，然而她卻主張這僅意謂著康德道德哲

學及自由理念的內部擴張，而不宜因此將康德的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系統完全區

分開來；而 Ripstein 則更精確地將此「非自律的自由」闡明為一「獨立的自由」

概念，然而依據其上下文脈，Ripstein 似乎未將此一新的自由概念視為法權論與

道德哲學的斷裂點，而是將之視為同一道德自由理念之下不同的自由表達方式。 
以下同樣就兩人之論點進行進一步的說明： 

（一）Flikschuh：「自律的自由」與「非自律的自由」 

在前幾節中，筆者曾指出 Flikschuh 認為一行動者對於道德法則的要求可以

採取「自律的」與「非自律的」兩種態度。換句話說，「自律」並不構成遵守法

則與否的前提。如此一來，究竟道德法則的基礎何在？對此，Flikschuh 是如此

回答的： 

如果自律不是道德法則的基礎，那何者為是？對此問題，我將於此

扼要地回答它是自由的理念。在《道德底形上學》中，自由並非自

律的同義詞。44 

                                                 
42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58. 
43 仍然有必要強調的是，雖然 Guyer 與 Flikschuh 及 Ripstein 等人皆認為康德的法權論最終仍然

應當被置於一個以「自由理念」做為其最高原則的道德哲學系統之下，然而後兩者其實更進一步

指出「倫理的自由」與「法權的自由」仍然是有所區別的，只是依其文脈，Flikschuh 與 Ripstein
並不認為這樣的區別是法權學說得與一廣義的倫理學──即道德哲學──系統斷然脫離的好理

由（對此筆者將在後文中提出說明）；相對而言，Guyer 則未如同上述二人那般進行更進一步的

區分，而僅僅只是說明整個法權學說仍然必須根源於康德道德哲學中的自由法則理念。 
44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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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依據 Flikschuh 的主張：定言令式規範的是主體行動者的行動格律，

而格律的問題乃是行動者的內在動機問題。依此而言，定言令式要求的是行動者

之動機必須純然出於對法則的服從，而此乃行動者之「內在的、自律的」自由展

現──它之所以是「自由的」，在於行動者擺脫了感官偏好的限制性，進而依其

實踐理性行動；而它之所以是「內在的」，在於它涉及的是主體的內在行動格律；

又它之所以是「自律的」，在於行動者的內在動機是純然出於自我對於法則的遵

從而不為其他。 
然而，Flikschuh 認為，這樣一種自律的內在自由理念並非康德「道德自由

理念」的全部，從而「定言令式」與「自律」的概念並無法做為康德道德哲學的

終極原理。Flikschuh 依據康德對於意志（will；Wille）與意念（choice；Willkür）
的區分，指出了在〈法權論〉中所出現的另一種「非自律的、外在的」自由理念。

她說： 

一行動者之意念是由一外在地立法意志（externally legislating Wille）
所決定，該行動者並未自律地意願法則（autonomously willed the 
law）：他並未就其本身意願法則成為為一他自身的法則。而是一外

在意志意願了法則成為他的法則；該行動者僅是依此指引了其意念

的能力。 
……依照《道德底形上學》中意志（will；Wille）與意念（choice；
Willkür）的區分，一符於被認知為立法的外在根源（external source 
of law-giving）的意志而行的意念是非自律的（non-autonomous）。
然而基於意志是一實踐理性，並且一產生於意志的法則為自由法則。

該行動者之意念因而是非自律地卻自由地決定了其行動。該行動者

是非自律地──如外在地──自由的。45 

於此，Flikschuh 意識到了康德道德哲學（或至少在《道德形上學》）中關於

「立法者」與「個別行動者」間的重要差異：在〈法權論〉中，立法的問題不再

是個別主體的內在立我立法（self-legislation），而是由一「普遍的聯合意志」

（general united will）所共同形成的公共立法（public law-making）。46進而，因

為立法者仍然是源自於一「意志」，而「意志」本身之於康德而言即為「理性」

自身的實踐，從而遵守意志所給出的法則的個別行動者仍然是「自由的」；47然

而，Flikschuh 認為：因為立法者不再是個別的主體，換句話說，個別行動者遵

守的是來自於一「外於自身的意志」所給出的法則，從而他並不是「自律的」。

                                                 
45 Ibid., 59. 
46 康德說：「立法的權限（legislative authority）只能歸屬於人民之聯合意志（united will of the 
people），……，因此，唯有所有人之協調的聯合意志（concurring and united will of all）──就

每個人（each）對於所有人（all），所有人對於每個人決定同樣的事情而言──亦即唯有人民之

普遍地聯合的意志（general united will of the people）才是立法的。」參見：MS:313-314. 
47 康德說：「意志本身根本沒有任何決定根據（determining ground），而是就它能決定意念而言，

它就是實踐理性本身（practical reason itself）。……自由的積極概念是：純粹理性自身的實踐能

力。」參見：MS: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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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對於個別行動者而言，遵守一「法權的普遍法則」即是「非自律卻自

由的」。 
是故，Flikschuh 承認：在康德《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到《道德底形上學》

間，對於「自由的理念」本身有著概念上的轉換或擴張──亦即，從單一的「自

律的」自由理念轉換為「自律的（倫理的）」與「非自律的（法權的）」兩種可能

的自由理念：然而，她並不因此主張康德的法權論從而就應當與康德的道德哲學

系統斷除關係；相對的，她反而嚴正地駁斥 Wood 與 Willaschek 的「獨立說」觀

點。Flikschuh 說： 

若它（指法權論）不適於《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為何就此

斷言這一後來的著作中的主張就不屬於道德的？而不是更自然地

斷言，若後來的法權論確實在某些地方與早期的《道德底形上學之

基礎》一書有所不同，它表明了康德對於道德哲學的思考有了更進

一步的發展？48 

Flikschuh 承認：對於康德自由理念的這種新的詮釋與擴充性的理解，可能

會使其道德哲學喪失 Wood 所言的做為「啟蒙主義的自律精神」的象徵性指標，

然而她卻認為如此一來我們將能更融貫地說明〈法權論〉與康德整體《道德形上

學》間的關係。49 
總結而言，Flikschuh 認同定言令式確實不適用於康德的法權學說，而她也

主張在〈法權論〉中康德提出了一不同於其早期倫理學著作的自由概念。然而她

認為這只是康德道德形上學系統內部的擴張與豐富化，而並非一外於其道德哲學

體系的新系統的提出。從而，Flikschuh 反對法權論的「獨立說」主張，認為在

這個新的、多層次的自由理念──而非定言令式的概念──之上，我們得以為康

德的倫理學與法權論找到一共同的根基，進而仍將兩者收攝在同一個道德哲學系

統之內。 

（二） Ripstein：法權的自由做為一種「獨立的自由」 

在上節中筆者指出：Flikschuh 認為康德在〈法權論〉中提出了一種新的、

非自律的自由理念，從而做為其法權原則的基礎；而Ripstein則更進一步地闡明：

法權論中這一種有別於自律的、新的自由，即為一種「獨立的自由概念」

（conception of freedom as independence），而這種自由的概念說明了人之為人而

與物的區別所在。50 
首先，Ripstein 指出：所謂的「獨立」意指「一人能為自身決定其手段所要

追求的目的為何」的能力；相對而言，「依賴」則指涉「一人的手段被他人的意

                                                 
48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57. 引文中括號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49 Ibid., 57-58. 
50 參見：Arthur Ripstein, "Kant on Law and Justice," 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Kant's Ethics, ed. Jr.  
Thomas E. Hill(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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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用來決定要追求何種目的」的處境。51故而，一「獨立的自由」所表明的即是：

一人能夠獨立於他人的意念，從而為自身決定目的的能力。而人之所以為人，即

在於他具有這樣一種設定自我目的的「獨立的自由」；若當他僅被當成追求某種

目的的手段，則他就失去了這種做為目的自身的人格尊嚴，從而僅被他人視為一

物而使用。 
誠然，Ripstein 這樣的詮釋符應了康德在闡述先天法權（innate right）時對

於人與生俱之的先天自由（innate freedom）的描述──對於這樣一種做為先天法

權的自由，康德將之稱為一「獨立於他人意念之限制」的、「做為自身主人的人

類品質」的自由。52 
再者，Ripstein 更進一步指出，這樣一種法權上的「獨立的自由」有別於傳

統上我們對於康德道德哲學所理解的「自律的自由」的理念──亦即：與「定言

令式」相對應的「自律的自由」是非關係性的、孤立（isolation）的自由──它

是對於一特殊主體內在的個別意志規定，而它所要求是一人能獨立於其環境，亦

即獨立於其經驗性的感官偏好等物質條件的自由；而「法權的普遍原則」所涉及

的「獨立的自由」則是關係性的（relational）、涉及他人的自由──它是對於人

與人之間外在關係的規範，而它所要求的是一人能獨立於他人意念的自由。53 
然而，綜合上述對於 Ripstein 理念的所有闡釋，即便他明確區分了「定言令

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間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54從而指出我們無法直接由

定言令式」演繹出「法權的普遍原則」；甚至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律的」

與「獨立的」兩種不同的自由概念，他並非就此意圖將康德的法權論排除在其道

德哲學之外──與此相對的，Ripstein 指出： 

如果法權的普遍原則在任何方面都無法與更廣大的康德式道德哲

學計畫相聯結的話，則將產生這樣的一種危險：即該原則將以不同

的方式而被理解，因為它將與康德式的道德哲學產生不一致。而該

道德哲學──無論它多麼困難、有爭議甚至晦澀──無疑地看起來

都是一有關道德學合理且無所不包的觀點。55 

 若是如此，則引起我們好奇的是：Ripstein 認為在什麼意義之上，仍然應將

法權論與康德的道德哲學聯結起來？對於此一問題， Ripstein 在〈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一文中的結尾提供了很好的線索，Ripstein 說： 

                                                 
51 Ibid., 162. 
52 MS:237-238. 
53 參見：Ripstein, "Kant on Law and Justice," 162-163. 
54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雖然「定言令式」與「法權的普遍原則」有著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

然而這並不代表兩個理念本身是「相衝突的」。因為所謂的「不相容」，並非意指「定言令式」與

「法權的普遍原則」兩個理念之間的互相衝突，而是如同筆者在前幾節中所指出的，它意指著兩

個理念本身各自內涵著一種「不相容性」，定言令式所涉及的是個別存有者內在對於概念（即一

格律或原則）與事例（個殊的經驗情境）間的不相容性，而法權的普遍原則所涉及的則是在具體

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人與人之間外在行動本身的不相容。故而，這兩種「不相容性」雖然有著各自

不同的意涵，但它們卻不是彼此互斥的，而是它們各自被應用在完全不同的領域之中。 
55 Ripstein, "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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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法權論〉即使對於那些無法接受《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與《實踐理性批判》的所有論證的人們來說都有極大的可取之處；

而我在本附錄 56的目的在於指出它對於那些準備好接受康德更宏

大的主張在於「道德即自由（morality is freedom）」的人也有極大

的可取之處。57 

上述引文中，Ripstein 撰寫此文的實際「目的」即如同該文標題所示：在於

闡明法權原則必須被視為一「設準」的原因何在；而其解答即在於「定言令式」

與「法權原則」間的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 
在這樣的論證發展下，如果 Ripstein 是持法權論的「獨立說」主張者，則他

當如同 Willaschek 一般，順勢（即在闡明法權原則無法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之後）

指出康德的法權論應當做為一獨立於其道德哲學的新系統；然而 Ripstein 並未如

此主張，反而是以康德的「道德即自由」作結。 
故而，從上述這樣的發展，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其一，Ripstein 顯

然認為康德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在於自由的理念，而非定言令式；其二，Ripstein
認為在這個自由的理念下，康德的法權論仍然從屬於其道德哲學系統；其三，

Ripstein 雖如同上述的區分出兩個層次的自由，然而正如同 康德將理論理性與實

踐理性視為同一理性的兩種運用那般，58於此 Ripstein 似乎也是認為：（狹義的）

倫理的「自律自由」與法權的「獨立自由」是做為同一個「道德自由」的兩種運

用，而並非主張因此康德有兩種各自獨立的自由系統。 
關於上述的第三點，我們似乎也可以在 Ripstein 的文字中找到證據，Ripstein

說： 

法權並不僅僅只是因為其具有引導行動的效力（efficacy in guiding 
conduct）而允許威脅（threats）的運用；而是因為若威脅的結果本

身即為對於法權的維持而允許之，……，若我侵犯了你的自由，則

我的自由本身將受到阻礙是做為一在普遍法則下的自由系統的表

達（expression of the system of freedom）、以及做為遵從之的動機而

運作著。59 

我們很難想像 Ripstein 這裡的「在普遍法則下的自由系統」是僅僅包含法權

上的、而不同時收納倫理上的自由系統，因為對於倫理的與法權的兩種自由而言，

                                                 
56 即指〈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一文，該文乃 Ripstein《Force and Freedom》一書

的附錄。 
57 Ripstein, "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 388.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58 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前言〉中如此表明：「我要求：純粹實踐理性底批判（critique 
of a pure practical reason）若要成為完整的，我們就得能同時顯示實踐理性和思辨理性（speculative 
reason）在一共通原則下的統一性（unity）；因為到底只能有唯一且同一個理性（only one and the 
same reason），而它僅在應用上才須分別開來。」參見：GMS:391. 
59 Arthur Ripstein, "Kant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Justice," in Kant's Political Theory: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d. Elisabeth Ellis(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83.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

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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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普遍法則」顯然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 
故而，我們應當可以適切地將 Ripstein 的倫理的「自律自由」與法權的「獨

立自由」視為同一（道德）自由系統下的不同表達 60──前者是做為「自由的內

在運用」；61而後者則是做為「自由的外在運用」；而如此一來，我們似乎也將更

可以理解為何 Ripstein 會說普遍的法權的普遍原則「跟隨」卻不「等同於」定言

令式本身──因為後者是屬於狹義的倫理學的範疇；而前者是屬於法權論的領域，

但無論如何，兩者都應當被收攝在 Ripstein 所言的「無所不包的」道德哲學系統

之下。 

三、 對於「自由法則依賴說」的回應 

對於「自由法則依賴說」的主張，筆者有兩點主要的回應： 
首先，若追本溯源，則康德道德哲學的終極原理確實是建立在「自由法則」

之上，而非僅是「定言令式」的規範要求，這點或可由「道德法則」與「定言令

式」兩個概念間的關係切入。 
然而，是否如此一來即表示康德的法權論無法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筆者認

為這點仍有疑義。於此「自由法則依賴說」一派的論者們似乎混淆了「定言令式」

與「格律」間的關係。 

（一）道德法則、自由理念與定言令式 

                                                 
60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子的一種理解似乎也較為貼近康德本人的觀點。在《道德底形上學》的

〈論區分德性論與法權論的原則（On the Principle That Distinguishes the Doctrine of Virtue from the 
Doctrine of Right）〉一節中，康德如此說：「這種區別──道德學說（doctrine of morals）做為一

整體之主要劃分也以此為依據──係基於：這兩者所共有（common to both）的自由底概念使『外

在自由底義務（duties of outer freedom）』與『內在自由底義務（duties of inner freedom）』之劃分

成為必要的；其中，唯有後一項義務是倫理的（ethical）。」參見：MS:406. 於此，必須特別注

意的有兩點：第一，康德在說做為一整體的道德學說時使用了複數型的「道德們（morals）」，如

此似乎意指了該學說含有兩個部分──即德性論（或狹義的倫理學）與法權論；第二，康德明確

地指出自由的概念是德性論與法權論所「共有的概念」──換句話說，兩者應當屬於同一個道德

自由的系統之下。除此之外，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更早的段落中，康德亦如此表明：「有別

於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這些自由底法則（law of freedom）稱為道德的法則（moral laws）。
就它們僅涉及純然的外在行動及其合法則性而言，它們稱為法學法則（juridical law）；但若它們

也要求：它們（法則）本身應當是行為之決定根據，它們便是倫理法則（ethical law）。而在這種

情況下，我們說：與法學法則協調一致是行動之合法性（legality），與倫理法則協調一致是行動

之道德性（morality）。」參見：MS:214. 由這段引文中我們也得以清楚地看出：康德將做為道德

法則的自由法則與自然法則相對立，並且又將前者區分為法學法則與倫理法則兩類──請再次注

意到康德在講自由法則與道德法則時都使用了複數型的「法則們」（laws）──依照這樣的邏輯，

康德顯然是將其倫理學（或倫理法則）與法權論（法權法則）共同置於一個根植於自由理念（自

由法則）的道德系統（道德法則）之下。 
61 事實上，即使對 Ripstein 採取這樣的詮釋，筆者認為 Ripstein 如此將「（狹義的）倫理學」與

「法權論」間的自由一刀切分的關點仍是有問題的。對於康德而言，其倫理學並不僅只關心自由

之「內在使用」問題，而是同時涉及了自由之「內在且外在之使用」；換句話說，倫理之自由其

實包攝了法權之自由。對於此一觀點，筆者將在後文中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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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中筆者將分兩部份闡明自由法則與定言令式間的關係，從而指出康德

道德哲學的終極原理正如同「自由法則依賴說」所主張的那般，是建立在「自由

的理念」之上。 
首先，筆者將說明道德法則與定言令式間的從屬關係──亦即，定言令式乃

實踐理性授予做為不完全理性存有者的人們的一種道德法則的變體；其次，筆者

將指出，依據康德文本的考察，道德法則實乃自由法則本身。綜合上述兩點，我

們即可以理解定言令式實乃從屬於自由法則之下，而自由的理念本身則為康德道

德哲學的根本原理。 

1. 道德法則與定言令式 

在上一章對於 Willaschek「二元觀點獨立說」提出回應時，我們已就康德《道

德底形上學之基礎》文本中「神聖意志」與「人類意志」的區別，點出了「道德

法則」及「定言令式」間的關係；而在本節中，筆者將再根據康德道德哲學另外

兩本重要的著作──即《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底形上學》──再度強調這兩

個概念間的關係。 

首先，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說： 

純粹理性單就自身而言就是實踐的，它提供（給人）一條我們稱之

為道德法則的普遍法則，……，這項法則並不僅僅限於人類，而是

針對一切具有理性和意志的有限存在者的（finite beings that have 
reason and will），甚至也包括作為最高理智的無限存在者（infinite 
being as the supreme intelligence）。但在人類的場合下這條法則具有

一個命令的形式，因為我們對於那雖然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的人類能

預設一個純粹的意志，但對人類作為由需求（needs）和感性動因

（sensible motives）所刺激的存在者卻不能預設任何神聖的意

志，……，因此道德法則在人類那裡是一個以定言的方式提出要求

的令式（an imperative that commands categorically），因為這法則是

無條件的（unconditional）。62 

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論人類心靈的能力（faculties of human mind）與

道德法則間的關係〉一節中，康德則更簡明地直言： 

既然人底格律由於主觀的原因（subjective causes），並不自然地與

那些客觀原則（objective principles）協調一致，則理性只能絕對地

將這項法則規定為禁制（prohibit）或命令（command）之令式。63 

由此可見，無論就康德早期或晚期的道德哲學著作，他對於「道德法則」與

「定言令式」間關係的觀點始終沒有轉變。對康德而言，「定言令式」即是「道

                                                 
62 KpV:31-32. 
63 MS: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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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則」的一種「變體」、一種「特殊的表達形式」。而其目的在於使客觀的法則

構成對主觀行動者的一「強制性的命令」，從而使受感官偏好影響的、做為不完

全理性存有的行動主體不得不無條件且必然地遵守法則的規範。總歸而言，「定

言令式」乃「道德法則」的一種延伸。 

2. 道德法則即自由法則 

有關道德法則與自由間的關係，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曾說：

「一個自由意志（free will）和一個服從道德法則（moral law）的意志是同一件

事。」64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更進一步地闡明： 

自由底概念是一個純粹的理性概念（pure rational concept），正因此

故，它對於理論哲學（theoretical philosophy）而言，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也就是說，它是這樣一種概念：在任何一種可能

的經驗之中，並無適當的子能被提供給它。……但在理性之實踐運

用（practical use of reason）中，它卻藉由實踐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
證明其實在性（reality）……而在其中道德概念及其法則找到其根

據。65 

「自由」對於康德的哲學是一複雜卻極為重要的概念，對於康德而言：雖然

我們無法就思辨理性的角度說明「自由如何可能？」的問題；然而就理性的實踐

而言，我們卻必須預設「自由是可能的」，否則我們將無由建立起一套道德哲學

系統及其原則。66 
依照康德這樣的論述，引起我們好奇的是：自由的理念究竟為何如此重要，

以致於即使在理論理性的思辨上我們無法證明其存在，仍然必須在理性的實踐─

─即道德哲學的問題上──預設其可能性？對於此一問題，我們得以在康德以下

的文句中尋找到可能的答案： 

人格（person）是其行動能夠歸責的主體，因此，道德上的人格性

（moral personality）無非是一個有理性者在道德法則之下的自

由，……，由此便可推知：除了一個人格為自己制定（或是單獨制

定，或是至少與其他人格同時制定）的法則之外，他不服從任何其

他的法則。67 
道德意義下的歸責是藉以將某人視為一個行動之發動者（author of 
an action）──這麼一來，這個行動便稱為行為（deed），並且受制

於法則──的判斷。68 

                                                 
64 GMS:447. 
65 MS:221. 
66 參見：GMS:459. 
67 MS:223. 
68 MS: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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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人無自由可言，則這不外乎是說明人並不具有意志之理性能力，從而只

跟一般的動物一樣，受到純然感官性的偏好與欲望所決定。如此一來，既然我們

僅是一受到自然法則與因果律所操縱的存有，則一切皆是他律的，從而也沒有任

何道德的問題可言；道德問題之所以可能，即在於人做為一理性的存有者，具有

決定自身行動的能力，從而係自身行動的主人。在這個意義上──亦即，在人是

自由的預設之上──我們才得以對人的行動進行道德判斷，進而對之加以歸責。 
故而，綜合上述，為了使道德問題具有意義──亦即，為了使自由（做為有

理性存有者之特質）的設想得以可能，康德認為我們必須通過一「雙重觀點」（two 
standpoints）之設想，從而得出人做為兩個不同世界之成員，所具有的不同能力

與受到不同法則規範的可能性。基於說明上的方便性，筆者將康德這樣一種設想

的推倒過程簡要區分為四個步驟： 
首先，康德認為：即便通過最一般的知性能力的考察，我們也得以意識到藉

由所有的表象（representation），人們所能碰觸到的並非對象本身，而僅是對象

所觸動並呈顯給我們的方式。換句話說，我們的認知能力所能達及的僅只是一現

象（appearance）而非物自身（things in themselves）。基此，康德說：「我們得承

認且假定在現象背後還有某個不是現象的東西，即物自身」69 
其次，在承認與假定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後，康德則認為我們得以依此得出

兩種不同世界的設想──即「感性世界」（world of sense）與「智性世界」

（intelligible world）之區別。康德說：「前者依宇宙中各觀察者內在的多樣感官

能力（dissimilar sensibility），也能有極大的差異，但是作為前者底基礎的後者卻

終保持不變。」70 
第三，依此而言，即便人們能通過自然的感官經驗與認知能力認識自身的各

種面貌，但我們仍必須意識到：在這些由表象所構成的、屬於感性世界的「現象

之我」外，我們還必須假定一做為前者之基礎的、屬於智性世界而永遠保持不變

的「我自身」。 
最終，通過人們屬於兩種不同世界成員之設想，我們即可得出關於人類自身

的兩種不同觀點，以及分屬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人們所受到的不同法則規範的可

能性。康德說：「首先，就他屬於感性世界而言，他從屬於自然法則（他律）；其

次，就他屬於智性世界而言，他從屬於不受自然所影響，而僅以理性為基礎的非

經驗法則。」71──做為感性世界之成員，人們因受到經驗性的感官偏好所影響，

從而受到外在的自然因果律所決定；而做為智性世界之成員，人們則排除了任何

經驗性的原因，而僅以自身的理性意志為根據。換句話說，人們自己就是自己的

原因，從而是自由且自律的。 
總結而言，通過此一雙重世界或觀點的設想：若從人做為「智性世界」成員

的角度出發，則人是自由的，因為我們得以通過自我的意志（即實踐理性）給予

自身法則──而此法則即道德的法則；然而，我們不能忽略自身同時做為「感性

                                                 
69 GMS:451. 
70 GMS:451. 
71 GMS: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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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成員的事實，從而仍然受到經驗性的感官偏好所影響，從而最終必須將

法則以定言的命令賦予人們。故而，我們或得以康德下面這段文字如此歸結： 

無條件的實踐法則（unconditional practical laws）──它們稱為道

德的（moral）──係以自由之這種（在實踐方面的）積極概念為

根據。對我們──我們的意念在感性上被觸動，且因此並不自然地

合乎純粹意志，而是經常與它相牴牾──而言，這些實踐法則是令

式（命令或禁制），而且更確切地說，是定言的（無條件的）令式。72 

對於康德而言，道德法則是根源於自由的理念，而定言令式則是道德法則給

予做為不完全理性存有的人類而言的一種（具強制性命令的）形式。故而，無論

單是定言令式的概念本身、或是康德道德哲學的整體而言，都能夠、也應當追本

溯源地建立在終極的自由法則或其理念之上。這也是為何康德會宣稱： 

因此，我們誠然能回答「一項定言令式如何可能」這個問題到一個

限度，即是：我們能提出使這項命式成為可能的唯一條件，即自由

底理念，而且我們也能了解這項預設底必要性──這對於理性底實

踐運用是充份的，亦即足以使人確信這項令式（因而連同道德法則）

底有效性。73 

（二） 「定言令式」與「格律」 

在認同「自由法則依賴說」的論者們將康德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係建立在自

由的理念之上後，接下來筆者將提出自身對於此派學者們觀點的疑問──亦即，

筆者企圖指出：即便康德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必須被追溯至自由理念本身，這並

不意味著其法權論（做為道德哲學系統下的一部份）就與定言令式是脫勾的。筆

者認為，「自由法則依賴說」這樣一種觀點是建立在對於「定言令式」與「格律」

間關係的誤解之上。 
如同本章中已經介紹過的，在「自由法則依賴說」中：Guyer 認為「康德的

法權的普遍原則並不衍伸於定言令式」，74因為法權原則「完全不關注我們的格

律」問題；Flikshcuh 則指出「法權的普遍原則是非令式的，……因為定言令式

是一格律的檢測」；75而 Ripstein 則認為定言令式具有的是個別意志「內在格律」

的「概念–實例」不相容性，而法權的普遍原則所擁有的則是具體時空中「外在

行動」的「整體–部份」的不相容性。基於兩者間不同的「不相容性特質」，我

們並無法直接由前者演繹出後者。76 
綜而言之，上述三者似乎皆將「定言令式」與個人的「內在格律檢測」畫上

                                                 
72 MS:221. 
73 GMS:461. 
74 參見：Guyer, "Kant's Deduct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Right." 
75 參見：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76 參見：Ripstein, "A Postulate Incapable of Further Proo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等號，而將「法權的普遍原則」與其「外在行動規範」進行掛勾；然而，筆者以

為：「定言令式為一個人之內在格律檢測方法」與「須檢測個人的內在格律是否

符於定言令式的要求」為兩件事情──而康德本人顯然意在後者；但持「自由法

則派依賴說」的論者們似乎都將康德的意圖誤解為前者。為此，我們有必要回到

康德的文本中，檢視「定言令式」與「格律」兩者間的關係： 
首先，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如此說：「唯有法則具有一種無

條件（unconditional）而客觀的（objective）、且因而普遍有效的（universally valid）
必然性（necessity）底概念，而命令（command）即是我們必須服從（也就是說，

縱然違逆愛好也必須遵從）的法則。……定言令式不受任何條件底限制，並且是

絕對必然的（僅管是在實踐方面），而可完全依本義稱為一項命令。」77其次，

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進一步說道：「令式是客觀有效的，並且完全不同

於作為主觀原理的格律，……，所以格律雖然是一些原則，但並不是令式。」78

最終，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則如此表明：「使某些行動成為義務的原則

（principle）是一項實踐法則（practical law），行動者基於主觀根據而為自己訂

為原則的規則（rule）稱為其格律……法則出自意志（will），格律出自意念

（choice）。」79 
一「格律」並不具有定言令式所要求的無條件性、客觀性及普遍有效性，它

是一個別主體之自由意念的行使，從而為一個殊、主觀且偶然的行動指導原則；

而如同上節中所提及的，一「定言令式」乃是實踐理性（即意志本身）將「道德

法則」賦予同屬雙重世界的部份理性存有者（在此即意指人類）的一種形式，因

而它是一種強制性的命令，它要求總是依其主觀偶然之格律而行的主體能夠為所

當為──亦即能夠客觀、必然且無條件地服從法則的規範。 
故而，藉由上文，我們區分了「格律」與「定言令式」間的根本區別，簡而

言之：「格律」為一行動主體自身的主觀行動原則；而「定言令式」則係由意志

所給出的客觀道德法則的命令；然而，重點不在於「格律」與「定言令式」間有

何區別，而在於：「定言令式」做為一強制性命令，其目的究竟只規範了一行動

之「內在格律」，或者同時亦規範了「外在行動」本身？  
對於定言令式之規範目的，康德是如此說的：「令式說明我可能做的行動中

何者為善」80──請注意：康德於此所言的是「什麼行動是善的」，而不僅只是

「什麼行動格律是善的」；81故而，定言令式之所以必須如此說明，是因為人們

係依其主觀格律而並不總依照客觀法則行事，然而定言令式不只（能）規範或檢

測一行動之「內在格律」，也同時規範著該「外在行動」本身。 
若是如此，我們的問題將是：為何論者們常有「定言令式」僅談論「什麼行

                                                 
77 GMS:416. 
78 KpV:20. 
79 MS:225-226. 
80 GMS:414. 
81 除此之外，康德亦說：「如果義務是個應當具有意義且實際上為我們的行動立法的概念，它就

只能以定言令式、而決不能以假言令式來表示。」同樣的，在這裡康德說的是「為行動立法」，

而不僅只是「為行動之格律立法」。參見：GMS: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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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格律是善的」──亦即，「定言令式」僅涉及對於一「行動格律檢測」──之

印象？對此，筆者認為有兩個基本而相續的理由： 
其一，如同前文中筆者曾提及的，對康德而言，若一法則對於行動之格律有

效，則其必然也對於該外在行動本身有效──換句話說，當一行動是出於法則的，

則它必然也是符合法則的；然而反之卻不亦然──亦即，當一行動是合於法則的，

它的內在行動格律可能是出於客觀法則本身，也可能是僅出於主觀的愛好。 
其二，在康德的道德哲學論著中，許多地方談論的是一行動如何才能具有「道

德價值」──即行動必須合於義務且出於義務──的問題。而依據上點之邏輯，

則在檢視行動如何才具有「道德價值」時，我們僅須檢視一行動之「格律」是否

是出於義務──亦即出於「定言令式」之要求──即可。 
基於上述兩個理由，論者們通常會有「定言令式」僅涉及對於一「行動格律

檢測」之印象；然而，（在談論什麼行動具有「道德價值」時，）「我們僅須檢視

一行動格律是否符合定言令式之要求」，與「定言令式僅涉及對於行動格律之要

求」乃是兩件事情。當康德表明一行動若出於義務，則必然合於義務之時，一個

論者們常忽略的根本事實是：行動之合法則性為其道德性的必要條件或前提。換

句話說，定言令式不僅要求著行動之格律，它也必然對於外在行動本身有所規

範。 
例如，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說：「若一行動不僅只是實現法則的字

面意義（letter）而不包含其精神（spirit）的話，則客觀的決定根據必須總是並

且單獨地做為一行動之主觀充足決定根據。」82並且在此段文字之中，康德又附

上以下註釋：「對於任何符合法則但並非出於法則的行動而言，人們可以稱之為

僅依據字面意義上的、但並非精神上的道德善（morally good）。」83 
當康德於此使用「不僅只是」的字眼時、當他說我們可以將合法則的行動稱

為「字面意義上的道德善」時，我們得以推斷：出於法則的、實現法則精神的道

德行動，必須以合於法則的實現法則字面意義的行動為前提。換句話說，行動的

合法性是行動的道德性的必要條件。而一道德法則做為定言令式被頒布時，它即

同時要求與規範著我們的「內在格律」與「外在行動」本身。 
對此，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則有著更明確地表示： 

有別於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這些自由底法則（law of freedom）

稱為道德的法則（moral laws）。就它們僅涉及純然的外在行動及其

合法則性而言，它們稱為法學法則（juridical law）；但若它們也要

求：它們（法則）本身應當是行為之決定根據，它們便是倫理法則

（ethical law）。……前一種法則所涉及的自由只能是在意念之外在

運用中的自由，但後一種法則所涉及的自由卻能同時包含意念之外

在運用與內在運用中的自由。84 

                                                 
82 KpV:72. 
83 KpV:72. 
84 MS:214. 引文中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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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個行動成為義務，並且使這項義務也成為動機的那種立法是倫

理的，……，倫理的立法固然也使內在的行動成為義務，但決不排

除外在的行動，而是一般性地涉及一切構成義務的東西。85 

 由上文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見：一「倫理法則」同時要求行動的合法則

性與出於法則性；一「倫理之自由」包含了對於外在自由與內在自由的應用；一

「倫理的立法」則同時規範了外在行動與內在的行動。所以，即便撇開「法權論」

的問題不談，而僅就「狹義的倫理學」而言，即便定言令式是倫理法則所給出的

一強制性命令，則該令式仍然關涉了行動本身的合法則性、自由的外在使用或對

於外在行動的規範等問題。 
如此一來，剩下的問題將是：那麼「定言令式」與「法權論」是否有關有判

準何在？對此，筆者的答覆仍是：我們必須回到康德對於「定言令式」的定義本

身──亦即：定言令式是「意志」將道德法則授予有限理性存有者的形式。故而，

問題的根本在於：我們必須檢視一法權的「法則」是如何給出的？它是否是由一

「意志」所頒布的道德法則？對於此一問題的闡明，筆者將暫時擱置，留待後文

探討。在下面一節中，筆者將首先介紹 Nance 的「間接依賴說」的觀點。 

參、 Michael Nance 的「間接依賴說」 

在有關康德法權論及其道德哲學關係的問題上，Nance 部份承認 Willaschek
的說法──亦即，他承認我們並無法「單獨地」由定言令式本身演繹出法權的普

遍原則或強制力的概念。然而，他並不因此而如同 Willaschek 主張我們應將法權

論獨立看待；相對的，他認為我們只要為定言令式加上兩個「人類的特殊經驗性

條件」，即可「間接」演繹出法權與強制力的法則。故而，筆者將 Nance 這樣的

主張稱為一法權論的「間接依賴說」。 
為了說明其觀點，Nance 認為必須依續處理的問題有三點： 
首先，我們必須問的第一個問題在於：「為何要保障人的外在自由？」而

Nance 自身所給出的理由在於：為了保障人做為目的自身的人性尊嚴；其次，

Nance 認為我們必須進一步探問：「那為何保障外在自由必須訴諸外在強制力的

使用？」在這個問題上，Nance 提出了他法權論依賴說的關鍵主張：亦即指出人

所具有的兩種特殊經驗性特質，從而點出單就定言令式而言不足以保障人的外在

自由，職是之故必須訴諸於一外在強制力的機制；最後，Nance 則主張我們必須

再提出第三個問題，亦即追問：「那麼為何對內在自由的保障沒有如同外在自由

一般訴諸一外在的強制力？」，對此 Nance 亦給出了兩個理由，從而說明對於內

在自由的保障無法、也不須訴諸外在強制力。 
以下筆者將進一步說明 Nance 對於上述三個問題所提出的回答，並且在最後

針對他與 Willaschek 的論證進行比較與總結： 

                                                 
85 MS:219. 引文中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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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做為目的自身的人性尊嚴 

首先，針對「為何要保障人的外在自由？」的問題，Nance 是如此回應的： 

一從定言令式到法權的普遍原則的康德式論證是從我們受到定言

令式統治的事實開始的，而這告訴了我們：其一，我們必須依據普

遍法則而行；其二，人性尊嚴並須被視為目的自身。86 

Nance認為：依具康德的主張，人類做為具有自由意念能力的部份理性存有，

必須受到道德法則以定言令式的方式約束與規範。而依據定言令式諸程式的要求：

我們不僅必須僅依照那些可以被普遍化的格律或行動而行；也應當尊重他人做為

「目的自身」（end in itself）的人性尊嚴──亦即，尊重人所具有的理性本質

（rational nature）。 
然而，如此一來我們的問題將是：究竟何謂人的「理性本質」？又尊重人做

為具此理性本質的、做為目的自身的理性存有，在具體上又使得我們應當採取怎

麼樣的行動？ 
對於第一個問題，康德本人已經給出明確的答案──他說：「有理性者之所

以別於其餘事物者，係由於他為自己設定一項目的。」87換句話說，人之所以做

為一具「人格」之理性存有者而有別於「事物」，其價值即在於人具有意念的自

由能力──亦即，我們總是能夠依照自我的意願而決定自身的行動與行動所欲促

成的目的。 
故而，Nance 認為：依此而言，在具體的行動上我們不只必須珍視人們內在

的（inner）、形而上的（metaphysical）自由；亦必須尊重人們外在的（external）、
身體性的（physical）自由──前者涉及的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

理性批判》中的「自律自由」理念；而後者即為〈法權論〉中所欲捍衛的免於他

人意念限制的「先天法權自由」（innate right to freedom）。唯有這兩種自由皆受

到保障，人才具有人之為人的本質──亦即才是一具人性尊嚴的理性存有。88 
總結而言，對於第一個問題──即「為何要保障人之外在自由？」──Nance

所給出來的回答其實與 Ripstein 的「獨立自由」理念非常相近。兩者都指出對於

人做為一目的自身，從而能為自我設定與追求目的的、外於物而做為一獨立人格

的人性尊嚴的保障的重要性。 
如此一來，Nance 勢必要從「為什麼」的問題轉入「如何」的問題──亦即：

若對於外在自由的保障是必須的，我們究竟要如何才能使得對於這種自由的保障

成為可能？而在這個問題的引導之下，我們即抵達 Nance 本人所提出的第二個疑

問：「那為何保障外在自由必須訴諸外在強制力的使用？」 

                                                 
86 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547. 
87 GMS:437. 
88 參見：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54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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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外在自由的保障只能訴諸外在強制力 

通過上一個「為什麼」的問題，Nance 回答了保障人之自由的目的在於確保

人們做為目的自身的人性尊嚴；而在「如何」的問題上，Nance 則進一步聲稱對

於人們的「外在自由」的保障唯有訴諸一「外在強制力」才得以可能，因為該問

題在具體的實踐上將面臨人的特殊主觀經驗性的問題。 
如同筆者在上一章中曾強調的，Nance 也認為：法權論做為康德道德形上學

的具體應用，並不應當如同 Willaschek 所言那般，只是一純然理論的「理想化的

抽象概念」，而是必須務實地考量到人類經驗多樣性問題。而若我們考量到這一

具體的問題，就會發現定言令式本身並不足以確保法則的客觀性對於主觀的行動

者而言具有必然有效的強制性，Nance 說： 

定言令式本身並不足以做為法權演繹的充份條件，而是必須將我們

的特殊本性（specific nature）與定言令式相聯結，才使得法權對我

們而言是必然的，……，（亦即）法權概念的合理演繹可以經由定

言令式、我們具肉身性（embodied）之事實及我們出於義務以外的

動機而行的事實所建構而成。89 

對於 Nance 來說，在法權的問題上，即有兩個重要的人類特殊性質不能被忽

略：其一，我們生活在經驗世界中，是一具有物質形體（physical bodies）的存

在；其二，我們做為一不完滿的理性存有者，出於道德動機的行動對於人而言是

偶然的。 
首先，人做為一具肉身性的──即鑲嵌在經驗感官世界（world of sense）中

的──存有，其行動本身將會受到經驗性的感官偏好所影響，因而其並不總是自

律且自由地自我訂定並遵守道德律法；其次，人做為一不完美的部份理性存有，

其意念之自由並不總是依據意志而行，故而人們是一同時具有自由意念與動物性

意念的存有，其行為並不總是符合道德的要求。 
基於上述兩個人類的特殊經驗性特質，使得行動者依乎義務並且出乎義務而

行的問題在規範的層面上雖然具有客觀然性，但在主觀的事實上卻是經驗且偶然

的。從而 Nance 以「不能殺人！」的義務為例，指出：「有些義務如此重要，以

致於我們不能僅依賴於個人的善意志而確保它們被踐履，……，對每個人而言免

於宰制的自由不能僅依賴於個別的德性行動而被充份落實。」90 
基此而言，我們即有必要設計一套外在機制，確保這些重要的義務被遵守、

確保人們免於宰制的外在自由不受到侵犯，而康德所提出的「法權普遍法則」與

「外在強制力」即是此一難題的解答。Nance 認為：藉由兩者共同構成的法權系

統，我們不僅可以前瞻性地（prospectively）提供主觀行動者依法則的命令而行

的外在動機；亦可回溯性（retrospectively）地還原人們應有的、卻已受到侵害的

                                                 
89 Ibid., 546-547. 引文中括號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90 Ibid., 54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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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權利。91 
故而，對於自身所提出來的第二個疑問，Nance 如此總結： 

康德藉由將定言令式限制在其外在自由領域中的普遍法則的程式

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原則。而其結果即是法權的普遍法則──一外於

其主觀動機考量而規範具肉身性的自由行動者（embodied free 
agents）間的實踐互動的原則。康德的法權系統意在藉由普遍強制

力（或外在限制）來保障所有情況下的外在自由、意在強使人合於

法權的普遍原則。 

三、 外在強制力只能用來保障外在自由 

承續上述論理的發展，如果一切如同Nance所言：人做為一有限理性存有者，

必須受到定言令式的規範，而定言令式要求我們必須尊重人做為目的自身的人性

尊嚴──即必須同時保障自我與他人的「內在倫理自由」與「外在法權自由」，

如此一來，我們將面臨 Nance 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那麼為何對內在自由的保

障沒有如同外在自由一般訴諸一外在的強制力？」亦即，為何外在強制力只（能）

用來確保人的外在自由，卻未能運用在保障人的內在倫理自由呢？ 
對於這樣一個疑問，Nance 以「不能說謊」92做為一倫理的而非法權義務為

例，提出了兩個可能的解釋： 
首先，Nance 認為對於這個問題一個常見而反射性的回應在於指出：「說實

話的義務是一採行特定格律的義務，然而因為採行一格律是一內在行動（inner 
act），它並無法被外在地加以強制（externally enforced）。」93誠然，倫理義務是

一涉及個人內在動機的規範，而如同康德在多處作品中所強調的，人心是幽暗而

                                                 
91 Ibid., 548-549. 
92 在有關「不能作假承諾」或「不能說謊」的究竟是一「倫理義務」或「法權義務」的問題上，

Willaschek、Seel 與 Nance 三人間有著一個有趣的論爭。Willaschek 主張除非有具體的外在契約

簽署，否則「不能作假承諾」的問題在康德的哲學中應當被視為一「倫理義務」（參見：Willaschek, 
"Right and Coercion: Can Kant's Conception of Right Be Derived from His Moral Theory?," 61-62.）；
而與此相對的 Seel 則主張「說謊與否」是一個「外在行動」，所以該問題應當是個「法權義務」

（參見：Seel, "How Does Kant Justify the Universal Objective Validity of the Law of Right?," 78-79.）；
最後，雖然 Nance 與 Seel 同為法權論「依賴說」的主張者，然而在上述問題中，他卻贊同 Willaschek
所言，主張「不能作假承諾」的問題為一「倫理義務」（參見：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549-550.）。而根據康德自身的文本考察（例如：

MS:238; 420; 428-430; 481.），筆者也同意 Nance 與 Willaschek 的觀點。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

Seel 顯然搞錯了一個事實：亦即，Seel 似乎把「外在行動」與「內在格律動機」完全切分開來，

而凡屬前項者皆被歸類於「法權義務」，凡屬後項者才是「倫理義務」的範疇；然而，倫理義務

不僅是對於「內在格律動機」的規範，它同時也要求人們的「外在行動」必須合於法則。換句話

說，「不能作假承諾」做為一「倫理義務」，它所指明的是：義務要求你的外在行動不能說謊，並

且你是必須僅出於義務如此要求的動機而如此為之。更進一步說，一事物是否涉及「外在行動」

顯然不是區分「倫理義務」與「法權義務」的判準；它是否關涉「內在動機」的要求、又或一「外

在立法」是否可能，才是區分「倫理義務」與「法權義務」的依據。 
93 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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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探知的，94如此一來，訴諸一外在立法或外在強制力對之加以規範顯然是不

可能的，而只能訴諸於個人自律的內在立法（且唯有如此，個人才是「內在自由」

的）。 
然而，Nance 並不滿足於這樣一個理由。95故而，他引用了 Louis-Philippe 

Hodgson 的論點，企圖進一步指出：為了自由之故，人們不能拒絕對於其自由加

以限制；而且只有為了自由之故，才能對於人之自由加以限制──換句話說，唯

有訴諸自由（受到侵害的可能或事實）本身，才能做為對自由加以限制的唯一理

由。 
再更進一步地說，當我們要對一個人的行動自由加以限制，必須確定該行動

本身確實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如此一來，這樣一種限制才具有正當性。而將

這樣的一個理念貫徹到「不能作假承諾」的義務上，我們將發現：依據康德的主

張，（純粹地）「作假承諾」的行動本身，並未侵犯了任何其他人的自由，從而本

來就不需要、也不應當以任何外在的強制力加以限制。康德說： 

故意（儘管只是漫不經心地）說假話固然通常被稱為謊言，……，

但是在法權的意義底下，我們只將那些直接損害到另一個人底權利

的假話稱為謊言，例如冒稱已與某人簽訂一項契約，以便使他喪失

其所有物。而這種與之極其相近而關聯的概念（指純粹的謊言）的

區分是有所根據的，因為當我們只是解釋自己的想法時，他人總是

得以依其自身的意願而保有是否接受這種解釋的自由，……，以致

屬於法律的東西與歸屬倫理學的東西在此就只能這麼區別開來。96 

依據上述的引文，我們得以看出對於「純粹的謊言」及「法權上的謊言（或

一般法律理解上的詐欺）」區分是有必要的──換句話說，確實如 Nance 與

Willaschek 所言：「遵守承諾之義務」與「遵守契約之義務」是兩種不同的義務，

前者為一倫理上的義務，而唯有後者才構成一法權上的義務。「純粹的謊言」並

未侵犯了任何人的自由，因為他人仍然得以選擇是否要採信說謊者的話語；然而

「法權上的謊言」卻真正對他人造成實質的不公，因為它必然涉及對於他人權利

的實質侵害。 
理解上述的區分，我們即可以理解，為何倫理義務無法藉由外在的強制力加

以禁止，故而 Nance 說： 

                                                 
94 GMS:407; TP:285. 
95 Nance 說：「即便我們無法強制某人採取一格律，我們卻當然得以強制地禁止他對於他人說謊

的外在行動。」參見：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549. 雖然筆者認為 Nance 這裡所言的「當然得以」是有疑慮的，因為假若在真相唯

有說話者本人所知的狀況下，我們根本無從得知其是否正在說謊，如此一來似乎也無法強制他人

「外在地說實話」。然而，筆者可以理解的是，Nance 認為僅提出這樣的一個理由是不夠徹底的。

對於「倫理義務無法用外在強制力加以規範」的問題，我們似乎不僅應提出在「實然上」外在強

制力本即無法完全規範人的倫理義務（因它涉及內在格律動機的問題），而（一個更完美的論證）

似乎更應提出在「應然上」為何外在強制力也不應當做為倫理義務規範的理由。 
96 MS:238. 引文中括弧內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加，而最後一段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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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97國家對我使用強制力將對我造成不公（do me 
wrong）。因為假若我的謊言對於任何他者形塑或者追求其自由並未

造成實質的傷害，則國家將是以外於保障自由的理由對我進行強

制。98 

綜而言之，Nance 主張：一「倫理義務」所涉及的是個人形上的、內在的倫

理自由問題，它既無法、也不應由外在強制力加以規範，從而只能訴諸個人對於

自身格律的自我規範，也唯有如此，一人在倫理上才真正是自律且自由的；而一

「法權義務」則關涉到一身體性的、外在的自由問題，從而依據人類的經驗偶然

性，若不訴諸一外在的強制力機制，將使得他人的「先天法權自由」無法獲得應

有的保障。綜合上述，一外在強制力應當、也只能用於保障人的外在法權自由。99 

四、 小結：Nance 與 Willaschek 論證之比較 

總結 Nance 的主張，他認為成功地論證康德的法權論與道德哲學之間的聯結，

具有兩個非常重大的意義：首先，因為康德確實意圖將法權論置於其道德哲學系

統之下，故唯有此一聯結能夠毫無矛盾地被確立，我們才得以將康德視為一融貫

的系統性思想家（systematic thinker）；其次卻也更重要的是，Nance 認為唯有通

過此一聯結，我們才得以為康德的法權論提供一道德基礎（moral foundation）。
因為法權論做為一涉及法律與政治的規範性論述，它畢竟還是需要一正當性的根

基，然而一旦將之與道德哲學完全畫清界線，我們將無由說明其規範正當性何在

的問題。 
若我們將 Nance 與 Willaschek 的核心論證進行比較，將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

對照：亦即，兩者其實是在一「共同前提」之下，開展出完全不同的立場──此

一「共同的前提」，即為法權原則與強制力間的「分析性關係」。 
如同下圖 15 所示，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的前提一是「強制力

的正當性」並無法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前提二則為「強制力」與「法權法

則」間的關係是分析性的，由此得出其結論：從而「法權法則」的正當性也必然

                                                 
97 於此 Nance 指以外在強制力禁止（前瞻性的）或懲罰（回溯性的）一人「作純粹的假承諾或

說謊」。 
98 Nance, "Discussion Kantian Right and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Response to Willaschek," 550. 
99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 Nance 上述所完成的工作──即說明了為何對外在自由的保障只能訴

諸一外在強制力、同時也說明了為何外在的強制力無法、也不應運用於保障人們的內在倫理自由

──Mulholland 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外入，而企圖說明：為何對外在法權自由的保障「不必」（如

同對內在倫理自由的保障那般的，）訴諸內在的義務理念做為行動之動機。Mulholland 認為，當

康德將法權的理念解釋為一種「將他人置於責任之下的道德能力」（the moral capacities for putting 
others under obligation）時，即表明了法權的理念本身為一種「強制他人作為或不作為」的能力，

因而，在法權的系統之中，通過他人的、或外在的強制，即足以做為一人行動的充份動機（使之

負有「責任」），故而對於外在法權自由的確保即不必如同對於內在倫理自由的保障一般，必須進

一步訴諸於個人自身將義務的理內置入動機之中的道德能力。有關 Mulholland 的觀點，詳見：

Mulholland, Kant's System of Rights,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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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而 Nance 的論證同樣保留了「強制力」與「法權

法則」的分析性關係做為前提二，卻採取一顛倒的路徑，在前提一中指出只要為

「定言令式」加上兩個人類特殊的經驗性前提，即可以「間接地」得出「法權法

則」的正當性，從而依據此二前提得出其結論：故而「強制力」的正當性也得以

由此「間接地」推演而來。 

＊圖 15：Willaschek與 Nance的論證比較 

相較於 Willaschek 或其他論者而言，Nance 的詮釋確實使我們更能貼近與掌

握康德的用心。換句話說，通過 Nance 對於人類特殊經驗性的闡明，及其對於「定

言令式–法權的普遍法則」與「道德法則–定言令式」間類比對照……等的說明，

我們確實更能理解法權論與道德哲學系統間的關聯何在，也確實更能體認康德的

道德哲學理念在人類具體經驗實踐的法律、政治場域的應用中，為何最終會建構

起這麼一套法權的論述與系統。 
但嚴格來說，Nance 的主張也並非沒有瑕疵可尋。若我們仔細考量康德對於

「道德形上學」與「道德人類學」（moral anthropology）的區分，將會發現一理

論的「法則正當性」及其「應用有效性」還是有所差異的。康德說： 

一門道德底形上學之對應物──作為一般而言的實踐哲學之劃分

中的另一環節──當然是道德人類學（moral anthropology）。但是

道德的人類學僅處理人類天性中阻礙或幫助人們實現道德形上學

法則的主觀條件（subjective condition），……，道德的人類學是不

可欠缺的，但千萬不得先於道德底形上學而被提出來，或是與道德

底形上學相混雜，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提出虛假的或至少是縱

容的道德法則之危險──這些道德法則將僅是未達成之事（has 
only not been attained）冒稱為無法達成（unattainable），而此事之

所以未達成，正是由於法則之純粹性（法則之優點也在於此）未被

Willaschek 的「二元觀點獨立說」  Nance 的「間接依賴說」 
 
 
 
 
 
 
 
 
 
 
 

「強制力」與「法權法則」的關係

是分析性的 

故而「法權法則」的正當性也無法

由「定言令式」推演而出 

 

「強制力」的正當性無法由「定言

令式」演繹而來 

「強制力」與「法權法則」的關係

是分析性的 

從而「強制力」的正當性也可「間

接地」由「定言令式」推演而出 

 

由「定言令式」加上「兩個人類特

殊的經驗性前提」即可「間接」得

出「法權法則」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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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與闡明，或者甚至不正當的或不純潔的動機被用於本身合乎義

務的且善的事情上。而如此一來，將無法留下確定的道德原則──

無論是做為判斷指引或者規訓心靈對於義務的遵從──其中的規

範必須由純粹理性（pure reason）自身先天地給出。100 

對於康德而言，儘管就法權系統的整體建構與設計而言，我們必須考量經驗

應用的問題；然而法權論做為「道德形上學」系統下的一支，其「法則」必須是

由純粹理性自身所提出，從而必須是先天的、純粹的且不依賴於任何經驗性的考

量之上的。正是基於這個理由，（在下一章中讀者將會驚人地發現）康德明白地

指出一法權的或者強制力的「法則」本身，必須是「直接」建立在一定言令式的

命令之上，而這樣堅定的立場顯然與 Nance「間接依賴說」的內涵仍然有所差距。 
然而，一不考量任何經驗性的問題、直接建立在「定言令式」之上的純粹且

先天的「法權法則」究竟如何可能？此一法則的概念與法權系統在的具體的經驗

應用上如何可能不產生矛盾衝突？上述的問題，似乎是研究者們在理解、並試圖

建構一與文本無矛盾、又合於原作者本義的法權學說時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100 MS: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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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對獨立說與依賴說批判之綜合  

 
在上述兩章之中，筆者分別介紹了法權論的「獨立說」與「依賴說」的主張，

並且在第三章的文末比較了 Willaschek 與 Nance 兩個主張的不同，通過以上的種

種考察，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 Willaschek 完全地拒斥康德法權論與定言令式間

關係的作法，Nance 的主張顯然更貼近於康德文本所呈顯的內涵。 
然而事實上，若我們再進一步深入《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內容，即會發現

無論是 Willaschek 或是 Nance 的主張，都仍與康德自身的觀點有所出入。故而在

本章中，筆者將以 Flikschuh 的批評做為引子，點出康德自身對於定言令式及其

法權學說間關聯的表述，從而藉由此一具體的表述所產生的「表面矛盾衝突」做

為化解至此以來所有詮釋困境的起始樞紐。 
在她 2010 年所發表的專文中，Flikschuh 曾嚴厲地抨擊持法權論「獨立說」

的論者們荒謬地只將其論點建立在《道德底形上學》的兩個導論──即〈道德底

形上學之導論〉與〈法權論之導論〉──之上，而從未深究該書的正文，即斷言

「康德的法權論的非道德地位」（non-moral status of Kantian Right）。1 
這樣的批判乍看之下讓人詫異，然而若我們進一步細究，將會發現它並非沒

有道理。因為正如 Willaschek 將他的觀點建立在「強制力的正當性不（可）能由

定言令式而來」的核心之上時，我們卻驚人而明白地在《道德底形上學》的文本

中發現──當論及做為強制力最直接且具體展現的「懲罰權」（right to punishment）
問題時，康德是如此表明的： 

法庭上的懲罰決不能僅作為促進另一種「善」（對於罪犯自己而言，

或是對於公民社會而言）的手段而被施加於罪犯，而是得始終僅由

於他犯了罪，而被施加於他。……在我們進一步想到要從這種懲罰

為他自己或其同國民取得若干好處之前，他必須先被認定為該當受

罰的（punishable）。懲罰的法則（law of punishment）是一項定言

令式，……，因為如果正義為了任何一項價格而出賣自己，正義就

不再是正義了。2 

康德對於「懲罰的法則是一項定言令式」如此明白地表述，可能不僅使

Willaschek感到驚訝，也同樣使我們感到疑惑──畢竟在〈論德底形上學之劃分〉

中，康德曾說法學立法的動機不同於義務之理念，而「必須取自意念之病理的決

定根據（pathological determining ground of choice）──即偏好（inclinations）與

反感（aversions）」3；然而於上一段引文中，康德卻又說「懲罰的法則是一項定

言令式」，其目的與正當性不能被建立在任何其他的考量之上，而必須僅因為它

                                                 
1 Flikschuh, "Justice without Virtue," 57. 
2 MS:331. 引文中的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3 MS: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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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即該當如此──亦即，它本身是正當的。 
對於上述同樣出自康德自身的、卻看似彼此衝突矛盾的表述，我們該如何理

解與詮釋呢？於此，筆者認為康德對「法學立法」中「客觀法則」與「主觀動機」

區分的重要性突顯出來了。理解這一組區分，將有助於我們更加理解康德法權論

與傳統上我們所理解的（狹義的）康德倫理學間有何區別，而前者又與康德的整

體道德哲學應當在什麼樣的意義上被聯結在一起。 
在此章中，筆者將分四個部份進行： 
首先，指出對於法學立法中「法則」與「動機」的區分，有於於我們釐清法

權法則的「客觀正當性」與「主觀遵從性」間的不同──法權法則中「客觀正當

性」的問題必須是由「智性世界」中的「本體之人」做為一「立法者」的「意志」

能力所給出；而其「主觀遵從性」的問題則與「感性世界」中的「現象之人」做

為一「個別行動者」的「意念」能力相關。 
其次，依照上述的區分，就「法則」的「客觀正當性」問題，筆者企圖主張：

康德的法權論並無法與其定言令式的概念脫鉤；相對的，其法則若要能具有無條

件的客觀正當性，即恰恰必須是「直接地」以「定言令式」的形式給出。 
第三，許多論者們時常從法學立法中對於「動機」的「主觀遵從性」要求與

康德倫理學或道德哲學中「自律」的理念之不同，從而將法權論理解為他律的、

或者至少為非自律的學說；對此，筆者欲重新檢視康德道德哲學中的「自律」概

念，進而說明在什麼樣的意義之下，康德仍將其法權論理解為一「自律」的學說。 
最後，在釐清了上述幾個問題之後，我們將重新回歸到本節開頭中的「懲罰

權」問題之上，解釋康德為何將懲罰的法則理解為定言的，卻又同時說明其法權

學說允許外於義務的動機。又此一解釋其實是緊扣筆者一再強調的主張──亦即

對於「法學立法」中「法則的客觀正當性」與「動機的主觀遵從性」區分的重要

性。 

壹、 法學立法中「客觀法則」與「主觀動機」之區別 

在論及 Flikschuh 的主張時，筆者曾指出她意識到了康德道德哲學（或法權

論）中「立法者」與「個別行動者」間的重要區別。而當我們將法學立法中的「法

則」與「動機」區分開時，這層區別即展現在法則的「客觀正當性」與「主觀遵

從性」間的差異之上。 
首先，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導論〉中，康德如此言道： 

法則（一項道德上實踐的法則）是個包含一項定言令式（命令）的

命題。藉一項法則下命令者是立法者（lawgiver）。他是依乎法則的

責任之制定者（author of obligation），但未必是法則之制定者（author 
of law）。在後一種情況下，法則便是實定的（positive）（偶然的）

與任意的（chosen）。…… 
道德意義下的歸責（imputation）是藉以將某人視為一個行動之發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1 
 

動者（author of an action）──這麼一來，這個行動（action）便稱

為行為（deed），並且受制於法則──的判斷。4 

在上述〈道德底形上學之導論〉的段落中，我們似乎已經得以隱隱察覺康德

對於「義務的制定者」與「行動之發動者」──亦即「立法者」與「個別行動者」

──進行區分的意識。依此而論，我們的問題將是：康德究竟是真有此意識地為

了區分兩者之不同，從而將「立法者」與「個別行動者」置於前後相續的段落；

又或這其中段落的承接只是一行文上的偶然？5 
對此問題，在〈論懲罰權與赦免權〉的段落中，康德顯然給出了明白的答案： 

我身為制定刑法（penal law）的共同立法者（co-legislator），與身

為依據法則而受到懲罰的臣民，不可能是同一個人格。……當我針

對作為一個罪犯的自己擬訂一部刑法時，我是做為一純粹理性之我

（homo noumenon 做為本體之人）而就法權進行立法，從而使得

我自身做為一有能力犯罪之人──亦即做為另一人格者（homo 
phaenomenon 做為現象之人）──與其他在一公民聯合體（civil 
union）中的所有人共同從屬於該刑法之下。6 

由上段我們得以清楚地看出康德將「立法者」與「個別行動者」區分開來的

意圖──前者做為義務的「制定者」，所要樹立的是法則的「客觀正當性」問題；

而後者做為義務的「遵守者」，所要面對的則是對於法則的「主觀遵從性」問題。7 
又之所以會有如此同一經驗性存有不同的兩個人格的區別，係建立在（上一

章中筆者已說明過的）康德雙重世界的觀點之上。正是因為人做為部份理性存有，

而同時橫跨「智性世界」與「感性世界」，從而有了做為「本體之人」與「現象

之人」的區別──前者係由「意志」，即實踐理性本身所發動；後者則是依受到

感官經驗與自然法則影響的「意念」而行。故而客觀法則的制定與頒布是由前者

所發動；然而對於受到衝動偏好影響之人而言，法則在他身上則顯現為一主觀上

遵從與否的問題。 

                                                 
4 MS:227. 
5 之所以說「隱隱」、與可能「偶然」，在於在此一節中，在論及「義務的制定者」的前段中康德

論及的是「格律」與「法則」間的問題；而在論及「行動之發動者」後，康德承接的是對於行動

歸責問題的談論。所以由此我們可得出兩個不同的詮釋可能：其一是認為這兩個段落是彼此獨立

的，對「義務的制定者」之說明只是就「格律」與「法則」間關係段落的探究進行總結，而對於

「行動之發動者」之提出，則是為了開啟行為歸責問題的段落；而另一個詮釋則為康德是有意識

地將兩個段落接續在一起──亦即，康德是有意識地要對於「義務的制定者」與「行動之發動者」

進行區別，而筆者即採取此一詮釋觀點。 
6 MS:335.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7 在〈法權論〉中，康德論及人們間的分配正義原則（princip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問題時的

闡述也得以為此一區分的證明。康德說：「在此（指在交換與分配的問題上），依據法權的理性立

法在此以一分配正義的原則現身，而被採納為所有權正當性（legitimacy of possession）的指引規

則（guiding rule）──而它並不是依據（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的私人意志（private will of each）
的裁斷而被而被採納；而是依據一（在公民狀態中）通過所有人之聯合意志的條件所產生的法庭

的裁斷而被採納。」參見：MS: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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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能掌握康德對於「法則」與「動機」、對於「意志」與「意念」、對於

「本體之人」與「現象之人」、對於「立法者」與「個別行動者」以及對於法則

的「客觀正當性」與「主觀遵從性」等多組對稱性關係的區分，我們不只得以更

加掌握其〈法權論〉之要旨，更得以釐清法權論與康德道德哲學間的關係： 
首先，從「法則」的「客觀正當性」的角度而言，其主體為做為「本體之人」

的「立法者」，而其關鍵在主體之「意志」能力。法則必須是由實踐理性自身所

給出的、從而做為一命令而頒布的義務要求，它必須具備強制性的客觀必然性，

故而一由法則所給出的命令最終總是展現為「你必須如此行動……」的型式。於

此「必須」具有兩個重要的意涵：首先，它含有「強制」之意──即你「必須」

遵照命令的要求而行動；其次，它也含有「客觀必然性」之意──即你之所以「必

須」如此為之，是因為事情本即「必須」如此，換句話說，該行動本身即具有客

觀必然的正當性。 
其次，從「動機」的「主觀遵從性」的問題來看，其主體則係做為「現象之

人」的「個別行動者」，而其關鍵在該主體之「意念」能力。對於一主觀的、個

別的行動者而言，他具有自由使用其意念之能力，換句話說，他既可以（在經驗

的事實性上）自由地選擇是否要遵從法則的要求，亦得以選擇以什麼樣的動機做

為依法則而行的根據。只是因著上述不同的選擇，我們得以對其行動進行不同的

道德判斷，從而產生不同歸責問題：若行動者依其「動物性意念」而行，並違反

了法則的要求，則該行動本身是既「不合法」也「不道德」的；若行動者只是外

在地符合法則的要求，而其行動根據本身卻是基於義務以外之「病理性根據」，

則其行動則為「僅合法的」；惟當一行動者之行動不僅合於義務，且是出於義務

的要求而如此為之時，其行動才是既「合法」也具「道德價值」的。 
若我們能掌握這樣一組多重概念間的對稱性關係，即可以很好地理解為何康

德會說強制力的法則做為一義務，只能以定言的方式被給出；但又同時說人們得

以依據任何外於法則的病理性動機服從法則的規範。 

貳、 「法則」做為法學立法中客觀正當性的來源：法權論與定言

令式 

在本節中，筆者將以康德《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具體文本為主，證明以下

兩個主張是成立的：首先，康德的法權論與倫理學在其各自的法則「客觀正當性」

問題上根源於同一法則──即做為理性實踐法則的自由法則本身；其二，而此實

踐的自由法則，即為道德法則。又道德法則必須不帶任何其他動機考量的，從而

只能以定言的方式頒布，故而康德的法權法則的正當性必須直接地建立在一做為

定言令式的道德法則之上。 

一、 法權法則與倫理法則的共同正當性根源：理性的實踐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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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導論〉中，康德說： 

無論我們在意念之外在運用還是內在運用中看待自由，其法則作為

一般而言的自由意念（free choice）之純粹實踐的理性法則（pure 
practical law of reason），必然也是這種意念之內在的決定根據──

儘管我們不必總是從這方面來看待這些法則。8 

由上段引文中，我們即可以看出「客觀法則之制定者」與「遵守法則與否之

主觀行動者」之區別，對於康德來說：無論是法權的問題（僅涉意念之外在使用

的自由）或者是倫理的問題（同時涉及意念之內在及外在使用之自由），它們的

「法則」都必須是出於理性自身的實踐法則──亦即，法則之「立法者」必須是

理性存有者本身的純粹意志（即實踐理性自身），並且必須以由此產生之理性法

則，做為一行動本身正當性的決定根據。換句話說，無論個別的行動者是基於什

麼樣的理由而遵守法則──亦即，無論該行動者之行動是「道德的」、或又是「僅

合法的」，這都不妨礙一行動本身的正當性必須首先奠基於由理性給出的純粹實

踐法則之必要性。9 
而進一步說，一由理性自身所給出的實踐法則即是自由的法則，又自由法則

即是康德道德哲學的最高原理。故而，我們得以由此推出：康德之法權論與倫理

學係共同建立在其道德哲學系統之下，它們有著共同的理論或原則之根源。如此

一來我們也得以說明，為何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導論〉中會將自然法則與道

德法則區別開來，並立即將後者再區分為「法學的」與「倫理的」兩種不同的法

則。10進而在接續的段落中，康德更明白地點出：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兩部份當中，以下的概念是共通的…… 
責任（obligation；Verbindlichkeit）是服從理性底定言令式的一個

自由行動之必然性…… 
義務（duty；Pflicht）某人被責成去做的行動。因此，它是責任之

質料（matter），而且儘管我們能以不同的方式被責成去盡義務，但

這可能是同一個義務（就行動而言）。11 

 無疑地，康德上述「《道德底形上學》的兩部份」即指其中的〈法權論〉與

〈德性論〉兩大主題。由此處的引文加上前文，我們得以再次確認：無論是對於

                                                 
8 MS:214. 
9 由此我們即可以看出諸如 Wood 與 Willascheck 的獨立說論點是有問題的，因為法則是否要求

主觀的行動者必須將法則或義務的理念本身視為其行動的動機、又或允許行動者基於其他理由而

遵守其規範，都不妨礙法則本身必須是一「純粹實踐的理性法則」。「客觀法則」如何給出是一回

事、「主觀行動者」如何遵從法則又是另一回事。在下文中讀者們將更明白地看出此一問題。 
10 康德說：「有別於自然法則（laws of nature），這些自由底法則（law of freedom）稱為道德的法

則（moral laws）。就它們僅涉及純然的外在行動及其合法則性而言，它們稱為法學法則（juridical 
law）；但若它們也要求：它們（法則）本身應當是行為之決定根據，它們便是倫理法則（ethical 
law）。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說：與法學法則協調一致是行動之合法性（legality），與倫理法則

協調一致是行動之道德性（morality）。」參見：MS:214. 
11 MS: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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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義務或是倫理義務而言，它們做為責任之質料，都必須是出於理性自身所給

出的實踐法則。更進一步地，康德更明白地表述了：這些實踐法則做為人必須踐

履的義務，又必須是以定言令式的方式所給出的道德法則。 
另外，對於上文中「儘管我們能以不同的方式被責成去盡義務，但這可能是

同一個義務」的表述，我們則可以得出不同的解讀可能： 
首先，就「法學義務」與「倫理義務」間的關係而言，儘管兩者有著不同的

約束方式──前者僅要求行動者之外在行動合於義務；後者則要求行動者之內在

格律必須同時出於義務──然而兩者可能是出於同一義務之要求，亦即出於同一

道德法則所給出的、定言的強制性命令。並且由此我們似乎也將更加明白，為何

康德會將法權義務視為「間接地倫理的」（indirectly ethical），12並且說道：「一切

義務僅因為它們是義務，便也屬於倫理學。」13 
其次，就「法學義務」本身而言，儘管不同的個別的行動者可依不同的動機

（僅合於義務表面之要求、或同時出於義務本身而如此行動）遵循義務的要求，

但其義務是同一而不變的，它們都是做為「責任之質料」，從而其法則或義務之

要求必須具備「服從理性底定言令式的一個自由行動之必然性」──換句話說，

它必須是一出於理性自身的道德法則。由此，我們亦得以再次確認對於「法則」

與「動機」的區分是極其重要且有道理的，而一法學「法則」本身必須是涉及定

言令式及道德法則的。 
綜而言之，不管採取哪一種解讀，我們都得以探知：無論是「法學法則」或

是「倫理法則」，都必須是由理性所給出之「純粹實踐法則」，而它們做為一種「義

務」，又都必須是「定言地」被給出。若然，則進一步的問題將是：所謂的「純

粹實踐的理性法則」意義何在？又為何它們必須是「定言地」賦予給人們？筆者

認為，若我們從法則之「純粹性」的問題切入，將會發現上述兩個問題實為同一

組問題。康德說： 

一門道德底形上學之對應物──作為一般而言的實踐哲學之劃分

中的另一環節──當然是道德人類學（moral anthropology）。但是

道德的人類學僅處理人類天性中阻礙或幫助人們實現道德形上學

法則的主觀條件（subjective condition），……，道德的人類學是不

可欠缺的，但千萬不得先於道德底形上學而被提出來，或是與道德

底形上學相混雜，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有提出虛假的或至少是縱

容的道德法則之危險──這些道德法則將僅是未達成之事（has 
only not been attained）冒稱為無法達成（unattainable），而此事之

所以未達成，正是由於法則之純粹性（法則之優點也在於此）未被

理解與闡明，或者甚至不正當的或不純潔的動機被用於本身合乎義

務的且善的事情上。而如此一來，將無法留下確定的道德原則──

無論是做為判斷指引或者規訓心靈對於義務的遵從──其中的規

                                                 
12 MS:221. 
13 MS: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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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必須由純粹理性（pure reason）自身先天地給出。14 

在上述的引文中，關鍵性的問題在於釐清：所謂「規範必須由純粹理性自身

先天地給出」的意義為何？而該問題將可由上述的法則之「純粹性」與「不正當

的或不純潔的動機」之問題切入，亦即由法則的「純粹性要求」，連結至法則的

「不帶動機之考量」之上。而如此一來，我們也將明白為何一（無論是倫理的或

法學的）法則只能建立在「定言令式」的命令之上。 

二、 法權法則的客觀正當性問題：必須建立在定言令式之上 

有關上節末段所提出的問題，康德於下的說明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康德說： 

對於義務的遵從或違背固然也與一種特殊種類的愉快或不快（一種

道德的情感）相結合，但是在理性之實踐法則中，我們決不考慮這

些情感；因為這些情感無關乎實踐法則之根據，而是僅關乎實踐法

則決定我們意念時在心中的主觀作用，並且能隨主體之不同而不同

（而在客觀方面，亦即在理性之判斷中，對這些法則之有效性或影

響無所增損）。15 

通過上文，我們可以再次確立康德嚴格區分「理性立法」與「個別行動」─

─即「法則」與「動機」──間差異的立場：在一理性的立法當中，法則之正當

性並不考量個別的情感或動機之因素，而僅僅就其純粹有效性進行思考。換句話

說，一項法則立法之所以成立，在於它本身即「應如此為之」、在於「這件事情

本身即是正當的」，其有效性或正當性完全建立在該行動本身之上。故而康德說：

「法則之簡明性（simplicity）──相較於由之可以得出的繁碩的結果而言，在一

開始必然讓人感到驚訝；再者，它顯然不帶有任何動機，就具有命令的權威性。」16 
綜而言之，康德上述「不帶有任何動機，就具有命令的權威性」之意旨，或

許可以更精確地表述為「不帶有『外於義務或法則本身的』動機，就具有命令的

權威性」。17換句說說，一做為義務而被要求「應如此為之」的行動的正當性並

不假於他者，而僅根據該行動本身即可做為「應如此為之」的決定根據。故而，

一對於行動義務的命令也必須是定言地、而非假言地被給出。康德說： 

無條件的）令式是這樣的令式：它使一行動在客觀上成為必然的，

                                                 
14 MS:217.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5 MS:221.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6 MS:225. 
17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亦說：「純粹理性（它設想這個理想）在抽除一切質料─

─亦即對象底知識（cognition of objects）──之後，所留給我的只有形式，即格律底普遍有效性

之實踐法則（the practical law of the universal validity of maxims），……，在這裡，動機必須完全

不存在。除非這個智性世界的理念本身即為動機，或者是在其中理性本源地（originally）感到興

趣的事物。」參見：GMS: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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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它 並 不 是 藉 由 該 行 動 可 以 促 成 的 某 些 目 的 的 表 象

（representation of some end）而間接地使該行動成為必然；而是通

過該行動自身（其形式）的純粹表象，從而使之成為必然的。……

所有其他的令式均是技術的，而且一概是有條件的。但是定言令式

底可能性之根據在於：它們僅涉及意念之自由，而不涉及意念之任

何其他的屬性（藉由這些屬性，某些目的能被加諸意念）。 
就定言令式能確立某些特定行動之責任而言，它是一項道德上實踐

的法則。18 

對於康德而言，一定言令式與假言令式的區別，即在於前者並不訴諸一行動

所欲達成的目的與結果，而僅僅就其形式與行動本身而言是正當的。換句話說，

它並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條件，而本身即具有客觀的必然性。用康德自己的話來說：

「若一行動本身僅作為達成另一事物底手段而為善的，則其令式便是假言的；若

一行動被表明為自身即善的，因而在一個自身合乎理性的意志中為其必然的原則，

它便是定言的。」19 
綜合上述，我們或可將一定言令式表述為：「如此行動，因為這樣做本身是

正當的（善的）！」依此，一定言令式亦可以被如此表述：「如此行動，因為該

行動本身是符合道德法則的！」再更進一步地，一道德法則的最高原則即為自由

之理念，從而我們也得以將其表述為：「如此行動，因為該行動本身是合於自由

理念的！」 
依此而言，筆者欲回頭檢視在《道德底形上學》中有關「法權的普遍法則」

的一個詮釋問題，就該法則而言，康德說： 

這個法則固然使我承擔一項責任，但決不期待，更不要求：我自己

應當完全為了這項責任之故，將我的自由侷限於那些的條件之下；

相對的，理性僅表明：依據自由的理念本身，它必須被限制在那些

條件之中，並且它也可以受限於其他人。20 

Wood 與 Willaschek 等持「獨立說」的論者都曾不約而同地將康德上述的表

述，做為法權法則並不做為一定言令式的「命令」或「要求」的根據；然而筆者

以為，這段文字洽洽再度證明了法學立法中對於普遍的、客觀的「法則」與個別

的、主觀的「動機」間區別的合理性： 
首先，於上文中，康德說的是法權的普遍法則「不要求我自己應當完全為了

這項責任之故，將我的自由侷限於那些的條件之下」，換句話說，康德表明的是

一法權之法則並不要求個別行動者之動機必須「出於義務」；然而，康德並未說

（也並非說）該法則本身對人完全無所要求，相對的，該法則仍然要求人們的外

在行動本身必須是「合於義務」的。否則，我們將無法說明為何一法權的普遍法

                                                 
18 MS:222.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19 GMS:414. 
20 MS: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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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仍被表述為一命令的形式，並且對人的外在行動進行了規範──「如此外在地

行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根據一項普遍法則而

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21 
其次，在上文中「理性僅表明：依據自由的理念本身，它必須被限制在那些

條件之中」的表述，亦被 Willaschek 與 Wood 等人視做法權法則中「法權」與「強

制力」間的分析性關係，從而做為該法則不必訴諸「定言令式」的另一證明；然

而，若我們回頭檢視，將發現上述這段引文，只不過係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

導論〉中，指稱定言令式「僅涉及意念之自由，而不涉及意念之任何其他的屬性」

的另一種表述而已。 
綜而言之，在此段有關「法權的普遍法則」的文字中，康德既未說該法則完

全不涉及任何「命令」與「要求」、亦未指出該法則與「定言令式」完全不相關；

而是事實正好相反：該法則雖不要求個別行動者的內在動機出於義務，卻仍要求

其「外在行動」必須「合於義務」；又該法則或命令係僅因「自由的理念」本身

而如此要求，從而該法則必須是一「定言的」而非假言的令式。由此，我們可以

再度看到對於法學立法中「動機」與「法則」區別的重要性。22 
 總結上述，就法則的客觀正當性而言，法學法則與倫理法則同樣係根源於做

為道德法則的自由法則，從而必須具有法則不帶任何動機的「純粹性」特質。故

而在〈法權論〉中，無論是法權的或強制力的「法則」，它們都必須「直接地」

與「定言令式」相關──亦即，它們都必須以定言的方式授予人們的強制性規範

或命令。23 

                                                 
21 MS:231. 
22 筆者也認為，對於康德《道德底形上學》中這段文字採取這樣的詮釋，將較 Willaschek 與 Wood
等「獨立說」的論點更貼近《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對於一「令式」的定義。康德說：「一令

式說明我可能做的行動中何者為善的，並且表明了一實踐原則與一並不立即僅因為一行動本身是

善而如此為之的意志──部份因為該主體並不總是知道它是善的，部份因為即使他知道如此，其

格律仍然可能違反一實踐理性之客觀原則──之關係。」參見：GMS:41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

一法則通過令式的方式在我們身上施加責任，其目的在於說明「如此行動本身是正當的」；但它

卻不必然要求「你（做為一個別的行動者）應當僅因為如此行動是正當的理由而服從法則的命令」。

後面這個問題，涉及的是對於個別行動最終的道德評價問題──亦即一具體行動究竟是具有道德

價值的、或僅合法的區別；而一法則之所以必須以（定言的）令式加以表述，即是在於一行動者

並不知道「如此行動本身是正當的」、或者即便他知道如此，卻也並不總是僅出於「如此行動本

身是正當的」的動機而行；進一步說，即便通過令式的表明（如此行動本身是善的，所以你應當

如此行動），一行動者之行動仍然可能基於任何原因而僅合於義務但卻不出於義務。若由此角度

──亦即將一行動之「客觀正當性」與「主觀動機」區別開來的角度──切入，我們似乎也能更

加明白為何康德會將「法權的普遍法則」以「令式」的形式表述，卻又在闡明此「命式」之上做

出上述引文中的補充與解釋。 
23 仍然有必要強調的是，在本節中筆者指出法權或強制力法則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定言令式之

上，然而讀者仍必須注意，如同筆者在上一節中指出的，一純粹實踐的理性法則──即普遍的自

由法則──本身才是康德道德哲學（包含了法權與倫理學）之最高原理，而定言令式僅只是該法

則頒布給不完滿理性存有者的一種「變體」，故而歸根結柢而言，法權法則本身的最終基礎其實

是建立在該普遍的自由法則之上。事實上，這點由康德本身對於法權理念的定義即可以看出端倪，

在該定義中，康德即明白地指出法權即是人們的意念使用得以「根據一項普遍的自由法則」和諧

地共存的總合條件。MS: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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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動機」做為法學立法中主觀遵從性的角色：法權論與自律

原則 

在上一節中，筆者闡述了法權論與定言令式的直接性關係──亦即，法權與

強制力的法則必須以定言令式的方式被頒布；而在此節中，筆者將提出另一組在

康德的法權論中亦時常引起爭議問題──亦即法權論與自律的問題。 
在此一問題中，許多論者從「動機」的規範與要求的角度切入，從而主張康

德的法權論是一「他律的」、或者至少是一「非自律的」學說。例如，在《實踐

理性批判》中，康德即說： 

意志之自律（autonomy of the will）是一切道德法則和與之相繫的

義務的唯一原則：反之，一切意念之他律（heteronomy of choice）
不僅根本不建立任何責任，而且反倒與責任的原則和意志的道德性

原則相對立。……因此，若意願的質料（matter of volition）──即

那些只能做為與法則相聯的欲望的對象者──被放進實踐法則中

作為它的可能性條件，那麼從中就形成意念的他律，也就是依賴於

某些從衝動與偏好而來的自然法則，從而意志就不是自己給自己提

供法則，而只是提供了一理性地遵從病理上的法則的規律（the 
precept for rationally following pathological law）。24 

又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則說一法學立法的「動機」： 

必須取自意念之病理的決定根據（pathological determining ground 
of choice）──即偏好（inclinations）與反感（aversions）。25 

無論是在前文或者後文，康德都強調這樣一種動機或格律不出於意志與義務

本身、而僅出於意念之病理根據（如外在強制力等動機）的行動是「僅合法的」，

從而似乎該行動者也是「他律」而非「自律」的。如此一來，我們的疑問是：康

德的法權論是一「他律」的學說嗎？對此，康德卻是如此回答的： 

因此，國家藉由三種不同的強制力（postestas legislatorial, rectoria 
et iudiciaria〔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而擁有其自律，26也就

                                                 
24 KpV:33.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5 MS:219.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26 在康德的〈法權論〉中，他首先從〈法權論之導論〉出發，闡述法權的普遍原則與法則、及

法權與強制力間的分析性關係。隨後，康德依據法權與義務的關係，又將法權論細分為〈私法〉

與〈公法〉兩個部份。在〈私法〉中，康德討論的是一外在所有物的獲得與確保──即所有權─

─如何可能的問題。從而依據此問題，推導出唯有在一公民法權的狀態中，財產權的問題才能得

到實質且終極的保障，進而依此由非法律的、自然狀態中的〈私法〉過渡到法律的、公民狀態中

的〈公法〉問題。而在〈公法〉的問題之上，康德又將之細分為〈國家法〉、〈國際法〉與〈世界

公民權〉等三個部份，其中又以〈國家法〉的問題尤為重要，因為它所闡明的即是一法律的、公

民狀態如何可能的問題。而它之所以可能，即須藉由一國家中三種強制力──立法、行政及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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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根據自由底法則而形塑並維持自己。國家之福祉就在於這三

種強制力之聯合。我們不可將「國家之福祉」理解為國民底福利及

其幸福，……，而是應當將它理解為憲法與法權原則底最大協調之

狀態；而理性藉由一項定言令式使我們有義務盡己所能地追求這樣

的狀態。27 

於此，康德的法權論似乎出現一難解的矛盾衝突：因康德說一僅依據「意念

的病理決定根據」而服從法則的狀態是他律的，而在〈法權論之導論〉當中，康

德又說只要一個別行動者的外在行動符合法則或強制力的規範，無論他出於任何

動機，其行動都是合於法權的。從而，我們似乎很容易將康德〈法權論〉中行動

主體與強制力間的關係理解為「他律的」（如被 Seel 所批評的 Geismann 與

Ebbinghaus 等人）、或至少是「非自律的」（如 Wood、Flikshcuh 與 Ripstein 等人）

狀態；然而，康德卻又在其〈國家法〉中，指出由三種強制力所構築成的國家─

─即公民法權之狀態──為一「自律的」狀態。 
因此問題將是：我們應當如何解決此一看似衝突的難題？又應當如何理解康

德（於〈法權論〉中）的「自律」理念？對此，筆者試圖提出的解釋是：在康德

的〈法權論〉中，其道德哲學的系統已由「單一主體性之自律」狀態，轉入一「交

互主體性之自律」狀態。 
為了闡明此一主張，我們將由康德道德哲學中的自由、自律及意志（即實踐

理性）等概念的意義及其間的關係出發，從而釐清康德所定義之「自律」的理念

為何；進而再依據此一「自律」之理念回到〈法權論〉的文本中，闡明康德如何

將其法權學說理解為一自律的系統。 

一、 康德道德哲學中自律的理念 

在此一小節中，筆者將首先說明康德道德哲學中「意志之自由」的概念為何；

進而指出對於康德而言，此一「意志之自由」必然與「意志之自律」不可分離地

被聯結再一起。一言以蔽之，自由與自律兩個概念之關係，其實即指意志能擺脫

任何其他外在因素的限制，從而僅遵從自身所訂立之法則而行之能力。 
首先，有關於「意志的自由」之問題，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

是如此說的： 

現在我斷言：我們必須也賦予每個具有意志的有理性者以自由底理

念，而他僅依這個理念來行動。因為在這樣一個存有者中，我們設

想一種理性，而這種理性是實踐的，也就是說，它對其對象具有因

果性（causality）。……這種理性必須將自己視為理性必須將她自身

                                                                                                                                            
──在法權的基本原理（或自由的理念）之上所建立的、彼此並列卻又相互隸屬的關係而得到確

保。 
27 MS:318. 引文中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而括號內的中文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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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獨立於外在影響的（independently of alien influences）、其原則

底創制者（authoress of her principles）；並從而當它被當作實踐理性、

或者當作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來看時，它必須被自己視為是自由的。

這就是說，一個有理性者底意志只能在自由底理念下是他自己的意

志，且因此在實踐方面被歸諸一切有理性者。28 

所謂理性的自由即在於一個存有者可以僅依據其意志本身達致其意願的結

果行為。它自身的意志是決定如此行動的原因，且因而是該行動的發動者與事主。

故而，一「理性的自由」即為「意志的自由」，而一「意志的自由」即表示理性

存有者本身得以無待於任何影響地、獨立地決定其自身之行動與意志，也唯有如

此它才能真正成為自身意志的主人。從而康德說：「對於一般人類理性的意志自

由（common human reason to freedom of the will）之正當性宣稱（legitimate claim）

只能立基於一獨立於純粹主觀決定因素的理性之意識與其被推定之預設之

上。」29 
上述這樣的一種意識或預設之所以可能，必須回到前面提及的康德的「雙重

世界」之設想中：當人做為一「感性世界」的成員時，他是做為一「現象之人」

而存在，從而受到感官衝動與外在的自然法則所決定，此時他的存有本身並沒有

任何自由可言；然而當人做為一「智性世界」的成員時，他是做為一「本體之人」

而存在，因而得以依據自由法則獨立地運用自身的理性能力。故而康德認為，人

做為一智性世界之成員──從而做為一智性體（intelligence）之存有──其「超

脫於感性的純粹理性為自身制定法則，……，那些法則便直接而定言地加諸於他，

以致偏好與衝動（因而感性世界底整個自然）對他所產生的刺激無法損及他做為

一智性體之意願的法則（laws of willings）。」30 
由此，我們已實由「意志的自由」能力，推出「意志的自律」能力──當意

志本身具有獨立於任何感官性因素、而純粹以理性的自由運用決定行動之能力時，

也代表了其有能力依據此一純粹之理性能力決定、並給予自身行動的法則。故而

康德說：「在一個智性體底意志自由之預設下，其意志底自律（作為使意志能被

決定的唯一形式條件）是一項必然的結果。」31 
對於康德而言，「意志的自律」即代表著該意志能獨立於任何其他因素（如

感官性的任意等）、而僅服從於理性自身所給出的客觀實踐法則而行，從而代表

了實踐理性自身的自由展現。故而康德說： 

人作為一個有理性的、因而屬於智性世界的存有者，除了依據自由

底理念之外，決無法以其他方式設想他自己的意志底因果性；因為

對於感性世界底決定原因的超脫（理性必須始終將這種超脫歸諸自

己）即是自由。如今，自律底概念與自由底理念不可分地聯結在一

                                                 
28 GMS:448. 
29 GMS:457. 
30 GMS:457-458. 
31 GMS: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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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道德底普遍原則又與自律底概念不可分地聯結在一起；道德

底普遍原則在理念中構成有理性者底一切行動之基礎，正如自然法

則構成一切現象底基礎一樣。32 

在康德看來，「意志的自由」與「意志的自律」是必然相屬的兩個概念：因

為「意志的自由」必然會推得「意志的自律」之結果；又「意志的自律」則為「意

志的自由」之最終體現。依此而言，「意志的自律」即指：意志做為自身之主人，

得以獨立於任何其他因素，獨立且無條件地決定、給予並服從於自身所給出的實

踐法則，而此一實踐法則即為道德法則本身。故而，康德說：一道德法則「即意

志本身底自律之原則（principle of the autonomy of the will itself）。」33 
綜而言之，康德認為：「一個自由意志（free will）和一個服從道德法則（moral 

law）的意志是同一件事。」同時又指出：「自律亦即意志做為自身之法則的屬

性。」34換句話說，對於康德而言，意志之自由與自律之體現，關鍵在於「法則」

是否由「意志」自身所給出，或者是由任意衝動等其他主觀性的或外在性的因素

所決定；故而，依照此一邏輯，回到〈法權論〉的問題之上，若我們要檢視康德

的法權論是否為一「自律」的學說，關鍵即在於檢視其「法權法則」是如何給出

的。為此，我們仍然有必要回到〈法權論〉的文本之中。 

二、 法權論如何做為一自律的學說 

在康德看來，因為人與人無可避免地共處，若要使每個人合法權的自由得以

不受侵害，進而得到終極且實質的保障，我們就必須由一無法則的「自然狀態」

進入一種有法則的「公民法權狀態」，而在此一「公民法權狀態」中所謂的「法

則」即為體現為所謂的「公法」。康德說： 

為了產生一種合法權的狀態（rightful condition）而需要昭告公眾的

那些律法的總合（sum of the laws）即是公法。因此，這是對於一

族群（a people）──亦即一群人（a multitude of human beings）、
或是對於一群民族（a multitude of peoples）──而言的一套律法系

統，因為這些人或民族必然相互地影響，從而需要在一個將他們聯

合起來的意志之下的合法權狀態，亦即一部憲法（constitution），
使他們得以享有合法的事物。故而在一族群間將個人相互關聯起來

的狀態即為一公民狀態（civil condition），而就這些個人與其他自

己的成員之關係而言，其整體被稱為國家（nation）。35 

在上述引文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線索在於：要使人們進入這一「公法的狀態」

                                                 
32 GMS:452-453. 
33 GMS:449. 
34 GMS:447. 
35 MS:311.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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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須通過某一特定「意志」作用的聯合。依此脈絡，一個很自然卻也同樣關

鍵的問題將是：此一特定意志是怎麼樣的一個意志？它與在「公法的狀態」下的

個人又有著怎麼樣的關係？ 
對於上述問題，我們可以在康德對於「所有權」問題的談論得到一初步的答

案。康德說： 

就一種外在的、因而偶然的占有而言，單方面的意志（unilateral will）
不能充作每個人底強制性法則（coercive law），因為這會損害依乎

普遍法則的自由。因此，唯有一種將所有人都置於責任（obligation）
之下的意志、因而唯有一集體的、普遍的（共同的）且具有權力的

意志（a collective general〔common〕and powerful will），才能為

每個人提供上述的保證。而在一普遍的、外在的（亦即公共的）、

伴有權力的立法之下的狀態即是公民狀態。因此，唯有在公民狀態

中才會有一種外在的所有物。36 

綜而言之，在一自然狀態下的占有只是一暫時且片面宣告的占有；然而要使

這樣一種占有成為實質且終極有效的占有，即必須使人們共同進入一公民狀態之

中，從而藉由強制力的作用使之得到確保。而此公民狀態與強制力的作用之所以

可能，並無法藉由任何特殊的「單方面的意志」來達及；它的可能性（亦即正當

性）基礎必須建立在一「集體的、普遍的（共同的）且具有權力的意志」之上。

從而，由後面這樣一種特定的意志所建立起來的「公民狀態與強制力」系統，即

為康德意義底下的「國家」。康德說： 

一個國家是一群人在法權底法則之下的聯合。…… 
每個國家都含有三種強制力（authorities），亦即在三重人格當中

普遍地聯合意志（general united will）（trias politica〔政治上的三

位一體〕）：在立法者底人格中之主權體底強制力（ sovereign 
authority）；在治理者底人格中（依循法律）之行政的強制力

（executive authority）；以及在一法官底人格中（依據法律而對每

個人底所有物之判定）之司法的強制力（juridical authority）。上述

三者形成一個實踐的三段論式（practical syllogism）中的三個命題：

大前提包含該意志之法則（law of the will）；小前提包含依法則行

事的命令，亦即「涵攝於該法則之下」的原則；結論則包含對於「當

前案例中何者為合法」的裁決（verdict）。37 

一種公民的法權狀態──即一由普遍聯合意志所組成的國家──必須藉由

立法、行政及司法三種強制力共同組成。而在此，康德又藉由一實踐的三段論來

表述三種強制力間彼此的關係：做為大前提的「立法強制力」扮演的是法則之「給

                                                 
36 MS:256.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37 MS:313.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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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者」的角色；而做為小前提的「行政強制力」承擔的則是法則的命令之「執行

者」的工作；最終做為結論的「司法強制力」則具備裁量人們的行為合法與否的

「審判者」的功能。 
又依據康德的觀點，「自律」的概念即是指「意志」本身的「自我立法」並

「自我遵守」。依此邏輯，在〈法權論〉中「自我立法」的問題──亦即「法則」

是否由人們的意志本身、而不由其他外在因素所給出的問題，顯然即為給出法則

的「立法權」之問題；其次，「自我遵守」的問題──亦即人們是否恪遵於自我

所給出的法則的問題，在〈法權論〉中則關涉於法則的命令是否被確切執行的「行

政權」、以及當人們違背法則時如何進行審判的「司法權」之問題。 
故而，筆者將在接下來的段落中逐一檢視康德對於這三種「強制力權限」的

說明，從而審視它們是否合於康德本身的自律理念： 
首先，就「立法權」而言，問題的關鍵在於：做為公民法權狀態大前提的「立

法強制力」是如何給出「法則」的？對於此一問題，康德明白地指出： 

立法的強制力（legislative authority）只能歸屬於人民之聯合意

志。……唯有所有人之協調的聯合意志（concurring and united will 
of all）──就每個人對於所有人決定，所有人對於每個人決定同樣

的事情而言──亦即唯有人民之普遍地聯合的意志才是立法的。38 

在上述這段引文中，我們首先得以確立的是：強制力或法權的法則是由「意

志」而不是「意念」所給出的，從而得以排除「法則」依從於「意念之他律」的

危機。順此，餘下的問題即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此一「聯合意志」本身？或者

更進一步說，此一「聯合意志」與「個別意志」間的關係究竟為何？由此一「聯

合意志」所構築成的法權與強制力系統，是否可以恰當地被理解為一「自律的」

學說？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康德此段引文中「就每個人對於所有人決定，所有

人對於每個人決定同樣的事情而言」的敘述是一個關鍵的線索，而同樣關鍵的是

在此章中筆者一再提及的「雙重世界」理念： 
做為一依附於「感性世界」中，感官經驗性的個別現象存有，一「個別意志」

從屬於自然法則，從而可能依照任何動機或格律而行；然而做為「聯合意志」之

一部份，一個別意志卻又與其他意志共同做為「智性世界」的成員，從而得以超

脫自然的因果法則、不考量任何感官衝動之愛好與動機，而僅依實踐理性之純粹

性為自身制訂法則。39 
從而，通過此一「聯合意志」所制訂出來的法則成為每個「個別意志」所必

                                                 
38 MS:313-314.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39 於此呼應了《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對於「雙重觀點」的表述：「現象中的一物（它屬

於感性世界）服從確定的法則（指自然法則），而作為物自身或存有者自身的同一物超脫於這些

法則。這並不包含絲毫矛盾。但『他必須以這種雙重觀點（twofold way）設想並考量自己』之義，

就第一方面而言，係由於他意識到自己被感覺所觸動的對象；就第二方面而言，係由於他意識到

自己是智性體，亦即在理性底運用中超脫於感性印象（因而屬於知性世界）的意識。」參見：

GMS: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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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遵從的強制性規範──此即「所有人對於每個人決定」一事；然而由此給出的

法則卻又不是完全外於「個別意志」的，因為它們是由每個「個別意志」做為「聯

合意志」的一部份，從而為其共同體所給出的規範法則──亦即與「就每個人對

於所有人決定」意指同一件事。 
職是之故，一法權之立法並未違反了「自我立法」的自律原則，只是此一「自

我立法」，在〈法權論〉中已經由一「個別意志」的「主體性之自律」，轉入一共

同體中「聯合意志」的「交互主體性之自律」──亦即，在此一共同體中，每個

「個別意志」係做為「聯合意志」之成員，依據實踐理性自身為其族群建立共同

的聯合立法。對於康德而言，法權立法的正當性不能假於他者，而必須僅建立在

一公民狀態下的全體公民共同給出的「普遍聯合意志」之上。 
第二，在「行政權」的問題上，康德則指出一「國家之治理者」（ruler of state）

為「國家之代理者」（agent of state）。從而，就「行政權」做為一道德人格（moral 
person）而言，又可以被稱為「理事」（directorate）或即「政府」（government）。40

它的組成應當是一與「獨裁的」（despotic）政府對反的「愛國的」（patriotic）、
或「祖國的」（native land；regimen civiatis et patriae）政府。依此，康德說： 

在祖國的政府中，國家本身固然將其臣民彷彿當作一個家庭底成員

來對待，但卻同時將他們當做國家之公民（citizens of the states），
亦即根據他自自身的獨立之法則來對待，而每個人都擁有其自身，

並不依附於其側或其上的另一個人之絕對意志（absolute will）。41 

在上述引文中，關鍵在於即便一行政上的最高治理者（可以是一個別的「君

主」、又或是由此建構出來的「政府」），其意志也不能凌駕於每個公民的個別意

志。前者雖然扮演依據法則頒布與執行法令的工作，從而是一國家中的最高領導

者（supreme commander），然而他（們）仍然必須尊重每個人民之獨立性，從而

只能扮演全體人民意志之「代理者」。康德強調：這些國家的最高領導者並不擁

有（own）人民，42而是相對的，其正當性基礎恰恰必須立基於人民總體之立法

意志之上。43 
最後，對於「司法權」的問題，康德則說： 

人民藉由其國人中的那些公民成員（fellow citizens）──他們通過

自由選擇，作為人民底代表，更確切地說，為了每個行動而特別被

委以此事──來審判自己。……因此，唯有人民（the people）本

身──儘管只是間接地通過其所指派的代表（陪審團）──可以對

其中的任一成員進行審判。44 

                                                 
40 MS:316. 
41 MS:317. 
42 MS:325. 
43 MS:314-342. 
44 MS: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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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行政權」的問題一般，在「司法權」的問題上，即便一國家中需要特

定的法官來裁斷人們的個別行為是否符合法則的規範，然而這些法官的正當性仍

然必須建立於全體公民之共同意志之上。從而事實上仍然只有人民（做為共同體

之成員）能夠對自身（做為個別之人）進行審判。 
綜而言之，通過上述的說明，我們或許即能理解為何康德會聲稱在一公民法

權的狀態中「國家……擁有其自律」──在一公民法權狀態之中：其立法強制力

的「法則」不能假於他者，而是必須由包含個別公民在內的「普遍聯合意志」所

給出──在此意義之下，一公民的法權狀態是「自我立法」的；又就行政的強制

力及司法的強制力而言，康德也都明白地表明無論是一國家中的「最高領導人」、

又或是其「法官」，都不能凌駕於人民的「普遍聯合意志」，而是必須以後者為其

正當性基礎。從而就其根本而言，仍然是人民之自我管理與自我審判──依此義

意而言，一公民的法權狀態亦仍是「自我遵守」的。 
我們或許得以下面這段引文為康德的公民法權理念進行總結： 

國家中的所有這三種強制力……包含一個所有人之上級（superior 
over all）──依自由法則來看，他只能是聯合起來的人民本身─

─對於該族群中個別地做為主體的群眾間的關係（multitude of that 
people severally as subjects），亦即一施令者（commander）對於遵

從者（those who obey）間的關係。一族群（a people）將其自身形

構成一國家之行動為一原始契約（original contract）。嚴格來說，原

始契約為此一行動唯一可能的理念，因為唯有通過此一理念，我們

才得以設想一國家之正當性（the legitimacy of a state）。而根據這

項契約，該民族中的所有人均放棄其外在的自由，以便隨即以一個

共同體（commonwealth）底成員之身份──亦即被視為國家之人

民──重新接受這項自由。而且我們不能說：這個國家中的人為了

一項目的而犧牲了其先天的外在自由（innate outer freedom）之一

部份，而是他完全拋棄了野蠻的、無法則的自由，以便在一種對法

律的依附中，亦即在一種合法權的狀態中，毫無減損地重新找回其

一般而言的自由；因為這種依附起源於他自己的立法意志

（lawgiving will）。45 

從「自然狀態」到「公民法權狀態」的過渡中，人們放棄的是無法則的、意

念他律的自由，為的是在一公民法權的狀態下，重新接受一由其共同意志所構築

而成的、法則狀態下的意志自律的自由。46換句話說，在康德的〈法權論〉中，

                                                 
45 MS:315-316.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46 這亦符合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的觀點，康德說：「意志不單是服從法則，而是以

這樣的方式服從法則：它必須也被視為自我立法的（self-legislating），……人們見到人由於其義

務而受法則底約束，並非所有人都想到：他是臣屬於他自身制定的、但卻又是普遍的立法，而且

他僅有責任依據他自己的意志（但是就自然底目的而言，這個意志制定普遍法則）而行動。」參

見：GMS:431-432. 筆者認為，若將上述這段引文應用於〈法權論〉之上，則其中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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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與「自由」的理念並非矛盾的；恰恰相反的是──公民之「自律」正是

公民之「自由」的前提。47 
總地來說，在公法的系統中，不論是法則之給予、執行與遵守都展現出「意

志的自律」精神，一由全體公民的聯合意志所組成的共同體，事實上是「自我立

法」且「自我遵守」的。通過一國家的三種強制力的權限，在其中的公民們是自

律且自由的──人們通過一包含自身在內的普遍聯合意志所給出的法則而擁有

其自律；並且唯有在此一法則的保障之下，才得以確保人們先天本有的自由權利

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侵害。 

肆、 小結：重新回歸「懲罰權」的問題 

綜合上述幾個小節，我們現在再回頭過來檢視，即不難理解為何康德會說「懲

罰的法則是一項定言令式」，卻又同時表明法學立法中「這種與義務底理念不同

的動機必須取自意念之病理的決定根據」。上述這兩個表述不只不會使康德的法

權系統陷入矛盾衝突的危機，甚至單憑這兩句話，我們即可以明白地證明康德對

於法學立法中「法則的客觀正當性」與「動機的主觀遵從性」的問題的嚴格區分。 
無論一個主觀的、個別的行動者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遵守法權與強制力的規

範要求，就法學立法中的法則而言，它不能是做為達成任何其他目的或外在善的

手段，其正當性基礎必須僅僅只建立在自身之上，亦即這件事情本身是應當的、

內在即為善的。故而，一法權的法則必須是一道德的法則，它必須以定言的方式

被給出。 
如此一來，我們似乎也更能理解為何康德會說： 

一自由意念的規定性（determination）……做為實踐的基本概念

（pratical elementary concepts），並不以一不座落於理性自身、而是

必然從它處（即感性）得來的直觀的形式（時間與空間）為其基礎；

相對的，它是以一在理性之中、因而是在思維能力自身所被給予的

純粹意志的形式為其基礎。48 

                                                                                                                                            
的概念得以有兩種不同卻同等重要且彼此含蘊的意涵：其一，法權的法則是「普遍的」，因為它

必須在依據「普遍的自由法則」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其二，法權的法則是「普遍的」，因為它

必須是經由公民的「普遍聯合意志」所給出的。 
47 康德說：「人格（person）是其行動能夠歸責的主體，因此，道德上的人格性（moral personality）
無非是一個有理性者在道德法則之下的自由，……，由此便可推知：除了一個人格為自己制定（或

是單獨制定，或是至少與其他人格同時制定）的法則之外，他不服從任何其他的法則。」參見：

MS:223. 在本章中筆者即曾引用過此段話，然而當時筆者意在說明「自由」與「歸責」問題間的

重要聯結；於此筆者欲圖強調的則是這段引文中康德在括號內特別補充說明「或者獨自地，或者

至少與他人共同地」的這段文字。由此我們即可以清楚的看出，當一個別的意志與他人之意志共

同建組成一普遍的聯合意志時，在康德看來仍然是人們（或一人格）給予自身法則，他們（無論

是做為個別的人格、或做為一共同體）仍然是自由、自律且應當被加以歸責的（通過強制力的懲

罰）。 
48 KpV: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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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我們即可以看出，無論「意念本身」是基於什麼考量而行動，「意念

的規定性」──即給予意念指引與強制性的實踐法則，必須是以理性的意志本身

所給出的。而通過前文中的考察，我們也得以立即即白，一由理性自身、而不由

其他因素所決定的意志即是自由也自律的。由此我們即可以理解，為何康德的法

權論做為一「以意念之自由為其對象」的實踐學說，49並未違反康德道德哲學中

自律的要求。從而，我們似乎無須（如同 Wood 與 Willasheck 等獨立說論者那般，）

因為擔憂法權論侵害了此種要求，而將該學說與康德的道德哲學系統斷除開來。

相對而言，康德法權學說中的許多問題──例如「懲罰的法則」、或即「懲罰的

正義」的問題，仍然必須依賴於道德哲學的思考之上，康德說：  

懲罰底正義（punitive justice；iustitia punitiva）在此必須與懲罰底

明智（punitive prudence）區別開來，因為前者探究的是「該當受

罰的」（being punishable）的問題，其論證是「道德的」（quia peccatum 
est〔這是由於有罪〕）；然而後者的論證則「僅僅只是實用的」（ne 
peccetur〔為了不會犯罪〕），並且是以關於「什麼能最有效地制止

犯罪」的經驗方法為依據。因而在法權論底詞序學（Topik）中，

懲罰的正義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位置，即「公正底位置」（locus iusti），
而非「有益（conducibilis）之事」底位置，或是對於某個特殊目的

「有用（useful）之事」底位置，然而它也不會是處於一「純然的

正直」（mere honesti）底位置──其位置必須在倫理學中被去尋

求。50 

舉例而言，人們（個別行動者）可能出於對於律法懲罰的害怕或任何其他的

原因而履行契約、不侵害他人生命；然而「你應當履行契約！」、「你不應侵害他

人生命！」等法權法則的要求必須建立在「履行契約或不侵害他人生命的事情本

身即為應當的（故而為一義務）」；而「若你違背契約即該當受罰！」、「若你侵害

他人生命即該當受罰！」等強制力法則，依據康德的理念，也只不過是上述「履

行契約或不侵害他人生命的事情本身即為應當的」這個理念的同語反覆而已。51 
在法學「法則」的問題中（包含了法權法則與強制力法則），我們考量的僅

僅只是一人是否「該當受罰」，而並不考量一人出於什麼動機而會遵守法則的經

驗心理學問題，自然也不考量什麼樣的法則會對於防止人們侵害他人權利具有最

大效果的效益論問題。然而也必須特別注意的，康德也明白地表示在這裡我們同

樣不考量怎麼樣的行動才是純然正直的而具有道德價值的，因為它是屬於狹義的

倫理學的範疇。 
筆者必須再次強調：上述的問題之所以能被無矛盾地設想，關鍵在於對掌握

                                                 
49 MS:216; 230. 
50 MS:363-364(n). 
51 依據康德對於法權與強制力的分析性關係理念，「若你未履行契約或侵害了他人生命即該當受

罰的這件事本身即為應當的」即為「履行契約或不侵害他人生命的事情本身即為應當的」在邏輯

推衍上必然可以得出的結論。「強制力」做為對於「法權的阻礙的阻礙」，即本身即構成一「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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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立法中「法則」與「動機」的區分、在於理解法則的「客觀正當性」與對法

則的「主觀遵從性」的差異、在於明白「以意志給出法則的立法者」與「以意念

而行的個別行動者」的區別、在於認知道「智性世界中的本體之人」與「感官世

界中的現象之人」的不同層次。 
總結而言，理解上述幾組概念間的區別，我們即可以很好地理解與說明為何

康德會說懲罰的法則必須直接建立在定言的令式之上，卻又同時說人們服從法權

強制的動機得以不出於法則或義務本身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理解康德在什麼樣

的意義之上認為一公民法權狀態底下的國家仍然是自律的。而更重要的是，藉由

以上的考察，我們即可以明白康德的法權論在什麼意義上與其倫理學有所區別，

但在什麼意義上又不只無矛盾於、更必須被嫁接於其整體道德哲學的系統之下。 

伍、 總結 

透過對於法權論「獨立說」與「依賴說」的綜合，筆者分別說明這兩個觀點

各自的主張與難題，並在本章中指出了筆者自身對於解決此一詮釋的困境，從而，

我們事實上可以回到康德本人的觀點，來總結以上所有的論證工作、並點出康德

本人對於一法權學說之主要宗旨的看法。康德說： 

法學家（jurist）……固然可以聲稱什麼是合於法權的（what is laid 
down as right）──亦即，在一特定的處境與特定時間下律法（laws）
會如何表明或已如何表明；但這些法律所要求的事是否也是正當的

（is also right），以及何者是我們一般來說得以辨認「正當」與「不

正當」的普遍判準（universal criterion），卻依然是他所不知的──

除非他暫時撇開所有經驗原則（empirical principles），僅在理性中

尋求那些判斷之根源，以便為實定法（positive laws）之可能制定

建立基礎（儘管對他來說，那些實定的法律得以做為此一追尋的絕

佳引導）。一套純然經驗的法權論（如同 Phaedrus 預言中那顆木製

的頭顱）是一顆頭顱（head），它看上去可能很美，但不幸的是它

並沒有腦袋（brain）。52 

在第二章中， Wood 與 Willaschek 等持「法權論獨立說」的論者認為：康德

的「法權論」本身不涉及「正當性」的問題，因為此一問題乃「倫理學」或「道

德哲學」的問題；然而筆者也曾經批評：（正如同 Nance 所指出的，）這樣的觀

點將使康德的法權論陷入沒有任何「正當性基礎」可言的危機，而依據上述引文，

我們也得以明白地看出這樣一種空有美麗的外殼、卻無實質內涵的法權學說顯然

不是康德本人所樂見的。 
康德誠然將「嚴格的法權」與一純粹的強制力系統畫上等號，然而這僅是其

法學論中「第二序」的問題；畢竟，「什麼是合法的」與「什麼是正當的」是兩

                                                 
52 MS: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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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同的問題 53──前者是就個人的主觀經驗行動而言，而後者卻是就意志本身

的客觀理性實踐而言。若我們要得出什麼樣的律法本身「也是正當的」、要尋找

出一「得以辨認『正當』與『不正當』的普遍判準」，則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康德

的道德哲學及其根本原理之中──換句話說，我們仍然必須借助於（道德）自由

的理念、以及定言令式的命令之上。 
而持「依賴說」的論者們顯然意識到康德法權論與其道德哲學間這個臍帶連

結的必要，從而紛紛試著從不同角度論證兩者間的關係性： 
首先，持「定言令式依賴說」的 Seel 即主張康德法權法則的普遍有效性或

正當性的基礎只能建立在道德哲學中的定言令式之上；然而其問題在於未能成功

地闡明其主張得以成立的正面且積極的有效論述。 
其次，「自由法則依賴說」的論者們為了避免康德法權論與道德哲學間某些

難以解釋的可能衝突，從而繞過「定言令式」，直接訴諸做為康德道德哲學終極

原理的自由理念，並且在這個意義之下將其法權論收編入道德哲學的系統之中；

然而這樣的詮釋路徑仍然必須面臨諸多難題，例如：康德說法權論中的責任概念

仍然涉及行動在定言令式下的必然性、又說一懲罰的法則必須是一定言令式、還

說其公民法權狀態下是一自律的狀態。 
最後，Nance 的「間接依賴說」則很好地為我們說明了：康德的道德哲學體

系在人類具體的經驗應用層次上，為何最終會產生出一套由外在強制力所建構而

成的法權系統；然而，他將法權法則「間接地」與定言令式聯結起來的觀點，顯

然仍與康德本人的說法是有差距。 
必須承認的是，無論是持法權論的「獨立說」或者「依賴說」主張的論者，

其論述與主張都有不得不考量的理論困難，而也都有他們各自言之成理的的詮釋

空間；然而筆者也仍然相信，我們並非不可能找出一將康德的法權論置於其道德

哲學系統下的、融貫的詮釋可能，而在此章中，筆者則希望藉由點出康德對於一

立法的「客觀法則」與「主觀動機」間區分的重要性，能為讀者們提供思考上述

問題的可能出發點或切入點，從而解釋康德的法權論在什麼樣的意義上仍然得以、

同時也是必須被嫁接於其道德哲學系統之下。54

                                                 
53 這也是筆者會說對於「法權的普遍原則」及「法權的普遍法則」間的區分仍有所必要的原因。 
54 除此之外，筆者也有必要回頭過來回應 Wood 持依賴說的前兩個主要理據：Wood 認為，若我

們不將康德的法權論獨立於其道德哲學的系統之外，則我們將無法區分倫理義務與法權義務之不

同，除此之外，也將使得對於法權的保障必須依賴於人們的道德性之上。然而，通過筆者在本章

中之分析，我們即可以看出：首先，倫理義務與法權義務之不同係源自於兩種義務之立法的不同，

而依據康德自身的說明，兩個立法之不同則在於其動機的不同。換句話說，我們固然可以依據立

法中動機因素的不同區分出「倫理義務」與「法學義務」，但兩者都仍是具有同樣法則正當性基

礎的「道德義務」（如此也才符合於康德對於道德形上學義務系統劃分之說明），並且必須是定言

地被給出，故而義務之區別顯然不是康德的法權論必須獨立於道德哲學系統之外的好理由；其次，

當 Wood 說若不將康德的法權獨立於道德哲學的基礎原理之外，將使得對法權的保障仰賴於個人

的道德德性時，顯然亦是混淆了個人的「主觀動機」與「客觀法則」之不同。固然，對於合法權

利的保障不應當依賴於人們的道德德性之上，然而這並不表示法權或強制力本身的正當性不依賴

於道德哲學的原理原則。法則藉由允許、或提供什麼樣的動機做為確保其要求被人們強制遵從是

一回事，而法則本身基於什麼樣的理據而具有其客觀正當性則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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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法權論〉及《道德底形上學》的貢獻 

 

壹、 康德道德哲學三大著作的角色 

在前面的章節中，筆者指出了法權論「獨立說」與「依賴說」論者們各自的

問題，並進而提出自身的主張，指出我們應當從什麼層次切入此一問題，從而確

立了兩個論點：其一，法權論合於康德的道德哲學系統；第二，承上點，則康德

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並不會與他之前的道德理論扞格不入。 
在確立了以上兩點之後，筆者將進一步檢視：若我們能將〈法權論〉甚至整

個《道德底形上學》無矛盾地置於康德的道德哲學系統之下，則它們在該體系之

下，又是否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 
而要闡明此一問題，則必須先行釐清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前的主要道

德哲學著作──即《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以及《實踐理性批判》各自在康德的

道德哲學體系內業已完成什麼樣的工作。故而，在本章的第一與第二大節中，筆

者將分別就這兩本著作的內容進行概述，進而指出它們之於康德道德哲學的重要

意義所在；而在第三節中，筆者則將在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道德底形上

學》對於這兩本著作的延伸或補充，而為該著作確立其在康德哲學系統內部的理

論價值；而最後則是本章與本論文的總結。 

一、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原理學、道德自律學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開頭，康德即表明該書的目的在於「探求並確

立道德底最高原則」，1又通過層層的理論推展，康德在最終明白地指出了意志的

「自律原則（principle of autonomy）即為道德學（moral science）的唯一原則」。2

由康德自身的這些明白地表述，我們應可以無疑義地將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

基礎》一書中所完成的工作標定為一「道德自律學」與「道德原理學」的奠基工

作。以下筆者將分述上述這兩個工作的基本內涵及其精神： 

（一）《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做為一道德自律學 

康德之所以認為有必要撰寫《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確立道德的最高

原理原則，除了是做為他之後欲出版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準備工作外，另

外一個重要的動因在於，康德認為與他同時代的人們在思考道德問題時，犯了至

少以下兩種錯誤： 

                                                 
1 GMS:392. 
2 GMS: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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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一部份的人在面臨道德判斷的問題時，並不求助於哲學的幫助，而

只憑藉著自身的本性行事。而康德固然不否認人們素樸的道德直覺能力有其特有

的長處，亦即在日常的實踐生活中，人們通常僅需通過他們生而有之的理性

（reason）或是知性（understanding）能力，即可以知道大多數「何者當為、又

何者不當為」的道德準則；3然而，康德也同時指出，人們的天性中亦有其缺陷

所在，亦即人的本性之中尚有一種極易受到各種需求（needs；Bedürfnissen）與

偏好（inclinations；Neigungen）引誘的特性，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癖好（propenstiy；
Hang），通過各種詭辯對道德準則形成種種懷疑與挑戰，並且在最終屈從於本能

的偏好而非義務的要求行事，侵蝕了道德原則應有的純粹性或有效性根基。4 
基於這樣一種實踐上的困境，康德認為人們必須走出通常的實踐智慧，而尋

求更可靠的行動方針──亦即，他認為我們不應再依賴於不足恃的素樸道德能力，

而是應當尋求一實踐哲學（practical philosophy），確立道德的根本原理原則，進

而使之成為人們行動的明確指引，確保道德規範之於人的有效性與持久性。5 
再來，還有另一部份的人雖然尋求了哲學的幫忙，而企圖建構有關道德的理

論學說，然而這一類的人卻未能理解道德的根本問題所在，而將關注的焦點錯誤

地立足於經驗性的情感以及意欲（willing）活動之上。康德認為，這一類的道德

學說雖然自命為普遍的道德學說（universal practical philosophy），然而其普遍性

卻僅只是藉助於經驗心理學的考察與歸納所得出的結論，從而無法辨明後天且偶

然的經驗性動因（motivating ground）與先天且必然的道德動因之間的差別，因

而這種哲學最終仍然無法為道德確立其先天且必然有效的實踐根源。6 
康德進一步指出，這樣一種哲學看似能確立一些與道德有關的法則，然而： 

這項法則就其為一項法則而言，不僅必須藉經驗去認識和證明，因

而其本身是偶然的（contigent），且因此不再宜於作為確然的

（apodictic）實踐規則（道德規則必屬此類）；而是這項法則始終

只是意志底他律。意志不為自己制定法則，而是一個外來的動力

（alien impulse）藉著主體之一種易於接受該動力的本性為意志制

定法則。7 

康德認為，這樣一種道德學說不只無助於人們理解道德的真正問題，更重要

的是，它完全與真正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馳，從而不僅存在著侵蝕道德真正根基的

危險，更將完全毀壞道德的崇高性（sublimity）。8因為這樣一種道德學說完全是

立基於他律的、假言的實踐原則之上，換句話說，它的「法則」並非出於道德本

身、而是為了達到道德以外的其他特殊目的而給出的。而這些特殊的目的不只會

隨著偶然經驗的條件不同而可能任意的更換，更重要的是它將嚴重地貶損人類的

                                                 
3 GMS:403-404. 
4 GMS:405. 
5 GMS:388-390; 405. 
6 GMS:390-391. 
7 GMS:444. 引文中之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8 GMS: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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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尊嚴與能力，從而使之淪為一種僅出於工具性或目的性考量的計算機器。 
因而，有別於前述學說，康德主張：一真正的道德原則「必然是一項定言令

式，而定言令式所命令的，不多不少正是（意志的）自律」；9從而，一真正的道

德哲學只能是與意志本身有關的學說，它「必須抽去一切對象，使對象對意志完

全無影響」，10從而僅僅出於理性自身的自我立法，並且僅僅只能是以定言的方

式向自身頒布自己應當如此恪遵的實踐法則。 
康德認為，由此一來： 

儘管我們以義務底概念指一種對法則的服從，我們卻因此同時設想

履行其一切義務的人格有某種崇高性和尊嚴性。。……因為「人」

底尊嚴（dignity of humanity）正在於這種制定普遍法則的能力（the 
capability to be universally legislating），儘管是以他本身同時服從這

種立法為條件。11 

綜而言之，就「道德自律學」的角度而言，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

中，康德最具劃時代性的貢獻即在於點明意志之自律以及他律區別，從而指出意

志的自律是唯一正當的道德立法，而將自身的道德學說與他同時代的、甚至是過

往的道德理論區別開來，進而使得道德的根本法則的奠基問題由一外在的立法轉

向內在的自我立法之上，從而將道德規範的必然有效性基礎立基於人類的自我理

性的實踐之上。 

（二）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做為一道德原理學 

如同上節中筆者所指出的：對於康德而言，一道德哲學的首要課題即在於為

道德確立有效的基礎原理，使建立在它之上的種種義務規範不至於因為根基腐蝕

與不穩固而陷入重重困境之中，而能成為人們實踐生活的有效指引；又在其中，

有兩個應當特別注意的特殊性──即「道德原理的特殊性」與「人類理性能力的

特殊性」問題，更使得這樣一個對於道德根本原理的探究工作有著一種「不斷上

溯」有特殊性。 
首先，就「道德原理的特殊性」而言，康德認為：有別於經驗性的事物，道

德的原理原則應該具有一種純粹性──亦即，它必須被建立在外於偶然經驗性的、

必然的先天根源之上。康德說：道德探求的不是在經驗上實然發生的事情，而是

無論它是否在經驗現象上已然發生，也應當令其發生之事。故而，道德哲學並非

一探討實然問題的學問，而是一關涉應然且必然的規範性學說。從而即不應從一

般的經驗性判斷、而是應當以純粹的理性考察中得出其根本的原理原則。12 
故而，康德明白地指出：「若非僅僅基於獨立於所有經驗的純粹理性自身，

                                                 
9 GMS:440. 引文中括號內的字為筆者所補充。 
10 GMS:441. 
11 GMS:440. 
12 GMS:407-408; 4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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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根本沒有真正的道德最高原則（supreme principle of morality）可言。」13換句

話說，若要為道德哲學尋求根基，則首先必須建立一「道德形上學」──亦即必

須先確立道德的各種先天原則（a priori principle）──而後才能進一步考量其他

應用的問題。更進一步說，這樣一種道德形上學，不只不能從切近於人們日常的

生活經驗或情感問題出發，每當它確立了某些先天的道德原則，它更不能僅止於

當下探究工作的滿足，而是必須不斷再向上追問該原則背後的有效性前提與基礎，

如此我們才得完全剝除任何經驗性或條件性的限制，從而確立、或至少迫近道德

的最高原理原則。 
其次，就「人類理性能力的特殊性」而論，康德則不諱言地指出：人類的理

性本身具有一種不斷向上提出問題的傾向性，而這樣一種不斷向上追溯事物根源

的過程所構成的學問，即為一為「形上學」的工作。事實上，此一形上學的探究

工作即為哲學本身所自命的志業，因而在哲學的實踐事業之中，人們自然也擺脫

不了這種由自身理性所遭致的必然命運。儘管在這樣的過程中，理性不免地會提

出許多超出經驗、甚至超出自身發能力所能回答的問題，但卻又恰恰是理性這種

超出經驗而進行問題探索的特性，使得我們得以在實踐的課題上排除經驗性的因

素，為道德確立先天的法則基礎；又恰恰是這樣一種可能超出自身能力的探問，

使得理性得以不斷超越自身，為道德尋求更高的根源所在，從而建構成一「道德

形上學」的體系，在哲學的實踐工作上建立起一偉大的事業。 
綜而言之，如同下圖 16 所示，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中，康德其

實即是借助人類理性的這種自然特性，不斷向上探問先天的、且最高的道德原理

原則，而直至理性自身無法回答方休： 
他從最基礎而廣泛的問題──即「道德如何可能？」──出發，指出一合於

道德法則的有效命令，必須以定言的方式給出。進而人們在評判自身的行動是否

合於法則的規範時，則必須檢視該行動是否能夠通過令式中諸程式的檢測；進一

步的，當我們通過理性繼續探問「定言的令式如何可能？」的問題時，則可以得

出它必然是通過意志本身的自律所頒布的，從而也才得以避免得出經驗他律、建

立於特殊情感之上的原則，進而確立一具有正當性的道德規範；再更進一步的，

當理性再向上探求「自律如何可能？」的問題時，則我們即會發現意志的自律是

建立在自由的前提之上，若人們沒有自由，則根本無任何自律可言；然而，若我

們要再更進一步追問「自由如何可能？」的問題，則此時已經來到人類理性能力

的極限。因而，此時我們發現雖然我們的理性無法回答此一問題，然而為了確保

出於自律的定言令式是可能的，我們仍然要肯認自由理念（至少在實踐上）的有

效性，而這也是為何康德最終會將自由的理念做為一種「設準」而提出。故而，

康德是如此為《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進行總結的，他說： 

由於我們不斷地追問條件，理性底滿足只會一直延宕下去。……我

們對於道德最高原則的演繹不應受到任何責難，而任何的指控都將

                                                 
13 GMS: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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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人類理性自身而來，亦即它無法使一無條件的實踐法則

（unconditioned practical law）──就其絕對必然性（absolute 
necessity）而言──成為可理解的。……我們固然不理解道德令式

之無條件的實踐必然性，但我們卻理解其不可解性。這就是我們按

理能對一門力求在原則中達到人類理性底界限的哲學所要求的一

切了。14 

＊圖 16：理性的實踐事業–對道德原理的不斷向上探問 

 
總結而言，由「道德原理學」的層次觀之，《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做為康

德關於道德哲學的第一本系統性著作，其首要的任務自然落於為該學說奠定系統

性的根本原則之上。而無論是基於道德原理本身的特殊性、又或是人類實踐理性

能力的自然傾向性，對於道德原理的探問工作必然有著一種不斷上溯問題之根源

或前提的特性。而唯有在這樣的一種問題得到澄清後，康德才能進一步地在往後

的工作中開展其整體的實踐哲學、又或道德哲學的工作。 

二、 《實踐理性批判》：道德神學、道德目的論 

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康德除了承接與補充《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中所鋪展的實踐哲學工作之外，他事實上也比較了本書與《純粹理性批判》的不

同，從而點出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各自不同的事業然課題；然而，撇開上述這些

與過往工作的比較性與繼承性工作而言，筆者認為《實踐理性批判》一書最大的

貢獻在於為康德的道德學說確立一「道德神學」的系統，並進一步在此體系下確

立他自身的「道德目的論」，從而更加豐富了其道德哲學體系的深度與廣度。以

下筆者即對於自身所提出的這兩個觀點進行進一步的闡述： 

（一）《實踐理性批判》做為一道德神學 

                                                 
14 GMS:463. 

自由如何可能？ 
 

自律如何可能？→自由理念 
 

定言令式如何可能？→自律原則 
（道德規範之最高原則） 

 
道德如何可能？→定言令式及其程式 

（道德評斷之有效性原則） 

超越理性之 
探問能力 

實踐理性之 
不斷向上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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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康德而言，在進入《實踐理性批判》的〈辯證論〉之前所完成的所有工

作──即包含《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及《實踐理性批判》中〈分析論〉的部份

──都是聚焦於「怎麼樣的行為才是具有德性的？」問題之上，因而理性要求人

們在思考上述課題時，不應把對於幸福追求的問題置於考量之中，而只能以對義

務的踐履做為之所以如此行動的決定根據；然而，這並不是說康德的整體實踐哲

學事業完全棄絕任何對於幸福問題的探究。事實上，康德認為這樣子的一種看似

崇高的理念不只就人的本性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對於幸福之追求乃是我們

身為現世之中存有者的一種自然目的；15同時對於理性自身而言，，如同在其理

論的應用中所會面臨到的問題那般，在其實踐應用之中，理性也不可避免地具有

「為實踐上的有條件者追尋其無條件者」的傾向性。從而，對於幸福的追求問題

亦成為理性基於自身的特性而必然會進行探索的──儘管是置於一「最高善」

（highest good）的名義下的──重要課題。16 
進一步說，康德認為：如果理性自身是一個完滿且健全的意志，則它必然無

法接受一個「需要幸福」、而且也「也配得幸福」的人，卻同時面臨「無法分享

幸福」的處境，因為這樣一種處境對於理性而言無疑地是一個不完滿的狀態。17

基於這樣的原因，追求一種使人們的「幸福」（happiness）得與其「德性」（virtue）
成比例地、或完美地相匹配的「最高善」狀態，即成為一理性意志自身所應促進

或追求的目的。 
由是，對於康德來說，道德哲學既不是一種完全與幸福問題無涉的學說，亦

「並非是一種我們如何使得（make）自身幸福的學說，而毋寧是一我們如何配

得（become worthy of）幸福的學說」。18換句話說，雖然對於一理性的意志而言，

使自身具有德性是它自身所必須面臨的首要實踐課題，19然而一旦上述課題得到

確保與澄清，則促進最高善的實現即成為實踐理性自身亦無法迴避或免除的義務

要求。20 
如此一來，我們便由「為何」的問題轉入一「如何」的問題探討，亦即在確

認理性自身「為何」擁有一個促進最高善的義務的原因之後，進一步留待人們思

考的課題即是：我們應當「如何」使這樣一種最高善（即德福一致）的狀態成為

可能的。然而在此，即使理性自身陷入一種二律背反（antinomy）的困境──因

為雖然就實踐的要求而言，最高善的理念必須被設想為可能的，然而無論是就概

念的分析或綜而言而，這樣一種德福一致的狀態又是不可能的。21 

                                                 
15 KpV:124. 
16 KpV:108. 
17 KpV:110. 
18 KpV:130. 
19 KpV:124. 
20 KpV:125. 
21 康德認為：基於「應該蘊含能夠」的原則，若我們責成一人應當盡力地促成某事之實現，則

該事情本身即必須首先是確實可能的，否則這樣子的一種義務要求即成為一種錯誤且空洞的幻想。

換句話說，若理性要求我們有促進最高善實現的義務，則這樣一種德與福相協調的狀態即應具有

一必然的可實現性；然而，若我們進一步思考此一問題，即會發現無論是就「分析的」或是「綜

合的」角度而言，這樣一種德性與達福的必然聯結都是不可能的──就分析的角度而言，「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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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之故，為了解決理性在此所面臨的二律背反難題，康德即訴諸了「靈魂

不朽」與「上帝存在」兩個設準來確保最高善本身的可能性，前者的主要目的在

於通過一靈魂本身綿延的無限進程來確保德性發展的完整性；22而後者的目的則

在於藉由一個全知、全能且全善的上帝確保與德性相稱的幸福之可能性。23由是，

我們即由「最高善」的理念出發，並且最最終通過「靈魂不朽」與「上帝存在」

的兩個形上設準確立了一種基於純粹理性自身的、建立在道德實踐問題之上的信

仰。24 
回過頭來，我們應當進一步比較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所批判的自然神

學與在《實踐理性批判》這裡所確立的道德神學的區別。簡單而言，如果說《純

粹理性批判》的工作是為人類的理性能力劃定界限，從而限制人們妄自尊大以為

自身得以在知識的層次上掌握或闡明自由、靈魂與上帝等形而上的概念；則《實

踐理性批判》的工作即在於這樣的成果之後，說明人們如何在另一個基礎上重新

擁抱這些理念──亦即，對於自由、靈魂與上帝等理念，我們對之只能擁有一種

「信仰」，而無法擁有關於它們的任何確定「知識」。如此一來，康德雖然在《純

粹理性批判》否定了一思辨的──因而必然是一種僭越的──自然神學概念，然

而在《實踐理性批判》之中，康德卻在一更加堅實而理性的基礎上重新擁抱了這

樣一種形而上的神學課題。而這也是為何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會如此言

道： 

現在我主張，理性在神學上的純粹思辨運用的一切嘗試都是完全無

結果的，並且按其內部性狀來說是毫無意義的；但理性的自然運用

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ason’s natural use）是根本不可能引向任

何神學的，因而如果我們不以道德法則為基礎或用道德法則當作引

線的話，則將根本不會有任何理性的神學（theology of reason）可

言。25 

總結而言，就「道德神學」的角度看來，《實踐理性批判》的重要貢獻即顯

現在：它在康德於《純粹理性批判》所開拓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積極地闡明理性

在理論思辨與實踐運用上的分野，從而在限制了思辨理性的使用下，擴展與確保

了實踐理性在上述三個理念上的運用，進而使得我們能在道德的層次上為信仰問

題建立更堅實而理性的根基，確立了一以自由之設準為其大廈基礎的道德形上學，

以及一通過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而確保德福一致問題的道德神學。 

                                                                                                                                            
與「幸福」是截然而不同的兩個概念，因而我們不可能從其中的任何一者的概念本身得出另外一

個與之不具有邏輯聯繫的概念；如此一來，就綜合的角度而言，「要則對於幸福的渴求（desire for 
happiness）必須做為德性格律（maxim of virtue）的動機（motive），否則德幸的格律必須是幸福

的有效原因（efficient cause）」然而前者根本違反了道德或德性的理念本身，而後者就現實世界

的存有者而言也是不具必然性的。參見：KpV:113-114. 
22 參見：KpV:122-124. 
23 參見：KpV:124-126. 
24 KpV:126. 
25 KrV:A636/B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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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踐理性批判》做為一道德目的論 

如同上一節中筆者所指出的，雖然理性在實踐的場域中同樣無法免除自身在

思辨上的命運，進而因為辯證上的問題產生二律背反，陷入一種可能招致幻相的

危機之中；然而康德認為，這樣一種理性的誤用在實踐的領域卻非壞事，因為理

性的這種實踐運用將使我們得以不斷地超出自我向上進行探問，同時通過自我批

判與矛盾的揭露將我們導向一個更好的生活情境──亦即以「最高善」做為人們

的共同道德目的或追求的一種倫理社群──之中。26 
對於這樣一種理想世界的想望，康德進一步說： 

這個世界如果應當與那種理性的運用（沒有這種運用我們甚至就會

認為自己不配有理性）、也就是與那種理性的道德運用相一致的話，

那它就必須被設想為一種必然出自於最高善的理念本身的理念。27 

康德指出：理性的最高目的只能是一種道德目的（ends of morality），這此一

道德目的即展現在使人們的幸福能與其與德性的完美地相匹配的理想之中。從而，

藉由一種出於純粹理性自身的道德神學信仰，我們即可以使上述的這種出於理性

的道德運用所產生的目的與人們的自然目的相協調，進而使得人們的道德努力不

至於墮入虛無，而是朝向一個彷若有自身即秩序的整體目的努力推進著。康德認

為，藉此我們即可以將世界設想為通過上帝有意志的、或者是通過自然智慧本身

的一種合目的性的安排，28進而在這樣一種對於更高的道德存有者（higer moral 
being）理念的設想下，將人們結合起來而進入一倫理共同體（ethical community）
之中，從而為促進最高善的理念共同努力。29 

許多論者常常會將康德的道德理論理解為一嚴格的形式主義哲學，從而與其

他道德目的論的體系對立起來，然而筆者以為這樣一種觀點其實是錯誤且片面地

將對於康德道德哲學體系的理解僅僅建立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之上；

事實上，如果我們將道德哲學理解為探問「什麼樣的人生是值得過的？」之問題

的學說，則通過《實踐理性批判》一書，我們即可以發現：康德的整體道德學說

絕非只是充斥著嚴苛規範原則的教條主義，也並非是如同中世界基督修士那般只

追求自我德性鍛鍊的禁慾苦行主義。而是康德仍然不否認人們有「合理地追求幸

福」──亦即追求一種德福一致狀態的最高善狀態──的權利。 
對於康德而言，關鍵其實在於「次序」的問題之上：一道德學說不應只是淪

為幸福考量的學說，而是有著更重要的任務在身──亦即，相較於探問「如何獲

得幸福？」的問題，康德認為一道德學說更重要的任務在於先提出我們自身「是

否配得幸福？」的疑問，而使自身配得幸福的條件即恰恰在於不應心心以幸福為

念，而是應當關注自身的行為是否合於、出於道德的問題。簡而言之，「德性」.

                                                 
26 KpV:107; 109. See also Rel.:97-98. 
27 KrV:A816/B844. 
28 KrV:A699/B727. 
29 Rel.: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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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一人之所以「配得幸福」的前提條件。 
然而，這絕不表示康德完全不將對於幸福的追求與考量納入其道德哲學的關

懷之中，因為對於康德而言，一值得追求的理想人生絕對並非只是建立在對於德

性的追求與滿足的道德狂熱之中。由此我們即可以明白為，為何在《道德底形上

學之基礎》中只談論純粹道德形式原則的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的〈辯證論〉

中會突然話鋒一轉地高談最高善與上帝存在等看似不合其哲學原則的問題，亦能

對於康德的道德哲學有著更進一步的理解，從而不再刻板地認為其過於嚴苛而不

近人情，反而能體察其道德哲學是一在嚴謹之中又不失對人性問題的兼顧、既合

理又合度的道德學說。 
綜而言之，對於康德而言，一理想而完整的道德學說，最終應當說明一理想

的、值得人們追求的道德世界應當是怎麼樣的一個世界的問題，而對此，康德則

回答道： 

在一個智性的、即道德的世界裡，……這樣一個與幸福與道德成比

例地相結合的系統也可以被設想為必然的，因為那一邊為道德法則

所推動的、一邊又為它所約束的自由，本身就會是普遍幸福（general 
happiness）的原因，因而有理性的存在者在這些原則的引導下，本

身也就會成為他們自己的、同時也是別人的永續性福祉（enduring 
welfare）的創造者（author）。但這樣一個自我酬償的道德體系

（system of self-rewarding morality）只是一個理念（idea），它的實

現有賴於每個人為其所當為的條件之上。就是說，有理性的存在者

的一切行動都是這樣發生的，就像他們是出自一個把一切私人意念

都包括在自身之中或之下的至上意志似的。30 

 總結而言，就「道德目的論」的角度觀之，藉由上一節中那樣一種「道德神

學」體系的確立，康德的道德哲學即得與一從實踐的道德法則出發、從而以上帝

的存在做為世界的完滿性與合目的性之確保的道德目的論接軌。如此一來，《實

踐理性批判》一書不只彌補了《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只將焦點置於形式的道德

原則之上的不足，更為康德的道德哲學照亮了一終極的目的與指向──亦即指明

了道德哲學做為一種揭示什麼樣的生活是人們應當、同時也值得共同努力追求的

目標的學問──進而使之嫁接於一種普遍的歷史及政治哲學的關懷之上，從而豐

富了康德整體道德哲學體系的向度。 

三、 《道德形上學》：道德義務學、道德實踐學 

在前兩節中，筆者分別簡介了《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

的內容，同時指出前者在康德的道德哲學系統中，奠定了「道德原理學」及「道

德自律學」的基礎，而後者則進一步提供了「道德神學」與「道德目的論」的面

                                                 
30 KrV:A809/B837-A810-B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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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筆者將於本節中進一步指出《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之於

上述兩本著作各自有著什麼樣的補充，從而又對康德的道德哲學系統有著什麼樣

的具體貢獻。 
綜而言之，本節將分為兩個部份進行探討：在第一個部份中，筆者企圖指出，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為康德道德哲學奠定其最高原理的基礎之上，《道德

底形上學》一書則進一步完備由此原理開展而出的義務系統，從而在康德的道德

哲學體系中具有建構一「道德義務學」的重要角色；而在第二個部份中，筆者則

嘗試說明，在《實踐理性批判》為康德道德哲學提供一理性神學的信仰之道外，

《道德底形上學》則另外開闢出一條涉及人與人之間實際社會與政治互動的實踐

之途，從而使得康德的整體道德哲學更貼近於人們的具體生活，而始有一真正的

「道德實踐學」之意涵。 

（一）《道德底形上學》做為一「道德義務學」 

在談及康德的道德哲學時，人們普遍直覺地想到的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與《實踐理性批判》二書，而如同 Mary Gregor31與 Allen Wood32等學者所指出的，

許多論者們甚至將這兩本著作視為康德道德哲學體系的全部。而在其中，《道德

底形上學之基礎》則被部份的研究者視為是更重要的，因為它更清楚而有條理地

闡明了康德道德哲學的基本原則。 
是故，筆者在此欲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合理地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

礎》一書視為康德道德學說的主要目的？又若非如此，則對康德本人而言該書的

定位為何？而他的終極目的又究竟何在？而事實上，對於這樣的問題，康德事實

上早已明白地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中為我們提供解答，康德說： 

一部道德底形上學雖有嚇人的標題，仍然能夠有極大的通俗性

（popularity）與適當性（suitability），且極為適合通常的知性

（common understanding）；因此我發現：將這項預備基礎的工作從

道德底形上學分開來，使我以後毋須將在此無法規避的精微討論附

在較易理解的學說中，是有好處的。33 

由此段引文我們除了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對於康德而言，撰寫《道德底形

上學》一書一直在他的計畫之中，並且他之所以先行出版一《道德底形上學之基

礎》，事實上也是為了後來的《道德底形上學》所做的「準備性工作」。正如同康

德本人所表明的：一實踐的道德哲學與自然科學或理論哲學有著極大的不同，它

不能建立在感性的經驗直觀之上，而是必然地只能由一先天的原理原則出發，34

從而若要建立一「道德形上學」，首要的任務即在於探究它所具有的普遍必然根

                                                 
31 參見：Mary J. Gregor, "Laws of Freedom: A Study of Kant's Method of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n the Metaphysik Der Sitte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5(1963). 
32 參見：Wood, Kant's Ethical Thought. 
33 GMS:391-392. 
34 KpV:89-90; MS: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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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然而，一「道德形上學」的體系何其龐大，它關涉人們在此世之中應當如何

行動的所有實踐問題，故而康德發現，先單純地就此一恢弘系統的根本法則進行

闡明不只是極有好處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由此我們卻可以發現，《道德

底形上學之基礎》裡所提出來的理論固然重要，但它只佔據了康德整個道德體系

的一部份，甚至它只是為後來康德所建構的道德學說揭開序幕。而康德真正的終

極目的，其實是在完成了《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準備性工作」後，在這樣

的基礎上建構起一套「道德形上學」的系統。 
然而，在這裡隨即產生了一個疑問：眾所周知的，在實際地出版其主要的道

德哲學著作前，康德很早即透露了他要撰《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計畫。然而究

竟後來哪一本著作才是他早期所說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論者們對此則有不

同的看法。 
雖然也有部份的人們主張《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即是康德早年口中欲出版

的《道德底形上學》，然而這樣的說法顯然是禁不住檢驗的，因為在該書中康德

仍然表明他將來要出版《道德底形上學》的計畫，從而現在的工作只是該計畫所

做的準備性工作。 
如此一來，問題就會變成：究竟後來實際出版的《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

底形上學》，哪一本著作才是康德原本計畫中的《道德底形上學》？或者說，《道

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究竟是為後來哪一本道德哲學著作所撰寫的「準備性工作」？ 
對於此一問題，Kuehn 毫不猶豫地指出：《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就是為後

來真正以《道德底形上學》為名所出版的著作所做的事前準備。換句話說，一直

存在於康德藍圖中的那個《道德底形上學》，既不可能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也並非《實踐理性批判》，而就恰恰是後來以此為名而見諸於世人面前的《道德

底形上學》。35 
而筆者認為 Kuehn 的這個觀點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康德本人在《道德底形

上學之基礎》也早就為我們提供了線索。在該書中，為了更詳盡地說明自然法則

的程式的問題，康德就人們的可能義務進行了簡單的區分與舉例，然而，在提出

這樣的區分後，他隨即在註釋中補充道： 

在此大家必得注意，我將義務底區分完全保留給未來的一部《道德

底形上學》，因此這裡提出來的僅是隨便定的區分（以便安排我的

例子）。36 

由此可見，康德計畫中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顯然必須包含對於義務系

統的劃分。而以此為據，回頭過來檢視《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底形上學》兩

本著作的內容，我們即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前述問題的解答。 
在前幾個章節中，筆者已經扼要地說明了《實踐理性批判》的主要貢獻，而

該書雖然補充了《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的部份不足，然而做為一部「批判」，

                                                 
35 參見：Kueh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Deferral," 13. 
36 GMS:421(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1 
 

它真正的目的在於為人們的實踐理性能力提出批判，從而揭示關於道德的先天綜

合命題如何可能的問題，而它也並未提出一有關道德形上學的義務體系之劃分，

而這個劃分顯然是《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核心。 
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康德明白地將所有的義務區分為「法學的」與

「倫理的」兩種不同的義務類型，進而又進對兩者各自再提出了進一步的劃分。

筆者在本論文中沒有辦法詳盡地說明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所建構的完

整義務體系，因為康德又就不同層次與觀點而將法權與德性的義務各自做了許多

不同的分類，而對之的說明將遠遠超出本論文的主旨與篇幅。然而光就上述的考

察已足以證明：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僅是為其欲在後來建構的「道德

形上學」系統所做的階段性工作，而這個「道德形上學」系統的完備顯然是在《道

德底形上學》一書、而非《實踐理性批判》中所完成的。 
綜而言之，康德道德哲學的終極目的並不只意在為道德闡明其根本法則、亦

不止於對人們的實踐理性能力進行批判，從而說明由之所建構出來的學問具有什

麼樣的限制性與可能性。上述這些工作基本上都只是就一道德哲學所應具有的形

式原理與方法等問題進行闡明，然而康德事實上更意在建構一個盡可能完善地說

明人們在此世之中所應遵循的所有義務規範的「道德形上學」體系，而這個體系

的完成直到《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出版才真正地付諸實現。 
更進一步而言，事實上也唯有通過《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對於整體義務系

統的劃分與闡明，康德的道德哲學才能更臻完整。否則康德事實上只（在《道德

底形上學之基礎》）告訴了我們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卻仍未提出我們如何將原

理應用於人們身上，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具體義務規範等問題。如些一來，要則

人們仍然不知自身應當如何行事，要則將如 Gregor 所言，人們將依據自身的想

像建構出一套康德形式主義的道德原理之應用，然而由此所建構出來的「康德式

道德哲學」充其量而言只是一種幻想、甚至是對於康德本人的一種扭曲的產物。37 
總地來說，如果說康德道德哲學的終極目的在於確立一「道德形上學」的大

廈，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所完成的僅僅只是為該體系打下地基的工作，

換句話說，它只闡明了一道德哲學應有的根本原理，卻未完整地說明建立在此基

礎之上的種種道德規範問題；而這樣一個將道德原理施於人們身上，從而完善一

「道德形上學」體系的任務，則有賴於《道德底形上學》來完成──亦即，該書

的目的即在於闡述人們在此世之中，應當如何行事、遵守什麼樣的義務規範的「道

德義務學」的工作。38故而《道德底形上學》一書的完成，才使得《道德底形上

                                                 
37 Gregor, "Laws of Freedom: A Study of Kant's Method of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n the 
Metaphysik Der Sitten," xi. 
38 這部份地澄清了法權論獨立說論者們的疑惑，亦即它說明了為何康德在〈法權論〉中只是蜻

蜓點水地提到了定言令式等道德奠基原理（事實上在〈德性論〉中的情況也是如此），其原因並

非如同 Willaschek 等論者們所推測的那般，在於法權論的最高原理根本不由定言令式演繹而來，

而是在於康德本人認為他早已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中完成這一部份的工作了；然而，

或許正如同 Mary Gregor 所指出的：康德本人過度輕忽了從道德的最高原理到該原理在人們身上

的應用之間的演繹問題。換句話說，在《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中，康德理當先盡責地闡明，人們

如何由他之前所建構的道德原理而得出關於自身具體的行動原則（即法權與倫理的義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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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基礎》的準備性工作具有實質的意義，也才使得康德的道德哲學體系更加充

實而完整。 

（二） 《道德底形上學》做為一「道德實踐學」 

如同筆者在本論文中一再提及的：在慣常對於康德道德哲學的理解中，由於

研究者們多將焦點置於《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實踐理性批判》兩本著作之

上，故而順著這這兩本著作的理路發展，論者們通常將康德的道德哲學最終理解

為一「道德神學」。如 Pamela Sue Anderson 與 Jordan Bell 即共同指出：「就康德

的道德學（morality）成為一種道德宗教學（moral religion）的事實進行爭辯是毫

無意義的。」39 
然而，筆者以為：固然「道德神學」是康德道德哲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面向，

然而我們也不應將之理解為康德道德哲學的全部，如此一來不只失之偏頗，亦將

使我們失去康德的道德哲學所帶來的更多珍寶與遺產，而無法理解康德整體道德

系統的宏旨及其豐富的面貌。 
在為康德所撰寫的傳記中，Kuehn 即極力否定宗教信仰對於康德學思發展的

影響，例如他一再試著指出，多數學者們過度強調虔敬派（Pietism）的背景對於

康德 哲學的影響，而他認為這顯然是錯誤的；同時他也闡明相較於「來生」的

信仰問題，康德其實更關注的是「此世」的實踐課題；另外他亦為我們詳細地說

明了，康德晚期甚至因為宗教的問題，而被普魯士官方列為「不受歡迎的哲學家」，

甚至差點使得其晚期的許多著作受到查禁而無法發表（而眾所周知的，康德晚期

的哲學著作多是關於政治社會等實踐課題的論文）。40故而，Kuehn 甚至如此言

道： 

康德本人堅信人死後就沒有什麼值得期待的了，雖然在其哲學中他

高舉著對於永恆生命及一未來國度的希望，在他個人的生命中，他

對於這些觀念本身卻是冷淡的。Scheffner 常常聽到康德嘲弄那些

祈禱者以及其他宗教習俗。他對組織性的宗教充滿憤怒。認識康德

的每個人都再清楚不過，他本人對於具有位格的上帝並沒有任何信

念。雖然設定了上帝的存在與靈魂的不朽性，他本人並不相信任何

一者。就他個人的觀點而言，他認為這些信念只是一種「個人的需

要」，而康德本人不覺得自身有這種需要。41 

固然，一個哲學家的個人信仰（或信念）與其哲學研究工作是可以分而視之

的，因為康德在建立其哲學理論時並非只是為了「個人的需要」，而是必須考量

到「理論上的需要」以及（至少在道德哲學上）「眾人的需要」，故而我們當然可

                                                                                                                                            
然而他卻預設了讀者們都能直觀地推導出這層邏輯的演繹或隸屬關係，從而「過早地直接跳入關

於特定義務的討論之中」了。（ibid., xii.） 
39 P. S. Anderson and J. Bell, Kant and Theology(New York: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10), 28. 
40 參見：Manfred Kuehn, Kant: A Biogra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1 Kueh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Deferral,"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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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像一個並不虔誠擁抱信仰的康德最後仍然建立了一關於上帝存在的道德神

學理論，而筆者也肯認康德的道德哲學事實上具有這樣一個重要的面向，對此筆

者在前面討論到《實踐理性批判》之於康德道德哲學的重要性時即已說明；然而，

當我們看到康德將道德哲學與實踐哲學劃上等號，從而與理論哲學類比地對立而

置時，我們即應當明白，其道德哲學並非只是泛泛地對於道德哲學的最高指引法

則夸夸其言、亦非只是狹隘地地在最終將人類的幸福希望寄託於上帝之上的信仰

學說，而是一應當涵攝人們整體實踐生活中的所有可能問題的學說。依此而論，

宗教信仰的問題固然是（許多）人們實踐生活中的重要課題，然而它絕非人們實

踐生活的全部，因為人們的實踐生活還包含了人與他人、人與家庭、人與社會及

人與國家等等的豐富層面。 
依據這樣的理解，將康德的道德哲學最終（只）理解為一「道德神學」就顯

得奇怪了。它的奇怪不只在於：如果我們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對於道德最

高原理的探究視為康德道德哲學的開端，而將《實踐理性批判》中最終建立起來

的一個道德神學系統視為其終結，則我們對於康德的整體道德哲學將產生一種

「盡己所能，然後禱告吧」──即「盡力成為一個有德的人，然後將剩下的工作

交給上帝」──如此充滿宗教性色彩的印象，而這似乎不只是與康德本人的信念

有所牴觸的、更與他的哲學風格以及他對於「道德哲學」的定義與理解有所衝突；

此外，更使我們費解的是：康德從《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甚至直到《實踐理性

批判》前半段的〈分析論〉中都還將焦點置於道德哲學原理的探討，為何最終在

〈辯證論〉中卻看似話鋒一轉地轉入一個與此較無相關性的「最高善」問題，然

後為了這個問題最終不得不懸設靈魂的不朽與上帝的存在，從而使其道德哲學最

終成為一種道德神學（宗教學）。 
由以上的問題，似乎都突顯了《實踐理性批判》並非康德道德哲學的終點，

而一在此著作中所確立的道德神學也並非康德道德哲學的全部。事實上，如果人

們夠加注意的話，就會發現康德是將最高善及其所導引出的道德神學置放於《實

踐理性批判》的〈辯證論〉之中，而依據康德對於「辯證」一詞的使用，我們其

實即應注意到，或許康德在此只是說明了人類的理性具有一種不斷上溯的傾向，

從而將因此無可避免地建立起一道德神學的信仰之道。然而理性在其實踐工作上

仍然有著另外一條必須如此為之的、由《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為其鋪排道路而

最終由《道德底形上學》走向其終點的「道德實踐學」之途。 
故而，在此《道德底形上學》及其工作的重要性即浮現了，它使得我們不再

對於康德道德哲學的理路發展感到突兀，同時似乎也使康德的哲學理路更加吻合

於其學思性格。因為接續《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一書對於道德哲學原理探究的

工作的顯然是《道德底形上學》而非《實踐理性批判》，故而雖然康德在《實踐

理性批判》中，因談論人理性的限制性與可能性時點出了理性無可避免的傾向性，

從而為其道德哲學添加一道德神學的面貌；然而除了這樣一個深具宗教色彩的道

德哲學外，康德真正所欲建構的「道德形上學」體系是更加具體而實踐的，而這

樣的工作則有賴於《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道德底形上學》共同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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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指出了道德的根本原理及該原理在人們身上的應用問題，從而闡明了人與人之

間、人與社會之間及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實踐問題，而使康德實踐的道德哲學能

夠真正具有其「實踐」意涵。 
而事實上，我們從《道德底形上學》的文脈中即可以看出康德本人對於人類

社會實踐面向豐富性的深刻理解與掌握。例如在〈德性論〉中，康德即指出： 

以自我道德的完滿性（one’s moral perfections）運用於社會交往

（social intercourse）之中，不孤立自己，這不僅是對自己的義務，

也是對他人的義務（交往的義務與社會性；officium commercii, 
sociabilitas）。42 

對於康德而言，德性義務（duty of virtue）絕對不只要求人們如同單子一般

以自我為中心，自我立法與自我遵守，從而鍛鍊自我品格即可；相對的，基於「人

類是一種為社會而生就的存有（a being meant for society）」的事實，43該義務也

同時要求我們應當將自身視為一個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在與他人開

敞的交往互動之中「發展一種交互性的傾向（disposition of reciprocity）」，44從而

間接地使我們的世界成為一個更良善的世界。 
而如果說在〈德性論〉中康德即已明白地顯露其道德哲學深具社會性的實踐

意涵，則在〈法權論〉中這樣一種社會實踐的面向就更一覽無遺了，因為整個法

權論處理的無非就是人與人之間外在且具體的交往互動問題。 
首先，在法權論的〈導論〉中，康德即明白地將「法權」界定為「使一個人

之意念得以與他人之意念根據一項普遍的自由法則（universal law of freedom）而

統合起來的條件總合（sum of conditions）」。同時指出法權法則即為一「如此外

在地行動，使你的意念之自由運用（free use of your choice）能根據一項普遍法

則而與每個人底自由共存」的強制性命令。45從這些對於法權及其基本原理的界

定中，再再都可以看出該學說對於人們外在具體的社會實踐關係的重視。 
其次，在〈私法〉的篇章中，康德討論的財產權（property right）、契約權

（contract right）與家庭中的婚姻權（marriage right）及親權（paternal right）等

每一項問題，皆為具體社會實踐場域中人與人實際交往互動的重要課題。這些問

題唯有在「複數性的人們」之層面上加以考量，才具有實質的意義。例如，如果

每個人都是獨立生活在荒島上的魯賓遜，則將根本不會產生任何財產權的問題，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沒有任何「外在的你的或我的」之區分可言。故而康德

說，對於一特殊財產權的取得必然是從一人與人之間的「原始的共有」（original 
community）出發，而通過一種人們共同的立法與肯認得到最終的確保。綜而言

之，對於這些問題的探究我們都只能從由「複數性的人」所共同構築成的社會實

踐場域切入，它都再再都涉及了人與人之間具體而實際的社會互動關係及其問

                                                 
42 MS:473. 
43 MS:471. 
44 MS:473. 
45 MS: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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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最後，在〈公法〉中，康德更將焦點放在「國家法」（right of state）的問題

之上，花了泰半的篇幅探討人們如何共同進入一公民憲法的狀態，從而由一群彼

此自由、獨立且平等的公民共同體組建國家的問題，在這裡的種種問題不再只是

涉及了人與人在私法狀態下的──即在一自然或自然社會狀態下的──非正式

社會關係，而是將康德的道德哲學拉高到一種正式社會關係的層次之上，從而深

入了人與人之間政治與法律關係的公民社會場域之中；而在這之後的「國際法」

（right of nations）及「世界公民法」（cosmopolitan right）等超國家層次的問題，

雖然不若「國家法」中的問題被康德深入性地針對其建制等細節進行考究，然而

康德卻也都兼顧了這些人們實踐生活中的實際面向，並且各自簡明地給予一些原

則性的指引與說明。 
綜合上述，我們即可以明白地看到康德道德形上學體系的豐富性。事實上，

康德的道德哲學絕非只是狹隘的道德原理原則之學，也並非只是一最終涉及上帝

信仰的道德神學，而是一關於人們實際生活的、幾乎無所不包的「實踐的道德哲

學」。而唯當我們將《道德底形上學》──尤其是其中的〈法權論〉──納入康

德道德哲學體系之中，我們才可以看到其道德哲學的這種「道德實踐學」的豐富

面向，也才能明白為何康德會不只一次地將實踐哲學與道德哲學劃上等號，指出

實踐哲學本身除了道德哲學外再也無其他內容，因為康德的道德哲學實際上已經

盡其所能地收納了人們實踐生活中種種可能涉及的層面與議題。 
總地來說，當我們將《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底形上學》兩本著作並陳起

來，即可以看到康德道德哲學為我們開展的兩條彼此並列、且同等重要的道路─

─前者為我們開啟一關乎理性的道德神學的「信仰之道」；而後者則為我們打開

一扎根於人與人之間具體的社會、政治及法律關係之中的「實踐之途」，而兩者

對於一個道德學說而言，都具有其非常重要的意涵，因為兩者都是人們實踐生活

中的重要課題；有趣的是，康德本人似乎也有意無義地將這兩條道路並排起來，

才會在《實踐理性批判》揭示「信仰之道」時高談「最高善如何可能」的問題；

而在〈法權論〉中則明確地將這樣一條涉及人們具體外在關係的「實踐之途」的

法權學說的建構最終指向一「政治最高善（highest political good）──即永久和

平（perpetual peace）──如何可能」的問題。46 

貳、 結論 
                                                 
46 MS:355. 有必要一提的是，如同筆者在第一章最後所指出的，對於〈法權論〉之道德地位問

題的討論，其實涉及了更深層的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係問題。事實上在這裡我們即可以看出：在

康德的實踐哲學之中，法權的系統不僅依賴於其道德哲學之基礎上，道德哲學之完成──即對於

一個更完善世界的目的實踐，其實也有賴於律法系統的完善。如同 Robert Taylor 所言的，法權

體系的確立──即「政治最高善」的促進──至少是「最高善」的重要前提。故而康德實踐哲學

中之道法問題，其實不僅僅只是後者依於前者的單向性關係，而是兩者互相依存的雙向性互補關

係，然而宥於論文之篇幅，本文無法針對此一問題提出更完整性的說明，宜另文探討，或待學者

們的後續探究。有關 Taylor 的主張，請參見：Robert S. Taylor, "Kant's Political Religion: The 
Transparenc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the Highest Good," The Review of Politics 7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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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橫的剖析：康德對於理性的兩個實踐興趣之回答 

在本章中筆者概述了康德三大哲學著作的內容及其各自在康德道德哲學體

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首先，《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做為一「道德原理學」，

它主要的目的在於確立康德道德哲學根本原則；而這樣一個原則歸根結抵而言不

外即是意志之自律，從而它又扮演了揭示一「道德自律學」的角色；其次，《實

踐理性批判》做為一「道德目的論」，它指明了人類最高的（道德）目的即在於

對最高善的追求，同時又指出這樣一種追求唯有通過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等形上

設定才能得到確保，從而奠定一「道德神學」之根基；最後，《道德底形上學》

則闡明了道德最高原理在人們身上之應用所產生的「道德義務學」的規範系統，

而這樣一個系統又與人與他人共同生活的社會、政治與法律等實踐關係密不可分，

從而也為康德的道德哲學打開一「道德實踐學」的面向。而筆者以為：這三本著

作的六個核心主題，事實上就構成了康德道德哲學或實踐哲學體系的總命題，從

而三者對於該體系都有著不可獲缺而無法取代的重要貢獻。 
進一步而言，康德曾在不只一個地方指出，其哲學思考、或理性的興趣有三

個主要的課題，它們分別是：「我能夠知道什麼？」「我應當做什麼？」以及「（如

果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情，）我可以希望什麼？」47而除了第一個問題被康德歸

於純粹思辨的（mere speculative）、從而是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被探究的主題

以外，其他兩個問題都是關乎實踐的命題。換句話說，一實踐哲學的體系若要能

夠整全，則必然無法迴避「我應當做什麼？」與「我可以希望什麼？」這兩個重

要的提問。而筆者以為：《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實踐理性批判》及《道德底

形上學》三本著作即共同構成康德對於這兩個（實踐的）問題的重要回答。 
第一，對於「我應當做什麼？」的問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曾簡明

地如此回答：「去做那些可以使你配得幸福的事情！」48然而，如此一來我們仍

然無法確知究竟什麼樣的事情才能使我們配得幸福，故康德非常盡責地在《道德

底形上學之基礎》與《道德底形上學》為此提供更詳盡的回應與補充。首先，對

於康德而言，使一人配得幸福的條件即是成為一有德性的人。故而，我們首先應

當做的事情就是釐清什麼樣的行動才稱得上是有德的、又什麼不是，而這就有賴

於對於道德根本原理原則的掌握與理解。故而在回應「我應當做什麼？」的問題

之上，我們的首要任務即在於探究道德的最高原理，而這正是《道德底形上學之

基礎》一書的核心；再來，即便對於道德的基本原理有所認識，我們事實上還是

不能完全明白自身應當如何具體地行事，因為原理只是就「什麼是道德」的問題

提供一大方向的原則性說明，離人們在具體情境下的現實行動仍然有著一段距離，

從而我們仍然必須進一步探究在這樣子的基本原則之下，人們究竟有哪些應當遵

循的具體義務要求，故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康德即盡力地建構出一套道德

義務的系統及其說明。綜而言之，唯有通過《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與《道德底

                                                 
47 KrV:A805/B833. 
48 KrV:A809/B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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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學》的共同建構，我們才能明白自身應當服從什麼樣的法則，遵循哪些具體

的義務規範與要求，從而也才能完整地回答「我應當做什麼？」的根本問題。 
第二，對於「（如果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情，）我可以希望什麼？」的問題， 

康德則首先點明「所有的希望都是與幸福有關的」，49從而指出在這裡人們可以

期盼的就是一種德性與幸福成比例地相匹配的「最高善的理念」（ideal of the 
highest good）。進而，針對這一個問題，康德如此回答：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取決於，先天地制定這條法則的那些純粹理性原

則是否也必然地把這種希望與該法則連結起來。……但這只有在智

性的世界中、在一個智慧的創造者和統治者手下才有可能。理性看

到，這樣一個統紿者，連同在我們必須看作來世的這樣一個世界中

的生活，都是它不得不假定的，否則，它就必須把道德法則看作空

洞的幻影，因為道德法則的必然後果（理性把這後果與道德法則連

結起來）沒有那種預設就必然會取消。50 

簡單而言，康德認為：唯有通過這個世界具有一個全知（omniscient）、全能

（omnipotent）、無所不在（omnipresent）而又永恆（eternal）的上帝、以及我們

具有連綿不朽的來生的假定，我們才能確保德與福的必然聯結，從而使人們在為

所當為之後，仍然不失去對於幸福（最高善）的盼望與信念。而由此康德即基於

一種道德的或實踐的需要建立起一有別於思辨神學（speculative theology）的道

德神學（moral theology）系統。51而為康德讀者們所熟知的，康德對於這樣一個

從最高善的目的追求導出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的兩大設準的詳細論證即充份地

展現在《實踐理性批判》後半段的文本之中。故而，我們應可無疑義地將該書視

為康德對於「我可以希望什麼？」之問題的進一步回答。 
總地來說，《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底形上學》

三本著作，事實上即是康德對於理性的兩個實踐興趣──即「我應當做什麼？」

與「我可以希望什麼？」兩個問題的回應。而事實上，這正好呼應了筆者在上一

節中對於康德道德哲學中「信仰之道」與「實踐之途」兩條道路的區分──亦即，

《實踐理性批判》主要回答了後一個提問，從而通過一種道德神學系統的確立，

指引人們走向一條建立在更堅實的理性基礎之上的「信仰之道」；而《道德底形

上學之基礎》與《道德底形上學》則共同構成對第一個問題的解答，進而藉由對

於道德最高法則與由此衍伸出的義務系統的闡明，引導人們走向一條鑲嵌在具體

社會、政治與場域中的「實踐之途」。 

二、 縱的演遞：愈發「實踐」的道德哲學 

Mary Gregor 在其經典的《Law of Freedom》一書中曾經指出：在康德的哲

                                                 
49 KrV:A805/B833. 
50 KrV:A809/B837-A812/B840. 
51 KrV: A814/B842-A815/B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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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統中，一道德形上學與餘下的其他道德哲學「僅僅只有量上的（quantitative）、
而無質上的（qualitative）區別」。52Gregor 的意思是，對於康德而言，一道德學

說如果要能被視為一正當的「哲學」，則無論它是否涉及經驗性的考量、又涉及

的層面有多廣，它都必須由上而下地建立在一先天的基礎之上，而不能讓經驗性

的考量成為其學說有效性的判準。因而，所有的道德哲學基本上是「同質的」，

因為它們共同建立在一先驗的基礎之上，而僅僅就其內容所涉及的「經驗層次」

的多寡，才有一「量上的」差異。 
舉例而言，在〈法權論〉中，康德曾針對書籍印刷或借貸契約等具體的問題

提出人們應當遵從的行動原則。理所當然的，這些「原則」必然涉及「經驗性的

層面」，因為它與一個個人與人相處之間的具體情境有關。然而，無論這些問題

多麼具體而微地碰觸到我們實際的生活經驗，其「原則」的導出都必然是建立在

先天的理性基礎之上，換句話說，這些「原則」應當具有普遍有效性，而不應隨

著其經驗的質料內容有所改變。例如在借貸契約的問題中，康德曾經指出：除非

有事先特別的規定，否則借方在向貸方借取某物時即應在租借其承擔該物的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53首先，這樣一個原則必須是經由理性的推導所產生的；其次，

一旦通過理性的推導得出該原則，則該原則即應對每個人都具有規範的有效性，

而不應因人設事，從而產生該原則對張三有效、對李四卻不適用的情況。由此我

們可以驗證 Gregor 的觀察是何其正確的，無論一法權的學說如何複雜、涉及了

種種不同層次的生活經驗考量，做為「道德哲學」的一部份，其原則都必須具備

先天的有效性。 
而筆者以為，藉由 Gregor 的這個說明所帶出來的角度，我們可以更加看出

《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底形上學》三本道德哲學著

作在時序上的縱貫繼承及其演進（或差異）。 
首先，就「質」來說，三本著作做為康德道德哲學體系的部份，其焦點都是

放在對於「應然」之事的探討之上，所以都必須從一先天的原理出發，從而將其

理論（原理原則）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之上；再者，就「量」而言，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仍然只探究抽象且形式的道德原則，而到了

《實踐理性批判》，他卻開始將人們在感性經驗上對於幸福的渴求與愛好納入考

量，從而將「最高善如何可能」的問題置入該書的理論之中，而到最後的《道德

底形上學》，康德更是考量到「人純粹做為人」而彼此共存的種種生活經驗處境，

從而建立起有關法權與德性的學說。我們可以看到，這三本書雖然有著共同的

「質」，卻在「量」上有所差異，而愈發著重涉及經驗層次的問題。 
這部份解釋了為何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仍然說一道德哲學「完

全基於實踐知識底純粹部份，而當道德哲學應用於人時，它不從對於人的認識（人

類學）借取絲毫的東西」；54但到了《道德底形上學》中，卻說：「一門道德底形

                                                 
52 Gregor, "Laws of Freedom: A Study of Kant's Method of Applying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n the 
Metaphysik Der Sitten," 16. 
53 MS:298-299. 
54 GMS: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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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也不能欠缺這類（應用）原則，而且我們將時常必須以人之特殊本性──它

唯有靠經驗去認識──作為對象，以便在這個本性中印證由普遍的道德原則

（universal moral principle）得出的內容。」55因為在兩本著作中，隨著理路的進

展，康德所關心的問題已有所不同：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之中，康德只需

要關注道德的最高原理──即道德法則如何產生的問題，從而可以完全撇除任何

經驗性的考量，而僅就理性的純粹部份得到其答案；然而在《道德底形上學》中，

康德要考量的不再只是純粹地由理性而來的道德法則的問題，而是要進一步建構

人們許多不同實踐理域問題的學說，從而對人類經驗特殊性的關注就愈發顯得重

要了。 
故而，這也讓我們看出康德道德哲學隨著時序以及理路的發展愈來愈「實踐」

的面向，從《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到《實踐理性批判》再到《道德底形上學》，

隨著其實踐哲學體系的逐步建構，康德事實上愈來愈深入人們具體實踐的、或經

驗的層面考量，從而豐富了其整體道德哲學，進成為一個更加完整、或者說在實

踐領域上幾乎無所不包的系統。 
眾所周知的，康德曾將前述三個理性所感興趣的問題歸結為「人是什麼？」

的問題，雖然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他將這個問題指派給人類學（anthropology），56

然而事實上通過其三本主要的道德哲學著作，我們即已可以初探康德對於此一問

題的初步想法。進一步而言，藉由這三本著作──尤其是通過最後出版的《道德

底形上學》一書，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對於康德而言，人既非一神聖而完滿的

理性存有者、亦非一孤立地淬鍊自我德性而靜待上帝賜福的獨白修士，而是橫跨

了智性與現象的雙重世界，從而扎根在具體社會場域之中，與其他人共同建構美

好生活的社會性存有。 
總結而言，通過上述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康德的三大道德哲學著作各有其

主要任務，從而彼此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完整的道德哲學系統。我們實不應因

為一己之偏見而妄自斷定它們各自（對於康德道德哲學）的「理論價值」，因為

無論是從創作者的立場出發，而如康德一般欲圖建構一完整的道德哲學、或是從

讀者的角度切入，而要對於康德的道德哲學體系有一完整而不失之偏頗的理解，

則《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實踐理性批判》及《道德底形上學》三本著作實是

缺一不可，而各自有著它們的重要課題。 

三、 論文總結：法權論與《道德底形上學》之重要性 

回到本論文的開頭，筆者即指出：康德在 1765 年左右即表明出版一《道德

底形上學》的志向，然而該承諾一直到 1797 年才兌現，而這本花了 30 餘年皓首

窮經、歷盡許多事前準備工作才付諸實現的著作卻被許多康德（道德）哲學研究

                                                 
55 MS:217. 引文中括號內的文字為筆者所加。 
56 參見：Immanuel Kant, Philosophical Correspondence, 1759-99, trans. Arnulf Zwei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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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忽視，而其主要的理由在於多數論者認為，其中的〈法權論〉有諸多的理論

會與康德原先的道德哲學理念有所衝突。 
對於這樣一個現象，筆者在本文中試圖證成兩個主張：第一，康德的法權論

並不會對其道德哲學體系構成理論融貫性上的威脅，而是可以毫無矛盾地、且恰

恰必須被置於其道德哲學的系統之下；第二，《道德底形上學》一書對於康德的

道德哲學不只並非無足輕重，相對的，它有著自身重要的課題與使命，從而是康

德道德哲學中不可獲缺的重要環節。 
對於第一個主張，筆者首先在本論文的第二章中指出持法權論「獨立說」的

論者們的論點各自有著哪些難題，而在第三章中則進一步檢視法權論「依賴說」

的研究者們又各自有著哪些不足，從而在該章的後半部提出自身的看法，說明當

我們能將道德立法中的「客觀法則」與「主觀動機」區分開來，即會發現可以、

而且也必須將康德的法權學說置於其道德哲學的系統之下。 
對於第二個主張，筆者則在本章中概覽了《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及《實踐

理性批判》的內容及其重要意涵，進而指明《道德底形上學》一書能分別從「道

德義務學」及「道德實踐學」的角度補足前述兩本著作的不足，從而更深入地揭

示了人們做為一種橫跨雙重世界的社會性存有的實踐意涵，而使康德的道德哲學

體系具有更豐富的面貌。 
總結而言，筆者以為《道德底形上學》與〈法權論〉對於康德的道德哲學、

乃至於整體哲學問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它不只加深了康德道德哲學做為一

實踐哲學系統的深度與廣度，也側面地刻劃了康德的人性觀，從而為他自身提供

「人是什麼？」這樣一個宏大的哲學問題的初步答案；最後，筆者希望藉由自身

的一己微薄之力，通過本論文喚起讀者們對於《道德底形上學》及其中〈法權論〉

的重視，而加深研究者們在相關議題或文獻上面的研究興趣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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