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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首先闡釋同理心在心理學上使用以及其侷限，而藉由現象學無預設

的方式來奠基心理學理論的不足，主要透過馬克思‧謝勒的同情感理論，剖析

其中對於同情感的描述，提供當代對於同情或是同理的疑惑新的解決之道，為

未來人文療癒之路作一鋪成。

英文摘要

This thesis first explains the use of empathy in psychology and its limitations. 

Through th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of presuppositions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heory, mainly by the Max Scheler’s theory of sympath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ympathy and empathy. To provide a new solution to the 

doubts about sympathy and empathy that people know how to use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offer the new way of Humanities Therapy open the bright horizon for us.

中文關鍵詞：現象學、馬克思·謝勒、同情感、同理心

英文關鍵詞：Phenomenology、Max Scheler、 Sympathy、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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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代的心理學思潮，將人視為符號運作與計算的系統，他們有別於以往透過

內省與思辨的哲學思維方法，試圖透過對人類心智與行為進行客觀的分析與量化

的研究，以使心理學能成為自然科學的一支。這樣的心理學歷史並不算長，直到

十九世紀中葉才從哲學中獨立而出成為另一門學科。然而，過於強調實驗歸納出

數據化的結果則是將人被拆解成部分與部分的總和，一部分屬於自然科學

(Naturwissenschaft；natural science)，另一部分則不是科學能捉摸清晰的。這使筆

者不禁思考，若僅僅依照當代心理學的方式探究人的核心特質，是否過於武斷？

據之，進一步爬梳心理學與哲學的淵源，可看出兩者是無法切割的，而在傳統哲

學史脈絡下，習以「理性」(reason)為主探討人的本質，視理性為一「規範性」

(normative)概念，並嘗試設立一套理性的準則。對此，在上個世紀，就曾有存在

主義(Existentialism)出現，並且質疑西方思想由啟蒙運動所引發崇尚理性的思潮。

但是，存在主義採取個人主義式的主張，是否也過於強調個體的主觀性決定自己

在社會中的存在？

此後，則有了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後現代思潮反對現代性(modernity)哲

學特別強調理性的作用，這使得社會走向有規律的控制進而形成專業分工的體系。

1如此的情形也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人的異化(Entfremdung；alienation)現象。

綜上述，無論是否贊同存在主義或後現代思潮的各式主張，如果我們仍然至少同

意存在主義或後現代思潮所意識到的問題性：關於我們的人生，唯有概念化或者

是數據化的理解之外，應該還有些什麼可作為我們理解世界的存在。而所謂非理

                                                
1 社會學家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1858-1917)認為這是現代制度的性質主要在工業主義

(industrialism)之下的影響，造成現代社會劇烈變遷，產生出複雜的勞動分工，使得人類生活在工

業秩序中。(詳可參[英] 安東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 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 南

京：譯林出版，2014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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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意味著不可理解，況且，不論是探討理性為主或反對理性為目的之論述，

專注於人類情感(feelings/emotions)2面向的剖析相對而言少了許多。同時，回顧現

今社會現象的觀察，可看出許多由於情感衝突所造成的對立與紛爭，再說道德基

礎的爭議不外乎與人的情感本質相關聯。除此之外，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時常選擇以冷漠的態度回應，面對如此的現象，筆者認為在這時代，哲學研究需

要正視情感現象本質的問題，而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謝勒(Max Scheler,1874-

1928)的現象學(Phänomenologie；phenomenology)正好可為我們提供剖析此問題的

一 條 明 路 。 現 象 學 基 本 原 則 即 是 對 實 事 (Sache ； matter) 作 本 質 直 觀

(Wesensschau/Ideation；Ideation)，如此一來，有別於實證科學往往將研究對象視

為客體物對待，以主客對立的關係來理解人我之間的情感交流經驗。對謝勒而言，

實證科學的方法論事實上是偏頗的在某些既定預設下進行認識與理論建構。所謂

的本質直觀是一種揚棄實在對象後，對實事自身(Sachen selbst；things themselves)

進行本質把握(Wesenserfassung)。3更進一步看，謝勒對於情感分析的現象學要求

我們以無預設(presuppositionless)的前提出發作探究：

沒有前提的出發點就是，作為所有意義內容的終極背景，那個存有物(和絕

對領域)對任何認識(Erkenntinis)和知識(Wissen)來說都是先被給予的。4

                                                
2 在此泛指人的一切感官上、心理上以及精神上的感受。筆者參考張志平，《情感的本質與意義

－舍勒的情感現象學概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6 )，頁 59。
3 美國研究謝勒的專家學者弗林斯說道：「謝勒的本質直觀，作為精神的具體行動，是對實在物

作揚棄，以構成對本質的把握」(Ideation, as a specific act of spirit, is a cancellation of the reality of 

objects, resulting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essence(Wesenserfassung).)。Frings, Manfred S. Max Scheler : 

a concise introduction into the world of a great thinker (Milwaukee [Wis.] :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 中譯採用：[美] 弗林斯( Manfred S. Frings ) 著，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

( 上海：上海三聯出版，2006 )，頁 185。
4“Scheler’s presuppositionless starting point is that being (and the sphere of the absolute), as the ultimate 

background of all meaning-contents, are pre-given to any cognition (Erkenntnis) and knowledge 

(Wissen) .”-(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Milwaukee, WI :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12 reprinting)),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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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心理學脈絡下，探討人我之際的關鍵就在於同理心(Empathy)，而究竟什

麼情況下是同情(Sympathy)還是同理的問題格外顯得重要。據之，筆者認為需要

以哲學史脈絡來對此概念做一釐清的論述，這也成為筆者研究同情理論的動機。

故筆者將以探究人類同情感的底蘊作為研究主題。由於，同情感議題在當代心理

學主要以同理心(Empathy)為研究專業術語，並視同理心為人關懷他者的核心、社

會生活的黏著劑，雖然它脆弱，但只要人類存在，同理心就有使社會進步的可能。

5可是，對同理心本質之探討，若僅以心理學科學方法論來解釋，並不能給我們一

個充分的答案。甚至，在當代心理學諮商技巧對於同理心的應用上，存在著相關

倫理爭議的疑慮。為突破此困境，筆者將採用現象學觀點(Einstellung；attitude)為

研究進路，以哲學的視野對當代心理學科學方式作一補充。綜觀哲學史上以現象

學為進路探討同情感理論的代表，謝勒對這方面的研究更是翹楚，他對同情感

(Mitgefühl；fellow-feeling)作出相當精闢的見解與剖析，其理論以情感現象學著稱。

並且，就目前台灣哲學界學術研究現況對謝勒情感現象學之研究，尚未專精於對

同情感作主題式討論，故筆者選擇謝勒的同情感思想作為主要理論依據，對同情

感的本質作脈絡式的釐清，並延伸爬梳出同情感理論的價值。最後，筆者認為作

為活生生之人，擁有豐富情緒之人，除了需要重視同情感的問題，筆者冀望在經

由深刻挖掘出蘊含在人類表象下的人文精神，以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

human science)的方式，為當代心理學、諮商理論技巧的侷限，提供現象學觀點的

反思與新見。筆者更認為，最後的發展可與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6的關係理

論作比較，由於兩者同樣重視同情與同理作為情感基礎。而女性主義學者 Annette 

Baier (1929-2012)更要我們培養同情的能力，作為道德上的發展與期待。故筆者希

                                                
5 此說法為筆者參照原文後的自行理解。原文是“To me, empathy is the spark of human concern for 

others, the glue that makes social life possible. It may be fragile but it has, arguably, endured throughout 

evolutionary times and may continue as long as humans exist.”-( Hoffman, Martin L.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 )
6 筆者在本論文並不會以女性與男性道德基礎的區別作探討，而是以人類同情感的底基釐清為研

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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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從探討同情感理論，關於心理諮商對於同理心的使用，並藉助謝勒的同情感思

想對上述理論作一反思與補充，進而對生活於社會群體中的個體之人，在面對彼

此之間的同情感交流，發展出新的路徑，為同情感作為道德的奠基，最終達到人

文療癒的終極關懷是為筆者撰寫本論文之用意。

貳、 問題設定

回顧哲學史上同情理論的重要發展，首先，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在其《倫理學》(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 1677)( The Ethics, 

finished 1674, but published posthumously)中談論情感的起源及本性之篇章，其中

第二十七命題指出：

對於一個與我們相似的事物，雖然我們對那事物未曾有過任何情感，但若

想像那事物感受到某種情感，我們也因而會感受到類似的情感。7

在此所指出的意思是若我們透過想像，想像與我們相像的人所受到的感受，也可

達到如同那種感受一般。憑藉著想像，我們也可感受到相似的情感。因此，也使

得我們的心靈感受到喜悅或是悲傷等情感。在此之後重要的發展為十八世紀當代

西方哲學的同情倫理學(Sympathieethik；the ethics of sympathy)，首先，大衛‧休

謨(David Hume，1711-1776)在其《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40)

第二卷論情感(Of The Passions)中對情感做了相當深刻的考察。他認為—

身體上的痛苦和快樂是為心靈所感覺和考慮到的許多情感的來源，但是，

這些痛苦和快樂沒有經過任何先前的思想或知覺就在靈魂中或身體中(無

                                                
7 斯賓諾莎( Spinoza ) 著，國家教育研究院主譯、邱振訓譯，《倫理學》( 臺北：五南出版，2015 )，

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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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你將它稱作哪一個都可以)最初地產生了。8

也就是說，我們統稱為「情感」(passions)的來源，不是來自於理性。在這裡所指

的源初存在，是具有情感與感性的部分，並隨著我們的本性被賦予給我們的。此

外，他將情感研究劃分了直接情感與間接情感—

直接情感就是像由善和惡、痛苦和快樂所直接產生的情感。間接情感好比

藉由相同的原則而生，但是由其他性質所連結成的情感。9

這些各式各樣的情感包含在我們的人性之中，而道德的區分就是需要在這些情感

中找到依據，所以休謨嘗試找尋出一基本原則來說明道德的基礎，其中多數美的

情感即是源自於「同情」(Sympathy)。將同情視為人性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常

人皆具有此能力，然而，顯然地我們並不會對任何人都懷抱同樣的同情來對待，

因為，休謨認為同情是受相似性(resemblance)鄰近性(contiguity)和因果性(cause 

and effect)的影響。將同情視為利他的道德情感。

第二，蘇格蘭學派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也看重同情的道德

力量，他的道德哲學基石即是「同情」(Sympathy)。所謂的同情，是我們對其他

人伴隨著激情(passion)或感情(affection)的同感(fellow feeling)。對同情的刻畫是：

人主要關注的激情無論是從任何對象所激起的，在每個經心的觀察者胸襟

中，在他的境況的思想中躍起一類比的情緒。10

                                                
8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Reprinted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 in three volumes and 

edited, with an analytical index, by L.A. Selby-Bigge, M.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p. 145.中

譯採用石碧球譯 ，《人性論》( 北京：九州出版，2007 )，頁 565。
9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y David Hume, reprinted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 in three 

volumes and edited, with an analytical index, by L.A. Selby-Bigge, M.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p.146. 2016/1/3.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342>
10 Borchert, Donald M. (e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Detroit : Thomson Gale, 2006), p.67.



9

而這句話重點在於「在他的境況的思想」，也就是說，當我們設身處地地去感受

他人之感受，這才是亞當‧斯密對同情的定義。在其《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1759)中，更開宗明義地指出

一個人無論是多麼自私，他的天性裡總有些基本原則，會使他對別人的命

運產生興趣，並且認為別人的快樂有其必要，看到別人快樂他也會快樂，

雖然這快樂對他自己是毫無益處。11

這裡所指的同情帶有憐憫(compassion)的感受，好比我們見到他人在悲傷，自己也

隨之悲傷起來，甚至產生可憐(pity)或憐憫之情，雖然無法直接體驗他人的感受，

但在此好似有一與人同哀、同樂的感受，對亞當斯密而言，這些是顯而易見且無

須證明的事實。故說：

這種情感和其他人類與生俱來感情一般，絕對不是有德有仁者才有的，雖

然他們的辨識力可能最為細膩。12

並且，即便我們沒有直接體驗他人的感受，但透過設身處地的想像自己正處在類

似的情境中。故說

只有靠想像(imagination)，我們才能形成對他人的感知的概念。13

                                                
11 Smith, Adam.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中譯採用康綠島譯，《道德情操論》( 新竹縣：狠

角舍文化出版，2011 )，頁 13。
12 Smith, Adam.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11.中譯採用康綠島譯，《道德情操論》，頁 13。
13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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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藉由想像我們將自身放置入他人的情境中，好似進入他人的身體之中，進而

形成與他有相同的感覺，雖然在程度上也許會較弱，但也不完全不像。14並依照

情感形成的原因區分了五種同情：(1)習慣性的同情(habitual sympathy)(2)勉強的同

情 (constrained sympathy)(3) 自然的同情 (natural sympathy)(4) 同情的感激 (the 

sympathetic gratitude)(5)對不幸者的同情感(fellow-feeling for the miserable)。15並以

旁觀者的角度來作為道德的合宜性判斷之客觀依據。對於以上兩位哲人的說法，

筆者藉由謝勒的話來作回應，謝勒指出同情倫理學想從同情感(Mitgefühl；fellow-

feeling)16中找出最高的道德價值，並試圖從此衍生一切合乎道德價值行為的倫理

學，皆無法公允地對待道德生活的事實。17原因在於，同情感是可以自身擁有價

值，這獨立的價值內容是在引發他人快樂或受苦之外；但其價值不能從後者而得

出。18再者，同情倫理學的不足在於其一開始即與不證自明的偏好法則(evidente 

Vorzugsgesetze；law of preference) 19有所衝突，使所有正面價值的「自發性」

(spontanen；spontaneous)行為比僅僅是回應性(reaktiven；reaction)行為還優先採納。

20

第三，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也將同情視為道德的基礎。在

其《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Die beiden Grundprobleme der Ethik,1841)。21他將道

德的動機基礎區分成了三個類型：(1)利己思想(2)惡意(3)同情。他認為只有以同情

作為道德行為的動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而這同情(compassion)是直接的同

                                                
14 亞當‧斯密更進一步指出「隨著想像力的生動或遲鈍，會產生出不同程度的情緒。」-(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 12.)
15 筆者在此先不做一一詳述。詳可參夏紀森，《旁觀者的同情：亞當·斯密的倫理學思想研究》

( 上海：上海三聯出版，2015 )，頁 112-116。
16 在謝勒《同情的本質及其諸形式》文本中，謝勒以 Mitgefühl(fellow-feeling)來稱呼同情倫理學

中的 Sympathy(同情)，筆者為作區分，故在謝勒文本中統一使用「同情感」來指稱。
17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 With a introduction by Werner 

Stark, and a new introduction by Graham McAleer,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8), p. 5.)
18 見謝勒的註釋“Fellow-feeling can itself have a value, independent of the value content which gives 

rise to joy or suffering in others; but then its value cannot be derived from the latter.”-(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5.)
19 《情感現象學》譯者陳仁華譯作「可取法則」。
20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6.
21 《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是由其兩篇文章﹤論自由意志﹥和﹤論道德的基礎﹥合編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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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sympathy)我們每天可見到的現象，如見到一人痛苦，便想努力排除其痛苦並

給予同情，這是滿足幸福和快樂的終極方式，故說：

只有這種同情(compassion)才是一切出於自發的公正和一切真誠的仁愛之

真正基礎。只有在一種行為是由同情發生的範圍以內講，它才有道德的價

值。22

對此，謝勒首先肯定叔本華對同情感的直接共同感受(Das unmittelbare Mitfühlen)

看法的剖析，因為，依照叔本華的說法，主要就是透過同情感，我們才在世界的

根本統一性之上有直觀的體悟。不僅叔本華持此論點，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西美爾(Georg Simmel，1858-1918)和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1842-1906)也站在有機生命一元論(monism of organic life)立場上。23然而，謝勒質

疑形上學一元論(Metaphysical monism)學說的說法。但本論文將不對此作深入的

探究，重點將著重在謝勒本身的同情感理論論述上，在論文進行中點出謝勒同情

感與形上學一元論之異同。此外，謝勒在其現象學研究的代表著作—《倫理學中

的形式主義及實質的價值倫理學》(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 : neuer Versuch der Grundlegung eines ethischen Personalismus, 1913 -

1916)( Formalism in Ethics and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s: A new attempt toward 

the foundation of an ethical personalism)，闡述道德的基礎在於情感，提出所謂的

價值倫理學，認為價值是獨立於我們主觀的情緒狀態外，而價值是有次序之分，

價值是情感的意向對象(intentionale Gegenstände des Fühlens)，一種客觀、永恆不

                                                
22 Schopenhauer, Arthur. Th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eth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ristopher 

Janawa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00.中譯採用任立、孟慶時譯，《倫理

學的兩個基本問題》(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09 )，頁 265。
23 參見關永中，《謝勒與知識社會學》( 臺北：五南出版，2008 )，頁 100-101。



12

變的。24但筆者將不針對其倫理學作為研究重點，而是論述謝勒情感現象學的同

情感發展，藉助其現象學進路的剖析，來解決以下將一一闡述的困境。

一、 心理學的科學進路之質疑

心理學做一門科學的歷史至今已有一百年，然而向來以科學方式為主流，理

由有三：第一，自然世界的組成部分中蘊含人類，故以自然科學方式以對似乎是

合邏輯的。第二，由於十九世紀科學心理學的創立，鼓吹若是心理學非科學的話

便會站不住腳。第三，心理學欲爭取社會控制的地位，認為若將心理學視為一門

科學，有助於社會改革與實際應用。25然而，需要質疑的是，在經過長期的科學

訓練後，心理學家將只會用單一(科學)方式去應用，進而排斥其他方式。26如心理

學採認知科學的態度化約人類心理，但這必須假設人們「一定會」如此，才能將

行為作為訊息處理。心理學家斯金納(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27在他

所著的《超越自由與尊嚴》(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1971)中更主張人沒有絕

對自由，採取決定論的態度，以行為技術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雖其立意是為以

達爾文主義，為延續人類生存以達到人類幸福為目標。但問題出現了，這是否成

為社會控制的手段，造成對他人宰制甚至為剝削他人所利用。如社會病理學的分

析，在社會操控的情形之下，反而造成對人類生活病態扭曲 (pathologische 

Verformung)的可能。28這是筆者的問題起點。故筆者企盼以謝勒的情感現象學，

來試圖找出非社會控制對主體宰制的解決之道。

                                                
24 參考阿弗德‧休慈( Alfred Schutz ) 著，江日新譯，《馬克斯‧謝勒三論》( 臺北：東大出版，

1997 )，頁 40-41。
25 詳可參托馬斯‧黎黑( Thomas Hardy Leahey )著，李維譯，《心理學史：心理學的主流思潮(上)》

( 新北市：桂冠圖書出版，1996 )，頁 54-55。
26 「因而訓練也可能成為一種障眼物，使科學家不能以新的方式觀看事物。」-(托馬斯‧黎黑

( Thomas Hardy Leahey )著，李維譯，《心理學史：心理學的主流思潮(上)》，頁 31。)
27 斯金納反駁激進的行為主義，更批評認知科學以訊息處理人類行為，但自己仍採取實驗取向為

研究進路。
28 關於社會病理學的看法筆者參考林遠澤：﹤論社會病理學的療癒文法﹥，《哲學諮商與人文療

癒國際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台灣哲學諮商學會/輔仁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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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接續科學進路來談本論文欲處理的心理學意義上的同理心(Empathy)，

試問同理心源自於人的何處？以生物學上解釋，是位於人體大腦內的「鏡像神經

元」(mirror neuron)，一種作為自我對他者進行認知的活動來源。使我們能了解他

人的行為與他人的感覺。但實驗下來，人與猴子的實驗反應結果比對後並無太大

差異。29然而，這好似無法說明人的同理心真正的本質即其形式究竟為何？對此，

筆者將採取現象學的態度來剖析何謂同理心。

二、 當代心理學的同理心應用侷限

對於自我感受他者的感受之方式，以當代心理學的觀點而言，是以移情的方

式進行，提出所謂的同理心(Empathy)，對他者進行換位思考，將自我以彷彿神入

的方式至他者的內感知，藉此感受他者的內在感受。而現今諮商技巧的助人關係

核心條件之一即是同理心，所謂同理心是指心理上能夠認同並理解受輔者內心世

界的能力。30一種在諮商場域中營造情緒氣氛的同理。當代心理學大師羅哲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也相當看重同理心，認為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治療

者必須去感受受輔者的情緒，但同時不能引發自身的情緒，並盡可能的理解受輔

者的世界。31但是運用同理心作為一種技術時將產生誤用的可能性，甚至若濫用

同理心，更有造成倫理爭議的例子。如諮商場域中，受輔者在面對治療者所為同

理心的無條件正向關懷時，由於受輔者的情緒涉入進而對治療者產生了依附關係，

                                                
29 「科學家發現猴子在進行簡單的目標導向行為時，好比伸手去抓一塊水果，腦中有群意想不

到的神經元會活化起來；讓人意外之處在於：實驗猴在觀看別人進行相同舉動時，腦中同一批

神經元也會活化起來。由於這批新發現的神經元似乎讓觀看者在腦中直接反映出他人的行為，

因此我們稱之為「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 G.Rizzolatti, L. Fogassi, V.Gallese 著，潘震

澤譯，﹤感同身受：鏡像神經元﹥，《科學人雜誌》，第 58 期，2006。2016.5.15.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938)
30 「同理心是個主動的歷程，助人者在歷程中渴望知道、並盡力接受個案傳達的訊息與意義。對

於個案陳述的回應歷程則是：傾聽和觀察、產生共鳴、區辨、溝通，以及確認理解。當然，最後

且重要的面向則是，個案在某種程度上知覺到助人的同理心。」-(Richard Nelson-Jones 著，李明

芝 譯，《基本諮商技巧：助人者的實用手冊》( 臺北：洪葉文化出版，2013 )，頁 41。)
31 詳可參羅哲斯( Rogers ) 著，宋文里譯，《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臺

北：桂冠圖書出版，2001 )，頁 334。

http://sa.ylib.com/MagCont.aspx?Unit=featurearticles&id=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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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受輔者容易遭到剝削而受傷，如諮商倫理不當行為研究中受輔者

與治療者產生性接觸的行為。32對此，筆者冀望以謝勒的情感現象學來作為對同

理心侷限的補足。

三、 現象學的移情、類比與聯想心理學

以往現象學的態度，對於自我如何感受他者的內在感受時，提出以移情、類

比、模仿的方式作為解釋其運作的依據。然而，這些方式是否恰當？謝勒早已指

出「類比推論」(Analogieschlüsse；the theory of analogical)和李普斯(Theodor Lipps，

1851-1914)所推崇的「移情論」33(Einfühlungstheorie；theory of belief and empathy)，

皆不能解決以下這兩個問題：(1)如何將自我身上一部份之經驗與在他人身上所經

驗的另一部分做區分？(2)關涉另一個個體的部分如何獲得權限(Rechtsbefugnis；

title )讓我們認識另一個個體是實際上(faktisch；actual)存在的？34筆者將在論文進

行中對此作更詳細的釐清。此外，謝勒亦反對聯想心理學(associationism)的主張。

聯想主義心理學代表為英國的哈特萊(David Hartley，1705-1757)，其淵源自英國

的經驗主義，主要承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聯想理論架構。以上學說

及謝勒對其所作的批判預計在論文第四章進行論述。

更進一步思考，除此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解釋方式，更明確地說，自我是否

可對他者感同身受，但又不僅是自我獨斷的認知他者感受，對此，如「移情」(Einf

ühlung)理論就有陷入獨我論困境之可能。「移情」指的是—在自我理解他者的活

動時，試著透過我這一主體的內在感受，主觀直覺另一主體的內在感受，進而產

生感同身受的理解活動。例如；當一人正在我面前笑的時候，我直觀覺得因為在

我的經驗中，當心情愉悅的時候會笑，所以在我面前的這人心情是愉悅的。然而，

                                                
32 詳可參 Elizabeth Reynolds Welfel 著，王文秀、廖宗慈、陳俊言、蔡欣憓、鍾榕芳、楊雅婷譯，

《諮商與心理治療倫理：準則、研究與新興議題》( 新北市：心理出版，2015 )，頁 236-241。
33 另可稱為模仿論，但在本論文 Einfühlung 統一稱做移情。
34 “How does the portion relating to others acquire a title to make us acquainted with the actual existence 

of other people?” --(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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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勒認為，在移情理論的架構中，主要是從自我的內在感受去揣摩他者的內在感

受。如此一來，移情理論無法保證我們在理解他者的內在感受時不會出錯。因為，

要根據多少的可見感知內容，才足夠保障我的移情判斷的必然性。然而，移情式

的體驗感知將造成感受的混淆，其缺失莫過於在個體化認知他者感受之下，若個

體單單憑藉自我的內在感受認知他者的內在感受，發展至極的情況下將陷入獨我

論的困境。故在論文中，筆者將以德國女哲學家艾蒂特·史坦茵(Edith Stein，1891-

1942)的移情共感與謝勒的同感作分析。史坦茵承襲其師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現象學理路，對於自我感知他者的感受主張移情理論。在其著作《論

移情問題》(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1917)(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中，史

坦茵在談移情理論中不時在論述中的註釋提及謝勒的同情感現象，但筆者認為是

有必要將史坦茵的理解再作釐清，使謝勒的同情感之本質更為清晰。

此外，還有另一種情況是失去自我的被他者感受牽引，有如從眾效應，受周

遭他人情緒感染，進而使得自我的感受消融至群體之中。筆者的研究目的是希望

在人的本質之中找出所謂真正的同情感之基礎。藉助謝勒情感現象學的進路，剖

析同情的本質開始，尋找出新的一條道路，如此一來，謝勒的同情感理論方能獲

得一功能性的地位，並突出其理論的價值以及貢獻之所在，並在最後嘗試提供新

的可能性基礎。

參、 研究背景

謝勒(Max Scheler,1874-1928)在德國哲學界佔有重要的地位，雖其思想成就仍

未完成，但所留下的學術遺產實為瑰寶。從謝勒情感現象學的理論背景來看：謝

勒於 1902 年與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相遇，在拜讀胡塞爾《邏輯研

究》(Logishe Untersuchungen，1900/01)( Logical Inverseigations)之後對現象學產生

了研究的興趣，因此開始同胡塞爾討論現象學方法。然而，謝勒之後發展出與胡

塞爾不同的現象學理路，一種純粹的精神直觀，將現象學視為一種對本質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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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35謝勒的本質直觀在當時哲學界被公認為具有天才般的洞見，因此很快地

受到當時的慕尼黑現象學流派注目。而對同情或同情感理論的分析，並非是謝勒

首先提出，在 19 世紀以來的哲學和新興實驗心理學就有在關注這個論題，但深

刻以現象學分析來釐清同情感，謝勒是為重要代表。故筆者將基於謝勒情感現象

學的筆觸，來進行關於同情感現象的分析。

一、 謝勒情感現象學的特殊性

謝勒的現象學主要受到早期胡塞爾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沒有延續胡塞爾邏輯

的嚴格方法上來作為思想發展，而是強調意識的情感面向才是核心所在。並且，

謝勒不認同將現象學視為一種方法，原因在於，方法是一關乎歸納與演繹的思維

模式，但現象學所謂的「回到實事自身」(zu den Sachen selbst；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應是先於所有邏輯的審視方式。36謝勒欲將現象學從理論性的層次轉

往實踐面向的發展，理論架構基於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心的邏輯」

學思的脈絡，所謂「心有其理性，非理性所知」(Le Coe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ne connaît point)，來確立其對情感意向的分析不是在理性之上，而是在心中便有

其邏輯秩序，是為謝勒現象學格外重要的背景理論基礎。而關於謝勒情感現象學

理路的線索主要在其《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及實質的價值倫理學》中展現，據之，

筆者將在論文內針對該文本中對於情感(Gefühl；feeling)意向性活動釐清的部分作

細究，為同情感現象分析作理論上的立基。

                                                
35 「現象學是一種態度」此說法參考陳偉功，《直觀抑或預設：馬克思‧舍勒對康德倫理學的現

象學批判及其意義》(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13 )，頁 195。
36 參見[德]馬克斯‧舍勒( Max Scheler ) 著，倪梁康譯，﹤現象學與知識論﹥，《面對實事本身

—現象學經典文選》( 北京：東方出版，2006 )，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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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謝勒情感現象學與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的差異

胡塞爾將現象學視為嚴謹的科學(strenge Wissenschaft)，研究關注於純粹意識

(rein Bewußtsein；pure consciousness)的結構以取代實證主義心理學對意識研究採

取自然態度(natürliche Einstellung；natural attitude)觀看。對此，若欲比較胡塞爾與

謝勒現象學的差異，從探究兩者之間對感受行為 (Gef ü hlsakt) 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結構作出發最可看出端倪。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著重於認知主體如

何指向認知客體對象，因此在胡塞爾對於感知經驗的分析中，事實上是著重在感

知經驗的主—客結構與形式。然若在感知分析的現象學還原(Phänomenologische 

Reduktion；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中，在方法論上主體必須對直接面向實事

自身的前提預設存而不論(epoché)，則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當胡塞爾以主體認知

出發，對客體進行認知活動，是否也成了一不言自明的預設，即使胡塞爾提出交

互主體性(Intersubjektivität；intersubjectivity)來解決此困境，但仍有陷入獨我論危

機的學術爭議。

而在謝勒看來，意向性的感受行為首要指向的不是被我認知的哪一個客體對

象，而就是價值自身。也就是說，如果在原初的意向感受活動中不預先存在某種

價值根源，則某些存在將永不成為認知者的感受對象而進入意識之中。

三、 謝勒情感現象學的批評

謝勒試圖將現象學還原的視角返回至切身實在的場域上，有別於先驗的主體

性的方向。然而，雖說此轉向是值得肯定，但是謝勒的現象學還原操作是受到質

疑的。37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其《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37 劉小楓教授認為：「但現象學還原的操作尚不徹底，以致於不能完成切實的還原，從而達到切

實的實在問題自身(das eigentliche Realitatsproblem selbst)。」-(劉小楓，﹤舍勒與海德格爾的「在

體」之爭 ﹥，《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第一輯)現象學的基本問題》(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1995 )，

頁 129(頁 12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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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Being and Time)中也認為謝勒的情感現象學態度雖有將問題導向「表象」

(vorstellenden)的行為與「事關利害」(interessenehmenden)的行為之間的根本聯繫

的討論。但是，在這裡謝勒的一般行為現象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仍舊晦暗不明。

38對此，筆者在本論文的目標之一就是嘗試將謝勒的情感現象理論輪廓勾勒的更

清晰。

關於立場，筆者基於謝勒的情感現象學理路，站在謝勒這位巨人的肩膀上，

除了回顧哲學史脈絡上同情與同情感理論，更反思當代心理學的同理心應用，嘗

試以對謝勒同情感深入研究後，尋找出新的可能性基礎，並寄望在研究末尾，比

較所謂真正的同情感與關懷倫理學上的同情觀。理由在於，從人際關係的交互主

體性(intersubjectivity)建構上，女性主義關懷倫理學宣稱—

反對對他人僅採取一種現象學描述式的『同理心』(Empathy)理解，而要求

有情感投入的『同情』(Sympathy)回應。39

對此，筆者認為欲對此再作釐清，並進一步思考，對謝勒的同情感剖析是否可對

「關懷倫理」的同情概念作一補充。最後，開啟人與人之間以真正感同身受地方

式來相互關懷的可能性。

肆、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採取質性研究方法的文獻回顧分析(document 

analysis)。本論文將以馬克思‧謝勒(Max Scheler，1874-1928) 的《同情的本質及

                                                
38 英譯文整段原為“Scheler, accepting the challenges of Augustine and Pascal, has guided the 

problematic to a consideration of how acts which ‘represent’ and acts which ‘take an interest’ are 

interconnected in their foundations. But even here the existential-ont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act in general are admittedly still obscure.”-(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and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178.中譯筆者參考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 臺北：桂冠圖書出版，2005 )，頁 162。)
39 參林遠澤：《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 臺北：五南出版，2015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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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諸形式》(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 1923)(The nature of Sympathy)為主要

文本探討。而《同情的本質及其諸形式》一書前身為 1913 年出版的《論現象學與

同情感的感受理論以及論愛與恨》 (Zur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Sympathiegefühle und von Liebe und Hass)(Phenomenology of Sympathetic Feeling and 

of Love and Hate)。以下即為筆者對謝勒在《同情的本質及其諸形式》一書中同情

感現象差異所作初步闡釋，共有四種現象的區分：

(一) 受群體影響的單純情緒傳遞/情感感染(Die bloße Gefühlsansteckung；mere

emotional infection)40

謝勒所謂單純的情感傳遞，好比當我們參加一聚會時，感受到聚會的氣氛愉

快，而心情也隨之跟著愉快起來。這種現象即是一種受到群體左右的情緒感受，

在公眾之間的輿論形成過程尤其如此。

(二) 一體感(Einsfühlung；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一體感(Einsfühlung)是一種在無意識的情況之下將他者的感覺過程當成自身

的感覺過程。在此，他者的自我與自身的自我被視為同一體。例如；母親與子女

之間的關係，母親對子女的愛即是通過一體感，將子女的自我消融進自身的自我

之中。但是，謝勒指出，一體感與所有對於人格行為的理解性再感覺與再實施，

與真正可稱為「同情感」的東西具有本質上的差別。由於，在一體感中，自我消

融於他者或者他者消融於自我之中，而這可能導致奴化或宰制他者的結果，因此

不力於作為社會共通感的基石。(試想在群體中從眾的行為)而謝勒認為真正的體

驗性感覺—一體感(Die echte Einsfühlung；true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是一種自

我消融於整體之中的現象。

                                                
40 謝勒研究學者弗林斯稱為 Psychic contagion (Psychische Ansteckung)。Frings, Manfred S. Max 

Scheler : a concise introduction into the world of a great thinker,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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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接的共同感受(Das unmittelbare Mitfühlen；Immediate community of feeling)

所謂的直接的共同感受，可試想一對父母站在他們心愛的孩子的遺體旁，他

們正在感受的是「相同的」(denselben；same)悲傷與痛苦。這種情形並不是

當 A感受到悲傷且 B也感受到；而且，他們都知道他們感受到了。不，這

是相互感受(Mit-ein-ander-fühlen；feeling-in-common)，A 的悲傷對 B 而言

不是外在物(external matter)。41

換句話說，謝勒駁斥這是一種客體性(gegenständlich)的感受，好比在一旁的朋友

C 面對這對喪子父母的同哀或著同悲。在此謝勒所要描繪的是一種在當下共同經

驗的源初的「相互感受」。

(四) 參與某種情境的同情感(Das Mitgefühl；fellow-feeling)

此種同情感好比與人同哀或與人同樂。是一種以愛為最高形式為前提的情況。

也是筆者目前所認為真正可稱為同情感的現象，但在該篇章所佔據的篇幅最少，

筆者對此會再作文獻的爬梳以及蒐集。

而在研究步驟上，首先將在第二章釐清同情與同理概念與當代心理學同理心

之侷限。對此筆者將在第一節中處理同情與同理概念的根源，從同情 Sympathy 一

詞來看，比對同理 Empathy 一詞。接續，第二節將討論當代心理學同理心的概念，

對於同理心的區分為情感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以及認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42而在諮商理論中，卡克夫(Robert R. Carkhuff)則對同理心區別成初層

                                                
41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3.
42 筆者參考以下「心理學學者一般將其分成兩類進行研究：情感同理(Affective empathy)，一種情

緒或情感的分享狀態，或指個體能夠感受他人情緒的能力；認知同理(Cognitive empathy)，指視角

的轉換歷程，或稱個體能夠理解他人的能力。」-(朱瑞玲，﹤觀看抑是窺視？研究者與被研究者

的同理﹥，劉婓玟、朱瑞玲主編，《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 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出版，2014 )，頁 120(頁 1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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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同理心(primary empathy)以及高層次同理心(advanced empathy)。43然而，同理心

的應用仍然有許多侷限以及倫理上的爭議，故筆者將對此作一反思，以回到哲學

脈絡上來討論同理的本性，對同理作概念澄清。接續，探討關懷倫理學中關於同

情與同理思想，以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36-)關懷倫理思想中的 co-feeling 出發

探討，因為 co-feeling 是我們理解他者感受的能力。44除此之外，諾丁斯(Nel 

Noddings，1929-)從一個關懷者的角度出發，認為盡可能感受他者的感受，正是關

懷的核心所在。45但可惜的是，並未將關懷中的同理或同情說明清楚便付出行動。

對此，筆者以謝勒對於同情倫理學的批評作為回應，以此作為本章小結。

其次，在第三章，筆者將論述謝勒情感現象學的視野，在第一節勾勒謝勒的

情感現象學理路，並探討何謂謝勒所指稱的情感。接續研究謝勒對感受狀態(Gef

ühlszuständen)與感受活動(Fühlen)的區分是如何闡述，為下章剖析謝勒的同情感

現象作路術上的奠基。第二節將謝勒的現象學態度與胡塞爾現象學方法作一比較。

接者，第四章探究哲學史上同情理論的主要發展，筆者將在第一節描繪大衛‧

休謨的同情原則。此外，以亞當‧斯密的同情倫理學作出發探討，探究何謂旁觀

者的同情。承上脈絡，繼續爬梳謝勒的同情感現象理論，介紹模仿、類比與聯想

心理學理論發展，爾後以謝勒的觀點作出發指出這些理論作為自我感知他者感受

的進路缺陷之所在。並且，探討現象學中的移情理論，筆者將以艾蒂特‧史坦茵

(Edith Stein，1891-1942)的移情共感學說作主要論述。接下來即是本論文的論述重

點—揭示謝勒的同情感現象差異，找出何謂真正的同情共感。

                                                
43 廖本富，﹤同理心的迷思與澄清﹥，《國教世紀》，第 191 期，2000，頁 68。
44 整段原文為“According to Gilligan, co-feeling is what gives access to the feelings of others. Co-

feeling is based on our level of affective imagination, i.e., our ability to enter into and understands the 

feelings of others.”-( Pettersen, Tove. Comprehending care :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ethics of 

care, (Lanham, Md. : Lexington Books, c2008), p. 56.)
45 此為筆者對以下原文所作的詮釋“Apprehending the other’s reality, feeling what he feels as nearly 

as possible, is the essential part of caring from the view of the one-caring.”-( Noddings, Nel. Caring :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 moral education ;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2003, 2nd ed.),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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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結論，筆者希望藉由謝勒的同情感現象分析，回顧哲學史脈絡上的同

情感理論，能夠為當代心理學、關懷倫理學與諮商場域的實踐上，作人文科學視

野的反思並試圖提供新的基點。故此，筆者將勾勒謝勒情感現象學分別在現象學

與心理學的獨特性，基於什麼樣的基礎作為對當代心理學的反思依據。並且提出

同情感理論人文療癒的可能性，以上所述即為本論文之脈絡與章節安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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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當代心理學的同理心發展

壹、 同情(Sympathy)與同理心(Empathy)概念的根

源

一、 同情(SYMPATHY)

同情(Sympathy)—英文 Sympathy 一詞源自希臘文 συμπάθεια，語源自希臘文

的“syn”(συν)，意思是「一同」，與“pathos”(πάθος)，蘊含著「受苦」的之意，

指稱一種遭遇、感受、情感與激動。傳統拉丁文為 compassio，然而，在英文脈絡

裡“compassion”根據字典是「一種想要幫助他人的感受」，可是這似乎只表示了同

情的一種樣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同情與「憐憫」(compassion)等同。46當同

情在柏拉圖(Plato， 428/427 or 424/423-348/347 BC)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

322 BC)的理論中與和諧、自然友誼、可憐…等等相關概念出現時，在西方哲學史

傳統上往往被認定源自於斯多葛學派的思想。47而伊比鳩魯(Epicurus，341-270 BC)

在他的論述中使用同情(sympathy)指稱身體與靈魂之間的關係；斯多葛學派的代

表克里安西斯(Cleanthes，330-230 BC)同樣如此，然而，首要的是斯多葛學者在採

用同情時，是視世界為一個整體。在此的同情是一個「宇宙論的」(cosmological)

命題，蘊含最廣泛的可能範圍。48在伊比鳩魯對感知(perception)的論述內，首先，

在他寫給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25 BC)的信中使用到「同情」(sympathies)。

指出一個外在客體物在高速拋出原子的薄外層，從而帶來了我們這些外在客體物

的圖像。而這回返的過程將帶給我們同情或共同情感(coaffections)回到外在客體

                                                
46 Schliesser, Eric (ed.). Sympathy：a history,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
47 Ibid, p. 4.
48 Ibid,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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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49伊比鳩魯未進一步解釋何謂共同情感(coaffections)，其確切作用仍然不清楚：

例如，伊比鳩魯是指我們的圖像創造的情感，還是指稱外在客體物本身的變化？

50第二個關於伊比鳩魯對於同情的論述是在其對於靈魂的肉身本性的討論中，他

宣稱靈魂，如同身體，是肉身的，包括穿過身體其餘部分的細顆粒，這使得靈魂

和身體其他部分之間的近似性成為可能。然而，在此部分的細節仍舊晦澀不明。

在這裡清楚地是伊比鳩魯在他的機械粒子物理學背景下使用同情，用於解釋感知

的方式，以及靈魂與身體之間交互的關係。51此外，斯多葛學派的克里安西斯則

是認為靈魂與身體之間的交互作用，一般來說是完全滲透的其中一種，並視同情

為從屬的角色以證明靈魂的肉身性。52

二、 同理心(EMPATHY)

同理心(Empathy)—英文 Empathy (語源自希臘文 ἐν (en))，一詞是直到 1909

年，由英國籍美國心理學家提欽納(Edward Titchener，1867-1927)在其所著的《思

想過程的心理學》(Elementary psychology of the thought processes, 1909)中首次使

用，因為其認為需要針對德文 Einfühlung 作相對應的英譯，而 Einfühlung 意味著

進入某人的感受。故其將希臘文 empathia(神入)來與「同情」(Sympathy)(對他者

沒有感同身受)作區分。53德文 Einfühlung 一詞也是到了 1873 年，一名德國哲學

家魏雪(Robert Vischer，1847-1933)所使用才見世，指稱一種對藝術品，從審美的

角度出發，透過我們投射想像將藝術品的象徵形式當成所投射的對象。54而李普

                                                
49 “An external object at high speed throws out a thin outer layer of atoms and thus brings about an image 

of these external objects in us. This would in turn bring sympathies or coaffections back to the external 

objects.”-(Ibid, p. 19.)
50 Ibid, p. 19.
51 Ibid, p. 19.
52 Ibid, p. 21.
53 參羅曼‧柯茲納里奇( Roman Krznaric ) 著，黃煜文、林力敏譯，《同理心優勢—6 個習慣，讓

你擁有脫穎而出的溫柔競爭力》( 臺北，先覺出版，2014 )，頁 42。
54 參 Diniel Widlöcher 著，李郁芬等譯，《精神分析的新版圖》( 台北：五南出版，2006 )，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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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提欽納認為 empathy 的發生是對所觀察的人或對象做內在的模仿或者說是

inner Nachahmung，今日所謂動作模仿(motor mimicry)的過程。55

Einfühlung 所包含的意義也有移情，指出：

一個人自己的內在感受投射於一個客體或活動。例如；當移情地觀看一次

拳擊比賽時，在身體上和心理上經歷了思考比賽者所可能發生的情況而引

起的一種感受。56

將自己的內在感受投射至正在拳擊場上的比賽者，一種彷彿神入的感受。此外，

另一種情況是，對他人意識的內在感受做移情地理解，也就是說，假設 B 正在悲

傷時，A 對 B 的內在感受做抽象的理解，但 A 在當下那個時候沒有經驗到那悲

傷，在情感上並沒有受到悲傷所圍繞，故對 B 所感知到的內在感受僅能做抽象的

理解。57

總體而言，同情的重點是觀察者來感受另一個人的感覺或被另一個人的經驗

所感動的方式。相比之下，同理心建議由一個人更加主動的嘗試藉由個別的進入

到另一它者，經過深思熟慮的知性努力從某種方式而出。58然而，這種區分方式

並不完美。

                                                
55 Mark H. Davis, Empathy :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Oxford : Westview Pr, c1996), p. 5.
56 安傑利斯( Peter A. Angeles ) 著，段德智、尹大貽、金常政譯，《哲學辭典》( 台北：貓頭鷹出

版，2004 )，頁 119。
57 筆者參考同上註，頁 119。
58 原文為“The emphasis was on ways in which an observer came to feel what another felt, or was 

moved by another’s experience. In contrast, empathy suggested a more active attempt by one individual 

to get “inside” the other, to reach out in some fashion through a deliberate intellectual effort.”-(Mark H. 

Davis, Empathy :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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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反思當代心理學與諮商場域應用同理心的倫

理困境

一、 當代心理學上對同理心(EMPATHY)探討

Erza Stotland(1924-)定義同理心為「觀察者的情緒反應，因為他感知到另一個

正在經歷或即將經歷的情緒。」59同時期其他心理學理論家對於同理心的規範僅

認為是感受的回應(affective responses)，也就是說他們通常將同理心這術語限定為

至少與目標的情感反應完全一致的情緒反應。60與之不同的是 Dan Batson(1943-)，

他對於同理心的定義就更狹隘些，認為同理心在於特別地關心於以他者爲方向的

情感和憐憫，這源自於見證另一人的痛苦。61Batson 於 1981 年提出同理心-利他

假說(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他在實驗中讓受試者觀察另位一同實驗的同夥

正在(假裝)痛苦，實驗設計情境為困難逃離跟容易逃離。結果是高同理心的受試

者，會嘗試在容易逃離的情境下選擇幫助正在痛苦的夥伴；相對的，低同理心的

受試者則是在困難逃離的情況下才考慮選擇幫助受苦的同伴。

而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則是認為個別的同理心發展經過幾個階段，

並且它與親社會(prosocial)，利他主義或道德動機的聯繫在這種發展的早期階段更

加模糊或不清楚。一個非常年輕的孩童(或者是新生兒)可以感受到苦難並且開始

哭泣，並且另一個孩子在可聽到的距離內哭泣，這種操作通過一種模仿，似乎是

一種形式的傳染(contagion)。但是當孩童發展概念的/語言的技能，更豐富的個人

經驗歷史，以及充滿對他者現實的感覺，更多中介同理心的形式可以被激起在僅

是回應聽到的情況而不是立即呈現的經驗，關乎記憶或讀到的。兒童也有可能故

                                                
59 原文為“an observer's reacting emotionally because he perceives that another is experiencing or is 

about to experience an emotion.”-(Ibid, p. 7.)
60 原文為“they also generally restricted the term empathy to emotional reactions which are at least 

broadly congruent with those of the target.”-(Ibid, p. 8.)
61 原文為 “Empathy, for Batson, consists specifically of other-oriented feeling of concern and 

compassion which result from witnessing another person suffer.”-(Ibid,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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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採取其他人的觀點，從他們的角度看待和感受事物。雖然我們有時會談到這些

形式的後來發展的同情，涉及認同與另一個人，霍夫曼與其他人堅持認同不是合

併或與他者相融：真正和成熟的同理心不會剝奪移情的個體作為一個不同的人與

其移情的人的感覺。62

二、 同理心的區分

(一) 認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

認知同理心是指視角的轉換佐以認知能力來理解他者想法，開創的視角研究

基礎為皮亞傑(Jean Piaget，1896-1980)，他在 1948 年公開了一項名為「三山實驗」

的結果，讓「前運思期」(Pieoperational Stage)，也就是二至七歲的孩童中約四歲

上下的兒童，站在一個有山、有房子的玩具模型前面，裡面有一個人型娃娃站在

與實驗兒童視線不同的位置上，讓兒童描述模型內的小人所見的山的樣子為何。

實驗成果發現，四歲以下的兒童皆以自我的視野出發進行描述，然而，四歲以上

的兒童已可以從小人的視野來描述山的模樣。63經實驗所得的結語，這時期的兒

童以「自我中心」(egocentrism)出發作思考，認為他人的看法和思考皆與其相同。

在此指出「自我中心並不是自私自利，或者不體貼」，64皮亞傑認為兒童在此階

段：

尚未建構出一組有組織的意義，因此無法(客觀地)知道每一個自我，包括

他自己，都是一個主觀的中心。65

                                                
62 Slote, Michael.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p.14.

63 參羅曼‧柯茲納里奇( Roman Krznaric ) 著，黃煜文、林力敏譯，《同理心優勢—6 個習慣，讓

你擁有脫穎而出的溫柔競爭力》，頁 43。
64 馬格麗特‧鮑定( Margaret A. Boden ) 著，楊俐容譯，《皮亞傑》( 台北：桂冠圖書出版，1991 )，

頁 56。
6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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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認知同理心也就是從幼兒開始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不同的時期，自然發展而出的

認知同理心可以看出同理心是與生俱來的。66

(二) 情感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

情感同理心是指情感反應的分享能力，

主要不是以認知能力理解『他人的想法』，而是分享或反映他人的情感。

67

舉例來說；當一人看到自己兒子哭泣時，同時也感到悲傷，這就意味著那一

人產生了情感的同理心，若在此時，我注意到了他的悲傷，而是產生了其他的情

感，那麼此時表現的是同情心，而非同理心。

(三) 諮商關係中的同理心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哲斯(Carl Rogers，1902-1987)擅以「受輔者中心

療法」(client-centered psychotherapy)，也就是說，

治療師設法站在受輔者的世界觀裡，幫助受輔者徹悟與克服自身的問題，

以便受輔者能夠過他或她最渴望過的生活。68

在其諮商方法中即強調同理心(Empathy)的重要，因此與行為主義(Behaviourism)

的主張產生了歧異。行為主義學者約翰‧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1878-1958)

於 1908 年便提出將

                                                
66 參羅曼‧柯茲納里奇( Roman Krznaric ) 著，黃煜文、林力敏譯，《同理心優勢—6 個習慣，讓

你擁有脫穎而出的溫柔競爭力》，頁 44。
67 同上註。
68 筆者不採用原譯「患者中心療法」，而改採用「受輔者中心療法」。托馬斯‧黎黑( Thomas Hardy 

Leahey )著，李維 譯，《心理學史：心理學的主流思潮(下)》( 新北市：桂冠圖書出版，1996 )，

頁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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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作為被試者，並採用那些與現在動物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幾乎相同的

研究方法69，

並且駁斥內省的方式，進而採取實驗方法作為研究人類心理的進路，開啟行為主

義心理學的蓬勃發展。然而，行為主義重視刺激與反應的操作結果，導致人的行

為好比可預測的機器，這是羅哲斯所無法接受的。由於行為主義強調客觀的依據，

過於狹隘的結果將心理學限定為一套可操作的技術，將人視作客體物對待；有別

於此，羅哲斯運用同理心即可處理受輔者(受諮商者)主觀知識的部分。除此之外，

行為諮商(behavioral counseling)是以行為主義或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為基礎

的諮商。70

行為諮商主要是以正常者的反應行為(譬如正常者的焦慮)或操作行為(譬

如退縮)為對象。71

主要以語言晤談為主，並以學習作為理論基礎，所謂學習的立基點是為聯結理論

(association theory)，又可說是刺激、反應理論(stimulus response theory，S-R theory)。

72重視環境對個體所形成刺激的反應並且視整體為部分的總和。對此，筆者認為

羅哲斯的個人為中心的諮商理論似乎可說是人性化了些，更進一步看他是如何將

同理心應用至其諮商理論之中。

羅哲斯認為同理心是三個核心條件中最易培訓的一種，三個核心條件是為真

誠一致(congruence)、接納(acceptance)和同理心。基於對受諮商者的主觀知覺世界

高度關注使得諮商師必須盡可能地理解受諮商者如何看待自身及其世界，唯有透

                                                
69 同上註，頁 541。
70 劉焜輝，《諮商理論與技術》( 台北：天馬文化出版，2000 )，頁 147。
71 同上註，頁 151。
72 「認為學習是刺激與反應的結果，是接納器與實行器的新的連合，以及習慣的形成。」-(同上

註，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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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如此的理解，他或她才可能期望促進對自我概念做微妙的改變，使這些變化朝

正向發展。73

這樣的理解涉及諮商師的意願和能力，無懼的進入受諮商者私人的知覺世

界，並且對其徹底熟悉。74

從上述可看出羅哲斯對同理心在諮商過程中對進入受諮商者的主觀個人知覺世

界的重要性，而同理心的能力好比羅哲斯時常描述的「彷彿」(as if)。諮商師進入

受諮商者的知覺世界，彷彿他或她自身，但從未失去回返自他或她自身歸屬的能

力。75強調同理心的功效使得再怎麼恐懼的個案當事人，經由同理心的理解，也

能夠回歸到正常生活，認為「一個人若可以被理解，他或她將回到原來的歸屬」。

76可所謂視同理心為諮商過程中絕對不可忽視的特質。

再者，羅哲斯表明一個成功的治療必須提供支持的環境，以及對受諮商者經

驗深刻的理解。因而認為一個成功的諮商師必須掌握同理心為知識論的工具，提

供進入受諮商者的私人的、主觀的經驗以及為了培養受諮商者接受諮商師建議所

需的環境類型。77

羅哲斯應用同理心的技巧影響至今，根據《諮商技巧》一書中所揭示，使用

同理心的重點是—

                                                
73 Thorne, Brian. Carl Rogers, (London ;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1992), p. 38.
74 Ibid.
75 Ibid, p. 39.
76 “If a person can be understood, he or she belongs”-( Rogers, Carl. ‘Rogers, Kohut and Erickson: 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erson-Centered Review 1(2): c1986, p. 129.)
77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Englan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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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求某人必須完整地回應當事人，包括回應當事人的經驗、認知、感覺

及其世界觀與道德價值，並能認同當事人的生活脈絡方向。78

同理心可說是在諮商過程理解當事人以及開頭晤談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諮商師於諮商過程對當事人(受諮商者)表達同理心，也蘊含著認同。讓當事人感

受到被真誠的重視，藉以消除諮商師與當事人的疏離感。79然而，也有誤用同理

心的狀況，

諮商師全然以專家的立場自居，這樣錯誤的同理心是有風險的，它會阻礙

雙方合作探討議題的可能發展80。

若以專家姿態以上位對下位凌駕當事人，甚至武斷地使用同理心，將可能導致當

事人順從諮商師，使得當事人無法適切的表達其情感。並且，羅哲斯認為在治療

過程中若缺乏同理心將不會成功，但他同時也承認的確很難達到有同理心。他提

醒諮商師必須確認自身與當事人(受諮商者)之間的界線，以免諮商師過度對當事

人產生認同，這將會扭曲了理解並阻擾諮商治療過程。81

此外，卡克夫(Robert R. Carkhuff)則對同理心區別成初層次同理心(primary 

empathy)以及高層次同理心(advanced empathy)。

(四) 初層次的同理心

                                                
78 John McLeod 著，徐西森、黃素雲、何金針譯，《諮商技巧》( 台北：心理出版，2010 )，頁

152。
79 詳可參同上註，頁 152-153。
80 同上註，頁 153。
81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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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層次同理心的表達方式是，摘述當事人所說的話或其重點，諮商晤談中

經常引用表達語句有：「你的感覺是……」、「像現在……」、「你顯然

是在說感受到……」、「你傳達一個概念是……」、「這好像……」。82

適用於當事人在表達自我感受約莫超過三分鐘時，諮商師對談話進行摘要，並且

對訊息做一初步的回顧與整理。關於

初層次同理心的確認反應如：「我正在聽你說話，也了解你所說的話，我

認為問題的重點也許是……是這樣嗎？」83

若以「我感覺到你所說的憂愁是……」來作回應，諮商師將進入當事人的脈絡內，

在晤談過程中找到適切的語詞來闡明當事人所要表達的事。簡言之，初層次同理

心有助於當晤談過程的敲門磚，讓當事人感受到所說的話是被聆聽的，是受到真

切的對待。但是，要在諮商過程中更深入的理解當事人的情感或話題，就必須使

用高層次同理心。

(五) 高層次的同理心

高層次同理心的表達方式包括：「也許沒有人了解……」(當困擾難以同理，

或當事人難以表達困擾時)。「你感覺……因為……」(連結當事人生活情

境與情境引發感受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的事是......而你感覺……因

為未來你可以明白……」(連結當下情境及情境未來會如何影響當事人感

受之間的關係)。「好像有一部分的你正在說……然而另一部分，或可能在

                                                
82 John McLeod 著，徐西森、黃素雲、何金針譯，《諮商技巧》，頁 155。
83 同上註，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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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腦裡面的另一部分的你正在說……」(開始辨認不同的「聲音」或「部分

的自我」)。84

從上述可看出，高層次同理心可達到意義的連結，並有助於將當事人各部分的談

話進行整合。

三、 心理學以科學方法探討同理心的缺失與不足

社會心理學的進路擅以實驗以及建立模組作為方法的建構；舉例而言，Batson

與他的同事們所設計的實驗，研究受試者在受壓力下的同理心反應，施壓的程度

差異會產生利他還是自我的行為。研究結果認為受試者在擁有較高同理心的會在

他者受苦時會留下來幫助，以此來佐證自己的同理心-利他假說(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然而，這並不因此沒有產生爭議，幾個研究家不同意 Batson 的實驗

結果的解釋，否認利他同理心是受試者親社會行為的最佳解釋。85另一個在此的

問題是，Batson 廣泛的使用同理心，這使得究竟是同情還是同理心產生了混淆，

也許同情導致受試者產生利他行為。

除此之外，以神經科學解釋同理心的來源也是有爭議的。從科學家的角度以

大腦結構來看，特別是兩個不同但相互連結的地方，杏仁核與新皮質。在實驗中，

研究人員切斷猴子的杏仁核和心皮質之間的聯繫，然後將猴子放回原本的棲息地，

由於失去了支撐同理心的神經線路，猴子開始無法理性地推斷其他動物是持善意

還是懷著敵意。並且因此開始無法與其他猴子建立親密關係，開始孤獨地活著。

86甚至發現所謂的鏡射神經元(mirror neurons)，神經科學家的研究認為鏡射神經元

對心理學的重要性好比 DNA 對生物學，鏡射神經元以及鏡射系統解釋著我們如

                                                
84 同上註。
85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 XXV.
86 亞瑟.喬拉米卡利(Arthur P. Ciaramicoli) 凱薩琳.柯茜(Katherine Ketcham) 著，陳豐偉、張家銘

譯，《你的感覺,我懂! : 同理心的力量,創造自我了解與親密關係》( 臺北市：麥田出版，2009 )，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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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幾乎可以瞬間經驗另一人的情緒，不是在有意識的省思或者運用想像力的情形

之下。它們為仿真理論提供極強的經驗支持，並且可以是用於至少一些類型的仿

真的機制或機制之一。87然而，我們必須對這樣的科學視野進行懷疑，無論是神

經科學或是認知科學，一者是將人的大腦神經結構進行與動物的大腦結構進行試

驗，並得出結果，作統計資料的蒐集。一者是將人視為機器，將大腦作訊息的處

理。兩者同樣重視研究用來滿足實驗室需要的實驗範圍內的認知，重視研究結果

的判斷。然而，這難免過於狹隘，除此之外，保羅‧丘奇蘭(Paul Churchland)和帕

特麗夏‧丘奇蘭(Patricia Churchland)夫婦秉持著神經生理學將取代和廢除心理學，

他們認為：

大眾心理學與那些主張內部表徵的心理學，例如機能主義，都同托勒密天

文學一樣是披著科學外衣的謬誤。88

主張所有心理事件是關於大腦事件與神經生理學的法則在運作，要求人們不再討

論無邏輯的希望與信仰，因為這在科學中沒有舉足的地位。對此，筆者藉由謝勒

對科學態度的剖析作回應:

儘管科學所提供的真理像任何「真理」一樣是絕對真理，但這個真理所涉

及的認識對象即使不是相對於人的對象，卻也是在其此在中相對於生命的

對象。89

                                                
87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 XXX.
88 托馬斯‧黎黑( Thomas Hardy Leahey )著，李維譯，《心理學史：心理學的主流思潮(下)》，頁

818。
89 馬克思‧舍勒(Max Scheler) 著，劉小楓主編，倪梁康等譯，《哲學與現象學》( 北京：北京師

範大學出版，2014 )，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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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這裡存在著可用通過象徵而被單義規定的事實，並且對他們來說不存

在個體有效真理，而只存在著普遍有效真理。再者，這個科學事實的原理已經不

在與世界知識有關，只能將它稱作為「一種可能技術的目的的設定原理」90，對

謝勒而言，哲學的認識目的是高於科學的認識目的的。

更進一步看，操弄同理心的例子，以海因茲‧寇哈特(Heinz Kohut)所觀察到

的納粹利用同理心在他們毀滅性的舉動上，可看出同理心不僅可使用在積極的目

的上，同樣也可能帶有摧毀性。納粹在俯衝轟炸機上裝上聲音響亮的警報器，因

為他們知道這將帶給在陸地上的民眾極大的恐慌。利用同理心理解他人內心的恐

懼以及情緒，經過算計的計畫來控制操弄受難者的心靈。91在在顯示出運用同理

心作為技術操弄的不良後果。

四、 諮商場域倫理探討

在諮商或心理治療場域中，移情與反移情雖然是由精神分析學派

(psychoanalytic)所提出，然而，不論是採取哪種諮商理論取向的諮商者，都必須

注意這兩個概念在應用上所產生的利弊，對此，筆者將特別著重於有疑慮之處，

藉此反思。

(一) 精神分析中的移情

移情指當事人將自己過去對待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之感覺及態度，投射到目

前諮商關係裡的諮商員身上之過程。92

這種移情過程是由諮商者的反應所引起，使得當事人也就是受諮商者感受到不真

實的情緒，如愛、恨等等，由於這些情緒是來自於以往的經驗，因此，可能使得

                                                
90 同上註，頁 130。
91 亞瑟.喬拉米卡利(Arthur P. Ciaramicoli) 凱薩琳.柯茜(Katherine Ketcham)，陳豐偉、張家銘譯，

《你的感覺,我懂! : 同理心的力量,創造自我了解與親密關係》，頁 26。
92 Corey Callanan 著，楊瑞珠總校閱，《諮商倫理》( 臺北：心理出版，1997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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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對諮商師的話語產生曲解，從而造成當事人對諮商建立出不真實的關係。

Watkins(1983)將心理諮商與治療中所產生的移情歸類成五類 1：認為諮商師是完

美的。2：認為諮商師是萬能的先知。3：認為諮商師是照顧者。4：認為諮商師是

專門打擊當事人的人。5：認為諮商師是無生命、無人性的人。93前三類認為諮商

師是完美且萬能的，又會照顧當事人的，由於可能造成當事人過度依賴，進而失

去自我，因此，產生專業倫理上的顧慮。後兩類則可能使得當事人對諮商師產生

不信任感，甚至可能進而貶低自我價值，也是會對諮商過程造成影響。

(二) 反移情

所謂的反移情，也就是—

諮商員也可能對其當事人產生情感上的反應，而這有些是屬於諮商員本身

的投射。94

廣義地看反移情，可說是諮商師本身的投射—

例如：諮商師的焦慮、達到完美或解決當事人問題的需求等，都是不同形

式的反移情表現。95

這使得諮商師有可能將自己的問題當作是當事人的問題。而反移情的形式可歸類

於以下，1：過於保護當事人。2：虛假地對待當事人。3：拒絕當事人。4：需要

當事人不斷地增加及支持鼓勵。5：在當事人身上看到自己。6：與當事人發生感

情或性關係。7：不由自主地給建議。8：想與當事人建立諮商以外的社交關係。

                                                
93 同上註，頁 64-65。
94 同上註，頁 68。
95 同上註，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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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其中過於同情當事人的情形將有可能造成諮商師迷失在當事人的世界之中，進

而需要當事人的支持與鼓勵，這時候可能會產生如鏡子般的效應，

因為有些當事人會有抗拒、沉默、缺乏動機等令人惱怒的行為表現，而諮

商師之所以有特別強烈反應，通常是諮商師本身擁有這樣子的特質，但自

己不喜歡這些特質。97

此時，可能的情況是諮商師受到當事人的支配。而最常見的情形是第六類，與當

事人發生感情或性關係，這除了是不符合倫理之外，也是違法的行為。專業人員

在倫理上和法律上均不得與當事人有性接觸，由於人們在尋求協助時，往往脆弱，

人際關係岌岌可危，心情情緒沮喪，缺乏自信，在此種情形之下的當事人更容易

遭到不負責任的專業人員傷害，甚至過度順從專業人員的建議。Parish 和

Eagle(2003)避免使用移情這個詞，認為依附這個詞更恰當，

因為它包含了當事人對治療師(諮商師)的更廣泛的情緒連結。他們強調當

事人對於治療師(諮商師)的依附感覺很容易與愛混淆。98

影響當事人容易受剝削而受傷害的因素還有當事人的情緒涉入，使得諮商過程變

得有危險的動力是當事人對諮商師的情感依附。

理論取向也扮演決定是否可接受非專業關係的因素。視移情為諮商主要重

心的諮商師特別會受這種動力的影響。99

                                                
96 同上註，頁 70-73。
97 同上註，頁 71。
98 Elizabeth Reynolds Welfel 著，王文秀、廖宗慈、陳俊言、蔡欣憓、鍾榕芳、楊雅婷譯，《諮商

與心理治療倫理：準則、研究與新興議題》，頁 239。
99 同上註，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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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移情的使用在諮商過程中的確必須小心界線在哪，雖可獲得信任但是這之中

同時可能受到威脅，甚至互動的規則將變得模糊。

除此之外，權力的不平衡也將影響諮商過程，由於諮商師與當事人之間的權

力差異，這也是造成性剝削因素的主因，當事人受到諮商師的支配，對諮商師逆

來順受，當事人的自主權遭受到威脅，由於害怕情緒上受到遺棄，而接受諮商師

的指揮及主導，分不清自我的界線，這是相當棘手的情況。

參、 同情心理論在關懷倫理學中的定位

關懷倫理學同樣想解決對當代心理學的缺失與不足，尤其是移情理論的實踐，

以下將先介紹何謂關懷倫理：

一、 吉利根的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

吉利根以女性道德觀為主的「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 100思想有別於柯爾柏

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的「正義倫理學」(ethics of justice)，強調普遍

正義與自律，然而，以男性觀點為立基的道德發展六個序階，在吉利根眼裡，是

在男性意識形態下的結構，確保每個人都獨立自主的情況下。但是，這並不是普

遍價值，認為女性有自己的道德發展尺度，而這背後的原因跟自我意識是很有關

係的，如果一個人傾向獨立自主，就會認為正義是很重要的概念；如果一個人重

視關係，那麼將會重視責任和關懷。女性在乎關係的依附和依戀，道德最重要的

應是互不傷害，建立彼此關係的穩定，確保關係存在而不是分離或獨立的自我。

然而，如此一來，會有人誤以為吉利根的關懷倫理理論只談女性的道德，這使人有

性別偏見之疑慮，將女性行為更刻板化。也有人將其視為女性主義的倫理學，認為這

淪入特定觀點下的倫理學。101然而，以上都不是吉利根所要談論的，雖然是從女性的

                                                
100 在此中譯不譯作「關懷倫理學」是因為當時尚未成為一門真正的學說在進行討論。
101 這樣也可以說有男性主義的倫理學，或者老人的倫理學，這樣倫理學會成了多數的概念，會有

不同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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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來看關懷倫理，但不是在談道德有男女之別，因為這樣有性別刻板化的之意。吉

利根想表達的是有一種倫理的聲音，特別是在女性內表現出來，但不限於女性之上，

而是在一個社會結構之上，女性處在劣勢，當女性關懷得不到發聲的機會，社會上的

聲音就只剩下男性為主的道德發展聲音，成了片面的發展道德人文意識，這樣會使得

我們整個道德整體沒有辦法得到平衡的理解。吉利根用意是讓正義倫理之外還有關

懷倫理存在，這社會上的道德聲音不應只有一種。

二、 關係的意象與 CO-FEELING

西方倫理學基本上主張正義與自律，這種觀點是脫離人際才能達到的。整個

道德發展的過程是統整的過程，從父母兄弟同儕，到世界公民的身分，從重要他

人到一般化他人。每個人就道德人格的身分或者法人的身分來看怎麼互相對待，

或法律上的規範，這就慢慢脫離了自然的人際關係來達到。道德發展的最高階段

是發展出獨立的人格，這事實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獨立個體論述而成立的。這是

西方根源的意識，對自我來講要求自律，對人跟人的關係來講要求正義。這種關

聯到底是不是唯一的，在此就有些質疑，人的存在一開始是不是就是孤立而獨立

的？而我們對於人最初的關係，就是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這也稱作是自然關懷的

關係。

而運用關係中的溝通跟邏輯體系的制度安排是兩種解決人際之間道德問題

的方式，這兩種方式各有利弊。關係中的溝通，就是彼此能夠知覺跟回應，彼此

作認答。在此，道德知覺(moral perception)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孟子所說：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102

即是道德知覺。也就是說，能夠做出直覺反應，那就是我們實現道德的基礎。

對於關係的承認便是相信溝通是解決的辦法，令人信服的呈現困境似乎並非是天

                                                
102 孟子，《公孫丑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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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且認知上是不成熟的。103關懷倫理是希望有種非暴力的解決衝突的堅持，建

立在補償性的相信之上，透過關懷的付出，讓對方某種程度的損失得到補償。導

致並沒有把困境中的對手當作競爭對手而是關係網絡的成員，事實上是要理解如

何進行道德理解的能力，相對於透過權力競爭的對手，代表生命權或財產權；而

是以訪談對話的方式來做出回應，即是對於關係的意象。

而在吉利根關懷倫理的理論中，Co-feeling 在試圖避免正義與關懷這兩種固

有觀點的潛在錯誤是重要的核心概念，舉例來說，將自己的觀點與另一人的觀點

混淆或者以另一方的觀點來界定自己的傾向。根據吉利根的說法，Co-feeling 是

一種讓他者獲得感覺的，是基於我們情感想像(affective imagination)的程度，比如

說，我們能進入或理解他者的感受的能力。104吉利根認為 Co-feeling 是人類可發

展的能力，對他者感受進行同理的回應是在嬰兒時期尚未發展的形式。一旦孩童

發展，人類連結的不同經驗擴張並且改善此能力。105關於這方面的知識需要能夠

從經驗做原初的關懷，這經驗有兩個部分：首先，對他者有連結是普遍的人類經

驗，如上所述，這種經驗使得我們認知他者的需要和脆弱性，並且使得我們轉向

承認不要傷害是在關懷倫理內重要的訓誡。第二，某些關係給我們認識特定他者

的機會，同樣給我們認識自己的機會，友誼關係就是其中之一。106

Co-feeling 是執行成熟關懷所需的一種能力，因為它理解如何行動或什麼行

動構成關懷。除此之外，也是一種參與另一人對他們的條件的感受的能力，並且

表示涉入的態度，而不是判斷或觀察的態度。對吉利根而言，Co-feeling 與同理心

不同，因為同理心意味著感受的同一性，當 Co-feeling 隱含著一人可以與自己的

經驗感受做區分。雖然，同理心並不局限於身份的認同，它可被理解成覺察以及

                                                
103 參考卡羅爾‧吉利根( Carol Gilligan ) 著，蕭巍譯，《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

(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1999 )，頁 29。
104 Pettersen, Tove. Comprehending care :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ethics of care, pp. 55-56.
105 Gilligan, Carol. “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Modern American College: Responding to the New 

Realities of Diverse Students and a Changing Society, A. W. Chickering & Associat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8, p. 124. (139-157)
106 Pettersen, Tove. Comprehending care :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ethics of care,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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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另一人的情緒與感受的理解的先決條件。Co-feeling 因此優選地被理解為同情

感能力的一個方面，這也與關於同理心和道德情緒的研究一致。吉利根注意到 Co-

feeling 的重要性在成熟的關懷之中。Co-feeling 的概念，反對關於自我的性質及

其與他人的關係的普遍假設。Co-feeling 不是意味著清晰的自我界限也不是自我

與他者之間的融合。不僅如此，Co-feeling 使得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之間的對立

消失。107總而言之，Co-feeling 不代表著對感受認同差異的缺失或者對他者的感

受與自我的感受之間區分的失敗，或者是喪失自我。Co-feeling 在解決道德困衝

突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三、 諾丁斯的關懷倫理學

女性關懷倫理如何發展成關懷倫理學，諾丁斯藉助存在主義倫理學，想從裡

面建構出關懷倫理學，隱含著更好的發展更高型態的倫理學的內涵。女性的關懷

倫理學強調具體情境的認知，做脈絡式的思考。過去的倫理學都在討論道德推理，

階層性的圖像，運用規則的系統。這樣的一種討論使得我們離開了人真實的活動

領域，以及真實的情感。對諾丁斯而言，倫理學有兩個向度很重要，事實上是跟

我們人類真實的行動有關係，並且牽涉到我們的情感。倫理學要求我們客觀的判

斷，使我們脫離了真實的人類活動以及情感。人對關懷的記憶，關懷別人與被別

人關懷的記憶，是倫理的基礎，但卻沒有被注意。對人類道德基礎而言，就是關

心別人跟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但在以往的倫理學中都被忽略。諾丁斯認為女性主

義的關懷不僅是一種愛，在這裡所想要說的是，這種倫理學的核心是心理的關係，

精神的關係性才是核心，而不是情緒的愛，因為如此一來只會是個人主觀偏私的

愛。關懷倫理學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雖然愛在根源上也是基於女性，但

基於愛的倫理並不能掌握關懷的合理性跟接納的合理性。所謂女性的觀點是在深

刻的意義上，是建立在接納性、關係性和回應性上。這種倫理不是只有女性才有，

                                                
107 Pettersen, Tove. Comprehending care :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ethics of care, pp.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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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表現在大多數女性主義觀點上。這是一種道德態度，對善的渴求，建立在接

納性、關係性和回應性，在大多數女性上較多被發現，這是經驗問題，諾丁斯為

了是做倫理學研究所以關於心理學上統計問題就不多做回答。

諾丁斯的關懷倫理學強調關係，特殊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在具體情境裡面，

想知道在這具體情境中的角色是什麼，女性能夠給予理由為什麼這樣做，也是一

種接受的理性，通常指涉到情感、需求與印象或者某種個人理想的感受，不是某

種普遍原則的應用。在這個所謂普遍原則的倫理學裡面，人跟人之間都是規則的

案例，具體內容不重要，而是規則的效益。但是諾丁斯從關懷倫理學認為這在做

具體情境的道德選擇時，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必須充分注意到存在的感性的基

礎，如果要去關懷別人，就是要在存在之中被他人觸動，這種被觸動的基礎，在

關懷倫理學中必須被注意到，必須被別人觸動，去接納別人，才能展開關懷別人

的舉動。為什麼願意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想問題，就是要先被別人觸動，這是存有

論的基礎，而非知識論上的。如何知道別人的狀態來決定自己要怎麼做，人際之

間的關係如果僅用知識論的基礎，或者應該說要以同理心的培養，看出別人的需

求，這樣做來滿足人家的需求，這種同理心，知識論的技術應該還是要有更深刻

的基礎。這個存有論基礎，人與人之間關懷的關係，走出自己去關懷別人，如果

我只用我自己的想法去想別人，而非別人觸動我，這樣如何能進行？諾丁斯認為

需要先討論關懷的概念，而關懷是由關懷以及被關懷所構成，有交互性。諾丁斯

的關懷倫理學重視關係的建立，認為關係是為存有論的基礎，並且關懷的關係是

在倫理學基礎之上。108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存在，當關係建立在關懷之上，

就在倫理學基礎上。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優先於個人存在的，人一生下來就是跟

別人有關係，一生下來就跟父母有關係。人，只要是社會性的人，人的關係的發

生是比個人的主體存在，在存有論上更基本，所以關係是存有論的基礎。人如果

                                                
108 整段原文為“The analysis will occupy us at length, since relation will be taken as ontologically basic 

and the caring relation as ethically basic.”-( Noddings, Nel. Caring :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 

moral education,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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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存有論的基礎，跟別人共在一定要有關懷存在，才會有關係。人跟人之間

有關係，如果是存在的事實，作為關係的存在，並且是存有論的關係，這是倫理

學的基礎。這種關係如果建立在某種關懷的活動之上，這才是道德的基礎。關係

是可被視為一組有次序的配對，根據某一種描述成員的情感，或者主觀經驗所產

生出來。比如說夫妻，兄弟…等等，這種關懷關係是在情感內的。為了要去建構

這概念的基礎，所以稱這關係的雙方，第一個稱為施予關懷者(one-caring)，另一

方被關懷者(cared-for)，有這樣的結構。採取這樣的關係作為存有論的基礎，意味

著我們認識到人類的相遭遇，以及有感動的回應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施予關

懷者與被關懷者兩個當事人，都對關係有所貢獻，關懷的關係一定是相互性的，

如果單方面的關懷，沒有感到被關懷，那麼關懷的關係可能性就不存在。這種倫

理學是相互性的倫理學，不是如契約論強調平等互惠性。本身作為關懷者，出於

愛或自然的癖好，而做出的回應，也就是說，關懷者出於自然關懷，對被關懷者

關懷，這樣的關係是事實上被指涉為人類情境，也就是善。這種關懷關係本身就

是帶有善意帶有好的意義在裡面。這種關懷提供我們成為道德的動機，使我們道

德的對待別人，關懷關係存在，內在的道德愉悅感，所謂善，是建立在關懷關係

的愉悅，使得我們對別人行道德對待，善的追求是為道德的根本動力，使得我們

維持內在關懷的關係。諾丁斯的關懷倫理學是以關懷優先，人本真的存有是具有

關懷的能力，人作為關懷者是人存在的理想。將道德動機建立在關懷之上。

而關懷首先必須能掌握他人的實在性，當我在關懷的時候，必須理解到這裡

有我的實在性過渡到他人的實在性的置換。這時不再關注我自己，而是關注別人。

若我們把他人的實在性當成自己的可能性。109意思是說我們被觸動了，引發了我

們倫理困擾的存在。當我被觸動的時候，我在心中就產生不安的狀態，看到別人

的情況，自己產生不忍人之心，觸動了我自然關懷的關係，人心開始不安，這時

                                                
109 齊克果(Kierkegaard，1813-1855)曾經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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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將他人的實在性看作自己的可能性。這樣進一步將別人的實在性視為自己的可

能性，這時，我可以做的是什麼，成為我行動的可能性。不只是看到作為一個更

好的可能性，當我們努力去朝向他人的可能性時，我們也必須在我們之中產生某

些情感，這種情感是我們必須做某事的這種要求。我必須做某事其實事實上就是

將他人的實在性作為自己的可能性。就是去行動，去實現需求。

將他人的實在性納入成自己真實的可能性，我就有關懷，這是諾丁斯對關懷

的定義。基本上就是要透過這個概念去解釋感同身受(engrossment)，並且運用感

同身受去解釋動機置換(motivational displacement)，把別人的實在性當作是我自己

的感同身受。使得處境是我可以去改變，發生動機置換的過程。首先，談論關懷

的能力界定成接受(receiving)或者可說是感觸，對別人的感動的感受，對此，諾丁

斯要在哲學上要做蠻困難的動作，因為要有別於同理心跟現象學的進路，讓關懷

者，身為實施關懷的那個存在活動，對他人有「共感」(feeling-with)，對他人有同

理心，跟他人有共感，通常稱為同理心，但這種同理心是不是適合在關懷倫理學

上要談的共感的理論？在牛津字典裡面，同理心就是我們有一種把自己的人格投

射到我們思考對象的能力，因此我們能夠充分的理解。這種觀點就是如柯爾柏格

(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所謂角色認取(role taking)，一定要包含同理心

的能力，設身處地的在別人的立場上想。但如此一來成了知識論的技術，不論是

迪爾泰所說同情心的能力，但這樣都是把我自己想成他人，把我自己的處境投射

到他人的處境上，諾丁斯認為這是男性看待同感的方式。諾丁斯認為關懷倫理學

中同感的核心在於讓別人感動我，讓別人進入到我自己，這樣我的關懷才真的是

為他人。是一種感受或接受，所以才稱為感同身受。不是把我自己丟入他人的鞋

子內，設身處地，去分析計畫，因為在這種情境下是我覺得。而是我把他人接受

到我自己內，接受別人觸動，因此我就能夠與他人共感，我去感受到他人的感受，

彷彿我自己的感受，是他人進入到我的感受之中。這時我心中就產生了關懷對象，

人心的惻隱之心去關懷別人，因為我接受別人，去思考我與別人之間的同情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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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元的。諾丁斯認為她不是透過行為記號去看或感覺，如流淚或微笑來理解。

關懷倫理學能夠與別人共感是要現身於讓別人接受。而這種接受性不是透過什麼

玄思來接受到，而是要先有接受的狀態，接受性是感同身受的基本要件，我跟別

人的關係操縱的關係是停止的。過去的主體哲學如何知道別人的心理狀態，先分

析人的外在記號，身體表現如何，從客觀的與料，把某種架構掛在人身上，認為

在哭，代表心情沮喪；然而，這樣的一種方式是試圖掌握去操縱，是我主動去建

構他人情境的理解，因而理解他人的內心狀態，這樣操作性的努力停止以後，才

有可能進入接受性之中。

諾丁斯認為只有在接受別人的實在性，把他人的感受當真，分享他人的感覺，

這種接受性的能力才是需要被關懷的人所處的實在性的基礎。但是，若今天嬰兒

哭了，你馬上就去抱著他/她，滿足其需求，這樣是否會助長嬰兒之後會以哭鬧的

方式來滿足其需要，再者，要如何知道嬰兒哭真的是肚子餓了，要如何知道？這

是教育學家們的質疑。諾丁斯認為她的整個計劃就是要回應接受性的基礎，但諾

丁斯並不主張，當在我自己的接受性本身是我知道，不是我知不知道的問題，知

識上的問題，而是情感上的問題。我，若身為關懷者，必須拋棄自己的己見，進

入到被關懷者的生命中。

而在進行感同身受 (engrossment) 之後，諾丁斯進一步提出動機置換

(motivational displacement)，也就是說，當我關懷的時候，我接納他人，這種方式

並不只是只有情感，而是有動機的轉移。意思是感同身受只是第一步，擁有共感

的關懷關係，在這之中也會有動機的置換。這種動機的能量就流向他人，雖然不

是必然，但也流向他人的目標。我跟他人分享情感，在關懷別人的時候感覺到別

人的痛苦，這個引發我去解決別人痛苦的動機，想要去解決痛苦的動機，這就成

了為別人，這時就產生了動機置換，我是為了別人而非為了自己。但我也不能因

此就放棄我自己，所做都是為了別人，而是說我現在感同身受之後，進行動機置

換，做出不是為了我自己的行為，我唯一在關懷之中，才能做出不是滿足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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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自利的行為。這不是來自於自律，而是出於悲願性，解決痛苦的動機之下，

幫助別人，但幫助別人不是出於義務，而是當我感同身受的時候，因為如同是我

感到痛苦，所以我自願的去解決他人的痛苦，當我關懷的時候，這種自願性會越

來越增加。因為我關懷，所以我會自願去這樣做，這樣的基礎來源會源源不絕，

有別於自律的限制性。但如此一來，的確會有喪失自我的風險，父母關懷子女，

子女成長被父母控制，這是在動機置換時候必須注意的困境。

除此之外，對諾丁斯而言，移情式關懷 (empathic caring)是關乎接受性

(receptivity)，而非投射(projection)。我們接受和分享他者的情感，作為結果是，準

備關心那先前我們未關心的。我們對他者的「共感」(feeling-with)不是開始於試圖

詮釋他者或解決某些問題，雖然我們可能學習如此去做；它開始於簡單地參與和

分享對方的感覺。110 諾丁斯以痛苦來將感同身受(engrossment)與同理心(empathy)

作區分，她認為同理心比感同身受牽涉更少的接受和更多的主動態度。然而，麥

克‧斯洛特(Michael Slote)認為諾丁斯所指涉的同理心只是同理心的其中一種，是

發展心理學家指出的其中一種同理心的模式，是一投射同理心(projective empathy)。

除此之外，對諾丁斯而言，我們會傾向關懷我們所認識的對象，不會將關懷朝向

未曾謀面的人們。但是 Virginia Held(1929-)和斯洛特則不這麼認同。111斯洛特近

來提倡關懷倫理學應借鑑社會和發展心理學的研究，特別是在同理心-利他假說

(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112，以及霍夫曼(Martin Hoffman)的發展論述，並認

為關懷的基礎即是同理心(Empathy)，並且建議關懷倫理學應當接納移情概念，以

成為一種「移情式關懷的美德倫理學」(morality of empathic caring)。斯洛特藉由

霍夫曼在其《同理心與道德發展》(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2000)一書中

                                                
110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 

XXVII.
111 詳可參 Slote, Michael.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p. 11.
112  同理心-利他假說是由 Batson 於 1981 年所提出，他在實驗中讓受試者觀察另位一同實驗的同

夥正在(假裝)痛苦，實驗設計情境為困難逃離跟容易逃離。結果是高同理心的受試者，會嘗試在

容易逃離的情境下選擇幫助正在痛苦的夥伴；相對的，低同理心的受試者則是在困難逃離的情況

下才考慮選擇幫助受苦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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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不只一種同理心的形式，其中一種，霍夫曼稱作「中介聯合的同理心」

(mediated associate empathy)，恰好關乎接收性，這與諾丁斯所提出的感同身受可

說是有雷同之處。113

無論是諾丁斯所提出的感同身受抑或是斯洛特提出的移情式關懷的同理心

來作為關懷倫理學的基礎，同理心畢竟還是一項知識論上的技術使用。再者，問

題在於關懷倫理還是欠缺對於關懷基礎的說明，比如說諾丁斯嘗試以存有論，即

是人的關懷關係是存有論的事實，但這樣又如何給予理論上的說明，由於又訴諸

回到心理經驗或者父母對子女關懷感性的經驗，但沒有在哲學上真正給予奠基。

第三，關懷倫理學運用自然關懷作為基礎，是否就訴諸於自然態度，對此，筆者

產生質疑。

肆、 同情之心理學理論的局限性

從以上探討心理學理論以科學進路為方法論的缺陷，可得到在一般諮商理論

談論同理心，容易在使用的時候淪為技術性的使用，而有宰制他者的可能性；而

在關懷倫理學中同樣使用心理學的同理心概念，然而訴諸於自然態度，沒有從一

個無預設的建構方式來著手，同樣會產生問題。再者，若心理學要以移情的方式

來認知他者，也會產生主觀性的偏見，筆者認為謝勒有意識到這一點，故提出現

象學作為進路來解決。

謝勒試圖證明同情—在倫理學中是根本不同於愛的一種現象，它無力支持成

為一種令人滿意的社會倫理學，儘管在某些非常確定的條件之下，同情是具有倫

理價值的。114因此，在後面的篇章，我們必須找出何謂真正的同情共感，以現象

學的比較研究，來找出以往被忽略的現象。

                                                
113 Slote, Michael.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p. 12.
114 參[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Spiegelberg.H. ) 著，王炳文、張金言譯，《現象學運動》( 北

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11 )，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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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任何一種想要從同情中得出最高的道德價值，以及嘗試從這當中衍生

出一切合乎道德價值行為的倫理學，永遠無法公允說明道德生活的事實。115這樣

的原因有兩種，第一：同情倫理學並未將道德價值主要歸於存有(being)和位格的

態度上，亦即就他們的特徵、行動及意志…等而言，但是想從旁觀者的態度中尋

找(例如，某人會情緒地回應對於他人的經驗與態度)，在這之中，然而，它總是

預先地推導出結論。同情別人因為邪惡所引發出的愉悅一定是不道德的，同情他

懊惱地想著行善，或與他的仇恨，惡意或憎惡。116這些都是不道德的。那麼怎樣

才有可能說是道德的？依照謝勒的說法，唯有當他人的快樂本身是道德的，並且，

能過符合激起它的價值-情境(value-situation)。這立即的指出同情與愛之間一個本

質上的差異。愛另一個人，我們可能經常被限制為遺憾，他應該樂於某事，比如

說凌虐某人為樂；但是單就同情而言，是相當不管它的對象的價值。在愛與恨的

行為中是有著價值取捨的元素在內，正面的或負面的；然而只有同情，在其任何

形式，對於價值是在盲目的原則中。117

第二個原因：認為道德判斷只能以同情為中介才能產生，那麼一定是錯的。

由於在此至少還有一種道德判斷是用來自我仲裁的。例如，在良心的煎熬、悔恨

或自我肯定的判斷內，可以找到任何同情嗎？亞當‧斯密就認為沒有人自己立即

會將其倫理價值歸功於他的經驗、意志、行動或存在(existence)。唯有藉著站在旁

觀者褒貶的觀點或態度，亦即透過旁觀者公正的眼睛觀照自己，進而直接地參噢，

通過同情，在憤恨、生氣、憤慨和報復的衝動，後者指向他，在那也升起自我判

斷的傾向，不論是正面或負面。118謝勒指出：

                                                
115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5.
116 Ibid.
117 Ibid.
118 Ib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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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良知的痛苦」也不過是對旁觀者「一邊看」行為的一種直接參與而

已。119

對此，我們可觀察到有一種情形產生，也就是說，在自我判斷的時候，的確會今

不大起他人對我們所採取態度的影響，他人對我們的批評似乎遮蔽了原本我們對

自己進行自我評價時所特有的當下價值。然而，真理並非如此，再者，如果一個

人一直天真的以為自己是無辜的，不知道有這龐大的社會架構在影響著他，也就

是說，一個人絲毫沒有良知，此時，就會對自己行為的邪惡性無從得知，謝勒認

為這樣的無知是會影響他人的，然而，這種事實是不允許發生的。總言之，不僅

只有自我判斷是可以不用經由同情心作為媒介來成立，對於他人所下的道德判斷

皆是如此。同情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價值，是就事情本身而論；其與同情所引發的

受惠絲毫不相關聯，特別就同哀而言。由於，「哀傷分擔了，便減輕一半；喜樂

與他人分享，自己卻擁有更多」，這一格言是可通過道德觀點的檢視。然而，施

惠他人的善行的出現也正是同哀中真誠的表現之一。120

最後，若不以現象學的方式來重新描述與建構，在不了解事實的情況而對現

實進行批判是很危險，現象學帶給我們無預設的底基進行直觀，以謝勒的精神直

觀態度而言，從中發現客觀的價值與等級秩序，使得我們有新的視野以及理論作

為認識事實的可能性。

                                                
119 Ibid.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 ( 臺北：遠流出版，1991 )，頁 4。
120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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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象學的研究進路

謝勒想要從現象學的態度來解決心理學理論對於同情與同理心的侷限，而

同樣是現象學，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實際上還是認知主義式的，而謝勒的現

象學可稱做是情感現象學。相對於胡塞爾主張用認知，對他人心靈的認識，可

說是類同於類比論證；而謝勒則以情感作為基礎，解決胡塞爾先驗自我認知他

者的侷限性以及限制，這使得我們免於永遠在他人之外。謝勒的情感現象學，

以情感作為優位，剖析愛與恨等諸情感相當深刻，在本論文將不多做闡述。而

以下將從胡塞爾現象學關於交互主體性，也就是對於認知他人採取移情的方

式，這會產生什麼問題，做一解釋。並且謝勒是如何解決這個困境所提出的不

一樣的觀點進行描述。再者談論謝勒與胡塞爾現象學的差異之處，最後闡述謝

勒的現象學態度為何，為本章節的安排。

壹、 胡塞爾現象學中的交互主體性

(Intersubjektivität；intersubjectivity)

在胡塞爾的《笛卡兒沉思》中第五沉思的部分開始對主體進行廣泛的討

論，試圖證明先驗自我如何將其它自我作為互為主體，而其它自我又構成主體

間的世界的基礎。對他人的認識的現象學證據，胡塞爾提供的描述性說明即是

利用李普斯主要倡導的傳統術語“Einfühlung”—移情作用。而在胡塞爾的視野

下，認為對他人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間接的。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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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並不是以直接呈現的方式被給予我們的，而只是以間接呈現

(Appräsentation)的方式被給予我們的，所謂間接呈現，是一種使我們認識

並不直接呈現的對象的各個方面的過程。
121

在此，我們可以知覺到在那裡有一個與我們的身體不同的身體，一個不同於我

們的自我的身體。通過我們的自我進行相似的類比，我們可以得到這擁有另一

個自我的身體，對胡塞爾而言，認為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通過類比推論所得

到的，而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進行類比的自我與被類比的另一個自我以一種特殊的

「結合」組成「一對」(Paarung)。122

如此一來，他人的自我即使無法像他的身體一樣直接被理解，但是透過我們自

己的純粹自我，將我們自己彷彿在他人的身體之中，好像就處在他人的位置

上，這時候，其他人的自我就是由於先驗自我才得以構成形式而存在。

他者作為另一個自我類比的掌握，是胡塞爾在《笛卡兒沉思》中第五沉思

的核心議題。假設我是絕對的自我(ego)，然後他者對我來說首先是作為客體對

象，跟桌子、椅子一樣，對客體對象的建構，一開始就是原先是作為內在的感

覺材料(sense data)被我接受，我基於內在的感覺材料一個一個將他者建構成統

一意義，對我來說，是具有統一意義，共同普通的人的特徵的對象。在我的領

域內，我出現關於他人的統一意義。這統一意義被歸為於人，而這統一意義的

他人比擬我自身，一開始只是無生命的物體，基於跟我的比對，我讓這無生命

的物體在統一意義內附加了有機生命。這個有機生命附加在內，這個統一意義

                                                
121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Spiegelberg.H. ) 著，王炳文、張金言譯，《現象學運動》，頁

205。
122 同上註。



52

才可稱作「其他自我」(alter ego)或「異我」或「他我」。這其他自我是跟我比

擬的其他自我，透過他自己的有機生命，從他自身開展出屬於這其他自我的世

界。我不能宣稱我看到這其他自我的原真世界，但是我可以宣稱我通過外在的

觀察去知道這其他自我會由他自己去帶出屬於他的意識世界。像這樣等於是間

接地把所有的他者的意識表現收納到我的意識流當中，再一次分析他者被收納

進的意識流是屬於一個跟我原先最初的原真世界的意義不同的意義。如此一

來，我就通過我自身意識活動當中的其他自我去認識一個其他自我的世界。所

以在自我的客觀世界底下，已經隱含了其他自我的客觀世界。一旦我意識到我

的客觀世界當中有其他自我的客觀世界，這樣的結果形成了相互整合的互為主

體性的客觀世界。現在我們意識到他者是確實的自我，我們就形成了相互對應

的關係，被共構出一個更大的世界，也就是主體際世界(Intersubjective world)。

胡塞爾稱作是和諧的單子世界，因為每一個自我都是在它的意識活動之內，首

先有自身的原真世界，有自身的客觀世界，那當這個自足的世界構成一個極大

的客觀面向，依單子論的思想，單子的內部已經具足的這個世界所要的各種嚮

往。到最後循序漸進找出互為主體性的世界，說明我們怎麼從自我出發，找尋

屬於全體人類的世界。

胡塞爾從三個層次來講述怎樣從他者的身體中(共現)或者掌握他者和這種

自我物化的統覺或者意識之間建立關係。123第一個層面即是：自我意義從我的

身體通往他者的身體，藉由一種類比，即我的身體比擬他者的身體，我的肉體

比擬成他者的肉體。

讓我們來設想一下另一個人進入我們知覺範圍的情形。從原初的化約來說，

這意味著：一個軀體在依賴於我的原初自然的知覺範圍中出現，做為原初

                                                
123 參[法]保羅‧利科( Paul Ricœur )著，蔣海燕譯，《論現象學流派》(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2010 )，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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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他當然指是我自己的一個確定的部分—一種「內在的超越性」；

因為，在這個自然和這個世界中，我們有生命的機體是這唯一的軀體，它

被構造或能夠被構造為一個有生命機體(一個有機能的器官)。這個在那裡

—然而被理解為有生命的機體—的軀體，由於我的有生命機體的統覺的轉

換而必然派生出這種意義。並且，它這樣做時並不依賴特別地屬於有生命

機體的朱斷定的實際上直接的(因而是原初的)表示—在知覺本身中的著

斷定的表示。從一開始我們就很清楚，只有在我的原初範圍內，類似地把

在那裡的那個軀體與我的軀體結合起來，才能促成對做為另一個有生命機

體的那個軀體的類似化的領域(“analogizing” apprehension)。124

這段話顯示了現象學所要的兩個要求，一個是描述；另一為構成。而第二層面：

胡塞爾提出—類比，它自身證明它者也是一個自我，它的表現得一致性事來完成

我的預料，條件是我的預料能夠意指另一個自我，也可說是另一個和自我類似的

自我。從現象學的觀念來看，胡塞爾是這麼說：

由於他者的自我，在相似化的更改中，互現了一切屬於他的具體性—首先

是他的原初世界，然後是他的充分具體的自我—的東西。換言之，另一個

單子在我的單子中被互現地構造出來。125

也就是說，他者是我的自我的一種轉化或更改，在一致的行為內在我面前顯示時，

它成為了一個他者。而構成的第三個層面：在此，重新刺激反思的是想像，通過

                                                
124 Husserl, Edmund. Cartesian medit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Dorion 

Cairns,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1995), p. 110.中譯採用張憲譯，《笛卡兒的沉

思》， ( 臺北：桂冠圖書出版，1992 )，頁 137-138。
125 Husserl, Edmund. Cartesian medit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p. 115.中譯採用張

憲 譯，《笛卡兒的沉思》，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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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那裡成為了我潛在的這裡，使我能夠從其它的視角來看待並相協調。126而

我們可以用三個步驟來說明在我有的經驗之中，是如何架構出其他自我的經驗。

首先是比對法(Pairing)，胡塞爾說：

與「認同」(identification)的被動綜合相比，比對(配對)是我們稱之為「聯

想」(association)的那種被動綜合的原初形式(Urform)。在比對的聯想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數原初的情況下，兩個與料是直觀地、突出地在意

識的統一體中被給予；在這個基礎上—本質地已經處於純粹的被動性中

(所以，不論它們是否被注意)—它們做為具有相互不同特徵而呈現出來的

與料，以現象學的方式給類似性的統一體奠定了基礎，因此，它們總是恰

好構造為一對與料。127

運用比對法，胡塞爾認為可以將無生命的物體轉化成跟我的自我一樣的有機生命

體，也就是窩將對象的肉體轉化成人的身體，但是還需要以下兩個步驟才能覺察

到在別人肉體中存在的其他自我。

第二個步驟是並現法(Appresentation)：這是意識在意識一切對象時經常會發

生的一種活動。在此，胡塞爾指出在意識到對象的那個側面時，往往不單單只是

意識到對象的那個側面，而是隱約地意識到這個側面背後未在意識中呈現出來的

整個對象的其他側面。也就是說，這種在某一剎那之中之覺到並沒有在那個剎那

中呈現出的對象的其他側面的能力，即是並現。128

第三個步驟是移情法(Apperception)：就是我們在意識其他自我的時候，從自

身的自己「這裡」(Here)的觀點跳脫出來，進入他者的意識流當中，在他者的立

                                                
126 參[法]保羅‧利科( Paul Ricœur )著，蔣海燕譯，《論現象學流派》，頁 191。
127 Husserl, Edmund. Cartesian medit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p. 112.中譯採用張

憲 譯，《笛卡兒的沉思》，頁 140。
128 參蔡美麗，《胡塞爾》( 臺北：東大出版，1990 )，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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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來觀看事物。運用移情法，我意識到其他自我也是一個擁有自己立場的主體，

並且與我同等地可以由他的立場將我對象化。129最後，我們可以說，通過移情同

感可以去涉及其他具有精神性象徵的客體，但起源意義都與主體有關。

相對於胡塞爾的論述，謝勒則將現象學研究的基礎擴大，其中一個可解決

的難題便是，胡塞爾獨我論困境的解套，胡塞爾的現象學以自我觀念為基礎，

在「相互主體」這個領域中，曾感到難以掌握。其前提是：

對「他人的自我」進行「構成」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但是，謝勒一

旦克服了自我的「知性孤島」的處境，便使得「他人的世界」顯得更平

易近人。130

謝勒由於承認理性以外活動的價值，並且證明了我們能夠在這個理性之外

的情感層面上尋找到他人，因此擺脫了獨我論的陷阱。一旦放棄的主知主義，

所謂他人的自我問題便隨之消失，也就是說，試圖研究我怎樣才能證明那些和

我自己一模一樣的他人心靈存在，基本上就是錯誤的。由於，我和他人之間是

存在一個綿延的關係，沒有他人，我就也不會是現在的這個我，以謝勒的話來

說，「沒有我們，就沒有我。」所謂的自我意識是無法與社會意識切割開來。

再者，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所指的他人並不是客體，而是跟我一樣的存有。而

謝勒認為：

我們如果想要在我們自己的層面上發現「他人」，我們不能只是種事純

屬認知性質的「知性」活動，我們還要關心那些從我們和其他人之間的

實質關係中流露出來的情感活動。131

                                                
129 同上註，頁 129-130。
130 Edo Pivčević 著，廖仁義譯，《胡塞爾與現象學》( 臺北：桂冠圖書出版，1986 )，頁 159。
131 同上註，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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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情感的現象，即是如此的情感表現。讓我們繼續看謝勒是如何在探討他人

的心靈(Vom fremden Ich；other minds)的問題，以顯示出其對比胡塞爾在此議題

上更加令人信服之處。

關於對他人心靈的認識，謝勒從否定的論證開始，藉由類比推論是無法正

確獲得對他人的認識，從內省體驗用類比推論，是完全不適用的，這一點從動

物心理學，特別是類人猿的研究上已經揭示出，嬰兒毫無疑慮的能辨識出成人

的舉動與態度，而這些是無法由他過往的體驗中所熟悉的推論。此外，對於移

情作用，謝勒指出這不能說明在純粹想像的以及審美的移情作用與認識的移情

作用的區別，認識的移情作用應該要能表明出他人內心的真實情形，而是不是

一種想像上的投射。對此，謝勒承認對於其他自我的直接感知，也就是說我們

可以直接地從別人的微笑看到他的開心，從他人的眼淚中看到他的悲哀和痛

苦。換句話說，我們向來不是單獨地看見他人的身體，而是看整體，我們所看

到的是一個由表情與表情所表達出的複合整體(einheitliche Ganzheit)。但這並不

意味著我們對於感知他人的心是不可能出錯的，或者說這種知覺是完整的，值

得注意的是，謝勒反覆地指出，對於他人是有某種絕對隱密的領域(Intimsphäre)

本質上是他人的無法測知的。132

接下來讓我們初探謝勒的相互主體性理論，看其是否真的有提出新穎的觀

點來解決關於他者的問題。在謝勒的《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及實質的價值倫理

學》中，他確立了「他者」先於自我的明證性：

                                                
132 參[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Spiegelberg.H. ) 著，王炳文、張金言譯，《現象學運動》，頁

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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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他者」的主題出現時，他都會要求從社會學上把人的四種先天的

共存形式結合起來。133

謝勒用魯賓遜(Robinson Crusoe)為例，假設今天一個從未遇過與自己同類的

人，對於自己屬於一個由同類構成的共同體，是否會具有本能上的認知呢？謝

勒是持肯定的答案，他認為，魯賓遜的共同體經驗就在於他對共同體性

(communality)的先天直觀。即使在共同體中的成員缺席的情形之下，這共同體

仍然存在著。最初，人們會發現自己早被社會是藉深深吸引，在還沒有關於自

己的自我經驗之前，因此—

在現象學上，「你」(thou)的先天性是做為一個意識「領域」(sphere)而

發揮作用的。在此例中的「領域」只是對在意識中可以做為一個意義不

可還原地被給予的東西的另一種說法：共同體性是一個「現象」

(phenomenon)。134

在此的重點是，謝勒否認超越論的互為主體性能夠說明他者的問題，因為，謝

勒認為，我們自己心靈中的內容不一定優先於他人的，他人心靈(other minds)不

一定是後於我們自己的思想。在最一開始的時候，具有互為主體性的自我和他

人是尚未區分的。根據謝勒的說法：

互為主體性(主體間性)的跟原可以在「心理之流」(psychic stream)當中被

發現。「心理之流」甚至先於經驗的區分從人一出生就把一切捲入其

                                                
133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82.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80。
134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83.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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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實際情形中，這種未區分狀態甚至可以一直保持到生命的後期。

135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分享他人的想法，好比這想法是我們自己的，反之亦然。

再者，也可以說，我們可以將他人的感受，重新經驗成好比為我們自己的，反

之亦然。互為主體性在最初的時候，你和我是無差別的，在此的時候是尚未逕

渭分明，也就是說，在此，我和他者的心理內容尚未被清楚的劃界。

在一個經驗流之中，是沿著與我的以及你的之間分別無關，這個經驗流是

混雜著包含著我的經驗以及他人經驗流動著。如同漩渦一般，不斷地捲動漸漸

地構成出屬於不同的個體自身，而謝勒更進一步地認為，由於對現代兒童心理

學所得成果而作的結論，也就是說，兒童相當晚才發現自己擁有個體性，除此

之外，謝勒主張「人從一開始就比在其個體領域中更多地生活在他人的經驗

中」。136

那麼，我們又是如何去感知到他人的心靈生活呢？謝勒認為從以下這個現

象學事實開始著手，也就是—「呈現在『內感』中的心靈經驗，根本沒有人我

之分」。137接續之，謝勒否定對於針對另一個人的自我即內在生活而發生的內

感知，理由是：

內直觀(internal intuition)的領域(內感知(internal perception)、內表象

(representation)、內感受(feeling)…等)及「內識」(inner sense)的領域未能

有所區隔。但是「內直觀」確定不能以他的客體來加以界定，譬如我們

                                                
135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84.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82。
136 阿弗德‧休慈( Alfred Schutz ) 著，江日新譯，《馬克斯‧謝勒三論》，頁 81。
137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48.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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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說從事於此一直觀的人就是在感知「他自己」。因為我也可以以

一種外在的方式來感知我自己，就像感知任何其他的人一樣。138

向著我自己的身體的每一個觸摸、每一個眼瞥都證實了內感知表現出實現的兩

極性，這些實現可以指涉我們自己，同時也可以指涉他人。這兩極性本身就可

包容有其他人及我自己的內在生活。在此的重點即是，由於自我與他者在原初

只作為一混淪未分的經驗之流，並且我們對於當下自我的攝受，是在我們整體

的時間經驗背景之下來進行，非藉由當下自我以及先前預有的關於自身回憶狀

態的合成將其製造出來，所以，對於自我的攝受，總是在那由一種越來越模糊

而又無所不包的意識所構成的背景下進行，而在此無所不包的意識之中，我們

自己的存在與其他人的經驗，在原則上是呈現為渾然一體的。139在此，謝勒引

用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的一番話做解釋：

如果你要認識你自己，那麼就多注意他人的作法；如果你要認識他人，

那麼就回顧你自己的內心。140

貳、 謝勒現象學與胡塞爾現象學之差異

雖說謝勒受到早期胡塞爾現象學思想的影響，但卻發展出與胡塞爾現象學

截然不同的主張，以下筆者將談論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中最可看出與謝勒現象

學態度差異之概念，並不會對胡塞爾的整個現象學理論作一詳盡的論述。

                                                
138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49.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332。
139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50.
140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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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勒的現象學直觀分析方法與其說是一種通過對胡塞爾思想的研究而後

天獲得的具體工作能力，不如說是一種在他那裡早已潛隱、在對胡塞爾

著作的研究中產生共鳴對通過這種研究而被激發出來的才華。141

謝勒運用現象學的本質直觀方法，對所要把握的絕對之物—哲學的原本性的追

求以一種從「上而下」考察事物的方式。142

從胡塞爾的觀點來看，謝勒並沒有理解他的《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

觀念》第一卷中所提出的「現象學還原」，即「先驗還原」(trancendental 

reduction)。因此，仍然停留在人類主義、心理主義之中。然而，真是如此嗎？

以下將先針對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做一簡要的闡述，再將之與謝勒的現象學差

異之處點出。

(一) 現象學還原

我們不以自然的方式來進行那種屬於自然構造意識、帶有超越命題的行

為，並且我們不讓自己受到那種在這些行為中隱含著的、不斷朝向更新

的超越命題的動機的制約—我們將所有這些命題『排斥』出去，我們不

附和這些命題；我們在進行把握和進行理論研究時將我們的目光朝向那

個在其絕對的本己存在中的純粹意識。因此，儘管我們將整個世界連同

所有的事物、生物、人，包括我們自己，都『排斥』掉了，但這個在其

絕對的本己存在中的純粹意識仍然作為我們正在尋找的『現象學的剩

餘』而留存下來。實際上我們沒有失去任何東西，但卻獲得了整個絕對

                                                
141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 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94 )，頁

302。
142 同上註，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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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確切地看，這個存在在其自身中隱含著所有世界性的超越，在

自身中構造著所有這些世界性的超越。143

胡塞爾在上述摘要中所指稱的「自然方式」也就是「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一種我們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並且隱含在自然科學中一種對待世界、

人以及社會的觀看態度。如果我們將這種自然命題揚棄，將我們所面對的事物

朝向事物自身，直接把握實事本身，藉此獲得一種哲學的態度，一切都是直接

且內在的，也就是胡塞爾所說的「純粹意識」(reines Bewusstsein)。144

「先驗還原」是對所有自然態度的命題作排除，包括所有本質存在設定的

排除，是一比「本質還原」(eidetic reduction)還更徹底的哲學方法；「本質還

原」則是一種在擁有實在事實基礎之上把握觀念可能性的努力。而對謝勒而

言，現象學視一種態度(Einstellung)藝術的統一，即所謂現象學的看(sehen)。然

而，胡塞爾則視現象學的定義為一門科學，首先為一種方法與思維態度

(Denkhaltung)，一種哲學的思維方法。145緣由於為了成為一名真正的科學家，

建立一門作為一且基礎的嚴格科學的哲學，尋求最終的有效規範。然而，謝勒

會稱作態度，是因為認為方法是一種有目的的思考事實的過程，例如歸納、演

繹。146並且批評胡塞爾在《觀念 I》中笛卡兒式的自我論以及方法論上的缺失，

認為胡塞爾把現象學作為建立嚴格科學的哲學工具，因而轉向先驗唯心論，通

過意識還原、本質還原和先驗還原這三個現象學還原步驟，最後找到先驗自我

                                                
143 胡塞爾：《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頁 94。節自倪梁康，《現象學及

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12-313。
144「進一步的純粹意識分析將會告訴我們：意識是如何通過自己的意向構造能力而使對象顯現

出來，並賦予這些被意識創造出來的對象以客觀自在的存在，從而澄清所謂客觀存在的根源是

在純粹先驗的主體性之中。」-(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13。)
145 同上註，頁 316。
146 阿弗德‧休慈( Alfred Schutz ) 著，江日新譯，《馬克斯‧謝勒三論》，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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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證性。147除此之外，謝勒認為胡塞爾提出「先驗還原」的目的，不僅僅是

揭示人類精神的真實闡明，其主導動機應該是將整個世界連同所有的人、事、

物，包括自己進行現象學式的排除。148那麼，謝勒自己本身對於現象學還原是

持怎樣的態度？或者我們應該說，謝勒承襲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態度，在目的

上是持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說，謝勒藉由現象學還原是為了達到任何一種純粹

本質，而不僅是絕對意識的本質。並且，將現象學還原看作是精神活動的一部

分，人們藉由這種精神活動可以避免自己落入由事實所建構出的現實世界之

中，此外，這種現象學還原也是一種對於本質積極的愛的展現。149

(二) 本質直觀

直觀的現象學在胡塞爾理論中含有兩種意義，一者是感性直觀，另一為本

質直觀。一個本質直觀必須以感性直觀為起點，因此奠基於感性直觀之中。然

而，本質直觀可以離開感性領域，並且提供本質性的認識。「直觀」

(Anschauung；intuition)意指一種對事物最直接的把握方式。是一種需要得到充

實的意向。在胡塞爾對於意向的分析說明之中，直觀是一種由感知與想像共同

構成的意識行為，而與之相對應的是符號行為。150

現象學的直觀—

胡塞爾和謝勒的本質直觀或本質還原都是排除經驗事實，直接把握純粹

本質、抽象範疇、先天觀念的現象學方法，它們之間的共同性是無庸置

疑的。151

                                                
147 參陳偉功，《直觀抑或預設：馬克思‧舍勒對康德倫理學的現象學批判及其意義》，頁

195。
148 參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15。
149 參[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Spiegelberg.H. ) 著，王炳文、張金言譯，《現象學運動》，頁

391。
150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 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7 )，頁 113。
151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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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共同性，不是完全絕對的共同一致性。而由於謝勒的現象學態度以

及現象學還原事實上是一種與道德準則有關的東西，對謝勒而言，這意味著絕

對價值和絕對存在的愛，意味著對自然的自我貶低，簡言之，它排除現實，排

除與粉碎我們對世界的欲望，因而回到作為愛生物的人之本質上。152因此，回

歸到胡塞爾與謝勒兩者在本質直觀上的差異，謝勒在兩方面偏離胡塞爾；一方

面，謝勒認為本質直觀作為現象學還原所要排斥的是世界的現實特徵，也就是

生命的衝動、慾望以及刺激等等。在此所說的現實已經與胡塞爾所謂的世界現

實產生分歧，亦即：

在謝勒的現象學本質直觀(也是現象學還原)的概念中不僅包含著胡塞爾

所主張的「對世界的非現實化」(entwirklichen)，即把現實世界的存在，

包括自我的存在，判為無效，不去對 們做任何運用；而且它同時還意味

著謝勒自己所提出的對認識的「非感性化」(entsinnlichen)，甚至是對認

識的「非肉體化」(entleiblichen)。所謂「非感性化」或「非肉體化」是

指一種超脫自然生命、超越肉體感官的過程。胡塞爾受到謝勒的批評，

因為他至少仍然將他的範疇直觀奠基在感性的內容之上。153

簡單地來說，胡塞爾是將本質直觀能力作為一種人所具備的第六感官；謝勒則

是將本質直觀視為一種禁慾的能力以及說不的能力。謝勒自己對本質直觀的理

解是：

                                                
152 同上註，頁 326。
153 參閱謝勒：《倫理學與認識論遺著 I》，頁 448-449。中譯採用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

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27。



64

毋寧說，這種對世界的「去除現實」或對世界的「觀念直觀」意味著(對

我們來說)盡力去揚棄實在因素本身，去湮滅那整個實在的有力侵入以及

由這種侵入所引起的相應的情緒—它意味著去消除那種「世俗性的恐

懼」。154

謝勒的本質直觀是要排除「生活」這種感性的存在，而本質直觀所要獲得的就

是「精神」。

另一方面，謝勒與胡塞爾本質直觀的差異還在於：

他的本質直觀作為現象學還原所要獲得的最終本質並不是在胡塞爾意義

上的先驗意識本質，而應當是與上帝有關的永恆概念。155

依照胡塞爾的本質直觀理論，首先，如果運用這種本質直觀的是物理學

家、數學家等等，那麼運用範圍是意識對象領域，人們通過其所獲得的本質辨

識與自然事件有關；第二，如果運用這種本質直觀是心理學家，這種本質直觀

運用範圍即是人類心理或是人類意識行為，所獲得的本質便是人類心理的本質

架構；第三，如果運用這種本質直觀的是先驗現象學家，那麼運用範圍是先驗

意識領域，通過其所獲得的本質即是先驗意識的本質架構，也是胡塞爾學說中

最終的確然性，也是最終所追求的目的。然而，對謝勒而言：

本質直觀所要把握的是絕對的存在和絕對的價值，它的結果是與人和世

界的價值秩序、價值等級有關的東西。156

                                                
154 謝勒：《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頁 54。中譯採用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

代德國哲學》，頁 327。
155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28。
156 同上註，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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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現象學的本質直觀在謝勒那邊所具有的兩項最基本的特徵，也就是

說，對認識的非感性化以及將本質拉提升至上帝的觀念。157

(三) 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intentionality)問題

意向性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是一不可或缺的起點，揭示著所有意識的本己

特徵，也就是說，所有意識都是關於某物的意識。

關於某物的意識是指在廣義上的意指行為與被意指之物本身之間可貫通

的相互關係。158

而在胡塞爾第五邏輯研究的標題是「關於意向體驗及其『內容』」，而其第二

章則更是被稱做「意識作為意向體驗」。關於意向性，布倫塔諾是這樣說道：

……每一個心理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樣一種東西而得到描述，中世紀經院

哲學家們將這種東西稱作一個對象的意向的(或心靈的)內存在

(Inexistenz)，而我們—雖然我們所用的表述也並非完全單義—則將它稱

作一個內容的關係、像一個客體(在這裡不應被理解為一個實在)的朝

向，或內在的對象性。每一個心理現象自身都還有做為客體的某物，儘

管不是以同樣的方式。159

                                                
157 同上註，頁 330。
158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頁 251。
159 F. Brentano, Psychologie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 (《出自經驗立場的心理學》), Band I , S. 

115.此處轉引自胡塞爾，倪梁康譯，《邏輯研究》II/1,，上海：上海譯文出版，1998，A 347/B1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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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布倫塔諾定義「意向性」先是一種對對象的關係，對一個對象的指向，

爾後定義為對客體的不同方式的含有。而胡塞爾在此也有相當程度的繼承：

「意向的」特性「是以表象的方式或以某個類似方式與一個對象之物發生的關

係。」160此外，胡塞爾將「內存在」從布倫塔諾承繼而來，用來表述純粹意識

的存在方式，一種不同於實在存在之物的實存在(Existenz)方式。但在胡塞爾後

期理論中，內存在不再被看作是與實存在相並列的的存在方式，而是將其理解

成在普全之中的存在。161布倫塔諾首先將「意向的內存在」引入描述心理學之

中，用來表示對於與物理現象相對立的心理現象並且對其作本質規定。布倫塔

諾認為：

這兩種現象的基本差別，在於心理現象具有一種「意向層面的不存在

性」(intentional inexistence)，而且它和其對象之堅持有一種「意向的關

係」(intentional relation)。162

然而，胡塞爾是反對心理上的不存在性，欲以在現象學的意義下來討論意向的

關係。他指出「把意向經驗視為一種『在它自身之中包含著事物作為其對象』

的經驗，是個極其誤導的說法。」163由於，這將會把意識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

當成一種實在且物質的關係。意向的對象，不是一個在意識之內的圖像

(image)，或是一種觀念(idea)，也不一定是一個外在的物理事物。它僅是一種在

活動中被意向到的事物。164

                                                
160 胡塞爾：《邏輯研究》II/1, 倪梁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1998，A 357/B1 378。
161 「在這個意義上，『實在之物的實存』無非就是『內實存』本身，它們通過意向性而被內在

地包含在意識之中。這個修正顯然與胡塞爾對意向性的理解變化有關。在哲學意義上的意向性

與心理學意義上的意向性之間存在著本質差異：簡單地說，哲學意義上的『意向性』意味著

『構造的能力』，而心理學意義上的意向性僅僅意味著『內實存』(內存在)。」-(倪梁康，

《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頁 244-245。)
162 Edo Pivčević 著，廖仁義譯，《胡塞爾與現象學》，頁 62。
163 同上註，頁 72。
16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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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胡塞爾的意向性概念之中，「意向性」本質上擁有四個層次：1.「在

意識生活中必須區分實項的內涵和意向的(非實項的)內涵。」165也就是說，意

向活動。相對之，被意向的對象則必須被看作是非實項的內涵。簡言之，意向

性即是「指意向活動與意向相關項之間的相互關係。」1662.「被意指的對象(意

向相關項)是一個可能多層次綜合的結果。167」於此種綜合之中，雜多的意向活

動成為一個對象意識的統一。3.「圍繞著被意指的對象的是一個由非課題的一

同被意指之物所組成的視域。」1684.「『意向性』是指意識對被意指對象的自

身給予或自身擁有(明見性)的目的指向性。」169

接者，探討感受行為在意向性議題上的問題，在區分客體化行為(表象+判

斷)以及非客體化行為，感受行為以及意願行為被分類在非客體化行為。而在胡

塞爾對於意向性概念或意向的概念，在狹義上是指意識總在構造對象，而在廣

義上才是說意識是指向對象的。那麼，感受行為究竟是否為意向的範疇，以胡

塞爾所使用意向的一詞屬於狹義的，並且在非意向體驗中，認為感受行為與意

願行為應當屬於此類，也就是胡塞爾所討論的感受(Gefühl)或感受行為

(Gefühlsakt)。這樣的區分，對於謝勒發展情感或者感受現象學，可說是影響很

大。然而，舉例來說明，當某人失去心愛之物而悲傷時，失去的東西不再可以

出現在眼前。或者是說，莫名的傷感或無緣由的興奮也時常與引發它們的事物

相差甚遠，以至於無法知道緣由與起因。但是，原則上，胡塞爾是認為，「這

些感受必定奠基於『引發』它們的相關事物或事件上。」170也就是說，每一行

為都意向關聯到一個從屬於它的對象性。在這種意義上，感受行為可說是意向

                                                
165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頁 252。
166 「在意識的如此被規定的意向活動-意向相關項結構中包含著作為行為進行者的『純粹自

我』(自我極)，雜多的意向活動從這個自我中射發出來，同時又在一個意識的統一性中得到聚

合。」-(同上註。)
167 同上註。
168 同上註。
169 同上註。
170 倪梁康，《心的秩序—一種現象學心學研究的可能性》（江蘇，鳳凰出版，2010），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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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並且是指向對象，然而，不是指向原初由它自己所構造的對象。171然

而，謝勒則是認為，「感受行為有自己的意向相關項。」172在此，要注意的是

感受活動是原初的指向一個特有的對象。也就是說，感受活動並不是依據表象

活動所提供的對象，而是它本身所特有的對象或者說由自己原初所構造出來的

對象，也就是價值。因此，可以這麼說：「感受有其自己的對象，表象也有其

自己的對象。」173故謝勒所談的意向的感受，已經不再只是指向，而是具有構

造意義上的意向。當意指一個對象，並且在進行的過程之中有一對象之物顯像

出來，即是所謂的意向的行為。也就是說，感受行為成了客體化行為。再更進

一步看，謝勒觀察到「快樂」這樣的感受：

始終只是出現再這樣ㄧ些行為的背後，這些行為必須是朝向那些本身不

是感情的對象。這些其它的對象總是我們行動的本真地被體驗到的手

段。174

也就是說，原初出現過的事物也許帶給我們歡樂與喜悅，或者說就是行動本身

的可能性，我們將之經驗視為充滿歡樂的。如果，快樂直接被意指，然而，我

們便無法得到其。因為，既不能生產本真充實的快樂，也不能生產它與對象有

關對快樂本身的影響。快樂必須是不被支配性的，只能在不被期望以及不被意

願的時候出現。175

                                                
171 參同上註，頁 33。
172 同上註，頁 34。
173 同上註。
174 克勞斯‧黑爾德( Klaus Held ) 著，倪梁康等譯，《世界現象學》( 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

2004 )，頁 93。
175 同上註，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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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謝勒的現象學態度

謝勒在其《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及實質的價值倫理學》一書中揭示他的情

感現象學，重視價值問題的他，試著接著對情感的「擇善活動」(acts of 

preferring)以現象學為分析的路徑，以此來建立其價值倫理學。176謝勒所要做的

是將現象學分析的範圍擴大，不再僅限於「知性活動」領域，而是涵蓋至整個

「非理性」的領域之中。以「人」(person)的觀念為基礎，並且是意志與情感活

動的中心。177身為在胡塞爾之後最具影響力與原創力的現象學家—謝勒，運用

現象學態度來探究情感以及價值世界。再者，對謝勒而言，現象學不是新的科

學，也非哲學的替代品，而是將某種特殊且隱晦的事實世界揭示而出的精神態

度。所有現象學哲學的基本精神即是需要直接地與世界交流，也就是說，不管

是為物理或心理的、情感或價值，皆是要「回到實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並且，拒絕將經驗(experience)當作是感官經驗(sensory experience)。現

象學除了與一般的經驗主義區隔開來之外，與理性主義也不逕相同，甚至是說

反對理性主義，而現象學則是在企圖掌握實事本身時，拒絕在任何預設的觀念

架構之下的有效性。178好比假定ㄧ些抽象原則以及科學主義，是未經批判的結

果。而現象學的經驗(phänomenologische Erfahrung)是一種不與任何類型的「實

事」(Sachen)產生關係，也就是說觀看問題的特殊的態度，這種態度使我們進入

與實事直接的直觀關係之中，即是關於謝勒的現象學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他

將現象學視為一種態度或者可說是觀點(Einstellung；attitude)，而非方法。現象

學作一為一種態度，可說是一種精神審視的態度，既非科學也非哲學，運用這

種態度才能直觀到特殊的事實。人們藉由這種觀點獲得對某物的直觀(er-

schauen)或體驗(er-leben)，沒有這個觀點，某物便隱而不現，這就是特殊類型的

                                                
176 Edo Pivčević 著，廖仁義譯，《胡塞爾與現象學》，頁 155。
177 同上註，頁 158-159。
178 參阿弗德‧休慈( Alfred Schutz ) 著，江日新譯，《馬克斯‧謝勒三論》，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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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的王國。179在此，有別於觀察(observation)所獲得的物理事實或心理事

實，謝勒所要提出的是一個根本上截然不同的觀看的態度，也就是說：

被體驗者(Er-lebte)和被直觀者(das-Er-schaute)僅指在體驗(Er-leben)和直觀

行為(Er-schauen)本身中、在此行為的進行中「被給予」：它在此行為之

中，並且僅僅在它之中顯現出來。180

而現象學還原對於謝勒而言，是對人類自我心靈上的更新，

他把人從生物或生命的存在還原為精神的存在，人在精神直觀中發現永

恆絕對的本體世界即先驗事實領域。181

而與胡塞爾不同之處在於，胡塞爾藉由先驗自我為基礎，認為本質作為觀念是

由其所構成，研究意識的本質；而謝勒更是進一步研究所有純粹的本質，並且

認為—

純粹本質在精神直觀中絕對明見性地被給予，獨立於任何意識活動，是

真正實在的。182

此外，謝勒之所以不將本質還原視為一種方法，是由於本質還原是一種心靈欲

以嶄新的態度去觀看世界的過程。換句話說，在進行本質還原之前，人是透過

                                                
179 Scheler, Max.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 by David R. Lachterman, 

(Evanston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37.
180 Scheler, Max.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138.中譯採用劉小楓主編 倪梁康等譯，《哲學

與現象學》，頁 54。
181 陳偉功，《直觀抑或預設：馬克思‧舍勒對康德倫理學的現象學批判及其意義》，頁 195。
18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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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感官與個別之物進行交流，因此會受到感官的束縛與限制，然而，在本

質還原的過程之中，人是透過自己的精神與本質事實進行交流，藉此才能獲得

純粹的現象學經驗。183並且，

現象學經驗是純粹「內在」的經驗，由於它所包含的僅僅是在直觀中絕

對「自身」被給予之物，所已被意指之物與給予之物在其中是完全吻合

的；與之相反，非現象學經驗原則上是「外在」的經驗，由於它超出了

直觀的範圍，所以被意指之物在其中實際上並沒有被給予。184

除此之外，謝勒的現象學經驗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去符號化的性質，

即是說從符號返回實事，與科學事實相反。因此，謝勒反對恩斯特‧卡西勒

(Ernst Cassirer，1874-1945)將人視作符號的動物，由於如此一來，會對人做出

片面的解釋，符號主義以符號來取代現象或遮蔽現象，是會落入險境的。185

更進一步地來看，背向世界、面向人本身以及朝向永恆的本質，這三點可

說是謝勒的現象學設想，也可說是對謝勒現象學思想的描述。背向世界和面向

人本身這兩點正好揭示出謝勒對於現象學還原思想之中，蘊含著排斥以及回溯

的特徵。而朝向永恆的本質，揭示出謝勒對於本質直觀思想的概括。186

在謝勒對於本質與事實的區分，是以針對三種事實(facts)作劃分：「自然的

事實」、「科學的事實」和「現象學的事實」，而最後一種事實又被謝勒稱為

「哲學的事實」或「純粹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與「本質」同義。所謂

「自然的事實」，謝勒是指：

                                                
183 參張志平，《情感的本質與意義－舍勒的情感現象學概論》，頁 55。
184 [德]馬克思‧舍勒( Max Scheler ) 著，劉小楓選編，《舍勒選集》( 上海；上海三聯出版，

1999 )，頁 13。
185 參[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Spiegelberg.H. ) 著，王炳文、張金言譯，《現象學運動》，頁

387。
186 參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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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事物本身和我們在經驗這些事物時的所具有的狀況之間的中間王

國。它可以說是一個回答，即世界對我們肉體狀況以及它們的統一性、

我們的慾望對宇宙所提出的問題的一個回答。相對於「純粹事實」而

言，它是一個在雙重意義上的「象徵」—事物本身的象徵和我們的狀況

的象徵。187

就是由於這種自然事實才使得人們獲得日常的知識，從而形成自然的世界觀態

度。進一步說明，也就是在自然態度之下所給予我們的常識經驗，太陽東昇西

落，時間由過去、現在及未來構成…等等。也就是說，認為事物就是如我們所

認為的樣子一直存在，即使現在沒有看到其樣子，也是以常識認為應該就是如

此。另一為「科學的事實」，所謂科學事實即是帶有人為的痕跡，是人工的，

即具體科學、實證科學的事實，與「現象學的事實」或「哲學的事實」一同與

「自然的事實」相對立，由於都屬於非自然的事實。「科學的事實」從自然界

中擷取出普遍化的概念，是受到解釋和法則來歸約，並非對所有人有效，僅對

於科學家有效，因此，這些法則必須要經過溝通以及驗證。188

而欲獲得「純粹的事實」來建立「現象學的態度」，必須經過現象學還原

以獲得現象學事實以及態度，這是有別於自然的事實以及科學的事實。現象學

的事實是「獨立於所有能知覺者的感官作用之外。」189藉由本質直觀所掌握到

的純粹的事實，是即使在感官作用之下認為會被改變的狀態，仍然不改變。謝

勒認為：

                                                
187 謝勒：《倫理學與認識論遺著 I》，頁 436。參自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

代德國哲學》，頁 323。
188 參阿弗德‧休慈( Alfred Schutz ) 著，江日新譯，《馬克斯‧謝勒三論》，頁 24。
18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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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現象學事實之建立於一切感官知覺的基礎上這一點是他最重要的發

現之一。190

然而，這三種事實並不相互對立，而是基於現象學的事實為基礎，奠定自然的

事實與科學的事實並使其之間能相互聯繫。191

本質對於謝勒而言又是意味著什麼？現象學所反思的對象，所謂「實事自

身」(things themselves)，現象學的哲學應該蒐集自身的即是本質。如此的本質

王國，包含價值-本質，謝勒是如此說道：

是一個統一的王國，從原初的原子到沙粒一直到上帝，價值的王國是一

個單一的王國。這一個統一體，然而，不是一個完成。192

價值王國未完成的人類知識，並通過擴展所有，本質不是完成的，因為，據推

測，它完全是在上帝的心中。如果他認為在那仍然有本質被創造，那麼是看不

出這個王國是如何被統一的。那麼又怎麼能知道，如果創造還沒有完成？再一

次接受他本質的統一王國，而本質的王國的統一假定是功能是啟發式的，對這

樣的統一體不是現象學上所給予的。而在此所指稱的價值的王國僅是一種隱

喻。193

謝勒所謂的本質是在不斷變化的個別之物或相對此在的顯現中所展現出來

的。由於個別之物與本質不可分割，因此，謝勒又將本質稱為功能性存在

                                                
190 同上註，頁 25。
191 參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24。
192 “Vom Uratom und Sandkorn bis zu Gott ist dieses [Wert]reich ein Reich. Diese ‘Einheit’bedeutet 

nicht Abgescglossenheit.”-( Schneck, Stephen(ed.). Max Scheler's acting persons :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N.Y. : Rodopi, 2002), p.104.)
19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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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existence)。194而謝勒的現象學即是以本質直觀著稱，本質直觀意味

著：

內在對象的自身被給予性與它的義意識相合的。謝勒不承認感官經驗在

現象學中的作用，認為自身被給予的現象必定一開始就存在於現象學經

驗中，通過直接的直觀被把握到，不需要經過任何步驟。195

謝勒的直觀可說是超越當時所有的現象學家，他對本質精闢的把握，運用其天

才的直觀能力，帶給我們許多具體且合理的本質掌握。對此，我們可說謝勒由

於繼承且批評帕斯卡的心的邏輯的論證，所謂「心有其理性，非理性所知」(Le 

Coe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ne connaît point)，顧名思義，心有其道理或者可

說是理由，原意是為了否認人類能藉由理智來證明上帝的存在，然而，這個論

述架構到了謝勒這裡，就成了本質直觀的認知範疇之所以能確立的保證。196

謝勒運用現象學的態度，描述了愛與恨的現象學分析，此外還有論自欺、

怨恨(Ressentiment)的現象學考察，凸顯出其對於情感考察的優位性，以現象學

來面對實質問題，尤其是本論文的重點，同情感本質的現象學分析，可說是為

最具代表性的分析典範。

                                                
194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24.
195 陳偉功，《直觀抑或預設：馬克思‧舍勒對康德倫理學的現象學批判及其意義》，頁 196。
196 參阿弗德‧休慈( Alfred Schutz ) 著，江日新譯，《馬克斯‧謝勒三論》，頁 96。



75

第四章 謝勒同情感現象學的重構

首先對於傳統上同情理論進行全面性的描述，筆者將從歷史上的向度展開

論述，由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為主要論述對象，兩者皆以同情視為倫理學

的基本原則。然而，謝勒對兩人的論述是不滿意的，再者，同情理論在哲學史

上也有相當的建構，如移情論、類比論…等。此外，在現象學史上，史坦茵承

襲其師胡塞爾的移情共感，筆者也將對此進行論述。在描述之後，筆者將開始

進行重構，也將是本章節的第二部分，為本章節之安排。

壹、 對傳統同情理論的批判

一、 同情理論的歷史發展

關於同情，在蘇格蘭啟蒙時期，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的理論中佔有重

要地位在於兩方面，首先，它被視為對我們獲取他人想法的內容之重要關聯，

以及預測和解釋他們將會如何去想、去感受和去做。第二，它被視為是對他者

倫理地回應之重要關聯，使得我們不僅是獲取對他者受苦的感受，而且是以適

切的倫理方式做出回應。並且，兩者皆是將情感視為重要的道德基礎，特別在

於同情他人的情緒的能力更是成為道德底蘊的關鍵。而同情有兩種不同的角

色，第一，我們對別人的困境以同情去關心，並以道德上的方式實行我們的行

動是重要的，在構成和維持社區也是核心關鍵，並且是相互有利。其次，同情

至關重要，正如所看到的那樣，我們有能力贊成（或不贊成）行動、動機，和

角色是道德的，因為我們這樣的能力可去判斷行為、動機和角色是否道德。197

如休謨和亞當‧斯密所看到的，我們的能力使道德判斷在加強和支持中起著至

關重要的作用，使得同情成為社區群體的紐帶是可能的。198他們允許所有同情

                                                
197 Schliesser, Eric (ed.). Sympathy：a history, p. 210.
19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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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情況—無論這情感的分享是正面還是負面，在同情的情況下，他們都認

為，不僅是當同情一個正在遭受痛苦的人或者以其他方式遭受嚴重損害的時

候。對於他們來說，同情的想法讓我們產生積極的感覺，是不亞於消極的感

覺。199對於解釋道德判斷的本質的作用至關重要。接下來將對於休謨關於同情

的論述做一初探。

(一) 大衛‧休謨對「同情」的論述

大衛‧休謨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40)倡議同情的

概念做為多種心理學的現象的解釋，包含從一個人至另一個人的情感傳遞，道

德回應和慾望的形成，以及美學的回應。200此外，休謨將那些在我們本性之中

不屬於理性，但卻具有感性的部分統稱為「情感」(passions)或稱為激情，包含

著我們人性中所擁有的各式各樣的情感，這些皆是「原初的存在」，休謨以此

來強調這是隨著我們的本性所被賦予給我們的。201而休謨試圖找尋道德的根據

的原則，在這些原則當中，最基本的即是所謂的「同情」原則。對此，我們需

要釐清何謂休謨所謂的「同情」概念。在日常的意義上，同情指的是我們對於

一個陷入困境的人所表示出的憐憫與關懷，好比說，對於失去父母的孩童表示

同情。然而，在此，休謨是在一種衍生意義上來闡述同情的概念，也就是說，

同情指的是當我們因為親眼看到他人的幸福或痛苦所受到的影響的能力。亦即

—

                                                
199 Ibid, p. 212.
200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 X.
201 參徐向東，《自我、他人與道德—道德哲學導論 上冊》(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07 )，

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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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種影響，我們把我們對他人的情感所產生的觀念轉化為我們自己的

一種印象。202

換句話說，我們是根據我們的感受來推論他人的感受，尤其是當我們設身處地

地想像我們就處於他人的所處的處境之中，此時，我們對他人的情感就會更加

強烈。對此，所謂同情，休謨主要是指：

我們把我們對他人的所產生的觀念轉變為我們自己的印象的一種能力。

例如，我看到別人痛苦，這個知覺就在我這裡產生了一個痛苦的觀念，

通過把這個觀念與我自己對痛苦的體驗聯繫起來，我就產生了一種對別

人痛苦的體驗，這個體驗最終使我對別人產生了一種同情。203

關於休謨對於同情的定義，他認為是人類本性的能力，對於「接收藉由溝

通」，對他者的「傾向和情操」，然而是不同的或者說是相反的對我們而言。

這是休謨所描繪的關於同情作為溝通情緒的能力；休謨的討論關於情緒的轉移

概念根源對理解同情作為情感轉移的情感。204再者，對於休謨而言，同情是人

性的基本原則，這也就是說正常人皆具有同情的能力以及同情心。同情是屬於

間接情感，更進一步說，我們會注意到，我們並不會對所有人皆表示相同的同

情，這是由於同情是受到相似性(resemblance)、鄰近性(contiguity)和因果性

(cause and effect)的影響。

                                                
202 同上註。
203 同上註，頁 199。
204 Oxley, Julinna C. The Moral Dimensions of Empathy : Limits and Applications in Eth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Basingstoke :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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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似性(resemblance)：如果某些人跟我有相同的背景，共同的興趣以及生

活觀念，如此一來，他們的情感就較容易打動我；如果有另一群人與我是

鮮少有相同之處，背景與觀念差的十萬八千里，那麼就很難受其觸動，這

是相似性差異的緣故。

2. 鄰近性(contiguity)：舉例說明，當我的好朋友罹患癌症，我的心情會感到

無比的沉重；比對我在新聞上看到一個我不喜歡的人物得到癌症，那麼我

的心情是沒有比起我的朋友得到癌症來得沉重。這是由於接近關係遠近的

原因。

3. 因果性(cause and effect)：好比說，今天我的家教學生在我的教導之下，學

測考了高分，如願上了滿意的大學；相比媽媽朋友的小孩，同樣也考了相

同的分數，也考上相同的大學，我所喜悅的程度就沒有對於我家教學生考

上來的高，這是由於因果關係的緣由。

接下來讓我們繼續看休謨對於同情的論述：

當某種感情通過同情心而被注入到心中時，它一開始只是通過它的結

果，以及通過在臉色和交談中那些傳達這種感情的觀念的外在跡象而為

我們所認知。這個觀念不久就會變成一個印象，並且取得了如此一種程

度的力量和活潑性，以致變成了那種情感自身，並且產生了與任何原始

的感情同等的情緒。205

                                                
205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Reprinted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 in three volumes 

and edited, with an analytical index, by L.A. Selby-Bigge, M.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6), p. 

167.中譯採用石碧球譯，《人性論》，頁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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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通過呼籲他的一般思想理論的兩個獨特方面來解釋這一轉變。 第一個是

（不切實際的）觀點，經驗的觀念和它是一個觀念的經驗之間的差異只是一個

相對的活潑性，其觀念是，實際上只是一個不那麼生動的經驗版本。第二個方

面是，在某些情況下，由於某些聯想，觀念可以達至一個觀點，即它們成為他

們是觀念的經驗（或至少是一種經驗）。206 與這兩個觀點，休謨提出同情另一

人，我們是想像我們自己在他人的處境之中，或者看到我們自己如同以某種方

式聯繫著另一人，並認為，我們對我們自己的永恆印象的活潑性（被同情他人

的事物所帶來的）的活潑性轉移到情感的觀念，從而將其轉化為情感。在此的

同情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它將一個觀念變成一種印象，以及只是一個觀念

造成的印象。當有人生氣的想法導致他將難以應對，然後又頭痛或焦慮的觀念

時，沒有同情在其中作用。但有人的憤怒的觀念正在造成痛苦。沒有一部分結

果涉及把自己放在另一個人的處境中。207此外，休謨使用以下這個一般的論述

來表示同情地解釋我們的模式中一些有趣的變幻莫測的同情：

我們自己同任何對象之間的關係越強，想像就越容易做出這種轉移，並

且總是將我們在形成自我人格的觀念時的那種概念的活潑性傳達到相關

的觀念之中。208

舉例來說，他指出，與其他人（在我們同情時正在發揮的作用）的壓力下競爭

也有壓力將我們與他人（相反的方向）進行比較。的確：

                                                
206 Schliesser, Eric (ed.). Sympathy：a history, p. 213.
207 Schliesser, Eric (ed.). Sympathy：a history, p. 213.
208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 167.中譯採用石碧球譯 ，《人性論》，頁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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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比較來判斷對象，要比通過那些對象的固有價值而進行判斷更

多ㄧ些；當一個事物與同類中較高級的事物相對時，這個事物就會被認

為是低劣的。但是，沒有一種比較比涉及到我們自己的比較更為明顯，

因而，這種比較在所有的場合下都會發生，並且混雜有我們大部分的情

感。這種比較在作用上與同情是直接相反的。209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注意到有人快樂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和自然的同情反應

可能是感到高興。210也就是說：

對他人快樂的直接觀察自然會給予我們快樂，因此，當語我們自己的快

樂相比較時，就會產生一種痛苦。就其自身來考慮，他的痛苦是使人痛

苦的；但這種痛苦卻增大了我們自己的幸福觀念，並且給我們快樂。211

休謨認為同情是否為比較，取決於我們的觀念對另一個人的快樂或痛苦的生

動。 這個想法越生動，休謨認為的可能性越大，我們會同情，並不是與另一個

人比較。212休謨認為與所同情對象的關聯性越強，同情也就越深厚，關係越疏

遠則同情就越少，如前面所提到。

而當同情（而不是比較）發揮作用時，它的作用是將一種印象（即，快樂

或痛苦）的觀念轉化為相應的印象。對於休謨所論辯的來說，可能會有一些情

感，它的觀念不能變成自身的情感。比如說，感覺粗糙如砂紙的觀念絕不可能

                                                
209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 303.中譯採用石碧球譯 ，《人性論》，頁 1211-

1213。
210 Schliesser, Eric (ed.). Sympathy：a history, p. 214.
211 Hume,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p. 303.中譯採用石碧球譯 ，《人性論》，頁

1213。
212 Schliesser, Eric (ed.). Sympathy：a history,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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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成觀念自身，同樣地，對他人忌妒也不會轉為忌妒的觀念。然而，同情的

程度確實有效地將某人的悲傷或恐懼的觀念轉化為悲傷或恐懼，以及某人的快

樂或興奮的轉為快樂或興奮的觀念。213

以下，將開始介紹有關亞當‧斯密對於同情的論述：

(二) 亞當‧斯密的同情倫理學

著有強調個人利益考量而廣為人知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作者亞當‧斯密其實還有另一本重要著作，名為《道德情操論》

(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1759)，闡述道德基礎的判斷是以同情原則來

進行的。而同情是人先天所擁有的本性，也就是說，人與生俱來就有同情的能

力。此外，亞當‧斯密指出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同情另一個人，我們不是簡單

地想像自己在這個人的情況下，我們（在我們的想像中）佔有這個人的性格和

承諾。214史密斯是有志於確認同情的存在（連同其耐人尋味的複雜性），並用

它來解釋贊同(approbation)和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的性質。215

亞當‧斯密認為我們當我們觀察某人正經歷一強大的情感狀態時，我們被

一種人性的能力所充滿，也就是體驗到了「同情感」(fellow-feeling)，一種不可

抗拒的傾向。216這種同情感有許多種形式，可以是對哀傷的感到可憐，對悲慘

的感到痛苦，對成功的感到愉悅…等等。我們也許在經驗一感受的狀態時或多

或少會與觀察者的感受狀態相符，比如說與一位受到驚嚇的人分享驚恐，或者

我們也許經驗一情緒如對乞討者感到可憐，這似乎廣泛地兼容，但又不完全一

樣。217而這同情感受又是源自於何呢？亞當‧斯密認為同情是可能的，是完全

                                                
213 Ibid, p. 216.
214 Ibid, p. 217.
215 Ibid, p. 219.
216 原文為“Smith felt that we are imbued by nature with an ability, in fact a near irresistible tendency, 

to experience a“fellow-feeling”when we observe someone experiencing a powerful emotional state.”-

( Mark H. Davis, Empathy :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p. 3.)
21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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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想像力的力量，由於我們的感覺不能完全告訴我們另一個人身體的和情感

的體驗。218何謂想像？有重要不同的方式一人也許想像自身在另一人的位置。

特別是，確切地說，自己和受同情角色的多少特質能夠轉移過去，可能會徹底

改變人們的感受。219

亞當‧斯密是這樣來說同情的，首先，我們是憑藉著想像，故說道：

只有靠想像，我們才能形成對他的感覺的觀念。也只有靠想像，我們才

能體會，如果我們是他的話，這代表的是什麼意義。我們想像力抄襲的

是我們自己印象中的感覺，而不是他感覺的印象。220

也就是說，好似我們進入他人的身體之內，將他人的痛苦視為自身的痛苦，這

痛苦是會對我們產生影響的，而這樣的想像，還會因為生動或著遲鈍，對於所

產生的情緒還會有程度上的差別。還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他還強調了當我處

在他人的境況之中自身所感受到的感覺，亦即提出所謂情境轉換。所謂的情境

轉換，亞當‧斯密認為：

靠著想像，我們把自己的感覺放到他的情境內，並想像我們自己受到同

樣的折磨。好似進入他的身體一般，我們變成了他，因此有了他的感

                                                
218 原文為“ Smith argues that it is solely through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that sympathy is possible, 

because our sense alone can never fully informs us of the physical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s of 

another.”-( Ibid.)
219 Schliesser, Eric (ed.). Sympathy：a history, p. 217.
220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11.中譯採用康綠島譯，《道德情操論》，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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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這些感覺可能比較微弱，但不會和他的感覺不一樣。當他的痛苦變

成我們自己的痛苦，這痛苦就會對我們發生影響。221

也就是我們之所以對他人不幸有同情的根源，亦即藉由設想與所同情的對象易

地而處，情境轉換，如此一來，我們才會對受苦難的一方的感受有所感受，而

受同情一方的感受也才會影響到我們。

而亞當‧斯密所謂的同情，可區分成五種，如下：

同情的五個面貌

1. 習慣性的同情(habitual sympathy)：

亞當‧斯密認為，我們所稱的「感情」(affection)不過是習慣性的同

情。我們關心我們的產生「感情」的對象—我們渴望促進他們的幸福或防

止他們的痛苦—這可說是習慣上的同情或其必要後果的實際感覺。親屬通

常被放置在自然地形成這種習慣性同情的情況下，並且預期在這種情況下

會有適度的感情。222也就是說，當我們發現沒有這預期的自然感情的同情

對待時，會感到震驚，甚至是會有憎恨出現。再者，由於在此有一份期待

感產生，一條一般性的規則就建立起來了，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遵循這條

自然的規則，具有某一定親屬關係之間若未聯繫起來，似乎就成了不合宜

的關係，也成了家庭倫常失衡的原因。

2. 勉強的同情(constrained sympathy)：

                                                
221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11.中譯採用康綠島譯，《道德情操論》，頁

13。
222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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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生於同事或鄰里之間的勉強的同情，這是為了適應必要的或有

利的彼此包容，前提是他們是理性的，才會趨向自然的和諧一致，比如

說，辦公室的同事之間彼此和睦相處，情誼就好比真的兄弟姊妹般，由於

如此，才能為彼此帶來便利，在鄰里之間也是如此。

3. 自然的同情(natural sympathy)：

亞當‧斯密指出，所謂自然的同情即是：

對一個人的感情，那完全建立在對他良好行為的敬重與肯定上，加

上經過許多經驗與長期交情的感情，是目前最值得尊敬的。這種友

誼的來源，不是受到限制的同情，也不是為了方便而容忍成習慣性

的同情，而是來自一種自然的同情，來自不受意志控制的感覺。那

感覺告訴我們，對於我們有感情的那個人，是被敬重與肯定自然又

合宜的對象。這種友誼，只會存在有美德的人當中。223

唯有品格高尚的人，會以美德為基礎，並且珍重美德、依戀美德，這是在

所有依戀中最高尚的，也是最幸福的。如此恆久堅毅的美德，亞當‧斯密

認為，若友誼是建立在與高尚行為無關的相同嗜好、娛樂或消遣上，不可

說是神聖的友誼。

4. 同情的感激(the sympathetic gratitude)：

                                                
223 Smith, Adam.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264.中譯採用康綠島譯，《道德情操論》，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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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認為，我們必須對於施恩惠給我們的人更加給予幫助，由

於我們已經受到人家的恩惠，在其他需要我們協助的人之中，優先要被我

們協助。這正是所謂公正的旁觀者所看到的「同情的感激」。

對於受惠者忘恩負義的卑劣作風，旁觀者普遍的義憤，有時候甚至

會普遍提高施惠者應受獎賞的感覺。因而，仁慈的人絕不會完全失

去他的仁慈所結的果實，即使他不一定能從他應當可以採集到果實

的那些人身上採集到果實，他也幾乎一定可以從旁觀者身上採集

到，而且往往還多得多。224

也就是說，必須以行動證明我們對於施恩惠者的愛來表達我們的謝

意，也許不會與恩惠相等，但是如此真心的仁慈恩惠，必然也生出仁慈之

心來應對。

5. 對不幸者的同情(fellow-feeling for the miserable)：

亞當‧斯密分析階級差距與社會結構的問題，認為社會的和平與秩

序，大多是自然對有權勢的人懷有尊敬為基礎而建立。然而，我們對於貧

窮之人的憐憫與同情，是我們救助他們的原因，但相比之下，還是非常不

足。若我們是有智慧與美德之人，就應該知道不該迷戀在掌控權勢的遊戲

之中，而是要能看出這其中的偏差，並且試圖改變。

綜上五種同情，要依據什麼規則來順應情感，亞當‧斯密是認為，必

須在我們心中想像一個公正的旁觀者，才能做出最正確的決定。也就是

說，如果將我們放置於他人的立場之中，用他人的眼睛來看待我們自己，

如此一來，就能做出正確的道德判斷，因為，他人的聲音不會欺騙我們。

                                                
224 夏紀森，《旁觀者的同情：亞當·斯密的倫理學思想研究》，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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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情理論的系統建構

(一) 移情論

李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使用 Einfühlung 來解釋人們如何經驗美

感客體(aesthetic objects)以及他們如何知道他者的精神狀態。他可說是確定受到

美學討論的影響，然而李普斯也可能受到休謨對同情命題的影響，由於他是休

謨《人性論》德文翻譯的正規譯者，並且指導多個關於休謨的哲學論文。對李

普斯而言，Einfühlung—從字面意思來說是「進入感受」(feeling-into)，「指的

是基於自然本能的內部模仿或內部共鳴的過程，並使我們模仿我們在物理和社

會對象中感知的運動和表達。」225李普斯宣稱當我們見到外國的表達手勢時會

有傾向去複製(reproduce)，並且這傾向也喚起通常與表達相關的感覺。他稱這

種過程是本能的。接者，提到一種移情的本能(instinct of empathy)並認為這包含

兩個組成部分：一為導向模仿的驅動(a drive directed toward imitation)；另一為

導向表達的驅動(a drive directed toward expression)。李普斯指稱：

這種感覺是自身被表達所喚起並歸因於通過他者的投射。這感覺被投射

在感知手勢或者在其之上，從而形成人際關係理解的形式。226

我們經驗他者的感受如同我們的，因為我們投射我們自身的感受在他者之上。

以類似的方式，我們經驗美學對象的屬性作為我們自己的，因為，根據李普

                                                
225 原文為“referred to a process of inner imitation or inner resonance that is based on a natural instinct

and causes us to imitate the movements and expressions we perceive in physical and social objects.”-

(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XII.)
226 “it is feeling in myself evoked by the expression that is then attributed to the other through 

projection.”-( Decety, Jean (ed.). Empathy : from bench to bedsid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12),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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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美感客體在身體被表達和運動所引出的是相同的反應，並且我們投射這些

內在主觀特質在其上面。227

然而，對於移情論的批判在於依照李普斯的意思是指當我看到一個人正在

害怕，在痛苦中，這意味著我也跟著害怕，在痛苦中。的確，如果模仿是為了

解釋性的目的，我自己感到害怕還是痛苦應該優先，而不是跟隨我意識地認識

另一個人的恐懼、痛苦。但是，如同謝勒所認為，也許我們可以從一隻正在搖

著尾巴的狗判斷狗見到我們很開心，然而這並不要求我們去模仿我們自己的表

達。228也就是說，雖然我們不會模仿動物的表情方式，但我們卻可以理解牠們

的經驗，在此，表情與經驗之間的關聯有著根本的聯繫基礎，這樣的基礎是獨

立於人類獨有的傳達表情之外。也因為如此，我們才能知道表情不足以傳遞經

驗，更有表情所表達的與表情所要表達的差異與矛盾。還需要注意的是，單單

是模仿他人的表情也不足以解釋理解他人的內在生活。更進一步說，這也無關

一種有意向性的理解行為或者是情感以及經驗的重現。由於，我擁有類同於他

人經驗的經驗，跟理解這個人也是毫無關係的。229

模仿，即便僅是作為一「傾向」(tendency)，已經預設了某種對他人經驗的

熟悉，也因此不可以解釋這裡的他人到底在做什麼。例如，如果我們非自願地

模仿一個恐懼或喜悅的姿勢，模仿的產生絕非僅是藉由姿勢的視覺影像；模仿

衝動的激起只有當我們已經理解這姿勢是作為恐懼或喜悅的表達。如果這種通

曉自身只有藉由模仿的傾向和重現(reproduction)那些先前經驗的恐懼或喜悅(加

上那些被重現的他者的移情式投射)才有可能的話，很顯然的已經落入循環論

證。230

再者，李普斯與史土寧(G. Störring)一樣，認為：

                                                
227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XII.
228 Decety, Jean (ed.). Empathy : from bench to bedside, p. 5.
229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1.
230 Ibid,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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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伙伴感都是衍生自一種情感的重現(reproduction)，並且認為在這

樣一種感情重現後，(這些情感是我以前有過的感受)，還會有進一步的

「移情」(empathy)過程發生，藉此以將這些重現的感情植入他人的身

上。231

然而，這很明顯是錯的，由於事實上我們知道在伙伴感的現象之中，他人的情

感在某些意義上來說，皆是「被給予」(given)的，並且是既有的，這是史土寧

未曾解釋過的印象(impression)。232

(二) 聯想心理學

聯想心理學主張藉由聯想與感性作用來重新建構他人的形軀外表。也就是

說，當我面對一對象時，在一開始的時候藉由感性作用(sensation)進而經驗到一

堆零碎的與件(聲音、顏色等)；需要藉由聯想(association)來將這些複雜零碎的

與件重構(to reconstruct)並且組合，以看出事物的整體面貌。接者，運用類比

(analogy)來將他人的外在舉動來與我個人的形軀舉動做比較，亦是以外在知覺

(external perception)來感知他人的外在形態；藉由內在知覺(internal perception)來

感知自己形軀之下所反映的心理狀態，以此比擬他人是否也有類似的反應。在

此種情形之下，是以推論來論斷他人的情緒。233簡言之，哈特萊所主張的聯想

心理學是否真的能夠感受到他人的內在情緒，是值得懷疑的，由於僅藉由他人

的外在表徵狀況來進行推論(inference)，也不曾回應其感受，這是謝勒無法接受

的說法，對此，更進一步看何謂類比論證以及其缺失。

                                                
231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45.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57。
232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p. 45-46.
233 筆者參考關永中，《謝勒與知識社會學》，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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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類比論證(argument of analogy)

類比論證或稱為類比推論是被當作一種起源學說，在對他者的認識時，將

他者作為類比項，比如我看到他者正在哭泣，比較我之前正在哭泣是因為歷經

哀痛，所以推論他者也正在經歷哀痛。然而，這很明顯是有缺失的，我們在此

所獲得僅是對他者狀態的認識或立義(apprehension)；我們並未感受到他的情

緒，理解或回應他，在此方式中。234因此，謝勒否決以類比推論的方式來對他

者進行認識。

再者，由於這裡存在一個無法否認的現象學事實，即是我們在知覺對象時

是直接知覺對象的整體。也就是說，我們是原初地經驗事物的整體，之後才針

對其細節慢慢進行分析，分析其中的與料。並且，我們在整體知覺對象時是連

同對象的內心狀況一同知覺。進一步說明，基於現象學立場，當我在經驗他人

時，那些首先被給予(given)的不是純粹他人的外在形軀而已，也不是一堆零零

碎碎的與料，則是將他人的身體是一「表情場地」(field of expression)，他人的

身體使得我直截地掌握他人的內在情緒，此時，形軀、表情、情緒是一個整

體，也就是說，是在知覺其整體為前提之下來把握他人的情緒。235謝勒認為，

我們會察覺到一種經驗，也就是必然會發現某個主體的存在，這是由於在個體

(individual)和經驗(experience)之間存在著可直覺的內在聯結(intrinsic

connection)；在此無須用到移情的涉入。這是因為我們可以區分在我的個體之

外還有其他獨立個體存在，而且我們永遠無法完全通曉的獨立個體，沉浸在他

自己的心靈經驗之中。謝勒是這樣推論的，這另一人就如同我自己—有屬於自

己絕對個人的領域，也就是永遠無法給予我們的領域。然而，在那領域內的經

驗會以「表達性現象」(expressive phenomena)給予我們，重申一次，不是藉由

                                                
234 Willibald, Reverend Ernest. Scheler's phenomenology of community, (Ann Arbor, Mich. :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 2008 printing, c1964), p. 91.
235 筆者參考關永中，《謝勒與知識社會學》，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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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而是一種直接地透過一種原初的感知(perception)。有些醫生或科學家宣

稱，我們就是在他人臉紅時覺察到害羞；在笑聲中覺察到歡樂。也就是說，

「我們唯一最初的材料是我們的身體」(our only initial datum is the body)—這種

說法是完全錯誤的。236由於在此所指涉的關聯應是象徵性的(symbolic)，而非因

果關係。我們可以對他者進行洞察，只要我們將他者的身體視為他們經驗的

「表達的場所」(field of expression)。舉例來說，看到一雙緊握的雙手，「請

求」(please)的訊息與雙手作為物理客體給予我們，就視覺現象而言。237在此要

注意的是，表達性現象的特質和經驗的特徵顯示出一種特殊的聯結，也就是不

依靠我們先前熟識的真實經驗，也不以我們對他人表達性現象的熟悉為轉移。

238

再者，透過類比推論是以物理因果關係來論斷他人的感受。將他人的外在

表情作為「果」，推己及人，導出並推論他人內在情緒的「因」，這樣的路數

不僅違反經驗事實，也無法體悟到他人內在情緒真正的底蘊，更無法確保這樣

的類比推論的進路不會出錯。

除此之外，謝勒指出單憑經驗性心理學(empirical psychology)是無法解決內

省的性質，或者—

解釋內省(innerer Wahrnehmung；internal awareness)中的對象如何能在眾

多的自省者身上的眾多實現中欲以嚴格的確認。239

由於其在一開始就視所有問題為理所當然，經驗心理學預設確實存有其他的人

及動物，並且都有著一種可供觀察的心靈。

                                                
236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0.
237 “the ‘please’ is given exactly as the physical object is for the latter is assuredly given as an object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it has a back and an inside), in the visual phenomenon.”-( Ibid, p. 10.)
238 Ibid.
239 Ibid, p. 221.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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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同樣地認定在客觀的時間裡有心靈事件的真實發生—不僅存有現在

當下的意識經驗，過去、未來的真實經驗也同樣存在，這些經驗或多或

少都進入了意識，並且進而發展成內省、關注及觀察。240

而它假設一切保持在內省和反身行為或功能以及通過立即保留經驗提供給觀察

的與料的傳遞性，並隨後以命題形式表達; 並且還假定可以理解這樣的信息。

241也就是說，當下經驗所提供給觀察的與料，都被認為是可以傳達的，也認為

這類的資訊是可以理解的。

謝勒對心理學理論的批判還有三點：(1)他認為在他者問題的處理以及相關

研究，必須考量到正在成長的兒童對他者的經驗，不能只顧及到成人的情況。

(2)相對於「他者」之我所做的類比推論和理解，都是以「他者」必須首先已經

在那裡為前提，並且，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對他者的表情動作熟悉。因此，這

些理論是已經是以他們所欲建立的東西為前提。(3)欲知道另一個人存在並非必

定要他的身體活生生的在場，由於，他的心靈就已經可以被給予，所以是可以

不論身體是否在場的。242

三、 史坦茵現象學的移情理論

胡塞爾與史坦茵(Edith Stein，1891-1942)皆批評李普斯對移情(Einfühlung；

empathy)的論述，然而並不全盤否認，而是修改其理論，發展出他們自身的論

述，尤其在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ktivität；intersubjectivity)的問題之上。廣義而

                                                
240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21.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296。
241 “it assumes the communicability of everything vouchsafed in internal awareness and the reflexive 

act or function, and of the data afforded to observation by the immediate retention of experiences, and 

subsequently expressed in propositional form; and it also assumes that such information can be 

understood.”-(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21.)
242 參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p. 82-83.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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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交互主體性的問題有時是指涉關於他者心靈(other minds)的問題，關切我們

是否以及如何知道他者的精神狀態。243胡塞爾與史坦茵同樣駁斥「類比論證」

(argument of analogy)，並傾向移情的觀點。對他們而言，移情是意識獨特的模

式，透過我們直接經驗他者的思想、情緒和慾望；它使得我們能夠經驗他者如

「有心智的」(minded)。史坦茵認為移情是我們如何去經驗陌異的意識，描述

其為「交互主體經驗的基礎」(the basis of intersubjective experience)，以及「目

前外在世界可能知識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possible knowledge of existing 

outer world)。史坦茵強調移情的交互主體以及關係的向度，認為移情不僅使得

我們理解他者，並且理解我們自己如同別人經驗我們。244

史坦茵在其《論移情問題》運用現象學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的

方法來研究移情(Empathy)的本質，故說：

所有關於移情的爭論都建立在這個隱含的前提上，即是陌生主體即其體

驗行為都被給予了我們。245

史坦茵的現象學方法承襲其老師胡塞爾，並認為在此不是以自然經驗為基礎，

而是將整個周遭世界、物理和心理物理的之物，人和動物的肉體與靈魂都必須

被排除或還原。更進一步說明，然而，我的體驗行為不應該被排除—

                                                
243 Coplan, Amy.、Goldie, Peter. (ed.). Empathy :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

XIII.
244 Ibid, p XIII.
245 “All controversy over empathy is based on the implied assumption that foreign subjects and their 

experience are given to us.”-(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translated by Waltraut Stein, 

(Washington, D.C. : ICS Publications, 1989), p. 3.中譯採用姜丹丹、何乏筆主編，張浩軍譯，《論

移情問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2014 )，頁 23。)



93

但是，「我」，作為進行體驗的、考察作為現象世界和我自身的人格的

主體，在體驗行為之中，而且只在體驗行為之中。「我」像體驗行為本

身一樣，是不可懷疑，也不能排除的。246

所有陌生的體驗行為，其被給予性都指回像體驗行為在其中被把握的行為基本

性質上，這些行為命名即是移情，史坦茵的任務便是在最本質的一般性把握中

描述移情行為。史坦茵以其他行為與移情作對比來闡述移情，首先，她舉出一

個例子，亦即當一個朋友迎面過來，告訴我他的弟弟死了，而我也意識到他的

痛苦，史坦茵想理解的是這種意識本身是什麼，而非如何來的。對此，史坦茵

藉由外感知(outer perception)來與移情作比較，很顯然的，在上述朋友訴說弟弟

死了的時候，我並沒有獲得痛苦的外感知。

痛苦不是一物，並且也不能像一物一樣被給予我，即使當我在痛苦的表

情中意識到。我感知這個表情外在的，並且痛苦與這種表情合而為一(at 

one)被給予。247

也就是說，移情，不具有外感知的特徵，然而，並不一定是說移情不具有如此

的原初性，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何謂原初性(Primordiality)以及非原初性(Non-

primordiality)。

史坦茵指出，除了外部世界之外，觀念化(ideation)也是原初地被給予。在

觀念化中，我們直觀地把我到本質，爾後，重要的是，我們那些種種經驗如其

                                                
246 “But ‘I’, the experiencing subject who considers the world and my own person as phenomenon, 

‘I’am in experience and only in it, am just as indubitable and impossible to cancel as experience 

itself.”-(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p. 5.中譯採用姜丹丹、何乏筆主編，張浩軍譯，

《論移情問題》，頁 25。)
247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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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地被體驗並且在反思中被給予的那樣，具有原初性的特徵。現在的問題

是：以情是否具有我們原初經驗的原初性？在此，涉及一種行為—

它與當下的體驗一樣原初，但是依其內容來說，它卻又是非原初的。248

當它出現在我面前時，其所面對的是一個作為客體的我，好比說，我在他人臉

上所看到的悲傷，但是，當我進一步去探究其隱含時，也就是說當我試圖去把

我他人的情緒的時候，此時的它就不再意義上的客體，而是已經把我拉到它裡

面了。因此，我不再是轉向其內容而是轉向其客體，我是處在主體的位置上。

當我沉浸在他人的喜悅時，我沒有感受到原初的喜悅，而我所體驗到的喜悅並

沒有從我的我中獲得如此曾經鮮活的像被回憶的喜悅般那樣，只不過是想像

的，沒有現實的生命在其中。也可以說，我們在移情中有一種自成一類的經驗

行為。249

除此之外，史坦茵延續許多李普斯移情理論的觀點，一致的地方在於，把

移情稱作一種經驗型的行為；而分道揚鑣的地方在於，以被回憶、被預期或被

移情的體驗主體不完全是一個客體，在此觀點上仍然一致，但是，史坦茵不認

為這個主體與被回憶、被預期或被移情的「我」是同一個我。

(一) 移情共感與同感(Mitfühlen；fellow-feeling)

史坦茵是這樣說道，如果移情在令人高興的事情原初的喜悅把握能持續存

在的話，而且如果他人確實意識到事情是令人高興的，那麼我們可以把這種原

初的行為叫做與他人同樂(Mitfreude)，或者，更一般地說叫做同感(Mitfühlen)。

                                                
248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p. 10.中譯姜丹丹、何乏筆主編，張浩軍譯，《論移

情問題》，頁 32。
249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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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共同感受的喜悅是與被移情的喜悅在內容上完全不同。(就質性而言，

它們確實不同，因為一個是原初的體驗，而另一個是非原初的體驗。)250

可以看出原初性與非原初性是移情與同感(伙伴感)兩者之間的差異。

史坦茵在深入分析謝勒關於陌生意識(foreign consciousness)的理解中提及，

指出，根據謝勒：

我們內在地感知陌生的「我」及其體驗行為，就像我們敢之我們自己的

「我」那樣。251

在一開始的時候，有一個「中立的經驗流」(a neutral stream of experience)，即

是我們自己的和陌生的經驗都是逐漸從這個經驗流中形成的。此外，對史坦茵

來說，移情共感是我們對「異我」(das Fremde)經驗的來源。她舉例說明：當我

看到有人臉紅就知道她為自己感到害羞。也就是說，當有朋友跟我說他失去了

母親，我能感受到他的悲傷。史坦茵表示，我們向來無法直接地知覺到他人的

痛苦。我們可以直覺到生活在別人的經驗之中，但我並無法用原始的方式來自

己經驗。因此，對史坦茵來說，移情共感不是一個判斷、推理或一般的觀念

化，而是一個已經被建立起來的經驗。252

                                                
250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p. 14.中譯採用姜丹丹、何乏筆主編，張浩軍譯，

《論移情問題》，頁 38。
251 Stein, Edith. 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 p. 27.中譯採用姜丹丹、何乏筆主編，張浩軍譯，

《論移情問題》，頁 55。
252 參德穆.莫倫( Dermot Moran ) 著，蔡錚雲譯，《現象學導論》 ( 新北市：桂冠圖書出版，

2005 )，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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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謝勒同情感理論的內涵

謝勒認為傳統同情理論無法展現出同情感的真正內涵，但也不是完全否

認，而是在以謝勒的現象學直觀的分析後，可將同情感作更精闢的描述，如下

述。謝勒對於同情感現象的探討特別指出了同情感與指向我們所謂同情的人的

類似行為之間的差異，這些行為好比說，對於他人的情感理解(Auffassung)或領

會(Verständnis)，這兩者之間很難嚴格作區分。253以及在這些情感中不必再一次

完全體驗即可在其中再現的追復感受(Nachfühlen)。而謝勒指出對於交互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的情感經驗有四種類型。它們即是同情感的基本形式：

一、 受群體影響的單純情緒傳遞/情感感染(DIE 

BLOßE GEFÜHLSANSTECKUNG；MERE 

EMOTIONAL INFECTION) 

在此指得是一種受他人情感的「感染」(infection)，這種形式最早發生在群

眾的行為之中。例如，一群動物看到牠們的領導者表現出不安的訊息，連帶著

跟著不安起來，這套用在人類身上也適用。然而，這種情況的特徵是個體之間

完全缺少理解。確實，情勢越純然，也就是說連最基本的理解都說不上的話，

這些特徵會越明顯，參與者會將發生在他身上的經驗看作是屬於他自己的原初

經驗，使得他完全無法意識到這是他所受到的感染。254

在此，根本沒有所謂的伙伴感(fellow-feeling)出現。單純的情感感染即是，

試想以下這種情況，在一個由一群婦人所組成的小團體聚會中，有一位太太開

始訴說她的哀痛，小團體中的成員聽了這哀傷的語調受到感染，不禁淚流滿

面。不得說，這是與憐憫(pity)無關。在此不是對他人歡愉或苦痛「感受意向」

                                                
253 參[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Spiegelberg.H. ) 著，王炳文、張金言譯，《現象學運動》，頁

406。
254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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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ng of feeling)，也沒有任何參與她的經驗。相對而言，情感傳染的特質是

指發生作為情感的傳遞狀態，並且不是以任何對他人歡愉的知識(knowledge)作

為前提。因此，某人可能僅在之後才注意到，他自身身上的哀傷感，是因為在

前幾個小時所參加的聚會所受到情感傳染所產生的。在此的哀傷自身沒有指向

其原初的來源；只有從因果考慮而來的推論才清楚這從何而來。對此種傳感

(contagion)並不絕對需要他人的情感經驗(emotional experience)。即使是在此感

受客觀的(objective)面向，附屬於自然的客體物，或者氣氛中所辨別如春天風光

明媚的寧靜，一個下雨天的抑鬱，房間的悲傷—這些都可能使我們的情緒受到

傳染。255

謝勒對這些大氣和自然特徵的描述作為感覺特徵包含了真理的核心。 這些

特徵與感性態度的感覺相似；因為它們擁有質量和流動性。然而，將它們稱為

情感(feelings)是不完全準確的。情感的概念是擁有質量與流動性沒錯，但是必

須被人或動物存有所經驗，並將這一概念應用於無意識和自然的物理特徵是改

變其意義。256

此外，這種傳染的過程屬於非自願性的。它的特點在於回到其原點再出發

的傾向性，這種感受的集結衝力就好比雪崩。被傳染所導致的情緒再次(again)

再現自身藉由表達與模仿，所以傳染的情緒增加，再一次再現自身，並持續如

此。好比在一個情緒激動的群體之中，甚至公眾的輿論就是如此形成的，這種

自主性傳染的相互效應(reciprocal effect)，往往將導致情感總體的膨脹，便可能

發生行動著的群體整個行動場面都失控的情形，由於這行動的群體超越了所有

個體的意向，並且作出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的事情。事實上，重點便在於「正

是這種傳染的過程從自身產生了那些超越任何個體意向的目的」。257儘管這種

                                                
255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5.
256 Smith, Quentin Persifor. The phenomenology of feeling : a cr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feeling in Husserl, Scheler and Sartre, (Ann Arbor, Mich. :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 2008 printing, c1977), pp. 171-172.
257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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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過程不是出於自願的，而且也是一種「無意識」(unconsciously)的行動(越

明顯越是如此)，因為我們因此陷入這種狀態，無法弄懂這從何而來，這過程本

身可以一再成為自覺的工具。也就是說，我們有時會去參加一些聚會，並非已

經抱著快樂的心情，而是故意為了消遣，對此，我們希望自己能被歡樂的氣氛

所感染，為的只是尋求自身的歡愉。當有人說他希望四周充滿笑容時，意思也

就是，所指並非與他人一同以伙伴感的感受來歡樂，在此只不過是希望藉由情

感感染來讓自我歡愉罷了。還有另一種情況，即是相反的，對於可能發生的情

感感染的覺察，好比我們為了避開某些憂鬱的場合或避開痛苦的景象，將這些

排除在自己的經驗領域之外，所產生的恐懼感即是如此。除此之外，情感感染

時常與伙伴感混淆，舉例而言，尼采將伙伴感，特別是「憐憫」的評價完全錯

誤，將憐憫與情感感染混為一談。謝勒指出，由於苦難本身是無法由於憐憫而

具有感染性，實際上，只要苦難有了傳染性，憐憫便完全被排除了；因為，在

這種情形之下我部會將苦難視為是他人的，而是作為我的悲傷，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會極力以千方百計避開悲傷的景象來消除它。即使是在有悲傷傳染的地

方，對於他人悲傷本身的憐憫正好有可能消除這種傳染蔓延，也就是說，好比

對以往痛苦經驗，猶如壓力一般仍然存在於以往的經驗之上，而對以往經驗的

再活(re-living)，可以減輕這樣的壓力。因此，謝勒如此說道：

憐憫唯有在如果被視為情感感染時將成為「悲慘的增劇者」。只有後

者，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可以產生在其他人真正的苦難，感覺類似於感染

性的狀態。但這種真正的苦難，然而，是不會發生在伙伴感之上。258

                                                
258 “Pity would be a ‘multiplier of misery’ only if it were identical with emotional infection. For only 

the latter—as we have seen—can produce in others a real suffering, a state of feeling akin to the 

infectious one. But such real suffering does not occur, however, in true fellow feeling.”- (Ibid,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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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言之，情感感染並非主動地回應他人的感受，亦即無意主動去參與他人的處

境，並且以為是自己的情緒，是不自覺地受到現場眾人情緒的感染。情感感染

是缺乏朝向某個人的意向。再舉例子來說明，當一個人經過醫院看到病人正在

痛苦的時候，心理的情感感染不由自主而上，簡言之，情感感染經常靜悄悄地

到來。

比如，當一個人打呵欠時，其他人也會這麼做；甚至說到或讀到打呵欠

也會使一個個體受到感染。259

除此之外，革命、罷工或者暴力示威都與情感感染脫不了關係，當一股深層的

憤怒滲透進一群人的感受當中，此時人的個體性就變得完全無法區分(indistinct)

開來，這將在社會中起了很大的關鍵性作用，好比說，對人群演講煽動現場觀

眾的情緒，甚至是操控股票市場的經理人也是依靠情感感染來鼓譟民眾，引發

非理性的氛圍。260這種感染看似無可限制，但是具有這樣的特徵，即是—思維

受到本能支配、減弱的理智、盲目服從領導者以及道德責任感的消失，因此，

謝勒說：「人群就像成人的兒童」。261而這樣的情感感染，是短暫的。

二、 一體感/情感的認同(EINSFÜHLUNG；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真正的「情感統一體」(emotional unity)，即是將自己的自我與他人的自我

一同消融，結合起來的行為，這代表的是一種高度的感染形式。「這代表一限

制在此不僅是在他人之中分開的感受過程，是被如一個人無意識所擁有，而且

                                                
259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93.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91。
260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93.
261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93.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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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自我(在其最基本的態度)是被認同為一人所擁有的自我。」262換句話說，

它表示一種位在他人身上不自覺被認作是自己的認同，並且是自己跟自身自我

認同的過程之間的一道界限。他人的自我與自身的自我被認為是一體的。在此

的認同既是不自覺得，也同樣是無意識的。李普斯就曾經將此情形解釋為審美

經驗性感覺(美感性的移情現象)，然而，這是錯誤的。李普斯以觀賞馬戲團特

技表演者為例，認為觀賞者已經將自己與表演者等同起來，此時觀賞者是在自

己的內在裡重現著表演者的舉動，也就是說，在此只有觀賞者的真實自我只是

作為分離出來的自我置身在外存在，而他有意識的自我(conscious self)，即「體

驗自我」(Erlebnisich)則已經沉浸在表演者的自我當中。對此，史坦茵也對之加

以批評，她認為觀賞者並非與特技表演者為「一體」(one with)，而只是「在他

那裡」(with him)。更進一步說，在此，都是由一個虛構性的我(Frictumich)所附

帶進行的共同完成和衝動，是跟個體性的自我能清晰辨明的；我仍然可意識

到，從現象上來看有別於我的個體自我，只是注意力一職停留在虛構自我上並

且藉此被動地吸引在表演者身上。263

還有其他的一體感現象是史坦茵和李普斯都未提及的，也就是一體感可區

分為自發型/以自我為中心型(idiopathischen；idiopathic)；他發型/以他人為中心

型(heteropathischen；heteropathic)。一方面，一體感的發生，「是可以藉由將他

人的自我完全納入我的自我中，因而剝奪了他我的意識的存在及其性格上的一

切權利」。264也就是說，外來的自我被本己自我所納入，其存在與本質對意識

而言可以說是完全被取代和被剝奪了。另一方面可說是反其道而行，以至於

「我」(Ich)(從形式上來看)因另一個我(從物質個體上來看)所囚禁而不能自己，

換句話說，這使得外來的個體自我完全取代了形式上的我及其一切本質性的行

                                                
262 “It represents a limit in that here it is not only separate process of feeling in another that is 

unconsciously taken as one's own, but his self (in all its basic attitudes), that is identified with one's 

own self.” -(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8.)
263 Ibid.
264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8.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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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作為主體的形式地位在各方面都已被他人的個體自我所取代。於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不再是在我的自我當中，而是完全在另一個人的「他」

之中。265在此之中是沒有個體的意識存在。

以下將針對一體感主要的類型做一初步的闡述：

(一) 這種一體感的現象，可在原始民族對於祖先崇拜中找尋到。Lévy-

Bruhl(1857-1939)對此有更細節性的描述，在原始的圖騰民族中，每一

成員會與圖騰物種的每一單一個體之間有著一體感的認同，這是恆久

性的。根據 von den Steinen(1855-1929)，波羅索人告訴他們的族人，

他們與紅鸚鵡(Araras)是真正的同一的，每一個成員都與抹一支特定的

紅鸚鵡是同一，圖騰民族內成員的命運，不僅是有著神祕的因果關係

和圖騰動物的個體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可說是真正認同之後的結

果。266

(二) 真正的以「他人自我為中心類型」的一體感，發生在古希臘、羅馬神

秘性宗教崇拜之中，在進行神秘儀式的過程，祭司感受到與神靈的存

在、生命和命運達到真正的同一，亦即他成了神。這種一體感不僅是

牽涉到神祉生命，在其存在、本質中的特定片段；涉及神一生的各個

階段，全在契入的境界中重現了。267

(三) 當催眠者與受催眠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短暫的，而是發展成持久又穩定

的狀態，這時也會產生一體感，一較長期的且不由自主的，並且，受

催眠者一旦遭到催眠，就比較容易受到催眠者的牽制。

                                                
265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9.
266 Ibid.
267 Ibid,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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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佛洛伊德在其《群體心理學以及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1921)書中，舉出一個可被視為真正一體感的案

例，一名女學生收到一封來自她暗戀對象的信件，這激起了她的忌妒

感，對這封信的反應是神經病發作，而她周遭的女同學們也跟著受到

感染，最後大家也「接受」了這種神經病的發作。

(五) 兒童的心靈與成人的不同，小女孩在玩玩偶時，將自己視為玩偶的母

親來照顧這個玩偶，這是自發型的案例。

(六) T.K. Oesterreich 所舉出「雙重意識」的個案，只不過這種一體感會跟

自我認同的意識交互出現。

(七) 還有一種「一體感」，既非以自我為中心，也非以他人為中心，即是

「交相合」。此時所達到的「忘我」境界是雙方的位格都彼此消融

了。

(八) 另一種「交相合」的模式出現在無組織的群眾的心理現象之中，好比

Le Bon(1841-1931)所提到的，在此，不僅有群眾與領袖的認同，表現

出群眾「交相合」成一種本能的情感巨流，從此統攝了群體中每一位

成員的行為，將一切屬於個人的算計與觀念都打亂。佛洛伊德對這樣

的一群人下了一個解釋，認為他們都已經用一個客體，好比領袖或是

英雄，來替換他們個人心中的理想自我，結果就是造成了彼此之間的

一體感產生。

(九) 有許多早期的學者如哈特曼(Von Hartmann，1842-1906)與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等人，採取了「愛就是一體感」的說法，換言

之，「愛」人就是，經由一體感的途徑，將他人的自我消融進自己的

自我當中。最強而有力的證明即是「母子關係」。「母親與孩子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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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的生命心理上的一體性並未因身體分隔而完全斷裂，所以其位置

可以被全然藉由通過身體符號的系統有機體症狀的詮釋採取。」268換

句話說，這種母子連心，不會完全被肉體隔絕，所以不需全靠肉體表

情的詮釋，才能進行母子之間的溝通。

(十) 好比某些膜翅類昆蟲能夠藉著蜇刺蜘蛛、甲蟲以及毛蟲來達到麻醉牠

們的效果，在不傷及其生命的情況下產卵，也是一種一體感發生的現

象。

謝勒的研究學者弗林斯是這樣說道：「在他多產的第二時期，謝勒將通過

形上學的解釋使這些經驗具體化。所有的一體感都是人們對生命力的表達」。

269因為，在其中所有對個體位格性的意識幾乎都被消解了，以致在受其影響的

人之中唯有完全情感而非理性的同一。此外，謝勒認為聖‧方濟各(St. Francis 

Assisi)可說是基督宗教精神經驗一體感的感受最典型的代表。在聖‧方濟各身

上，有一 13 世紀以前還不為人知的一體感，那即是與俗世中每個個別與可想像

造物的核心，並且與之心靈同一。「無論它是多麼的細小、多麼微不足道，無

論它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他與造物的愛的同一也意味著神在他們每一個

中的臨在」。270

                                                
268 “The intuitive psycho-somatic unity of mother and child is not so entirely severed by their physical 

separation that its place can be wholly taken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ganic symptoms through a 

system of physical signs.”-(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8.)
269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94.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93。
270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95. 中譯採用張志平、張任之譯，《舍勒的心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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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接的共同感受(DAS UNMITTELBARE MITFÜ

HLEN；IMMEDIATE COMMUNITY OF FEELING)

直接的共同感受又可稱為共情。謝勒舉出的例子為一對父母站在愛子的遺

體旁邊所感受到同一的悲傷。「也許有人會以為 A感受到這悲憤，B也感受到

這悲憤，並且他們兩人都知道他們正在感受這悲憤。」271然而，事實並非如

此，在此的是一種共同感受，也就是說，A 的悲傷對 B 而言不是外在的，但

是，若此時有一朋友 C，對朋友 C 而言，雖然對這對夫妻感到同情，但卻是外

在的。以這對夫妻為例，他們是在同一感受的，一同經驗與感受，也就是說他

們不僅有同一的「價值—境況」(value-situation)，而且是關於其情感的同樣敏

銳度。哀傷，作為「價值—內容」(value-content)，還有哀痛，作為功能性關聯

特徵，在此是一而且不可分的。並且，此種方式只有在心靈感受到哀痛時才會

有，由於我們並沒有聽過肉體的痛苦及感官的感受會以這種方式來感受，也就

是沒有所謂的「共痛」(common pain)。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會因為他人的感官

快樂而感到喜悅，但是不可能共同分享如此的感官快樂。然而，還有一種情

形，當 A 獨自最初感受到哀傷，然後再由 B 加入此一共同感受之中。然而如

此，是在於預設了更高的情緒涉入，也就是愛。 272

若以位格(person)來解釋，在共同感受中，一個人並不能分享他人的感受；

不是外在地被給予每一相關的位格，也並不如同情中的情形一樣，被經驗為一

個被分享的客體存在。並且，共同感受在兩個位格中是一個且是同一個的。而

且僅會在位格領域中發生，所以謝勒認為，在具有其他不同的傾向與信念的位

格中間，共同感受可以作為最有效的統一手段。273

                                                
271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p. 12-13.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13。
272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3.
273 Frings, Manfred 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guide based on the complete 

works,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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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共同感受在宗教性的群體經驗中也可見，而且此時不僅是只有

兩個人共同感受，而是兩個人以上的人一起產生。從《新約聖經》中出現在追

隨聖人典範時，各種簇擁於基督周圍的群體中間的共同感受為例，一種共通的

(conjoined)感受可以在一個奇蹟出現時在對驚訝、感謝或充滿整個群體成員中

間的謙卑中產生。274

第四種類型也是本論文的重點，以下將開始進行闡述。

參、 謝勒同情理論的奠基

一、 同情感在現象學描述中的本質

(一) 參與某種情境的伙伴感(Das Mitgefühl；fellow-feeling)

這也就是第四種類型的同情感現象描述。延續失去心愛孩子的夫婦之舉

例，伙伴感發生在哀戚的父母的朋友身上。朋友一起給予同情。他的感受的意

向所指是父母的共同哀痛，然而，父母的悲痛是與朋友的悲痛有所區別，由於

朋友「理解」(understands)他們的悲痛，而父母則不需要「理解」。這位朋友，

在看到這對共同哀痛的父母後，事實上是在他自己的悲痛中再現(reproduce)了

他們的痛苦。他替代性的感受這對父母的哀戚，以便 co-feel 他們的痛苦。275在

此，一個人的哀痛不單單是引起另一人的哀痛的原因。所有的伙伴感都牽涉喜

悅或哀痛的對他人經驗的「意向性指涉」(intentional reference)。這種指涉僅是

藉由感受—這不需要任何先前的判斷或暗示來指涉這人身陷麻煩；同樣不需要

見到他人的哀戚，然後才產生伙伴感，因為在此有一種可作為感受能力中「設

想」(envisage)這種哀戚。在理解的行為或替代性感受(Nachfühlen；vicarious 

feeling)經驗中，A 的痛苦仍是呈現是 A 的痛苦，而這正是 B 的憐憫原初所指向

                                                
274 Ibid, p. 92.
275 “He vicariously feels the parents' grief in order to co-feel their suffering.”-(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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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料(material)。也就是說，我的憐憫和他的痛苦在現象學意義上，是兩個截

然不同的事實(fact)，不是如在共同感受中是同一個事實。在共同感受的情況

中，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和感受(feeling)的功能是跟伙伴感本身無法

分開的，而在伙伴感的情況中，這兩種功能是明白地分開的。276「伙伴感本

身，實際上是參與，本身顯示為一反應，亦是對於替代性感受中的他人情感之

事實和屬於此一事實之現象中的價值的反應。」277在這種情況中所發生的分別

兩種功能應當區分開來。謝勒是如此展示這兩種功能的基本差異：

在第一種功能的事實是不僅可在缺少第二種情況之下被給出，而且也可以

顯示作為與之正相反的伙伴感的基礎。比如說，以暴虐為樂的情形就是如此，

以「粗魯」(brutality)為樂也是，只是在程度上較輕微而已。暴虐者所造成的痛

苦或哀傷完全是在他的可視化感覺(visualizing feeling)的能力中產生的。施虐的

人的歡愉正是建立在對他的受害者的折磨與痛苦之上。也就是說，當他替代性

地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或哀傷正在加劇，其自身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歡愉也

隨之增加。如此可見，暴虐者不是對他人的痛苦或哀傷毫無感覺(insensitive)。

對此，毫無感覺往往出現在病理學上所指稱的憂鬱症患者，由於這些人身上揭

示出一種專注在自身的感受之上，以至於無法以感覺接受他人的體驗。而將

「粗暴」(brutality)與「暴虐」(cruelty)相比，「粗暴」僅是忽略他人的經驗，儘

管他也能通曉他人的感受。因此，如果一個人被視為木頭並如此對待他，那麼

便不可能被粗暴地對待。

                                                
276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p. 13-14.
277 “Fellow-feeling proper, actual ‘participation’, presents itself in very phenomenon as a re-action to 

the state and value of the other's feelings—as these are ‘visualized’ in vicarious feeling.”-(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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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伙伴感不是別人的，它在包容他人的個性及存在時，是將對方看

作一個個體、看作它願樂其所樂、哀其所哀之對象的一部分。278

真正的伙伴感是功能取向的，與人的情感狀態無關。

以下將伙伴感再作更詳盡的整理以及闡述：

第一，意向性的指涉(intentional reference)，其中包含兩極(two poles)，一為

他者的指涉，在伙伴感的活動之中關涉著一個被同感的他者自我，「他者因了

某種際遇而流露出某份情緒。」279例如 A 喪母而悲傷。另一為我的指涉，也可

說是我的自我的指涉。我作為伙伴感的同感者知覺到第三方的情緒，我在有意

識的情況下知覺到對方的感受在我意識背景內出現。舉例而言，B 體會到 A 正

在為母喪而難過。

第二，人我有別的意思，也就是說，真正的伙伴感，是個體分明的，也就

是說，在此並未因為伙伴感的緣故而將彼此的自我消融在一起，而是保有各自

的位格，並且是在有意識的情形之下，擁有不同的意識核心。

第三，我回應著(corresponding)受伙伴感指涉的對象，以 A 喪母為例，B 對

其產生伙伴感即使其不至於在哀痛中孤立無援。

第四，簡言之，當今天，A 正在為喪母而感到難過，B 對 A 產生伙伴感，

與 A 難過這兩者是不同的事實，也就是說 A 的難過不等於 B 的難過。在 B 對

A 產生伙伴感時，並不需要經驗 A 自身的感受，不需要親身經歷 A 所遭受的遭

遇，甚至於有相同遭遇的人也不一定會對其產生伙伴感。對此，謝勒指出：

                                                
278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39.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49。
279 關永中，《謝勒與知識社會學》，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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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產生伙伴感者在難過著受伙伴感指涉的對象的傷痛，說到底他們的情

緒是分明的，感受是不一樣的，二者不能混為一談。280

第五，分享(participation)也可說是參與(participates/takes part with)，也就是

說：

即產生伙伴感者在回應對方時，在企圖分擔、安慰、陪伴對方時，會在

相當程度上，內在地融貫著對方的精神感受。281

然而，這種融貫並不因此同化，而是個體分殊，伙伴感的意思是，我雖然

不能代替你受苦，但是我是站在你身旁支持你的一方，我的情緒跟心境相應於

我伙伴感所意向的受苦者，彼此是在同一事物之上，不忘我的關懷之兩極，彼

此的感受不是混淆的。產生伙伴感者是保有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以及自

我認同(self-identity)的。更進一步說明，伙伴感的分享應蘊含以下三者：282

1. 察覺(to perceive)，也就是在個體分明，擁有不同情緒的情形之下，我

察覺到他者的經歷與情緒狀況是在我可以是的範圍之內。

2. 響應(to correspond with)，也可稱作回應，亦即對我所產生伙伴感意向

的對象，與其同在並且願意減輕其負擔。在此可方作積極面以及消極

面—積極地來說，產生伙伴感的一方可以願意幫助受伙伴感意向的另

一方離開悲傷，設身處地地為其著想；另外一方面以消極面而言，產

生伙伴感的一方可以跳脫自己，不再封閉自我，去感受他者的感受。

                                                
280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p. 13-14.
281 參考自關永中，《謝勒與知識社會學》，頁 53。
282 分類參考自同上註，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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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to participate in)，在此要注意的是心靈上的交流，而非身體上

(physically)的認同，即在察覺和回應對方時，形成一情感的附和與交

應。也就是說，產生伙伴感者並非完全對其所意向的受伙伴感的一方

麻木不仁，其情感也非受到受伙伴感一方的情感相消融，而是保有各

自的情緒，也許有相當程度上的相應，然而，在這情感的融通依舊保

持個體分殊，位格不同。

再更深入地看，謝勒曾以現象學的方式來描述這些同情感現象樣式的基礎

關係，也就是說，首先，一體感可說是作為替代性感受(Nachfühlen；vicarious 

feeling)的基礎。

第二，替代性感受可稱為追復感受或稱為再感受，是作為伙伴感的基礎。

第三，謝勒還提到人本愛(Menschenliebe)，而伙伴感正是為人本愛的基

礎。

第四，謝勒更提出位格之愛或稱作是非關宇宙的人格愛—神之愛

(akomistische Person- und Gottliebe)，而這位格之愛即是以人本愛作為基礎。

延續關於謝勒對於愛的研究，謝勒對於愛的探討描述不是一靜態的，而是

描述為一種運動：

即一種從一種狀態趨向另一種狀態的行為，也即通過愛使較高價值「發

生閃光」(Aufblitzen)的方式從所愛對象中的較低價值趨向較高價值。283

                                                
283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Spiegelberg.H. ) 著，王炳文、張金言譯，《現象學運動》，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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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愛是自發的，而不是一種反應式的，這種愛可說是作為同情感的基礎。在

真正的同情的情況下，我們實際上感覺到另一個自我的客觀情緒狀態，但是我

們不需要有同樣的情緒反應。284

二、 謝勒同情感現象學奠基的意義

謝勒的現象學可堪稱是「應用現象學」，稱為應用，是指謝勒在道德、宗

教、教育、政治等等，各種人類文化領域中對現象學主旨的實施和對現象學態

度的應用。285也就是說，這種觀看的意識的技藝(Techne des schauenden 

Bewußtseins)就是以本質直觀的方式對以往傳統有偏見的觀看作改變。謝勒是如

此認為，現象學哲學是對世界持續作去象徵化或去符號化(desymbolization)。在

這個意義上，也就是說，

某物可以被自身給予僅有在那些不再是僅僅通過任何象徵而被給予，換

句話說，只有在其如果不是意指(meant)對一在預先以某種方式或其它被

定義的符號的單是充實(fulfillment)。286

此外，現象學作為一種認識的方式與心理學的關係，謝勒是認為和現象學與數

學、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神學的關係一樣。除非，現象學作為獨立的研

究得出了一結果：

                                                
284 Willibald, Reverend Ernest. Scheler's phenomenology of community, p. 97.
285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頁 309。
286 Scheler, Max.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 by David R. Lachterman, 

(Evanston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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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之物在本質上是直接被給予，而物理對象或其他類型的對象則在本

質上是間接被給予的。但現在，現象學所能做出的解釋卻恰恰相反。287

在此所指稱的心理的(mental)不是關於某種意識的任何對象，也不是一意向行為

的任何對象。可說是為心理的，也就是說：

只有那些作為一個體驗—自我的體驗而「被給予的」東西才是心理的，

而本質上屬於這些體驗被給予性的是「關於某物的意識」或意向行為的

一個完全特殊的方向和形式。288

這便是「內感知」(inner perception)的方向以及形式，其與外感知(external 

perception)不同之處不在於感知的內涵，而是在於其方向。

謝勒更指出，心理學如任何一門科學，需要以現象學作為基礎。289心理的

現象學是有別於解釋心理學(explanatory psychology)以及描述心理學(descriptive 

psychology)。在現象學的態度之中，對於意指之物是被直觀(er-schaut；brought 

to sight)，而不是觀察。在此，每一個描述是直接的對應單一經驗事實，也就

是，對應於某個現象學的超越物(transcendent)；描述總是根據對可能的解釋，

對那些重要的特徵預先選擇它的對象。290

對於過去同情以心理學作為奠基的侷限，運用科學測量的方式去拆解人的

心靈，使人成了一個個的數字與資料，而諮商理論利用同理心作為技巧，有可

能造成宰制的結果，成了控制的手段，進而傷害到了受諮商者。現在透過謝勒

                                                
287 Scheler, Max.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p. 145-146.中譯採用劉小楓主編，倪梁康等譯，

《哲學與現象學》，頁 64。
288 Scheler, Max.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 146.中譯採用劉小楓主編，倪梁康等譯，《哲學

與現象學》，頁 64。
289 Scheler, Max. Selected philosophical essays, p. 146.
290 Ibid,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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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的奠基，成為新的基礎，讓人們摘下有色眼鏡，以無預設的態度去直

觀，我們去感知所企及的對象，是有意向性的活動，是當下對於對象以活生生

的行動去進行把握。而在關懷倫理學上由於訴諸於自然態度的影響，有可能造

成個人情感上的偏私，在謝勒的同情感現象學可以避免這個問題，運用其現象

學直觀的態度去把握本質，所作為的倫理學基礎也非透過經驗歸納或演繹推

導，而是根據現象學事實的基礎。謝勒同樣駁斥以同情作為倫理學的基時的蘇

格蘭傳統同情倫理學，對於這樣子分享其他人喜怒哀樂的倫理學奠基方式，他

認為這樣的分享不過只是一種「感受」(Gefühle)，然而，感受是會隨著情況所

變的，是藉由聯想、知覺或想像而與對象連結在一起，因此，有時候在我們的

感受中是可能沒有對象的。291相對於感受，謝勒提出一種對於直接把握對象本

質的「感知」(Fühlen)活動：

感知是種意向性的活動，感知永遠是「對某種東西的感知」(Fühlen von 

etwas)，尤其感知可以是一種對被感受之物的感知，也就是感知與價值

有關。換句話說，感知乃是一種本源性的意向性。(ursprüngliches 

intentionales Fühlen)。

而關於分享喜怒哀樂的同情的方式，雖然也是屬於感受的行動，並且，唯有在

感官上的感受才需要去重現(reproduction)，也就是去追復感受，因此是在最底

下的層次。對謝勒而言，真正的同情感行動是都能具有積極價值並依次向上提

升，並且一切的倫理價值是只有在牽涉真正的同情感時才會是為是有價值的，

也就是同情感的價值在於其自身，而非依附在同喜或者同悲之上，也就是說，

不是說因為出於憐憫之心、可憐他人之心所促成的樂善好施行為而存在，而是

                                                
291 江日新，《馬克斯⋅謝勒》( 臺北：東大出版，1990 )，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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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這個同情感本身是否出於真誠。同情感理論在謝勒的改變後，對於哲學上

胡塞爾的獨我論困境，提供一條新的解決途徑，不再是以胡塞爾先驗自我為基

礎，而是帶出群體的概念，這對於社會哲學也有相當的貢獻。而在商業競爭之

下互相的疏離鬥爭的情況下，面對社會問題，若以謝勒真正的同情共感也就是

伙伴感來作為彼此疏離的黏著劑，而我們的伙伴感是天生的，而社會的組成是

由人這個個體集結而成，個體與個體之間要如何彼此溝通交流，就是透過伙伴

感作為基礎，才有與他人達成良好溝通的可能性，開啟群體和諧社會的美好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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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壹、 論述重點回顧

回顧第一章—當代心理學對於同理心應用的缺失，在於將同理心的使用成

了知識論上的技術，這樣的技術的使用，很容易成了宰制的工具。由於當代心

理學擅以科學為進路，並且將同理心視為諮商技巧的技術使用，而發展侷限就

在於不論是過度使用或者未使用的情形之下，皆無法達到真正的同情共感，甚

至是發生諮商倫理上的爭議。

在第二章的重點即是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仍然陷入獨我論的困境，而謝勒

提出了一新穎的觀點就是在一開始的人我之際的經驗流之中，是尚未區分的。

並且以魯賓遜為例，雖然未有他者在島上與其進行互動，然而魯賓遜仍然會有

群體的概念，甚至會想到：

我知道有群體的存在，而我也必定屬於某一群體；只不過我對於夠這些

群體的個體成員以及由這些個體實際構成的團體未曾謀過面罷了。292

人在原初時是活於團體之中，多過活於自己。而我是在整體的把握之下去認識

他人的心靈。

接續，在第三章談論同情感理論歷史的發展，以休謨與亞當‧斯密兩人對

於同情作為道德判斷的原則最為顯著。而發展的理論脈絡，就以類比推論(the 

theory of inference or analogy)以及移情理論(the theory of empathy)最具代表，從

發展的文獻看來，此兩者理論一直引領著風潮。類比推論希望我們可以經由推

導的步驟來認知他人的思想，也就是從他人的所表現出的姿態來藉此推導出其

心靈狀態。這就預設了我們若做相同的姿態時，其心靈狀態同樣的在我的心靈

                                                
292 Scheler, Max. The Nature of Sympathy, p. 234.中譯參考陳仁華譯，《情感現象學》，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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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中出現。對於移情理論，則是假設我們可以藉由對他者軀體的表現的移情

來取得他人心靈存在的思想。293

而謝勒對於類比推論的批判，可以歸結成，由於動物、孩童以及原始人，

他們都明顯地缺乏根據類比推倒來對他者進行認知，然而，他們都確信他們同

類 (their fellow-beings) 的存在，並且，能夠掌握他們的肉體生命的表現。此

外，他者的姿態給予我們的是光學現象所給予的一種不能類比於我們的擬作肌

感(kinethetic sensation)。再者，所有藉著類比他者姿態的推論總是預設了他者的

心靈存在，以及我們的知識以及他的經驗是完全相同的。294對此，我們可以看

出類比推論有以上的缺失。

關於移情理論，這並不是我們對於他人的認識的知識的根源所作的解釋，

而是作為一種解釋我們關於他人存在理由的假設。如果我們對於他者歸屬於移

情的感受(empathetic feeling)的其他軀體確立為具有活生生的生命，那麼這個歸

屬就是純屬偶然的。因為，他人的作為所表現的姿態只能解釋成一個存在的一

個後果(consequence)，而不是稱作一個證明。295

所謂謝勒所提出的真正的同情共感，也是本論文的核心，先反面論述其他

三種非伙伴感的情形，共感、情緒感染以及一體感。在此之後揭示出真正所謂

的伙伴感，是在人我之際個體分明，情緒有別的情況，並且從中有覺察、響應

與參與的分享，重點在於響應即回應的行為。最後，透過伙伴感為基礎，使得

人與人之間個體的溝通能夠形成可能，為良好社會秩序的建立達成穩固的底

基。

                                                
293 參阿弗德‧休慈( Alfred Schutz ) 著，江日新譯，《馬克斯‧謝勒三論》，頁 78。
294 同上註，頁 79。
295 同上註，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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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未來展望—開啟同情感理論人文療癒的可能

性

在本論文中探討了謝勒所謂的同情感，但尚有如愛與恨的課題未處理到，

筆者認為在認識了何謂同情感之後，再去正視自己所產生的情感，如愛與恨，

會更有所理解。有人說，愛與恨是盲目的，但是謝勒認為愛與恨是有其內在的

靈性透視(Inner spiritual vision)，也就是說，對於其所意向的個體有直觀透徹的

直覺，可以從對方身上所洞察到的內涵是超越理性思辨的眼光。而在我們更理

解何謂真正的同情共感之後，可以在哲學諮商(Philosophical Counseling)領域發

展，所謂哲學諮商即是—實踐哲學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藉由現象學的觀

看態度，不預先受到既有的知識、偏見以及在之前的解釋以及說明的影響，在

諮商的過程之中，不是立即判斷受諮商者的想法，而是回到受諮商者本身進行

現象學本質直觀的觀看，深入描述其心理狀態，而非立即使用技術性的判斷方

法。而在哲學諮商的基本元素之中，還有一個重點是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認為受諮商者與諮商師是一種合作的關係。296在此所指的諮

商關係中的關係與個體在社會中一般的互為主體性的關係不盡然相同。回顧

之，我們從謝勒對於互為主體性的看法中得到，在一開始的時候人我之際是渾

淪一體，在經驗流之中尚未逕渭分明。由於群體性，我們知道我們是生在一個

群體之中，正由於群體中成員的缺席，才理解到我們的孤單。實踐在哲學諮商

的互為主體性，也就是說，對大多數人而言，自我唯有在他人有關聯時並且一

起生活才有意義。因為—

人在本質上就包含著社會性。297

                                                
296 參彼得‧拉比(Peter B. Raabe) 著，陳曉郁、陳文祥、尤淑如、黃渼婷譯，《哲學諮商：理

論與實踐》( 臺北：五南出版，2010 )，頁 256。
29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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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與受諮商者是合作的關係，也就是說，不是替受諮商者做決定，或者下

指令告訴受諮商者該如何去做，也並非支配亦即宰制受諮商者，而是與受諮商

者合作，協助受諮商者找尋屬於自己的真理，協助諮商者認識自己，在此同

時，也同樣讓諮商者認識自己，正所謂自助助人。

若以謝勒所謂的伙伴感應用在哲學諮商之上，我們知道不能用類比推論、

聯想心理學以及移情的方式來看待受諮商者，並非一味的將自我主觀對他者的

認知套用進去他者的自我當中，而是當受諮商者在訴說其哀痛時，我對受諮商

者是整體的觀看，我覺察到在這之中是個體分殊，情緒有別的。佐以現象學的

觀看態度，諮商師也必須覺察自己先有的預設、偏見，也就是先入為主的觀

念，最重要的是回應受諮商者，在受諮商者分享自己的苦楚的時候，參與其

中，但又不失去自我，並非諮商者的自我以及受諮商者的自我是消融一體。除

此之外，同情共感在哲學諮商之中也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哲學諮商者使用哲學是根基於他個人對於問題的經驗，並帶著同理心來

討論問題。298

我們可以看出同情感的重要性，回到一開始的初衷，認為人要正視自己的同情

感，正可作為社會凝結力的重要基石。謝勒同樣看出這一點，認為同情感是其

《知識社會學》(Probleme einer Soziologie des Wissens, 1924)(Problems of a 

Sociology Knowledge)的起點，因為，人是向社會開放的團體中之人，透過同情

感在群體之中的參與，覺察群體的互動，更可減少紛爭的產生。雖然我們永遠

無法百分之百感知他人的心靈，由於他人心靈中有一 X 領域是無法達及，但藉

                                                
298 Shlomit C. Schuster 著，張紹乾譯，《哲學診治：諮商和心理治療的另類途徑》 ( 臺北：五

南出版，2007 )，頁 36。



118

由同情共感，我們可以回應著他人的感受，在他人的難過中與其偕同，與其同

在。筆者冀望在最後，能讓同情感更受到社會的重視，讓同情感的發揮不是淪

為口號，而是人人實際以行動來響應運用真正的同情共感，以心體心，讓這個

群體社會相處能夠更為融洽，真正的關懷自我與他人，可是為本論文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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