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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於心靈自然化的問題 

1. 心靈自然化的問題 

我們於本論文的第一章關於在《危機》中二元論問題討論中點出了心靈自然

化的問題，如此針對此主題來作反省。以下是再重覆提出哲學問題本身，以及心

靈自然化所涉及在精神疾病領域之中的問題反省。 

 

1.1 哲學層次之思考 

胡塞爾在《危機》中如何分析二元論問題？並不是在此書中之二元論不同於

笛卡爾留傳下來的二元論，而是胡塞爾特別針對「心靈自然化」問題展開，他的

出發點總是要找尋的是真正的超越論的基點，要求在主觀中找最後根據，但認為

笛卡爾不徹底的懸擱最後以與身體分離、實體化心靈定位自我（經驗我），而急

於對外在世界作論證，在他那心靈已留下自然的足跡。使得之後受到笛卡爾哲學

影響的經驗主義特別是洛克將超驗層次問題直接以心理學取代之。最後到休謨經

驗主義徹底化的結果，導致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斷裂，或者摧毀一切客觀主

義。可以說，胡塞爾分析二元論之根源從笛卡爾將心靈自然化而來，心靈自然化

首先是排除了身體成為封閉心靈，在以預設外在世界的存在來觀察經驗的心靈。

內在於身體中的封閉心靈無法與外在世界交流，無法認識世界，心靈與世界無法

跨越。心靈自然化或意識視為世界的一部分成為唯物論研究意識的基礎，當代心

靈哲學以作為代表。本文也企圖以現象學立場針對意識唯物化作徹底的討論，從

心靈自然化的立場理解與批判展開，進一步說明心靈非自然化的研究，建構一門

獨立之「現象學心理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之可能。 

 

1.2 精神疾病反省 

首先從精神醫學來看精神醫療之立場，了解到在科學發達的二十一世紀，精

神醫學和所有的行為科學都建立在「腦神經科學」以「神經元活動導致行為」此

一基本原則上，我們所有的行為甚至最微不足道的習癖或者神經質的痙攣都事出

有因，而如果我們能深入他個人的過去或者他的腦生理，那麼我們就能找出原

因，以此來解釋並預測行為。118 精神醫學對於精神的看待具有科學唯物論的基

礎，也就是說，它們將心靈物質化或大腦化。因此，當傳統對於精神疾病（瘋狂）

                                                 
118王溢嘉 譯輯 《生命與科學對話錄》，野鵝出版社，台北，1993，p23。 



 53

的病因分為「器質論」（organic）119與「心理論」120時，精神醫學採以「器質論」

立場，將精神疾病視作是一種身體或腦部疾病；瘋狂就像一般身體疾病一樣，必

為起因於身體，或是來自腦部某些不穩定的連結，於是治療上採用以物理方式的

外科手術及藥物治療。121反過來說，精神疾病作為一種大腦疾病，就是由於精神

或心靈已化約為物質性的大腦了。 

 
但是，身體上的疾病以物質視之而採以物理或化學性的治療讓人容易想像與

了解，但為什麼精神上的疾病卻也是採用相同的方式？而如果是「認知上」122的

精神病有沒有可能透過吃藥或手術開刀來改變正確的認知系統？當精神病患構

作出一套妄想世界時，是否有辦法藉由藥物來改變他或她的想法？或者集體的意

識型態或幻想能透過物理治療來改變為所謂正常的認識？ 

 
此問題就在於自然科學唯物論對「心靈」（mind）的理解。因著自然科學取

得一定的成就成為主流真理的勢力而將「心靈物化或大腦化」，如此否定了人具

有意識能力的事實，心靈其實不過是大腦的運作過程，真正決定心靈功能是一套

大腦的物理系統，因此人類的思想活動與行為表現真正背後是以化學物理因素影

響大腦神經元系統而來的外在呈現。那麼，即可透過藥物（抗精神病、抗躁症與

抗憂鬱劑藥物）來刺激神經進而可操控人的感覺。這就是二十世紀下半葉精神醫

學以仰賴藥物研究的帶動下所獲致的“驚人＂的成功。123 

 
而筆者對於許多精神病患家屬的問談中常發現的一種現象，即精神病患（屬

情緒上，如躁症或鬱症患者）長期所服用藥物往往只是在抑制或控制當下發作的

                                                 
119 器質性的病因，首先歸於一種身體上的疾病，自然科學以機械概念理解身體，身體這部機械

就成為遍布管道的流體系統，或是連結肢體與腦部的神經迴路，以電力傳送知覺刺激與發布運動

命令。瘋狂就是處於運動機械故障狀態下失調的感覺，是一種身體的異狀而非一種心靈的失序。

之後十九世紀德國學者葛利辛格（Wilhelm Griesinger）在他的《精神疾病病理與治療》中大膽地

主張「精神疾病是一種腦部疾病。」參考羅伊．波特（Roy Porter）著 巫毓全 譯 《瘋狂簡史》，

台北，左岸，2002，頁 146。 
120 十九世紀初，受到浪漫主義對於深層意識的形上學探索成果，許多德國學者進一步發展心理

取向的療法。例如：海因洛斯（J.C.A. Heinroth）在他的著作《精神疾病講義》中駁斥器質性病

因理論，他強調：「在大多數個案中精神異常直接且主要肇因於靈魂而非身體因素。」參考同上，

頁 143。 
121 物質治療方法有曾經有治療憂鬱的電痙攣療法（ECT）、治療強迫症與憂鬱患者的「腦白切開

術」的精神外科手術。之後發展出化學的治療方法如百解憂（fluoxetine Prozac）、樂復得（sertraline 
Zoloft）、百可舒（paroxetine Paxil）等。但無論是物理還是化學上的療法都是將精神疾病歸類於

器質性的病因。 
122 一種認知錯誤或妄想。如簡要區分可分為三種精神疾病：情感、認知和身體或物理性。 
123例如一九八七年百憂解(Prozac)上市，這是一種可以提高血清張力表濃度、增進安全感與自信

心，且使人覺得「心情愉侻」的藥物。器質性精神醫學可以說已經陷入了仰賴藥物研究的帶動。

參考羅伊．波特（Roy Porter）著 巫毓全 譯 《瘋狂簡史》，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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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而對於所謂的「治療」層次的效果大多都持不樂觀的態度。因此，對於器

質性的藥物醫療持有某種懷疑，也想藉此了解其哲學思考，而追溯到科學唯物論

所指導下的心靈概念。 

 
另外再談到自然科學觀將心靈物化所造成其他層面的影響。從宗教的角度來

看，每一種宗教都提供一種關於宇宙生成與目的，以及人類在宇宙地位的學說，

並且許多是支持靈魂不滅的想法。而科學唯論物作為當今真理唯一的標準尺度，

也因心靈或靈魂違背了科學基本原則，因此把它化約或取代成大腦甚至取消心靈

的存在，那麼這豈不是對於宗教支持者之信念嚴重打撃。靈魂是否不朽且有沒有

任何形式的彼岸存在，這些甚至是某些在此岸信仰者人生中最重要的關懷。124 

 
而從人類行為的來源來看，是什麼在主導著人類行為？化約性唯物主義

（reductive materialism）俗稱「恆等論」或「身心類型同一論」（the mind-body 

type-type identity theory）125認為對於人類行為及其起因的任何正確的解釋都必須

依附於物理性的神經科學。我們內在運作即大腦與中央神經系統的運作與外在物

理世界的互動產生出行為，大腦與中央神經系統對行為產生控制能力，腦中的物

理化學事件導到人做出抉擇，我們的行為的基本起源於神經元的活動。那麼，人

其實只是一種精密複雜的機械而已，我們的神經系統只是比其他生物複雜，與簡

單生物比起來只有程度上而非種類上的差異。而人則沒有所謂的自由意志可言，

也沒有一般以為的自我動機。這對於人類自許為理性的人也降格為一種動物；更

大的問題是這沖繫整個倫理學的問題，人似乎不用對自身的行為來負責。 

 
的確，神經科學的研究除了嚴格的物質、物理及化學因素之外，他們很難找

出能影響大腦作用的其他因素，且神經科學越進步，似乎就愈加深這種信念。如

此，大腦功能以及自然的一切都可以完全用純粹唯物的物理化學詞彙來加以說

明，而不需藉助任何的意識、心靈。因此，科學宣稱「意識」毫無用處。 

 
不過，我們其實還是難以相信不具有經由自我觀察得知的意識存在；我們難

以相信自己的行為並非出自於自我的某種動機，而只是物理性神經元刺激的結

                                                 
124 胡塞爾在自然科學造成世界的分離之處，也提及類似的問題，他說：「首先這必然會引起令人

憂慮的困難，而這種困難即使在考慮到由宗教而來的，而且絕對沒有被放棄的上帝的理念時就已

經產生了。上帝作為合理性的原則不是必不可少的嗎？「…」自然以及一般自在世界不是以作為

絕對存在著的理性上帝為前提嗎？」Crisis, P62.此段翻譯參考王炳文譯本，見《歐洲科學危機與

超越論的現象學》，北京：商務，2001，頁 78。 
125 見 Paul M. Churchland（1988）.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 p.26.參考中文汪益 譯《物質與意

識－當代心靈哲學導讀》，台北：遠流，1994，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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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為這大大違反了我們常識的認識，一般說來我們將自己視作世界上有意

識、自由的、自覺的理性行為者，而不只是一種演化出來的高度精密的機器，或

者和動物的差異只是具有較多的神經細胞而已，種類上並無不同。而如果心靈只

是大腦的運作，人類的行為只是神經元刺激下的結果，那麼，人的生命也再不有

意義。想像一群人的哲學討論只是諸多物理化學元素刺激大腦的神經元而發出說

話的行為，如此人類的溝通對話行為也無意義了；或者某一群人的善心善行比起

某群人的惡心惡行只是因具有某種後者所沒有的物理化學原素，那麼，是否假如

有一天科學可進步到透過各種型式方法改變人內在的原素進而可將惡人轉化為

善人？ 

 
而在另一種心靈化約的問題，即心靈無法徹底地化約或化約完全，也就是我

們無法用客觀物理概念完全解釋主觀的心靈現象，換言之，就是大腦如何產生像

黃色、快樂或痛苦等心靈現象的問題。我們舉分析學者 John Searle 的說明：126如

果某科學理論主張，所有的感覺經驗不過是神經系統的某些作用，於是可以說：

「痛就是某某神經系統作用。」我們將發現這樣的說法把關於痛最主要的特質給

忽略了。痛－最重要是內心一種痛的感覺，如果沒有這種感覺就不能稱作痛。因

此客觀物理知識對心靈感覺的解釋少了最重要的特質，那麼心靈就無法被客觀科

學完全解釋、心靈就無法被物理概念所化約。 

 
從以上可以了解到唯物論還是難以將心靈完全地物化。這些唯物論化約上所

出現的問題，到底是自然科學知識的不足還是根本的方向就錯了？是化約的方向

沒問題，只是目前的大腦神經科學知識還不足以解釋所有心靈現象，抑或是心靈

不該以大腦來取代？ 

 

2.心靈或意識自然化 

首先，我們再針對心靈自然化作討論，心靈自然化顧名思義是將心靈視為一

種實在（real）的意義。由於近代心理學的發展受到伽俐略物理學的影響，就預

先賦加了和自然科學並行的科學任務，思考心理學作為一種相似於客觀科學

（objective science），甚至以自然科學化為理想與典範，因此心理學的主題－心

靈就與自然科學的主題－物質的自然都相同地視為實在的東西，心靈成為擴大的

自然。如此，科學的方法和步驟作為所有知識的典範，心理學也效法之也想以物

體科學的方法研究心靈，將心靈視作為像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中的物體一樣以自然

                                                 
126 Searle, J. R.﹙1992﹚.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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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法則的方法研究。因此世界就由心與物兩層次不同種類的實在物所結合而

成。於是，物理學研究的是實在的物質層面，而心理學作為物理學的補充科學。

近代心理學可以說不只是物理學的歷史的延續而更是邏輯的連續性。十九世紀後

二十年，心理學家以自然主義（naturalism）為理論背景，借助生理學（physiology）
127、物理學的研究成果和技術來研究心理問題，於是發展出心理生理學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128、心理物理學（psychophysics）129，這是實驗心理

學家（experimental psychology）第一次使用科學的技術，如觀察、實驗或一定控

制條件來研究感覺、知覺、注意、記憶等心理過程，心理學從此由哲學獨立出來。 

 
自然主義的態度將現實完全視為一種單一、無所不包的時空系統所組成，人

只是處於這時空中的客體，與其他客體沒有不同的自然存在。因此在自然實體和

自然科學的範圍內就可以解釋關於人的所有現象，而排除於超越自然實體或自然

科學的解釋。如此，人所獨有的意識或心理現象都可以通過實驗控制（量化或操

作的手段）的物理性質的事件，即意識行為被視為世界的（mundane）事件，即

發生於與其他事件相同的實在世界中和客觀時間中，這樣的事件作為某些有機體

或生理學和物理學的作用，意識行為與這些作用發生因果與函數的依賴關係，即

客觀刺激與主觀心理反應之間的關係，心理的主觀事件可以轉譯為可觀察的物理

事件函數。科學心理學（研究心理自然的科學）：以客觀有效、嚴格科學的方式

來認識心理這樣的自然（具有心理物理意義上的自然），此心理(psychical)受到身

體物理事物的束縛（依賴物理因素而發生變化的東西）－心理處於心理物理的關

聯中－意識事件被看作是自然的事件，被看作是從屬於人的或動物的意識，這些

意識本身又具有與人的身體或動物身體的聯結。（心理－人或動物的身體）科學

地研究心理因素，客觀有效地規定心理因素，發現它們的構成與變化、形成與消

失的規律性或法則(law)。傳統心理學把心理現象完全化約為可觀察、可量度的

行為；研究人類行為時又以「刺激→反應」模式來解釋人類的各種行為，全然以

自然科學中的「因果鎖鏈」概念來了解意識活動，即外在世界的種種刺激為因，

人類心理現象則為對外界刺激的反應或結果。如此，心理學認為心理活動為人類

受到外來刺激而產生的反應，思想不外乎人類腦神經中一些細胞化學變換，人類

的意識活動可視作腦神經中物質成份的轉換易變，那麼人類的精神活動則可被理

                                                 
127研究生物體功能的實驗科學。 
128 研究行為和心理體驗基礎的身體和腦生理過程的學科。研究對象包括感覺生理、腦電活動和

腦化學活動、藥物和激素的效果、心理疾病的生理相關現象,以及腦損傷的後果等。 
129費希納(G. Fechner)於 1860 年創始的方法,意在對物理刺激與感覺之間的關係加以定量化,借以

確立物理心理學的定律。對感受性的測定已發展為嚴格的方法(例如使用信號檢測理論),現在主要

用於描述感覺裝置對知覺的約束。量表方法則用於估測不同刺激量造成的效果的大小,但這方面

一直存在爭議。現在這兩種方法還用於研究更複雜的知覺能力,如對面容、語言和音樂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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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成一個極被複雜的機器對外在環境的各種反應。這是一種用「機械論」的方式

來了解人類的心靈或精神。意識自然化否了人的精神存在與理性功能，如此人成

為自然機制進化的結果。 

 
或者，如洛克經驗主義心理學第一次展示了心理科學化的實踐，胡塞爾以為

此心理學類比於物理學，將物理學外在的物理原子類比於心理學之中，心靈生活

不言而喻地是一種與物理自然的發生相類似，那麼心靈視為一自我封閉的領域

（類比於封閉的空間），它之中包含了心理材料，特別是感覺材料當作不斷變化

的心靈的原子的復合；如此心理學的任務即是將這個復合回歸為各個要素以及回

歸為這些要素的基本的聯繫形式。之後，洛克的「觀念的聯合」發展出心理學上

的「聯想主義」（associationism），再隨著技術的進步將意識單元的觀念進行數學

物理性量化。 

 
我們再釐清一些問題。已知物理科學是經過抽象的方法得到純物質的概念，

僅僅關注於有興趣的物質面向而忽略了其他部分。相反的也可如此對待心靈，抽

去物質性的存在只對純心靈的注意，但以抽象作用所獲得的是真正的純粹心靈

嗎？胡塞爾以為抽象作用之下仍得出的是自然物。我們該如何來理解感覺上已經

是主觀性質的心靈仍是自然物之意義，即抽象而來的心靈其實賦有自然的意涵於

其中？以抽象作用例子來看，力學從光學（optics）事件中抽離出來，物理學心

理學現象中抽離出來。自然科學家並不會以為每一個現實領域都是分開的，世界

是一個整體的自然，而各個自然科學都是這個大世界的一個部份研究。關鍵在於

心靈的看待上也納於整體世界的一部分，如此它就是世界中自然的一份子，只是

人們抽離出物質而具有心靈的層面，這樣的心靈看似也是主觀性的存在，但根本

上是一自然方式的定位，與自然呈現為因果關係的聯繫，也仿效自然科學方法。

這樣心理的東西本質上與物理成份是有關連的。我們相當容易不自覺地將心靈涉

入自然而仍以為在心理學的領域之中，如此該思考一種方法讓心理學研究始終停

留在「內在體驗範圍」中－即現象學方法（phenomenological method）之採用。 

 

3. 科學心理學的批判：心靈概念與方法學的反駁 

如何看待基本的心靈概念就涉及到心理學的方法學。科學心理學將心靈視作

為物質的自然相同意義上的東西時，心靈納入物理世界範圍就以自然科學方法研

究之。胡塞爾重新釐清了心靈概念，也就說明了自然科學方法不適用於心靈之範

疇，心靈概念並非自然科學研究的主題，而精神固有本質的科學是反思的自我通

過內知覺或自我知覺的方法研究。當心靈類比於實在物，那麼心理學將捲入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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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學研究方法相等的追逐之中，心理學成為研究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胡塞爾特

別指出心靈無法等同於實在物，無法以物理學的思維應用在心理學的研究上。於

是在心靈本固有的本質的考察上，胡塞爾說：「應該將心靈的東西在生活世界中

預先給予的方式作為出發點。」130那麼現在問題為：  

 
（1）在生活世界中的心靈是什麼、是如何？ 

（2）心靈如何推動（animate）身體性（living bodies）？ 

（3）心靈如何在時間空間（space-time）中定位（localized）？ 

（4）每一個心靈如何將它的物體不僅體驗為特殊的物體，而體驗為「身體」？ 

 
胡塞爾以時間空間性（temporality）、因果性（causality）、個體化（individuation）

三個層面來探析心靈與自然物體的差異來區別這兩者本質上的不同，心靈不可能

與物質是等同意義的。 

 
空間時間性方面－物體受到時間空間性的規定，即時間空間性作為實在世界

的形式，也就是說，凡實在的東西都具有時間空間性，物質的東西空間上占據有

位置和廣延性，時間上具有在某一時間點或連續性時間的存在。但心靈並是否類

似物體一樣具有時間空間意義的內在存在，即想像它在空間上有廣延性時間上連

續地存在，直接地以時空形式規定它？ 

 
我們可以注意到心靈存在沒有空間上的性質，我們沒有見到心靈實體化的出

現也摸不著它具體的存在，但似乎卻具有時間性，透過回憶可以想像過往的某個

時間點的感覺，過去的我也延續至現在我，我這樣的存在並沒有消失。那麼，心

靈是否不具空間形式而有時間形式呢？不過，胡塞爾以為時間性與空間性是無法

分離開的，也就是說，有空間性就有時間性，沒有空間性也就沒有時間性，無法

是有空間性而無時間性，或者有時間性而無空間性。那麼，後兩者排除後只剩下

前兩者的可能，心靈是屬於有時間空間性，或者是不具有時間空間性。而我們可

以先肯定地以為心靈不會與物質相同地具有時間空間性，即無法直接地以這樣的

形式規定心靈。那麼，是否就只是最後的一個可能，心靈都不具時間空間形式而

物體具時間空間性，因此心靈就不同物體了？胡塞爾在此理論的走向有所轉折，

他並未宣稱因為心靈非時空性而不同於物體，反而以「直接」與「間接」參與時

空形式之不同區別了物體，也就是說，物體是直接以時空形式規定，而心靈是間

接參與到這樣的形式。心靈要透過身體的運動而加入到實在的世界之中，即我支

                                                 
130 Crisis,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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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著自己的身體（手、眼睛等）才能間接地也支配到物體，我手拿起一籃菜籃、

推或碰撞一顆球等等。心靈透過身體的中介間接地參與時間形式成為心靈概念構

成的重要理解，沒有了身體心靈將無法與世界互動，心靈成為一座封閉孤島，反

而透過了對身體的支配才構成了心靈的意義。 

 
因果性與個體性方面－自然界之因果性不同於心靈與心靈間的因果性意義。

「如果取消了因果性，那麼物體就失去其作為物體的存在意義，失去其作為物質

個體性的可辨性（distinguishability）和可區分性（identifiability）。」131物體的存

在意義在於因果性，物體的可區別性與可辨性也在於因果性，即物體因由因果性

才有具有個體性（它作為它而不是別的）。但我是透過自己而具有個體性，也就

是說，我說我是這一個我而不是別的我，我不是以因果性而具有個體性的。 

 
    可以再補充，意識的綜合完全不同於外在物質之間的聯合。意識生活的本質

為一種意識交織狀態、一種動機的被引發狀態、一種意指的相互包含或隱含狀

態。意識間相互蘊涵的關係如：感受行為具有一個對象，但卻有兩種意向，即呈

現之意向和感受的意向。如此原則上與形式上完全不同於物質物在空間中的相互

內含和交錯狀態。我們也可以藉由柏格森（F. L. Pogson）132的分析了解到心理與

物質的差異，他批判心理或意向狀態（感覺、感情、熱情、努力等等）的強度為

測量的需要而數量化，因只有空間大小的東西可以量化，而心理之強度是質上的

差異，我們不能將強度大的感覺包容在強度小的感覺，但大空間可以包含小空

間，如此強度的大小不同於空間的大小。無法以空間的性質類比到心理的性質而

採以相同量化的處理方式。 

 
胡塞爾細密的指出心靈與物質的本質差異後，接著論及心理學要學習自然科

學方法而由於兩者本質上的迥異而難以真正貫徹。物理科學純粹關注於物體方面

而抽去心理的東西，以此為基礎再進行「理念化」（idealize）133方法，這是學習

精密物理學基礎之幾何學的方法。而心理科學同樣地只針對心理的東西有興趣而

抽去了物體的東西，不過理念化的在心靈的作用上是毫無用處的，胡塞爾如此

說。如此科學心理學關於效法科學方法的心理學應用並不徹底，導致它從來沒有

                                                 
131 Crisis, p218. 
132 柏格森著，吳士棟譯，《時間與自由意志》，商務印書館，2004. 
133 理念化的事物，如沒有摩擦力的表面、光線。根據我們直接經驗的物體再加以進行理念化。

以幾何學方式來看，一個幾何學的平面，我們由一個一般經驗的桌子的平面開始進行，技術上我

們可以將桌面磨得非常光滑，而到某種程度我們可以轉為一種想像，想像一種平面之極限狀態，

這即是「純粹」的幾何平面，它以具體經驗為基礎而脫離了原來的經驗，我們無法再經驗中找到

被理念化的對象。再例如：光學中的光束設想為一種無法再被分割的光線。參考 羅伯．索科羅

斯基著 李維倫譯《現象學十四講》，台北：心靈工坊，2004，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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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精密的科學沒有真正與自然科學具有對等的地位、可以理解這樣的心理學無

法滿足心理固有本質的真正心理學道路、並且沒有達到作為它前提的二元論的要

求。 

 
如此胡塞爾：「以自身固有的本質純粹被考量，心理（psychic）並沒有任何

自然的東西，沒有任何自然意義上可以想像的自在（in-itself），沒有任何空間

時間上的因果性的自在，沒有任何可理念化的可數學化的自在，沒有像自然法則

那樣的法則；在這裡沒有任何關於類似於自然科學的向直觀的生活世界回溯的理

論，沒有具有類似在自然科學方面那樣的理論化功能的觀察與實驗。」134心靈之

本質不可能有與物體相同實在的意義，而無法以時空性因果性規定之，無法進行

數學化的理念化；並沒有高層次抽象之理論化而可以再回到直觀經驗之中，因此

胡塞爾根本上反對心理科學化的處理，即使他也承認精密心理學的合法性與不可

缺少。 

 
胡塞爾針對了心理學的基本概念進行反省，釐清心理學的研究對象，什麼是

心理學要研究的「心理」（psyche）或「心靈」（soul），並且他相信所有的認識、

所有的科學和所有的理性都依賴於意識活動，這些意識活動根本無法在自然科學

的典範的研究下可以合適地被說明。在此他的目的並非建構超驗哲學的現象學，

而是採以現象學的方法為心理學指明一條新道路，心理學不該是以自然科學為指

導原則的科學心理學，而是運用現象學方法來研究真正心靈領域。心理學之研究

對象要回到原初經驗之中。 

 
胡塞爾揭示了心靈概念不等同於物質之意義，且更不是使用相同的自然科學

方法可以處理之。我們進一步由此推測了解心理歷程仍有賴於生理歷程，特別就

腦部所發生而言，但生理層面（神經及大腦）不曾真正解釋心理層面，心理必須

用它自己的方式來了解。因此反對以生理方式來解釋心理，無法以物理化學事件

來解釋意識；顏色與其他感覺的主體經驗不能單從生理條件去解釋，儘管後者是

前者產生的必要條件，因為感覺與身體本身是不同的。我們只能說生理方式的研

究說明了生理基礎，但並不是說明了心理層面。更仔細來說，為什麼我知覺到紅

色，為何我具有痛的感覺？生理心理學的解釋以外在物理刺激我們的感官（研究

上就特別針對感覺細胞（如視覺細胞、聽覺細胞等等）進行生理結構分析），我

們接收到並透過神經傳導傳輸到我們的大腦，而大腦再生產出主觀經驗。這是以

一套生理的運作過程來說明心理。但此說明所面臨的問題仍是感覺與生理性的大

                                                 
134 Crisis, 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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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是不同質的，如此大腦又如何產生主觀經驗呢？於是有理由反對以生理來解釋

心理過程，而心理有自身一套解釋方式，而生理條件作為心理歷程的必要條件。

心理活動要有大腦生理的基礎，但無法反過來就以大腦生理過程全然解釋心理過

程，而自有其本質與方法學研究，必須與生理、物理科學研究作區別。 

 
如此，在此筆者試著回應唯物論化約上所出現的問題，到底是自然科學知識

的不足還是根本的方向就錯了？是化約的方向沒問題，只是目前的大腦神經科學

知識還不足以解釋所有心靈現象，抑或是心靈不該以大腦來取代？並不是至今止

的認知神經科學（心靈大腦化之代表）發展有限而無法做到徹底的化約或大腦

化，而是根本上就不該採以心理化約為物質的方向，只能說，科學精進了神經、

大腦等生理層面的基礎並且其研究具有相當的價值無法被抹滅，但仍未真正了解

與解釋了心理。 

 
    我們於此仍釐清一個可能的混淆，胡塞爾認為研究心靈的方式，同時以內在

經驗與物理學主義式（心理物理學）兩種方向進行是不相容的135，例如洛克採用

“內在知覺＂136的描述，同時也採用生理學與心理物理學解釋。那麼是否與上面

所談的心理歷程仍有賴於生理歷程，特別就腦部所發生而言，是否有衝突？胡塞

爾反對研究心靈的方法將內在知覺與自然科學兩種方法並容，那麼是否表示心靈

不需要生理的基礎？筆者認為得再釐清幾個問題，心理體驗需要有生理基礎是否

代表著心靈等同於生理性質，而可以用生理來解釋說明心理？在胡塞爾現象學之

描述直觀方法的心理學是否就無法解釋具有生理基礎的可能？第一個問題必須

區別兩者層次，即生理基礎的研究並不等於「說明」了心理，如果將生理研究作

為心理過程的說明就過度擴張生理的觀點而混淆了生理與心理這兩層次。而第二

個問題在於使用了現象學還原排除了自然實在的一切可能，而並不否定人所具有

的心理狀態的生理、物理條件。 

 

4. 作為「意向心理學」（intentional psychology）的心靈科學 

    翻開現在主流心理學所定義的心理學，它作為一門研究「行為」（behavior ）

的科學。筆者閱讀的想法他們的研究似乎較偏向將人視作與動物無異，看到的多

是人的生理、生物的被動行為。如：行為主義對於人制約(conditioning):行為的研

究等，心理學像是關於人作為動物的生物學。不過，他們也一定會處理到人較高

級的心靈能力，如：感覺、知覺、記憶、認知、語言等等，但生理層面的解釋擴

                                                 
135 Crisis, §61. 
136 非現象學意義下的內在知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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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這些主動心靈行為。由於在自然主義建構的世界圖像中，世界是全部自然存

在的總和，人是自然機制進化的產物，人的意識依賴於身體的機能，人能通由科

學方法解法所有問題，所有的價值及意義都建立在自然世界中。 

 
我們看不到吾人異於動物的心靈獨特性。如果我們仍同意人類本質上與動物

迥異為獨特的存在而具有心靈或心理的特殊性（自我超越與超生命的本質），且

對於心理學定位於研究心靈或心理的科學，那麼心理學就成為一門研究意識的

「意向心理學」。這樣的心理學真正說明了人的心靈能力，如果按照心理學字面

的意義關於心靈的研究，那麼真正的心理學或心靈科學是一門意向心理學，探討

人的意識行為。強調的是人心靈意識層面，而不是生理生物性層面。 

 
不過，重點仍在於「方法上」的差異－描述方法或經驗觀點下的心理學不同

於生理心理學（以生理為基礎的心理學）或因果心理學。首先提出經驗觀點採以

描述方法且深刻影響胡塞爾的人布倫塔諾（Franz Brentao, 1838-1917），他的描述

心理學作為特殊的心理學學科，以純粹出於內部經驗的心理學的方式進行，這樣

的心理學是一門意向性的心理學。這是一門實證的和經驗的關於人的心靈存在科

學。我們在此並不詳細介紹布倫塔諾的思想，只是要引出與主流科學心理學區別

並且在主觀研究的路途上往前邁進一步的意向心理學，作為導引到胡塞爾之意向

心理學之中介。 

 
胡塞爾反省科學式之實證心理學，回到心理或心靈的基本概念考察之中，揭

示心靈非實在物而是一種主觀的方向理解的存在，排除自然式定位的可能。心理

學研究對象不能是自然化的心靈，而是非自然化的東西，胡塞爾認為那非自然化

即是「意識」，如此心理學的課題是「意識」的研究。意向心理學即心理學的課

題定位在意識的研究上，是否是因知識論的目的之下而將心靈視為具有主動形構

知識的能力，而並不談論例如人生理方面的動機（飢餓、渴、休息等等的需求）。

如此，那麼意向心理學不過是心理學諸多課題中的一部分，只是異於自然科學方

法處理下的關於人高階的活動，針對人的認識行為的探究。那麼，現象學心理學

不過是科學心理學之補充，特別對於吾人之意識的知識增填。這或許是一種可能

的理解方式，不過並於沉浸於現象學的氛圍中不自覺地產生了一種難以接受的不

對勁。那麼我們該如何來理解意向心理學？我們接下來就進入現象學的脈絡之

中，現象學雖也以意識作為研究課題，但企圖擺脫經驗層次對於意識的觀視，這

樣的方式如何為可能呢？我們將進入胡塞爾現象學之脈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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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象學心理學」之理解前導 

－回到〈《邏輯研究》的任務和意義〉
137
一文 

學者 Joseph J. Kockelmans 於「現象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138之「心理學哲學」條目指出在胡塞爾現象學心理學之影響下

現象學心理學的運動已發展了幾個世紀。不過，只有少數的心理學家採用胡塞爾

之洞見與觀點，主要的困難在於大部分的現象學心理學家無法理解與接受胡塞爾

的超驗還原及超驗主體性的立場。於是他們轉向由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之「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1927.）展開的存在的（existential）詮釋。歷史

發展可知道現象學心理學從胡塞爾至海德格一路展開，不過在此論文中將現象學

心理學定位在胡塞爾現象學上。那麼，我們將要面對在胡塞爾現象學哲學中難以

理解的「描述心理學」（descriptive psychology）或「現象學心理學」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與這門學科之先天（a priori）層次的定位與超

驗現象學（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之關係上。因此，首先為了要了解現

象學心理學的特徵為先天、本質（eidetic）、直觀（intuitive）、純粹描述及心理現

象的意向科學區別了經驗心理學的層次，在這樣的科學依然完全在自然世間

（mundane）態度之中。以及作為了解現象學心理學與超驗現象學的關係的基礎

背景，我們回到〈《邏輯研究》的任務和意義〉一文來作為了解的背景知識。接

著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如何理解「先天」及「先天科學」（a priori science）？

現象學心理學為何是一門「先天科學」？ 

 
另外要先提及為何現象學心理學理解的先導選擇〈《邏輯研究》的任務和意

義〉一文。一般在胡塞爾思想研究上現象學史家區別了從《邏輯研究》時期的本

質現象學向《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念》時期的超驗現象學的過渡。現象

學運動在兩個方向分化為：「本質現象學」與「超驗現象學」兩現象學路線，胡

塞爾本人將兩者的區別稱為「現象學心理學」（本質現象學）和「現象學的哲學」

（超驗現象學）。因此，對於現象學心理學之內涵討論，就以此篇為代表。 

 
《邏輯研究》並不是在研究邏輯對象本身，而是對「邏輯體驗」的反思，也

就是說，主要的興趣焦點不是在觀念對象上，例如關於算數、數和關於其他構成

物的科學的研究，這是數學家的工作，他們研究的課題並不是數學活動。而作為

                                                 
137 《胡塞爾選集》兩卷本，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倪梁康選編，上卷。譯自：E.Husserl, 
HUSSERLIANA Bd. IX, “Phaenomenologishe Psychologie＂, Den Haag 1968（《胡塞爾全集》第

九卷，《現象學的心理學》）。 
138 Lester Embree.（ed.）Encyclopedia of phenomenolog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7, P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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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家研究的主題回到進行數學研究的主體行為上，即對於思維體驗、心理之

物或純粹內在的內在直觀，我們在此可以了解現象學與心理學的牽連，甚至是現

象學即是心理學的研究，胡塞爾稱之為「描述心理學」。如此相應地可以擴展到

描述其他的意向體驗作為全部現象學的課題，即在邏輯數學觀念的出發點上的問

題也同樣是對所有對象，包括認識實在的對象性的問題，因此可以將對邏輯體驗

考察視為一範本。當我們以自然原初方式進思維時，邏輯體驗在暗中發揮著作

用，但我們是察覺不到這些體驗的進行。如此，人們就必須通過「反思」才能把

握到這隱然作用的思維生活並且如實描繪著這些思維體驗。胡塞爾所謂的反思是

從思維對象返回到思維體驗的反向進入（之後會再詳繪），因此先要了解在此邏

輯對象的特性，這不同於數學家或邏輯學者對於觀念對象的研究，而再討論邏輯

之體驗。 

 

5.1 觀念對象之本質 

     數、定律、理論、真理、概念等等作為觀念的存在，不同於像石頭或動物

的實在存在，不會有運動或靜止並不會有實在的因果性，它們是非實在的，但仍

是作為「對象」，一種「觀念對象」（idea object）。而觀念對象中又有「純粹」觀

念對象（純粹的數、概念和定律等等），即這些對象並不對世界與實在物作陳述，

例如：1＋1＝2、矛盾律等這些真理作為一種純粹真理存在，無論是否世界以及

這些現實存在，在這些真理中不包含任何實在事實，不受它們的束縛。純粹觀念

的對象或真理是「先天的」，可以被看作是「普遍絕對必然性（necessary）的真

理」。139為什麼是先天的？純粹的算術（arithmetic）或定律並不以任何實在世界

的存在為前提，而可以先天地運用於相應的事實現實上。胡塞爾對觀念對象的說

明類似於休姆關於命題的分類中的「觀念關係」（relations of ideas），其包括了幾

何學、代數（algebra）以及算數等形式科學的判斷和命題，此類命題由思想的運

用而被發現，毋須依賴世界中的存在，即不涉及經驗事實，只屬於知性思維的範

圍，也稱之為「分析命題」（analytic proposition）。 

     

                                                 
1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邏輯研究中胡塞爾主張這些觀念對象具有「自在」的特性，這意味著無

論它們是否被認識或被思考出，它們仍然是它們所是的東西，但觀念對象是主體體驗心理活動中

構造出的。如此，觀念對象是在意識中被構造，但仍具有它自己的存在、自為的存在。胡塞爾：

「在邏輯學家所涉及到觀念對象方面，我們看到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一方面，這些觀念對象

作為對象性具有一種特殊的自為存在、自在存在「…」這個自在意味著：無論它們是否被計數或

者是被思考、被評價、被認識，它們都仍然是它們所是的東西。」參見：《胡塞爾選集》兩卷本，

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倪梁康選編，上卷，第 3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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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意識方式之回溯 

    考察了觀念對象的本質，接著要了解胡塞爾對於對象體驗揭示之「反思」－

「從各種對象出發回問主體生活和一個主體對此對象之意識的行為構成。」140要

徹底且一貫地從對象之相關出發，從對象再來追問其來源，回問屬於它們的意向

方式，即要沿著意向相關項反思意向活動這樣一個回問的思路來進行。我們首先

是認識到或獲得對象的東西，經由追溯才認識到其所對應的意識行為。可以進一

步說對象與屬於對象的體驗兩者的關係可以用某種奠基關係來理解，意向活動作

為被構成物之基礎或者起源。我們由胡塞爾曾經舉例的例子來看，如果我做一個

判斷，譬如我認定一條直線通過兩個點而得到確定，而我在判斷時沒有朝向這個

認定的體驗或行為。不過，我可以反思地特別注意這個體驗，這時我正體驗著這

個認定的體驗或認定的行為。也就是說，我不去陳述“一條直線通過兩個點而得

到確定＂，而是陳述：“我判斷、我確信、我剛才是在判斷地思維…＂。141經由

此過程很快地可以說，數是在算數的過程中被創造出來的，判斷的定律是在判斷

行為中被創造出來的。心理的體驗進行一種意義的構造和創造，如此就出現了數

構成物、有關真理、理論等的意識產物。那麼，現象學將從事的任務或研究課題

即是在純粹邏輯領域中的觀念對象與具有構造能力的主體心理體驗之間的關

係。於是面對真理，現象學會問真理（true）是如何由理性認識成就而生；面對

价值（value）問題是如何作為理性評價的成就而產生的；而倫理的善在對的意

願中是如何作為主觀成就而來。 

 
在此我們可以再總體地談心理物之基本本質。由認識的順序揭示，一開始從

內在經驗或現象再回到體驗上去，如我們想像一個半人半馬，這個想像體驗本身

是對這個半人半馬的想像。如此，這個想像是包含著與半人半馬的被想像物的關

係，作為意識的心理本身就具有一個特性：它與對象發生聯繫。意識作用不會只

是單單的意識作用本身，如想像就只是想像作用；而是與對象發生關係的意識，

具有想像對象的想像作用，或想像作用即是與想像對象有所關。意識作用即是具

有意識對象或與對象有連結，那麼意識或心理生活的基本特徵就是我們所稱的

「意向性」－「意識是關於某物的意識」，例如：回憶的體驗包含著與過去之物

的聯繫，在愛本身中包含著被愛物之聯繫，在恨中包含著與被恨物之聯繫。意向

性是可以通過描述而把握到的心理物之本質特性，它就成為心理學的中心課題。 

    
另外，胡塞爾有提出在洛克那裡所追求的心理學認識論也是以“內在經驗＂

                                                 
140 同上，第 309 頁。 
141 同上，第 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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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企圖描述心理的體驗，不過仍以生理學和心理物理學來作解釋。142由內在經

驗為基礎的心理學在洛克那為什麼會失敗？由於心理學效法自然科學的解釋方

式，因此也急於進行心理學的解釋，如此很快地錯失了純粹直觀的領域，而沒有

對這樣的心理學作系統和純粹的描述。以及胡塞爾傳承他的老師布倫塔諾，而布

倫塔諾本人將意向性問題追溯到中世紀哲學中。胡塞爾認為布倫塔諾的偉大發現

與獨創性在於第一個確定了意向性是可以通過描述而把握到的心理物之本質，且

它是先於一切理論在直接內在經驗中的被給予物。不過布倫塔諾只將意向性理解

為一種與對象的關係、對一個對象的指向，及對客體不同方式的含有，並未達到

對於意向對象構成的層次。 

 

5.3 從一門「純粹描述心理學」向「先天（本質）心理學或現象學」

過渡 

    我們在此之前所說的反思都是一種對心理體驗採以描述性的分析，一種直接

性直觀，忠於心理之被給予性而如實地描繪，即「描述心理學」。接著，我們要

了解為什麼描述心理學作為一門「先天的心理學」而不是經驗心理學？ 

 
《邏輯研究》的研究課題是純粹觀念對象特別是邏輯觀念對象的心理體驗，

以方法上的反思和現象學的分析直觀地揭示，從「觀念對象」（像數、數學流型、

定律、理論等）回溯到主觀地構成它們的意識（主體的思維活動）上去，於是可

以了解到這些對象內在的被動性和主動性地被構成。如此作為描述性的研究並不

是一門純經驗心理學，不是心理物理的研究，也不是自然意義上的描述研究。觀

念對象與構成它們的思維活動，或者實在對象與它們的意識，先天或是經驗層次

會是相應呼應的。胡塞爾：「由純粹邏輯和純粹數學本身的先天、絕對必然和普

遍真理所構成的王國相對應地是與心理類型的先天王國，即一個與數學體驗、數

學表象、數學思維、數學聯結等等有關的絕對必然的王國。」143也就是說，先天

的觀念對象對應著先天的心理體驗，例如：作為先天科學的數學對應著先天的心

理學，而經驗的對象也會相關於一門經驗心理學，即作為實在意識是關於自然客

體的意識，就是將這個客體意識為真實具體的存在。如此，因為《邏輯研究》中

主要所研究的是邏輯觀念對象之體驗，而此觀念對象為先天與純粹性，那麼對應

於一門先天心理學。而胡塞爾認為這門先天心理學研究的是一個在進行數學研究

的主體性，一個在進行認識的主體性。 

                                                 
142 第一章提及過。 
143 同上，第 3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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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描述方法能過渡到先天的領域？這裡的新心理學是通過純粹直觀和

描述的方法，但同時又是先天的心理學，這門心理學從直觀的具體化出發上升到

直觀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一門純粹先天但卻同時是描述性（直接直觀到的必然性

－內向直觀中產生關於心靈物的先天科學）的關於心理物的科學來代替經驗心理

學。 

 

5.4 先天心理學對於認識論的意義 

 這門先天心理學胡塞爾認為它的最終目標在於一門純粹的認識論。先天心理

學為認識論提供基礎。不過，目前還仍局限於形式邏輯學的理性領域中來說明認

識論。認識論問題在於解釋認識如何為可能，解釋認識的行為。而先天心理學是

直觀地揭示出構成觀念對象的主體思維活動上。以這樣的主體思維活動來解釋認

識的活動，回應認識的問題，先天心理學最後作為一種認識論之意義。 

 
而如何化解對於心理主義的批判？作為先天原則科學的認識論如何能建立

在心理學的基礎之上，建立在一門經驗科學的基礎上？如果心理學只是描述經驗

的層次，那麼就無法理解邏輯之物或者觀念對象等。心理學的先天層次從純粹觀

念對象出發返回到相應的先天的體驗上，即得具體展示出「意向分析」、「意向蘊

含」的特徵。而布倫塔諾的描述心理學仍只是在對意向體驗和意識類型進行外在

分類和描述的考察。他沒有從意識對象（特別是認識意識的對象）出發回頭找尋

意識方式的各種多樣性，而再從此意識方式的持續研究中說明理性綜合真理的成

就，即揭示了理性具有構成真理的功能。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才能深刻認識意識

和意識成就，一門「超驗的意識」學說才可能成立。如此，才能內在地理解在心

理學內在性中的統攝，即進行所有範疇對象的統攝。當回問意向活動，而對意識

作用持續進行考察，就能理解意向性的構成作用。 

 

6.「純粹」現象學之前導 

我們了解到一個相當重要的關係，即由意識的對象層次可以同等地回溯到意

識體驗的層次，即先天科學對應著先天心理學。從這個角度可知道「意識對象」

同等回溯「意識體驗」，意思是如果是經驗層次的對象（存在的客體），那麼相對

地找到的是「經驗或實在的意識」。如此我們就可理解到胡塞爾為何強調對於作

為現象的意識對象的實在性的排除了，因著意識之實在的對象反思追返得到的實

在性或經驗意識，這是他一貫所反對的自然化的涉入。因此，接著重要的是對於

「對象或現象」之考察。並且，在《邏輯研究》中是特別針對邏輯對象之的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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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的考察，一開始是從邏輯對象展開返回的，不過這只是一種研究的代表，最

後現象學的目標是要擴展至各種對象的現象科學，使得轉向的體驗是「所有的意

識種類」144，即它們也包括任何一種情感、欲望、意願以及它們的內在內容。各

種對象的類例如：所有文化對象、所有價值、財富、作品。而這些類對象可以反

思地直接經驗與它們所對的情感意識和意志意識，不只限於思維或理性意識。因

此，胡塞爾認為就一門先天心理學來說，《邏輯研究》並沒有完全地完成任務，

只有超出它有限問題領域而繼續發展，達到一個包含所有可能的對象和所有可能

的意識，或可能的主體性問題時，才能達成一門在完全普遍性中的先天純粹意識

論，包含了任何類型的所有意識。 

 
    如此接下來我們應該進行所有對象的普遍考察，它作為出發點即決定了一門

心理學的經驗或先天的層次的定位，（在此仍未區別胡塞爾使用心理學與現象學

的概念）。但在此之前我們仍再論及胡塞爾對於心理學或現象學之要求，即一門

「純粹現象學」是關於「純粹意識的科學」。在此「純粹」為何意？相對於一門

經驗心理學是關於心理的自然的科學，其意識是作為在自然界中，作為空間和時

的世界中的現實存在，即為超越的意識。胡塞爾藉由純粹數學、純粹算數、純粹

幾何學、純粹運動學等來類比說明一門純粹現象學的可能，這些純粹的科學作為

先天科學而與來自於經驗和歸納的科學對立，後者例如自然科學及事實的經驗科

學。它的固有的意義，即不與實在有關，而是與觀念可能性和關於這樣可能性的

純粹規律有關。即純粹的分析不涉及實在的事物，例如純粹幾何學的研究對象並

不是與被觀察的形狀的真實經驗相聯繫，而是與透過理念化的極限型態相關，那

麼純粹現象學也是一門不與經驗事實相關的領域，即其研究對象為非實在的純粹

意識。 

 
由上述我們可知從邏輯對象擴展至所有對象的研究，並且對於所回溯的心理

體驗或心理學定位在先天之王國，因此對於這一切的對象也將是在先天的層次之

上，因著由先天的意識對象也返回至先天的意識領域，反之由先天意識之定位可

推導出先天的各對象。只是接下來就產生了一個問題，如果說對象作為一數學或

邏輯的先天對象，那麼我們可以理解其先天之意義，但是當是所有對象時，例如

是關涉到實在的對象，那如何定位在先天？以傳統的命題來看，命題區別為「分

析命題」和「綜合命題」（synthetic proposition ），前者不需要經驗事實為前提，

而後者涉及且依賴宇宙中的存在，那麼後者作為經驗層次的認識對象如何返回直

                                                 
144 胡塞爾，〈純粹現象學及其研究領域和方法〉，選自《胡塞爾選集》上卷，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倪梁康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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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其先天體驗之來源，即解決所有對象先天的問題？ 

 
我們在此要區別「現象」（phenomena）與「客體」（Object）兩個概念。如

果是一實在的意識或經驗意識，那麼它的對象是有關自然客體，這個客體是真實

地、具體地存在著。所有自然客體可以是未被意識的對象，即使它們在意識中被

設定為實在，以一種未被意識的客體現象之意義，在認識過程中認識了這種“外

在＂客體。客體並不是意識體驗或在其內在內容的對象。也就是說，客體是具體

地“外在＂對象，意識客體對象那麼在意識中設定為實在，或者設定為如果未被

意識之下也作為客體意義存在。因此，對客體的意識是客觀的或超越的經驗。 

 
而現象意指著有關直觀的意識本身具有的某種內容。對象在個別的直觀中的

被給予方式是不斷變化的，例如對象在或近或遠、從上而下、從右到左地看或觀

察，現象流動地改變。另外，在各種不同現象的表現中，在內在意識中貫穿著一

個統一的現象。在意識的所有對象，胡塞爾以「現象」代表所有意識種類在其中

所表現出來的內容，現象可以指感知、回憶、幻想、圖像、思考等各種意識種類

所意指的對象，現象學對它們的特徵進行研究。作為意識對象之現象作為非實在

意義作為相當重要的指標，這關乎到純粹意識能否成立。因此現在這個脈絡之下

胡塞爾提出一現象學的方法「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這是

一種「純粹性」的方法，避免了客觀實在入侵到意識領域中。我們了解到由於實

在意識，整個自然界成為被給予我們的實存，因此我們要排除這種實在意識。於

是我們不接受任何客觀性的信念為了使純粹意識保持著它的純粹性。如此，整個

物質自然界的實在就被排除於外，相同地，所有的肉體的實在也被排除於外，包

括著我這個認識者肉體的實在。我們要對所有客觀實在進行徹底方法的排除。排

斥了任何可能的經驗實在，這時留下來的即是被給予的經驗現象。總結來說，在

對所有客觀實在進行徹底的、方法上的排除之後，剩餘下來的是什麼？剩餘給我

們的是在被反思的目光所把握的那個世界的「現象」。而原來的客觀性不能再是

客觀實在，而僅僅只能是看成現象之意義，於是停留在經驗現象的主觀領域之

中，我們要徹底一貫從這裡出發，再回溯特定屬於它們的意識方式。 

 
但是即使排除了實在領域而還原到現象之中，但是我們的經驗對象不是涉及

了實在領域嗎？我們知覺到的桌子涉及到具體實在的桌子，這不同於觀念對象如

數字 1 而無所謂的具體實在 1 的存在，它們並不依賴任何實在的事實，那麼所有

的意識對象如何都屬於先天領域？我們是通過意識行為對實在事物「提取」，所

謂的涉及實在的經驗對象其實受到意識地合於目的的處理、重新排列或重新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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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就是說，我們所具有的並非實在對象，它們是通過意識行為構成的產物。 

 
胡塞爾在《危機》中論及了現象學的方法，不過仍不斷強調作為內在性的現

象避免因任何可能的誤解造成心理領域的不純粹性。由於歷經一番努力但仍出現

阻礙於其中，因此我們過程中得不斷地破除誤解與釐清，才能走在真正理解的道

路上。現象學懸擱方法忽略了世間化的對象留心於現象層面不同於科學心理學式

的「抽象作用」。他認為現象學方法作為一種純粹化的方法能對存在作抽離處理，

而找出真正純粹心理的領域。懸擱方法排除了一切存在設定的可能，那麼留下的

唯有真正主觀的現象，即純粹現象學的經驗。在此純粹心理領域出發點上是相當

重要的，心理學的研究對象要是真正的心理或心靈，近代心理學以來總是容易誤

解為與自然相關的事物，且我們要小心任何前見的可能作用，而從頭到尾都要忠

於追求純粹現象學的經驗。胡塞爾：「不要陷入到客觀科學觀點中去，牢牢把握

住純粹的現象。」145接著我們再理解現象的內在性的意義，以桌子知覺的例子中，

我知覺著桌子，當我移動不同的角度看著它，它就以不同的形狀（正方形、平行

四邊形、梯形）呈現給我；而隨著遠近的改變，它的大小也跟著不同。那麼，我

所具有的是在某個面相、角度或方位的被知覺的桌子；被知覺的桌子以知覺的顯

現來呈現自身。「關於一棵樹本身，人們可以說它被燒毀，而一棵被知覺到的樹，

則不會被燒毀，也就是說，這對一棵被知覺到的樹這樣說是荒謬的。」146按照胡

塞爾所舉的樹例子可以相同地了解，被知覺的桌子並不是桌子本身，如果作為意

向對象的桌子當成是外在的桌子的話，那就是將意識中的桌子當作是可以被燒

毀，那麼是荒謬的。在此強調「意向關係」147與「實在關係」的可能混淆。如果

人透過意識行為（視為人的屬性，就像物體性具有的實在屬性）與世界中的實在

物如房子、桌子等等發生關係。那麼，意向性就意味著人與實在物之間的「實在

關係」，此素樸性意識生活的描述逾越了心理學的領域。「心理學家－只要他保持

在純粹描述的範圍內－能具有的唯一直接對象，就是自我主觀以及在種自我主觀

本身中可以經驗到它內在固有的東西。」148為了揭示與限制於心理學或主觀的領

域之中，心理學家必須實行胡塞爾所宣稱的「現象學心理學還原」

（phenomenological-psychological reduction）之心理學的方法，才能達到「描述

心理學」真正的主題。149 
                                                 
145選自〈純粹現象學及其研究領域和方法〉（《胡塞爾選集》兩卷本，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

倪梁康選編，上卷），第 162 頁。 
146Crisis, P242.  
147此意向對象（不同方式的顯現）是屬於意識行為的，即透過意識行為對象被意指和被意向著。

作為行為的相關項和意義的意向對象屬於意識行為。意識的意向性表達的即是行為和它意識對象

之間的交互關係，而作為行為相關項的意識對象無法與意識行為區分。 
148 Crisis, P242. 
149在這裡我們還並未區別現象學心理學還原與超驗還原的兩層次。主要脈絡鋪陳要了解到一門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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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反思作為內在直觀而對體驗進行描述，這是一種以內在經驗為基礎的心理

學。而原本的客觀性將被理解為「意識相關物」，即可以根據它們的意識體驗和

意識關聯的什麼和如何來把握到的現象。如此，自然界的事物、人與人的團體、

社會的形式和構成、詩與畫的創作、藝術作品等等都可以成為現象學研究的意識

相關物。那麼，指的是在意識之中作為意識主體所構造出來的客觀性對象。當客

觀存在的意義轉換成經驗現象或意識相關項，回溯到意識相關項所對應的意識體

驗，那麼所提出的問題或所關注的視野即是「現象如何被意識主體構造」。現象

學之研究課題即為經過現象學的還原方法將任何一種理論的、評判的、實踐的意

識以及所有在這樣的意識中被構造的客觀性。 

 
我們先導的理解從《邏輯研究》中之邏輯之先天對象出發，返回至相應之先

天之心理體驗。接著從邏輯對象再擴展到所有的現象對象，為了要說明所有對象

成為純粹之對象，因此也帶出了現象學對於實在排除的方法，使得一門純粹現象

學成為可能。 

 

7. 意識結構之先導 

    接著我們需要一步步更深入地再理解意識結構之內涵。首先，要區別在反思

自身經驗中的直接給予性中我們所發現的並不是傳統心理學的感覺材料，如顏色

材料、聲音材料以及其他的感覺的材料或感情材料、意志材料等等。我們所發現

的是「意向行為」（acts），以合適的方式表達可以說“我知覺到一棵樹、我聽到

它葉子沙沙聲、我回憶起我孩童時代、我擔心我的朋友生病＂等等，這是對某物

的意識行為，即「意識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 

 
我們再次說明意向性之結構： 

I. 感性質素：在意識流之中作為在具體體驗的組成成分，為一種意向性的載者，

而不具有意向性的特性。胡塞爾使用「初級內容」、「感覺內容」、「材料」的概念

表示，例如有：顏色感覺材料、觸覺材料、聲音材料等等呈現於體驗中的內容。 

II. 意向性形態：在概念上胡塞爾一開始使用形態，而之後採以 noesis 一詞取代

                                                                                                                                            
粹意識心理學為何要運用現象學方法將實在排除之意義。在此我們看到的是例如即使在《觀念 I》
中也並再分別出現象學心理學還原，而再之後的文本如《危機》中產生了一中間領域「現象學心

理學」，目前先導上的了解簡單地論述兩者的異同點，相同的是都強調在意識中實在性的排除，

避免純粹意識的實在化的可能，不過不同點胡塞爾加入了一個中間地帶「現象學心理學」，即還

未達到真正「純粹心理學」的層次。目前還無法看清胡塞爾為何又區別了一個現象學心理學的還

原，暫時只強調對於實在性排除一點上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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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或者是「理解」。它是「使質料形成為意向體驗和帶出意向性特性的東西」150，

也就是作用在感性因素之上，有一個「激活」、「給予意義」的層次，即意識活動

賦予雜多的感覺材料一個意義，將它們統攝為一個意識對象的功能；將諸感覺材

料（各種顏色、長度、硬度等等的感覺）理解為一個對象；我們是通過這兩者知

覺到外在對象。 

III. 意向對象：意向對象作為意向作用的真實組成成份。「由於它的意向作用因

素，每一種意向體驗恰恰是意向作用；其本質在自身中包含像“意義＂或可能的

多重意義的東西，在它的意義給予的基礎上且同樣地實施功能，這些功能正因此

意義給與作用而成為“有意義的＂」151。 我們無法單就意向對象談論，而需從

意向作用來引入意向對象，從意向作用或體驗的分析中找出其部份與因素，因而

發現在意向作用中包含了意義；或者，由於意向作用的功能的發揮而賦予意義。  

 
    意向對象是意識活動在感覺與料上賦予意義。感覺質料指的是視覺或其他感

覺等的內容，它表象或表徵其它東西。不過這些感覺質料表象什麼東西？這就由

我們對於它們如何的理解，同一個顏色的白的感覺可以表徵衣服的白，也可以表

徵天空中白雲的白。我們可以理解感覺質料與所謂的理解或活化是我內在世界的

一部份，而意識結構上通常以「意識行為－意識對象」的方式表示。這樣的結構

反映了意識的意向性（構造）能力及其結果，意向性不只是意味著「朝向性」，

而且還意味著「創造性」。 

 

8.「現象學心理學」與「超驗現象學」之前導 

由以上的鋪陳可以了解到一門先天層次的心理學或現象學的可能，重點排除

一切可能的實在性，由純粹內在經驗開始溯往至先天體驗，作為認識論之解釋基

礎。因著現象學開始是以超驗或認識問題為出發點，那麼為何在達到超驗現象學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的路途中會分離出一門現象學心理學？筆者試

圖地作一番可能性的說明，首先根據〈現象學心理學和超驗現象學〉152一文中胡

塞爾對於純粹心理學作一番哲學史的回顧，說明了心理學的發展並不是本身之目

的的研究產生，而是為了解決在哲學之認識論問題而來，特別是追溯到洛克之心

理主義（psychologism）153。心理學的開端是從心理學之外的興趣即「超驗興趣」

                                                 
150 Ideas I, P 205. 
151 Ideas I, P 213 
152 選自《胡塞爾選集》之兩卷本，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倪梁康選編，上卷，第 162 頁。 
153 首先可被用來標識在唯心主義之後十九世紀的某些哲學立場，這些哲學立場早在作為個別科

學心理學建立之前便主張，心理學的任務就在於：為其他的科學奠定基礎。心理主義的概念可以

被普遍地運用並且涉及各個不同實事領域：形而上學、認識論、邏輯學、倫理學、美學(廣義上

的心理主義)。但它也可以被用來指某個邏輯學的觀點（邏輯心理主義，狹義上的心理主義）。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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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zendentales Interesse）154，也就是說，根本上是為了超驗研究之目的，只

是到了洛克成為了心理學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地理解知識論上超驗問題與解

決，意外地與心理學相逢，如此心理學與超驗哲學在歷史上有著顯注的關係。那

麼相似地，現象學的發展也是由超驗問題作為開端，如此一門超驗哲學理當先形

成，但為何會出現心理學的問題？胡塞爾反對心理主義，但也反對完全脫離心理

學方式最後陷入空泛的論證之中，在《危機》中指出超驗論哲學與心理學災難性

分離，哲學的討論成為一種神化式概念構造。155胡塞爾仍是認為要求助於心理

學，心理學仍作為超越論哲學的中介性工作，但這不是經驗主義心理學而是經過

改造後作為關於心靈存在的普遍科學，如此改造後的心理學必然導致「超驗論主

觀性科學」（science of 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再轉變為「普遍超驗論哲學」

（universal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156由此看來，超驗問題的解決必須要通過

一門「純粹心理學」或「現象學心理學」才可能。並不是在構成超驗哲學的過程

中由於不徹底懸擱之故而才分離出一門現象學心理學，而是此心理學作為達成的

重要媒介，並且作為一門獨立的心理學學門。超驗哲學與心理學在胡塞爾哲學中

是密不可分，甚至可以是二者為一，胡塞爾：「任何真正的且純粹認識心理學可

以轉變為超驗心理學（即使它本身並不是一門超驗理論），反之一門真正的超驗

認識論（即使它本身也不是一門心理學）也可轉變為一門純粹的心理學。」157心

理學與超驗哲學雖層次上不同，但兩者可以互為轉換。 

 
現象學心理學與超驗哲學彼此關係緊密，沒有心理學地直觀我們的意識體驗

又如何解釋吾人理性之問題，但是為何胡塞爾又要區別兩者？我們得分別地探

討，且針對方法上不同區別現象學心理學與超驗哲學。 

 
現象學心理學要透過「現象學心理學還原」才能達到其主題。在我們進行一

般的知覺時如“桌子在這裡＂，在當下直接的經驗就持有一種存在的確信涉入其

中，那麼在實際的知覺經驗所描述的直接被給予，其實都會超出了主觀純粹固有

本質的東西。在自然的知覺經驗中我擁有的只是外在物體，而不具有純粹的心

理，那麼只有進行「特殊的」（particular）的懸擱方法才能捕獲這種主體純粹固

有本質的東西。這就是進行對有效性的懸擱，也就是在知覺的過程中我們不能實

                                                                                                                                            
考倪梁康《胡塞爾現象學概念通釋》北京：三聯，1999，心理主義條目。 
154 在胡塞爾那指的是人類本身所具有的朝向超驗哲學的意向，它是人類最高和最終的興趣。參

考倪梁康《胡塞爾現象學概念通釋》超驗興趣條目。 
155 Crisis,§57. 
156 Ibid. 
157 選自〈現象學心理學和超驗現象學〉1927（《胡塞爾選集》兩卷本，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

倪梁康選編，上卷），第 3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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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有效性，要對它採以一種克制的態度。如此，對於知覺對象是存在還是非存在，

還是進行知覺的人抑或我這心理學家是否搞錯都不重要了，這些東西都不可以進

入知覺的心理學描述之中。心理學家所採以對於他的主體心理生活一種「無興趣

的觀察者」（disinterested spectator）的態度。換言之，心理學家只能且僅僅與活

生生經驗的意向對象交涉，意向對象作為心理學家研究的主題與範圍。心理學家

把純粹心理學當作是目標時決不允許有效性地作用，也就是在進行研究時決不可

採取任何有效性或具有自己的立場。如果他違背這一點，那麼，意向性固有的內

在關聯立即就產生出實在關聯。 

 
由於心理學家的角色主要在於他的意圖在於提出純粹經驗領域和經驗判斷

領域的「心靈主體性」，於是我作為心理學家，必須將存在著的世界判為無效，

在現象學判斷過程中放棄任何一個與世界有關的信仰。但現象學心理學為何仍是

在自然態度之中，由於是以在這世界中的研究者之心理學家的身份與角色在進行

還原，如此純粹的心理方面仍是存在於時間空間之中存在著的「人和動物之純粹

心靈」，也就是我作為一心理學家將一切實在設定排除，我只留心於自己的心靈

領域中，以我自己為純粹心理學的課題，忠實描繪著我這個研究者的意識活動及

其對象。而這樣的反思直觀自己的內在心靈，世界的統覺都會潛在地進行或至始

至終都不斷在進行，即心理學家之內在心靈統覺地成為世界性的課題，如此揭示

的是被統覺的以世界形式中的心理物。但這仍是站在實證的基礎之上成為一門實

證性的心理學，這仍是「超驗素樸性」的。因此，即使經過還原後的純粹心理現

象是純粹的，但它仍是具有世界實在事實的存在意義。現象學心理學還原作為一

種特殊的懸擱雖然排除了在反思中所有存在性，但是於心理學家自己並沒有置入

括號。從超驗的標準來看，這樣的現象學心理學的還原不是真正的超驗還原。158 

 
    而哲學家的任務追求哲學的基礎、解決超驗的問題，因此意識主體作為一切

存在之源泉，世界的存在也只是由於我的經驗生和思維生活，一開始就必須回溯

到純粹生活上。在現象學心理學層次中仍設定存在著和可能的世界為前提，都徹

底被懸擱起來，不只是對世界進行普遍懸擱，並且也要將心理學家和他的心靈及

任何可能以世界形式中心靈放入括號，不作任何超越的統攝。「在還原裡，有一

                                                 
158 雖然說現象學心理學作為超驗現象學的前階段，不過就由超驗現象學層次來看，區別出現象

學心理學即區別出懸擱程度的不同，為了達成徹底性的普遍懸擱，則必須嚴格將任何具有自然的

可能排除。而回到心物二元論問題，則放在超驗現象學或哲學的層次上，在《危機》中展現的超

驗現象學內容不同於在《Ideas I》之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雖然它們都是在超驗的意義上來

看，因此二元論的解決將又是另一理論風貌。本論文之心物二元論是在《Ideas I》上的解決上來

談，而由於篇幅的限制，《危機》的部份只詮釋與整理超驗現象學的部分，而心物二元論仍可再

延伸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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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嚴格地『顛覆』（Umsturz），意識甚至不再是人的，斷絕一切與經驗、自然人

的我以及其心理狀態的關係。」159如此超驗現象學家所具有的自我不是心靈，而

是「超驗的純粹自我」，一種為此世界的主體，作為對我來說超越有效的絕對前

提，世界成為被我如此設定，對我如此顯現、被我相信、判斷等等的存在也成為

了現象。里克爾：「克服自己作為一個人之後，純粹主體開啟了現象學」。160 

 
而現象學心理學與超驗現象學兩者可說是「內容」相同，但「意義」不同。

在內容上同為關於意向性而揭示的能識與所識結構；但意義上的不同，雖都是排

除了實在性的設定，但經由「心理學的還原」則為心理學的現象及其心靈的自我

（在世界中存在著的自我），而經由「超驗還原」則成為超驗的現象及其超驗自

我（作為「先於」一切世界存在的絕對），後者擺脫了世界實在之心靈意義的超

驗經驗，但並沒有損失純粹心靈（即純粹心理學之物）固有本質內容。 

 
胡塞爾為何要區別兩意義上的差別？由於哲學家之任務根據之超驗興趣而

來，超驗或認識問題必須作為徹底排除經驗層次，超驗與經驗兩層次必須嚴格被

劃別開來而避免落於心理主義之困境並且超驗哲學成為一切哲學認識的唯一基

礎。胡塞爾認為這樣「細微意義」的改變具有巨大的意義且對一切哲學有著決定

性的作用。這樣的分別胡塞爾於〈超驗哲學的建構〉161指出超驗現象學與現象學

心理學各自獨立，誰也不依賴誰，我們可由兩種方式來了解。一是通過超驗還原

直接研究超驗現象學而不與心理學發生關係，如《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

念》所依循的道路；另外一方面，從一門實證科學意義的心理學出發，而不涉及

所有超驗哲學的興趣，即建構一門本質的現象學心理學、純粹內在心理學或在自

然實證性上的純粹意向心理學。162 

 
而兩者內容相同上，我們可以理解以上所論及的心理學作為超越哲學之中

介，純粹心理學關於對自我的內在反省，揭示心靈之意向性本質的具體內容，作

為理解超驗問題或者超驗哲學的具體內容。甚至，統覺的方法才能夠揭示意識具

體的內容，即使帶有世界性於其中，而超驗還原抑制了任何統覺作用，它必須藉

由心理學研究的幫助。因此由心理學角度來說是作為超驗現象學的預備或前階

                                                 
159 CM, §11,25. 
160 Paul Ricoeur, Husserl.：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Edward G. Ballard＆Lester Embree, 
Evanston [Ill.]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6. 
161選自〈超驗哲學的建構〉，1928，（《胡塞爾選集》兩卷本，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倪梁康選

編，上卷）。譯自：E. Husserl, “Amsterdamer Vortraege＂, in： HUSSERLIANA Bd.IX, 
“Phae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Den Haag 1968. 
162 不過，胡塞爾的立場似乎前後不一致，在後來的《危機》中提出現象學心理學仍需經由超驗

還原的過程，以下我們會再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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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由超驗現象學的角度需要一門心理學的提供助益。心理學與超驗哲學雖然在

層次上不同，但兩者因相同的內容（即平行關係）而可以互為轉換。「純粹心靈

王國得到系統闡述，那麼人們就蘊含地並且在內在容上具有與超驗領域相平行的

內容。」163或者，可以反過來由超驗態度返回到自然心理學的態度。可以採以態

度轉換，在自然態度之中就成為一門實證科學的心理學，而在超驗態度中就被理

解為一種哲學科學的超驗現象學。心理學可以作觀點的改變將超驗現象學理解為

純粹心理學。 

 

9. 「現象學心理學」作為一門獨立之心理學 

    本章節的任務之一在於心理學的層次之上，從實際對心靈大腦化出發而延伸

出精神病治療上的反省，無論問題能思考到什麼深度，但定位在心理學的目的是

很明顯的，並非追求哲學上建構一切哲學的基礎的科學。由於唯物主義當道將世

間中所有物質或非物質的東西都以自然科學方式處理，心理學的科學化使得一切

人類的行為包含意識行為的解釋都成為生理物理的過程。那麼，心理學成為了自

然物理學思考的延續。即使從布倫塔諾提出一門描述心理學，同樣反對著物理生

理方法來對待心靈的研究並且提出了心理學有著自身本質的方法，但是這樣的心

理學仍無法作為一門真正的獨立科學，因為仍要求一種與描述並列的說明的心理

學。或者心理學家即使運用了現象學懸擱方法還原到主觀領域之中，但數百年之

來的傳統思想習慣仍還在起著作用，使得這些心理學仍以物體的自然科學為先決

條件，也就是先預設了一自然科學地物質存在的世界，那麼心理學仍以心理生理

學方式研究著，或者把描述的心理學作為說明的心理生理心理學的準備階段。那

麼，一門徹底擺脫心理物理科學影響之下的獨立心理學即「純粹現象學心理學」

（purely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如何為可能？即胡塞爾如何建構一門不在

自然科學之上的真正心理學？我們將討論《危機》與〈現象學－不列顛大百科全

書條目〉之現象學心理學。 

 

9.1〈現象學－不列顛大百科全書條目〉之現象學心理學
164
 

〈現象學－不列顛大百科全書條目〉這篇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討論純

                                                 
163選自〈現象學心理學和超驗現象學〉，1927，（《胡塞爾選集》兩卷本，上海三聯書店，1997 年，

倪梁康選編，上卷），第 340 頁。 
164 〈現象學－不列顛大百科全書條目〉（1927）倪梁康譯（譯自德文版《胡塞爾全集》第九卷《現

象學心理學）》），編錄於倪梁康選編《胡塞爾選集》，上海三聯書店，1996 年。英文書目 
“Phenomenology＂for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Richard E. Palmer（tran.）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2（1971）：77-90.這篇文章後來被稱為「阿姆斯特丹演講」（Amsterdamer 
Vorträ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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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現象學心理學的研究，討論其研究主題、方法和作用。第二部分處理現象學心

理學和超驗心現象學的關係。第三部分對於在「絕對基礎中」作為普遍且根本的

科學之超越現象學來談。本節由於在思考一門心理學的目的因而主軸放在第一部

分的了解上。 

 
胡塞爾首先指出有一門與純粹物理學平行的「純粹心理學」（pure 

psychology）或「純粹現象學心理學」（pur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的可

能性，如果說純粹物理學是涉及自然現象的本質和先天層面，那麼純粹心理學即

涉及心理現象的本質和先天層面。不過，這樣的心理學不可能是經驗心理學

（empirical psychology）由於它也研究心理物理和物理的領域。因此，一門純粹

心理學將根據心理物之固有本質而得到心理物基本概念，我們要以最直接的經驗

來澄清心理物，即作為純粹心理學課題的心理物的純粹體驗。一開始是具體地展

示這純粹心理的東西。 

 
我們由一個切面來看－反思朝向我們的心理物，因此主觀體驗作為現象呈現

出來。例如：我反思我在「看」一枝筆。當我在反思時，我不是焦點聚集在一枝

筆上也非把握關於這隻筆的對象，而是我看到我在進行「看」的作用進行對一枝

筆的注視，這一枝筆也在我的意識之中展現；作為「看」的作用以一種作為現象

的主體體驗呈現出來。我們針對這些體驗現象的考察發覺它們的本質特徵為「意

向性」或「朝向」；體驗作為「意向的」體驗，即關於某物的意識或現象；關於

各種對象如思想、計劃、決定、希望等等的意識或現象，心理體驗就具有一種相

對性，如知覺某物、回憶或思考某物、判斷某物、害怕某物等等。可以說，當我

們進行反思時，體驗和對象都成為在我意識流之中的現象，例如我反思到“我相

信上帝的存在＂，“我相信＂與“上帝的存在＂都在相同性質中被我反思到。如

此塞爾解釋一門稱之為「現象學心理學」的名稱的形成，即這些心理體驗或心理

學領域都與現象有相關，反思下現象式之心理學。而我們可以延伸地理解為以現

象學觀點和方法研究的心理學。 

 
    另一個切面，由現象學還原方法步入，以留下真正心理學之內在經驗開始。

首先整個任務的開始得採用「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以達

成「現象學心理學」的真正主題。胡塞爾說：「這種現象學還原的方法是純粹心

理學的基本方法，是現象學心理學所具有的特殊理論方法的前提。」165 在此階

段的懸擱是針對有效性的懸擱，也就是我不再像日常的態度直接進行某種確信或

                                                 
165 Ibid., P81.  



 78

判斷，於是過去呈現給我的世界都成為流動的現象，而發現意向性的結構。作為

意向對象的現象離不開意識活動而來，即一種「純粹意向關聯」（purely intentional 

nexus）。在此層次是特殊的懸擱，所揭示的是個別心靈的意向的意向性，因此我

們可看見心靈真正的主題為「意向性」。 

 
這裡涉及到了一門徹底擺脫心理物理科學影響之下的純粹心理學的構成，以

及理為什麼布倫塔諾揭示了意向性但卻沒有形成一門純粹的現象學心理學。一切

開端都作為關鍵決定了之後整體的發展，現象學心理學更是如此，胡塞爾耳提面

命地強調避免內在性涉及到自然的成份。說明了形成真正純粹自身經驗之困難的

原因在於心理學家的內在自身經驗與外在經驗、外在實在物、心理實在物的相互

混淆，166也就是說，實行了的客觀存在的設定，在判斷之中的存在世界的涉入。

如果內在之物不夠純粹而與外在物混淆或內在物作為具有實在性的心理，因此心

理研究將受到自然科學或物理學方法上的轉移，也就是心理研究的科學化。因此

現象學家應該採用現象學的方法徹底的懸擱，排除一切可能的實在設定，如此對

象不作為存在於世界的客觀意義，而是屬於內在體驗中的意向對象之現象。我們

只把握現象學反思下在意識中所提供給我們的東西，把握真正自明性的東西，我

們的焦點僅僅集中在這樣的現象學經驗上，而無須注意任何可能在這經驗中表現

為現實性的東西。也就是將存在著的世界被排除於外，取代的是被意識到的世界

或括號中的世界（被感知、被回憶、被思考的）或各種類型意識的意義。接著再

從非實在地內在於意識中的對象回溯到與此其相關的意向體驗上，於是我們了解

到透過或在這不同的意向體驗之中意識到某物，這即是心理學家的純粹自身經

驗。167現象學還原揭示了心理學真正的研究領域，對於意向對象之堅持，也轉而

注意不同的意識活動的研究與分析，透過在這些行為中，自我意識到某些事物。

於是在自然態度之下的實在的人或動物被還原為一個純粹心理生活。 

     
在此我們稍作停留了解，原本自然觀點之下將物體經驗化歸於外在經驗，經

由懸擱之後還原成與意識相關連的「意向對象」或「現象」；等於說成為「真正

的內在經驗」（true inner experience），因此被歸為純粹心理之物、心理學的經驗；

也就是說原本客觀意義的生活世界轉化為主觀的心理意義。因著胡塞爾在此提出

                                                 
166 混淆的基礎以上以客觀時間性和內在時間性之間視為一致。客觀時間是客觀實在的「外延」

（extensional）形式。內在時間性的意向分析以川流不息之流的譬喻呈現。物理學的概念－特性、

整體、部分、連結、原因等都在實在自然之中找到基礎，要在心理學的領域使用這些概念，這些

物理概念只是空洞的語言。 
167現象學的經驗作為是自我的經驗，所有我們經驗心理的方式在直接自我經驗中發現它們的根

基。在現象學中純粹自我經驗的方法，徹底進行現象學自我揭露（thorough –going 
phenomenological self-revelation）。參考 Joesph J. Kockelmans. （1967）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Duquesne University, 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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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倫塔諾的意向性心理學無法成為現象學心理學的困難在於模糊了自身經驗與

外在經驗，而在此要達成一門獨立的心理學有何意義？所有客觀科學都是建立在

世界客觀存在的信念之上，即經驗世界為一獨立存在的世界。不過，胡塞爾還原

至意向性結構就回到客觀設定之前，如此從意識中的呈現出發的現象學基本上就

擺脫了的科學引導，也就是回到客觀科學預設之前。如此現象學心理學就並非在

客觀科學的前提之下的發現成就，並且不是如同經驗心理學成為自然科學觀點的

邏輯延續，因而不依賴自然科學又以自己的描述方法達成了一獨立的學門。 

 
接著我們繼續進行下去，研究者從意識相關項出發不只是直接對它們進行觀

察和描述，也不只是回溯到相應的意識體驗上探討它的特性、屬性和部份，如此

關於被隱藏起來但仍然持續發揮作用的意識仍未被揭露。我們將反思的目光深入

到「匿名的」（anonym）的意識作用之中，意識是對它所意指的對象進行意指

（mean），這樣的被意指的東西比起在一瞬間的顯現所呈現出來的東西更多。當

我看到眼前的桌子，其實那一迅速的當下桌子只以一面的方式呈現給我，我只看

到像平行四邊行的桌面及似乎是不規則的桌腳，但是我所得到的是「桌子」之統

一意義。那些多出的東西是怎麼回事？於是我發現了原來我的意識暗暗地作用

著，相對於那瞬間的意識它總是超出了自身。還要分析意向行為的多種樣式及綜

合的統一性，如對一個對象的感知之現象學反思分析，我們可以用不同的知覺方

式（看、觸、聽等）知覺同一個對象，也可以對相同的對象隨著方位的改變，各

種不同的遠近或角度來看著它，在我意識中具有的是顯現之流的變化，每一時刻

從未有重覆，但我的對象不因流動而散亂，對象仍是同一的（identity），於是我

發現了意識具有綜合的作用構造同一性的對象。無論意識如何地流動，它們並不

是隨意的仍始終束縛於某種結構類型。 

 
如此關於「意向分析」解說意向活動與意向對象之過程，在這個解說中我們

將要延伸出綜合的不同形式，而特別是時間的綜合。我們仍是要注意這些都是在

現象學懸擱和還原中所進行的描述，一種是意識活動與對象之間的意向關係。由

先被給予的對象作為主導線索回指到對它進行的雜多的意性向中，揭示意識總是

朝向著對象。接著深入於潛在的意向分析之中，揭示意識隱含的綜合地意識作

用。胡塞爾提到一門心理之普遍任務：系統地研究意向體驗的、意向體今可能變

化的、意向體驗向新型態的、意向體驗結構構成的典型形態，從這裡出發而達到

的體驗的總體、心靈生活的總類型的認識。168 

 

                                                 
168“Phenomenology＂for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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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分析最初的目標是純粹自我的描述現象學，這樣的現象學之後必須擴展

構成一門「互為主體性」或「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現象學。「現象

學心理學的觀念是包含在整個產生於自身經驗以及產生於奠基於自身經驗上的

他者（other）經驗的任務範圍中。」169而如果只是心理學家在作懸擱還原到自

身經驗上，那是否只是一種個別性的內在經驗？因此還要進行的是他人的懸擱進

行，只要他人可以進行意識活動和意識對象的描述，那麼就可以將還原的方法從

自身經驗移到他者經驗上來。在所有人共同的意識經驗不只是還原到個別的意識

領域而且是還原到共同生活的統一性（the unity of the community life），這是在現

象學純粹性中將所有意識領域連結在一起的共同生活統一性。也就是說，所有人

的自身內在意識經驗連結在一起的共同生活之統一性。內在經驗因此得到了擴

充，現象學心理學也就包含了自身經驗以及以自身經驗為基礎的他者的經驗。 

 
胡塞爾接著說明了現象學心理學作為一門「本質現象學」，這裡涉及到本質

直觀（eidetic intuition）之方法或本質還原（eidetic reduction），所進行的方法我

們不只是把握一般的意識對象或意識對象本質，而是主要把握意識體驗之本質，

一種內在本質的把握，即本質直觀的反思把握心理本質結構或不變的（invariant）

結構體系。這裡提到現象學還原與本質還原的順序，一開始現象學還原開啟內在

經驗之現象的道路，接著在這個經驗上進行本質還原揭示純粹心靈領域的不變本

質形態。如此，現象學心理學首先經由現象學的還原關注於純粹心理的領域，並

藉著意向分析與本質直觀的方法而獲得不同形態的心理本質的洞察。 

 
我們於此理解到心理學家執行了現象學還原（現象學心理學的還原）排除了

一切客觀或實在性的設定，只留心於自己的心靈領域中，以我自己為純粹心理學

的課題，忠實描繪著我這個研究者的意識活動及其對象，因此這個層面上我們說

現象學心理學屬於純粹的科學。但是由於他並沒有將他自己也放入括號自我仍是

在自然世界之中，他的研究對象理解為是他的或人的心理，如此現象學心理學仍

是一門站在實證的基礎之上成為一門實證性的心理學，這是超驗素樸性的。 

 

9.2《危機》之現象學心理學 

胡塞爾在《危機》中所強調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意義，生活世界

的經驗優先於科學世界的經驗，科學世界必須回到生活世界才具有意義，生活世

界作為意義的來源，所有知識的根基和基礎。心理學的研究也必須面向、回歸到

                                                 
16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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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胡塞爾：「每個實證科學，包括心理學，必須從日常實際生活世界的

層次開始。」170心理學家不該只是在實驗室中研究高度抽象的心理現象而應發掘

生活世界中的心理現象之豐富之意義。由於主流心理學之實驗者在高度精確的情

境中對被試者的心理或行為進行觀察，測量和統計分析，而後建構分裂式的概念

來解釋被試者的經驗（以科學的語言表達）。他們即使取得了重要的成就但一味

追求自然科學的研究取向（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觀念和預設等）而無法提供與

心理學對象完全合適的合法性的說明，即主流心理學預設心理學研究的實驗、還

原、實證和量化的任務，心理學的研究主題限制在可測量的範圍之內，操作上強

調從心理現象整體中孤立出變量，而後進行觀察、問卷、實驗、統計、分析和作

結論。如此一步步地抽象遠離了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顯現的心理現象。心理學並沒

有意識到心理現象起源，受到預先前見的影響在發展的過程中一開始就不是建立

在它原本應該建立的原初現象上，而是建立在二手或派生的且可受到自然科學解

釋的現象。這樣的心理學總是以生物或物理學的解釋原則及思維方式得到實現。

心理學的根基並不是生活世界而是其他的科學。 

 
以生活世界作為心理學研究的出發點，要返回到生活世界中找尋心靈原有的

意義，可以說回到心靈事物本身，這樣的要求即是每種科學的基本概念和方法論

必須嚴格與它的研究對象基本性質相對應，那麼在自然科學態度中的自然實在的

心靈，回到生活世界就擺脫了自然科學態度對心理學的完全地占據，即心不等於

物無法以處理物相同的自然科學方法行之。心理學家重點描述生活世界中屬於心

靈的東西。一旦這樣做，我們的心理經驗不但包括身心為一體的研究，如同我們

曾經分析過的，且也包括被狹窄自然科學所排除的價值、美學和倫理的方面。 

 
接著，關於心理學研究如以上所曾提及的關於意識領域的探討，只是不過易

於使用內在經驗與外在經驗的傳統區分。布論塔諾雖然發展一門描述心理學，但

仍然區別了心理現象與物理現象，胡塞爾認為這仍然是在二元論的前提下而來的

劃分。也就是說，我對於對象的外在經驗如石頭、河流或花朵，及我對我自己內

在感覺或思維的內在經驗是不同的，如此在二元論之框架下區別了兩個層次，心

理學以「內部經驗」（internal experience）為基礎建立，物理學則依賴於「外部

經驗」（external experience）。不過胡塞爾企圖抹去了內外經驗的劃界，他說：「為

什麼經驗－它將這個生活世界作為經驗現實地呈現出來，特別是在知覺的原始樣

式中將純粹物體的東西呈現出來－不被稱作為心理學的經驗，而是在一種所謂的

                                                 
170 Crisis,§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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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理學經驗對比中被稱作外經驗？」171而我們要問，內在經驗屬於心理學的經

驗容易理解，而主要在於對於歸於物理學之外在經驗為何成為了心理學的經驗？

Joseph J. Kockelmans 指出這兩種意識行為的類型都是活生生的經驗，這是為什

麼兩者經驗類型都屬於心理學的主題。172我們試圖地說明胡塞爾將內經驗與外經

驗的區別打破，將外經驗納入在於經驗之中。由於在我們知覺的流動的對象作為

意識相關項屬於意識而不是世界中的實在物，或流動的生活世界於內在世界之中

作為直接給予的心理現象，而不是客觀存在。透過意識行為對象才可能被呈現、

被意指或被意向，因此作為行為的意向對象。那麼，雖然是對外在的經驗但在現

象學領域成為「意識對象」之意義而屬於心理學的範圍。例如：一個研究知覺行

為的心理學家，仍然必須不斷地面對這個對象，當它在實際知覺中顯現時，他所

關心的是「意向對象」，而不去問對象實際存在的問題，一旦將被經驗的相關項

當成是實在物時，那麼他就脫離了心理學研究的領域。總結來說，將外在經驗納

入在內在心理學的經驗，即將原本實在的自然還原為屬於意識的意識相關，心理

學的領域固守於意識活動與意識對象的結構中，而不可能涉及實在物。173 

 
在《危機》中現象學心理學要透過「現象學心理學還原」才能達到其主題，

即進行「特殊的」（particular）的懸擱方法才能捕獲這種主體純粹固有本質的東

西。但是胡塞爾又指出現象學心理學階段的還原還未達到真正描述心理學、純粹

自身封閉的領域、純粹心靈。因此要實行「普遍的懸擱」（universal epochè）－

即，心理學家必須“一下子＂（with one blow／at one stroke）完全停止、普遍地、

徹底地實行對作為主題的所有人任何可能的有效性的參與。這涉及到有所有心靈

的東西、心理學家自己的心靈的東西、這包括了他對客觀世界中實在東西的有效

性。這樣的心理學家設立了對自身及他人的“冷漠的旁觀者＂。只有按這種態

度，心理學家才能有本質上統一的、絕對自身封閉的意識主體的內在世界；才能

有意向生活的普遍整體的統一性。我們可以看到在《危機》中使用「描述心理學」

的概念，第一階段的描述心理學運用「現象學心理學還原」才使得描述心理成為

純粹真正的主題，意味著有效性的懸擱而獲得主觀純粹固有的東西。但胡塞爾接

                                                 
171 Crisis, §63. 
172 Joseph J. Kockelmans.（1967）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Duquesne 
University, P290. 
173在這裡我們試著理解內外經驗區別與外經驗的內經驗化的意義。前者由於心物的分別因此也各

自發展心理學與物理學學科，即傳統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humanistic sciiences）與

自然學科的兩大領域，甚者人文科學以自然科學為典範，如同主流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心理學

等都以科學為最高的理想。而後者外在世界成為因意識行為而被給予的對象將物理學等納於心理

學，心理學開放了更大的意向經驗領域，於是涵蓋了各個學科。這裡似乎意味著自然科學也成為

人文科學之內容，人文科學包容了自然科學。在此仍是粗略地談論，由於並不是我們的主軸，可

參見汪文聖教授在〈現象學、心理學與科學〉一文中談論了現象學作為心理學為人文科學的典範

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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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又指出這還未成為真正的描述心理學或未達到固有本質的東西，而需要再進行

「普遍的懸擱」－這涉及到所有心靈以及心理學家自己的心靈－才能成為真正的

描述心理學或心理的普遍科學，即獨立性中的純粹心靈自身封閉的領域。即現象

學心理學要達成超驗哲學的層次才是真正的現象學心理學。 

 
在於心理學家執行現象學心理學還原之後，將還原後的內在心靈理解個別還

原普遍性，那麼諸多心靈之內在領域就成為被分離開來的心靈內在性，內在心理

學則作為個別心靈的心理學，而非一般純粹心靈的普遍科學（the universal science 

of the purely psychic in general），而其他的一切都是心理物理研究的問題。也就

是說，在我反思之中，我在生活世界與諸多個別的事物打交道，因此現象學心理

學的還原為諸個別的意識活動。而胡塞爾也的確將現象學心理學還原定位於初階

的階段，心理學家的目光放在「個別的」主觀上，因此描述心理學的特殊主題為

個別的心靈的固有純粹意向的關聯。那麼，現在問題是如何解決諸心靈內在性或

個別的心理學問題，使心理學成為心靈的普遍科學，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描述心理

學。而在問題的解決過程中，現象學心理學還原（特殊懸擱）也必然地過渡到超

越論的還原（普遍懸擱）。我們該如何來理解呢？ 

 
我們了解到胡塞爾要解決問題，必須說明一個普遍層次的唯一心靈關聯（總

體心靈的關聯）來化解諸心靈的個別性之外在化。而他的進程總是由意識對象出

發追回相對之意識或體驗，那麼，首先要找出的是這樣一普遍之唯一的心靈的對

象。胡塞爾以對「世界」意識之出發，最終要返溯至那普遍意義的總心靈。於是，

我們就得理解「我以及我們對世界的意識如何被構成」的問題。 

 
心理學家一開始由自己出發在自己身上進行的現象學心理學還原，使得存在

著的世界判為無效而還原的純粹的心理方面仍是存在於時間空間之中存在著的

人之純粹心靈，即個別人的意向生活或心靈。心理學家也將諸他者一同還原為純

粹心靈，所有的人都變成了純粹心靈，整個社會、歷史團體也呈顯為諸純粹心靈

的共同體（community），而心理學家也屬於這樣的共同體。而諸純粹心靈以各自

的觀點和角度經驗這同一的世界，並且每一個自我的經驗與其他人的經驗是不可

分離的，我們對此共同的世界的經驗，能夠被其他所肯定、改正、擴充和豐富，

如此我們就互為主體性的純粹意向的相互關係中。每個人的共同的生活世界是純

粹交互主體性的意向相關物，它後來在純粹互為主體性的相互主體綜合中被構

成。接著，胡塞爾認為現象學心理學會導向超驗現象學（transcendental 

psychology），即現象學心理學還原必然揭開超驗論的還原，他形容這是邏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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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在現象學心理學家採用超越還原形式成為一個絕對孤立的純粹心理學

家，同時能夠經驗其他自我，並且接觸他們，在相互主體的合作中，一個共同的、

同的世界被形成。 

 
我們了解到世界之意識由全部心靈的共構，由世界意識可回到的是並不是被

分割心靈的諸多，而是「唯一心靈關聯、一個全部心靈的總體關聯，所有心靈並

不外在的相互關係，而是內在地意向地相交融與滲透而統一。」174那麼，懸擱之

後並不能理解為個別心靈所進行的個別還原，也非從一個心靈到另一個心靈的還

原，而是所有全部的心靈構成相互關聯的意向統一。在自然態度之下，個別心靈

之間作為相互的外在關係：在現象學態度下是所有純粹心靈意向上的內在關係。

因此，胡塞爾解決了懸擱後仍作為個別心理學的問題。 

 

10. 胡塞爾現象學對心理學之意義或影響 

心理學受現象學之影響批判「心理實證主義化（positivism）」。我們主要以

「研究對象」來談現象學對心理學之影響。首先心理學家對心理學研究的取向是

建立在對於「研究對象」基本性質之理解，即關於研究對象之內涵作為心理學發

展之預設基礎。 

 
西方科學心理學的開端直接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的理論基礎而得以立足，即

關於對心理學研究對象的理解方面，以近代自然科學之物理主義世界觀為主導。

整個自然世界為單一且無所不包的時空系統所組成，人的心靈同樣作為自然存在

屬於這個時空世界中的客體，人的心理現象同於其他的物理現象，這是將心理學

的研究對象物化，因此將心理現象化約為可觀察及可量度的行為，或者完全以生

理性之大腦神經等來取代。並且加上配合著進化論的解釋，人和生物一樣成為了

自然演化過程的產物，而心理也是自然歷史的產物。如此強調人的自然屬性，通

過生物本能來理解人的行為。人的心理看成是被動的受到外界條件所決定，以刺

激反應的模式解釋人的意識作用，以自然科學的因果關係連結來看待，外在世界

為各種刺激的原因，而心理現象則為對外界刺激反應的結果，人作為一種高度複

雜的機器不斷受到外在環境種種反應。 

 
實證主義的真理態度因強調真理的證實的可能，故只承認客觀事實的研究

範圍，對於其他涉及關於主體問題（如價值的問題以及有關理性的問題）都排除

                                                 
174Crisis,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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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那麼，如何應用在心理領域的研究呢？為了施行心理學對象可被觀察實驗

性，就儘可能地摒除無法觀察且又不符合經驗證實原則的東西，也就是關於看不

見、摸不著的“虛無對象＂予以排除。實證主義心理學家為了追求科學地將心理

現象精確的解釋，研究對象就索定在可觀察的行為上，因此採用「還原」

（reduction）的方法－物理、化學、生理或機械還原。馮特（Wundt）以生理學

方法研究感知問題，他將經驗分解為元素，定位心理學研究在於受到化學影響的

這些元素之間的復合；鐵欽納（Titchener）之構造主義主張物理、化學還原，將

心理過程還原為物理、化學過程；華生（J. B. Watson）的行為主義將行為歸為生

理還原的生理變化；新行為主義依循著生理還原，以動物行為取代人類行為；現

代認知心理學傾向於機械還原，將人類認知過程當作電腦計算機的操作過程。 

 
胡塞爾認為實證主義將忽略了在時代洪流中人類該面對命運攸關的生存問

題，導致了歐洲人性危機。現象學強調對人的主體性的研究，將人的價值和意義

問題作為研究的重點，主體性之謎是一切謎中之謎，人類生存危機都聯繫到主體

性之謎。現象學認為實證主義科學觀只是片面地定位在客觀領域之中，因此擴展

科學的任務包含了主觀領域，科學研究對象也包含關於意義、價值、理性問題。 

 
另外，胡塞爾影響根本指出了心靈與物質的區別，意識分析揭示出吾人構成

的主動能力，認識具有理性動機。將人視為為意識自覺的存在、具有自人主動構

成的能力，認識並不是受到外在的刺激被動產生對象的認識，而是人具有理性動

機，可以選擇他要認識進而採取行動達成認識的目的。吾人作為具有超越屬性而

區別只是生物本能式理解心理行為，更是作為意義性存在。胡塞爾揚起理性的高

旗活化了人類的獨特特性，區分了一個高級複雜系統的動物人，於是一個具有意

識、自由、自覺的理性行為者，生命產生了意義。這樣的理性不只是一種對認知

批判，並且還統合全部思維性、倫理性、美感性行為用。理性使得人具備自主自

覺能力而為自然存在負責，於是人類成為一種像人的存在，讓人之所以為人的特

質展現出來。 

 
    對象層面的揭示現象學關於心理學的影響－我們知道實證心理學採用感官

經驗的證實，心理學研究者作為和自己分離研究對象的旁觀者，以他的感官經驗

來認識研究對象，而不任意想像和推測，但是這樣的方法忽略了對於心理意識的

自覺。科學的驗證的要求下只承認關於實在（real）的存在，而現象學可以透過

直觀（intuition）認識到非實在（irreal）的經驗，認識到內在意識活動，揭示了

意識中的意向性結構。因此研究對象涉及到關於人的主觀性和主動性的意向、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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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驗、目的、價值、需要等，強調主觀經驗的動態性和動力性，如意志、動

機的研究，深入到主觀經驗的深層次，如此體現了人類真正本性特殊領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