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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論 

第一節：問題的歷史位置及其日常生活中的源頭 

「現象學」是在十九世紀末期，由胡塞爾 (E. Husserl) 所開始談論的一門哲

學學問，而秉持著其現象學的宗旨所繼續發展的哲學流脈，對往後的哲學發展具

有廣泛且深入的影響。例如，最直接的，即是其學生海德格 (M. Heidegger)、高

達美 (H-G. Gadamer) 及其所發展出的哲學詮釋學；視野轉到法國，則是直接影

響到沙特 (J-P. Sartre)、梅洛龐蒂 (M. Merleau-Ponty)、列維納斯 (E. Levinas) 等

當代法國思潮的代表人物，甚至影響重要的社會學家舒茲 (A. Schutz) 的社會學

的基礎討論。在這些人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看到，由胡塞爾所開始的現象學運動，

在接續著現象學發展的脈絡中，受到最廣泛重視及開展的領域，似乎不是其對自

我時間意識的著名深度分析，也不是其現象學的目標所欲達到的「科學基礎」是

否／如何可能。1 真正引起最大迴響的主題，則是他通過現象學方法所開展的他

人 (the Other)、主體際 (intersubjectivity) 以及與此高度相關連的倫理學問題討

論。例如在梅洛龐蒂處（參考《知覺現象學》第四章）2、在沙特處（參考《存

在與虛無》第三部分）3，以及在列維納斯處直接將他者列為討論主題。4 具體

的影響內容，雖不在本文的主要討論範圍，但由如此多後繼哲學家對此議題的擴

充及深化，我們可以瞭解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及影響。 

在將此題目之哲學史定位作很簡略的解釋之後，我們還是不知道到底主體際

問題到底「哪裡有問題」、「問題怎麼來的」。現在，讓我們從更切身的案例來思

考：在日常生活中，有一類談話是我們常常碰到的：「甲說：『香菜很好吃。』，

乙回：『這種東西能吃嗎？如果”香”是根據味道而來的稱呼，稱之為”香菜”根本

                                                 
1 當然此些論題在胡塞爾現象學中皆緊密相連，例如當其討論時間意識的多層次構成時，不僅會

觸及自我的內在時間意識構成，更會論及諸主體之間所共同構成的「客觀時間性」，以及建基在

諸主客觀形式下的客觀科學以及人文科學的內容。這些層層的構成內容，互相牽連甚深，但筆者

此處僅欲提出的是：對主體的社群化、社會化解釋，亦即在胡塞爾現象學中關涉於「主體際性」

的問題，在之後的哲學發展中，佔據了胡塞爾研究的一個很大部分發展。 
2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Colin Smith.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58. Pp.403-425.  
3 Sartre, Jean-Paul: Being and Nothingness. Translated by Hazel E. Barn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221-432.  
4 柯林‧戴維斯：《列維納斯》。李瑞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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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種反語！』」。在這類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看到兩個主體依據他們的主觀知

覺對同一個事物下了不同的判斷，而在生活中，這類事情大多就在互相尊重或以

某種交際的方式應付過去。但我們可以看到在更廣闊的生活範圍中，例如在台灣

的種種政治事件，甚至美國最近剛結束的總統大選中，社會中所呈現的至少兩種

意見的對立，使得對同一個事件的討論，似乎總是都沒有交集。最明顯的例子則

是，某一個由攝影機拍攝下來的畫面，在不同媒體的報導中，可以出現完全相反

的意涵。 

針對這樣的觀察，馬上可能想到的是，這只是「同一個」、「客觀」事件的不

同「解釋」面向。而當我們進行如此的區分時，在直覺上便容易陷入了一個兩難：

要麼是存在著一個獨立存在的同一客觀世界，而我們只是對這樣的世界所展現出

來的樣貌進行主觀性的解讀，在如此理解之下，將會導致一個主客對立之下如何

加以銜接以確證不同的主觀性之中何者才是真正對應到客體性的認識論真理問

題；要麼則是認為所有的「客觀」存有皆是依附於個別主觀的想法，而所有具有

「客觀性」的東西僅僅只不過就是主體之間的共識罷了，當然這樣的想法之下則

可能出現由主體間共識所達成的「客觀性事件」之永遠無法達成，甚至在個別主

體的存在與否都是個問題下，被推向極端懷疑論者的路徑。 

以上的問題到最後成了以哲學語彙來討論的範疇，胡塞爾自身如何直接提及

此問題呢？我們在其《歐洲的科學危機與超越論的現象學》中可以看到： 

「但是，在這裡我們不進一步研究我們自己的直觀之領域，而是將我們的注

意力指向這樣一個事物，即在我們的連續流動地對世界的知覺中，我們並不

是孤立的，在其中，我們同時與其他人有聯繫。……世界不僅是為個別化了

的人而存在，而且是為人類共同體而存在……在每個人的意識中，在通過相

互關連而發展和延伸的共同體的意識中，同一個世界…變成經常的有效性」5。 

如此的宣稱，當然有其哲學上的理論需求，然而，此理論需求的來源到底為何？

是怎樣的方法、內容、立場會導致在胡塞爾現象學中需討論這兩個部分的融合？

胡塞爾又打算通過怎樣的過程在認識論甚或存有論上證實自己的現象學可以走

                                                 
5 Husserl, Edmund: Die Krisis der Europaisches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dentale 

Phänomenologie（B. V: Kluwer Academic 1976）王炳文譯：《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論的現象學》

北京：商務印書館，2001。後簡稱「Krisis」（在本文中，如有參考兩種以上語言，其排列順序為：

德文/英文/中文。Krisis, 16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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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條新路，而不會陷入哲學史上長久以來爭論不休的那些各站在不同（主、客）

立場下所產生的理論困難？ 

 在本論文當中，筆者試圖通過對幾個概念：「內在 (immanence)」、「超越

(transcendence)」、「移情 (Einfühlung/empathy)」的鋪陳，從自身的「原初意識」

6 開始，跟隨著胡塞爾在其《笛卡爾式的沈思》當中，第五個沈思 (Fifth Meditation) 

的現象學思考，試圖釐清這個來自於哲學史視域以及自身生活世界的提問。在本

章節中，將以以下的順序進行：首先筆者將先切入胡塞爾現象學的討論當中，廓

清問題的脈絡及來源，而這樣的問題將藉助於一些著名的二手解釋；接著筆者將

對本論文所欲處理的數個概念進行分析及組織，以充分說明之所以會採取這些概

念來切入胡塞爾主體際問題的意圖及可能的優勢為何。最後，則會進入對此問題

的討論進路預示，這個預示包含著所欲處理的主要文本、二手解釋文獻，以及使

用這些內容的初步理由及方法。 

第二節：國內外研究現況 

由於本論文的論題涵帶著四個部分：內在、超越、客觀世界、移情。故如就

單個主題的討論下可謂非常豐富，例如除了在胡塞爾本身的文本當中，內在與超

越的概念討論也曾在塔米尼奧司 (Jacques Taminiaux) 的文章：〈在胡塞爾現象學

的觀念中的內在，超越與存有〉中討論，7 且對此二概念的研究至今尚有新的成

果出現。8 而對胡塞爾現象學中的移情研究，甚至早在其著名的學生愛迪˙史坦

因 (E. Stein, 1891-1942) 的博士論文《論移情的問題》中便已開始獲得注意及發

展，9 我們先不論這個概念在早期使用時與謝勒 (M. Scheler) 著名著作中的爭

論，10 更是可以看到在胡塞爾/謝勒對移情的討論之後，諸哲學家在這個問題之

                                                 
6 Husserl, Edmund: Cartesiannis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 Vorträge.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S. Strasser.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7. Cartesian Meditations. Translated by 
Cairns, Dorion.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3. 後簡稱「CM」。CM, 139/108. 
7 Taminiaux, Jacques: “Immanence, transcendence and being in Husserl’s Idea of Phenomenology.” In 
The Collegium Phaenomenologicum. The first ten years. Ed. By John Sallis, Giuseppina C. Moneta and 
Jacques Taminiaux.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a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Pp.47-75. 
8 例如 Brough, John B. : “Consciousness is not a Bag: Immanence, Transcendence, and Constitution in 
The Ideas of Phenomenology.” Husserl Studies, (2008), 24, pp. 177-191. 
9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Translated by Waltraut Stein. Washington, D.C.: ICS 
Publications, 1989. 
10 Scheler, Max: 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 Berlin, München: Francke Verlag, 1973. 不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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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諸環節，例如他人，人格 (person)，以及倫理學的討論上的繼承。11  

此外，關於這個議題在中文學界的討論中，同樣也因本文所涉及的概念廣泛

而可找到許多已經具有的研究成果，諸如可以看到在倪梁康教授的《自識與反思》

當中，對附現概念的三重解釋。12 而在同樣直接相關於本文的內容方面，羅麗

君教授也曾撰寫過〈胡塞爾現象學中的單子論對萊布尼茲單子概念的繼承與轉

化〉，13 其所敘述之胡塞爾的「單子 (monad)」構成，其主體做為單子而具體構

成的意涵，與本文中「移情作用在身體的基礎上構成具體的客觀世界」這個論題

具有高度相關。至於在論題的討論及延伸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汪文聖教授在近來

的文章中，例如〈自然與精神間的衝突或協調 – 胡塞爾現象學主體際構成力量

的探源〉當中，14 對胡塞爾現象學中倫理學方向的發展與亞理士多德倫理學的

解讀中，討論了胡塞爾倫理學討論當中必經的「主體際」構成階段。在游淙祺教

授近期所出版的《社會世界與文化差異：現象學的考察》當中，15 也在其對文

化現象的現象學解讀當中，帶入了與舒茲、胡塞爾以及瓦登菲爾斯 (Bernhard 

Waldenfels) 之間對文化際、主體際之間的問題討論，其主題同樣涉及了於本文

當中極重要的「附現」概念的釐清與在舒茲等之後社會學家中的應用。 

從以上的討論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胡塞爾現象學的研究發展中，即便主

體際問題是非常早便開始被注意到的，但對其的討論從形上學、存有論、知識論

方面，往倫理學討論的發展，不論在理論本身的問題發展性，更是在當前全球化

問題中，包括文化、經濟、法律、倫理等等議題的帶動下，再度成了受矚目的討

論焦點。但即使在這樣豐富的討論底下，筆者試圖通過「內在」與「超越」的概

念輪廓來理解胡塞爾主體際問題當中的「移情」概念所帶來的客觀同一世界，尚

                                                                                                                                            
坦因在其博士論文中對謝勒及胡塞爾移情理論的討論及批評，胡塞爾自己便曾在《笛卡爾式的沈

思》當中批評到謝勒並沒有給予移情的理論真正的意義及問題的解決，並因此而不能理解到他人

的他者性 (Otherness) 延伸到客觀性的世界的意義。(CM, 173/ 147) 
11 參考 Zahavi, Dan: “Beyond Empathy -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subjectivity.” 
Phenomenology- Critical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 2. Ed. By Dermot Moran and Lester E. Embre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87. 
12 倪梁康：《自識與反思 – 近現代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北京：商務印書館，2002。 
13 羅麗君：〈胡塞爾現象學中的單子論對萊布尼茲單子概念的繼承與轉化〉。《揭諦》，第八期，

2005 年四月。頁 211-243。 
14 汪文聖：〈自然與精神間的衝突或協調？ - 胡塞爾現象學主體際構成的力量探源〉。《揭諦》，

第 14 期，2008 年二月。頁 1-36。 
15 游淙祺：《社會世界與文化差異 – 現象學的考察》。台北市：大雁文化（漫遊者文化），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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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找到相類似的題材討論。筆者在本文當中尚不會進太多步地想要處理文化際或

倫理學上的問題，但求能經由本研究，初步地理解胡塞爾現象學當中，構成同一、

客觀世界的途徑及其可能的困難。 

第三節：本論文的論述發展 

首先讓我們先來具體地看看胡塞爾是如何看待客觀性的。黑爾德 (K. Held) 

在《生活世界現象學》的導言中談到：「那個客觀的東西，即是某個能在被掌握 

(apprehended) 的情況下，獨立於每個不同情境下的經驗著的主體的東西。就胡

塞爾的語言來說：某個客觀的東西就意謂著在被給予的樣式的主體際多樣性中，

始終出現為同一個的東西。」16 在黑爾德的這段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有

某個客觀的東西」，意謂著一種不脫離主體的被給予樣式，但此種樣式的給予，

其呈現出來一種不僅侷限於個別主體的差異性意義，且有一種「同一」的東西出

現，並在這個意義下所謂的「客觀性」才可進一步被談論。讓我們回想前一節當

中所陳述的兩種態度（分居主觀與客觀的兩種進路），如此理解之下的客觀性，

就不具有獨立於所有意識主體的意涵，而是一種由主體與主體之間所構成的共同

意義，也就是所謂「主體際性」的。 

因此，我們看到了在胡塞爾現象學中對「客觀性」問題的討論，還牽涉到另

一個概念：「主體際性」。這一個概念在胡塞爾現象學中，以及接續的研究者中具

有多種呈現的面向，比如說從時間性、歷史性的「發生 (genesis)」、從社會學的

角度研究、甚至集中於對主體際性中的「另一個主體」以「他者」的名義繼續討

論等等，但筆者在此只限定於從「移情」的角度切入，且在本篇論文中，將首要

的集中於「知覺」上的討論，暫且將此移情的高階序 (Higher Oder) 社群構成或

發生學上的深度探究、往他者的延伸 (CM, 149/120) 等等都先擱置，即便提及，

也是在批判及延伸的可能性上進行初步的討論。 

那麼，移情與主體際性有何關連呢？ 

胡塞爾嘗謂：「因此，這個問題（他人存在的問題）首先是一個特殊的問題，

而且恰好是被當作他人的「對我而言在那裡 (Für – mich - da)」的問題，因而是

                                                 
16 克勞斯‧黑爾德：《生活世界現象學》導言。倪梁康、張廷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頁 25。此處譯文筆者按英文版本稍做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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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當作關於陌生經驗即所謂「移情」的一種超驗理論而被提出來的。……這樣的

理論同時為關於客觀世界的超驗理論奠定了基礎。」(CM, 124/92) 簡言之，在胡

塞爾現象學的主體際討論中，能通過現象學方法操作過後而獲得其明證性的，乃

是自我的意識主體內容。但這樣的內容僅限定在「對我而言」的意義，如果說這

樣的內容仍具「客觀性」，也是在「被我所意向的」情境下所具有的「客觀特性」。

但胡塞爾所欲討論的內容不僅限於此，而欲及於一個獨立於每個不同情境下的經

驗著的主體的東西。這樣一來，便先需澄清，存在於不同情境之下的「個別主體」，

也就是同樣具有給予意義能力的另一個主體，其在現象學上的位置為何；以及這

些主體之間所能交流的內容，其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如何在現象學的意義上被討

論。首先，關於「其他個別主體」的談論涉及的是胡塞爾如何論述在「我的」自

我意識當中出現的陌生者/他人；17 此外，當胡塞爾通過主體際的構成而談論客

觀世界時，這個主體與主體之間的「意義轉移過程」被其稱為「移情」的超驗理

論。此移情作用，也就是對「其他人如何被我經驗」的談論，18 是如何在自我

的諸知覺意識作用當中，透過諸種產生意義的途徑，例如疊合 (Deckung/ 

overlaying)、(CM, 142/113) 附現 (Appräsentation) 等等作用而發生。此外，移情

作用的範圍不僅僅是某種心理狀態，且在「空間」的意義上，以具空間性的身體

的「可取代位置性」來談論，亦即，我做為擁有身體的人，在我的知覺領域當中

進入了一個軀體 (Körper)，而我也依照我這具有能動性的身體 (Leib) 與那邊出

現的軀體之相似性 (verähnlichende /assimiality)，把我與我身體的意義轉移到那

邊的那個軀體，而將其視為與我一樣具有「身體」的人。(CM, 141/111) 從另一

個面向上來說：如果我站到他的位置上，我就會具有與他從他的位置上具有的“相

同的”顯現方式。(EP, 494/687)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移情在做為具客觀性的世界的主體際構成中，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但筆者將會強調，這裡的移情，所指的不會是要討論「通達他人

                                                 
17 我們可以在第五《沈思》當中，看到胡塞爾在陌生經驗 (Fremderfahrung/ experience of someone 
else)的意義下談論對他人 (die Anderen) 的經驗。胡塞爾說：「第一個陌生者（也就是第一個非我）

自身就是其他的自我」，通過在第五《沈思》當中的討論，我們可以看到胡塞爾在這裡所欲討論

的陌生經驗，應就是關於他人的經驗，且關於他人的經驗甚至是範圍更廣泛的陌生經驗的第一個

發生位置。這兩字的使用在第五《沈思》當中看起來穿插著進行，筆者將在之後的章節中討論到

這兩字的使用是否具有特別含意。 
18 Husserl, Edmund: Erste Philisophie. zwei ter  Tei l .  H.  von Rudolf  Boehm. The Hague,  
Nether lands:  Mart inus Nijhoff ,  1956.  《第一哲學》，下卷。王炳文譯。北京：商

務印書管， 2006。頁：671。後稱「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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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也就是說，不會是要討論一個意識主體如何能通過一些知覺的作用，使

得另一主體的意識活動直接地成為「可通達的 (zugänglich/ accessible)」。(CM, 

139/109; Ideen I, 167/241)19 筆者將會論述：這樣一種移情的討論，一方面是是在

超驗的層次上扮演著超驗的「可能性」的角色，而這樣的角色目的，絕非試圖達

至他人的意識內部。相反的，正是因為非同一才需通過移情的能力使接近同一性

的對象內容成為可能。20 

以上談論中，暫且解釋了筆者之所以要討論移情與客觀世界之間的問題連結

以及在這樣的問題底下，我們所欲解釋的目標為何。但這樣的連結與副標：「從

胡塞爾現象學中的內在與超越概念切入」有何關連呢？讓我們先來看胡塞爾的一

段話： 

內在性 (immanency) 與超越性 (transcendency) 的時間構成。單獨的 (single)

主體性—主體際性。1.單獨的主體性：原真的內在性，意識的原真之流，意

識之流的原真有效的變樣— 在他事實上的「我移動」以及自我移動的有效

性可能性中的具體經驗的課題—原真的，在從所有參與到移情的存有中抽象

出來中的意義。2.移情在內在性的內部中，這個內在性屬於那個還原的自

我。這些非原本的呈現在世界的構成中，與所有的他者一起作用。因此，儘

管並未提到，在第一至三「沈思」當中所談的，必定也在移情的作用底下。

(CM, p.64)21 

在這個段落中，筆者認為胡塞爾所要表達的是以下的意思：與在第五《沈思》當

中的抽象性原真 (primordial) 還原相當的，胡塞爾先提到了「一種」內在性，在

這種內在性中，所呈現的是「單獨」的主體性，也就是抽出所有可能具主體際性

的移情的內容，而在此單獨的主體性中，僅以「我移動」這種包含著時間空間性、

身體性的內容來構築具體經驗世界。而又有「另一種」內在性，在這種內在性當

中具有移情同感的內容，也在這個意義下稱之為「主體際性」的時間構成。換言

                                                 
19 Husserl, Edmund: Ideen Zur Einer Reinen Phänom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 Buch.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6. Translated by W. R. Boyce Gibson: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 Oxon, M. A.: Routledge, 1931. 後稱《觀念一》或 Ideen I. 
20 Zahavi, Dan: “Husserl’s Intersubj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Vol.27, 03, October. p.229. 
21 在此處的解說，也可參看 Seebohm, Thomas: “The Other i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ed.) 
Lester Embree: Essays in Memory of Aron Gurwitch. Pittsburgh: Center of Advanced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983. PP. 283-303. 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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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兩種」內在性，一種內在性是「單獨的」，另一種內在性是「包含著移

情的」。但如果我們連結到第一句話：內在性與超越性的時間構成，我們還不能

說：單獨的主體性是「內在的」而主體際性的是「超越的」，而只能說這兩種時

間構成都有超越性的可能，但分屬不同的內在性。在前者中被稱之為「原真的」

內在性，在後者內在性中則包含著移情同感的主體際性。 

根據以上，我們可以暫且整理出至此的「內在」、「超越」與「移情」間的關

係：當胡塞爾使用了「內在」與「超越」的概念來刻畫他關於對象意義的構成時，

移情作用所帶入的主體際意義並非全面的。換言之，在胡塞爾現象學的陳述當

中，內在性的內容是有區分的，而這樣的區分在這個段落中至少可以通過「具有

移情與否」的方式分出兩種，並且在稍後的第五《沈思》段落中，服膺於其通過

特殊主題性懸擱（排除所有不論直接抑或間接陌生意向性）之後所具有的「本己

領域」(Eigensphäre) 以及由本己領域中接觸到具「內在中的超越」的陌生軀體而

產生的隨之而來的諸種意義轉移過程。這種過程我們可以在本文第五頁第三段時

看到，屬於一種「移情」的作用。換句話說，在胡塞爾陳述客觀世界構成的理論

層次上，我們可以看到同屬「內在性」的內容中，一種是不具有任何陌生經驗的

領域，而當這樣的領域當中出現了與我類似的軀體，而產生一種意義轉移的作

用，也就是移情作用時，這樣的「內在性」中就多了一種不同的「超越性」特徵。 

行文至此，筆者帶出了移情作用、客觀世界、內在性與超越性之間的關係。

此關係再次廓清如下：客觀世界的構成是通過主體際之間的移情作用，但筆者將

討論的問題集中在內在性與超越性之間的原因，乃是因為筆者試圖在胡塞爾用這

兩個胡塞爾現象學中的核心概念來對移情作用所內含的意義轉換，及發生的內涵

進行理解。這兩個在胡塞爾現象學中被大量使用的詞彙到底是怎樣的含意，為何

胡塞爾用的不僅是「內的 (inner)」、「外的 (outer)」，而會在描繪其現象學主要的

意向內容時轉而使用內在的 (immanent)、超越的 (transcendent) 這兩個概念？到

底這些概念的使用模式轉換或相互替代、包含的關係為何呢？我們甚至可以發

現，這兩個概念常被連用，例如當描述移情發生作用時，他人被視為以一種「內

在的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y) 而出現在我的知覺領域中。(CM, 140/110)

因此，本文便是要透過對這兩個概念的釐清來理解此藉由移情作用而造成的主體

際客觀性意義，是以何種角色處在胡塞爾現象學當中的。 

當我們暫時釐清了在本文標題中三個關鍵字之間的聯繫，並通過此聯繫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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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們討論的位置時，到底什麼是「內在」、「超越」呢？胡塞爾自己是否有用這

兩個詞與來描述他的意義構成呢？如果有的話，他是怎麼使用的？接下來的段

落，便是要再通過一些基本的文本，更具體地談及使用此二概念去釐清的關鍵性。 

我們先來看幾個胡塞爾有明確將這兩個概念提舉出來並定義之處： 

1.《觀念一》是筆者首先注意到的文本。22 在其中，胡塞爾說：「我們把內在的

指向的行為，更一般的說……其本質是，他們的意向對象，如果存在的話，與他

們屬於同一體驗流……意識和其客體形成了純由體驗構成的個別統一體。」(Ideen, 

68/124) 

此處與「內在的」對舉的，就是「超越的」，他說：「非如此（內在）發生的意向

體驗為超越指向的，例如一切指向本質的行為，或指向屬於具有其他體驗流的其

他自我的意向體驗的行為，一切指向物體，指向一般現實 (reality) 的行為也同

樣。」(Ibid.)  

綜合這緊鄰著的對內在及超越的界定，胡賽爾指出，僅僅只有作為自我體驗

的內容才可被稱為具有內在性的。不論內在或超越的認識都是以意向性為基礎，

當我們稱我們具有一個對物體的內在體驗時，並不是指對一個可獨立於我們意識

之外的事物之體驗，而是指一個在意識當中所呈現出來的現象；超越的意向行

為，則是指向另一個與此體驗流不為同一者之對象，例如對他者體驗流的意向行

為。而對「超越物」及「對超越物的體驗」之間，胡賽爾認為，我們對不屬於體

驗流之物體的體驗內容，是通過「側顯」(Abschattung) 來獲得。(Ideen I, 74/130) 

當一個物體呈現在我們感官知覺之前時，那個物體自身是以意識中對象的方式出

現在我們意識中，但我們仍然無法在同一時間點中意向地獲得此物體的所有面

貌，而這個以意向性的方式不斷獲取此物體的各面的方式即為「側顯」。然而這

個側顯所獲得的意識內容是屬於內在體驗流，並且因其作為內在的體驗流而與被

側顯物不同，不會側顯自身。(Ibid, 75, 76, 77/ 132, 133) 

                                                 
22 針對「內在的」、「超越的」這兩概念的討論，在胡塞爾的各文本中以各種目的（例如在意向

對象的存有類別，或我思思維的不同種類等）大量出現，著名的是在其《現象學的觀念》(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Hua II) 當中對內在及超越的兩種區分，以及根據此二區分所接著做出的諸

種分析。但由於筆者此處的重點乃在凸顯問題的可能性，包括了此二種類的差異及相合，故採用

的是其於《觀念一》中的內容。但於《現象學的觀念》中所提之內容，亦將於之後章節中提供詳

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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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觀念一》中，尚有一樣東西被胡賽爾以這兩個詞拿來稱呼並連用：「在

內在性中的超越性」(eine Transzendenz in der Immanenz) ，此內容被他在《觀念

一》當中暫時排除在討論的範圍之外，此即「純粹自我」(reines Ich) 。在這個地

方，依照他之前對內在性領域的界定，加上胡賽爾以一種康德式的方式理解此純

粹自我：我思 (Ich denke)，必定能伴隨著一切表象。此純粹自我乃一個隨時伴隨

著體驗及體驗對象的必然某某，每一個體驗內容都含帶著純粹自我的印記，所有

體驗流的內容皆屬於此自我的旗幟之下並因此而屬於純粹自我；但每一個純粹自

我又皆須依賴於意識流而才得以出現故又屬於體驗流。(Ibid, 110/173) 

在《觀念一》前面對「內在」與「超越」的概念的定義可以對這裡的「純粹

自我」以「在內在中的超越」的解釋嗎？最簡單的提問是：做為內在中的超越內

容，上帝及純粹自我是可被側顯的嗎？我們似乎有一種面對某經驗中的超越事物

的不斷側顯經驗，但這種經驗與對上帝及純粹自我這種「超越者」之間是一樣的

嗎？這些問題筆者將在之後的章節當中專門討論，但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當胡塞

爾把內在與超越這兩個區分的概念連用時，其對象涉及廣泛，而我們在接下來便

要先提及兩個層級：「過去」做為內在中的超越，以及「同一統一體」做為內在

中的超越，這樣的討論我們可以在《現象學的基本問題》中看到。23 

2. 除了在質性不同的意義底下所理解的「內在中的超越」，在這個段落中，筆者

討論的是在《現象學的基本問題》中所出現的「內在中的超越」，此超越的內容

似乎與「內在的」同質：  

在現象學還原的態度中，我們遇到了某些不在能被稱為絕對被給予的東

西。……如果想要排除滯留 (retention)，而宣稱「當下 (now) 是那個在永恆

的流中，介於滯留與未來之間的限制的點」是不可行的。最終，我們宣稱，

不僅滯留本身是現象學的存有，並且宣稱，滯留便是那個在現象學態度下的

「超越」。每一個滯留的「當下」都是『非現在的滯留，亦即某個不久之前曾

經是的某個東西』。(Ibid, 56) 

筆者之所以會稱此處所表示的東西具有與 1. 有所不同，乃是因為我們在前例中

所看到的「超越」，指的是超出體驗之流外「可被側顯」、「可被重複指向」的超

                                                 
23 Husserl, Edmund: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From the Lectures, Winter Semester, 
1910-1911. Translated by Ingo Farin & James G. Har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6. 後稱

「B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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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物，(Ibid, 63) 但此處的「超越」則僅僅「超」出了「當下」就被宣稱，且仍

然是在意識流當中與意識同質的。 

與此相似的，乃是胡塞爾在《被動綜合解析》當中所談： 

第一個原本的超越是意識之流以及他的內在時間。意識之流是超越的自我，

他在原本的流著的當下的內在性中有他的原創建 (Urstiftung)，並且很明確的

是，這個當下通過再回憶，在自我被給予性及自我肯任 (self- confirmation) 中

是可自由地達到的。24 

賽朋在其文〈意識領域當中的他人〉中對此處的超越性的解說，乃是在談論

關於活生生當下的意識統一體及其過去做為內在中的超越，被解釋的意向行為所

構成，例如回憶 (remembering) 及再回憶 (recollection)。25 在賽朋的解釋下，我

們可以找到胡塞爾將做為「過去」的滯留及通過滯留、當下、前攝的統一所帶出

的意識統一體，皆稱之為「內在中的超越」。從此點中，我們可以看到：「超越」

也可在「內在」中被指陳，而這樣的指陳會以「在內在中的超越」的方式使用。

這裡的「內在」，仍然是與第 1 點中「與意識流同質」的意涵相同，但有所不同

的是，「超越」的稱號不再僅指向「超越物」，而是指向與意識流同質的內容，例

如滯留與意識流本身。 

    3. 以上的討論試圖釐清的問題是：「內在」與「超越」的東西，其所指向的

方向在胡塞爾現象學中有何不同內容。似乎在胡塞爾現象學當中，具內在性的內

容便是所謂的意識之流的內容本身，所謂的「超越的」內容則是有兩個方向的談

法，一個是認其為超過當下本身的「過去」，但此超越內容與任何內在內容為同

質；另一個則是不論其是否在此內在性的內容當中，皆以不同質的方式存在著，

例如上帝或同一統一性的內容。 

但此內在與超越與本文所欲處理的「移情」及「客觀世界」之間的關係到底

為何呢？ 

                                                 
24 Husserl, Edmund: Ananysen zur Passiven Synthesis. Hua. XI. Translated by Anthony J. Steinbock: 
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 : lectures on transcendental logic.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後稱「APS」。APS, 204/256. 
25 Seebohm, Thomas: “The Other i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ed.) Lester Embree: Essays in 
Memory of Aron Gurwitch. Pittsburgh: Center of Advanced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983. PP. 
283-303. 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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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乃是《笛卡爾式的沈思》第 47 與 48 節的標題：〈同屬於本己的充足單

子具體當中的意向對象。內在的超越與原真世界。〉(CM, 134/103) 與〈客觀世

界的超越性，作為屬於高於原真超越性的更高階層。〉(CM, 135/105)。 

在第四十七節中，除了「內在時間意識」之外，關於「內在」及「超越」的

解釋便是在本節的最後一段：「在這個『原本的領域』(original sphere) 的內部，

我們還發現了一個 『超越的世界』，後者通過還原到自身所固有的東西，就在意

向現象的基礎之上發展成為了一個『客觀的世界』，然而，一切相應的呈現為『超

越的』假象、幻象、『純粹的』可能性，本質的對象性等，只要他們僅僅依賴於

我們的本己性還原，他們就還同屬於這個領域。」(CM, 135/105) 要解讀這一段

話，我們首先得瞭解「這個原本的領域」當中所含的內容：其內容便是胡塞爾通

過一種在第五《沈思》處所提出的「特殊的主題式懸擱」所留下來的「本真領域」

(eigensphäre)，這樣的本真領域的內容特色是不具有任何直接與間接的陌生意向

性。這個領域的內容是以身體性 (Leiblichkeit) 及內在時間意識為主。筆者在這

裡就先把第一句話中的「原本的領域」暫時解讀成「本真領域」。並且在這樣的

領域當中，仍然可能有一些超越的世界，並且這個超越的世界做為意向對象，是

客觀世界構成的基礎。而只要是通過本己還原而能在這個領域當中的內容，便是

可接受為在此「本真領域」當中。這意味著什麼呢？其實這裡只是在要強調本己

還原的屬己性而提出的超越特徵內容。換言之，即是有這樣一種內容的可能：純

粹屬於我的本真領域而不具有陌生意向性涉入的構成可能。這樣一種「可能」在

這裡被強調的是，不一定要具有現時對應內涵，也可以仍然是本己領域與此內在

的本己領域具有同質性的內容。26 且這樣的內容是更高階客觀世界的構成基礎。 

在陳述完這個本己領域的部分特徵 — 也就是只要對應著特殊現象學懸擱

的方法論操作之後的內容 — 胡塞爾接著陳述了此原初領域的另一個面向：在通

過原真還原過後的意向基底，在這個基底中的「世界」，則是一個具有「內在的

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y) 特性的世界。且這樣的內在的超越的基底世界，

也有另一個名稱：原真 (primordial) 的超越，這個超越的存在，乃是構成具陌生

性世界的基底。(CM, 136/106) 此處對「超越」的談論，與第四十七節中所討論

的「原本的領域中的超越」具有同樣的功能，也就是做為客觀世界的基底。但這

                                                 
26 EP, 491/683。身體具有一個觸動 (berührt) 的領域，這個領域是一個內在材料 (immanenter 
daten) 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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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就有問題產生了：這裡所述之具「原真的超越」性質的內在的超越性的領域，

是否與特殊懸擱之後的屬己領域內容相當？如果是的話，屬己領域做為具有原真

的超越性的內容，乃是完全排除任何直接間接的陌生意向性而成為具陌生意向性

的客觀世界的基礎。而這樣的內容如何理解？也就是說，這個內容是在哪一種的

現象學方法意義下可被接受的？此內容除了方法論的要求所造之外，是否有任何

「現象學描述」上的可能？如果有可能，這種極度抽象而不包含著超驗經驗述詞

的內容如何可能？27  

此外，在第四十九節中陳述陌生經驗的解釋輪廓時，胡塞爾又提出了另一種

「內在的」與「超越的」並用的方式，他說： 

但是，如果在這裡對主體際的本己領域，和客觀世界再加以區分，那麼對我

來說，當做為自我的我已由我的本己本質的泉源構成出來的主體際性做為根

據來看這一問題時，就能夠認識到，這個客觀世界就不在本真的意義上超越

這種已構成的主體際性，或這領域的屬己主體際本質，相反的他做為“內在的”

超越性而寓於其中。更謹慎一點說，這個客觀世界做為理念 (idea)…。(CM, 

137/107) 

與此相關連的，我們也可以在《第一哲學》中看到： 

內在的東西，本身是我的生活之真實要素，事物—超越的東西，則不是真實

的存在於我的生活中，而是以理念的方式，做為基底而存在於其中。……對

象能夠做為同一個對象而自身被給予，然而卻不能「在真實的意義上」存

在。……事物因此就是一種總是能夠經驗的，然而卻總是假設的某物……這

就表示事物對象在進行經驗的意識之中的理念的內在性。(EP, 

490-491/681-682) 

以上兩段引文之間的差異性，在於胡塞爾於《第一哲學》當中並無直接表明此超

越性所寓居之內在性中，到底是哪種內在性。但筆者所要強調的，乃是做為一種

超越的「理念」內在於意識當中。如果在第五《沈思》當中，做為主體際的客觀

世界乃是在理念的意義下寓於內在的本己本質中時，但在本己本質中不包含所有

                                                 
27 筆者在此的預設是：任何對經驗的描述及理解，在使用語言及思維的時候，永遠都「已經」

是主體際性的。故而任何做出可在任何意義上不具陌生意向性的談論，皆是高度抽象化的結果。

而這樣的抽象化過程必須在胡塞爾現象學的方法論下通過檢驗。此質疑之合法性及其對象也將在

本論文中進行詳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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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意向性的定義底下，這個通過移情所構成的主體際客觀世界如何做為理念而

內在於本己本質中呢？抑或是其實胡塞爾在此處所使用的「本己本質」，其實已

經指向了在第 7 頁引文當中，具有移情的「原真」內在性了？也就是說，當我們

在知覺場域中遭遇一個具內在的超越特性的軀體且因與那個對象的身體行為 

(behavior) 有所相似而統覺為一個「他人」身體時，這樣一種移情便已產生，且

產生了因此移情所具有的客觀世界理念。舉例而言，在我的知覺場域當中出現了

具有軀體的對象，因在「我的知覺」中而做為「內在」對象並具「超越」性，與

此同時，產生了兩件事：我通過類比統覺的移情作用將其視為他「人」，並在我

的意識當中通過此知覺的繼續作用（與此意向對象的交互作用），構成了一個與

那個他人共同具有的客觀世界。換言之，當我說：他那邊所處的時間空間點，我

也有可能達至時（移情作用），在我的意識內在中，就構成了一個主體際的，具

理念性質的超越性客觀世界。這樣的世界並非如時間流及過去那般「超越」於當

下的超越，而是通過具有時間空間性的間接意向性—移情所構成的。且這樣的移

情作用對胡塞爾而言乃是內在於意識當中的能力。 

在《觀念二》中，我們可以看到胡塞爾詳細的討論此移情的能力及內容，正

是做為構成客觀世界、客觀時間的來源。28 於是，筆者也將參考於《觀念二》

當中的移情對於客觀世界構成的作用過程，尤其是其對身體、主體際之間的描述。 

第四節：研究方法 

通過以上的內容預示，可以看出本文所欲進行的研究方法，並非試圖通過對

單一概念甚至單一文本的細緻探究並進而瞭解哲學家及其哲學問題的著作。相反

的，筆者採取的是通過對某一問題意識開始，通過哲學家自身著作的開展，進行

多概念多文本的交叉研究，企圖理解這個問題意識所應該開展以及可能開展的面

貌。此作法在本論文中，將集中於第五《沈思》當中的內容，再進而往諸可運用

之文本邁進。（受限於語文能力，為求最確切精準的理解，筆者大部分採取的是

已翻譯至英文的文本，再在理解上有問題或重要的段落中與德文原版對照。） 

而在本文的論述上，為求問題的清楚，本文將以現象學方法的提問開始，這

                                                 
28 Husserl, Edmund: Ideen zur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r Buch. S. 199.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é Schuwer: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Second Book.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209.後稱「Ideen II」或《觀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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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提問將首先指出的是本文主要參考文本《笛卡爾式的沈思》中，胡塞爾自己

提出的「獨我論」批評，由這個批評開始，再通過其自身的解釋，回溯往整個問

題的現象學方法來源。此部分的考察將首先集中於釐清幾個胡塞爾現象學方法使

用時與獨我論陳述有直接關係的語彙的基本解釋。 

通過方法論的考察過後，本文將進行的是「移情」的內容闡述及批判，除了

詳加闡述在第五《沈思》當中所出現的討論並涉及到諸多例如《現象學的基本問

題》、《第一哲學》、《觀念三》的胡塞爾原著，試圖把移情及通過移情而構成客觀

世界的胡塞爾超驗現象學中的諸問題提出，這裡的問題將集中於他人、身體以及

諸意識作用的討論上。 

在討論方法及移情上的內容問題之後，筆者將通過其「內在與超越」的概念

理解，為整個個問題進行一個整體由細節到整體觀的聯繫考察，並試圖通過此考

察，理解胡塞爾如何在其超驗現象學中，同一的客觀世界在何種意義下被談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