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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形式的演繹？
——論黑格爾邏輯學中的判斷論
史偉民
佛光大學哲學系

摘要
黑格爾《邏輯學》中的判斷論大多被理解為對於傳統邏輯中的
判斷形式的演繹，而對應於康德所提出的判斷表。康德建立判斷表
時並不純然依據邏輯的原則，同時也具有知識論的動機。本文論
證：即使把知識論的動機納入考慮，也不能解釋黑格爾對於判斷形
式的奇特界定；相反地，根據他的界定，所謂的判斷其實指的是某
種表達同一性的命題。本文進一步論證：此一對於判斷的理解與黑
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前言〉中對於判斷的批判一致。

關鍵詞：黑格爾、邏輯學、判斷、思辯命題

52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十七期

壹
黑格爾稱他的《邏輯學》的第三部份為「概念論」，其中包含
了三個環節：主觀概念、客體與理念。主觀概念這個環節又區分為
三個環節：作為概念的概念、判斷、推論。此一區分大致與傳統邏
輯理論一致。其中的判斷論則包含了四個部份，在《邏輯學》中，
黑 格 爾 把 這 四 個 部 份 分 別 稱 之 為 定 在 判 斷 (das Urteil des
Daseins)、反思判斷、必然判斷與概念判斷，《哲學科學百科全書》
則以「質的判斷」一詞取代了「定在判斷」。固然康德也提供了四
種分類判斷的方式 —— 質、量、關係與模態，但是黑格爾所使用分
類方式並不出現在康德的判斷表中；無論如何，這似乎僅只與稱謂
有關，而不牽涉到內容的差異。以定在判斷為例，黑格爾在此一範
疇中處理了肯定、否定、無限三種判斷，而反思判斷則包括了單稱、
偏稱與全稱判斷，這又和傳統邏輯的判斷表一致；就其他兩種判斷
而言，情況並無不同。看起來，黑格爾的判斷論所處理的正是傳統
邏輯所謂的判斷。
根據黑格爾自身的陳述，似乎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論。在《哲
學科學百科全書》之中，他認為「一般的」邏輯僅只包括了思想律、
應用邏輯中有關認知的理論以及「那些作為整體的第三部份的一部
份出現在這裡」的材料（VIII §162，註釋）， 1 所謂「整體的第三
部份的一部份」，指的是《邏輯學》中「主觀概念」的環節。在他
看來，傳統形式邏輯的內容僅限於矛盾律和一些與判斷的換位與推
論形式有關的命題，並且：

1

本文徵引黑格爾時依據《理論作品版》（Hegel，1986），以一個羅馬數字表示此

一版本的冊別，其後的阿拉伯數字則是引文的頁數，然而在徵引《哲學科學百科全
書》時，則註出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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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身在其中出現的形式、以及它們更進一步的規定似
乎只是歷史地被蒐羅起來，而未曾針對它們是否在且為己
地為真受到批判。是以舉例言之，肯定判斷的形式被視為
在己地充份正確的某［…］(VI 268)。
黑格爾在此提到了換位的規則與推論的形式，這似乎表示他的確意
圖處理傳統邏輯研究的對象，而他自己的理論其實根源於傳統理論
的不足——例如傳統邏輯並未能闡明判斷與推論形式之間系統性
的關聯，而只能憑藉經驗歸納地羅列出這些形式。
再從黑格爾哲學所處的歷史脈絡看來，似乎也應當把他的判斷
論視為以傳統邏輯中的判斷為對象的理論。這是因為無論如何理解
黑格爾，康德的先驗哲學無可置疑地是德國觀念論的源頭之一。根
據康德的構想，人類知識源自於知性與感性兩種認知官能的共同運
作；透過感性，認知主體得到無形式而雜多的感性表象，知性的作
用則在於根據本身所具有的先天概念以連結感性表象，為自身不具
形式的雜多賦予秩序與規律。由於康德認為判斷乃是表象的連結，
他進一步認為知性即是判斷的官能，既然知性乃是根據本身所具有
的先天概念從事表象的連結，它所具有的先天概念便相應於表象連
結的可能方式，也就是判斷的可能形式。以判斷為研究對象的科學
是邏輯，康德認為：邏輯這門科學的研究早在亞理斯多德的手中就
幾乎已然完成，是以他接受傳統邏輯的研究成果，在稍加修正後提
出自己的判斷表，並據此發現知性內具的十二個先天範疇。
後康德的德國哲學之中，萊因厚德 (K. Reinhold) 提出要把握
康德哲學的精神、而不是它的文字，並且宣稱要為康德哲學的結論
添上它所欠缺的前提。關於康德的範疇理論，萊因厚德認為前者把
範疇由判斷表中導出的嘗試並不成功，並批評他未能把所有的判斷
形式由一個單一的原則中系統地導出來。一方面萊因厚德並不質疑
康德的範疇論，另一方面卻認為康德對於自己理論的證成並不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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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萊因厚德自身的「基本哲學」(Elementarphilosophie) 則企圖提
出一個「基礎命題」，為一切的知識奠基 (Horstmann，1991：78f.)。
萊因厚德以系統的形式為知識奠基的構想，在費希特的哲學中
得到迴響。費希特所構想的知識學是一門為一切科學奠基的科學，
對他而言，即使是邏輯也不例外地需要知識學的奠基 ——「邏輯由
知識學中得到其有效性，而不是知識學由邏輯得到它的有效性」
(Fichte，1971：68)。這就是說，在證成人類知識時，知識學不能預
設邏輯，相反地，作為一門知識的邏輯的內容必須在知識學中導
出：「必須要證明：後者［邏輯—作者］中列舉的形式的確是知識
學中某一內容的形式」(Fichte，1971：68；1988：18，19)。顯然就
費希特的觀點看來，康德援引既存的邏輯研究成果以導出範疇的作
法，正是預設了邏輯知識的有效性，從而使得他的先驗哲學不能真
正是為一切知識奠基的科學。在他為知識學寫作的第二篇導論中，
費希特明確地表達了此一態度：
他［康德—作者］從未曾證明那些他所列舉的範疇是自我
意識的條件，而僅只說它們是如此。(Fichte，1971：58)
類似地，黑格爾認為康德由形式邏輯所列舉的判斷形式中導出
範疇，是以後者僅只「經驗地採納了它們，他並未認識它們的必然
性」，並且在此「根本不曾想到要把這些［判斷的—作者］種類演
繹出來」(XX 346)。早期的研究者主要認為黑格爾哲學是一種超越
形上學，它主張世界具有植基於絕對主體的結構，而此一結構可以
藉著理性的演繹被發現；晚近的研究中，則興起了把黑格爾哲學視
為一種康德式的先驗哲學的觀點，根據此一觀點，黑格爾和康德一
樣，都是要藉著揭露人類心靈內具的先天範疇為知識奠基。無論是
那一種解讀，基於黑格爾對康德範疇理論的批評，可以合理地預
期：黑格爾自己的範疇演繹應當會修正康德的缺失，把康德僅只經
驗地接受的判斷形式系統地演繹出來。

判斷形式的演繹

55

以上的考慮顯示：黑格爾邏輯學的文本、他自己的陳述與他的
哲學所處的歷史脈絡，似乎都支持把邏輯學中的判斷論當成形式邏
輯中的判斷形式的演繹的解讀。事實上，黑格爾的研究者對這一點
幾乎一致同意。
較早期的研究者中，麥克塔葛 (J. M. E. McTaggart) 絲毫不曾
把黑格爾判斷論的對象視為值得討論的議題；看起來，麥克塔葛認
為黑格爾的文本足以明確地決定「判斷」一詞在後者文本中的指
涉，並且傳統邏輯所討論的判斷，就是黑格爾判斷論所要演繹的對
象 (McTaggart，1910)。類似地，布特勒 (C. Butler) 認為判斷是「由
概念發展而出的一種思維官能」，「那隻狗是長毛牧羊犬」則是判
斷的一個例子 (1996：213)；可見布特勒的觀點和麥克塔葛相同，
也以傳統邏輯所謂的判斷為黑格爾判斷論的對象。
平卡德 (T. Pinkard) 認為黑格爾接受了他的時代所通行的邏輯
研究的劃分 —— 概念、判斷與三段論 (1988：81)，他界定判斷為被
主 張 的 語 句 ， 也 就 是 一 個 帶 有 真 理 主 張 (truth claim) 的 語 句
(1988：82)。在平卡德看來，黑格爾的判斷論探究了傳統判斷理論
內在的困難，然而後者以為這些困難可以藉由把判斷整合到具有三
段論形式的推論中而被克服，從而未能考慮到另一個更為極端的解
決之道—— 也就是考慮是否可能以一個新的斷述理論來解決這些
困難；平卡德指出：在弗列格 (Frege) 之前沒有任何人曾嘗試過這
個方案 (1988：83)。
伯 畢 舉 (J.W. Burbidge) 同 樣 區 分 語 句 (sentence) 與 判 斷
(1981：126)，他認為後者是一個邏輯過程，並且一個判斷的行動的
特徵是它包含了主詞、述詞與繫詞三個環節 (Burbidge，1981：123)。
和大多數的詮釋者一樣，伯畢舉並沒有刻意討論黑格爾所謂的判斷
與一般意義下的判斷的異同；然而他一方面以為黑格爾在《邏輯學》
中關切的是邏輯有效性的基礎的問題 (Burbidge，1981：4)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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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又 使 用 述 詞 邏 輯 的 符 號 轉 譯 黑 格 爾 所 處 理 的 判 斷 形 式 (Burbidge，1981：127，130，132，135)，就此而言，似乎足以推論他
認為黑格爾《邏輯學》中的判斷理論的對象就是形式邏輯中的判斷。
杜興 (K. Düsing) 指出黑格爾對於判斷的分類以康德的判斷表
為指引 (1976：254)，同時強調前者不滿後者未曾提出連結諸判斷
形式的系統性原則 (1976：82，166f.，253)。杜興明白意識到黑格
爾對於判斷的了解與形式邏輯有所不同，例如在解釋肯定判斷的脈
絡中，杜興提及：不同於形式邏輯，黑格爾並不認為判斷的經驗內
容與判斷的形式無關 (1976：255)。然而杜興似乎把這種不同視為
黑格爾與一般形式邏輯學家對於同一對象—— 也就是形式邏輯的
判斷 —— 理解上的差異。同樣地，繆爾 (G. R. G. Mure) 指出黑格
爾理論中的判斷形式與它們的內容並不漠不相關，這和形式邏輯並
不相同 (1950：171)。無論如何，繆爾雖則明白主張：在黑格爾的
判斷論中，「一個判斷並不是形式邏輯中的命題」，他由此所導出
的結論卻是：形式邏輯中的判斷僅乃由黑格爾的判斷論中的判斷抽
象而來 (Mure，1950：169)；換句話說，相對於黑格爾，形式邏輯
對於判斷僅只有部份的、不充份的了解，這顯然表示繆爾認為黑格
爾判斷論與形式邏輯具有相同的對象。 2 事實上，繆爾認定在康德
判斷表的至少前九種判斷與黑格爾的判斷理論存在著相當清晰的
對應 (1950：194-5)。強生 (P. O. Johnson) 的觀點和謬爾類似，他
主張黑格爾嘗試反轉我們理解判斷的平常方式，從而改變了他的直
接前驅者所使用的判斷的範式 (1988：170)；因之對於強生而言，
黑格爾的判斷論固然是一種與傳統的形式邏輯具有相同對象的理

2

類似地，漢那 (R. Hanna) 認為：對於黑格爾而言，形式邏輯的缺失在於它對於邏

輯 概 念 的 理 解 其 實 源 自 於 對 於 一 個 更 為 廣 泛 、 更 為 具 體 的 概 念 的 限 制 (1986：
309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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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但是卻提供了對於判斷更為充份的理解。
布伯納 (R. Bubner) 明確地把黑格爾判斷論相對於形式邏輯的
優越性定位於它們所蘊涵的不同真理概念之中：
由思辯命題的理論出發的辯證邏輯把自身關聯到形式邏
輯的判斷結構，僅只是為了證明它理性內容上的限制與不
足。…［辯證邏輯－作者］預設了傳統的理論，對之提出
與所蘊涵的真理概念相關的哲學問題 (Bubner，1980：
102)。
依據布伯納的觀點，黑格爾所批判的對象是傳統邏輯的主張：判斷
的形式結構——也就是：判斷乃是相互分離的成素的綜合統一 ——
使 得判斷可以表達真理；相對於此，黑格爾企圖證明在不同的判斷
形式之間存在著一個「辯證的運動」，也就是某種依據一定原則的
發展系列，主張並非所有形式的判斷都在同樣的程度上表達真理
(Bubner，1980：96-7)，根據這個使得判斷形式的辯證運動成為可
能的真理概念，黑格爾根本地反對藉由通常命題為媒介而達到真理
的可能性 (Bubner，1980：103)。總而言之，布伯納認為黑格爾判
斷論所處理的也就是形式邏輯中所謂的判斷，形式邏輯預設了一種
特定的真理觀，黑格爾則抱持了與之對立的另一種觀點，正是此一
真理觀使人可以言及貫穿不同的判斷形式的辯證運動；是以黑格爾
判斷論與形式邏輯不同之處，在於它們各自基於不同的真理觀理解
同樣的對象—— 也就是判斷。同樣地，丕平 (R. Pippin) 認為黑格
爾的目的在於說明傳統邏輯帶有某些不能成立的存有論預設，從而
誤以為判斷是真理的承載者 (bearer)，忽略了概念對於概念架構的
依存性 (1989：237)。 3

3

類似的、強調黑格爾哲學整體論側面的解讀有Welsch（2000）、劉創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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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勒 (C. Taylor) 同樣強調黑格爾判斷論的存有論意涵，他主
張對於黑格爾而言，判斷首先是個存有論的實在 (1975：309)，從
而黑格爾得以根據不同形式的判斷逼近「真實的判斷」——也就是
符應於真實對象的判斷—— 的程度對之進行分類 (1975：310)。泰
勒歸諸於黑格爾的此一形上學立場的確切意義在當下的脈絡中並
不重要，相反地，值得注意的是泰勒承認黑格爾判斷論中對於判斷
形式的演繹不僅在上述意義下乃是對於「實在的層級」的分類，同
時也是對於「一般意義下的判斷」的分類 (Taylor，1975：310)。可
見得泰勒認為黑格爾所處理的其實就是形式邏輯意義下的判斷，只
是黑格爾為之賦與了存有論的意義。
上文中所檢視的研究者對於黑格爾的判斷論、或者他的哲學本
身可能抱持著或多或少不同的觀點；例如平卡德視《邏輯學》為一
種範疇理論的立場，和泰勒將之視為一種形上學的解讀，便有不小
的差距。然而無論他們如何定位黑格爾哲學，他們至少都同意：黑
格爾在他的判斷論中所處理的對象的確就是形式邏輯中不同形式
的判斷。例如希波 (L. Siep) 不同意丕平把黑格爾的體系當成一種
關切知識的先天「概念架構」的先驗哲學，他認為後者在解釋黑格
爾邏輯學主觀邏輯這一部份忽略了：「在這一章中黑格爾的主要興
趣在於系統地導出判斷以及三段論的形式，而正是為了證明思想律
可以在彼此間系統地、完整地導出，而不是由它們與對象的關係或
者由不完整的、僅只偶然的範疇、判斷或者三段論的列表。」在希
波看來，丕平傾向於把黑格爾解釋成企圖由判斷與可能對象的關係
以導出不同的判斷形式 (Siep，1991：74)。在本文的脈絡之中，重
要的是希波和丕平都同意黑格爾的目的在於系統地導出判斷的形
式，他們的差異僅在於如何重構黑格爾演繹的方法。

Lau（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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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無論就黑格爾判斷論的表面結構、他自身的陳述、德意志觀念
論的歷史脈絡或者研究者的見解而言，因之似乎都應認定黑格爾判
斷論所處理的對象就是形式邏輯中的判斷。
上文已然提及，雖然黑格爾在他的判斷論中大致上追隨了康德
對於判斷形式的分類方式，然而他對於所區分出的四組判斷賦予了
不同於形式邏輯的名稱。相對於康德，黑格爾稱第一組判斷為定在
判斷：
定在判斷也就是內存判斷 (Urteil der Inhärenz)。因為直接
性即是它的規定，然而在主詞與述詞的差異之中，前者乃
是直接者，並藉此而成為此判斷中的首出者與本質性的東
西，故而述詞具有一個其基底在主詞之中的、不能自存的
東西的形式。(VI 311)
黑格爾首先主張定在判斷以真接性為其規定，而後指出：由於組成
判斷的主詞與述詞的差異，在定在判斷中主詞才真正是直接性的東
西，相對於此，述詞則被視為不能獨立自存的東西，並且以主詞為
它的基底 —— 述詞只能在作為基底的主詞之中存在，前者只能「內
存」於後者之中。這個僅只能夠內存於主詞的東西，黑格爾視之為
主詞的｢性質｣，包括了｢存有的規定性｣以及具有直接性形式的｢抽
象的普遍性｣ (VI 311)；前者指的是對象的自然性質，例如紅色，
至於後者，黑格爾的例子是｢博學｣ (VI 313)、「偉大的演說家」 (VI
318) 這類抽象性質。就此而言，黑格爾認為此類判斷也可以稱為｢
性質的｣判斷 (das qualitative) (VI 311)。
對於黑格爾而言，以直接性為其規定的定在判斷表達了主詞與
述詞之間未經中介的關係，就此一關係不含中介、因而不含否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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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定在判斷首先是肯定判斷 (VI 312)。然而作為主詞的直接者並
不僅具有作為判斷的述詞的單一性質，是以肯定判斷中的主詞與述
詞並不相互符應，此一判斷從而必須被否定，成為否定判斷 (VI
317)。黑格爾主張，否定判斷所否定的是作為肯定判斷述詞的共相，
後者是與個體對立的普遍性，也就是抽象的普遍性，是以否定判斷
意謂著「個體不是抽象地普遍」，這也就是說，個體乃是一個特殊
者 (ein Besonderes) (VI 318)。無論如何，根據黑格爾的理解，在一
個否定判斷「S不是P 1」中，作為P 1的上位概念的類共相P並未被否
定，說S不是P1，意謂著S是某一P 2，而P2和P 1一樣以P為其上位概念
(VI 320)；否定判斷因此仍然表現出主詞與述詞間的直接關係，而
必須進一步被否定，此時否定的對象不再僅僅是P 1 ，而是P 1 和P 2 都
從屬於其下的上位概念P ——「述詞的全部範圍」，由此而生的判
斷稱為無限判斷 (VI 324)。
在無限判斷之中，界定定在判斷的主詞與述詞的直接關係被否
定了；由於述詞與主詞之間不具有直接的關係，作為主詞的個體就
不再只是述詞的基底，而是在後者中呈現自身，「自身持續於其述
詞之中」，另一方面，普遍性也失去了直接性，而成為「相異的東
西的總括」 (VI 325)。黑格爾的意思是：述詞不再只是某一個體偶
有的實定性質，而表達出主詞與他者的特定關係 (VIII §174)。總而
言之，黑格爾認為這樣的判斷不再以直接性為其規定，定在判斷藉
此過渡為反思判斷。
根據上述的思維，黑格爾主張在反思判斷中出現的述詞和在定
在判斷中出現的述詞分屬不同種類，前者必須是表達某種本質性的
述詞，並且這種本質性自身乃是一種關係中的規定性，例如：「會
死的」、「短暫易逝的」、「有害的」、「幸福的」、「堅硬」、
「彈性」 (VI 326)、「重量」、「酸性」 (VIII §174)、「有療效的」、
「有嚇阻效果的」（VIII §174，附釋）等。就這類判斷的述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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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主詞所具有的處在關係中的本質性而言，黑格爾稱它「反思判
斷」； 4 在這類判斷中，主詞必須根據述詞來衡量 —— 而衡量的結
果是個別的個體、一些個體或者所有的個體符合述詞的規定，是以
反思判斷也可稱為「數量的」判斷 (Urteil der Quantität) (VI 327)。
由於在反思判斷中述詞表達出作為主詞的個體的普遍本質，黑格爾
認為此類判斷的述詞不再內存於主詞之中，而是含攝 (subsumiert)
作為主詞的個體於其下；就此而言，反思判斷也可稱為含攝判斷
(Urteil der Subsumtion) (VI 328)。
反思判斷的直接形式是單稱判斷。然而個別的個體顯然並不能
符應作為述詞的普遍者，是以單稱判斷必須被否定：並非僅有一個
個體符應普遍者，這就是偏稱判斷 (VI 328)。偏稱判斷的主詞僅只
是一些個體，仍然不能全然符應普遍者，故而必須進一步過渡到全
稱判斷。 5 然而全稱判斷所表現的普遍性，僅只是「外在的反思普
遍性」 (VI 330)，也就是認識主體藉由比較在諸多個體中發現的共
同點 (VI 331)。真正的普遍性不能僅是這種經驗的普遍性，而應當
是客觀的普遍性，也就是使個體成為它所是的個體的類共相 （VI
333；VIII §175，附釋）。是以對他而言：與其在全稱判斷中使用

4

對於有些黑格爾所舉的例子是否適切，有所爭議，例如「堅硬」（Johnson，1988：

174），「會死」、「幸福」（McTaggart，1990：206）。
5

黑格爾認為：如果有些S是P，那麼就有些S不是P（VI 326；VIII §175，附釋）。

傳統邏輯中偏稱肯定判斷與偏稱否定判斷之間有下反對 (subcontrary)的關係—兩
者可以同真但不能同假，黑格爾卻認為它們之間具有等值關係，所以才能由其中一
種判斷推出另一 種判斷。無論如 何，黑格爾並不 是唯一抱持此一 觀點的哲學家
(Lenk，1968：363)。另一方面，布特勒指出，黑格爾認為存在量化的條件是述詞至
少要有兩個個例 (1996：221)。看起來，黑格爾完全根據日常語言中的「有些」一
詞來了解偏稱判斷；日常語言中的「有些」的意思正是：不只一個、但也不是全部。

62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十七期

「所有人」這樣子的表式，不如用「人」(der Mensch) 能夠更好地
代表人類的整體 (VI 333)。全稱判斷中的主詞因此本身即具有普遍
性，而與述詞同一，不再被含攝於述詞之下。在這樣的主述詞關係
之中，主詞與述詞藉著類的「內在本性」相互必然地相互關聯，這
就是必然性的判斷 (Urteil der Notwendigkeit) (VI 334；VIII §176)。
正如出現在反思判斷和定在判斷之中的述詞分屬不同的類
型，黑格爾認為必然性判斷的述詞不同於前兩種判斷，它的述詞必
須是「反思到自身之中的形式的全體」，也就是主詞所從屬的客觀
的類的共相，而不是某種偶有的性質 (VI 336)。第一種必然性的判
斷是直接的，是以雖則它的述詞表達了主詞的內在本性，主詞的規
定僅只「從屬於外在存在的直接性」，主詞與述詞的關係因之是個
體與屬或者屬與類的關係，這就是定言判斷，黑格爾稱這樣的必然
性為「主詞與述詞實體的同一」 (VI 335-6)。就它所包含的屬與類
的關係而論，屬與類之間的必然關係並未表現在定言判斷的形式
上，因為主詞僅只是類之下偶有的一個屬，而並不是這個類必然分
化出來的一部份。
黑格爾認為真正的必然性判斷必須表達主詞與述詞之間的必
然連結，作為述詞的屬必須是類自身必然的特殊化的結果；顯然定
言判斷並不能充份表現必然性，它因之過渡到假言判斷。黑格爾認
為假言判斷的形式是「如果A存在，則B存在」，它意指A和B這兩
個對象 6 失去了它們各自直接性的存有，每一對象的存有都與假言
判斷中的他者相關：「有限物是它自身的存有，然而同時也不是它
的，而是一個他者的存有」(VI 337)。然而在假言判斷之中，對象
與對象相互之間並不以「概念規定」的身份相互關聯，也就是說：

6

黑格爾並未明確說明A與B這兩個變元代表什麼。無論如何，他主張假言判斷可以

進一步理解為理由與結論、條件與受制約者或者原因與結果的關係 (VI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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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彼此之間並沒有普遍者、特殊者或者個體之間的關係，黑格爾
因此批評假言判斷毋寧更具有語句的形式，而不符合判斷的條件
(VI 338) 7 ——這是因為他區分語句 (Satz) 與判斷，前者雖然就文
法而言具有主詞與述詞，然而在它的主詞與述詞之間，不存在個體
與屬或者類的關係（VI 305；VIII §167，註釋）。 8
此一缺失在選言判斷中得到修正。選言判斷首先包含了一個客
觀的普遍者 —— 也就是一個類 —— 作為主詞，再以此一物類「不同
規定的全體」—— 也就是屬的全體 —— 作為述詞，而形成了「A是
B或C」的形式 (VI 339)。如此一來，主詞與述詞具有同一內容，彼
此卻處在類與屬的關係中。 9 然而此處的選言判斷並不是「經驗的
選言判斷」，後者並非恰好具有兩個選項，而是有多個選項：A是B
或C或D等等，這些屬僅只「被發現」，而不是由種的內在原則所決
定，這樣的選言判斷不具必然性 (VI 340)。相對地，真正的選言判
斷中的主詞必須是作為選項的屬的最近 (nächst) 類，而任何藉著經
驗的抽象所得到的物種概念並不能保證此一物種是那些屬的最近
類，因為即使它的確是某些屬的最近類，這也只不過是一個經驗
的、因此偶然的事實 (VI 341)。黑格爾的結論是：選言判斷之中，

7

黑格爾也認為反思判斷比較是語句，而不是判斷 (VI 344)。

8

基於此一區分，黑格爾認為命令句不是判斷（VIII §167，註釋）。此外，他又主

張一個語句是否為判斷，和認識主體的態度有關；只有當認識主體有所懷疑時，陳
述亞理斯多德生平事蹟的語句才是判斷（VI 305；VIII §167，註釋）。這兩種區別
判斷與語句的方式並不一致 (Inwood，1992：152)。
9

黑格爾此處「主詞與述詞具有同一內容」的主張，只有當他不以概念或者字詞，

而把字詞所指涉的具體對象當成判斷的主詞與述詞時，才能成立。是以此處作為主
詞乃是類，也就是同屬一類的個體的集合，而並不是一般意義下的類概念。審查本
文的一位學者指出這可能是黑格爾承繼柏拉圖思想的結果，作者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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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必 須 在 自 身 中 具 有 規 定 性 ， 而 能 是 它 的 屬 的 分 化 的 原 則 (VI
343)。
選言判斷中的主詞與述詞因之一方面彼此同一，另一方面也指
出作為主詞的類必須依概念的規定性分化為屬；黑格爾認為這表示
在選言判斷中主詞與述詞的關係已經被建立為概念的自我關係，必
然性判斷隨之過渡到概念判斷 (Urteil des Begriffs)。
黑格爾舉「好」、「壞」、「真」、「美」、「正確」為在概
念判斷中出現的述詞的例子，因為概念判斷是「一個真實的評判
(Beurteilung)」，其內容在於表達事物是否符應於其概念 (VI 344)。
10

在黑格爾看來，概念判斷一般稱為「模態判斷」，因為人們通常

把概念判斷看成主觀的外在反思與實在的關係的表達；然而他強
調，概念判斷中的主體的東西並不是外在反思，而是作為對象的客
觀規定的概念 (VI 344-5)。
概念判斷首先是直接的，這就是實然判斷。然而正由於實然判
斷的直接性，它僅只表達了一項「主觀的保證」(VI 346)。黑格爾
把實然判斷理解為對於個別個體所作的評斷，是以他把此種判斷的
主詞當成直接性的個體。然而一個個體與它的概念之間是否符應，
僅只是偶然的；實然判斷經此過渡到或然判斷 (VI 347)。
黑格爾認為或然判斷是一個既可以被肯定、也可以被否定的實
然判斷 (VI 347) ——房子可以是好的，也可以壞的。或然性因此與
作為主詞的個體的直接性有關，也就是與個體的 —— 和它的客觀本
性相對立的 —— 狀況有關；故而或然判斷不僅僅主張：「這座或者
一座房子是好的」，而必須加上「依據它的狀況而定」這樣的條件。
個體定在的狀況因此是它是否符應於其概念的根據 (Grund) (VI

10

關於黑格爾所謂事物與其概念的符應，參見史偉民，2005：14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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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如果在思考或然判斷的主詞時考慮到事物的狀況，而不僅是
它的「客觀本性」，那麼就得到必然判斷，例如：在如此狀態中的
房子是好的 (VI 349)。必然判斷的主詞一方面是一個類，規定了屬
於此類的個體應當所是的樣態，另一方面也包含了某種具體的樣
態，也就是此類的某種定在；這兩個環節是否符應，則構成了述詞
的內容，是以主詞與述詞具有相同的內容 (VI 349)。對於黑格爾而
言，這表示判斷的辯證達到其終點，而必須過渡到推論。

参
就其結構而言，黑格爾的判斷理論以康德的判斷表為根據，那
麼要了解前者的理論，康德的判斷表提供了恰當的起點。
康德提及了｢質｣、｢量｣、｢關係｣、｢模態｣四組判斷。其中｢質｣
與｢量｣牽涉的是定言判斷的分類—傳統邏輯認為每個定言判斷都
具有一定的質與量，質指的是一個定言判斷為肯定、否定或者無
定，而量指的是一個定言判斷是單稱、偏稱或者全稱。｢關係｣則把
形式邏輯所處理的判斷分為三類—定言、假言與選言；彼此間具有
蘊涵關係的兩個判斷形成假言判斷，具有選取關係的兩個或者多個
判斷則構成了選言判斷，而定言判斷則可以視為表達了判斷中主詞
與述詞的關係。就此而言，形式邏輯認為這組判斷處理的是不同的
關係：主述詞的關係、兩個判斷的薀涵關係、諸判斷間的選取關係。
最後一組區分則牽涉到判斷的模態，也就是一個判斷陳述了實然、
或然或是必然的事態。
康 德 曾 宣 稱 形 式 邏 輯 是 在 他 的 時 代 早 已 成 熟 的 科 學 (KdrV
BVIII)，而包含了十二種判斷的判斷表大致上是形式邏輯已有並廣
為接受的成果，僅只在某些非本質的部份與邏輯理論有所差異
(KdrV A70-1/B96)，因此他主張此一判斷表窮盡了知性的判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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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而可以作為發現知性內具的先天範疇的線索。然而邏輯的歷
史卻與康德的陳述頗有差距。事實上，在康德之前，沒有一種分類
判斷的方式符合他的判斷表 (Hauck，1906；Tonelli，1966；Menne，
1989)。例如在《純粹理性批判》中，康德自己提到有些邏輯學者建
議把單稱判斷視同全稱判斷來處理 (KdrV A71/B96)。也就是說：有
些學者 —— 例如藍伯特 (Johann Heinrich Lambert) —— 認為定言判
斷就量上僅可分為偏稱與全稱兩種；其他有些學者則區分以一個個
體為主詞的單稱判斷與以一個概念為主詞的普泛判斷，後者包含全
稱與偏稱兩種判斷；另外的學者則依照判斷的主詞是類、屬或者個
體，把判斷分為三種 (Hauck，1906：197-199)。康德的三分法雖然
是十八世紀大多德語邏輯教科書所採取的觀點，但卻並不缺乏挑戰
者，甚至康德自已在十八世紀七十年代初期都曾經採用不同的分類
方式 (Tonelli，1966：151)。
此外，康德之前十八世紀大多數的德語邏輯學家不把無限判斷
僅視為獨立的判斷種類 (Tonelli，1966：151)，而把定言、假言及
選言判斷藉著「關係」這樣的標題合為一組，則更是康德的創見
(Hauck，1906：203；Tonelli，1966：151)。康德的判斷表作為一個
對於判斷系統性的分類，因之事實上是他自己的創造。那麼康德組
織判斷表所依據的原理是什麼？
觀察康德的判斷表，可以發現：它的組織其實並不全然依據邏
輯的原則。以無限判斷而言，它為什麼表現了判斷除了肯定與否定
之外的另一種「質」呢？判斷的質與繫詞是否受到否定有關，然而
無限判斷的特徵在於它的述詞的意義；康德自己對於這一點很清
楚，所以他承認就一般邏輯的觀點看來，無限判斷僅只是肯定判斷
的一種。11 他堅持把無限判斷視為獨立的判斷種類，而將它與肯定

11

這也是牟宗三的觀點 (1971：15)。

判斷形式的演繹

67

判斷及否定判斷並列，乃是因為：
一般邏輯由述詞的所有內容抽象出來…。但是先驗邏輯也
考慮藉著一個否定述詞而做的邏輯肯定的價值與內容，以
及 這 樣 做 對 於 增 加 我 們 的 整 體 知 識 的 貢 獻 。 (KdrV
A72/B97)
然而在上述引文的脈絡中，康德難道不是在討論一般的、也就是形
式邏輯意義下的判斷種類，並希望藉此發現範疇嗎？他實際上卻反
過來訴諸知識論的考慮以決定判斷的種類，從而模糊了知識論與形
式邏輯的界線；就此看來，康德戴著知識論的眼鏡進行邏輯的考
察。同樣地基於知識論上的考慮—單稱判斷所傳遞的是一種和全稱
判斷在量上全然不同的知識，康德主張把單稱判斷視為一種獨立的
判斷種類 (KdrV A71/B96)。 12
再者，納入「關係」這組判斷的三種判斷之中，「關係」一詞
一方面指一個定言判斷中主述詞的關係，另一方面又指兩個或多個
判斷間的蘊涵或者選取關係，它們顯然是不同的關係；康德之所以
把它們歸為一類，顯然是根據關係性的範疇，而不是倒過來由判斷
的形式導出範疇 (Tonelli，1966：152)。康德把其中的選言判斷所
表現的關係理解為「被區分的知識以及此一區分的全體成員之間」
的關係 (KdrV A73/B98)，也就是某一種知識的領域的各部份的關
係，一個選言判斷的選項因此必須同屬某一知識的領域，彼此互
斥，同時合起來必須窮盡此一領域 (KdrV A74/B99)。此一意義下的
選言判斷顯然和它的選項的意義有關，因為除非是具有「P 或非 P」
的形式 —— P 代表判斷 —— 的選言命題，只有依據構成一個選言命
題的選項的意義，才能斷定它們是否同屬於某一知識的領域、彼此

12

參見約爾 (K. Joël) 為康德提出的辯護 (Joël，1922：303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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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斥、又共同窮盡此一領域 (Patzig，1979：43)。康德自己的例子 ——
「世界或者由於盲目的偶然、或者由於內在的必然性、或者由於一
外在的原因而存在」(KdrV A74/B99) —— 之所以構成一個選言判
斷，正是由於其中三個定言判斷述詞的意義。同樣地，康德所謂的
假 言 判 斷 也 要 求 作 為 後 件 的 判 斷 必 須 是 前 件 的 邏 輯 結 論 (KdrV
A73/B98)，從而不僅是具有「若 P 則 Q」的形式的條件式 (Allison，
1983：121)，因為後者對於前件與後件的內容並沒有任何限制，只
表達前件與後件之間特定的真值函應關係。這就是說：康德意義下
的假言判斷也和作為它的選項判斷的意義有關，從而超出了單純的
判斷形式可以界定的範圍。
至於判斷的模態，對康德而言，僅只牽涉到「繫詞在與思維的
關係之中的值」(KdrV A74/B100)。這表示康德意義下的模態並不是
判斷的客觀屬性，故而同一個判斷可以在不同的脈絡中具有不同的
模態—認識主體可以將一個明顯為假的判斷視為或然，從而把它納
入一個選言判斷之中 (KdrV A75/B100)。三種判斷模態的區分，因
之其實源於知識論的考慮 (Patzig，1979：43)。
以上的考察顯示：康德判斷表的建立或多或少地受到了知識論
的考慮的影響。那麼黑格爾的判斷理論是否也摻雜了知識論的成份
呢？由上文中對於黑格爾判斷論的敘述可以明顯看出：黑格爾以十
分特殊的方式理解某些判斷的種類，例如對他而言，否定判斷並不
否定它的述詞所從屬的類，這樣子的否定只發生在無限判斷之中，
而選言判斷以一個類中的屬為其選項。
然而，一般所稱的否定判斷僅只表示某一個述詞不能夠斷述某
一主詞，除此之外並不進一步限制可能斷述此一主詞的述詞的範
圍；無限判斷中的述詞「非 P」僅只陳述判斷的主詞是那些 P 不能
斷述的東西所成的集合之中的一份子，對於可能斷述 P 的述詞同樣
沒有其他的限制；這和黑格爾的理解全然不同。當黑格爾主張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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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並不否定它的述詞所從屬的類時，他的意思卻是：一個否定判
斷不僅陳述某一個述詞並不能用以斷述主詞，而且更表示與此一述
詞同屬一類的另一個述詞能夠斷述主詞；相反地，對於黑格爾而
言，一個以非 P 為述詞的無限判斷，不僅陳述 P 不能斷述其主詞，
更指出而且也排除了所有與 P 同屬一類的述詞。黑格爾所謂的否定
判斷和無限判斷，因此與出現在判斷中的述詞的意義有關。
那麼是怎樣的考慮促使黑格爾以這種方式界定否定判斷與無
限判斷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黑格爾乃是以一般具體言談情境中
所使用的否定為描述的對象。如果一個人主張玫瑰不是紅的，一般
而言他的意思只是玫瑰另有一種特定的顏色，只是不是紅色
(Mure，1950：177)；所以否定判斷並不只是主張某一個述詞並不能
用以斷述主詞，也同時表示與此一述詞同屬一類的另一個述詞能夠
斷述主詞。然而事實上，即使在日常的言談情境中，這種使用否定
句的方式也不算是通則；如果一個人向另一個人說明伏特加不是黄
色的，他一定意指伏特加另有一種特定的顏色嗎？如果是這樣，那
麼主張｢伏特加並不是黄色，而是無色｣的人，就直接地自我矛盾
了。具有更大困難的是黑格爾對於無限判斷的理解，因為即使日常
言談情境中也找不到黑格爾所理解的無限判斷的例證。同樣成問題
的是他對於選言判斷的解釋。康德認為選言判斷表達對於一個知識
領域窮盡而又互斥的區分，這使得選言判斷與其中選項的意義相
關，從而侷限了選言判斷的範圍。即使康德理解下的選言判斷與認
知有關，但並不限於對於特定對象的認識，黑格爾卻僅只允許選言
判斷表達屬與類的關係，更進一步地縮限了選言判斷。哈特曼 (K.
Hartmann) 針 對 這 一 點 批 評 黑 格 爾 不 恰 當 地 限 制 了 選 言 判 斷
(1999：325)。這些例子顯示：黑格爾對於判斷形式的界定，很難說
是來自於對於日常言談情境中語言使用的觀察。
相較於康德，黑格爾對於選言判斷的理解之所以更加狹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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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於他對於此種判斷的內容的認定。事實上，黑格爾主張：不同
的判斷類型以不同的述詞種類相互區別 ——定在判斷的述詞是直
接性的性質，反思判斷的述詞是本質性的關係性質，必然性判斷的
述詞是作為客觀普遍性的類，概念判斷的述詞則是價值。他對於四
組判斷的命名，正反映出上述特殊的理解。康德的判斷表雖然列出
了四組共十二種判斷，但是它們並不是互相排斥的判斷種類，因為
一方面康德並非依據一個統一的判準把所有的判斷分為四組，而是
分 別 為 各 組 提 出 了 不 同 的 判 準 —— 第 一 組 依 據 的 是 定 言 判 斷 的
質，第二組是定言判斷的量，第三組是判斷中所呈現的關係，第四
組則是知性與判斷的關係。另一方面，康德之所以為四組判斷提出
不同的判準，是因為這四種分類方式所要處理的對象不盡相同；第
一、二組要分類的是定言判斷，第三、四組是對傳統邏輯所處理的
所有判斷的分類。13 然而由於不同的判斷類型具有不同的述詞種類
的主張，黑格爾所區分的各類判斷彼此排斥，合起來則構成了他所
承認的判斷的整體。
此一與形式邏輯的精神截然相反的主張，可以預期具有影響深
遠的後果。舉例而言，既然對於黑格爾而言，「會死」是個關係性
質，那麼依照他的分類方式，「蘇格拉底會死」這個在傳統形式邏
輯中視為範例的單稱肯定判斷，就只能是單稱判斷，而不是肯定判
斷；而「所有的人都會死」也只能是全稱判斷，既非肯定判斷，也
不是定言判斷，更不是實然判斷。此外，由於「偉大的演說家」是
個直接性質，黑格爾必須承認「有些人是偉大的演說家」不是偏稱
判斷，也不是定言判斷或實然判斷；事實上，黑格爾為他所謂的定
在判斷所舉出的例子毫無例外地以一個個體為主詞，這使人懷疑他

13

第三組區分作為原子語句的定言判斷、以及原子語句結合而成的不同複合語句；

第四組則是就認知者的態度對所有判斷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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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認為定在判斷的主詞只能是個體；14 如果這的確是黑格爾的主
張，由於它的主詞並不是個體，「有些人是偉大的演說家」甚至不
能是一個肯定判斷。由於它也不是偏稱判斷、定言判斷或實然判
斷，而黑格爾的分類又窮盡了所有的判斷，那麼就必須推論：「有
些人是偉大的演說家」根本不是一個判斷。15 此一結論與形式邏輯
的差異，大到令人無法忽略。
事實上，黑格爾對於判斷的理解十分特殊。一方面，他主張判
斷中述詞與主詞必須具有概念規定之間的關係，例如二者以普遍者
與個體的地位相互關聯 (VI 305)；另一方面，黑格爾又說：「無差
異的同一性實際上構成了主詞對於述詞的真實關係。」(VI 309) 這
裡所謂無差異的同一性意指主詞與述詞之間不再作為不同的概念
規定而相互關聯。第一個界定與第二個界定之間顯然有所差異，而
正是此一差異為判斷的辯證提供了動力：「再次構成或者建立概念
的此一同一性，乃是判斷的運動的目標。」(VI 309)
一般而言，判斷表達主詞與述詞外延間的包含或者排斥關係，
因此二者的確具有不同的概念規定。然而伍爾夫 (Ch. Wolff) 把陳
述定義的命題也視為判斷，稱之為同一判斷 (Mittelstrass，1996：
452；Lenders，1971：115)，這類命題表達了定義項與被定義項外
延間的等同；由於定義命題被視為判斷，它因此具有主詞與述詞，
此類判斷中的主詞與述詞固然可說具有無差異的同一性，但是何以
其他種類的判斷也具有相同的性質？以肯定判斷而論，主張一個一

14

最明顯的是黑格爾在 1809/10 年間為中學生準備的邏輯課程。在這裡他所列出的

肯定與否定判斷的一連串例子都以「這朵玫瑰」和指示詞「這個」為開端 (IV 144)。
15

艾列 (L. Eley) 也曾指出：對於黑格爾而言，像「玫瑰不是大象」這樣的判斷，

在嚴格的意義下根本不是判斷（1976：172）。然而就形式邏輯而言，它當然是判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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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意義之下的肯定判斷的人並不企圖藉著單一述詞窮盡地描述其
對象，而僅只是描述其對象的某一面相，這樣的判斷顯然並不表達
主詞與述詞的同一性。然而黑格爾之所以認為肯定判斷應過渡到否
定判斷，正是因為前者的述詞並不能窮盡主詞的內容 (VI 317)；只
有當黑格爾把肯定判斷當成某種表達同一性的判斷時，以這種方式
批判肯定判斷，才具有意義，否則黑格爾至少不能認為自己揭露了
肯定判斷內在的不足，而且也不能主張「無差異的同一性實際上構
成了主詞對於述詞的真實關係」即使對於肯定判斷也成立。
面對此一問題，羅素 (B. Russell) 直接批評黑格爾混淆了斷述
的「是」與同一的 「是」 (1914：48-9)；類似地，布赫爾 (Th. G.
Bucher) 認為黑格爾一方面擴展了「同一」的概念，另一方面藉此
使同一的概念含括了所有在其語言表式中包含了「是」這個連綴動
詞的判斷 (1983：463)。有些學者採取相對之下比較同情的理解的
態度。例如杜爾凱特 (K. Dulckeit) 主張：黑格爾之所以對於判斷形
式進行分析，其動機在於他對於「本質判斷」的興趣，也就是充份
地陳述對象之所是的判斷 (1989：115)；或者如丕平所說，對於黑
格爾而言，探索「本質性的規定」的判斷中的「是」必須是表達同
一的「是」 (Pippin，1978：310)。
以上無論是黑格爾的批評者或者較為友善的詮釋者，事實上都
同意他的判斷論所處理的並不是形式邏輯所謂的判斷，而是某種表
達「同一性」的命題；這也就是說：黑格爾的判斷論並不是有關判
斷形式的理論，而以一系列的同一命題之間的關係為對象；他企圖
呈現：某一類同一判斷並不能成立，從而必須由另一類同一判斷來
取代。 16 就它們為同一判斷、因而具有主詞與述詞而言，無差異的

16

席克 (F. Schick) 承認黑格爾的判斷論中包含了並不主張主詞與述詞的同一性的

判斷形式—依據她的看法，其中包括了定在判斷與反思判斷。她認為這兩類判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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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如黑格爾所言地構成主詞對於述詞的真實關係；然而就那些
並不成立的同一判斷而言，述詞與主詞作為不同的概念規定而相互
關聯。明顯地，在這個脈絡之中，界定某些同一判斷同屬一類的判
準，並不能是形式邏輯意義下的形式，因為所有黑格爾所處理的判
斷都是同一判斷，故而事實上具有全然相同的邏輯形式；在現代的
語彙中，它們都是雙條件式，表達了等值關係 17 —— 除 了必然性的
判斷之外。那麼要在諸多判斷之間做出區分，以便能夠主張它們彼
此之間的不同，當然必須訴諸它們邏輯形式之外的差異。上文中已
然指出，黑格爾在判斷的述詞種類的不同之上看到了他所需要的區
分判準；就形式邏輯而言，述詞的種類和判斷的形式無關，而只牽
涉到判斷的內容；這說明了《邏輯學》中的判斷論並不處理形式邏
輯意義下的判斷形式，而以判斷的內容、也就是它所表達的事態為
對象。黑格爾的判斷論並不提供判斷形式的演繹，以下的觀察可以
進一步地支持此一推論。
黑格爾把肯定判斷理解為不包含中介與否定的定在判斷 (VI
312)。然而這個脈絡中的否定並不只是判斷的語構的一部份 ——它
並不像傳統形式邏輯中的否定，僅只意謂述詞不能用以斷述主詞；
這裡的「否定」和「中介」一樣，其實是一個黑格爾特有的存有論
的概念，意指與他者的關聯。不包含中介與否定，因此其實是實定
性，與判斷中出現的述詞有關，而不是形式邏輯所謂的肯定；黑格
爾在這裡利用了「Positivität」 (positivity) 這個字的歧義。換句話

主張主詞與述詞的同一性的判斷的「邏輯的前歷史」(2002：204)。這個奇特的術語
似乎意指前兩類判斷是形成作為黑格爾判斷論對象的同一判斷的必要階段。這表示
定在判斷與反思判斷的缺陷在於它們還不足以表達主詞與述詞的同一性，然而除非
它們本身主張主詞與述詞的同一性，上述的缺陷僅只來自於一個外在的判準。
17

黑格爾並未區分同一 (identity) 與等值 (equ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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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黑格爾所謂的肯定判斷，並不意指判斷的語構形式，而陳述了
一種存有論的事態，也就是對象具有黑格爾稱之為直接性的性質的
事態。此外，考慮相應於「模態」這組判斷的概念判斷 —— 康德說
明這組判斷只和「繫詞與思維一般的關係」有關 (KdrV A74/B100)，
同樣地，黑格爾認為人們之所以稱這些判斷為「模態」，乃是因為
他們認為這組判斷包含了主詞與述詞在一個「外在的反思」中的關
係的形式。但是他進而把所謂外在的反思、也就是康德所稱的思維
解釋成「主體的東西」，然後宣稱只有概念才是真正主體的東西，
從而把這一組判斷的內容理解為對象的定在與其概念的關係 (VI
344)。經過如此層層的變形，黑格爾所謂的概念判斷，表達的卻是
對象與其概念之間的關係，和它所對應的康德判斷表中「模態」這
組判斷截然不同。
的確有些黑格爾研究者曾經主張黑格爾判斷理論的對象並不
是形式邏輯所關注的思維形式，而是與之相對應的存有論實在
(Taylor，1975：309；Marcuse，1987：125)。然而上文的觀察證明
黑格爾大幅地修改了個別判斷形式的定義，他所謂的判斷其實是同
一性的命題，和康德判斷表中的判斷形式除了名稱上的相同，並沒
有什麼內容上的對應。這也就是說：黑格爾《邏輯學》判斷論的計
劃並不是經由發掘某些存有論的事態之間的關係以演繹形式邏輯
意義下的判斷形式。
事實上，絕大多數的黑格爾研究者並未能夠證明後者的判斷論
的確以形式邏輯中的判斷為其對象，而是理所當然地預設了這一
點 —— 雖則大多數的研究者都看 到黑格爾認為判斷中的繫詞表達
的是同一性；即使他們注意到黑格爾主張不同種類的判斷具有不同
類的述詞，他們仍然接受了此一與形式邏輯大相逕庭的觀點，並未
解釋述詞的意義何以能是區分不同的形式邏輯意義下的判斷種類
的判準 (Johnson，1988；Butler，1996；Düsing，1976；Mure，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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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ck，2002；Schäfer，2006)。只有極少數的黑格爾研究者明確地
質疑黑格爾的判斷論處理的究竟是否是形式邏輯中的判斷—— 例
如哈特曼 (Hartmann，1999：330)與芬德雷 (J. N. Findlay)，後者主
張：「黑格爾把他自己判斷理論的新酒裝進傳統的、康德式分類的
舊瓶中。」(1958：233)

肆
那麼，黑格爾判斷理論的新酒是什麼？他又為什麼選擇把新酒
裝進康德式判斷分類的舊瓶中呢？ 18 他的判斷理論處理的是表達
述詞與主詞之同一性的命題，故而上述的問題其實即是追問：對於
黑格爾而言，同一命題與判斷何以有所關聯？而它們之間的關係又
是什麼？事實上，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前言〉中的確曾經
明確地考察過同一命題與判斷的關係，要了解黑格爾的判斷理論，
因而值得檢視黑格爾在那裡提出的觀點。
在《精神現象學》的〈前言〉中，黑格爾區分推論的思維
(räsonierendes Denken)與概念思維 (begreifendes Denken)。推論的思
維即是「這個或是那個述詞應該歸屬於彼物［意指主詞—作者］」
的考慮 (III 58)，換言之，推論的思維乃是進行判斷的思維。概念
思維則不然，對它而言：
既然概念是對象真正的自我，而呈現自身為後者的形成
(Werden)，那麼對象的自我就不是一個不動地承載著偶性
的靜止的主詞，而是一個運動著的、把它自身的規定重行
納入自身的概念。(III 57)

18

即使是芬德雷也未曾回答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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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描述雖然令人困惑，然而可以確定：黑格爾在其中想強調概念
思維並不進行判斷，因為只有進行判斷的思維才會把它所面對的判
斷的主詞視為偶性的靜止不動的承載者，本身固定不變，因之能夠
決定一個述詞是否歸屬於它。相反地，概念思維所面對的命題具有
與一般的判斷不同意義的主詞與述詞：
充滿其內容的主詞不再超出此內容，並且不能再有其他的
述詞或者偶性。相反地，內容的分散被連結在自我之下，
它不是獨立在主詞之外歸屬於許多東西的共相。事實上，
內容不再是主詞的述詞，而是實體，也就是所言及的東西
的本質與概念。(III 58)
依據黑格爾的描述，概念思維所使用的命題中的主詞和述詞之間不
具有類的包含關係，主詞與述詞的外延相等，是以述詞不能歸屬於
許多不同的主詞，事實上，述詞並不是主詞的偶性，而是其本質，
一個主詞可以有諸多不同的偶性，卻不能有諸多不同的本質，是以
如果一個命題中的述詞表達主詞的本質，後者就不能再有其他表達
其本質的述詞。要是把述詞侷限於表達偶性，概念思維所使用的命
題的述詞就不能稱為述詞，故而「內容不再是主詞的述詞」，並且
「共相應當不只具有述詞的意義」(III 60)。
概念思維所使用的命題，黑格爾稱為「思辯命題」、或者「哲
學命題」(philosophischer Satz)，也就是一種同一命題，在其中述詞
「被宣稱是窮盡主詞本性的本質」，換言之，思辯命題即是表達對
象本質的同一命題 (Surber，1975：219；Düsing，1976：198ff.；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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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 相對地，判斷則包含了主詞與述詞的差異 (III 59)。 20 然
而上文的考察指出，黑格爾的判斷理論處理的其實是表達述詞與主
詞之同一性的命題；既然如此，判斷到底是什麼？
在《精神現象學》的導言中，黑格爾進一步主張：因為概念思
維所使用的命題具有語句的形式，它「喚起了關於主詞與述詞的關
係與認知方式的一般意見」，這是許多人之所以抱怨哲學文獻難以
理解的原因 (III 60)。在這個脈絡之中，「關於主詞與述詞的關係…
的一般意見」意指把思維的對象視為判斷而加以分析的觀點，故而
黑格爾也提到了「思辯的與推論的方式的混淆」，也就是「對於主
詞所陳述的東西一下子具有它的概念的意義，另一方面又只有其述
詞或者偶性的意義」 (III 60)。這就是說：黑格爾認為推論的思維
誤解了思辯命題，它把表達對象本質的同一命題的思辯命題視為包
含了主詞與述詞的差異的判斷 (III 59)。
如果黑格爾的意思是推論的思維誤解了同一命題的形式邏輯
的結構，那麼固然難以否認此類錯誤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
說此類錯誤相當普遍，甚至界定了一種思維方式，則令人難以接受
(Graeser，1990：192)。然而這並不是黑格爾批評推論的思維時的著
眼點；對於黑格爾而言，推論的思維是具有兩個側面的認知態度，
就它的實定認知 (positives Erkennen) 而言，推論的思維認為它的對
象是靜 止不 動的基 底 (III 57)；然而就其否 定的 態度 (negatives

19

類似 地， 通尼 森 (M. Theunissen) 認 為： 思辯 命題中 述詞 充 全地定 義了 主詞

(1980：439)，這表示思辯命題的邏輯形式是同一命題；事實上，這是許多研究者的
共識 (Graeser，1990：191；Liebrucks，1970：14-5；Surber，1975：223) —上文中
已然說明：黑格爾並不區分同一與等值。
20

在這個脈絡中，黑格爾把｢Urteil｣（判斷）與｢Satz｣（命題、語句）視為同一 (III

59)，但又使二者與思辯命題 (spekulativer Satz) 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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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halten) 而言，當推論的思維否定其對象時，它的洞見僅只是否
定的，也就是說：它認為其對象的否定就是終點，而不帶有任何積
極的結果，從而「為了要再獲得一個內容，必須要從他處取來其他
的某物」(III 56)。誤解思辯命題形式邏輯的結構，並不會使得推論
的思維表現上述否定的舉措。
《精神現象學》的〈導論〉中，黑格爾指出：一個意識的形態
知識主張的不真實，並不僅只導致純然的虛無，而其實是確定的否
定 (bestimmte Negation)，以另一確定的意識形態為其結果，對於意
識的經驗的現象學的描述，正是植基於此一認識；無論如何，自然
意識本身卻對此一無所知，而片面地把對於一個意識的形態知識主
張的否定當成不能產生新的內容、僅為否定的運動 (III 76-7)。黑格
爾對於自然意識的規定，與推論思維的否定態度一致；相對地，概
念思維中的否定則是源自於思維內容的「運動中的確定的否定物」
(III 57)，換句話說，概念思維對於其對象的把握，即是使得對於意
識之辯證經驗的現象學陳述成為可能的認知方式。
對於自然意識而言，每一意識的形態各自就其對象提出自己的
認知主張，現象學的觀察者則把意識的新對象視為前者在其前行的
對象上所獲得的經驗 (III 79)。推論的思維則認為不同的認知主張
各自分立、互不相屬，因為每一個認知主張都是就一個給定不變的
對象所做的判斷，此一對象獨立於判斷活動之外，從而在存有論的
層次上，推論思維對於此對象的認識 —— 也就是它在判斷中歸諸於
其對象的述詞——並不等同於此一對象，判斷在此一意義下包含了
主詞與述詞的差異；21 然而在表達概念思維主張的思辯命題中，思
維的對象不再視被為與對它的認知無關，而就是由對於它的認知所
構成，是以推論的思維所承認的｢靜止的主詞｣消逝了 (III 57)，而

21

關於黑格爾何以認為判斷的對象給定不變，作者另文中已有所論及 (Shi，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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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推論思維之媒介的判斷中所包涵的主詞與述詞的差異也隨之
打破 (III 59)。
換句話說，思辯命題和判斷的不同並不在它們的形式邏輯結
構，而其實就是兩種對立的存有學理論的差異；稱推論的思維以判
斷為媒介，就是說它視它的對象為固定不變的靜止主詞，對象的實
在獨立於它的被認知，而概念思維主張思辯命題，則由於它拒絕了
對象上述的獨立存在，認為對於對象的認知窮盡了對象的實在。 22
推論的思維判斷其對象，從而在存有論上區分對象自身與對它的認
知，那麼因為不同推論的思維對於其對象可以有不同的認識，相應
地有不同的判斷形式。黑格爾主張：由於推論的思維以為對象固定
不變，不同的推論思維彼此否定，互不相關；然而推論思維的認識
並不正確，對象並不獨立於對它的認知之外，是以不同類型推論思

22

劉創馥反對把思辯命題視為表達對象本質的命題（Lau，2006：90，註 20），他

認為思辯命題並不是不同於主述式命題的另外一種命題形式，而其實是指「對於我
們的語言能力的後設理論的反思」，因之更好應稱為「命題的思辯使用」(Lau，2004：
62)。就判斷與思辯命題的不同並不是兩種命題形式的差異這一點而言，作者和劉創
馥的見解一致；然而劉創馥似乎主張思辯命題—命題的思辯使用—所反思的對象即
是主述式的命題，也就是傳統邏輯不同形式的判斷，對此作者有不同的看法。畢竟
劉創馥也承認，黑格爾所舉出的思辯命題的例子，其實並不是主述式命題，而是同
一命題 (Lau，2004：60-1)。然而作者與劉創馥之間觀點的差異，其實更為深遠；
對於劉創馥而言，
「命題的思辯使用」的目的在於揭露命題所預設的概念架構 (Lau，
2004：63)，他似乎也認為這就是黑格爾哲學的內涵，在作者看來，這是一種對於黑
格爾哲學的知識論解讀。相對地，作者對於黑格爾哲學的對象是什麼，則有截然不
同的意見，難以在此詳論，請參見Shi (2005)。無論如何，劉創馥教授惠賜大作
「Language and Metaphysics: The Dialectics of Hegel’s Speculative Proposition」供作
者參考，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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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對於其對象的判斷，其實呈現了對於對象不同的認識，每一個判
斷都僅是對於對象的真實認識的個別環節。換言之，推論思維把以
思辯命題所表達的對於對象的真實認識的個別環節誤認為判斷。
出現在黑格爾《邏輯學》的判斷論中的判斷形式，事實上就是
上述意義下的判斷形式：定在判斷主張真接性的性質窮盡了對象的
實在，反思判斷則認為關係性的性質才表達了對象的實在，而必然
性判斷則在個體所從屬的客觀的類共相之中看到對象的實在；最
後，概念判斷明確地承認客觀的類共相構成對象的實在，視後者為
個體對象的概念，在此一前提之下，概念判斷陳述一個對象與其概
念是否符合。正是因為如此，黑格爾意義下判斷的形式才各自具有
不同的述詞種類。
如果以上的分析成立，那麼黑格爾之所以把表達述詞與主詞之
同一性的命題納入他的判斷論中，乃是因為他所謂的判斷其實是有
關對象性的存有論命題；就此類命題意圖說明對象的對象性而言，
它們是同一命題，然而就這類命題視對象的實在獨立於它的被認
知，從而使得表達認知內容的述詞與作為主詞的對象並不在存有論
上同一而言，黑格爾稱它們為判斷。黑格爾自己所持的觀點是：對
象的實在並不獨立於它的被認知；故而對他而言，「經由其形式，
判斷是片面的，並且以此而言就是錯謬的」
（VIII §31，註釋；V 93）。
黑格爾的批判針對判斷一般，也就是作為判斷的判斷，而不是某一
特定的判斷；視《邏輯學》中的判斷論為有關傳統邏輯中判斷形式
之理論的觀點，難以說明此一批判。 23

23

霍爾斯特曼 (R.-P. Horstmann) 觀察到：黑格爾一方面強烈批判判斷呈現真理的

能力，另一方面卻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判斷以陳述本身的哲學立場；他認為此一矛
盾顯示黑格爾真正批判的是對於判斷形式未經反思的使用 (1984：52-3)，後者首先
導致了對於判斷主觀主義 (subjektivistisch) 的解釋，並進一步蘊涵了一種實體存有

判斷形式的演繹

81

由黑格爾哲學所處的理論歷史脈絡看來，《邏輯學》中的判斷
論確實應當是對於傳統邏輯的判斷形式的演繹，然而黑格爾判斷論
實際呈現的卻是另一種截然不同的面貌，這至少使人質疑理論歷史
的脈絡所提供的黑格爾哲學的理解是否適切。特別是視黑格爾體系
為一種先驗哲學的解讀，必須把《邏輯學》理解為一個架構世界的
範疇體系，然而黑格爾所提出的判斷形式並不具有組織對於對象之
認識的作用 (Hartmann，1999：330)，這對於此種解讀形成了嚴重
的挑戰。

論 (Horstmann，1984：60-2)。換言之，霍爾斯特曼把黑格爾對於判斷的批判根本
上解釋為後者對於一種特定的存有學觀點的反對，從而和本文提出的論點一致，他
事實上把黑格爾的判斷概念等同於某種存有論。無論如何，霍爾斯特曼並沒有進一
步以同樣的方式處理黑格爾《邏輯學》中的判斷論。

82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十七期

參考文獻
史偉民，2005，〈感性確定性與黑格爾哲學的定性〉，《華梵人文
學報》5：123-162。
牟宗三，1971，《理則學》，台北：國立編譯館。
劉創馥，2006，〈黑格爾思辯哲學與分析哲學之發展〉，《國立政
治大學哲學學報》15：81-134。
Allison, H. E. 1983.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ubner, R. 1980. Zur Sache der Dialektik.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Bucher, Th. G. 1983. “Zur formallogischen Identität im Urteil vom
Hegel.” Philosophia Naturalis 18: 453-73.
Bulter, C. 1996. Hegel’s Logic: Between Dialectic and History.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Burbidge, J. W. 1981. On Hegel’s Logic: Fragments of a Commentary.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Dulckeit, K. 1989. “Hegel's Revenge on Russell: The ‘Is’of Identity
versus the ‘Is’ of Predication.” In W. Desmond ed., Hegel and His
Critics pp. 111-31.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Düsing, K. 1976. 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ität in Hegels Logik. Bonn:
Bouvier.

判斷形式的演繹

83

———. 1986. “Syllogistik und Dialektik in Hegels speukulativer
Logik.” In D. Henrich ed.,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Formation und Rekonstruktion

pp. 15-38. Stuttgart: Klett-Cotta.

Elay, L. 1976.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Leitfaden und
Kommentar. Mü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Fichte, J. G. 1971. “Über den Begriff der Wissenschaftslehre oder der
sogenannten Philosophie.” In I. H. Fichte ed., Fichtes Werke. Bd.
1, pp. 27-81.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1988. 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Findlay, J. N. 1958. Hegel.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eser, A. 1990. “Hegel über die Rede vom Absoluten. Teil I: Urteil,
Satz und speukulativer Gehal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44/2: 175-93.
Hanna, R. 1986. “From an Ontological Point of View: Hegel's Critique
of the Common Logic.” Review of Metaphysics 40: 305-38.
Hartmann, K. 1999. Hegels Logi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Hauck, P. 1906. “Die Entstehung de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Kant-Studien 11: 196-208.
Hegel, G. W. F. 1986. Werke: in 20 Bände. Frankfurt a. M.: Suhrkamp.
Horstmann, R.-P. 1984. Ontologie und Relationen: Hegel, Bradley,
Russell

und

die

Kontroverse

über

Beziehungen. Königstein i. Ts.: Athenäum.

interne

und

externe

84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十七期

———. 1991. Die Grenzen der Vernunft. Frankfurt a.M.: Verlag Anton
Hain.
Inwood, M. 1992. A Hegel Dictionary. Oxford: Blackwell.
Jöel, K. 1922. “Das logische Recht der kantischen Tafel der Urteile”.
Kant-Studien 27: 298-327.
Johnson, P. O. 1988. The Critique of Thought: A Re-Examination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Aldershot: Avebury.
Kant, I. 1902.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Berlin: Königlich
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Lau, C.-F. 2004. “Language and Metaphysics: The Dialectics of
Hegel’s Speculative Proposition.” In J. O’Neill Surber ed., Hegel
and Language
———.

2006.

pp. 55-74. N. Y.: SUNY Press.
“Urteilsformen

und

Kategorienlehre.

Die

Aristotelisch-Kantische und die Hegelsche Konzeption.” In A.
Arndt, Ch. Iber, G. Kruck eds., Hegels Lehre vom Begriff, Urteil
und Schluss pp. 80-99. Berlin: Akademie Verlag.
Lenders, W. 1971. Die analytische Begriffs- und Urteilstheorie von G.
W. Leibniz und Chr. Wolff. Hildesheim/ New York: Olms Verlag.
Lenk, H. 1968. Kritik der logischen Konstant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Liebrucks, B. 1970. Sprache und Bewußtsein. Bd. 5. Die zweite
Revolution der Denkungsart. Frankfurt 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Marcuse, H. 1987. 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判斷形式的演繹

85

McTaggart, J. M. E. 1910. A Commentary on Hegel’s Log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nne, A. 1989. “Die Kantische Urteilstafel im Lichte der
Logikgeschichte und der modernen Logik.”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2: 317-24.
Mittelstrass,

J.

1996.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 Vol. 4. Stuttgart/ Weimer: Verlag J. B.
Metzler.
Mure, G. R. G. 1950. A Study of Hegel’s Log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atzig, G. 1979. “Immanuel Kant: Wie sind synthetische Urteile a
priori möglich? .” In J. Speck ed., Grundprobleme der großen
Philosophen: Philosophie der Neuzeit II pp. 9-7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Pinkard, T. 1996. Hegel’s Dialectic: The Explanation of Possibil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ippin, R. 1978. “Hegel’s Metaphysics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adi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6: 301-12.
———.

1989.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ussell, B. 1914. 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Schäfer, R. 2006. “Hegels identitätstheoretische Deutung des Urteils.”
In A. Arndt, Ch. Iber, G. Kruck eds., Hegels Lehre vom Begriff,
Urteil und Schluss pp. 48-68. Berlin: Akademie Verlag.

86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十七期

Schick, F. 2002. “Urteilslehre.” In A. F. Koch & F. Schick eds.,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pp. 203-24. Berlin: Akademie
Verlag.
Shi, W. 2005. “Hegel’s Real Issue: Judgment, Truth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Project.” Idealistic Studies 35/2-3: 155-171.
Siep, L. 1991. “Hegel’s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ica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by Robert B. Pippin.”
Inquiry 34, 1: 63-76.
Surber, J. P. 1975. “Hegel’s Speculative Sentence.” Hegel-Studien 10:
211-230.
Taylor, Ch. 1975. Heg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unissen, M. 1980. Sein und Schein. Die kritische Funktion der
Hegelschen Logik. Frankfurt a. M.: Suhrkamp.
Tonelli, G. 1966. “Die Voraussetzungen zur Kantischen Urteilstafel in
der Logik des 18. Jahrhunderts.” In F. Kaulbach & J. Ritter eds.,
Kritik und Metaphysik. Studien: Heinz Heimsoeth zum achtzigsten
Geburtstag.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Welsch, W. 2000. “Hegel und die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1: 7-23.

判斷形式的演繹

Deduction of the Forms of
Judgment?—On Hegel’s Theory of Judgment in the Science
of Logic
Weimin Sh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o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Hegel’s theory of judgment in the Science of Logic is generally
taken to be a deduction of the forms of judgment in the traditional
logic that correspond to those listed in Kant’s table of judgment.
Kant did not construct his table merely according to logical
principles, but was motivated epistemologically too.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even taking epistemological motives into
consideration, one cannot account Hegel’s eccentric determination of
the forms of judgment. On the contrary, according to his
determination, so-called judgments are certain propositions
expressing identity. It is then further argued that such an
understanding of judgmen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ticism of
judgment that Hegel issued in the preface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Keywords: Hegel, Science of Logic, judgment, speculative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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