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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輝：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何以有價值意涵？――
為牟宗三的詮釋進一解〉 。《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17卷第2期（2018年3月），頁53-62；《國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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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輝： 〈「窮智見德」──勞思光先生的思想綱領〉 。 
2017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文化理性的批判與哲學理
性的辯護――勞思光教授九十冥壽學術會議」中宣讀。 



牟宗三對「物自身」的詮釋 

依康德，物自身之概念似乎不是一個 「事實上的原樣」之概念，
因此，也不是一個可以求接近之而總不能接近之的客觀事實，
它乃是根本不可以我們的感性和知性去接近的。因此，它是一
個超絕的概念。我們的知識之不能達到它乃是一個超越的問題，
不是一個程度底問題。（《現象與物自身》） 

如果「物自身」之概念是一個價值意味的概念，而不是一個事
實概念，則現象與物自身之分是超越的，乃始能穩定得住，而
吾人之認知心（知性）之不能認知它乃始真成為一超越問題，
而不是一程度問題。 

  康德亦實未明朗地決定說物自身是一個價值意味底概念，他說
物自身常是與事實問題不分的。 



牟宗三對「物自身」的詮釋（續） 
 我們由康德的隨文點示好像已朦朧地知道他所說的
「物自身」之概念不是一個認知上所認知的對象之
「事實上的原樣」之事實概念，而是一個高度價值意
味的概念。 

 問題底關鍵似乎是在：這「物自身」之概念是一個事
實問題底概念呢，抑還是一個價值意味底概念呢？這
點，康德並未點明，是以讀者惑焉。 

 康德所說的物自身自應是一個價值意味底概念，而不
是一個事實底概念。問題是在他的系統不足以充分而
顯明地證成這價值意味的物自身，只隱約地把它烘托
出是如此，故我們須如此視之而已。 



關於「物自身」的爭論 
 鄺芷人〈 「物自身」 、「智的直覺」與 「新外王」〉
（1991）：「無論康德本人或是當時參與討論的德國哲學，皆
沒有把 『物之在其自己』視為具有價值意味的概念。」  

 楊澤波 〈牟宗三何以認定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一個事實的概念?〉：
「康德的物自身既含有價值的內容，又含有事實的內容；既不
完全是一個事實的概念，又不完全不是一個事實的概念。所以
貿然斷定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一個事實的概念，在理論上不夠準
確， 有失嚴密。」 

 楊澤波 〈 康德的物自身不是一個事實的概念嗎？――牟宗三關
於康德物自身概念之詮釋質疑〉：「牟宗三否認物自身是一個
事實的概念，顯然是以偏概全。」 

 



關於「物自身」的爭論（續） 

 唐文明《隱秘的顛覆》：「在我看來，將康德的物自
身理解為『一個高度價值意味的概念』，是一個很有
見地的誤解，或者說是一個包含著錯誤的洞見。」 

 2014年楊澤波出版五卷的《牟宗三儒學思想研究：貢
獻與終結》，才在第三卷《存有論》中提到李明輝的
這篇論文。不過，他在此依然堅持：牟宗三不該否定
「物自身」是一個事實的概念，而認為「這種以偏概
全的看法很難說是準確的」，並對李明輝與其他學者
（鄭家棟、王興國）未能充分注意這一點而感到遺憾。 

 



鄧曉芒的批評 

 鄧曉芒〈牟宗三對康德之誤讀舉要（之三）：關於「物自身」 》:「康
德的物自身概念的根本立足處在於事實方面，即一切認識對象之所以
可能的條件（或『事實』之所以可能的條件），而不在價值方面，價
值方面的含義只是在事實方面已經確立起物自身的地盤以後才得以合
理地生長起來。」 

 「牟宗三對康德提出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這種指責毋寧說反映了牟
氏自己的某種誘導的意向，即把問題引向兩種實指的對象，一種是事
實對象，一種是價值對象；進一步就是取消事實對象而轉向價值對象，
從而與中國哲學的唯價值立場掛起鉤來。」 

 「牟宗三對康德哲學的核心概念之一『物自身』的理解存在著諸多誤
讀〔……〕這些誤解不僅表明牟宗三對康德哲學的解讀缺乏耐心和細
心，表明他過於執著於自己的先入之見和既定倫理信念，急於用康德
來『證成』他自己的東西。」 



Richard Kroner的背書 

 「此處所探討的概念〔『物自身』的概念〕之真實意義決
非知識論的。它是以自然與自由間的倫理學對比為依據，
並且由這個道德根源擷取其力量。［……］物自身之客觀
性並非展現為一個新的知識對象之客觀性，而是展現為義
務的客觀性──意志的對象。」（ Kant’s Weltanschauung ） 

 「康德的物自身毋寧越過知識論，而指向倫理的主體主義。
只有在其中，它才有其原鄉，而從中取得其力量。這個無
法認識的、超越自然的對象對我們展現為客觀的知識目標
──與之對應的不再是僅僅認知的主體，而是同時意欲的
主體。以此在自然底王國之旁開啟一個新的王國，即自由
底王國，而意志在其中發現其活動之領域。在此，一種新
的客觀性發生作用，此即意欲之客觀性、義務之客觀性。」 



Richard Kroner的背書(續) 

「物自身乃是人類之道德探求的目標。」 

「知識論最後成為康德的倫理世界觀之一個
領域。多數康德詮釋者都相信知識論是康德
哲學之中心、基礎和本質，並相信他的倫理
學只代表一種附屬的冒險、一項附錄，或只
是其思想中與其他部分並存的一個部分。所
有這些詮釋者都忽略了整體之內在結構。」 



Ernst Cassirer的背書 

Ernst Cassirer：「倫理學才使物自身
的概念之真正根源及其所指向的目
標完全清晰地凸顯出來。」（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 

 



「窮智見德」之出處 

勞思光《致唐君毅先生》，《民主潮》
第4卷第5期（1954年5月16日）。 
勞思光《論「窮智見德」》，《人生》
第14卷第4期（1957年7月1日） 



「窮智見德」的康德淵源 

勞思光 ：「頻年于德智本末之義，嘗有所論述，
大要以循康德之學窮智見德為依歸。」 

「康德秉承重智精神之傳統而興，獨能窮智見德，
此蓋非時人所能企及萬一者 。」 

《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前言〉：「我必須揚
棄知識，以便為信仰取得地位。」 

 “Ich mußte also das Wissen aufheben, um zum 
Glauben Platz zu bekommen.” 
 



康德論「意見」、「知識」、「信仰」 

  「意見」（Meinen） 是一種在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
均不充分的「確認」（Fürwahrhalten）。 

「信仰」（Glauben）是一種在主觀方面充分、但在客
觀方面不充分的「確認」 。 

「知識」（Wissen）則是一種在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
均充分的「確認」 。 

 康德在此所說的「信仰」 是指「道德信仰」，亦即上
帝之存在與來世（不滅的靈魂）。 
 



「揚棄」（aufheben）之意義 
 aufheben 這個字同時包含「取消」、「提升」
與「保存」三義。 

Norman Kemp Smith, Paul Guyer/Allen W. 
Wood 譯為 deny。 

Werner S. Pluhar 譯為annul。 
鄧曉芒譯為「懸置」。 
英文的sublate這個字更適於表達aufheben之
義。 
 



 「事相」與「理體」之區分 
「事相」（Phaenomenon）與「理體」 
（Noumenon）之區分大體相當於「現象」 
（Erscheinung）與「物自身」（Ding an sich）
之區分。 

「理體」是「一個事物，它決不當被設想為
感覺底對象，而當（僅藉由一種純粹的知性）
被設想為一個物自身」。 
 



「理體」的意義 
 消極意義：理體「並非我們的感性直觀底對象」。 
 積極意義：理體是「一種非感性直觀（智性直觀）

底對象」。 
「理體底概念只是個界限概念，用以限制感性之僭

越，且因此只有消極的運用。」 
「理體」對人類的知識形成限制，並且以這種方式
與人類的知識發生關聯；因此，它與人類的知識之

間並無矛盾。在這個意義下， 「理體」的概念是
「或然的」（problematisch）。 
 



「自由」概念之知識論意義 
 在《第一批判》的〈先驗辯證論〉中，康德提出純粹理性
之四組 「背反」（Antinomie），其中第三組背反如下： 

 正論：依乎自然法則的因果性並非唯一的因果性，宇宙底
現象均能從中推衍出來。為了說明這些現象，有必要假定
一種藉由自由的因果性。 

 反論：並無自由存在，宇宙中的一切均僅依自然法則而發
生。 

 正論包含「先驗的自由」（transzendentale Freiheit）之概
念，反論包含「自然底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之
概念。為了化解其間的矛盾，康德將前者歸諸「物自身」 ，
將後者歸諸「現象」 。 
 



「自由」概念之實踐意義 
 實踐意義的自由是意念（Willkür）之無待於感性衝動之強
制。「實踐的自由」必須預設「先驗的自由」。 

 先驗的自由是關於原因的一種絕對的自發性，自動地開啟
一個依自然法則而運作的現象之系列，亦即「第一因」 
（causa prima）。這是消極意義的「自由」。 

 「儘管自由並非依乎自然法則的意志底一項特質，卻不因
此是完全無法則的，反而必須是一種依乎恒常法則（但屬
於特殊種類）的因果性。［……］除了自律──亦即 
『意志對於自己是一項法則』的這項特質──之外，意志
底自由還可能是什麼呢？」這是積極意義的「自由」。 



雙重世界 

「智思的性格」（intelligibler Charakter）與
「經驗的性格」 （empirischer Charakter） 

  「智思世界」 （mundus intelligibilis）與
「感性世界」 （mundus sensibilis） 

「智性世界」 （intellektuelle Welt）∕ 「知
性世界」 （Verstandeswelt）與「感性世界」 
（Sinnenwelt） 
 
 



目的王國 
「有理性者均依從這項法則：每個有理性者
應當將自己及其他一切有理性者決不僅當作
工具，而是始終同時當作目的自身來對待。
但由此便產生有理性者藉共同的客觀法則所
形成的一個有秩序的結合，亦即一個王國
──由於這些法則正是以這些存有者間互為
目的和工具的關係為目標，這個王國可稱為
一個目的底王國（當然只是一個理想）。」 



目的王國＝智思世界 
「現在我們可由此無爭議地推斷：每個作為目的自身的
有理性者，就他所服從的任何法則而言，必須能將自己
也視為普遍法則底制定者，因為正是其格律之適於制定
普遍法則將他凸顯為目的自身。我們還可推斷：他這種
超乎一切純粹自然物的尊嚴（特權）使得他必須始終從
他自己的──但同時也是其他每個作為立法者的有理性
者（他們因此也稱為人格）底──觀點采用其格律。如
今，一個有理性者底世界（mundus intelligibilis）以這
種方式作為一個目的王國而有可能性，而這是由於一切
作為其成員的人格之自我立法而然。」 



循環論證的問題 

 「我們必須坦白承認：在這裡顯示出一種似乎無法擺
脫的循環。我們假定自己在致動因底秩序中是自由的，
以便設想自己在目的底秩序中服從道德法則；然後我
們設想自己受這些法則之約束，因為我們已將意志底
自由歸諸自己。」 

 「但是我們還剩下一個辦法，即是去探討：當我們透
過自由設想自己是先天的致動因時所採取的觀點，是
否與我們依據我們的行動（作為我們眼前所看到的結
果）設想自己時所採取的觀點不同？」 



從現象與物自身看人的雙重身分 
「有一項省察，其進行不太需要精微的思慮，反而我們
可假定：最通常的知性也可能作這項省察﹙雖然是按照
它自己的方式，借著它稱作 『情感』的判斷力底一項模
糊分別﹚。這項省察即是：一切非因我們的意念而來的
表象﹙如感覺底表象﹚使我們認識的對象，只是觸動我
們的那些對象，而在此我們仍不知道這些對象自身可能
是什麼；因此，就這種表象而論，縱使知性加上最大的
注意力和明晰性，我們以此方式仍只能得到現象底知識，
決非物自身底知識。這項分別或許只是緣於我們注意到
由他處所給與我們的表象﹙在此我們是被動的﹚與我們
單憑自己產生的表象﹙在此我們表現我們的活動﹚間的
差異。 



一旦我們作了這項分別，其自然的結果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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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們自然會知道：既然我們決無
法認識物自身，而永遠只能認識它們觸動我們的方
式，則我們決無法更接近它們，並且知道它們本身
是什麼。這必然提供一項感性世界與知性世界之區
別﹙雖然是粗糙的﹚；其前者依各種宇宙觀察者內
的感性之差異，也能有極大的差異，但是作為前者
底基礎的後者卻始終保持不變。甚至對於自己，人
也不可依據他由內在感覺所得到的自我認識，自以
為認識他自己的本來面目。 



因為既然他的確並未彷佛創造自己，且並非先天地、
而是經驗地得到關於他自己的概念，則他甚至能透
過內感──且因而僅透過其本性底現象，以及其意
識被觸動的方式──搜取關於他自己的訊息，乃是
自然之事。但除了他自己的主體之這種純由現象所
組成的特性外，他還必然假定另一個作為基礎的東
西，即他的自我﹙如它自身的可能情況一般﹚。因
此，就純然的知覺及對感覺的感受性而言，他得將
自己歸入感性世界；但就可能在他之內作為純粹活
動的東西﹙它決不經由感覺之觸動、而是直接進入
意識中﹚而言，他得將自己歸入智性世界，但他對
這個世界無進一步的認識。」 



人的雙重身分 
「一個有理性者必須將自己視為智性體﹙因
此不從其低級力量之一面來看﹚，並非屬於
感性世界，而是屬於知性世界。因此，他具
有兩個觀點，他可從這兩個觀點來看自己，
並且認識其力量底運用之法則，因而認識其
一切行為之法則：首先，就他屬於感性世界
而言，他服從自然法則﹙他律﹚；其次，就
他屬於智思世界而言，他服從不受自然所影
響、而僅以理性為基礎的非經驗法則。」 



「物自身」概念的價值意涵 
「通常的人類理性之實踐運用證實了這項推證之正確性。當
我們向任何人﹙甚至最壞的惡棍﹚舉出心意正直、堅守善良
格律、同情及普遍仁愛﹙此外更連帶著利益與舒適之重大犧
牲﹚之範例時，只要他在其他情況下習慣於使用理性，他就
不會不希望自己也可能有這種存心。但他可能只由於其愛好
和衝動，本身無法真的做到這點；但在這件事上，他同時還
是希望擺脫這種令他自己厭煩的愛好。所以，他用這個方式
證明：他藉一個從感性底衝動解脫出來的意志，在思想中將
自己置於一個與其欲望在感性領域中的秩序完全不同的事物
秩序中，因為從這項願望，他無法期望欲望之滿足，因而無
法期望任何一種令其實際的或者可設想的愛好得到滿足的狀
態﹙因為這樣一來，連使他產生這項願望的理念都會失去其
優越性﹚，而是只能期望其人格之一項更大的內在價值。 



但是當他將自己置於知性世界底一個成員之觀點
時，他相信自己是這個較好的人格。自由﹙亦即
對於感性世界底決定原因的超脫﹚底理念迫使他
不得不將自己置於這個觀點，而且在這個觀點中，
他意識到一個善的意志。據他自己所承認，這個
善的意志構成其惡的意志﹙就他是感性世界底成
員而言﹚底法則；當他違背這項法則時，他知道
其威權。因此，這個道德的『應當』是他自己所
必然意欲者﹙就他是一個智思世界底成員而言﹚，
而且僅就他將自己同時視為感性世界之一個成員
而論，才被他設想為 『應當』 。」 



「物自身」的概念是一個觀點 
「一個知性世界底概念只是一個觀點，理性為了設
想自己是實踐的，不得不在現象之外採取這個觀點。
如果感性對人的影響是決定性的，『理性設想自己
是實踐的』一事便是不可能的；但假使我們不該否
定人會意識到自己是智性體，因而是有理性且憑理
性活動﹙亦即自由地產生作用﹚的原因，此事便是
必然的。這個思想的確產生自然機械作用﹙它涉及
感性世界﹚底秩序與立法以外的另一種秩序與立法，
並且使一個智思世界﹙亦即作為物自身的全體有理
性者﹚底概念成為必要。」 

 



Friedrich Kaulbach : Perspektivismus 
 Friedrich Kaulbach: Immanuel Kants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Interpretation und Kommentar, 1988. 

「先驗的視角主義」（transzendentaler 
Perspektivismus） 

「關於理性世界或『知性世界』的言說若要被賦
予意義，我們就不能嘗試客觀地描述其對象類型、
其關係及其中發生之事。」 



知識論意義的「物自身」概念是穩不住的 

 Wilhelm Windelband: Lehrbuch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哲
學史教本》）, §41〈物自身〉討論 「物自身」概念的後續發展。 

 康德的 「物自身」概念受到雅科比（Friedrich H. J. Jacobi）、舒爾
策（Gottlob E.Schulze）、菲希特（Johann G. Fichte）、布特威克
（Friedrich Bouterwek）、黑格爾（Georg  W. F. Hegel）、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等人的質疑。此外，弗利斯（Jakob F. 
Fries）、萊因侯爾德（Karl L. Reinhold）、貝克（Jakob S. Beck）、
邁蒙﹙Salomon Maimon﹚、許賴爾馬赫﹙Friedrich E. D. 
Schleiermacher﹚、黑爾巴特﹙Johann F. Herbart﹚、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等人也試圖重構這個概念。這些質疑與重構均是針
對知識論意義的 「物自身」概念。這足以顯示：依知識論意義去
理解「物自身」概念在康德的哲學系統中是穩不住的。 



「物自身」概念的「了義」與「非了義」 

 F. H. Jacobi: 「沒有那項預設〔按：指物自身〕，我無法進入
〔康德的〕系統，而有了那項預設，我無法停留於其中。」 

 康德的「物自身」概念之「了義」並不是一個「事實上的原樣」
之概念（「非了義」），而是一個道德世界的概念。康德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已暗示此義，但是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
礎》中則明白地表示此義。若非如此，其「物自身」概念便無
法避免雅科比的質疑。 

 牟宗三將康德的「物自身」概念視為一個價值意味的概念，既非
如楊澤波與唐文明所言，是對康德思想的誤解或以偏概全，亦
非如鄧曉芒所指摘，是為了遷就中國哲學的詮釋而對康德思想
的曲解，更不違背當代德國傑出的康德專家卡西勒、克隆納、
考爾巴赫等人之見解。 



康德名言的意涵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藉由「事相」與「理
體」（或「現象」與「物自身」）之區分，為人
類的知識畫定了界線，使之局限於現象。 

他藉由提出「先驗的自由」，為我們通往道德世
界打開一個消極的通道。 

在《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中，康德藉由對道德
法則的分析，積極地開啟了道德世界。 

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通過討論「最高善」
的問題，進而提出「上帝之存在」與「靈魂之不
滅」這兩項「設准」，而形成其「道德信仰」。 
 



康德的「窮智見德」 
康德「放棄」知識領域而「提升」到道德領域。 

但他之放棄知識領域，並非要否定知識，而是
要將知識「保存」在現象界，使之不致因僭越
而進入物自身的領域。 

為人類的知識劃定界線即是「窮智」，開啟道
德領域即是「見德」，而由「窮智」到「見德」
即意謂由「現象」的觀點翻轉為「物自身」的
觀點。 



勞思光以「窮智見德」概括康德哲學的要義 

 1）康德《純粹理性批評》以理解及感性之統一活動範
定現象界之全後，乃能透出理性之本；自此而通實踐
理性，實循此道。蓋智境即決定其範限，則無限、永
恆等義皆不能於此中求之，而此諸義又實出現於自覺
中，於是超知識之主體活動乃逼出矣。康德此一途徑，
實哲學之正途；而其精髓則唯是就主體說法耳。 

 2）究本之學，旨在上達；此處所不可忽者則是此學必
須不與知斷離；最高自由既不能為知識對象，而今欲
展示此義又不能不下接於知境，使學者能有所依循，
則處此兩難之間，其可擇而行者恐唯有窮智見德可為
正路。 

 



「窮智見德」與主體性 
 3）「窮智見德」，乃以立進學之階梯；亦是透現主體性
之嚴格軌道。即展現智性活動之全境（注意，決非指知識
內容講），以顯主體，然後由認知主體上通道德主體。
〔……〕 「窮智見德」 ，正是由「所」歸「能」 ，牟宗
三先生每喜以「逆之則成聖成賢」一語，以狀此返歸（超
越），「窮智」後之「見」即此「逆而成」之關鍵；所
「窮」者是智性活動之全境， 「窮」後所「見」者乃「主
體性」 〔……〕 

 4）究本之學不立，則主體之主體性不彰；主體性不彰，則
最高自由不顯，主客之大本不明；由是自覺必自繫執於關
係中，而價值必不能安定。西方正統哲學所以起伏激蕩而
終成今日之西方文化，其樞紐實在於重智精神本身；重智
精神蓋即背離最高自由者也。 

 



牟宗三與「窮智見德」 
 5) 昔歲承牟宗三先生以未刊之《認識心之批判》原稿
見示，精義妙詮，得未曾有；觀其體系，是改造康德
哲學之書，審其意向，則正是承繼康德哲學之作。因
知宗三先生之於康德學，大旨固亦與私見相符也。 

 6) 《認識心之批判》序言：「承近代學術之發展，會
觀聖學之精蘊，則康德之工作實有重作之必要。吾茲
於認識心之全體大用，全幅予以展現。窮盡其全幅歷
程而見其窮，則道德主體朗然而現矣。友人勞思光君

所謂『窮智見德』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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