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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象學方法與獨我論 

 

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經首先釐清了會遭遇到問題的範圍。也提到了這個範圍

在其第五《沈思》的構築中，是先以獨我論的問題為導向進行提問而開始。在本

章中，筆者將首先進入討論胡塞爾自己所陳述的獨我論內容（包含世俗意義下的

獨我論及他自己所欲討論的屬己領域含意），進行此屬己領域的各種層次分析之

後，我們將近入胡塞爾的現象學方法運用中，理解在屬己懸擱的現象學還原過程

中，幾個關鍵的內容，例如：懸擱、還原、所意為何，並且試圖在這幾個關鍵字

的分析理解過後，回應幾個來自於舒茲及呂格爾的批評。 

第一節：獨我論的含意及胡塞爾的陳述 

在第五沉思一開始時，胡塞爾即以一種反問的口吻，回問作為討論構成問題

的現象學，是否因討論所謂的「構成問題」並限制在被還原了的自我主觀中討論

時，就無法面對客觀存有的問題，並且是否因為無法面對客觀存有的問題所以導

致了其所主張之超驗現象學在以沉思主體為討論主題的姿態烙下了超驗獨我論

的印記。(CM, 121/89) 當我們進一步思考這樣的批評時，似乎意味著一件事：被

批評為獨我論的內容與真實 (real) 的客觀存有世界，是不能並存的。而在此不

能並存的狀況中，胡塞爾現象學所選擇的道路不是獨我論的，而是一個做為能夠

解釋真實、具體的客觀世界的現象學。 

那麼，胡塞爾自身是如何理解、看待獨我論的呢？他顯然對這樣的批評或想

法不盡贊同，在《形式的與超越的邏輯》中，他說：「對於在哲學中的小孩而言，

也許會被獨我論或者是心理主義、相對主義的幽靈所糾纏。真正的哲學家則會想

要去用光明填滿那個暗角，而非逃跑。」29 但其超驗現象學卻也具有某種獨我

論的特色：「做為現象學家，我必然是獨我論者，儘管並不是在通常的、荒謬的

                                                 
29 Husserl, Edmund: 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 Translated by Dorion Cairns. The Hagu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69. p. 237. 後稱 (FTL) 或《形式的與超驗的邏輯》。 



 17

意義上，而恰正是在超驗的意義上是獨我論者。」(EP, sec 2 174/244)30 但為何他

的現象學又被這樣的質疑所困擾呢？首先，胡塞爾現象學到底是有什麼樣的內容

值得被這樣提問？這樣的提問會以什麼樣的方式出現？這種提問是否帶含著現

象學所不容的預設呢？ 

就胡塞爾自己在第五《沈思》當中的陳述，我們可以看到其原因在於，現象

學的方法操作過後，將其內容限制在「超驗意識」(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 

中，而當現象學能接受的內容僅限制在超驗自我的超驗意識當中，而將他人也包

含在內時，因為此「包含 (within)」的關係，「他人」做為另一個與我相同的超

驗主體的意涵就會消失，或者說他人變成了被我所構成的能所角色中的「所」而

不具有其獨立於我的位置。(CM, 122/90) 如此一來，超驗現象學豈不也與所謂的

「超驗實在論」一樣，如果不證明如何從「內在」到「超越」的問題，就會陷入

批評意義上的獨我論？ 

但就如同本節第一段所說，胡塞爾認為只有一個「哲學小孩」才會有那樣的

問題出現，其現象學是能夠解釋「他人」的問題，而這樣的解釋能夠「揭發在我

當中的哪些意向性、綜合及動機中，其他自我的意義成了被型構 (Gestaltet/ 

fashioned) 出來的，並且在陌生的和諧經驗的標題底下，被證實為存在著(exsisting) 

甚至做為在他自己所屬內容自身而在那裡。」(Ibid.) 在這樣的企圖下（事實上我

們也可以看到，胡塞爾在第五《沈思》當中所欲處理的內容，也的確是這樣進行

的。此進行的順序是：通過揭發在我的自我當中陌生主體所出現的各種意向內

容，賦予陌生主體存在著的位置。），胡塞爾首先從在被經驗到的他人的意向對

象 – 存有 (noematic - ontic) 模式來進行初步的描述，這個敘述被他稱之為一種

「超驗線索」(transcendental clue)。這個超驗線索是一個在直接意識當中被給予

的被經驗的他人。在對這個對他人的直接經驗中，我們會獲得許多屬於他的意向

對象 – 存有內容，在這些內容中，我們會意識到有一個他人在我們的知覺經驗

當中出現，他們進行著和諧一致的活動，並且在這個和諧一致的活動中，被我這

個超驗主體視為跟我一樣存在在同一世界中的人。(CM, 123/ 91) 

但從胡塞爾這裡的陳述來說，對一般人而言，會有一種疑惑：這不就是我們

日常經驗當中對他人的理解嗎？為何還需要通過胡塞爾所謂的「現象學」詞彙來

                                                 
30 此處根據中文譯本頁 244 中的引文，為求本文用詞一致，做了些微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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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組合呢？並且這裡的「超驗線索」意涵為何呢？如果照胡塞爾在這一節中的

描述，是否意味著有一種線索，這種線索的內容與日常經驗（也就是直接、沒有

經過任何反思處理過的意識）的內容之間，只有「超驗」及「非超驗」的差別？

也就是說，當我們以不同的角度去看待一個直接的經驗，例如我現在是以藝術家

的角度看待我意識當中出現的樹的表象內容，這個經驗便是「藝術經驗」；而當

我以商品價格的角度來看待這個在我意識當中出現的樹的表象內容時，這個經驗

便是「商品經驗」。經驗的內容是相同的，只是變換看待的角度，而胡塞爾現在

所描述的內容便是在一個「超驗」的態度來看待此經驗中的他人，並因此將此經

驗中的他人，其任何的存有內容，皆看待為「在我的意向生活當中，並且從我的

意向生活當中昇起的意義。」(Ibid.)31 

在這樣的超驗現象學立場中，我們可以看到，其重視的是一種「意義」的來

源。換言之，不論在其直接意識當中獲得的任何內容在存有上是心理的 

(psychological)、抑或心理物理的 (psycho-physical)，胡塞爾重視的是此內容的意

義來源，換言之，就是討論這些在我經驗當中出現的所有內容，他是「如何」在

我的意向生活當中被理解的。在這個意義下，筆者暫時將超驗現象學的「超驗」

意義定位在「可能性條件」下。32 也就是說，在我們所有的經驗內容中，在一

般日常生活的非反思意義下，我們理所當然地將所有的經驗內容視為存在。但當

我們的態度轉變成超驗現象學的含意時，同樣的經驗內容全部皆變成可能性條件

的意義。最簡單的比喻是，非反思的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杯子，它理所當然地在

時間空間當中存在而被我們所知覺到，但當現在我們轉到「超驗」態度時，我們

通過知覺所獲得的經驗內容便是一個「意向對象」上的存有，也就是一個在我的

意向生活中的內容，他不再是一個被我所知覺到的獨立客體 (Object)，而是一個

在意向經驗當中獲得的「對象 (Gegenstand)」。這個對象是否便以意向對象的方

式成了一種意義存有？如果是的話，胡塞爾在此處所談的意向對象 – 存有的超

驗線索，所具有的心理「物理」特性又要如何解釋呢？此處的問題，我們將在第

二節討論現象學的「懸擱」及「還原」時一併提出並試圖解釋。33 

                                                 
31 此引文當中的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32 此處可參考 Ströker, Elisabeth: “The Problem of The Epoché in Husserl’s Philosophy.” In Dermot 
Moran, Lester Embree (ed.): Phenomenology – Critic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 1.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4. p.252. 
33 在《觀念一》第一百四十九節至一百五十節處所談的「超驗引導」中，其所談論的是：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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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胡塞爾結束其對超驗線索的描述，確認了對客觀世界的存在問題是需要通

過他人的「移情」及交互作用之後，討論「他人」，也就是一個「在世存在的客

觀主體」時，提出了一個在方法論上與這個主題相關的「特殊的懸擱」。(CM, 

124/93) 這個懸擱的內容如下：「現在，我們排除了論題領域當中每一個有問題的

東西：我們不考量所有直接或間接關於其他主體性的意向性構成作用，並且首先

畫出了此自我在其自身當中構成其自己為本真的 (Eigenheit/peculiar owness/ 

proper)34 現實及潛能意向性的整體網絡」(Ibid.) 首先當我們看到這個方法論的

懸擱的表述時，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便是：此懸擱的施行已經在「超驗經驗」的

領域當中了。(CM, 126/95) 換言之，在我們超驗經驗的領域當中，有一些內容在

可能性條件的看待觀點下，「其他主體性」的意向性作用是發生在內的。這也就

是說，我們現在的特殊懸擱處理，是在一個方法的目的底下，在超驗經驗領域當

中的施作。 

這種已經在超驗經驗領域當中經由特殊懸擱方法的操作所抽象地

(abstractively) 排除出來的領域，(CM, 127/96) 與一般意義下的獨自一人是不同

的。其原因在於，一般意義下所理解的抽象排除他人意涵，事實上仍無法排除具

他人意涵的共有的世界的含意，也就是說，即便在毀滅性災難過後或魯濱遜所處

的單人荒島中，已經排除了所有的「他人」存在，但只要這個「單獨的人」當中，

仍然沒有把「存在於與他人共同擁有的世界」的意涵去除，這樣的「獨我」就仍

然與胡塞爾自己所談的「徹底」的獨我有兩個層次的距離：自然態度獨我 – 超

驗態度自我（含他人） – 超驗態度下的獨我。 

要釐清到這樣徹底程度的獨我內容，此方法的目的到底為何呢？胡塞爾說：

                                                                                                                                            
的世界中，做為事物的理念的內容做為一種「引導」。見 CM, §21. 
34 本文將胡塞爾往後之「Eigenheit」理解為「本真的」而非「屬己的」。我們可以看到胡塞爾在

第五《沈思》當中所討論的 Eigenheit 內容的確是有兩個方向卻也交叉的含意：首先為我的本來

內容含有，另外則是這內容是屬於我的（亦即這段落中排斥他人意向性的含意）。但筆者在此選

擇英譯 Frederick Kersten 在舒茲的「於胡塞爾中的超驗主體際性問題」翻譯中的 “proper” 用法，

而不使用較接近於《笛卡爾式的沈思》英譯者 Dorion Cairns 的 peculiar owness。此處乃筆者參

考瓦登菲爾斯 (Waldenfels) 在「胡塞爾現象學中的陌生經驗」中，對胡塞爾闡述陌生經驗的分

類時，所做對陌生經驗到底在胡塞爾的陳述當中是「內含有 (with in)」，還是「隸屬 (belong to)」
於我的經驗的分別。筆者認為，此具啟發性的區分也適用於此。我們可以在這兩個概念的有無交

叉比對上得出四種可能：「內含於我並且屬於我」、「內含於我但並不屬於我」、「不內含於我但屬

於我」、「不內含於我且不屬於我」。胡塞爾在此處所提到的特殊種類懸擱的特點，筆者認為上不

能得出「隸屬於否」的內含，此處尚僅有「內含與否」的意涵，故採用「本來就是我有的」含意

的「本真」，而為使用「隸屬於我」的「屬己」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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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極為不凡的（指向他人）意向性中，有一種對我而言越過我的單子的本

真的新的存在意義被構成出來；在那裡被構成了一個自我，這個（被構成的）自

我並不是做為『我自身』，而是做為在我的屬己自我、我的單子當中被鏡射 

(spiegelndes/ mirrored) 的東西」(CM, 125/94) 對胡塞爾而言，他人在我意向內容

當中的呈現，皆是由我自己的內容所鏡射出去，就好像我們面對鏡子時的反射一

般。讓我們思考一下這個字的字面意思。當我們拿著一樣東西看著鏡子中所呈現

出來的影像時，會有一種想法：這個影像是鏡子前的東西所投射出的東西的反射

內容。此影像雖然可能在某方面與我們在鏡前的東西的內容看起來有一些差異，

例如與直覺上應該出現的方向相反的方向，抑或可能因為中途的反射光線或鏡面

的平整度等等關係所導致在鏡子當中所看到的內容與手邊的鏡前物體有所差

距，但這樣的內容始終是有一個「來源」的，這個來源就是手邊的鏡前物體。35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胡塞爾試圖通過這種更進一步的特殊懸擱，把提供給

他人做為鏡射的基礎的自己本己內容釐清出來，而其所釐清出來的內容，則是一

個「具體的單子自我」。這個具體的單子自我，消極的特徵是淨化 (gereinigt/ 

purified) 了所有關於陌生主體的內容，此內容包括了各種文化世界及做為客觀性

的世界、自然（不具有客觀性世界的原因乃是對胡塞爾而言，客觀性的世界內容

是通過主體際的構成所構築）。(CM, 127/96) 積極的來說，這個獨我的自我的內

容，乃是一個單獨地被標誌出來的「身體」，他說：「因此，在我的本真性當中，

包含著單純自然的感覺(ein Sinn bloße Natur)（……）在這些物體當中，屬於此『自

然』並被包含在我的本真性的東西當中，我發現了我的『身體 (Leib/ animate 

organism)』做為獨一無二的被指出來的東西（……）那是一個唯一的『客體 

(Objekt)』，在其當中，我特別可以在他的每個器官當中，直接地規制及支配 (rule 

and gover) 他們。」(CM, 128/97) 通過這樣的發現，胡塞爾找到了客觀現象構成

的 “部分” 本真本質 (owness-essence)，而這個本真本質即是：「我做為人 (I, as 

this man)」。這個人的內含當中包含著我的身心 (psycho-physical) 內容及其統一

                                                 
35 這裡所謂的「鏡射」關係，與思辯哲學 (speculative philosophy) 當中提到的自我的雙重化問題

並不相同。其原因在於，胡塞爾在這裡所提的鏡射，乃是強調他人從自我當中獲得一些意義的轉

移，與思辯哲學當中主體與他者的相互辯證關係不同。此外，此部分「意義轉移」的過程涉及「移

情」的討論內容，且胡塞爾也使用了自我與他人之間相對位置的互相可取代性討論，或許有與思

辯哲學當中自我與他者的辯證有所相似，但筆者在此處尚不針對此進行分析，將於本論文第三章

對移情的研究中專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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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CM, 128/97)36 並且這個內容是包含著所有主動、被動的意向性及其習慣構

成。(Ibid, 129/98)37 

此外，對此本真領域的追尋，除了以上所述通過消極的排除陌生主體意向性

的方式，以及積極的發現其中的身體做為不可取消的現象學式獨我基底之外，胡

塞爾還說：「我的本真也是藉由展顯 (Explikation/ explication) 而被揭露的，並且

藉由他而獲得其（也就是本真領域）原本意義」(CM, 132/102)。到底胡塞爾如何

談論「展顯」這個過程呢？這個內容跟本真領域有何關係呢？或者我們可以更進

一步問，當胡塞爾在這裡使用抽象的方式將關於陌生主體的意向性內容「抽離」

出來時，這個過程與展顯有何關係？ 

在《經驗與判斷》當中，38 胡塞爾指明了：「展顯就是讓知覺興趣的方向進

                                                 
36 對此自我的身心統一體的發現，我們可以看到在胡塞爾第五沈思的談論中，是以「原真的『超

越』」的特徵進行描述。相應於本論文的副標題：「從內在與超越的概念切入」，以及本文在第一

章序論中對「內在」及「超越」的諸層次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對此本真自我的闡述，除了本身

在做為一「心理」上的「意識流」構成的意義上成了「超越」的，也在「身體」的同一性上成為

一「超越」性的內容。但我們要如何理解此處與其相對的「內在性」位置呢？筆者認為，此處身

體及心理個別的及相互的同一性，乃是在一個「被給予性」的意義下，被納入更廣泛的「內在」

領域。對此詳細的闡述，可以參考本論文第四章第二節。 
37 在此處，筆者將胡塞爾所做之「本真還原 (Eigenheitsreduktion)」與「獨我論還原 (solipsistische 
Reduktion)」視為等同。此乃是在胡塞爾於第五《沈思》當中通過排除他人的現象學式「獨我」

意義下所獲得的「本真」領域來加以界定。但我們可以在倪梁康所著之《胡塞爾現象學概念通識》

中看到，其參考胡塞爾手稿及 R. Bernet/ I. Kern/ E. Marbach 所著之：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 (Hamburg 1989) 之言，認為在胡塞爾現象學當中仍然有此二者的區別，而此區別

的根據在於「獨我論還原所回溯到的領域較之於本真領域更為狹窄：在本真領域中雖然不存在他

人，但已經包含著移情的動機，而在獨我論領域中則只有自然客體、空間事物，包括他人和本己

的物理軀體，他們在這個層次上都還不具有主體際性的意義。」（前引倪著，頁 403-404，此處

對所引文做稍微的譯詞更動，以符合本文用詞之前後慣同）很明顯的，此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移

情的動機」存在與否。依照胡塞爾於本真還原中所述，此還原通過排除陌生主體的意向性過程，

所達到的是一我的身體軀體 (Leibkörper)。但我們可以在第五《沈思》第五十節中看到胡塞爾談

論道：「在我的原初領域當中，那個與我的軀體一起在那裡的軀體，能夠作為將那軀體作為另一

個身體的類比統覺的動機基礎。」(CM, 140/111) 換句話說，當胡塞爾談論到倪著中所謂「獨我

論領域」中的物理軀體時，實際上已經認定此軀體的內容包含著移情（類比統覺乃是移情作用的

某個環節稱謂）的「動機」基礎了。依此，筆者以為，在胡塞爾的不論是獨我或本真還原，其操

作至極之後所獲得之內容，也就是所謂的軀體，在其中已經以「動機基底 (motivational basis)」
的方式含醞著主體際性發展的「潛能」。此潛能之可能及發展過程的詳細討論，也將在本文第三

章中詳細闡述。 
38 Husserl, Edmund: Erfahrung und Urteil. R & h. von Ludwig Landgrebe.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5. 《經驗與判斷》。鄧曉芒，張廷國譯。上海：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9 年。

本書後稱「EU」或《經驗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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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對象的內在視域中」(EU, 115/126) 當我們對一個經驗中的事物進行知覺活

動時，我們的意向沿著此呈現為同一統一性的事物的諸多部分特殊性特徵進入到

這個事物的內在決定性 (internal determinations) 內容。(CM, 132/101)。例如當我

們對眼前的杯子進行知覺活動時，通過對原本知覺的理解，我們可能獲得了「一

個」杯子，具有「紅色」「圓形」的「固體」等等特徵。當然紅色、圓形及固體

等等決定性內容與「同一性」的內容在胡塞爾對「部分與整體」的解說中是處於

不同的位置，39 當我們把這樣的視角往自我探詢時，也就是通過超驗還原的途

徑繼續反思自身時，「我意識到，雖然並沒有在此知覺之前被掌握，我「已經給

予了」，已經做為一個原本 (original)40 直觀（做為在廣義上的被知覺）的對象，

持續地對我而言在那裡。但是我在任何事件上，都在一個仍然未被揭露的本己的

內在特徵的開放無限視域當中被給予。」(CM, 132/101) 也就是說，當我們進行

對自我的諸內在規定性進行回視時，我們發現了自己以可通達的對象方式具有存

在含意的「在那裡了」，例如在此處可發現自己的本真決定性內容中的「身體」

環節。（仍須注意的是，此處所發現的身體「存在」，仍是在超驗現象學的態度下

進行探索的結果，而非具自然態度下實在性的身體。）以及同樣屬於內在決定性

內容的我的內在時間性。(CM, 132/102) 這些通過展露而顯現出的內容，即便其

乃可通達的（例如我可在「再回憶 (recollection)」的模式中獲得我的「過去 

(past)），但這樣的內容始終是「不完美的」(CM, 133/103)，也正因為這樣的不完

美，在我們對內在視域中的內在規定性進行探索時，便可在無窮的視域當中探

索。這樣的向內在視域的探索，乃是一種「發生現象學」式，41 往自己在時間

當中發展過程的心理物理等等諸多源頭所進行的探究，且其所獲得具必然明顯性

(apodicticity) 的不完美過程中，在前描述的意義上接近其完整的內容。(Ibid.) 

通過以上的討論，我們看到了胡塞爾首先在方法上採取了抽象的特殊懸擱，

把陌生主體的意向性排除。而這樣排除著他人意向性並進到自我本真本質的過

                                                 
39 此處可參考 EP, 129/139 處所談論之基底 (Substrat) 與規定性之間的關係。筆者在此不進行詳

細討論的原因在於：此對經驗知覺當中意向對象的知覺過程探討，筆者僅只要提出一個「內在視

域」的觀念，也就是在往回探索內在規定性及基底之間的這層結構上談論對本真本質領域的討

論。但在《經驗與判斷》當中關於通過相似性而發生疊合 (Deckung) 的討論，筆者將於後面談

論到對他人的類比統覺、移情活動中所發生的知覺規定性時，詳加討論。 
40 此處的使用參考倪梁康所區分之「本原及原本」之區分。其區分之點在於，後者討論乃是根

據「可達到性 (accessible) 與否」。 
41 倪梁康：《胡塞爾現象學概念通識》。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7。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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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則是一個稱之為展露的往內在視域發展的進程，此發展的進成首先發現了自

我的內在時間意識，最終發現做為基底的軀體身體。42 

以上的討論，大概就是胡塞爾在第五《沈思》當中所提的本真領域的內容，

以及通往本真領域的方法論操作。我們首先歸列如下： 

1. 在方法上，通往本真領域的方法是一種「特殊的懸擱」。這種懸擱的使用

前提是「已經」在超驗領域，並通過這種特殊的「抽象式」懸擱，排除

了所有具陌生主體意向性的內容，因而也排除了客觀世界及他人的任何

意向或存在意義。且通過展露的過程，所呈現的最終基底是「身體」。 

2. 在內容上，胡塞爾宣稱其發現了一個不具任何陌生主體意向性的心理物

理統一體內容。這個統一體內容包含著我的身體及其帶出的動感世界（不

是客觀世界）、以及心理、以及某些主被動綜合的習慣基底。 

3. 在目的上，胡塞爾試圖通過一種方法論的方式，達到一個具形上學意義

的知識論基底。43 

                                                 
42胡塞爾在對他人經驗的談論中，除了在第五《沈思》中使用了此特殊主題懸擱，在「第一哲學」

中，他也有特別提到此一過程：「下面的情況肯定是可能的，即實行現象學得抽象，或對現象學

的經驗合以經驗為基礎的研究加以限制，使得人們只是在自己的超驗主觀性之具體的統一關連中

活動，並且通過拋開一切移情作用而不考慮任何他人的主觀性（……）但這並不是說，現象學的

還原只得出自己的自我，而是說，他恰好受到限制，由於非常重要的方法上的原因，以下情況甚

至是必然的，即在廣泛的研究範圍內故意地限制自己，就是說，首先擬定一種可以說是做為獨我

論的現象學的系統的自我學。」(EP II, 176/ 247) 
43 參考 Crowell, S. G. : “Solipsism”. In The prism of the self- philosophical essays in honor of Maurice 
Natanson. Ed. By Steven Galt Crowell.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p. 14. 克羅威爾提到：「形上學的獨我論宣稱僅僅只有我存在 (exist)。知識論的

獨我論宣稱只有自我及其心靈狀態可被知道 (be known)。而方法上的獨我論則要求因為哲學必

須從確定性中出發，而只有自我及其心靈狀態才是具有確定性。」筆者以為，如果對照胡塞爾在

第五《沈思》當中現象學式的超驗獨我論討論，不僅僅是克羅威爾所謂「知識論動機的方法論獨

我觀點」(見 “Solipsism”, p. 15.) 胡塞爾在此處所涉及的，已經是包含著對我而言存在著的世界

的整體構成 (CM, 129/98)，即便胡塞爾已經在方法論的意義下通過其超驗現象學的還原及懸擱作

用進入到超驗經驗的領域（也就是方法論及知識論上的「獨我論進程」），但這個領域並不代表胡

塞爾所宣稱的獨我領域不具有「存在」的意涵。通過我們在後一節中將會討論的現象學還原及懸

擱意涵，筆者認為，胡塞爾在此處的具獨我特徵的本真領域內含，是一種對存有宣稱其為「對己

存有」的形上學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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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舒茲及呂格爾對此處的批評及解讀 

在上一節中，筆者從三個方向上暫結了胡塞爾在第五《沈思》當中所討論的

獨我論意涵，但在每一個方向的陳述中，都可以發現許多可以被討論的議題。在

本段落中，筆者將從舒茲在〈在胡塞爾中的超驗主體際性問題〉當中，44 通過

五個方向上的質疑對此步驟的提問、呂格爾通過胡塞爾的道路所得出與梅洛龐蒂

的「肉 (flesh)」的主題相關的積極性延伸，45 兩篇文章的集中討論，展開對胡

塞爾此論述的問題及其可能性。 

首先讓我們先來看看胡塞爾此處所使用的「抽象式」特殊懸擱。這樣的懸

擱操作，消極地排除了所有具陌生主體意向性的內容，以留下一個做為更高層

次的客觀世界的奠基基礎。但這樣的抽象如何操作呢？舒茲對此提出了問題，

他說： 

「在此被視為經驗的現象世界的意向性構成中，人們必須能夠分辨出何者為

自我的非本真部份以並且就其本身而言去分辨出來以能夠從中抽離出來。」、

46「胡塞爾闡釋地標誌了每一個指向可能地「我們」的意義都被此第二個懸

擱排除了。但這樣的東西如何能在自我的本真領域當中適用於他人的現實與

可能經驗的滯留呢？難道這些關於他人的經驗不是已經於我們當中開始構成

了嗎？」、以及「分辨出屬於自我的非『本真』意識以及關於他人主體性的意

識，此二者甚至在一個決定或共同決定的意義。」47 

 針對舒茲在這裡的質問，我們可以看到他針對的問題集中於「抽象式懸擱」

的可能性。即使胡塞爾在其第五《沈思》的闡述中言之鑿鑿的「發現」了這樣

一種領域，但這種領域的成分似乎只是空中樓閣，當我們仔細回溯自己的意識

生活時，從來都無法如同胡塞爾一般「發現」這個領域的存在。當我們反思地

                                                 
44 Schutz, Alfred: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Kersten. Dermot Moran, Lester Embree (ed.): Phenomenology – Critic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 2.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4. pp. 143-178. 
45 Ricoeur, Paul: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Edward G. Ballard and 
Lester E. Embre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46 同上上注，p. 148. 
47 Ibid,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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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意識生活中所有關於陌生主體的意向性要進行排除以進行這種抽象式的現

象學懸擱操作時，我們憑著什麼辨認出他是「屬於他人的陌生意向性」呢？在

我們的經驗中，我們思維、感知著周遭世界，我們在時間、歷史當中被型構。

即便使用一種已經主體際構成的標準來進行分辨何者內容是具有陌生意向性與

否在程序上是正確的，但我們仍然會需要問，在我們的思維、知覺、周遭世界

當中，有何種意向對象的內含是可以在胡塞爾這裡所指的「特殊種類懸擱」意

義上排除所有具有他人主體意涵的內容。當我們的思維被語言所佔滿，當我們

面對著大自然時候的全身知覺敞開都蘊含著已經被教養的「人文與自然之分」，

甚至連身體的運動感覺 (kinesthesias)，例如所有的行走動作、敲擊著鍵盤的指

頭活動等等構築著空間的肢體活動都蘊含著早自母親教導以來所構成的內容

時，胡塞爾處所宣稱的「具體的」徹底的獨我世界，似乎是不能想像的。一個

不能想像的具體又如何理解呢？ 

如此問題的提出，在呂格爾的文章當中也有提及，他說：「讀者一定會去質

疑說，這樣的抽象是否可能，也既是說，是否有任何東西能夠繼續在被稱為在本

真領域當中仍然是應受的存有。難道那屬於我的本真存有的我的自我及意義的注

意過程，構造了這個世界？」48 但顯然的，他所解讀的方向並非如同舒茲一般

將胡塞爾對本真領域的陳述直接拉到其內容可能性上去思考，其面對第五《沈思》

此處的本真領域討論過程，乃是從胡塞爾自身的理論目的來思考的，他說：「如

果有某個陌生者，那必定是因為有某個本真者，且這不能逆轉。如果他人真的是

『其他的自我』，那麼自我的意義便是從我當中被轉移到他人。……整個第五《沈

思》所要提醒我們的，都包含在這條從本真經驗指向陌生他人的意義線索的追

尋。」49 跟隨著胡塞爾的思考行走，呂格爾認為當胡塞爾將他人視為由自我當

中「越出 (überschreitet/ encroaches on)」意義來的「第二序 (secondary ordered)」

自我時，「他的來源並非時間序上的，而是感覺的邏輯上序列。因此，朝向本真

領域的還原並沒有任何心理學或人類學的特徵。」50  

我們可以看到呂格爾在這裡的談論是與舒茲的談論走不同方向。也就是說，

當舒茲在針對本真領域的內容逐一思考，以試圖應證胡塞爾在這個領域當中所陳

                                                 
48 Ricoeur, Paul: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Edward G. Ballard and 
Lester E. Embre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19. 
49 Ibid, p.120. 
50 Ibid. 此引文中之加黑體字乃筆者所加，強調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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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內容是否可想像時，呂格爾的方向卻是談論一個在理論的序列上的應當順

序，因為「如果有某個陌生者，那必定是因為有某個本真者，且這不能逆轉。」

(Ibid, p.119.) 這樣的思考邏輯完全順服胡塞爾在其第五《沈思》當中的順序，也

就是說，當我們進入到對陌生者的理解時，此理解陌生者的前提，必定在超驗的

邏輯上先對自我的本真能力有一定程度的掌握。胡塞爾在此通過反思做為方法在

超驗邏輯上走回所有構成的基礎要求：本真自我，並透過對此自我的「徹底」本

質掌握，找到一個具體的「存有」，「他是某個前給予的東西，藉由其潛在性的價

值，及視域的橋接，他擁有『我在』永遠先於『我思』的命運。」。51 

在進一步討論此二者對胡塞爾此處本真領域的內容解讀之前，我們在這裡先

討論此「在方法上」之處兩者具有相當大差異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在舒茲的

文章當中，明確地確認了自己是在胡塞爾的超驗現象學立場中對胡塞爾自身的在

第五《沈思》處所進行的超驗還原操作內容進行反思，也就是說，舒茲的反思是

根據芬克 (E. Fink) 所提醒的：「在第五《沈思》處對他人經驗的分析目標，並不

是對『移情』的系統解讀，而是一個超驗還原的展顯 (explication)。」，52 並且

在這樣的超驗還原的前提底下，對此還原到本真領域的特殊操作進行了諸多方法

上不可能進行的質疑。難道這些質疑可以通過呂格爾在其文章所所述「感覺的邏

輯上序列」以及「本真領域在這個意義上，很明顯的是抽象的產品。但這個抽象

是方法上的必然，因為他允許我們在正確的序列上放置「我的」這個字的原真意

義，以及對我而言的他人的第二序意義。」53 就可以不用面對舒茲在對此本真

還原的操作過程中可能性的質疑？換句話說，「在感覺的邏輯上」必須通過此抽

象獲得存在著的他人的第一序存有：本真自我，但我們知道在胡塞爾此邏輯上的

優先性抽象是必須通過一個現象學的操作過程（例如做為發生現象學中的展顯過

程）才能達到，難道這個具優先性的本真自我內容的抽象獲得，不需要通過舒茲

對執行過程的質疑嗎？難道這真如薩哈維所說，舒茲採取的仍然在「世俗」主體

際現象學的進路，也因此其所進行的對胡塞爾超驗主體際性談論的批評乃是在對

                                                 
51 Ricoeur, Paul: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Edward G. Ballard and 
Lester E. Embre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22. 
52 Schutz, Alfred: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Kersten. Dermot Moran, Lester Embree (ed.): Phenomenology – Critic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 2.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4. p.146. 
53 同上上注，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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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驗還原沒有在正確理解下所進行的？54 抑或這正是這兩者之間對現象學還

原、懸擱的目的、手段理解不同，所導致的必然差異？ 

當我們面對以上兩者的解讀時，可以看到關鍵的問題，乃是對「抽象」這個

某種方法的操作的不同方向闡述。究竟這個「抽象」是在怎樣的意義上被舒茲及

呂格爾所理解？筆者認為，對此概念的關鍵性差異理解在於：當胡塞爾進行所謂

「抽象的排除」時，這個做為「還原」方法中的「特殊懸擱」意涵需要被更加仔

細的考慮。也就是說，當胡塞爾在其論述過程中進行所謂「抽象的排除」的工作

時，這樣的工作究竟是在什麼意義下進行懸擱的？換句話說，當我們進入到呂格

爾與舒茲的差異性解讀時，我們可以提問道：「抽象排除」這種特殊「懸擱」到

底是在「方法論的程序」上找尋一個在感覺邏輯上必須要「存在」的內容，是否

不需要經過現象學上可明證的描述確證？55 這些問題，在在的關涉到一些最基

本的現象學概念：「懸擱」、「還原」、「抽象」、「排除」等等的理解。 

接下來，筆者便要進入到現象學方法的兩個主軸「懸擱」與「還原」的分析，

試圖通過此分析，更加恰當的理解在胡塞爾本真還原的「特殊」之處，並且更能

理解舒茲及呂格爾在這裡所談論、批評的胡塞爾主體際現象學的提問。 

                                                 
54 Zahavi, Dan: Husserl and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 A Response to the Linguistic-Pragmatic 
Critique.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A. Behnk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3. 薩哈維在本

處批評舒茲通過世俗主體際性的立場而對胡塞爾超驗主體際性的批判。其原因在於：舒茲乃是仍

在自然態度下對胡塞爾現象學的理解，而這樣理解下的他人，早在胡塞爾《觀念一》處便已提到

他人的存在乃是在自然態度當中不可疑的。換言之，舒茲對胡塞爾本真領域之不可能獲得的批

評，乃是在於其在自然態度的設定下，認為他人的存在是在任何意義上不可避免的。而當我們跟

隨著舒茲的腳步認定主體際的存在乃是不可置疑的，就會忽略了胡塞爾現象學的基礎哲學要求。

筆者對此處薩哈維對舒茲的反駁存有質疑。其原因在於：在世俗態度中他人存有是無可置疑的，

並不代表舒茲是在不可置疑的情況下談論他人意義的不可消卻性。 
55 我們可以看到胡塞爾自身使用了「展顯」的方式去表達此本真本質的自我是在發生現象學的

意涵上所發現的。並且這個在展顯的意義上發現的內容，乃是一種「必然明顯性 (apodicticity)」
的內容。在胡塞爾現象學的後期發展中，在現象學方法下所要求的對象內容以經由前期的「相應

性 (adequate)」內容更多的轉到對必然明顯性的要求。而我們可以在本文 19 頁當中看到，此種

必然明顯性的內容乃是可在「不完美」的意義上被胡塞爾所要求。例如當我們需要展顯我們的「過

去」時，此「再回憶 (recollection)」的內容常常是不完整的，但我們進行回憶的過程正是跟隨著

各種回向的空意向的充實漸漸補足。在此處，「再回憶」中的不完美性便是在感覺邏輯上的必然

明顯性，換句話說，我們在感覺的回溯上，邏輯上必須經由「不完美」而漸漸朝向「完美」的這

種過程，在這種過程中，不僅是接近完美的記憶內容才是可能「具相應性的」，更重要的是我們

「必須」通過一種「不那麼完美」的內容走向完美的過程，使得在感覺上的追尋得以完成。這種

不完美事物的必然明顯性，或許可以給我們在這裡對胡塞爾對本真領域的追尋有更恰當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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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懸擱與還原 

經過前一節當中，舒茲及呂格爾對胡塞爾本真領域是否可能達成的方法論置

疑之後，我們發現關於胡塞爾自身在第五《沈思》當中所提的本真還原的理解，

需要對懸擱及還原的概念進行瞭解。 

這裡的必要性，首先在於胡塞爾直接使用特殊種類的「懸擱 (epoché)」來稱

呼此有爭議的抽象方法，(CM, 124/93) 並且宣稱此種懸擱「考量的並非其他人，

而是在自我（做為超驗的觀察者，超驗地經驗他自身）當中構成了自我與其他自

我的區別 (Unterscheidung/ distinction)」。(CM, 244/93) 換言之，此處懸擱所聲稱

要進行「抽象的排除 (abstractive excluding)」，所考量的並非真正要把他人的意

義不包含在內，而是要做出一個「區別」。但我們要如何理解這裡的懸擱呢？在

懸擱當中被以排除談論的他人意向性，是在怎樣的意義下進行排除，且這樣的排

除胡塞爾還特別提醒說只是要做出「區別」，換言之，這裡的排除之意涵，似乎

不是一般意義上，例如將碗中的黑球與白球做出選擇之後，把白球排除在碗之外

的作法，而只是要將都在碗當中的黑球與白球之間的「區別」釐清。 

其次，胡塞爾在這一段落中交互使用了「原真還原 (primordial reduction)」

及「特殊種類的懸擱」的用語，以闡述此處達到的本真本質領域的方法途徑。這

兩個用詞是否有所差別？到底懸擱與還原之間的關係為何？我們是如何進行著

這樣的懸擱活動的？此活動本身及其結果又會是如何呢？ 

當我們要理解胡塞爾使用的懸擱與還原這兩種方法時，首先要理解的是：使

用此種方法的目的。 

在 1911 年時，胡塞爾發表了著名的〈哲學做為嚴格的科學〉長文，從這篇

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胡塞爾通過對當時流行的心理主義及歷史主義世界觀哲

學進行批判。當哲學在那時代仍然在做為科學的基礎的意義上進行討論，胡塞爾

認為心理主義仍然無法在排除實在性的「自然」意義上去談論做為科學基礎的「真

正」心理狀態；56 而歷史主義者則只能「預設」歷史傳統上的觀點，而無法「論

                                                 
56 Husserl, Edmund: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Frankfurt am Me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1965. 《哲學做為嚴格的科學》，倪梁康譯。北京：商務印書館，2007。全集版 31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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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他們自身所預設的領域，以致於無法對科學提供其哲學基礎。(Ibid, 327/52) 相

反的，其現象學所要進行的，乃是「澄清所有形式—邏輯的、自然邏輯的以及其

他指導性的『原則』的『起源』，並且澄清所有與此密切聯繫的『存在』（自然存

在、價值存在）和『意識』的相關性問題。」(HuaXXV, 319/40)。現象學哲學的

「研究動力必定不是來自各種科學，而是來自實事 (Sachen)與問題」(Ibid, 

340/69)。而這裡的實事，乃是通過現象學方法的要求下，所能接受的研究領域：

純粹意識的領域。(Ideen, 58/113)  

a. 懸擱與還原的基礎意涵： 

不論是在早期的《觀念一》階段，中晚期的《笛卡爾式的沈思》乃至晚期的

《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的現象學》，在對現象學方法的討論中，現象學的懸擱始

終是在其現象學討論中「不能放棄」的部分。換句話說，當我們討論到他人的意

向構成、現象學的主體際討論、乃至通過移情所構成的客觀世界諸層次，這些種

種討論在胡塞爾現象學的意義下皆是在保持著懸擱方法的施用中進行的。這個方

法的使用，甚至可以說是胡塞爾現象學與其後的現象學家極大之處。究竟這樣的

特殊方法意涵為何，又跟本文所欲討論的，在第五《沈思》當中所陳述的「特殊

種類懸擱」有何關連？這是筆者在這一小節當中所欲陳述的重點。而對此懸擱方

法的直接陳述，筆者將參考《觀念一》當中的定義說明進行討論。 

 當我們要對「懸擱」這個方法進行討論時，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到底這個方法

所意指的「排除 (Ausschaltung/ Disconnexion)57」或「加括號 (Einklammerung/ 

Bracketing)」，到底針對的對象為何。 

 這是一種所謂的「自然觀點/態度 (Einstellung)」(PM, 頁 118)，58 這種自然

                                                                                                                                            
譯本 35 頁。 

57 此字在德文字面上具有「排除」及「斷路 (例如將機電之電路連結切斷)」的意涵。英譯者 Gibson
將其譯為 Disconnexion，其意涵較接近於「斷路」，但筆者認為此處所使用的無論是倪梁康在《現

象學的方法》及李幼蒸在《觀念一》中文翻譯本中的「排除」，都比較接近德文的字意。 
58 Husserl, Edm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Ed. By Klaus Held. Stuttgart: Philipp Recalm, 
1985.《現象學的方法》：倪梁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年。此編著中，因乃編者黑

爾德在胡塞爾的諸著作中挑選重要的篇章，且會在此些重要的篇章當中附上胡塞爾自身並未在

該著作中附上的重要腳注（例如某些在《觀念一》全集版本當中，未被含納在該集當中，而在

其他冊中所附上對《觀念一》的一些腳注）以及編者黑爾德極有幫助的解釋，加上中譯者的通

暢文字，故在筆者的論文中，一旦所欲引用之胡塞爾的文字在此中文譯本當中出現，皆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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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並不是自然科學的觀點，而是在講一種未經現象學懸擱之前，一般人們面對

世界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中，人們把世界視為一種「現有 (vorhanden)」的。在

直觀當中，當我們看到眼前的筆記型電腦，手指依循著習慣而逐一的敲打著刻滿

符號的鍵盤，並且可以循著注意力的轉換將自己的視覺沿著筆記型的電腦邊緣轉

到後側，結合著過往對後側內容的記憶，我們可以預期看到的三角形紙片是同屬

著一個四方形紙片，且可藉由與另一個未在眼前直觀出現的另一個三角形構成此

四方形紙片。我們的種種經驗，不論是通過回憶或是當下對象呈現給我們的知覺

內容，即便我們在如何詳細的闡述這個知覺內容的結構及發生過程，只要還是在

自然觀點當中，我們就會設定此被我們經驗到的世界，是一個「現有的」「存在」

在面前。也就是說，我們不會懷疑我們是否有可能以任何方式認識到這樣的對

象，也不會懷疑這對象的存在可能性。換言之，不論在己或在對象物上，當我們

在直觀的自然態度、一種直接 (straightforwardly) 的意識中，我們素樸的信任且

賦予我們眼前所發生的內容知識的意義。 

或許有人就會問到，我們也常在生活中發現一些不對勁的地方，比如說通過

時間的進展及距離的縮短之後，我們發現原本遙遠之處被認為是一個站立的人，

原來只是一棵樹。換句話說，在自然態度當中，仍然有一些事物的發生是會被我

們視為「幻象」或「妄想」等「錯誤」的。為了更加精確並認識到「事物自身」，

不僅在哲學家中通過質疑、反思而討論所有認知的條件及其可能性以獲得「真正」

的事物自身，甚至在近代高度發展的科學中，科學家們也通過許許多多經過不斷

確證、否證的經驗方法，試圖更加適當的獲得對事物的認知。也就是說，當其他

哲學家其科學家也通過其自身的懷疑、反思方式對我們與世界的接觸及認知進行

考察時，並不會直接素樸的接受直觀世界所給予的內容，自然科學有對最素樸的

態度進行反思，並進而考察。並且通過探討事物運行的規律，並在不斷交互詰問

當中對另一個規律系統進行破壞。自然科學就如此以質料（如化學等）或邏輯（如

數學）方面的前進並獲得極大成就。59 

但通過這樣的質疑以及研究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始終是不徹底的，畢竟「誰試

圖懷疑，誰就在試圖懷疑某一個『存在』，用陳述說明便是懷疑『這存在』！」

                                                                                                                                            
此譯本當中的譯文，唯若有些微譯詞與筆者整體論文用詞不同之處，將進行小幅修改，也將在

本文註腳當中提及。本文後以「PM」稱之。 
59 Husserl, Edmund: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Lee Hardy.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p. 16. 後稱之「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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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頁 125)。換句話說，當我們面對眼前的經驗世界時，以各種方式質疑我們

這個世界的內容時，這樣的懷疑始終預設了「存在」這個內容。「所有對自然世

界的被給予性的懷疑和摒棄都絲毫不改變自然觀點的總命題。這個世界做為現實

始終在此存在，他至多在這裡或那裡與我意指的不一樣，這些或那些東西可以在

假象幻覺等標題下從他之中被刪去，從這個始終此在著的世界中刪去」。(Ibid, 124) 

那麼，胡塞爾所欲談論的那個可通達嚴格科學的基底的懸擱，到底是要將什麼東

西「排除」，什麼東西「懸擱」起來呢？胡塞爾說： 

我們將屬於自然觀念本質的總命題盼為無效，我們將他在存在方面所包含的

任何東西都置於括號之中：就是說，我們要對整個自然世界終止判斷，而這

個自然世界始終是『為我此在 (für uns da)』和『現存的 (vorhanden)』，他始

終在此做為合意識的 (bewußtseinsmäßige)『現實 (Wirklichkeit)』保留著，即

使我們願意將他加上括號。(PM，頁 128) 

如此進行的懸擱動作，其目的並不是要把世界的存在取消，也不是要懷疑他的此

在，而是要通過這個懸擱，使現象學的沈思者可以「完全放棄任何對時空此在

(Dasein) 的判斷」。(Ibid.) 因此，只要任何一種判斷，其內容涉及時空的此在，

例如任何自然科學、數學等等，只要他們的學科所處理的對象及通過其方法論所

獲得的各種結果，尚未將其時空此在的判斷排除，胡塞爾就不會把他納入到現象

學的態度下討論。換句話說，即便牛頓在其物理學上的成就多麼偉大，其所得出

來的物理之力之公式可以經過科學的不斷實驗進行確證，只要他的公式及其施用

的範圍，仍然設定著「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發生而具有存在的特性，在現象學

上就是不被納入討論的。但這樣一來，我們當下所獲得的所有經驗內容、科學知

識、歷史傳承，仍然可以在現象學上被談論嗎？對胡塞爾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筆者認為，其最重要的一個環節便是上引文中的：「這個自然世界始終是做為『合

意識』的現實而保留著」。 

 如同前述，在自然思維當中，自然世界乃是做為一種「現實存在」而在我們

面前出現，在這裡，不論是心理學或自然科學、傳統形上學等，其所討論的內容，

皆無法脫離「存在 (Sein)」而言。胡塞爾「懸擱」方法的最關鍵處，便是使用加

括號的方式，將此對存在的信仰，此存在在知覺或知識當中所發生的「有效性 

(validity)」以暫時不討論的方式「括弧起來，擱在那裡」，而當這樣的方法論處

理過後，此處被括弧起來擱著的存在，不在其自身對自己的存在及內容發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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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對的，而是變成一種「bewußtseinsmäßige」，合意識的。60 在這種觀點的

改變中（由存有有效性轉為合意識的有效性），原本一些由經驗而來，或者由理

性推論而來的所有「基地」都不再發生效用：「這個世界的事先為我存在是我所

要禁止的，我剝奪他迄今為止為我提供的經驗世界基地的那種效力。」(Ibid.) 而

當我們不再對此經驗或存有的內容進行表態及判斷時，剩下的只是一個在普遍懸

擱之後所給予出來的，被全新給予出來的存在區域，(Ibid, 頁 130) 這種存在區

域在失去經驗所發生的效力的意義上被稱之為「純粹意識」，而在認識論問題中

被討論時則稱之為「超驗意識」，並且「將獲取這種意識的操作稱之為超驗懸擱。

在方法上，這種懸擱將分解為『排斥』、『加括號』的各種步驟，所以，我們的方

法具有一種有步驟的還原特徵。根據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首先將他稱為現象學

的諸還原（或者就其總體性而言稱為現象學的還原），因此，從認識論的角度上

也可稱為超驗還原。」(Ibid, 頁 132)  

 通過以上的闡述，我們大略的整理如下，以回頭進入與本文相關連的懸擱操

作部分：現象學懸擱的面對對象是自然觀點下的所有範圍（也就是普遍懸擱），

而懸擱的施作前後差異，則在於由「存在 (Sein)」述詞所發生效應的所有理論、

經驗世界，成為「合意識的 (bewußtseinsmäßige)」內容。也因此，我們才可以理

解胡塞爾所說：「絕對的或超驗的主體性的區域以一種特別的、完全獨立的方式

『在自身中包含著』實在的宇宙，或者說，『在其自身包含著』在任何擴展了的

意義上的所有可能的實在世界和所有世界，就是說，他通過現時的合可能的『意

向構成』而將他們包含於自身之中」(PM, 頁 132) 當所有的內容都以另一種存

有—也就是合意識的存有的方式出現的時候，其意義已經是完全不同於懸擱操作

之前的內容，並在這個意義上「獨立」於自然觀點下的世界且自身成唯一封閉的

區域。並且就如同原本自然觀點尚帶含著「存在有效性」的眼鏡看待著世界，現

在胡塞爾通過其現象學懸擱所要做的便是拿掉這眼鏡，通過直接的眼睛及知覺，

將原本以含著存在有效性而呈現在我們體驗當中的世界，轉變成為「被我們看到

                                                 
60 筆者在這裡強調「合意識的」，乃是筆者對普遍懸擱的關鍵理解點。這個關鍵點扭轉處，我們

也可以在德文「存有 (Sein)」與「意識 (Bewußtsein)」的同異點上做出理解。也就是說，在自然

態度下的以「存有」狀態發生有效性的世界對象，在懸擱過後則成為「被知道的存有」。也就是

說，在我們體驗當中出現的所有內容，包括信念、確證、客體對象等內容，接從「存有有效性」

轉成「被之到的存有的有效性」。此關鍵性的轉換乃是一種「本質上」的差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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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61  

 這樣的懸擱施作，做為認識的「可能性條件」討論時，也就是認識論的討論

時，則成為「超驗」懸擱。62 此處的懸擱，則是範圍更廣泛的「現象學還原」

的一個步驟，這個步驟在以認識論的討論可能性條件時將範圍劃定為「超驗」領

域，並因此被包含在現象學還原的步驟中。換言之，現象學還原的範圍廣泛，包

括從現象學心理學的還原、早期接近心理學描述的還原、乃至後其在存有論上的

還原等，皆在現象學的意義上進行探詢並揭露更多的意向內容，這種種揭露的過

程皆為「還原」。但並非每個還原皆在討論認識論上的可能性條件問題（也就是

超驗的），而此處的超驗懸擱，則是通往認識論可能性的意向性領域的初步階段，

通過此階段所獲得的領域範圍內容，皆在通過以超驗的「合於意識」替換調「存

有有效性」的意義上展開。 

b. 懸擱、還原與第五《沈思》處的特殊主題化懸擱： 

通過我們在前一小節當中，對懸擱的較詳盡理解，以及對現象學還原的初步

理解，將其與本文主軸相關連的「第五《沈思》中的特殊種類懸擱」作比較及討

論，我們可以更佳的理解胡塞爾在第五《沈思》處所欲進行的此種懸擱意涵為何

嗎？ 

筆者以為，胡塞爾在第五《沈思》處所特別提出的特殊主題化懸擱，其與在

《觀念一》當中所提的對世界的自然態度的普遍懸擱的關係有二，其一為範圍的

差異，第五《沈思》處所提的特殊主題懸擱，其施用內容已經在普遍懸擱的超驗

主體性底下進行。其二為同樣的操作內容，即為「排除」及「置入括號」。 

                                                 
61 在這裡需要強調的是，此種「拿掉眼鏡」的比喻，在現象學懸擱與否的觀點轉換中，自然觀

點與現象學觀點的位置是徹底不同的。這與一種我們一般所想的「不同職業觀點之間的轉換」意

涵完全不同。雖然後者也有「僅由如何看待對象的方式來看待被指涉的對象，而不是從對象自身

的特色來看」的意義，但後者意義之下的不同職業觀點之間，乃是可以「在同一層次地」在存在

的對象的表象展現上交替轉換，而胡塞爾所提的「現象學懸擱」方式，則是一種與懸擱前徹底不

同的轉換方式，此種將對象的「存在」特徵轉成「合意識的」特徵的觀點轉換，與經驗存在觀點

上的平行職業態度轉換完全不同。在這種徹底不同的意義上，我們也可以理解到胡塞爾所說的「超

驗現象學的封閉領域」的意涵。 
62 Ströker, Elisabeth: “The Problem of The Epoché in Husserl’s Philosophy.” In Dermot Moran, Lester 
Embree (ed.): Phenomenology – Critic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 1.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4.。此處史托克即有指出筆者於第一節中所談，超驗做為「認識的可能性條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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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一》當中所提的對世界的自然態度的普遍懸擱是將世界的內容（包括

物體對象及所有意識內容）置入括號，並通過在「不使其發生效用」的意義下「排

除」了自然態度下的「存在」有效性，並進而展露出一個「合意識」的超驗意識

領域。其目的是探詢一個完全獨立的，且做為所有科學的基礎的現象學領域，此

領域的探求也稱之為「超驗自我學」。63 在第五《沈思》中，則是在已經是超驗

現象學的態度下，將所有的陌生主體意向性置入括號，並排除了被陌生主體發生

效用的所有內容。在這個操作底下所發現的，是一個本真的自我身體及其習慣基

底。其目的是要探詢一個做為他人構成的「自我方面的基礎」。 

但我們可以看到這兩者之間的差異點，在於前者（《觀念一》中的）所談的

懸擱，乃是在通過現象學的「明證性」基礎之下所獲得的超驗經驗領域。但在第

五《沈思》當中的特殊主題懸擱，則是一個必然明顯性 (apodicticity) 下的自我

邏輯基礎。在前者當中所獲得的內容，乃是可通過現象學描述在超驗經驗的意義

下獲得，而後者則是得通過一種自我邏輯的必然性「展顯」出來。 

筆者以為，胡塞爾可以通過在超驗現象學中，描述與展顯的方法差異，迴避

掉舒茲通過要求「往超驗經驗的回溯描述」所進行的批評。就如同呂格爾所說的，

此探詢乃是一種感覺的邏輯必然性追尋。換言之，胡塞爾現象學在此的努力，已

經由描述轉往「展顯」，已經由超驗經驗的描述轉往超驗經驗的必然性邏輯時，

舒茲的批評與胡塞爾的意圖已經分別處於兩個層次上。胡塞爾為了獲得他人意義

構成的「徹底」基礎，所以便在展顯的方法上闡述了一個做為基礎本質來源的「獨

我」自我。 

                                                 
63 例如胡塞爾在「第一哲學」當中提到：「超驗的現象學看來只是做為超驗自我學才是可能的。

做為現象學家，我必然是獨我論者，儘管並不是在通常的，荒謬的意義上，而恰正是在超驗的意

義上，是獨我論者」(EP II, 174/ 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