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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移情作用 

 

通過我們在前一個章節中對胡塞爾現象學方法在第五《沈思》處所進行的應

用進行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到，對胡塞爾而言的客觀世界構成，其基礎是我那

具心理物理特色的本真自我。在這個本真自我當中，除了自我的主體性之外，任

何關涉於陌生主體意向性的內容皆被特殊主題化的懸擱所排除、置入括號。但就

如同我們在第一章中所說，客觀世界的構成的成立條件，必得含納真正 (properly) 

意義下的「他人」存有。 

在《觀念三》當中，胡塞爾嘗謂：「那個僅僅是對「一個」純粹自我而言的

已經是真實的物理事物 D，並未呈現出任何的移情的時候，則其變成單純的「顯

象 (Erscheinung)」64 也就是說，當一個純粹自我在不含帶著此物體之可能被陌

生主體意識到的意涵時，此物體 D 僅僅是做為顯象而被意識到。當我們把這樣

的表述先轉回前一章節中筆者所論之胡塞爾的「獨我」本真領域時，我們可以看

到，在這樣的領域當中，自我的身體軀體做為具有空間性的表象，在這個意義上

其實是以「顯象」的方式「被展顯」，而不具有客觀性的意涵。換言之，此時的

世界，包括屬於我的本真自我內容，其「實在性 (reality)」也僅僅是在我的自我

意識當中被理解，而無法具有客觀性。65 也就是說，當我們通過現象學的普遍

懸擱之後，所有內容皆成為「合意識」的意向-意向對象結構時，已經完全取消

一個單獨獨立於意識之外的「物自身」的可能性。故傳統上以「物自身」做為知

識、存在論的真假判準已經完全被現象學的懸擱所「排除」掉其存在有效性之後，

此「符應 (correspondence)」的真理觀所需的「判準」已經完全被主觀意識所含

納時，胡塞爾所關心的「科學」基底怎麼辦呢？當所有客體都在主體的構成作用

                                                 
64 Husserl, Edmund: Ideen Zur Einer Reinen Phänom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Drittes Buch.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6. Translated by Ted E. Klein & William E. Pohl: 
Phenomenolog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The Hague, Boston,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0. 後稱「觀念三」或「Ideen III」。Ideen, 110/9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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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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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被理解時，物理學、數學等等傳統上認為具有超越時間空間的客觀普遍真理

要如何被安置呢？ 

當胡塞爾現象學已經將客體、對象的意義還原成超驗意識主體的構成內容

時，所有客觀性所能尋求的明證來源便在主觀性自我身上，但主觀的自我又如何

成為客觀性的來源呢？如果我們所能確證的只有自己的意識內容本身，我們能在

怎樣的意義上區辨真偽呢？我們是否可以僅通過不具「物自身」，也不具「他人」

意向性的知覺內容，僅通過「本真」自我的和諧 (harmonious)、融貫的 (coherence)

意向對象構成，便獲得所謂「客觀」的意義嗎？ 

事實上，就如同胡塞爾在《觀念三》的那句話所言，對事物的表象，如果不

具「移情」意涵的話，僅是「顯象」而已。就拿我們對事物的知覺為例，在我面

前的一棵樹，可能會因為不同的知覺方式例如視覺上的看到其樹葉飄逸及聽覺上

被風吹拂過後的沙沙作響，並經過在時間中的經歷而逐漸構成了一棵樹的同一

性。然而，這樣的同一性在我們的意識當中構成時，常常可能會因為某些知覺條

件的改變，比如將我們的知覺器官與知覺對象的距離拉近走遠，或者知覺活動的

能力轉強轉弱等等，都是對此知覺對象的「諸顯象」內容攝取，且此攝取是可能

不斷改變甚至隨時有可能經歷過某些關鍵性的改變，使得我們本來通過知覺過程

所「直觀到」的「本質」，66 在某些知覺條件的改變之後被更改為由另一種內在

決定性所規定的對象。 

而自然科學所要求的方法正確性，傳統形上學對於本質的理性推論等等，皆

在超驗現象學的處理中成了在「合於意識」的標題底下所進行的。傳統上通過推

論或邏輯證成的客觀性來源，在其現象學當中必須從意識的「對每個人 (for 

everyone) 而言都是」這個環節中來找尋。而這個環節之所以能夠達到的過程，

便是通過「移情」。 胡塞爾說：「此顯象（也就是上頁引文中的純粹自我當中的

顯象）的綜合在物體 1,2,3 服應於自我 1,2,3 時成了真實的 (real) 物體 1,2,3，而

移情穿越了所有的把握：『那相同的客觀的物體 D』；此物體 D 是某個僅僅在 Dx

中呈現的，但對所有自我而言他也只可能以這樣的表象中出現，因此，只有通過

                                                 
66 筆者此處所使用的，乃是胡塞爾現象學上所使用的「本質直觀」意涵，其大意乃是通過意識

的側顯 (Abschattung) 作用，對一意識對象進行時間上的知覺活動。通過如此的「環視」之後，

會對事物獲得某種「同一」的決定性內容，在這個意義上，筆者稱之為本質直觀。對此作用的討

論極為豐碩，但礙於研究目的及篇幅，本文將僅在此意義上使用本質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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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才使其能在客觀真理的意義下獲得正當性。」(Ideen III, 110/95)  

因此，對本文的問題意識而言，移情乃是對客觀真理能夠在現象學的意義上

得到正當性的途徑。至於本文對胡塞爾使用移情作用的解釋及批判，將從兩個方

向著手。第一個方向是通過研究胡塞爾自身的對移情的闡述，理解這個作用如何

成為構成客觀世界的可能性條件，第二個方向則是同第一章中，引用舒茲在同一

篇文章中對胡塞爾移情作用的諸環節的兩個方向—一為意義的轉移，一為附現的

討論—的批判。最後，筆者將試圖在胡塞爾的理論當中找尋為其辯護的證明。 

第一節：胡塞爾論移情作用的諸環節 

a. 契機：  

在一開始，我們便需要對胡塞爾對「移情」的定位來幫忙。他認為：「移情

是一個屬於陌生者經驗的理論，是在『超驗感性論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s)』標

題下的第一層。」(CM, 173/146) 我們可以看到，胡塞爾把移情的定位，放在其

對超驗感性論的最底層位置，而在這樣的底層位置中，我們便已經開始有了對陌

生者的經驗。這樣的感性作用的目的在進行對陌生者的意向性構成。我們可以回

想到，胡塞爾在第五《沈思》處所進行的特殊主題性的懸擱。這個懸擱所欲「排

除」掉的，正是在這個超驗感性論的第一層次中所具有的移情作用。通過展顯的

過程，在第五《沈思》當中獲得的是一個本真而不具他人意向性的自我。這個自

我以心理物理的形式，用身體的型態被展顯出來而做為感性邏輯上的基底。那麼

對胡塞爾而言，這個超驗感性的第一層次，是否就不在這裡發生作用呢？或者是

說，胡塞爾是如何解釋移情的作用契機呢？ 

在第五《沈思》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契機是來自於對周遭「物 (Dinge)」

的出現做為「超驗線索」的。也就是說，在此處所進行的對陌生經驗的陳述，是

來自於經驗中對於物體及他人出現在超驗感性的知覺場域當中的契機來展露

的。(CM, 140/110) 我們要如何理解這裡呢？為何胡塞爾在第五《沈思》當中會

需要使用一種在經驗當中出現的他人的描述來進行其對「超驗」移情作用的解釋

過程呢？ 

以上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於，為何對一個超驗感性的闡述，其來源是經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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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謂超驗線索呢？筆者認為，這可以從我們第一章中，對胡塞爾「超驗」的可

能性條件意涵中來討論。也就是說，對現象學而言，一切解釋、說明、描述的源

頭都是經驗。當這些經驗在我們的知覺當中通過諸多知覺、意識環節進行作用

時，我們會擁有諸如知覺獲得、習性、記憶、意識的變樣模態、將沒有呈現在面

前的東西共同現前的附現等，種種我們在經驗的意義下獲得的內容。但這些被意

向的對象旋即成為之後知覺的可能性條件。也就是說，胡塞爾所謂的超驗線索，

其實可以理解為一種已經經由超驗懸擱之後所擁有的不具存在有效性的「經

驗」，這種我們獲得並擁有的經驗，也在會成為之後獲得經驗的可能性條件的意

義下成為一種超驗經驗。 

b. 開展： 

就讓我們回到胡塞爾在第五《沈思》當中對移情作用的發生過程，他說： 

「讓我們假設其他人 (men) 進入我們的知覺領域。被原真的 (primordially) 

還原了，意味著，在關於我的原真自然的知覺領域當中，一個軀體 (Körper 

/body) 作為原真的，當然是作為我自己的決定性部分而被呈現出來。也就是

一個內在的超越性。67 因此，在此自然及世界中，我的身體是唯一的軀體，

他是，並且能夠原初地作為身體（一個作用著的機體）而被構成。因此，那

個在那裡以身體的方式被理解的的軀體，必須從我的身體當中統覺的轉換 

(apperceptive transfer) 而得出其意義。」(CM, 140/110) 

在原真地還原了的68 主體當中，所有呈現出來的對象皆是不具主體意涵的

                                                 
67 在此處所討論的「內在的超越性」，如果我們承接上一個章節中在本真自我的心理身體的諸意

義下所談論地自我的諸「內在的超越性」層次，那麼這裡談論的所謂「在意識當中出現的他人」，

其所具有的「內在的超越性」其內容其實並不與在自我的心理身體性內容，而僅僅指的是「自我

的決定性部分」而來的內在的超越性。換言之，在獲得他人知覺的過程中，此環節中的他「人」

仍然為具有真正「人」的意涵，而僅僅是一個在「軀體」的意義下，做為意向對象的「線索」，

這個線索在我的身體知覺呈現當中是以如同眼前的杯子一般呈現的「內在的超越性」而存在，而

尚未具有其「絕對的超越性」。而後者將可在附現的討論中獲得更詳細的闡述，也在本論文第四

章第三節中有更具體的討論。 
68 在本文當中，筆者將第五《沈思》所使用的原真還原與特殊主題化懸擱這兩個方法論的操作

視為同一。也就是說，原真還原乃是是為了達到一個原真領域所進行的方法論操作，而這樣的方

法論操作，是將陌生主體的意識從所欲討論的原真領域當中進行排除，也就是所謂的「特殊主題

化懸擱」的作用。其結果同樣為一個不具陌生主體性的本真領域，在這個原真世界中，只有「本

真」的主體具有主體的意涵，其他東西僅能以「物」而不具有主體意識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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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這些物體是在與我的身體-軀體在「軀體」意義具有相同特徵而被理解的。

當然，在這個階段當中所理解到的所謂「人」69，也還只是一個跟我的軀體擁有

一樣軀體特徵的對象。在知覺的活動中，這個軀體僅僅只是做為一個具有「相似

性 (Ähnlichkeit/ similarity)」軀體而出現。這個與我的軀體具有相似性的軀體呈

現在我原真領域的當中，此階段的程度就如同桌子椅子一般僅為一種「空間物」

而呈顯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此軀體所具有的知覺內含乃是一種「類比統覺的

動機基礎」。(CM, 140/ 111) 換句話說，此軀體乃是一個「引子」，就好像當我們

看到一條線時，可能尚不會覺得這條線具有「引信」的性質，但對這條線的更多

知覺材素的掌握，例如沿著這條線的某個方向繼續望去，看到了某個紅色圓桶狀

物，而當我們對這相連結著的紅色圓桶狀物的知覺喚醒了之前對「炮竹」的形象

時，這個做為「引子」的物體之「線」，便被引導出其「引信」的意涵。故當我

們還沒喚起「炮竹」的意涵時，這條「線」本身便是做為「線做為引信」的「動

機基礎」，等待更多的知覺掌握之後便使這個動機基礎所具有的內含展現出來。 

然則，此動機基礎在對他人的知覺中，不會僅停留在此階段。隨著此軀體所

展現出的「不斷地和諧舉止 (immerfort zusammenstimmenden Gebaren/ incessantly 

harmonious behavior)」，在本真自我，自我的原初促創 (Urstiftung/ primal 

institution) 內容內容被喚起，並通過一種相似化 (verähnlichende/ assimilative) 的

統覺產生「類比」的作用，在這種將意義從自身做為主體的方面轉換到出現在知

覺場域當中的其他軀體進行「配對 (Paarung/ pairing)」，並且「附現 (appräsent/ 

appresent)」出此另一個心理物理對象之「意識」意涵。 

胡塞爾在第五《沈思》處所進行的，對「關於他人的意向性」，以及存在著

的他人的闡釋的初級輪廓，便在上文，筆者將通過以下的三個小節，對此內容進

行詳細闡述。 

                                                 
69 這裡或許會有一個質疑，因為胡塞爾在這裡的陳述似乎包含著一個謬誤，也就是說，當「所

謂的人」進入到你的知覺領域當中時，胡塞爾是說「假設一個人」進入，但從他的分析卻又是從

「此人的尚未具有人的意義的軀體」開始分析。問題將會是：是否所有對人的分析都預設了對人

的先前理解。如果是，那胡塞爾一直企圖從不具人的意涵的層面開始描述是否帶含了丐題的謬

誤？如果不是，那我們如何理解胡塞爾此處的陳述呢？但通過上一節對超驗線索的掌握，我們可

以瞭解到，此處所使用的談論方式，乃是在兩個層次上進行的。「假設他人進入我的知覺範圍」

僅是一個超驗的線索，而其所欲進行的是通過此線索所進入的現象學描述場域（此乃又另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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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聯想中的配對作用 

對胡塞爾而言，「配對」是超驗感性論中的一個基本環節，也是當他人進入

到我的知覺領域時，第一個出現的知覺作用 (CM, 143/113)。此配對的位置及基

本作用的闡明，胡塞爾表述如下： 

「配對是一個我們以「聯想」為其命名的被動綜合的原初形式，且相對於『同

一化』的被動綜合。在配對聯想中，特徵是：在最原初的事件中，兩個材料

直觀地被給予，並且通過突出，在意識的統一體上，並且，在這個基礎上—

本質上已經在純粹的被動性中（因此不考慮他們是被注意到抑或沒被注意

到）— 作為與互相區別的呈現著的材料，他們現象學地奠基了相似性的統一

體，並且因此總是作為配對而真正的被構成。」(CM, 142/112) 

由胡塞爾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配對聯想的作用得在兩個材料在知覺當

中突出地被給予出來。並且胡塞爾在這裡要強調的這個突出地被給予，並非意識

的主動綜合注意力作用時所進行的。拿筆者的例子來說，在每日騎車經過一條往

學校的鄉間小路中，都會看到許多樹林。在筆者現在對意識的回想考察中，從來

沒有對那片「樹林」真正的使用主動的知覺活動進行掌握，畢竟在行經那條鄉間

小路上時，最需要注意到的，其實是突然會從路邊竄出的小動物及可能從看不到

出口的彎路中突然衝出的對向來車。但現在我能說，我每天行經的那條路旁，的

的確確是一片樹林，並且這樣的回想考察可以在某一天執意使用更多的主動知覺

活動進行確認。在這個例子當中，配對就是一個發生在我被動綜合意識當中的環

節。在這個環節中，我將一個並非透過主動注意力所獲得的樹林表象與我「曾經」

有過的「樹林」表象進行配對連結。或許是因為那片物體所呈現的顏色，也或許

是當我行經那片物體時，聽覺上被動的獲得某種「沙沙聲」，並且也可能是加上

那片物體不會像另一片物體一樣具有「主動性」的活動，諸如此類等等的「相似

性」，讓我將鄉間小路上的物體與存在記憶中的「樹林」內容進行「配對」，並因

此給予那條路上的物體與我記憶中的「樹林」內容一個「樹林」的「統一性 

(Einheit)」含意。 

在這段文字當中，仍有兩個重要的環節需要提到的：首先是：「到底什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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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初知覺當中所獲得的樹林內容」，其次乃是：配對活動所進行的相似統一性

與被動綜合中「同一化」的原初形式有何不同呢？對前一個問題的理解，可以相

應於他人認知當中胡塞爾所欲談論的「他人乃是從我的單子當中鏡射出來」的討

論，對後一個理解可以讓我們瞭解胡塞爾之所以用「配對」而非「同一化」來闡

述我們對他人知覺的重要含意。談論完後者，我們將轉到一個重要的概念「附

現」，以討論在他人經驗當中，他人是如何在配對的聯想當中被理解為真正的他

人。 

讓我們回到對物體的配對聯想上，何者為配對作用的「源頭」呢？拿上上段

的例子來說，我們對眼前的樹林進行配對的知覺作用時，是拿什麼來跟眼前的樹

林進行配對的？在胡塞爾而言，這個在記憶中所含有的知覺內容，被稱為「原初

促創 (Urstiftung/ primal institution)」。他說：「在每一剎那中所獲得的每一個統覺

以及注意的掌握、被手前給予的對象- 例如那已經被給予的日常世界- 每一個我

們在其意義及視域當中所理解的統覺，都指向一個「原初的促創」，在那當中，

一個具有相似性意義的對象第一次被構成了。」(CM, 141/111) 對這種原初促創

的探詢，是胡塞爾在被動綜合的研究當中的成果。也就是說，我們可以在對意識

的考察中進行時間發生上的探索，對當下對象的配對構成，其源頭乃是來自於時

間性意義上最原初的某個與當下對象具有某個相似意義的對象構成。胡塞爾因此

舉了個例子：「一個已經看過物理事物的小孩，他就已經第一次瞭解了剪刀的目

的意義 (Zwecksinn/ final sense)70。並且從此，他一看到剪刀的時候，便視其為 (as) 

剪刀。」(Ibid.) 在這個例子當中，顯然胡塞爾的例子是來自於一個發生學上的要

求。當一個小孩「第一次」見到剪刀的時候，只要他已經見過所謂的「物理事物」，

他就已經可以將某些物理事物與眼前第一次見到的剪刀進行某種「配對」，也就

                                                 
70 對於 Cairns 於此處的翻譯，筆者認為是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英文的使用中，使用 final sense
的意涵包含了「最後的」含意。但胡塞爾在此處使用的是 “Zweck”。如果就英文譯本而言，筆

者就長期的疑惑於：為何我們對一個沒有看過的東西，在第一次知覺到的時候，就可以獲得這個

東西的最後意義？畢竟我們常常有一種經驗，那就是我們通過短暫知覺所獲得的事物的「意義」，

常常會經由之後的再知覺而整個修改。如果在第一眼時就能獲得此物的最終意義，就無法解釋常

常在我們經驗中發生的意義轉變。筆者以為，如果譯為中文的「目的」意義，會比較容易理解胡

塞爾此處所欲表達的含意。也就是說，當看過物體的小孩第一次看到「剪刀」時，或許無法知道

這個物體的使用目的，例如拿來「將一個原本同一的東西切割為二」的目的，但可以在第一眼當

中通過配對獲得這個物體的可能朝向，例如眼前的「剪刀」，其材料的反射光線跟流理台上具有

「硬度」的東西的反光一樣，所以為其配對出一個所謂「硬物」的含意，而這個硬度的東西對其

而言又可能以一種「不能吃」的意義被與流理台結合。諸如此類各層次的，積極及消極的意向性

疊合，使得小孩在第一眼的時候，就可以看出這個物品的「目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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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個意義的轉移作用。雖然胡塞爾在這裡的例子尚有一些漏洞，例如說，第一

次見到以物體形狀直接呈現在眼前的「剪刀」，如果此物體沒有正在進行其功能

目的（例如「剪」這個活動），一個小孩能在第一眼當中賦予眼前的物體的意義，

如何會「多出」『剪』刀的含意呢？除非就如同汪文聖在其文：〈對於他者真實構

成的力量探求 – 從胡塞爾現象學的觀點出發〉中所說：「初見到的剪刀形狀配合

其實際的操作功能構成其剪的意義」。71 也就是說，胡塞爾對此例子的描述尚未

能對其由原初促創連結到他人配對構成的過程提供足夠的證明，畢竟物理事物不

一定具有「剪」的意涵可供轉移至地一眼見到的「剪刀」。不過我們可以拿這個

例子應用在每一個我們知覺場域當中所遭域的「新」的事物。就拿筆者的例子來

說： 

對科技產品的觀察是筆者日常生活的興趣之一。在對科技產品的介紹訊息

中，圖片是一個很主要的媒介，有許多科技玩物的部落格主人，常常會把他們新

發現的，人們運用創意而在電子產品上應用的內容以圖片的方式先展現出來給讀

者觀看。但就在某一次觀看某個圖片的時候，我將眼前以長方形柱狀的物體理解

為某種「手機」，這樣的理解，是從我的記憶當中，抽取出一些與眼前知覺物具

有「相似性」的內容。並且這樣的相似性會在不同的程度上進行配對，例如除了

這項長方形柱狀物體本身之外，我也會通過配對，將這個「科技」部落格中所出

現的產品與談論「縫紉」的部落格中的內容進行區隔，此「背景性」的配對，也

使得筆者有可能將其視為「手機」而非「針線盒」。72 這樣的自動「歸類」的作

用，完全不需經由類比的「思考」、「推論」，而僅僅是根據於對對象物的形狀及

背景的類比統覺掌握。73 經過數個層次的知覺配對過後，再經由部落格主人的

                                                 
71 汪文聖：〈對於他者真實構成的力量探求 – 從胡塞爾現象學的觀點出發〉《台灣東亞文明研究

期刊》第四卷第二期，2007 年 12 月，頁 27-54。本句引自此文頁 34。引文中黑體字乃是筆者所

加。 
72 這也符合胡塞爾所說：「統覺有許多相應於對象性諸層次的諸層次。」(CM, 141/111) 
73 這也就是胡塞爾所說：「統覺並不是推論，並不是一種思想活動 (Denkakt/ thinking act)」唯此

處的統覺活動，其實並不如汪文聖在其文〈對於他者真實構成的力量探求 – 從胡塞爾現象學的

觀點出發〉頁 35 中所說：「後見到剪刀與他者的身體所具的意義在基於我們所熟悉的固有環境

下，藉著非再造、非比較、非推論的類比的、聯想的方式被附現。」筆者將再討論「附現」概念

時表示，此他人意涵在我的原真領域當中「被附現」出來的時候，事實上即是經由比較 (compare) 
及再造 (reproduction) 等非原初呈現的能力，在當下的知覺中被「一同附現」出來，而也在這個

意義下，我們可以理解在中文語境中，使用「共現」來翻譯此術語的意涵。（見倪梁康：《自識與

反思》唯筆者不採用此譯名之原因，在於意圖表現此「現」（即附現），乃「附著」於「現 (present)」
的非當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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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敘述，瞭解到這個物品原來是「輕便型投影機」，其大小形狀就如同一隻手

機一般。這個輕便型投影機是在新技術及創意底下所製造出來的一個我之前從未

看過的東西，但在知覺活動的不斷配對過程，我才「瞭解 (versteht/ understand)」

到這東西的真正含意。 

以上我們通過一個配對的意向性轉移過程來討論對物體類比統覺諸層次的

可能構成。但如此的討論對胡塞爾所討論的「理解他人」的闡述而言，具有什麼

含意呢？事實上，胡塞爾使用了配對這個概念來講述對他人經驗的諸種一對對比

較出來的「相同類」。而這樣的配對方式，在他人經驗的例子當中，我們透過「持

續和諧」的舉動將他人經驗為一個與我的身體軀體相同呈現方式的對象。 

這裡蘊含著一種對顯象世界中所謂「一般」性的標準化構成。對胡塞爾而言，

「和諧性，是藉由以下兩者來保證的：區分一般性 (normality) 與非一般性 

(abnormality) 之間的統覺的重塑，以及藉由在非一般當中的改變的構成。」(CM, 

154/ 126) 例如說，「相對於野獸，就構成上來說，人是一般的意義 - 就好像我

自身就構成上而言，是對於其他所有人的原初形式一樣。」(Ibid.) 在對對象的理

解上，就好像小孩第一眼看到剪刀一般，他會以自己對「一般性」的物體來理解

眼前新出現的事物，而如果眼前原本在一般性意義下被理解的「物理物」突然「跳」

了起來，而獲得了某種「有機物」的特性。對這個物理物而言，有機物的特性便

是「非一般性」。如果眼前的剪刀並沒有出現上述所謂的「非一般性」，而持續的

在時間中積極面 (positive) 上地以此小孩原本認為的一般性條件而出現，同時也

在消極面 (negative) 上以「非」非一般性的方式持續證實自身，那麼將眼前的「剪

刀」的目的性含意的構成過程，便一步步地進行下去。相反的，則有可能被阻斷

而因為被非一般性的特性所阻礙而阻斷其配對的活動。 

讓我們談論回來。在對他人的配對聯想當中，要如何從我們在原真領域當中

僅僅具有「物理物」的意識，轉而將此具有物理物特徵的對象配對成為「他人」

的「身體」呢？即便我們對自身軀體身體具有「有機體」、「主體性」的理解，但

憑著什麼，我們可以將在知覺領域當中的對象視為他人呢？胡塞爾說： 

作為一個不可缺少的澄清的暗示線索，這個論題也許是有能力的：他人的被

經驗到的身體，單單在其改變卻不斷的和諧舉止 (zusammenstimmenden 

Gebaren/ harmonious behavior) 當中，以現實的方式持續地證明其自身是一個

身體。這樣一種和諧的舉止（作為在一個物裡面向並附現地指向某個心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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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必須在原初經驗當中充實地呈現其自身，並且貫穿每一個從一個時相到

另一個時相 (phase to phase)於行為的中。如果在其行為上有一些不和諧的地

方，此身體就成了以「偽身體 (psudo-Leib)」的方式被經驗到的身體。74 

換言之，我們在原真領域當中，以自己的身體活動為樣本，視自己的「舉止」

為「一般的」，並在這樣的出發點之下經驗到眼前出現的物體乃是具有與我的一

般軀體身體的舉止有「相似性」，於是便將自我的意義，包含著意識及身體性轉

移到這個對象上，以將此對象視為「他人」。 

討論到此，我們遭遇了配對聯想當中的另一個重要環節。也就是「附現」。

雖然我們在配對聯想的談論當中，可以理解到在物體的領域當中，將不同物體進

行類比的意義轉換過程，甚至極大化的意義下將此複數的物品視為完全相似

(Gleichheit)75，但我們對他人的「類比統覺」能達到這種完全相似嗎？「他」人

的他性如何能夠在配對聯想當中獲得其自身的主體性意義呢？胡塞爾對意識環

節當中「附現」的兩種方向闡述，可以為我們帶來基本的解答。 

d. 一種非原初的呈現 (Vergegenwärtigung)76 知覺—附現 

在對事物及他人的配對聯想關係中，我們顯然還缺乏一個關於物與關於他人

的差異性理解，換言之，我們可以將眼前兩對象的內容視為具有相似性而被我們

所「配對」起來，且這樣的相似性內容在最大的程度上被視為完全相似是被視為

可能的。（例如我們對眼前兩片通過一樣製程的極精密晶片的知覺，雖然我們永

遠都可以在更精密的儀器下觀察到期中的差別，但在我們肉眼分辨率之下的觀

                                                 
74 此處提供我們對胡塞爾的身心理論進行大量討論的契機。換言之，這裡有許多層次的標準設

置，此種標準設置是否可由我們對自我經驗的反思探索當中獲得？例如，自我與舉止的關係仍

須討論。比如說，我們從經驗的角度上來想，每個人的行為或許都對自身有許多不「和諧」的地

方，更何況當我們以自身的標準向外延遞意義時，這種延遞的關係所可能造成的差異性，如何

使我們能更確認此投射的意向對象具有與我相同的「主體」特徵？此處引文增黑處為筆者所加。 
75 此完全一樣在配對的意涵下，意味著「兩個以上」的東西，在其表象上的內容完全相同，但

此「同一化」與「同一化 (identification) 綜合」的同一乃是不相同的。其不相同處在於：配對的

對象，本身即以「兩個各自同一化」的對象為標的，進行兩者性質的「相似性」綜合作用。 
76 對 Vergegenwärtigung 的中譯，取其將非當下呈現的東西在當下呈現的意涵，一般譯為「當下

化」，唯筆者在此處使用「非原初的呈現」，一方面乃是依照本文所參考的英譯本「non-originary 
presentations」(CM, 英譯本 p.115.) 之直譯，另一方面乃是意圖凸顯出第五《沈思》當中對陌生

意向性的意義下所使用的 Vergegenwärtigung，雖與時間性意義下的「當下化」意涵相類似，但

此處的陌生意向性卻是以「不能到達」，「不能呈現」的意義上，「呈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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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是無法分辨出其中的差別，而會以無差別來將此二晶片視為完全相似，換言

之，一個晶片的對我們知覺所發生的意義完全可以轉移、通達到另一個晶片上

面。）但如果我們把這樣的意義轉移過程轉到從自我出發而對他人的配對聯想，

我們有可能因為另一個在知覺場域中出現的對象，其舉止完全的與我相類似，而

將其視為意義可完全通達的「另一個自我」嗎？到底對物之間的意義轉移與對他

人的意義轉移，有何關鍵性的差別呢？ 

在我們對周遭世界及他人的知覺過程中，事物對我們呈現出來。但如此的呈

現並非完全呈現。「因為對一個物理事物的前面的直接觀看總是且必然地附現了

一個實際的部分並且對他預示了或多或少的決定性內容。」(CM, 139/ 109) 例如

說，當我面對眼前正在打字的電腦時，我只看到亮著的螢幕、鍵盤以及種種直接

呈現在我們知覺面前的東西。但這樣的知覺並不會只停留在此，他以意向性的方

式延伸到此螢幕的「背面」，而在我們看著螢幕亮著而直接呈現給我們的這面時，

把在記憶中曾經看過的背面內容，以及在預期的意向性當中預期會出現的背面內

容帶到直接呈現給我們的內容中，共同呈現出來。而對每一個現前事物的知覺，

即便已經將某些未被現前呈現的內容經由附現共同的帶到現前，但這樣的過程始

終是無限進行的。因為，此乃是對事物同一性認識的空乏意向性充實與充實意向

性不斷地相互蘊含的過程。77  

那麼在世界經驗當中的他人，胡塞爾是如何通過附現討論的呢？基本上，對

他人的附現經驗與對物體的附現經驗，最關鍵的差異點在於：這種（對他人意識）

附現，絕對不能達到真正的呈現，絕對不能成為真正的知覺對象。(CM, 142/ 

112)。在我們對他人的經驗當中，在原真的獨我領域中，首先獲得了以物體方式

呈現給我們的他人。（因此時任何的他人意向性皆已被方法論地排除）在這樣的

情況下，我們通過多種層次的的知覺方式，例如身體的前後移動、與物體的距離

差異等等，我通過我的「我能 (I can)」，自由地移動我的目光 (EP II, 178/248) 以

去獲得對各種世界事物的更多意義。78 但在這樣的目光中，遭遇了一個與我原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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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頁 372。 
78 如此的「我能」，對胡塞爾而言，是一個身體主體的內在特徵。這個內在特徵以一種直接的自

我掌控被我們所理解。也就是說，做為同樣是具空間性物理事物特徵的對象內容，我的身體對我

而言是可以直接掌控，例如當我「要」把左手舉起時，有那「直接」的能力去達成此意志 (will) 
的要求。(Ideen II, 259/271) 而在物理領域中，所有我的能力都世界由我的身體的操作，以及我

的身體能力及官能 (faculty) 而被中介，(Ibid.) 通過這個中介，除了自身身體的能力之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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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世界的呈現方式具有相似性的對象，這個對象在我的「直接」知覺當中，呈現

為一種軀體。這種軀體與其他物理物不同之處，在於這個物理物呈現出來的方

式，多了一些與我的原真自我相似的舉止。通過此物體對象與我類似的和諧舉止

的持續，我通過我知覺中的類比作用，將我原真領域的「心理物理」特徵，加到

此原本以軀體的方式直接呈現給我的對象上。 

但這樣的意義附加與對物理事物的意義附加，其最根本的內在決定性差異，

便是此物體相類似於我但那與我的自我「身體、意識」相關的內容，是絕對不可

能呈現出來而成為我的知覺對象。讓我們回想一下對物體的附現與對他人，甚至

其他「有機體」的附現的差異。79 當我們面對著物質物時，對其的知覺活動，

完全符合上述所謂「附現」的過程，即使我們通過再多的知覺活動，也無法將對

此知覺對象的內容完全掌握，但此知覺對象的諸側面，皆是可以通過知覺主體的

意向活動「可達到的 (accessible)」，換言之，我們在對物質物的知覺時，會有「無

盡頭」但「可達到」的諸側面的預期及實現。但對有機體的附現內容則有一「不

能達到」的限制。因為我們只能獲得他們所呈現給我們的「顯象」內容，「其他

自我本身、他的體驗之流、他的顯像 (Erscheinungen) 自身以及任何屬於他的本

真本質，都不能成為在我們的經驗中原初地被給予的東西。如果可以的話，也就

                                                                                                                                            
尚在事物對「我能」的抵抗性 (resistance) 中對待此物理世界。例如，眼前的杯子，對我而言，

其「抵抗性」是「可被克服的」，此時我的意志與身體的「能」，便得以擴張，此時我們會說「我

能」，但當現在我要面對的物體是杯子下面的桌子時，因其各種抵抗性的元素，例如重量及觸感

等等，使得我的「能」所遭域的抵抗性大於我的「能」，此時我們會說「我不能 (I can not)」。 
79 參考 Cairns, Dorion: Conversation with Husserl and Fink. Ed. By the Husserl-Archives in Louvai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74. 在此處，凱恩斯提到了其與胡塞爾關於移情的階序的討

論。在此討論中，他提道：「植物如何呢？我們能夠說我們在植物之處也有移情嗎？或是植物僅

僅只是物理對象的特殊種類而非心理物理的？胡塞爾一開始回答說，人們必須區分兩種物理統一

體，首先是形式相同但質料也許會改變的，其次是在其當中，物質的同一性構成著統一體。後者

事物理科學的基礎統一體，其理念化的基礎。物理科學試圖通過另一個種類的統一體的行為的因

果法則解釋另一種。植物是如同人類或動物的類型統一體。我插嘴說瀑布是否也是這類型的東

西，胡塞爾同意。」這裡討論地對象包含著植物甚至「瀑布」等，胡塞爾到底是在何種條件下將

瀑布與植物及人、動物等歸成同一類的對象的呢？我們或許可以從這段話當中看出，物理科學試

圖以因果法則的那一類物理統一體 (causal laws) 解釋屬於類型統一體的另一種物理統一體。簡

言之，如果人類、動物、植物甚至瀑布等皆是某種「類型」統一體，而與根據因果法則所運行的

另一種物理統一體相對立。關於此種通過與自我的類似性相類比而賦予意義的層級問題，在《危

機》中，胡塞爾也有提過，他說：「這個問題當然會涉及到最終全部生物的問題領域，只要他們

（儘管是間接但可證明的方式）具有某種類似生命的東西，即使是在精神意義上的精神共同體生

活。」(Krisis, 191/228) 對照看來，似乎在「危機」中對移情的解釋，可以更清楚的回到「自我

的『生命』特徵」以去往外類比。換言之，移情的發生界線端看我如何看待自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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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如果那個屬於他人屬己本質的東西，可以直接地達到，他將變成僅僅是我

本真本質的一個部分 (moment)，並且最終，他的自我自身以及我的自我自身將

是同一個 (einerlei)。」(CM, 139/109)80 並且這樣的特徵也適用於「陌生者的『身

體』」，因為如果「他的軀體僅僅只是純粹在我的實現 (wirklich) 及可能經驗當中

被構成的統一體，特別作為我的感覺的產物而言，隸屬於我的原初領域當中的統

一體。」(Ibid.) 那他的身體也將會與我的身體成為同一的（也就是與陌生者的體

驗之流之例相同）。換言之，對於陌生者的「體驗流」及「身體 (Leib/ animate 

organism)」內容，皆是我做為主體所「不能達到的」，在這方面我做為意識主體

所能獲得的「原初 (original)」知覺內容，只有陌生者的「軀體 (Körper/ body)」。

而所謂知覺中的「附現」作用，便是通過面前能夠原初呈現給我們的「軀體」內

容，帶出那些「不能」原初呈現給我們的「身體及體驗流」。而這樣帶出的憑據，

便是上小節中所談的「依憑相似性而來的配對聯想」。81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附現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特色，便是「間接的非原初呈

現」。在其現象學中，真正能被確認為可原初呈現的內容，便是「有可能達到」

的東西，例如眼前做為物質物的杯子。相對地，他人的「身體、體驗流」則是我

們永遠不可能達到的，但做為「可證實的原初不可達到之可達到性」。(CM, 

144/114)82 筆者完全同意游淙祺在其著作《社會世界與文化差異：現象學的考察》

中對瓦登菲爾斯的解讀，以及瓦登菲爾斯於此意涵中所欲闡述之重點：「最重要

的是他預設了自我與他者的對照，也就是我之為我及他人之為他人的區別是自明

                                                 
80 連同對自我本身的內在的超越性，以及他人在知覺活動過程中剛開始僅以「內在的超越」的

內容，仍然內含於我們的內在性領域中，此處胡塞爾通過他人的體驗流不能與我的體驗流之間絕

對不能達成同一的區隔，筆者認為，如果將我們在第一章所提的「內在」與「超越」的區分拿到

這裡來看，胡塞爾所指的正是一個如同如同純粹自我及上帝的位置一般的「他人」。這個他人做

為絕對超越性存在，正是其與其他物理物之間，附現關係上的關鍵性差別，此差別本節以下的段

落終將詳細闡述。 
81 我們可以在 Eugen Fink（芬克）對舒茲 “The Problem of Transcendental Intersubjectivity in 
Husserl. ”文章的評論中看到，他用可贖回性 (Einlösbarkeit/ redeemableness) 來談論附現在事物知

覺及他人知覺的特性，如同游淙祺在其著作《社會世界與文化差異：現象學的考察》中的評論一

般（見頁 115），芬克在這裡即使恰當的使用可贖回性，也就是：對事物知覺的附現，乃是一種

可贖回性，但對他人知覺的附現，乃是從來不能贖回此附現內容。但胡塞爾在一些重要的文獻，

例如《現象學的基本問題》中，即已大量的以附現來闡述在移情的知覺作用。（參考 BPP, p.149
及其目錄） 
82 此處翻譯，使用自游淙祺：《社會世界與文化差異：現象學的考察》，頁 136 處的翻譯。唯其

原文為將 Zugänglichkeit 譯為「可及」，筆者為了本文之整體性，以及對我自己而言的易理解方式，

使用「可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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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3 我們可以從胡塞爾闡述附現的時候，強調他人之「不能達到性」，看出

在其現象學中，「差異 (difference)」的明證性。但筆者所欲強調的是，相對於瓦

登菲爾斯對差異性的重視傾向，胡塞爾對差異性的談論目的，仍然是對「同一性 

(identity)」的解讀。而此也是本文所欲談論之「客觀世界」透過移情所欲達至之

「同一性」的特色。 

我們可以從胡塞爾在對「非原初呈現」於「他人」及「時間」的描述中看到，

胡塞爾對非原初呈現的內容，其目的皆是要陳述對同一性內容的非當下化呈現。

也就是說，我的「過去 (past) 僅僅只是藉由回憶 (memory) 並且在回憶當中被

標誌為我的『過去』，一個過去的呈現—那也就是說，一個意向性的變樣。」(CM, 

145/ 115) 對於我的活生生當下在時間流上地統一性，乃是藉由意向性的前攝 

(protention)、原初印象 (original impression)、滯留 (retention) 三個環節所共構。

而那藉由「滯留」所延伸更長一段的「記憶」及「再回憶 (recollection)」，則構

成了我們同一時間流上的「過去」環節。然而在最嚴格意義下的時間意識構成上，

每一個對過去的記憶，都是活生生當下的意向性變樣，如此的意向性變樣則在再

回憶及記憶當中，不斷持續地「證實」綜合出我的「過去」。我的每個朝向「記

憶」及「再回憶」意向性，都是一種「空的意向性」，84 這種空的意向性獲得記

憶及再回憶的填充而獲得其「充實」，而此充實在不同的程度，例如和諧程度的

高低上，構成了我同一意識流中「過去」的環節。 

相類似的，「在我的原真領域當中，藉由在其當中發生的附現並且被其內容

所驅激，一個相異於我的自我的其他自我才能成為被構成—因此，是在一個新種

的非原初呈現當中，他作為其相關項，擁有其新種的變樣內容。」(CM, 145/115) 

在我的原真領域，也就是一個未有任何他人意向性介入的領域，我們藉由出現在

知覺領域當中，與我的原真自我相類似的「舉止」而存有的軀體，賦予其與我相

同的「意識主體」意義 (Eindeutung/ 賦義)，(Ideen III, 109/94) 並且將此「他人

主體意識/他人的身體性」的意義與「他的軀體」呈現一同「展現」出來。「在此

結合（原初呈現與非原初呈現的結合）中，他人的身體及其支配著的自我，是在

一個統一的超越著的經驗特色當中被給予的。」85 (CM, 143/114) 此種在類比統

                                                 
83 同引上列書。 
84 參考 BPP，胡塞爾在此書 p. 188 時說：「每一個空的意向性都會成為一種非原初呈現。」 
85 本段引文中之黑體字，乃是筆者所加。目的是在強調隨著軀體而附現的內容之兩個特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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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移情作用當中所發生的意識附現作用，與在自我統覺的同一性中所進行的「時

間性」附現，差異點由語詞上地主謂關係來說，即在於此新種類的附現乃是基於

兩個各自主詞之間共同的謂詞描繪，而在自我意識上為了朝向同一性的附現則是

基於同屬一個主詞的不同謂詞關係。 

對筆者而言，此種新種類的附現在這裡有兩種方向。首先是出現在知覺領域

當中的對象的「身體性」，其次是通過此身體舉止的持續和諧作用所賦予的「他

人主體意識」。在他人主體意識上，他人的主體意識做為絕對不能達到的「超越

性」內容而被附現，而身體則為一個相對於我的「這裡 (Hier/ Here)」而言的「那

裡 (Dort/ There)」的點而被附現。對於此種「身體性」上的移情、附現過程，乃

是胡塞爾談及客觀世界的構成的關鍵性環節，其關鍵性在於，通過具有身體主體

性的「人們」之間，位置的相互可替代性，此世界不再是「為我」而言的世界「空

間」，而是「為所有人」而言的世界空間。換言之，通過配對聯想及附現的作用，

我們僅僅能知道一個「與我類似」的身體心理統一體。仍無法說明構成客觀世界

的主體「際」問題。也就是說，討論及此，胡塞爾只能談論一個從我自身開始，

延展自身意義到另一個「像我」的「主體」，在這個「由我轉移出」意義的過程，

乃僅是一個「單方向」的，無法獲得我這個主體與另一個主體之間「交互 (inter)」

的意義，而此「交互」正式通過移情作用所展現出的「主體際性 (intersubjectivity)」

與「客觀世界」的關連。這樣的關係，《觀念二》當中，胡塞爾說得明白：「為了

去建立一個在我自身及他人之間的相互 (mutual) 關係，為了跟他溝通某些東

西，一個身體的關係，也就是一個藉由物理事件而來的身體連結必須被建立。」

(Ideen II, 168/176) 

e. 通過身體間的交互作用以形成共同的客觀世界 

讓我們回憶在本論文剛開始所提，胡塞爾在第五《沈思》處所欲進行的，乃

是對客觀世界的「超驗構成」的考察。如此的考察至此我們能確認的是其超驗構

成的進行順序乃是「由自我的本真自我出發」，去考察那個在「我」這個心理物

理統一體中「鏡射」出來，第一個遭遇到的「客體物 (Objekt)」：他人。然而，

如此的考察，僅僅停留在「那個與我相類似的他人」身上，要通過這樣的考察更

進一步地理解「客觀世界」的構成可能性則尚未足夠。 

                                                                                                                                            
體性，與支配著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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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主題懸擱操作之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不具有移情作用的身體自我基

底。這個基底對獨我的自我而言，即具有一個「Here- Now」的時間空間上的定

位 (orientation)。86也就是說，在時間構成的意義上，自我的內在時間意識流是

所有更高層次時間的起源，例如客觀時間的構成，便是由內在時間意識做為起點

所指引構成；(CM, 155/127) 而在對空間世界的構成上，我們則是通過自我的身

體動感 (kinestesias) 活動，在空間世界中部局，例如當我在河堤散步時，乃是通

過身體處在周遭的環境當中，以我自身腳踩踏出去的每一步的動感，來衡量在物

理數字意義上約兩公里的政大到動物園路段。通過我自身每個時刻對自我的時

間、空間上「這裡-當下」的掌握，我開展出了屬於我的本真世界。 

經由移情作用、在我的本真世界中遭域的「他人」，被賦予一個與我相似

的意涵：「這裡-當下」，而「他的」這裡-當下，則是以一種「那裡 (There) -

當下」被我們掌握。換言之，我這個本真自我，視他人為與我具有相同性質

的「這裡-當下」對象而在時間空間當中獲得了他的位置。這樣的位置，在空

間上，乃是與其他「空間物」的始終「那裡」不同，而是擁有其自身「這裡」

的「那裡」。87 (Ideen II, 168/176) 但在此處，對胡塞爾這個從自我學出發，

而欲談論客觀世界的現象學而言，重要的是他人的「這裡-現在」中的「這裡」

能被轉變為我的「這裡」： 

「每個其他的軀體，以及因此而來的「他人 (Anderen)」軀體，擁有「那裡」

的模式。這個「那裡」88 的定向， 能夠藉由我的動感而自由地被轉變。（……）

藉由我那特別是那些在位置移動上的動感的自由變樣，我能夠在以下的意義

上改變我的位置，那就是：我能將任何「那裡」轉成「這裡」，也就是說，我

能通過我的身體佔據任何空間位置。這意味著，從那裡知覺的話，我應該看

到相同的物理事物。」(CM, 146/116)  

在這樣的談論中，馬上會出現的問題是：如何從「我能將任何那裡轉成這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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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87 也就是說，對胡塞爾而言，像水泥牆那種純粹空間物，始終只能以「那裡」的方式被給予我。

純粹空間物對我而言，只能做為相對於我的「這裡」的「那裡」，也就是由我的身體定位所界定

的對象，而不會被視為有其自身的「這裡」樣態。 
88 也就是對我而言，他人的「那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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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論到，我能通過我的身體佔據任何空間位置？也就是說，他人的「那裡」是對

我而言的絕對「There」，即便我能將我的腳所踩踏的位置轉到剛剛在我面前站著

的那個人的位置，但如此的轉移始終是不可能達到的。畢竟在同一個時間中，我

只能佔有我的「這裡」，根據胡塞爾對他人意識之不能跟自我意識「通達」的律

則：「不可分者同一律」，他人所處的「那裡」也是我永遠無法達到的，他的「這

裡」。 

胡塞爾在此的談論，我們可以在汪文聖之〈對於他者構成的真實力量探求〉

中找到解釋，他在那篇文章中說道：「那裡以及持存 (retention) 或前攝 

(protention) 所在的非現在時刻皆是我可能在之處，他們雖呈現潛能狀態，卻是

可實現的。」89 如此的立場是在亞理士多德的形質 (matter-form) 理論中的解

釋，換言之，他人的那裡做為我這裡的潛能，卻是對我的「現在」可能「實現」

的可能性。並且這樣的潛能與實現的關係，胡塞爾還將此與自我意識當中的持存

前攝的構造環節進行類比，例如持存或長期的持存 - 記憶甚至再回憶等「非當

下」的內容，皆是我當下的「潛能」，有待「實現」。 

但筆者在此有所質疑的地方在於：即使胡塞爾常常將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身體

關係，以及其中的附現過程，與自我意識的時間構成相類比。但誠如筆者在上一

節中所說，「在類比統覺、移情作用當中所發生的意識附現作用，與在自我統覺

的同一性中所進行的「時間性」附現，差異點由語詞上的主謂關係來說，即在於

此新種類的附現乃是基於兩個各自主詞之間共同的謂詞描繪，而在自我意識上為

了朝向同一性的附現則是基於同屬一個主詞的不同謂詞關係。」對兩個主體之間

的共同謂詞描繪，立基於已經「差異化」了的兩個主體，當我們將潛能與實現的

形質理論運用在他人這個「可證實的原初不可達到之可達到性」上，兩個差異的

客體間，他人的「那裡」如何成為我「這裡」的潛能？就好像我們可以想像形質

理論運用在對一棵植物的生長中，種子即含醞著做為大樹的「潛能」，但經歷時

間和種種環境的滋養，此「潛能」便慢慢「實現」出來。但我面對著在我面前的

一個正在打字的他人，他所佔據的身體空間，以及其在此身體空間處所進行的知

覺、動感活動，卻是我的「這裡」永遠無法「實現」，也「不能」實現的「潛能」。

就像胡塞爾所說：「我不能真正地知覺一個陌生身體作為身體，並且我不能真正

地經驗一個陌生自我作為在那個身體中的功能者。」(APS, 434/544) 換言之，來

                                                 
89 汪文聖：〈對於他者真實構成的力量探求 – 從胡塞爾現象學的觀點出發〉，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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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主體聯想配對的這種差異化再綜合，與同一化 (identification) 意義的自我同

一性聯想綜合如何使用同樣的形質理論？  

如果我們要使用形質理論來談論「這裡」、「那裡」的構成關連，對筆者而言，

如果回到胡塞爾的方法論走向，必須再次從獨我的原初自我而言的「這裡」開始。

而與獨我的原初自我所具有的已經「實現」的「這裡」所相對著的，應是「非這

裡」也就是說，尚未到達「那裡」的階段（當「那裡」是相對於我的「這裡」而

言，在獨我論自我的意義下，顯然不能討論「那裡」）。讓我們按照胡塞爾的構成

階序觀點來看，首先在空間中構成的「這裡」以及通過此「這裡」所具有的「我

移動 (I move)」、「我能」所往外延伸的物理空間，(Ideen II, 260/ 273) 這樣的往

外延伸過程，不斷地將做為「潛能」的「非這裡」轉換為「這裡」。在這「同屬

於」自我的空間世界構成的意義下，我們才能理解通過形質理論來討論的空間構

成。相對的，當我們要使用形質理論來理解「兩個」主體之間，做為「這裡」與

「那裡」的「潛能與實現」位置，則會遭遇一個問題，那就是，胡塞爾必須從獨

我自我開始，即預設此世界做為待實現的整體統一體，在此預設下做為個別主體

發展的「潛能」，經由主體際的交互潛能實現的發展並通往此做為理念而預設的

同一世界。而此預設乃會自毀胡塞爾從不帶有任何陌生主體意向性所發展出來的

主體際理論。（此處的前提在：客觀世界做為理念乃是「主體際地」「被」構成的。）

(CM, 138/107)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胡塞爾在陳述過他人的「那裡」如何能成為我的「這

裡」之後，認為如此的能力也適用於每個「那裡」。換句話說，通過我們的附現

及配對的意向賦予，我將此對象視為與我有相同能力，也就是同樣具有其「這裡」

的他人。並且在如此他人的知覺場域中，我也被視為他的「那裡」，並認為他如

果處在與我相同的位置下，可以看到相同的物理事物。對此交互確認所可能發生

的問題，舒茲提到：「『如果我在那裡的話，我就能夠做那些你在你的這裡可以做

的事』，這個不能反轉成：『如果你在這裡，那麼你就能夠做我在我這裡可以做的

事』。也就是這兩個東西的互推是不能預先成立而需另外的東西支持。」90 筆者

以為，如此的批評對胡塞爾欲從獨我論主體的「具體化」往外遞推意義，並且試

圖在另一個方向上認為我的「這裡」是可被他人理解所構成的主體際客觀世界理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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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53

論而言，是關鍵性的批評的。之所以關鍵，乃是因為，如果舒茲在此處所進行的

批判並不是在所謂「世俗 (mundane)」現象學的意義上，而是正確地切入胡塞爾

的超驗現象學脈絡中，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批評？而在以上胡塞爾對超

驗主體際性的討論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值得再討論的環節，例如「和諧」、「配

對」的標準，抑或從獨我論的自我出發的他人構成可能性等，舒茲皆在上引文當

中進行強而有力的批評，故筆者將在下一節當中，對來自舒茲文章中，關於聯想

作用的批評，進行整理並理解，並在本章第四節中找尋在胡塞爾現象學當中的恰

當對應。 

第二節：舒茲對胡塞爾移情作用及附現的批評 

在舒茲的文章〈在胡塞爾超驗主體際性中的問題〉的第四部分及第五部分

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本章、也是本論文所主要探討的主題之一：「移情」，進行

詳盡的批判。這些批判的內容對筆者而言，有許多是課堂討論上或閱讀中時常會

遭遇的問題。經由上節主要通過三個方向：移情做為意義的轉移、附現、空間中

的身體間的交互作用的討論，大致上理解了在第五《沈思》當中，胡塞爾如何討

論這一個他人的構成作用。在本節當中，由於舒茲將移情做為意義的轉移及身體

之間的交互作用並在同一部分討論，而附現則是另一個討論的部分，故本節也將

分成兩部分對他的批評進行理解，於此部分所做的理解將以以下的模式進行：將

舒茲所列之批評點整理出主要的重點，加以解釋之後補以胡塞爾自身可能的相應

之處。並在結束此批評之後，於本章第三節中對此批評進行回應。 

a. 移情做為身體之間意義的轉移 

對胡塞爾此部分的討論，舒茲主要提出幾項批評： 

1. 「我如何知道，當還原到那個我的自我的本真領域時，那個被經驗為他人身

體的身體行為，的確是和諧的？」91 要瞭解此項批評，我們可以回溯到胡塞

爾在描述「他人」出現在我們做為原真領域的獨我自我的意義形成過程，其

意義賦予乃是以他人軀體的和諧運作，並賦予此和諧運作著的「軀體」以與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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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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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原真領域當中內容相同的「身體」意涵一樣的意義，也就是將其「軀

體」的內容視為「身體」。但此賦予身體意義所依據的內容乃是他的和諧運作，

並且胡塞爾自己說，一旦不和諧，則有可能被視為「偽身體」。（見本文頁 45 引

文）舒茲認為，當我們談論此「和諧」時，必須是在我那做為本真獨我論式

自我的意向行為中進行。而在這樣的意向行為中，「我們能看到那在已經被還

原到我的本真領域中的原真領域中，還有我的自我的非本真部分保留在我的

前經驗當中嗎？」(Ibid, p.154) 也就是說，如果沒有在前構成或前經驗的位置

上已經具有對他人心理事件做為不正常的標準，那如何視那在知覺領域當中

出現的軀體為和諧的呢？並且，對舒茲來說，這個標準是扣緊著「對每個人

而言」的意義才有可能。而如果舒茲對和諧的標準前提的講法是正確的，那

胡塞爾為了討論他人而做出的特殊主題化懸擱，其效果便不可能徹底。換句

話說，如果在本真領域所進行的對軀體的和諧與否的標準，已經滲入了本來

就應該在這個領域中被排除的，通過陌生意向性內容而在前構成階段所形成

的「和諧」標準，那這個懸擱本身就不夠徹底。但舒茲是如何理解這個和諧

的標準與「對每個人而言」之間的關係呢？畢竟，如果對胡塞爾而言，其身

體運作的和諧標準，可在不蘊含他人意向性構成的意義下被談論，而完全是

以自身獨我的前構成經驗開始往外類比，那麼舒茲對胡塞爾的批評便需要提

出自己對「和諧」與「對每個人而言」的這兩個概念之間的關係的證明。而

舒茲隨即便在第二點中論述了他的觀點： 

2. 「和諧性 (Einstimmigkeit/ congruence) 的觀念已經預設了他人的舉止能根據

一般性 (nomality) 的標準被類型化。然而此一般性必須根據於其他主體性的

產品及功能脈絡 (functional contexts)，並且因此應該被此處的第二個懸擱所

排除。」(Ibid)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胡塞爾與舒茲之間，對和諧性與一般

性之間的關連的認知差異。在本文 44 頁中即可看到，如同舒茲所同樣意識到

的，胡塞爾對一般性的標準看待，完全出自於對自我的「人性 (humanity)」

往外的意義延申。而舒茲所認定的一般性標準，乃是一個主體際共構的「功

能脈絡」，並且因為這樣的設定標準，認為如果胡塞爾要在特殊主題化懸擱之

後的領域談論此一般性的標準，顯然是有問題的。但對筆者而言，就如同舒

茲自己接著此批評之後也理解到胡塞爾自己的出發點一樣，胡塞爾所談論的

「非」一般性標準，皆是在「一般性」的前提底下所形成，而此一般性的形

成在超驗還原的意義上乃會回溯到最底層的獨我論自我。 然則，如果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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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形成標準，乃是來自於超驗自我的獨我自我的構成當中，並以自我的

一般性標準出發對陌生領域進行移情以賦予其與自己相類似的意義，舒茲的

看法則為：即使在此獨我的領域當中，一般性的標準仍然是預設了他人而無

法真正達到此獨我論自我： 

3. 「在更深刻的意義上，一般性是在他人行為的和諧預設。對於男人女人、老

的少的、健康及生病等變樣，都有其各式各樣的一般性，而此變樣皆是根據

於他人及我所屬於的文化。」也就是說，當胡塞爾宣稱可以依據一個排除了

所有文化性內容而以獨我自我做為一般性的標準時，舒茲認為這是不可能

的。讓我們先依舒茲的說明再由自身經驗來理解：在日常談話當中，聽到一

個朋友常常對我說：「你很『娘』耶。」這個描述顯然在其談論當中是意圖展

顯我的內在本質，此內在本質的特色恰恰與我的生理性別：「男性」所呈現的

內容以相反的方向：「女性」呈現。對舒茲來說，此處所謂「男性」、「女性」

的「一般性」標準，乃是來自於一個「前構成的基底 (preconstituted 

substrata)」 ，而此前構成的基底乃是一個與他人共構的文化世界。也就是說，

一般性的標準已然是在一個不可或缺他人的「生活世界」中構成的。 

面對舒茲的如此批評，讓我們重回本文注 54 處，薩哈維對舒茲「世俗」現象學

與胡塞爾「超驗」現象學之間的區分。如果我們將舒茲的世俗現象學視為停留在

胡塞爾中後期所揭露的那個將「生活世界的存在有效性」始終保留著的「現象學

心理學」，來與胡塞爾自始至終所堅持的，對任何「存在有效性」（包括生活世界）

懸擱的「超驗現象學」進行比較，(Kirsis, 164/195) 舒茲此處所堅持的，乃是在

懸擱與還原過程當中，對「陌生意向性」的存在進行排除的不可能性。而胡塞爾

的「超驗」進路，與舒茲的「世俗」進路，「存在有效性」的有效性施行與否，

關鍵點便在此陌生意向性排除的可能性與否。在這個意義下，如果胡塞爾意圖對

其現象學的徹底懸擱在舒茲的批評下是成了不可能達至的，那麼其超驗現象學的

基底便不能完全，相應的，其徹底的奠基工作以及通過徹底奠基之後所構成的「客

觀世界」，也成了有問題的。 

然則，從舒茲而來的批評，其實在胡塞爾自身的著述當中便已進行討論，而

此討論可以從靜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的關係來看，我也將在本章第三節當中試

圖從此處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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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現 

對於附現概念的胡塞爾式理解，我們已經在上一節中表述過了，其大意便是

在對對象的知覺呈現 (present) 當下，將未在當下呈現的內容，也就是非原初呈

現 (Vergegenwärtigung) 一起在當下表現出來。如此的談論用在他人的意義上，

便是在陳述他人的作為無法呈現的完整他人意義，亦即包括身體心理的主體性意

義等，無法僅在我對其軀體的當下知覺當中直接獲得，必須得通過配對等意義轉

移的作用將其不能呈現的那一面向一起在當下呈現。而由此所構成的附現對象，

乃是「在我當中被構成的另一個單子。」92 「並且在更高層次的統覺中，我將

他人附現為在「那裡」與我共同存在的自我。」(Ibid.) 並且，在共同存在的意義

下，交互構成了一 個客觀的自然世界。（見本文頁 51 以下）以下將在第一點中

再加強舒茲的批判，並且在二三點中提出舒茲認為的其他問題： 

1. 「我如何能達至 (arrive at)『你能』及『你也許可以 (you could)』的

經驗？」此批評乃是與本文頁 53 的批評相連結。也就是說，當我們

們談論到他人乃是做為我的意向性變樣時，他人的「我能」如何由

我的「我能」所轉化過去？ 

2. 此外，連接著第一個問題，「我應該如何將其他心理物理統一體的附

現，引導至一個充足的其他單子的具體化？」93 對於自我的獨我自

我，乃是具有時間意識及身體動覺的時間空間構成的「充足」單子，

但是通過移情所進行的意義轉移當中，對他人「充足」單子意義的

轉移，無法「在類比自己的結構與內在生命之後，揭露了他人做為

單子的內在本質，並且肯定此單子亦於其生命中具有完全屬己的封

閉生命和世界體系。」94 換言之，通過移情的方式，將自我的空間

構成以「這裡」、「那裡」的方式進行轉移；以及通過類比統覺的方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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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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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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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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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原真自我的時間意識之內容轉移到知覺場域當中出現的他人

的「現在」時間之流中，以及這兩者（身體及心理）的結合，也就

是他人的充足單子特性，是無法「達到」的。 

3. 第三個問題乃是：「是否一個屬於我的原真領域當中，增生於自然身

體的被附現基質，對客觀自然的構成是足夠的？」「難道一般及客觀

自然的促創 (institution) 不是預設了一個『我們-關係 

(we-relationship)』？並且難道他不是奠基於社群的可能性嗎？」95 也

就是對舒茲來說，在我的原真領域當中所構成的具身體、軀體意義

的他人，仍然是不足以達成客觀自然的構成，而此客觀自然的構成，

對他而言是在預設了「我們-關係」的條件上才有可能達至。而當胡

塞爾所使用的途徑，乃是經由不具他人意涵的自我原真領域基礎衍

生，也就是一個「獨我論」的原初促創，是無法達成客觀自然的構

成的。 

筆者認為，在舒茲對胡塞爾附現概念的批判中，除了第二項意圖對他人單子

內容的完整確認，其他兩項的批評效力皆是胡塞爾很難回應的。其原因在於，首

先，在第二項「充足的其他單子的具體化」部分，對他人單子的內容附現，從來

不會以「充實」的樣式實現。相對的，此附現的他人，乃是經由非原初呈現內容

持續不斷地「證實自身」所「構成」，此證實自身的過程即便因其在單子的意義

上具有具體性的意涵，但經由自我單子與在我的單子當中鏡射出來的他人單子的

交互意義傳遞，僅能達至一個客觀世界的「理念」意義，用胡塞爾的話來說，「那

個被指出的理念，並非幻想或「彷彿 (as if)」形式的一種，而是在與客觀經驗的

整體連結，並且擁有他們的有限性模式以及被他們的科學活動所發展的東西當中

構成地升起的東西。」(CM, 138/108) 也就是說，客觀世界的存有內容，不是在

於藉由可充足達至的他人與自我之間的交流，而是一種經由不斷構成出來的理念

內容。這個理念內容可經由自我具體單子在這世界當中，對包括科學事物及他人

的意義豐富，此豐富也含納著具體的意涵。（但要注意的是，此具體性所包含的

存在性在現象學的意義上是被「懸擱」起來的，他所發生的效用乃是不斷被我們

通過現象學方法而注意而不會成為固著的存在有效性，換句話說，存在是以「存

在意義」的方式被理解。）因此，這個並非以「彷彿」方式被理解的客觀世界「理

                                                 
95 同上上注，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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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這個由具體的單子之間和諧共構的理念，是一個無止盡的進程，此進程也

包括了在此理念初步構成時，他人單子可能因其「證實樣態」的不和諧而導致此

他人成為「假人」，並在更多類似樣態出現時，此客觀世界的理念遭受根本變化

的可能性。 

 而針對第三個批評，我們則可以看到，若舒茲尚在超驗現象學的意義上進行

批判，也就是說，並非是胡塞爾的超驗主體際理論進行一個來自於外部的批評。

那麼，當舒茲提及社群做為原初促創的基礎時，其實已經與胡塞爾在後期對發生

現象學的深度討論立場一致。（可參考本文第三章第三節之 c.中，筆者對李南麟

回應的批評）唯對胡塞爾而言，在第五《沈思》處對發生現象學上的討論，當其

最終還是堅持著一個不具他人意向性的原初促創領域時，無法回應舒茲此處的批

評。 

 通過以上先對胡塞爾超驗主體際理論的理解，以及舒茲著名文章中的批評，

我們可以大致上理解了胡塞爾在其理論當中的特色及常被提及的弱點。對從舒茲

而來的批評，我們可以理解其做為一社會學家，並且試圖通過現象學心理學所開

創出的新的道路，並且通過來自於舒茲的批評，對胡塞爾自身的超驗現象學路徑

有更深刻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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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從發生與靜態現象學的考察來看問題之是否可能解

決 

a. 引進靜態、發生現象學區別的契機 

在這一小節中，筆者將暫結第二章：方法論及獨我論的問題，以及第三章以

降在移情及附現方面對胡塞爾的批判，並且試圖從幾位學者的討論中，通過胡塞

爾現象學的兩種進路：靜態 (static) 現象學與發生 (genetic) 現象學，考察胡塞

爾所遭遇到的困難是否真能通過二種不同進路的現象學之間的補充來解決。 

 到底何為靜態現象學，何為發生現象學呢？胡塞爾說：「現象學首先是在僅

僅靜態中發展的；他的描述是類比於那些關於特殊種類，以及更加的是在他們的

系統次序上安排他們的自然歷史」(CM, 110/76) 也就是說，靜態現象學的發展，

主要是一種系統上的安排考察。換句話說，這樣的考察「其目的只在分析和描述

純粹自我和呈顯於其意識中的世界的相應結構」96 相應的，我們也可以在李南

麟的文章〈胡塞爾第五《沈思》中靜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的原真性概念〉中看

到，「胡塞爾把關於構成的主觀有效性基礎的闡釋當作是靜態現象學的任務。」97 

換言之，靜態現象學的任務便是在現象學的主題：主體性，不論是純粹自我、主

觀有效性上，系統性的考察他們的結構。 

 而相對的，發生現象學則是考察在時間的歷程當中主體的構成歷史。在這樣

的構成歷史當中，主體逐漸的發展出成熟的結構，換句話說，靜態現象學乃是考

察那個成熟的主體中，其意向及意向對象等等的完整結構內容為何，而發生現象

學則通過時間歷史上的考察，梳理此結構如何發展出來的。 

但為何如此靜態、發生現象學的考察，可以解決我們在此兩章中所遭遇的問

題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胡塞爾第五《沈思》的闡述中，除了自己稱其對從本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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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97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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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領域到第二層次的客觀世界的構成討論，乃是一種「靜態的分析」(CM, 

136/106)，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樣的分析當中，例如移情進行時所會發生的配對、

聯想、融合等過程，皆是通過發生現象學上時間構成歷程的討論。換言之，胡塞

爾一方面以結構的方式，分層闡釋獨我的本真自我及建立在其之上的移情主體際

性內容，但在描述此獨我主體與他人的遭遇時，卻又是以發生現象學的角度進進

行解釋。98  

以上的陳述只是闡述在胡塞爾自身處理當中的運作過程，但由我們上兩個章

節中分別對本真自我及移情、附現作用的討論中可以發現，胡塞爾還是有一些模

糊地帶無法回應批評者的攻擊，例如在上一節中，舒茲對胡塞爾客觀世界通過自

我與他人「這裡」、「那裡」位置互換過程之下，與他人之間交互肯認而達成的可

能性的批評，以及在第二章中，如若我們真的要找尋所謂的本真自我時，只能通

過一種「展顯」的方式進行解釋，而這種解釋當我們進行自我反思時，卻從來不

曾以明證性的內容呈現。 

如此的批評，我們可以在很大部分從舒茲的文章中找到著力點，筆者在前面

章節中是以舒茲與胡塞爾處於不同立場的觀點：舒茲處於世俗現象學而胡塞爾處

於超驗現象學的意義下試圖錯開此二者的可能交鋒。但如若我們現在把舒茲的批

評中，「世俗」的部分懸擱起來，而專志於討論其中符合超驗現象學的意涵，那

胡塞爾的談論是否就能化險為夷呢？截至目前的討論，筆者認為為否，但我們可

以看到，在李南麟的文章〈胡塞爾第五《沈思》中靜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的原

真性概念〉中，其通過靜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的區分，回應了來自舒茲的批評，

他說：「如果一個人用了靜態現象學的原真性概念，卻把他看成是發生現象學的

原真性概念。人們必然被強迫去得出一個結論，那就是原真性是不可現象學地被

觀察的」99 而此種人，正是他在此文一開始沒多久處即提到的那些「對其（胡

塞爾在第五《沈思》處的陳述）非常批判的人，這些人持著一種非常極端的立場，

那就是不能想向如此的原真領域，因為他不能夠被現象學地觀察到。」100 而李

南麟明白指出的此些人中，其中一個便是舒茲。換句話說，李南麟認為，舒茲對

                                                 
98 參考汪文聖：＜「描述」與「解釋」－胡塞爾現象學作為科學哲學之一探討＞。《哲學雜誌》，

第 20 期。 
99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80. 
100 Ibid,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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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塞爾在第五《沈思》當中的批評，是沒有注意到發生現象學與靜態現象學中，

不同意義下的原真概念，101 故筆者將在以下的文章中，先將李南麟的此篇文章

作一介紹，並嘗試在李南麟及舒茲的文章中間找到可能的出路。 

b. 李南麟如何通過此區別解決問題 

李南麟的這篇文章結構大致為：首先陳述胡塞爾在第五《沈思》處的討論之

可能被質疑的地方，於此處他提出了有四個「模稜兩可 (Ambiguity)」的意義。

並且認為，可以通過靜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之間的原真性概念區分，對批評進

行回應。接著便在第二、第三部分分別闡述靜態、發生現象學中的原真性概念為

何。在第四部分中則將二、三部分中對原真性概念的靜態、發生解釋回頭解決在

第一部份中「四個模稜兩可」的地方，並在第五部分中，認為對移情所構成的各

種層次世界，唯有通過靜態與發生現象學的各層次詳細的進行梳理，才有可能真

正理解。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第五《沈思》當中第一個模稜兩可的地方在於：「胡塞

爾同時宣稱原真領域同時包含並排除移情的經驗」，102 因為在第五《沈思》的表

述中，胡塞爾曾說「原真領域在不具有同感的意義下被稱之為本真領域」，並且

同時主張：「每一個他人意識，每一個他所表象的方式，仍然一起屬於 (belongs 

together) 第一個領域」(CM, 131/100) 第二個模稜兩可的地方則在於：「原真領域

同時是只有屬於我的世界，但又是與其他主體們分享的領域」，103 在胡塞爾的字

句中是說：「在一個原真領域當中，我們已經發現了一個世界，一個原真的世界。」

(CM, 169/142) 第三個模稜兩可的地方在於：「胡塞爾認為這個原真領域不僅僅在

超驗態度中，也可以在自然態度中是可想像的」104 所引用的胡塞爾文句是說：「如

同超驗現象學中的情形一樣，與他平行的意向性心理學做為一門實證的科學，我

們的闡釋就已經預先明白地揭露了一個基礎的結構，那就是一個將本質心理學納

                                                 
101 在李南麟的文章中，「原真」概念乃是對「primordial」的譯詞，但在舒茲的文章中，其所批

判的胡塞爾獨我論內容，皆是以「proper」為意，而這也是本文當中使用的「本真」意涵。筆者

認為，在第五《沈思》當中胡塞爾並沒有仔細的區分這兩個用詞上的區別。在第五《沈思》中，

唯一貫串著「原真」與「本真」概念的內容，只有「在不包含陌生者意向性」的意義。 
102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67. 
103 Ibid. 
104 Ibid,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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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屬於任何心靈的具體本真性的意向性中的解釋，與他人的意向性如何在其當中

構成的解釋。」(CM, 171/144) 最後，則是認為胡塞爾將原真領域定義為移情的

基礎，只是一個形式及空洞定義。 

在闡述完以上四個模稜兩可及提出胡塞爾在後其對原真領域的幾個思考，例

如在胡塞爾全集第 15 卷中，「移情是否屬於原真領域」，及「向自然態度的原真

性還原與向超驗態度的原真性還原」亦即要表明，胡塞爾也有注意到原真性概念

正如同李南麟所說，的確是有模稜兩可的意味。105 

在第二部分中，李南麟討論了在靜態現象學底下原真性的討論做為「他人有

效性的有效性基礎」，而如果不在方法上揭露這個移情的有效性主觀基礎的話，

對他人的移情的揭露就是不可能的。106 也因此，為了使移情的有效性得以理解，

原真領域應該被稱為理念的或一般的領域，並且在這個理由之下，主體際的靜態

現象學能被視為規範 (normative) 的現象學。107 

在第三部分中，李南麟則認為，胡塞爾使用的「原初促創 (Urstiftung)」概

念，具有在發生現象學上的意涵，而任何統覺在任何意義上都可以回溯到原初促

創的內容，如同李南麟對胡塞爾的解讀：「一個從未實行過移情行為的小孩必然

擁有一個從任何指向其他主體性的意向性中解脫，因此在這個領域的基礎下，他

能第一次地實行移情的活動。」108 而在這種超驗發生的立場上，甚至連不具反

思能力的兒童，其原真性領域都是在主體際性中形成的。因此，在這個發生性的

原真領域當中，自我對於其他主體性而言並不具有優先性 (priority)，而是一種

共同奠基 (co-foundation) 的作用。109  

                                                 
105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69. 
106 Ibid, p.171. 
107 Ibid, p.172. 唯在此，李南麟所使用的第五《沈思》引文，乃是胡塞爾在第五《沈思》中，將

自我做為動物而言的「normal」。(CM, 154/126)  
108 Ibid, p.173. 
109 Ibid, p.175. 對於李南麟在此段落當中提及了「前觀念 (pre-ideal)」及「觀念」的發生構成，

筆者認為，胡塞爾的確有對這些進行討論，這可以在第五《沈思》當中胡塞爾認為那通過移情所

構成的客觀世界乃是一種「觀念」而在本真自我當中構成一般，但但對李南麟此處的大量討論筆

者不進行摘錄的原因在於：我在這裡要獲得的理解，乃是時間性構成當中自我與他者的共同構造

性。而此共同構造的談論，事實上與舒茲對胡塞爾的批評相當。亦即，舒茲即是在一種「時間發

生」的角度上「無法想像」胡塞爾所進行的本真還原之可能性，故如果胡塞爾的確有如此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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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部分中，通過前述第二、第三部分的解釋，他認為在第一部份中所提

的第一個模稜兩可性，也就是在原真領域當中，同時包含他人也排斥他人。這個

模稜兩可性乃是一種不能被現象學的澄清的「辯證 (dialectic) 邏輯」下的產物，

也就是說，「這得在一個存在 (being) 與虛無 (nothingness) 的辯證邏輯當中才能

澄清。」110 此外，在靜態現象學中的原真性概念，正是一個在主體有效性意義

下不能具有他人的範圍，而在發生現象學中，他人則是可以允許在原真領域當中

出現。111（例如在小孩的原初促創中，即有他人的意向性與其「共構」） 

故在第五部分中，李南麟認為，在第五《沈思》當中因原真性的模稜兩可而

產生的批評（例如舒茲），是可以通過靜態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的澄清而獲得解

決。畢竟在第五《沈思》當中的分析，乃是靜態與發生現象學兩者交互討論的混

合物，且這種混合的意涵在胡塞爾自身當中也有意識到，因為胡塞爾曾說：「他

人的意義預設了我，我的身體做為一個活生生的身體」時，其腳注附上了「預設 

(presuppose) 並不意味著「成為存有 (coming into being)」。」112 現象學所欲討論

的內容，後者則是「發生」而這種區別，前者正是「靜態」現象學的主題。 

c. 回應 

對於李南麟的分析，筆者認為，的確可以從發生與靜態兩現象學的進路來看

待移情與移情的基礎：「原真領域」之間的關係。這點不論是從胡塞爾自身的論

述過程，以及學者們的討論中皆可看出。113 

但筆者認為，首先，對於李南麟所指出的四個「模稜兩可」處，在第五《沈

思》當中，只有一個是僅僅可成立的，並且因為胡塞爾區分很清楚，所以舒茲針

對性的批評並沒有因為李南麟對靜態與發生現象學的區分而得以解決。其次，就

李南麟對發生現象學的解釋而言，筆者反倒認為往舒茲的「世俗現象學」（當然

舒茲在其文章中沒有這樣設定自身）傾倒，而此傾倒的過程筆者不將其視為一個

                                                                                                                                            
意義上，甚至回溯至小孩的移情行為，那麼其「超驗」現象學與舒茲的「世俗」現象學的區分，

或許沒有想像中的大。 
110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79. 
111 Ibid, p.180. 
112 Ibid, p.181. 
113 在李南麟的文章中，認為他的這項討論，是基於黑爾德 (K. Held) 的闡述。 (見 Ibid,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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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種立場的辯論的結果，而視其為一種不僅為胡塞爾現象學自身，甚至現象學運

動的走向進行良好的方向指引。 

讓我們回到李南麟所整理的，胡塞爾在其自身討論中所出現的「模稜兩可」

內容。第一個乃是「胡塞爾同時宣稱原真領域同時包含並排除移情的經驗」，114 因

為胡塞爾曾說「原真領域在不具有同感的意義下被稱之為本真領域」，並且同時

主張：「每一個他人意識，每一個他所表象的方式，仍然一起屬於 (belongs together) 

第一個領域」(CM, 131/100) 筆者認為原真領域的確如同李南麟所說在不具有任

何陌生意向性的同感作用意義下被稱之為本真領域，但此宣稱並不會與「每一個

他人意識，每一個他所表象的方式，仍然一起屬於第一個領域。」有所矛盾。其

關鍵點在於本論文十九頁時，對瓦登菲爾斯所做的「belong to」及「within」的

區別，顯然胡塞爾在此處所使用的是前者，也就是「隸屬 (gehört)」的關係而當

原真領域在不具有同感的意義下被稱為本真領域時，其所稱的則是一個「within」

的意涵。(CM, 124/93) 也就是說，胡塞爾在此處所欲談論的，是他人在靜態現象

學上的「隸屬」關係，這樣的隸屬關係就如同其所談論「鏡像」必須要有個投射

的源頭一般，在鏡子當中的一支筆的鏡像乃是「隸屬於」鏡子前的這支筆，但並

不會說鏡子中的鏡像是內含於 (within) 鏡子前面的那支筆。 

第二個模稜兩可的地方則在於：「原真領域同時是只有屬於我的世界，但又

是與其他主體們分享的領域」，115 在胡塞爾的字句中是說：「在一個原真領域當

中，我們已經發現了一個世界，一個原真的世界。」(CM, 169/142) 這個在我當

中發現的世界，在胡塞爾的論述中顯然不是「與其他主體們分享的領域」，而是

指一個「原真世界」，也就是一個由獨我主體所開展出的獨我領域。這個領域在

第五《沈思》中所展現出來的，乃是一個在本真還原過後所發現的那個做為僅僅

發現體驗流與自我身體的心理物理統一體自我。亦即，這裡所述的原真世界，並

不是「主體際的世界」，更無所謂在此原真世界當中，同時與有他人的模稜兩可

之處。 

第三個模稜兩可的地方在於：「胡塞爾認為這個原真領域不僅僅在超驗態度

                                                 
114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67. 
11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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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可以在自然態度中是可想像的」116 所引用的胡塞爾文句是說：「如同超驗

現象學中的情形一樣，與他平行的意向性心理學做為一門實證的科學，我們的闡

釋就已經預先明白地揭露了一個基礎的結構，那就是一個將本質心理學納入屬於

任何心靈的具體本真性的意向性中的解釋，與他人的意向性如何在其當中構成的

解釋。」(CM, 171/144) 事實上，對意向性心理學中所闡述的可以想像的原真領

域，的確是具有自然態度的意涵，此處的自然態度，我們可以在前一張中得出，

最主要的特徵乃是仍然將「存在的有效性」納入其中，而這樣的自然態度下的本

真領域，胡塞爾在第五《沈思》當中也曾經用自然態度當中，普遍天災過後的「獨

自自我」闡述。(CM, 125/93) 但這樣的自我仍然是在自然理解下的自我，此自然

天災之後所剩下來的獨自自我，仍然是可想像的，但僅僅是在自然態度下，與胡

塞爾自身所進行的徹底的超驗態度下的特殊主題性懸擱完全不同。因此，筆者認

為，原真領域同時可以在超驗態度及自然態度中思考是完全不會有模稜兩可的。 

最後，則是認為胡塞爾將原真領域定義為移情的基礎，只是一個形式及空洞

定義。至於這個模稜兩可之處，我們可以看到正是舒茲所「主攻」之處。筆者認

為，李南麟對靜態及發生現象學的區分，能夠達成澄清模稜兩可之處的地方，只

有在最後一項（因前三項事實上在胡塞爾自身的討論中皆無所謂模稜兩可之處）

有效果。也就是說，通過靜態與發生現象學的討論，澄清了胡塞爾通過本真自我

的特殊主題化懸擱，具有兩種方向的含意，其一是「做為預設」，其二是討論「成

為存有」。 

因此，讓我們現在回到本節的問題：舒茲的提問可以通過靜態與發生現象學

之間的區別而獲得解決嗎？或者我們要如何理解李南麟對胡塞爾的批評者的回

應呢？ 

就讓我們回到舒茲對胡塞爾的諸多批評上。這些批評在本論文的第二章第二

節以及第三章第二節中曾經有所敘述。我們可以從上述兩段落中得出主要的批評

關鍵：其一，特殊主題化懸擱後之內容，不能現象學地考察（此考察在提問中不

僅涉及主觀有效性也涉及發生性，見本文頁 19。）；其二，移情附現的過程無法

做為客觀世界的構成基礎。李南麟的文章中可對第一點的回應則是：此內容可以

在靜態的超驗現象學做為「預設」而考量，而舒茲在此卻是在試圖尋找其發生的

                                                 
116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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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而迷失。對第二點的回應，則是移情做為發生的超驗現象學所形成的內容，

本身即在原真領域當中具有主體際性，而不需如同舒茲在靜態現象學地立場上所

批評的那般在主體如何與他人共同構成的「有效性」基礎上尋找。 

李南麟的如此回應，筆者認為，首先，舒茲對本己自我的現象學考察本來就

不僅在靜態的意義下尋找，也就是說，當舒茲提問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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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其本質上便是一個試圖

在發生現象學上（即使他並沒有直接強調出來）的探詢，故我們頂多能說，舒茲

對發生現象學的理解，不支持其對胡塞爾在發生現象學意義上所提出的本己自我

的現象學「展顯」。而當涉及移情所交互共構的基礎上，當李南麟的批評指向舒

茲乃是在靜態現象學的意義上進行有效性的批評時，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舒茲正

是在「發生現象學」上對移情的聯想進行討論。換句話說，就如同李南麟對發生

現象學上，所具有的「前反思的主體際性」特徵，這正是舒茲所要強調的：前反

思意義下的主體際社會性。甚至舒茲也贊同在此立場下的「共同構成」意涵，只

是他更強烈的要求：「做為每一個人的生活世界」乃是移情構成的基礎，而這正

是李南麟理解下，胡塞爾後期的現象學研究中所要進行的深度發生現象學考察。 

由以上分別對李南麟所欲解決的「模稜兩可」在胡塞爾本身論述當中的不存

在，以及在回應舒茲的批評時，其實舒茲已經進入了胡塞爾的後期哲學思考中來

看，我們可以瞭解到，胡塞爾在其第五《沈思》當中對原真性及移情的闡釋其實

正如李南麟所說：是一個不清楚的概念。118 但胡塞爾的不清楚之處對筆者而言，

不是在李南麟所指出的四個模稜兩可處的前三個；相反的，正是在前三個可能模

稜兩可處在實際上的「清楚」區分，才導致胡塞爾會遭遇到如舒茲的批評。 

不過，筆者認為，從靜態與發生現象學之間的競爭關係來看待第五《沈思》

的討論，的確是可以給予我們新的視野，並且開啟胡塞爾從超驗有效性討論到世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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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此處引文中黑體字為筆者所加，旨在強

調舒茲對發生性概念的敏感。 
118 Nam- In, Lee: “Static-Phenomenological and Genetic-Phenomenological of Primordiality in 
Husserl’s Fifth Cartesian Meditation.” In Husserl Studies, 18, 165-183.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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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發生性討論的路徑，畢竟，當他人已經可以如同李南麟所說的從嬰兒處的無反

思狀態下進行闡釋時，世俗性已經在時間歷程的意義上成為發生的超驗主體的

「基礎」，而這正好是舒茲的文章中所欲闡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