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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认识论中的葛第尔反例辨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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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葛第尔提出经典知识定义的二个反例，引发当代知识论的狂热。绝大多数哲学家认为
这二个反例是确实无疑的。但我们认为，这二个反例只是对知识辩护的方式提出了疑问，而且也
不是确实无疑的。第一个反例有意掩盖了描述词 （摹状词） 与专名的区别。第二反例把逻辑限制
看作认知辩护的唯一限制，而没有看到认知辩护有着比逻辑推理规则更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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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第尔的反例也产生了消极的反应。扎格泽布

一、引言：对葛第尔反例的反应

斯基论证，葛第尔难题不可逃避，由于辩护不等于
真理，因此我们总是可以构造出葛第尔式的反例④。

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等于问：说某个人 S 有

威廉森认可葛第尔反例证明传统知识定义的失败，

知识 P 或知道 P，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在传统知

因此，他把 “知识”看作一个初始词， “如果 Φ 是

识论中，主流回答是一个关于知识的三元条件定
义：一、S 相信 P；二、S 有理由 （即得到辩护地）

一种 FMSO，那么从 ‘SΦs 命题 A’，可以推出 ‘S
知道命题 A’”⑤，这样就独立于相信、辩护、真理

相信 P；三、P 是真的。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同

等认识论概念确定了 “知道”的意义，进而这些认

时，只要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就可以说 S 知道 P。
当然这里的知识是指命题知识，而不是默会的知识

知道”或 “
知识”来解释。
识论概念可以由 “

（
tacit knowledge）。
1963 年，葛第尔在 《分析》上发表一篇不到 3

实际上，葛第尔反例本身包含着细微的错误，至少

页的短文 《有理由的真信念是知识吗？》，这篇短文

第尔反例是确凿无疑的。

这些反应都承认葛第尔反例是确凿无疑的。但
他对辩护的理解是有争议的。如此，则不能认为葛

对当代知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上世纪后期到
现在，认知论或知识论成为西方哲学界的一个热点

二、葛第尔反例中的谬误

领域，虽然不全归于葛第尔，但完全可以说他是一
只有力的推手。 “最初，有一些来自哲学家的反
应，他们感到，用点吹灰之力，就可以化解葛第尔
给三元说提出的突出问题。然而事情不久就变得明
显了，这样一些 ‘修理措施’并不起作用，于是，
正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围绕 ‘葛第尔问题’的论

葛第尔把各式各样的关于知识的充分必要条件
归结为以下形式
（
a）S 知道 P，当且仅当
（
i）P 是真的；

文工业很快就发动了。” 葛第尔的反例旨在证明，

（
ii）S 相信 P；
（
iii）S 有理由相信 P ⑥。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并不足以成为知识。有哲学家寻

对于上述知识定义，葛第尔提出了 2 个反例。

求第四个条件。勒瑞尔用 “接受 P”取代 “相信
P”，他的第四个条件是： “S 以某种不依赖于假陈

反例 1：

①

述的方式有理由接受 P。”② 而哈特曼的第四个条件
是：不存在 S 并不掌握的破坏性的证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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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史密斯和琼斯申请了某份工作。并假定史
密斯有强证据支持以下合取命题：
（1） 琼斯是那个将要得到那份工作的人并且琼

斯的口袋里有 10 个硬币。
史密斯支持 （1） 的证据也许是，公司总裁肯
定地告诉他琼斯最终将被录用，并且史密斯 10 分
钟前数了琼斯口袋里的硬币。由命题 （
1）推出：
（2） 那个将要得到那份工作的人口袋里有 10
枚硬币。
我们假定史密斯明白从 （1） 到 （2） 的推导关
系并依据他有强证据的 （1） 而接受 （2）。这样，
史密斯显然有理由相信 （
2）是真的。
再设想史密斯并不知道，是他自己而不是琼斯

性导致史密斯知道 （2） 同时又不知道 （2） 这个矛
盾的结论。
之所以说 （2） 是歧义的，是因为它有二种解
释：
（2′） 琼斯将得到工作并且琼斯口袋里有 10 枚
硬币；
（2″） 史密斯将得到工作并且史密斯口袋里有
枚硬币。
10
如果史密斯相信 （2′），那么他的信念是假的，
因此不能得出史密斯知道 （2′）；如果史密斯相信

将得到那份工作。而且，史密斯不知道，他自己的

(2″)，那么他没有理由，因此不能得出史密斯知道

口袋里也有 10 枚硬币。虽然 （2） 由 （1） 推出，
（1） 是假的， （2） 却是真的。于是，在我们的事

(2″)。显然，对于史密斯，知识的三个条件没有得到
同时满足。

例 中 ，以 下 三 点 都 是 真 的 ： （i） （2） 是 真 的 ，
（
ii）史密斯相信 （
2）是真的， （iii）史密斯有理由

名，而 “那个将得到工作的人”是描述词 （摹状

在这个事例中， “史密斯”和 “琼斯”是专

相信 （2） 是真的；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史密斯
并不知道 （2） 是真的；因为 （2） 之所以是真的，

些语境下，即使专名与描述词明确地指称同一对

是以史密斯口袋里的硬币的数量为根据的，而史密

象，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克里普克论证，专名是

斯并不知道史密斯口袋里有多少枚硬币，他相信

固定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指称同一对象 ⑧。而

（2）是基于他数过的琼斯口袋里硬币的数量，而他
错误地相信琼斯是那个将要得到工作的人⑦。

描述词是非固定指示词，在不同世界里指称不同的

葛第尔的论证分为二步。第一步，对于史密

词）。逻辑和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在有

对象。史密斯用 “那个将得到工作的人”来替换
“
琼斯”
，违反了有关的逻辑规则。

斯，就 （2） 来说，知识的三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第二步，史密斯并不知道 （2）。因此，知识并不是

多内兰阐明，限定描述词有二种不同的用法，
即定语型用法和指称型用法 ⑨。当说话者用一个限

有理由的真信念。具体地说，第一个论证是：

定描述词指称他意指的某个对象时，他对限定描述

（
3） （
2）是真的。
（
4） 史密斯相信 （
2）是真的，并且

词的用法是指称型的，不论该对象是否符合有关描
述，那个描述词指称他意指的对象；当说话者以形

（5） 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2） 是真的。由于知
识定义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于是有

容词的方式使用一个描述词时，则所指对象具有限

（6） 史密斯知道 （2） 是真的 （那个将得到工
作的人口袋里有 10 枚硬币）。

故意混淆这二种用法，因此导致了 “那个将得到工

葛第尔下一步证明 （
6）是假的，因为
（7） 史密斯错误地相信琼斯是那个将得到工
作的人，并且他也不知道史密斯口袋里有多少枚硬
币。因此
（
8） 史密斯不知道 （
2）是真的。
（6） 与 （8） 相矛盾； （8） 是真的，所以 （6）
是假的。由于 （6） 是假的，所以有理由的真信念
并不是知识，或者知识并不是有理由的真信念。
对于这个假想的事例，葛第尔论证的机窍在于
（2） 的歧义性。如果史密斯相信 （2），他的信念的
内容到底是什么？当葛第尔断言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定描述词所描述的属性。在第一个反例中，葛第尔
作的人”具有歧义性。当葛第尔断言 （2） 为真时，
他采取了形容词用法；而当他断定史密斯有理由相
信 （
2）时，他采取了指称型用法。
此外，在第一个反例中，除了 “史密斯并不知
道 （2）”这种结论性的论断之外，他还在另外三处
使用了 “不知道”一词，这意味着葛第尔知道 “知
道”的意义，但却并没有说。
反例 2：
假定史密斯有强证据支持以下命题：
（
9）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
史密斯的证据也许是，史密斯记得，琼斯过去
一直拥有一辆车，一直是一辆福特车，前不久琼斯

（2） 时， （2） 的意思是琼斯的口袋里有 10 枚硬
币；当葛梯尔断言 （2） 为真时， （2） 的意思是史

开着一辆福特让史密斯搭车。现在我们想像，史密
斯另有一个朋友叫布朗，他完全不知道布朗现在在

密斯的口袋里有 10 枚硬币。正是这种隐蔽的歧义

哪里。史密斯完全随机地选择了三个地点，并构造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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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三个命题：

因为他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P，而不是因为他有证据

（
10）琼斯拥有一辆福特或者布朗在波士顿；
（
11）琼斯拥有一辆福特或者布朗在巴塞罗那；

支持 Q。当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P 时，他相信 P∨Q
满足了形式逻辑的要求，但并没有满足认知辩护的

（12） 琼 斯 拥 有 一 辆 福 特 或 者 布 朗 在 布 列 斯
特—利托夫斯克

要求。具体地说，如果他不知道布朗在哪里，那么

这三个命题都由 （9） 推出。想像史密斯实际
上由 （9） 推出了他构造出来的这三个命题，并基

P∨Q 的第二个选言支对于史密斯来说就没有任何
认识价值。从形式逻辑上说，

于 （
9）接受 （
10）、 （
11）和 （
12）。史密斯从他有
强 证 据 的 命 题 正 确 地 推 导 出 （10）、 （11） 和

（
21）P→P∨Qi∈Q，i=1，2，……n.
这里 Q 是所有合语法的语句的集合，Qi 是其中
任一元素。如果某人相信 P 并且懂得基本的逻辑演

（12）。因此，史密斯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三个命题中
的每一个。当然，关于布朗在哪里，史密斯没有任

算，那么他是否相信 P 与一切可能的命题的析取
呢？即他是否相信 Pi∨Q1∨Q2……∨Qn 如果回答是，

何念头。

那么一个不懂数学的人的信念内容中就包含无限多

但是，现在想像另有二个条件成立。第一，琼

他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表达的命题，比如大批

斯并不拥有一辆福特车，他现在开着一辆租来的

的高等数学命题。

车。第二，史密斯并不知道，纯粹出于巧合，命题

从逻辑上说，史密斯确实可以构造出 （11） 这
样的信念来。但是，当我们谈论知识时，我们应该

（11） 提到的地点恰好是布朗现在所在的地方。如
果这二个条件成立，那么，即使 （i） （11） 是真

关注人类求知的实际方式。在琼斯拥有车辆的问题

的， （
ii）史密斯相信 （
11）是真的，并且 （iii）史
密斯有理由相信 （11） 是真的，但史密斯并不知道

上，假定史密斯的强证据不足以使他确实地相信琼

（
11）是真的 。
葛第尔论证的形式如下。

或者琼斯有一辆车但不是福特。相关的选项是：琼

（
13）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P。
由于史密斯懂得逻辑并且懂得 P 推出 P∨Q，
他也实际上由 P 推出了 P∨Q。于是，葛第尔推出

琼斯不拥有汽车。布朗在哪儿与琼斯的车主地位没

⑩

（
14）史密斯相信 P∨Q。
如果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P，那么它有也理由相
信 P∨Q。因此，
（
15）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P∨Q。
出于纯粹的巧合，P 是假的而 Q 是真的，所以

斯拥有一辆福特车，那么他可能怀疑琼斯没有车，
斯拥有一辆福特车或者琼斯拥有一辆非福特车或者
有关系，在知识上不会形成相关选项。史密斯当然
可以关心他的朋友在哪儿。如果他没有任何想法，
他就不可能形成有关布朗在哪里的任何信念。如果
前不久布朗同他谈到想去巴塞罗那或布列斯特—利
托夫斯克一游，那么，他有理由相信这位波士顿的
朋友现在在这三个地点中的一处。如果史密斯同时
关心这二个事情，他的信念应该是

（
16）P∨Q 是真的。
（14）—（16） 满足知识定义 （a） 的三个条件，
因此按定义史密斯知道 P∨Q。但是实际上 P 是假

（21） 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并且布朗在波士顿
或在巴塞罗那或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的，而史密斯没有任何关于 Q 的想法，所以史密斯

此，史密斯并不知道 （
21）。
就算我们允许史密斯构造出命题 （11）。这是
一个析取式。我们可以倒过来从真理性来看有关的

并不知道 P∨Q。因此知识定义 （
a）是不恰当的。
葛第尔的论证有二股线。第一股论证线是：
（
17）史密斯相信 P。
（
18）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P。但是
（
19）P 是假的。
（
20）史密斯并不知道 P。

由于这个合取命题的第一个合取支是假的，因

辩护和证据的要求。假定命题 P∨Q 是真的并且史
密斯相信它。如果 P∨Q 为真是因为 P 真，那么史
密斯必须拥有关于 P 为真的证据或理由；如果 P∨

由于 P 是假的，由于史密斯并不知道 P，假定

Q 为真是因为 Q 真，那么史密斯必须拥有相信 Q 为
真的理由。但在反例 2 中，事情恰恰相反。P 是假

史密斯也不知道 Q，那么，史密斯不知道 P∨Q。论

的而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P，Q 是真的而史密斯没有

证至此已经结束。但是，葛第尔又给他的论证加上

理由相信 Q。可见，史密斯对于 （11） 的信念并没
有得到恰当的认知辩护。

了第二股线。
第二股论证线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认识
内容上是引起误会的。史密斯有理由相信 P∨Q 是

48

江汉论坛

形式逻辑的基本格式是，如果前提是真的，那
么结论必然是真的。这只是对知识的最基本要求。

经验知识除了要满足最基本的逻辑限定外，还必须

三个方面，很自然，关于信念、真理的解释也会成

满足关于知识的更多限定。如目的性、精确性。就

为关注的焦点。在关于真理的解释上，有符合论、

目的性来说，如果想要知道琼斯是否有一辆福特

融贯论、实用主义三种主要主张。不过，如果我们

车，那么，我们的任务是列举琼斯拥有福特车的充

把融贯论看作一个辩护条件而不是一个真理定义，

分证据，包括检查有关所有权文件及其真实性。如

那么融贯论就会引起更少的争议。如果把融贯论看

果想要知道布朗在哪里，我们要求有布朗现在何地

作一个辩护条件，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关于辩护的逻

的充分证据。如果我们同时有这二个知识关切，那

辑一致性要求。同样，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关于辩护

么它们应该形成合取命题而不是析取命题。就精确

的理论，比作为一个真理理论更有说服力。实用主

性来说，如果我们有充分证据相信一个精确的命

义只不过是说，一个信念的辩护就在于这个信念的

题，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由此推导出一个更模糊的命

使用产生什么实践后果。

题。例如，如果我们有根据相信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说 “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是一回事，说我们的

是 8844 米，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考虑 “珠穆朗玛峰

哪个具体信念是知识则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我们的

的高度大于 1000 米”这样的信念，如果你是一个

经验信念的辩护总是部分的，而我们在求知实践中

飞行员，这样的信念可能严重地误导你。同样，如

判定真理性的过程与辩护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因

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相信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那

此我们的知识断言总是可误的。就如同我们有相信

么，我们就不需要考虑 “（9） 或者 Q [这里 Q 是一
个无关选项]”
。当我们的目的是辩护 （9）时，如果

度、逼真度等概念一样，我们在知识论中也同样需
要有知识度这样的概念。
注释：

我们把辩护的目标指向 “
（
，那么，我们
9）或者 Q”
就放宽了辩护条件。正是只遵守逻辑限制而不遵守
信念辩护的具体限定，导致某些信念既是得到辩护

① Duncan Pritchard,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Knowl－
edg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26.
② Keith Lehrer, Theory of Knowledge, 2nd edition, Boul－

的又是真的却不是知识。

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21.

三、余论
当然，葛第尔的意图是证明定义 （a） 并不是
知识的充分条件。我们论证他的二个反例并不成
立，并没有证明 （a） 就是知识的充分条件。但是，
葛第尔的论述隐含着这个定义提供了知识的必要条

③ Gilbert Hartman, Thought, Selctions, in Ernst Sosa
et al(eds), Epistemology: An Anthology, 2nd edtion, Malder,
MA.: Blackwell, 2008, p.204.
④ Linda Sagzebski, The Inescapability of Gettier Prob－
lems, in Ernest Sosa et al(eds), Epistemology: An Anthology,
2nd edtion, Malder, MA.: Blackwell, 2008, p.209.
⑤ FMSO, 即 factive mental state operator, 意思是事

件。很显然，勒瑞尔和哈特曼的第四个条件是顺应

实性的心理状态算子。Timonthy Williamson, A State of Mind,

葛第尔的要求提出来的。反例 2 中史密斯的信念
（11） 的辩护依赖于假陈述 （9），而反例 1 中有着

in Ernest Sosa et al(eds), Epistemology: An Anthology, 2nd
edtion, Malder, MA.: Blackwell, 2008, p.220.

史密斯不知道的破坏性的证据。但这样的要求都是

⑥⑦⑩ Edmund L. Gettier,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

针对辩护提出的，只是对辩护提出了某种要求或施

nowledge? Analysis, 1963, 23 (6), p.121, p.122, pp.122 －

加了某种限制。

123.

如果有人提出第四个条件，那么他必须证明这
第四个条件是独立于前三个条件的，并且是必要
的。我们看到，勒瑞尔和哈特曼各自提出的第四个
条件都不是独立的，即它们是关于辩护的。在当代
知识论中，辩护问题最受关注，如内在论 （inter－
nalism） 和外在论 （externalism）、证据主义 （evi－
dentialism） 和 可 靠 主 义 （reliablism）、 基 础 主 义
（foundationalism） 和反基础主义 （anti-foundational－
ism）等等。由于知识的定义涉及信念、辩护、真理

⑧ Saul K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8.
⑨ Keith S. Donnellan,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
tions, in A. P. Martinich(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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