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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對觀念論的駁斥 
 

 鄭志忠 
 

摘 要 

在《純粹理性批判》B 版的論證（B274-9）中，康德提出一個有說服力

的策略，嚴肅地正面回擊懷疑論者對於外在世界真實性的質疑。他直接攻擊

懷疑論者的核心假設。首先，康德以懷疑論者都應該能夠接受的自我知識的

構想為起點，然後逐步地揭露它的矛盾性。這使得懷疑論者陷入兩難困境。

或者他們必須承認，在他們的假設之下，自我知識是不可能的；或者他們必

須放棄那個假設，換句話說，他們不僅必須承認自我知識的直接明證性，同

時也必須接受作為它的可能性條件的外部事物存在的直接明證性。 
本文主張：（1）「駁斥」是有說服力的；（2）「駁斥」與「先驗觀念論」

的核心主張是相容的。 
論文分為三大部分。首先，釐清「駁斥」在先驗哲學中的系統性地位，

並藉此闡明「現實性設準」的經驗認知意義；其次，批判地分析「駁斥」的

論證結構與理由證成；第三，藉由釐清關鍵術語的歧義，來闡明「駁斥」與

先驗觀念論的相容性；最後，總結「駁斥」的策略。 

關鍵詞：觀念論、懷疑論、時間決定、自我知識、內／外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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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s Refutation of Idealism 

 
Jyh-Jong Jeng 

 
Abstract 

In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274-9), Kant brings up a persuasive strategy for seriously refuting 

skeptics’ position concerning the reality of outer world. He attacks directly 

the core presupposition of skeptics. First of all, Kant takes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conception of self-knowledge that should be accepted by all skeptics. 

Kant then uncovers step by step the sceptics’ contradiction and he hence puts 

them in a dilemma. Under the sceptics’ assumption, either they must 

acknowledge the impossibility of self-knowledge or they must give up that 

assumption. In other words, not only must skeptics acknowledge the direct 

veridicality of self-knowledge, but also accept the direct veridica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outer things as the 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self-knowledg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1) the ‘refutation’ is persuasive, and (2) the 

‘refutation’ and the core theses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re compatible. 

This essay contain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o clarify the systematic 

status of the ‘refutation’ i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and, by this clarification, 

to expound the empirically cogn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postulate of actuality’; 

the second part is to critically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demonstra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 ‘refutation’; the third part is to expound the 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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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futation’ with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by clarifying the ambiguity of 

key terms. The paper ends with a conclusion summarizing the strategy of the 

‘refutation’. 

Keywords: idealism, skepticism, determination of time, self-knowledge, 
inner/outer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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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對觀念論的駁斥 
 

鄭志忠 

壹、前言 

駁斥「觀念論」一直是康德哲學思考的核心議題之一。1康德（I. Kant）

在他的大學講師資格（1755）以及教授資格的就職論文（1770）裡，就

已經分別探討過這個議題。2在批判時期出版的著作裡，也有三處地方處

理這個問題。3除此之外，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B 版之後，在他的課

堂手稿以及「劄記」（Reflexionen，縮寫 R）中也持續關注這議題。4 

                                                 
1 康德稱理性無能駁斥外在世界存在的懷疑論為「哲學與普遍人類理性的醜聞」（BXXXIX fn.）

或者「至今被人們診斷為形上學中某種無可救藥的癌症」（XXVIII681）。 
 康德著作的徵引，除了《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依慣例，標注 A、B 版

的頁碼之外，其他著作，除了特別指明之外，皆以柏林皇家學院版的冊數（大寫羅馬數字）

與頁碼（阿拉伯數字）為準，例如，I410 表示：皇家學院版第一冊，第 410 頁。 
 康德著作的中譯都是由我自己從德文翻譯的，不過，在翻譯的過程中也參考了劍橋與牛津版

的英譯，以及鄧曉芒、李秋零、李明輝等的中譯。 
2 參閱〈對一切形上學知識的第一原則的新解釋〉（“Eine neue Beleuchtung der ersten Prinzipien 

aller metaphysischen Erkenntnis”，1755），I410-2（尤其是 I411f.）；《論感性世界和智性世界

的形式與原則》（Über die Form und die Prinzipien der sinnlichen und der Verstandeswelt，
1770），II397。 

3 這三處分別是《純粹理性批判》A 版（1781），第 4 個「心靈的誤推」（A366-80）；《未來形上

學導論》（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1783），§49（IV336-7），以及§13 注釋 2 與 3（IV288ff.），和第二附錄（IV374ff.）；
《純粹理性批判》B 版（1787），「對觀念論的駁斥」（B274-9）以及序中著名的注（BXXXIX-XLI）。 

4 例如，比較重要的有：R5652a，XVIII305；R5653，XVIII306-310；R5654-5，XVIII312-6；
R5709，XVIII332；R6311-6，XVIII607-23；R6317，XVIII627-8；R6319，XVIII633；R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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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忽略這些不同版本（尤其是在批判時期內）之間的融貫性

問題，5而只關注《純粹理性批判》B 版的論證（B274-9；BXXXIX-XLI 

fn.）是否成功，以及它與「先驗觀念論」（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

的核心主張是否一致的問題。 

嚴格而言，康德不是藉由「對觀念論的駁斥」（簡稱「駁斥」）來建

立他的「先驗觀念論」，反而是「駁斥」預設了先驗觀念論的核心主張。

康德使用在「先驗感性論」與「先驗分析論」中所建立的先驗觀念論的

資源（尤其是「經驗類比原則」）來駁斥笛卡爾式的懷疑觀念論。康德的

先驗觀念論經常被誤認為是一種柏克萊式的現象論。6為了澄清先驗觀念

論與其它觀念論的不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B 版中修正或改寫相

應的章節。因此，「駁斥」的成功與否，預設了對先驗觀念論的恰當理解

與詮釋；「駁斥」與先驗觀念論兩者不能被脫勾處理。7 

本文分為三大部分。首先，釐清「駁斥」在先驗哲學中的系統性地

位，並藉此闡明「現實性設準」（Postulat der Wirklichkeit）的經驗認知意

義；其次，批判地分析「駁斥」的論證結構與理由證成；第三，藉由釐

清關鍵語詞的歧義，來闡明「駁斥」與先驗觀念論的相容性；最後，總

結「駁斥」的策略。 

                                                                                                              
XVIII642f.；Metaphysik Dohna，XXVIII680-1；Metaphysik K2，XXVIII770-3；“Vom inneren 
Sinne”（Loses Blatt Leningrad 1：縮寫 LR）。 

5 持反對意見的，例如，P. Guyer（1987：279-329）。反之，例如，D. Heidemann（1998）從

發展史與系統性的探究方法來展示康德思想發展的融貫性。 
6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加爾福（Christian Garve）與費德爾（Johann Georg Heinrich Feder）。加爾福

在 1782 年 1 月 19 日於《哥廷根學報》（Göttingische Anzeigen von gelehrten Sachen）不具名地出

版了一篇對《純粹理性批判》的書評。但是，這篇書評卻是經由該刊編輯費德爾的刪改。大致而

言，為了回應這篇書評的誤解，促使康德出版了《未來形上學導論》與《純粹理性批判》B 版。 
7 參閱艾利生（Allison，2004：300）與 D. Heidemann（1998：238）。反之，例如，Guyer（1987：

282ff.）、R. Hanna（2000，149-150）、M. S. Gram（1981，127-156）與 E. Förster（1985：294）
卻認為「駁斥」的有效性不依賴先驗觀念論；當然，他們的論點依賴於他們各自對先驗觀念

論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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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駁斥」在《純粹理性批判》B 版中的系統性地位 

在 B 版的序言中，康德宣稱他只是在理論的「闡釋方式上」有所更

動，而沒有改變 A 版的實質內容與精神。（BXXXVIIIf.）唯一「新增加

的」篇章（但也只是就「證明方式上」而言的），就是「對觀念論的駁斥」

（B274-9）。康德相信，在此，他已經給「外部直觀的客觀實在性」

（objektive Realität der äußeren Anschauung）提供一個「嚴格的」且「唯

一可能的」證明。（BXXXIX fn.；R6312，XVIII612；R5653，XVIII38） 

「駁斥」位於「經驗思考一般之設準」（Postulate des empirischen 

Denkens überhaupt）中，精確而言，是在「現實性」模態原則（Grundsatz 

der Modalität）之後，「必然性」模態原則之前。在先驗模態原則中，康德

闡述圖式化的（schematisiert）模態範疇在感官對象的經驗認知中的使用意

義與功能。「凡是與經驗之質料條件（感覺）相關聯的，就是現實的。」（A218/ 

B266）「給概念提供材料的知覺是現實性的唯一特徵。」（A225/B273）

因此，知覺（或感覺）是我們「對事物存在的認知」的唯一經驗性判準。

儘管我們認知對象的存在終究必須關連到我們的現實的知覺，因而是經

驗性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相對先天地」（komparativ a priori）藉由「經

驗類比原則」來外推一個可能知覺的對象的存在，而無須要求我們對這

個對象的存在要有一個「直接的知覺」。康德舉磁鐵的磁力之認知為例，

來說明現實性設準的這種運用。儘管我們的感官不能直接知覺到磁力，

但是，我們卻可以從對磁鐵吸附鐵塊的知覺來認知磁力的存在。（A225-6/ 

B272-3）最後，康德總結現實性設準的經驗認知意義：「所以，知覺與按

照經驗法則的知覺追隨者達到那裡，我們對事物的存在的認知也就達到那

裡。如果我們不從經驗出發，或者如果我們不按照現象的經驗性關聯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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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那麼我們想要猜測或者研究任何事物的存在，就只是一場徒勞的賣弄」

（A226/B273f.）。在此脈絡下，康德認為，這裡是提出「駁斥」的恰當位置，

因為「觀念論」堅決反對「這些間接證明存在的規則」（A226/B274）。 

艾利生（H. E. Allison）主張康德的上述說法是「有點誤導人的」。因

為它使人誤認為「駁斥」所關心的是這些規則的有效性問題，但是，先驗

原則，尤其是「經驗類比原則」，康德在之前就已經證明過了，所以，康

德在此所指的應該是：「觀念論」所要挑戰的是「這些規則的運用前提，

而不是規則本身」；因為「觀念論」質疑以下的假設：與知覺（或有意識

的感覺）相關聯可以作為外部世界存在的認知之可靠性判準。（Allison，

2004：286f.）但是，我認為：康德的說法儘管晦澀，但是，艾利生的詮釋

也不盡清楚到足以令人信服。因為從上下文的脈絡來看，「這些間接證明

存在的規則」似乎確實指的是：使用「經驗類比原則」以外推的方式，間

接地證明一個可能知覺的對象存在，亦即，在「存在範疇」的經驗性使用

的限制下，「經驗類比原則」的合法運用的限制條件，亦即「現實性設準」。

簡言之，現實性設準給定經驗類比原則的運用條件。從這個角度下看，艾

利生是對的。但是，從康德接續下來對「駁斥」的介紹、證明以及闡釋將

顯示其實不盡然。因為「觀念論」所針對的確實是康德的「經驗類比原則」

本身，而不只是它們的運用條件而已；換句話說，「觀念論」不僅質疑「經

驗類比原則」的有效性，同時也質疑「現實性設準」的有效性。因為從康

德的觀點來看，「觀念論」假定，唯一確信可靠的是心靈的對象表象，而

外部世界的對象只是心靈表象的間接推論而已，這種推論是無效的或是可

疑的，所以，外部對象的存在無法藉由因果推論間接地被證明。而且他們

也認為康德的「經驗類比原則」就是犯了如此的錯誤。8反之，康德的「駁

                                                 
8 在「觀念論」的觀點下，「經驗類比原則」是一種間接地證明對象的存在之規則。以「實體

常久性原則」為例，按照康德，我們不是單純地直接，即徑直地知覺到經驗對象，而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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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旨在闡明「觀念論」對他的理論的誤解，以及他們的錯誤假定。因為

「駁斥」的證明核心是：如果內部經驗的現實性是直接明證的，那麼作為

它的可能性條件的、外部經驗的現實性也同樣是直接明證的。因此，誠如

艾利生所言，康德在此並沒有要再次證明「經驗類比原則」，而是假定它

們的有效性，藉由「駁斥」來澄清並闡明它們的合法的運用條件與範圍。

因此，康德說：「為了依據範疇來理解事物的可能性，從而確立範疇的客

觀實在性，我們不僅需要直觀，甚至總是需要外部的直觀。」（B291）所

以，康德認為，在闡明「存在範疇」的經驗性使用的先驗原則，即「現實

性設準」之後，已經具備足夠充分的資源來駁斥外在世界的懷疑論，因而，

在此提出「駁斥」確實是恰當的。（Heidemann，1998：97-99） 

參、「駁斥」的論證結構與理由證成 

康德依據學院派的方式提出他所謂的「嚴格的」證明。這個證明分

為三個部分：前言（B274-5）、定理及其證明（B275-6）、三個對證明的

闡述（B276-9）。 

一、前言 

康德首先區分兩種與他對立的「實質的（material）觀念論」（B274）：

笛卡爾的懷疑的（或存疑的）觀念論，與柏克萊的獨斷的（或作夢的）

觀念論。前者只是認為「在我之外空間中的對象之存在」是「可疑的和

                                                                                                              
我們對它在時間關係下的不同存在的狀態之知覺，運用「實體／屬性」關係範疇，間接地認

知它的存在。換言之，我們是藉由實體的屬性來認知實體的。但是，「經驗類比原則」本身

也不是「觀念論」所認為的那種藉由因果推論來認知存在的原則。因為一般所謂的因果推論

是經驗性地探究事物（或事件）的特殊因果關聯，這種關係的認知不具有嚴格的必然性。反

之，「經驗類比原則」是「先天綜合判斷」，它們闡述經驗之可能性的先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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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證明的」，後者卻認為是「錯誤的和不可能的」。康德認為柏克萊把

空間和以空間為條件的事物（在空間中的事物）視為「單純的想像」，因

而根本就不存在有這種東西。根據康德的診斷，如果我們把空間視為物

自身的性質，那麼獨斷的觀念論就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空間將會是一

種不存在的東西。在「先驗感性論」中，康德主張：空間是我們感性直

觀外部事物的先天形式，不是物自身，也不是物自身的性質。空間的「先

驗觀念性」使得我們可以合理地，在經驗上，把空間性質客觀地歸屬給

感性直觀的對象作為「量」（Größe），因而空間的「經驗實在性」足以駁

斥柏克萊的獨斷觀念論。（B69-71；IV288-9；IV290-4）在「駁斥」，康

德只針對笛卡爾的懷疑觀念論。 

懷疑的觀念論並沒有斷定在空間中的事物不存在，而只是宣稱，我們

沒有明證的根據足以證明外部世界的存在。從最不可懷疑的「我思」只能

直接經驗到「我在」，但是，我們只能透過對外部事物的表象來認知外部

事物，而這種表象只是外部事物對我們心靈的影響結果，從結果的存在反

推其確定的原因，這種因果推論只是間接的、「不可靠的」，因為表象的原

因也有可能在我們自己的心靈之內，例如，想像或幻想，而我們卻誤以為

這些我們所想像的事物確實存在於我們之外。（B276）所以，康德認為，

要駁斥懷疑的觀念論就是：去證明我們對外部事物也有「經驗」（即，對

象的認知），不是「單純的想像」。但是，「駁斥」的證明要旨不在於，給

外部事物的個別經驗提出嚴格的可靠性判準，因為這需要按照我們已知的

真實經驗的判準作個案處理；（B278f.；R6313，XVIII613f.；Hanna，2000：

163、157-159；Allison，2004：290）而是在於：如果我們對自己心靈的

經驗是直接的，確定不移的，如笛卡爾所接受的那樣，那麼我們對外部事

物的經驗同樣也是直接的（而不是因果推論的），因為：外部經驗一般是

內部經驗一般之可能性的條件，只有在外部經驗的條件之下，內部經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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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的。（B275）所以，「駁斥」可以說，是對外部經驗（或外部直觀）

的「先驗推證」（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或者為外部經驗「辯護」。9 

二、定理 

因此，「駁斥」就是證明下述「定理」： 

對我自己的存在之單純的、但經驗地被決定的意識，就證明了在

我之外的空間中的對象之存在。（B275） 

這個定理表明：證明對象是「在我之外的空間中的對象之存在」，證

明前提是「對我自己的存在之單純的但經驗地被決定的意識」。在此，「單

純的」（bloß）一詞，初步看起來，相當含混晦澀，令人困惑。因為康德區

分經驗性的與先驗的意識或統覺（Apperzeption）。10「單純意識」或「先

驗統覺」就是康德所謂的「伴隨一切概念的純粹意識」（A346/B404）。「它

包含在，或者至少能夠包含在一切思維之中」（A784/B812）。先驗統覺作

為自發性活動，它的原初的先驗統一性使得一切表象作為我的表象都能歸

屬於同一個思維主體（作為「我思」）。（B132）純粹的自我意識作為單純

思維的形式原則，不含有任何感性直觀的經驗性內容。反之，「經驗統覺」

是經驗地被決定的意識。這種經驗性的自我意識，預設了先驗統覺的先驗

統一性。沒有這個統一性，經驗自我就不能「對一切知覺說，我意識到了

                                                 
9 康德在《實用觀點下的人類學》（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VIII143-146）裡，

基於感官的被動性與知性的自發性之區分，來為感性辯護：（1）感官不錯亂，（2）感官不支

配知性，（3）感官不欺騙。 
10 因為篇幅所限，在此，為了簡化論述，我忽略在康德「意識」與「自我意識」的同一與差異。

根據康德，我們的意識終究是自我意識，這表明了意識的自發性、反思性。另一方面，我們

的意識又總是「關於某物的意識」（意向性、對象性），所以，我們無法認知作為主體的自己

（在其自身的我），只能認知作為對象的自己（作為現象）。在此，最重要的是經驗性的與先

驗的意識（或統覺）之區別；次要的才是內感官與外感官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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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A122），也不能把它們客觀地連結在一起，也就沒有對象的經驗認

知。（A115，A117 fn.，A123）為了強調先驗統一性是使經驗成為可能的先

天原則，康德也經常把它從經驗意識中孤立出來，而把經驗意識視為內感

官。11例如：「依照我們在內部知覺時的狀態之決定，對意識自身的意識是

單純經驗性的，總是變動不居的，在內部現象的這條河流中，不可能有任

何持久常住的自我，這種意識通常被稱之為內感官或經驗統覺。」（A107）

但是，另一方面，從先驗統覺的經驗性使用來看，經驗意識，可以說，是

先驗統覺在特殊經驗條件下的具體化。12反之，「內感官」是一種以時間為

形式的感性能力，「心靈藉由它來直觀自己及其狀態」（A22/B37）。「內感

官只在於表象與主體的關係中，不論表象有所指或無所指」（R5654，

XVIII312）。所以，經驗統覺是藉由在內感官中所提供的、對心靈自己及其

狀態的經驗性表象（直觀）來認知自我；藉此，內部經驗得以可能。 

因此，上述定理中的「單純的」一詞，在此，可以視為限制性用法。

它排除「純粹的（自我）意識」或「我思」可以作為證明的出發點。因為

「對這個主體的經驗性認知，……除了關於某種存在的東西的思想之

外，還需要直觀，而在這裡就需要內部的直觀，主體必須在內部的直觀

上，即在時間上被決定」。（B277）另外，「對我自己的存在之單純的……」

也排除了外部經驗，而只專注於內部經驗。儘管大部分構成我的內部經

驗的意識內容都是由外部直觀所提供的，但是，為了證明的有效性，我

們應該在證明的起點就將「外部直觀與外部世界的對象關聯」或者「外

部世界的存在」放入括弧，只專注於自己的意識內容以及這些內容與自

                                                 
11 嚴格而言，康德把經驗統覺等同於內感官是有問題的。因為經驗統覺也包含外感官。 
12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待先驗的與經驗的統覺之間的關係。由上往下看，經驗統覺，可以

說，是「作為單純思維著的主體」（B420）的先驗統覺的具體化。由下往上看，先驗統覺只

是個別的經驗統覺的抽象或孤立結果，視為其認知能力中的單純主動的面向。我傾向於採取

後者的看法，以此為基礎，來理解前者。（Hanna，2000：151-152；Willaschek，1997：537-564；
Bird，2006：3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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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關聯，而忽略這些內容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換句話說，只關注我的

意識內容在時間序列中的決定。（Heidemann，1998：113；Allison，2004：

288-290）這是康德與外部世界懷疑論者都可以接受的證明前提。這是一

個合理的證明策略，既沒有犯了乞求論點的謬誤，又可避免再次陷入外

部世界懷疑論的「因果推論的可靠性」的攻擊窠臼。13因為「駁斥」的

證明方式，實質上是先驗哲學的，所以，它的要旨就不在於，去證明每

個特殊、個別的外部經驗的可靠性；而是在於，外部經驗一般是內部經

驗一般之可能性條件。證明的中介概念是：時間決定一般之可能性條件。 

為了有助於理解康德緊湊、但複雜的論證（B275-6），我們可以預先

把「駁斥」的證明簡化如下： 

（1） 我意識到我的存在是在時間中被決定的。 

即：我在我的表象的序列中意識到我自己。 

（2） 一切時間的決定都預設了在知覺中的某種持久的（beharrlich）

東西，作為時間決定的固定參照物。 

（3） 但是，這種持久的東西不能是在我之內的一個直觀，因為

單獨在時間形式下所能提供的直觀，都是變動不居的。 

（4） 所以，我在我之外所知覺到的現實事物的存在，作為時間

決定的固定參照物，使得我對我在時間中的存在的意識成

為可能。 

（5） 所以，我對我在時間中的存在的意識，也就是我對在我之

外的其他事物的存在的一種直接的意識。 

（5） 便是上述待證定理的另一種表述。 

                                                 
13 康德自己也明確地表示，在「定理」中並沒有預設「對外部事物存在的直接意識」（B276 fn.），

這是藉由「外部經驗一般」是「內部經驗一般」的可能性條件而被證明的（B2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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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明 

以下先分別引用康德的證明原文，然後再扼要地闡述這 5 個步驟，

並給予相應的補充與批評。 

（1）我意識到我的存在是在時間中被決定的。（B275） 

無可置疑地，我對我自己當下的心靈狀態擁有「內部經驗」，即「內部

知識」。我透過內感官在時間中表象（直觀）自己成為思維的認知對象。

換句話說，「我在現象中認知自己，……這也等於說：我在時間中，但是，

時間關係是單純在我之內的」（R5655，XVIII314；強調由我添加）。所

以，單純的自我認知就是：我把意識中的表象（忽略它們和與我相區別

的對象之關聯）關聯到主體以及主體的心靈狀態而意識到我自己。14 

現在，在此作為論證起點的、單純的自我知識需要含括對自我存在的

歷史知識（「厚的」自我知識），還是限縮在對自己現在的存在意識（「薄

的」自我知識）呢？在〈論內感官〉中，康德區分了先驗統覺和經驗統覺。

「前者單純地說：我是。後者：我過去是，我現在是，我將來會是，亦

即，我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時間的物；而『我是』這個意識，對於一

切把我的存在決定為量（Größe）的物，都是相同的。」（LR，I：23-25）

基於論證的策略，把論證起點限縮在相對而言更為「薄的」自我知識上，

對懷疑論的駁斥效力更為直接。因為：自我存在的歷史知識是否已經明

                                                 
14 步驟（1）的精確意義是有爭議的。Bird 認為（1）是有歧義的：（a）「我在我的表象的序列

中意識到我自己」以及（b）「我意識到我自己在一個普遍的、共同的時間中具有一個位置」。

（a）比較適合作為論證的起點，因為康德與觀念論者應該都會接受它；但是，（b）卻是論

證後續步驟所要指出的，它是（a）的可能性條件。為了避免乞求論點的謬誤，採取（a）是

比較適當的。因為（b）預設了客觀時間的可能性。但是，客觀時間的可能性又預設了空間

以及空間表象的可能性。（Bir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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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地預設了客觀的時間，因而也預設了外部直觀，如此一來，也就否定

了純粹的自我知識的可能性，儘管這是有爭議的，但是，為了使論證更

為容易地洗脫乞求論點的嫌疑，所以，採用「薄的」自我知識作為論證

的起點。其次，「薄的」自我知識也較合乎笛卡爾的精神，比較容易被外

在世界懷疑論者所接受。（Allison，2004：290f.）15 

步驟（1）是康德與懷疑論者都接受的。差別的是：康德主張，自我

知識預設了外部經驗（至少必須同時知覺到某些外部對象的存在）；反

之，懷疑論者認為，純然的自我知識是直接的內部經驗，無須假借外部

經驗。因此，「駁斥」的論證策略是雙重的。從證明的邏輯形式來看，「駁

斥」是間接的歸謬論證。康德從假定懷疑論者所接受的自我知識的主張

出發，再藉由先驗哲學的推證，來演證懷疑論者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從論證的理由證成來看，「駁斥」實質上，是先驗哲學的。16 

（2） 一切時間的決定都預設了在知覺中的某種持久的東西。

（B275） 

一般而言，詮釋者很容易把（2）視為「經驗第一類比原則」的運用。

但是，其實（2）並沒有預設「實體常久性原則」，反而是，證明它的核

                                                 
15 艾利生還提了「薄的」自我知識可以免疫於笛卡爾的惡靈論證。粗略地說，惡靈論證展示笛

卡爾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可靠性的普遍懷疑。基於人類認知能力的不完美性，不僅我們對外部

世界存在的知識，甚至連數學真理都有可能來自於惡靈的欺騙。但是，就目前的論證步驟而

言，我們無須考慮惡靈論證。因為我們已經把表象的一切對象關聯都先放入括弧中，因而無

需考慮表象內容的真實性問題。的確，單純的自我知識是不可錯的。因為即使表象內容是不

真實的（這需要參照外部經驗才能決定），但是，表象作為我的表象，是我的表象，這種表

象的自我歸屬關係是不可錯的。自我意識的這種自我歸屬關係是分析的。康德稱之為先驗統

覺的分析的統一性，它內在於先驗統覺的綜合的統一性之中。因而，這不是「駁斥」所要攻

擊的。「駁斥」所要攻擊的是外部世界懷疑論者的錯誤預設，即單獨藉由內感官就足以建立

自我知識。由於「駁斥」實質上是先驗哲學的，所以，如果它能成功的話，對一切自我知識

都成立，不論是「厚的」還是「薄的」。 
16 參閱 B276f. 注釋 I。在此，康德明確地表明「駁斥」的雙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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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步驟。（B224-5）在此，我們無須把「在知覺中的某種持久的東西」視

為絕對持久的，而只須把它視為相對持久的，即：在某段時間間隔中持

久的東西。因為這可避免來自「第一類比原則」的批評者的攻擊，而降

低「駁斥」的說服力。（Allison，2004：291f.、237-239；Hanna，2000：

153；Sacks，2006：115-132）17 

（2）無非是說：只有藉助某些知覺到的（至少是相對的）持久的東

西作為時間本身的替代物，一切現象（作為表象）的時間關係的決定，

即，同在或相繼，才是可能的。如果表象沒有與這些持久的東西相關聯，

表象的同在或相繼是不可能被知覺到的。 

但是，為什麼時間本身不能作為時間決定知覺的參照物呢？因為康

德主張：時間是內感官的恆常形式，它本身是固定不變的，它的基本模

式是「相繼」。在時間中，一切總是相續的；正如我們對內感官的感性雜

多的攝取總是相續的；所以，我們無法在時間中表象（或知覺）時間本

身。因為，若時間本身 T 出現在時間序列之中，我們就需要另一個時間

T1（作為直觀形式），以便能直觀 T，以致無窮。因而，如果我們要能知

覺時間的更替（即，意識內容的更替）我們就必須先把時間本身客觀化

為可知覺的時間單位，18例如，藉由天體的週期性運動，以便在一個統

一的時間架構裡，我們才能知覺到現象的時間決定，即其持續、變更與

共在。（A182-3/B224-6，B277f.）但是，時間的客觀化必須關連到現象

中的「某種持久的東西」作為「時間本身」的替代物。所以，在一切時

間的決定中都必須指涉到現象中某種被知覺到的持久的東西。 

                                                 
17 艾利生稱這個核心步驟為「背景主張」（backdrop thesis）。它闡明時間知覺或時間決定的可

能性條件，因而是「經驗類比原則」的共同基礎。 
18 關於時間的客觀化，可參閱 B156，與 R6323，XVIII643：「時間作為量（Größe）只能在外

部的〔變化〕對象上才能被認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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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與（2）推得：我在我的表象中認知我自己，「同時」，我也

認知到在知覺中有某些（至少是相對的）持久的東西。但是，這些持久

的東西是什麼，就目前的推論步驟而言，還沒有被明確地指出來。因為，

（2）是對一切現象的時間決定而言的，它不僅適用於外部現象，同時也

適用於內部現象。不過，根據「駁斥」的證明策略，我們可以預見，如

果把表象時間決定的知覺範圍限制在單純的內部直觀中，如懷疑論者所

宣稱的那樣，那麼不僅自我認知將會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會揭露「自我」

絕不可能是（2）中所指的那個持久的東西。19 

（3） 但是，這種持久的東西不能是，在我之內的一個直觀。因

為我的存在的一切能在我之內遇到的決定根據都是表

象，而且作為表象，它們自身需要一個與它們相區別的持

久的東西，在與這個東西的關係中，它們的變更（它們在

時間中變更）才能夠被決定，因而，我在時間中的存在才

能夠被決定。20 

如果上述對（2）的說明足夠清楚的話，那麼從（2）推論到（3）就

相對容易多了。首先，我們必須先澄清「在我之內」與「在我之外」的

歧義。按照康德，經驗地「在我之外」的意思是：「在空間中的存在」

                                                 
19 艾利生（Allison，2004：291）正確地指出 Guyer（1987：283-284）對（2）的錯誤解讀。

Guyer 指責（2）無法排除「持久的自我」作為在此所需的「持久的東西」的可能性。許多

詮釋者也主張，這是「駁斥」的弱點，甚至是失敗點。例如，G. Bird（2006：509ff.）、J. Vogel
（1993：875-887）。 

20 根據 BXXXIX fn. 變更。原文是：「但是，這種持久的東西不能是某種在我之內的物，因為

我在時間中的存在正是透過這種持久的東西才能被決定的。」（B275）康德變更的目的在於：

（a）明確地指出，這種持久的東西不能是單純時間性的；（b）更為清楚地說明，為什麼作

為我在時間中存在的可能性條件不能是單純時間性的理由，以避免乞求論點的嫌疑。因為

（2）並沒有明確地排除「持久的東西」可能是單純時間性的。（Bird，2006：509）除此之

外，A、B 兩版的意思，其實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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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337 ）、「在空間中不同於我所在的另一個地點上的東西」

（A23/B38）、「在空間中遭遇到的物」（A373）或「在空間中的現象」

（IV336）。反之，經驗地「在我之內」的意思是：「全然在時間的關係

中被表象的對象」（A373），即單純屬於內部現象的東西。另外，先驗地

「在我們之外」意指「在我們的感性之外」（A375），即所謂的「物自身」。

反之，時間與空間，作為我們感性直觀的形式，以及一切在時間與空間

中所能表象的東西，都是屬於現象的，亦即，先驗地「在我們之內的」。

（A373）而一切我們的表象「作為心靈的變化都是屬於內感官的」

（A99），因而，終究都是在時間中被安排與連結的。因此，外感官的表

象不僅是空間性的，而且也是時間性的；但內感官的表象卻只是時間性的。 

其次，「這種持久的東西不能是在我之內的一個直觀」，即，它不能

是我的內部直觀，亦即，不能是我內部所直觀的對象；換句話說，這種

持久的東西不能是單純時間性的。康德在此提出兩個、在上述（2）中或

多或少已經闡明過的理由。第一，一切表象，作為表象，都臣服於內感

官的直觀形式，即時間之下，而一切單純在時間中的表象都在不斷地更

替，即，變動不居的意識流（VII134），因而，第二，我必須把時間性表

象關聯到一個「與它們相區別的」持久的東西，在與這個東西的關係中，

我才能決定表象在時間中的演變。 

儘管在（3）中，康德還沒有明確地指出這個與時間性表象相區別的

「持久的東西」是空間性的，即外部直觀的現象，這是下一個步驟（4）

的任務，但是，為了更容易理解（2）至（4）的推論，我們可以在此先

預先點明。現在，我們來考量康德如何排除其他非空間性的、但卻可以

作為時間決定所預設的「持久的東西」的可能性。21 

                                                 
21 會不會意識中只有空間的形式，但實際上卻沒有任何外部對象存在？換句話說，只有一個現

實的、正在運作的外感官，卻無真實的外部事物？康德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現在涉及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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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2）中，已經排除時間本身，因而也排除以它作為直觀形

式的內感官本身會是那個「持久的東西」。 

  （b） 構想力也不可能提供那個「持久的東西」。因為，構想力只是

一種把感官所給予的感性雜多、綜合在一起的能力。（A78f./ 

B104）「沒有外感官，空間中表象的質料將不可能在心靈中發

生」（R6313，XVIII613；VII168；R5399，XVIII172）儘管構

想力有可能在內感官中提供某種「持久的表象」（BXLI fn.），

但是，構想力的聯想，在時間的意識流中，缺乏「對於經驗而

言卻是必要的考察之持久性」（VII134），因而，終究是夢幻泡

影，不是「持久的直觀」（B292）。再者，在此所談論的是自

我知識或「經驗」，即對象的認知，而不是心靈的經歷。對內

感官中表象流逝的單純注視難以能夠被稱為經驗。構想力的世

界，可以說，是一個「沒有任何次序、任何時間、任何實體性

自我的變化萬花筒」（Bird，2006：521）。 

  （c） 對那個「持久的東西」的知覺是否有可能來自我們尚未知道的

其他心靈能力，無須借助任何外部事物的幫助？「駁斥」無法

排除這種「不可駁斥的」單純的邏輯可能性，它幾近笛卡爾的

「惡魔論證」。但是，這種邏輯可能性的單純懷疑，除了有方

法論的意義之外，還有什麼實質的哲學意義呢？總之，康德的

出發點是，根據我們的經驗認知及其能力的特性，我們的認知

對象必須被給予我們，這是我們認知能力的被動性面向。如果

對象可以不假外求而來自我們自己的能力，那麼我們的認知能

                                                                                                              
對時間決定所預設的「持久東西」的知覺。如果在空間中空無一物，那麼也將不會有任何經

驗性的表象，亦即，也將不會有任何空間性的知覺，更不用說，時間性的表象。（A492/B520；
B291，A492/B520，A291/B347）Hanna 卻主張，「駁斥」並沒有排除空間本身作為時間決定

所需要的「持久的東西」的可能性。（Hanna，2000：161）反之，參閱 L. Caranti（200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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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幾乎可以說，就是一種「創造性知性」，即上帝。但是，

這對於我們人類而言卻是不可能的。 

  （d） 笛卡爾的思維主體（res cogitans）或「我思－我在」是否足以

擔任時間決定所預設的那個「持久的東西」，亦即作為「持久

的自我」呢？這正好是「駁斥」的問題癥結。康德在注釋 1

（B277）與注釋 2（B278）中，明確地否定這種可能性。因

為這種思維主體「根本不是直觀」，而是對「思維主體的自發

性活動」的單純思想。沒有直觀，只透過概念，我們無法認知

任何的對象。（B412f.）因而，這種單純的思維主體不能作為

這裡所需要的持久的東西。 

因此，這個「我」也不具有絲毫的直觀之述詞，這個述詞作為「持

久的」可以用來作為內感官中的時間決定之相關物；就像「不可

穿透性」在物質那裡，是作為經驗性直觀的述詞那樣。（B278） 

當然，如果我們擁有「智性直觀」（BXL fn.；B72）的話，那麼我們

就可以直接透過它來認知「智性我」，無須藉由與外部事物的知覺連結。

但是，康德主張，人類的直觀是感性的。因此，儘管先驗自我的原初的

先驗綜合統一性，是一切可能經驗的最高原則，但是，如果這個原則單

獨只與「內感官」以及構想力合作，而不同時與外感官相關聯，那麼經

驗性的自我知識將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笛卡爾式的經驗自我，絕不

可能成為經驗認知的對象。 

當然，「我在」這一表象，它表示能夠伴隨一切思維的意識，雖

然它在自身中就直接包含一個主體的存在的東西，但是它卻還沒

有包含對這個主體的任何認知，因而也不包含對這個主體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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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認知，亦即經驗；因為對此除了關於某種存在的東西的思想之

外，還需要直觀，而在這裡就需要內部的直觀，主體必須在內部的

直觀上，即在時間上被決定，為此，外部對象是絕對需要的。（B277） 

換句話說，就對象認知而言，我們也只能認知自己作為現象，而不

能認知作為在其自身的自我。就此而言，自我知識並沒有優位於外部對

象的知識。 

既然認知我們自己，除了思維把每個可能直觀的雜多都帶入統覺的統

一性的行動之外，還需要直觀的某種給予這個雜多的特定方式，所

以，雖然我自己的存在不是現象（更不是單純的幻象），但是，我的

存在的決定，卻只有根據內感官的形式，按照這個我所連結的雜多如

何在內部直觀中被給予的特定方式，才能發生；因此之故，我所認知

的我，並非如我所是的我，而只是我如何顯現給自己的我。（B157f.） 

（4） 所以，對這種持久的東西的知覺，只有透過在我之外的一個

事物，而不是透過對在我之外的一個事物的單純的表象，才

是可能的。因而，對我在時間中的存在的決定，只有透過我

在我之外所知覺到的現實事物的存在，才是可能的。（B275f.） 

從（1）至（3）中，康德確立：對我的存在的時間決定的意識必須

關聯到知覺中的某種持久的東西；這種持久的東西不能是單純的思維主

體，也不能只是我的內部直觀，更為明確地說，不能是單純的內部表象

（即，只是時間性的）。根據康德，因為我們只有兩種直觀，因而，對這

種持久的東西的知覺只能透過「外部直觀」才是可能的。現在，我們抵

達「駁斥」的關鍵。康德如何穿透「笛卡爾的箱子」？而且，更為重要

的是，先驗哲學如何重新詮釋這個「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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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康德的外感官理論，我們透過外部直觀直接地關涉到空間中的

事物（因而，這個事物不是我在內感官中對這個「事物的單純的表象」），

在這種關係下，內感官才能獲得其經驗性的表象內容，同時透過空間中

的事物（作為持久的東西）所提供的固定參照，與此相關連，內感官的

時間決定才成為可能的。 

內部經驗本身都依賴於某種不在我之內的、因而只在我之外的某

物中的、持久的東西，我必須在與它的關係中來考察我自己：這

樣，為了經驗一般之可能性，外感官的實在性必然地與內感官的

實在性相結合：亦即，我如此肯定地意識到有在我之外的、與我

的感官相關連的事物，正如我肯定地意識到我自己在時間中確定

地存在著一樣。（BXLf. fn.） 

因此，對象經驗認知的可能性在於，內感官與外感官的交互依賴性，22

而不是如外部世界懷疑論者所認為的、內部經驗的優先性。「駁斥」以間

接證明的方式指出：如果外部事物的存在是無法確定的，那麼作為思維認

知的我之存在也是無法確定的。一般而言，我們根據「現實性設準」足以

能夠區分「直觀」與「想像」，尤其是區分「外部直觀」與「單純的想像」。 

但是，在我之外的客體究竟是現實地與那些被給予的直觀相符應

的，因而是屬於外感官的，這些直觀應該歸屬於外感官而不是構

                                                 
22 在 1790 年 9 月 25 日寫給 A. W. Rehberg 的信中，康德簡潔地說道：「在我們直觀對象的決定

中，兩個感性形式（空間與時間）的連結必然性：當主體把自己作為他的表象的對象時，時

間就必須被表象為一條直線，以便把時間認知為量（Qvantum/Quantum）；正如，相反地，

一條直線，只有透過它必須在時間中被建構，才能夠被思考為量─甚至在我們存在的時間

決定中，內感官與外感官的連結必然性的這個洞見，我認為是對外部事物的表象的客觀實在

性的證明（駁斥心理學觀念論）有所助益的……」（XI210）─另外，參閱 B292，A162f./ 
B203，B154ff.，A193/B238，A101f.，B137f.，B276f.；R5653，XVIII308f.；R5654，XVIII313；
R6315，XVIII619；Metaphysik K2，XXVII771-2；LR，I：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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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力的，這必須在每一個特殊的情況裡，按照經驗一般（甚至內

部經驗）與想像相區別所根據的規則來決定，在此永遠作為基礎

的命題是：確實有外部經驗。（BXLI fn.） 

儘管外部直觀（的結果）也是一種表象，但是，對於對象的經驗認

知而言，最為重要的是，這種表象的「對象關涉」，它直接指涉一個在空

間中與認知主體佔據不同地點的對象。正是從經驗實在論的角度，先驗

觀念論得以穿透「笛卡爾的箱子」，即，撤除「內部經驗的藩籬」；反之，

從先驗觀念論的觀點看，內部經驗與外部經驗必然連結成一個「單一的經

驗」（BXLI fn.；R5653，XVIII309；Metaphysik K2，XXVIII771f.；R5461，

XVIII189），即現象世界。這是康德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把對象認知限制

在感官經驗的對象範圍內，而且我們僅能認知它們對我們顯現的方式，

而不能認知它們在其自身的性質。 

儘管「駁斥」的核心關鍵是「外部經驗一般（或外感官）是內部經

驗一般（或內感官）的可能性條件」這個主張，但是，康德，一方面，

為了自己的理論建構的需要（（3）至（4）：確實有外感官），另一方面，

為了回應懷疑論者的質疑，因而反覆強調外部直觀作為「感官知覺」與

單純想像的區分之重要性。但是，這可能也會模糊「駁斥」的核心論旨，

致使詮釋者誤以為「駁斥」旨在回應笛卡爾的「做夢論證」，甚至是「惡

魔論證」。但是，我認為這不是「駁斥」的重點。「駁斥」正是要避免陷

入懷疑論的泥沼裡。「駁斥」要證明我們確實擁有外感官，它與內感官互

為條件地結合成一個共同體。外感官是原初被動的，若在我之外的空間

中根本不存在有任何事物，那麼我的外感官就不會被觸動，因而我也不

會有任何空間性的表象，也就沒有任何經驗性的表象，因而也沒有關於

自我的經驗性表象。總之，構想力是一種把感官給予的感性雜多、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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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直觀整體的能力。因而，感官的表象與構想力的表象是有別的。

所以，一旦我有空間性表象（不論它是原初的，還是經由構想力再生或

重構的），這就證明我已經擁有外感官了。 

對存在中的某種持久的東西的表象與持久的表象並不是同一

的；因為某種持久的東西的表象，如同一切我們的表象、甚至物

質的表象一樣，可以是十分游移不定的和變動不居的，但卻與某

種持久的東西相關聯，因而這種持久的東西必須是一個與我的一

切表象有別的、外部的事物，它的存在必然地包含在對我自己的

存在的決定中，並與這個決定一起才構成一個單一的經驗，這個

經驗如果不（部分地）同時是外部的，它就連內部地也不會發生

了。（BXLI fn.） 

因此，康德強調：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一起才構成一個單一的經

驗」，如果外部事物不存在，那麼連內部經驗也是不可能的。我的自我認

知，除了概念之外，「還需要直觀，而在這裡就需要內部的直觀，主體必

須在內部的直觀上，即在時間上被決定，為此就絕對需要外部的對象，

因此內部經驗本身只是間接的，而且只有透過外部經驗才是可能的」

（B277）。就此而言，外部經驗才是直接的。因此，就人而言（內感官

／外感官；攝受性／自發性），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個單純的內部世界。

從「駁斥」的論證形式而言，它是間接的；但從先驗觀念論來看，可以

說，它是直接的。因為「先驗感性論」與「先驗分析論」就是在闡明「經

驗一般之可能性」，這個可能性也就證明了「對外部事物之存在的直接意

識……，不論我們是否能夠洞見這個意識的可能性」（B276 fn.）。後面這

個問題，即「外感官如何可能？」或者「原初的被動性」問題是康德在

1787 年之後的反思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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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回應懷疑論質疑外部經驗的可靠性問題，除了從經驗一般之可

能性條件來回答之外，至少還有其他三種或多或少彼此相關的方式，總

結如下： 

  （a） 會不會我們只有內感官，但卻無外感官，因而只有外部的想像？ 

康德認為，這很明顯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怕只是把某物想像為

外部的，亦即，在直觀中給感官展示某個外部的事物，我們就

已經擁有一個外感官了。因為再生的構想力歸屬於內感官，所

以，沒有藉助外感官，構想力單獨無法給內感官構作任何空間

性的表象。再者，當構想力在直觀中給感官展示某個外部事物

（就定義言，它們是空間性的）時，就已經必須區分一個外部

直觀的單純攝受性與刻畫每一個想像的自發性了。就算只是單

純地想像一個由構想力來決定的外感官，亦即，它只是在想像

而不是在直觀，那麼這樣的直觀能力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

為它就成為自發的攝受性能力了。（B276f. fn.；R5654，

XVIII312-3；R6311，XVIII611） 

  （b） 從外部對象的存在是內部經驗的可能性條件並沒有歸結：對外

部對象的每一個直觀的表象都同時包含這個外部對象的存在。

因為那個直觀表象很有可能完全是構想力（在夢中或妄想中）

的單純想像而已。但是，構想力之所以能夠如此想像，這是因

為構想力再生並重構了之前的外部知覺內容，而這些外部知

覺，追根溯源，終究只有透過外部對象的現實性，才是可能的。

（B278；R5399，XVIII172；R5653，XVIII308-10；R5709，

XVIII332；R6313，XVIII613f.） 

康德在此的回應方式似乎混淆他自己嚴格區分的兩個不同層次

的問題，即先驗的與經驗性的層次問題。懷疑論者想藉由個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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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經驗的不可靠性來質疑外感官的可靠性，甚至質疑它的存在必

然性。而康德卻是藉由休姆式的構想力理論來回應，即構想力的

表象內容終究是源自於外感官的，因而，這不僅證實了有外感

官，而且也證實了有某些現實的外部事物。但是，如果懷疑論者

不接受休姆式的構想力理論，那麼，他們也不會接受有外感官的

必然性，因而繼續質疑外部事物的現實性，以致無窮。23在此，

康德應該避免直接回應「做夢論證」，因為這不僅將會混淆他自

己的焦點，同時也陷入懷疑論要求感官經驗的絕對明證性的無限

後退之中。他應該按「駁斥」的策略，分兩個層次來回應它。從

先驗層次來看，外感官的必要性是作為內部經驗一般之可能性條

件而被證明的。一旦我確認我有自我知識，我同時也確認我有外

感官，以及那些作為自我知識可能性條件的外部事物。至於個別

的外部經驗的現實性就依之前已經引用過的原則來回應。 

  （c） 「在我之外的客體究竟是現實地與那些被給予的直觀相符應

的，因而是屬於外感官的，這些直觀應該歸屬於外感官而不是

構想力的，這必須在每一個特殊的情況裡，按照經驗一般（甚

至內部經驗）與想像相區別所根據的規則來決定，在此永遠作

為基礎的命題是：確實有外部經驗。」（BXLf. fn.） 

這個區分真實的經驗與夢境或幻象的判準一般，其實就是「現

實性設準」。對於「對象被認知為現實的」，這個設準要求「這

個對象按照經驗類比而與某一個現實的知覺相關聯，經驗類比

陳述了在經驗一般中的一切實在的連結」（A225/B272）。 

                                                 
23 這點正是 R. Hanna 質疑康德的關鍵。（Hanna，2000：149、158、162-165）相似地，艾利生

也批評康德的這個論證，在回應懷疑論者的質疑上，是不恰當的或失敗的，因為它過於簡單，

而使「駁斥」變得多餘，且有乞求論點之嫌。（Allison，2004：29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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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在，對我在時間中存在的意識與對這個時間決定的可能性

〔條件〕的意識，必然地連結在一起：因此，它也與在我之

外的事物的存在（作為時間決定的條件）必然地連結在一起；

換句話說，對我自己存在的意識，同時就是，對在我之外的

其他事物的存在的一種直接的意識。（B276；強調由我添加） 

從（4）到（5）是相當直接明顯的。因為：當我意識到我在時間中

的存在，我必然也直接地意識到這個時間決定的活動，因此，我也必然

直接地意識到在我之外的作為使這個時間決定成為可能的持久事物的存

在。我們可以，以視覺場域中的「圖形－背景」組織為例，來闡明這個

道理。當我認知到桌子上有一個杯子時，我同時也知覺到使這個杯子能

讓我看到的背景，例如：桌子、地板等等。因為「圖形－背景」是共在

的。當然，在此，我並沒有同時直接地意識到「外部事物的存在是這個

時間決定的可能性條件」這個命題，這是先驗反思的活動結果。 

因此，當我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存在時，我也同時直接地意識到

某些作為時間決定條件的、在我之外的事物的存在。所以，「駁斥」就證

明了：當我在經驗性的統覺中確定地意識到我自己時，我必然也同時意

識到某些在空間中的現實事物。24 

                                                 
24 Bird（2006：511）與 Hanna（2000：162-165）都認為在（5）中的「同時性」必須丟棄，而

只承認內外經驗連結的「必然性」。Bird 的反例是：有些情況，一個人只是意識到內部的情感、

經驗或思想，而沒有意識到任何外部對象。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意識到我在時間中的

存在嗎？我質疑這種類似「忘我的」內省，可以稱作自我的經驗認知。當然，不可否認地，

我可以事後對這些內省經歷進行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康德在此將情感、意志（意念）排除在

對象化的自我知識之外。（R5655，XVIII315）因為康德認為情感、意志無法被空間化，因而

也無法在時間中被明確地定位。當然，不可否認地，康德的作法是否恰當，這是爭議的焦點。

對於康德，完整的「自我決定」（Selbstbestimmung），除了在此所關注的理論性的「自我認知」

（「經驗性性格」）之外，還有道德實踐的關於意志的自我決定（「智性性格」），還有審美情感

中的主體的「生命感」（Lebensgefühl）等等；這些不同面向的「自我知識」（Selbsterkenntnis）
的統一性，是康德哲學的核心問題。─Hanna 認為，在夢境或幻境中，我們並沒有同時對

在夢境或幻境中的外部對象有真實的知覺，而是基於想像的質料來源，追根溯源，來自於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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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在時間中的存在的這種意識，把對與在我之外的某物的關係的

意識，等同地連結在一起，所以，那個把外部的東西與我的內感官

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的，是經驗而不是虛構，是感官而不是構想

力；因為外感官在其自身就已經是，直觀與在我之外的某種現實的

東西的關係了，而外感官的實在性（有別於想像）只是基於外感官

作為內部經驗本身的可能性條件，而與內部經驗本身不可分離地

（如同這裡所發生地）連結在一起了。（BXI fn.；強調由我添加） 

這就是康德在 B 版前言的注釋中，以外部經驗作為內部經驗的可能

性條件，來答覆懷疑論者可能提出的問題： 

我直接意識到的畢竟只是在我之內的東西，即，我對於外部事物

的表象；因此，某物是否是在我之外與表象相符應的東西，仍然

總是尚未確定的。（BXXXIX fn.）25 

                                                                                                              
一個時間，即清醒時對外部對象的真實的知覺。相類似地，我也不贊同將夢境或幻境的情況

視為自我的經驗認知。只有在我意識足夠清醒時，我才能夠區分清醒與睡夢（或白日夢），此

時，我才能意識到「是我」之前在作夢。但是，我還是質疑，在夢境或幻境中，我有意識到

我在時間中的存在嗎？原則上，我相當認同 Hanna 對「駁斥」的重構式詮釋的基本方向，尤

其是，康德式的「肉身化心靈」（embodied mind）。（Hanna，2000：173）但是，我反對他主

張：純粹的空間形式與時間形式在心靈中的形式化結合（如對空間與時間的形式化直觀一

樣），無須空間中的真實的事物，就足以說明自我的經驗認知。（Hanna，2000：160-161）因

為若空間中沒有物，我們不可能會有任何的經驗性表象（遑論會有內部直觀），這是康德外感

官理論的基本主張。Hanna 卻由此進而主張，內外感官的互補性原則的恰當詮釋應該是：「要

擁有一個關於我自己在內感官中的自我意識的覺察，只有透過我也擁有一個現實的外感官」；

（Hanna，2000：165）而不是一般所認為的：每當我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存在時，我也同

時直接地意識到某些作為時間決定條件的、在我之外的事物的存在。因而，Hanna 主張，他

的詮釋可以說明「幻肢現象」。因為：在空間中自我導引的肉身化心靈並不必然知道我自己特

殊的身體長得怎樣。（Hanna，2000：173）不過，值得注意的是：Hanna 談論的是「自我覺察」

（self-awareness），而不是「自我認知」（self-cognition）但是，如同之前一再強調的，恰當地

詮釋「內外感官的互補性原則」並不會有 Hanna 與 Bird 所指責的缺陷。 
25 這個問題是接續替換原來在 B275 證明的步驟（3）的。現在，我們可以更為清楚地明瞭這

個 B 版前言的注釋對於理解「駁斥」（B274-9）的重要性。康德在此，儘管不總是那麼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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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步驟（1）至步驟（4），康德以間接論證的方式，揭露：上述懷疑

論者的質疑其實是基於對意識或自我意識的混淆的且錯誤的構想。因為

我們沒有「智性直觀」（BXI fn.），我們的直觀是感性的，因而我們無法

藉由單純的概念來認知自我，純粹的自我意識不是真正的自我知識。反之： 

我是透過內部經驗而意識到我在時間中的存在（因而也意識到我

的存在在時間中的可決定性），這就比我單純地意識到我的表象

還要多，但卻是與對我的存在的經驗性意識同一的，這個意識，

只有透過某個與我的存在相連結的在我之外存在的東西的關係，

才是可決定的。（BXXXIX fn.） 

因此，在（4）中，康德歸結：在我的存在的經驗性意識中，與我的

存在必然相連結的是「在我之外的一個事物」，而不是我對這個「事物的

單純的表象」。換言之，這個在我之外的事物，不是經驗上在我之內的「心

智存有物」（mental entities）。但是，我意識到這個事物的存在，並不是我

從我心靈中對它的表象（作為結果）間接地推論出它的原因而來的。確實，

康德並不否認我們對許多外部事物的經驗認知是藉由因果推論而來的。但

是，目前是一種特殊的情況。我直接意識到那個在我之外的事物的存在，

是由於這個事物是作為我對我在時間中存在的意識的可能性條件的。 

它的存在必然地包含在對我自己的存在的決定中，並與這個決定

一起才構成一個單一的經驗，這個經驗如果不（部分地）同時是

外部的，它就連內部地也不會發生了。（BXLI fn.） 

                                                                                                              
地，但至少隱約地，區分兩個策略，來回應懷疑論者的質疑。（a）從（內部）經驗一般之可

能性條件來證成外部經驗一般之客觀實在性。沒有外部直觀，先驗的自我意識、構想力、內

感官單獨無法建立任何自我的經驗知識。由此推得：內外感官的互補性作為經驗一般之可能

性條件，以及外感官的實在性。（b）特殊的、個別的內／外部經驗的現實性有賴於按照現實

性設準所提供的經驗判準而作的個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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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段之前已經引用過的段落是整個「駁斥」的最高點。它明

確地表述了內外感官的互補性原則，至少部份地闡明了「先驗感性論」因

綜合的「孤立法」所帶來的缺陷。根據互補性原則，例如：當我意識到此

時此刻我正在構思〈康德對觀念論的駁斥〉時，我也「同時」直接地意識

到我眼前的電腦螢幕、康德文本等等作為我的存在的時間決定條件的外部

事物的存在。如果懷疑論者還是質疑，我直接所意識到的、只不過是那些

外部事物的表象，表象的真實性不是不可置疑地確定的，不像我對自己的

認知是直接透過我自己的表象的。先不質疑懷疑論者對經驗認知的真實性

標準是否合理，也把康德的現象／物自身區分先放置一旁，我們採用「駁

斥」的策略來回擊懷疑論者的質疑。為了簡化論述，假定我自己就是懷疑

論者。如果我質疑我眼前的電腦螢幕、康德文本的真實性，那麼根據互補

性原則，我也必須質疑我正在構思〈康德對觀念論的駁斥〉的真實性。既

然我此時此刻肯定地意識到我正在構思、撰寫論文，那麼我也同樣地「如

此肯定地意識到有在我之外的、與我的感官相關連的」電腦螢幕、康德文

本。當然，如果我懷疑我現在所從事的活動的真實性或者懷疑我是否正在

作夢，那麼我必須根據我所處的具體經驗條件，按照現實性設準所設立的

特殊經驗系統為判準，來仔細地考察我的處境。合理地，我應該接受經驗

的可錯性，以及可修改性。但是，如果假定我正處在一種絕對不可覺察的

系統性錯誤中（例如，無法清醒的大夢，或諸如此類的），那麼既然是不

可覺察的，套句康德用語，對我的認知而言，就是「無關重要的」。對我

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這場大夢中區分「真實」與「虛幻」。 

按照內外感官的互補性，內外經驗「一起才構成一個單一的經驗」，

一個由先驗綜合原則先天地所決定的經驗世界。這個世界有兩個面向。26

                                                 
26 康德稱單一經驗世界的兩個面向為「二元論」（內部經驗與外部經驗都是真實的），有別於笛卡

爾的「心物實體二元論」下的「懷疑的觀念論」。（A367；A379；A389；A391；R5653，XVIII3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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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一切經驗對象，不論是外部的或內部的，都存在於一個客觀的

統一時間之中，並臣服在其條件之下。就此而言，時間在形式上具有優

先性。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內部經驗並不含有任何內部的持久性對象，

經驗自我的時間決定所需要的對象都必須來自外部；因而，經驗自我的

認知，在內容上，必須（部分地）被外部對象所決定。反之，外部經驗

有其自己的持久性對象，所以，外部經驗無須內部經驗作為其可能性條

件。儘管時間是內部直觀的形式，但是，卻不能被外部地直觀到，所以，

我們不能說（至少不是在相同的意義下）外部經驗是部份地內部的。27因

此，從內容上而言，空間優位於時間。由於外部經驗是內部經驗的可能

性條件，所以，當內部經驗是真實的，那麼作為它的可能性條件的外部

經驗也是真實的；反之，若外部經驗是虛假的，則它所決定的內部經驗

的部分也是虛假的。但是，如果內部經驗是虛假的，則與它相關的外部

經驗就不一定是虛假的。懷疑論者不能藉由內部經驗的虛假性（想像、

錯覺、幻覺等等）來指責外感官的不可靠性。28「駁斥」只是藉由外部

經驗是內部經驗的可能性條件，來指出懷疑論者的錯誤假定─內部經

驗的優先性；「駁斥」並沒有試圖證明那不可證明的經驗明證性，不論是

外部經驗的，還是內部經驗的。 

康德「駁斥」的成功與否，依賴於他的外感官與內感官的互補性原

則，其中尤其是，內感官的形式─時間，是否能夠獨自給心靈提供表象

的認知內容，還是這些內容必須（至少部份地）依賴於外感官（以及它

的形式─空間）來提供的問題。而互補性原則自身，不僅是建立在內感

                                                                                                              
R6313，XVIII615） 

27 艾利生簡潔地歸結「互補性原則」的這兩項基本結論。（Allison，2004：297） 
28 例如，Caranti 指責「駁斥」無法回應懷疑論者所提的「幻象」或「錯覺」問題。（Caranti，

2007：149-150）如前所述，這個指責偏離問題的焦點。艾利生的回應是比較中肯的。我也

贊同艾利生在此對「駁斥」的評價。（Allison，200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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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外感官以及攝受性／自發性的嚴格區分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時間、

空間的形式的觀念性上。如果我們接受康德的區分以及時空的先驗觀念

性，那麼「駁斥」是具有說服力的。「駁斥」展示了一種嚴肅面對懷疑論

質疑的可行策略，並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論證框架，它的詳細內容有待進

一步的發展與補充。29如果把「駁斥」與先驗觀念論脫勾，我懷疑「駁

斥」是否還會具有相同的說服力。 

肆、「駁斥」與先驗觀念論的相容性 

最後，我簡短地考量「駁斥」與先驗觀念論的相容性問題。「駁斥」的

結論是：在我的存在的經驗性意識中，與我的存在必然相連結的，且作為

其時間決定的可能性條件的，是「在我之外的一個事物」，而不是我對這個

「事物的單純的表象」。換言之，我們是透過外感官直接地知覺到這個事物

的，它的現實性不是藉由內感官表象的間接推論而被證實的。那麼，按照

康德，這個在空間中的事物，是「現象」，還是「物自身」呢？如果它是「現

象」，那麼根據康德，現象終究只不過是「我們感性的單純表象」（A30/B45）

而已。許多論者因而主張：這不僅與「駁斥」的結論相互衝突，更為嚴重

的是，「駁斥」也將無法駁倒「觀念論」；因為，我們還是不知道外部世界

的客觀實在性。但是，如果它是「物自身」，那麼「駁斥」就將與先驗觀念

論不相容，因為物自身是不可知的。根據這樣的解讀，詮釋者陷入兩難。

這也是眾多詮釋者選擇「駁斥」，而放棄先驗觀念論的主要理由之一。30 
                                                 
29 例如，把自己的身體作為那個「持久的東西」（肉身化心靈），並與空間中的其他事物連結成

一個經驗「共同體」（Gemeinschaft）。或者更進一步地，把自己視為一個從過去、到現在以

及朝向未來而存在著的「世界存有」（Weltwesen），一種以「生活世界」的方式面對「共在的」

存有者。（LR，I：22-II：5） 
30 這種解讀方式的代表者是 Guyer（1987：281ff.；1998：310）。另一個理由是：只有抵達「物

自身」，「駁斥」才能真正地擊倒懷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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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康德在「駁斥」中，沒有使用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因為它所

針對的是經驗，但是，整個論證都是建立在空間與時間的先驗觀念性上。

放棄先驗觀念論，就是放棄「駁斥」。因為： 

如果我們對外部對象的認知必須是對它們（和空間）作為物自身

的認知，那麼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從我們對它們（作為在我們之外）

的感性表象來證明它們的現實性。因為只有表象被給予我們，它

們的原因可能在我們之內或在我們之外，感官對此無法作出任何

的決定。但是，如果內感官和外感官的表象都是對現象中的事物

的單純表象，〔那麼〕甚至我們對在內感官中的意識的決定，就

只有透過在我之外的在空間中的表象才是可能的。（R6313，

XVIII614-5；強調由我添加） 

為了解決相容性問題，我們有必要先釐清一些關鍵概念。首先，先

驗觀念論有三項基本主張： 

  （a） 「一切在空間或時間中被直觀到的東西，因而一個對我們而言

可能的經驗的一切對象，無非都是現象，亦即，單純的表象，

它們如同它們被表象的那樣，……在我們的思維之外沒有任何

建立在其自身的存在。」（A490f./B518f.；強調由我添加） 

  （b） 「我們對於任何作為在其自身的物的對象都沒有知識，而只有

當這個物是感性直觀的對象，即作為現象時，才能有知識。」

（BXXVI；強調由我添加） 

  （c） 儘管一切對我們可能的知識都被限制在「單純的經驗對象」上，

「但是，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麼說，卻總是有所保留的：即

使我們不能認知這些相同的經驗對象作為在其自身的物，但是

至少也必須能夠把它們思考為在其自身的物。因為否則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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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導出荒謬的命題：有現象，卻沒有東西在那裡顯現。」

（BXXVIf.；部份強調由我添加） 

其次，現象與物自身的區分是「先驗的」（A45/B62）。這種區分涉

及「我們的認知與認知能力的關係」（IV293）。換句話說，這個先驗的

區分涉及我們的認知與我們的感性能力的關係。再者，康德也把現象與

物自身的區分再次運用在「現象」上，稱之為「經驗的」區分。「我們通

常還喜歡將現象區分為：本質地附著在現象的直觀上且對每個人的感官

一般都有效的東西；和只是以偶然的方式歸給現象的直觀的東西，因為

它不是對感性一般之關係有效，而只是對這個或那個感官的特殊位置或

組織有效。」（A45/B62）這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初性與次性的區分，例如，

雨滴/彩虹、玫瑰花/紅色。通常人們也傾向於將初性視為「對象自身」

的特性，將次性視為這對象的單純現象。（A45f./B62f.；A29f./B45） 

第三，「現象」一詞有時指「經驗性直觀的對象」，有時指「對象的

表象」：31 

  （a） 現象作為經驗性直觀的對象： 

從先驗哲學的觀點，康德特別賦予「現象」一個特殊的意義：

「一個經驗性直觀的未定的對象」（A20/B34；強調由我添加）：

相應的，康德也經常把現象等同於「經驗性對象」或「現象體」

（Phänomen），例如：「一切現象一般，即一切感官的對象都

在時間中。」（A34/B51；強調由我添加） 

  （b） 現象作為對象的表象： 

例如：「一切現象只是物的表象，這些物按照它們在其自身所

能是的、但未知的東西而存在著。」（B164；強調由我添加） 

                                                 
31 以下關於「現象」與「物自身」的歧義，參閱 M. Willaschek（2001：68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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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有時兩個意義同時出現在一個脈絡裡，例如：「一個對我們可

能的經驗的一切對象，無非都是現象，亦即，單純的表象」

（A490f./B518f.；強調由我添加） 

第四，「物自身」（Ding an sich）一詞也有歧義。32根據《純粹理性

批判》B 版，「物自身」可以被區分為「消極意義的本體」（Noumenon in 

negativer Bedeutung）以及「積極意義的本體」（Noumenon in positiver 

Bedeutung）。當我們「把我們感性直觀的形式抽離」而以「在其自身的

方式」來考察一個經驗對象，那麼這個對象就是「消極意義的本體」。反

之，「積極意義的本體」是「非感性直觀的對象」，即一個我們完全無法

理解其可能性的對象。（B307）這種本體「根本不該被思考為感官對象，

而是應該（全然透過一個純粹知性）被思考為在其自身的物」（A254/ 

B310）。因此，積極意義的本體「指稱一個真正的和一切現象體相區別

的對象」（A252）。所以，積極意義的本體與「駁斥」完全無關。我們所

關心的是「消極意義的本體」。因為： 

關於感性的理論同時就是，關於消極意義本體的理論，即：關於這樣

的物的理論，這種物是知性必須不用我們的直觀方式的這種關係，因

而不僅是作為現象，而且是作為在其自身的物來思考的。（B307） 

第五，現在，我們考慮現象作為經驗性表象的對象以及現象作為經

驗對象的表象，分別與消極意義的本體是否是同一的問題。（Willaschek，

2001：686f.） 
                                                 
32 其實，「物自身」並非康德的慣用語。康德比較常用的是「在其自身的物」（Ding an sich 

selbst），意思是：在其自身來看的物。「物自身」還有其它同義詞或意義相近的詞：例如，「對

象自身」（Gegenstände selbst）、「事物自身」（Sachen selbst）、「物一般」（Ding überhaupt）、「對

象一般」（Gegenstand überhaupt）、「思維的對象」（Gegenstand des Denkens）、「先驗對象」

（transzendentaler Gegenstand）、「本體」（Noumena）等等。重要的是，應該視其脈絡來決定

「物自身」的意義。其他康德用語，也應如此處理，以避免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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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消極意義的本體與現象作為經驗性表象的對象，是同一的。 

因為消極意義的本體就是那同一個在時空中對我們顯現的經

驗對象，只是它一切受感性條件所決定的性質都被我們抽離而

已，我們只是以在其自身的方式來思考這個經驗對象（= x）。

這即是康德一再強調的，以兩重觀點來看待同一個對象，作為

在其自身來看的對象（物自身），以及作為與我們的感性能力的

關係來看的對象（現象）。在這個意義下，現象即是經驗對象。 

  （b） 消極意義的本體與現象作為經驗對象的表象，不是同一的。 

因為表象是由我們所構作的，因而與經驗對象有區別，亦即，與

「消極意義的本體」有區別。在這個意義之下，消極意義的本體

是獨立於我們的表象的。我們的表象是關於這個消極意義的本體

（= 現象 = 經驗對象）的表象。正是在這個意下，康德才可以

不矛盾地說，物自身是「現象的原因」（A288/B344，A494/B522） 

最後，我們再謹慎地區分「在我們之外」（A373）的兩種不同的意

思，就可以避免誤解康德，以及解決「駁斥」與先驗觀念論的相容性

問題。 

  （Ⅰ） 經驗的意義（在個人觀點下）：在我之外／在我之內 

在我之外（外部的）：在空間中的對象（外感官的對象） 

在我之內（內部的）：在時間關係中所表象的對象（內感官的

對象） 

  （Ⅱ） 先驗的意義（在全體人類的觀點下）：在我們之外／在我們之內 

在我們之外：獨立於人類的感性認知條件的對象（通常被稱為

物自身33） 

                                                 
33 在此相關的只有「消極意義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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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之內：依賴於人類的感性認知條件的對象（通常被稱為

現象） 

先驗觀念論的主旨是從（II）出發的。由此可見，現象與物自身的

區分，首要是與經驗認知相關的。物自身雖然不可知，但也是人類理性

必然的思維對象。康德為感性認知訂立界線，目的是讓物自身問題留給

實踐與信仰。其次，根據現象的概念，現象指的是：某物 x 顯現，但它

自身不顯現；在這個意義下，物自身指的是，現象的「基底」或「根據」，

亦即「消極意義的本體」。康德也是由此區分現象與幻象。第三，從兩種

觀點來看待同一個對象：物自身指，在其自身來看的物；現象指，與人

類認知能力的關係來看的物。 

從（II）到（I），就是在先驗觀念論的視域下的經驗實在論。經驗對

象儘管是現象，但它們不是幻象。它們的客觀實在性是由先驗原則所建

立的。在「駁斥」中，康德明確地宣示人類的經驗是內部經驗與外部經

驗的綜合統一。相較其它地方而言，康德在「駁斥」中更為明確地表示，

就認知的對象性內容而言，內感官依賴於外感官。在空間中與在時間中

的對象，都是現象。就先驗意義而言，兩者作為現象，都在「我們之內」；

空間與時間（作為感性直觀的普遍形式）都是「在我們之內的」。但就經

驗意義而言，空間以及在空間中的對象是「在我之外的」；反之，時間以

及在時間中的對象是「在我之內的」。因而，儘管兩者都是現象，但是，

在經驗上，我們可以明確地區分它們。但是，空間與時間是同一個經驗

之不可分離的兩個面向。在經驗中，時間與空間，內感官與外感官必然

地連結在一起。這意謂：對於人類的經驗而言，我們不可能有一個單純

的內部經驗（因為它的部分內容至少必須依賴於外感官），但是，我們卻

可以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外部經驗。儘管在空間中的事物不「在我之內」

（經驗意義），但是，透過外感官的直觀（原初的被動性），這些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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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象進入「我之內」（經驗意義）成為內感官的對象，同時內感官也藉

此間接地「觸及」外部事物，儘管時間無法在我之外（經驗意義）被直

觀到。 

因此，「駁斥」所關涉的「在空間中的事物」還是處於因果關係之中

的現象（有時也被康德稱為現象體，或者經驗實在論意義下的「事物本

身」或「物自身」），不是非時空性的物自身（既不是消極意義的，更不

是積極意義的本體）。從兩重觀點來看這些作為經驗對象的現象，「在空

間中的事物」之所以具有空間性，有賴於我們外感官的直觀形式；但是，

如果不是這些事物自身（作為消極意義的本體 = x）的顯現方式剛好符

應我們直觀它們的方式，它們也不可能成為我們所直觀的對象。因此，

經驗對象特殊的顯現方式有賴於物自身，它們是我們經驗認知的質料性

根據。但是，為了與先驗實在論相區別，康德才一再強調，現象只不過

是我們的單純表象，脫離我們直觀它們的形式，它們什麼也不是。這不

過只是批判哲學的謹慎措施而已。我們也可以合理地設想，我們在經驗

對象上所認知到的感性性質，就是這些對象在其自身的本性。但是，這

點是我們永遠無法判定的。就理論認知而言，康德從來都沒有想要證明

物自身的「存在」。按照現象的概念，物自身根本就不需要被證明（x 顯

現，但 x 自身不顯現）。再者，非感性認知對象的物自身，絕對不可能用

感性認知的性質來證明。（Baum，1989：287） 

最後，我們回到本節開頭的問題上。那個作為我的時間決定條件的

「持久的東西」是經驗意義上在我之外的一個事物。它是一個經驗對象，

因而「獨立於」我對它的表象。所以，它和我對它的表象不是同一的。

但是，它作為經驗對象，亦即現象，是先驗地在我們之內的，因而是依

賴於人類的感性認知條件的對象。它是我受感性條件決定的性質所認知

的「消極意義的本體 = x」。在這個先驗意義下，經驗對象是「單純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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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但是，它不是經驗意義下我個人的心靈的表象，更不是幻象。正是

在此意義下，先驗觀念論穿透了「笛卡爾的箱子」，並且重新詮釋這個「箱

子」。同樣地，在此意義下，先驗觀念論不是柏克萊式的現象論。 

伍、結論 

在「駁斥」中，康德提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嚴肅地正面回擊懷疑論

者質疑的策略。他直接攻擊懷疑論者的核心假設。首先，從懷疑論者都

應該能夠接受的自我知識的構想為起點，逐步揭露它的矛盾性。這使得

懷疑論者陷入兩難的困境。或者他們必須承認，在他們的假設之下，自

我知識是不可能的；或者他們必須放棄那個假設，不僅承認自我知識的

直接明證性，同時也必須接受作為它的可能性條件的外部事物存在的直

接明證性。 

儘管在「駁斥」中，康德並沒有明確地指出，懷疑論者對於經驗認

知的絕對明證性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是，從他對於現實性設準的闡明，

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個別經驗的現實性判準，作為回應懷疑論者對於個別

經驗的真實性的質疑，我們可以看出，「駁斥」其實並沒有要直接回擊「做

夢論證」，因為這個論證的核心是基於那個不合理的明證性要求。我認

為，其實康德的回應是：根據人類認知能力的特性，來證成外感官存在

的必要性；而外感官的運作要求有在我之外的事物存在。只有在這個觀

點下，「駁斥」才能避開「做夢論證」。 

在「駁斥」中，康德完全沒有考量「惡魔論證」。我認為，理由在於，

康德主張極端的懷疑論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獨斷論。（A758-69/B786-97）34

                                                 
34 另外，參閱《判斷力批判》§38, V290。康德認為：如果我們不預設，所有人的認知能力是

同構的，而且它們也是根據相同的先天原則在運作的，那麼我們就必須敞開懷疑論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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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批判哲學從來不曾要，也不能擊倒極端的懷疑論，只能藉由理性

的批判指明它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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