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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哲学

先验论证刍论
陈

嘉

明

自康德提出并实际作出有关范畴的先验论证 ( 先验演绎 ! ) 以来, 这一问题持续地得到了关注。
有如查尔斯

泰勒所说的, 这种类型的先验论证在 20世纪哲学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 T ay lo r,

p. 152) 介入这方面探讨的著名哲学家包括普特南、罗蒂、诺齐克、斯特劳森等。在我国, 近年来这
一问题也得到了重视, 一些学者发表了论文, 表达了自己的有关看法。本文提出的想法主要是: 先验
论证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 其性质是概念分析的。

一、先验论证问题的性质
大家知道, 数学与逻辑学有其独特的逻辑证明方法, 物理学等经验科学则有通过可观察事实来检
验的方法。那么, 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什么呢?
从广义上说, 先验论证关涉到的恰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 这种方法不同于运用在数学 ∀ 中
的推导与运算方法, 以及运用于经验科学 # 中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 它的实质是一种

概念的论证 !。

正由于这种非经验的论证性质, 使得形而上学命题不能得到经验的检验, 所以时常陷于争论之中, 例
如关于

共相 ! 之类的争论, 甚至潜藏着一种真假莫辨的危险。

笔者的这一看法与通常将先验论证的目的看作是为某种思想、知识等寻求其可能性的条件, 或看
作是对怀疑主义的反驳不同。在笔者看来, 已有的先验论证在这两个方面作出了尝试, 但这并不意味
着它的作用仅限于这两个方面。如果提升到更普遍的意义上来反思, 那么它实际上乃是一种形而上学
的论证方法。非经验的形而上学正是以这种方法为论证工具的。这一看法将在本文的第四小节具体
展开。

二、先验论证问题的来源与发展
先验论证问题的发生, 一般认为首先来自康德。康德所使用的术语是

先验演绎 ! 或

先验证

明 !。对康德来说, 为何需要进行先验的论证? 这是因为他在知识的构成中分离出一种包括范畴与思
维原则等在内的

先天知识 ! ( 即非经验、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 , 它们构成经验知识的可能性

的条件。在康德看来, 从思维的形式方面说, 经验只有通过范畴才是可能的。 ( 康德,

∃ 13)

范畴之类的先天知识的提出, 使得知识在类别上增加了新的一种; 也就是说, 除了已知的经验知

∀
#

休谟将其称作 观念的关系 ! 的领域; 莱布尼茨则把有关的真理称 为 必然的真理 !。
休谟将其看作 属于 实际的事情 ! 的领域, 并曾明确宣称, 没 有人想象, 火 药的爆 炸或磁石 的吸引 可以用
先天的论证 ( argum ents a prior i) 来发现 !。 ( H um an,

p. 20)

%哲学研究 & 2009年第 11期

70

识与逻辑 ( 数学 ) 知识之外, 又发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既然这是一种不同的知识, 因此从学理
上说, 自然就产生了类似法学意义上的它的运用的权限与

合法性 ! 问题, 或者说它的

权利 ! 问

题, 并且在它的证明上, 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性质与方法。不可否认, 对于先天的知识, 我们没有办
法采用像数学或经验物理学那样的方式来进行证明。康德的先验演绎的方法论意义, 正是在于它对这
一问题不仅实际给出了上述先验的证明, 而且还在理论上作出了详细的说明。
康德的这一说明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 先验论证的目的和实质, 是要证明诸如

因果性 ! 范

畴之类的先天知识构成经验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 康德经常被引用的论断是, 由先天范畴而建立起
来的原理本身

首次使它的证明根据即经验成为可能, 并且永远必须在经验中被预设下来 !。 ( 康德,

第 569页 ) 二是, 先验论证的标准是范畴等先天知识必须与可能的经验相关联, 否则就会出现类似
二律背反 ! 那样的超出可能的经 验范围的错误推理与证明。对于这一点, 康德给予反复的 强调。
( 同上, 第 598页 ) 三是, 先验证明的具体方法只能通过直接的证明来进行, 而不能借助反证法; 此
外, 这种证明必须是唯一的。 ( 同上, 第 602- 605页 )
除了有关范畴的先验证明之外, 康德的

驳斥唯心主义 ! 部分也被看作是先验论证的范例, 而

且后者的论证方式被认为与后来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斯特劳森以及戴维森等所作出的先验论证更
为相近。康德这方面所要证明的是, 我们有关外部状态的知识构成内部状态知识的前提条件。 外部
对象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 ! ( 同上, 第 205页 ) , 甚至我们的内部经验也只有间接地、并且只有通过
外部经验才是可能的。
在康德之后, 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私人语言不可能的论证 (维特根斯坦,
关

∃ 202- 272) , 赖尔有

∀

两极概念 ! ( po lar concept) 的论证 , 都被视为是给出了某种先验论证。此外, 戴维森、普特

南、塞尔、斯特劳森等人, 也同样被认为在他们的著作中给出了先验的论证。 ( c.f Dancy and Sosa,
pp. 506- 507) 不过, 这些哲学家之所以作出这种论证, 主要针对的是怀疑论。这里尤其要提到斯特
劳森, 因为他在 %个体 & 和 %感觉的界限 & 中作出的先验论证被认为是当代最经典的, 并且它们在
20世纪下半叶重新引起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有意思的是, 就斯特劳森本人而言, 他对先验论证的评价并不高。在 %个体 & 一书中, 他仅有
一次提到

先验论证 !, 认为它是

非常一般、非常模糊的论证 !, 没有必要把哲学立场建立在这种

论证之上。 ( Straw son, p. 40) 应当说, 他的这一先验论证之所以引起注意, 主要应当归之于后来者
的诠释, 即把它诠释为反驳怀疑主义的一种论证方式。本来, 从全书的主旨来说, 斯特劳森要论证的
是他的

描述的形而上学 ! 的两个基本信念: 一方面, 是我们具有一个包含着统一的时空系统图式

在内的认识的框架 ( 概念框架 ) ; 另一方面, 存在着物体和个别的人, 它们的可辨识性构成了认识框
架存在的条件。或者说, 一方面, 认识框架构成了我们思考外部事物的可能性的条件, 它作为
共参照点 ! 限制着我们的整个谈话方式和思维方式, 决定着我们对个别事物的

公

定位 ! ( ib id, pp. 29-

30); 同时另一方面, 作为认识框架的构成要素的单一的时空系统又是由经验实在所构成的。外部事
物 (尤其是物体和个别的人 ) 的存在及其可辨识性, 又是使得我们的认识框架获得可能的条件。在
进行这种辨识时, 我们需要某种标准或方法, 因为我们是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相同的框架。 ( ib id, pp.
39- 40) 可以看出, 这两个信念在斯特劳森那里是相互依存的。这也就是斯特劳森所认为的, 他的
∀

其论证是: 就像除非存在真币, 否则不可 能有假币一样, 同理, 除非我们有某种东西是 对 ! 的概念, 否则
我们不会有 错 ! 的概念。因此, 怀疑论的如下主张 ∋ ∋ ∋ 任何时候 我们都可能 在未察觉 的情况 下犯错, 就
被驳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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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 ! 意义上的分 析, 而是还要 寻求把握概念 与概念之间的 联系 ∋ ∋ ∋

在体系中寻找并建立联系 !。 ( 斯特劳森, 第 416页 )
刚才提到, 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之所以受到重视, 主要是被看作对怀疑主义的一种驳斥方式。不
过对于斯特劳森的 %个体 & 一书而言, 反驳怀疑主义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该书中论及怀疑主义的
篇幅很有限, 只在四个地方出现。 ( c.f Straw son, pp. 34- 35, 78, 106, 109) 在这本书中, 斯特劳森
认为典型的怀疑主义者的

更为深刻的特征在于, 他假装接受某个概念图式, 但同时又悄悄地拒绝

其运用的某个条件, 因此他的怀疑是不真实的。这并非简单的是因为它们是逻辑上无法解决的怀疑,
而是由于这些怀疑只有在这个图式中才有意义 !。 ( Straw son, p. 35) ∀
对怀疑主义的性质的这一刻画, 同样构成斯特劳森有关

他者心灵 ! 的论证的模式。他指出,

要回答怀疑主义关于在思想者自己之外是否任何人还具有思想或感觉的问题, 我们只需论证将心理状
态归属于他人的能力, 构成了将心理状态归属于自己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一论证表明, 对于任何作出
这种怀疑的人所具有的先决条件, 同样也是其他人所具有的。因此, 假如怀疑主义是说得通的, 那么
它就是错误的。或者具体地说, 认为自己能够具有感觉的前提, 是认为其他人也同样能够具有感觉。
而要将怀疑主义表达出来, 本身就包含着认为自己是具有感觉的。因此这一先验论证的结论是, 假如
怀疑主义的这一思想是可以表达的, 那么它也是错误的, 亦即它不能否定他人也能够这样, 从而不能
他者心灵 ! 的存在。 ( c.f

否定

T ranscendental argum ents!, in R outledg e Encyclop edia of Ph ilosophy )

斯特劳森的这种先验论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有关的回应文章中, 美国知识论学者斯特劳德发
表于 1968年的 %先验论证 & 一文, 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他在这篇文章里对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 并质疑其有效性。在他看来, 斯特劳森提出了我们在一个单一的时空系统的认识框架
中能够辨识 ( id entify) 或再辨识 ( re id entify) 个体, 以及具有进行这种辨识和再辨识的可满足的标
准。但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

证实原则 !。 ( c.f Stroud, pp. 247- 248) 也就是说, 对于所要证明的论

题, 不能仅仅从我们的思想、从事理上讲得通的东西那里, 来推演事物存在的状况。因此, 先验论证
最终取决于按照它的标准在外部世界中进行检验。# 由此, 他为斯特劳森的论证再补充了一个步骤,
即

我们有时知道我们所具有的重新辨识个体的最好标准已经得到满足 ! ( Stroud, p. 247) , 认为这

样就能够保证有关个体在外部世界中存在的论证是有效的, 能够驳倒怀疑主义的攻击。既然斯特劳森
的先验论证实际上蕴涵着证实原则, 那么我们大可直接诉诸证实原则, 所以斯特劳德得出的结论是,
先验论证要么是错误的, 要么是多余的。

三、先验论证在形式上所潜藏的出现错误的根源
斯特劳德把先验论证的症结所在归结为对

证实原则 ! 的依赖, 他的这一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适用于特定的对象范围。不过, 斯特劳德本人不加区分地把上述结论运用于所有不同对象类型的先验
论证, 这就过于绝对了。这里先着重分析先验论证在形式上所潜藏的出现错误的根源, 然后在下一节
中再来对先验论证的对象范围加以区分, 以阐明它在特定范围内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

另可参见下述 引文:

#

存在的某个条 件。这就 是为什么在它们被表达的用语里, 它们是不可解决的。! ( S traw son, p. 72)
罗蒂也赞同斯特劳德的 看法, 认 为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确实依赖于证实 主义。他并且 认为, 斯特 劳德表明了

就许多怀疑主义问题来说, 它 们的陈 述都假 装接受了 概念图 式, 同时又 悄悄地 否认其

某种很重要的 东西, 这 就是, 没有任何 先验论证能够证明 诸如物质对象的 必然存在。! 罗蒂的结 论是: 我
们唯名论者不需要康德 的 (先验论证 ) 的新形式 !, 唯一可靠的先验 论证是实 用主义的论 证。! ( R orty, pp.
3- 14; 罗蒂, 第 29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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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 康德之所以要采用先验论证的方式, 乃是由于范畴属于

非经验 ! 的概念; 假如它们是

经验性的东西, 就不会产生这类论证上的麻烦, 而只需诉诸经验来检验, 就像物理学之类的经验科学
所进行的那样。
由于不能直接采用经验的证明方式, 因此另一条可以走的道路就是采用逻辑证明的方式, 来证明
范畴是经验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前提条件。这样, 条件者与被条件者 ( 或对象 ) 之间就构成一种逻辑
关系。通常认为, 先验论证在结构上表现为: 仅当 p, 则 q; q是真的, 因此, p是真的。∀ 在逻辑结
构上刻画出先验论证的形式, 无疑是有益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说, 假如局限于从逻辑关系上来把握先
验论证, 有可能陷入一种危险, 类似于逻辑推理中的

实质蕴涵怪论 ! 那样。也就是说, 论证的前

后件关系能否在内容上成立, 不能仅仅依靠其形式来断定, 而是要通过其内容方面的联系来断定。如
果仅仅按照形式方面来断定, 则可能有类似

实质蕴涵怪论 ! 的情况出现 ∋ ∋ ∋ 假命题实质蕴涵任何

真命题, 真命题被任何命题所实质蕴涵。例如,

假如 2加 2等于 5, 那么雪是白的。! 这意味着即使

在形式上构成一种逻辑关系, 但前后件之间可能在内容上毫不相干, 是一种虚假的关系。所以针对
实质蕴涵怪论 !, 逻辑学先后提出

严格蕴涵 ! 的概念以及

相干逻辑 !, 为的就是防止这类内容

上不相干的东西造成蕴涵关系上的混乱。
与此相仿, 假如先验论证的前件与后件被论证者视为具有逻辑条件关系, 但实际上在内容方面却
是不相干的, 且又不能见诸于经验来验证,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 即它们可能在表面上形成一种逻辑条
件关系, 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却不存在。这样, 不管如何费劲地进行概念上的论证, 并且似乎也显得十
分有道理, 但由于无法诉诸事实的验证, 其中存在的问题就难以察觉。
了解到这类论证可能潜藏的问题所在, 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康德的用心。虽然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
可能的经验 ! ( 注意: 不是

我们不同, 但康德仍然反复强调先验证明需要与
系。例如, 他写道:

现实的经验 ! ) 相联

在先验知识那里, 只要它仅仅与知性概念发生关系, 那么这个准绳就是可能的

经验。! ( 康德, 第 598页 ) 他并且告诫说, 假如不注意这一点, 那么证明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四
处泛滥, 不可收拾。 ( 同上 ) 也就是说, 这种证明就或许会超越可能经验的范围, 其结果就会产生一
些既无法证明其真、也无法证明其假的

先验的假象 !。

不过, 虽然康德把可能的经验视为先验证明的

准绳 !, 但对于他的范畴的先验论证来说, 问题

恰恰在于我们无法满足他所设定的这一证明的标准, 因为他的这一论题 ( 范畴是经验的客观有效性
与普遍必然性的前提条件 ) 纯然是形而上的, 非经验的。这样, 康德所论证的那十二个先天范畴是
否构成经验的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条件, 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理论上的
到充分的论证, 但由于它们无法满足用经验的

悬案 !: 即使在概念上得

准绳 ! 来衡量这一条件, 其有效性如何终究是难以

确定的。
此外, 由于强调经验验证的准绳作用, 康德反对在先验论证中使用

反证法 !, 认为先验的证明

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直接的、明示的证明, 而不应当使用反证法。因为尽管反证法也能带来确定性, 但
无法使我们理解构成事物之真的

可能性的根据 !。 ( 同上, 第 602页 ) 而我们知道, 先验论证要证

明的正是这一根据。因此, 反证法所能达到的结果, 不过是一种暂时满足理性的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康德特别指出, 在纯粹理性的

权宜之计 !, 它并

先验尝试 ! 中, 更不允许通过反证法来为

自己的主张辩护, 因为这种通过对反题的反驳来达到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的方式, 不过是表现了对

∀

可参见徐向东 的表述:

( 1) Y 是可能的, 只有当 X 是现实的。 ( 2) Y 是可能的。 ( 3) 因此, X 是现实的。这

是把先验论证 看作在论证现象 Y 与现象 X 之间所存在的作为必要条件的逻辑关系。 (徐向东, 第 1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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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见与我们所能理解的那些主观条件的冲突, 它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拒绝反题本身。尤其
是在有关宇宙的理念所进行的论证中, 其要害也是它们脱离了经验, 属于
于主观的

超验的 ! 使用, 从而处

辩证假象 ! 之中, 因此完全不可能通过反驳对立一方来反证地达到真知识, 也即处于我

们所熟知的所谓的

二律背反 ! 中。 (康德, 第 604页 ) ∀

不论是把可能的经验设定为先验证明的

准绳 !, 还是否定在先验论证中使用反证法, 总之康德

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就是要防止这类概念的论证出现问题或错误, 如同他所指出的

先验假象 ! 那

样。不过, 由于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这些需要论证的形而上学概念或命题本身的性质上, 所以它实际
上是避免不了的。在没有经验能够提供验证的情况下, 先验论证只能通过提供合理性的证明, 使得人
们可以有学理上的理由来对相关的概念或命题作出判断和选择。

四、先验论证的性质及其必要性
前面已经论述过, 先验论证由于其论证方式本身存在的前提与结论 ( 所设定的命题与所要寻求
的条件 ) 之间的相干性问题, 容易导致一些错误的出现, 并且就斯特劳森式的具体论证来说, 又产
生了斯特劳德所指出的有待经验证实的问题, 以及其他的批评, 如它只能从假定的前提中得出单纯概
念的、分析的结果, 从逻辑的观点看这样的论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等。面对这样的批评, 先验论
证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就成为一个问题。不过, 在笔者看来, 先验论证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关键在于它
论域 ! 的确定, 也就是说它有特定的运用范围; 在这些的范围里, 先验论证的运用有其必要性。

的

这意味着虽然先验论证对于一些对象并不适用, 有如斯特劳德所指出的那样, 但它在某些特定的对象
范围里有其适用性。这些对象范围是, 在经验本身无法提供对某些命题的验证的情况下, 诉诸先验论
证就成了不可替代的选择。换句话说, 一方面, 对于那些能够通过经验进行检验的思想或命题, 无需
进行先验论证; 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无法或一时无法通过经验来验证的形而上学概念或命题, 则只有
通过先验论证来进行。这类概念或命题包括:
1. 一般形而上学的概念或命题, 如康德式的先天范畴、个别与一般问题、因果性问题 (任何事
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 ) 、他人心灵的问题, 以及诸如

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 ∗ ∗一种统一的关

于殊相的知识框架 ! 之类的命题 (斯特劳森, 第 14页 ) 。
2. 道德形而上学与宗教哲学方面的概念与命题, 如自由和正义等概念、上帝观念、灵魂问题,
以及

人是生而自由的 !、 人都有自由意志 ! 之类的命题。

这里的麻烦在于, 虽然上述概念或命题都属于形而上学的概念或命题, 但它们各自所需要论证的
问题却属于不同的方面。对于康德式的先天范畴来说, 需要论证的是其有效性问题; 对于价值理念来
说, 需要论证的是其合理性问题; 而对于宗教的
题。这些不同的思想对象与问题都用

上帝 ! 等观念来说, 需要论证的则是其可信性问

先验论证 ! 来解决, 自然会引起对先验论证的有效性的质疑。

反之, 假如将这些思想对象与问题的种类区分清楚, 那么我们也就不会一概而论地说, 所有的先验论
证都是多余的, 最终都是需要付诸经验的验证的。下面对此分别加以说明。
首先, 对于一般形而上学命题, 例如外部存在是经验认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等, 它们与经验命题

∀

顺便提及, 赵汀阳在 %先验论证 & 一文中曾提出: 康德总结出来 的先验论 证所使用 的核心技 术其实 也是归
谬法的技术, 其新意在于选取了 一个自卫性的角度, 即试图去证明 p的否定命题 p不可能成立 !。他并且具
体归纳出所谓先验论证 必须能够满足的 两 个技术指标 ! (如构造一个 p的反论 p等 ), 认为 先验论证的
关键点就在这 里 !。 (赵汀阳, 第 98页 ) 这些看法实际 上与康德的 原意正好 相反, 对 照上面的 论述即 可看出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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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是可以通过可感觉、可观测或可实验的过程来检验的, 如天下雨那么地湿, 这
是可感觉的, 如天体的大爆炸假说, 这是目前通过对谱线红移的观察而得到支持的, 等等; 而前者所
考虑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则不可能通过上述的途径得到证实, 因此这种关系一般来说是通过哲学的反
思所设定的。例如,

自由意志 ! 的观念、 共相 ! 与

殊相 ! 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

有一种统一的关于殊相的知识框架 ! 的命题, 等等, 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与命题的特点, 在于它们
的

非现象性 !, 这就使先验论证有其必要性。但同时, 也正是由于这种形而上的性质, 为争议留下

了广阔的空间, 同时也使先验论证潜藏着因难以通过实证检验而产生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形而上学
总是处于争议之中的一个缘故。
对于康德式的范畴来说, 需要论证的是其有效性问题。这类问题与价值理念方面的问题不同, 不
论时间的过程如何推移, 它们都不会产生、更不会增加其经验性。举例来说, 不论是在康德生活的
18世纪, 还是在 200多年之后我们所处的今天, 当谈论康德的先天范畴的有效性的命题时, 这样的
命题并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经验的成分, 从而可以让我们像今天来评判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看
得更清楚些; 相反, 康德的上述命题在今天依然像他所提出时一样, 是一个纯粹思辨的问题。因此,
对它的证明也就依然需要像康德那样来先验地给出; 虽然人类的具体思维经验增加了许多, 但都改变
不了康德的范畴的非经验性质。范畴对于思维无疑是必需的, 但不能将它们的作用夸大到能够为经验
带来普遍必然性乃至

客观性 !。

形而上学最典型的一个问题, 是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什么是

一般 !? 它仅仅是名词, 还是也是

实体? 一般与个别又是什么关系? 一般是否体现了个别的本质? 要论证这方面的问题, 显然只能通过
概念的论证来进行。大家都知道在中世纪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 而在现代, 奥斯汀声称唯实论者
以

共相 ! 和唯名论者以

先验论证并不能证明

相似性 ! 对概念所作的解释都是错误的。他否认

共相 ! 的存在, 断定

共相 ! 的存在, 其结果是我们并不知道概念是什么。这些对

一般 ! 概念的

性质的不同解释, 反映的是先验论证的结果所潜藏的争议性。
其次, 是有关自由、正义等价值理念的论证。这类问题的特点是, 它们的合理性虽然在社会实践
中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但其中有一个时间方面的问题, 即它们属于

未来 ! 的领域, 只有在付诸实

践后的或近或远的将来, 才能评价其后果。也就是说, 在这类观念刚提出时, 由于这些观念在现实领
域中并没有相应的对象存在, 所以对于它们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否应当付诸
实践、是否会产生好的效果等问题, 无从加以判断, 而是首先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学理上的证明, 也
即先验的论证, 否则不但无法形成共识而被社会所接受, 而且如果贸然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 将社会
作为一个试验场, 则一旦有所失误其代价将是巨大的。但是当这类观念被运用于社会实践之后, 它们
的合理性如何就可以结合现实的结果来加以判定。此时, 这类观念就逐渐增加了经验的性质, 从而人
们也就可以根据实践经验的结果来对它们进行调整和修正。
对于宗教的

上帝 ! 等观念来说, 需要论证的则是其可信性问题, 这关涉到的是宗教心理、宗

教体验的问题。它是一种单纯主观方面的问题, 所谓

因信称义 !、 信则灵 !, 本来就不属于经验验

证的范畴。因此, 这又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论证。
将这几类不同性质的先验论证加以区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 像斯特劳德那样不加区别
地断定先验论证最终需要诉诸经验的证实, 否则要么多余要么无效的做法是错误的。上述加以区分的
几种情况, 它们都有着进行先验论证的需要, 但是最后的结果并不一样: 其中如价值观念是可以与经
验相关联的, 其合理性是可以结合经验来判定的; 而类似康德那样的范畴则是始终无法通过经验来验
证其有效性的 ( 也即无法验证它是否能够为经验带来客观有效性、普遍必然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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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解释了先验论证的适用范围, 余下的一个问题是, 先验论证既然有用, 那么这一论证方法的
性质与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从先验论证的性质上说, 前面已经提到, 它属于不同于经验与逻辑的
曾经对他所提出的
他指出,

概念上的论证 !。普特南

先验推理 ! 的性质进行过说明, 这些说明对理解先验论证的性质具有参考价值。

先验推理是先假定某些一般前提, 或作出某些非常宽泛的理论假设, 然后去考察什么样的

可能性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一种程序既不是 (经验的 ) , 也不完全是 (先验的 ) , 而是这两种方法兼
而有之。! 普特南还指出, 他的这种程序同康德的
的

先验 ! 研究有密切的联系, 它所考察的也是思想

前提条件 !。 ( 普特南, 第 21页 )
设定某个理论前提, 然后从学理上、也就是概念上对其有效性进行考察, 可说是先验论证的基本

特征。先验论证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这些。假如我们对照斯特劳森在 %个体 & 一书中的论证思路,
那么它与普特南的上述界说显示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该书中, 斯特劳森一开始就设定了我们思考
世界、思考特殊事物的方式是以某种

概念框架 ! 为前提的, 然后通过对殊相的辨识中这一概念框

架所起的工具作用的认定, 来论述其有效性 ( c.f Straw son, pp. 15- 17), 这实际上也就是考察普特南
所说的那种所设定的前提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从方法上说, 先验论证作为概念的论证 ( 学理上的论证 ) , 主要是分析的。这 一道理并不难理
解。既然无法诉诸事实, 也不能凭借单纯的逻辑推理, 那么所能做的就只是在设定的前提与所要寻求
的构成该前提的必要条件之间进行概念上的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先验论证所使用的
析 ! 方法, 并非仅是通常的

概念分

分解 ! 要素的狭义上的方法。概念的分析固然要分析出对象所包含的

要素, 但分析哲学后来认识到的一个重要思想, 是要把这些要素看作是处于联系之中的, 有如斯特劳
森所做的那样, 他的分析方法寻求建立起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系统联系。∀ 康德要建立起范畴与经验之
间的联系, 斯特劳森要建立的则是我们辨识殊相的概念图式与特殊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上文说到, 在西方哲学中, 先验论证往往被看作是针对怀疑主义的。实际上, 对怀疑主义的反驳
也属于概念的论证; 假如这样的反驳是属于经验论证的话, 那么它是多余的, 因为不论是外部世界的
存在、事物运动的真实性、他者心灵的存在等, 本来都是不争的事实。怀疑主义挑起的恰是概念论证
的问题, 这类问题通过经验是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例如, 对于感觉到了的物质的存在与运
动, 我们如何从概念上来证明它们, 而不是诉诸于常识或经验, 诸如通过举起手来证明手的存在, 用
走路来证明运动的存在? 假如只是借助常识, 停留于尝试, 那无异于宣布人类并不存在智力与思想。
参考文献
康德,

2004 年: %纯粹理性批判 &, 邓晓芒 译, 人民出版社。

罗蒂,

2003 年: %真理与进步 &, 杨玉成 译, 华夏出版社。

普特南, 1997 年: %理性、真理与历史 &, 童世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斯特劳森, 2005年: %我的哲学 &, 载欧阳康主编 %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自述 &, 人民出版社。
维特根斯坦, 1992年: %哲学研究 &, 汤潮 等译, 三联书店。
徐向东, 2006 年: %怀疑论、知识与辩护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下转第 98页 )

∀

在 %我的哲学 & 的自述中, 斯特劳森谈到他对 分析 ! 方法 的看法, 并提出 了应 当抛 弃 那种 过分 特殊的
或过分狭窄的 分析概念 !, 而用一种 新的模式 ! 来取代, 即重视 在体系中寻找 并且建立 ( 概念之间 ) 的
联系 !。 (斯特劳森, 第 416- 4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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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著名经典 %维摩诘所说经 & 中曾经提出:

佛以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 ( %大正藏 &
一音 ! 的

第 14册, 第 538页 ), 明确指出人们对于佛教思想的理解是 在

佛陀 ! 和

随类 ! 的

众生 ! 之间进行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解释学的理解架构。
因此, 当笔者早年撰写 %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 & 一书时, 曾经思考上述问题, 并尝试把中国
佛教思想的理解架构称为

在佛教化 与中国化的思想 张力之间 ! 的理解 模式。其中, 所谓

化 !, 指中国佛教理解中追求客观性真理的向度, 即追求佛陀

一音 ! 的向度; 所谓

佛教

中国化 !, 指

作为中国佛教理解之前提的中国文化根基, 包括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等等; 所谓

张力 !,

则指在中国佛教理解中思想的上述两种不同的向度之间的紧张和矛盾。笔者认为, 没有紧张与矛盾的
中国佛教理解是不可能进行的, 正如没有紧张与矛盾的任何文本的理解都是不可能进行的一样; 正是
在思想的两种趋向的紧张和矛盾中, 中国佛教理解不断地达到历史性的

视界融合 !。 (程恭让, 尤见

自序, 第 13- 14页 )
我们对于中华安心 %心经 & 传统的理解, 当然也必须突破

科学的客观性之概念的本体论的障

碍 !, 在由佛陀开创的佛教解释学以及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视野中来进行!
参考文献
程恭让, 2000 年: %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 &,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古籍: %全唐文 &, %大正藏 &, %卍新纂续藏经 &, %太平广记 &, %唐文续拾 &, %诗经 &, %左传 &, %尚书 &, %论语 &, %孟子 &。
伽达默尔, 1999年: %真理与方法 & (英文版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斌城, 2001 年: %唐前期道释儒三教在朝廷的斗争 &, 载杨曾文主编 %佛教与历史文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僧佑: %出三藏记集 & 卷四, 苏晋仁 校勘, 中华书局。
%玄奘研究 &, 1997年, 马佩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佛教 &, 1991年, 中国佛教协会 编, 知识出版社。
周齐,

2008 年: %由

以佛治心 ! 到

治心三经 ! 之滥觞 &, 载 %觉群佛学 &, 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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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2005 年: %先验论证 &, 载 %世界哲学 & 第 3 期。
D an cy, J. and Sosa, E. ( ed s. ), T ranscendental Argum ents,

in A C ompanion to Epistem ology, B lackw el.l

Hum an, D avid, 2007, An E nqu iry C oncern ing H uman Understand ing, O xford U n ivers ity Press.
R orty, 1971,

V erif icat ion ism and transcenden tal argum en ts!,

inN ou s 5( 1 ) .

Rou tledg e E ncyc loped ia of Ph ilosophy, 1998, R out ledge Pub lisher.
Straw son, 1959, Ind ividua ls, R out ledge.
Stroud, Barry, 1968,

Transcend ental argum en ts!,

Taylor, C harles, 1978∋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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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 tructure of Function: To the M em ory of th e 130 Ann iversary of the Pub lication of
Begrif fsschrift by G ottlob F rege
W ang L u
F rege) s Begriff sschrif t, w hich w as published in 1879, m arked the b irth of m odern log ic. F rege believed
th at to replace the tw o concepts of sub je ct and predica te w ith those of function and argum en t w ou ld stand the
test for a long t im e. In m y v iew, this is not only his be lie ,f but also one of h ism ost im portant comm entarie s on
hisB egriff sschrif t. T he tw o concepts of functio n and argum ent have la id the foundat io n o f the basic syntax o f
first order log ic, invo lv in g the estab lishm ent and developm en t o f m odern log ic and so m ak in g contrib utions to
th e research of m any fields in connection w ith log ic, especially of philo soph ica l issues. F rege) s belief is true.
On Transcenden tal A rgum en ts
Chen Jiam ing
The issue of transcendenta l argum ents! cam e first ly from Kan.t The transcendenta l argum ents m ade in
P. S traw son) s w orksw ere regarded as the m ost c lassic in the contem porary era. B. S troud c laim ed that S traw
son) s transcendental argum ents w ere actu a lly relied on the verifica tio n prin c ip le !, th erefore it is superflu
ous. But this conclusion can be applied on ly in a certain fields. For som e unexperienced areas, in clu ding the
concepts and statem ents of general m etaphysics, asw e ll as m oral m etaphysics and ph ilosophy o f re lig ion, tran
scendental argum ents are still necessary. In essence they belong to a k ind o f conceptua l argum en ts!, w hich
are d istingu ished from the argum ents o f experie nce and lo g ic. T he ir basic character is posit ing firstly som e the
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and then exp loring th e ir va lid ities conceptually.
Peace of M ind, the Function ofX in Jing: A C om parative V iew Betw een San skrit and Ch inese
Cheng Gongrang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ing o f Ind ian Buddhism is not only a g reat histo rical event in the h istory of Chi
nese culture, but a lso a typ ical even t in w hich th e rule o f herm eneu tica l conditio ns. T his article chooses the
translation and accepting of SanskritX in J ing as one case, trying to survey and explain th is k in d o f herm eneu
t ica l phenom enon. It m aybe sa id that Sanskrit X in J ing is no t a Scripture w hich comm its itse lf to th e stu dy o f
hum an be ing) s m ind, but under th e v iew of Ch in ese cu lture, it is understood as a Scrip ture to take up w ith
m ind, hum an istic and ideo log ica.l W hat w e try in th is artic le m ay a lso be a help for us to realize som e basic
features o f Chin ese culture and ph ilo sophy wh ich are unacqua in ted to us now.
On P resentation s of Type Logical G ramm ar
X ia N ianx i Zou Chong li
There are three basic m ethods presenting type lo g ica l g ramm ar: ax iom at ic presentation, Gentzen presenta
t io n and ND presentatio n ( .i e. natura l deduction presentatio n) . T he presentations have th e equal ability o f
deduction, but each has its own funct io n. Ax iom atic presentatio n w ou ld becom e a mu lti m oda l lo g ic system by
be ing equipped w ith fram e sem antics. It is m a in ly used to d iscuss the soundness and com pleteness based on
fram e sem an tics. Gentzen presentat io n w ou ld m ake it easy to search fin itely the proofs o f theo rem s and it is
specifica lly designed to so lve the prob lem of decid ab ility. ND presentation reflects the view that gramm ar is
equal to log ic and it w ou ld m ake type ca lculus intuitive. In th e end, w e comm ented another presentat io n, .i e.
ND presen tation o f labe led tree form 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