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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体的知识是否是可能的? 形而上学能

身的逻辑运动都永远是这一对立统一的否定之否

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 主要就在于如何能够建立

定的自我完满的绝对精神, 它的客观性与形式逻辑

关于认识本体的知识活动的基本原理。黑格尔创
立了思辨逻辑, 自此, 关于本体的知识已经成为了

是一样的, 即不是 ∀ 我们 #主观地随意地 ∀ 创造 #出
来的。但另一方面, 无论是形式逻辑 还是思辨逻

一种事实, 形而上学也因此被 ∀ 终结 #了。形而上

辑, 又毕竟是通过 ∀ 我们 #即作为能思维的存在者

学的终结不是形而上学被废黜了, 而是说, 形而上

的 ∀ 人 #的认识活动得以显现的。因此, 客观的逻

学所要建立的关于本体的知识在黑格尔那里已经
完成了。然而, 关于本体的知识
思辨逻辑的建

辑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 ∀ 我们 #的思维活动得到显
现, 同样, 确立一种逻辑的客观性, 注定要遇到 ∀ 我

立, 虽然表明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形成,
但关于本体知识的主观认识活动的先验原理究竟

们 #主观的思维的干扰。如何 从 ∀ 我们 #的主观思
维中来揭示它所呈现的逻辑是客观的, 这是一切先

是什么, 则至今仍然值得讨论。也就是说, 我们虽

验哲学的基本任务。这就要求, 不但要直接确定逻

然已经认识了本体, 但认识本体的思维活动所遵循

辑自身的客观性, 而且, 还要确立 ∀ 我们 #的主观的

的先验原理尚没有被建立起来。这一认识本体的
思维同样具有其先验的原理, 即反思思维的先验原

思维活动所遵循的客观性原理, 即主观思维活动的
客观规律, 从而才能保证一种逻辑的客观性。而先

理。因此, 只有当把反思的思维活动所遵循的先验

验哲学所揭示的 ∀ 我们 #在思维客观的逻辑 ( 形式

原理建立起来, 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然性才
最终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 先验思辨逻辑是形

逻辑和思辨逻辑 )时自身所遵循的逻辑, 就称其为
∀ 先验逻辑 #。根据适用范围不同, 它应该被区分

而上学何以可能问题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为先验知性逻辑和先验思辨逻辑。
1. 先验知性逻辑
康德把 ∀ 先验逻辑 #区分为两 个部分, 一部分

一、
先验逻辑之被区分为先验知性逻辑与先验
思辨逻辑

叫做 ∀ 真理的逻辑 #, 另一部分叫做 ∀ 幻相的逻辑 #。

什么是先验思辨逻辑? 它与形式逻辑、
康德的
先验逻辑以及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什么关系? 众

所谓 ∀ 真理的逻辑 #, 是指知性如何通过先天知性
范畴综合直观表象从而形成关于经验对象的知识。

所周知, 思辨逻辑是由黑格尔创立的。思辨逻辑的

在康德看来, 知性只在经验中有效, 直观和知性是

实质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客观逻辑, 其客观性是
说, 无论 ∀ 我们 #如何认识本体 (绝对精神 ), 本体自

∀ 经验所以可能 #的先验认识活动。而且, 经验对
象的认识活动全部是 ∀ 内在的 #, 因而是具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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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为什 么说 经验性 的认 识活 动全 部是
∀ 内在的 #? 因为直观和知性综合, 是思维按照自

理性的思辨活动来说就成为无效的了。其表现就
是形成了 ∀ 先验幻相 #。超越幻相 逻辑, 必然从思

己的先验原理所把握到的意识之内的 ∀ 现象 #, 或

维本身的特点出发。因此, 思辨或反思的思维则是

者说, 所把握到的只是对象向我们的直观和思维所
呈现出来的 ∀ 现象 #, 这个现象就是 ∀ 我 #的直观和

超越知性思维的另外一种思维。恰恰是这一思辨
的思维, 使思辨逻辑成为了 ∀ 真理的逻辑 #。

思维的构造活动的结果。注意: ∀ 我 #的认识活动

为什么说思辨逻辑超越了形式逻辑? 这两种

所构造的结果是 ∀ 现象 #, 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客观

逻辑分别适用于各自的领域。形式逻辑适用于经

实在性, 即物自体。这样, 康德通过划分现象和物
自体的办法, 把经验对象的知识全部纳入到了内在

验对象的知识, 而思辨逻辑则适用于本体对象的知
识。众所周知, 形式逻辑的规律有四条: 同一律、
矛

性认识之中, 而把物自体划分到了 ∀ 超越的 #范围

盾律、
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那么, 思辨逻辑的规

之中。于是, 经验性的认识就因为其内在性而具有
真理性, 超验的对象因为外在于知性范畴的综合活

律是什么呢? 质量互变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
之否定规律。其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思辨逻

动能力, 因而就形成了 ∀ 幻相 #, 这个幻相因为是伴

辑当中, 其规律都表明形式逻辑的规律是无效的。

随理性自身而发生的, 因此是不可以避免的 ∀ 幻相

我们举一个思辨思维的判断

的逻辑 #。康德在 ∀ 先验辩证论 #部分里讲的就是
这一 ∀ 幻相的逻辑 #, 也就是关于理性对超验对象

辨逻辑的开端 ) 来 说明思辨逻辑对形式逻辑的超
越。同一律要 求, 有即是 ∀ 有 #, 而不能 同时 即为

认识时所形成的辩证的幻相。

∀ 非有 #。可见, 这一思辨的判断违背了形式逻辑

现在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最终就把关于形而上

∀ 有即是无 # ( 思

的同一律。进一步, 这一思辨判断又 违背了矛盾

学的三个对象
灵魂、
宇宙和上帝的认识活动仅
仅归结为 ∀ 幻相的逻辑 #? 对于形而上学的超越对

律, 即 两 个 相 反 的 概 念 或 命 题 不 能 同 时 成 立。
∀ 有 #与 ∀ 无 #是 相反的概念, 二者不能同 时存在。

象的认识能不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如果不把这

最后, ∀ 有即是无 #的思辨判断也违背了形式逻辑

一康德所规定的 ∀ 超越的 #认识变成一种 ∀ 内在性 #
的认识, 那么, 有关形而上学的对象的认识就永远

的排中律, 即, 当思辨地判断 ∀ 有即是无 #的时候,
并非遵 循了 ∀ 非此 即彼 #的 排中律。其逻 辑含义

不具有真理性, 而是停留在 ∀ 幻相 #的阶段, 那也就

是: 并非是 ∀ 有 #就不是 ∀ 无 #, 是 ∀ 无 #就不是 ∀ 有 #。

意味着, 形而上学最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简

这表明: 对立统一是思辨逻辑的最高规律。这样,

言之, ∀ 幻相的逻辑 #必须转变为 ∀ 真理的逻辑 #, 形
而上学方能最终建立真理性的学问体系。这一重

思辨判断是把两个反对的对象在思辨中统一 ( 这
一统一活动也就是思辨思维的综合活动 ) 起来了,

大的任务的第一个工作就由黑格尔完成了。黑格

因而超越了形式逻辑。

尔是用什么来完成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的呢? 黑格
尔的伟大发现 就是, 必须 要超越形式逻 辑而建立

我们用另一个思辨判断的例 子 ∀ 实体是无条
件者 #来说明思辨 逻辑对形式逻辑的最后一个规

∀ 思辨逻辑 #。思辨逻辑体系当中, 有关形而上学

律的超越。形式逻辑的充足理由律要求: 一切事物

对象的一切思辨的认识, 即反思的活动最终都是内

必有其原因。这一逻辑规律主要适用的范围显然

在性的 认识, 从而才使 形而上学 的对象 成为 ∀ 真
理 #的对象, 而不再仅仅是一个 ∀ 幻相 #了。为了说

是作为有条件者的经验对象。知性追问经验事物
的原因, 直到无条件者为 ∀ 第一原因 #。而思辨逻

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是 ∀ 真理的逻辑 #, 必须首先

辑作为本体的自我认识, 则不再从外部寻找原因直

看看思辨逻辑与形式逻辑是什么关系。
2. 先验思辨逻辑

至无条件者, 而是直接视自身为无条件者。因此思
辨逻辑可以将实体判断为 ∀ 实体是无条件者 #

前面说过对形式逻辑的超越, 使本体自我认识

没有原因的绝对存在者。至此为止, 我们看到思辨

的思辨逻辑成为内在的真理逻辑, 康德的 ∀ 真理的

逻辑不但不服从形式逻辑的规律, 而且正好相反。

逻辑 #是建 立在 形式逻 辑的客 观性基 础之上 的。
现在, 由于康德对 ∀ 幻相逻辑 #的分析, 我们知道:

这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 有一种逻辑其
规律是不符合形式逻辑的, 而其自身却仍然具有客

再也不能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来形成对超越对象

观有效性。这是理性所 遵循的另外的 一种逻辑。

的知识了。这就提示给我们一个问题: 形式逻辑已

这个逻辑就是由黑格尔开创的思辨逻辑。现在, 我

经不能为形而上学对象的认识提供客观性保证了。
形式逻辑只对知性认识活动来说是有效的, 而对于

们进一步分析这一思辨逻辑所遵循的先验原理是
什么, 以便如康德从主观先验活动中寻找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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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的客观性那样, 从主观的思维活动中寻找一
种保证这一思辨逻辑客观性的主观的客观性。
二、
先天分析

分析理智直观活动和反思的思维活动是如何针对
本体对象进行先天的分析和综合的了。思辨逻辑
的先验原理就是要考察作为理智直观和思辨思维

综合判断的引出

一切知识的逻辑形式皆为判断, 不论是知性知

自身所遵循的先天分析 综合的原理。
关于本体的思辨知识不需要从经验开始, 而是

识还是思辨知识。如果可以把对经验对象的知性

直接从理智直观提供的概念表象 ( 区别于经验直

认识称为知性知识, 而把对本体对象的思辨认识称

观表象 )开始, 在反思的活动中, 理智直观不断从

为思辨知识的话, 那么, 从判断类型上寻找知识的
原理, 就是一条有效的线索。众所周知, 康德发现

本体中分析出各种规定, 从而形成本体对自身的规
定。因此, 一切形而上学的判断都是分析判断

感性直观和知性综合的先验原理的 ∀ 引线 #是 ∀ 先

反思的一切规定不过是从主词的本体中分析出来

天综合判断 #。但需注意的是: 在康德那里, 先天
综合判断仍然是在经验知识范围内来加以讨论的。

的, 这个分析活动就是从理智直观开始的思辨。分
析总是从一个主词中开始分析, 而作为本体的 ∀ 主

康德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对判断进行了划分: 分析

词 #是不能 间接获得的, 只能 直接获得。这样, 直

判断和综合判断。而一切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 不

接呈现本体的先天能力就是理智直观。理智直观

存在后天的经验的分析判断。分析判断的最高原
理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 即构成判断的谓

是使一切分析成为可能的前提, 因而也是一切反思
思维的前提。反过来, 反思的思维重新把从本体分

词是从主 词中按 照形 式逻辑 的同 一律 和矛 盾律

析出来的否定性环节与本体自身综合起来, 形成了

∀ 分析 #出来的。这是一个完全先天的判断, 而不

同一个思辨逻辑的 ∀ 否定之否定 #的肯定环节

是在经验 中完 成的。 综合判 断分 为经 验的 综合
(归纳判断 ) 和先天的综合两种。由于有后天的经

否定即是肯定。从这个意义上看, 思辨知识的判断
全部是先天综合判断。这样说来, 关于本体的思辨

验对象加入到判断之中, 且由于理性对趋向于无条

知识都是先天分析判断和先天综合判断的统一, 这

件者的无穷回 溯, 经验的 综合是永远不 能被完成
的。正因为永远不能被完成, 它就不能上升为普遍

是惟独形而上学作为思辨知识所具有的判断类型。
三、
从 ∀ 知性分析判断 #的原理推出 ∀ 反思分析

有效性, 因而经验的综合 判断是没有客 观必然性

判断 #的初步规定

的。
这样, 还剩下最后一种判断, 即先天综合判断。
这一判断告诉我们: 当知性对经验对象进行判断的

1. 知性分析判断的原理
( 1) 知性的分 析判断的必然性来自形式逻辑

时候, 知性 所从事 的是一 种综合 活动, 但却 不是

的同一律。

∀ 经验的综合 # ( 如联想律 ) , 而是知性自身通过先
天的范畴对直观杂多所进行的 ∀ 先天综合 #。这一

知性的分析判断是对经验知识有效的。判断
是把一个特殊对象放在一个在它之上的普遍概念

先天综合判断的任务是: 知性通过 ∀ 范畴 #综合直

之下的逻辑能力。如果用主谓关系来说, 就是判断

观表象, 把表 象纳入到概念下面, 从 而完成判断。

的主词当中包含了谓词, 谓词是从主词的内涵当中

即便是推理活动中没有直接的经验对象参与, 但毕
竟也是经验知识的知性认识的推理。因此, 先天综

抽取出来的。这样抽取出来的谓词与主词之间关
系的必然性, 是建立在两个逻辑前提之上的。第一

合判断在康德那里的有效范围是经验知识。那么,

就是同一律。也就是说, 主词当中既然已经包含了

现在的问题是: 有没有适用于本体对象的先天综合
知识呢? 进一步, 康德把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加以

谓词, 那么, 说谓词是主词的一个规定就是不自相
矛盾的符合同一律的判断。康德注意到了这一点,

区分, 那么, 有没有一种判断既是分析的, 同时又是

因此, 他把同一律看做是分析判断的最高原理。

综合的? 在本体知识的范围内, 一种 ∀ 先天分析

( 2) 知性的分析判断的必然性, 就其先验逻辑

综合判断 #是否是可能的? 这构成了先 验思辨逻
辑的基本问题。
如果说先天分析

来说则来自于先天感性直观形式的先验图型。
但同一律还只是从纯粹形式上来揭示分析判

综合判断是可能的, 并且是

断的必然性, 进一步, 分析判断的必然性还要在内

关于本体思辨知识的判断形式, 那么, 一切形而上

容上即内涵逻辑 ( 先验逻辑 ) 而不是纯粹形式逻辑

学对象的思辨活动就应该表现为先天分析 综合
判断。而对于思辨活动的先验原理的分析, 也就是

的意义上有其必然性根据。分析判断中的谓词一
定是主词的上方级别的普遍性概念来充当。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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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是黄色的。其中黄色相对于黄金来说, 即是其
上一个级别的普遍性概念, 因为黄色不仅仅包括黄

四、
先天综合判断被区分为对经验对象的先天
综合和对超越对象的先天综合

金, 而且还包括其他的一切黄颜色的东西, 如黄花
是黄色的, 黄河是黄色的 % %等等。分析判断的实

康德的先验知性逻辑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

质, 就是把一个已经在一个普遍概念下所包含的特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有

殊对象抽取出来, 再回放到这一普遍概念之下, 这

两个基本规定: 第一, 它只适用于经验知识; 第二,
它的活动是由感性直观和知性综合承担的。这也

是一个分析判断的实质的内涵逻辑。因此, 一切分
析判断的逻辑意义都是把一个已经在其中的特殊

就是说, 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不过是对经验对
象的先天综合活动。 ∀ 所以, 先天综合判断并不仅

抽取出来, 重新放回到普遍性之下。
进一步, 既然知性的分析判断是对经验知识有

仅如我所主张的, 在与可能经验的对象的关系中、

效的判断, 那么, 其判断的知性综合活动就应该最

也就是作为这个经验本身的可能性的原则, 是可行

终建立在感性直观形式之上, 判断的有效性也要以

的和可允许的, 而且它们还可以针对一般的和自在

概念的内涵关系为基础。普遍性概念包含着特殊

的物本身, 这一结论就会葬送这整个的批判, 并要
求我们一切照旧就行了。# 1!而现在, 当我们建立

在其中。这样的逻辑判断的有效性, 实质上不过是
由两个概念的 ∀ 范围 #之间的包含关系决定的。而

本体知识的时候, 所形成的判断则是先天分析

综

包含关系的感性直观形式就是空间, 因此, 分析判

合判断。其规定同样有两个方面: 第一, 它只适用

断的逻辑图型就是空间的图型关系。按照康德的

于超越对象, 即本体知识; 第二, 它的活动由理智直

先验图型原理, 形式逻辑中的概念的内涵关系是建

观和反思综合这两种认识机能承担。而反思的分

立在感性直观形式

析判断前面已经给予初步规定, 因此, 只剩下反思

空间图型基础之上的。普

遍性概念包含着特殊个体, 这一包含关系要在先验

的综合判断还需进一步给予规定。

直观形式
空间的关系中被确立起来, 因此, 康
德的 ∀ 先验图型 #就是知性的逻辑活动所遵循的感

对超越对象的综合活动即是反思。我们仍然
使用黑格尔对反思概念的规定: ∀ 反思以思想自身

性直观形式。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是知性的逻辑

为内容, 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判断的绝对基础。由此说来, 知性的分析判断是建

分析和综合的双重机能。反思的分析判断同时即

立在空间直观形式的包含关系中的必然性。

为反思的综合。分析和综合是同一个活动的两个

2!反思承担着

2. ∀ 反思的分析判断 #的初步规定

方面。也就是说, 在本体知识的认识活动中, 理智

从以上对知性的分析判断原理的阐明, 可以对

直观和反思思维同时完 成分析和综合 两个活动。

反思的分析判断做如下初步规定:

一方面, 理智直观直接提供本体对象
作为有和
无的直接统一体, 而反思思维则是对这一理智直观

( 1) 反思的对象不是经验对象, 因此不是经验
知识的判断。反思的对象是由思维自己提供出来

的本体加以分析

的绝对。

综合。分析

综合只是在我们

去思维这一反思的活动的原理时才是分开的, 而反

( 2) 反思的分析判断其 必然性不能来自形式

思活动本身则永远都是 分析和综合的 统一活动。

逻辑。反思的分析判断来自思辨逻辑。思辨逻辑

我们对反思思维原理的阐明, 实质上是在知性中进

的规律不是同一律和矛盾律, 而是与此相反的辩证

行的。 ∃ 先验思辨 逻辑是对反思活动所做的知性

的对立统一规律。

考察。反思活动本身不是知性活动, 但对反思活动

( 3) 反思的判断不是建 立在先天感性直观形
式之上的。反思是建立在理智直观之上的。而理

的先验原理的考察, 则只能是知性的活动。而在对
反思活动所做的知性考察当中, 我们就要把反思的

智直观必然是一切反思思维必然性的基础。就如

分析和综合活动区分开来。前面已经对反思的分

同感性直观是一切知性思维必然性的基础一样。

析判断给予初步规定, 这里, 则进一步阐明反思的

∃ 康德完成的是对知性活动原理的知性考察, 而我们要完成的则是反思 活动原理的知性 考察。因此, 当黑格 尔批判康德 ∀ 在岸上 学游
泳 #的时候, 他只说对了一半, 即作为成就本体的知识来说, 只能在反思中完成, 反思和本体是 同在的。但这并不 意味着 ∀ 在岸上学 游泳 #是
完全没有意义的。 ∀ 在岸上学游泳 #永远都是一种知性活动, 即在反思思维以外的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不能直接成就本体知识, 但对 于认识
成就本体知识的反思活动的必然性

反思所遵循的先验原理的考察, 则只能由知性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对 反思思维的先 验逻辑

所做的知性考察, 也就是 ∀ 在岸上学游泳 #。 ∀ 在岸上学游泳 #虽然不是游泳 本身, 但对于掌握 不被水淹没 和遮蔽的 纯粹的动 作要领则 是绝
对必要的。因此, 在岸上学游泳仍然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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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反思的综合判断: 绝对精神是通过 ∀ 我们 #的 ∀ 我
思 #而显现其自身, ∀ 我思 #是绝对精神显现自身的

综合活动。
反思的综合判断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完成的:
反思的综合的第一个方面: 绝对精神原始的同

内在环节。

一性 ( 存在 )
客 观精神 的否定 性环 节的 规定
(本质 )
返回自身的客观精神 (概念 ) 。这三个

但是, 我们要从 ∀ 我们 #这里寻找本体是如何
在 ∀ 我们 #的活动中完成其对 自身的显现的, 这就

环节是客观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思辨逻辑, 这

是先验辩证逻辑的全部任务。上述对反思的综合

一逻辑在 ∀ 我们 #的反思中被建立起来, 从而完成

活动的先验原理的阐明已经告诉我们: 一切关于本

了三个环节的综合活动。反思把理智直观提供的
绝对精神 ( 单纯的有与无的统一体 ) , 与绝对精神

体的知识, 都不是 ∀ 我们 #附加给本体对象的, 而是
本体自身显现的逻辑活动。因此, 一切关于本体的

自我否定的 规定 ( 这是 反思的分 析活动 ) 联 结起

知识, 都是已经内在于本体, 而不是在本体之外, 从

来, 从而完成关于绝对精 神的先天反思 的综合判
断: 绝对精神在其自身的 否定性环节中 返回其自

外面加上去的。作为 ∀ 我们 #的主观认识活动的本
体
∀ 我思 #同样是一切思维的起点, 并且, 是一

身。

切思维必然性的总根源。当反思的综合的第三个

反思的综合的第二个方面: 客观的思辨逻辑必

方面把 ∀ 我思 #看做是绝对精神客观思辨逻辑的环

然要在 ∀ 我思 #中显现自身。因此, 在 ∀ 我思 #中所
呈现的客观的思辨逻辑的各个环节, 不是从经验中

节的时候, 完成了先验思辨逻辑的最高演绎。反思
中看到: ∀ 我思 #是客观思辨逻辑的环节, 而这一判

获得的, 而是从 ∀ 我思 #中分析出来的。这样, 客观

断同样是由 ∀ 我思 #分析

的思辨逻辑的每个必然环节, 实质上 都是 ∀ 我思 #

已经扬弃其主观性, 而与客观精神同在了。

综合完成的。但 ∀ 我思 #

自我运动的客观环节, 思辨逻辑在这里表现为 ∀ 我
思#
∀ 我思 #的否定
∀ 我思 #的完成。这样,

析

反思的综合实质上是对 ∀ 我思 #自我运动的三个环

最终是建立在理智直观之上的。没有理智直观提

节的综合。反思综合的对象不只是客观思辨逻辑
的环节, 而且同时就是 ∀ 我思 #自身提供的环节。

供这一原始的综合能力, 反思是不会联结本体与其
自身的环节的。而理智直观和反思的先验逻辑都

反思的综合的第三 个方面: 当 ∀ 我思 #如此这

综上所述, 先验逻辑的基本问题就是 ∀ 先天分
综合判断何以可能 #。先天分 析 综合判断

是建立在思辨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之上的。

般去完成绝对精神与其各个环节的综合的时候,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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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 #联结起来, 从而完成了关于绝对精神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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