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導論 

 
整個西方近代以來科學與哲學的客觀主義化所造成之知識的真理確定性根

基動搖與人類生活意義愈趨空洞的危機，在胡塞爾的診斷洞察中，其根本成因無

非就始於對世界本身先行存在此一理所當然性的確信，因為這種關於世界本身先

行存在的強烈信念，使意識朝向的目光牢固地被束縛在作為意識對象的世界之

上，以致客觀主義的探究活動本身雖說根本少不了意識主觀的成就，並也多少可

將探究的目光自然地反思朝向意識主觀的成就，但真正意識主觀的成就終究還是

在補充抽象的物化過程中被掩蔽忽略了。因此超驗現象學的建立，就根本地產生

自有關此一理所當然性的理解面對之中，尤其嘗試著通過對近代以來科學與哲學

的歷史回溯考察，繼笛卡爾、休姆與康德而來致力尋求一種超驗動機的徹底突

破。而胡塞爾所構思出之徹底突破的方法，則是藉由對世界全體存在本身之存在

與否的有效確定性興趣之全面克制，來避免由於朝向世界全體存在本身的自然興

趣目光所能形成之世界先行存在的強烈信念，以便讓興趣朝向的目光不再受縛於

被確信為先行存在的世界基礎上，因而興趣朝向的目光就得以在作為一切存在東

西認識可能性條件之超驗主觀的全新基礎上，以超驗反思轉向的方式來自由探索

作為超驗的純然現象的“生活世界＂之意識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顯現方式的

「如何」與整個意識主觀的存在領域。然而，是否這樣一來，我們就尋獲了困惑

著西方近代以來全部科學與哲學之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主觀地認識此一世界之

謎的解答呢？ 
 在現象學的方法進路上，首先將整個客觀主義懸擱了，繼而又將前科學之自

然素樸的世界生活也普遍懸擱了，這無非都是為了解決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主觀

地認識此一世界之謎，而唯當世界客觀性經受徹底懸擱後轉變還原成了作為純然

現象的“世界客觀性＂，我們才能超驗反思地發現“世界客觀性＂是被主觀意識

所意向地認識把握的“對象＂，發現首要的第一階段懸擱前與必要的第二階段懸

擱前之在世界先行存在此一信念遮蔽下的世界客觀性，真正說來，無非都是素樸

實在的興趣目光所朝向的意向對象，故我們不妨暫且簡單地這麼說：世界客觀

性，正是被主觀意識所意向地認識把握之作為現象的世界客觀性！若一般而言，

這樣說也是一樣的：沒有任何存在的東西（甚至是不存在的東西）是不經由意識

的主觀成就而被認識為存在的（甚至是不存在的），而「回返事物本身！」（Zur 
Sache selbst！），無非就是回返到主觀被給予的事物本身，而這種主觀被給予的

事物本身，也正是現象本身。 
不管當前之論顯得多麼粗略，這一點是確定的，即上述的現象學基本觀點，

無論如何都必需通過徹底懸擱還原的實行才可真正得到建立，因而世界客觀性如

何能被主觀地認識此一世界之謎的解決，在胡塞爾現象學的應對方案裡，也就非

現象學懸擱還原莫屬了。然而，是否藉由首要的第一階段與必要的第二階段之懸

擱還原的實行，此一世界之謎就能一勞永逸地獲得徹底解決呢？只要我們致力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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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自身好逸惡勞的思想惰性，更加仔細地檢視懸擱還原的轉變，便會如同胡塞爾

本人一樣，突然驚覺到，真正嚴重之不可理解的諸多困難，在現象學懸擱還原的

轉變過程中仍然不止地出現，並時時阻擾著懸擱還原的徹底實行！ 
我們必需立即來關注這些不可理解的困難，並首先將探究的目光投向世界客

觀性在必要的第二階段普遍懸擱之前後的轉變。我們曾說過，經由懸擱世界先行

存在的有效性確信，整個先行存在的世界基礎就被解除了，因而世界客觀性就成

了作為純然現象的“世界客觀性＂，而且是被意識所意向地包含的“對象＂。這

即意味著，一切客觀的東西都變成了“主觀的東西＂1；倘若我們以純粹態度的

方式繼續反思地回溯這些“主觀的東西＂之相關聯的東西，便會發現作為“關

於…的諸顯現與諸意見＂（„Erscheinungen und Meinungen von“…）之“主觀的

諸被給予性方式＂；乃至於以純粹態度的方式再更進一步反思地回溯這些“主觀

的諸被給予性方式＂之相關聯的東西，即能發現諸自我極（Ichpole）及屬其特有

的自我的東西，且從一種新的更高的意義上來說，諸自我極又可被稱作是“世界

客觀性＂及其“諸被給予性方式＂之主觀的東西2。 
於是，我們就遭遇到了一連串難以理解的東西。最初即是有關於素樸實在興

趣所對的世界客觀性，它原先本作為客觀實在性，但一經必要的第二階段普遍懸

擱的實行，就徹底轉變成被意識所意向地包含之作為“世界客觀性＂的“主觀的

東西＂，也即在諸自我主觀意識中的“包含存在＂（„Enthaltenseins“），如此似

乎就產生了胡塞爾所言之“意向對象＂的悖論（Paradoxie des „intentionalen 
Gegenstandes“）。若以胡塞爾就此曾提及的「樹」簡單為例，我們即可清楚地理

解到，作為客觀實在性之可被燒毀的樹本身，經受普遍懸擱後雖然成了被包含在

諸自我主觀意識中作為純然現象之不可被燒毀的被知覺到的樹“本身＂（„als 
solcher“），但根本而論，並不產生任何“意向對象＂的悖論困難。因為，普遍懸

擱前的樹本身，真正說來本是作為客觀實在性的意向對象，和普遍懸擱後的樹

“本身＂，也即被包含在諸自我主觀意識中作為純然現象的“意向對象＂，完全

分屬於實在物與意識兩個不同的存在領域，故未有任何真正悖論可言3。眼前所

論當然是不充分的，我們並未詳盡為何作為純然現象的“世界客觀性＂屬於意識

的存在，但出於一方面此處主要目標僅在初步地展示隨現象學懸擱還原的轉變可

能產生的諸悖論困難，二方面充分的討論自然必需更加深入的探掘此等理由，我

們只能將其暫予延後，在往後適當時機處再予以闡明。不過，在此尤需強調一點，

千萬不能再落回客觀主義的立場，而將作為純然現象的“世界客觀性＂混淆地誤

解作客觀主義心理學之心靈中的世界表象（Weltvorstellung）4。 
但由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純粹態度間的轉變所引出的緊張性，還不僅止於

                                                 
1 若較於素樸實在的世界客觀性而言，一切存在經受了普遍懸擱後，都將會成為主觀的東西，而

按胡塞爾所言，這主觀的東西因而就包括了自我極與諸自我極的普遍體（Universum der 
Ichpole）、諸顯現的多樣性（Ersheinungsmannigfaltigkeiten）、諸對象極與諸對象極的普遍體

（Universum der Gegenstandspole）等。參見Krisis:§53。 
2 參見Krisis:§53。 
3 參見Krisis:§70。 
4 參見Krisi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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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可能困難，若將目光關注於我們本身作為人類的存在，便會察覺到，人類

對這世界而言是諸主體（也即這世界合於意識地是人類的世界），並同時是在這

世界中的諸客體（...die Menschen Subjekte für die Welt sind und zugleich Objekte in 
dieser Welt...），或將目光關注於自我本身作為人的存在，也可以這麼說，人是...
在世界中作為客體的主體性，並同時對世界而言的意識主體（...Subjektivität in der 
Welt als Objekt und zugleich für die Welt Bewußtseinssubjekt...），如此似乎就形成了

胡塞爾所言之人類主體性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悖論（Paradoxie der menschlichen 
Subjektivität）5。這種悖論能否成立的關鍵，顯然仍在於普遍懸擱前之作為世界

中客觀實在性的人類/人，是否同時也是普遍懸擱後而反思發現之經由“意向的

諸被給予性方式＂直接關聯於被意向構成的“世界客觀實在性＂的諸超驗主體

的普遍體/超驗主體，也即超驗且普遍的主體間性（tranzendentale und universale 
Intersubjektivität）/超驗主體性？不是，當然不是！我們怎能將普遍懸擱後的超

驗普遍的主體間性/超驗主體性和普遍懸擱前世界中的人類/人的實在性無所辨別

地皆視作人類/人的存在性！ 
由此可知，只要我們確實實行了現象學的普遍懸擱，原則上，“意向對象＂

的悖論和人類主體性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悖論是無從發生的。因而，這樣的疑

惑就在所難免了，我們必需追問，既然在現象學普遍懸擱還原的目光洞察中並不

存在上述所謂的兩種悖論，那麼胡塞爾為何還要大費周章地將它們提出來呢？我

們目前最易理解到的可能理由，無非就是，克服自然素樸興趣的強大力量是相當

艱難的，因為，就算我們做到對其短暫地克制，但往往很快地又受其再度反制，

一種持續發揮，甚至要求成為一種習慣特性的克制作用之難，就好比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嘗試改變自身任何一種經年累月的積習同樣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雖說我

們已試著實行普遍的懸擱，但卻往往極易於又落回素樸自然的生活態度中，也因

而才會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純粹態度之間，誤以為有前述兩種可能悖論的

產生。 
我們既已清楚地理解到，只要真正徹底地實行普遍懸擱，無論是“意向對

象＂的悖論，抑或人類主體性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悖論，最終都將因現象學式

的自身闡明而獲致解決，那麼，在那些對超驗純粹態度仍全然不覺的情形下又是

如何？顯然，那些處於自然客觀態度中的生活者，無論是前科學的或是客觀主義

科學的，都必然有其超驗方面的活動（雖說是極其受限的），只是由於素樸實在

興趣的束縛遮蔽，而致使他們將其在自然反思目光中所把握到的心靈存在，要麼

藉由心靈的體現化（雖說這僅是心靈的非固有存在方式）而將其強化地視作存在

於世界中的心靈，要麼甚至更進一步藉由形式化抽象的手段將其片面簡化成作為

形體性平行類似物之存在於世界中的心靈，或索性主張此種心靈僅是純然的主觀

性，根本不具真實存在的意義。因此，我們說，這些處於自然客觀態度中前科學

的或客觀主義科學的生活者，他們雖極其侷限地具有心靈的真正固有存在方式與

經驗，但最終都難以避免地將其以不同程度範圍的方式掩蔽扭曲為物化的平行類

                                                 
5 參見Krisi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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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物與平行類似經驗了。所以，那些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純粹態度間而形

成之“意向對象＂的悖論和人類主體性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悖論，當然也就深

藏於這些對超驗純粹態度全然不覺者之自然客觀的實在生活中，只是此等悖論，

在他們自然反思的目光中必然經受了某種扭曲，確切說來，在他們的目光中，無

論是自然客觀的形體物，或是主觀的意識心靈，都是以主體-客體關聯方式而共

同屬於世界、存在於世界中的東西，故此等被扭曲過的悖論，可說是僅發生於世

界之中的。因而，在他們的想法裡，消除此等被扭曲過的悖論，就意味著只需將

主觀的意識心靈及其經驗藉由與自然客觀形體物的平行類比而轉變成某種具客

觀意義之主觀的意識心靈及其經驗即可，但果真如此嗎？當然不是！因為，此等

被扭曲過的悖論和消除悖論的方式，根本說來無非都是假象。正如胡塞爾曾強調

過的，這些在自然客觀態度中的生活者，根本從未真正認識意識心靈的主觀經

驗，從未真正踏上心理學的土地（Boden）6。 
    於是，我們可將非徹底的超驗主觀主義者，歸類給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

驗純粹態度間而誤認有前述兩種可能悖論者7；再將前科學的生活者與科學的客

觀主義者歸類於在自然客觀態度中自認可消除此等被扭曲過的悖論者。但我們顯

然還遺漏了一種特殊類型，即按胡塞爾評斷，一種作為撼動客觀主義認識論根基

之深藏超驗突破動機而極其特殊的心理學，但可惜的是，它們仍囿於客觀主義心

物二元論的前提，輾轉通過對自在之物的完全否棄而達至所謂意識心靈的主觀存

在。此等特殊類型的心理學，由於在自身中仍保持著自然客觀態度而不曾真正完

全進入超驗純粹態度之中，故在其自身中雖也深藏有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

純粹態度間之前述兩種可能悖論，但它們對其卻無任何察覺，甚至在它們完全否

棄自在之物的觀點中，上述那些在自然客觀態度下被扭曲過的悖論似乎也就成為

根本不存在的了。我們必需說，如此就造成了一種假象中的假象！因為，片面地

抽象取消自在之物，而將其化約為僅是意識心靈中的表象的此一作法，並不能改

變自在之物作為超越的外在實在性這一基本事實。 
回過頭來就悖論困難而對不具徹底超驗純粹態度之生活者的觀點重新加以

檢視，在深入理解超驗現象學根本探究動機的背景方面，必然具有極大的助益。

無疑的，正如胡塞爾已向我們一再表明的，整個超驗現象學的核心任務，無非就

是真正理解西方近代以來所有哲學與科學在自身中所包藏著的不可理解的前提
8，而在自然客觀態度的生活者那裡，這些不可理解的前提，則都被視作某種理

所當然性的東西而無批判地被接受下來，它不是別的什麼，它正是「世界先行存

在」！然而，只要我們試著去理解這素樸的前提，也即試著去追問世界究竟「如

何」是先行存在，那就意味著我們再也躲避不掉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主觀地

認識此一根本問題了。誠如我們先前已詳盡論述的，自近代笛卡爾倡言主觀性作

為認識活動最終有效性基礎以來，儘管「主觀認識」已是哲學的與科學的認識論

                                                 
6 參見Krisis:§71。 
7 參見Krisis:§28、§57。 
8 參見Krisis:§2、§5、§13、§18、§24、§25、§28、§34-g)、f)、§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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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力之最基本的課題，但由於它們的探究目光，要麼始終受縛於先行存在的世

界基礎，致使它們終究物化了主觀的意識心靈，要麼雖說隱含有某種擺脫「世界

先行存在」信念束縛的超驗動機，卻僅基於前者觀點而對自在之物進行片面抽象

的否棄，而尋獲同樣作為物化了的主觀的意識心靈，因此無非都扭曲了「主觀認

識」的真正源初意義。而這些對於「主觀認識」真正源初意義的扭曲，若按我們

已行過的深入討論來看，其最直接的後果，則無非是形成“意向對象＂的悖論和

人類主體性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悖論此等悖論困難了。所以我們說，隱藏於「世

界先行存在」此一理所當然前提後頭的，正是那些令人不可理解的悖論困難！ 
沒有任何一門自詡作為知識的科學，能夠坦然接受自身方法基礎中含有任何

不可理解的悖論前提，因為，悖論的可能存在正是指明一門科學尚未成為一門真

正科學的徵候。無論如何，只消我們僅停留於自然客觀態度的生活中，或雖徒具

超驗突破的動機卻也沒能真正徹底進入超驗純粹態度的生活中，我們就無法真正

克服解決此等悖論困難。因此，一門具有真正嚴格科學性的超驗現象學，其最首

要任務便是通過現象學懸擱的徹底實行來解決此等悖論困難，將其從不可理解的

混亂（Chaos）中解救出來，轉變成為可理解的秩序（Kosmos）9。 
我們必需再予申明，在此特將超驗現象學的根本任務總括標明為對隱於「世

界先行存在」理所當然前提後頭之那種種令人不可理解的悖論困難之超克解決，

並不帶有一點誇張。雖然，就目前較易接觸到的已公開研究資料而言，胡塞爾具

體提出上述悖論困難，約略自《笛卡爾沈思》時期10才開始，而在《主體間性的

現象學第三部》時期11（尤其 1932-1933 年間），則已嘗試作出深入討論，但將此

等悖論困難的地位，通過一種對整個西方近代以來哲學與科學動機前提所行之現

象學式的歷史回溯探究，而提升標舉為現象學首要地必需予以超克解決的根本任

務，則是在《危機》時期才確立提出的。但若由胡塞爾早早就提出了現象學懸擱

還原的方法，並深入探究了世界客觀性與意識主觀性之間的相互關聯看來，他當

不至於對上述可能潛在的悖論困難毫無覺察才是。 
無論如何，對於超驗現象學而言，上述那些處於世界客觀性與意識主觀性間

之種種可能潛在的悖論困難，絕不是什麼近代以來哲學與科學發展中無關緊要的

意外插曲，它們作為可能存在的悖論，或許對人類之前科學認識與實踐的生活並

沒帶來任何困擾不便，但對於人類之科學認識與實踐的生活而言，卻是足以動搖

甚或摧毀其嚴格知識的確定性根基之真正危險。然而，對胡塞爾來說，一再遭逢

危險性似乎是一切真正哲學與科學之本質必然的命運（Schicksal）12，但這些危

險性卻又預示著一種真正偉大/重要甚或最偉大/重要的東西，而唯有通過種種的

誤解與迷途，總有一天那作為一切真正哲學與科學的阿基米德點（archimedische 
Punkt）13才能為我們所發現。 

                                                 
9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69。 
10 參見Meditationen:§43、§44。 
11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Nr.30-§2、Nr.31-§7、§8。 
12 參見Krisis:§53。 
13 參見Krisi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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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的普遍懸擱，確實為我們提供了一種超克上述悖論之超驗的主體-客
體-關聯（transzendentale Subjekt-Objekt-Korrelation）的全新態度，這種全新態度，

則讓我們在失去先行存在的世界基礎之後，重新獲致一種憑藉屬己力量為自身創

造（zu schaffen）全新基礎的可能性，亦即在自身沈思中佔有（sich...bemächtigt）
由素樸世界轉變而來之“諸現象的普遍體＂的可能性14。然而，這種普遍懸擱實

行後的“諸現象的普遍體＂，畢竟是一種在諸自我主觀意識中作為純然諸現象的

普遍體之“諸意向對象的普遍體＂，故而提供創造可能性之諸自我主觀意識如今

看來卻反倒令人驚異地成為了它的真正基礎！這一點，我們確實可憑藉以“諸現

象的普遍體＂為超驗引導線索而進行之一系列超驗反思的追溯而予以發現。但令

人驚異的還不止於此，因為一直以來，雖說我們也多少理解到還有與我這個超驗

自我具有同樣各種主觀意識能力之諸其他超驗自我的存在，但我們卻從未關注過

諸其他超驗自我在我這個超驗自我進行客觀認識活動時所可能扮演的重要角

色。這也就是說，以往我們大多有所忽略地認為，在超驗的反思回溯中，可以真

正揭露出笛卡爾式自我-我思-我思對象之主觀認識的關聯結構，亦即從作為純然

現象的“世界客觀性＂的把握開始，其次在反思的較高層次上把握關聯於“世界

客觀性＂的“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或顯現方式＂，最後則在反思的更高層次上把

握關聯於“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或顯現方式＂的超驗自我。不過，此中的真實情

況卻非這般單純，因為世界客觀性並非僅由自我的主觀意識所獨自認識構成，確

切而言卻來自於諸自我間交互主觀意識所共同認識構成。故於普遍懸擱後的超驗

反思的回溯過程裡，嚴格說來我們則將發現，“世界客觀性＂無非是由“諸交互

主觀意識的共同被給予性方式或顯現方式＂所認識構成之“主體間共同的世界

客觀性＂，而“諸交互主觀意識的共同被給予性方式或顯現方式＂也自有與其關

聯相應之作為諸超驗自我共同體的超驗純粹主體間性！並且，我們還將發現，正

是在這樣一種超驗純粹主體間性的共同主觀基礎之上，關聯隸屬於諸超驗純粹主

體極之“諸交互主觀意識的共同被給予性方式或顯現方式＂及其意向地承載包

含的關聯隸屬於“諸超驗經驗客體極＂之“主體間共同的世界客觀性＂都具體

地被其承載包含。確實，在胡塞爾看來，普遍懸擱後之作為“世界客觀性的普遍

體＂的“世界＂，必然是那種經由諸超驗純粹主體的普遍體意向地共同認識構成

之“這個我們的世界＂，且原則上並不存在由任何一個超驗純粹主體所單獨意向

地認識構成之任何一個獨我的“世界＂。在此，我們顯然必需儘快對這個向來為

我們所忽視的重要環節投以深切的探究關注，但這絕非一件輕而易舉之事，因

為，就當現象學進而嘗試對超驗純粹主體間性的交互主觀共同意識這一共同主觀

基礎「如何」得以形成此一更加深刻的難題進行闡明時，卻又遭逢了令人更為不

可理解的新的悖論困難！ 
    在開始深入那些令人更為不可理解的新的悖論困難之前，讓我們再次確認此

一觀點，也即唯有徹底實行普遍懸擱，我們才能取得進入真正意識心靈主觀性中

的可能性，且唯有隨後在超驗純粹而相互奠基的部分態度轉變中，我們才可能首

                                                 
14 參見Krisis:§53。 

 6



 

先反思地把握到作為超驗引導線索的“生活世界客觀性＂，且若關聯地再進而反

思，才可能把握到“諸意識心靈的被給予性方式或顯現方式＂，乃至於關聯地更

進而可能反思把握到諸意識心靈的超驗主體。是的，這正是我們欲加以強調的，

普遍懸擱讓我們首先達及之意識心靈的主觀領域，並非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而

是超驗純粹的普遍主體間性，這一點，確實一直是我們先前研究所忽略的重要環

節。故而若按普遍懸擱的方法指導，我們絕不能略過超驗純粹的普遍主體間性，

逾越地將“生活世界客觀性＂視為超驗純粹主體所直接意向地構成的東西，只因

如此輕忽地略過，像我們先前研究過程中所行一般，不僅止於會造成某種扭曲的

假象，即將“生活世界客觀性＂認定為超驗純粹主體直接意向地構成的東西之假

象，甚至還可能造成無法建立知識普遍客觀性之獨我論的嚴重困難。只要我們能

真正避免再以過去那種疏忽的方式來反思回溯，而重新改以一種更加細密方式的

考察，便不難發現我自身，作為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對任一“世界之物＂（不

論其存在抑或不存在）的認識，似乎總是已經或是先行或是同時受到至少某種由

許多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所共同構成之有關此一“世界之物＂的“意見或知識

關聯背景＂的涉入影響，這也即是說，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所進行的世界客觀性

認識，不論其所涉範圍的普遍程度如何，確切說來，都必然已是某種經由主體間

意向相互修正的共同化（ intersubjektive intentionale Vergemeinschaftung der 
wechselsetigen Korrektur）15而來之主體間的客觀認識活動。 

然而，一旦我們追問起主體間意向相互修正的共同化是怎樣產生時，那我們

也就不可避免地必需一併思索超驗純粹主體間性這一共同主觀基礎究竟「如何」

得以形成？若秉持繼笛卡爾方法的懷疑批判修正而來之現象學懸擱的基本宗

旨，我們則不難設想到，作為一切認識活動的絕對不可置疑的最終可能性基礎之

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肯定就是形成超驗純粹主體間性這一共同主觀基礎的來源

根據。而實情也確乎如此，只要我們從主體間意向地共同構成“世界之物＂的層

次，回溯反思至主體間意向相互修正的共同化過程和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的共

同體化過程的層次，我們將會發現以下情形：我，這個作為原始-自我（Ur-Ich）
之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從自身出發且在自身中（von sich aus und in sich），總是

已經先行地以一種超驗的同感作用（Einfühlung）——也即一種超驗的對他者的

知覺（Fremdwahrnehmung/ Wahrnehmung eines Anderen），或說一種超驗的對其

他自我的知覺（Wahrnehmung eines anderen Ich）——構成了超驗純粹的主體間

性，且是以一種將自身轉變作為處於諸超驗他者之間的「一個」超驗自我（als 
„ein“ transzendentales Ich unter den transzendentalen Anderen），即作為諸超驗他者

的自我（als Ich der transzendentalen Andern）、作為純然優先的成員（als bloß 
bevorzugtes Glied）之方式而歸屬於超驗純粹的主體間性16。 

但是，某些極其特殊的悖論似乎也就發生於此種超驗純粹主體間性的構成活

動中。首先便是在超驗純粹主體間性的構成活動中可能發生之另一種新的意向對

                                                 
15 參見Krisis:§47、§54-a)、§71。 
16 參見Krisis:§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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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悖論，若相較於先前因侷限於自然客觀態度和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純

粹態度之間而可能產生的“意向對象＂的悖論而言，我們或許可說它是一種完全

屬於內在性意識領域之意向對象的悖論（因為這種悖論似乎並不涉及任何外在實

在性領域），也即內在之意向對象的悖論。雖然胡塞爾未曾明確標舉出如此一種

悖論的可能性，但我們確實不難從「諸如」超驗他者與超驗純粹主體間性的構成

活動中有其發現：作為被原始-自我/超驗純粹自我主體內在意向地構成之超驗他

者與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包括有超驗他者成員全體和由超驗自我轉變而歸

屬其中作為優先的成員之自我），它們一方面作為對原始-自我/超驗純粹自我主

體而言之內在意向對象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又同時作為在原始-自我/超驗純粹

自我主體內之內在意向對象的主觀存在。 
但是根本說來並非如此，這可能的悖論確實非比尋常！然而詳盡的解說畢竟

猶待後續之深入，目前我們僅能暫且初步地作出以下的簡略說明：因為，若按胡

塞爾分別於《觀念二》、《貝瑙爾手稿》、《現象學心理學》、《危機》與《笛卡爾沈

思錄》中所表示，真正說來，原始/超驗/純粹自我，只能是超驗純粹的自我-極
（Ich-Pol）17，而超驗純粹自我主體，卻當是超驗純粹的自我-諸我思18，故我們

勢必要有所分別地先將所謂原始/超驗/純粹自我從自身出發且在自身中構成了超

驗他者與超驗純粹的主體間性之涵義，真確地理解為從原始/超驗/純粹的自我-
極出發，然後在屬其之意識的被給予性方式中，內在意向地構成了作為現象之超

驗他者/超驗他者主體與超驗純粹的我們/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且此處「在

自身中構成......」的說法，僅是就一種將意識活動與意識的內在對象/客體（極）

都具體地歸屬於原始/超驗/純粹的自我-極而作為內在的主觀東西之情形而言

的；再將所謂超驗純粹自我主體從自身出發且在自身中構成了超驗他者與超驗純

粹的主體間性之涵義，真確地理解為從超驗純粹的自我-諸我思出發，然後在屬

其之意識的被給予性方式中，內在意向地構成了作為現象之超驗他者/超驗他者

主體與超驗純粹的我們/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且此處「在自身中構成......」
的說法，也僅是就一種將意識的內在對象/客體（極）具體地歸屬於超驗純粹的

自我-諸我思而作為內在的主觀東西之情形而言的19。若按此二方面綜觀言之，那

麼內在之意向對象的可能悖論似乎就不會發生！因為，超驗他者/超驗他者主體

與超驗純粹的我們/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一方面作為對原始-自我或超驗純

粹自我主體而言之內在意向對象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又同時作為在原始-自我

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內之內在意向對象的主觀存在的此等觀點，根本說來都無由

成立，而其真實的情況卻當如是：作為對原始-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而言之

內在意向對象的客觀存在，若具體言之，我們或可同時也將其視作歸屬於原始-
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之內在的主觀東西，但嚴格而論，這絕非意味其在真正

意義上能作為在原始-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之內的主觀存在。 
                                                 
17 分別參見IdeenⅡ:97；Bernauer Manuskripte:277-8；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41；Krisis: 
187、190。 
18 參見Meditationen:§8。 
19 參見Krisis:§5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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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超驗他者/超驗他者主體與超驗純粹的我們/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之

「如何」被構成的活動中，則還另有一種極其特殊的可能悖論似乎也發生了，雖

有些類似於先前所論之人類/人的主體性的可能悖論，但其似乎完全是一種在內

在性意識領域中才會發生的情形。正如我們確實可從胡塞爾的相關見解出發而進

一步設想到，當原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憑藉著超驗的同感作用

而構成超驗他者/超驗他者主體與超驗純粹的我們/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時，

根本上是首先將自身超驗反思地把握作為「這個」在其自身客觀化了的「這個」

人之中所承載著的原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進而再將自身所具

之一切本質功能特性藉此而類比地間接賦予了其他的人類，因而最後得以將自身

作為優先的「一個」原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成員而歸於諸超驗

他者或諸超驗他者主體成員之中，構成了超驗純粹的我們/超驗純粹的主體間性
20。但此中就產生了一種悖論的可能性，亦即一種我們或可將其稱作超驗純粹自

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之悖論的可能性。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超驗純粹

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一方面是對超驗他者/超驗他者主體與超驗純粹

的我們/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而言之「這個」主觀存在，另一方面則又同時

是在超驗他者/超驗他者主體之間與超驗純粹的我們/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間性之

中的「一個」客觀存在？顯然一切關鍵無非還繫於，「這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

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究竟「如何」將自身轉變而作為在諸超驗他者或諸超驗他者

主體成員之間優先的「一個」成員？或更確切地說，「這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

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究竟「如何」將自身轉變而作為在諸超驗其他自我或諸超驗

其他自我主體之間純然優先的「一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

在當前極其有限的初步討論中，看來我們自然無法對此有所全面而深入的解決，

但我們卻仍足以洞察理解到，這種從「這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

主體向「一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的根本轉變，確實並不單

純地發生於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對自身之超驗反思的內在把

握活動中，似乎唯有伴隨著超驗的類比同感作用的發揮，此種根本轉變的本質可

能性才能被獲得。這種根本轉變的本質可能性，正是胡塞爾所言之原始-自我在

人稱上的可變格性（personliche Deklinierbarkeit）21，因而只有通過對超驗純粹

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此種極為特殊的變格活動之徹底闡明，我們才能對

左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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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決

定：到底「這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和其變格而來的「一個」

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是「同一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

粹的自我主體？抑或是「不同的兩個」超驗純粹的自我或超驗純粹的自我主體？ 
    然而，這悖論所牽涉問題的複雜程度，卻遠不止於此。由於胡塞爾本人，一

方面隨即指出了，超驗的同感作用將超驗自我本身（或超驗自我主體本身）所獨

具之意識功能的本質特性類比地也歸於其他人類，在方法論上似乎是通過一種無

                                                 
20 參見Krisis:§54-a)、b)。 
21 參見Krisis:§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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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且不合法的跳躍（unbegründeten und unrechtmäßigen Sprung）而來的結果22；

而另一方面於後續的有關討論中，卻又多次強調經由普遍懸擱而顯露出的超驗主

體間性，無論如何都是以一種令人驚異的方式而被構成的，也即諸超驗自我（或

超驗自我主體）間總是已經先行地相互意向地伸展進（in...hineinreicht）另一個

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的意識之中，通過一種意向間相互修正的共同化而

構成了相互內在（ineinander）且開展統一的超驗的主體間性及屬其之主體間的

共同意識活動，換言之，在這作為全部意識心靈唯一普遍聯繫之超驗的主體間性

中，每一個別的超驗意識心靈自我（或超驗意識心靈自我主體），都相互內在且

不可分離地以自身的統覺（Apperzeption）包含著具有同一個世界之超驗其他自

我及屬其之意識活動（即超驗其他自我主體）23。於是我們清楚地見到，一方面，

胡塞爾肯認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無法直接地意向把握超驗其他自我與屬

其之意識活動（即超驗其他自我主體），甚至間接地經由對其他人類實在性之意

向把握而類比地同感構成超驗其他自我與屬其之意識活動（即超驗其他自我主

體），乃至於超驗主體間性與屬其之主體間共同意識活動，都是缺乏真實根據的，

而另一方面，卻又不斷強調起諸超驗自我及其意識活動（即諸超驗自我主體）之

間相互內在包含（ineinandere Implikation）的可能性，且若仔細從後續有關討論

裡追究，胡塞爾卻仍是將這種可能性的來源根據歸因於同感作用而非其他。這難

道不背理嗎！？或許我們正可從胡塞爾就此處極其纏繞不明的困難情形所作出

之沈思的追索反覆，看出此等問題對真正徹底的嚴格科學而言確實具有其不可迴

避的深刻危險性。無論如何，由此我們至少能夠初步確認了胡塞爾將超驗純粹主

體間性之構成歸因於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的同感作用此一基本觀點，尤其當

我們看到，他固然對同感類比在方法論上的真實根據有所疑慮，但卻堅定宣稱了

由於某些最深刻的哲學理由（aus tiefsten philosophischen Gründen）——這不能進

而再被探討——，這其中仍然有著一種真實性（Wharheit）的主張24。 
這種發生於主體間性構成活動中之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粹自我主體性的

悖論，確實是一種令人百思難解的奇特情況，並且它的成立與否，一方面將會回

過頭來攸關牽動著我們早先對作為其對立面之內在的意向對象的悖論和涉及外

在實在性層次之人類/人的主體性的悖論及作為其對立面之“意向對象＂的悖論

的根本理解，而另一方面則將會最終左右決定著真正客觀認識活動的可能性，亦

即客觀存在性之主體間共同認識構成活動的可能與否的問題。於是我們說，深藏

於「世界先行存在」此一理所當然性前提後頭之困惑著西方近代以來全部科學與

哲學之「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主觀地認識」此一世界之謎，或更為一般地說，亦

即深藏於「客觀存在性先行存在」此一理所當然性前提後頭之「客觀存在性如何

能被主觀地認識」此一非比尋常之謎，若專就一種現象學式非獨我論之主體間共

同客觀認識活動的可能性而言，其有待解答的一切問題就必然最後集中歸結到此

                                                 
22 參見Krisis:§54-b)。 
23 參見Krisis:§71、§72。 
24 參見Krisis:§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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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正的根本難題：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能否有真實根據且無悖論地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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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此一根本難題最終能否得到真正的克服解決，眼前並不存在任何現成

的答案，一切仍有待於我們緊密地追蹤胡塞爾現象學式的思想道路，持續致力於

一種將不可理解的理所當然性轉變為可理解性之更為廣泛而深入的追溯沈思。但

話說回來，對此根本難題更進一步探究的適當門徑又在哪裡？面對這樣一個令人

摸不著去向的問題，顯然不可能只是消極地等待靈感的乍現，因為我們首先所能

做的，無非還是嘗試地回到現象學嚴格方法的基本原則中去尋求。是的，若按現

象學懸擱還原之「返本溯源」的要求，我們對解決此一根本難題所能最先設想到

的基本可能性，無非是盡可能設法讓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的探究目光解脫於

除對自身外之其他內在對象性之興趣的干擾束縛，畢竟徹底之內在溯源的反思探

究，最終必然需要著一種完全自由之目光朝向的可能性，而唯有在這種自由朝向

的反思洞察中，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才能徹底揭示出自身存在和自身存在

「如何」進而構成出的一切對象存在之意義。 
誠如胡塞爾已向我們所指引出的，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最終仍需再

進而實行一種絕對的普遍懸擱（absolute universale Epoché）（亦即比普遍懸擱更

深一層的懸擱），也即經由一種對屬其之諸超驗同感作用的懸擱而讓它們失去效

用（außer Geltung setzen），因而讓超驗他者（或超驗他者主體）與（超驗我們或）

超驗主體間性都轉變作為純然現象的“超驗他者（或超驗他者主體）與（超驗我

們或）超驗主體間性＂，如此超驗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才能首次地在內在興

趣之部分態度的自由轉換中，獲得以完全自由的洞察目光徹底揭示一種源初生命

的本質結構（Wesensstrukturen eines originalen Lebens）之真正可能性。所以，唯

有真正徹底的懸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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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zigartige philosophische Einsamke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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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徹底還原，才具

有徹底揭示超驗的主體間性「如何」能被原始-自我（或超驗自我主體）所認識

構成，世界又「如何」能被超驗的主體間性所共同認識構成之根本可能性25。 
    最後，仍有必要強調的是，內在之意向對象的悖論與超驗純粹自我或超驗純

粹自我主體性的悖論，作為可能的諸悖論當然也同樣深藏於那些不具徹底超驗純

粹態度之生活者的認識生活中，而先前曾就其面對“意向對象＂的悖論與人類/
人的主體性的悖論困難之可能的態度觀點所進行檢視的基本考量，在此當然仍具

參考的適當有效性，但我們並無意再加以延伸贅述，而僅欲提出一種簡要申明：

到底它們終究仍受自然客觀的生活態度所縛，故對此二新的可能悖論要麼是全無

所悉；要麼是偶然觸及而有所推想，卻易於將此二發生於內在性意識領域中的可

能悖論扭曲誤解為發生於外在實在性領域之個人與物或個人與人類間的可能悖

論，進而認為可在心物共同作為內於實在世界中主觀-客觀的平行類比關聯裡獲

                                                 
25 參見Krisis:§54-b)、§55、§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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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解決，甚或主張心靈僅是不具真實存在意義之純然主觀性，根本說來可還原為

物，故此二新的可能悖論當得解決；要麼是混淆於自然客觀態度與超驗純粹態度

之間，由於沒有徹底直觀闡明的方法，雖說對此二新的可能悖論有其反思覺察的

初步可能性，但畢竟難有其真切的理解因而無可決定；最後則是徒具超驗突破動

機卻以客觀主義心物二元論為前提，通過否棄自在之物而達至所謂意識心靈主觀

存在之特殊類型的心理學，在其想法中此二新的悖論都是不成立的，因為只有存

在於自我心靈意識中的存在東西，而並沒有什麼可讓自我心靈意識存在於其中的

存在東西。 
以上這些不具徹底超驗純粹態度之生活者的可能觀點，無論如何，都由於缺

乏一種普遍懸擱的生活態度，甚至一種絕對的普遍懸擱的生活態度，因而根本談

不上對此二新的可能悖論有任何真切的理解，更遑論要去解決。然而，話說回頭，

胡塞爾現象學雖說確已步上懸擱還原的方法道路，但藏匿於「客觀存在性先行存

在」此一西方近代以來整個哲學與科學所普遍接受之認識活動的理所當然性前提

後面之不可理解的悖論危險性，仍然還未得到真正徹底的解除，這也即是說，「客

觀存在性如何能被主觀地認識」此一非比尋常的認識活動/知識（真理）之謎，

依然沒有被完全地理解打開。因此，就現象學自身來說，其所根本要求之知識的

徹底嚴格性，無非仍作為一個尚未完全實現的艱難理想而有待於我們的繼續追

尋。但這絕非意味著，我們可輕忽地將胡塞爾關乎內藏於現象學自身之那些根本

難題的宣稱主張指責為一種遁詞，或是無故地將那些根本困難扭曲誤解作一種玄

想者的幻夢，因為此等作法，除了顯示出我們自身動機的薄弱與思想洞察力的怠

惰淺薄外，並無助於解決任何西方近代以來人類生活意義空洞化與知識嚴格確定

性理想動搖崩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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