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天才和數學：爲什麽康德改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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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在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雜誌，Volume 18, Number 4, October 2001.
pp. 415-432）
把數學說成是美麗的看來是一種常識。數學家常對他們所做的表現出滿足和快樂。他們
常常宣稱定理、證明、方法乃至理論可以是優雅的和漂亮的。同樣，說數學家中間存在著天
才也是一種常識。然而，康德對這兩個問題都改變了觀點。直到 1780 年代，我們還發現他
接受數學裏有美和天才的作用。但他隨後就好像改了主意。從他在 1780 及 1790 年代的作品
我們發現他或明或暗地說過，美和天才的概念不應該被用於數學，而應被限制在僅用於藝
術。這不僅僅是與我們今天大多數人的說法相矛盾，而且也與康德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相矛
盾。就我所知，對康德的改主意還沒有一個滿意的解釋，即爲什麽他嚴格限制美和天才只用
於藝術而把它們從數學（以及其他科學甚至哲學）裏排除開。爲什麽人們應希望把數學及其
物件從美的領域趕走？爲什麽數學裏不能有天才存在？
本文將首先（I）陳述康德對美和天才在數學中的角色的主張。我將指出他的觀點在 1780
年代早期是如何變化的。爲此，我要倚重於剛編輯出版的（1997 年）卷帙浩繁的 Akademie
Ausgabe 版 XXV 卷厚達 1500 多頁的、就我所知迄今還未被譯成英文的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en（《人類學筆記》）。然後（II），我想指出康德把美和天才從數學以及數學科
學中排除掉如何與下述幾點相關，
（a）康德對感性和知性的區分的關係，
（b）前者的某種無
法表達性和無限性，
（c）康德對想像力的研究，最後，
（d）他在《判斷力批判》裏對主觀和
客觀合目的性的區分。我將討論是否他對數學裏美和天才的角色的觀點變化對他 1790 年出
版的第三批判裏所表達的更爲成熟的美學理論是必然的。在我看來似乎通過把美和天才嚴限
於藝術領域並且不允許把它們用到數學上，康德的確在逃避一些最困難、最本質、最有趣的
美學問題——以及科學哲學問題。
I
在《判斷力批判》§ 44，康德宣稱“沒有美的科學，只有美的藝術。”1對科學來說，
不可能“作爲科學”而是美的，否則，如果要求理由和證據，我會拿“有趣味的辭藻（Bonmots
2
俏皮話）”來作回答 。在§ 46，他說自然不是經由天才把規則賦予科學，而是賦予藝術，
3
並且還是美的藝術 。在§ 47，他解釋說，在科學裏“最偉大的發現者與最勤奮的模仿者和
4
學徒僅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被賦予了美的本性的人與他們就有品類上的差異。” 牛頓有
一個偉大的心靈（ein “grosser Kopf,”V308, 183）而荷馬則是一個天才。並且“天才是
5
藝術的才能，而不是科學的才能。”
康德並沒有把牛頓認作天才而視其發現僅是艱苦勞作的結果，這一點在新編輯出版的
《人類學筆記》裏有其證據：“牛頓，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一個有偉大才能的人但不是
天才。他的書《自然哲學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 naturalis）是二十年勤勉的結
6
7
果。” 類似地，“人們不把好的數學家叫做天才，卻在詩人中尋找天才。” 他甚至主張“數
8
學自身只不過是一些規則。” 它是能“依據一些規則”學習到的，並且因此不可能是天才
要做的事：“天才所做的事是不能由依據規則獲得的。數學和哲學不是天才的事。數學可以
9
學得到。” 康德說，這並不是要一個天才來從舊的規則得出新的規則。爲此只要有才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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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如果我從已知的舊規則裏推出新的，那麽這就只關乎才能而無關於天才。”
但康德並不總是主張數學、科學和哲學裏不能有天才或美。在 1760 年代和 1770 年代我
們發現他說我們可以從數學中獲得愉快並且需要一個天才從科學裏作出新發現：“我們喜歡
11
以一種純粹的方式來把握事物，比如像數學裏的愉快”； “幾何證明可以由於其簡短、徹
12
13
底、自明以及適宜於被更輕易地理解而是美的”； “科學發現預設了天才的存在”； 並
14
且“天才們會因科學的難度而擁抱科學。”
康德特別想到，就新方法的發現而言天才在科學裏扮演的角色：“在數學領域裏，天才
15
本質上表現在新方法的發現方面。” 在 1770 年代這個時期，就天才言科學和藝術還沒有
16
分離：“有著天才的科學和藝術”； 和“在一切藝術和天才裏一個人能在機械論者和天才
17
之間作出區分。” 甚至在 1780 年代早期，看起來差不多是過渡的時期，他還在把科學裏
新方法的發現者看作天才：“在藝術或科學裏開拓新路的才能是一種天才…天才：揭示尚未
18
存在的一種科學或藝術的開端。” 天才由於科學所處的挑戰性問題甚至特別被吸引到科學
裏來。
把天才局限於藝術並把科學從美的領域驅逐出去的問題早就由 Paul Menzer 就他對
Reflections19 的研究所指明並且由 Giordanetti 近來對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20 的研
究所證實。我相信，這個變化相關於康德在 1780 年代想把天才與趣味和想像力相結合的傾
向。由此他主張，天才必然要在勤奮無法彌補“缺乏才能”時介入，就如同在“想像力的諸
21
産物”裏的情況一樣。 他在他對數學和詩歌的天才區分上提到想像的能力，當他接著說到
22
“確實不應該稱好的數學家爲天才，然而可以在詩人中間尋找天才” 時。天才，他說，與
“相關於趣味的想像力”和“並不依據先天規則的趣味”有關。“天才所做的事相關於趣味
的想像力。趣味並不依據於先天規則…學生和老師必須要有才能。而趣味的發現者必然是天
23
才”有關。 這裏康德把天才關聯於想像力、判斷和趣味：“天才擁有想像力、判斷力、精
24
神和趣味。” 在這樣一個時間和內容上接近第三批判的語境裏，就我個人感覺，數學被逐
步推離了這個圖景。
於是康德寫到，把所有那些只擁有才能的人稱爲“天才”是由於在他那時代的其他人的
25
誤解或誤用：“現在人們由誤用而把每個有才能的人都稱爲天才。” 康德在此採取了與他
那時代尋常和時髦的想法（也與他自己的早期思想）相反的立場。他的確不僅僅採取了“天
才”一詞的一個特殊用法。他幾乎不再提數學發現的可能性，而是把自己嚴格限制在這樣的
主張裏，即數學規則妨礙了在審美沈思裏所需要的自由，而他正傾向==於將天才概念的使用
限制在此種沈思裏。天才應該，至少在美的藝術裏，由趣味來控制：“趣味，像一般判斷能
26
力那樣，就是對天才的訓練(教育)。” 數學裏的發現確實也是以不同的方法“訓練”出來
的，但康德似乎已經在數學的這些方法和藝術的那些方法之間劃出了一條日益強化的分界
線。在藝術裏訓練天才的是趣味；在數學裏他好像把這種作用授權給了諸規則。無論訓練數
學的什麽，對康德來說它必定與第三批判裏作爲“一般判斷力”和“趣味” 的發展有很大
不同。
我們惟有的創造力，康德說，是想像力。由此只有對“想像力的産物”和“趣味物件”
而言天才才是唯一必要的東西：“我們的想像能力是唯一不從大自然複製而具有獨創性的能
27
力。如此則天才就只在想像力的産物和趣味之物中被需要。” 人們確實不說“數學天才”
28
而說“數學心靈”（“數學家的頭腦”）。
人們越是把天才聯繫於趣味，不由規則限定的趣味，就越是把它從本質上要依賴於規則
的東西（比如數學）那裏推開。這種轉化附和了一個更嚴密的對想像力的研究，一個在 1790
年出版的第三批判裏達到其頂峰的研究。在 1784/85 年的講座裏我們已經發現與想像力和知
性的自由遊戲概念聯繫在一起的天才概念（一個將在第三批判裏變得非常重要的概念）
：“天
才所做的就是那些關係到==與趣味相關的想像能力的東西…於是趣味就是心意能力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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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並且“我們不能在一些事物裏獲取愉快除非知性（遊戲般地）參與進來。” 康德
在第三批判裏詳細地、更清晰地，把天才概念聯繫於趣味（§ 46-50）
。他反復強調，當我說
某物是美的，我就要求每個人的贊同但決不能由證據來勸服任何人，即不能夠有任何的趣味
的規則。康德概念的立場是，決不能取消下面這一點，即有人可能會走過來並正當地說：
“不，這完全不美！”——“正當地”在這裏的意思是他的判斷的確是滿足於趣味判斷所有
四個契機標準的趣味判斷，即它（1）不基礎於個人利害，（2）合乎普遍贊同的要求，（3）
31
基礎於尋找到適宜於想像力和知性能力的某種自由和諧（或不和諧 ）的物件，以及（4）
基礎於這些根據上，考慮到必然性，即如果我審美地對其沈思我必然地不得不要判斷物件是
美的（或醜的）。
這種“正確”然而相互矛盾的判斷的可能性，與特殊的主觀的趣味普遍有效性相伴的可
32
能性，是一種不能在數學裏找到的東西。 這可能把人導向於對數學的美和天才的否定。由
這個理由，趣味判斷必然不能是一個數學判斷。但爲什麽對數學物件不應該有一個趣味判斷
呢？然而爲什麽不能有趣味判斷，本質上，不言而喻地存在於數學的新方法或新證明的發現
裏呢？儘管這些判斷在目的上不再作爲數學判斷出現。在數學發現和藝術創造之間真的有一
道鴻溝嗎？同樣地，在數學學習和藝術欣賞之間也有這樣的鴻溝嗎？說數學可以依據“規
則”學到，其準確的含義是什麽？這個證明，康德或我們，把數學從美和天才的領域排除掉
了嗎？以上這些問題有一部分將是本文隨後要談論的，其餘的問題則會成爲另一篇論文的主
題。
在《判斷力批判》§ 48，“論天才對趣味的關係”，§ 49“論構成天才的心意能力”裏，
康德揭示出天才和趣味、想像能力、審美理念（aesthetic ideas）之間的緊密聯繫。是否
這個聯繫使得康德否定天才和美與數學有任何本質的和內在的聯繫，將會在第二部分作討
論。
II
爲了看看爲什麽康德要把數學從美和天才的領域排除掉，以及是否他有很好的理由這樣
做，對他的趣味判斷的先驗根據的理論，特別是他在趣味判斷裏強調的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
遊戲概念，作點更深入的考察是很有用的。從幾何圖形、數學物件和證明的結構、以及數學
陳述裏的相互依賴和牽連的關係看，這樣一個遊戲爲什麽不可能呢？
在《判斷力批判》§ 1 的結尾，康德似乎確實在表達，且在考慮這個可能性：“甚至當
所給予的表像是理性的，如果主體爲此在他自己的判斷中僅只把它們聯繫於他自身（他的情
感），它們仍然會是審美的”（V204，5）。如果一個數學物件的表像是一個理性的表像，如
果我們在我們的判斷裏將此表像關聯於我們自身（我們的情感），我們就可能擁有一個的確
是趣味判斷物件的數學物件了。不幸的是，康德在其著作裏沒有在這一點上細細思想。就此
而言，在§ 1，他在他的論文裏還沒有發展出他的知性和想像力自由遊戲的理論，他僅僅在
“理性的審美的所給予的表像”（見前引段落）的可能性上有所暗示而沒有確定。
我看這裏關鍵的一點似乎是想像力的本性特別是其物件的本性，是否這些物件必須是感
官的或者是否除此外抽像的物件，像數學的物件那樣的，也是可以的：趣味物件必須由經驗
直觀給予嗎？或者說其中一些還可以純由先天直觀給予？如果前者是，那麽至少在康德哲學
內數學物件可能會被排除掉。康德反復（亦見於前引段落）把趣味判斷物件的表像當作所給
予的表像來談，如果數學表像不是給予的而是建構的，那麽爲此理由它們就必須被排除掉。
在《判斷力批判》§ 14，康德陳述了他的趣味理論，這個理論特別主張是物件的形式而
不是被它所引發的魅力和情感，必須被視爲要對物件的美負責。在此語境內，在沒有指出這
僅只是一個特例的情況下，他把“所有感官物件的形式”劃分爲“遊戲”（play，Sp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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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形”（shape，Gestalt）。這一點指示出趣味判斷的物件永遠是“感官的物件。”
可以引用後面幾段來證實趣味判斷物件的感官的和經驗的本性。在§ 21 康德很普泛地
談到“認識能力的和諧，”斷言判斷“實際上的確發生了，當無論何時一個給予的物件經由
感官把想像力引入到它的聯合雜多的活動當中，想像力接著把知性引入到它的在概念中爲這
雜多提供統一的活動中”（V238，66）。在“分析論第一部分的總評”裏，康德談到想像力
“領會一個感官的給定物件”（“Auffasung eines gegenben gegenstandes der Sinne，”
V240，69）
，並且給定一個外形作爲相關於“外形的外觀”（“Anblick der Gestalt,”V241，
70）的趣味判斷的物件。在§ 32 我們讀到對一個趣味判斷的“我們的領會方式”（V282，
136）
，在§ 39 同樣，讀到“對一個[趣味判斷的]物件經由想像的普通領會”（V292，155）。
在上引段落以及康德以趣味判斷爲基礎的自由想像的概念的基礎上，我相信康德把趣味
判斷的物件想成了一個經驗和感官的物件。再者，這可能是——在康德作品裏這並不太明
顯，這只是我自己提出來的——可能爲了允許一些不可言喻的和不定的、對想像力和知性的
自由遊戲又是必須的可能種類的存在，所給定的直觀雜多必須是經驗的。一個數學物件（代
數的和幾何的）可以依據一些有限的規則建立起來；它可以定義，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被
徹底理性地把握住。由這些理由一個數學物件如其看上去可能的那樣，不能充作作爲趣味判
斷基礎的想像力和知性自由遊戲的表像。甚至我們把數學物件當作給予的（即我們在純粹直
觀中給予我們自己），它們仍然可以建構起來，並且我們通過這種（純粹的和先天的）建構
方式把它們給予我們自己。經驗性的個別物件有著不定的和不可言喻的種種特徵。看來它們
要使我們完滿地概念地把握或至少概念地確定它們的企圖落空。感官的物件似乎無限地複
雜。這種可能性和無限性間的關係按照趣味，源出於或至少好像是由“分析論第一部分總
論”的一個段落造成：“一切強硬的合規律性（接近於數學的合規律性）均與趣味相抵觸，
因爲它不允許我們由對其沈思而得長久的愉快；除非它明確地或爲了認識或爲了一個確定的
實踐目的而被意圖著”（V242f，72）
。依據（有限地多的）規則可以建構起來的並由此爲這
些規則所確定的東西，就像對數學物件來說的那種情況一樣，並沒有提供經驗物件的不可言
喻性和無限複雜性，因此當我們由這種建構概念地把握了物件時也確實沒有“煩擾”我們的
感官。我可以稱規則的這種使我們能建構並由此能完全確定物件的特徵爲“規則的限定
性”。
這確定了數學物件的“規則的限定性”並不適合康德認爲的與天才（§ 49）和趣味緊密
相關的審美理念（aesthetic ideas）。一個審美理念是“一個促生許多思想的想像力的表
像，但對它來說沒有不管什麽樣的明確的思想，即沒有[明確的]概念可以被給予，以至沒有
語言能完全表達它而使我們能把握它”（V314，192f）。數學物件，與此相比較，被它們的
定義所限制，使得概念確實是充分的並且語言確實能完全“表達”這些物件也允許我們“把
握”它們。我們可以理解它們並由有限的一些規則來完整地描述它們。而這對審美理念以及
經驗物件來說都是不可能的。一個概念性的描摹（description）永不會終結。
如果我們能想像幾何圖形、公式（用記號）
、或結構（以圖示描繪）
，我們就能由依據建
構的規則，或由觀察圖片，或回想或再造感官的（經驗的）表像和我們曾見識過的圖像。但
我們的想像力一旦經由規則來指導（知性概念），想像力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如果，當一個
物件在直觀裏已經建構起來以後，我們就把它視作給予的並應用於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遊戲
之中，那麽康德就可能會想，我們離開了數學領域。僅只當我們根據確定它們的規則來考慮
數學物件，我們才是在處理數學物件。然而在趣味判斷的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遊戲的基礎
裏，想像力不得不要從規則和知性概念裏解脫出來。並且人們可以想到，這是僅當物件是感
官的物件、一個並沒有依據知性規則來建構卻由感官知覺給予的物件、一個我們沒有（經由
建構）給予我們自己卻經驗地經由我們的感官被給予我們的或由經驗材料組成的物件時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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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爲只有感官的物件才能給我們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遊戲所需的那種無限性，而以爲
僅只經驗物件能成爲趣味的物件就是一種誤解了。數學物件也允許無限多的應用和變化；它
們也是決不能被完全描繪出來（儘管它們可以被定義且在此意義上被充分確定下來）。任何
數學物件都會在新發展出的定理裏顯示其特性。就我看來康德似乎低估了這一方面。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 9 就想像力和知性的自由遊戲談到：“被這表像帶入遊戲之中
的認識能力是在自由的遊戲裏，因爲沒有確定的概念把它們限制到一個認識的特殊規則裏
面”（V217，28）
。
（由建構）給定一個數學物件，如果我的認識能力被“帶入”遊戲，那麽
就“沒有確定的概念限制”我的認識能力。這暗示著我要不得不忘掉那些統治數學的規則和
概念。但我還要丟掉作爲數學物件的那個物件，因爲康德似乎認爲作爲一個數學的物件，不
可能沒有規則。這一點可能就是數學（先天的）物件和感官物件（經驗的）物件之間的本質
區別。
一朵玫瑰，康德反復強調，作爲玫瑰是並不美的；由玫瑰的概念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發現
它是美的。但除了它的概念之外，當我看著玫瑰對它作沈思和遊戲[即賞玩]時就有一些東西
經驗地感官地被給予了。而這一點恰恰在一個數學物件那裏是缺乏的。玫瑰有著一些形態，
其（經驗的以及由此而無限複雜的——不是建構的由而是本質地有限的）形式和色彩的濃
淡，使得想像力能（伴著知性）與之作遊戲。這些形態都是形式上的，然而它們是被經驗地
確定和給予的。它們是形式的，但我能看見它們。
在 《 判 斷 力 批 判 》 § 15 康 德 強 調 ， 與 其 他 “ 有 名 的 哲 學 家 們 ” （ namhafte
Philosophen——可能是指理性派的哲學家）相反，是否完滿性和客觀目的性能被看作是對
我們發現物件是美的的回答是很重要的：“在趣味批評裏，極爲重要的是，去確定是否美的
確可以準確地分析爲完滿性概念”（§ 16，V227，45）
。康德論證說，這種分析是不可能的，
而我相信數學裏的美和天才的概念成了他的這個確定的犧牲品。他強調，當一物成了一個趣
味判斷的物件，它就決不是“應該是的那個什麽了”（“was das Ding sein solle,”V227，
45）。在這一語境中他通過說必須要領會一個給予的形式（“eine gegenbene Form in die
Einbildungskraft aufzufassen,”V227，46）對想像力的活動進行了分類，再次指向知覺
物件而不是建構的數學物件。這裏想像力必須理解（經驗性地）被給予的東西而不僅僅是幫
助（先天的）數學由知性的純粹概念引導的建構過程。“對美的喜愛是不預設概念在先而直
接與表像相結合的，由此表像（而不是由思考）物件被給予出來”（V230，51）
。在§ 16 的
這一段直接反對使趣味判斷不純粹的理性的概念（並非知性的概念）。這一段也同樣可以應
用於反對數學概念。
33
由上可知，《判斷力批判》傾向於把數學排斥在美和天才的領域之外是十分明顯的。
當然康德很清楚他在反對一個廣泛流行的（甚至也是他自己早期的）觀點。在§ 15，以“趣
味判斷完全獨立於完滿性的概念”爲題，進而在§ 22，在“分析論第一部分的總評”裏，他
更清楚地表達出他的觀點：
趣味批評家的確通常以幾何學的規則圖形作爲證明理由，如圓、長方形或正方形等，作
爲最簡單和最不容置疑的美的例證。這些圖形還被叫作規則的僅僅是因爲我們能表達它們的
唯一路徑只是通過把它們看作是一個把規則賦予圖形（能獨立地使圖形成爲可能的規則）的
確定的概念的單純展示。由而這兩者中有一個必然是錯的：或者是把美歸屬於這樣的圖形的
那種批評家，或者是我們的判斷，即美要求一個無概念的合目的性。（總評，V241，70）
接著他更清楚地表明“我們的判斷”必然是正確的，而另一個“批評”則必然是錯誤
的：“可能沒有一個人會認爲一個有趣味的人應被要求，比起一個亂塗的輪廓來更喜歡一個
圓形，比起奇形怪狀的不等邊和傾斜的四邊形來更喜歡等邊和等角的四邊形；因爲趣味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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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這個，而僅只是普通的知性才會”（V241，71）
。另一方面，他在§ 16 的下一段，承認
了附庸美（pulchritudo adhaerens，anhaengende Schoenheit）。然而在我看來，他在那裏
混雜了“批評家們”廣泛的但是“錯誤的”觀點（儘管在§ 16 給定的所有例子都相關於經
驗的而並不是數學的物件）。在那裏康德說，無論誰記挂著物件的“內在目的，”無論誰有
一個物件的概念並且在他的判斷裏面不從這個概念“抽像”，誰就不是生出一個純粹的而是
一個“應用的趣味判斷”了（“ein angewandtes Geschmacksurteil,”§ 16，V231，52）。
這個“應用的趣味判斷”的概念，我想，依據康德，僅僅是一個對那些常常稱作“美的”東
西的讓步，只不過是一個附庸美的例子而不是一個純粹趣味判斷的物件，因此，嚴格地講，
完全不是一個趣味判斷的物件。但在我看來，它似乎通過在沒有詳細說明“應用的”和“附
庸的”可能的衝擊會是對著物件自身和我們對它的概念的情況下簡單地談論“應用的”趣
味判斷和“附庸”美，避開了美學和數學哲學的一個本質問題，或至少遺漏了、沒有講出來。
在《判斷力批判》裏，康德區分了主觀的和客觀的合目的性，這區分對他整本書來說是
基本的。主觀合目的性是趣味判斷的先天原理，這原理則正是康德這本書第一部分的研究物
件；客觀合目的性是目的論判斷的先天原理，在第二部分處理。作出這個著名的區分就幫助
康德以否定方式回答了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即“是否完滿性…能被想爲是對我們發現
物件是美的的回答”（§ 16，V227，45）
。那麽完滿性就被牽涉到客觀合目的性了，並且在
主觀合目的性中作爲一個因素被排除掉；由此它不能“被想成是對我們發現物件是美的的回
答。”
然而“事物意指的東西”（§ 16）
，根據第三批判（1790）
，無關於趣味判斷，而根據《人
類學講義》1772/73 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況：“我不能發現某物是美的，除非我對它有所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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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人們不能判斷某些事物是美的直到他們對它有些知識。” 在這些講座裏，主觀
和客觀合目的性還沒有得到區分。對稱、和諧以及客觀地有目的的某種比例也是如前主觀地
有目的的。它們適宜於我們的感官和知性，以至於我們能發現它們是美的：
使我們對它們的知覺變得輕鬆的物件給我們愉快、是美的。它們與感性的主觀規則相適
應，它們通過把我們的想像力和知性的力量帶入運動和活動中而適宜於強化我們的內在生
命…對稱使我們的知性輕鬆且是感性的比例。看著一座不成比例的房子，我發現難以把它看
成一個整體…各部分的一致性幫助我的表像，提高我的內在生命，因此我必然發現它是美
36
的。
康德在 1790 年仔細和主要地區分的，是主觀和客觀合目的性，而他在 1772/73 年並沒
有區分開這兩者。也就是說，在 1772/73 年康德闡明了客觀合目的性能成爲主觀合目的性和
趣味判斷的確定基礎，但在 1790 年他強調說這是不可能的。對稱和任何其他的完滿性在趣
味問題上不再扮演任何決定性的角色。於是可以把他在 1790 年對主觀和客觀的合目的性的
區分看作與他把美從數學裏排除掉相關。
在 1772/73 年，當這個區分還不太明顯時，我們可以讀到，在上引兩段之後，“物件的
37
美的表像應從美的物件中被分辨出來。” 爲此康德給出了兩個例證，第一個，“我們可以
38
擁有對醜的物件的美的表像，” 以及第二個，“數學的數位不美，但在幾何裏的證明由於
其簡短性、其完滿性、其明證性以及其對更輕鬆的理解的適應性而是美的。使它們對我們顯
得是美的的，是我們在輕鬆的證明裏得到的愉快。這裏我們發現一種對知性的主觀規律的適
39
宜性。” 因爲其簡短性和完滿性而可以把證明和證據叫做是美的，是後來因對主觀和客觀
合目的性的嚴格區分排除掉的東西：美僅只依據於第一個（主觀合目的性），簡短性和完滿
性是第二個的（客觀合目的性）。對美的可能的先天依據的領域被限制在了主觀合目的性裏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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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力求顯示出康德把數學從天才和美裏面排除掉是與他對在審美沈思裏想像力角色的
概念相伴的，特別是與來自知性領域的想像的自由相伴，與它的和感性直觀的雜多的遊戲相
伴。我假定感性和這種自由並非無關：直觀和知性的自由遊戲的本性可能預設了一個（無限
的）被給予的、並沒有被（有限的）概念所決定的雜多，因此是一必然由我們的感官給予的
雜多。但這個假定是有疑問的。特別是我們不得不看到一個知覺的雜多並非是無限的而時間
40
和空間的先天雜多卻是無限的。看來有一個更高級的我們能在知覺上接受的東西的邊界。
康德在 1780 年代把（1）天才聯繫於趣味時正是在把（2）天才，和趣味一起，排除出
數學的過程之中。但即使我們接受（1）
（把天才與趣味相聯結）
，爲什麽我們又應該接受（2）
（從數學裏排除天才和趣味）？人們會想康德從天才的領地排除開數學（以及其他科學）是
爲了不讓數學及其進步的穩固性（見§ 47）混淆在對他來說似乎在他那個時代裏已是太多的
所謂天才的那群叫人迷惑的人裏面。另一方面，把天才的概念合併到他的審美理論裏並由此
給了它一個在他的哲學裏最好的地位。
康德在其審美理論裏把天才和美從數學裏排除掉了嗎，或由它造就了一種需要？如果我
們視其爲第三批判的最大任務之一來顯示趣味判斷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如何能不需要預設
（客觀的）趣味規則而被捍衛，甚至也不需要考慮出一個基礎於任何客觀概念或規則的正當
理由，那麽康德的主觀合目的性概念和想像力與知性的自由遊戲就可能是解答這個問題的唯
一途徑了。相應地，客觀合目的性伴著其類規則的特徵不得不作爲一個對趣味判斷及其對普
遍有效性的主張而被排除掉，因爲不這樣的話趣味規則就可以從潛藏在客觀合目的性的規則
裏發展出來。
康德在第三批判裏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先天趣味原理，一個不能夠被還原到任何已經在第
一批判裏被建立起來的東西上面的原理。他想把在他的先驗哲學裏有著對美來說的合法的空
地這一點弄確實。這給了我們的“我不知道什麽”（“je ne sais quoi.”）這句話一個合
法的理由。但它還要求表現出不能有任何趣味規則。在這個問題上康德似乎走得過遠了。我
沒有看出來爲什麽數學從一切方面來說都注定該是這一問題的犧牲品。畢竟，遊戲或應用數
學規則並不需要被數學規則所束縛。在數學史上，也存在著比康德似乎接受的要更多些的自
由存在於做數學之中。康德可能很是低估了美和規則及其相互依存的動力。但他在第三批判
提出的概念的框架，想像力和知性自由遊戲的概念以及在其反思作用裏的判斷的能力，爲解
釋數學物件和數學活動，特別是考慮到它們的歷史和創造性的方面，如何能完全被解釋給出
了一個相當適宜的背景，並且也在美和天才的領域裏給了一個位子。這一主題將會在另一篇
論文裏作討論。
附言：這篇論文是在我於 1999 和 2000 年待在哈佛大學時所寫的一篇大作品的一部分。
我希望對 Brent Kalar、Charles Parsons、Hilary Putnam 以及 Tassilo von der Twer 諸君
的有益的討論和建議表達我的感謝。我的研究工作是由洪堡基金（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資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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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gibt [nicht]...schöne Wissenschaft, sondern nur schöne Kunst,”V304, 176. 此頁碼是指
Akademie Ausgabe 版（卷 V, p.304）
，同時也標出了《判斷力批判》1793 年第二版的頁碼（這
裏是 p.176）。我這麽做是因爲一些標準德文版給出了第二版頁碼，但沒有給出 Akademie
Ausgabe 版的頁碼。第三批判的英譯我根據 Werner S. Pluhar 的 Judgment of Taste，
Indianapolis，1987 年。引文中的斜體段落都是我自己譯的。[中文以楷體字表示。本文有關
康德原文的中文翻譯沒有依照現有中譯本，而是由譯者根據本文作者的英譯譯出，請注意參
考作者在注釋裏引出的德文原文，因爲作者的英譯有時也並不與德文原文完全對等，並且這
些材料也往往是在國內很難見到的——中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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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ine Wissenschaft, die als solche schön sein soll, [ist] ein Unding. Denn wenn man in ihr als
Wissenschaft nach Gründen und Beweisen fragte, so würde man durch geschmackvolle
Aussprüche (Bonmots) abgefertigt,”§44, V305, 177.
3
“dass die Natur durch das Genie nicht der Wissenschaft, sondern der Kunst die Regel
vorschreibe; und auch dieses nur, insofern diese letztere schöne Kunst sein soll,”V308, 183.
4
“Im Wissenschaftlichen also ist der grösste Erfinder vom mühseligsten Nachahmer und
Lehrlinge nur dem Grade nach, dagegen von dem, welchen die Natur für die schöne Kunst begabt
hat, spezifisch unterschieden,”V309, 184.
5
“[Genie ist] ein Talent zur Kunst..., nicht zur Wissenschaft,” § 49, V317, 199.康德在此補充
說在科學裏“我們必須從確切知曉的規則出發來確定我們必須使用的程式”（“in welcher
deutlich gekannte Regeln Vorangehen und das Verfahren in derselben [Wissenschaft]
bestimmen muessen”），§49，V 317,199。這些規則，他說，“在先。”（就我研究的那
段上下文而言，Pluhar 的翻譯沒有清楚地譯出我想看的東西。）我在此處的興趣之一是，
是否康德主張科學規則的“在先”是正確的。這將在我較少關注於康德及歷史樣貌的另文裏
作更詳細的討論。是否規則“在先”的問題並非維特根斯坦的依據規則問題，但可能與它有
相當關聯。
6
“So war Newton zwar ein Mensch von grossem Talent aber nicht von Genie, wie er selbst
sagte. Er hatte sein Buch Principia philosophiae naturalis durch 20jährigen Fleiss zu wege
gebracht,”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 Mrongovius 1784/85, XXV 1311. 《人類學筆記》在 1997
年才剛編輯出版。本文的英文譯文都是我做的。因爲這些文本新到迄今還沒有被翻譯過來，
對我的討論又有極大用處，我得倚重它們並試圖從《筆記》中盡可能完全地引用出相關內容。
請注意德文文本沒有任何標準的正字法。請參考 Piero Giordanetti 在新編《人類學筆記》基
礎上對天才、藝術和科學在康德哲學裏的相互關係的歷史考察，“Das Verhältnis von Genie,
Künstler und Wissenschaftler in der Kantischen Philosophie.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Beobachtungen,” Kant-Studien,86,1995, pp. 406-430.我在本論文的第一部分大量使用了
Giordanetti 提供的資訊。
7
“Einen guten mathematiker nennt man nicht Genie, hingegen sucht man bei dem Dichter
Genie,”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 Menschenkunde 1781/82, XXV 1061.
8
“Die mathematic ist an sich selbst lauter Regel,” Refl. 922, XV 410, 1776-1778. 此處給出
的 Reflections（《反思錄》）的日期是 Akademie Ausgabe 版給出的一個估算。它們有時被加上
一些標出確信或不確信的程度的問題注釋。
9
“Sachen des Genies sind, die nicht nach Regeln gelernt werden. Mathematik und Philosophie
sind nicht Sachen des Genies. Die Mathematik kann erlernt werden,”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
Mrongovius 1784/85, XXV 1311. “依據規則”獲得或學到的，其準確含義可能會是什麽，這
裏並不完全清楚，如我將會指出的，一些有大利害和關聯的東西既在康德的先驗哲學之內又
不在其內。
10
“Wenn ich aus bekanten Regeln andre herausziehe; so ist das Talent aber nicht Genie,”ibid.
1310.
11
“Wir mögen alles gerne rein haben. Z. B. das Vergnügen an der Mathematik,”
Anthropologie-Vorlesung Collins 1772/73, XXV 177.
12
“[G]eometrische Demonstrationen können durch ihre Kürze eine Schönkeit haben, wegen der
Vollständigkeit, des natürlichen Lichts und leichter Fasslichkeit. Das Wohlgefallen an der
Erleichterung an Beweisen macht ihre Schönheit aus,”ibid. 183. 這裏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康德
很明白我們對數學的美的樣態通常會想到的東西。這也使我們更爲驚訝，他自己後來疏遠了
這些真的、數學裏的美的樣態。
13
“Zur Erfindung der Wissenschaften gehört Genie,”Anthropologie Vorlesung 1772/73. 這是
關於新科學的發現（“der”用作 genetivus objectivus[拉丁語，賓語的屬格]）
，而不是關於在
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結構裏的新結論的發現（“der”用作 genetivus subjectivus[拉丁語，主
語的屬格]）。不同的是，它的結果會是這篇論文的一個中心問題。
14
“Genies werden um der Schwierigkeit willen die Wissenschaft umarmen,”Anthrop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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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schrift Mrongovius 1784/85, XXV 1236.
15
“In der Mathematik zeigt sich das genie eigentlich in der Erfindung der Methoden,” Refl.
812, 1776-1778??, XV 362; “Wissenschaften des genie, Erfindung neuer Methoden,” Refl.
966, 1776-1778, XV 424.
16
“Es giebt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des genies,” Refl. 812, 1776-1778??, XV 361.
17
“In allen Künsten und Wissenschaften kan man den Mechanismus von dem genie
unterscheiden,” Refl. 829, XV 370, 1776-1778.
18
“Das Talent, einen neuen Weg der Kunst oder Wissenschaft zu eröffnen, genie….Das genie:
die quellen einer Wissenschaft oder Kunst, die noch nicht da ist, zu entdecken,” Refl. 1510, XV
827f, 1780-1784.
19
Paul Menzer, Kants Ästhetik in ihrer Entwicklung, Berlin 1952, p. 87.
20
Piero Giordanetti, “Das Verhältnis,” p. 413.
21
“Genie ist also das wo der Fleiss den Mangel der Talente nicht ersetzen kann, dergleichen sind
alle Erzeugnisse der Imagination,”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 Menschenkunde 1781/82, XXV
1061.
22
“Einen guten Mathematiker nennt man nicht Genie, hingegen sucht man bei Dichter Genie,”
ibid.
23
“Sachen des Genies sind die, die auf die EinbildungsKraft in Beziehung auf den Geschmak
gehen Geschmak richtet sich nicht nach Regeln a priori…Der Erlerner muss Naturell, der Lehrer
Talent. Der Erfinder in Ansehung des Geschmaks muss Genie haben,”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 Mrongovius 1784/85, XXV 1311 (康德的正字法).
24
“Zum Genie gehören EinbildungsKraft UrteilsKraft Geist und Geschmack,” ibid. 1313.
25
“Jetzt nent man, aus Missbrauch, alle Talente Genies,” ibid. 1311.
26
“Der Geschmack ist, so wie die UrteilsKraft überhaupt, die Disziplin (oder Zucht) des
genies,” Critique of Judgment, §50, V 319, 201.
27
“Der Einbildungs Kraft ist das einzige Vermögen in uns, das gewissermassen Schöpferisch ist,
ohne eben von der Natur zu copieren. Also ist Genie nur erforderlich in producten der Einbildungs
Krafte und in Sachen des Geschmacks,” Nachschrift Berlin 1781/82, XXV. 我把片語“趣味之
物”讀爲“想像力的産物”的一個解釋，而不讀爲一種擴展了天才領域的東西。
28
“Man sagt nicht: mathematisches Genie, sondern mathematischer Kopf” Fragment eines
Colegii des Herrn Professor Kant über Anthropologie 1788. 見 Otto Schlapp, Kants Lehre vom
Genie und die Entstehung der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Göttingen 1901, p. 288.
29
“Sachen des Genies sind die, die auf die EinbildungsKraft in Beziehung auf den Geschmak
gehen…Geschmak ist so die Proportion der GemmüthsKräfte,” Anthropologie Nachschrift
Mrongovius, XXV 1311.
30
“[E]s kan nichts gefallen wobei nicht Verstand im Spiel ist,” ibid. 1313.
31
對否定判斷以及它的先驗依據，特別是否定的主觀目的的可能性，見我的論文“Kant finds
nothing ugly?”（康德發現無物是醜的嗎？）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vol. 39, October 2000.
32
對康德論證一般趣味判斷的主觀普遍性的方法的一個詳細研究，是獨立於數學問題的，
見作者著作：Das Problem der Subjektiven Allgemeingültigkeit des Geschmacksurteils bei kant
（康德論趣味判斷的主觀普遍有效性問題）, Reihe Kantstudien Ergaenzungshefte, vol. 137,
Walt de Gruyter 2000.
33
然而，Donald W. Crawford，“Kant’s Theory of Creative Imagination”（康德的創造的想
像力理論）
，在 Ted Cohen 和 Paul Guyer 編論文集裏，Essays in Kant’s Aesthet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以及 A.T. Winterbourne，“Art and Mathematics in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康德批判哲學裏的藝術和數學）
，British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 28，no. 3，
Summer 1988， pp. 266-277，論證了一個在藝術、天才和數學之間的緊密聯繫。他們都視生
産性的想像力、建構和創造力爲本質性的鏈環。在我看來似乎是，依據康德，由於在數學裏
規則的支配地位，數學和藝術並沒有充分的相似，如我上面已經展示過的那樣。Winterbourne
寫到：“然而在數學裏我們需要圖型，在藝術裏我們需要符號（像徵），這些在康德的認識
論裏分別地指派去行使一個許多相似的工作”（p. 274）
。Winterbourne 用“相似的工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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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些特別的創造，一個直觀，表達某些一般的東西（在數學裏的一個概念而在藝術裏是一
個審美理念）。但它沒有顯示“在康德的認識論裏”這種相似性的“重要”會是什麽。儘管
Winterbourne 清楚這個事實，即“對康德來說，‘天才’理念被限制應用於創造性的藝術家
那裏，而不是科學家或數學家”（p. 268），他卻沒有回答爲什麽會是這樣。
34
“[O]hne dass ich etwas verstehe, kann ich es auch nicht für schön finden,”Collins 1772/73,
XXV 182.
35
“Von der Schönheit kann man nicht eher urtheilen, als bis man die Sache weiss,”ibid. 192.
36
“Was die sinnliche Anschauung erleichtert gefüllt und ist schön, es ist den subjectiven
Gesetzen der Sinnlichkeit gemäss, und es befordert das innere Leben, da es die Erckentiss kräffte
in Thätigkeit sezt…Symetrie erleichtert die Begreiflichkeit, und ist das Verhältniss der
Sinnlichkeit. Bei einem disproportionierten Hause kann ich mir schwer das Ganze
vorstellen…Gleichheit befördert meine sinnliche Vorstellung, erleichtert die Anschauung,
vermehrt das Leben der Thätigkeit und begünstigt sie, daher muss mir das Ganze gefallen,”
1772/73, XXV 181. 同樣，這裏仍給出了原始文本的引文而沒有根據任何現代的正字法。
37
“Schöne Vorstellungen von Gegenständen sind von den schönen Gegenständen selbst zu
unterscheiden,”ibid. XXV 183.
38
“Wir können von hässlichen Gegenstaenden schöne Vorstellungen haben”, XXV 183.
39
“ [M]athematische Figuren sind nicht schön, geometrische Demonstrationen können durch ihre
Kürze eine Schönheit haben, wegen der Vollständigkeit, des natürlichen Lichts und leichter
Fasslichkeit. Das Wohlgefallen an der Erleichterung an Beweisen macht ihre Schönheit aus. Es ist
hier eine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subiectiuen Gesetzen des Verstandes,”XXV 183.
40
就一個細節上的對如何理解關於無限性、關於康德的經驗的可能性的概念的永恒和先天
的雜多的關係的討論，見 Charles Parsoms，“Infinity and Kant’s Concep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Experience”（無限性和康德的‘經驗的可能性’概念），收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
批評性的論文》裏（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ritical Essays, Pricia Kitcher (ed.),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pp. 45-58. 這篇論文首次出現在 Philosophical Review 78
(1964), pp. 182-97，還被重印在 Charles Parsons, Mathema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9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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