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絕對普遍懸擱的實行、主體性悖論的最終解明與超驗自我 

作為意識起源之最終發生 
 

然而至此，顯然仍遺留著一個更待我們重新檢視之關乎「主體間意識共同化

的構成認識如何可能」的又一個根本疑難，且按我們過去所強調，即超驗自我或

超驗自我主體能否「無悖論地」藉由「超驗同感作用」類比地構成超驗他者或超

驗他者主體乃至於超驗我們或超驗的主體間性此一根本難題，或至今更「具體」

說來，也即具體的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能否「無悖論地」藉由「超驗同感作

用」類比地構成具體的超驗他者或超驗他者主體乃至於具體的超驗我們或超驗的

主體間性此一根本難題。但於正式開始相關的探討以前，我們則欲在關乎「主體

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何可能」之新近理解的基礎上，轉而先就此一重要環

節課題對“意向對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與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

可能帶來之理解上的改變，進行一次重新的評估。但是，先前既對此等可能的悖

論及其相關之「普遍懸擱」已有過細密深入的闡明，甚至也多少點出了「主體間

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涉入此中的可能影響，那麼，我們現今大可再簡要地進

行一種補充性的重估即可。總的說來，我們早先以「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

識如何可能」為題，進行深入探討而獲致的一個根本觀點無非即是：「具體的超

驗自我主體（性）」不管是對世界或世界中的存在事物進行超越的意識主觀構成

認識，還是對意識內在領域中的存在東西進行內在的意識主觀構成認識，其實都

已或是「主動的」或是「被動的」意識主體間之共同的意識主觀構成認識了。而

正是從這樣的根本觀點出發，我們則不難進而瞭解到，不論是“意向對象＂或

“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還是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此等可能的悖論若

在缺少「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此一中間的功能運作環節之情形下，顯

然就連其發生的可能性都是不可設想的。換言之，「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

識」此一中間的功能運作環節必需先行存在，這樣此等可能的悖論才具有可設想

的發生可能性，不論我們對此一中間的功能運作環節是否察覺或有意、無意的忽

略。因而真正說來，此等可能的悖論當該被補充修改地理解成下述諸種類：首先

仍是“意向對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但更詳盡言則還有居間的

“諸意向對象＂的悖論，而此等悖論可進而再區分成主體/主體性之“意向對

象＂或“諸意向對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仍需以「主體間意識

共同化的構成認識」為中介），與諸主體/主體間性之“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

象＂或“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仍需以「主觀意識的構成認識」為開端

基礎），以及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間性之“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意

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仍需以「主觀意識的構成認識」為開端基礎）；其次

仍是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但更詳盡言則還有居間的諸人的主體性悖論，而此

等悖論進一步說來，無非就是人的主體性（或主體）的悖論（仍需以「主體間意

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為中介），與諸人的主體性（或諸主體/主體間性）的悖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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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以「主觀意識的構成認識」為開端基礎），以及人類的主體性（或普遍諸

主體/普遍主體間性）的悖論（仍需以「主觀意識的構成認識」為開端基礎）。至

於補充修改後的此等可能的悖論之「如何解決」，顯然可在過去對補充修改前的

此等可能的悖論及其相關之「普遍懸擱」已有過的細密深入的闡明基礎上，輔以

對「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此一中間的功能運作環節的認識而有所獲

得，在此則不擬贅述。此外，若按我們早先既有的理解，補充修改前的此等可能

的悖論，既然具有著那些在較低意識層級裡早已相應地先行形成的「可能諸前悖

論的形態」，那麼同理，補充修改後的此等可能的悖論，當然也該具有著屬其之

在較低意識層級裡早已相應地先行形成的「補充修改後的可能諸前悖論的形

態」，且「補充修改後的可能諸前悖論的形態」也類似於「補充修改前的可能諸

前悖論的形態」，確實也能夠經由「主體間共同的」「普遍懸擱」的徹底實行而得

到真正的「解決」。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嘗試地重新檢視關乎「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如

何可能」的又一個根本疑難，也即具體的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能否「無悖論

地」藉由「超驗同感作用」類比地構成具體的超驗他者或超驗他者主體乃至於具

體的超驗我們或超驗的主體間性此一根本難題。而若據我們過去早從《危機》所

得知的相關見解進而談論過的觀點再進一步地看來，此一根本難題其實無非就

「可能」存在於「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程裡，因為，當我們於「具

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的」「普遍懸擱」後嘗試從具體的超驗主體間意向地共同構

成“世界之物/諸物與作為諸物全體的世界＂之層次，回溯反思至具體的超驗主

體間意向相互修正的共同化過程和具體的超驗主體間的共同體化過程之層次

時，我們確實可以發現在以下情形中，也就是在「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

超驗自我）」總是已經先行地「從自身出發」且「在自身中」（von sich aus und in 
sich）以一種「超驗的」「同感作用」構成了「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

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

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且是以一種將自身「轉變」作為

處於「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之旁或者處於「具體的諸超驗

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

驗他者）」之間的「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即作為「具

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

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的「具體的超

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作為純然優先的成員之方式而歸屬於「具體的

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

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此一情

形中，某些極其特殊的悖論確實「似乎」「可能地」發生了。 
首先是在「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程裡可能存在的那些全屬內

在性意識領域之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全體的悖論，也即內在之意

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全體的悖論。而我們可將它們適當地理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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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被「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超驗同感類比地間接內在意

向構成」之「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

（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

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

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

們）」——包括有「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

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和由「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

「轉變」而歸屬其中作為優先的成員之「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

超驗自我）」，或包括有「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

和由「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轉變」而歸屬其中作為優先的

成員之「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它們「似乎」

是一方面作為對「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而言之內在意向對

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全體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又同時作為在「具體的

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內之內在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

象全體的主觀存在。在此，我們當然仍需基於過去對內在之意向對象的悖論的既

有認識而展開進一步的相關理解工作。而最初為我們所注意到的，無非就是過去

在「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程的觀點中曾被略過之「其他」可能的內在之

意向對象的悖論（此中被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所內在意向地構成的「其他」

的內在意向對象，不是超驗他者或超驗他者主體乃至於超驗我們或超驗自我主體

間性，而是經由超驗主體間共同內在意識所共同構成之其他種類的內在意向對

象），其連帶著過去所言的內在之意向對象的悖論，如今在「具體的超驗主體間

共同化」的發生過程的觀點中卻全數被內在之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

象全體的悖論所顧及包括了，甚至就我們不久前才通過「普遍懸擱」而超驗反思

發現到的「自我-諸意識-諸意識對象」（推而廣之，當然也包括「他我/他者-諸意

識-諸意識對象」與「我們-諸主體間共同意識-諸主體間共同意識對象」）三者具

體地不可相互分離的看法說來，過去所言「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程，確

切完整而言則正是現今所言「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具體發生過程之部分

環節。隨後我們也注意到，一切被「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

所「超驗同感類比地間接內在意向構成」之「內在意向對象」（此中當然已「具

體地」包括有經由超驗主體間共同內在意識所共同構成之「其他種類的」「內在

意向對象」），若同樣根據不久前才通過「普遍懸擱」而超驗反思理解到的看法，

它們作為「內在可意識的東西」，雖說確實能夠「具體不可分離地」也被歸屬於

「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而作為「內在的主觀東西」，或更確

切而言能夠「具體不可分離地」也被歸屬於「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而作

為「內在的主觀東西」，但嚴格而論，其作為「內在意識的內在對象」，畢竟總歸

是一種作為「內在非實項的被包含性」之內在「超越」的意向對象。因此，它們

在真正意義上只當作為對「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而言之「內在非實項的

客觀存在」，而非作為對「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而言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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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實項的客觀存在」；只當作為能夠「具體不可分離地」也被歸屬於「超驗自

我主體（超驗自我）」而作為「內在非實項的主觀東西」，而非作為在「超驗自我

主體（超驗自我）」內之「內在實項的主觀存在」，甚至於作為在「具體的超驗自

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內之「內在實項的主觀存在」。故而可知，所謂內在

之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全體的悖論，真正說來是根本不會發生

的。在此我們仍需進而指出，前述所言的「其他」可能的內在之意向對象的悖論，

由於其所涉及之其他種類的內在意向對象，畢竟是經由超驗主體間共同內在意識

所共同構成而來，因此更確切說來，「其他」可能的內在之意向對象的悖論，除

了可以是「其他」可能的主體/主體性之內在的意向對象的悖論外，當也可以是

「其他」可能的諸主體/主體間性之內在的意向對象的悖論，乃至於「其他」可

能的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間性之內在的意向對象的悖論。不過，既然「其他」

可能的主體/主體性之內在的意向對象的悖論業已被證實為不會發生的，那麼類

似地，「其他」可能的諸主體/主體間性或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間性之內在的意向

對象的悖論，顯然也可在類似的說明中被進而證實為不會發生的，但詳情於此則

不再贅述。並且，我們也需進而指出，上述內在之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

向對象全體的悖論，及其所顧及包括的「其他」可能的主體/主體性或諸主體/主
體間性或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間性之內在的意向對象的悖論，當然也都具有著

那些在較低意識層級裡早已相應地先行形成的「可能諸前悖論的形態」，但類似

同理地也當是不會發生的。此外，尚必需補充強調的是，經由前述對內在之意向

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全體的悖論之相關探討後，我們意外地發現到，

過去所說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純粹態度之間而誤以為可能存在的悖論，其

實並非僅只有可能出於「普遍懸擱」的轉變而來的主體/主體性或諸主體/主體間

性或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間性之“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意向對象

全體/世界＂的悖論，以及人的主體性（或主體）或諸人的主體性（或諸主體/主
體間性）或人類的主體性（或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間性）的悖論，一般說來，

則更當有非經「普遍懸擱」轉變而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純粹態度之間所誤

以為可能存在的主體/主體性或諸主體/主體間性或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間性之

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全體的悖論，以及人的主體性（或主體）或

諸人的主體性（或諸主體/主體間性）或人類的主體性（或普遍諸主體/普遍主體

間性）的悖論，甚至可說，不論經或不經「普遍懸擱」轉變而混淆於自然客觀態

度與超驗純粹態度之間所誤以為可能存在的悖論，都可被納於此等悖論標題之

下。至於此等可能存在的悖論及其在較低意識層級裡早已相應地先行形成的「可

能諸前悖論的形態」，一般說來又「如何」能夠經由「主體間共同的」「普遍懸擱」

的徹底實行而得到真正的「解決」，在此則不擬贅述。 
    其次則是在「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程裡可能存在的那些全屬

內在性意識領域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或「具體」而論

則可說是具體的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正如我們確實可從

過去已由《危機》中胡塞爾的相關見解出發所設想過的觀點再進一步看來，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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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憑藉著「超驗的」「同感作用」而構成「具

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

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或者「具體的

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

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時，根

本上是首先將自身超驗反思地把握作為關聯其自身世界/實在客觀化（自身體現

化）了的「這個」人的「感性或表達的身體形體」（甚或還關聯其自身世界/實在

客觀化了的「這個」人的「表達的聲音或語詞」）之「這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

體（具體的超驗自我）」，進而再將自身所具之一切本質功能特性藉此而類比轉載

地關聯於「其他的類似形體/諸形體/普遍諸形體」（甚或關聯於「其他的類似聲音

或語詞/諸聲音或語詞/普遍諸聲音或語詞」），因而最後得以將自身「轉變」作為

優先的「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成員而歸於「具體的

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

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成員之中，構成了「具

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

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而

正於此中「似乎」就產生出了這樣一種悖論的可能性：「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

體的超驗自我）」，一方面是對「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

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

普遍諸超驗他者）」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

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

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而言之「這個」主觀存在，另一方面則又同時是在「具

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之旁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

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之間

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

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

們）」之中的「一個」客觀存在。顯見，在此左右著具體的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

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成立與否之核心問題，「似乎」無非即是：到底「這個」

「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和其「轉變」而來的「一個」「具體

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是「同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

體的超驗自我）」，抑或是「不同的兩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

我）」？且這樣一個核心問題的解明，則顯然又得更進一步取決於如此一個關鍵

問題：「這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究竟「如何」將自身

「轉變」而作為在「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之旁或「具體的

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

遍諸超驗他者）」之間純然優先的「一個」成員，或更確切地說，「一個」「具體

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迄今看來，此種從「這個」「具體的超驗

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向「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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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根本轉變」或「根本轉變的本質可能性」，或者即由《危機》中胡塞爾

的相關見解更進而說來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的「變格

活動」或「在人稱上的可變格性」，其實無非正是通過《笛卡爾沈思錄》所言的

由一種「對彼此而言相互地存在」（ein Wechselseitig-für-einander-sein）所引起之

一種「我的存在與一切他者的存在的客觀化的同等化」（eine objektivierende 
Gleichstellung meines Daseins und des aller Anderen）而成為可能的（雖說胡塞爾

當時是偏就人/人類的層次而論的）1，或在此更加詳盡「具體」而言，即通過以

下意識運作過程而成為可能的：通過「超驗的」「同感作用」，「具體的超驗自我

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自身超驗反思而內在把握到的「這個」「具體的超驗自

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將首先被類比轉載地「轉變」成「那個」「具體的

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那些」「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

驗他者）」或「普遍那些」「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而此等因

此對彼此而言相互地存在之「這個」前者與「那個」或「那些」或「普遍那些」

後三者，則將其次地藉由彼此相互間的類似性——即皆作為類似的「具體的超驗

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不論是「這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

超驗自我）」，還是「那個」「其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

或「那些」「其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或「普遍那些」

「其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而進一步共同形成諸

「客觀同等類似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之「具體的諸超

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普遍諸「客觀同等

類似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之「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

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且在此等情形

中，顯然「這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與任何「那個」「其

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因而都是作為在「那些」「其

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之間的「一個」「具體的超驗

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且相對於「那個」或「那些」或「普遍那些」「其

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而言，「這個」「具體的超驗自

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也始終都是作為「一個」純然優先的中心成員

（Zentralglied），「一個」處於主體間共同體中心之純然優先的「具體的超驗自我

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若由上述關乎「根本轉變」/「根本轉變的本質可能

性」或「變格活動」/「在人稱上的可變格性」的說明看來，「這個」「具體的超

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和其「轉變/變格」而來的「一個」「具體的超

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顯然無非正是「同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

體（具體的超驗自我）」，那麼，我們又當「如何」能夠理解屬於「具體的超驗自

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之既為「這個」「主觀存在」又為「一個」「客觀存

在」的可能的悖論情形呢？ 
    根本說來，我們於此之所以仍不能將這種「可能悖論的不可理解性」清楚地

                                                 
1 參見Meditationen: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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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明為一種「真正的可理解性」，其實究其成因，無非就出於對內在客觀存在性

先行存在此一「內在的理所當然性」的確信使然。換言之，雖說至今我們的探究

目光確已藉由「普遍懸擱」擺脫了「實在的自然素樸態度」的束縛與遮蔽而真正

自由地反思回溯進入了「意識內在性的領域」，但其無論如何卻仍未能真正擺脫

「內在的超驗素樸態度」的束縛與遮蔽而得以在「意識內在性的領域」中完全自

由地進行各種內在的反思回溯探究，也正因此才導致出了一種混淆於「內在的超

驗素樸態度」與「內在的真正超驗純粹態度」之間的悖論誤解。所以，很清楚的，

若欲在「意識內在性的領域」中完全自由地進行各種內在的反思回溯探究，那麼

就需要相應之「內在興趣的部分態度的自由轉換可能性」，而此等「內在興趣的

部分態度的自由轉換可能性」，顯然則又需要比普遍懸擱更深一層的懸擱之實

行。這種比普遍懸擱更深一層的懸擱，其實無非正是我們過去所言胡塞爾於《危

機》中曾指引出之「絕對的普遍懸擱」，且在現今「具體地」看來，也即：「具體

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經由一種對屬其之「超驗的同感作用」的

「普遍懸擱」而讓「超驗的同感作用」全部失去效用，因而致使「具體的超驗他

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

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

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

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都轉變作為純然現

象的“「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

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或

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

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

們）」＂。如此一來，「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方能完全擺脫

「內在的超驗素樸態度」的束縛與遮蔽，首次完全地以「內在的真正超驗純粹態

度」而在內在興趣的部分態度的自由轉換中，獲得以完全自由的探究目光徹底揭

示一種源初生命的本質結構之真正可能性。由此可知，一旦我們開始徹底實行「絕

對的普遍懸擱」，一旦我們開始以「內在的真正超驗純粹態度」而在內在興趣的

部分態度的自由轉換中完全自由地進行各種內在的反思回溯探究，那麼我們便能

首次地真正清楚發現到，不論是「轉變/變格前的」「這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

體（具體的超驗自我）」，還是「轉變/變格後的」「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

（具體的超驗自我）」，它們作為「可變格的」「同一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

體的超驗自我）」，只能是作為「內在客觀存在」之「內在客觀化的」「具體的超

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而絕非是作為「內在主觀存在」之「不可變格

的」「內在非客觀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不，嚴格而

論，當絕非是作為「內在主觀存在」之「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而「真正」

配作為「內在主觀存在」之「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則當僅是「不可變格

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由此可見，我們確實可將

過去所言胡塞爾於《危機》中的相關看法進一步理解成：唯有真正徹底的懸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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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創造出一種為真正徹底哲學方法論上根本要求之唯一的哲學孤獨狀態（或即

不具任何理所當然性之一切認識活動的絕對開端），唯有通過一種向作為對一切

構成而言具最終唯一功能中心地位之絕對不可變格的自我（或更廣泛言作為對一

切構成東西而言具最終唯一中心地位之絕對不可變格的自我主體）的徹底還原，

才具有徹底揭示「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或者「具體的超驗

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

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

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

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注意，此處當然

也已包括有與「超驗主體或諸超驗主體或普遍諸超驗主體」「具體地」不可相互

分離之「其他種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且總的說來，此處所統包的正是「內

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如何」能被「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

自我主體（超驗自我）」所「內在地」認識構成，而「自然實在的客觀存在性」，

或總的說來即「作為自然實在的客觀存在性的全體之自然實在的客觀世界」，又

「如何」能被「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普遍諸

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所共同「實

在地」認識構成之根本可能性。 
    然而，我們於此必需尤其注意，在「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程

裡，雖然「超驗的」「同感作用」是以將「可變格的」「內在客觀化的」「具體的

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類比地轉變為「可變格的」「內在客觀化的」

「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

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之方式進

行運作的，但更確切說來，其卻當是以將「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

客觀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類比地轉變為「潛在之可

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

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

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之方式而進行運作的——因為真實說來，就算是在已通

過「絕對的普遍懸擱」而完全自由地進行各種內在的反思回溯探究之情形中，「不

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似乎」也仍難於超

驗反思地對「具體的自身」有所「直接地」完整把握，其「似乎」僅能藉由一方

面，類似於過去所說，基於對「超驗意識」的變樣連續性之連續超驗反思的過程

（因而具有一種體驗連續性的根據），使不可內在超驗反思把握之未變樣的「超

驗意識」「本身」經由「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充」而成為可充分內在

把握的理想可能性；另一方面，類似於過去基於被意識的東西與意識必然共同相

互連結的本質特性所賦予必須存在的根據（一種體驗跳躍性的根據）而將不可意

識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原則地想像或虛構為「潛在之可意識的理想可能

性」之情形，也基於「超驗意識」與作為「超驗意識的功能起始中心極」之「不

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必然相互不可分離的本質特性所賦予

 173



 

必須存在的根據（一種體驗跳躍性的根據）而將難以意識之「不可變格的」「內

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原則地想像或虛構為「潛在之可意識的理想可能性」，

才獲得了將難以「直接地」完整把握的「具體的」「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

的」「超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超驗反思地完整把握為「潛在之可變格的理

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之「可

能性」——，甚至其還當必需進而被「彷彿視作」是以將「不可變格的」「內在

非客觀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類比地轉變為「不可變

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

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

諸超驗他者）」之方式而進行運作的，因為唯有「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

「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或者「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

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

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

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

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才真正具有「意識主觀或諸共同

意識主觀或普遍諸共同意識主觀的認識構成諸功能」。 
    此外，我們也必需注意到，既然能被「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

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所「內在地」認識構成之「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

體的超驗自我）」或者「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

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

超驗他者）」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

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

的普遍超驗我們）」，如前所述已包括有與「超驗主體或諸超驗主體或普遍諸超驗

主體」「具體地」不可相互分離之「其他種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且總的說

來所統包的無非正是「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那麼除了先前所論之具體的超

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以及其所顧及包括且可同理類似地獲

得說明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對此無需再贅述）之外，

當然也就增添了具體的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具體

的普遍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的悖論，及其

所顧及包括之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普遍諸超驗自

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的悖論此等悖論形態，也即：

具體的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

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一方面是對具體的諸超驗自

我主體的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或者具體的普遍

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而

言之「主觀存在」，另一方面則又同時是在具體的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自我主

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或者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

遍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之中的「客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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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普遍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

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一方面是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自我主

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或者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

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而言之「主觀存在」，另一方

面則又同時是在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

的全體」或者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

存在性的全體」之中的「客觀存在」。並且，我們也類似地發現到，先前所論之

具體的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及其所顧及包括之超驗純粹

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顯然也當另有如此的類型：具體的超驗純粹

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或者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一方面是

對具體的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

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或者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主

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

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而言之「主觀存在」，另一方面則又同

時是在具體的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

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或者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

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共同構成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

主體間共同構成的「內在客觀存在性的全體」之中的「客觀存在」。甚至還發現

到，先前所論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顯然還當另有此等

類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一方面是對「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

（具體的超驗他者）或具體的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

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者）」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

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

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而言之「主觀存在」，另一

方面則又同時是在「具體的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超驗他者）」之旁或「具體的

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諸超驗他者）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具體的普

遍諸超驗他者）」之間或者「具體的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諸超驗

自我的超驗我們）或具體的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具體的普遍諸

超驗自我的普遍超驗我們）」之中的「客觀存在」。甚至更發現到，先前所論之超

驗純粹自我的悖論，顯然更當另有此等類型：超驗純粹自我，一方面是對「超驗

他我主體或諸超驗他我主體或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或者「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

體間性或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而言之「主觀存在」，另一方面

則又同時是在「超驗他我主體」之旁或「諸超驗他我主體或普遍諸超驗他我主體」

之間或者「諸超驗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普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超驗主體間性」

之中的「客觀存在」。但無論如何，前述這些新近發現的可能的諸悖論形態，都

並不難從先前有關具體的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的相關探

討出發，進而同理類似地獲得其相應之詳盡說明，故於此則不擬多論。當然，我

們於此也不該遺漏掉那些「可能諸前悖論的形態」，亦即那些關乎具體的超驗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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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及其所顧及包括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

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具體的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

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的悖論/
及其所顧及包括之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普遍諸超

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的悖論之在較低意識層

級裡早已相應地先行形成的「可能諸前悖論的形態」，至於一般說來，它們「如

何」能夠經由「絕對的普遍懸擱」的徹底實行而得到真正的「解決」（同理類似

於過去所言藉由「主體間共同的」「普遍懸擱」的徹底實行來解決「可能諸前悖

論的形態」之情形），在此也不擬多論。 
 不過，上述關乎各種可能的「諸悖論形態」與「諸前悖論形態」之探討，畢

竟仍僅涵蓋於「成熟的人/成熟諸人/成熟人類」之「成熟的超驗自我主體/成熟的

諸超驗自我主體/成熟的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發展階段的範圍，而按我們過去

對「未成熟的人/未成熟諸人/未成熟人類」之「未成熟的超驗自我主體/未成熟的

諸超驗自我主體/未成熟的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諸發展階段已有的相關討論看

來，上述關乎各種可能的「諸悖論形態」與「諸前悖論形態」之探討，顯然也大

致可「類似地」延伸適用於這些更早的「未成熟的諸發展階段」。且雖說上述各

種可能的「諸悖論形態」與「諸前悖論形態」，確實約略早在「中晚期幼兒」到

「早期兒童」的諸發展階段之間，就「似乎」已具有其最早之各種可能的「諸悖

論原型」，但無論如何，處於此等諸發展階段間的「未成熟的人/未成熟諸人/未成

熟人類」之「未成熟的超驗自我主體/未成熟的諸超驗自我主體/未成熟的普遍諸

超驗自我主體」，真正說來都無法有效地實行「主體間共同的普遍懸擱」與「絕

對的普遍懸擱」而「解決」上述各種可能的「諸悖論原型」，因為就他們所具之

尚未成熟的各種能力言，他們根本尚未能夠發展出「有意地主動克制興趣的懸擱

作用」，甚至連對上述各種可能的「諸悖論原型」都尚未能夠有所發現。 
總之，通過對「超驗的」「同感作用」所徹底實行的「絕對的普遍懸擱」後，

我們確實能以「內在的真正超驗純粹態度」而在內在興趣的部分態度的自由轉換

中完全自由地進行各種內在的反思回溯探究，並且因而能真正清楚地認識理解

到，在「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程裡，並不存在所謂之「內在之意

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或諸意向對象全體的悖論」，也不存在所謂之「具體的超驗

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及其所顧及包括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

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或者「具體的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

體間性或者具體的普遍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

間性的悖論/及其所顧及包括之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

者普遍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的悖論」，更

不存在所謂之在它們較低意識層級裡早已相應地先行形成的「可能諸前悖論的形

態」。同時也真正清楚地認識理解到，在「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的發生過

程裡，「超驗的」「同感作用」，作為「同感的」「附設定」/「附彷彿/虛擬設定」，

或更好地稱為「同感的」「超設定」/「超彷彿/虛擬設定」，作為「具體地」「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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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知覺地想像/中性意識地想像」出「原來不可被直接具體地意識把握的具體

的其他超驗自我主體/超驗他我或諸其他超驗自我主體/諸超驗他我或普遍諸其他

超驗自我主體/普遍諸超驗他我」之「同感的」「附現」或屬「同感的」「附現」

之「知覺的想像/中性意識的想像」，無非正是胡塞爾於《危機》中曾強調過的那

種「令人驚異的方式」，也即至今更確切看來，那種藉之則「不可變格的」「內在

非客觀化的」諸超驗自我主體/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普遍諸超驗自

我間，總是能夠或先行或同時、或被動或主動地相互「間接」意向地伸展進另一

個「具體的」「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超驗自我主體/超
驗自我甚或「彷彿視作」另一個「具體的」「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

驗自我主體/超驗自我之中，並通過一種基於可被直接地現實與可能地經驗把握

的超驗自我主體間相互溝通的表達中介對象之「超驗自我主體間相互的表達溝

通」而來之「間接」意向間相互修正的共同化，進而「具體不可分離地」類比統

覺構成了「非實項的」相互內在包含——正如我們可據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

中曾強調過的看法更進一步說來，每一「單子自我主體/單子自我」都「實項地」

是一個「絕對封閉的統一體」（eine absolut abgeschlossene Einheit），原則上它們

相互彼此間並沒有任何「實項的連結」（keine reelle Verbindung），但這絕非意味

它們相互彼此間具有著「實在的分離」（reale Trennung）2——且開展統一之「具

體的」「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諸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

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普遍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

我主體間性，甚或「彷彿視作」「具體的」「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諸

超驗自我或諸超驗自我主體的超驗主體間性或者普遍諸超驗自我或普遍諸超驗

自我主體的普遍超驗自我主體間性之「令人驚異的方式」。且此種「令人驚異的

方式」，無論如何都能基於可被「直接地」現實與可能地經驗把握的超驗自我主

體間相互溝通的表達中介對象之「超驗自我主體間相互的表達溝通」而獲得「間

接地」證實，故由之而來的「具體的超驗主體間共同化」，肯定在方法論上具有

其「間接的真實認識根據」，或即「間接的直接真實認識根據」，而絕非是毫無真

實認識根據之不合法的跳躍。且按我們當前的評斷，這似乎也無非正是在《危機》

裡，隱匿於胡塞爾對此處極其纏繞不明的困難情形所作出的沈思的追索反覆後頭

之真實的認識根據，也即隱匿於一方面既對「超驗的」「同感作用」在方法論上

是否有其真實認識根據深感疑慮，另一方面卻又堅定宣稱由於某些不能進而再被

探討之最深刻的哲學理由，這其中仍然有著一種真實性（Wharheit）的主張後頭

之真實的認識根據。 
最後，讓我們嘗試再就在已通過「絕對的普遍懸擱」而完全自由地進行各種

內在的反思回溯探究之情形中，「似乎」也仍難於超驗反思地對「具體的自身」

有所「直接地」完整把握之「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主體（超

驗自我）」，究竟「如何」能夠超驗反思地完整把握「具體的自身」而為「潛在之

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具體的超驗自我主體（具體的超驗自我）」

                                                 
2 參見Meditationen: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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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根本重要的「變格活動」問題，作出更為詳盡深入的說明。而按我們過去所

理解，既然一方面，不可內在超驗反思把握之未變樣的「超驗意識」「本身」，確

實可基於對「超驗意識」的變樣連續性之連續超驗反思的過程（因而具有一種體

驗連續性的根據），進而通過「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充」而成為可充

分內在把握的理想可能性，與「超驗意識」「本身」「具體地」相關聯之「超驗意

識的對象」「本身」，因而無疑也當是可被充分內在把握的理想可能性；且在另一

方面，雖經「普遍懸擱」後，一般而言舉凡「自我」-「意識」-「意識對象」都

是「主觀的東西」，或就較高意義而言一切「自我」-「意識」才是「主觀的東西」，

甚或從一種新的更高意義說來一切「自我」才是「主觀的東西」，然於此又經「絕

對的普遍懸擱」後，則或可言從最高意義說來唯有「自我」才是「主觀的東西」，

那麼確切而論，此一根本重要的「變格活動」問題就將被更確切適當地表述為：

在已通過「絕對的普遍懸擱」而完全自由地進行各種內在的反思回溯探究之情形

中，「似乎」也仍難於超驗反思地對「自身」有所「直接地」完整把握之「不可

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究竟「如何」能夠超驗反思地完整把

握「自身」而為「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超驗自我」？ 
在此，關乎使「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變格」成為

「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超驗自我」之「不可變格的」

「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的「自身」超驗反思地完整把握「如何」可能

的沈思線索，顯然仍繫於胡塞爾眾多著作的相關探究中。首先，就讓我們再從《觀

念一》談起，正如胡塞爾在其中曾指出，「純粹自我」，作為「一種不被構成的在

內在性中的超越性」（eine nicht konstituierte Transzendenz in der Immanenz），其實

是「內在直觀」難於進行反思把握的3，而我們經由「內在直觀」所能反思把握

的，無非僅只是「自我相關性」（Ichbezogenheit），此亦即是屬於它而作為它的

「諸關係方式」（Beziehungsweisen）、「諸行為方式」（Verhaltungsweisen），也即

「起源於自我的」或相反地「指向自我的」「諸我思」4。然而，隨後到了《觀念

二》，胡塞爾卻肯認了作為「自我極」的「純粹自我」之可把握性（Erfaßbarkeit），
也即在「純粹自我」的自身反思把握中，它可以「充分地」把握到一切「我思」

所隸屬、所從出之作為「純粹自我」的「功能中心」（Funktionszentrum）。因為，

只要我們反思任一「我思」的起源，便可「明見地」發現其必然有一「起始點」

（Ausgangspunkt），沒有「起始點」的「我思」顯然是不可設想的。然而，這個

「起始點」絕非在任何側顯方式中被把握到的東西——雖說胡塞爾確曾提及，「純

粹自我」作為「功能中心起始點」，以及「身體」作為「感覺現象的中心點」，在

它們的「中心化」（Zentrierung）的形成意義上，確實具有一種特殊的「類似」

（Analogie），但「純粹自我」作為「觀念的體驗領域中心」，卻絕不相同於「實

在空間中的身體中心」——，也沒有在自身內蘊藏著任何內部豐富性，毋寧說，

這個「起始點」，作為「功能中心」的「純粹自我」，是絕對單純的（absolut einfach），

                                                 
3 參見IdeenⅠ:§57。 
4 參見IdeenⅠ: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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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對顯而易見的（liegt absolut zutage），至於豐富性，卻處於具有功能的可把

握方式之「我思」中，也因而可說，「純粹自我」「本身」是不可變化的，相反地，

真正可變化的則是屬其之「我思」（但需注意，正如胡塞爾於後來的《現象學心

理學》中所強調，「功能的自我」，持續不斷地「在旁（dabei）」作為「一個直接

可顯示/指出的中心（als ein direkt aufweisbares Zentrum）」，且對所有對象而言作

為「理想同一的極（als ideal identischer Pol）」，無論如何都不是一個「不起作用/
無生命/死的（toter）」同一性的極5）。且「純粹自我」，作為絕對單純且絕對顯而

易見的「起始點」，無論在「醒覺的」或「昏沈的」狀態下，都始終是一個持續

的絕對存在，正如胡塞爾曾多處予以強調之康德意義下的此一表述：「純粹自我」

必須能夠伴隨著我的一切表象（Das reine Ich muß alle meine Vorstellungen 
begleiten können.）。不過，胡塞爾畢竟仍強調了，如此一來，「純粹自我」「似乎」

就成了同時具有著既為「非對象化的」又為「對象化的」雙重存在方式，這也即

是說，一方面，是進行自身反思把握之「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而另一方面，

又是其進行自身反思把握所自身反思把握到之「對象化的」「純粹自我」，但無論

如何，雖確有此種分別，兩者卻可在「反思的更高階段」中被理解作「不可置疑」

（或即「必真明見」）且「絕對同一的」6。 
於此暫且不論這種「反思的更高階段」究竟「如何」能夠獲得其運作，我們

所欲先行探討的則是「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究竟「如何」能夠反思地把握

「自身」作為「對象化的」「純粹自我」此一根本重要的問題。若按先前《觀念

二》所提出的可能線索，或換言之即「純粹自我」之「內在意識領域中的中心化」

與「身體」之「超越實在性領域中的中心化」具有著一種特殊的「類似」此一可

能線索，我們則可嘗試先就「身體」之「超越實在性領域中的中心化」此一問題

進行考察，然後再審視其是否能進一步提供「純粹自我」之「內在意識領域中的

中心化」「如何」能被反思地把握此一根本重要的問題某些「類似的」考察線索。

其實，關於「身體」之「超越實在性領域中的中心化」此一問題，胡塞爾早在《物

與空間講座》時期就已初步地探討過了，對此，我們則不難從他於《物與空間講

座》一書裡，曾就基於「視覺感覺與視覺知覺」而來之「空間」、「空間座標（點）」

以及作為其參照中心的「身體自我點」，最後都必需經由「想像的觀念固定」才

能真正構成的相關看法中有所發現。在胡塞爾看來，「三度空間」的構成，是通

過下述諸構成階段運作而來的，它們分別是「眼球運動領域的構成」（就更廣的

範圍言當然也相對地關聯於「頭部運動」與「全身運動」）、「線性的（或一度的）

臨近與遠離之多樣性」（lineare Annäherungs- und Entfernungsmannigfaltigkeit）、「雙

重（或二度）循環轉向的多樣性」（zweifache zyklische Mannigfaltigkeit der 
Wendung）——「臨近/遠離」與「轉向」是「擴延」（Dehnung）的兩種基本形

式7——，以及第二構成階段與第三構成階段之「混合」（Mischung）8。總的說

                                                 
5 參見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41。 
6 參見IdeenⅡ:97-108。 
7 參見Ding und Raum:253。 
8 參見Ding und Raum: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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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被採取作為一個貫通的開端（Ausgang eines Durchlaufen）9之「空間座標」

的「零點」（Nullpunkt），是基於頭部的正常位置與筆直目光的眼而被突顯出來的，

且由於頭部的正常位置與眼的零度位置（Nullstellung）都是偶然可變動的，故此

「空間座標」的「零點」，勢必需要通過「想像的觀念固定」，才能將各自作為「上

-下方向」與「左-右方向」此兩個方向（確切言也當包括「前-後方向」此一方向）

的「中間」（Mitte）之「觀念的」「零點」——因而是「最加值」（Optimun）——

達成一致10，且進而言之，顯然不僅是「空間座標」的「零點」，甚至一切「空

間座標點」都因而可被觀念地固定成作為「固定點」的「觀念」11。此外，在「想

像」中，我們確實能夠設想「離散的諸點」（diskreten Punkte）是藉由一種「連

續性」而成為彼此協調的，我們「想像入」（phantasieren...hinein）一種「連繫」

（Band），而這種「連繫」在形象（Bild）中是共同擴延著的（mitdehnend），其

對「被連結的諸點」而言產生出了「擴延連續性的統一體」，且推而廣之，則作

為協調著的「多樣連續的諸點系列」（mannigfaltige kontinuierliche Punktreihen als 
vermittelnde）顯然也是可設想的。只要「多樣連續的諸點系列」並非真實被給予

的，而是「可能的」，那麼我們便可區分出「當時現實的形體性」（jeweilige aktuelle 
Körperlichkeit）與「空間」，且可說，「空間」「彷彿」是在多樣的方式或即確定

的空間秩序（Raumordnung）中藉由「形體性」而得充實的。倘若「視覺領域」

真是一個總是且必然被填滿/佔滿的（ein immer und notwendig ausgefülltes）「視覺

領域」，那麼它還並不真正涉及於空間，但實際情況卻非如此。因為，當一個「形

體性」被看見時，就更進一步的「諸形體性」而言之無限多的諸可能性卻使其開

放，這也即是說，使其開放在「之間」（Zwischen）中，且「之間」構成自身是

通過如此情形，也即如其總是存在的「諸擴延分散」（Dehnungsdiskretionen），藉

由「諸擴延連續」（Dehnungskontinua）而在不同方式中，且最終在連續方式中能

夠被協調。因而在此，我們就「彷彿」「具有」作為「空的」，但連續可充實的「空

間」之「之間」，作為設定確定特性化實在諸協調的「純然可能性」之「之間」，

雖然我們不能說，「空的」「空間」被看見了。而真正說來當是，「形體」被看見

了，且伴隨著這種被看見東西「之間」也被統握了，然後「想像」能夠「形體地」

這樣或者那樣地填滿/佔滿「之間」，因而更確切說來，「空間」當是「被共同看

見的」 12 。並且，一切「空間座標點」中任兩點間所具有的「距離意義」

（Abstandsbedeutung），或就其最初根據而言，任一「空間點」與在頭部中或在

眼球裡或在眼球後方作為「絕對這裡」的「想像的自我-點」（imaginärer Ich-Punkt）
間所具有的「距離意義」，則從來不是對「臨近/遠離」所直接知覺而來的，因為

在「真正」的意義上，「臨近/遠離」從不被給予作為「距離」且從不能如此被給

予，「臨近/遠離」是不可知覺的，其唯有首先基於「想像的自我-點」之構成，

                                                 
9 參見Ding und Raum:311-2。 
10 參見Ding und Raum:332-5。 
11 參見Ding und Raum:313-4。 
12 參見Ding und Raum: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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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藉以「臨近/遠離」「想像的自我-點」才獲得了「距離意義」13。 
至今看來，只要不將作為「空間」、「空間座標（點）」參照中心之「想像的

身體自我-點」，與「對象化的」「意識起始的」「純粹自我」-「點（或極）」混淆

一起（如「普遍懸擱」已獲徹底實行後的情形），甚至不將作為「空間」、「空間

座標（點）」參照中心之「想像的身體自我-點」，進而與「非對象化的」「意識起

始的」「純粹自我」-「點（或極）」混淆一起（如「絕對的普遍懸擱」已獲徹底

實行後的情形），那麼「嚴格」說來，早先所謂「純粹自我」之「內在意識領域

中的中心化」與「身體」之「超越實在性領域中的中心化」具有著一種特殊的「類

似」，顯然僅是一種「比喻」罷了，甚至還是一種「相當危險的」「比喻」，因為

此種「比喻」的表達使用，正表明了可能仍陷於「諸悖論危險性」之中，雖當胡

塞爾在《觀念二》中使用此種「比喻」進行表達時，確實也曾隨即強調，「純粹

自我」作為「觀念的體驗領域中心」，絕不相同於「實在空間中的身體中心」。然

而，前述作為「空間」、「空間座標（點）」參照中心之「想像的身體自我-點」，

最後必需通過「想像的觀念固定」才能真正構成的相關看法，在此反倒「真正」

提供了「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或即「非對象化的」「意識起始的」「純粹自

我」-「點（或極）」）究竟「如何」能夠反思地把握「自身」作為「對象化的」

「意識起始的」「純粹自我」-「點（或極）」此一根本重要問題某種「類似的」

考察線索。因為正如我們在此清楚地見到，作為「空間」、「空間座標（點）」參

照中心之「想像的身體自我-點」，必需通過「想像的觀念固定」方能真正構成，

且若據我們過去所理解，其作為一種「超驗意識的超越對象」，正必需通過「想

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充」（具有一種體驗連續性的根據）才能成為「可

充分超越把握的理想可能性」；而「類似地」，「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或即

「非對象化的」「意識起始的」「純粹自我」-「點（或極）」），顯然也同樣必需通

過「想像的觀念固定」，方能反思地構成「自身」作為「對象化的」「意識起始的」

「純粹自我」-「點（或極）」，且若據我們過去所理解，正是基於「超驗意識」

與作為「超驗意識的功能起始中心極」之「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

驗自我」必然相互不可分離的本質特性所賦予必須存在的根據（一種體驗跳躍性

的根據）——因為，沒有「起始點」的「我思」顯然是不可設想的，或這麼說也

是一樣的，作為「我思」的「起始點」的「自我」之「不存在」顯然是不可設想

的。並且，若按胡塞爾於《笛卡爾沈思錄》中所言「不存在之絕對不可設想性」

（schlechthinnige Unausdenkbarkeit des Nichtseins）是「必真的明見性」所具有的

顯著特性 14 看來，「自我存在」（„Ich bin“）則確實具有其「必真的明見性」

（apodiktische Evidenz），或更推而廣之，「超驗主體性（或即「自我-諸我思」）

的存在」（Sein der transzendentalen Subjektivität）也當具有其「必真的明見性」，

雖說上述這些「必真的明見性」都是「不充分的」「必真的明見性」15——，方

                                                 
13 參見Ding und Raum:229-30。 
14 參見Meditationen:56。 
15 參見Meditatione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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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難以意識之「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原則地想像或虛

構為「潛在之可意識的理想可能性」。 
 但「嚴格」說來，我們畢竟不應將那種由「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

「意識起始的」「超驗自我」-「點（或極）」，通過「想像的觀念固定」原則地想

像或虛構「自身」而來之「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意識

起始的」「超驗自我」-「點（或極）」，與「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意

識起始的」「超驗自我」-「點（或極）」「本身」兩相混淆，甚至更不應對胡塞爾

於《觀念二》中曾提議的那種使「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與「對象化的」「純

粹自我」兩者得以在其中被理解為「不可置疑」（或即「必真明見」）且「絕對同

一的」「純粹自我」之「反思的更高階段」有所誤認。因為，不論「不可變格的」

「內在非客觀化的」「意識起始的」「超驗自我」-「點（或極）」是否通過「想像

的觀念固定」而將「自身」原則地想像或虛構為「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

「內在客觀化的」「意識起始的」「超驗自我」-「點（或極）」，甚至也不論「非

對象化的」「純粹自我」是否通過「想像的觀念固定」更進而將「對象化的」「純

粹自我」「彷彿視作」是「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本身」，以下這個基本事實

都將不會有所改變：「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作為「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

觀化的」「意識起始的」「超驗自我」-「點（或極）」，無論如何都是「難以自身

反思把握的」，甚至更確切言當是「不可自身反思把握的」；而「對象化的」「純

粹自我」，作為「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內在客觀化的」「意識起始的」

「超驗自我」-「點（或極）」，無論如何則不是作為「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

之「不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意識起始的」「超驗自我」-「點（或極）」。 
    正如胡塞爾於《觀念》時期後，曾在《貝瑙爾手稿》中再就「非對象化的」

「純粹自我」與「對象化的」「純粹自我」所作出的更進一步的延伸討論。在他

看來，「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作為「同一的極」，無論如何都是「超-時間

的/非時間的」（„über“-zeitlicher/unzeitlicher）「體驗流的」「功能極」，且作為對一

切「存在者」而言的「對立項/部分」（Gegenstück），其「本身」絕非一個「對象」，

而是對一切「對象性」而言的「原始位置」（Urstand）16。並且，他也強調，「非

對象化的」「純粹自我」，「真正」而言似乎不該被「稱呼」為「自我」，甚至一般

說來更當是「不能被稱呼的」，因為若能被「稱呼」，則其就已經變成了「對象的」。

故而可知，「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是「超越一切可把握東西之無名稱者」

（das Namenlose über allem Fassbaren），超越一切可把握東西之「不存在的東西」

（nicht Stehende/Seiende）、「不懸而未決的東西」（nicht Schwebende），或更確切

而言正是作為「把握著的」（als fassend）、作為「評價著的」（als wertend）等等

之「起功能者/起作用者」（Fungierende）17——其實早在《內在時間意識現象學》

時期，胡塞爾就已清楚地察覺到了，當我們表達「絕對自我」（即此處「非對象

化的」「純粹自我」）作為「時間構成著的流」（zeitkonstituierende Fluß）時，此

                                                 
16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277。 
17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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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說的「流」是我們根據「被構成東西」（nach dem Konstituierten）而如此「稱

呼」（nennen）的，但「真正」說來，「絕對自我」根本就不是任何「時間的客觀

東西」，它僅在一種「現實性點」（Aktualitätspunkt）、「原始泉源點」（Urquellpunkt）、
「現在起源作用」（„Jetzt“ Entspringenden）等等中具有一種「象徵地」（im Bild）
被稱作「流」之絕對特性，它是在現實性體驗中，我們所當具有之缺乏「名稱」

的「原始泉源點」與一種「諸繼續起作用因素之連續性」（eine Kontinuität von 
Nachhallmementen）18。至於「對象化的」「純粹自我」，卻是通過如此方式而來

的，也即「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一再根據其「諸關係方式」——或更確切

地說，即先前所論基於「超驗意識」與作為「超驗意識的功能起始中心極」之「不

可變格的」「內在非客觀化的」「超驗自我」必然相互不可分離的本質特性所賦予

必須存在的根據（一種體驗跳躍性的根據）——而「不真實地」被「時間地」「定

位」（zeitlich „lokalisiert“ wird），或即「非對象化的」「純粹自我」一再「不真實

地」「為己本身地」構成「自身」作為「時間地」帶有「諸關係方式」（konstituiert 
sich für sich selbst als zeitlich mit den Verhaltungsweisen）19。由此可知，「非對象

化的」「純粹自我」，無非正是通過如此方式，才可「不真實地」「反思把握地」

構成「自身」作為「可把握的」、「可同一化的」「對象化的」「純粹自我」20，作

為「在時間流中流動東西之界限/極限」（als Grenze des im Zeitfluß Verströmenden）
21、作為存在於「時間」中「連續不斷的」「全時性的」「個體」（„ewiges“ allzeitliches 
Individuum）之「對象化的」「純粹自我」22（或更確切地說，「非對象化的」「純

粹自我」不僅需基於上述方式，其進而尚需通過先前所論的「想像的觀念固定」，

方能「不真實地」將「自身」原則地想像或虛構為「潛在之可變格的理想可能的」

「對象化的」「純粹自我」）。 
    與此遙相呼應的看法，在相當後來的《C手稿》裡，則也確曾為胡塞爾所強

調表達過，他認為，「純粹自我」的超驗「自身時間化」（ transzendentale 
Selbstzeitigung）作為「原始流動」的「成就」（Leistung des urtümlichen Strömens）
是一個「危險的表述」，因為「真正」說來，「流動本身」（das Strömen als solches）
並不「時間化」，「時間」是「共在形式」（Koexistenzform）23，而「純粹自我」

唯有通過「從其自身流出/湧出行為（更確切言當包括一切「意識活動」）的內在

時間化」（erst durch die immanente Zeitigung des aus ihm entquellenden Aktes）才

「不真實地」「自身時間化」（sich zeitigt）24。並且，我的「原始自我」（mein 
urtümliches Ich）作為「起功能的/起作用的」「原始-自我」（als fungierendes 
Ur-Ich），絕非如同我的「原始非-我」（urtümliches Nicht-Ich）（即「意識活動」）

                                                 
18 參見Inneren Zeitbewußtseins:§36。 
19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280-1。 
20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284。 
21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287。 
22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286。 
23 參見C-Manuskripte:118。 
24 參見C-Manuskripte: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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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作為具有「時間化的原始形式」之「時間化的原始流」25，作為具有「時

間化的原始內在時間形式」之「時間的原始發生」（zeitliche Urgenesis）26。我的

「原始自我」，作為「起功能的/起作用的」「原始-自我」，卻當是胡塞爾於《笛

卡爾沈思錄》中所言之「超出時間形成的最終發生」（über die Zeitformung 
hinausgehenden letzten Genesis）27。且按胡塞爾於《主體間性的現象學第三部》

中所言，此種「起功能的/起作用的」「原始-自我」，顯然「不能開始」且「不能

終止」28，換言之，它是「超越」對「世界構成的使可能性」而言作為「構成諸

事件」之「出生」與「死亡」（Geburt und Tod als konstitutive Vorkommnisse für die 
Ermoglichung der Weltkonstitution）而無始無終的29，甚至可說是「超越」「從其

自身所起源之時間意識流」的。總之，這種對一切「構成」而言具「最終唯一功

能中心地位」之「絕對不可變格的自我」，其作為「意識起源的最終發生」，就如 
胡塞爾分別於《貝瑙爾手稿》與《C手稿》中所指明，雖說它既無「內容」、也

無「基底」30，但其作為「全然原始流動的發生」（ganze urströmende Geschehen），
無論如何都並非「不起作用/無生命/死的發生」，相反地，卻是「最內部動力的自

我作用」（ichliche „Leistung“ der innerste Motor）31。 
 
 
 
 
 
 
 
 
 
 
 
 
 
 
 
 
 

 
                                                 
25 參見C-Manuskripte:199。 
26 參見C-Manuskripte:281-2。 
27 參見Meditationen:110。 
28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609。 
29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171。 
30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288。 
31 參見C-Manuskripte: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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