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詮釋學研究實踐上問題的展現  

 

在近代詮釋學簡史提綱及初步反省之文末，我們以自身

有限的觀看，預先地為從 TM 和 CI 那裡汲取而來三個在詮釋

學歷史發展的關鍵問題做了粗略說明。在本論文的第二章，

我們要盡其所能地對此再詳加論述，因為在對詮釋學研究之

中，「提問」向來總已經存於其中並居於某種指導方向的重要

地位。提問活動擔負著這樣一種使命：讓思考在某些被固定

下來的概念範圍內促成其思維。然而這並不是說提問活動讓

思考進入了某種封閉性領域，相反地，總是提問活動帶領著

思考不斷地突破被固定下來的概念之重重包圍。因而，在過

去到現在的關於詮釋學研究實踐上，每個階段都有其作為思

考的概念之問題形式，而各個階段總是在提問活動中促成思

維的不斷再思考，問題的形式一再變化，被固定下來的概念

一再地被反思，這恰是詮釋學自己一貫的性格，不斷地去發

掘那豐盈的湧泉。  

 

然而令人感到有趣的事況是如此：在詮釋學研究實踐上

問題的展現，其各個問題形式之間竟有著某種關聯。我們在

此章節，試圖看出它們的關聯；然而我們不能只是滿足在看

出它們的關聯，我們還要對它們的關聯進行思考，這樣思考

的意義將指出：詮釋學何以能從關於詮釋的技藝學走向關於

詮釋的哲學；甚至是，詮釋學何以能從具有方法論意識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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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直接走向存有學式的理解道路上頭去。 1

                                                 
1 關於這兩點，即詮釋學何以能從關於詮釋的技藝走向關於詮釋的哲學，以及詮釋學何以能從具

有方法論意識的理解直接走向存有學式的理解道路，我們在高達美與呂克爾那裡獲益匪淺，但終

究還是要讓向來屬於我們的自我理解好好走一遭。TM從歷史的鋪陳著手進行，這恰是高達美不

斷呼籲從傳統中汲取新意的實際操作。CI則在兩種互有衝突理論且令人緊張的張力間著手進行，

而這恰是呂克爾在不拒絕已形成的任何方法論意識理論中汲取新意的實際操作。我們在此以某種

固定方式將詮釋學研究實踐上的問題展現出來，便是基於這兩本書的實際操作之上，讓自我與已

固定下來的問題形式直接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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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詮釋的本質問題  

本小節主要想探討高達美在論述詮釋學歷史的發展過程中，他自

身所勘察出的某些詮釋學洞見，是如何既是隱諱地又是顯明地突出關

於詮釋的本質問題。我們將從三個被確立下來的關於詮釋學的思考階

段來看待這個問題：一、近代詮釋學方法的發展導致歷史意識的形

成；二、歷史意識知識論的基礎之詮釋學；三、現象學對知識論問題

的克服。  

(1) 近代詮釋學方法的發展導致歷史意識的形成  

根據高達美的報導，這是發生在啟蒙運動到浪漫主義期間的事

件。以施萊爾馬赫作為分界，在此之前某些人對詮釋學思考著重於聖

經詮釋學以來的獨斷論主導的思考之反省，例如賽梅勒和埃內斯蒂所

認識到的，「要正確地理解《聖經》，必須承認它的作者之間的差別和

放棄教義的獨斷論統一性為前提。」 2高達美勘查出這樣一種促成啟

蒙運動關於詮釋學的反思之自我意識：「聖經詮釋學的神學意義是否

真正是有根據的」。他按照狄爾泰對詮釋學起源的研究，說明了這一

時期某種「使解釋從教條中解放出來」的自我意識之重要性，此重要

性讓「基督教神聖著作集開始被看作具有歷史源泉的著作集，它們作

為文字的著作不僅必須遵從語法的解釋，而且同時也要遵循歷史的解

釋。」 3然而高達美的勘察並未在此停止，他認為：「如果狄爾泰所追

隨的歷史啟蒙運動的理想應被證明是一種幻覺的話，那麼他所概述的

詮釋學的前史也將得到一種完全不同的意義」 4，因此如同抽絲剝繭

的工程，高達美要在狄爾泰已形構的歷史意識之前重新看待歷史意識

的形成，這因而成就了他在施萊爾馬赫那一段思考的前後陳述。  

我們的視域是跟隨著高達美如此地往返於詮釋的技藝到理解的

藝術之間；他認為在此期間，理解在聖經詮釋學那樣一種技藝學的發

展下開顯了它在詮釋學上的新意義，這種新意義要求「返回到思想理

解的更原始的關係，從而去獲取神學家和語文學家所共用的方法的理

                                                 
2 TM, p.176. 
3 Ibid, pp.176-177. 
4 Ibid, p.177. 

 44



論基礎。」 5而這恰是施萊爾馬赫關於詮釋學的技藝概念之立場。由

著這個立場之出發，高達美勘查了此中某種關於「統一性」觀念之轉

變：  

施萊爾馬赫不再在理解所必應用於的流傳物的內容統一性裡

尋求詮釋學的統一性，而是擺脫所有內容上的特殊性，在一

種甚至不為思想怎樣流傳的方式所影響的方法統一性中尋求

詮釋學的統一性。凡是在沒有出現直接理解的地方，也就是

說，必須考慮到有誤解可能性的地方，就會產生詮釋學的要

求。 6

他並且指出施萊爾馬赫這樣的轉變觀念「產生於這樣一種想法，即陌

生性的經驗和誤解的可能性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7在相對於亞里

斯多德的詮釋實在界乃是有意義的談話的普遍性觀念下，施萊爾馬赫

擴展了陌生性與誤解可能性的普遍性意義，這即是高達美所勘察出來

的轉變。  

關於這樣的轉變所隨之而來的思考，將把對詮釋的技藝之關注轉

移到對理解的藝術上頭去，因而詮釋學的方法從普遍自發性理解的觀

念下的「觀念的聚集」之實踐轉移到普遍自發性理解都是誤解的觀念

下的「避免誤解」之實踐上頭去；高達美認為這「使詮釋學獲得了一

種方法論的獨立性」 8，也就是說，詮釋學不再是歸納與收集而來的

諸多方法學，而是它本身就是那諸多方法學由來的方法。我們因此也

得以了解，施萊爾馬赫建構普遍詮釋學的理念是如何被設想出來的。

而正因為「避免誤解」的指導，施萊爾馬赫的普遍詮釋學建構分別奠

定在語法的解釋與心理學的解釋上，尤其是心理學的解釋，在康德天

才創造說的相應理論上，發展出某種預感、直覺的能力可從事對創造

的再創造，因為「一切個性都是普遍生命的表現，因此『每一個人在

自身內與其他任何人都有一點關係，以致預感可以通過與自身相比較

而引發出』。」 9因為預感的理解行為，某種得以完全理解的東西將完

全自明，這樣的思考推論在施萊爾馬赫那裡，讓「詮釋學是一門藝術，

                                                 
5 Ibid, p.178. 
6 Ibid, pp.178-179. 
7 Ibid, p.179. 
8 Ibid, p.185. 
9 Ibid,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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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是機械的過程。所以個性使它的作品即理解像一部藝術作品那樣

臻於完成。」10而對創造的再創造，「必然使許多原作者尚未能意識到

的東西被意識到」，因此「比作者理解他自己更好地理解作者」得以

成為詮釋學原則之一，高達美認為這表明了施萊爾馬赫的自由創造立

場，並且應用在其普遍詮釋學的建構當中；將對文本的解釋當作是脫

離它的認識內容的一種自由產物，這乃是「根據語言的標準範例對於

任何語言性事物的理解」 11，而高達美認為這意味著「作為解釋者的

人把文本看成獨立於它們真理要求的純粹的表達現象」12。因此之故，

施萊爾馬赫才會將那些作為史實的東西看做是「自由創造的戲劇」，

至於對那些作為史實的東西的態度，則是「對這場偉大戲劇的觀看和

享受」。  

因此詮釋學如果作為方法論，即諸多方法學的方法，那麼在面對

那些史實的東西之整全觀的時候，那種態度難道只是純粹觀賞而已

嗎？那些史實的東西對人類文明的影響，遠遠超過其被視做一場戲劇

的表演，基於這一點立場，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倘若要被作為基礎方

法論，勢必要去面對某種歷史意識在起著作用這一事實，而這個事實

將再次轉變了詮釋學的觀念，因為唯有如此，才能正當地說「歷史學

的基礎就是詮釋學」。  

(2) 歷史意識知識論的基礎之詮釋學  

高達美指出大全歷史 (Universalgeschichte /  universal history)之

所以是歷史學家最根本的任務，乃是「因為歷史不僅是沒有盡頭的，

而且我們自身是作為理解者本身立於歷史之中的，我們是一個連續轉

動的鍊條中的一個有條件的和有限的環節。」 13並且它「並不是歷史

研究的單純邊緣問題和剩餘問題，而是歷史研究的真正中心問題」14，

這一點除了可從整體對個別的規定現象被說明得出外，還可在蘭克關

於歷史聯繫如何得自一些自由決定的表述所點明「力 (Kraft)顯然是歷

史世界觀的核心範疇」以及德羅伊森關於「連續性是歷史的本質」此

                                                 
10 Ibid, p.191. 
11 Ibid, p.196. 
12 Ibid. 
13 Ibid, p.200. 
1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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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意識來說明得出。 15然而高達美指出蘭克的解釋交織著美學與泛神

論，因而是含糊不清的，即便德羅伊森試圖從那交織著美學與泛神論

中釐清這種對大全歷史的自我理解，仍然也是必須「從斷編殘簡的流

傳物中去重構偉大的歷史文本」，因而詮釋學作為歷史學的基礎是一

條必經的道路。  

只是這樣一條道路所帶出的問題是「歷史世界觀相對於唯心主義

所包含的認識論問題」。也就是說，在反對唯心主義的立場上，對歷

史認識的要求必須有其哲學基礎，而這正是狄爾泰為精神科學提供一

個哲學基礎的努力之處。從狄爾泰「以生命的實在出發」進而反對黑

格爾以思辨概念抽象的構造這件事來看，高達美認為狄爾泰的說明其

實「是對黑格爾思想的一種改造」因為對狄爾泰來說，所謂生命的實

在，乃是將那些藝術、宗教和哲學等的生命實在置放於客觀精神概念

之中，而這意味著「狄爾泰並不把這些東西看作直接的真理，而是看

作生命的表現形式。」 16雖然如此，在狄爾泰那裡仍指明某種歷史意

識，這種「歷史意識把人類歷史世界的所有現象只看作精神借以更深

刻認識自身的對象」，這恰好表明了歷史意識的絕對精神性，高達美

指出這不就是對黑格爾的思想進行某種的改造嗎？並且曝露了在歷

史實在的認識與歷史意識間的矛盾，「如果生命如狄爾泰所設想的就

是那種不可窮盡的創造的實在，歷史的意義關係的經常變化不就是必

須排斥任何達到客觀性的知識嗎？」 17

關於狄爾泰的歷史意識，高達美還指出它在「克服歷史觀察者的

時空侷限性」這一點上與力求的絕對客觀所招致的結果，總是將歷史

意識推向某種精神的內在無限性，雖然狄爾泰是要反對黑格爾的絕對

精神而堅持要把握自己的有限性，高達美仔細去勘查狄爾泰在承認自

己的有限性立場下，是如何帶出精神的內在無限性：「對於狄爾泰來

說，有限性的意識並不指意識的有限化和侷限性。有限性的意識其實

證明了生命在力量和活動方面超出一切限制的能力。所以它正表現了

精神的潛在的無限性。」 18而這一點在狄爾泰那裡是被視為普遍的，

因 而 人 類 的 同 質 性 (Gleichartigkeit) 之 認 識 條 件 ， 例 如 同 理 心

                                                 
15 Ibid, pp.204-210. 
16 Ibid, p.229. 
17 Ibid, p.231. 
18 Ibid, 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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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athie)可以尋求到真正的理解。高達美指出「這裡是他的理論最

成問題的論點之一」：  

歷史意識的特徵不能在於：它實際上乃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絕

對知識」，也就是說，不能在於它以某個當代的自我意識去統

一精神生成物整體。試圖把精神歷史全部真理包含在自身內

的哲學意識這一要求，正是被歷史世界觀所否認的。這其實

就是為什麼需要歷史經驗的理由，即人類意識不是無限的理

智，對於無限的理智來說，一切事物才是同時的和同在的。

意識和對象的絕對同一性對於有限的歷史性的意識來說基本

上是不可達到的。這種意識總是捲入歷史的效果關係之中。19

換言之，雖然狄爾泰遵循歷史經驗並力求客觀，但在遇到歷史與精神

的統一性知識論問題時，卻非常黑格爾論式，因此高達美才認為他的

歷史意識說乃是對黑格爾的絕對精神說的改造罷了。在此我們暫時拋

出一個在下一章節著重的問題，那麼總是讓歷史與精神謀合的那種歷

史意識是一種什麼樣的意識呢？因為在上述引文中，「意識和對象的

絕對同一性對於有限的歷史性的意識來說基本上是不可達到的。這種

意識總是捲入歷史的效果關係之中。」顯然高達美同意有歷史意識在

起著作用，只是它並非位在絕對精神裡頭，如果有所謂絕對精神的話。 

然而狄爾泰在「從生命出發」這一點上是受到高達美的讚許的，

他認為狄爾泰的努力「指出了「從生命出發」去解釋科學意識是怎樣

從自我認識中產生出來的。」而這恰恰表明了「生命本身是指向反思

(Besinnung 20)」 21，而這又恰恰表明了「在所有生命的表現中，知識

總是已經在起著作用，因而真理是可以認識的。」 22高達美因此看出

了狄爾泰「不論在抽象思考方面還是實際思考方面，都表現了同樣一

種生命的傾向，即一種「對固定性的追求」。」 23由於這個欲求，狄爾

泰很自然地把「科學認識和哲學自我思考的客觀性認作為生命的自然

傾向的完成」而結合在一起，然而針對那相對主義的批判，即「有限

                                                 
19 Ibid, p.234. 
20 根據德文辭典，Besinnung意指省思、深思，在政大詮釋學課程中，老師曾指明這一字詞在

Gadamer文脈中所要闡述的意思乃是：「生命本身自己向自己要求一個意義。」(Selbstauslegung des 
Lebens) 
21 TM, p.235. 
22 Ibid, p.236. 
2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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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對無限的東西的關係是如何被設想」，高達美認為狄爾泰覺得

這並非真的成問題，相反地，從有限一步步接近無限只是個實踐過

程；然而高達美對於狄爾泰這樣的看法有所不認同：  

狄爾泰自己對此的名言是：「要有意識地成為某種條件性的東

西」─這句名言公開地反對反思哲學這一要求，即在向精神

的絕對性和無限性的提升過程中，在自我意識的完成和真理

中，把一切有限性的限制都棄之不顧。 24

甚至高達美認為狄爾泰在這種基礎要求下，已有某種笛卡兒思維的根

據潛伏其中，雖然如此，高達美認為狄爾泰對此根據是有所反思的，

不然他也不會透過狄爾泰的說明─「生命能堅持反對懷疑」─指出知

識與反思的可能性在於「一種指向生命的運動」 25。  

(3) 現象學對知識論問題的克服  

然而在科學確實性的立場與那種在生命中尋求確實性的立場非

常不同。高達美指出，「科學的確實性總是具有某種笛卡兒主義的特

徵。它是某種批判方法的結果，而這種批判方法只想承認不可懷疑的

東西」26，因此科學的確實性其實是「先於任何被懷疑的過程」。我們

因而了解這樣一個事況，既然對哲學基礎的追尋之奠基是不可動搖的

出發點，那麼科學的確實性便是首要且必須的指明條件，而狄爾泰雖

然站在這個立場，如同高達美所看到的，他將方法論的懷疑與來自「自

身」的懷疑搞混了，而這不但構成了在精神科學的奠基上的問題，它

自身也是認識論上一個必需有所解決的問題。胡塞爾在現象學上的貢

獻便是為精神科學的奠基做了認識論問題的克服。  

我們看到，高達美認為胡塞爾在意向性現象學上的主張，乃因對

「客觀主義」的徹底批判之故，因而透過懸擱─即高達美所說的：「排

除一切存有設定」 27─現象學使一切客觀性和存有意義具有可理解

性，這也因此指明了人類主體自身亦有其可理解性，因為他們同樣可

被視作「現象」來進行探究。不過在高達美澄清現象的自我與實在的

                                                 
24 Ibid, p.237. 
25 Ibid, p.238. 
26 Ibid. 
27 Ibid, 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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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之探究的差異：  

對作為現象的自我的這種探究，並不是對一個實在自我的「內

在知覺」，但它也不是對「意識」的單純重構，即意識內容對

一個先驗的自我軸心的關係，而是一種十分精細的先驗反思

的主題。 28

之後，為狄爾泰以詮釋學作為精神科學的奠基活動之後來發展，開拓

出 一 條 新 研 究 的 方 向 ─ 透 過 視 域 (Horizonte) 到 統 一 的 體 驗 流

(Erlebnisstrom)─「使一切存在的客觀有效性全體得以理解」29，而胡

塞爾在現象學中的世界概念─生活世界 (Lebenswelt)─正是由此得以

構成，這便是說生活世界基本上是一個歷史性概念；那麼，透過層層

懸擱下來的先驗主體，這樣的純粹自我，筆者站在與高達美同等質疑

上，是「怎樣會產生具有客觀正當性而自身卻企圖成為「自我」的東

西呢？」 30

 

在更進一步地自我理解下闡述近代詮釋學研究實踐，至此我們可

以看到某種起著作用的提問潛伏於其中，那就是關於詮釋的本質問

題，這樣的問題基本上是具有雙重意涵的：一是從所予的認識條件中

去尋求詮釋自身的本質，使得詮釋自身展現其真理；另一是為了尋求

真理而以尋求本質這樣的思考方式，事實上是展現了某種邏輯結構上

的正確真理，而以此的運用於詮釋學，並非因而產生了關於詮釋的所

有真理。我們在高達美的闡述文脈中看到他提到所謂的「本質的轉

變」，這並非是說消除本質，相反地，反而更加突顯本質的重要，從

施萊爾馬赫、狄爾泰到胡塞爾的勘察，對高達美來講都是在一次又一

次的圓心點上領會這諸多的同心圓之詮釋學論述。很明顯，詮釋學在

理性反思活動中總是要面對的問題是：「什麼是詮釋？」  

看到施萊爾馬赫在詮釋學箴言裡的闡述 31，我們不難想像那個支

                                                 
28 TM, pp.244-245. 
29 Ibid, p.246. 
30 Ibid, p.247. 
31 「只有Ernesti稱之為理解的精確性的東西才屬於詮釋學；只要解釋的精確性成為比理解的外在

表達更多的東西，那麼它本身就成為詮釋學的對象並屬於表現的技術。詮釋學必須與正確使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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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著他的問題，首先可能是始於這樣的提問之一：什麼東西隸屬於詮

釋學的研究？是關於詮釋的方法或技巧嗎？還是那些構成詮釋內容

的注釋呢？施萊爾馬赫似乎不認為詮釋學是關於詮釋技巧或注釋內

容的研究，他的箴言直接表明著詮釋學乃是要研究那種使注釋正確的

的東西，因此他才說那些「理解的精確性的東西才屬於詮釋學」。到

此，我們發現他某種「精確性」的前提支配下的關於詮釋學研究領域

的思考。  

顯然，對施萊爾馬赫來說，充斥在詮釋學當中的各種技巧或諸多

的注釋，都來自個別的理解活動所造就而出的。然而，他並不關心為

何有這多樣的詮釋技巧與注釋，因為他專注於如何讓理解具有精確性

而能夠達到正確的詮釋。因而在這一層次上的哲學問題被突顯出來，

究竟詮釋的本質是什麼？而其存在又是什麼？施萊爾馬赫告訴我

們，「詮釋就是理解」，而「理解就是在於避免誤解」。此種思維模式，

在問句的提法架構中，不外乎是「什麼是 A？」之類的問法。一旦「什

麼是 A？」的提問被展現，總已經將 A 限制住，限制在其具有某種絕

對本質的觀念上，因而讓此提問有其對應的回覆；然此回覆因某種絕

對本質作為判準，而導致回覆應有其終極真理之價值。這也是爲什麼

施萊爾馬赫一直有著建構普遍詮釋學的理念。  

「什麼是詮釋？」這是一個問題，在得出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

弄清楚這個問題的發問環節。所謂的「發問環節」，指的是促成一個

問題意識的形成之種種事況。當「什麼是詮釋？」的提問發生在施萊

爾馬赫身上時，施萊爾馬赫式的發問環節也同時落在身為理解者的人

們身上。人們明白，在充斥著各種詮釋技巧的年代裡，沒有一種判准

可以讓自己對聖經的注釋繼續信仰，因此「什麼是詮釋？」這個問題

是讓此種困境得以找到出口的一條道路，唯有仔細端倪它、努力開鑿

它，讓它的普遍性自行透顯，人們才有所依循。  

提問出這樣的問題，不能只是考量到提問者自身，還須顧及到一

般對此有所領會的讀者們，他們也想要認識「什麼是詮釋？」，他們

與作者一樣，具有某種從康德那裡確認下來的「理性」，他們想要「審

視」這個問題。若要簡單帶出施萊爾馬赫的發問環節，那是處在一個

                                                                                                                                            
釋相關；但不與注釋的構成相關。」《詮釋學經典文選》，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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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科學的萌芽時代，幾乎要與上帝神性等同地位的「普遍性」，不

能單靠信念，也不再單靠信念，而是運用理性，讓人們得到它，從而

完全信仰。  

康德所說的「純粹理性」，在於思考「知識如何可能？」這一問

題中發展出來的。從其命題：「物自身不可知」這件事看來，「純粹理

性」的能力傾向讓「主─客」、「你─我」等具有差異性質的人事物二

分，可以說「對象化」的現象是「純粹理性」能力施展的結果，而「對

象化」的結果讓「表象知識」這個觀念產生。  

慣以啟蒙理性從事思考的人們，會不自覺地將「詮釋」放在思考

面前，讓它成了思考的對象。當施萊爾馬赫說出「詮釋即是理解」，

顯然他是在為自己所想要知道的「什麼是詮釋？」做出回答。理解是

自我的能力，詮釋是處處可見的事況；如果以理性加以思考「詮釋」，

那麼便是以自我能力去實踐這件事的，那種能力的呈顯一般叫作「理

解」。因此當「詮釋是理解」這命題被思考得出，它意味著諸多的詮

釋是來自個別的理解，這也就是說，倘若我們要去求得一個客觀上的

詮釋，那麼我們就得去檢視個別的理解活動，並且對理解活動訴諸一

個客觀上的定義。「詮釋」被理性思考固定下來成為「理解」，於是「什

麼是詮釋？」的問題便將原本內含於其中複雜的主客問題踢除。「比

作者自身更好地理解他自己」這個命題，絲毫都不曾讓施萊爾馬赫頭

痛過，因為這段思考脈絡根本沒有主客問題的介入。「比作者自身更

好地理解他自己」總是自我的理解，會讓人頭痛的地方該是，進行理

解活動時如何避免誤解。 32

誠如海德格在〈世界圖像之時代〉的論述，這樣的思維方式來自

傳統形上學的繼承。詮釋的本質探討起於「什麼是詮釋？」的提問，

也完成於此提問方向指導上的完整性。然而一旦分析的內容被完整回

覆出來，也就呈顯出哲學思維的滯留現象。高達美在施萊爾馬赫於心

理學解釋上遵循著康德的美學基本定這一點上述說讓我們看出一些

哲學思維滯留現象。高達美以「哲學的勝利」來描述這種現象：  

                                                 
32 也許有人會說：「將主客問題踢除在外，並不代表著主客問題就此消失。」我得承認，以理性

思考來看，這樣的說法的確有理。不過當主客問題在某些思考脈絡中並沒有構成問題這件事況

上，其實是指明了某種視域現象，而恰好在這個視域中，主客問題未成為問題，但會因為其他提

問的介入，而漸漸被顯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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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方法的勝利就是：把過去的精神理解為當代的精神，把

陌生的東西理解為熟悉的東西。 33

根據高達美，狄爾泰也「完全被這種勝利所感染」。他試圖在知

識論上尋求精神科學的基礎這一情況，讓高達美看出了他與施萊爾馬

赫所身陷的同樣處境。然而受康德啟發而來的思維活動，停留在某種

勝利的情況下的思維活動，隨著繼起的主客關係問題的提起，猶如呂

克爾所說的，早已超過那僅僅是知識論的源泉。哲學思維勝利，哲學

思維滯留，但哲學思考仍在繼續，詮釋的本質與存在問題在此尚且不

能找到出口，思考帶著著我們進入主客問題裡頭，希望能在另一個小

困難中鑿出一個洞口。  

的確，「什麼是詮釋？」這個問題有其必要性。要讓有所回覆的

答案產生，首先來自關於答案的提問，然後哲學思維才能派上用場。

「什麼是詮釋？」開啟了詮釋學的哲學動力，雖然到狄爾泰那裡仍然

是在一種傳統形上學的思維模式下進行，但卻也已經藉由這個反思哲

學的提問開顯出另一條可行的道路。人們終究會明白一件事，「理性」

並非思考的主宰；或者，「思維」並非絕對的確立。「什麼是詮釋？」

的問題並非唯一理解「詮釋」的道路。關於「什麼是…？」的問題，

在海德格那篇〈世界圖像之時代〉中已有深切的評析。笛卡兒式思維

引導出來的主客問題，讓思考者遺忘了「在世界之中」的提問方式。

「我思」帶領著我們去揭示作為表象對象中的「詮釋」，在此意義上，

達到自我理解是「詮釋」的實況。  

                                                 
33 TM, 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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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詮釋活動中的主客問題  

本小節將在這個命題上反覆思考，即「主體透過自身之定立，是

一源初的、基本的與奠基的行動」 34，因為我們在詮釋學歷史發展的

認識內容上看到反思傳統的堅強性，而這恰似對某種主體或某種意識

的確立性活動，然而在科學所要求的客觀真理立場下，絲毫不允主觀

的介入的詮釋活動，要如何能在這種一步一步精緻反思的思維─朝向

主體確立的方向中─得到它的客觀真理？這的確成了詮釋活動的問

題。我們在TM中高達美那個「主體是哈哈鏡」的勸說下，的確也能

對於是主體隸屬於歷史整體這件事實有所領會，然而主客之間拉扯的

問題之癥結，我們還不是很明白；呂克爾在探討這方面的問題，試圖

以心理分析和記號學對主體的挑戰來闡明，讓我們更能了解在詮釋活

動中，主客之間拉扯的問題癥結點。 35藉由〈主體的問題：記號學的

挑戰〉一文，我們將從以下命題的挑戰來看主客問題在詮釋活動中的

意義：一、意識並非所有事物的原則與起源；二、意指活動並非主體

之意向性活動。  

 (1) 意識並非所有事物的原則與起源  

哪些是呂克爾所謂的主體哲學？當笛卡兒的沉思得出了其「自

我」的確定無疑之阿基米德點後，對呂克爾來說，笛卡兒是繼蘇格拉

底「認識你自己」之後的各個談論「我」的思維的哲學家之最高點。

這裡，呂克爾所要表明的是，一、主體哲學向來就是「我」的哲學，

二、「我」的思維開啟了哲學反思活動。  

笛卡兒思維只是構成反思傳統的一連串思維鏈鎖的頂點─即

便是最高的頂點亦然。在這鎖鏈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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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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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CI, p.237. 
35 這樣的來回往復於呂克爾對心理分析與記號學的描述，恰是讓我們得以領會他所謂的「詮釋

弧」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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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地，費希特的「我」是現代反思哲學最有意義的例子；

例如納伯特所說的，當代的反思哲學，沒有不是透過康得、

費希特來重新詮釋笛卡兒。而胡塞爾嘗試接枝到現象學的「自

我學」，也一樣屬於這路線。 36

那麼當追求真理與關於「我」的思維放在一起之後，開啟了怎麼樣的

反思呢？呂克爾從詭辯主義、經驗主義的挑戰來清楚點明這樣的反

思：需要主體的真理。這首先意味著從蘇格拉底以來，追求真理的活

動都是離不開「我」的追求；接著還意味著，反思的活動之確立來自

於主體的確立。而這些對主體做為源初的、基本的與奠基的論述，恰

是詭辯主義、經驗主義等所要挑戰的。 37

因而我們關於主體哲學的認識，藉由呂克爾，是這樣一種認識，

所有真理或知識的探究，都不能脫離從主體出發。然而，對「我」的

哲學究竟出了什麼問題？讓某些理論勇於出來挑戰。讓我們首先跟隨

著呂克爾對佛洛伊德的心理分析來看看作為主體確立自身的「意

識」，然後再來評斷「我」出了什麼樣的問題。  

呂克爾說心裡分析所挑戰的焦點「正是笛卡兒認為他已找到確定

性之堅實根據的地方」 38，簡單來說，佛洛伊德揭露了那試圖要將思

維我作為確定不疑的阿基米德點的深層慾望，換言之，是欲望的幻想

和錯覺引導著笛卡兒一步一步確立思維我的優先性。然而，佛洛伊德

憑什麼這樣說？憑意識的地形學。根據呂克爾的描述，佛洛伊德將意

識還原到其「場域」的狀況，因而有潛意識、前意識，以及意識；而

意識的效果並非只來自直接的意識作用，根據心理治療的臨床研究，

許多意識效果往往來自潛意識的作用，然而潛意識是我們所不確定的

場域。心理分析從潛意識狀態到有意識狀態，這樣的過程說明了那思

維我的確立之慾望的要求。因此呂克爾才會說，佛洛伊德撕開了思維

我的偽裝，因為那作為基點的思維我並不是非常自明的；  

現在，心理分析教導我們，只要底層慾望之經濟學沒有被更

替，理論的認識就什麼也不是。這即是為什麼反思的哲學家

                                                 
36 CI, p.236. 
37 Ibid, p.237. 
3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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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超越抽象和否定的陳述，像是：必然性不是直接性；反

思不是內省；主體的哲學不是意識的心理學。所有這些命題

是真的，但是無生命的。 39

當呂克爾解釋心理分析對意識的還原之論述之後，我們對意識的

認識將不會只停留在現象學的成果上，即讓所有被體驗的東西還原到

意識作用。我們因為潛意識的說明，得以明白意識並非所有事物的原

則與起源。那麼這樣的重新看待意識活動是否等於否認主體確立自身

的奠基性呢？的確，因為心理分析的論述，主體的「反思已失去意識

的保障」 40，然而呂克爾卻認為對「意識幻覺的失落，是任何對真正

主體之重新體認的必要條件」 41，因為我們在佛洛伊德對意識的心理

分析活動中認識到，笛卡兒的思維我之優先性在成為必要性要素的給

出之當下，關於「我」的所有存在樣貌之適然性要素也一同被給出。

換言之，主體確立自身的同時，它做為奠基的存在但並非是完全自明

的存在。這也是為什麼呂克爾認為「心理分析在存在之絕對定立的必

然性與關於如是存有的的判斷之適切性中間接上楔子」；  

因此，思維之必然性與它不確定的懷疑性格，都必須一起被

假設。思維同時是我存在之不可懷疑的確定性，又是關於我

是什麼的一個開放的問題。 42

 

(2) 意指活動並非主體之意向性活動  

    那麼主體確立自身這件事情跟現象學又有何關聯呢？呂克爾透

過歸結出現象學的三個命題──「 (1)意義是現象學描述最廣袤的範

疇； (2)主體是意義的承載者； (3)還原的哲學行動，允許關於意義的

一種存有之誕生。」43──來說明出現象學的理論乃是將主體哲學與意

義理論合併在一起，這樣的論點所引導出來的思維是：將符號的客觀

性納入「說話主體」；然而對結構主義來說，現象學這樣的作法，絲

                                                 
39 Ibid, p.242. 
40 Ibid. 
41 Ibid, p.244. 
42 Ibid. 
43 Ibid, 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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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不在乎符號其自身所擁有的某種自律性的秩序性質，而這樣的爭執

恰恰表明出對這樣一種命題的質疑，即意指活動即是表明主體確立自

身的証明。  

    當然，呂克爾從未是以選邊站來說明這樣的爭執點；他在指出

─ (1)現象學過於草率地略過記號學，而企圖以如同梅洛龐帝所謂的

「本能」，即將客觀的呈現全都納入於說話主體之中去； (2)結構主義

沒能強而有力地說明，在沒有說話主體的情況下，符號自身的自律性

系統如何能因應於人文活動？─此兩者對於主體確立自身之正反兩

方論述後，所要表明的乃是：因為沒有將記號學與語意學的區別釐

清，以致於在主體確立自身這點爭論上無法搭建起可溝通的橋樑。一

旦記號學與語意學的區分被釐清，我們便能看到現象學上所謂的意指

活動並非主體之意向性活動，這樣的釐清意義並非在於傾向贊同結構

主義的「思想之無意識範疇」 44，反而是透過這樣一場爭執，透過呂

克爾一貫地「採取漫長的記號之迂迴」，讓主體確立自身這樣一種律

動，「如同世界彰顯自己一樣」被道出。而恰恰透過記號學與語意學

的區別，透過意指活動與主體意向性活動的區別，透過種種「差異」

的區別，在交談過程中反而能使自我指明自己的可能確立。  

那麼我們不禁想問，主客關係是如何成為有問題的？我們在哲學

史的學習中總是看到，在富理性思維的判斷中，總是成為追求真理的

絆腳石是某種所謂的「主觀」論點，或是所謂的「主體哲學」。啟蒙

精神教導我們，如同康德所說的，將一切公諸於理性的法庭下，要屏

除成見。這屏除成見有著某種意味，意味著「成見」是某種靠不住的

東西，而如果真理是某種永恆不變概念的話，那麼成見將是讓思考邁

向真理途中的絆腳石。主觀論點或主體哲學在此被安排了與「成見」

一樣的命運，換言之，人們認為主觀論點或主體哲學也具有靠不住的

性質。  

讓我們來想想「靠不住」這個觀念。之所以覺得「靠不住」，乃

因某種「確定性」的判斷準則；或者可以這麼說，判斷的活動，本身

便具有「確定性」的特質；如此，下判斷才有其存在的意義。在此暫

不討論判斷活動的情況，我們將思考重心放在「下判斷」這件是與主

                                                 
44 Ibid, 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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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問題的關連性。當笛卡兒證成心物二元之後，思考的內容以此為材

料，「心」與「物」在思維中讓「主體」與「客體」的概念置換；此

置換的思考結果是，「思維」被特別地獨立於心物之外。笛卡兒的反

思在於從外在現象的觀察，一步一步進入思維活動這件事情本身上

面，到最後，甚至讓強而有力的惡魔來證成思維先在的獨特價值。然

而，其實在一開始，如同佛洛伊德那般揭開思維的面紗，那「思維」

的先在，其實存在於笛卡兒的「慾望」中。讓笛卡兒這個「慾望」譜

出的「思維」是在主客問題的糾結上。我們這樣的思考落入了某種循

環。不過，這樣的「循環」並非毫無價值，相反地，它讓哲學思考不

斷地運作起來。  

這樣的問題，本來隸屬於被劃分在知識論問題的範疇之中，看來

對此問題的回答，並非能滿足於知識論的籌劃之中。跟狄爾泰比起

來，胡塞爾打破了問題回答的範疇，在他嘗試以現象學的方法進入此

問題，以一種特有的還原法去思考，打破了笛卡兒的「我思─我在」

的思維先在性迷思，而確立了「先驗主體」。主客問題在胡塞爾的思

維中，暫時被解消了，或者可以這樣說，是「客體」被取消了。因而，

當說到我與對象的關係時，不再是主客關係，而是一種互為主體性的

關係。但是否主客問題在互為主體性的關係中確實被取消了？或者可

以這樣發問：互為主體性是否已跳脫主客關係的模式？還是根本無須

這樣發問？如同海德格所認為的，這樣的發問只是因為沒有先想明白

存有與存有者的差異？問題的急轉彎─呂克爾這麼認為─讓這樣的

思考轉向了另一個全新的視域。但問題為何有這樣的急轉彎呢？我們

讓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在下一節裡頭繼續，到此，我們要把主客關

係與詮釋之間的連結做一番說明。  

主客關係的理論說明，不管在笛卡兒那兒還是狄爾泰那兒，甚至

是胡塞爾那兒，都隱含著─用佛洛伊德的想法來說─某種慾望，某種

「方法論」的意圖。而作為背負著精神科學的基礎使命的詮釋學，在

這些偉大的哲學家思維中，被冠上了一種達至真理道路的絕對方法之

概念，為此，基於哲學反思的要求，必須形就完美的方法論，它是可

以帶領著思考「回到事物自身」。詮釋學在此的課題便是，「如何是詮

釋？」這課題顯現出，誰要是能帶出一個思考的最完美方法理論，誰

就能讓被理解的東西─也就是被解釋的東西─更加貼近事物自身，甚

至就是事物自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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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詮釋學的視域問題  

前述曾提及，海德格因為其所提出的問題完全地轉了一個彎，所

以思考的方向也跟著轉了個彎，但這轉彎並非毫無預警的；至少在胡

塞爾那裡，早已為了這個轉彎做足了準備。胡塞爾透過現象學還原與

指意理論，確立了「先驗主體」的優先性，在與笛卡兒的「思維我」

的優先性對照來看，並非只是字詞上的替換而已。  

根據胡塞爾〈笛卡兒式的沉思〉中的反思，笛卡兒在一開始就帶

著機械論的世界觀來尋找那足以支撐起知識理論中的不動點，因而在

他深沉的慾望當中，秘密地 (很可能連他自己都未曾察覺到的 )讓自我

與對象可分離，從而才得以從觀察對象作為經驗而一步步導向確立思

維我的優先性。佛洛伊德以其心理分析理論也曾揭露了笛卡兒思維我

的虛假面容。  

根據海德格〈世界圖像之時代〉中的反思，科技思維下的世界觀

是一幅圖像式的世界，世界在其中做為或提供為思維的對象，因而它

一開始便是有所框架，也必須有所框架。然而在這樣的圖像時代中，

思維引導其自身走向毀滅，這是從框架思考下早已注定的命運；因而

海德格宣佈，思維在此死了。如果思維我死了，那麼還剩下什麼？「我

在」！  

海德格在 1938 年演講〈形而上學對現代世界圖像的奠基〉，其中

特別對「科學」這個現代的根本現象之一作出反省，以一種拋棄進步

觀的看待方式，來指出它分別在古希臘、中古世紀，以及現代這三個

年代中的不同意涵；其中，現代科學的本質乃在於研究 (Forschung)。

海德格特地反省了現代科學的「研究」而指出：  

研究的本質在於：認識把自身建立為在某個存有者領域 (自然

或歷史 )中的程式 (Vorgehen)。〝程式〞在這裡不單單指方法和

程序；因為任何程式事先都需要一個它藉以活動的敞開區

域。而對這樣一個區域的開啟，恰恰就是研究的基本過程。

由於在某個存有者領域中，譬如自然中，自然事件的某種基

本輪廓 (Grundriss)被籌劃出來了，研究的基本過程也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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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籌劃 (Entwurf)預先描畫出，認識的程式必須以何種方式

維繫於被開啟的區域。這種維繫 (Bindung)乃是研究的嚴格性

(Strenge)。憑藉對基本輪廓的籌劃和對嚴格性的規定，程式

就在存有領域內為自己確保了對象區域。 45

因而以此接著說出「精確性」 (Exaktheit)乃是在於「研究的嚴格性總

是合乎籌劃而具有它自己的特性」 46。而這一點恰是現代科學特有的

本質現象，在古希臘那裏並不存在。根據海德格，古希臘的科學並不

精確，因為確切來說，他們並不需要精確，因為就像亞里斯多德所說

的：「在不同條件下觀察事物本身、事物的特性及其變化，因而是關

於事物在法則中的表現方式的知識。」 47這樣的經驗 (experiential)意

義，其自身確實沒有精確性的要求，與現代科學的實驗 (experimentum)

對照看來，兩種在本質上乃屬不同意義領域中的範疇。海德格還進一

步指出：  

進行一項實驗意味著：表象出一種條件，據此條件，在其過

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種運動關係才能成為可追蹤的，亦即通過

計算事先可以控制的。但規律的確立卻是根據對象區域的基

本輪廓來進行的。這種基本輪廓給出盡度，並且制約著對條

件的先行表象。這種表象─實驗即始於這種表象並借助於這

種表象─絕不是任意的虛構。因此牛頓說：奠基工作並不是

任意杜撰的。奠基工作乃根據自然之基本輪廓來展開並從中

得以勾勒。實驗是那種方法，這種方法在其實驗裝置和實施

過程中受已經獲得奠基的規律的支持和指導，從而得出證實

規律或者拒絕證實規律的事實。自然之基本輪廓越是精確地

被籌劃出來，實驗之可能性就變得越精確。 48

因而與中古世紀的學門 (doctrina)之經驗方法對照來看，現代科學的實

驗亦從未是根據事物而從事判斷的方法，毋寧說它「是在一種精確的

自然籌劃範圍和職能內本質上完全不同的規律證明的方法」 49。按照

現代科學研究本質來看，倘若一門科學作為研究，則便有一種限定的

                                                 
45 《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選編，上海：三聯書店，1996 年，頁 887。 
46 同上，頁 889。 
47 同上，頁 890。 
48 同上，頁 887。 
49 同上，頁 891-892。 

 61



對象區域的籌劃作為其研究根據。因而在這樣的活動過程中，存有者

便需要被設置於其中，作為它的形而上學基礎，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沉

思首先讓我們清楚明白了這樣的情況。然而因為「研究」性格上的要

求，所有被研究的事物都必須在籌劃中成為對象，並被擺置 (stellen)

下來。這標誌著現代科學形而上學的劃時代意義，即「對存有者的對

象化實現於一種表象 (Vor-stellen)，這種表象的目標是把每個存有者

帶到自身面前來，從而使得計算的人能夠對存有者感到確實，也即確

定。」 50世界在此作為一幅圖像映入眼簾而被領會著，這是海德格在

經由對現代科學的沉思之後所得出的結論。然而，經由對現代科學的

沉思還不止得出這樣對世界圖像的追問，人成為主體也在現代科學的

研究本質中突顯出來，主客間的糾葛因而浮出檯面。  

回歸到詮釋的層面來，海德格在此的沉思為我們揪結出第三個詮

釋學問題：為什麼要詮釋？基於這個被突出的問題，詮釋學恰恰回應

了古老的希臘哲學實踐──認識自己。於此，我們看到兩條評判「思

維我」之優先性的論述，分別從談思維的生與死來確立「我在」的優

先性。我，是在世界中存有的我，而思維亦是在世界中存有的思維。

當以為「思維我」優先獨立於「在世界中存有」，那麼「思維我」必

然走上與「在世界中存有」道路的殊途，這一殊途將失落了真正的自

我，因為我是在世界中存有的我。於是，為了找回在世界中存有的我，

走上存有真理的林中路，讓「思維我」式的思維終結，是必要的手段。

但是，思考還是會繼續，故思維必定要重生，「在世界中存有」式地

復活，並以滿溢的詮釋之翼捎來福音。  

 

                                                 
50 同上，頁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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