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近代詮釋學簡史提綱及初步反省  

 

作為論文的第一章，筆者想先對「詮釋學」這個字詞概

念做一些預先說明。在這裡所要做的預先說明著重於兩個部

份，一是關於海德格對「詮釋學」在神話中的派生關係之說

明，一是關於帕瑪對「詮釋學」在歷史上 (historically)的六個

現代定義之說明。在這般地預先準備之後，筆者以自我理解

簡單概括出詮釋學歷史發展。接著，從 TM 與 CI 來看近代詮

釋學歷史的發展，並試圖從中獲取某些作為詮釋學歷史的發

展之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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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識「詮釋學」的預先準備  

1.「詮釋學」的神話派生意義之反思  

「詮釋學」一詞譯自西方，我們在一些對關於詮釋學介紹的書籍

中，可以認識其字詞來源。希臘字〝 hermeneuein〞是動詞，〝 hermeneia〞

是名詞，英語世界一般譯為〝Hermeneutics〞。在亞里斯多德的《工具

論》中一篇名為〝Peri hermeneias〞 1便看到了〝 hermeneia〞此字的出

現，但是〝 hermeneia〞在此是以複數形式出現，這似乎意味著「詮

釋」這個概念在一開始便是以「多種詮釋」的意思作為其存在樣貌。

然而，如果我們追溯著希臘字源不放的話，那麼我們在柏拉圖以及古

希臘時代幾位著名作家那裡也可以發現到對於〝 hermeneia〞的使用，

甚至我們會在希臘神話中看到與〝 hermeneia〞相近的字〝Hermes〞，

而它指的是希臘神話中一位腳上長著翅膀的信差神。  

我們首先參考了海德格與日本學者手塚富雄 (Tezuka)談到關於詮

釋學的神話派生意義那一段話語，它們收錄在《走向語言之途》中〈從

一次關於語言的對話而來〉：  

在一種比科學的嚴格性更有約束力的思想遊戲中，我們可以

把名詞〝 hermeneus〞與〝Hermes〞這個神名掛起勾來。Hermes

是諸神的信差。祂帶來天命的消息。Hermeneuein乃是那種揭

示活動（Darlegen），祂帶來口信，因為祂能聽到某個信息。

這種揭示活動後來成為對以經由詩人道出的東西之解釋活動

（Auslegen）；而按柏拉圖對話《伊翁篇》 (Ion)（ 534e）中蘇

格拉底的話來說，詩人自身就是〝 hermenes eisin ton theon〞，

即〝諸神的使者〞。（《走向語言之途》，頁 101-102） 2

於此我們看到，當海德格將〝Hermes〞的工作性質說明出來，也就是

                                                 
1 參見《亞里士多德全集I》，苗力田編，頁 47-80。 
2 英文本 “On the Way to Language”，由Peter D. Hertz翻譯，p.29： “That verb is related to the noun 
hermeneus, which is referable to the name of the god Hermes by a playful thinking that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e rigor of science. Hermes is the divine messenger. He brings the message of destiny; 
hermeneuein is that exposition which brings tidings because it can listen to a message. Such exposition 
becomes an interpretation of what has been said earlier by the poets who, according to Socrates in 
Plato’s Ion (534e), hermenes eisin ton theon—“are interpreters of the g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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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hermeneuein〞的意思點明出來了；Hermes 是幫諸神傳遞消息的

人，祂具有傾聽與傳達的能力，因而〝 hermeneuein〞在字源親近的

動詞表態下，它本身的意義是指出某種活動，那種活動是在傾聽與傳

達同時完成的情況下發生，海德格稱作〝Darlegen〞，也就是「揭示」、

「展示」、「闡明」等等之類的活動。  

然 而 ， 藉 由 希 臘 神 話 〝 Hermes 〞 的 聯 想 ， 進 而 一 步 說 明

〝 hermeneuein〞的指涉，這一層關係的派生性從何而來，似乎令人

匪夷所思。換言之，它們的詞源回溯是否合宜，有人提出不同的看法，

例如Karl Kerenyi在其《希臘基本概念》著作裡關於「詮釋學」一詞，

認為與 Hermes並沒有語言學或語義學的關聯。甚至在 Hasso Jäger的

《詮釋學早期歷史研究》著作裡批判將「詮釋學」一詞與Hermes關聯

一起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虛構，而認為關於「詮釋學」一詞的最早使用

應該是開始於Dannhaur的《聖經詮釋學或聖經文獻解釋方法》。高達

美對此有所反駁，而捍衛了海德格的詞源回溯 3：  

正 如 Jäger 所 指 出 的 ，〝 Hermeneutica 〞 一 詞 首 先 出 現 在

Dannhaur那裡。但是 Dannhaur自身是想從科學理論的角度去

建立一門新的學科，即他自己所說的〝 oikonomia〞。……為了

證明自己的觀點，他重新把亞里斯多德的《工具論》搬了出

來，並認為他的整個精神存在就在於發現了亞里斯多德的這

部著作。……Dannhaur因此繼續了新的分析學說。……（然而）

把亞里斯多德的分析加以擴展，後果相當嚴重。正如形式推

理學說只能保證內在的邏輯性，而不能確保事實的正確性一

樣，詮釋學在Dannhaur那裡要確定的只是陳述的正確意義，

而非正確陳述的意義。 ……此外，我也完全不能理解，作者

（ Jäger）為何要割開這個詞與Hermes之間的聯繫。作者通過

現代語言學揭示了，詮釋學一詞來自Hermes只是一種虛構。

不借靠現代語言學，我們無從知道這個詞在詞源學上的意

思。我注意到了作者的這一觀點，但他就此所表現出來的自

鳴得意，是我所完全不敢苟同的。我在探索奧古斯丁和整個

傳統究竟是如何理解這個詞時，絲毫也不會因此而改變觀

點。 ……傳統的證據是擲地有聲的，儘管不比語言學證據更

                                                 
3 參見《詮釋學——它的歷史和當代發展》，洪漢鼎著，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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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說明力，但比單單指出如何寬泛地來看待詮釋學現象要有

效得多，即比把詮釋學看做是一切思想產物的〝Nuntius〞要

有效得多。 4

於此，簡單來說，高達美的捍衛立場在於以過去的傳統如何理解

〝 Hermes〞與〝 hermeneuein〞的關聯來看待詮釋學現象，而這似乎

與海德格所說的──「在一種比科學的嚴格性更有約束力的思想遊戲

中」──有著同樣的意謂。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思考，那個所謂〝更有

約束力〞的東西指的是什麼？筆者認為是總是且必須是讓思考去思考

的東西。在這裡的闡述，無論是海德格的還是高達美的，似乎要說的

那個東西，就是屬於「前見」的那些東西。然而，關於「前見」的概

念，高達美在 TM 中依著海德格的思想而有所琢磨，因此，「前見」

這個概念不單單是某種隸屬於狹隘或不正確的「偏見」之類的概念，

它反而隸屬於我們對「歷史」、「人文精神」等概念中的某種存在樣貌，

因而就〝更有約束力〞的思考行動來看，屬於「前見」的那些東西，

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即便是被稱作「偏見」的東西。  

我們姑且將「前見」的重要性留在本論文後面的章節討論，在此

姑且讓我們跟著帕瑪在其《詮釋學》著作中的腳步，不去論辯派生的

問題，而是著重在〝Hermes〞的功能探究上：即將理解的東西變成能

夠有所把握的知識。 5因而關於詮釋學的最早意蘊，顯然早在希臘人

那裡便已有所根據：「 bringing to understand」。 6帕瑪幫我們考察了作

為動詞形式的〝 hemeneuein〞之意義指向，分別有三個：「 (1)用語詞

大聲表達，即『說話』； (2)說明，譬如說明一種境況； (3)翻譯，譬如

翻譯外國語。」 7他並且指出這三個意義指向皆可用英語〝 interpret〞

來表示。 8我們因此對於「詮釋學」這個概念有了一些初步明確的理

解與澄清，到此為止，「詮釋」意味著需要以某種形式表述出某種需

要被表述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更近一步了解那需要被表述的東西，

                                                 
4 《迦達默爾集》，嚴平編選，鄧安慶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02 年，頁 215-218。 
5 與高達美如出一轍，帕瑪說：「從名字上看，這詞顯然是派生的(或正好相反？)。重要的是Hermes
是與這一功能──將人類理解的東西變成能夠把握的人類知識──結合在一起的。這個詞的各種形

式都表明將事物或境況從未知帶入理解過程。」《詮釋學》，帕瑪著，嚴平譯，台北：桂冠出版，

1992 年，頁 14。 
6 同上，頁 15：「這樣，『詮釋學』和『詮釋學的』這兩個詞的現代來源，當追溯到它們最早為

人所知的希臘語詞根時，就表明了「帶入理解」(bringing to understand)的過程。」 
7 同上。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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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就意味著那需要被表述的東西是首先且必須需要先被理解的

東西。基於此，帕瑪才會說「Hermes process」在起著作用：「某種外

來的、陌生的、在時空和經驗中分離的東西，成為熟悉的、現刻的、

可理解的東西；某種需要陳述、說明或翻譯的東西就能夠被『得到理

解』──即被『詮釋』。」 9

回到我們一開始所參考的海德格對「詮釋學」的神話派生意義上

頭來看，我們此刻彷彿領略了他的意思，關於〝Hermes〞在神話中的

角色，祂的工作恰好透露著「詮釋」這件事情的本身情況，而這一點

正是為何〝 hermeneuein〞與其有所關聯的原因。也就是說，海德格

藉由指出〝 hermeneuein〞與〝 Hermes〞的字源親近性，從來都只是

要回到「詮釋」自身那裡去思考，因而首先那神話中〝Hermes〞的象

徵性是他回到「詮釋」自身那裡去思考的一個「前見」所在，而這也

就是為什麼他在回應手塚富雄關於對詮釋學的談論時這樣說：「這裡

我想從這個詞源學談起。您將從中看到，我對這個詞的使用並不是隨

意的。而是同時適合於澄清我在現象學上的嘗試的意圖。」 10

海德格上述那番話，恰好道出了筆者為什麼需要對詮釋學做預先

準備？情況是這樣的，「詮釋學」作為一門學科，與我們中國文化中

的「訓詁學」、「考據學」，或者「修辭學」等是不太一樣的學科，我

們很難清楚地直接拿一門在中國文化中這方面類似的學科來做對等

翻譯的理解。因此，我們要對「詮釋學」有所理解，首先是必須對「詮

釋學」有所認識，這認識如同學習一般，我們首先藉由自身母語文化

的本領，透過學習外語的翻譯功夫，來習得什麼是詮釋學。因而，我

們有了一些提供思考得以反覆活動的材料。這樣的實踐活動，與海德

格冀欲澄清現象學上的嘗試是不謀而合的。以下我們便從一般的詮釋

學介紹入手，這必要的準備是理解為什麼當代詮釋學是屬於哲學實踐

的一門哲學。  

 

                                                 
9 同上。 
10 《走向語言之途》，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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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詮釋學」在歷史上的六個現代定義之反思  

一旦我們開始跟隨著海德格那種對詮釋學的某種自我要求腳步

行進時，不可避免的，我們將讓思考隨著歷史的 (historical)方式觀看

詮釋學。在此，帕瑪藉由對每個時代所具有的不同著眼點之詮釋學，

幫我們歸納出詮釋學的六個現代定義：「詮釋學作為《聖經》注釋的

理論」、「詮釋學作為語文學的方法論」、「詮釋學作為語言學理解的科

學」、「詮釋學作為人文科學方法論的基礎」、「詮釋學作為此有和存有

理解的現象學」，以及「詮釋學作為詮釋的系統：意義恢復與破壞偶

像」。我們嘗試從其內文整理出一些頭緒 11：  

帕瑪的〈詮釋學的六個現代定義〉  

聖經注釋的理論  

1. 若要根據語言學考察，詮釋學一詞最早出現在 J. C. Dannhaur 的《做

為說明聖經文獻方法的聖經詮釋學》，詮釋學的出現乃是「因為提

出確切注釋適合於《聖經》教條的著作需要它」，此時的注釋活動，

基本上將「詮釋學的定義保留在神學範圍內」。  

2. 此時的理論發展在於「詮釋學沉思的訓練」，為的是某種「深奧的

和隱藏的意義之詮釋學方法」，雖然仍在神學的作用影響下進行，

但是後來的發展已經擴大到聖經以外的原文。  

3. 需要注意的兩件事：「一是由聖經詮釋學的範例所指示的詮釋學特

徵，另一是詮釋學的範圍問題。」  

                                                 
11 參見《詮釋學》，頁 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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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文獻學方法論  

1. 隨著理性主義的興起對聖經詮釋學帶來的影響是：「聖經語詞的意

義，必須以我們確定其他著作的語詞意義之相同方式來確定。」這

使得那原本在聖經詮釋學主導下的詮釋學轉向「作為語文學注釋一

般規則的概念」。  

2. 我們可以看見問題的癥結點在於，如何將「聖經斷言的理性化」真

理轉換成「理性真理」。  

一切語言理解的科學  

1. 當詮釋學作為對象的同時，施萊爾馬赫試圖將它區分為關於理解的

科學和理解的技巧，並且試圖在眾多的詮釋學規則中建立起一普遍

詮釋學，好讓這種詮釋學可以作為眾多詮釋學規則的基礎。  

2. 此時的詮釋學在「理解」的活動本質被闡發之際，賦於了它的科學

道路一途，從非學科的詮釋學到普遍詮釋學的建構，「詮釋學由此

第一次將自身界定為對理解本身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詮釋學從

對語法規則技巧的著墨到對理解活動的現象研究之轉變。  

人文科學的方法論基礎  

1. 狄爾泰試圖為從自然科學獨立出來的人文學科找尋其認識論基

礎；因為在理解關於人類文明中的那些精神事物之際，都具有一種

歷史的理解之要求，因此他認定人文科學中的認識論基礎絕對有別

於自然科學的認識論基礎。他對施萊爾馬赫的研究，促成了他在其

普遍詮釋學建構理論中尋求奠基。  

2. 那些關於理解活動現象研究的詮釋學之科學，作為人文科學的方法

論，讓人文科學擁有其「更加人性的和歷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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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 (Dasein)和存有理解的現象學  

1. 海德格從存有問題的出發，在他的思考脈絡下，詮釋學並非是作為

人文科學的方法論，而「是指他對人存有本身的現象學說明」，這

讓詮釋學的理論發展與存有學關聯了起來。  

2. 隨後高達美承續著海德格在這方面的貢獻，更加深入探究那屬於詮

釋學的人類存有的基本模式，然後發展成哲學詮釋學，詮釋學於是

被「置於今日哲學問題的核心」。  

重新恢復並破壞偶像的詮釋系統  

1. 呂克爾重新看待詮釋學的文本注釋而採納此種詮釋學定義：「我們

把詮釋學看做統管注釋規則的理論，即是說，看做對一種特殊原典

的注釋，或看做被認為是原典值得懷疑的符號之集合。」他指出「有

兩種不同的詮釋學併發症」，一種是努力恢復隱藏在符號背後的意

義，另一種是努力接露偽裝意義的假面具並摧毀。  

2. 因而在關於注釋的規則上，我們無法再去建構一套普遍的規則，反

而是要去「關注詮釋規則分離的、相對的理論」，這即是在眾多詮

釋理論中尋求差異性並對其進行反思。  

在他的述說過程中，我們不難看出這六個定義被呈現出來的意義特

徵：一、具有時間順序的前後發展；二、具有各自領域系統的後續理

論發展；三、具有得以被詮釋學考察的重要洞見與詮釋的問題。  

首先在時間順序的前後發展這一點上，這六個詮釋學的現代定義

闡明著兩個意義指向：一是那隸屬於詮釋學中的「理解」與「詮釋」

的關係，雖然一直到近當代才明確被點明出來，卻一直是這六個詮釋

學的現代定義的基本系統結構；二是某種歷史的 (historical)思維向後

關聯性讓這六個詮釋學的現代定義有所連續性，而不只是自然性時間

的演變發展所致。接著在具有各自領域系統的後續理論發展這一點

上，這六個詮釋學的現代定義分別成其一套系統以供研究。我們知道

從事聖經注釋的理論從未中斷，我們也知道從事語法規則的建構亦從

未放棄，甚至埋首一生於人文學院的眾多學者們都仍汲汲營營於找尋

作為人文科學的方法論基礎，或者哲學在關於認識論與存有論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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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斷反思，這都表明著詮釋學在具有各自領域系統的後續理論發展

著，但我們必須澄清這種發展的狀況絕非封閉性，或自成一家。因為

最後在具有得以被詮釋學考察的重要洞見與詮釋的問題這一點上，我

們知道在六個詮釋學的現代定義思維裡頭，各自所揭示出來的見解與

問題，其實都是彼此交互影響著，在我們自身所身處的時代意義中。

由是我們因此得出某種簡要概括述說詮釋學歷史的發展：  

A. 從聖經的注釋到聖經的詮釋學  

從 Dannhaur 的《作為說明聖經文獻方法的聖經詮釋學》來看，

我們看到「詮釋學」一詞在考古上的最早紀錄。從對聖經的註釋所發

展出來的「詮釋學」，與古希臘哲學家柏拉圖為「詮釋學」所下的定

義脫離不了干係。在《愛匹諾米篇》裡，他把占卜或猜測神旨的技藝

視作詮釋學。因此，我們幾乎可以這樣說，正由於聖經蘊藏著許多的

奧秘，這奧秘是人們心之嚮往的，所以人們渴望藉由詮釋它而得以窺

探。於是，當人們著手進行對聖經的詮釋活動之際，詮釋活動便映入

了思維活動的眼簾，「詮釋學」作為一門學科，作為一門要打開聖經

之門的鑰匙，它的技藝、方法很自然地成為其探究的對象。  

B. 從聖經的詮釋學到語法詮釋  

然而，對聖經的註釋並沒有因此停止，只是與聖經的詮釋學所處

理的領域被劃分開來。與其說被劃分開來，不如說交互影響。正是因

為對聖經註釋所形成的百家爭鳴，連帶影響著聖經詮釋學的諸子學

說，而這一交互影響，隨著理性啟蒙的突出發展，其範圍有所突破。

現在人們試圖將聖經詮釋學擴展到對語文詮釋的領域，這背後的意義

是，人們相信藉由理性，可以達至語法的詮釋，進而作為聖經的詮釋

學，而能通達對聖經的註釋。  

C. 從語法詮釋到詮釋本質的探究  

1761 年埃內斯特 (Johann August Ernest)說：「聖經語詞的意義，

必須以我們確定其他著作的語詞意義之相同方式來確定。」斯賓諾沙

(Baruch Spinoza, 1632-1677)也說：「《聖經》註釋的規則對所有人來

說，只能是常識之光。」甚至 J. S. Semler也如此說：「現在必須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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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種方式，隨時代的變化和人們環境的變化，而非隨我們需要的方

式，來談這些 (聖經中的 )主題。」所有這些的看法 12，在在突出「以

理性所從事的語法詮釋」在詮釋聖經中的必要地位，那麼詮釋的問題

便會轉向於「從事語法詮釋的理性」上的問題——人們會問：詮釋的

本質是什麼？  

D. 從詮釋本質的探究到詮釋學的方法論  

話題一轉，人們便開始去反思詮釋的本質問題。通常人們會在什

麼情況下對文本做出詮釋呢？一般讓詮釋伴隨出現的其實是「理

解」。阿斯特 (G. A. F. Ast)說：「理解的發展和它的說明被稱之為解釋

(explication)。解釋是以理解為前提，並建基於理解之上。因為只有

已經真正被把握和領悟，即被理解的東西，才能被傳達和昭示給他

人。」 13當詮釋的問題被轉到理解的問題層次之後，便會涉及了如何

進行理解以及理解的意義性問題。在施萊爾馬赫那裡，理解是要「避

免誤解」，作為這種意義下的「理解」，便有了「比作者更好地理解」

的語法詮釋和心理學詮釋的方法論建構，於是人們從對於詮釋本質的

探究，揭示出「理解」作為詮釋學探究的核心，從而走上一條為進行

「理解活動」的方法建構路途。  

E. 從詮釋學的方法論到普遍詮釋學建構  

施萊爾馬赫正本清源地探究理解的問題之後——「理解只是這兩

個環節的相互作用 (語法的和心理學的 )」 14，便宣告了他建構普遍詮

釋學的理念。然而這條普遍詮釋學建構的理念之路，完成在狄爾泰將

詮釋學作為精神科學的基礎探究中。類比於自然科學，狄爾泰訴諸詮

釋學中「理解」的歷史性，而像康德一樣，以一種「歷史理性」來作

為精神科學的奠基。這項舉動，可以說是為施萊爾馬赫的普遍詮釋學

建構理念背書。  

F. 從普遍詮釋學建構到理解的存有學  

                                                 
12 參見《詮釋學》，頁 43-44。 
13 參見〈詮釋學〉，《詮釋學經典文選上》，頁 9。 
14 參見〈詮釋學講演〉，《詮釋學經典文選上》，頁 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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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狄爾泰的「歷史理性」碰觸到如何理解對象的問題時，他就只

能像科學方法一樣訴諸「經驗證明」，不一樣的地方在於，自然科學

以「實驗」來檢視，而精神科學則以「體驗」來檢視。然而，「妳 /你」

是否願意被如此簡單看待？精神科學是從人文主義那裡一脈相傳下

來的，它的形成正是在於它所專注的對象在於「人文」而非「物理自

然」。如果我們一旦以理解「物理自然」的方式來理解「人文」，我們

是否能真正追溯出一個與自身存在切身相關的「精神」意義呢？自希

臘時代以來，人們一直在追尋「存在的意義」，然而這意義本身是從

何而來的呢？無疑地，我們必得從企圖對存在意義理解的那個存有者

(Dasein)那裡著手，因為正如海德格所說的：「此有在它的存在中總以

某種方式、某種明確性領會自身。這種存在者的情況是：它的存在是

隨著它的存在並通過它的存在而對它本身開展出來的。對存在的領悟

本身就是此有的存在規定。」 15如此一來，詮釋學就是對此有的現象

學描述。詮釋學在理解的存有學那裡得到了一種有別於自然科學視域

的強力扭轉。  

G. 理解的存有學以後的百家爭鳴  

高達美自己及其之後的紛爭，我們看做是理解存有學詮釋學以後

的各家之言。在這些紛爭裡，各自有其在詮釋學中所要闡明的重點。

高達美本著海德格精神，強調詮釋學與存在的直接性；呂克爾則是重

新恢復象徵符號意義而力圖「消除神話」的存有學理解；貝蒂 (Emilio 

Betti ,  1890-1968)則仍舊肯定一種絕對客體而使詮釋達其客觀有效；

赫許 (Eric Donald Hirsch)意圖恢復詮釋學的本質乃是語文學的而使其成

為有效的邏輯。  

 

我們自己在有所侷限下盡其可能地先行對詮釋學有所領會，這一

步驟在我們探究當代詮釋學的詮釋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說高達美的

TM 是當代詮釋學歷史的理解之重要指標，那麼我們就不可以忽略自

我的理解必須在關於詮釋學歷史的脈絡中爬梳一番，這也是為什麼作

為一本導論入門的《詮釋學》著作，帕瑪仍要不厭其煩地述說詮釋學

                                                 
15 “Being and Time”.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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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於此，我們才正要開始直接從近代詮釋學歷史那裡去攀爬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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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真理與方法》與《詮釋的衝突》

來看近代詮釋學歷史的發展  

如果我們要從近代詮釋學談起，施萊爾馬赫便首先是我們要談的

第一位人選，這多少與他被稱為「詮釋學之父」有所相關。他之所以

有如此的美名，在於他對於詮釋學的貢獻：企圖使特殊詮釋學走向普

遍詮釋學。然而由於他在建構普遍詮釋學上關於心理層次所遭遇到的

困難，致使狄爾泰要在精神科學領域內去尋找「生命」（Leben）來為

詮釋學的精神科學奠定基礎，使之與自然科學並駕齊驅，而作為人類

世界研究的兩大領域。然而一旦「生命」概念是放在且始終是放在自

然科學的脈絡來看的話，精神科學關於詮釋方面的研究便只是淪為自

然科學的一個附屬之地。胡塞爾試圖以其「現象學」方法來為其追加

研究，但是透過現象學的「懸擱」，卻是把詮釋活動帶到一個先驗領

域、一個主體哲學的顛峰。如果說精神科學始終是關於人的存在的科

學，如果說精神科學有其不同於自然科學而獨立之處，那麼我們勢必

要學著「扭轉」視域，以詮釋學它本身的存在結構來看待它自身，海

德格就是這麼一位扭轉先知，他帶來他對存有重新詢問的成果，讓當

代的詮釋學研究更加貼近詮釋學自身。  

〈存在與詮釋〉一文，區分說明出詮釋學在歷史上發展的三個階

段。一是自亞里斯多德定義「詮釋」一詞以來，所竭力關心的詮釋技

巧問題；二是自施萊爾馬赫將「誤解」的問題提問出來，而讓詮釋的

問題從一般技巧性問題進入到本質問題的探討；三則是當詮釋的問題

成了哲學的問題之後，如胡塞爾、海德格等哲學家們相繼論述知識論

上的詮釋活動奠基於存有學上的理解活動。〈歷史的準備〉一文，深

究了從啟蒙主義以來關於詮釋學理論立場之變化，從浪漫主義詮釋學

到歷史主義，再從歷史主義到人文科學知識論奠基，最後從理解的知

識論奠基過渡到理解的存有學展現。不管是呂克爾的區分還是高達美

的推述，這些總是不斷向後關聯的詮釋學思維之歷史，構成了現在一

般詮釋學導論的敘述內容。我們在此透過呂克爾所論著的《詮釋的衝

突》以及高達美的《真理與方法》，試圖從他們的行文中看出這些被

他們所提及的諸哲學家論點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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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里斯多德  

從考據上看，〝 herméneia〞此字首先出現在亞里斯多德的《工具

論》中一篇名為〝 Peri herméneias〞之中，而〝 herméneias〞在此是

以複數形式出現。於〈存在與詮釋〉一文中，呂克爾這樣提及亞里斯

多德：「在亞里斯多德的用法裡， herméneia的確不僅僅針對譬喻而

發，它還關涉到所有有意義的交談。事實上，有意義的談話便是

herméneia，「詮釋」實在界，正如它之「言以指物」一樣。其次，交

談之所以為 herméneia，是因為散漫的陳述是藉由有意義的表達才掌

握到實在，而不是一個對所謂來自物自身的印象的選擇。」 16呂克爾

並且認為：「這便是詮釋和理解兩個概念之間最源初、最起始的關

係」。 17

我們在聖經詮釋學那裡知道，理解和詮釋兩個概念間的關係是詮

釋學的基本架構，然而此關係的存在樣貌一直是處於被忽略的狀態，

這很有可能是因為亞里斯多德對詮釋的界定而讓詮釋學在聖經詮釋

的時代聚焦於如何將散漫的陳述變成有意義的交談之技藝學。雖然就

呂克爾對詮釋和理解的最初起源論述來看，顯然亞里斯多德並沒有提

出什麼關於詮釋的哲學問題上所要的東西。但值得慶賀的是，詮釋學

一開始便是個「普遍性的存在」，呂克爾多少有感謝亞里斯多德在「關

於詮釋」裡所賦予的意義：「它把典籍注釋的專技性問題，與意義和

語言的問題關聯起來。」 18而這也是呂克爾不同於語言學家的立場之

處，雖然他與 Jäger這類的語言學家一樣，追溯詮釋學的起源只到亞

里斯多德，但是他所看的意義與語言學家不同。「普遍性的存在」意

味著生命總是且必須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一旦亞里斯多德將這個事實

提出，也就開啟了談論技巧的詮釋學與談論普遍性的詮釋學之可能

性，筆者認為這恰是呂克爾所重視的地方。  

然而，唯有那個使得詮釋學的問題獲得哲學提問的可能性才是讓

詮釋學的普遍性以其系統理論展示出來的關鍵。近代詮釋學的魅力正

是在於此，筆者認為這也是為什麼施萊爾馬赫是作為近代詮釋學首要

談論的第一人選。  

                                                 
16 CI, p.4. 
17 Ibid. 
1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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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萊爾馬赫  

高達美認為讓詮釋活動的普遍性顯題出來的歷史上的轉折點，在

施萊爾馬赫那裡發生。而讓詮釋學走向哲學的道路上去的歷史上的轉

折點，也在施萊爾馬赫那裡發生。我們姑且稱之為普遍詮釋學的雙重

轉折。〈施萊爾馬赫的普遍詮釋學設想〉一文中，高達美深究了這雙

重轉折的思考內容；其一，普遍詮釋學作為施萊爾馬赫的構想，已讓

「普遍性」概念轉折為一種與以往不同意義的概念；其二，比作者自

身更好地理解之命題要求，已讓詮釋學提升為哲學批判的要求。  

(1) 涵括對象個性的「普遍性」  

借由思索施萊爾馬赫對普遍詮釋學的構想，高達美認為，當施萊

爾馬赫提出「詮釋學的任務在避免誤解」的同時，已將「陌生性與對

象的個性不可解開地一起給予出來了」。這即是說，對象的個性具有

陌生性，而這正是詮釋學所要克服的地方。考察這樣的思想前提，高

達美認為，對施萊爾馬赫而言，「理解」作為「相互理解」，意即在對

同一事物的理解上，要能達到「一致性」；因此，當理解未能達到一

致性之際，理解本身變成了問題而被彰顯出來。傳統詮釋學，可以說

是為聖經或法律做註釋的詮釋技巧所努力，往往在個別解釋上的內容

不一致而不斷地凸顯理解的努力失敗了。此時，「理解的努力才注意

到對象的個性，考慮到這種個性的特有性。」這也就是說，「應當被

理解的東西不只是原文與其客觀意義，還包括了說話者和作者的個

性。」  

(2) 哲學批判的要求  

當施萊爾馬赫提出「比作者理解自身更好地理解作者」的命題

時，高達美探究了其背後的思想背景，説出施萊爾馬赫因為受了康德

等理性批判的影響，才提出這般的命題陳述。高達美指出，「比作者

理解自身更好地理解作者」，關鍵點在於「更好地」的實踐要求，為

什麼作為讀者的我們需要比作者自身「更好地」理解作者呢？根據康

德的天才美學說，創作者的創作乃是一種無意識創作，在他創作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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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非是有意識的去從事創作，因而，當作品被創作而出，創作者

以鑑賞者的身分評論自己的作品，此時他儼然已成為一般的鑑賞者。

施萊爾馬赫不要只停留在一般鑑賞者的地位，而是要超越一般鑑賞者

的地位，對作品進行再創造，而「比作者理解自身更好地理解作者」。

高達美說，這是一種源自於理性啟蒙以來的哲學批判的要求。  

讓我們來想想看高達美是如何看出施萊爾馬赫對詮釋學的雙重

轉折的。在〈施萊爾馬赫的普遍詮釋學設想〉一文中，高達美曾這樣

說：「為了對施萊爾馬赫給予詮釋學歷史的這一特殊轉折提供正確的

背景知識，讓我們考慮一下施萊爾馬赫自己尚未完全處理的問題。」

我們在此反思這段奇妙的述說，為什麼從施萊爾馬赫未處理的問題中

可以提供轉折的正確知識？事實上，高達美一直處在思想發展的每個

前理解結構內容的問題上探索。這一點，從他後來對海德格所談的「循

環」中可以明確看出。  

當呂克爾看出亞里斯多德對詮釋做出定義的那「普遍性」被闡述

出來後，普遍性之謎，如同鬼魅般揮之不去，歷史上為此企圖所做出

貢獻的人，都在尋求「一致性」上對此努力。過去地努力總在內容的

一致性上打轉，然而當此努力經過時間的焠鍊，作為後來得以觀望先

前的一個有歷史的人來看，彷彿讓人看出了此努力的徒勞無功。高達

美認為施萊爾馬赫的轉折在打破了過去「普遍性」的僵局，而將對象

的個性納入「普遍性」之中去，如此一來，施萊爾馬赫便讓詮釋學有

了與以往不同的新氣象出現，詮釋學不但不只是作為技巧上的探究學

門，更是理論上的探究學門，甚至，高達美還看出了那隻在施萊爾馬

赫背後看不見的哲學之手。  

然而，這隻手似乎只對神學感興趣，高達美認為施萊爾馬赫一開

始，便只著墨於對聖經的詮釋理論，這表示著一件事，施萊爾馬赫一

開始就挑選好他那詮釋學研究的特定文本，已此文本為其研究志趣，

而歷史「如上帝的奇蹟一樣，只是為了引導我們注意那個嬉戲地製造

這些現象的精神。」對高達美來說，這是施萊爾馬赫的侷限性。那麼

我們不禁要問，為什麼施萊爾馬赫這般的詮釋學研究是種侷限性？對

高達美而言，施萊爾馬赫似乎不把歷史的普遍性納入詮釋學的任務研

究之中，因此倘若精神科學，尤其是關於歷史研究的精神科學，要把

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理論作為基礎方法，似乎是成問題的。對歷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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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來說，過去時代所遺留下的「自由創造的戲劇」之「殘渣」，反而

只是認識歷史的中介材料。  

 

狄爾泰  

那麼，狄爾泰在這條詮釋學發展的道路上繼往開來了些什麼？呂

克爾說：「在實證主義哲學的時代裡，狄爾泰的問題是要賦予精神科

學一個可以與自然科學媲美的有效性。」 19對呂克爾來講，是知識論

問題主導著狄爾泰的詮釋學研究。對高達美來講，「狄爾泰的重要性

在於：他真正認識到歷史世界觀相對於唯心主義所包含的知識論問

題。」 20我們在此看到，不管是呂克爾還是高達美，他們都看出了那

個在背後影響著狄爾泰的知識論思考模式。  

首先我們要問，狄爾泰的知識論動機為何？高達美認為他是為了

在經驗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找到一個「徹底的」基礎。在 19 世紀歷

史學派那裡，他們力求以經驗為出發，卻又無法擺脫先天的「大全」

的概念，因此對狄爾泰來說，這兩者的衝突與對立，都指向某種更為

徹底的知識論問題。康德為自然科學認識提供了某種基礎─眾所皆知

的「純粹理性」，歷史若要比擬自然科學的合理性批判，那麼它也必

須為歷史認識提供某種基礎─而這正是狄爾泰所欲處理的問題。以此

我們可以了解到一件事，如果精神科學的基礎被建立在先天的形上學

之上，對狄爾泰而言，那會是多麼「不科學」、「不理性」的學問。這

正是背後影響著他的知識論思考模式。  

不過，呂克爾認為，恐怕狄爾泰為此所做的努力，早已「超過那

僅僅是知識論的源泉」21。高達美所透露的這句話：「這種要求是不能

通過單純地返回康德而實現的」 22，也隱含表達了此觀點。之所以如

此，這其中的關鍵問題，高達美與呂克爾分別這樣認為：  

高達美：「自然科學的概念要求，除了理性存在的要求外，再

                                                 
19 CI, p.5. 
20 TM, p.223. 
21 CI, p.5. 
22 TM,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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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其他的存在要求；然而精神科學的概念要求，必須納

入各項存在要求，這是由於思想與存在的不可分割性所致。」
23

呂克爾：「生命在表現自己時，如何能將自己對象化，而在對

象化自己時，它如何揭露那些能夠讓其他歷史性的存有者，

藉著超越自己的歷史處境，去思索並且理解的意義？」 24

在高達美看來，狄爾泰將當時受實證主義影響的精神科學基礎─

即心理學，導向另一種在他看來更為徹底的基礎─即詮釋學。原因在

於─這也是高達美認為狄爾泰對精神科學的特殊貢獻─狄爾泰看出

那種表現出精神科學知識的「經驗」與自然科學知識的「經驗」有所

不同，他將之稱為「體驗」。然而，當狄爾泰談論「生命」、「體驗」

等這些被他隸屬於精神科學的範疇同時，高達美與呂克爾不約而同地

認為，他秘密輸入了黑格爾的思想─將「生命」設想為「精神」─並

且改造了黑格爾的思想。  

然而，對狄爾泰來講，他認為自己比黑格爾更高竿的地方在於，

他不訴求某種絕對精神的形上學，因為人類精神只是全部歷史流傳物

的表現。在這一種實在的要求上，詮釋學做為精神科學的基礎，得到

了它的勝利。但是，人類如何得以認識那全部歷史流傳物的？是歷史

意識。這正是讓高達美看到他改造黑格爾思想的地方，而高達美認為

這是狄爾泰「一種認識論上的自我陶醉」。  

讓我們來想想看，對於狄爾泰將詮釋學設想為精神科學的基礎這

件事，高達美與呂克爾在此所揭發出來的詮釋學問題是什麼？是主客

二元對立的問題。而這個問題讓狄爾泰的努力功虧一潰了嗎？就高達

美來說，狄爾泰在許多對詮釋學做為精神科學的基礎論述多是「不言

而喻」；就呂克爾來說，狄爾泰則是在對客觀主義的批判論述「不夠

徹底」。而這兩點也正是胡塞爾在現象學研究上窮究一生的工夫。  

 

                                                 
23 Ibid. 
24 CI,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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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塞爾  

相較於胡塞爾在現象學研究上的早晚期思想，呂克爾認為胡塞爾

的努力是讓詮釋學「接枝」於現象學之上。讓我們回過頭來看看，狄

爾泰對精神科學的奠基所遺留下來那令人印象最深刻的詮釋學問

題；詮釋學作為研究精神科學的基本方法，其獨立地位如同研究自然

的那些科學方法，而自然科學方法上的認識論基礎，已由康德在提出

純粹理性批判之際被合法性的鞏固下來，那麼精神科學方法上的認識

論基礎呢？換言之，詮釋學做為精神科學的認識論方法是如何可能

的？狄爾泰提出了某種有別於認識自然的純粹理性，也就是某種可以

認識精神的歷史理性。這樣的提法在論述上之所以被認為「不夠徹

底」，乃在於，自然科學中的認識論問題仍然發生在精神科學中。根

本的原因在於，某種客觀主義的「不言而喻」之論述，發生在精神科

學的建構裡。說的明白一點，若依照狄爾泰這樣設想的精神科學研

究，不免落入一套「形構」的精神科學研究中去，這一點間接說明了

做為精神科學基礎的詮釋學，它的基礎性仍是不夠徹底的、根本的與

源初的。  

胡塞爾不只是看到了自然科學的認識論問題，也看到了精神科學

將自然科學移花接木而來的認識論問題，這一點在他那晚期一篇演講

中─〈哲學做為嚴格科學〉─有精彩的論述，也因此，高達美才會下

如此醒目的標題：〈通過現象學研究對認識論問題的克服〉。那麼，現

象學何以克服了認識論問題？以更清楚的提問是：現象學如何避免了

認識活動的「形構」問題呢？「形構」之所以不夠合於理法，根本問

題在於主客二元之間沒有架起一座堅實可靠的橋。康德的「物自身不

可知」無疑是宣佈了這座橋樑建設的失敗。然而效仿康德的狄爾泰所

提出的歷史流傳物與歷史意識卻是不容許這一點失敗，所以狄爾泰提

出「生命」的概念，企圖在認識論問題上的思索找尋一條出路。狄爾

泰的出路在於提出兩種生命的認識活動：體驗與移情。從這一點看

來，狄爾泰又回到施萊爾馬赫在詮釋學研究中的心理學解釋中去。  

然而胡塞爾對此並不感到滿意，狄爾泰的作法不過是讓自然科學

的認識論問題懸而未決罷了。那麼胡塞爾為此的貢獻是什麼呢？他去

「意向性」的「關係」裡尋求解答。他的意向性現象學，主要是要解

決主客二元對立的問題；換言之，是要「消除」主客二元對立進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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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事物自身」的現象。高達美藉由探討其「現象學」觀念由來，進而

說出胡塞爾「產生了『現象學』觀念，即排除一切存在設定，只研討

主觀的所予方式，並且現象學成為一種普遍的工作綱領，其目的是使

一切客觀性、一切存在意義從根本上可明白理解。」 25

高達美著重在胡塞爾對此於詮釋學問題上的克服的探討指出，

「胡塞爾試圖從〝意識生命〞裡推出歷史世界的構成」。筆者認為在

這裡，高達美似乎想說出胡塞爾試圖以解決認識論的問題來從事存有

學的奠基工作之意圖。而對於呂克爾來說，胡塞爾所提出的「生活世

界」主題開啟了認識論問題逆轉到存有學的道路裡去。  

 

海德格  

他曾經說過，他一生的哲學工作都在思考「存有」的問題。在不

斷地挑戰傳統形上學之後，正如呂克爾所說的，海德格「他是想要重

新訓練我們的眼睛，重新指引我們視線」 26。  然而，這對呂克爾來

說，詮釋學的哲學任務以此考量是不足夠，他曾明白這樣說：「我所

表達的懷疑，只是關於直接存有學的可能性，它企圖一開始便要從所

有方法學的需要中解放出來，因而處身於詮釋的循環以外，因為詮釋

的理論正是這套存有學形構出來的。」換言之，呂克爾認為這樣的詮

釋學任務仍是無法避免「形構」的問題。「形構」這問題之所以必須

有所解決，乃在於追尋真理的任何道路都不能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假

象。如果我們也這樣嚴謹看待真理之路，那麼直接依循著海德格的道

路探究詮釋學難道真是一件不可能的任務嗎？高達美作為他認真的

學生之一，可不這麼認為，相反地，他認為海德格揭發了「理解─詮

釋」它本身的存在面貌─〈海德格對理解前結構的揭示〉。  

 

                                                 
25 TM, p.244. 
26 CI,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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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詮釋學歷史的發展之關鍵問題  

根據上述從 TM 和 CI 來看近代詮釋學歷史的發展，我們至少看

到了促成當代詮釋學研究所採用的幾個關鍵問題 (Problem)。一是關於

詮釋的本質問題；一是在詮釋活動中的主客問題；一是詮釋學的視域

問題。這幾個問題成為當代探究詮釋學研究的出發點，而鋪陳了兩條

途徑具哲學反思精神的詮釋學活動：關於存有的詮釋學與關於象徵的

詮釋學。在 TM 與 CI 這兩個當代詮釋學研究代表性文本裡，它們是

如何從這些歷史的思維脈絡進行對其詮釋學研究的系統建構呢？我

們在此先行地並簡短地說明這三個問題的顯明因由：  

A. 關於詮釋的本質問題  

自人們意識到詮釋這個活動，「詮釋」它便不只是滿足在探究修

辭技巧上的問題，而更是在探究其事實存在上的問題。關於詮釋自身

的探究，在施萊爾馬赫之前的探究仍停留在此一活動的表面概念下，

即詮釋的問題便是解釋技巧的問題。然而，當人們意識到解釋技巧的

個殊性，便開始探究解釋技巧是如何而來，在這種關於詮釋本質的探

究，施萊爾馬赫作了這樣的宣稱：「詮釋的問題是理解的問題」27。於

是，接下來的哲學家們在研究詮釋問題上，都是在研究理解的詮釋問

題。  

TM 對此的處理，完全依照著理解的存有學道路行走，置身在一

種強力扭轉的視域下，去澄清當代詮釋學研究進行的前理解部分，即

近代詮釋學關於理解活動的研究。對於方法論的反對，在澄清活動中

得其理由，對於一向被科學所鄙棄的研究手法，如認可權威、重視經

典等，也在澄清活動中得其實事及其存在意義。而 CI 對此的處理，

則另有實踐想法。一樣在一種強力扭轉的視域下，它要澄清的不是直

接地從理解活動著手，而是從對那些向來與理解活動相關的方法論、

知識論探究來進行。對於直接的存有學之反對，在澄清活動中得其理

由，對於一向被存有學所貶斥的研究手法，如語意學中的結構主義、

心理分析的潛意識原理等，也在澄清活動中得其實事及其存在意義。 

                                                 
27 TM,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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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表述意義上來看，我們可以說，詮釋問題的本質轉變，即

理解作為詮釋的本質，在 TM 那裡對理解活動的澄清，而讓本質視域

轉化為存在視域，探究詮釋問題的詮釋學研究，不是探究詮釋的本

質，而是探究詮釋的存在。然而在 CI 那裡對向來與理解活動相關的

方法論、知識論之探究，讓本質視域如何轉化到存在視域的情愛糾葛

浮出檯面，探究詮釋問題的詮釋學研究，不只是探究詮釋的本質或存

在，而是探究其間的轉化關鍵為何。  

B. 在詮釋活動中的主客問題  

當笛卡兒進行了他的哲學沈思後，主客體的問題便一直成為後來

爭執不休的問題。而主客體問題在詮釋活動中展開，在海德格那裡既

達到顛峰也達到顛覆。同樣處於強力扭轉的視域下，主體哲學的強度

被 TM 削弱為一「哈哈鏡」，而被 CI 徹底地銷毀並重生。由這種表述

意義來看，TM 側重的是詮釋活動中的整體存在實事，所謂的主體與

所謂的客體不過都是隸屬於存在的顯態；  

事實上，歷史並不屬於我們，而是我們屬於歷史。早在我們

通過自我檢視的過程來理解我們自己之前，我們就以某種自

明的方式在我們所生活的家庭、社會和國家中理解了我們自

己。主體性的焦點乃是哈哈鏡 (a distorting mirror)。個體的自

我 意 識 只 是 在 歷 史 生 命 的 封 閉 電 路 中 的 一 道 閃 光 。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individual is only a flickering in the 

closed circuits of historical life.)那也是為什麼個人的前見比

起個人的判斷來說，更是個人存在的歷史實在。 28

而對於 CI 來說，它所側重的是詮釋活動中主客體在整體存在實事上

的存在意義；  

有人說，主體之哲學正處於消失的危險中。的確如此；但是

這哲學從來便一直受到挑戰。從來就不曾存在有定案的主體

哲學；相反地，一直有一系列的反思類型，起自於挑戰本身

所責成的再定義之工作中。是故，笛卡兒的思維並不是孤立

                                                 
28 Ibid, pp.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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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像是不變的命題、高懸於歷史之上的永恆真理。對

笛卡兒自己來說，思維只是思考的一個要素；它終結了一個

活動，打開了新的系列；它與對世界的一個視線同時發生，

在這視線裡，整個客觀性被陳列得像是個景象，思維於此把

握到最美的注視。尤其是，笛卡兒的思維只是那構成反思傳

統的一連串思維鎖鍊的頂點——及便是最高的頂點亦然。在

這鎖鍊裡，在這傳統當中，每個思維的表現都重新詮釋前面

的思維。因此我們可以說，蘇格拉底的思維（「尋找你的靈

魂」）、奧古斯丁的思維（「內在」的人與「外在」事物和「更

高的真理之區別」，以及笛卡兒的思維；當然，還有康德的思

維（我思必須能夠附隨我所有的表象）。 29

不管主體是哈哈鏡還是面臨消失的情況，這都顯示出主客問題在系統

理論中不可避免的出現實況，所以才需要去談論它，去探究它。而這

樣的問題之所以仍無可避免，很有可能根本地產生於有限視域的問

題。  

C. 詮釋學的視域問題  

高達美宣稱：「我的哲學解釋學試圖完全遵循後期海德格的思想

路線，並且以新的方式使之更易於理解。」30TM關於詮釋學的研究在

存有視域下開展，依照高達美自己的話，「語言作為詮釋學經驗的媒

介」 31、「作為詮釋學存有論的視域」 32。然而語言的可述性是如何納

入詮釋學的向度當中去的？「人們必須從對話情景出發，說到底，是

從問與答的辯證法出發來思考對被談論的東西的理解。」 33高達美認

為「科學意識的獨白結構從不容許哲學思想實現其意圖。」 34於此，

TM在詮釋學探究上的出發視域，乃是一種「對話」，而這種對話，高

達美自己表明，是師從柏拉圖而來的 35。  

                                                 
29 CI, p.236. 
30 參見〈現象學與辯證法之間——一個自我批判的嘗試〉，《迦達默爾集》，頁 26。 
31 參見Wahrheit und Methode, Dritter Teil, pp.387-409. 
32 參見Wahrheit und Methode, Dritter Teil, pp.442-494. 
33 參見〈現象學與辯證法之間——一個自我批判的嘗試〉，《迦達默爾集》，頁 21。 
34 同上，p.28。 
35 同上，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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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就語言為主線的詮釋學研究，CI 在一番曲折繞道後，發

現語言當中能夠作為詮釋學研究的出發視域點在於「象徵」，而此視

域點的開展發生在「衝突」的反思契機上；  

對象徵符號的沈思，乃起始自語言之豐盈與已然存在之意

義；它從語言當中出發，這語言早已發生，並且於其中所有

事物在某個意義下都已被言說過；它想要被思考，不是無預

設地，而是在所有預設之中、以所有預設思考。它的第一個

問題，不是如何出發，而是就從言說當下去回憶它自己。 36

現在，我的問題是：兩種對立的詮釋學，如何能共存在一起？

我預設它們在自身之脈絡下都是合理的。當然，我們不能滿

足於將兩種風格的詮釋學單純並列；我們需要在它們之間安

排一場對話，並且證明其相輔相成的功能。 37……我們嘗試使

之際會或對話的兩種詮釋，至少有一共同的特徵：它們都貶

抑意識之位階、換置意義之來源。反思哲學不只要理解這中

心之轉移，它還需要它。 38

因而，關於視域的融合或突破，除了是象徵符號自身所具有開放

性特質外，除了是語言的可述性特質外，難道沒有其他的力量介入

嗎？到此為止，其實我們隱約地看到的一場關於詮釋學實踐研究的奮

戰，做為這場奮戰的讀者，筆者認為詮釋活動的過程中，似乎有某種

「詮釋學的超越性徵」在起著作用，這分別可以從兩件事看到：一、

從對詮釋研究到對詮釋學研究；二、落實詮釋學的超越實踐而追溯詮

釋學自身存在的意義。  

 

                                                 
36 CI, pp.287-288. 
37 Ibid, pp.322-323. 
38 Ibid, p.330.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