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主體性悖論在胡塞爾現象學中發生的脈絡背景 

 
第一節 歐洲科學的客觀主義化所造成人性意義扭曲與生活世界意義空洞化的  

危機 
 
 《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作為胡塞爾晚年的最後力作，明確地向我

們呈現出，一位終身致力於為知識活動確定性尋求可能性之絕對奠基的哲學家，

是如何急切於為其一手建立起的現象學哲學在悠久的西方哲學歷史中進行最後

定位。正如書名所標舉出的，他清楚地提出了他的根本關注，即面對客觀主義的

實證科學之不斷成功而為人類生活所帶來的危機，如何能在對建立知識的絕對確

定性根基有著徹底要求之一門作為一切科學的嚴格科學之超驗現象學中得到真

正的解決。 
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之所以造成危機的原因，我們確可從其一般總體特徵中

視出端倪，因為，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具有之一般總體特徵，便是將科學的觀念

簡化為純然事實的科學1，而正是這種片面的簡化，讓其喪失了真正的科學性。

這種簡化，致使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或是漠視逃避，或是盲目無知於對自身科

學方法基礎作出徹底理解的嚴格要求，一方面，他們未對其方法論中包含著的各

種客觀形式規定性的根據來源，進行徹底而完整的追溯，而僅止於普遍客觀形式

系統的建立；另一方面，也未徹底地探究方法與對象的如何相互關聯及其根據來

源為何，而僅止於素樸的客觀符合論（客觀形式規定性與純然事實的單純符合）

範圍；最後，則是將作為對象的普遍領域的世界，理所當然地（selbstverständlich）

認作為在其自身的且必然預先存在的世界，而未深入考慮其存在意義的完整認識

根據，同時也忽略了世界作為人類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與意義。因此，

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的確無權宣稱自身具有徹底的嚴格科學性，若其天真地任意

宣稱，那即是一種不合法的逾越。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確實必需尋求一種對其方

法基礎徹底的自身理解，如此他們方能真正發現，其方法論發展運作的整個過

程，都在一種對自身根基缺乏認識的情形下進行（胡塞爾稱之為「斷頭的」2科

學），才能真正明白，他們所採取片面簡化的「抽象」手段，根本上是如何無視

於經由其客觀方法的處理，作為方法對象的事物意義，必然受限於其「抽象」的

方法而為不完整的獲得此一關鍵問題。 
因 此 我 們 可 想 而 知 ， 為 何 客 觀 主 義 的 實 證 科 學 大 多 並 不 關 注 人 性

（Menschheit）的問題，因為完整的人類存在（menschlichen Daseins）的有意義

或無意義，或許根本不能適切地作為科學的主題，因而大多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

家，都或多或少對其採取拋棄甚或拒斥的態度，相對地，的確也有為數不少之客

觀主義的實證科學家，就像作為心理主義（Psychologismus）的客觀主義心理學

                                                 
1 參見Krisis:§2。 
2 參見Krisi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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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那樣樂觀地認為甚或主張所有屬與人性的科學，或可說是一切精神科學，最終

必可化約到物理的基礎上，建立其最終的根據。然而，誠如胡塞爾所言，若就關

於理性與非理性、關於我們作為自由性主體（Subjekte dieser Freiheit）的人類之

科學而言，這種純然探討物理的科學能說些什麼呢？它顯然什麼也不能說，它甚

至不考慮一切真正主觀的東西（Subjektiven）3。 
我們若仔細追溯並判別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的西方近代歷史源流，就會發現

它基本上是一種殘餘的概念（Restbegriff），即一種自文藝復興時代以來要求再次

從人類的理性自律性（Autonomie）出發，擺脫一切神話和一般傳統的束縛，而

在沒有任何成見（Vorurteil）的情形下，對人類和世界進行普遍認識（universale 
Erkenntnis），甚而最終達至自身所固有的目的論（Teleologie）及其最高原則

（oberstes Prinzip）——上帝（Gott）之一種殘餘的發展。而此種自文藝復興以

來在自由性中對人性的重新塑造之革命性的轉變，根本上是效法古希臘羅馬時代

而來，且按胡塞爾的評斷，屬於這些古代人類的本質東西，無非就是作為「哲學

的」存在形式（philosophische Daseinsform），也即自由地從純粹理性、從哲學而

來之完整生活與規則的自身給予4。人類已然清楚地見證了此革命性的轉變（雖

說僅只極其少數的哲學家對此才有真實的洞察），如何自文藝復興起持續不斷地

鼓動風潮，一路邁向啟蒙時代的高峰，正是那一段響亮的口號：「勇於求知吧

（Sapere aude）！因此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吧！這是啟蒙的格言」5。

於是，我們才能理解，為何那整段時期的哲學家們，一方面，會將哲學視作關於

存在者全體的科學（Wissenschaft von der Totalität des Seienden），作為一切非獨

立的分支科學之科學，也即作為有關最高與最終問題的形而上學，另一方面，則

將對理性存在的考察（也即對人類的真正本質存在的考察），當作哲學最主要的

任務，因而哲學的主題，除關於知識外，更關乎於自由性、不朽性（Unterblichkeit）
與作為一切存在之目的論源泉的上帝問題6。所以，我們可想而知，哲學真正的

任務，當然遠遠不僅止於對純然事實的關注，然究竟這種具備深刻廣大觀念

（Ideen）與理想（Ideale）之永恆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怎會落得被自身

殘餘發展之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所驅逐？ 
按胡塞爾的評斷，這種新的哲學觀念之失敗，無非是由於人們對普遍哲學的

理想與新方法的效果失去了熱情的信念（schwunggebenden Glauben），但這絕非

                                                 
3 參見Krisis:§2。 
4 ......das frei sich selbst,seinem ganzen Leben,seine Regel aus reiner Vernunft,aus der Philosophie 
Geben. 參見Krisis:§3。 
5 康德在〈答何謂啟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ärung?）一文中，首先就開門見山

針對「啟蒙」一詞進行初步的說明：「啟蒙是人之超於他自己招致的未成年狀態。未成年狀態是

無他人的指導即無法使用自己的知性（Verstand）的那種無能。如果未成年狀態的原因不在於

缺乏知性，而在於缺乏不靠他人的指導去使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這種未成年狀態便是自己招

致的。勇於求知吧（Sapere aude）！因此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吧！這是啟蒙的格言」。

康德所欲批判的，正是其時代中，那些放棄自己的理性使用而依賴於外來監護，處於未成年狀

態的人，且在康德看來，人們學習成熟的運用理性，是其獲得知識、達至自由與實踐人性價值

的唯一途徑。參見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ädagogik:53。 
6 參見Krisi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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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著僅止於此一表面上的原因，也即形而上學的逐步失敗和客觀主義的實證科

學在理論與實踐兩方面愈益增長的成就之間的鮮明比較而來，更深層的內在原

因，卻是出於對一直以來起統治作用的哲學理想之根深蒂固的理所當然性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的越加強烈的抗議7。故近代普遍哲學的理想的原初

建立（Urstiftung），便沒有繼續產生效果，反倒歷經了整個自身內在解體

（Auflösung）的過程，因而，整個歐洲科學的客觀主義化所造成的危機，正同

時意味著是近代普遍哲學理想的危機，一種最初潛伏著，後來就愈益顯露之歐洲

人性本身在其精神文化生活的整個意義方面，在其整個「存在」（Existenz）方面

的危機。基本上，對形而上學的懷疑，也就是對普遍哲學理想的懷疑，而這正意

味著「理性」信念的崩潰，而此理性，即是古希臘羅馬人對立於意見（Doxa）

而從知識（Episteme）意義上來理解的，最終給予一切存在事物、存在價值、存

在目的以意義，給予真理（Wahrheiten）及與其相關聯的（korrelativ）存在者以

規範關係性（normative Bezogenheit）的東西。因而，若我們說，我們這個現時

代之非哲學的專家科學家，甚或是對普遍哲學理想的理所當然性強烈抗議而不知

所措的哲學家們，或多或少都失去了對「理性」的熱情信念，這無異於是說，他

們因而也或多或少失去了「對於自身」（an sich selbst）的信念8。 
上述所謂對普遍哲學理想的理所當然性強烈抗議的哲學家們，雖說不乏憑著

自身深刻洞察而致力於在一方面破除那些目的論式先天性建構之素樸性

（Naivität）（黑格爾哲學是一種主要典型9），另一方面則同時排除客觀主義的實

證決定性的情形下來重新建立精神科學的認識論基礎，然而，他們的方法論畢竟

是不徹底的，且最終仍落入一種「經驗事實性」與「先天性」間模糊不清的矛盾

之中。從遠早於《危機》的《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胡

塞爾對歷史主義（Historizismus）與世界觀哲學（Weltanschauungsphilosophie）

的深刻批判。在胡塞爾看來，它們都是一方面藉由對精神生活的「經驗事實性」

的強調，另一方面則藉由排除自然主義（naturalistische）的實證決定性，而對精

神生活的經驗事實性進行某種「絕對地設定」以建立起他們的學說10，並且，造

成他們那裡「絕對地設定」與「經驗事實性」間關係的混亂之根本原因，便是由

於他們並沒有真正把握到「觀念」與「事實」間所具有的本質關係，即作為本質

的「觀念」，始終優先於作為經驗的「事實」，並且對作為經驗的「事實」進行著

規定作用。歷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的確是看到了歷史經驗的最重要意義，也就是

在歷史發展過程裡，先行東西的意義是由其後繼的歷史經驗事物所決定，不能靠

某種外於歷史實在的先天性建構的目的論來決定，然而，就在他們強調作為部分

的歷史經驗事實對於作為整體的歷史形式觀念所行的構成作用時，顯然是弄不

清，這個構成的意義，只能是在歷史經驗事實不斷地實現充實著相應的歷史觀念

以經驗質料內容這種「不完全再現」（unvollkommene Repräsentation）的意義下

                                                 
7 參見Krisis:§4。 
8 參見Krisis:§5。 
9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11-2。 
10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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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11，換句話說，歷史觀念本身根本不是由歷史經驗事實而構成，反之，卻是

對相應的歷史經驗事實進行著規定。因此，我們就明白了，為何胡塞爾會強調，

若一個觀念具有有效性，意味著它是一個事實的精神構成，它被視作有效的並在

這種有效性的事實性（Faktizität）中規定著思維，這將會是背謬的12，因為，若

沒有對經驗事實進行著規定的觀念，那麼經驗事實根本就失去了被認識的可能。

所以，若按照歷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這含混的構成意義，顯然會導致所有的真

理 、 理 論 、 科 學 的 觀 念 就 此 失 去 其 絕 對 有 效 性 ， 而 落 入 一 種 相 對 主 義

（Relativismus）之中，或更確切地說，如果將其堅定地貫徹到底，它必然導向

極端懷疑的主觀主義（extremen skeptischen Subjektivismus）13。 

我們清楚地看到，那些對普遍哲學理想的理所當然性強烈抗議的哲學家們，

最終還是掉入與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類似的懷疑困境中，雖然他們有意排除實證

決定性的影響，破除目的論式先天性建構的理所當然性，但他們仍由於將觀念轉

釋為事實，並將一切現實性（Wirklichkeit）、生活都轉變為一種不可理解之無觀

念的「事實」混和物（ein unverständliches ideenloses Gemenge von „Tatsachen“），

而與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同樣深陷於對事實的迷信（Aberglaube）14，也正是在

此意義上，我們說歷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無法真正克服客觀主義的實證科學以建

立精神科學的認識論基礎，相反地，它們卻潛在根本地受到自然主義方法論的影

響支配15。 
胡塞爾，這位視哲學當是徹底嚴格科學的哲學家，在其現象學式的哲學歷史

的回溯探究中，將笛卡爾以來整個西方近代哲學歷史的真正任務，定調成為了人

性真正意義所進行之鬥爭（Kampf）。這種鬥爭，可視作為人性意義不懈地尋求

新的根基之真正哲學和具有「怠惰理性」（faulen Vernunft）（或可說是非理性/非
徹底的理性）的客觀主義及懷疑論（Skeptizismus）之非哲學（或可說是非徹底

的哲學）間的鬥爭。而哲學真正的任務，無非就是使人性成為由理性造就的人性，

也即讓亞里斯多德意義上作為人類本質之人是理性的動物（animal rationale）能

得到實現，換句話說，真正的哲學與科學，應當致力於以必真的洞察與方法

（ apodiktischer Einsicht und Methode ） 來 揭 示 人 類 本 身 「 與 生 俱 來 的 」

（eingeborenen）純粹作用（reiner Auswirkung）的隱得來希（Entelechie），揭示

一種從人類潛在（latenter）理性朝向明顯（offenbarer）理性發展之普遍理性的

哲學歷史的運動16。 
歐洲科學的客觀主義化傾向的發展，並非僅僅單純有著科學本身基礎無法奠

立方面的困難，更重要的卻是它對「人性」意義方面所造成的這種扭曲，確然已

全面地深入到整個人類的日常生活中並直接地或間接地起著支配的決定性作

                                                 
11 參見Wahrheit und Methode:204-11。歷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更仔細的相關內容，除《哲學作為

嚴格的科學》裡所涉討論外，更可進一步參見高達美《真理與方法》頁 201 至 242。 
12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51。 
13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49、51。 
14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66。 
15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49；Krisis:§3。 
16 參見Krisi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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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恰恰由於其所執持之簡化的「抽象」方法和片面無根基的真理觀，致使人

類整體的生活意義逐漸地面臨著空洞化（Entleerung）的危機。除非我們真的願

意讓自身的生活要求僅止於那表面上安逸之理所當然的素樸性，否則為了實現人

類完整生活深刻廣大的意義，我們的確必需繼續尋索，正如胡塞爾窮其一身所嘗

試的各種努力。 
 
第二節  近代物理主義的客觀主義與超驗的主觀主義之相互對立的起源發展 
 
 現在，為了更明確地理解胡塞爾超驗現象學是從什麼樣的哲學與科學歷史背

景中有所承繼與批判，並進而得到全新的進展，我們不可避免地必需仔細審視客

觀主義的實證科學的西方近代起源和與其對抗堅持著普遍哲學理想之哲學家的

整個奮鬥歷程。 
首先，我們必需避免再理所當然地將近代以來的科學與哲學，當作兩個毫不

相干的學門，正如我們現時代學院內普遍存在的分科情況，根本上就是不假思索

地接受近代客觀主義與哲學鬥爭後所沈積下來之表面的歷史結果而有，這種對學

術所進行之專門化的分門別類，看似有其必然的根據，即根據不同的認識方式發

現不同類別事物的意義，但真實說來，在此專門化（Spezialisierung）的過程中，

卻到處充滿著曖昧不明而尚待徹底理解的先行假定。正是在此近代科學與哲學相

互牽連影響的複雜性中，我們才會真正了解胡塞爾對客觀主義科學起源所作歷史

回溯探究的重要意義。 
在胡塞爾深遠的洞察中，他評斷笛卡爾以來近代普遍哲學的新觀念，是從伽

利略意義上的新科學那裡得到推波助瀾的發展力量，而新科學的轉變，卻是從對

古希臘歐幾里得幾何學（Euklidischen Geometrie）、數學（Mathematik）與自然科

學（Naturwissenschaft）的改造開始17。西方數學的濫觴，大至可推溯至紀元前

3000 年左右在米索不達米亞平原上的巴比倫與位處尼羅河流域的古埃及，此二

地域的人們，為了因應物資交易、時間記錄、田園劃分、描述所見物形貌等等生

活上實用的需要，逐步發展起一些有關算術、代數與幾何的初步認識與應用，後

來則經由具有一條向東聯繫巴比倫的駱駝商隊路線和一條提供船隻從希臘本

土、中經腓尼基、最後通達埃及的地中海航線之小亞細亞一個濱臨地中海富裕的

貿易城市米利都，而將巴比倫與埃及進步的數學、自然科學的認識與應用技術陸

續傳入了希臘世界，到了紀元前 600 年左右，希臘人則以其卓越的學習能力與創

造能力，全面承繼了這些外來的知識文化並進而創建出了具有高度宗教、藝術、

哲學與科學的豐富希臘文明18。 
歐幾理得幾何學，就可視作希臘人在對巴比倫與埃及的幾何認識與應用的吸

收方面之總集成就。並且在柏拉圖觀念學說與亞里斯多德形式邏輯學方法的巨大

影響下，將幾何學觀念化為通過概念、命題、推論、證明而建立起的一套完整的

                                                 
17 參見Krisis:§8。 
18 參見《數學史‧上冊》：5-6、18-9、28-9。 

 17



 

純粹幾何學。但這種純粹幾何學和其他也同樣被觀念化的算術、代數，都仍停留

在一種有限而封閉的先天性（endlich geschlossenes Apriori）中，而無限的任務

（unendliche Aufgaben）到了近代才成為了可能，數學家們藉由將純粹幾何空間

座 標 化 ， 也 即 對 幾 何 空 間 所 實 行 之 一 系 列 形 式 化 抽 象 （ formalisierende 
Abstraktion），進而讓純粹幾何學和代數、算術結合一起，建立出全新意義的座

標幾何學（koordinaten Geometrie）。這種數學領域的新進展，隨即被用在自然科

學上，而連帶創造出一種數學自然科學（mathematischen Naturwissenschaft）的

新觀念，我們可將其稱作伽利略式的自然科學，而自此之後，當這種數學自然科

學一方面不斷獲得其成功，另一方面則將哲學視作為有關整體世界與存在者全體

之科學的觀念就根本地改變了19。 
自柏拉圖觀念學說起，實在的東西（Reale）就多少分享著觀念的東西，所

以就為古希臘的純粹幾何學提供了初步應用於實在性的可能，而伽利略更在近代

新科學的無限任務中，進而將整個自然觀念地數學化了，雖說還未如現時代的數

學家與數學物理學家那般從事完全遠離了直觀的符號（Symbolik）活動。按胡塞

爾之見，純粹幾何學，根本上是直接地通過直觀或間接地通過測量技藝

（Meßkunst）對周圍世界各種各樣個別的事實形態（tatsächliche Gestalten）有所

初步把握，並進而在自由想像（freie Phantasie）中實行某種不斷逼近的完善化

（Vervollkommnung）活動而來。而這種觀念化的逼近（Annähern），則可以隨處

先行勾畫（vorzeichnen）出各種極限形態（Limes-Gestalten），雖然一系列的個別

完善化始終將其視作不變的且永遠無法達及的諸極（Pole）而向其逼近。如此一

來 ， 便 賦 予 了 「 精 確 性 」（ Exaktheit ） 的 可 能 ， 也 即 可 以 方 法 - 單 義 地

（methodisch-eindeutig）將幾何的觀念形態當作具有絕對同一性（absoluter 
Identität）的基底（Substrate）來認識規定20。然而，當古代的純粹幾何學發展至

近代，卻轉變為一門座標幾何學。座標幾何學的出現，意味著古代以來熟悉的幾

何空間形態的意義，有了真正根本地改變，一切幾何形態都因著笛卡爾以來所倡

議的空間座標化任務的逐步實現，而被以算術、代數所組成的函數式（Funktion）

所取代，這因而也就意味著，幾何形態被數的形態（Zahlgestalten）取代了，幾

何空間形態成了可以計算的量21。我們絕不能輕忽這一改變，因為正如胡塞爾所

指出，這正表明歐幾理得幾何學的幾何直觀意義已被抽空，雖說純粹幾何學式的

直觀也早已遠離其直接直觀的原初源泉了22。 
從古代至近代，人類的測量技藝與測量精確性雖然不斷得到提高，並由於實

踐興趣向純粹理論興趣的轉換，而讓經驗的測量技藝被觀念化為幾何學本身能夠

支配的一套思維操作方法（Denkverfahren）。而這種支配，無非是指，將幾何學

自身，轉變為「應用的」（angewandte）幾何學，也即將自身也變成技術的手段

（Mittel für die Technik），並結合經驗的測量技藝觀念化而來的思維操作方法，

                                                 
19 參見Krisis:§8。 
20 參見Krisis:§9-a)。 
21 參見Krisis:§9-b)、f)。 
22 參見Krisis:§9-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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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指導規定著經驗技藝的實踐操作來賦予幾何的事實形態以客觀認識的意義
23。是的，關鍵的問題就出在這裡。因為無論是「一重意義抽空的」直觀的純粹

幾何學，還是「二重意義抽空的」非直觀的座標幾何學，都顛倒過來要去強行規

定作為其意義源泉之前幾何學感性世界的基底（Untergrund der vorgeometrischen 
sinnlichen Welt），而忘卻它們所實行的形式化抽象，根本簡化並掩蓋了原初直觀

的豐富意義。 
現在，我們緊接著來談幾何學的成就，如何在伽利略那裡，促成了一門數學

的自然科學，並導致整個自然的數學化。我們必需首先作出強調，若整個幾何學

與自然科學的歷史發展過程中，幾何學家們與自然科學家們從不曾忽略該對其方

法論基礎可能存在的尚待闡明的隱蔽前提進行徹底的反思，那麼就不會有自然被

數學化的問題了，因為他們都將清楚地知道幾何空間形態與數的形態，至多僅是

自然本身的某些切面，而非顛倒過來說這些切面才是「真實的」自然本身，然而

非常遺憾，幾何學與自然科學的歷史就偏偏不是如此發展。 
若我們追溯自然數學化的起源，就當注意此一重要原則，即只要人類開始嘗

試以數量概念或空間形態概念來描述事物的存在情況時，就已種下日後自然本身

被數學化之潛在的可能性始因。正如胡塞爾所指出，遠自古希臘的畢達哥拉斯學

派，就曾經為觀察到了音高與震動著的弦的長度間的函數依賴性（funktionellen 
Abhängigkeit）而激動不已24，顯然在這裡已一方面出現了關乎直線形態的直接

數學化（direkte Mathematisierung），和另一方面則出現了關乎聲音性質經由對直

線形態的因果依賴性的緊密聯繫（Verflechtungen der kausalen Abhängigkeiten）而

產生間接數學化（indirekte Mathematisierung）之初始的潛在可能性25。但畢竟一

方面受限於古代測量技藝的整體條件尚未發達到近代測量技術的程度，另一方面

則受限於仍未出現某種可將幾何空間形態數量化的座標幾何學，以致在測量精確

性方面的水準始終停留在有限性任務的範圍。換句話說，直到近代座標幾何學被

發展出來並應用到自然科學的研究上，整個自然數學化的情況才變得普遍起來且

變得確切而明顯。 
近代以來，幾乎所有幾何學家、數學家及自然科學家，都共同關注於此一中

心問題，即如何能藉由具有客觀真理性之數學方法的進步來幫助人類對整個自然

宇宙的存在有所「真實的」認識。伽利略，這位集卓越的幾何學、數學及自然科

學天才於一身之文藝復興時代的義大利人，無疑正是此中的翹楚。他將座標幾何

學的成就，移植到對自然的研究上（雖說還有很多走在前面的先驅人物），總集

地完整建立起一門全新的數學自然科學。在其所作出貢獻中最有名的例子，莫過

有關形體的慣性運動與自由下落運動的研究，他一方面應用座標幾何學的成果，

將幾何空間形態的變化藉由三維座標（x-y-z）直接地轉變成可定量的數的形態

的變化，再補加上作為第四維度的時間因素（t），就可以在代數、算術的形式運

                                                 
23 參見Krisis:§9-a)、b)。 
24 參見Krisis:§9-d)。 
25 參見Krisis:§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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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規則的幫助下，使針對時間-空間中形體的運動狀態進行描述成為可能，正如

他在著名的比薩斜塔實驗中所驗證通過的自由落體運動定律公式：d＝1/2 gt2（d
表示形體垂直下落所行距離，t表示下落過程所經歷的時間，g表示重力加速度常

數）。 
我們無意更細緻地說明伽利略的科學實驗細節，相反地，我們更欲強調的

是，這種透過幾何形態的量化而將自然中事實形態的存在直接數學化的活動，很

容易還會伴隨產生將屬自然之特殊的感性性質（Sinnesqualitäten）一併間接數學

化的情形26。正如胡塞爾所表明，很清楚地，自然的間接數學化的關鍵在於感性

性質與經驗的事實形態間所具有之因果依賴性的緊密聯繫，雖說人類在日常生活

中很容易就能多少辨認出內容充實的發生過程（Fülle-Geschehnissen）對於形態

領域中的發生過程之依賴性，但卻只有極少數的人會對這種因果依賴性的緊密聯

繫採取分析的態度27，這些極少數的人，當然也包括著歷史上那些優異的幾何學

家、數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但他們所作的探究往往都失之偏頗。就以理當最關注

此問題的數學自然科學家們來看，他們往往僅將感性性質的內容充實變化，平行

地視作幾何空間形態變化或甚而視作數學的指數28（mathematischen Index）變化

（即數的形態變化）之相應的東西。這種理解無可避免地終歸造成以形式化抽象

後之幾何空間形態意義，甚或數的形態意義來規定感性性質的內容充實意義，而

更確切地說，這種意義規定作用恰恰就是取代作用，即對感性性質的內容充實意

義的否定置換。 
我們始終必需清楚地理解，無論數學自然科學如何因著實驗測量技術的不斷

提升、數學理論方法的持續精緻、進行說明的邏輯形式的愈趨客觀嚴謹，都改變

不了此一根本事實：它首先是以對感性內容（因而事實形態也包括其中）29進行

形式化普遍抽象而獲致那些所謂「精確的」量化觀念，然後反過來否認作為這些

觀念的意義原初源泉之感性內容本身具有任何「真實存在」的意義。然而，我們

總是該問，究竟自稱從事「真實客觀性」研究的數學自然科學家們，為何沒能藉

由他們銳利的洞察而深入對感性性質與形態間之因果依賴性的緊密聯繫進行探

究，卻僅僅憑恃這模糊的相應性就論定此因果依賴性的存在給予了形態變化是感

性性質變化的真正原因之最佳證明？正如胡塞爾所評斷，顯然伽利略有關特殊感

性性質的純然主觀性（bloßen Subjektivität der spezifisch sinnlichen Qualitäten）的

著名學說產生了關鍵性影響，這個學說很快就被霍布斯前後一致地把握為有關感

性直觀的自然與世界一般的全部具體現象的主觀性之學說，此等學說的涵義，無

非意味著這些現象僅僅存在於主體中（in den Subjekten），僅作為在真實自然中

發生過程的因果性結果（kausale Folgen）而存在於主體中，而這些在真實自然中

的 發 生 過 程 卻 僅 只 存 在 於 數 學 的 特 性 中 （ in mathemetischen Eigenschaften 

                                                 
26 參見Krisis:§9- c)。 
27 參見Krisis:§9- c)、d)。 
28 參見Krisis:§9- c)。 
29 參見Krisis:§9- b)-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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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eren） 30 。而此種意見的形成原因，顯然是由於分不清楚「感性材料」

（sinnlichen Daten）、「感覺材料」（Empfindungsdaten）相較於感性性質（sinnlichen 
Qualitäten）的區別所造成的誤解，因為感性性質根本不是什麼存在於主體中的

東西，它始終是作為在現實的經驗中被知覺到的形體之特性、性質31。因此，數

學自然科學才會簡單地將感性性質當作相對主觀性而予已否定，而僅承認觀念化

的數學特性才是客觀的「在其自身的真實存在」（wahren Sein an sich）32。好吧！

就算我們素樸地欣然接受數學自然科學的此一理據好了，但只要我們按此理據進

而推敲，難道事實幾何形態不是相對主觀性嗎？而經由將事實的幾何形態觀念化

而來的純粹幾何形態就能是真實客觀性嗎？甚至純粹數的形態呢？我們立即就

看出了數學自然科學對直觀與存在者相互間關係的認識是混而不清的！ 
當然，數學自然科學前進的腳步並未停止在伽利略的那裡。很快地，幾何學

便因著微積分的發明而從座標幾何的基礎上進展至解析幾何學（analytische 
Geometrie）的階段，牛頓據此建立起伽利略數學自然科學之後完整的古典力學

體系（著名的三大運動定律）的新典範，此後，又因著非歐幾何學的出現，而伴

隨產生了愛因斯坦的相對論物理學的全新進展等等。但在胡塞爾看來，無論數學

自然科學如何向前得到新的進展，原則上本質的東西仍然保持未變，也即它們所

認識到的始終是在其自身的數學自然（die an sich mathematische Natur），在公式

中被給予的自然，只有從公式才能解釋的自然33。 
我們一再所提及之笛卡爾以來近代普遍哲學新觀念的巨大變革，正是從伽利

略「幾何學式」新科學方法典範中得到關鍵性的發展力量，這可在此一哲學歷史

的事實中得到證實，即伽利略式的數學自然科學的方法典範，也為不久就在笛卡

爾那裡出現的二元論（Dualismus）作了準備，而正是因著伽利略那建立起來的

作為一種在其自身中實在封閉的（in sich real abgeschlossenen）形體世界之自然

觀念，而強化了這種將世界分裂為自然的與心靈的兩個部分的傾向，雖說心靈的

世界（seelische Welt）是在一種與自然相關聯而非獨立意義上的相應的補充物

（entsprechende Ergänzungen）。我們的確不能輕忽由伽利略而來的「幾何學式」

（more geometrico）世界合理性（Rationalität）的根本意義，它真實意味著數學

自然科學並非什麼專門學科，相反而是一切被專門化（spezialisierte）學科的基

礎。我們可以說，正是在伽利略的數學自然科學與笛卡爾心物二元論的影響之

下，整個近代以來的理性主義（Rationalismus）與經驗主義（Empirismus）才得

到了各自成長的始因及動力34。 
現在，就讓我們來首先考察，在近代普遍哲學新觀念的創立者笛卡爾那裡，

究竟發生了些什麼事？我們知道，笛卡爾所創立的近代普遍哲學的新觀念，其最

根本的內在動機，就是為一切認識活動尋求絕對不可置疑的確定性基礎，以便在

                                                 
30 參見Krisis:§9- i)。 
31 參見Krisis:§9- b)-註 1)。 
32 參見Krisis:§9- i)。 
33 參見Krisis:§9- h)。 
34 參見Krisis:§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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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堅實的基礎上，重新系統合理地建造起整座知識的大廈。而為了獲得這種必真

的（apodiktischer）認識基礎，他採取了一種方法的懷疑，也即一種徹底的懷疑

的懸擱（radikal skeptische Epoché），這種對於可設想或想像某東西不存在的懷

疑，讓我們一方面對那些可懷疑其存在的東西中止判斷，也即避免對其有效性

（Güitigkeit）或無效性（Ungültigkeit）之採取設定/表態（Stellungnahme），而另

一方面，則在懷疑的懸擱活動中尋獲那不可懷疑懸擱之認識的確定性基礎。「笛

卡爾式的懸擱」（Cartesianische Epoché），確實是來自一種前所未聞的徹底主義

（Radikalismus），雖說早自普羅塔哥拉斯（Protagoras）與高爾吉亞斯（Gorgias）

那裡，就已發展出了古代的懷疑論（Skeptizismus），並且隨後又在希臘化時期被

皮羅（Pyrrhon）與恩培克利庫斯（Empiricus）接續發展為具有對實踐-倫理（政

治）方面採取否定主義態度的懷疑論，但在他們的思想裡，從未真正徹底懷疑過

作為他們當時代諸哲學合理基礎之先行存在的「世界本身」35。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沈思錄》的〈第一沈思〉與〈第二沈思〉中，笛卡

爾如何先藉由感官感覺的失誤、夢幻的虛構、惡魔的欺騙36等可設想或想像的情

況，來說明（1）感性經驗事物與據其建立起來的物理學、天文學、醫學以及其

他經驗科學（2）單純普遍的基本事物：諸如一般物質的本性及其擴延，以及具

有擴延的事物之形狀、量、體積、數目，和它們所處的場所，以及衡量它們持續

性的時間和據此建立起來的幾何學、數學以及其他同類科學，都是可懷疑而不確

實的；其次再基於以上諸種可能的設想情況，發展出一種最為極端的假設，也即

假設凡是外在現象界之感性經驗事物與單純普遍的基本事物，和那些透過虛假的

記憶而呈現出來的事物都是虛構而不存在的，甚至更進一步，還假設自己根本沒

有身體及其感官。而當笛卡爾極盡懷疑之能事後，於是驚覺到還有一種東西的存

在是根本不可懷疑的，是的，正是那懷疑一切的懷疑思維和與其密不可分作為懷

疑者的自我，因為，我不能懷疑我正在懷疑！進而，笛卡爾便將懷疑思維和與其

密 不 可 分 作 為 懷 疑 者 的 自 我 之 存 在 確 定 性 ， 推 廣 擴 大 至 一 切 思 維 活 動

（cogitationes）和與其密不可分作為思維者的自我之存在確定性37。 
的確，上述笛卡爾所懸擱的可懷疑的存在事物的全體，正是世界本身的存

在，並且更確切地說，對世界本身的存在與一切在世界中存在的事物之規定與信

念，也當一併被置入括號（eingeklammert werden）中，而這些被置入括號中之

被思維的東西（cogitatum）和屬思維活動之規定與信念，都將成為純然的“現象＂

                                                 
35 參見Krisis:§17。 
36 惡魔的欺騙此一設想情況雖然誇張，但恰恰更能夠表明出作為懷疑者的自我存在之不可置疑

的確定性。或正如笛卡爾在《沈思錄》的〈第二沈思〉中所提到：「……假若真有某個騙子……，

一旦他欺騙我，那我的存在更是不可懷疑，因為我就是他欺騙的對象」。 
37 如笛卡爾在《沈思錄》的〈第二沈思〉中所提及：「……如此一來，我不是也該相信自己不存

在嗎？但事實上跟本不是這樣，如果我曾相信一些事物，或只要思想過一些事物，我就確實存

在。……然而，我究竟是什麼呢？我是一個能思想的東西，然則能思想的東西又是什麼呢？它

就是一個能懷疑、能理解、能設想、能肯定、能否定、能意欲、能拒絕、能想像，和能感覺的

東西。……上述這一切作用，難道就沒有一種如同“我確實存在＂一樣真實嗎？這些屬性中，

有沒有一種能與我的思想分開呢？或者可以說和我自己分開呢？但是事情本身就很清楚明瞭：

是我在懷疑、是我在理解、是我在意欲，根本不必在此補充任何東西來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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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ße“Phänomen＂）。而最終不能被置入括號的東西，正是作為必真性領域的

自我-思維活動-“被思維的東西＂（ego-cogito-„cogitatum“）38。 
然而，可惜的是，笛卡爾卻因著對伽利略式的客觀主義過於急迫的興趣，以

致他並沒有全面徹底實行懷疑的懸擱，結果正如我們在〈第二沈思〉中所見，他

旋即將思維活動歸屬於人類心靈的屬性，而這人類心靈的屬性顯然是藉由與人類

身體屬性的平行比較中「抽象」而獲得之剩餘的補充物，但這種「抽象」，卻絕

非是在懷疑懸擱過程中發生的！於是，在笛卡爾那，思維的自我就僅意味著心靈

的自我39。康德早在《純粹理性批判》裡就已對理性心理學（rationale Psychologie）

的難題有其深刻的批評，他看到了笛卡爾所找到的作為認識確定性的絕對基礎之

思維自我，根本一點也不絕對，相反地，這個思維自我的絕對確定性無非是由於

純粹理性的誤推（Paralogismen）所造成的超驗假象（transzendentaler Schein）。

我們清楚地看到，康德如何藉由釐清理性之聯繫於經驗的邏輯使用和非聯繫於經

驗的純粹使用這兩種理性能力使用的區別，進而說明理性的超越假象的真正成因

在於：我們本應關聯於知性的內在原則而進行理性之聯繫於經驗的邏輯使用，並

憑此而在客觀對象的知識範圍裡，進行有條件者與條件者間的推理聯結，但是，

我們卻錯誤的將這樣的理性的能力使用，越過有條件者與條件者的經驗範圍界限

而使用（由於未對理性的兩種不同能力使用有所清楚區別故），因而連帶誤引了

知性範疇去進行超越的使用，即超越於經驗範圍而將客觀決定的經驗性質黏附在

一知性範疇根本不能對其有所決定的東西上，而這東西，確然自有其真實的根

源，即遵從於理性的最高原則，也即是遵從那主觀的超越的原則，超越於經驗範

圍而有其真實使用的理性之非聯繫於經驗的純粹使用所要去尋求的無條件者，即

理性的概念或理念（Ideen）40。而笛卡爾正是在康德所揭示出的純粹理性之非聯

繫於經驗的純粹使用中，將有條件的經驗思維的屬性超越地黏附到無條件的絕對

統一的自我主體性此一理念上，因而造成了此種假象，彷彿經驗的心靈自我就是

絕對的思維自我。讓我們再次強調，笛卡爾對自身所提出之徹底的懷疑懸擱的要

求的誤解歪曲，正顯出他始終都受制於對伽利略式的客觀主義強烈興趣的影響支

配，而我們的確可從笛卡爾在〈第二沈思〉裡隨即毫不猶豫地把未經徹底闡明的

絕對的思維自我視作經驗的心靈自我的舉動中，清楚地看到這種決定性的興趣動

機。 
經過上述的討論，我們多少可以想見，為何胡塞爾會說笛卡爾一方面既是客

觀主義化的理性主義之近代觀念的原始建立者（Urstifter），又是突破這種觀念之

近代超驗動機（tranzendentales Motiv）的原始建立者41，另一方面同時也是近代

理性主義和經驗主義兩條發展路線的起點了42。 
 就讓我們首先來談客觀主義化的理性主義。這一發展路線主要是從笛卡爾開

                                                 
38 參見Krisis:§17。 
39 參見Krisis:§18、§19。 
40 參見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A293-A406/B349-B433。 
41 參見Krisis:§16。 
42 參見Krisi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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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中經馬勒伯朗赫（Malebranche）、史賓諾莎（Spinosa）、萊布尼茲（Leibniz）、

沃爾夫學派（Wolffsche Schule），最後到康德這一轉折點。其最主要的特徵，就

是以伽利略與笛卡爾以來「幾何學式」的方法，來實現有關世界（作為超越的在

其自身的東西transzendentes An-sich）的絕對奠基的普遍認識43，進而建立起諸客

觀科學的絕對形而上的正當性（absolute, metaphysische Recht），總的而言，也可

說是建立起一種作為客觀的普遍科學的哲學之絕對形而上的正當性。大致說來，

客觀主義化的理性主義首先承接了伽利略與笛卡爾以來的數學自然科學的方法

技術，致力繼續發展一門最普遍的作為規範學與技藝學之邏輯學（eine Logik als 
Normenlehre und Kunstlehre），因而一方面包括有建立一套可以對諸真理的理論

整體起著規範作用之「邏輯法則」（logischen Gesetzen）的系統總體，和另一方

面萊布尼茲意義上作為整個純粹分析數學的「普遍數學」（mathesis universalis）；

其次，它也關注於客觀真理的判斷者之考察，考察判斷者如何規範地且正確地使

用這些邏輯與數學的規則，並且，還將有關這些規則的制定僅僅歸於是藉由純粹

理性的活動而對心靈與生俱來的概念的發現，而這一切東西，都是「理所當然的」

形而上-客觀的真理，且若想起笛卡爾，偶爾還可提出上帝來作為最後保證；最

後，則是將人類認識的能力分為純粹的理性與感性，且感性又有外部（äußeren）

與內部（inneren）經驗之分，唯有將感性受到外部或內部事物的刺激而獲致的東

西，進一步通過純粹理性的判斷與規範系統，才可真正成為客觀的知識44。 
 再來則是與古代懷疑論反對當時代諸合理的哲學有著相類似反應之反對近

代理性主義的經驗主義，這條發展路線主要是起於霍布斯，中經洛克（Lockes）、

柏克萊（Berkeley），最後到休姆（Hume）。他們最鮮明一致的特徵，便是反對理

性主義自稱能夠達及在其自身的「超越的東西」（Transzendete）而具有真實認識

之主張45。我們曾提過，霍布斯承接了伽利略有關特殊感性性質的純然主觀性的

想法，進而認為此等感性的現象，僅只作為在真實自然中發生過程的因果性結果

而存在於主體中，而洛克顯然也在笛卡爾心物二元論的助力下接受了此一基本看

法，並在《沈思錄》的強烈影響下，欲從認識論上論證客觀科學的客觀性。然而，

他從未注意到笛卡爾那已發生的自身誤解，以致僅能在伽利略式的自然主義與笛

卡 爾 心 物 二 元 論 的 地 基 上 ， 發 展 出 一 種 自 然 主 義 的 認 識 論 的 心 理 學

（naturalistisch-erkenntnistheoretische Psychologie）。一般說來，洛克是以對伽利

略以降至笛卡爾那之二元論潛在的心物「抽象」關係作出強化來說明人類心靈的

如何認識自然。他認為心靈本身非常類似於形體，也具有一種自身封閉的實在空

間，而心靈的活動無非也類似於外在形體的變化，是在心靈實在空間中各種各類

心靈材料的不斷變化，正如他曾提出的著名比喻，心靈本身就如同一塊書寫板

（Schreibtafel），在那上面心靈的材料（seelische Daten）不斷出現與消失，因而

在 洛 克 那 ， 對 心 靈 的 感 覺 能 力 的 研 究 ， 自 然 就 形 成 了 一 門 材 料 感 覺 論

                                                 
43 參見Krisis:§21。 
44 參見Krisis:§25。 
45 參見Krisi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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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nsensualismus）。在此我們必需強調，這種將心理活動「抽象」為物理活

動的剩餘補充物之客觀主義化，顯示出洛克已嚴重扭曲了知覺本身原初的意義，

正如胡塞爾所言，他對此一顯明的事實置之不顧，也即在知覺本身中，原來就存

在有被知覺到的東西本身，而知覺，無非是對某物的知覺46。當然，正由於這種

扭曲，便使得他的自然主義化的心理學認識論從根本上無法為客觀科學的客觀性

奠定確定性基礎。另外，在洛克那，還具有一種對新科學效力範圍有所限制的新

型的不可知論（neuartigen Agnostizismus），因為在他看來，人們雖然可以憑藉心

理的表象（Vorstellungen）與概念形成物（Begriffsbildungen）來進而推論「超越

的東西」，但原則上不可能獲得有關在其自身的諸物本身（Dingen-an-sich selbst）
的真正表象47。 
    按胡塞爾的評斷，正是由於洛克學說中始終存在未解的素樸性與前後不一致

性，加速了將經驗主義推進到一種悖論的觀念論（paradoxen Idealismus）。我們

或許可以說，柏克萊的努力正是為了反應洛克新型的不可知論而有的一種單面向

的修正，而休姆則是將這種發展走到極端。在柏克萊那，他仍然繼承了洛克材料

感覺論的一種理所當然性，即一切認識唯一無可懷疑的基礎是自身經驗

（Selbsterfahrung）及其內在材料的領域（Reich der immaneten Daten），但他卻拋

棄了洛克那素樸實在論的立場，而單面向地將在自然經驗中顯現的形體事物，都

還原為它們藉以顯現出來的感性材料本身的複合（Komplexe sinnlicher Daten 
selbst），正如他那句令人耳熟的話：存在即是感知與被感知。因為，我們不可能

從感性材料推論出另一種完全相異的東西，而只能存在有一種來自觀念聯想的歸

納推論（ein induktiver Schluß aus der Ideenassoziation），對柏克萊而言，洛克所

說的「我不知道是什麼」（je ne sais quoi）的「在其自身的超越東西」，根本是一

種哲學的杜撰（Erfindung）。到了休姆，則將柏克萊此種立場觀點極端化了，他

在內在感覺論的基礎上，根據觀念之間聯想與關係的內在法則性，將一切前科學

的、科學的客觀世界的存在，全部還原為僅是主觀心理的虛構（Fiktionen），甚

至從事認識活動的主觀的自我，都僅不過是一堆心靈材料（eine Haufen von 
seelischer Daten）的複合虛構罷了。總之，到了休姆這裡，一切的存在都變成了

主觀心理中某種虛構的東西，但這究竟意味著什麼？胡塞爾說，這正意味著哲學

與科學之客觀認識的「破產」（Bankrott）！於是休姆的作為虛構主義的認識論之

心理學（Psychologie als fiktional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則徹底終結於獨我論

（Solipsismus）。按胡塞爾的評斷，一方面正如所有的懷疑論與非理性主義，休

姆式的懷疑論也揚棄（hebt…auf）了自身，休姆沒有徹底致力於去理解，究竟是

什麼東西最終使他的理論能夠確立起來，使他的心靈分析能夠進行，使觀念聯想

的關係法則能夠得到證明？難道最終形成這一切可能性的東西不該是純粹的理

性本身嗎？！另一方面，當他接續了柏克萊為解決洛克材料感覺論與自然主義的

認識論心理學據以建立的理所當然性（即在洛克那含混不清的心物關係及隨之產

                                                 
46 參見Krisis:§22。 
47 參見Krisis:§22。 

 25



 

生的對在其自身的超越之「物」的新型不可知論）時，卻是以對客觀自然化約地

捨棄方式來進行，因而致使一切對外在客觀自然的認識成了不可能48。最後我們

還需強調一點，從休姆並未談論純粹理性的情形來看，他的整個學說的心理基

礎，顯然極可能是根據於將心理的東西視作物理的東西之抽象補充物的那種不明

確的心物關係的前提而來之直接簡化的結果，這無非意味著，柏克萊與休姆的內

在感覺論仍然沒有徹底理解到在洛克那已然完全被扭曲之意識（知覺）的真正本

質。 
 然而，作為一位深思遠慮的真正哲學家，胡塞爾並未將休姆的虛構主義懷疑

論當作一種荒唐的夢囈，反倒堅稱其學說背理（Widersinn）之處確隱藏著動搖

「獨斷的」客觀主義的真正哲學動機！他揭示出在笛卡爾自身誤解裡所具有的關

於全部的世界認識（無論是前科學的或科學的認識）此一非比尋常的謎

（ungeheures Rätsel），只消客觀主義慎重考慮在他們認識活動裡的那些主體所產

生的意識成就（Bewußtseinsleistungen），它自身的明見性（Evidenz）與明晰性

（Klarheit）即刻就會變成不可理解之背理的東西49。 
 康德也曾經受了休姆懷疑論的震撼，他說是休姆將他從他的獨斷的假寐中喚

醒（aus seinem dogmatischen Schlummer erweckt），但在胡塞爾看來，畢竟由於康

德仍主要是笛卡爾以來理性主義的後繼者，所以他雖然也致力破除理性主義那形

而上的獨斷論，加深笛卡爾向意識主體性轉向的推進，進行所謂哲學上的「哥白

尼式的轉向」（Kopernikanische Drehung）之超驗的主觀主義（transzendentaler 
Subjektivismus）的思想變革，但他仍然沒有覺察到休姆所真正關心的這樣一個

普遍的問題，也即如何能夠使我們生活於其中之世界確定性的素樸理所當然性

（naïv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der Weltgewißheit）成為可理解的此一普遍問題。的

確，康德因著休姆的震撼，已然清楚地看到理性主義受制於伽利略式客觀主義的

影響而顯得根據不足，所以他才會向笛卡爾那主觀意識成就的超驗動機處探掘，

然而，我們只要從他依然徒留下作為客觀認識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的最終前提之

「在其自身的諸物」（Dinge an sich）是不能被客觀認識的此一觀點，便可得知他

始終都將「在其自身的世界存在」當作理所當然的前提而接受下來，而正因如此，

我們可說他從未真正看清休姆懷疑論的根本意義，以致無法將隱藏在休姆懷疑論

背後的動機力量，轉化為真正徹底的超驗的主觀主義。但是又如何才能理解這種

將世界本身主觀化的最徹底的主觀主義呢？對胡塞爾來說，那將是最深刻並且是

最終意義上的世界之謎，也即有關其存在是來自於主觀成就的存在的世界之謎
50。 
 對胡塞爾而言，康德同樣也沒有真正深入理解到笛卡爾經由懷疑懸擱方法而

獲致作為認識活動的絕對確定性基礎的自我意義，以致他無法將其超驗的探究真

正徹底化，但無論如何，康德的哲學已然走在這條超驗探究的路子上，並預示了

                                                 
48 參見Krisis:§23。 
49 參見Krisis:§24。 
50 參見Krisi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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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種超驗的主觀主義加以徹底化的必然發展51。而胡塞爾的超驗現象學，自許

作為一切科學基礎的嚴格科學，正是以此徹底化的回溯探究作為其真正的哲學任

務。 
 
第三節 作為嚴格科學理想之超驗現象學：從生活世界到超驗現象學、從心理學    

到超驗現象學兩條還原之路 
 

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伽利略式的數學自然科學的無限性的任務，是如何

地影響支配著整個近代科學與哲學的發展，而這種或顯或隱地倒向客觀主義化的

真正危險，便是對於人類生活世界豐富意義的遺忘。有哪位近代以來的數學家或

科學家甚或是哲學家，會盲目到要去否認自己除了科學世界的生活外，完全沒有

前科學的日常世界的生活呢！？但就是存在著許許多多以如此方式尊奉著客觀

主義教條的信徒，他們在由經驗理所當然地先行給予的世界基礎上活動，並且憑

藉形式化抽象的技術手段，來逼問這個世界的「客觀真理」，逼問對這世界，對

每一個有理性的存在者，都無條件地有效的東西52，最後則顛倒過來，否認作為

其意義基礎（Sinnesfundament）之前科學的直觀的生活世界具有任何真理性的價

值53。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清楚看到了，笛卡爾如何受制於伽利略式的客觀主

義而使得心靈面臨了被「抽象」為與形體實在性平行類似的補充物之異化，而此

種被扭曲的心物二元論，卻成了隨後而來一切科學專門化的基本前提54，並且也

理所當然地被近代以來理性主義與經驗主義或是完全地或是有所修改地吸收為

其自身中重要的成分，因而他們都不可免地或多或少對作為其意義基礎之主觀相

對的生活世界有所輕忽，至多僅將其視作一理所當然的認識的初始起點，也即純

然地視作一必然先行存在的世界，在他們的想法裡，無論怎樣，在這個主觀相對

的生活世界中所形成的各種意見（Doxa），絕對還不具備知識（Episteme）的真

理性意義。 
我們當然要問，為什麼這些具有客觀主義傾向的科學與哲學，都僅只能將先

行存在的生活世界視作認識活動之理所當然的前提，卻沒法對此一前提本身展開

深入的探究呢？這也即是問，為什麼他們僅只能憑藉異化的心物二元論來抽象簡

化地統括解釋生活世界的意義呢？的確，關鍵還在於他們從未正視過心靈的本

質，從未對隱藏在一切客觀存在的意義背後那作為認識可能性條件之意識的主觀

成就有所真確的認識，換句話說，正是由於他們對心靈本質的扭曲（甚至包括對

身體本質的扭曲），對意識的主觀成就的忽視，造成其在根本地探入主觀相對的

生活世界這一方面上的無能。若按胡塞爾的考察，甚至在康德的超驗的主觀主義

（因而也包括了繼康德之後的德國觀念論）那裡，都還是難以擺脫此一困境，只

要我們關注於康德學說中起著雙重功能作用的知性（Verstand），便會得到成因的

                                                 
51 參見Krisis:§27。 
52 參見Krisis:§14。 
53 參見Krisis:§9-h)、i)。 
54 參見Krisi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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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索。在康德那，知性一方面的功能是在明顯的自身沈思中將自身展開為規範法

則的知性，另一方面的功能則是潛在地對「直觀的周圍世界」（anschauliche 
Umwelt）進行構成的知性，但當康德想更進一步在「超驗的演繹」（transzendentalen 
Deduktion）中追溯對「直觀的周圍世界」進行構成的知性與那些感性的相互關

係時，卻又立即中斷了55。為何如此？胡塞爾告訴我們，這無非是因為，一方面

雖然康德反對經驗主義，但是在他有關心靈的解釋與心理學任務範圍的解釋卻仍

然依賴於這種經驗主義，對他而言，心靈是自然化了的心靈，是處在自然的時間

中，處於空間-時間中之心理-物理的人的構成要素，而另一方面，康德卻又受了

休姆懷疑論的警告，任何將知性的問題求助於心理學的舉動，都將造成背理的顛

倒，於是他只好將對「直觀的周圍世界」進行構成的知性與那些感性的相互關係

問題，以某種神話式的建構（mythischer Konstruktion）隱蔽起來（更有甚者，康

德的神話式的建構也類似地發生在那些他所謂不能被直觀的主觀的先天方式的

解釋中）56。換句話說，康德也同樣地將先行存在的生活世界當作一個理所當然

的有效前提，而他根本從未真正深入地探究過它。很顯然地，是否能夠徹底地深

入探究作為意義基礎之先行存在的生活世界，而非僅將它理所當然地接受為有效

的前提，就端看我們是否能夠發掘人類心靈與身體的固有本質，並在其中找到一

切意識主觀成就所固有之相互一致貫通的根本特性，而這一切，又都必需取決於

一種徹頭徹尾之直觀展示 /顯示的方法（anschaulich-erschließende/aufweisende 
Methode）。 

只要我們緊緊追問先行存在的生活世界之理所當然性，我們最終總是難以迴

避面對那「匿名的」（anonyme）意識主觀成就的必然要求，因為，一切客體，

無論是前科學的客體，抑或是科學的客體，都必然有著與其相關聯且構成它們的

主觀東西57。因此當我們以現象學的新方式來探究人類心靈與身體的真正本質

時，我們就要設法避免僅止於「明顯的」表層生活（„patenten“ Flächenleben）之

經驗（正如素樸的具客觀主義傾向的科學與哲學和素樸的一般日常生活經驗），

同時還必需以真正徹底的直觀深化方式揭露出作為表層生活經驗前提之超驗向

度的「潛在的」深層生活（„latenten“ Tiefenleben）58。然而，我們究竟如何才能

深入作為意義基礎的生活世界中，對人類的心靈與身體的固有本質進行直觀式之

徹底深化的探索呢？這也即是說，我們絕不能輕易地落入生活世界總是已經先行

存在的理所當然性之中，相反地，我們必需源初地根據意識的直觀把握而探入先

行存在的生活世界，一方面揭示出生活世界為何作為人類一切活動的意義源泉基

礎？另一方面則顯露出整個生活世界豐富意義的獲得如何憑藉著意識的主觀成

就方成為可能？  
由此可見，任何人類的認識活動，最終都需要回溯到先行存在的生活世界的

基礎上去，而「生活世界」作為一個根本特殊有待深究的主題，就不能再禁錮於

                                                 
55 參見Krisis:§28。 
56 參見Krisis:§30、§31。 
57 參見Krisis:§28、§29。 
58 參見Krisis:§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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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作為服務客觀科學一般問題而讓其得到完整理據的局部問題（Teilproblem），

也不能再拘限於某種自然素樸的日常生活觀點而已，而是需要以一種嚴格科學的

態度，建立起一門全新的普遍的生活世界的科學59。這樣一門普遍的生活世界的

科學，當然旨在探究前科學的世界生活之「僅僅主觀-相對的」直觀（„bloß 
subjektiv-relative“ Anschauung des vorwissenschaftlichen Weltlebens）如何構成了前

科學的世界生活之多樣性的豐富意義，但我們必需再予以強調，它絕非是任何通

過帶有客觀主義心物二元論偏見之物理學或心理學而來的東西，相反地，它卻是

一切科學的世界生活之原始明見性的泉源（Urevidenzquelle）60。更進而言之，

人 類 之 一 切 前 科 學 活 動 及 其 關 聯 的 形 成 物 ， 諸 如 日 常 - 實 踐 的 境 況 真 理

（alltäglich-praktische Situationswahrheiten）和一切科學活動及其關聯的科學形成

物，諸如科學真理（wissenschaftliche Wahrheiten），根本上全都歸屬於生活世界

此一意義基礎，並被包含於生活世界此一普遍具體的統一體之中61。 
現在，我們清楚地見到，回溯到生活世界以揭示出人類之前科學生活與科學

生活的整個意義源泉基礎，並顯露出構成整個生活世界豐富意義之意識的主觀成

就的必要性，但我們究竟如何才能完成這一切？按胡塞爾的洞見，首要的第一步

驟，便是對全部帶有客觀主義傾向的科學與哲學實行懸擱，藉由此種懸擱的實

行，一切客觀主義的形式化抽象的手段和心物二元論的偏見都將被置入括號內，

因而我們才能在不受其成見干擾的情況下回溯到前科學的生活世界此一意義源

泉基礎上進行徹底直觀式的探究62。 
 若我們果真徹底地將客觀主義懸擱起來，那麼必將在前科學的生活世界之不

斷變化的相對東西中發現那些保持不變的東西，也即是說，我們是以自然素樸的

直接方式進入到世界中去生活，且直接關聯地朝向此世界和在其之中的客體存

在，並還時時具有對世界先行存在與事物於世界中先行存在的有效之確信

（Gewißheiten），而發現一方面，一切前科學的具體的現實事物，都是作為在空

間-時間性之世界形式中因果性的存在者，且自當有其所屬之不同類型的存在本

質，另一方面，世界本身，則是作為這種存在者的唯一全體而存在。也正是在這

種自然素樸的直接生活中，一門旨在探究存在者的純粹先天本質類型之生活世界

的存有論（lebensweltliche Ontologie）就得以建立。然而，若我們更進而以前後

一致的反思的方式來考察上述自然素樸的世界生活時，便會發現世界與在其之中

的 一 切 存 在 者 都 是 在 主 觀 的 顯 現 方 式 、 被 給 予 性 方 式 中 （ in subjektiven 
Erscheinungsweisen, Gegebeheitsweisen）被我們所意識到的東西，於是我們就會

一方面確立一種有關被給予性方式的「如何」（Wie）和有關存在者本身（Onta 
selbst）之一種前後一致的普遍的探究興趣，在此種普遍的探究興趣中，有關存

在者的興趣不再是直接地朝向存在者本身，而是將存在者視作其被給予性方式的

「如何」之中的客體而朝向它的，另一方面則確立一切存在者都是在世界中的存

                                                 
59 參見Krisis:§33。 
60 參見Krisis:§34-a)、b)、c)、d)。 
61 參見Krisis:§34-e)、f)。 
62 參見Krisis:§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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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而世界本身又絕非某種存在者，世界本身作為存在者全體，是在存在者的

被給予性方式的「如何」之全體中，被意識朝向把握之存在者的唯一的統一全體。

我們必需在此特別強調，雖然針對自然素樸的世界生活進行一種意識的主觀成就

的考察，彷彿多少已可在某種自然的反思方式中運作，但由於這種考察始終都仍

舊立於確信世界（前科學的生活世界）先行存在的前提基礎上（雖說已歷經了對

客觀主義科學與哲學的懸擱），所以根本上仍沒法將作為一切世界客觀性認識普

遍基礎之「關聯於世界/世界中的存在者之被給予性方式全體/被給予性方式」、甚

或「關聯於前給予的（vorgegebene）世界/世界中的存在者之前給予性方式全體

/前給予性方式」此等關鍵主題徹底而全面地展開63。  
是的，若我們要徹底破解休姆虛構主義懷疑論所突顯出之世界先行存在的理

所當然性此一世界之謎，並將其學說背後潛藏著的真正動機轉化為超驗主觀主義

前進的動力，那麼，我們就必需將上述自然的反思方式徹底化，讓其轉化為一種

不受世界的先行存在和在世界中存在者的先行存在之有效與否的確信所束縛干

擾的超驗反思，在此超驗反思的意識活動中，作為存在者本身或世界本身的「被

給予性」之整個隱蔽著的純粹意識主觀成就，才能在完全自由的直觀洞察中顯露

出來。於是，一種將自然的生活態度（näturliche Lebenseinstellung）完全改變的

超驗懸擱（transzendentale Epoché）也就成了必不可少的方法步驟，且我們尤其

需要注意，此種超驗懸擱，作為懸擱客觀主義後之第二步驟，基本上是對整個世

界的先行存在和在世界中一切存在者的先行存在之有效與否的確信之興趣動機

之一次地全部予以克制或使失去作用，換句話說，所實行的無非就是一種對自然

的生活態度的普遍懸擱（universale Epoché），且在實行普遍懸擱後，我們必定會

由自然的生活態度轉變為超驗的生活態度，而在此超驗的生活態度下，我們的洞

察目光便可從世界之有效的先行存在的束縛中得到徹底的解放，進而揭示出整個

世界與世界意識、存在者與存在者意識間之普遍關聯（universale Korrelationen）

的先天結構，且之前自然的生活態度下的整個世界與在世界中的一切存在者，都

轉變成了由於我們意識主觀的構成作用才獲得其“存在＂意義之主觀的純然現

象，因而通過懸擱的實行，我們從未失去什麼，除了通過懸擱已被徹底解除

（habe…enthoben）之世界的先行存在與在世界中一切存在者的先行存在此一前

提基礎，我們仍然持續地藉由一種相當特殊的「超驗的經驗」（transzendentale 
Erfahrung）對作為「超驗現象」之世界與在世界中的一切存在者有著直觀地把握
64。 
 至此，我們確切地理解到，為了貫徹真正科學性之無預設的理想（或說是沒

有以任何不可理解的理所當然性作為自身出發的前提），胡塞爾必然要求一切科

學與哲學，都要回溯到作為其意義源泉的生活世界之基礎上，檢視自身發展歷程

的最初起源並理解始終內含於自身中之諸多理所當然的前提，此外還要求它們，

必需認識到先於一切其他特殊的專門科學而建立起一門生活世界存有論的必要

                                                 
63 參見Krisis:§35、§36、§37、§38、§39、§51。 
64 參見Krisis:§39、§4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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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也即是說，一切其他特殊的專門科學都可從生活世界存有論中獲致自身所

需的類型存有論的養分，進而發展出一切具有生活世界意義源泉根基之特殊的專

門科學。然而，若要真正回溯到生活世界的意義基礎上，認識生活世界的固有存

在方式，並進而建立起一門普遍的生活世界的科學，我們就不能再讓形式化抽象

的方法手段與客觀主義心物二元論的偏見，遮蔽我們洞察與世界固有存在方式相

關聯之人類身體、心靈固有本質的目光，而這一切若僅止於自然素樸的直接方式

或自然素樸的反思方式下進行，就仍然不可避免地將被束縛於世界先行存在與在

世界中一切存在者先行存在之有效與否的興趣動機，而無法完全展開生活世界的

「被給予性」之隱匿著的意識主觀成就，因而無法徹底解決客觀存在如何能被主

觀認識此一客觀認識的世界之謎。所以，我們尚需要一種超驗的普遍懸擱，克制

排除所有自然的生活態度下的動機興趣，也因而讓所有客觀存在都轉變為主觀的

純然“現象＂，再進而讓純然“現象＂之意識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的「如何」，

甚或統覺著這一切作為最終根據之意識主觀的自我，能在超驗反思的自由目光中

顯露出來。 
 於是，讓一切科學與哲學真正回溯到前科學的生活世界意義基礎的任務，就

同時也是一種向作為生活世界的被給予性方式的「如何」之「僅僅主觀-相對的」

感性直觀回溯的認識奠基的任務65，一直以來不斷遭受輕蔑之意見（Doxa）的科

學，至此總算又再次地要求著作為科學、知識（Episteme）之基礎的尊嚴（Würde）
66！我們確切地瞭解到，胡塞爾必將致力於解決整個西方近代以來甚或說是整個

西方古代以來一切具客觀主義傾向的科學與哲學所共同具有之尚待徹底理解的

素樸前提，即整個世界的先行存在和在世界中一切存在者的先行存在究竟如何能

被意識的主觀所客觀認識。而胡塞爾當然不僅止於要求一切科學與哲學回溯到生

活世界意義豐富的源泉基礎上尋覓自身的源流，更要求著揭示出作為認識生活世

界的可能性條件之進行意義構成作用的整個意識主觀。且如此的意識主觀探究，

也絕非僅止於「主觀-相對的」經驗感性直觀，當然必定也包含著進一步「主觀-
相對的」觀念本質直觀，還有最高層次發揮著最終統覺作用的意識自我等等相當

豐富而困難的諸多主題。因此，整個回溯生活世界意義基礎進而建立起一門普遍

的生活世界科學的任務，最終也就成了（抑或要求著）為作為世界與在世界中的

一切存在者的被給予性方式的「如何」之認識活動進行絕對確定性奠基之超驗現

象學的任務。 
 胡塞爾曾說，世界與世界的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存在者與存在者的主觀的

被給予性方式間之普遍先天的關聯，自《邏輯研究》第一次提出來後，便成為了

他 終 身 致 力 探 究 的 目 標 任 務 ， 雖 說 在 前 蘇 格 拉 底 的 哲 學 （ vorsokratischen 
Philosophie）中，以及詭辯學派（Sophistik）那裡（作為懷疑論的論證動機），這

種關聯已覺察地被顯露表示出來，但卻從未成為一種特殊科學態度的主題，而僅

僅作為一種理所當然性被素樸地接受下來，也即每一種事物對每一個人而言每次

                                                 
65 參見Krisis:§45。 
66 參見Krisis:§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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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所差異地顯現出來（jedes Ding für jedermann jeweils verschiedentlich aussieht）
67。我們同樣也能在現象學式地回溯到生活世界意義基礎的任務中，發現此任務

成功與否的核心關鍵，對胡塞爾而言，無非就在於能否對世界與世界意識、存在

者與存在者意識間之普遍先天的關聯進行一種完全直觀明見的探掘工作，這樣的

探掘工作，也必將逐步深入整個意識的根柢，把所有意識主觀成就固有之相互一

致貫通的根本特性全部發掘出來，以徹底闡明人類心靈與身體的固有本質和整個

生活世界的固有存在方式。而這意識主觀成就固有之相互一致貫通的根本特性，

正是作為關於某某的意識（Bewußtsein von etwas）之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

在一系列現象學式深入的意向分析（intentionale Analyse）的諸多困難的主題中，

整個世界與其中的一切存在都將作為一種主觀的關聯系統的目錄/索引（Index 
eines subjektiven Korrelationssystems），而整個世界與其中的每一存在也都將指示

出（indizieren）一種現實的與可能的經驗的被給予性方式之觀念一般性（ideelle 
Allgemeinheit），換句話說，在整個普遍先天的關聯的探究過程中，我們將會發

現 生 活 世 界 之 形 式 - 最 一 般 的 結 構 （ formal-allgemeinste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也即世界與存在者這一方面和世界意識與存在者意識另一方面，

且這兩方面將各自具有其豐富多樣的純粹本質類型學。於是，我們便可將此處所

涉 的 研 究 問 題 都 統 括 在 笛 卡 爾 意 義 上 的 自 我 - 思 維 活 動 - 被 思 維 的 東 西

（Ego-cogito-cogitatum）此等標題之下，自我即是自我極（Ichpol），思維活動即

是作為在綜合連結性中的顯現之主觀的東西（Subjektive, als Erscheinung in 
synthetischer Verbundenheit），被思維的東西即是對象極（Gegenstandspol），或是

更仔細地說，被思維的東西就是意向的諸顯現意向地（intentional）在自身中承

載（in sich tragen）之作為“現象＂的對象統一體，思維活動即是朝向某某或關

於某某的意識，它作為意向地朝向並承載著被思維的東西之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

或顯現方式，自我即是作為發動意識朝向對象統一體之意識統覺中心。並且，按

胡塞爾的說法，在自我-思維活動-被思維的東西此等標題下所進行之意向分析的

探究，必然需要藉由首先對客觀主義的第一步驟懸擱，繼而再對自然素樸的生活

態度作普遍的超驗懸擱，這才能使作為意識主觀成就的意向性之分析工作得到真

正的展開。更確切地說，正因著徹底的懸擱實行，我們才首次地獲得完全自由的

洞察目光，這種目光，可以在相互奠基的部分態度的變換中（im Wechsel dieser 
ineinander fundierten partialen Einstellunen），第一階段先以“生活世界＂作為超驗

引導線索（transzendentaler Leitfaden），讓目光朝向作為純然現象的“生活世界

的純粹先天的本質類型與本質形式＂（也即“生活世界的存有論＂）進行考察，

第二階段則反思地從作為純然現象的“生活世界＂向承載著它的作為顯現方

式、被給予方式的意向結構追溯，第三階段則反思地再從諸意向方式追溯其最終

所歸屬作為所有意識活動中心的自我68。 
無論我們當下對意向分析探究工作的討論顯得多麼粗略，對其所包含的豐富

                                                 
67 參見Krisis:§48、§48-註 1)。 
68 參見Krisis:§37、§46、§48、§4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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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的困難主題也尚未得到顯題開展與深入理解，但我們在此卻必需再一次強

調，能否真正成功地回溯到生活世界的意義基礎，就要取決於胡塞爾提出的現象

學式的意向分析的探究工作能否因著現象學的徹底懸擱而在完全直觀明見的洞

察目光中得到揭示顯露了？ 
 至此，我們已大致概述了胡塞爾所指明之從生活世界向超驗現象學的第一條

還原道路，也理解到回溯生活世界的意義基礎並設法揭示生活世界之主觀的被給

予性方式、顯現方式，不僅對於一切科學與哲學的自身理解來說是至關重要的，

對具有嚴格科學理想的現象學的自身理解更同樣具有根本重要性。人們時常有所

忽略地將《危機》中「回溯生活世界」此一主題的提出，視作胡塞爾最後晚年為

因應現象學本身所可能招致（或說是已經招致）的批評而對現象學作出全新向度

的努力改造，但我們必需在此澄清，這種觀點是出於一種表面上的誤解，因為人

們沒有看到，胡塞爾根本從未忽略過同時作為意義基礎源泉與超驗還原引導線索

之生活世界。我們確實可從胡塞爾《觀念》時期的方法運作中，清楚地見到，現

象學如何從人類直接的自然素樸生活開始，繼而為了奠立直接的經驗事實性的認

識基礎，追溯至對其進行規定的本質觀念性，並通過對自然主義的「獨斷論的」

諸科學（näturalistische „dogmatische“ Wissenschaften）69進行排除，對自然態度

及其所對作為自然的一般設定之世界的總體存在進行懸擱，以揭示出對經驗事實

性與本質觀念性進行構成的意識主觀成就之絕對確定的認識可能性條件之全部

基礎（此處所涉內容，在往後章節中將會有細緻討論）。所以，生活世界早就是

而且一直是作為意義基礎源泉與超驗還原的引導線索，只是在《觀念》時期並未

將「回溯生活世界」此一主題顯明地標舉為現象學的基本任務而對其進行廣泛的

探討罷了。 
 若對胡塞爾現象學此一發展背景脈絡有所把握，我們便不會對以下實際發生

的情形感到困惑不解：相對於現象學的第一條還原道路，胡塞爾又繼而提出了從

心理學向超驗現象學的第二條還原道路，但作為現象學初學者的我們，卻在胡塞

爾所揭示出現象學的第二條還原道路上，到處可見與第一條還原道路中極為相似

而不斷纏繞重複的諸多主題。若按前段所論，再加上先前已初步回溯理解過之近

代以來自然的客觀主義與超驗的主觀主義間對立鬥爭發展的歷史，我們便會明

白，基本而言，現象學正是一種嘗試通過對近代以來具有自然化心物二元論前提

之一切客觀主義的批判超克來建立起一門真正的心理學認識論，而這門真正的心

理學認識論的探究，最終又必將通達為一切認識活動進行可能性條件絕對奠基之

以意識主觀的認識成就為研究主題的超驗現象學，是的，我們確實可在《危機》

的現象學的第二條還原道路中，相當清楚地證實此一前進的軌跡。 
按胡塞爾對近代以來自然的客觀主義與超驗的主觀主義間對立鬥爭的發展

歷史所進行的沈思回溯，在自然化客觀主義的形式化抽象方法手段的強力支配

下，整個西方近代以來的科學與哲學，都或顯或隱地以客觀主義心物二元論作為

自身發展的前提，這種客觀主義的發展活力，就算在休姆的虛構主義懷疑論與康

                                                 
69 參見IdeenⅠ: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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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超驗主觀主義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轉向」出現後，直到西方當代仍然在「獨

斷論的假寐」狀態下蓬勃地保持著它的廣大影響。康德以來的超驗的主觀主義，

雖然經過了德國觀念論而推向黑格爾絕對觀念論的高峰，與隨後針對德國觀念論

反動而來的發展，諸如在英國彌爾（J.St.Mill）哲學影響下嘗試建立徹底主義的

超驗哲學（雖說其本質上仍是受到英國經驗論所決定的）的蘇佩（Schuppe）、阿

芬那留斯（Avenarius），諸如更後來以經驗主義方式重新改造康德觀念論的新康

德主義，甚至是復興曾以心理學主義解釋康德哲學的弗里斯（Jakob Friedrich 
Fries）思想之新弗里斯主義（Neu-Friesianismus），當然還有我們先前已大致談過

之落入「事實性經驗」與「先天性觀念」兩相混淆境地的歷史主義與狄爾泰

（Dilthey）的世界觀哲學等等70。然而，這一方面的拓展始終沒有真正理解到自

笛卡爾方法的懷疑到休姆虛構主義懷疑論所隱具突破確信世界先行存在的理所

當然的素樸性之超驗動機，以致從未能以一種徹底明見的直觀方法，完全克服自

然化客觀主義的方法支配，完全擺脫掉一切在方法前提上之神話式的建構71。因

而，我們就能夠明瞭為何超驗的主觀主義並未成功地將自然的客觀主義從「獨斷

論的假寐」中喚醒，甚至連他們自身也仍未完全脫離「獨斷論的假寐」狀態而真

正甦醒過來。當然，自然的客觀主義無論自近代伽利略以來直至當代更加精確的

數學自然科學，或自霍布斯、洛克以來一路發展到當代馮特（Wundt）被自然科

學化了的材料經驗感覺論的心理主義72，對「獨斷論的假寐」更可說是連一點理

解也沒有的，他們歸根結柢都無非僅是出於對「經驗事實」與理所當然的「幾何

學式」形式化抽象的客觀方法論之熱情的迷信，膚淺地反對一切所謂帶有傳統「形

而上學式」意識反思方法特性的科學與哲學。總體而言，由於西方近代以來的客

觀主義，發展至當代都仍保有其相同的基本特徵，所以我們實無需再細究客觀主

義在歷史上多樣變化的進展，畢竟於此，我們所更急迫關心的卻是現象學的第二

條還原道路。 
 我們已多次指明，現象學，作為超驗的徹底主觀主義，異於西方近代以來一

切科學與哲學之關鍵突破，無非就是藉由超克確信世界先行存在之理所當然的素

樸性而對作為意識主觀成就固有的本質特性之意向關聯性進行徹底分析，進而完

整地闡明人類心靈與身體真正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讓一切科學與哲學的認識活

動都能找回屬其之生活世界豐富的意義源泉基礎。而由此觀之，超驗的主觀主義

進行探究的最核心主題，無非就是意識此一領域，但它們為何對以“內部經驗＂

的意識領域為研究主題的心理學，卻避之唯恐不及？按胡塞爾的評斷，這無非是

因為康德以來的超驗主觀主義，一方面認為心理學的經驗意識，所能觸及到的僅

止於經驗的人類主體性，根本上並無法觸及超驗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則受了休姆

懷疑論的警訊，必需提防背理的「心理學主義」，故它們始終不認為心理學能有

助於超驗的探究。在如此一種因素背景下，整個超驗主觀主義的探究就完全與心

                                                 
70 參見Krisis:§56。 
71 參見Krisis:§57。 
72 參見Krisis:§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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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分離了，而且是一種後果嚴重的分離，這使得原本該以建立一門有關心靈存

在的普遍科學之心理學，再也無法成為一種有助超驗哲學擺脫一切悖論之必要的

中介性工作（notwendig vermittelnde Arbeit），當然，倘若心理學真要發揮此一中

介功能，那麼它就絕非什麼對超驗主觀主義而言失效之自然化的客觀主義心理

學，而是一種經過徹底改造後之真正的心理學73。 
 徹底改造心理學的任務，顯然還是必需從理解客觀主義心理學的諸素樸前提

開始，但既有了「回溯生活世界」第一條還原道路的探究背景，我們就可直接將

目光首先關注於作為客觀主義心理學素樸前提之心物間平行地補充抽象此一核

心問題。而為理解此一問題，我們仍有必要歷史地回溯至笛卡爾因著對自身的誤

解而確立的客觀主義心物二元論的開端上，清楚地確認將心靈平行地類比於形

體，而將心理的東西視作物理的東西之抽象的補充殘餘的東西此一看法，自笛卡

爾開始就不曾間斷地支配著客觀主義心理學的發展直至當代。雖說客觀主義心理

學在笛卡爾後不久，便出現了在研究方向上的內部分立，即一方面是完全按照探

討形體的方法來探討心靈之心理物理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依據心靈的在己與

為己存在（In-sich- und Für-sich-sein）由內部經驗而來的心理學研究，它們不論

從方法上還是從內容上看來似乎是不相容的，但歸根到底卻都有著相同的素樸前

提。我們曾談過，近代以來的物理學如何首先據於感性性質的內容充實與經驗的

事實形態間所具有之因果依賴性的緊密聯繫，其次再藉由將幾何空間形態觀念化

的「形式化抽象」的方法手段，將整個生活世界都片面地化約成作為形體性

（Körperlichkeit）存在之抽象普遍的自然。而自然主義化的心物二元論，正是進

一步經由把此種「外部經驗」所把握到的形體性的外部存在層次完全抽象掉，才

把握到作為「對立方面」（Gegenseite）之屬「內部經驗」的不具擴延性的內部存

在層次，也即心靈的存在。但如此一來，心靈存在就成了一種通過補充抽象

（ergänzende Abstraktion）而來的東西，並且，所有屬於心靈存在的探究課題，

諸如心靈存在的時間性、因果性、個體性都將以平行類比於形體存在的空間-時
間性、因果性、個體性的抽象方式得到探究說明。然而，如此獲致的東西果真能

是心靈固有的本質存在嗎？果真能明見地徹底闡明意識主觀的成就嗎？當然不

是，而且永遠也不可能！無論自然主義化的心理學在歷史的發展中如何變化，在

研究的取向上如何分立，只要它們不克服此處已指出的素樸前提，則其始終能獲

致的，無非是某種平行類似或甚至相同於具有空間-時間定位之因果的形體實在

性，而在這般意涵下，心靈的內存在（Inexistenz）無非僅單純地被視為類似於

因果的形體實在性之因果的實在的附屬的東西（reale Annexe）74。 
 我們發現，整個客觀主義心理學之心物間平行地補充抽象的進行，都有著其

方法上的此一前提，即心靈與形體間某種持續存在的關係聯繫。正是這樣的關係

聯繫，讓客觀主義心理學把心物間存在著的平行相應的變化，當作將心靈與形體

間的關係聯繫解釋為某種因果的依賴性之理據。關鍵的問題顯然就在這裡！到底

                                                 
73 參見Krisis:§57。 
74 參見Krisis:§61、§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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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主義心理學觀點下之心靈與形體間因果的關係聯繫是什麼？扼要說來，它們

從心靈與形體間相互的作用影響之觀察出發，而後簡單地得到其結論：感官所組

成的人類身體都是形體性的存在，而感官接受刺激無非是指感官形體受到其他形

體存在的因果作用，而這樣的形體刺激作用，又將進而因果作用於不具外在形體

擴延性的心靈，在心靈中相應地引起多樣性感覺材料間的因果性生成變化，而心

靈中的一切感覺表象，不是別的什麼，恰恰正是這些感覺材料因果地變化生成的

結果，當然，我們也可將此因果機制發生的歷程倒反過來，說明心靈如何因果作

用於形體75。在此我們定要好好思量，難道心靈與形體間因果的關係聯繫只是客

觀主義心理學所謂「外部形體實在性」與「內部心靈實在性」間的雙向的因果作

用？無論如何，這種雙向的因果作用從一開始就根本地受到近代以來物理學的支

配，而將身體與心靈的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物化了。雖說

客觀主義心理學家們自身作為人類，仍然有其前科學生活之身體與心靈的源初經

驗，但他們卻不願正視此等前科學源初經驗的直接明見性，反倒樂於被客觀主義

具有之形式化抽象的觀念外衣所蒙蔽。 
於是，欲理解身體與心靈的固有本質的存在方式，若按胡塞爾所指明，首先

仍需將帶有理所當然的素樸諸前提之客觀主義心理學與作為其方法典範的客觀

主義物理學懸擱起來，或總的來說，將整個客觀主義懸擱起來，唯有通過這首要

的第一步驟，才能讓客觀主義心理學回返到作為其意義最終基礎之前科學的、前

給予的生活世界，而唯有在前科學、前給予的源初經驗中，我們方能尋獲深入理

解身體與心靈的固有本質的存在方式的可能門徑，進而建立起一門真正心理學的

可能開端。只要客觀主義脫下自身的觀念外衣，它們才能在前科學的世界生活

裡，經由素樸的直接經驗與素樸的自然反思發現到，人類所具有作為心理的東西

之心靈，是先行地在其自身中有其唯一性的東西，或說是在己且為己之由自身而

來獨立存在的東西（ens per se） 76 ，並且，正由於心靈，才使身體具有生命

（beseelen），這也即是說，心靈直接地經由其動覺（Kinästhese）（或廣義而言就

是知覺）——即作為在身體中的支配（Walten）（或運動，或做，或能）——讓

器官所組成的身體，可在隸屬於心靈的動覺支配下進行各種活動。而因為身體始

終同時也是形體，故心靈就可透過對身體的支配，而間接地與周遭世界裡的其他

形體發生關聯，而此處心靈直接而間接地關聯於形體的過程，正是所謂心靈的體

現化（Verkörperung），在此意義下，心靈就「具有」了形體性，或更精確地說，

心靈就獲致了伴隨著其所支配的身體形體而共同擴延的特性。從本質上而言，世

界中的一切客體存在都被體現化了，因此一切客體存在都「參與」（Anteil 
an…haben）形體的空間時間中，就連客體存在的非形體方面也都「間接地」參

                                                 
75 例如，以某種形體因果性的光學理論與腦神經理論來說明作為人類視覺器官的眼球與視神經

系統之整體的功能性運作等等。 
76 在拉丁文的使用上，ens一詞的涵義是das Seiende，即存在者。而per se的通常涵義則包括了für 
sich, selbstständig; an und für sich, durch sich selbst, um seiner selbst willen; selbst, in eigener 
Person，即為己的、獨立的；在己且為己的、由自身而來的、為其自身之故的；自身的、在屬己

人格中的。故ens per se的涵義大概可說是：在己且為己之由自身而來獨立存在的東西。此處可

參見Langenscheidts Großes Schulwörterbuch, Lateinisch-Deutsch:43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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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形體的空間時間中，因此一切朝向世界的自我相關性（alle Ichbezogenheit auf 
Welt），都必需以此心靈的體現化作為中介才行。還需特別注意的是，此處所說

心靈的體現化無論如何都是心靈非固有的（uneigentlich）存在方式，心靈唯有從

自身出發而直接地進行自身反思，它才能揭示出自身真正固有的本質77。 
我們在前科學直觀的世界生活裡，以素樸的自然反思方式，必可覺察到一切

有關存在東西的前科學認識，無非都是經由意識而得把握。我們確實可在客觀主

義心理學之關於物理東西的「外部經驗」與關於心理東西的「內部經驗」的對立

區分中，看到派生於前科學源初經驗基礎的心物原始區分之扭曲的殘餘痕跡。正

如胡塞爾所曾詰問的，為何迄於他所屬的時代，心理學從未將關於生活世界形體

物（Körperding）的經驗歸屬至心理學探究的主題之中？只要我們真正避免了客

觀主義的扭曲，那麼在前科學生活世界的源初經驗的自然反思中，我們就會發現

無論是關於物理東西的「外部經驗」，或是關於心理東西的「內部經驗」，似乎都

是作為關於某某的「主觀的經驗」，而一切被前科學地源初經驗到的生活世界的

存在東西，似乎也無非都是「主觀的東西」。於是，整個不斷流動顯現著的生活

世界似乎從一開始就作為「心理的東西」而出現，且是作為首先可達及的

（erst-zugängliche）心理東西而出現，這似乎也就預告了前科學生活世界之意識

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顯現方式的「如何」，將成為心理學的固有任務78。 
對於胡塞爾來說，心靈的固有本質的存在方式，仍然無法在素樸的自然生活

中得到徹底闡明，這也同時就意味著，一門真正的心理科學的建立迫切地需要某

種更為深刻的方法。我們現已素樸地站立於直觀的前給予的生活世界基礎上，我

們也在素樸的直接經驗與素樸的自然反思之把握方式下，注意到一切被前科學地

源初經驗到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東西，似乎都是「主觀-相對的東西」。此處我們不

斷重覆提及「似乎是」這一說法，表達出了我們對世界本身與世界中的東西之存

在與否的有效性仍充滿著動機興趣，致使我們的洞察目光無法在不受其綁縛與干

擾的情形下對生活世界之意識主觀的被給予性方式、顯現方式的「如何」進行完

全自由地純粹探索。換句話說，若我們欲如實地揭示心靈固有本質的「純粹內部

性」，建立起一門真正的「純粹心理學」，那我們就需要實行一種特殊的懸擱，它

作為必要的第二步驟，就是一種普遍的有效性懸擱（universale Geltungsepoché），

它藉由一種對「外部性東西」興趣的全面克制（Enthalten），將世界與世界中的

東西之存在與否的有效確定性完全予以排除，以便讓作為生活世界之意識主觀的

被給予性方式、顯現方式的「如何」之意向的關係存在（intentionale Bezogensein），

也即世界本身與世界意識、存在者與存在者意識間的先天的意向關聯，乃至於作

為生活世界認識的最終可能性根據之整個超驗主體性得以顯露出來。我們也要避

免將普遍的有效性懸擱誤解為通過某種個別逐步地實行過程而得完成的方法手

段，因為個別逐步的實行方式顯然會落入懸擱不完的無限困境中，所以普遍的有

效性懸擱的實行過程，無論如何都是「一下子/突然」（mit einem Schlage）就全

                                                 
77 參見Krisis: §28、§60、§62、§65、§66。 
78 參見Krisis:§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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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懸擱完成了。因此，經由這第二步驟懸擱方法手段（Mittel）的實行之後，

心靈才首次地成為了科學探究的主題，而作為心靈的真正固有本質之「主觀的純

粹 內 部 性 」 才 第 一 次 地 得 到 揭 示 的 可 能 。 對 於 作 為 「 無 興 趣 的 觀 者 」

（uninteressierten Zuschauer）之真正的心理學家而言，此種普遍懸擱確實帶來了

一種特殊還原的轉變（Umstellung），即將在自然素樸態度下所對之一切意向的-
實在的關係（intentional-realen Beziehungen）和與其相關聯而涉及存在與否的有

效確定性的對象，都還原轉變為在純粹內部態度（reiner Inneneinstellung）下所

對之一切意向的-純粹的關係和與其相關聯的「主觀現象」， 甚至更進而揭示作

為生活世界認識的最終可能性根據之整個超驗主體性。而此處所發生的轉變，正

是胡塞爾所提出由之可真正探入心靈固有本質的意向關聯內部性之現象學-心理

學還原（phänomenologisch-psychologische Reduktion），而這種還原的轉變，就讓

作為真正純粹心理學的「現象學心理學」（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的建

立獲致了開端的根本可能性79。 
至此，一個令人驚異的結果（überraschende Ergebnis）就顯現了出來，正如

胡塞爾所曾強調的，以心靈真正固有本質為探究主題之純粹心理學，根本上和以

超驗的主體性為探究主題之超驗的現象學哲學是同一的80，而我們也確實可從早

先胡塞爾《觀念》時期之純粹現象學的研究背景中，清楚地見到此處鋪陳的現象

學第二條還原道路之基本典型。 
若我們對前述有關兩條現象學還原道路的討論作一綜觀回顧，則先前所提出

的，關於現象學第二條還原道路與第一條還原道路具有極為相似而不斷纏繞重複

的諸多主題的此一困惑就將得到適當的理解。原來《危機》中所標舉出經由回溯

生活世界及心理學之兩條通向現象學超驗哲學的還原道路，真正說來，並非兩條

路，而是同一條路，即一條從生活世界到心理學再到超驗現象學的還原道路。這

清楚地可在下述實際情形中獲得指明：一方面，現象學心理學還原之路，表明了

心理學在一切科學中具有通向現象學超驗哲學之決定性的優先地位，但心理學卻

必然首先地要求著回溯前給予的生活世界的意義泉源基礎，而另一方面，回溯生

活世界還原之路，則表明了在其較高的還原階段，也必然進一步地要求著一切科

學中具有通向現象學超驗哲學之決定性優先地位的心理學。 
 
第四節 主體性悖論在現象學懸擱還原過程中的發生 
 

我們已初步地簡要述明，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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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參見Krisis:§69、§70。 
80 參見Krisis:§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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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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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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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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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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意味著，一切客觀的東西都變成了“主觀的東西＂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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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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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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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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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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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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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參見Krisis:§53。 
83 參見Krisis:§70。 
84 參見Krisi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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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ktivität）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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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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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參見Krisis:§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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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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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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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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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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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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參見Krisis:§71。 
87 參見Krisis:§28、§57。 
88 參見Krisis:§2、§5、§13、§18、§24、§25、§28、§34-g)、f)、§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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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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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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才開始，而在《主體間性的

現象學第三部》時期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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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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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才能為我們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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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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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參見Strenge Wissenschaft:69。 
90 參見Meditationen:§43、§44。 
91 參見Intersubjektivität dritter Teil:Nr.30-§2、Nr.31-§7、§8。 
92 參見Krisis:§53。 
93 參見Krisis:§18。 
94 參見Krisis:§5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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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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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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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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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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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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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參見Krisis:§47、§54-a)、§71。 
96 參見Krisis:§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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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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而超驗純粹自我主體，卻當是超驗純粹的自我-諸我思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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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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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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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分別參見IdeenⅡ:97；Bernauer Manuskripte:277-8；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41；Krisis: 
187、190。 
98 參見Meditationen:§8。 
99 參見Krisis:§5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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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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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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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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且不合法的跳躍（unbegründeten und unrechtmäßigen Sprung）而來的結果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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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參見Krisis:§54-a)、b)。 
101 參見Krisis:§54-b)。 
102 參見Krisis:§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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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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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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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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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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參見Krisis:§71、§72。 
104 參見Krisis:§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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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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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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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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參見Krisis:§54-b)、§55、§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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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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