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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西洋形上學的概念涵義

顧毓民＊

「形上學」（ metaphysics ）一詞在日常用法上似乎已充滿岐義與會混，而
且還夾雜著相當濃烈的情緒意舍，造成另一個「語言瘦煙」。這種情形對於

嚴肅的學術討論，乃至於對日常生活裡待人接物、言行舉止的省恩來說，有
時候不免造成另一種貼標籤式的指責，或是模糊了討論的焦點，達不成澄清

問題或化解爭執的目的：對於「哲學」或「思想」研究更是平添不必要的障
礙，說得嚴重一點，帶貶意的形上學概念更具有相當的殺傷力，連帶著也把

殺了事實上始終存在著的，也是文化（以生活方式之整體視之）上所不可或缺
的哲學或思想的命脈。因為，當代的哲學或思想研究，有一大部分工作正是
轍討各個問題領域裡的「形上學」。

大體而言，形上學之遭到貶斥與科學主義的盛行大有干係﹒國人對形上

學的態度也與此有關。民國廿年代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延續了五四全
盤西化論與本位文化論的戰火，而全盤西化論者高唱的賽先生（科學），乃至

德先生（民主）已普通為人欽羨、嚮往，甚至景仰，某些觀點被指責為非科學

、反科學的「玄學」’當一些學者也把 metaphysics 譯成玄學，形上學做乎已
步入了厄運﹔當時正是科學主義流傳到中國的時代，知識分子正以理解得不

甚完整而深入 的科學觀（有時其實只是科技，乃至於技術、器物 而已）衝量一

切。
所謂「科學主義」（ scientism ）也是個含混的名詞﹔不過，就 其在十九世

顧毓民＊國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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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或更早在啟蒙運動鼎盛的年代裡形成的信念來說，如果不至過度簡化的話

，主要在於：認為以近代物理學為棋心或模型而形成的一套關乎其理解「實

在」（ reality ）方式之基本概念（如下文將說明的，這其實是一套 metaphysics
）與方法學規定（ prescription ），乃是獲致客觀真理（知識）唯一的典範’也相
信人類理性能夠憑藉此典範洞燭各個玄冥、神都而幽暗的角落，清除任何非

理性（或更好說是不合科學理智要求）的臆斷遐想一玄學﹔也認為人類社會、文

化會隨著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而進步，所謂技術或工程（ engineering ）不只可依
於自然規律、定律的確立而施加於自然界的利用、控制，也可依於藉自然科

學典範確立之關乎人、人的社會的定律、規律或模式，施加於人、人的社會
，解決人類歷史上始絡未得其解的難題，更可預制歷史的終結，或以科學的

方式精確而鉅細靡遺地壁畫未來美好的遠景，藉著社會工程（ social

engin-

eering ）或文化工程（ cultural engineering ）的實施，以相對地較短的時程予
以實現（標榜「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斯主義是其中一個典型）。於此種信念
籠罩之下，傳統的哲學（尤其是形上學）、神學，被貶斥為非理性的產物，可
以蓋棺矣！此類著作、文獻，可以付之一炬矣！（套用 Da\·

id

Hume 之語）隨著

西歐勢力向外擴張，出於此種信念的歐洲文化儼然成為文化的極致（早期文化
理論一單線進化論正是此種信念的學理支持，或更好說是「反映」）﹔國人對

其內涵中的科技、民主欽羨不己，哲學、形上學之受國人貶斥，自也是如響
斯應的結果。

科學，或更好說是以近代物理學為模型的科學（歐陸地區，尤其是德閣，
始終存在傳承自古希臘所建立的科學觀，當然，其間仍有些變遷），往往標榜

著「無預設」的絕對原始性，也挾著看似能夠發現客觀普遍必然真理（這一點
被認為是以往的哲學所從未達成的）之方法學盛氣，否定傳統哲學，尤其是長

久以來居於主 導地位的形上學。到了一九三 0 年代，維也納學 閱 （

Vienna

Circle ）的邏 輯 實證論或後來更名的邏輯經驗論，自認己造成哲學 另一次的轉

向一語言轉向 （ linguistic turn ）或方法學轉向（ methodological

turn ），而

能在哲學本身 清除形上學，至少也把十八世紀末以來的反形上學 、取消形上

涅談西 U:J侈上學的概念樹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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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浪潮鼓搗到臨界高宰。
Metaphysics 是否真能取消？或者可以問得更切近一點，科學本身是否已

完全清除掉形上學？此問題可以分從黨個層、面回答 e 其中之一涉及「形上
學是什麼？」的問題，深受科學典範影響的思考者，往往並未留意到

' m e taphysics ’一詞或概念之內涵，已隨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而有所變遷，畢
竟形上學或哲學（乃至人所從事的許多活動），套用 Hume 以後流行的說法，乃
屬應然之事，隨人的設想而定（故言「概念」），而不同於實無事物，有其客

觀之必然。而科學主義乃至於邏輯實證論為「科學」所做的規定，其實也正
好為傳統型的哲學家常批評的「否定形上學的人事實上自己也建立另一套形

上學」之語，提出一個佐證。下文試著在盡可能不觸及實質的形上學理論的
情形下，闡述「形上學」概念的內涵，連帶著也提供「形上學能否取消？」
的問題一個解答（但不是唯一的解答）。

metaphysics 成為一個學門的名稱，其實事出偶然。大約在西元一世紀年

間， Andronicus 整理亞里士多德（ Ar

is tot 峙，

384-322B.C ）的著作時，將亞氏

一部分未正式命名的文稿，排列於「物理學」著作之後，而以希諷文 Ta

Ta

Meta

Physica標示之。亞氏在此部分文稿中提到「智慧」（ wisdom ），「第一（

或基本）哲學」（ first

or pr'.ma 口· phiiosop'.w ）、「神學」（ theology ）三個

名稱指稱他所欲創立的學科，三者則有其一貫性。此學科是哲學或科學（二者

本無分別）的一部門，而哲學（ ph i

lo

Sophia ） 是智慧的追求，能成其為智慧者

必須能給一切存在物整體而終極的普遍必然解釋，亦即探求終極的原因、原
理﹔特殊哲學學科只解釋特定事物（如：物理學只解釋自然物），在智慧的追
求上，能給一 切存在物整體而終極的解釋方成其為「智慧」。而 在哲學體系
上，此種探究 所建立的原理、原因命題，具有最高度的普遍性， 適用於各特
殊哲學所探究 的特定存在物，並且各特殊哲學的探究工作也可便利地運用其

原理、原則，故此 學 科為第一或基本哲學 3 此最高學科所諭究出之一切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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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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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終極原因，為於概念上具有若干屬性（符合吾人所理解之終極原因所應具備
之概念要件）之存在物，合於日常語言中之「神」的概念，故名之為神學，然

非宗教教義闢釋上的神學（此稱為啟示神學或教義神學）。第一哲學和神學之

名日後仍然有人使用，例如：十六、十七世紀的培根（ F.Bacon ）和笛卡見（

R

.Descartes ），培植為了有別於啟示神學而改稱自然神學，十八世紀的伏爾夫
(C.Wolff) 則名為理性神學。不過， metaphysics 這個原屬著作序列之標示，
由於文稿內容所述之理論抽象層次高於物理學，也處理了物理學的基礎概念
與問題，而且如果依照亞氏所論之人類認知次序而言，人係由個別領域的認
知而至普全領域，物理學正好是關乎自然物（包括人在內）的知識之極致﹒正
符物理學之 f蠱、之上之意，以之為學科名稱似亦得當，故逐成習用之名﹔其

實質涵義之隨物理學的變遷而為哲學家任意擺設， f!:A 已由其名稱預示一二。
至於形上學所論究的題材，前文中己提及，依照亞里士多德的構想是「

存有之為存有（ being

as

being ）及其原理、原因」，因為一切事物去除掉所

有個別（包括種、類間的）差異後，僅存的共通事質是它們都是「存有者」（
being ）﹔唯獨由「存有」觀點切入，才能給與萬物普全的解釋。有些學者（例

如： E.Coreth ）認為亞氏並未真正解釋存有自身，而只解釋了基本存有者（ pri

mary

being ），亦即自立體（ substanc 巴，或 ousia ），因此只能稱其學為「自立

體學」（ ousiology)(J.Owens,P.Philipe 均有相同看法）。審視亞氏「形上學
」文稿可見，此為亞氏研究方法商進路之設計所致﹔蓋因「存有」概念極其
普遍而抽象，無法直接給予任何描述，在尚無「後設語言」（ meta-language

）概念的年代裡’自會覺得：對存有的任何描述都限定於存有的某一範疇或特
定的存有者，而非存有自身。因此，亞氏才會試圖由最基本、首要的存有者
一自立體之解釋上，呈顯存有自身，或達成解釋存有的知識目的。不過，由

其文稿內容看 來，「形上學」的目的不只是在於其為一獨立學門 的目的而已
，此學門又是 整個知識體系的最高部門，其地位猶如幾何學系統 中的公設、

公理（現統稱 為 設基）以及若干原始概念的定義等基游部分﹔因此 ，形上學不
只要達成確立 存有（或 一 切存有者）的原因、原理之目的，也要確立知識體系

祖孟是西 f(＇） 跨上學之概是： 1函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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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個部門所依循的原理或原則，以 RX 其為知識之元 c 亞氏認寫此罵一體的

兩面，簡言之即知識原理亦歸本於存有＝於是，以現代的眼光看來，亞民不
只提出了他的存有理論，也同時提俱一套可應用於各特殊學門的概念模式，

做為各詰學門於其對於研究對象的解釋上所依福的指導方針﹔甚至，每一種

特殊的知識活動都要使用的思考工具，亦即撞來所稱的「邏輯」（ logic ），其
所）~依的基本原理或原則，亦為「形上學」予以矗立，倒如：不矛盾律一事
物不能同時於同一觀點下師存在又不存在，也是由存有概念建立的（同一律、
排中律亦是如此）。隨著時代遞擅’科學觀議組聶觀的聲遷，哲學軍對於其基
源問題解答所需的形上學基礎理論，耳iz-n全其思考題材的揮章，車於其角色調

整時對形上學內涵的構想，似乎都可由此得到一些啟發，以達成哲學思考的

目的。至於，原為存有之路極解釋上所需建立的神學或理性神學、自然神學

，於羅馬、中世紀時代基督宗教尋求教義「合理化」或神學與哲學調和的努

力中，也有其可為憑依的理論部門：至今，神（上帝）的存在及其屬性（如果存
在的話）的然是個普受討論的題材，不論肯定或否定其存在，不論可知或不可

知，也不論是用何方法。

不過，真正確立形上學為「存有的科學」（ science

of

中世紀時代的士林哲學（ scholasticisI:t ）京師，聖多瑪斯（ St.

,1225

being ）者，當為

Thomas Aquinas

1274 ）。由他的陪上學相關著作中可見，他由自立體（ 2 里士多德心目

中的基本存有者）的論究提升到「存有」（ ente,being ）本身的描述與解釋，
也提出比亞氏更為揮廣而整全的形上學概念體系，倒賣日：亞氏形上學中未明

白提出的「存在」（ existence

,or act of

being ）：不只能達到哲學追求之

整體而終極的解釋的知識目的，完成嚴格意義的知識體系 J 確立其他所有知

識部門的基礎，在他的立場看來，也揭示了存有整體的面說，以及一切存有

者成其為存有 者的究竟因，尤其是亞氏所未能明確解浪的「存在 」問題。如
果說，亞里士 多德是西方形上學傳統的創始者，~瑪斯可謂為其完鹿者，也

維護了形上學 之為存有學的概念。不過，多瑪斯也未能為形上學定名﹔較早

時他曾在理論哲學部門畫分時稱形上學部分為「神學」（ theology

or divine

282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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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enc 巴），並且認為其研究對象為在存在和認知上均無涉於物質（或質料 p
matter ）的上帝（神）和靈智體（ intelligences' ｛列車日：天使，或容有爭議的，

人的主動靈魂），予人以神學即是形上學的印象，也由於他的宗教背景，使人
忽略了他在形上學史上的貢獻與地位。所幸，他在〈亞里士多德形上學註疏

} (Commentary on Aristotle ’ sMetaphysics ）中，完成 7 存有之學的統一﹔
只是，他仍然使用三個名稱來指稱這門學科：神學、後物理學（或超物理學 p

meta-physics 或 trans physicam ）、第一哲學。神學是就其為論為究存有整體
終極原因一神之學而言﹔後物理學是就其為在物理學（或自然學、物性學）之
後才研習的學科而言，此乃是就其實在論的知識學立場之人類認知次序（由具

體而抽象、由個殊至普遍）而言﹔至於第一哲學則是就其提供其他一切學門的
知識原理而言。由不同觀點視之而有三個不同名稱，似乎有分化的可能，多

瑪斯則則努力以之為存有的論究為主線予以統一，故而確立「形上學」為存
有之學的傳統。不過，也由於形上學在知識體系中的地位與功能，加上有這

些不同的名稱，總是隱藏著分化以及賦與不同涵義的線索，隨著知識歷史的
變遷而有名稱和題材的分岐。

影響西洋近代形上學變遷的因素不一而足，就知識體系本身的因素而言

，或許可簡化為新的自然科學的興起以至確立為知識典範’不只導致哲學與
科學的畫分，也給哲學帶來莫大的衝擊。對形上學來說，這個衝擊也給形上
學的名、寶、形上學理論，乃至於形上學的必要性帶來極其複雜而混亂的變

遷。這些變遷可以分從十八世紀之前哲學仍為知識整體的總稱之情況，和之
後科學與哲學分離而導致哲學角色調整下之情況，概略說明之。不過，兩情
況間仍有其 關聯，也都與近代主要的哲學問題有關，亦即知識的 基礎何在之

問題，或康德 （

I.Kant,1724-1804 ）所謂之批判問題（ critical p roblem ）。

在知識變遷局勢未定的年代裡’哲學家已感受到求知之觀點 （切入的角度
）的重擇、方 法的變革（數學的運用，觀察實驗、經驗證攘的講求 ．．．），知識體

漫談西 ff 形上學的概念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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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分層曾讀重新改造，一些傳統學科的內容必須連帶著聾動，才能保持知

識的系統性。尤其是形上學學門，旺有提供特殊知識部門的原理之任務，更

須針對新科學之所需思辨適當的基礎。培根（ F.Bacon,J.561- 1 626 ）即是處於
此變局中對形上學的名實有所影響的代表性哲學家之一，在他著作中我們可
以看到形上學的可能走向。

在培根的學科分類中，原被歸為同一學門的三個部分或不同觀點下的三

個名稱，被分別置於三個位置而各自分立為單一學科。神學分為啟示神學（

revealed

theology ）和自然神學（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學是藉理性論

證而獲得的宗教知識，不同於啟示神學。啟示神學單獨成為一種知識，有別

於哲學。自然神學則構成哲學的一個部門，即神哲學（ divine

philosophy) •

主要是試間由自然事實推論上帝的存在及其屬性，對應於亞里士多德和多瑪
斯形上學概念中的神學部門﹔不過，培根之意似乎以神哲學的目的在於提供
宗教信仰對象的理性根據，並非前兩者之以神為存有的究極原因而予以論究
（當然多瑪斯也有以理性神學有做為宗教的哲學基礎之意向，但是他的認為神
、哲學各有其分際輿求知的路向，對理性神學之為哲學中的形上學一部分而

言，仍以哲學目的為目的，亦即探究存祠堂堂體的終極原因）。哲學的第三部分

是自然哲學（ natural philosophy ）﹔培根視「後物理學（形上學）」為其中的
一門學科，與物理學並為理論的或思辨的自然學部分，他亦統稱為自然科學
。在培根的構想中，依亞里士多德之見，知識的目的在於求得因果說明，而

完整的說明必讀論列事物的「四因」’亦即：形式、質料、動力（或作用）和

目的因，故而把形式因和目的因的揉究歸之於「後（超）物理學」’物理學則
探究質料因與動力因。不過，在物理學方面，或許由於當時的物理學研究偏

重於物體運動現象，也由於物質分析技術仍未有所發展之故，他並未善用質

料因的解釋﹔ 而在後物理學方面，培根大肆抨擊目的因的虛幻冗 贅，實質上

乃以形式因為 其研究題材。不過，培根所了解的「形式」大不同 於傳統哲學
。亞里士多德 所說的形式是指一物體的外表形狀（如：一雕刻晶 的形象）和構

成使一物質成 某特定事物（如：人、牛、馬．．．）的賈質結構原理﹔ 培根則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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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潛藏在事物的細微結構中，隱而不現，似乎是物體構成元素間的某種關

係，或是構成一自然事件或現象的相關事物間的關係或定律，或者是各動力
因間共同的、單純的固定法則（確定的意指並不清楚）。如此，物理學是發現

事物動力因的學科，而「後物理學」是建立「定律」的學科，兩者實共同組
成近代的物理學。 Metaphysics 因此不再是存有的科學之名稱，但是，培根保
留其與物理學的連繫，以及視之為「形式」的科學（雖然「形式」一詞可能有
不同的理解），連同其對第一哲學的構想，仍然對後世的「帶上學」變遷有所

影響。至於「第一哲學」則位列於整個知識體系之首，視之為提供各個知識

部門所需要的一些普遍的、較高的原則，乃為一切知識之元的普遍學科，維
持了亞氏的概念。而顯然的，培根的形上學概念是近代物理學興起時連帶產
生的影響下的產物﹔歐陸地區的開派型哲學家也有想似的情況。

這位享有近代哲學之父令譽的哲學家，是法國的笛卡見（ Rene

Descartes

,1596 1650 ）。由於他早年在自然科學研究上的專注與成就，他對整個知識體
系的重構，似乎是以近代物理學為基點而做成的，這除了導致實質的形上學
理論的變遷外，似乎也給形上學概念帶來一些深遠的影響。在名稱方面，一

六四一年出版的 〈沈思錄 ｝ (Meditatios ），全名是〈第一哲學沈思錄 〉

一六四七年出版的 〈 哲學原理 ｝

(Principles of

﹔在

Philosophy ’拉丁文本出版

於一六四四年）法文本的〈序言〉（原為笛卡兒寫給法文譯者 A.C.Picot 的信）
中，則提到「形上學」，也提到「神學」，但神學似乎是指啟示神學而言，
因為他認為此學門的目的是引導人邁向天堂之路。笛卡見並末在第一哲學或

形上學內部再做學科分類。至於此一學科所為何事？在 〈 第一哲學沈思錄 〉
這個標題後面，他附加了一段說明：「於其中證明上帝的存在以及心靈與物
（身）體間的區分」，在 《 哲學原理〉〈序言〉中則列舉其實質討論內容，諸

如：上帝的 主要屬性、靈魂的非物質性及其他清晰而單純的觀 念。而就其實

質內容而言 ，其概念系統似乎又回復到亞旦士多德的自立體學 ，但又改列屬

性（ attribu tes ）、模態（ modes ），代換了本質與範疇上的依附性 。這一切的討
論，功能上似乎只限於「知識原理 」

：存在的證明，屬性與模 態的解說等等

種說西部形上學的概念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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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轟何學系統的定義、公設、公理部分，提棋整個知識體系構盾上萬擇

之元，而並未標單存有、存有之為存有的解釋。這在〈哲學原理〉〈序言〉
’以及該書第一部分的內容中，表達得甚為明厲 D 笛卡且以一棵樹比喻哲學

體系，其根為形上學，其韓為物理學（或自然學），其控為由韓分生出的其他
科學（可歸為醫學、權械學和道穗學，而以道德學為單設一切知識的最高智慧

），形上學成為提供知識樹聾分的根暉，也因此以物理（自然）學為主的〈哲學
原理〉第一部分所論乃為人頡知嚼的原理。這顯然也是自然科學運動興起接
對整個知識體系帶來影響下的產物：新的物理學載自然學轉變為自然現象疆

生原因（動力因或 RX 因）的解釋，做為知識基礎學科的形上學，也隨之改墮而

切近於古代的物理學，以合乎「接物理學」的形上學概念。就笛卡見本人的
知識冒趣及其哲學思考發展歷程來說，這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笛卡兒

在自然學乃至於技術研究方面興味盎然，投挂不少心力，也得到一些成果，
但由於某些因素影響下（包括他在有意出版〈論宇宙〉的時值聽到 Galileo 受
審判的消息），使他轉而能事新知講基礎的思考，其目的在於使新知識體系能

在穩固的基撞上嚴謹地建構起來，當然也兼及期能說服神學界接受新的自然

界理論（即如牛頓也不能免於此），故而以物理學為基點，回潮草還原其必要
的知識基礎。純就哲學思考的最躍旨趣而言，哲學家面對這場知識革命，眼

見某些理論已無成形（笛卡見自己也得到一些成果），聽得重新思索知識的基
礎，檢討撞致知識的方法，提出適用於斬自然學研究對象、觀點或題材之有
關於客觀存在物的解釋，也是責無旁貴而罵理所當然之事。此種轉蟹，在哲

學之究極解釋目的上，尤其是形上學在存在原因的整體而結極的解釋之追求
上，固顯有未盡之處，而且存有的原理也不同於知識原理，但笛卡見之以新
自然畢誼日後的科學為基點構詮相應的形上學，除了可能導致形上學的多樣

化之外，也使 陪上學能在科學時代裡維持其存在的必要性典章展 的另一片天

士也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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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傳統的、培根和笛卡見的理路推衍，到了十八世紀新物理學地位確

立，甚且成為知識典範，導致哲學與科學的分離後，形上學讀撞出另一番景

象。在形上學概念變遷過程上值得一提的十八世紀哲學家之一是德國的伏爾
夫（ C.Wolff ,1679-1754 ）。他的形上學概念似乎設法調和傳統以適應新知識觀
，並順著笛卡兒到萊布尼茲（ G.Leibniz,1646-1716 ）的理路推展而來。笛卡見
的形上學概念仍然是在哲學、科學無分的一統知識體系內設想，但顯然是以
物理學為基點而構設的，一旦哲學與科學分立，新物理學（現亦稱為古典物理

學）又成為知識典範﹒「物理學之後」的形上學，在伏爾夫的構思中可能必須
有更廣泛的內容。從笛卡兒的知識樹比喻中，也可推想而知，形上學之根必
須提供韓、授的原理，而在他的構想中，做為樹韓的物理學其質包括了整個
宇宙的組構、地球和一切物體（尤其是水、氣、火、礦物等基本物質）的特性
的探討，也包括了植物、動物，尤其是人的本性的探討（這一部分以後「科

學化」而分離於自然科學領域之外），於是形上學必須提供這一切題材的知識

原理。等到哲、科學分立，物理學成為科學的典範’「饒物理學」在維持傳
統並適應變局的努力下，進成為理論哲學的同義詞﹔伏爾夫似乎對應於強調

經驗分析的科學，在維持哲學固有旨趣的情形下，使用「形上學」一詞總稱
「存有學（ ontology ）、理性心理學（ rational psychology ）、宇宙學（ cosmology

）和理性神學（ rational theology ）或自然神學（ natural theology ），此間內
似乎即是亞旦士多德學科分額中的理論哲學一存有學和理性神學合為「形上
學」’宇宙學內容近似古代物理學，理性心理學同於靈魂論（有關於人的生命

原理的研究，現稱為「心理」者乃譯自 psyche

，希臘文原意正是用來解釋生

命現象的靈魂之意），也是笛卡兒概念中隱含的內容（關乎宇宙、人等自然物

知識的基礎、上帝存在及其屬性，和這一切事物之為自立體、有其屬性和模
態之解釋）。 其中，存有學亦稱普通形上學，男三者為特聽形上 學，乃是士林
哲學學者常 見的用法。

伏爾夫 新列的存有學，對應於傳統形上學概念中有關於存 有自身的論究

, ’ ontolog y y 之 ， o nto p 相當於英文的 bei 月，取亞里士多德構 想中之「存有

漫談西洋形上學的概念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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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存有的科學」之意命名，（中文譯名有時譯為「本體論」似不甚妥當，本
體論一詞較切合中國形上學形態，譯法上做亦以康德對傳統帶上學的批評為

考量）。此詞似乎為 J.-B.Du ﹜iame

I ( 1624-1706 ）所創用，而 Duhamel 似又自

C1a uberg (1622-1665 ）之另一用詞， Ontosophy J 轉化而來。由此名稱可見伏爾
夫仍努力維持形上學的固有概念，然而實質內容卻非如此。由於他基本上是

位「理性主義者」（

rat i ona I is t ），認為獲致「理性真理」（ truth of reason

’指不會陷於矛盾或設想其相反情扭必會陷入矛盾一違反矛盾律之必然知識）
之可靠方法是演繹法（雖然他也不認為這構成知識的全部），做為知識原理的

存有學因此而成為本質之學，解釋的是存有的本質，而非全面解釋存有之為
存有的原因（尤其是「存在」）。因為人類對事物的認識總是要理解該事物是

什麼，欲成為一切知識原理的存有學，自然成為本質之學了。伏爾夫的形上
學顯然也是自然科學衝擊下的產物﹔同時，自近代初期所還顯出的另一屬於
哲學體系內部的影響因素，亦即哲學軍對於知識問題的看法（知識或真理是什

麼？如何能獲致之？），可在伏爾夫的形上學概念和形上學理論的構成上清楚
看出：不同的知識學立場，使用的方法不同，可導致不同的形上學理論、不
同的形上學概念，甚至反形土學。同時，雖尚非明額可見，由於哲學與科學

的漸趨分裂（至其極，可能形成科學主義，認為哲學時代已然結束），哲學思

考隨著成為驅學的科學而進行，已且更不可免之事﹔形上學就其為物理學之後
的可能學科，也會隨著自然科學理論的變遷、學科分化，乃至於科學觀、對

物理學本位的科學方法觀之反省批判，而形成益見複雜的酒墓。
當然，處此變局中，傾向自然科學經驗面（認為科學的決定性要件在於經

驗證據，在於經驗分析，或在於「實荳」）立場者，可能形成反形上學態度，
認為形上學理論中所使用的語詞欠缺經驗意義，既不能像數學這樣的形式科

學可結合經 驗 而成為自然科學（或事實科學）的確固工具，又不能像事實科學

一般增長無 可 置疑的知識，像休拇（ Da·1-id

E"Jr.e, 1711-1776 ）之頭 的經驗主義

、實證主義 者 ，自會宣稱該讓形上學著作付之一炬 c 但是，我們 必須認清的
是，他們只能 反傳統的形上學理論，而且只能基於其理論、其所 形構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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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助於近代自然科學研究，無法提供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直接基礎而為研究的
指導之理由反對之。在近代之前，形上學在做為其他知識原理的學科方面，
無可否認的仍能發揮功能﹔一旦物理學研究的方法、理論乃至於其冒趣有所

改變，自不免產生脫節的情形，的確無法提供直接、有效（有助於新科學研究
之得到成果）的指導。但是，姑且不論人類思考追根究抵的傾向、傳統哲學思

考之目的，實證科學能否排除非實誼的概念（不論視為不必深究或不可實證）

之構設，事實上仍很成爭議。而且，即使是經驗主義者，的然也做了非科學
的哲學思考，他們也解說了經驗是什麼、經驗中的事物是什麼事物，或者說
得更明確一點，解釋了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事物，也提出了一些概念描述
之，就此而論，加上他們受近代物理學的影響而從事哲學思考，亦屬於形上

學（物理學之後的）思考。因為，知識的目的至此仍未改變，亦即追求客觀的
真理，尚未有科學家會認為他研究的對象是虛構的，是人額心靈的產物，依
然總是設定為客觀真質的，這種設定已是形上學態度的表現，哲學家或科學

家從事哲學思考（尤其是受到高、深層問題質疑時），也包括了對這類存在物

或實在（ reality ）的解釋，只是其理論、概念更切近於近代物理學的需要罷了
。然而在科學地位日漸確立，夾雜著進步觀，逐漸成為科學主義主宰的潮流
中，反形上學、取消形上學與哲學淪為科學工具之聲浪己掩蓋了形上學仍然
存在的事宜，更不用說哲學思考、反省批判在人類文化全面、整體「發展」
上的重要性。

處於此逆墳，康德（ I.Kant,1724 1804 ）的形上學概念有其值得稱道之處

。康德發展他的「批判哲學」（大約自一七七 0 年後）時正是牛頓物理學地位
確立的年代，化學大約也「科學化」了，也有一些人文社會研究者開始運用
物理學方法從事研究（例如：經濟學－ A.Smith 的 《 國富論 〉

，以及歷史科學

），科學的衝 擊使哲學家重新定位、定向的努力愈是明顯可見。康德似乎一方
面使哲學思考順著科學的理路而進行（尤其三大批判中的第一批 判 ：《純粹理
性批判》）， 另 一方面也看出科學並不能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 價 值及其實現
的可能性），使哲學的必要性得到肯定 ， 不致於被科學衝毀無道 。 就物理學之

漫談西洋）~上學的概念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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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形上學而言，康德也未否定其可能性，他所努力的正是要在物理學的衝
擊下尋找使之能吃立的可能性，因此，他指責的是某一些帶上學理論（尤其是

伏爾夫的理性主義士林哲學形上學），而非否定形上學的可能性，只是在牛頓

物理學成為新的知識典範的情形下，形上學問題的解答似乎已無法成為「知

識」（例如：有關於心靈、世界、上帝的「理念」是理性誤用下的產物，已超
乎人類知識範圍而為「不合法」的「理念」），形上學必須另尋其可能性的方
法，男尋可能的題材，而非求對於存有整體經極解釋的「知識」。也因此，
康德談論形上學時， metaphysics 一詞做乎有兩種以上的涵義。當他在〈純粹
理性批判 》 中間形上學成為一門科學的可能性時，「形上學」一詞指的是有
關於上帝、靈魂之類的「對象」之揮討的一門科學（或所謂的「科學」，因

為其結論為不可能成為牛頓物理學式的科學，也非數學式的知識 ） ，在他探討

過普遍必然的先驗綜合知識之先決條件後，斷言形上學無法成為一門科學，

但是能夠藉由實踐理智（ practical reason ）予以證立、證成。是知，在康德
不認為以牛頓物理學為模式的科學能解決一切問題的情形下，以非科學式思

考建立的形上學仍有其意義，而此「形上學」是關乎道德實踐之有關於上帝
、心，撞（靈現）、（意志）自由等超感覺對象的解釋輿論證，只是已不再是有關

於存有者的理論性解釋，不再是一門科學，因為那已是「科學」的專利了。

另一方面，在康德的批判思路中，「形上學」似乎是有關於人類活動及
其成果之獲致「如何可能？」問題的解答。如果把人類行動歸為三大頭：求

真、求菁、求美，他所要間的便是其可能性的先在、先驗 （ a

prio r ！ ） 條件，

三大批判（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判斷力批判 ） 可說即是要處理 tl:t 三頓域的問

題。如此，「形上學」可說是探討人頡三大頭行動得以實現目的、得到成果
之可能性的條件的學問。而如果 《 純粹理性批判 〉 是以物理學及其工具一數
學為批判對 象 ，處理知識先驗條件的話，此部分可稱為知識的形 上學，形式

上也維持了 「物理學之後」的性質，但是把理解存有的概念（形 式、範疇）轉

變為知識構成 之先驗條件。不獨如此，康德還認為科學意義上 的 自然形上學
是可能的，亦 即由悟性（ in t e ll ect ）或理解力（口試 巴：－ st a nd i 立 的的 先驗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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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es ）推衍而得的若干先驗原理，這些先驗原理就如同物理學的公設，
是構成物理學的基本原理（例如：事件的因果關係受定律支配，或自然的齊一
性），它們雖非全部部構成經驗對象或展現於經驗，卻是物理學構成基礎上不

可少的條件，因此是像數學一般，雖非關乎自然現象的經驗，卻可應用於自

然界，而成為具有科學意義的形上學或後設物理學。
在求善的行動方面，如果道德行為出於道德判斷，而此乃為實踐理性或
理性的實踐功能運用的結果，哲學（批判思考）在道德問題探討上首要的工作

是找出道德判斷的先聽條件，此為〈實踐理性批判》與〈道德形上學基礎〉
(1797 ）的主冒←探究道德原理及其根源（諸如：善的意志、良知、道德律令的
性質、自由．．．等）。而就上帝也是道德質踐的公設之一而言，原為形上學之一

部的神學也有其可能性，亦即「道德神學」（ moral

theology ）。至於求美的

行動之先驗條件的探究是否也屬於形土學的一環或另成一種形上學，康德並
未明白表示﹔但是，從〈判斷力批判〉的部分內容看來，諸如：物理學所設

想的機械論宇宙、道德實踐所形構的目的論國度，判斷力調和此二者形成一
和諧的領域（構成審美的對象世界），則似乎亦是一種形上學

美學的或藝術

的形上學。

此外，以康德自許為哲學的哥自尼革命而言，他將人頭求真、求善、求
美的可能性條件置於人這個行動主體上，批判哲學即是要分析或還原、探究

人所真有的種種先驗條件，三大批判所陳述的無異於關於入這個存在者從事
這些活動的原理，則似乎不脫伏爾夫的理性心理學概念一而此只是特殊形上
學的一門。姑且不論康德的形上學概念是否得當，他對形上學的變遷無疑有

極其複雜的影響，也給我們在面對實證主義或科學主義衝擊下思考形上學問
題帶來一些啟示。

五
康德之 後 的形上學形勢極其複雜。伏爾夫和康德的構想， 使 「形上學」
一詞更具岐 義 性，暫且不論實證主義科學觀導致的反形上學、 取 消形上學可

I且訣西洋 j侈上學的概念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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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成立，各種形態的形上學概念和理論仍紛然並陳，加上學科分化，哲學家

接展出的各種新方法、新專注的焦點題材．．．等因素的影響，使形上學益形多

樣。
在德國觀念論（ Idealism ’或唯心論，此詞不易中囂，有時須視其實質理

論而定）的變遷方面，由康德至黑格爾（ G.W.F.Hegel ,1770 ← 1831 ）可說是存有

實質化的結果，亦即，黑格爾將康德之認為對象（ object ）乃為主體依其內在
具有的先驗條件所構成的之論點客觀化、絕對化為存有者宜質的生成變化歷

程及其結果，取消了現象與物自身或理體（ r.o'Jmena) ···等之隔絕、分離，以動
態的觀點視一切事物為心靈展現或構成的結果或「現象」一既然主體能「構

成」對象，沒有理由說純粹理性所構成的上帝、靈魂等只是「理念」。不過
，在黑格爾的理論中，傳統形上學或存有學之有關於存有的解釋卻成為「邏

輯」（這當然需由其理論全盤了解之一合乎理性的，亦即合乎邏輯的即是實在
的，關于存有、實在的概念，自為邏輯學的內容）﹔而就黑格爾的目的（也可
說基於其立場）是要描述絕對存有者整個的實現歷程或絕對存有者的「現象」

而言，其「精神現象學」亦可謂為「形上學」。
十九世紀的形上學局勢，受自然科學影響的痕跡更為明顯了。對存有或

實在的解釋，如果承認是可能的，往往因經驗、實證要求所限而傾向於物質
主義、現象論立場，而如果走向極端，同時也多少與數學的變遷（可能使人認

為做為科學有效工具的數學不過是一套符號系統，互支如心理主義般將其基礎
置於人的心理過程而視為人的主觀構設 1 有關，則趨向於唯名論，如此則否定

形上學理論有任何實在意義，與反形上學、取消形上學的態度只是一步之差
，視形上學厲玄學一玄奧、神秘、落伍、非理性的空想、幻想，此尤以被歸

為科學主義者為最。延讀至廿世紀一九三 0 年代的邏輯貫證論（ l og i ca I

tivism ）或邏輯 經驗主義（ logical

pas i

empirici s 叭， lit 種主張尤其強 烈，他們（

以 R.Carnap,1 的﹞－ 197 日為代表）試圖建立某種判單以區分科學與非 科學，而以

形上學語句不 符其檢證原則（ princ:p'.e o ：了 E 了 i i

iat: Ji t ﹜－）而斥為「無意義

」（ meaningle ss ）。姑且不論「意義 」 一詞的意義如何界說仍容有 爭論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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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經驗主義者並未看清他們所建立的判準本身亦非經驗實證而來，或者亦
未發現一個命題系統可能會有一些非系統內的命題可自相證明的命題，而他

們如果深入探討科學理論體系，或許會發現其中也有某種野上學，特別是在
他們將科學特體限定在經驗實誼的情悟之下，科學活動及其握致之理論體系

其實總包含著某些非實誼的成分，而這些成分正是其欲取消的形上學。邏輯

經驗主義或實證論的觀點影響甚為深遠，形成了難以根除的一些有關於「科
學」的秘思，尤其是反形上學的成見。儘管如此，他們的立場也引起更多的

反省、槍討，連同學科分化、方法學（包括「語言的轉向」）、人文價值的強
調（部分原因出於對科技社會文化的批判）等因素，便形上學的不可避免性重
新受到體認，哲學家反而構設許多不同穎型的形上學。

一般而言，人不可避免地會有一套世界觀，即由日嚴格意義的科學，研究

者從事科學探究也不可免地首先要肯定他們面對的是實在的對象。因此，或
許「存有」一詞容有可議之處（雖然可能只是名目之爭），科學軍視其對象為

「實在」（ reality ）白是為達成科學求真目的而相伴生的肯定﹔而科學家也自
覺或不自覺地設定或接受某種因其方法學規定而形構之「實在觀」（諸如牛頓
興範中的物質主義機械論、決定論，乃至更接近物理學理論實質要求的絕對

時間、絕對空間等概念設定）﹔或者，尤其在量子論於科學方法學上的涵義衝

擊之下，要更深入的問：究竟有沒有（為人可如實、如其所然掌握的）「客觀
」（獨立於人的認知之外）的實在價域？之額的先決問題，以判定人所獲致的
知識究竟是否為「客觀」的知識，或者我們所得到的究竟是有關於什麼事物
的知識？即使我們承認科學的決定性要件是經驗誼據（姑且不論監裡的數學 i寅

算所扮潰的角色），科學家在大肆慶祝某些「新聲現」之餘，那些以人為設計
的種雜而龐大的實驗設備所得來的經驗譯據，究竟是關乎那些「已存在於外
在世界」的 事 物本身的經驗，抑或是人所創造的經驗世界？仍 是 個無法以科
學實驗予以 槍 驗的形上學（接物理學）問題：此正頭似於康德的 批 判式形上學

。科學家自 己 或許可以不必觸及此額問題，但似亦無理由斥之 為 無意義的問
題。就此而 諦 ， 形上學是值設物理學 ， 仍然依循傳統理路和近代 以來的趨向

漫談凶悍 7路上學的概念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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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探討自然科學的基礎，可能是關於存有或實在的解釋，也可能是提供
自然科學的知識原理，或兩者兼而有之，旨在做為科學活動的指導一要求人

如此這般看待其所研究的對象 。

當然事情不僅止於此，學科分化，加上如果對以物理學的實在模式看待
其所思考的對象有所疑義時，康德區分的形上學類型可能更形多樣 c 一個獨
立的學科領域，如果認為牛頓物理學模型有不妥之處，可能基於學術或知識
信念而採行（或甚至開發）某種方法，連帶著也可能形構其對研究對象或宜在
的看法，也就可能有對應於特殊科學或學門的形上學。特定科學理論的爭論

，就人類思考的特性看來，往往進展到基本設定之類的基礎問題之爭：我們

也往往因為那是科學家之間的爭論而誤以為那是「科學」的爭論，殊不知那
已不是經驗證據、數學演算所能解決的問題。畢竟，並不是說科學家就不必
做、不會做哲學思考 e
廿世紀的哲學潮流中將哲學問題化約接還原到語言問題，是一個較強勢

的潮流。而如果在此趨勢中同時認定科學是唯一可能、有意義的實質知識，

哲學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後設」 （ m et a ） 的思考，以語言分析方法澄清概念、
問題，甚至取消問題。如此則扮潰了形上學的部分角色，為特殊學門（藉語言

的邏輯分析）檢查其概念（語詞 ） 、還原並槍查其預設的適當性，或者改換康德

在 《 純粹理性批判 〉 中的說法，也借用推根斯坦 （ R . Wit.::g e n st ein,188 9
51 ）在 《 邏輯哲學論叢｝ (Tr a ctatcs 二 o; '. ::o - P~ i

-1 9

l osoph i c 己 s ）的說法，只是焉

知識畫定界限 。 因比，在以科學為主題、為焦點的情形下，形上學思考是試
圖還原一門學科或一個學科領域的陳述系統所可能隱含的預設或未經特殊科

學研究者轍查的信念，分析批判之，而非一階式的對存有法實在的解釋。

「語言轉向」也給形上學帶來一些實質的影響 。 我們使用語言顯然不是
使用符號（畫 個圓案讀線條組合、發出一些聲音）而己，而是籍 由 符號及其有
規則的組合 傳達些什麼事物（這些構吱符號的意義），在思考的 追 根究抵習性
上，我們終 究也會觸及：這些事物究竟是什麼樣的事物？如果 我們不採取邏

輯經驗主義 的意義判準（合乎槍證原則方為有意義的語言） ， 組成意義頡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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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顯然極其複雜。即使我們把問題限制在認知語言（ cognitive

language)

的範圈，也接受經驗主義立場或指謂（ reference,denotation ）理論，我們仍
然可以問：在這個被指謂（指涉）的領域內的是什麼樣的事物？它們是如何構
成的？如果我們嘗試通過語言觀點探討種種問題，而語言是人為產物，帶有

約定性，或者如邏輯經驗主義所要求的，必須符合邏輯語法，我們或許不得

不承認，我們在語言表達中顯現的世界，是維根斯坦所說的，以邏輯形式（結

構）結合經驗與料所形構成的世界，邏輯經驗主義者，一如此名街所顯示的，
也承認科學所呈顯的世界是如此形構成的（此基本上無異康德於《純粹理性批
判 》 中的說法）。於是，形上學使用由語言分析得出之有關於語言的基本構造
單位、語言結構等方面的概念，描述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或思想，或者探問我
們的語言（或更嚴格的認知語言）所可能呈顯世界之實際結構、對應於語詞的

事物為何？語言與此世界的關係如何？等問題﹔或者更廣泛地探尋與檢討我

們在各個學科裡用來描述對象的語詞或對象語言（ object-language ），諸如：
「事件」、「事實」、「集合」、「屬性」之類，問一問有無此類事物，探

尋現代知識體系中理解事物所需要的範疇（ Categories ，如果亞里士多德的或
康德的範疇並不適合的話）。這方面，如果認為自然科學模式不適合於其他領
域的話，也同樣會有兩個以上的（語言）範疇系統的形構。而這種類型的形上

學也是因為方法學的不同所形成的，一般稱為描述的形上學或分析的形上學
。不過，當語言問題討論成為一個獨立學門，也會產生另一個特殊形上學
語言的形上學或語言學的形上學，探問：語言究竟是什麼樣的實在？

由這些分殊化的情況可見，形上學仍然維持其為有關於存有者或較無爭

議的「實在」或「世界」的解釋之課題，其功能則逐漸由存有的原理之建立
，轉移到知識原理的提供，而且多半失去主導的地位，反而邊就特定研究領
域的方法與其 對象的理論需要，正亦符合meta 之原意。隨著實證 論或科學主

義科學觀之受 質疑，以及更多的科學活動個例的「實證」研究顯 示科學活動

的實況，破除 了一些科學秘思，加上量子論提出後給科學方法學 帶來的衝擊
，連同十九世 紀末開始在德國哲學（科學）家間對抗實證論科學觀 的努力，形

盟章是西洋形上學的概念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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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另一種「精神科學」（ Geiste1rissenshaft ）（或文化科學、歷史科學﹔ !ft 「
科學」非宜證主義式的科學）的科學觀，竭力維護人文社會研究（連帶也努力
維護人額及其社會、歷史免於科拉帶來的畫面影響）的獨特性，至少還漸讓人

醒悟，「科學」並不能眛煞其他被視為非科學的思考之必要性，即使「科學
」本身也無法排除某些預設、排除早先為其所斥責的形上旱，其他分殊化的
獨立學科頓域也會有其獨特的形上學口在物理學或自然學已達漸失去學術體
系主宰地位（即如生物學、生命科學已嘗試超脫牛頓物理學的化的主義機揖論
基底模式以解釋有機整體的生命現象）的情悟下，形上學已不再唯獨是「植物
理學」﹔而如果我們倒持自然科學本位的科學觀，則形上學提怯的也不只限
於「知識」原理。帶上學固可以是關乎知識可能性的形上學

有關於邏輯的

基本原理及其與實在的關 f系，關于數學思考中「數」是什麼之頭問題以及數
學符號系統與經驗宜在界的關係（草應用）的問題，關乎吾人經驗中的自然世

界之適當的範疇以及此經驗世界與可能有的客觀自然界（獨立加入的經驗之外
的自然界）自身之間有何關係之謂的問題，關于有位梧的人之厲行為主體、盡

生種種心智現象之可能性的適當解釋以及心、身及其間關係之頓的問題，關
于社會實在之結構與鹽遷的原理（是否安定律支配）之類的問題，可以就如何
得到「科學理論」的需要而設定適當概念讀範疇予以闡述﹔但是形上學也可
以就人頭各種行動所當涉及之價值體現的觀點，形構一價值帶上學體系，亦

即就價值本身及其體現的可能性之觀念，設想相關問題的解答，倒如：「價

{1l直」這種實在的解釋，人之為價值實現的行動主體、社會之馬價值體現的場

所與體現的可能性之另一條件之額的解釋，以及相闊的基本概念或範疇的提
陳…等等 c 此一頓型之下，自亦可針對特定價蟻予以細分－（倒如：廣義的經
濟活動、法律的最佳基礎、政治活動上的人與國家…）。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一些在科學主義盛行的年代裡’適應科學或說教
科控賣面影響 讀基於科學本身的缺失之省軍扭判，堅守形上學本位而形構形

上學理論的努 力，語如：胡塞爾（ E.H~sserl,1859-1 日 3 日）的現象 學存有學（本

質存有旱，分 普遍的與區部的存有學），懷德海（.1 . ;-,r • Wh i t ehea d ,] 861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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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態（歷程）形上學，海德格（ M.Heidegger,1889-1976 ）對於形上學及形上學
問題的深違省察，以及人本存有學（「存有的存有學」）建成之努力，或者整
個存在主義潮流中的哲學家關於人的存有學探討。這些形上學家的努力，對

於人的獨立自主之主體性的挺立、對於人類文化整體之免於淪為物質文化，
都有其值得鑑賞之處。

/\
反形上學或認為形上學己失去「意義」而可以取消，顯然是一種誤解。
有關於科學活動實況的考察、有關於人的認知活動心理機能與歷程的研究，

多少已揭露一些事實，科學或認知活動並非如實證論、（行為）決定論者所設
想那般﹔人並非單純地從感官直接攝受進來的經驗與料中建立起科學理論，
即如嚴格的科學家也是帶著一些先在的概念一一套指示他們如何去看其所面

對的對象或實在，他們握引為理論根據的經驗世界其實是被以某種形式、運
用某種範疇（概念系統）予以形構後的產物，沒有這套關乎實在的前設概念，

人根本無法描述、甚至無法進到某個世界中揉尋入所耍的事物。當然，人也
有可能（也有此創造力）形構另一套概念以理解實在，但是此套概念並非自歐

有經驗與料中自動呈顯，相反的，人必須跳脫現有經驗之外獨立構設，然後
再以另一種眼光、另一種觀點去觀看（或甚至是形構）世界，指導人從事科學
研究一發現或創造事實、建立定律 D 關於這些概念涵義的闡釋並非「賈證」
所能解決，它仍然是思辨、靜觀之事﹔科學家、技術學家或許不去或認為不

必思索它，但並不表示它不存在於其理論系統中。
我們也無法再堅持物理學或自然科學本位的科學觀﹔它的方法及其關乎
其如何理解實在的預設概念指導之下，的確能得到確定的解釋，也導致應用
的成果，但也 不可否認它也排除一些我們可以經歷的事實。連一 些於科學研

究上有所成就 的人（ Whitehead,Poincare 都是顯著的例子）都已有 所警醒，我
們似乎沒有理 由繼續沈浸在這樣的秘思中。應用自然科學的模式於人、人的
社會（文化、 政治、經濟、歷史）研究，也的確得到不少的定論， 揭露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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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有助於人的現象、社會現象的了解：但是，單單一個價值中立的要求
（連帶著「無價值性」的假設）便不能充分解釋人的個別、社會行為，更不用

說無法提出某種周全的方案，以解決由於科學思考形態、科學與技術帶給人
與社會的負面影響下的流弊，因為這些現象與價值觀有直接關係’導致這些

現象發生的價值觀又是科技直接間接影響下的產物，「科學方法」或許能夠
描述這些「事宜」，但在價值中立要求下根本談不上任何「改善」方案的擬
設。而如果連自然科學家都已有所自省 （ 特別是生態學家、某些生命科學家）
，認為科學活動（至少在某些方面）不能再抱持價值中立，承認思辨、靜觀思

考的活動空間，以另一種或多種眼光看待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包括人所處的自
然環境世界）是必要而可能的﹔而此正結形上學發展的可能性重現生樓。

人額的思考也因此不再以經聽為限。科學理論的創新固然終必坐實於經
驗證據，但就創新本身而言已不以現有經驗為限，更何況做為證據的經驗也
可能純是人為創造的產物。或許我們應當承認康德所言，帶上學總有心理的

可能性，人總有超出經驗範圍之外構設某種被視為實在的概念（理念）之傾向
，或「形上感」。且在理想價值的設定及其實現途徑的設想上尤為明顯。即

使在經驗性的科學研究上也有此傾向，一如康德所霄，人會形構「理體」

「物自身」，把心理事件歸之於「心靈」，把物理現象歸之於「物體 J 或總

歸於「自然」’進一步總歸之於「神」﹔載者說科學研究也有追求具統一解
釋所有自然現象的普通原理的目標 c 兩者都需超出經驗範圍去設想。因此，

某種形態的「超驗形上學」（

transe nce::t :::etaphys i cs p 或超越的形上學）似

乎有其形構的可能性與功能。而更進一步地努力恢復傳統形上學之給與存有
整體終極而徹底的解釋，尋求能夠涵蓋各個特殊形上學的普全（ i.:niversal ）形

上學，而且不只是形式的、本質的、可能的（ the ;i o ss i .J ! e ） 存有學，更是存
在的存有學 ，似乎仍是可抱持的預期 2

如此， 形 上學是知識的、價值的（如果硬要有所區別）與／ 或存有的基本
原理的探討 ，可以是關乎特定思考領嗤之思考、理解或談論實在的方式，包

括對人自身 及其思考的機能 、 歷程及其限度（面設或先決條件 ） 之研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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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統合的對於存有或實在自身的解釋，可以是先朧的或超驗的思辨。可以預

見的，存有讀實在、自然、時

空、生命、人（位格， person ）、心靈與身體、

自由意志、人權、自然法、價值

美與善、社會與文化、上帝（神）的存在，

仍將是一些爭論不休的題材，思考者也會繼續擺設理解實在的範目毒草概念（也
會有爭論），都不是易解的「難題」﹔但，一直日科學家不會因為相互競爭的理

論之僵持不下而放棄研究的努力，形上學亦是一項永恆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