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8

 

第四章：內在與超越 

 

由我們前三章中，對胡塞爾意圖朝向客觀世界構成的討論，首先是在來自於

方法論上所可能產生的獨我論困境，相對於傳統上將獨我論視為對理論的批判，

胡塞爾反而在第五《沈思》的段落中試圖依據這個獨我的本真領域走出一條屬於

其現象學的主體際道路。其次，我們則考察了胡塞爾如何轉獨我論自我從可能的

理論困境，通過「移情」的意義轉移過程，討論客觀世界構成的可能性基礎。 

然則，通過以上的考察，我們已經大致上知道胡塞爾如何通過其現象學的方

法及超驗還原的途徑，討論客觀世界構成的主體際性基礎來源了，為何我們還需

要由「內在」、「超越」這兩概念當作「切入點」呢？換言之，本論文的副標題：

「從『內在』與『超越』的概念切入」對本篇論文的問題意識：「胡塞爾如何談

論客觀世界的初步構成」有何幫助呢？這個「切入點」的必要性為何？ 

當我們在對第五《沈思》進行如上的考察時，可以發現，「內在」、「超越」

這兩個概念非常頻繁的跟隨在我們已討論過的那些環節當中。例如當我們討論到

在原真領域當中的本真自我時，胡塞爾通過展顯而發現了這個領域所具有的「內

在」時間流，以及一個「被構成的自然及軀體性」做為超越體驗之流而被同樣存

在於此本真領域當中。並且在這個領域當中，做為各種潛能及實現的超越的被給

予性內容，也同樣的包含在這個本真領域當中，例如幻想 (illusion) 及客觀的世

界做為理念的潛能等。(CM, 135/104) 而這樣的討論，再對照我們於序論當中所

提的關於此領域所具有的「原真的內在性 (primordial immanency)」(CM, 

239/64)，做為一種原真的內在性內容，其中包含著一種超越的特性，通過「我移

動 (I move)」等動感活動創造出一個在此領域的超越世界，此處的超越又是以「超

越意識之流」來理解。(CM, 134/104) 

綜合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在對獨我的本真領域當中有兩種「內在」特徵的陳

述：一個是將整個領域視為「原真的內在性」而另一個是將「意識流本身」做為

內在性。就前一個內在性的意義來說，身體或客觀世界的「超越」特性便「包含

在 (within)」此原真的內在性當中而成為一個；而就後一個內在性的意義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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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或客觀世界則是在「超越出 (transcending)」此意識之流的意義下而被稱之

為超越物：「並且那本真還原的重要結果，在這些經驗中被帶出一個屬於他們（陌

生者）的基底，一個在其中，被還原的世界以『內在的超越 (immanent 

transcendency)』的方式顯示自身的意向性基底。為了關於異於我自我的世界的構

成—一個外在 (“external”) 於我所屬的具體自我的世界（但是一點都不是在自然

空間的意義上）—這個世界是在本質上首要是原真 (primordinale) 超越性（或世

界）。」(CM, 136/106) 這個因超越了自我意識流而為超越物，並且做為構成「外

在」世界的「基底」的身體，因此也成為一個所謂「內在的超越」。 

以上乃是胡塞爾通過內在與超越的特性對獨我的本真領域之闡述，而這種闡

述的特徵也運用於對他人的遭遇的發生事件。例如：「讓我們假設其他人 (men) 

進入我們的知覺領域。被原初的還原了（這意味著）：此軀體作為原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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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140/110) 也就是說，在我們所闡述過的移情過程的第一步驟中，做為一個如同我

本真領域當中所有物體物的出現，而以「內在的超越性」特徵出現。此時，我們

仍然可以在將他人視為某個「外在」事物的意義上將其視為具「超越性」的內容。

而在對此「他人」對象的軀體身體在時間上的掌握之後，我將我的心理物理特色

的統一體通過移情作用而轉移到那個軀體身體身上，此時，我的「心理」上的意

識特色則以不可達到的「超越」性意義轉移到他的軀體身體上。(CM, 144/114)  

而在通過對此他人意識的超越討論過後，「客觀世界」終究也是以一種相對

於「原真的超越」的意義做為更高層級的超越性而存在。如此的超越性則是通過

移情作用在主體際的意義上共同構成出來。此客觀世界超越性的構成，對其來說

乃是一種「第二層次」的構成，亦即基於「第一層次」的我的原真超越性意義下

的「第二層」被構成內容。(CM, §48) 然則具如此超越性的世界，卻又非一個徹

底的超越內容，「客觀世界在真正的意義上，並沒有超越了那個領域或者是那個

本真的主體際本質，而甚至是以『內在的』超越性居住 (einwohnt/ inhere) 在他

當中。說明的更仔細點，客觀世界作為一個理念，這個主體際性（主體際地社群

化）經驗的理念相關性，他在理念上能夠並且帶往持續的和諧—其在本質上是與

主體際性相關連的（他自身作為無限開放性的理念而被構成）。」(CM, 138/107) 如

此的客觀世界，以一種理念的形式在自我與他人之間不斷的和諧共構過程當中被

形構出來並且並沒有做為真正的超越而超越出本真領域的主體際本質。我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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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胡塞爾在此處所提的話呢？本真領域不就是不具有任何主體際意涵嗎？為

何客觀世界的主體際本質甚至「居住」在他當中呢？又為何是以一種「內在的」

超越性而居住呢？ 

通過以上，我們可以看出，胡塞爾在使用內在、超越時，不論是在描述對象

的使用上具有多義性，例如意識流做為內在性，抑或原真自我做為內在性，光是

這兩者就已經有歧異性，畢竟原真自我的內涵即包括了「外在」於意識流的身體。

換言之，內在性的領域到底有多大？其內涵到底為何？與超越性內容的關係為

何？又當我們考察到「身體」時，「外在」的使用與「超越性」的關係為何？這

些都在在是理解主體際構成諸要件關鍵性名詞，而對這兩個概念的釐清，可幫助

我們更佳理解到，胡塞爾要的不論是獨我自我、他人做為單子，甚至客觀世界在

其現象學中的位子。故，對內在與超越的探討，對本論文而言，乃是一個提綱挈

領的功能，期盼在對此兩概念的分析之下，對胡塞爾談論客觀世界構成的初步環

節進行更恰當的理解。 

而本章節所欲討論的內容，將以以下的順序表陳：1. 內知覺、外知覺與雙

重的內在與超越概念。2. 在本真自我當中時間與空間的內在與超越。3. 在他人

經驗當中的內在與超越。 

第一節：內 (internal) 感知、外 (external) 感知與雙重的內

在與超越 

首先讓我們回憶一下在日常經驗當中與胡塞爾在此處談論可有相關的地

方。在日常經驗當中，我們自然的會想到所謂的「內知覺」乃是一種針對自我回

憶、情緒等等「心理」特徵對象的知覺，例如正在寫文章的我，腦中浮現下午遭

遇到一件事情時給我的靈感，這個靈感的產生在時間序列上並非當下，而是以過

去的方式存在在我的記憶當中，並且在現在因為寫到一些相關段落的「聯想」作

用而將那靈感再度喚醒。這些靈感及記憶、想像力等過程，純粹在我的意識狀態

當中運行，而不是來自於非意識事物的刺激；相反的，外知覺則是針對某些來自

於與我的身體同樣性質的空間物，例如眼前正在敲打的鍵盤，經由我的手指對其

表面進行敲擊，所感受到其鍵盤表面的光滑度及鍵盤回彈力可能因長時間敲擊而

衰弱的不敏捷感等等。如此的感覺來源，不是經由我的意識運作，而是由於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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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性身體的運作而獲得。因此，在素樸觀念中，不同的知覺乃是對應著不同的知

覺對象（或為意識或為身體）而在我做為知覺載者身上發生作用。 

不僅僅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第五《沈思》當中，胡塞爾也會在很多地方使用

「外在 (external)」的詞彙，例如「如果我將我自身還原為一個人，我獲得了我

的『身體』以及我的『心理』，或者是我自身做為心理物理統一體，在後者當中，

我的那個操作著的個人自我在身體當中，並且『藉由 (mittelst) 他』而在『外在

世界』(Außenwelt/ external world)（……）」(CM, 128/97) 此處所表達的是自我如

何在世界當中發生作用的過程。我們在此不對胡塞爾通過「感應 (affection)」等

被動綜合的過程進行討論，重要的是其對「外在世界」的使用。但胡塞爾對這個

概念的使用，與我們日常意義相同嗎？或者我們可以在傳統哲學上如何定位胡塞

爾使用內、外知覺嗎？並且，內、外感知與「內在」、「超越」的關係為何呢？ 

在本節當中，筆者將從胡塞爾《邏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的附錄：〈內感

知與外感知。物理現象與心理現象〉119 中，對內感知與外感知的討論著手，以

進入胡塞爾所討論的現象學領域中，內在與超越的區分。並且引入其在《現象

學的觀念》中，120「實項內在」與「做為絕對自身被給予性的內在」的差異，

而此差異將會成為我們理解中後期由「相即性 (adequat)」在其早期理論中的關

鍵位置。 

a. 在《邏輯研究》及中對內感知、外感知與「內在」、「超越」

關係的討論 

對於筆者在前頁中所表述的一般素樸意義下的內感知與外感知之義，胡塞爾

在此文章中一開始不僅僅就內感知及外感知兩方向分別界定，還劃分出了「自身 

(selbst) 感知」及「感性 (sinnliche) 感知」這兩個內容並分別加以界定：「外感

知是對外在事物、他們的性質和狀況、他們的變化和相互作用的感知。自身感知

                                                 
119 Husserl, Edmund: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II Teil. 《邏輯研究》第二卷第二部

分，倪梁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年。本文後引文皆引 B 版業碼，除非 A、B 版有

關鍵性不同，才會使用在引注處標住 A 版。下以「LU, Bxx/中文頁碼」標示。本文所討論的此篇

文章乃於 LU, B222-244/228-253。  
120 Husserl, Edmund: 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 fünf Vorlesungen. The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現象學的觀念- 五篇講座稿》，倪梁康譯，北京：人民出版社，2007。本文後稱「小觀

念」，以「Idee」在引注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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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個人對他自己的自我及其特性、狀態、活動所能夠具有的感知。（……）感

性地被感知的東西，（……）簡言之，是通過感官被感知到的東西。另一方面，

人們所說地被內部的感知到的東西主要是一些精神體驗，如思維、感覺、意願等

（……）。」(LU II, B222/228) 這四種分類基本上是在素樸人的基準上將可所有

感知的類別，通過感知的「對象」進行區分，並且會有交叉的情況發生。例如自

我對自身身體上所發生的經驗是經由自己的感官所感知。如此的區分，在笛卡爾

對精神 (mens)、物體 (corpus) 的區分，以及由洛克所引起的後續討論中，引導

致：外感知即是對物體的感知，內感知則是對精神的感知。「這樣，對感知的區

分是由對感知對象的區分所決定的。」(Ibid, B223/229) 如此的觀點區分，加上

胡塞爾所謂「近代知識論」對「明證性 (Evidenz)」的要求，認為「外感知是虛

假的，內感知是明證的。」(Ibid, B224/230) 此對明證性的要求，我們可以在笛

卡爾以降的近代知識論當中看到其延續，直到胡塞爾此篇文章所欲討論的「布倫

塔諾 (Brentano)」。在胡塞爾此文的第四節，將布論塔諾對內感知及外感知的區

別羅列為下列兩者：一、「明證性及無欺性」，二、「具有本質差異的現象。在內

感知中我們僅僅經驗到心理現象，在外感知中我們僅僅經驗到物理現象。」(Ibid, 

B231/236) 但胡塞爾顯然並不贊同如此的區分。他認為，這兩個術語之間的區分

並無法在經驗中獲得證實，畢竟「大多數對心理狀態的感知都不可能是明證的，

因為他們是在定位於身體 (leiblich lokalisiert) 的狀況下被感知的。」(Ibid.) 胡塞

爾認為「悲傷在咬齧我的心」與「風在搖撼著樹」這兩種知覺，(Ibid.) 前者就布

羅塔諾的意義下做為內感知，後者則為外感知。這兩者的感知的意義是完全相同

的，而此完全的點的原因在於，由於內感知與外感知同樣依賴著與身體的共構，

故必然擁有非明證性。 

對此無法以明證性進行區分的闡述，對本文而言，最重要的是胡塞爾在此處

所說的：「所有在自然觀點和在經驗科學中被把握到的心理現象都受到超越的統

攝。純粹的體驗被給予性以純粹現象學的觀點為前提，現象學的觀點禁止所有超

越的設定。」(Ibid, B232/237) 其重要性在於，胡塞爾其實早在很早期的現象學

論著中便使用著「超越」的字眼來對知覺進行描述，但此超越性的內容乃是被排

除在其純粹現象學的討論之中。而當我們把此時對超越性內容排除的要求聯想到

本文所欲討論的主題：「客觀世界構成可能」時，顯然與在第五《沈思》處，在

進行特殊主題性懸擱之後仍然「遺留」下來的「原真超越性」內容不同。同樣是

討論一個知覺活動之牽涉身體進行與否，在邏輯研究時是將此牽涉性與超越性掛



 73

勾並判定為具超越的行為而不在純粹現象學中保留；但在中後期的《笛卡爾式的

沈思》當中，則是把包含著身體，甚至不能去除身體的意向性行為視為構成世界

的最終基底。其中的轉變到底為何？我們可以在胡塞爾於《邏輯研究》中的接下

來討論中，看出其早期現象學所要求的，乃是一種「相即的明證性」，這種相即

的明證性內容為何？特色為何呢？ 

在此處所討論的文章第五節中，胡塞爾指出了「感知，意味著有某物在他之

中顯現出來」，第六節中，胡塞爾便指出了此顯現的三種樣態，此三種樣態分別

為：「代現 (representation)」、被直觀的對象、以及狹義的顯現 (Erscheinung)。此

種狹義的顯現「即具體的顯現行為或直觀行為所具有實項 (reell) 的組成成分」 

(Ibid, B234/238)，而所謂純粹現象學，便是一個「將所有那些超越出相即的、純

粹內在直觀被給予性 (Gegebenheit)，及超越出純粹體驗流的統覺和判斷設定，

純粹的作為體驗本身所是接受下來，並且對他們進行純粹內在的、純粹描述性的

本質研究。」(Ibid, B236/240) 在此處我們看到了一些關鍵性字句，例如將「超

越」的內容做為「體驗」本身所是接受下來進行純粹「內在」的研究。但這是否

意味著，當胡塞爾將超越性意涵視為超出相即性感知之下，還能夠將其納入體驗

本身所示而進行討論。也就是說，體驗流本身的內容，即包含著相即跟超越的內

容，就「現象學」而言，則可以接受所謂「超越性」的內容納入討論。但這樣的

超越性意味著什麼呢？首先，如果就超越相即性感知即被稱之為超越，那麼為何

又能夠納入進體驗本身所示而接受下來而進行純粹「內在」的研究呢？這樣的內

在豈不就在含納著超越的意義成了不純粹了？說到底，這裡便需討論「內在」、「超

越」與「相即」、「不相即」的關係。筆者將通過《現象學的觀念》中的兩層內在

與超越， 加上在《邏輯研究》本篇討論中的界定，進行更一部的區分探究。 

b. 內在、超越與相即性 (adequate) 

在《小觀念》中，胡塞爾對超越做出了兩種意義的區分。這兩重意義表述如

下：「他或者可能意指在認識行為中對認識對象的非實項含有，以致於在『真正

意義上被給予』或者是『內在地被給予』被理解為實項的含有。（……）因此內

在的在這裡就意味著在認識體驗中實項內在的。」，其次：「所有非明證的，雖然

指向或設定對象，卻不自身直觀的認識都是第二種意義上的超越。在這種認識

中，我們超越真實意義上的被給予之物，超越了可直接直觀和把握的東西」(I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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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1)。對前者而言，問題在於「體驗如何能夠超越自身」，對後者而言，問題會

是「認識如何能夠把這種在他之中不直接和不真實地被給予的東西設定為存在著

的。」(Ibid.)  

讓我們先來討論第一種「實項」內在與超越的關係。在如此實項內在中，所

指的是完全相即的內容，亦同於我們在上一節中，所指的狹義的顯現部分。此狹

義的顯現部分根據其內在含意，意味著「被感覺的內容同時也是感知的對象」(LU 

II, B239/243) 如此的相即內容，在嚴格意義上僅能是活生生當下的核心。(CM, 

62/22) 任何在體驗流中所內含的，包括回憶及回憶的事物，感知及所感知的事

物，都不能在此嚴格意義下的實項內在中被談論，畢竟除了當下感知的內容本身

及相應著的感知活動之外，現在在體驗流中所升起的記憶意向性，其記憶對象與

此記憶內容在時間上即已不可能相配合。例如當我現在回憶著半小時之前看著窗

外夕陽西下時的熱度，在記憶中被帶回來的溫度記憶，此真正的內容已經成為滯

留 (retention) 而被帶到我現在的活生生當下而非同時間在活生生當下所發生的

感知內容。換言之，被記憶的意向活動所指向的感覺內容「無法同時」也是感覺

的對象。而在此時，我們所欲討論的，便是活生生當下的實項內在內容，如何「超

越自身」及於非實項的內容。就好像當我們討論在實項內在中的記憶意向性時，

此記憶意向性如何超越自身在活生生當下的特質而及於那個已經沈入過去而做

為滯留存在的記憶內容。就胡塞爾自身在《邏輯研究》中的例子而言，「相即的

內在」內容在牙痛的意義上只能有痛的意向及於此意向的意向內容，換言之就是

痛的體驗本身。但當我們說這個痛乃是「牙」痛，這便意味著「此被感知的對象

並不是那個如此被體驗到的疼痛」乃是有可能的，(LU II, B240/244) 換言之，此

痛的感覺是否相即、對應到「牙齒」這個感覺對象，仍然在相即的要求下是可疑

的。 

而第二個「超越」的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的重點是「超越」做為「設定為

存在著的」，以及與此設定為存在著的東西相對的內在的「絕對的被給予性」。所

謂「被給予性」的內容，乃是比「實項內在」的內容範圍更廣泛的事物顯現，只

是「被給予性的概念乃是強調顯現者對自我的相對性，或者說，被給予性是被給

予自我。」121 如此的區分，我們可以從經驗上的例子來討論。當我面前看著電

腦右下角的 IBM 標誌，單就針對眼前的知覺獲得而言（不論室內知覺亦或外知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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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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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我在明證性的標準下確認了這個標誌所呈現給我的紅綠藍三種顏色及形

狀，並且在這個知覺內容的顏色形狀產生的發生中，帶含有其他的意向性，例如

「信賴感」，在這些內容中，例如所謂「信賴感」，便是很明確的在第一層次的「超

越」，也就是超出實項內在的意義下做為超越而在明證性的標準下以自身被給予

性而給予我。因此，在對右下角 IBM 商標的知覺過程中，我有實項內容（例如

以顏色做為意向對象的意向活動在當下以相即的方式對應於此意向對象）以及非

實項內容（例如附帶著此知覺內容的「信賴感」），但只要這個內容乃是以「明證

性」的條件在我的體驗流當中呈現，此內容便是一種「自身被給予性」。（Idee, 

60/51）。 

 而相對於此自身被給予性而被給予的東西，也就是無法通過明證性標準的內

容，便是一種超越，而這種超越便是胡塞爾在此處所欲談論的第二種超越：「設

定為存在的。」122 很顯然的，經由我們在第二章中現象學方法的懸擱與還原討

論過後，瞭解到這個「設定為存在的」內含，必須是在第一層懸擱就被排除。也

就是說，做為「自身被給予性」的如此廣泛內容，皆是可在不具有被設定為存在

的意義下被視為「內在」的。胡塞爾說：「現象學還原的含意並不是將研究限制

於實項的內在領域內，限制於在絕對的「這個 (Dies)」之中實項地被包含之物的

領域內，他的含意根本不是指限制在思維領域內，而是指限制在純粹自身被給予

性的領域內。」(Idee, 60/52)  

第二節：內在超越與本真領域 (Eigensphäre) 

通過前一節中的討論，我們可以瞭解到胡塞爾對內在、超越與內知覺、外知

覺之間的初步關係。首先對傳統上例如布倫塔諾等針對明證性的標準區分內知覺

與外知覺，胡塞爾通過此內在知覺皆無法通過明證性的標準而無法區隔。並且在

其現象學當中，視為意向行為中的顯象內容，因而傳統根據內容來源及明證性標

準的內、外感知差別，被其涵納進顯象的範圍，並進而對不同顯象層級的特徵進

行描述。 

如此涵納進現象學討論中而皆以顯象的範疇進行理解的部分，胡塞爾不論在

《邏輯研究》亦或《小觀念》中皆以「被給予性」及「實項內在」的兩種區分來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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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73。
「這個意義上的超越，（……）毋寧是與行為的質性有關：將對象理解為在意識之外的客觀存在。」 



 76

進行討論。也就是說，將傳統意義上的內、外知覺區分轉化為超驗主體性構成的

「內在」與「超越」的區分。123 超越的內容分別在對應「被給予性」及「實項

內在」的內容意義下，有兩種「超越性」。對應前者的超越性為對被給予性設定

「存在效應」，對應著後者的超越性則為「實項超越」，其特徵在於對活生生當下

的這個 (Dies) 具有「不相即」的意涵。 

通過如此對內在與超越的基本分析，我們現在把焦點再度轉回本文所欲討論

的，在第五《沈思》當中所處理的移情過程的兩個層次：本真領域及其內容，以

及在本真領域當中遇到做為「內在的超越」而出現的他人。 

首先讓我們回到對本真領域自身的描述。通過本真還原過後，我們便找到了

一個做為「內在的超越性以及原真的世界」的領域。(CM, §47) 在這個領域中，

做為排除所有陌生主體意向性的最終基底，我們發現剩下的是一個做為心理物理

統一體的獨我自我。在這個自我當中，內在時間性的構成本身即是一種超越性的

內容。(CM, 134/104) 其之所以是內在的超越特徵，乃是因我們可以看到此時間

性做為同一的意識之流，「超越」了「實項的內在」所在的相即的點，甚且帶含

著所謂的習慣在內。如此的討論也可以回應我們在序論中所提：第一原本的超越

是內在時間之流以及他的時間。也就是說，當時間之流帶含著時間意識的三個向

度展開而成為「一」流時，便在同一性的意義的構成下形成了第一個超越性。但

這個超越性為何又可被稱之為「內在」的時間意識呢？既然已經成了超越當下之

流，何來內在之義呢？筆者認為，此便是在第二個「被給予性」的意義下的「內

在性」。換言之，當時間之流做為同一性而超越相即性的活生生當下時，此流便

是以「被給予性」的意義保存在「內在性」的範圍內，而成為一「內在的超越」。 

此外，「只要我們排除了藉由我們對他人的經驗而來的移情所製造的意向性

效果，很確定的，我們就有一個做為「超越了」體驗之流的空間對象統一體自然

（包含著身體）而被構成。」(CM, 134/104) 此處做為「身體」而被彰顯出來的

超越性內容，在不含有任何陌生意向性的意義下成為必然明顯性的原初「我在 

(ego sum)」而被展顯。(CM, 135/104) 此處有兩個重要的地方，首先在於身體做

為「超越」意識之流的存在，其次則是當此身體做為「我在」的必然明顯的原初

形式，又是一種超越意識之流的意涵，也就是做為單子的自我最重要的功能之

                                                 
123 可參考 CM, 117/84. 胡塞爾提到：「每一種能想像的意義，每一種能想像的存有，不論是被稱

為內在亦或超越的，皆是做為構成意義及存在的主體性而在超驗主體性的範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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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成肉身 (incarnation)？124 因此，「此開始於一個基底的抽象操作，正是做

為朝向自我的充足性運動的揭露」125 換言之，呂格爾對此處超越的解讀，乃是

一種從自我的「內在」的時間之流「超越」到充足具體化的「存在」領域的過程。 

這個不再僅是時間意識之流的本真自我，依憑著身體與世界的接觸，(Ideen II, 

56/61) 對此世界賦予「存在」的意義。這裡的存在，並非是一種做為前現象學的

需要被懸擱的有效性意義，而是「做為意義的存在」，此做為意義而存在的首出

「身體」意義，本身即同時做為被構成及構成者。126 換言之，當我們將身體視

為某個空間物時，他是以一個就具有如同眼前杯子一般的物質特性而「被構成」；

另一方面，他則是做為通過動感而使我們得以「構成著」空間的中介。而對胡塞

爾而言，這即是具有存在意義的實在性 (reality) 內含。(Ideen II, 199/209)  

由以上，我們可以理解到，在獨我論的本真自我當中，除了做為同一性而超

越實項內在的內在時間性及身體同一性可視為一種「超越」之外，尚有一種重要

的特徵，這個通過身體而達至的現象學初步的「道成肉身」，乃是一種從自身體

驗流往具體世界賦予「存在」意義的「超越」。 

第三節：內在超越與移情、附現 

當在第五《沈思》的反思進程中，由做為基底的本真自我往外推展，遇到一

個「他人」的過程時，首先，「被原初的還原了（這意味著）：此軀體作為原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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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140/110) 由於此時胡塞爾仍是在談論一個處於本真還原過後的獨我領域，因此這

個尚未具有他人意涵的他人身體，便首先以「軀體」的方式被我所知覺，此時的

軀體，正像是在我知覺場域中所出現的杯子一般，做為意向對象上的同一對象而

具有其「超越性」。而此時的超越性內容，仍然是一個「內在」的超越性，對筆

者而言，乃是在前述的「被給予性」意義下的內在性。換言之，當一個杯子或軀

                                                 
124 Ricoeur, Paul: Husserl: An Analysis of His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Edward G. Ballard and 
Lester E. Embre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22. 此處將呂格爾的

incarnation 用詞採取「道成肉身」的譯名，乃是想表達除了呂格爾所強調的，梅絡龐蒂的「肉 
(flesh)」之意義，還想表達的是在胡塞爾超驗現象學中特殊的「超驗主體具體化」之含意。 
125 Ibid, p.123. 
126 Landgrebe, Ludwig: “The Problem of Passive Co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Donn Welton. Dermot 
Moran, Lester Embree (ed.): Phenomenology – Critic Concepts in Philosophy. Vol. 1.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04. pp.265-278.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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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等空間物，得通過側顯 (Abschattung) 進行認知行動時，對「這個」空間物的

知覺並含帶著「不相即」的成分。但即便此不相即的成分使其在相對於「實項的

內在性」亦意下成了「超越」的，但仍然被包含在做為「被給予性」的內在性當

中，故成為一「內在的超越性」內容。 

 然則當這個意向對象不僅僅以軀體的方式呈現，而更帶含著一些以我無法到

達、無法直接證實的意義，以附現（不同於純空間物的）方式不斷的證實那是與

我「相類似」的「身體」時，我將他那不能原初顯現、無法直接到達及證實的領

域附加在這個原本以第一種內在的超越形式出現的軀體時，「在此結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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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指向那個被充實及證實那被附現的視域的更進一步的經驗，都在非直觀期

待的形式下，包含了和諧的更進一步的經驗的潛在可證實綜合。」(CM, 144/114) 

 在對他人的經驗綜合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是我們在這裡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除了其軀體本身的內在的超越特性之外，都在「非直觀期待」的意義下，

通過在經驗上更多的證實，來對此必然不能直觀到的期待內容進行「超越」的綜

合。如果我們以芬克的「可贖回性 (redeemableness)」來談的話，我們對純物質

空間物的側顯，會期待即使我們現在僅是直觀到的對象的這一面，但那個尚未被

我們只直接直觀在意識當中獲得的另一面雖然目前僅以「附現」的方式一起帶到

當下直觀的側面，但仍然會有一「期待」，此期待做為一「空乏 (empty) 的意向

性」「超越」了當下的直觀側面而往非直觀側面前進，並認為可通過知覺條件的

改變，使的此空乏意向性所期待的內容得以在另一個直觀側面的知覺中「贖回」、

「充實」。但對他人的知覺則有關鍵性的差異，其差異點在於此空乏的意向性一

開始便不以「可在直觀知覺中贖回」的方式投射出其空乏的意向性，僅僅只以不

可贖回的意向性投射出去，再在持續的現實與潛能的交錯證實中以「另外的人」

的意義認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