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主體性悖論成因之第一階段深入——靜態現象學的開展 

 
第一節  身體作為心靈認識生活世界客觀存在性之中介前提 
 

至此，整個核心的目標任務就顯得非常明確：我們欲嘗試通過對這些深藏在

「客觀存在性先行存在」此一西方近代以來整個哲學與科學所普遍接受之認識活

動的理所當然性前提後面之不可理解的悖論危險性的深入探究，完全地理解打開

「客觀存在性如何能被主觀地認識」此一非比尋常的認識活動/知識（真理）之

謎！然而，既通過了先前有關這些悖論危險性之發生脈絡背景的初步釐清討論，

現今又該從何處繼續我們的尋求？顯然啟程處自不在遠方，畢竟有關這些悖論危

險性的先行預備說明，最多僅稱得上是一種概括之論，而在其簡要的闡述過程

中，自有太多應該闡發卻未得闡發的環節因素都被暫時地略過了。所以，我們不

可避免地還是必需再次返回胡塞爾現象學懸擱還原之路的開端，亦即經由全面懸

擱科學的客觀主義而重返到生活世界的基礎上，對人/人類在自然客觀態度下所

進行的認識活動重新加以仔細考察以作為我們往後整個系列深入探究的適當起

始點。而此起始處的考察所將涉及的主要論題，無非就是我們先前已提出過的「生

活世界的前給予性」，或更確切地說，亦即「生活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意識心靈

所主觀地認識構成」此一基本問題，且同時可預見的是，此等考察將為我們關乎

“意向對象＂與人類/人的主體性之可能悖論的理解方面帶來更為深入而確切的

釐清說明。不過，基於由淺入深、由簡入繁之探究方法上的要求，此等考察勢將

先以一種簡化方式行之，也即首先在省略了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因素的

情形中來加以進行。 
在先前的討論裡我們曾明確指出，排除了科學的客觀主義成見的支配影響，

重新以生活世界作為基礎之前科學的認識生活，乃至於從此前科學的認識生活進

而發展之生活世界的特殊類型存有論與普遍存有論之科學的認識生活，無論如

何，都可憑藉其自然反思活動而多少把握到，人經由屬己的身體器官才能感覺到

生活世界的客觀存在性，而身體器官則又必需在隸屬於心靈的動覺支配下才能進

行各種各樣的感覺活動（Empfindungen）。然而，畢竟由於此等認識活動並未經

受過普遍懸擱的還原作用，因此始終都干擾束縛於對生活世界客觀存在性的實在

興趣，致使其認識目光無法在完全自由的反思朝向活動中完整把握人之身體與心

靈真正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甚至因而片面地向「生活世界客觀性先行存在」之

理所當然性傾倒，重又將人之器官身體單純化約為某種具有世界客觀時間-空間

因果實在性之特殊形體物，將器官身體在隸屬於心靈的動覺支配下的運動變化單

純化約為形體物之在世界客觀時間-空間中的實在因果性的運動變化，將器官身

體在隸屬於心靈的動覺支配下的感覺功能活動單純化約為器官形體與被感覺物

形體相互間之實在性因果作用的活動，最終則將作為引發動覺支配器官身體的運

動變化與感覺功能活動之起因根據的人之心靈，藉由扭曲器官身體與心靈相互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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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作用聯繫，要麼將其視為平行類比於「外部形體實在性」之「內部心靈實

在性」，真實說來亦即將心靈視作外部器官形體之補充抽象的內部實在物，將心

靈與器官形體相互間的因果作用視為內部實在性與外部實在性相互間的實在性

因果作用聯繫，或要麼索性地直接將這種心靈的內部實在性取消化約到器官形體

的外部實在性之中。 
 故我們清楚地理解到，若欲探明「生活世界客觀存在性如何能被主觀地認識」

此一基本問題，就不能僅滯留於自然客觀的生活態度裡，或更確切地說，不能不

尋求一種將有所拘限的自然反思活動完全解放之態度轉變的可能性，因為唯有通

過普遍懸擱，我們才能在一種完全自由的超驗反思活動中，揭示出作為認識生活

世界客觀存在性之主觀的可能性條件：人之身體與心靈的真正固有存在方式。因

而在此，我們首先就要嘗試說明器官身體與由心靈引發而在器官身體中進行動覺

支配的感覺活動究竟何義？ 
 基本上，任何一種對生活世界客觀存在事物的認識活動，都必然需要初始地

憑藉身體此一中介（Mittel）而進行，我們根本無法設想，我們可在沒有屬己身

體的情形下，與生活世界及在其之中的任何客觀存在事物有所認識的關聯。是

的，正如胡塞爾曾於《觀念二》中所明確提出，人之身體，首先就作為一切世界

知覺活動的中介，它是一切世界知覺活動的器官全體1。諸如，眼，作為隸屬身

體的視覺器官，在看的視覺活動中，可藉由眼球的位置運動或同時聯合著其他身

體部位的位置運動而讓目光以不同的遠近距離與方位角度指向被看物形體表面

的不同部分而進行顏色、明暗、形狀等等的感覺活動；手，作為隸屬全部身體之

觸覺器官的一部，可藉由手指、手掌、手臂的位置運動或同時聯合著其他身體部

位的位置運動而讓手從不同的方位角度接觸到被觸碰物形體表面的不同部分而

進行粗細、軟硬、冷熱、輕重等等的感覺活動；耳，作為隸屬身體的聽覺器官，

可藉由屬己之其他身體部位的位置運動而讓耳從不同的遠近距離與方位角度聽

到被聽物而進行各種音質（例如聲音的高低、聲音的清晰與混雜等等）、音量（聲

音的大小）等等的感覺活動；當然更有鼻的嗅覺、舌的味覺等等諸多其他種類器

官的感覺活動。 
因而我們清楚知道，先前一再為我們所提出討論之關聯於世界的知覺統握

（Wahrnehmungsauffassung），都必然需要預設著以此等身體器官為中介所進行的

感覺活動內容（Empfindungsinhalte），因為這些感覺活動內容就諸模式/圖式

（Schemata）之構成且因而就諸實在物本身的諸顯現（Erscheinungen）之構成而

言都起著不可缺少的必要作用。而此處所言的感覺活動內容，真實說來又自有其

兩個相互緊密牽連的種類來源：一種是特徵感覺（Merkmalsempfindungen），另

一種則是動覺感覺（kinästhetische Empfindungen）。特徵感覺，其實就是經由其

所分配到的統握而側顯地（abschattend）構成相應之物本身的諸特徵之感覺活

動，諸如：帶有其諸感覺展開之諸感覺顏色（Empfindungsfarben mit ihren 
Empfindungsausbreitungen），在其統握中顯現帶有這些諸顏色性的形體的諸擴展

                                                 
1 參見IdeenⅡ:§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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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體的諸顏色性（körperlichen Farbigkeiten mit der körperlichen Ausdehnung 
dieser Farbigkeiten）；在觸覺領域中，粗糙性諸感覺（Rauhigkeitsempfindungen）

以/連同（mit）其統握而顯現物的粗糙性（Rauhigkeit），同樣地還有對於物的溫

度（Wärme）之溫度感覺（Wärme-empfindung）等等。而動覺感覺，本身並不經

歷特徵感覺之構成的統握活動，但卻本質必然地牽連於特徵感覺之構成的統握活

動之中，因為，特徵感覺總是必需先行經受動覺感覺之動機化作用，隨後才作為

被動機化的特徵感覺而發生。或亦若在《物與空間講座》更早的相關表達裡，胡

塞爾甚至簡截地指出，是作為運動感覺（Bewegungsempfindung）的動覺感覺活

動，才在使具有生命的統握活動中（in der beseelenden Auffassung），不呈現自身

地讓呈現感覺（darstellende Empfindung）活動（同於《觀念二》所提之特徵感覺

活動）成為可能2。而動覺感覺與特徵感覺間之動機化與被動機化的關係，則是

那些可以「如果-那麼」（wenn-so）或「因為-所以」（weil-so）此等因果條件句片

語所表達出之感覺意識間的動機因果性（注意，絕非任何自然客觀的實在因果

性！）。我們先前已提及，以眼、手、耳等等身體器官為中介而進行的感覺活動，

都需要身體器官本身的位置運動或聯合其他身體部位的位置運動，以便從不同的

遠近距離與方位角度而感覺指向被感覺物的各個不同部分，我們確實可於此中發

現，身體器官本身的位置運動或聯合其他身體部位的位置運動，就是由心靈所引

發在統握中支配著諸身體器官之諸動覺感覺活動所導致的，而諸身體器官的位置

運動，又將進而帶來關聯於被感覺物不同部分之新的特徵感覺活動。因此我們

說，「如果/因為」以某系列的動覺感覺活動支配著諸身體器官的位置運動，「那

麼/所以」相應之關聯於被感覺物不同部分之新的作為側顯地顯現構成的特徵感

覺活動將會被動機地引起。於是，正如我們先前一方面說，關聯於世界的知覺活

動總是預設有以身體器官為中介而進行的感覺活動為其前提，現在我們則可就另

一方面說，關聯於世界的知覺統握活動，無論如何都普遍地是一種成就的統一體

（Einheit der Leistung），而其又無非產生於前述相互緊密牽連的兩種感覺功能之

配合（Zusammenspiel zweier empfindender Funktionen）3。 
 經由上述的討論，我們很快就注意到，既然世界知覺活動必需產生自以器官

身體為中介而進行之動覺感覺與特徵感覺此二功能的共同配合，那麼，整個探究

的關注自然就聚集交會到「身體」存在這一問題之上。是的，人之身體確確實實

具有著極其特殊的雙重存在方式，一方面，身體作為一個物（ein Ding），它與其

他物理物同樣具有物理之空間擴延、諸物質特性與時間-空間的位置運動變化，

但身體作為一個物，卻又不僅只是一個物理物，畢竟身體作為一個身體物，它具

有一般物理物所沒有之自身運動（das sich Bewegen）的可能性。然而，只消我

們追問身體物自身運動的進一步根據，自然就涉及於那另一方面，確切說來，身

體物的自身運動，無非就是隸屬心靈的諸動覺感覺對於身體進行支配活動的結

                                                 
2 參見Ding und Raum:§46。又，在《物與空間講座》中，胡塞爾所作出之呈現感覺與動覺感覺的

區分，到了《觀念二》則置換為特徵感覺與動覺感覺的區分，雖然呈現感覺與特徵感覺兩者用

詞不同，但它們涵義卻相同一致。 
3 參見IdeenⅡ:§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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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且，諸動覺感覺支配身體所帶來的結果卻不止於身體物之時間-空間的位

置運動變化，因為此等身體的位置運動變化，必然牽連地引起不同之呈現/顯現

構成的諸特徵感覺。在這，不論是作為諸運動感覺的諸動覺感覺，還是呈現/顯
現構成的諸特徵感覺，它們雖說本質地都屬心靈所具有之意識活動，但若缺少了

身體物作為中介，它們就無法實現發揮其固有的功能運作，這也即是說，一方面，

心靈對身體物的直接動覺支配和因此進而間接地與其他物理物發生實在因果性

的關聯活動於是都成了不可能；另一方面，諸特徵感覺則由於動覺感覺無法發揮

正常功能因此也不能被引發，甚至就算我們設想，在完全缺乏動覺支配而身體物

完全固定靜止的情形中，特徵感覺獨立地功能運作是可能的，但身體物畢竟始終

缺乏，而特徵感覺根本卻不能在缺乏身體物的情形中而直接對其他物理物進行感

覺的活動。所以，身體不僅是一個物理物，它更是一個身體物，一個作為諸感覺

功能的活動中介之經驗的主觀身體（erfahrender Subjektleib），亦即感性身體

（ästhetischer Leib）。而按胡塞爾的看法，在此單純物理物與作為身體物的感性

身體之間的本質區別，即在於感性身體是自我的載者（Träger des Ich），是自我

所 具 之 諸 感 覺 活 動 的 載 者 ， 亦 即 自 我 所 具 之 諸 感 覺 活 動 的 定 位 領 域

（Lokalisationsfeld）。的確，我們確實可清楚地意識到，被動覺支配著的身體器

官「顯現」（erscheint）作為具有動覺諸感覺的身體器官，諸如被動覺支配著的

眼「顯現」作為具有動覺諸感覺的眼等等，也可清楚地意識到，特徵感覺著的身

體器官「顯現」作為具有特徵諸感覺的身體器官，諸如觸覺著的手「顯現」作為

具有觸覺諸感覺的手等等。然而，嚴格說來，動覺感覺與特徵感覺此二類感覺意

識活動，作為主觀的諸事件（subjektive Vorkommnisse），亦即主觀之感覺意識間

的感覺諸效應（Empfindungswirkung），其效應諸特性（Wirkungseigenschaften）

是不能如同物理物的客觀實在特性被特徵感覺顯現/呈現構成那般而被「顯現/呈
現」的。因此在這，諸感覺活動被「定位」於身體中（im leib „lokalisiert“ werden），

或說被「嵌入」（„eingelegte“ werden）身體中，真實說來卻無非意味著：隸屬心

靈的諸動覺感覺，由於對身體的支配活動而間接非本質地被體現化作為在身體中

（in...）的諸動覺感覺，而藉其支配身體的位置運動所牽連引發之諸特徵感覺，

則即刻也伴隨地間接非本質地被共同體現化在身體中（in...）或在身體上（an...）
4。 

因此，這些將作為主觀諸事件的諸感覺活動非本質地客觀化「顯現/呈現」

為在身體中或在身體上存在著的諸感覺活動，就是我們一直以來所關注之心靈被

物化的真正可能源頭。這也即是說，只要我們在這源頭處沒法擺脫自然客觀興趣

態度的束縛而尋求一種完全自由的洞察目光，那我們的目光便始終都將為「生活

世界客觀性先行存在」此一理所當然性所遮蔽，以致最終不免要麼片面化約地左

右於以客觀主義為前提的心靈與物之間，要麼就算已具超驗突破動機卻仍乏其徹

底性，而對心靈與物之間緊密聯繫的本質關係無法直觀式地徹底闡明。因此我們

說，只要這個身心緊密聯繫之源頭處的真正本質未得到適當的揭示理解，那麼，

                                                 
4 分別參見Ding und Raum:§47；IdeenⅡ:60、§36、§38、§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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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的前給予性」，或更確切地說，亦即「生活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意識

心靈所主觀地認識構成」此一基本問題，就不可能獲致真正徹底的闡明，甚至更

將進而陷入“意向對象＂與人類/人的主體性等可能悖論的危險性之中。 
 至此，雖說我們僅是概略初步地就生活世界客觀存在性「如何」通過身體物

中介而被隸屬心靈的諸感覺活動所統握認識進行了探究，但這對當前理解方面的

需求來說已暫時足夠。而經過了這些初步探究，對我們關於人類/人的主體性可

能悖論的理解方面，也已帶來了不少新的內容，這無非是說，我們於此已然相當

明確地理解到，身體的真正固有本質正是作為一個身體物，或更確切而言，作為

一個感性身體，且其無論如何都是在生活世界中的客觀存在，而以身體物為中介

的諸感覺活動，其真正固有本質卻是作為心靈的意識，故其無論怎樣都是對生活

世界而言的主觀存在。所以，若我們將作為心靈意識的諸感覺活動之體現化扭曲

誤解為其與物平行類比地共同存在於生活世界中的合理根據，甚至還進而索性將

諸感覺活動片面抽象地化約為物，都將是極其盲目背理的！ 
 不過，還需強調的是，上述有關身心緊密聯繫之源頭處的真正本質的探究發

現，無論如何都必需在對自然客觀興趣態度實行過普遍懸擱後才完全成為可能，

因為唯有在超驗純粹的態度下，我們的洞察目光才能完全自由地對人之身體與心

靈在自然客觀興趣態度下的真正固有存在方式進行探索。而現在，由於動覺感覺

與特徵感覺兩者功能相互緊密牽連之配合，無非正意味著關聯於生活世界的知覺

統握活動，故我們往後階段的探究自然就在省略了動覺感覺與特徵感覺兩者功能

相互緊密牽連的細節說明下，而僅一般概括地就知覺統握的認識活動來繼續相關

的探討。 
 
第二節  意識心靈與自然實在性：超越知覺與偶然超越性 v.s.內在知覺與絕對內

在性 
 

現在，就讓我們繼續深入關聯於生活世界客觀存在性之「知覺」認識活動一

般性的探究，而之所以必需如此進行的理由，無非出於一方面，我們所迫切關注

之「生活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意識心靈所主觀地認識構成」此一世界之謎，確切

說來就是屬心靈意識的知覺認識活動如何認識構成生活世界客觀存在性此一認

識論基本問題，而二方面，深藏於此一世界之謎後頭之“意向對象＂與人類/人
的主體性等可能悖論的危險性之可否得到解決，當然同樣也必需取決於我們對屬

心靈意識的「知覺」認識活動與其所認識構成的生活世界客觀存在性相互關聯的

本質存在方式的理解。 
然而，「知覺」的認識活動，真實說來卻非僅止於對生活世界客觀存在物進

行認識此一種類而已，其更包括可對意識心靈本身進行反思認識的另一種類。故

當前所欲探討之「知覺」的認識活動，自有其擴大研究範圍的需要，因為，我們

不只必需揭示出「生活世界客觀性如何能被意識心靈所主觀地知覺認識構成」，

亦即「世界知覺如何知覺認識世界」，「物知覺如何知覺認識物」，同時也必需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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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對「世界知覺」本身、對「物知覺」本身，甚至對一切「意識心靈」本身之知

覺認識的可能性根據，這不僅是出於方法論上的嚴格要求，其更直接攸關於我們

於此能否如實認識人之身體與心靈的真正本質，乃至於能否如實認識其他一切存

在事物，或說到底，正是攸關於「客觀存在性如何能被意識心靈所主觀地知覺認

識構成」此一謎中之謎5與深藏其後頭的諸多可能悖論能否被如實認識理解而得

到徹底解決之重大關鍵。 
無疑地，「知覺」的認識活動無非正是意識心靈主觀地認識一切事物的核心

能力之一，然而一種對知覺認識活動之現象學式的探究工作，當然首先還是必需

排除客觀主義心物二元論作為其方法前提的可能性，且這種排除的作法最終必然

還會要求著對整個自然客觀的生活態度實行一種普遍懸擱。而唯有通過對實在興

趣的全面克制，對生活世界客觀性的實在設定才不會繼續被發動，進而意識的目

光才能完全解除朝向生活世界客觀實在性的束縛，而在自由的反思活動中，真正

深入意識心靈的主觀性之中，發掘出意識心靈如何以其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主觀

地「知覺」認識到一切作為現象（Phänomen）之主觀被給予的「事物本身」（Sache 
selbst）。 

因而超驗現象學，是立於從自然客觀的生活態度轉換成超驗純粹的生活態度

之觀點中，才獲得了真正發現「知覺」認識活動固有本質的可能性的。所以，異

於一般傳統的看法，胡塞爾當然就不再素樸地接受以經由外部感官認識物理現象

的「外部知覺」（äußere Wahrnehmung）和經由內部感官認識心理現象的「內部

知覺」（innere Wahrnehmung）當作「知覺」認識活動之兩個不同的基本種類，畢

竟，這組已長久被發展沿用的語詞，其涵義要麼大多參雜有客觀主義的成見，要

麼易於讓人很自然地連結於傳統使用的意義，致使其使用意義難以有所更新而易

生混淆。為了避免上述語詞使用上的可能困難，我們清楚看到胡塞爾在《邏輯研

究第二卷》中，費了極多篇幅仔細就此組區分語詞的傳統涵義與他所欲嘗試賦予

此組區分語詞的更新涵義一一作出辨別釐清6，而到了《觀念一》，雖說他仍有提

及此組已被其更新涵義的區分語詞 7 ，但主要卻以「超越知覺」（transzendente 
Wahrnehmung）與「內在知覺」（immanente Wahrnehmung）這組語詞針對「知覺」

認識活動作出更為明確的區分。當然，被胡塞爾更新涵義的「外部知覺」與「內

部知覺」這組語詞涵義，與「超越知覺」與「內在知覺」這組語詞涵義雖說彼此

交疊卻非完全等同一致，故於此處，我們將以「超越知覺」與「內在知覺」這組

語詞涵義為主軸來進行「知覺」認識活動的解析，而被胡塞爾更新涵義的「外部

知覺」與「內部知覺」這組語詞涵義，則將被納入於「超越知覺」與「內在知覺」

這組語詞涵義的區分解析之下。 
在超驗純粹的反思目光中，由於「意識」，也即一種最廣意義下之「一般意

                                                 
5 參見Krisis:§5。 
6 參見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A694/BB2222- A715/B2B 244。 
7 參見IdeenⅠ:§1。胡塞爾始終未放棄使用「外部知覺」與「內部知覺」這組已被其更新涵義的

區分語詞，這點可從其在諸多著作中仍經常使用的情形獲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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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體驗」（Bewußtseinserlebnis überhaupt）8，其所固有的基本特性，可被根本地

確立作為「關於某某的意識」（Bewußtsein von etwas）之「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
因此一般說來，「知覺」的認識活動就可被含括於「意向體驗」（intentional Erlebnis）
此一標題之下。「超越知覺」，因而指的正是那種超越於自身所屬具體體驗流而朝

向對象的意向體驗，它的意向體驗對象並不與自身同屬一個具體體驗流，僅是被

超越意向地而非實項地（nicht reell）包含於意向體驗之中9。而「超越知覺」的

最典型種類，則莫過於我們先前持續關注之朝向生活世界客觀實在性的意向體

驗，也即物知覺，而物知覺又可進而再分有「超越物的經驗直觀」與「超越物的

本質直觀」兩類。 
在「超越物的經驗直觀」的基本認識行為裡，它個別地（individuell）設定

（setzt）著諸實在物，把諸實在物設定為某些空間-時間的具體存在物，且這些

具體存在物都具有其各自的持續（Dauer）和實在性內容（Realitätsgehalt）。而這

些實在性內容，一方面，就其被設定為某種在此時間點（Zeitstelle）上的東西而

言，是本質地也可存在於任何其他時間點上的，而另一方面，就其被設定為處於

此位置（Ort）上而具有此物理形態（physische Gestalt）而言，同一實在物本質

地也可能處於任何其他位置上和具有任何其他形態，故普遍而言，每一個別實在

物都是「偶然的」（zufällig），它如是存在著，但就其本質而言它可以不如是存在。

也正職是之故，那些得自於經驗事實的規則，諸如經驗事實科學的自然諸規律

（Naturgesetze），亦即設定為如果某種實在狀態事實地存在，那麼某種確定的結

果事實地也必然存在的那自然諸規律，則僅只表現了事實的諸規則（Regelungen）

而已，這些規則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所以，經由這些規律所支配的可能經驗

的事實對象，就其本身言無論如何總是「偶然的」10。 
然而，這種偶然的經驗事實卻本質地與某種必然性（Notwendigkeit）相關，

且此必然性並不是空間-時間的經驗事實規則所規定的那些經驗事實之組成，而

是某種涉及於本質-一般性（Wensen-Allgemeinheit）的本質必然性。當我們說，

任何經驗事實「就其自身本質」可以是其他樣子時，我們已經是在說，每一偶然

物按其意義已具有一種可被純粹把握的相應本質，亦即具有一種可被歸入於各種

一般性等級的本質-諸真理（Wesen-Wahrheiten）中之觀念（Eidos）。因此，一個

個別對象，一般說來並不僅是一個個別對象，一個「此處這個」（Dies da），一個

一次性（einmaliger）存在的對象，作為「本身」具有某些特性的個別物，確實

具有著一系列本質的謂詞（Prädikabilien），而這些謂詞則意味含括著那些第一級

的（erste）主要諸規定（Bestimmungen）與第二級的（sekundäre）相關諸規定。

若以聲音（Ton）為例，任何聲音本身都具有其諸本質，而其中最高的本質則是

經 由 單 獨 地 或 與 其 他 個 別 聲 音 相 比 較 地 挑 出 之 作 為 「 共 同 的 東 西 」（ als 
„Gemeinsames“）之聲音本身的一般本質。所以，若就世界之諸時間-空間物來說，

                                                 
8 參見IdeenⅠ:§34。 
9 參見IdeenⅠ:§38。 
10 參見Ideen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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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當然都具有自身的諸本質類（Wesensartungen），而其中最高的本質類就是一

般物質物（materielle Ding überhaupt）這個本質類，隸屬其下則有一般時間規定、

一般持續、一般形象（Figur）、一般物質性這些較低層級的諸本質類，如此等等。

並且，正是上述指出的這些本質類的一般性，才界定了諸個別東西（Individuen）

的諸區域（Regionen）或諸範疇（Kategorien）11。 
於是，我們初步地看到，本質作為一種隸屬於個別對象（即作為主詞「此處

這個」的一次性存在物）的謂詞，就是那些一般本質類，且如此之「共同的東西」，

一方面可純粹直觀地從個別具體的經驗事實中得出，在另一方面，則可反過來對

那些個別具體的經驗事實進行「規定」的活動。但究竟該如何理解這種從個別具

體的經驗事實中得出作為「共同的東西」的本質之純粹直觀？又該如何理解作為

「共同的東西」的本質對那些個別具體的經驗事實所進行的「規定」？ 
我們不可避免地面臨了「超越物的本質直觀」這種認識活動之成因和超越性

本質對超越性經驗事實之必然性規定此二重要問題。若按胡塞爾的看法，「超越

物的本質直觀」之成因無非在於每一個別的經驗直觀都必然具有可被轉化為相應

之本質看（Wesenserschauung）的根本可能性，且這種可能性本身不應被理解作

經驗事實的，而應被理解作觀念本質的。這種轉化的可能性，或更確切地說，觀

念化作用（Ideation）之可能性，基本地來自於對「超越物的經驗直觀」所把握

到的超越性經驗事實進行的一種「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樣」（freie Modifikation 
von Phantasie/Einbildung oder Fiktion），因為它可將整個「超越物的經驗直觀」把

握超越性經驗事實的認識活動完全轉化成一種「超越物的本質直觀」把握超越性

本質一般性之認識活動。至於超越性本質對超越性經驗事實之必然性「規定」活

動，則也同樣來自於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樣之轉化的可能性，但卻是一種逆反方

向的轉化可能性，也即一種將「超越物的本質直觀」把握超越性本質一般性的認

識活動逆反地轉化成「超越物的經驗直觀」把握超越性經驗事實的認識活動之特

殊化（Besonderung）或個別化（Vereinzelung）的可能性。若我們以幾何真理為

例，則幾何真理對自然實在性之每一次的「應用」（Anwendung）都將屬於這種

情況。因此，超越性本質對偶然的超越性經驗事實之必然性「規定」活動，無非

正是這種本質一般性逆反的特殊化或個別化12。 
就上述而言，我們清楚看到，「超越物的經驗直觀」與「超越物的本質直觀」

兩者間確乎具有一種極其特殊之相互奠基的本質關係，這也即是說，若缺少由想

像或虛構的自由變樣所帶來朝向個別的經驗事實之目光轉向的自由可能性（freie 
Möglichkeit der Blickwendung），那麼「超越物的本質直觀」是不可能的，正如反

之，若缺少由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樣所帶來朝向本質一般性之目光轉向的自由可

能性，那麼「超越物的本質直觀」同樣也是不可能的13。 

 然而，由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樣的影響而為「超越物的本質直觀」與「超越

                                                 
11 參見IdeenⅠ:§2。 
12 分別參見IdeenⅠ:§3、§6；Ding und Raum:§3。 
13 參見Ideen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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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經驗直觀」兩者所帶來的區別差異還表現於另一方面，亦即直觀把握活動之

充分與否的程度。給予的且或許源初給予的「超越物的本質直觀」，它可能是一

種充分的本質直觀，正如在對聲音本質的直觀中較易於達到的，但「超越物的本

質直觀」也有可能是在某種程度上不充分的，且不僅是指其明晰性（Klarheit）
和清楚性（Deutlichkeit）的程度而已，因為某些本質範疇的獨特性在於，屬它們

的諸本質只能單面向地（einseitig）、連續多面向地（mehrseitig），但永遠不會全

面向地（allseitig）被給予。而這種情形當然是來自與其相互奠基之「超越物的

經驗直觀」的緣故，因為真實說來，「超越物的經驗直觀」所把握的個別經驗事

實，無非都是在不充分的、單面向的側顯（Abschattungen）中才可被經驗地呈現。

雖然在此，「超越物的經驗直觀」，可憑藉其側顯的積累活動而逐漸趨近於充分，

而與其相互奠基之「超越物的本質直觀」，則當然相應地也自有其積累活動而能

逐漸趨近於充分，但畢竟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樣為「超越物的本質直觀」所帶來

的優越特性更勝於此！因為，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樣並非僅限於對「超越物的經

驗直觀」的任一單面向的側顯活動起到修正補充的作用，它也可對「超越物的經

驗直觀」的某一多面向的側顯積累階段活動進行修正補充，甚至唯有藉由它，才

能真正克服物知覺因受限於側顯直觀進展的無界限性（Grenzenlosigkeit）而有之

必然的不充分性，而真正達及充分知覺的理想（Ideal adäquater Wahrnehmung） 
，這也即是說，唯有一種虛擬充實的想像顯現之可能性（Möglichkeit einer quasi 
erfüllenden Phantasieerscheinung），或更確切而言，一種顯現連續性之可能性

（Möglichkeit einer Erscheinungskontinuität），才能讓物知覺被修正補充成為一種

連 續 的 知 覺 多 樣 性 的 理 想 可 能 性 （ ideale Möglichkeit kontinuierlicher 
Wahrnehmungsmannigfaltigkeit），因而物知覺所把握的對象內容才能在完全充實

的界限點（Grenzpunkt）上成為在每一方面中（in jeder Hinsicht）之絕對飽和

（absolute Sättigung），且正是在此情形中，物知覺才於理想可能的充分方式中把

握到了如其在其自身中所是（wie er in sich selbst ist）之作為絕對被給予性

（absolute Gegebenheit）的物自身。至此，我們已然理解到，想像或虛構的自由

變樣為「超越物的本質直觀」所帶來的真正優越特性，便是使其最終總能在想像

或虛構的自由變樣對「超越物的經驗直觀」，甚至仍不充分的「超越物的本質直

觀」之修正補充的活動中成為一種理想可能的充分物知覺14。 

 於是我們說，「超越物的經驗直觀」，每次都僅能單面向地對空間-側顯的

（raumlich-abschattende）經驗事實超越性進行把握，所以它只能從一個到另一個

單面向性的積累中向充分的經驗事實的個別超越性趨近，然而，本質地卻是一種

無限的趨近過程15。因此，物知覺的認識活動，並非單靠「超越物的經驗直觀」

即可真正完成，甚至「超越物的經驗直觀」的認識活動也非憑藉自身就能運作，

因為只要是認識活動，就必然需要與其相應之本質的規定作用。而「超越物的本

質直觀」，正是為「超越物的經驗直觀」提供本質的規定作用的來源，其成因是

                                                 
14 分別參見IdeenⅠ:§3；Ding und Raum:§33、§34、§35、§84。 
15 參見IdeenⅠ:§41、§42、§44。 

 59



 

基於「超越物的經驗直觀」之趨近積累的成果，進而通過相應之「想像或虛構的

自由變更」（freie Variation von Phantasie/Einbildung oder Fiktion）的補充修正而得

形成的。且這種補充修正的活動，也並非如先前那過於省略的說明，彷彿想像或

虛構的自由變更直接地就可將個別的經驗事實轉化成作為「共同的東西」之本質

一般性，真實說來，補充修正的活動初步地僅限於個別性領域，因此所首先形成

的僅是涉於本質個別性之超越個別物的本質直觀，唯當此活動進一步普遍地涉於

其他具有相同本質個別性的諸個別物，而漠不關心地將諸個別的這個性

（individuellen Diesheiten）視為相同（gleichgültig werden）時，才進而形成了涉

於本質一般性之超越一般性的本質直觀16。 
因此，我們也有必要稍加補正先前有關「超越物的經驗直觀」與「超越物的

本質直觀」兩者間相互轉化過程的說明。更確切地說，這相互轉化的過程應是：

從經驗事實之趨近累積的個別超越性，到固定不變之觀念本質的個別超越性，再

到固定不變之觀念本質的普遍一般超越性，總的說來就是一種觀念化作用的一般

化（Generalisierung der Ideation）之過程，正如反之，卻也必然存在著作為其逆

反活動過程之應用的特殊化（Spezialisierung der Anwendung）17。無論如何，這

種處於「超越物的經驗直觀」與「超越物的本質直觀」間的雙向本質關係，明確

地向我們表明了，一方面，「超越物的經驗直觀」的認識活動，總是必需不可分

離地根據於相應之「超越物的本質直觀」的認識活動才能有所規定地進行，二方

面，「超越物的本質直觀」的認識活動，雖然總是必需初始地根據於相應之「超

越物的經驗直觀」的認識活動而進一步發展，但它按其源於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

更的本質畢竟還是具有獨立於「超越物的經驗直觀」的認識活動之本質的可能

性，也即除了必需同時奠基於此二者的超越物的認識活動之外，其他超越物的本

質直觀的認識活動則都本質地可在脫離「超越物的經驗直觀」的認識活動的情形

中獨立地運作18。 

附帶一提，胡塞爾正是根據「超越物的本質直觀」畢竟具有獨立於「超越物

的經驗直觀」的認識活動之本質的可能性，而作出了超越物的事實科學（或經驗

科學）與超越物的本質科學的根本區分。在其看來，個別的經驗事實和超越性觀

念本質間存在的關係（這關係本身是本質的），確實奠定了在超越物的事實科學

和超越物的本質科學之間相互對應關係的根據。諸如純粹邏輯、純粹數學、純粹

時間學、純粹空間學、純粹運動學等等之超越物的本質科學，它們完全離於各種

基於個別物的經驗事實設定。就如幾何學家（Geometer）的例子，幾何學家在作

為經驗事實存在的黑板上產生著經驗事實存在的線條，但是他對該產物的經驗事

實活動，作為一種經驗事實活動，正如他的物理的產生活動一樣，都不曾為他的

幾何學之本質看和本質思維（Wesensdenken）奠定任何基礎，因此，無論他是否

並未現實地去畫他的線條和圖形，而只是在一個想像世界中想像著它們，這都是

                                                 
16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87-a)、§89、§90、§95。 
17 參見IdeenⅠ:§3、§4、§5、§6、§12、§13。 
18 參見IdeenⅠ:§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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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緊要的。而自然研究者（Naturforscher）的情況則完全不同，他對經驗事實

性進行觀察且實驗，亦即合於經驗地去確定經驗事實性，對他來說，經驗事實活

動作為一切均以之為基礎的認識行為，絕不能被純然的想像活動所取代。所以，

每一種超越物的本質科學原則上皆可獨立於每一種超越物的事實科學，但在另一

方面，每一超越物的事實科學卻永遠不能排除與之相對應的超越物的本質認識活

動，從而獨立於形式的（formalen）或物質的（materialen）超越物的本質科學，

因為，一方面，超越物的事實科學，不論它在哪裡提出間接的判斷根據，它都必

須按形式邏輯處理的形式原則來進行，或更一般地說，必須按論證原則（Prinzip 
der Begründung）19來進行，二方面，任何經驗事實性都自有其相應之物質的本

質組成，這些觀念本質都必然地對經驗事實個別性與經驗事實的一般可能性進行

著本質的規定作用20。 
 當初步探明了作為「超越知覺」典型種類之「超越物的經驗直觀」與「超越

物的本質直觀」兩者間如何藉著「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而相互轉化奠基的特

殊本質關係，和「超越物的本質直觀」又如何按其源自「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

的本質而對「超越物的經驗直觀」具有獨立的優越特性後，讓我們接續地關注作

為「知覺」認識活動的另一種類。「內在知覺」，作為對意識心靈本身進行反思認

識的知覺活動，指的則是那種朝向內在於自身所屬具體體驗流的對象之意向體

驗，它的意向體驗的對象與自身同屬一個具體體驗流，是被內在意向地且實項地

（真正說來這僅是一個比喻）包含於意向體驗之中，而僅能抽象地且本質上非獨

立地被分離開來。因此，「內在知覺」無非就是那種意識著意識自身的「自身意

識」，或說意向體驗著意向體驗自身的「自身意向體驗」，它也因而必然本質地涉

及於一種「反思的」目光轉向（reflektiven Blickwendung）之原則可能性21。若

相較於「物知覺」，「內在知覺」則完全不是藉由空間-側顯的顯現或呈現方式

（Erscheinungs- oder Darstellungsweisen）來把握其內在對象的，因為一切作為其

內在對象的意向體驗都不會側顯自身，相對地，它卻是經由簡單的看（schlichtes 
Erschauen）而作為「絕對的東西」（Absolutes）被內在給予的22。之所以是「絕

對的東西」，無非是由於作為內在對象的所有意向體驗，都具有著不可懷疑的特

性，也即是說，它們都是絕對無疑的「必然」（notwendige）存在。至於前述物

知覺的超越對象，由於畢竟是超越於意向體驗的世界客觀實在性，故無論其充分

與否，其存在總是能為我們所懷疑，故始終僅能是一種「偶然」（zufällige）存在
23。 
 不過，在此亟需強調，內在對象雖說是絕對無疑的必然存在，但這卻不意味

著其必然是被充分把握的。因為，任何一個意向體驗本質地都是一條流（Fluß），

當我們從現在點（Jetztpunkte）起讓朝向它的反思目光隨後游動（nachschwimmen）

                                                 
19 參見IdeenⅠ:§24。  
20 參見IdeenⅠ:§7、§8。 
21 參見IdeenⅠ:§38。 
22 參見IdeenⅠ:§42、§44。 
23 參見Ideen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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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能在它的持存（Retention）與回顧的回憶（rückblickenden Wiedererinnerung）

的形式中對它已然消退過去的某些特定的片段部分有所把握，乃至於若就自我的

整個具體意向體驗流來說，我們就更難以對其有充分之內在知覺的統一把握了
24。由此，我們不難理解到，「內在知覺」雖然完全不具有「物知覺」之空間-側
顯的特性，也因而完全不具有從單面向性向全面向性趨近積累的活動，但它卻類

似於物知覺，也需要經由相應之階段系列的「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

充，才具有充分把握作為內在對象的意向體驗之完全充實的內在本質規定的基本

可能性。 
 「內在知覺」作為對意識心靈進行認識活動之根本能力，在現象學中所扮演

角色的關鍵重要性，在此就不言而喻了。因為，現象學家的根本任務，並非如自

然研究者般以認識自然實在物為目標，也非如超越物的純粹本質科學家般以認識

對自然實在物進行必然規定作用之超越物的本質真理為目的，真正說來，卻以理

解「超越物如何能藉由身體中介而被意識心靈所認識」，甚至「意識心靈如何能

被意識心靈所認識」為其真正根本宗旨，而所謂理解「超越物如何能藉由身體中

介而被意識心靈所認識」與「意識心靈如何能被意識心靈所認識」，又無非意味

著理解「物知覺」與「內在知覺」，而「物知覺」又無非隸屬於意識心靈，故歸

根結底，現象學根本任務的核心便在於徹底理解「內在知覺」此一課題了！因此

我們不難明白，為何胡塞爾在《觀念一》中會指出，現象學應作為一門所有純粹

本質科學之純粹本質科學，而在《危機》中還甚至表明，現象學作為超驗的哲學，

無非是以探究真正意識主觀性為己任之超驗純粹的心理學25！ 
 鑑於「內在知覺」，一方面在現象學追求嚴格科學理想的過程中，亦即在致

力於為一切認識活動的真理確定性進行普遍的絕對奠基的嘗試中所具之方法論

上根本重要的功能作用，二方面又作為我們一直所欲探明之意識心靈固有存在方

式的核心本質特性之一，我們自有必要更為廣泛而深入地對其進行探究。而若就

當前我們對「內在知覺」在理解方面所達至的階段而論，最首要的問題，當然就

是其「如何」能作為那種意識著意識自身的「自身意識」、意向體驗著意向體驗

自身的「自身意向體驗」？而這又無非是問，「反思的」目光轉向的原則可能性

究竟是「如何」得到運作？同時另一方面，在先前有關「超越知覺」與「內在知

覺」的探討裡，也意外地顯露出了「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充」活動，

竟然是「知覺」認識活動得以成立之必要的可能性條件，這種發現確實另人感到

驚異！在一般的常識意見中，我們大多是將想像或虛構的意識活動，視為一種容

易讓「知覺」認識活動開脫事物真實性之主觀原因，卻極少注意到它在「知覺」

意識有所侷限處所發揮的「可能性」之前導的必要修正補充功能。而這當然使得

我們不可避免地必需更為深入地理解「想像意識」的固有存在方式及其與「知覺

意識」間所具有之極其微妙的本質關係。 
然而，基於以下理由，亦即：無論是「知覺意識」，還是「想像意識」，按它們同

                                                 
24 參見IdeenⅠ:§44。 
25 參見Krisis:§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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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意識活動的固有本質特性而言，無非都是意向體驗，因而都必需基於意向體

驗「反思地」意向體驗著意向體驗自身之「內在意向體驗」的認識活動方能進行

屬其之深入且全面的內在探究；且正因此之故，「內在意向體驗」的認識活動同

時也將為超驗現象學所要求著解決之根本任務——真正徹底闡明「世界客觀性如

何能無悖論地被主觀地認識」，或更為一般地說，發掘出意識心靈如何無悖論地

以其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主觀地認識到一切作為現象之主觀被給予的「事物本

身」此一根本任務——提供了絕對確定的方法基礎之基本可能性。我們將首先就

「內在知覺」「如何」能作為那種意識著意識自身的「自身意識」、意向體驗著意

向體驗自身的「自身意向體驗」這一問題從事探討，或更確切地說，亦即就「反

思的」目光轉向的原則可能性究竟是「如何」得到運作此一根本問題進行深入闡

明。 
 
第三節  反思活動作為內在意向體驗的基本特性及其限制 
 
 「內在知覺」，究竟「如何」能作為那種「反思地」意識著意識自身的「自

身意識」，或說「反思地」意向體驗著意向體驗自身的「自身意向體驗」，正是我

們當前所欲探明的課題。在這裡，首先必需說明，雖說在自然客觀的態度下，當

然也可以進行某種自然的反思活動而對意識心靈多少進行把握，正如我們在從未

實行過現象學懸擱前之自然的世界生活中，仍已多少反思地發現到人之心靈具有

支配屬己身體運動的能力，並還具有其他諸如知覺、思維、情感、意志等等心靈

所特有的能力，但我們過去也一再強調，這種侷限於自然客觀態度的反思認識活

動，是怎樣容易陷入將心靈物化的顛倒中，且就算幸免於這種物化的顛倒，也始

終因為缺乏一種由現象學普遍懸擱而解放出來之完全自由的反思洞察目光，以致

根本無法對心靈的固有本質特性具有完整認識的可能。因此，我們此處所將探討

之體驗反思（Erlebnisreflexion），無論如何都是在由現象學普遍懸擱實行而來之

超驗的反思活動中才真正得以完全揭示顯露的。 
「反思的」目光轉向的原則可能性，作為意識著意識自身的「自身意識」，

或說意向體驗著意向體驗自身的「自身意向體驗」的基本特性，正是意識或意向

體驗的反身活動，也即在對於某個特定意識或意向體驗對象（不論是偶然的超越

物，還是絕對的內在客體）進行意識或意向體驗的把握活動中，經由意識或意向

體驗的反身運動進而對意識或意向體驗活動本身有所把握，這也正是胡塞爾所言

之體驗的體驗，亦即對意向體驗的意向體驗，或說對意識的意識。此處所言作為

對某個特定意識或意向體驗對象（不論是偶然的超越物，還是絕對的內在客體）

進行意識或意向體驗的把握活動，其實就是典型的「超越知覺」，亦即「物知覺」，

和「內在知覺」，自我可通過不同的態度改變26（Einstellungsänderungen），也即

分別通過將興趣地目光朝向超越物的實在對象興趣態度和將興趣地目光朝向（第

一級的）內在客體的內在對象興趣態度改變為各自的相關項興趣態度，而讓自我

                                                 
26 參見IdeenⅠ:§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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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光分別轉而成為內在地把握朝向「物知覺」的「內在知覺」和內在地把握朝

向（第一級的）「內在知覺」之（第二級的）「內在知覺」。所以，正是在此等「反

思的」目光轉向的活動中，我們才真正具有了理解把握作為「知覺」認識活動之

「超越知覺」本身與「內在知覺」本身的基本可能性。此外，我們也需特別注意，

無論是對偶然超越物進行「物知覺」或對（第一級的）絕對內在客體進行（第一

級的）「內在知覺」這一意向體驗活動層級，還是反思地對「物知覺」進行「內

在知覺」或對（第一級的）「內在知覺」進行（第二級的）「內在知覺」這另一意

向體驗活動層級，都本質地共屬於自我之同一個具體體驗意識流。 
由上述可知，作為體驗的體驗之「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所具有之

極其優越的功能特性，無非正是能夠在任何種類、不同層級的意向體驗的基底

（Substrate）之上進行對自身的反思把握，這亦即是說，它能在心靈的意識內在

性的整個領域內進行任何自由朝向的內在把握活動。但由於一切反思活動，作為

「追溯性的」（nachgehende）反思把握，其把握的意向體驗對象卻必然已經歷了

某種「意識變樣」（Bewußtseinsmodifikation）的過程，也即未被反思之已實行的

意向體驗經歷了向被反思之已實行的意向體驗之模式（Modus）的某種轉換27，

於是這就容易引起這樣一種懷疑：「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真的能夠把

握到作為其內在對象的意向體驗「本身」嗎？只要我們不曾刻意忽略任何意向體

驗都是一條連續流動的意向體驗流，且在這條意向體驗流中分屬不同時段部分的

各種連續變樣都與源初意向體驗具有同一個本質共同性（Wesensgemeischaft）（因

為未變樣的意向體驗與變樣的意向體驗具有著同一個對象，故源初意向體驗的一

般本質特性仍會保留於其變樣中）28此等基本事實，那麼，對任何意向體驗進行

自身反思的目光，便能首先達及作為其內在對象的意向體驗之仍然持續流動的剛

剛過去直至完全消失過去之「變樣的」一系列時段部分，甚至於只要所欲反思把

握的意向體驗仍源初不絕地或再現不絕地產生，那麼反思的目光便能反覆地嘗試

實行更為趨近「未變樣的」源初當下的核心時段部分之把握。當然，這樣的回溯

趨近無論如何都還是落於剛剛過去的某一「變樣的」時段部分中，因為對源初意

向體驗內在朝向地反思活動，總不可避免地要經歷一段追溯的前後時間差。既然

所有「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都具有「反思變樣」的特性，那麼，它真的能

夠把握到作為其內在對象的意向體驗「本身」，進而為一切有關「事物本身」的

認識活動奠定絕對確定的主觀基礎，以通達現象學「回返事物本身」此一哲學任

務的根本目標嗎？確實，現象學所要回返的，畢竟還是那些未經反思變樣的源初

直觀（origrnäre Anschauungen），及那些在其之中源初直觀地被給予之源初被給

予性（origrnäre Gegebenheiten）！然而，除了具有反思活動此一優越特性之「內

在意向體驗」外，還有何者更適於勝任對意識內在性領域內一切意識及意識被給

予性之系統性的探究工作呢？顯然，就我們目前所能理解設想到的，也唯有「內

在意向體驗」堪稱具有負擔此重要工作的基本可能性了。所以，當前我們即刻所

                                                 
27 參見IdeenⅠ:§78。  
28 參見Ideen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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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思考的便是，「內在意向體驗」在其「反思地」自由朝向的把握活動裡，「如何」

能克服追溯的前後時間差而更加切近於，甚至完全達及於意識源初性的領域？在

尚未取得有關「想像意識」更深入的理解之前，我們當前面對此一問題，顯然僅

能暫以先前探討「內在知覺」所獲的初步看法作為解答的指引。是的，「內在意

向體驗」對源初意向體驗（不論是「物知覺」，還是「內在知覺」）的「反思」活

動之充分把握，確實仍有待於相應之階段系列的「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

補充」才有其真正完成的理想可能性。 
 有關「內在意向體驗」之「反思的」目光轉向的原則可能性的探討，除了上

述「反思變樣」此一方面的問題外，還有著另一方面「反思無限回溯」的難題。

首先，我們必需指出，此難題的產生無非是出於方法論上徹底奠基要求而來的必

然結果，因為，當追問「超越物」的認識可能性條件時，我們便通過對「超越物」

的實在對象興趣態度向其相關項興趣態度的改變而（第一級）反思地回溯到「物

知覺」，類似地，當追問「內在對象」的認識可能性條件時，我們也可通過對「內

在對象」的內在對象興趣態度向其相關項興趣態度的改變而（第一級）反思地回

溯到「內在知覺」，但是，若再進而要求著「物知覺」和「內在知覺」的認識可

能性條件時，我們則必需通過對「物知覺」與「內在知覺」各自內在對象興趣態

度向各自相關項興趣態度的改變而（第二級）反思地追溯到對「物知覺」的「內

在知覺」和對「內在知覺」的「內在知覺」，甚至再進而要求著對「物知覺」的

「內在知覺」和對「內在知覺」的「內在知覺」之認識可能性條件時，我們則必

需通過懸擱關乎對「物知覺」的「內在知覺」和對「內在知覺」的「內在知覺」

之各自內在對象興趣態度向各自相關項興趣態度的改變而（第三級）反思地追溯

到對「物知覺」的「內在知覺」之「內在知覺」和對「內在知覺」的「內在知覺」

之「內在知覺」，乃至於再如此等等地繼續反思地無限回溯下去。這於是就不可

避免地造成了一種方法論上無限回溯（unendlicher Regress/regressus in infinitum）

的可能危險！ 
 關於這樣一個方法論上徹底奠基要求所帶來之「反思無限回溯」的難題，我

們可於《貝瑙爾手稿》裡，清楚看到胡塞爾如何反覆不倦地對其進行闡明的努力。 
胡塞爾曾以對聲音的知覺認識活動為例，來說明此一「反思無限回溯」的問題， 
首先，聲音持續（Tondauer），或說客觀聲音的持續（Dauer des objektiven Tones），

作為「外部」（äußerer）對象，是經由感覺聲音（Empfindungston），或說對聲音

的感覺所統握的，這點可從關於對聲音的感覺之「第一階段的」反思體驗之回溯

而認識，對聲音的感覺也因而成了「第一階段的」內在對象；進而，再對「第一

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進行「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的回溯，便可統握認識到作

為「第二階段的」內在對象之聲音體驗的諸被給予性方式（Gegebenheitsweisen des 
Tonerlebnis），或說內在東西之原始構成的過程（urkonstituierender Prozess des 
Immanenten），亦即「第一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的諸被給予性方式；甚至再進

而對「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進行「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的回溯認識......
如此等等。然而，我們即刻便能察覺到，我們的反思洞察目光，根本無法直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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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與「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此二者間發現任

何區別差異，但這絕非就此而意味著兩者的相同或同一，因為確切說來，無法直

觀地區別此二者，無非是出於我們根本不具有對「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進

行「第四階段的」反思體驗的回溯認識的可能性。這樣實際的情形，確已向我們

顯示出「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所具有的能力限制，顯然它並不能無限制地

在任何反思體驗層次上進行自由朝向的反思把握。但真正令人陷入困惑的卻是由

此而引發之以下可能疑難：現象學所秉持之任何關於存在事物的認識活動，不論

是直接地來自源初直觀的給予，還是間接地引生自源初直觀的給予，歸根結底都

必須合於那一切原則的原則（Prinzip aller Prinzipien），亦即源初給予的直觀才是

一切認識活動的最終合法泉源（Rechtsquelle），而在直觀中源初地給予我們的東

西，則只應按如其所給予的那樣及它被給予的限度之內而被理解29。這因而也正

相合於胡塞爾所賦予「存在＝被知覺」（esse＝percipi）此一基本原則之現象學式

的全新涵義，亦即存在的東西是可被知覺的東西。於是這樣一來，我們還能在對

體驗的體驗之再體驗（即是「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或說對體驗的反思

體驗之再反思體驗之「不可知覺的」情形下，說「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是

存在的嗎？若「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果真不存在，那我們又怎麼能對「第

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進行回溯地反思認識，而為「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

身，進而為「第一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更進而為作為「第一階段的」反思體

驗所回溯認識之「物知覺」本身與「內在知覺」本身，乃至於為「事物」本身奠

定認識可能性之絕對確定基礎呢？這確實是個令人費解的難題！然而，「內在意

向體驗」的反思活動有其能力限制的這個事實，卻也同時顯示出了「反思無限回

溯」此一難題的虛假性，因為，「無限回溯」真正說來僅是憑藉著思維的純然推

論而導致的結果，它根本地缺乏任何直觀方面之現實性的證實。現在，讓我們繼

續沈思我們所仍然面對之「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最終無法為認識活動奠定

絕對確定基礎的可能危險。思索的關鍵核心顯然還是：「不可知覺」之「第三階

段的」反思體驗本身，究竟存不存在？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無論如何，我們確

實能夠並且已經直觀地知覺認識到「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第一階段的」

反思體驗本身、作為「第一階段的」反思體驗所回溯認識之「物知覺」本身與「內

在知覺」本身、「事物」本身。其次，既然能夠且已經直觀地知覺認識到「第二

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那麼，能夠且已經對其進行知覺認識之反思體驗活動，

亦即「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能不存在嗎？是的，在胡塞爾的解決嘗試中，

正是以被知覺的東西與知覺此二者間必然共同相互連結的本質特性——亦即，被

知覺的東西必須在知覺中出現且存在——來賦予不可知覺之「第三階段的」反思

體驗活動必須存在的根據，換句話說，「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雖然是不可

知覺的，但原則上卻必須是一種潛在之可知覺的理想可能性。誠如胡塞爾所言，

這裡確實存在有一種原始法則（Urgesetz）：每一感覺（Empfinden），每一統握

（Auffassen），一切質素的東西（Hyletische）與意向作用的東西（Noetische），

                                                 
29 參見Ideen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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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終的根據裡（im letzten Grund）都是一種不被意識的諸過程之結果（eine Folge 
von unbewußten Prozessen），換句話說，它們都是根據不被意識的諸過程之諸統

覺而成為可能，並且，進而再通過它們，持續的諸對象才成為可能30。 
 至此，我們已然初步地理解到，一方面，「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作

為一種「追溯性的」內在統握認識，都本質必然地由於追溯的時間差而具有「反

思變樣」的特性，因而具有著「如何能真正反思回溯到意識源初性」的難題；而

在另一方面，「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由於不能對「第三階段的」反思體

驗本身再進行「第四階段的」反思體驗的回溯認識，於是導致了為先行認識活動

進行可能性奠基之不可知覺的「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是否存在的懷疑，因

此帶來「如何賦予不可知覺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必須存在的根據」的

另一難題。同時，按我們上述討論的線索，第一個難題的可能解決，還在於如何

克服跨越追溯的時間差變樣，讓變樣過程中持續保留且變樣著的源初意向體驗的

一般本質特性，作為理想可能性而被內在地統握；而第二個難題的可能解決，則

在於如何於「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不可知覺的情形下，以被知覺的「第二

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必須在統握它的知覺中才能出現且存在此一必然共同相互

連結之本質特性根據，而將不可知覺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原則地視作

一種潛在之可知覺的理想可能性。 
因此現在，問題解決的去向顯得分外清楚了。早先，我們一方面基於「知覺

意識」與「想像意識」同作為意向體驗，都必需根據「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

動才能進行屬其內在的探究，另一方面又基於「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也

將為發掘出意識心靈如何無悖論地以其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主觀地認識到一切

作為現象之主觀被給予的「事物本身」此一根本任務提供絕對確定的方法基礎之

基本可能性，因而暫緩了對「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兩者間極其微妙的本質

關係的繼續深究，而優先地探討「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的基本特性。但是，

當我們後來發現，「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由於自身能力的限制也陷入了認

識上的困境時，才發覺到它畢竟還是作為「知覺意識」之「內在知覺」，它認識

能力上的限制，總歸仍要憑藉相應之階段系列的「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

補充」來加以克服。 
 
第四節  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的基本區分及其本質的互為奠基關係 
 

「想像意識」，作為「知覺」認識活動得以成立之必要的可能性條件，其究

竟「如何」在「知覺意識」（不論是「物知覺」，還是「內在知覺」）有所侷限處，

發揮「可能性」之前導的必要修正補充功能此一至關重要的問題，正是我們當前

最具迫切性的主要探究目標。然而，若欲達成闡明「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

兩者間極其微妙的本質相互關係，顯然首先還需通過對「知覺意識」與「想像意

識」兩者各自固有的本質特性之探討才行。 

                                                 
30 參見Bernauer Manuskripte:Nr.10-§2、§3、§5、§6、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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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別無選擇地，我們仍有賴於「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因為唯有在

其反思的自由朝向目光中，我們才獲致了對同作為「意向體驗」之「知覺意識」

與「想像意識」進行探究的基本可能性。並且，這裡絕不存在任何論證上的「惡

性循環」（circulus vitiosus），彷彿「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一方面自身作

為「內在知覺」原來就歸屬於「知覺意識」的一類，現在卻要為「知覺意識」進

行認識上的探究奠基，而另一方面，其自身本需「想像意識」為其補充修正，現

在反作為「想像意識」奠基探究的根據。對此等可能詰難，我們將首先嘗試對於

前者提出回答，亦即，若按先前的研究結果，「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作為

「內在知覺」，其基本特出的能力無非正是能夠進行對自身的反思統握。至於後

者的可能詰難，或許可這樣簡單地回答，也就是，「想像意識」的補充修正，是

輔助作為「內在知覺」之「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達成理想可能之內在的充

分統握，而非取消了作為「內在知覺」之「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對「知覺

意識」與「想像意識」進行反思統握的基本可能性。 
但是，也正於此，卻顯露出一個更加深刻而複雜的問題，亦即，作為「內在

知覺」之「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它作為「知覺意識」的一類，如何能內

在地「知覺」統握與其分屬不同意識種類的「想像意識」呢？按先前的討論，我

們一直是無區分地將「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完全歸屬為「內在知覺」的種

類，並粗略地逕自將對「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進行反思統握的基本可能性

歸諸於它。然而，真實情形絕非如此！我們確實可從《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一

書中發現到，胡塞爾如何反覆地思索著「對想像活動本身進行反思地內在統握的

意識活動為何」此一問題，在其批判地區別出「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在特

性方面上的根本差異（前者是現前的、實顯的，後者是再現的、不實顯的）之後，

認為自我能「在想像之中」反思，而「在想像之中」的反思本身就是想像（Reflexion 
„in der Phantasie“ ist selbst Phantasie）！這也即是說，對想像活動本身進行反思地

內在統握的意識活動，不是「內在知覺」，而是一種對想像活動本身的想像活動。

於是，我們先前關於「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的見解，就相應地需要局部地

修正，亦即我們需將「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追加成「內在知覺」的反思活

動與「內在想像」的反思活動兩類，同時，先前在將「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

動僅視為「內在知覺」一類情形下所作的討論，也類似地可擴大適用於「內在想

像」的反思活動這一類。換句話說，先前僅就「內在知覺」的反思活動而言之「如

何能真正反思回溯到（知覺）意識源初性」與「如何賦予不可知覺之「第三階段

的」反思體驗活動必須存在的根據」的問題，現若就「內在想像」的反思活動而

言，則類似地成了「如何能真正反思回溯到所欲統握之想像意識本身」與「如何

賦予不可想像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必須存在的根據」的問題。於是同

樣類似地，第一個難題的可能解決，就成了如何克服跨越追溯的時間差變樣，讓

變樣過程中持續保留且變樣著的想像意向體驗本身的一般本質特性，作為理想可

能性而被內在地統握；而第二個難題的可能解決，則成了如何於「第三階段的」

反思體驗活動不可想像的情形下，以被想像的「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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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握它的想像中才能出現且存在此一必然共同相互連結之本質特性根據，而將

不可想像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原則地視作一種潛在之可想像的理想可

能性。而先前僅就「內在知覺」的反思活動而言之「反思無限回溯」此一疑難的

虛假性，也類似地出現於就「內在想像」的反思活動而言之「反思無限回溯」的

可能疑難中，正如胡塞爾在《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一書裡強調過的，想像的「反

思無限回溯」的說法根本不符合於事實（nicht den Tatsachen entspricht）！當然，

此話也無非意味著，「內在想像」的反思體驗活動本質地具有其反思能力上的根

本限制。至於「內在想像」的反思體驗活動又如何能夠解決上述兩個難題呢？我

們初步的回答將是，很顯然地，它將會憑藉自身相應之階段系列的「想像或虛構

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充」而加以達成31。 
 現在，讓我們緊接著通過「內在意向體驗」之「反思」目光的自由朝向，來

揭示顯露「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各自所固有的本質特性。而首先，我們將

在「內在知覺」之「反思」目光的自由朝向中，探明「知覺意識」所固有的諸多

本質特性。「知覺意識」，無論作為「超越物知覺」，或是作為「內在知覺」，它無

非都是源初現前的（originäre gegenwärtige）意向體驗，它們總是能通過屬其之

不同種類的信念設定（glaubende Position/Setzung /Thesis）32，而將它們的對象意

向構成為相應之各種存在性33。 
詳細而論，一切「知覺」意向體驗的變樣都自有其相應的意向作用側與意向

對象側的樣態（Modalitäten），也即是信念或意見樣態與存在樣態，且無論其變

化的程度如何，它們畢竟最終各自地歸屬於原始信念或原始意見（Urglaube oder 
Urdoxa）與源初被給予性。在這讓我們從說明意向作用側的信念或意見及其變樣

（即信念樣態）的問題開始，嚴格地說，經由信念意識對自身的反思統握，可以

發現到信念本身無非是信念確定性（Gewißheit），它作為原始形式（Urform），

可變樣為諸如各自經由作為信念樣態意識之可能性意識、或然性意識、疑問性意

識、懷疑性意識對自身反思把握而獲致的作為信念樣態之可能性（Möglichkeit）、

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疑問性（Fraglichkeit）、懷疑性（Zweifelhaftigkeit）
本身。再者，相應於上述意向作用側的原始信念及其變樣的其他信念樣態而言，

則有意向對象側作為意向客體的存在特性及由其變樣而來的其他存在樣態，更仔

細而論，也即源初被給予的確定的存在，作為原始形式，變樣出了作為存在樣態

之可能的、或然的、疑問的、懷疑的等等存在事物34。 
若我們更進而將「內在知覺」的反思目光朝向以上意向作用側-意向對象側

之平行結構中更高層級的變樣運作，便又可發現如下變樣的進一步規定：一方

面，我們找到了關涉於原始信念的另一種較高層級的變樣，也即作為純粹自我之

                                                 
31 參見Phantasie:Nr.2-c)、f)、208-9。 
32 若我們反覆整理比較《觀念一》中Setzung、Position、Thesis三個概念的涵義差別，便會發現

到胡塞爾於文脈中交互地重疊替換使用此三個概念的情形，故我們暫且視此三者的涵義皆作為

設定，且相應地也表現於對此三個德文語詞的中文譯詞的選擇方面。參見IdeenⅠ:214 以後（尤

其可參考 241-2）。 
33 參見IdeenⅠ:§102、§103、§104、§105。 
34 參見IdeenⅠ:§103、§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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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設定/表態」（Stellungnahmen）的拒絕（Ablehung）與同意（Zustimmung），

更特定的說法則是否定（Verneinung）與肯定（Bejahung）。否定，是某種「設定」

（Position）的變樣，但它絕非一種肯定（Affirmation），而是作為某種擴大的信

念樣態意義上的「設定」（Setzung），它能針對被「設定」的東西（Positionales）
進行「抹除」（Durchstreichen），且因而此抹除作用本身就具有一種抹除特性，

也即一種「不」（nicht）的特性，諸如能將已「設定」之原始確定性的存在特性

或變樣之可能的、或然的、有疑問的、懷疑的存在樣態實行抹除，而使其轉換成

變樣之不確定的、不可能的、或許不的、無疑問的存在樣態。相反地，肯定則是

實行一種「突出」（Unterstreichen），此突出作用同意地確認（bestätigt zustimmend）

一「設定」，而非如否定（Negation）那樣的取消（aufzuheben）。另一方面，我

們也發現到，由於意向作用側信念變樣無限地交錯重複的實行，產生出一個觀念

上 無 限 的 重 複 諸 變 樣 的 鏈 條 （ eine idealiter unendliche Kette iterierter 
Modifikationen），且相應地，意向對象側作為意向客體的存在樣態則會在重複的

存在變樣中成為一個複合體（Komplikation）35。因此「採取設定/表態」，在嚴格

意義上，其僅意味著那些奠基於較低層次的意識行為實行上之有根基的

（fundierte）的行為實行，除了上述關乎對事物的存在所進行之否定與肯定這些

典型外，也包括有諸如從懷恨作用到被懷恨的東西之採取設定/表態、從喜愛作

用到被喜愛的東西之採取設定/表態等等。然而，我們也可在最廣泛的涵義上，

將「採取設定/表態」推廣視作一切意識的行為實行（Aktvollziehungen）36。因

而同樣在最廣泛且本質上統一的意義上，我們也可將「採取設定/表態」推廣視

同於「信念設定」，雖據前論「採取設定/表態」不僅是「信念設定」而已37。 
此外，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說明較前述意向體驗的「設定」（Thesis）更高

層級之意向體驗的「綜合」（Synthesis）的問題。一般說來，「綜合」，在其廣泛

的意義上，無非就是非單純設定之較高層級的設定，因為「綜合」必然涉及至少

兩個單純設定（schlichte Thesen）以上的複合結構。更仔細而論，單純設定僅意

味著沿一條射線（in einem Strahl）指向對象的意識，相對地則有多元設定

（Polythesen），它是由兩個以上單純設定的意識所聚集而成的。且嚴格說來，單

純設定意識是無法構成一對象的，相對地，多元設定意識則能夠構成一對象38。

並且，我們據此即可推知，所有先前關涉於「設定」特性的討論，可擴大地適合

於「綜合」特性方面的說明，故此不再贅述。於此我們僅簡要地將意識的綜合活

動可一般地表述為：不同的意識意向作用地結合或組合在一個整體意識中，而作

為此等諸意識的相關項，則相應地被意向對象地構成為一個意向客體。換句話

說，有著聚集的（kolligierende）或集中合併的（zusammennehmende）綜合作用，

其可將多元不同的設定意識，按其從屬等級39連結於同一個意識統一體中，相應

                                                 
35 參見IdeenⅠ:§106。 
36 參見IdeenⅠ:§115。 
37 參見IdeenⅠ:§117。 
38 參見IdeenⅠ:§119。 
39 因為，多元設定意識，按其本質必然具有一個統一著與支配著一切其他設定特性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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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這些多元的設定意識的相關項，則也必然根據從屬關係而被組合成一個意向

對象。另外，也有著相對地類似於聚集綜合的另一種析取的（disjungierende）綜

合作用，其作用是將一個多元設定意識統一體中的某單純設定意識提取出

（entnimmt），相應地，則使單純設定的意向相關項成為一種特殊意義下的對象，

而與作為意識統一體相關項之統一的意向對象中的其他單純設定的意向相關項

進行關聯比較，且顯然地，析取的綜合作用也能擴展地適合於整體設定意識與部

分設定意識間的運作40。 
然而，真實說來，源初現前的意向體驗的認識活動，若僅限於源初現前的意

識領域內卻是無法完成的，因為認識活動所根本要求著的觀念本質規定性，唯有

在回憶再現的（vergegenwärtig）意識領域中才有被達到的可能41。基本上，回憶

（Wiedererinnerung）可說是將任何過去曾經現前的知覺意向體驗活動（不論是

曾經源初現前的，還是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基於源初現前的知覺而再次現前的）再

次現前的意向體驗，由於它畢竟是根據曾實行過的源初現前的知覺而來之變樣的

知覺種類，故可將回憶視作「再現的知覺」，相應地，它所把握的再現對象，必

然也是根據曾源初現前過的對象而來的某種變樣存在性42。但在這我們仍需不厭

其煩地再次強調，儘管有這些「回憶的再現知覺」，我們始終還是無法有效地在

反覆回憶之積累綜合的再現活動中完全充分地統握知覺意識的對象本身，畢竟

「回憶的再現知覺」，只是消極地根據源初現前的知覺及其統握內容而將之變樣

地再次現前而已，完全充分的觀念本質規定性的統握，猶待「想像或虛構的自由

變更的修正補充」才成。 
 不同於對「知覺意識」進行「反思」探究的「內在知覺」，「想像意識」所固

有的諸多本質特性卻僅能在「內在想像」之「反思」目光的自由朝向中來探明。

「想像意識」，作為另一種再現的意向體驗，雖說同樣也是某種需要根據過去曾

經現前的意向體驗而再次現前的意向體驗，但除非過去曾經現前的意向體驗已是

具中性化特性的意向體驗，否則仍需隨即經受中性化（neutralisierende）變樣才

行。「中性化變樣」，在此指的正是那些使意向體驗的信念設定完全失去效用的變

樣，在它的克制作為（Leistens-enthalten）、使失去作用（außen-Aktion-setzen）、

置入括號（einklammern）、使尚未確定（dahingestellt-sein-lassen）的作用實行下，

所有信念設定和相應之被信念設定的存在性都因而成了無效的（kraftlos）。但絕

非如同先前所說的否定變樣，它並不抹除（durchstreichen）任何東西，因為在它

「純然設想」（Sich-bloß-denken）的作用下，所有中性化了的信念設定與被信念

設定的存在事物，都仍“存在於那裡＂，換句話說，它僅只排除了一切涉及現實

性（Wirklichkeit）之存在與否有效確信的有意性因素（Willentliche），也即克制

了對現實性的興趣，因而完全不再繼續實行任何涉及於現實性事物之採取設定/

                                                                                                                                            
（archontische）設定意識。參見 IdeenⅠ:242。 

40 參見IdeenⅠ:§118、§119、§120。 
41 分別參見Aktive Synthesen:§6；Passiven Synthesis:§25-1)、2)、279-81、326-7。 
42 參見Ideen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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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態（Stellungnahmen）43。 
因此「想像意識」，作為「想像的變樣」，若專就過去曾經現前的意向體驗是

知覺（不管是源初現前的還是再現的）而言，則可說最廣義的一般想像就是設定

再現的中性變樣（Neutralitätsmodifikation der setzenden Vergegenwärtigung）44，

或說是回憶的中性變樣，也即中性化回憶的意向體驗。然而，若專就過去曾經現

前的意向體驗已是具中性化特性的意向體驗來說，則大致可以說是具中性化特性

的意向體驗之再現，若再細分則有對簡單中性化意向體驗的再現（即對簡單中性

化意向體驗的想像）和對想像意向體驗的再現（即對想像意向體驗的想像）。無

論如何，「想像意識」由於自身始終帶有中性化的特性，故相對於「知覺」的「設

定意識」而論，它始終也是某種「不設定意識」，雖然在非嚴格的意義上，或許

我們差可將其相對於知覺設定而視為某種「影子設定」，也即某種實行著無效的

「虛擬/彷彿設定」（quasi-/als-ob-/gleichsame Position/Setzung/Thesis）之意向體

驗，而其相關項則是某種作為知覺設定相關項之「影子存在」，也即是某種無效

的「虛擬/彷彿存在」（quasi-/als-ob-/gleichsame Sein）45。也正因此，先前對「知

覺意識」在其相異種類、不同層級中所具有之諸多「設定的」本質特性的討論，

當然就可在通過「想像變樣」的方式下，轉變成對應之「想像意識」在相異種類、

不同層級中所具有之諸多「虛擬/彷彿設定的」本質特性的討論，故於此不擬贅

言。 
 另外，我們實有必要再對以上意向體驗的基本特性之相關討論作些擴展補充

的重要說明。這無非因為，無論其究竟關乎「知覺意識」抑或「想像意識」，我

們一直以來，一方面都僅僅侷限於意向體驗之實顯性（Aktualität）與注意性

（Aufmerksamkeit）的範圍領域來作探究，而忽略了作為它們對立面之潛在性

（Potentialität）與不注意性（Unaufmerksamkeit）範圍領域中的情形，而另一方

面，雖然至今對意向體驗在其統握方式上之或是超越或是內在、在其時間變樣上

或是源初現前或是再現、在其內容統握上之或是充實或是不充實此等方面已提出

不少的相關說明，但卻從未將它們匯聚於作為現象學裡密切關涉於真理確定性的

一個重要核心概念——明見性（Evidenz）來理解。 
 首先我們強調，基本上，實顯性與潛在性之間的區別，是和注意性與不注意

                                                 
43 參見IdeenⅠ:§109、§110。  
44 參見IdeenⅠ:§111。我們可從《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中，發現胡塞爾於 1910 至 1912 年間關

於「想像」問題的預備性考察，我們大致可見胡塞爾從「不實顯性」（Inaktualität）與「再現」

（Vergegenwärtigung）這兩個基本區別的特性方面反覆嘗試地對「想像」加以討論，一方面，他

初步確定了「想像」至少是某種「不實顯的再現」，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也對作為「回憶」之「實

顯的再現」是否歸屬於「想像」的第二種功能作用（正如他曾說：想像或許是再現的一般名稱）

仍感困惑猶疑。而在我們看來，這無非是因為，胡塞爾亟欲釐清可對作為知覺之「實顯的現前」

與作為再現知覺之「實顯的再現」進行「補充修正」的「想像」，若僅是某種「不實顯的再現」，

那其如何能與「實顯的現前或再現」結合的難題，而或許正由於「想像」還具備作為「回憶」

之「實顯的再現」此第二種功能作用，則此「想像」與「知覺」兩者間的結合問題即可獲得解

決。參見Phantasie:Nr.13、Nr.15-f)、i)。然而，到了 1913 年正式出版的《觀念一》，胡塞爾則決

定性地清楚確立了「想像」的意識本質特性。 
45 參見IdeenⅠ:§111、§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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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區分緊密相關的，我們之所以這麼說，是因為後者的區分所涉範圍遠較前者

的區分更加廣泛，並且僅當排除了先前所論「中性變樣」與「想像變樣」時，我

們才說，在其他現前意識與再現意識的情形中，此兩者的區分幾乎是完全一致

的。現在，讓我們進一步詳細說明。首先，在知覺的現前意識與知覺的再現意識

的每一示例中，諸如作為知覺的現前意識之源初知覺和作為知覺的再現意識之回

憶與預期，在它們所涉及的情形下，意識的實顯性即是意識的注意性，意識的潛

在性就是意識的不注意性，並且在實顯性與潛在性間還有著從背景（Hintergrund）

向前景（Vordergrund）轉變的實顯化（Aktualisierung）與從前景向背景轉變的潛

在化（Potentialisierung）這兩個方向的意識運作。然而，在「中性變樣」與「想

像變樣」的情形下就不同了，一方面，作為「純然設想」的中性化變樣並不實行

任何實顯的信念設定作用，它是實顯的信念設定的一種純然無效的反映（bloße 
kraftlose Spiegelung），也即先前已提過的一種非嚴格意義上之無效的「虛擬」設

定，其相關項是一種作為實顯的信念設定作用相關項之「影子」（Schatten）的對

應部分（Gegendstück），而另一方面，「想像變樣」則由於作為回憶的中性變樣

或具中性化特性的意向體驗之再現而與前一方面的「中性變樣」有著雖不完全相

同但卻容易混淆的情況，不過，我們確實能以「想像變樣」還可在再現意識的不

同層級中實行變樣的可重複性（Iterierbarkeit）功能，諸如：在想像之中的想像，

或說對想像的想像......等等，而根本區別於原則上不具此重複性功能的「中性變

樣」。無論如何，在「中性變樣」與「想像變樣」的情形中，並不存在嚴格意義

上的實顯特性，但確實必然具有意識注意性與意識不注意性的區別，且在注意性

與不注意性間則具有從背景向前景轉變為注意與從前景向背景轉變為不注意這

兩個方向的意識運作，而不注意性在最廣泛的「中性變樣」意義上，確實也即意

味著一種中性化了的影子設定的潛在性領域46。 
接著，則讓我們進而展開有關意向體驗之明見性的問題向度。若就先前所提 

意向體驗在其統握方式上之或是超越或是內在、在其時間變樣上或是源初現前或

是再現、在其內容統握上之或是充實或是不充實此三方面來看，我們則可暫且簡

單初步地對明見性作出以下三種基本的類別區分。第一種區分類別，來自於「超

越物的經驗直觀」與「內在的本質直觀」的根本差異而有，也即是說，「超越物

的經驗直觀」的統握活動，要麼總是在相對不充分的且非絕對確定的情況中進

行，故據其而來僅具有斷言的（assertorische）明見性，而「內在的本質直觀」

的統握活動，則由於基於內在的本質洞見的看，故無論其是充分的或不充分的，

都可獲致一種必真的（apodiktische）明見性（也可說是純粹的明見性）。於此尤

需注意，在通常嚴格的意義上，明見性與洞見（Einsicht）都被相同涵義地理解

為必真的洞見活動（apodiktische Einsehen），故必真的明見性才是明見性嚴格意

義下的根本種類。並且，還存在有可能通過此二者的混合而來之一種特殊的明見

性，亦即由對個別的事實存在物進行本質必然規定之「超越物的本質直觀」而來

的特殊明見性，胡塞爾則稱其為不純粹的（unreine）明見性。第二種區分類別，

                                                 
46 參見IdeenⅠ:§112、§113、§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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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則按源初現前意識與再現意識的派生（abgeleitete）關係而來，源初現前

意識，因其作為源初的當場立即（hic et nunc）之統握活動，所以具有一種是直

接的明見性（也可說是源初的明見性），但再現意識，則是源初現前意識變樣後

之派生的統握活動，因而僅具有一種間接的明見性。第三種區分類別，則是依照

意識統握活動的充分程度與否而得，一種是不能再被加強或減弱，因而沒有分量

程度性（Gradualität eines Gewichts）之充分的（adäquate）明見性，另一種則是

可再加強或減弱，因此具有分量程度性之不充分的（inadäquate）明見性47。 
在初步解明了「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各自所固有的本質特性之後，我

們此時便可來到兩者間具有之極其微妙的本質關係方面加以深究，而一直以來最 
為迫切的問題，當然還是「想像意識」如何能補充修正「知覺意識」而達成其「充

分知覺的理想可能性」這一根本問題。我們清楚地理解到，正由於設定再現意識

之中性化和中性意識之再現，「想像意識」較於「知覺意識」才具有了自由分解、

組合、融合地再次現前等自由變更的優越能力。且若更仔細而論，它變更之自由

可能性，根本上就是來自對設定意識所特有的「知覺時間性」的脫離，這也即是

說，它自有自的「想像時間性」，它的一切自由變更的活動畢竟能夠且必須在獨

立不依賴「知覺意識」活動的情形下進行其運作。然而，真正根本的難題就在這

裡！本質上完全異於「知覺意識」之「想像意識」，又如何能於「知覺意識」的

力有未逮處——也即無法自力地達到對知覺對象的本質充分把握——而有所補

充修正呢？因此，這就必然要涉及於有關「想像」意向體驗與「知覺」意向體驗

兩者間是否存在某種連結混合可能性之探討。我們確實可基於先前所獲關於「知

覺意識」與「想像意識」之各自固有本質特性的理解，進而從「知覺意識」與「想

像意識」間較高層級之「聯合」（Einigung）的相互活動中，探明這兩者間連結

混合的可能運作。而在《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中，胡塞爾也正是以「想像意識」

與「知覺意識」兩者間密切連續的相互聯合活動之有無，而對上述根本難題嘗試

作出進一步釐清的。 
故按「想像意識」與「知覺意識」兩者間密切連續的相互聯合活動之有無而

對「想像意識」再作出進階層級的分類，則我們確可將其區分為「知覺的想像」

與「純然的想像」兩類。「知覺的想像」（perzeptive Phantasie），作為「想像意識」

與「知覺意識」兩者間密切連續的相互聯合活動而來的想像活動，最典型的情況，

莫過於先前一再提及之「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充」。大致說來，其基

本特徵無非是，無論在從設定現前或設定再現的意向體驗到屬其之中性化回憶，

再從這中性化回憶的意向體驗進而再次現前，再從這再次現前之具中性化特性的

意向體驗進而再次現前......如此等等之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系列中，還是在擴

展地聯合其他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系列的情形中，其具有多少種系列組合之重

複實行的可能性，它自始至終都未真正完全脫離於「知覺意識」的領域。因而「知

覺的想像」，就是一種「想像入」（Hineinphantasieren）的意向體驗活動，它通過

想像轉變（Umfingieren）而將知覺的想像或虛構東西置放於 /入（ansetzen 

                                                 
47 參見IdeenⅠ:§137、§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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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insetzen...in ） 知 覺 設 定 的 意 向 體 驗 之 中 ， 乃 至 於 置 放 於 / 入 （ ansetzen 
/hineinsetzen...über）知覺設定的意向體驗之上而掩蓋了（überdecken）知覺設定

的意向體驗，也正因此，「想像意識」與「知覺意識」間相互包含之連結混合似

乎就有了可能。由於「知覺的想像」始終未完全脫離於「知覺意識」，且最終畢

竟連結混合於「知覺意識」，而形成一種以知覺為根基、想像為補充之「混合的」

（gemischte）意向體驗，故我們甚至可說，「知覺的想像」仍是基於切身性

（Leibhaftigkeit）的模式而進行的。也正因此，我們就可理解為何胡塞爾會在《觀

念一》裡強調，「本質直觀」，在確切的（prägnanten）意義上是看（Erschauung）

而 不 是 一 種 純 然 且 或 許 模 糊 的 再 現 （ blosse und vielleicht vage 
Vergegenwärtigung），因此它較類似於作為「經驗直觀」的感性知覺，是一種在

其之中事物的本質切身地被自身給予之源初給予的直觀，而非類似於純然的想像

活動48。若相較於「知覺的想像」，「純然的想像」（bloße Phantasie）這一類「想

像」的意向體驗，雖說最初也可能是從「知覺」的意向體驗變樣而來，但無論如

何，它到底無涉於逆反地執行對「知覺意識」之連結混合的變更補充，而僅是某

種真正完全脫離「知覺意識」而獨立運作之想像活動，且在其連續可重複之再生

的（reproduktive）自由變更的系列活動中，系列組合之實行當然也自有其無限

的可能性49。 
 至此，我們終於能夠首次突破地清楚理解到「知覺意識」與「想像意識」間

所具之極其微妙的本質相互關係。而在這兩者的本質相互關係裡，「想像意識」，

作為一種「知覺的」想像，無論如何最初都是某種根據「知覺意識」所派生出來

的意向體驗。但由於它始終必需經受過一種中性化的變樣，故其總是也能獨立於

知覺的「設定意識」，而憑藉「不設定」或「虛擬設定」的本質功能特性，在可

無限地重複進行的自由想像或虛構的變更中，完成知覺的「設定意識」所無法達

成之對「事物本身」的充分把握。因此，「知覺意識」，畢竟必需轉變成一種「想

像的」知覺，也即藉著自由想像或虛構的變更而聯合地對自身所缺進行充分地補

充掩蓋。雖說自由想像或虛構根本所成就的無非是某種作為充分的觀念本質之純

粹可能性，但這卻絕非意味對事物的「知識」最終是不可能的，恰恰相反，我們

對事物的「知識」，卻唯有在「知覺」之源初不絕的現實性趨近積累和「想像」

之自由變更的可能性補充掩蓋此二者相互奠基的密切聯合中，才獲得了屬其之本

質規定的真正可能性。 
這也正是為何胡塞爾會於《觀念一》中強調，源初現前的知覺，當然具有對

其他各種再現意識，諸如作為再現知覺的回憶與預期、作為中性化回憶與具中性

化特性的意向體驗之再現之想像等等的先行性，並且通過它盡可能豐富與準確的

觀察，將會使得想像更富於成效，但這絕非意味著僅只憑藉著如此的經驗

（Erfahrung）就能夠完全得到一種有效性的奠基功能（eine Geltung begründende 
                                                 
48 參見IdeenⅠ:§3、§23。 
49 參見Phantasie:Nr.20-b)、c)、d)、591-2。此處擔負著「知覺」與「想像」二者間相互聯合功能

運作之「想像入」的意向體驗活動，胡塞爾並非直到 1921/1924 年才提出，至少早自 1910 至 1912
年間此一問題就已預備性地得到了初步討論。參見Phantasie:Nr.13、Nr.15-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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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ktion），因為，若就普遍本質規定性根據而言，顯然再現意識，或更精確地

說，自由想像或虛構才擁有相對於源初現前的知覺之真正優先地位。胡塞爾曾以

純粹幾何學家「如何」從事純粹幾何學認識活動的情形為例，來說明此一觀點。

純粹幾何學家進行研究時，往往在想像中援用圖形（Figur）或模型（Modell）的

情形遠較在知覺中為多，這無非是由於運用草圖或模型而來的知覺認識畢竟是受

限制的，而在想像中卻有著無限多的自由可以任意修改虛構的（fingierten）圖形，

可以設想到一系列連續變樣的（modifizierter）可能圖形，也因而能夠產生出無

限多的新的形象（neuer Gebilde），且正是這種想像或虛構的自由性才首先地為

他展開了本質可能性的廣闊領域，並讓他真正達到了本質認識之無限多的視域

（Horizonten）之中。故對純粹幾何學家來說，繪製草圖通常是在諸想像構造

（Phantasiekonstruktionen）後，其功能主要在於將先前想像過程中的諸進行階段

加以固定（fixieren），俾便其更易於在往後需要時能重新再現。此外，胡塞爾甚

至還曾提出，我們確實可從歷史的呈現（Darbietungen der Geschichte），或更為

充分地從藝術的呈現（…der Kunst），尤其是詩歌的呈現（…der Dichtung）中獲

得極多的助益，雖然它們都是想像的東西（Einbildungen），然而它們在形態創新

的 源 初 性 （ Originalität der Neugestaltungen ）、 獨 特 特 徵 的 充 實 （ Fülle der 
Einzelzüge）、動機的完備（Lückenlosigkeit der Motivation）這些方面卻高度地超

出我們屬己想像的成就，並且此外，通過藝術的呈現媒介（Darstellungsmittel）
的暗示力量（suggestive Kraft），它們特別容易地在理解統握中被轉化為完全明晰

的想像。無論如何，此等例子都在在向我們表明了自由的想像或虛構在事物的認

識活動中所起著的根本重要的功能作用，若缺了它所給出的本質可能性，我們甚

至可直截了當地說，「知識」就完全成了不可能的！誠如胡塞爾所言：「虛構」

（Fiktion）形成了現象學以及所有本質科學的生命成分，虛構是「永恆真理」

（ewigen Wahrheiten）的認識從中獲得養料的泉源50。 
最後，我們仍有必要補充一點，「想像意識」所具之「可能性」之前導的必

要修正補充功能，當然並不僅止於輔助作為「知覺意識」之「超越物知覺」與「內

在知覺」可能達成其「充分知覺的理想可能性」而已。正如胡塞爾曾於《想像/
形象意識/記憶》中強調過，「想像」，作為實行提供基礎的想像（zugrundeliegende 
vollzogene Phantasie），確實能為現實未變樣的採取設定/表態、現實變樣的採取

設定 /表態、採取設定 /表態的現實“諸假定＂ 51 （wirkliche „Ansätze“ von 
Stellungnahmen）、純然的“思想＂變樣（bloße „Denk“modifikationen）等等意向

體驗活動之本質可能性進行奠基（fundieren）52。因此，「想像意識」所具之「可

能性」之前導的必要修正補充功能，也同樣可能通過對想像意向體驗的想像而為

本身就歸屬於「想像意識」之「超越物想像」與「內在想像」完成其「充分想像

                                                 
50 參見IdeenⅠ:§70。 
51 此處的“假定＂，即意味著自現實設定所導出之現實的可能假定（Hypothesis：Unterstellen、

Untersetzen），而此類假定的完成當然也同時需要「知覺的想像」之「想像入」的意識作用。分

別參見Phantasie:580；IdeenⅠ:§110。 
52 參見Phantasie:Nr.15-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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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想可能性」，這點於此確實無庸置疑，甚至於還同樣可能通過對中性化意向

體驗的想像而為「中性意識」之「超越物中性意識」與「內在中性意識」完成其

「充分中性意識的理想可能性」。 
 

第五節  普遍懸擱還原的真實涵義與主體性悖論的初步解明 
 

 雖然我們已然揭露出使「充分意識的理想可能性」成為可能的「想像或虛構

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充」之優越固有的基本功能特性，但為了更加確切地解明不

久前還橫阻於我們面前之「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的兩種難題，我們實有必

要再進一步作些補充的說明。只要我們稍加回顧地考量「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

的修正補充」在「超越物意向體驗」的認識活動中和在「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

活動的兩種難題情形中所進行「修正補充」功能運作的基本差異，我們便會發現，

在「超越物意向體驗」的認識活動中進行的「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補

充」，是基於對同一超越物的可側顯體驗的諸單面向性之連續側顯體驗的過程而

使不可充分超越體驗的超越物全面向性成為可充分超越體驗的理想可能性；而在

「內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的第一種難題中進行的「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

修正補充」，是基於對同一意識的變樣連續性之連續反思體驗的過程而使不可內

在反思體驗之未變樣的意識本身成為可充分內在體驗的理想可能性；至於在「內

在意向體驗」的反思活動的第二種難題中進行的「想像或虛構的自由變更的修正

補充」，則是基於可內在反思體驗之被反思的「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必然

共同相互連結於對其反思的東西，而使不可內在反思體驗之「第三階段的」反思

體驗本身成為原則上潛在之可內在反思體驗的理想可能性。於是，我們便從上述

三個情形中發現了「修正補充」功能運作之兩類基本差異，一類為「修正補充」

的功能運作是基於對所欲充分體驗的對象本身之連續體驗或對所欲充分體驗的

對象本身的變樣連續性之連續體驗而進行的，因而在這類情形中，「修正補充」

的功能運作始終具有對所欲充分體驗的對象本身之體驗根據，正如前兩個情形中

所是；而另一類「修正補充」的功能運作卻始終不具任何對所欲充分體驗的對象

本身之體驗根據，則如第三個情形中所是。因此我們或許可說，前一類的「修正

補充」功能運作是基於一種體驗連續性的存在根據而完成的，但後一類的「修正

補充」功能運作卻是基於一種體驗跳躍性的存在根據而達成的。確實，在後一類

的「修正補充」功能運作中，僅以可意識的「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必須在

統握它的意識中才能出現且存在此一必然共同相互連結之本質特性根據，就將不

可意識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原則地想像或虛構為一種潛在之可意識的

理想可能性，這裡的確經歷了一種跳躍。然而，正是這種跳躍性的「修正補充」，

才向我們表明了，想像或虛構在變更的無限自由性中，並非僅是消極地為「意向

體驗」補缺而已，它更是積極地為「意向體驗」在質素與形態的系列連續變樣中

達至充分的觀念本質，甚至尋求其認識活動的極限與最終可能性根據，在極限限

界上致力於根本的創新突破以及最終的絕對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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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們初步解明了「想像或虛構」在意向體驗「極限」認識活動中所擔

負之「修正補充」的極限化功能，因而整個意向體驗的認識活動，無論是作為「內

在意向體驗」之「內在知覺」或「內在想像」或「內在中性意識」的認識活動，

還是作為「超越物意向體驗」之「超越物知覺」或「超越物想像」或「超越物中

性意識」的認識活動，乃至於「超越物知覺」由其而產生的相互緊密牽連配合之

「動覺感覺」與「特徵感覺」的認識活動，都獲得了各自相應之本質可能性的充

分根據。並且，正由於這一連串突破性的探究進展，超驗現象學所要求著解決之

根本任務，亦即真正徹底闡明「世界客觀性如何能無悖論地被主觀地認識」，或

更為一般地說，發掘出意識心靈如何無悖論地以其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主觀地認

識到一切作為現象之主觀被給予的「事物本身」此一根本任務，才因而首次地獲

得了準確深刻的理解可能性。 
 就讓我們在新進的理解基礎上，重新回返到由「普遍懸擱」的實行而可能帶

來之一系列的諸悖論，並讓我們就“意向對象＂的悖論此一難題首先進行考察。

回顧當時，我們僅只簡單指出，未經普遍懸擱的世界客觀實在性，諸如可燒毀的

樹本身，和世界客觀實在性一旦經受了普遍懸擱而轉變成的“世界客觀實在

性＂，諸如不可燒毀的樹“本身＂，前者作為現象之意向對象，歸屬於客觀世界

的實在物，後者則作為純然現象之“意向對象＂，歸屬於諸主觀心靈的意識，故

只消我們清楚分別普遍懸擱前後兩種截然不同態度所面對的對象之根本差異，不

至混淆於純粹超驗態度與素樸實在態度之間，那麼“意向對象＂的悖論便無從發

生。然而現在的問題是，為何經受了普遍懸擱，作為世界客觀性的實在物，就會

徹底轉變成被包含於諸主觀心靈中而歸屬於諸主觀心靈的意識呢？在此，顯然整

個問題的解決仍在於我們對「懸擱作用」的理解深度，而基於先前對「意向體驗」

已作出之一系列的深入探討，我們當前也確實已能針對「懸擱作用」之內在意識

的起源問題進行一些更為詳盡的討論。 
我們曾說過，「中性變樣」，是那些使意向體驗的信念設定完全失去效用的變

樣，而現在我們則要進一步說，「懸擱作用」不是別的，它正歸屬於這種「中性

變樣」，並且，若按胡塞爾在《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中曾強調的，「中性的」（neutral）
這個語詞，在嚴格意義上是興趣的不願感興趣（Nicht-interessiert-sein-Wollen des 
Interesses）或興趣的主動克制的（aktives Sich-Enthalten）不願感興趣說來，「懸

擱作用」正是嚴格意義上的「中性變樣」。但最廣義言之，「中性變樣」並非僅止

於自我有意地（willentlich）主動克制興趣的「懸擱作用」此類，實更包括有那

些非經主動克制興趣，而經被動克制興趣的類別53。諸如在審美興趣（ästhetische 
Interesse）的意向體驗的朝向活動中，我們通過將現實知覺的想像中性化而對大

自然的風景或藝術家的藝術作品進行審美的活動，這也即是說，這些審美活動，

最初總要從對大自然風景或藝術作品具有現實興趣的知覺活動發端，但它們隨後

也必然需要通過想像之中性化回憶、中性化回憶的想像、中性化回憶的想像之想

像……如此等等之想像自由變樣的系列活動才能得到完整的實行，而正是於此類

                                                 
53 參見Phantasie:Nr.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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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實知覺想像中性化的系列變樣過程中，我們發現到原先知覺的現實興趣不經

意而被動地被克制了，因而在想像中性化的審美意向體驗中，我們對大自然風景

或藝術作品本身的現實性的存在與否根本不具有任何興趣54。胡塞爾即曾於《觀

念一》中提出一個關於藝術作品的審美活動的簡單示例：當我們觀看文藝復興時

代的藝術家阿爾布萊希特‧丟勒（Albrecht Dürer）的銅版畫「騎士、死亡與魔鬼」

（Ritter, Tod und Teufel）時，我們首先具有對「銅版畫圖片」（Kupferstichblatt） 
，即在文件夾（Mappe）中的圖片（Blatt）這個物（Ding）之現實知覺，然而，

這種現實知覺的觀看隨後「中性變樣」成為一種中性的形象客體意識（neutrale 
Bildobjektbewußtsein）的觀看，亦即想像中性化的審美觀看活動，因而，原先被

現實知覺顯現為在文件夾中的銅版畫圖片上之由黑色線條所構成的無色彩諸形

象（farblose Figürchen），即「馬上的騎士」、「死亡」與「魔鬼」，後來則不經意

地被想像中性化為「被映象的」諸實在性（„abgebildeten“ Realitäten），即「被映

象的」、「彷彿存在的」具有血肉之軀的騎士……如此等等之「映象的諸形象客體」
55。 
 我們可以說，若沒有這種最廣義下所包括作為想像中性化的「中性變樣」，

亦即先前所謂的作為中性化回憶的「想像變樣」，和那些基於中性化回憶之上而

有的「想像變樣」，即中性化回憶的想像、中性化回憶的想像之想像……如此等

等之想像自由變樣的系列活動，審美興趣的意向體驗活動根本是不可能得到實行

的！從上述的討論中，我們便可清楚理解到胡塞爾在《觀念一》中為何一方面一

再強調不要將「想像變樣」與「中性變樣」兩相混淆，另一方面又嘗試釐清兩者

間複雜的糾葛以便獲得其間決定性的區別。因為，在胡塞爾看來，「想像變樣」

本身實際上（in der Tat）就是一種「中性變樣」56，然而，這種「想像變樣」，顯

然僅是就中性化回憶（回憶的中性變樣）而說的，並且，唯有在基於這種作為「中

性變樣」的「想像變樣」之上而有的另一類「想像變樣」那裡，我們才能明確地

區別出「想像變樣」與「中性變樣」兩者間的根本差異：在另一類「想像變樣」

那裡，想像再現是可重複性地運作的，諸如首先先後對某一匹曾經現實知覺過的

馬與某一個曾經現實知覺過的人實行中性化回憶，我們於是在作為「中性變樣」

的「想像變樣」的意識中先後統握到「某一匹被映象且彷彿存在的馬」與「某一

個被映象且彷彿存在的人」，其次再分別基於這兩個不同的中性化回憶，隨後時

而各自、時而相互聯合地進行系列的自由分解、組合、融合地再次現前等自由變

更的想像變樣，最後形態創新地在基於作為「中性變樣」的「想像變樣」之上而

有的另一類「想像變樣」中統握到「某一個被映象且彷彿存在的半人半馬的東

西」，正有如古希臘神話中所傳說的「人馬怪」（Zentaur）。嚴格說來，正因為這

另一類「想像變樣」有著可重複性「想像變樣」的再現意識功能特性，故才可說

「想像變樣」是一種可無限實行想像再現的自由變更之意向體驗。而作為「中性

                                                 
54 參見Phantasie:586-7。 
55 參見IdeenⅠ:§111。 
56 參見IdeenⅠ:§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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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樣」的「想像變樣」，亦即中性化記憶（回憶的中性變樣），卻是不可重複性地

實行變樣的意向體驗，這道理是如此的顯明，因為任何一個已被中性化的意向體

驗，根本不可能以同樣方式再一次被中性化，正如我們無法對已被克制現實興趣

的意向體驗再次實行現實興趣的克制。而胡塞爾，在《觀念一》中正是以中性的

再現（neutraler Vergegenwärtigung）57意義上的想像（即基於作為「中性變樣」

的「想像變樣」之上而有的另一類「想像變樣」）之可重複性地實行變樣，和一

般中性化變樣（neutralisierender Modifikation überhaupt）意義上的想像（即作為

「中性變樣」的「想像變樣」）之不可重複性地實行變樣，來根本區別出此二者

間的本質特性差異的58。 
 然而，在此我們還必需看到，真正說來，不可重複的「一般中性化變樣本身」

根本不是「再現」意識，因為它如其所是的，無非只是通過興趣的克制而將作為

「回憶」的「再現的實顯設定意識」中性化變樣成相應之作為“回憶＂的“再現

的實顯設定意識＂，更確切地說，這整個過程總是如此：最初由於對某個曾經現

前的現實東西之興趣的發動，於是有了相應的作為「回憶」之「實顯再現的意向

體驗活動」，但這個意向體驗活動隨即因為對先前興趣的克制而中性化變樣為相

應的作為“回憶＂之“實顯再現的意向體驗活動＂。所以，我們不只要避免將中

性化變樣本身等同於中性化變樣的結果，亦即等同於作為“回憶＂之“實顯再現

的意向體驗活動＂，也要避免將作為“回憶＂之“實顯再現的意向體驗活動＂視

為某種「再現」意識，因為，只有在中性化變樣未實行前之作為「回憶」的「再

現的實顯設定意識」那裡，才是整個過程中「再現」功能運作的真正來源。此外，

既然一方面，不可重複的「一般中性化變樣本身」不是「再現」意識，二方面，

它除了將原先「實顯再現的東西」相應地變樣為“實顯再現的東西＂這一方面

外，它並不從任何其他方面加以改變，那麼，我們可以肯定，「一般中性化變樣」

絕對沒有任何意識重複再現的自由變更這一類功能特性。 
 一般說來，無論是由「中性變樣」直接產生出的「中性意識」，亦即作為“回

憶＂之“實顯再現的意向體驗＂，或即作為中性化回憶的想像，還是基於這種「中

性意識」而間接派生出的「中性意識」，亦即「再現的中性意識」，或即「作為中

性的再現之想像」，它們最終同樣都要歸屬於準確對應著「設定意識」之「中性

意識」這種意識類型59。然而，雖說它們都屬於「中性意識」，但它們之間確實

仍有著極其重要的功能差異，這也即是說，前一種「中性意識」本身並非「再現」

                                                 
57 胡塞爾於《觀念一》所使用的語詞原是「中性化再現」（neutralisierende Vergegenwärtigung），

但其似乎與所欲指稱「基於中性意識再現而來之再現的中性意識」的涵義不甚相合，故我們改

以「中性的再現」（neutrale Vergegenwärtigung）此一語詞代之。 
58 參見IdeenⅠ:§112。 
59 誠如胡塞爾曾指明的，一般意識可嚴格地區分為兩種基本類型，第一類意識為「設定意識」

（positionales Bewußtsein）及其所統握的「原始形象」（Urbild），第二類意識則為第一類意識經

受了中性變樣而被導出之「中性意識」（neutrales Bewußtsein）及其所統握的「影子形象」

（Schattenbild），也正因著此二類意識間所存在的派生關係，故第二類意識在觀念上是絕對準確

相應於第一類意識之對立意識（Gegenbewußtsein）的，但這並不意味著兩類意識歸屬於同一本

質。參見IdeenⅠ:§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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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後一種「中性意識」本身（作為「再現的中性意識」）則是「再現」意識。

而正是此種功能上的根本差異，決定了上述觀察「中性化變樣」整個過程之「本

質可能性」的部分來源為何，因為，確切地說，我們對於作為「中性變樣」直接

結果之前一種「中性意識」（作為“回憶＂之“實顯再現的意向體驗＂）所進行

的反思回溯統握，是由對前一種「中性意識」進行內在統握之相應的「內在中性

意識」（當然並非仍由「中性變樣」而來）所擔當，但無論如何卻需憑藉作為「再

現」意識的後一種「中性意識」（即「再現的中性意識」，亦即作為「中性的再現」

的想像）才能有其充分統握之可能。因此我們說，上述有關「中性化變樣」整個

過程的觀察，先後分別在「內在知覺」、對「內在知覺」的「內在想像」（此「內

在想像」即對「內在知覺」的回憶進行直接「中性變樣」而來之「內在中性化回

憶」或基於此「內在中性化回憶」而有之「內在中性化回憶的再現」）相互聯合

活動與在「內在中性意識」、對「內在中性意識」的「內在想像」（此「內在想像」

即「再現的內在中性意識」）相互聯合活動中才被完整地認識。當然，此處就「中

性意識」言，也自有其「反思無限回溯」、「如何能真正反思回溯到所欲統握之意

識本身」、「如何賦予不可被意識統握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必須存在的

根據」等疑難。但真正說來，由於最初關乎「想像意識」的見解，至今已被深化

入「中性意識」的相關理解之中，故我們早先對「想像意識」可能遭遇之諸疑難

的討論，在此就自然能夠相應地以「中性意識」來加以理解深掘。諸如，先前所

說對「想像意識」本身進行回溯反思統握的意識活動，是對「想像意識」本身之

「內在想像」，現在看來則可按其統握的「想像意識」種類更確切地被理解為對

作為前一種「中性意識」的「中性化回憶」進行內在統握之相應的「內在中性意

識」，或對作為後一種「中性意識」的「再現的中性意識」進行內在統握之相應

的「內在中性意識」。又如，此等「內在中性意識」的回溯反思統握活動雖說是

不充分的，但可憑藉對相應的「內在中性意識」進行再現之想像，即作為「再現

的內在中性意識」之想像所實行的自由變更，來克服跨越追溯的時間差變樣，讓

變樣過程中持續保留且變樣著的「中性意識」本身的一般本質特性，作為理想可

能性而被內在地充分統握。再如，將「第三階段的」「內在中性意識」的反思體

驗活動不可被「內在中性意識」所統握的情形下，以被「內在中性意識」統握的

「第二階段的」反思體驗本身必須在統握它的「內在中性意識」中才能出現且存

在此一必然共同相互連結之本質特性根據，而將不可被「內在中性意識」所統握

之「第三階段的」反思體驗活動原則地視作一種潛在之可被「內在中性意識」統

握的理想可能性。因而最後，關乎「中性意識」的反思活動可能遭遇之「反思無

限回溯」的疑難，也就成了一個無法成立的虛假問題。是故至此，我們確實可說，

有關前述「中性化變樣」的整個觀察，無疑都是在本質可能的直觀確定性基礎上

所揭示展開的。 
 上述關於最廣義上「一般中性化變樣」（即作為「中性變樣」的「想像變樣」）

本質特性的詳盡說明，當然同樣適用於作為嚴格意義上「中性變樣」的「懸擱作

用」（惟我們必需注意，這種「懸擱作用」無論如何是一種通過自我主動克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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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而發生之「中性變樣」的特殊類型），因而在「懸擱作用」意識本質特性的理

解方面，我們確實已獲致了一個確定牢靠的立足點。現在，就讓我們從這個全新

的立足點出發，再次理解由於「普遍懸擱」的實行所可能產生出的“意向對象＂

的悖論難題。我們曾說過，對世界客觀實在性實行「普遍懸擱」，即意味通過對

世界實在興趣有意主動地完全克制而使世界實在意識的信念設定作用完全失

效，因此讓原先之「世界實在意識」統握「世界客觀實在性」，轉變成作為純然

現象之“世界實在意識＂統握“世界客觀實在性＂。然而現在，從全新的立足點

來看，我們則不難進一步理解到，原先之「世界實在意識」統握「世界客觀實在

性」，確切而言應是「超越世界回憶」超越地意向統握「過去曾被超越世界現前

或再現知覺超越地意向統握過的世界客觀超越性」，而轉變後作為純然現象之

“世界實在意識＂統握“世界客觀實在性＂，確切而言則應是由「有意主動的超

越世界中性變樣」直接產生出的「超越世界中性現象」，亦即作為「超越世界中

性意識」之“超越世界回憶＂或“實顯再現的超越世界意向體驗＂超越地意向統

握“過去曾被超越世界現前或再現知覺超越地意向統握過的世界客觀超越

性＂。因此很清楚的，「普遍懸擱」前之「過去曾被超越世界現前或再現知覺超

越地意向統握過的世界客觀超越性」，和其一旦經受了「普遍懸擱」而轉變成的

“過去曾被超越世界現前或再現知覺超越地意向統握過的世界客觀超越性＂，自

當分別歸屬給非意識的「世界客觀超越性」與意識的“世界客觀超越性＂（即被

「超越世界中性意識」所意向包含之作為純然現象的「超越世界中性現象」），也

因而「普遍懸擱」的實行根本不會帶來所謂“意向對象＂的悖論。 
不過，我們這麼說，似乎仍恐失之過快，或許還是讓我們再行對「普遍懸擱」

補加一些重要細節的說明吧！就讓我們再次考慮，如何能從作為嚴格「中性變樣」

的「懸擱作用」來理解「普遍懸擱」的真正涵義？按先前討論，「懸擱作用」無

非就是一種「有意主動的中性變樣」，因而就其自身本質特性而言，它「似乎」

總是一種直接緊隨「現實興趣」的「實顯再現設定意識」而來之後起性的特殊變

樣作用，且經受其變樣作用所產生出的直接效果便是相應之作為“回憶＂之“實

顯再現設定意識＂及其所意向統握之“過去曾被現前或再現知覺意向統握過的

現實存在＂。然而，這麼說到底並非完全正確！首先，因為「中性變樣」在最廣

義上就是經由「克制興趣」所產生出的變樣作用60，因此一般而言，舉凡「興趣

的意識行為」都可作為其實行的對象，故並非僅止「設定興趣」之「實顯再現的

超越或內在設定意識」，甚至還有「不/虛擬設定興趣」的「不/虛擬設定意識」本

身，或說「中性興趣」的「中性意識」本身——不論作為「實顯再現的超越或內

在設定意識」直接經「克制設定興趣的中性變樣」而來的“實顯再現的超越或內

在設定意識＂，還是作為“實顯再現的超越或內在設定意識之再現＂——我們這

麼說，並未牴觸先前關於一般意識可嚴格區分為「設定意識」及由其中性化導出

的「中性意識」之雙重類型的觀點。因為，正如胡塞爾曾表明的，「克制」將一

種興趣的意識行為轉變成一種實行禁止/抑制興趣（inhibierte Interesse）的意識行

                                                 
60 參見Phantasie: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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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但就此而言，一種以其他方式的（anderweitiges）興趣動機卻能夠存在，因

此，無興趣性（Interesselosigkeit）可以是其他興趣的中介61。我們確實必需避免

將「中性意識」誤解為完全沒有任何興趣的意識行為，而是要將其確切理解為完

全沒有「實顯/現實設定興趣」的意識行為，因而它可以是一種具有「不/虛擬設

定或中性興趣」之「設定意識」經直接「中性變樣」而來的「中性意識」，也可

以是一種具有「不/虛擬設定或中性興趣」之作為「再現的中性意識」的想像意

義上的「中性意識」。難道不是如此嗎？！我們在對丟勒的銅版畫「騎士、死亡

與魔鬼」的審美觀看中，難道不是以「不/虛擬設定或中性興趣」之作為「中性

變樣」而來的「中性意識」與作為「再現的中性意識」的想像意義上的「中性意

識」這兩者的聯合系列作用，而興趣盎然地觀看著那一系列的「虛擬/彷彿或中

性現象」，亦即“一位對基督擁有真正忠誠信仰的騎士，無畏於一路上死亡與魔

鬼的威脅，單槍匹馬且堅毅勇敢地穿過黑暗的森林，向其最終目的地之信仰城堡

邁進……＂嗎？！在對古希臘神話故事的閱讀活動中，我們的目光難道不同樣是

興趣油然地完全沈浸在一個想像豐富的虛擬世界中嗎？！乃至於在實行作為「可

能性」之前導的必要修正補充功能的實行提供基礎的想像活動裡，難道不也具有

其對作為「虛擬/彷彿或中性現象」的「充分理想可能性」之「不/虛擬設定或中

性興趣」嗎62？！最後，甚至連「設定意識」經直接「中性變樣」而來的「中性

意識」，難道不也具有一種興趣地目光朝向作為其對象的「虛擬/彷彿或中性現象」

之「不/虛擬設定或中性興趣」嗎？！嚴格說來，根本不存在有任何一種完全沒

有興趣的意識活動，意識活動總是起於興趣的發動而始終帶有興趣的！所以，整

個情況是如此的顯明，不僅止「設定意識」是可被「中性變樣」的，一般說來甚

至「中性意識」也是可被「中性變樣」的！並且，我們也切莫以為這麼一來便要

與先前所說「中性變樣」在實行上的不可重複性之看法不相一致，因為「中性變

樣」在實行上的不可重複性，必須被確切地理解成具有某一種類「興趣」的「意

識」被實行過對這某一種類「興趣」完全克制的「中性變樣」而來之「中性意識」，

不能再次同樣地以對這某一種類「興趣」的完全克制而再次被「中性變樣」。其

次，我們也必需清楚地理解到，「中性變樣」所實行的意識對象，顯然也並不限

於「興趣的再現意識」，它當然也可以對「興趣的現前意識」，或確切而言對「興

趣的源初現前意識」（即「興趣的源初超越或內在現前的知覺意識」）進行「中性

變樣」63，換句話說，我們不應僅止於將「中性變樣」從作為「實顯再現的中性

                                                 
61 參見Phantasie:590。 
62 胡塞爾曾於《想像/形象意識/記憶》中強調，觀念的「知覺的虛構東西」（„perzeptive Fikta“ der 
Ideen），作為一種純粹可能性（reine Möglichkeit），是由作為參與的觀者（beteiligter Zuschauer）
之自我參與到（mitmacht）「想像」（或即我們早先已論及之作為「知覺的想像」的「想像入」）

的彷彿判斷（Urteilen-als-ob）（或即我們一再提及之虛擬/彷彿設定）活動中而形成的。參見

Phantasie:579。而我們當可將此「興趣參與」的特性，推廣到一切作為「可能性」之前導的必要

修正補充功能的實行提供基礎的想像活動類型中。 
63 於《觀念二》中，胡塞爾曾就意見意識（doxischen Bewußtseins）的中性變樣簡略地提出看法，

他認為一種意見意識的中性變樣是一種“純然的表象＂（„bloße Vorstellung“），而這種意見意識

可以是一種源初現前的知覺，或者是一種合於記憶的記憶。參見IdeenⅡ: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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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涵義擴大到作為「再現的中性化」而已，還要更進一步將其涵義確切地擴展

理解作為「意識的中性化」。因此，我們理當把作為「有意主動的中性變樣」之

「懸擱作用」，一般地理解為一種總是直接緊隨「興趣意識」而來之後起性的有

意主動的「興趣克制」的變樣作用，且經受其變樣作用所產生出的直接效果則是

相應之“興趣意識＂及其所意向統握之“興趣意識的對象存在＂。 
既解明了作為嚴格「中性變樣」的「懸擱作用」之真正一般涵義，那麼，我

們又該如何進一步理解「普遍懸擱」呢？若按我們對「懸擱作用」已獲致之一般

性涵義理解，至少首先可以這麼設想，「普遍懸擱」作為「普遍的」「懸擱作用」，

或許不會僅限基於直接緊隨「超越世界回憶」而來之後起性的「有意主動的超越

世界中性變樣」此一類型，然而，在「普遍懸擱」作為「普遍的」「懸擱作用」

的表達中，「普遍的」這一語詞，究竟意味著什麼？當然，我們目前最易設想到

的解答線索，無非仍在於回到胡塞爾一再提及之對「先行存在的自然客觀生活世

界」實行「普遍懸擱」的相關看法中。正如過去我們早已提出的初步討論，對自

然素樸態度下的「生活世界」所實行的「普遍懸擱」，其之所以是「普遍的」，就

在於它不是那種將「世界中的個別物」個別地「懸擱」起來的「個別懸擱」，而

是一種將「整個生活世界」整體地「懸擱」起來的「普遍懸擱」。並且，我們應

避免將這類「普遍懸擱」誤解為一種「個別懸擱的普遍性」，好像可以通過「個

別懸擱」個別逐步地實行，直到「組成世界整體的全部個別物」普遍地都被實行

完成為止，因為此種實行方式，必將由於世界的無限性而導致「個別懸擱」永遠

實行不完的無限困境，相反地，對「整個生活世界」的「普遍懸擱」，卻是在「一

下子/突然」（mit einem Schlage）「完全克制」世界實在興趣的情形中就將「整個

生活世界」整體地懸擱完成了64。 
但這個早先初步的觀點置於當前看來，確實是太過粗略，且讓我們再行嘗試

細說分明。首先，我們很快地便對上述「普遍懸擱」的實行情形感到了困惑：究

竟「普遍懸擱」如何可能「一次性地」通過對「世界實在興趣」之「完全克制」

而將「整個生活世界」整體地懸擱起來？當然，我們也同樣很快地便能設想到一

種解答的可能性：或許存在有「一個」具有「世界整體實在興趣」而對「世界整

體」進行統握的「世界整體意識」，那麼我們或許便能直接對此具有「普遍的」

「世界整體實在興趣」之「普遍的」「世界整體意識」實行「懸擱作用」。然而，

這個世界無論如何總是作為「一個」無限開放的世界，而自我依其自身固有能力

的限制，對「世界的無限開放性」本身又不可能有其現實意義上真正充分的整體

統握，故自我所能整體統握的無非僅是「一個」通過「超越物知覺設定興趣」的

「超越物知覺」與「超越物想像不/虛擬設定興趣」的「超越物想像」相互聯合

的積累變樣的持續擴展而來的「世界整體形式本質直觀」所目光朝向之作為「形

式理想可能性」的「無限開放世界的觀念」。但話說回頭，若我們果真「普遍地」

「一次性地」懸擱了「一個」由「世界整體形式本質直觀」所整體統握之作為「形

式理想可能性」的「無限開放世界的觀念」，那麼由此「形式的普遍懸擱」而獲

                                                 
64 參見Krisis:242、249-5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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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世界整體形式本質直觀＂所整體統握之作為“形式理想可能性＂的“無

限開放世界的觀念＂，對於解決超驗現象學所面對之「世界客觀存在如何能為意

識心靈所主觀地認識」此一根本難題又能提供出多少的裨益呢？這樣的「形式的

普遍懸擱」真能作為超驗現象學的基本方法手段，促成如我們前頭在超驗的反思

態度中已作出之有關「感覺意識」、「知覺意識」、「想像意識」、「中性意識」等等

一系列細密而深入的「意識」探究工作？不能，肯定不能！因為對「整個生活世

界」的真正「普遍懸擱」，必定要能提供我們目光以內在地自由朝向任何意識種

類與不同意識層級範圍之開端上的超驗反思可能性，單憑「形式的普遍懸擱」顯

然是難以作到的！ 
 因此，對「整個生活世界」的「普遍懸擱」，真正說來絕非意味著一種直接

對「一個」具有「普遍的」「世界整體實在興趣」之「普遍的」「世界整體意識」

所實行的「一次性的」「懸擱作用」。我們欲即刻指出，若要真正理解對「整個生

活世界」的「普遍懸擱」之所謂，以下兩個關鍵環節必需先行得到釐清：第一，

一個物被知覺，並非僅意味著一個物是在一個知覺中被知覺的，確切地說，應意

味著一個物，作為一組物的領域中的一個物，是在一個作為可能諸知覺的知覺領

域中被知覺的，因此一個物知覺的內部視域（Innenhorizont）（作為前景之第一

階段視域65），必然指示著（verweist...auf）一組物知覺的外部視域（Außenhorizont）
（作為背景之第二階段視域66）且被這一組物知覺的外部視域所包圍，乃至於最

終 指 示 著 整 個 作 為 知 覺 世 界 的 世 界 此 一 普 遍 的 世 界 視 域 （ universalen 
Welthorizont）。話句話說，一個物是同時現實（simultan wirklich）被知覺的整組

物中的一個物，但這整組物合於意識地對我們而言還不是世界，而是世界在這整

組物中呈現自身，這整組物作為目前的（momentanes）知覺領域總是已經具有一

種屬於世界、屬於可能諸知覺的諸物的普遍體之片段/部分的特性（Charakter eines 
Ausschnittes „von“ der Welt, vom Universum der Dinge möglicher Wahrnemungen）
67。故嚴格說來，若欲對任何一個物知覺及其相關的一個知覺物進行「懸擱」，

必然需要對其所指示之作為可能諸物知覺的整組物知覺及其相關的整組知覺物

同時一起進行「懸擱」，乃至於也必然需要對其最終所指示之作為可能諸物知覺

的普遍體的世界知覺及其相關的整個作為知覺世界的世界同時一起進行「懸

擱」，因而無論是對任何一個物知覺及其相關的一個知覺物進行「懸擱」之「個

別懸擱」，還是對作為可能諸物知覺的整組物知覺及其相關的整組知覺物進行「懸

擱」之「部分懸擱」，或是對作為可能諸物知覺的普遍體的世界知覺及其相關的

整個作為知覺世界的世界進行「懸擱」之「普遍懸擱」，全都是世界-普遍的

（welt-universal）68。第二，「懸擱作用」，作為「有意主動的中性變樣」，既來自

於對興趣之有意主動的克制，那麼一旦這種有意主動的克制被中斷，「懸擱作用」

便會隨即失效，故若欲藉由「懸擱作用」以便讓我們的目光能超驗反思地對一切

                                                 
65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8-9。 
66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8-9。 
67 參見Krisis:165。 
68 參見Krisis: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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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進行內在的洞察，那麼便不能只是採取一種時斷時續之有意主動的克制，相

反地，需要採取一種持續性習慣的（habituelle）克制69。 
 正由於上述兩點看法，故我們首先便可認識到，由於對一個超越物的「個別

懸擱」必然需要擴及可能指示之對一整組超越物的「部分懸擱」，乃至於必然需

要最終擴及可能指示之對作為諸超越物的普遍體的世界之「普遍懸擱」，故在此

嚴格說來，任何「懸擱作用」按其本質可能性的要求都應是一種「普遍懸擱」，

而「個別懸擱」、「部分懸擱」與「普遍懸擱」三者所克制的興趣，本質上也並無

不同，都是一種（屬於世界的）實在興趣。其次我們則可進一步理解到，超驗現

象學所根本要求之通過「普遍懸擱」以便對一切意識進行超驗反思地內在研究，

絕非在「自然實在態度與超驗內在態度」之不斷相互轉換的情形中，或說在「對

自然實在設定意識實行有意主動的中性變樣」之時斷時續的情形中發生。諸如在

對一個物的個別物知覺活動的觀察中，首先，「好像」我們可以一會兒在自然實

在設定興趣下對一個超越物的某個側面及其背景中的東西「源初現前地」意識，

一會兒隨即在這源初現前意識的持存中實行作為「有意主動的中性變樣」的「懸

擱作用」，以便隨後在對因懸擱而產生在不/虛擬設定或中性興趣下“對一個超越

物的某個側面及其背景中的東西「源初現前地」意識＂進一步實行自身中性反思

的情形中，藉由相應的「內在中性意識」來意向統握“對一個超越物的某個側面

及其背景中的東西「源初現前地」意識＂究竟為何，因而完整地理解到“一個超

越物的某個側面及其背景中的東西＂如何在“某個側顯的源初現前意識＂中被

“側顯＂，也因而可說是間接地探究「一個超越物的某個側面及其背景中的東西」

如何在「某個側顯的源初現前意識」中被「側顯」。當然，在上述對一個物之「源

初現前」個別物知覺活動的整個觀察中，任何觀察階段都可能是不夠清楚明晰

的，而我們可通過重新觀察來達到盡可能之清楚明晰的統握，諸如於最初觀察階

段時，因自然實在設定興趣之「源初現前意識」仍不夠清楚明晰，故隨即又重新

實行自然實在設定興趣之「源初現前意識」直到獲致清楚明晰的統握為止，爾後

再接續其他階段的各種實行步驟，或於較後觀察階段中，因對“自然實在設定興

趣之「源初現前意識」＂的中性反思統握仍不夠清楚明晰，則隨即又重返整個觀

察的開端階段，重新實行整個觀察諸階段，直到對“自然實在設定興趣之「源初

現前意識」＂的中性反思統握達到清楚明晰為止。然後，則以同樣步驟方式進而

對一個物的「另一個側面」及其背景中的東西之「源初現前」個別物知覺活動進

行觀察，乃至於以同樣步驟方式進而對一個物的「又另一個側面」及其背景中的

東西之「源初現前」個別物知覺活動進行觀察……如此等等，直到以同樣步驟方

式對一個物的「全部側面」及其背景中的東西之「源初現前」個別物知覺活動全

部進行觀察為止。然而，在此無論自然實在設定興趣之「源初現前意識」，抑或

對“自然實在設定興趣之「源初現前意識」＂的中性反思統握，若欲達到真正清

楚明晰的充分觀察，按我們先前的研究，必然需要憑藉於發揮「可能性」之前導

的必要修正補充功能之「想像意識」的自由變更活動，因此可以說，此等觀察之

                                                 
69 參見Krisis: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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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理想可能性」仍需分別在自然實在設定興趣的「回憶再現意識」之不經

意地「中性變樣」與對由此不經意地「中性變樣」直接而來的「中性意識」進行

「再現」之「再現的中性意識」重複自由變更的意識活動中、在對“自然實在設

定興趣之「源初現前意識」＂進行「再現」之「再現的中性意識」重複自由變更

的意識活動中才能獲致。我們很容易就從上述在「自然實在態度與超驗內在態度」

之不斷相互轉換的情形中，或說在「對自然實在設定意識實行有意主動的中性變

樣」之時斷時續的情形中對一個物的個別物知覺活動之充分本質可能性所進行的

觀察看出，這種觀察方式是多麼地纏繞而複雜！顯然超驗現象學所根本要求之通

過「普遍懸擱」的完全轉變以便對一切意識進行超驗反思地內在研究是不會在類

似於上述的情形中加以進行的。 
因此，胡塞爾所謂「整個生活世界」能「一次性地」被「普遍懸擱」起來，

真正而言是通過對（屬於世界的）實在興趣之一次性的持續性習慣的有意主動的

完全克制而達成的，這也就是說，只要這種持續性習慣的有意主動的完全克制沒

有被中斷，我們就能跨進超驗的自由反思的可能性之門徑，在「懸擱的持續時段」

中接續漸進地展開對任何意識種類與不同意識層級範圍進行本質可能性的內在

系統探究工作。也必需由此我們才能真正理解，為何胡塞爾會在《現象學還原》

中對「普遍懸擱」反覆地嘗試闡明：我們可以任意選擇一個過去的（當然也包括

有剛才過去的）知覺時間點作為對「整個生活世界」實行「普遍懸擱」的插入點

（Einsatzpunkt），且一旦我們開始實行連貫 /普遍的括號變樣（durchgängige 
Modifikation der Klammer），則在這插入點上之整個「過去的」生活世界，即整

個過去對我有效存在的生活世界，都將完全轉變為在括號中之整個「現在的」虛

擬-世界現象（Quasi-Weltphänomen）。並且，真正說來，這插入點上之整個「過

去的」生活世界，其作為整個「過去現前的」對我有效存在的生活世界，並非僅

是作為屬於「過去（實顯的）現在的」生活世界本身意義中之「過去現前的」生

活世界，更是在其生活世界「過去的（潛在的）已經驗的諸過去性」與「過去的

（潛在的）可經驗的諸未來性」領域中之這整個「過去現在的」生活世界，這也

即是說，這「普遍懸擱」的插入點上之整個「過去的」生活世界，是在其全時性

的諸模式（Modis der Allzeitlichkeit）中具有其存在的，也因而可說是作為這「普

遍懸擱」插入點上之整個「過去的」全時性生活世界。故對這「普遍懸擱」插入

點上之整個「過去的」生活世界實行「普遍懸擱」，真正說來就是對這「普遍懸

擱」插入點上之整個「過去的」全時性生活世界實行「普遍懸擱」，而「普遍懸

擱」實行後完全轉變為在括號中之整個「現在的」虛擬-世界現象，真正說來就

是整個「現在的」虛擬-全時性世界現象。然而，畢竟所謂對這「普遍懸擱」插

入點上之整個「過去的」全時性生活世界實行「普遍懸擱」之所以可能，便在於

在「懸擱作用」的連續發生中，我們確實能夠具有一種超驗的記憶時間性的時段，

並在此懸擱時段內憑藉著「超驗的記憶」（transzendentale Erinnerung）（在此所言

記憶是作為記憶嚴格意義上的回憶）接續漸進地通觀（überschaue）在括號中作

為純然再生（bloße Reproduktion）之整個「現在的」虛擬-（超驗-）全時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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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至於「超驗的記憶」，則是作為自然-人/人類的記憶（natürlich-menschlichen 
Erinnerung）的變樣，因而就是再次現前過去東西之記憶（在此所言記憶是作為

記憶嚴格意義上的回憶）在「超驗懸擱」中之變樣，因此過去東西才會轉而歸屬

於超驗的現在（Gegenwart），且這超驗的現在是作為現在的純然世界現象而存

在，換句話說，「超驗的記憶」可說是對以前的世界諸純然現象的記憶，但其所

“記憶＂起的“世界＂，也即這個再次現前之「現在的」“世界＂，就好像（so 
wie/wie）曾是以前的世界，並且好像以前當時曾經顯現一樣。總之，正由於「普

遍懸擱」的實行，原先以「生活世界」作為基礎（Boden）而進行之「世界-認識」

的意識活動，如今卻轉變為以「在懸擱中的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作為

基礎而進行之“世界-認識＂的意識活動70。 
 不過，我們在此仍需謹慎地避免重落誤解的可能，尤其是輕易地將上述「超

驗的記憶」理解作一種可獨立運作的意識種類，甚至理解作一種「再現意識」的

意識種類。按過往有關「中性變樣」的討論，我們早已確認對「設定意識」直接

「中性變樣」而來的「中性意識」本身，總是作為直接緊隨「設定意識」而後起

性地「中性變樣」而來的直接效果——“設定意識＂，故無論這「中性意識」本

身是作為“源初現前設定意識＂還是作為“再現設定意識＂，它都是緊附於「設

定意識」而後起的意識種類，並且不具有任何「再現」的意識功能。然而也正因

於此，或許就會隨之產生另一個疑惑：既然「超驗的記憶」本身不是可獨立運作

的「再現意識」，而僅是持續性習慣地直接緊隨「再現設定意識」（記憶）而後起

性地「有意主動中性變樣」（普遍懸擱）而來的直接效果——“再現設定意識＂

（“記憶＂），難道在這就不會發生另一種「自然實在態度與超驗內在態度」之

不斷相互轉換的情形，或說另一種「對自然實在設定意識實行有意主動的中性變

樣」之時斷時續的情形嗎？ 
 暫不論其發生與否，我們至少首先能夠認識到，「超越物/世界源初現前知

覺」，無論如何都是一種通過身體中介而直接地超越指向物/世界的意識活動，而

「超越物/世界記憶再現知覺」卻是一種對已實行過的「超越物/世界源初現前知

覺」進行「再次現前」的意識活動，換句話說，「超越物/世界記憶再現知覺」是

一種完全無需通過身體中介且根本從不直接地超越指向物/世界的意識活動。由

此則知，「超越物/世界源初現前知覺」所持有之「自然實在的直接設定興趣態度」

和「超越物/世界記憶再現知覺」所持有之由「自然實在的直接設定興趣態度」

派生出的「自然實在的間接設定興趣態度」到底是有別的。再者，按胡塞爾曾於

《觀念一》中指出的，一般說來，設定性（Positionalität）並非僅意味著一種現

實設定的存在或實行，它還廣泛表達著對實顯設定意見行為的實行而言之一種確

定的潛在性（Potentialität），並且任何「被實行的實顯設定行為」本質合法地都

具有與其相應之「不被實行的潛在設定行為」，相反亦然。或更為詳盡地說，此

處所言「被實行的實顯設定行為」，就是一種由「實行的主體」（vollziehendes 
Subjekt）所明顯實行的實顯設定行為，而「不被實行的潛在設定行為」，則或者

                                                 
70 參見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Nr.36-§2、§4、§5、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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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脫離實行」的行為（„außer Vollzug“ geratene Akte），亦即一種「脫離明

顯實行的實顯設定行為」之行為，諸如當我們將注意目光轉向另一個新的意向體

驗時，早先的意向體驗於是逐漸「消退」、沈入「晦暗」之中（„klingt ab“, sinkt ins 
„Dunkel“），但它並非真正消失，它總仍具有一個即使已變樣的意向體驗存在；

或者是一種「行為引動」（Aktregungen），亦即一種「引動明顯實行的實顯設定

行為」之行為，諸如在我們開始明顯地實行一個實顯設定的意向體驗之前，引動

這一個實顯設定的意向體驗而使其得以明顯地被實行的行為早已在其體驗的背

景中先行發生了71。此外，胡塞爾也曾於《經驗與判斷》裡對興趣（Interesse）

此一概念有著更為詳盡的說明。若是就知覺活動而一般說來，伴隨著其對象朝向

（Zuwendung zum Gegenstande）出現了一種興趣，然而這種興趣並非如同那種

作為從自身發動出來的（aus sich hervortriebe）諸意圖（Absichten）與有意的諸

行動（willentliche Handlungen）之興趣，卻純然只是一個歸屬於正常知覺本質之

追求的因素（ein Moment des Strebens），並且一種積極的情感（ein positives 
Gefühl）也將伴隨著這種追求而發生，但這種歸屬於興趣的情感卻是一種完全特

有地被指向對象的情感。更進而言之，只要我們知覺地把握對象，對象的意義內

容就必然會被豐富，這部分地是通過在知覺中對象的純然直觀延續（Fortdauer），

部分地是通過在此情形中隨後發生之對象晦暗諸視域的喚起（Weckung），而對

象晦暗諸視域則相關於總是更新的諸豐富化（immer neuen Bereicherungen）之諸

可能性與諸期待（Erwartungen）。且與此知覺豐富化活動相聯繫的是一種特有之

對豐富化的滿足（Befriedigung）的情感，以及一種相關於自身愈益擴展且增長

的豐富化的視域之追求，亦即「總是更近地達到（zu kommen）」對象、總是更

完全地佔有（sich ...zuzueignen）對象本身之追求，這種追求然後甚至能在更高

階段採取一種真正意志的形式（Form eines eigentlichen Willens），亦即一種帶有

意圖的目的諸設定（absichtlichen Zielsetzungen）等等之意志於成為認識（Willens 
zur Erkenntnis）的形式，但這裡並不就此更高階段而論。在純然知覺階段中，那

種要深入到對象中（in den Gegenstand einzugehen）的追求和那種對對象本身豐

富化之滿足，當自我純然一般地朝向對象時並不會出現，而僅當自我在課題的特

殊意義上朝向對象時才有可能出現，且課題（Thema）在確切意義上與自我朝向

的對象並非總是恰好相合的，諸如自我能夠課題地（thematisch）從事科學的工

作，但由於街上喧鬧聲的干擾，自我於是暫時地朝向這喧鬧聲，但迄今為止的課

題仍然未被放棄，而僅是暫時地退入於背景中且仍然被繼續保持，當干擾過去

時，自我朝向即刻就又再次回到課題之上。因此興趣概念可或挾或廣地被我們所

理解，一種是「狹義的興趣」概念，也即一種在首要的且真正的意義上（im ersten 
und eigentlichen Sinne）的興趣，而唯有在這種如前例所述的興趣之對同一個對

象總是更新的諸被給予性方式的趨向的繼續追求的效果中（in der Auswirkung 
seines tendenziösen Fortstrebens），具體的知覺活動才能完成實現，且這些趨向

（Tendenzen）不論受到阻攔與否（ungehemmt oder gehemmt）都能產生效果

                                                 
71 參見IdeenⅠ: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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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nnen sich...auswirken）。另一種則是「廣義的興趣」概念，或者說得更確切

些是「廣義的興趣行為」概念，這些興趣行為（Akten des Interesses）不僅是被

理解作自我課題地朝向一個對象，如自我知覺地（wahrnehmend）且然後深入觀

察地（eingehend betrachtend）朝向一個對象，而是一般地被理解作每一自我的參

與之自我朝向的行為（jeder Akt der Ichzuwendung des Dabeiseins des Ich），無論

是自我的參與之短暫的自我朝向的行為，或是自我的參與之持續的自我朝向的行

為。胡塞爾甚至於還進一步將參與（Dabeiseins）直接標明為一種存在其間

（inter-esse），這於是就為以名詞形式而表述的「興趣」（Interesse）概念指出了

其來自以動詞形式而表述的「興趣」（interessieren/interesse）概念之一般性起源

涵義，亦即「存在其間」（dazwischen sein）、「參與某某之中」（an etwas beteiligt 
sein/an etwas Anteil nehmen）72。 
 據前述諸論，我們或許可能對作為「持續性習慣的有意主動中性變樣」之「普

遍懸擱」進行更為深入的理解。一個首要的思索起點即在於「興趣」此一概念，

因為我們已知，廣義的「興趣行為」是作為自我的參與之自我朝向的行為，故一

般而言，「興趣」的發動是在自我參與之自我朝向的主動行為階段才有的。循此，

若專就對自然實在興趣態度下自然實在設定意識所進行之「普遍懸擱」言，其作

為「持續性習慣的有意主動中性變樣」就是一種「持續性習慣之（屬於世界的）

實在興趣的有意主動克制」，故在其連續性地作用中，無論是「自然實在的直接

設定興趣態度」下直接地超越指向物/世界的源初現前知覺活動，還是「自然實

在的間接設定興趣態度」下從不直接地超越指向物/世界的記憶再現知覺活動，

由於都屬自我參與之自然實在的自我朝向的主動行為，所以皆不會得到實行，而

那些在自然實在的興趣追求的更高階段上之意志於成為知識的興趣行為，由於也

屬自我參與之自然實在的自我朝向的主動行為，因而同樣也不會得到實行。然

而，儘管所有自我參與之自然實在的自我朝向的主動行為都由於「普遍懸擱」而

未得到任何實行，那些可能引動作為自我參與之自然實在的自我朝向的主動行為

之「被實行的實顯實在設定行為」的行為，亦即「引動明顯實行的實顯實在設定

行為」之「不被實行的潛在設定行為」，仍可能不斷此起彼落地在意向體驗背景

中持續地先行發生著，只是由於「普遍懸擱」對自然實在興趣實行著持續性習慣

地有意主動克制，故這些「行為引動」始終發揮不了其引動的效果。但這絕非意

味著所有種類的「行為引動」都不發揮其引動的效果，因為正如胡塞爾曾於《觀

念一》指出的，狹義而言的行為，是那些作為「被實行的行為」的諸我思，但最

廣義而言的行為，卻甚至包括有那些「不被實行之脫離實行或引動實行的行

為」——由於它們在轉變進入作為「被實行的行為」的諸我思之前就已經是意向

對象且設定成就的（noematisch und thetisch leistende sind），雖說我們僅能首先藉

由作為「被實行的行為」的諸我思才發現它們的成就——且如同作為「被實行的

行為」的諸我思一樣，在它們自身中也承載有設定性與中性的區分，這也即是說，

諸設定（Setzungen）或在「彷彿」模式中的諸設定（Setzungen im Modus des 

                                                 
72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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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ichsam“）是在它們之中已經現實存在的，故而那些先行發生的「行為引動」，

並不僅止於「引動明顯實行的實顯實在設定行為」之「不被實行的潛在設定行

為」，真正說來，那些先行發生的「行為引動」，在意向體驗背景中總是不斷地自

身向上湧出（drängen sich...empor），時而是合於記憶的（Erinnerungsmäßig）或

是中性變樣的（neutral modifizierte），時而甚至是未變樣的（unmodifizierte）73，

因此在作為「持續性習慣之自然實在興趣的有意主動克制」之「普遍懸擱」中，

只有未變樣的「行為引動」、合於記憶的「行為引動」發揮不了其引動的效果，

而中性變樣的「行為引動」則不在此列。這一點發現，就「普遍懸擱」之徹底理

解方面而言確實是至關重大的！因為，在對自然實在興趣習慣持續地有意主動克

制下，這種興趣的有意主動克制作用似乎還將滲入意向體驗背景中，引發一種對

「自然實在的潛在設定的引動行為」習慣持續地潛在不經意被動克制，而似乎正

是經受這種習慣持續地「潛在不經意被動中性變樣」，「自然實在的潛在設定的引

動行為」才在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中轉變為“自然實在的潛在設定的引動行

為＂，而似乎唯有“自然實在的潛在設定的引動行為＂，才能在作為「持續性習

慣之自然實在興趣的有意主動克制」之「普遍懸擱」中真正引動作為“自然實在

的實顯設定行為＂之「自我主動的超越物/世界中性朝向」。或許這就是在「普遍

懸擱」實行中「超驗的記憶」之所以可能的真正成因根據！並且，在如是的方法

意識運作中，當然也就不會發生另一種「自然實在興趣態度與超驗內在興趣態度」

之不斷相互轉換的情形，或說另一種「對自然實在實顯設定意識實行有意主動的

中性變樣」之時斷時續的情形。 
 然而，若按先前的認識，我們既已將「中性變樣」一般地理解作興趣的不感

興趣之變樣，且由於興趣僅在自我主動朝向的活動中才被發動，更確切而言應理

解作「克制自我的興趣朝向」之變樣，那麼，我們又該如何理解那種所謂在先於

興趣朝向的意向體驗背景中所發生之「潛在的中性變樣」？或是更直截地問，究

竟所謂對「自然實在的潛在設定的引動行為」習慣持續地潛在不經意被動克制之

「潛在不經意被動中性變樣」是如何可能發生的？就讓我們首先以「合於記憶的

引動行為」在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中如何可能經受「潛在不經意被動中性變樣」

為例來進行更深入的考察：在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中，那些過去曾被明顯實行過

的實顯設定行為，亦即那些作為「脫離明顯實行的實顯設定行為」之「不被實行

的潛在設定行為」，被動地通過了一種聯想的喚起（assoziative Weckung）而引起

了「合於記憶之自然實在的潛在設定的引動行為」，而這種「合於記憶的引動行

為」之所以能夠相應地進一步引動在「自然實在的間接設定興趣態度」下的「自

我參與之超越物/世界記憶再現知覺朝向」，即在於這種由聯想（Assoziation）之

被動符合綜合（passive Deckungssynthesis）所產生出來的東西，都有其激發的力

量（affektive Kraft），這也就是說，它們刺激著、吸引著自我，使自我被動地具

有了從自身出發的趨向於委身與把握（Tendenz zur Hingabe, zur Erfassung），亦即

自我本身的被吸引存在、被刺激存在（Gezogensein, Affiziertsein des Ich selbst），

                                                 
73 參見IdeenⅠ: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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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這種作為意向背景體驗的刺激之趨向（Tendenz als Reiz des intentionalen 
Hintergrunderlebnisses）的張力強度（Spannungsstärke）夠大，不論是或快或慢地

逐漸增大、還是突然地增大到足以引起自我的主動興趣朝向時，那種作為意向前

景體驗（intentionales Vordergrunderlebnis）的朝向之趨向就會被真正引動74。而

正是從胡塞爾在《經驗與判斷》中對潛在的背景體驗「如何」轉變到實顯的前景

體驗，或在並非全然相同意義上之不注意性的（潛在的）背景體驗「如何」轉變

到注意性的前景體驗所提出的上述觀點中，我們看到了「合於記憶的引動行為」

在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中經受「潛在不經意被動中性變樣」的可能性。因為，「合

於記憶的引動行為」，作為意向背景體驗的刺激之趨向，在屬其之自我因被動地

被刺激、被吸引而使自我本身被動地反應出被刺激、被吸引的趨向活動中，確實

存在著一種「被動反應性的追求因素」，而我們或許可在非嚴格意義上推廣地將

其視作一種「潛在的被動興趣」，故只要我們開始實行「普遍懸擱」，即實行對自

然實在興趣習慣持續地有意主動克制，那麼這種興趣的有意主動克制作用就會滲

入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中，引發一種「潛在不經意被動克制」，而正是這種「潛

在不經意被動克制」習慣持續地克制了「合於記憶的引動行為」之「潛在的被動

興趣」，讓「合於記憶的引動行為」經受了一種推廣且非嚴格意義上的「潛在不

經意被動中性變樣」之後，在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中被動地轉變為“合於記憶的

引動行為＂，也正是這種“合於記憶的引動行為＂才在作為「持續性習慣之自然

實在興趣的有意主動克制」之「普遍懸擱」中具有引動作為「自我主動的超越物

/世界中性朝向」之「超驗的記憶」的基本可能性75。 
 不過仍需注意，在上述「普遍懸擱」的實行中，可能引動自我中性朝向之「中

性變樣的引動行為」似乎並不止於“合於記憶的引動行為＂，似乎另也有“未變

樣的引動行為＂，甚至還有那些「在普遍懸擱實行前就已存在的過去的中性意識

之引動行為」。然而，只要我們確實選擇了一個過去的（當然也包括有剛才過去

的）知覺時間點作為對「整個生活世界」實行「普遍懸擱」的插入點，並開始實

行「對自然實在興趣習慣持續地有意主動克制」，那麼我們隨後便會很快發現，

在「普遍懸擱時段」中，自我中性朝向的活動似乎都主要密集於朝向那些從有關

「過去的整個生活世界」之「過去曾被明顯實行過的實顯設定行為」而來的“合

於記憶的引動行為＂，以及基於作為自我中性朝向“合於記憶的引動行為＂之

「超驗的記憶」而來的“中性意識的引動行為＂。其理由則無非繫於，在「普遍

懸擱」的實行中，可能存在的“未變樣的引動行為＂，按其所從來之「未變樣的

引動行為」而言，基本上與「過去的整個生活世界」並無任何直接的聯繫，而可

能存在的「在普遍懸擱實行前就已存在的過去的中性意識之引動行為」，除非按

其所從來之「過去的中性意識」，是曾基於有關「過去的整個生活世界」之「過

                                                 
74 參見Erfahrung und Urteil:§16、§17、§18。 
75 也唯有通過此處說明，我們才理解了胡塞爾曾於《現象學還原》中簡略述及的看法，亦即在

「普遍懸擱」中，「超驗的經驗」（transzendentale Erfahrung）必然需要與其相應之「超驗的激發」

（transzendentale Affektion）才是可能的……一切存在的有效性東西，即使甚至是非主動的

（nichtaktivierte），因而都持續完全地不起作用。參見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Nr.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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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曾被明顯實行過的實顯設定行為」而來的「中性意識」，否則其與「過去的整

個生活世界」也沒有任何直接的聯繫，故可能存在之“未變樣的引動行為＂與「在

普遍懸擱實行前就已存在的過去的中性意識之引動行為」，就算真正零星地引動

了相應的自我中性朝向，由於相較起主要密集於朝向“合於記憶的引動行為＂之

「超驗的記憶」，這些零星的自我中性朝向，都大抵多是一種附帶的第二級朝向

（sekundäre Zuwendungen im Nebenbei），因而雖說它們未必能對「普遍懸擱時段」

中「超驗的記憶」之方法意識運作提供助益，但至少也不致造成「普遍懸擱時段」

中「超驗的記憶」之方法意識運作上的真正阻擾。 
不過，尚需注意的是，我們確實還可從《現象學還原》中關於「普遍懸擱」

的某些討論段落進而理解到，「超驗的記憶」在「普遍懸擱時段」中循序漸次地

把握的“過去的整個生活世界＂，更確切說來應是包括有“過去的（潛在的）已

經驗的生活世界的諸過去性＂、“過去的（實顯的）正經驗的生活世界的諸現在

性＂、“過去的（潛在的）可經驗的生活世界的諸未來性＂之“過去之整個過去

-現前-未來的全時性生活世界＂，故而這種循序漸次進行的「超驗的記憶」，相

應地則當是包括有“過去的回顧記憶（Rückerinnerung）＂、“記憶＂、“過去

的前/先行記憶（Vorerinnerung）＂之“全時性記憶＂，且更確切言之，這種循序

漸次進行的「超驗的記憶」甚至還當包括有“共同記憶（Miterinnerung）＂此一

環節因素76。正是胡塞爾所提出的此種「共同記憶」，讓我們又再度觸及了早先

曾討論之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問題，這也就是說，「過去的整個生活世

界」，作為客觀存在的「過去的整個生活世界」，嚴格說來是由諸自我主體的交互

主觀意識所共同認識構成的，因此對其進行「普遍懸擱」而來的「超驗的記憶」，

真正說來應是一種循序漸次進行的「超驗的主體間記憶」，或說是一種「超驗的

主體間共同記憶」，也即一種包括有“過去的主體間共同回顧記憶＂、“主體間

共同記憶＂、“過去的主體間共同前/先行記憶＂之“全時性的主體間共同記

憶＂。當然，如此簡單直接的表明，顯然是尚未得到真正充分闡明的，但基於迄

今已獲的理解成果仍未達到堪能深入「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問題此一

理由，我們也僅能暫且將之延後，留待往後更為深入的探究階段再予詳盡討論。 
 通過了前述細密的長篇探討，至此，我們總算初步地理解了胡塞爾於《危機》

中所言那種通過「一次性地」使課題的諸個別主觀的個人（即主體間的一般所有

個人）或明顯地/公開地（explizit/offen）或隱含地/隱蔽地（implizit/verborgen）

實行之意識前景諸有效性（Geltungen）與意識背景潛在共同起作用的共同諸有

效性（mitfungierender Mitgeltungen）的全體性（Totalität）皆失去作用（außer Vollzug 
setzen）之「普遍懸擱」77的真實涵義，並且清楚地理解到，這種「普遍懸擱」

為自然實在主體間共同設定意識所帶來的「中性變樣」的轉變，絕非出於那種緊

接自然實在主體間共同實顯設定的前景體驗後隨即發動之「對自然實在興趣的主

體間共同有意主動克制」，確切而言，則是首先直接藉由這種「對自然實在興趣

                                                 
76 參見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494、497。 
77 參見Krisis:§4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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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持續地主體間共同有意主動克制」，讓所有自然實在主體間共同實顯設定的

前景體驗之興趣朝向無從發動，其次再間接藉由這種「對自然實在興趣習慣持續

地主體間共同有意主動克制」滲入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而引發的一種「潛在主體

間共同不經意被動克制」，來習慣持續地克制「合於過去的主體間共同超越物/
世界記憶的引動行為」之「潛在的被動興趣」，而讓「合於過去的主體間共同超

越物/世界記憶的引動行為」經受一種「潛在主體間共同不經意被動中性變樣」

後，在意向體驗的潛在背景中被動地轉變為“合於過去的主體間共同超越物/世
界記憶的引動行為＂，最終繼而引動了作為「諸自我主動的主體間共同超越物/
世界中性朝向」之「超驗的主體間共同記憶」，或即一種包括有“過去的主體間

共同回顧記憶＂、“主體間共同記憶＂、“過去的主體間共同前/先行記憶＂之

“全時性的主體間共同記憶＂，而正是通過這種極其特殊的作為「諸自我主動的

主體間共同超越物/世界中性朝向」之「超驗的主體間共同記憶」，我們才能在「普

遍懸擱插入的時段」中跨入實踐超驗現象學根本任務之基本可能性的門檻，因而

這也就無非宣告了，歷經過先前漫長的沈思努力，此刻我們終於獲致了一個徹底

闡明「世界客觀性如何能無悖論地被主觀地認識」，或一般而言，發掘出意識心

靈如何無悖論地以其固有的本質存在方式主觀地認識到一切作為現象之主觀被

給予的「事物本身」的真正可能開端。 
 隨著對「普遍懸擱」真實涵義的嶄新理解，我們先前關乎“意向對象＂的悖

論的看法自然就需要相應地獲得更為確切的說明。因為，那些由「普遍懸擱」所

帶來的前後轉變，至今觀之，無非是通過「對自然實在興趣習慣持續地主體間共

同有意主動克制」，而讓原先「諸自我主動的主體間共同超越物/世界記憶」所意

向把握之「過去的超越物/世界」，完全轉換成“諸自我主動的主體間共同超越物

/世界記憶＂所意向把握之“過去的超越物/世界＂，或即「諸自我主動的主體間

共同超越物/世界中性記憶朝向」（「超驗的主體間共同記憶」）所意向把握之「過

去的超越物/世界中性現象」，所以，由「普遍懸擱」所直接帶來在「意向對象/
意向對象全體」方面的轉變，並非單純早先那種從「世界客觀實在性」向作為純

然現象的“世界客觀實在性＂的轉變，而當是一種從「過去的超越物/世界」向

作為「過去的超越物/世界中性現象」的“過去的超越物/世界＂之轉變，並且，

雖說「諸自我主動的主體間共同超越物/世界記憶」所意向把握之「過去的超越

物/世界」，本來僅是一種在記憶中才被意向把握到的意識東西，但這「過去的超

越物/世界」，作為「過去曾經存在的超越物/世界」，本身畢竟確實是一種過去曾

經在源初現前的超越知覺中被意向把握之過去曾經存在的「世界客觀實在性」。

據此，我們於是仍可將「普遍懸擱」所直接帶來的前後轉變，推廣地視為一種從

「過去曾經存在的世界客觀實在性」向作為「過去曾經存在的世界客觀實在性中

性現象」的“過去曾經存在的世界客觀實在性＂之轉變，而也正因為轉變前後在

「意向對象/意向對象全體」方面的東西，一屬作為實在超越物/世界之「自然存

在」，一屬作為超越物中性現象/超越世界中性現象之「諸自我主動的主體間共同

超越物/世界中性記憶中的意識存在」，故真實說來，只要「普遍懸擱」能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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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徹底的實行與理解，那麼所謂“意向對象＂的悖論，甚至廣泛就作為意向對

象全體的世界言之的那種理當稱作“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都是根本不存

在的！ 
 然而，此處對「普遍懸擱」理解上的突破性深入，是否同樣能為人類主體性

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悖論帶來更為確切的闡明呢？現在，就讓我們即刻將思路

轉入此一新的沈思方向。按我們以往的理解，人類主體性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

悖論之可能形成，無非就取決於這一點：人類/人是否真的同時具有相互矛盾的

雙重存在方式，亦即既作為在生活世界中的諸客體存在/客體存在，又同時作為

對生活世界而言的諸主體存在/主體存在78？但迄今則當更加確切地說，「普遍懸

擱」前自然實在態度所對之生活世界中客觀實在的人類，是否真的同時也是「普

遍懸擱」後超驗內在態度所對而反思發現之經由“主體間共同意向的諸被給予性

方式＂關聯於被共同意向構成的“生活世界客觀實在性＂的諸超驗主體的普遍

體？還有，「普遍懸擱」前自然實在態度所對之生活世界中作為客觀實在人類具

優先性一員的人，是否真的同時也是「普遍懸擱」後超驗內在態度所對而反思發

現之經由“主體間相互修正的共同意向的諸被給予性方式＂關聯於被共同意向

構成的“生活世界客觀實在性＂之諸超驗主體的普遍體中作為諸超驗主體具優

先性一員的超驗主體，乃至對諸超驗主體的普遍體而言作為意向構成諸超驗主體

的超驗主體？於是，在此尤其清楚地被首先發現的一個關鍵便是，不僅“意向對

象＂的悖論與“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之最終解明仍有賴於在更深層次上

對「主體間意識共同化的構成認識」這一問題進行理解，人類主體性的悖論與人

的主體性的悖論之最終解明對這一問題徹底理解的要求甚至更為迫切！但無論

如何，在尚未全面展開更為深入階段的意識探究工作之前，我們也僅能暫且略過

此等作為前提可能條件的諸多細節，而先予以初步地追問：「普遍懸擱」前自然

實在態度所對之生活世界中客觀實在的人類/人所言為何？「普遍懸擱」後超驗

內在態度所對而反思發現之諸超驗主體的普遍體/超驗主體又意味著什麼？ 
 就此，當前最為切近的初步思考線索，似乎仍在於《危機》一書的相關表述

中，而實情也確乎如此。胡塞爾就曾於該書中多處表示，只要通過真正徹底的「普

遍懸擱」，我們便能在超驗現象學的自身沈思中理解到，在空間-時間的前給予世

界中之人的存在（menschlich Dasein），無非就是超驗主體性的自身客觀化

（Selbstobjektivierung der transzendentalen Subjektivität），而超驗主體間性的人類

諸 自 身 客 觀 化 （ menschlichen Selbstobjektivitionen der transzendentalen 
Intersubjektivität）也同樣本質必然地歸屬於對我且對我們而言作為前給予被構成

的世界的諸組成79。順乎於此，我們不難理解只要人/人類是在世界中作為其部分

組成的客觀實在東西，那麼不管人/人類究竟為何，其必經由對其而言的超驗主

體性/超驗主體間性所客觀地意向構成，但問題是，為什麼人/人類會是超驗主體

性/超驗主體間性的「自身」客觀化/「諸自身」客觀化呢？其實，正是從這種「自

                                                 
78 參見Krisis:182。 
79 參見Krisis:190、212、275。 

 95



 

身」客觀化/「諸自身」客觀化的確切理解中，我們才能更為確切地獲得對人類

主體性的悖論/人的主體性的悖論之可理解性，因為一方面，正如胡塞爾曾於《笛

卡爾沈思錄》所提，唯有通過作為徹底且普遍方法的懸擱，自我才能純粹地把握

到，自身是作為伴隨著屬己純粹意識生活（即我的思維活動的純粹流）的自我，

而在屬己純粹意識生活中且經由屬己純粹意識生活，這整個客觀世界才對我而言

地存在，或更確切地說，好像（wie）這整個客觀世界才恰恰對我而言地存在，

也因而才發現到，世界認識，乃至於自身認識之必真確定且最終的基礎，原來是

作為超驗主體性的自我-我思（ego cogito als transzendentale Subjektivität）80；而

另一方面，胡塞爾則在《危機》中強調過，在我的人的自身諸統覺（meine 
menschlichen Selbstapperzeptionen）中被世間化（ mundanisierte）、被客觀化

（objektivierte）之實在地關聯於實在身體的實在心靈東西，無非就是作為人的實

在心靈81。於是，所謂人/人類是超驗主體性/超驗主體間性的「自身」客觀化/「諸

自身」客觀化，似乎就隨之意味著在自然實在態度下，我/我們對自身/諸自身行

自然反思的結果，是將自身/諸自身統覺為在世界中實在地關聯於實在身體/諸實

在身體之作為人/人類的實在心靈/諸實在心靈（即心理學的或經驗的自我-我意識

/諸自我-我們意識），然一旦經受了「普遍懸擱」的完全轉變，上述自然態度所

面對的整個情形則將被置於超驗純粹態度中而獲得全新的理解，一如我們早先對

心靈的固有本質存在方式已作出的根本認識，在超驗反思的自身/諸自身統覺

中，我/我們才能首次清楚地理解到，「真正的心靈/諸心靈」無非是對世界而言作

為超驗主體性/超驗主體間性的自我-我思/諸自我-我們思（即純粹心理學的/現象

學-心理學的/超驗現象學的或超驗的自我-我意識/諸自我-我們意識），而唯當「真

正的心靈/諸心靈」仍保持著其自然實在興趣，仍受「世界先行存在」此一理所

當然的素樸信念所束縛及遮蔽時，「真正的心靈/諸心靈」才會將自身/諸自身非本

質地被間接關聯定位或嵌入於身體形體/諸身體形體之「自身/諸自身的體現化」，

扭曲誤解成自身/諸自身本質地被關聯定位或嵌入於身體形體/諸身體形體之「自

身/諸自身的世界/實在客觀化」，以致最終難逃將自身/諸自身固有本質自然反思

地統覺成在世界中作為人/人類的實在心靈/諸實在心靈。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

下，我們才理解了胡塞爾於《危機》裡為何多處表示強調，心理學自我（作為人

的、在空間-時間世界中被世界化的）與超驗自我間，或更具體而言，經驗主體

性與超驗主體性間的差異性（Verschiedenheit）與同一性（Identität）確實具有極

其特殊的密切聯繫（Verschwisterung），但那些在人性（Menschlichkeit）中對我

遮蔽的東西，在超驗的徹底探究中畢竟可被我所揭露出來，故而終將發現，自我

作為超驗自我甚至與在世界性（Weltlichkeit）中的人的自我是同一的，或更具體

言之，對世界而言的超驗主體性與在世界中的經驗主體性甚至是同一的82。 
 然而，相當特殊的是，雖說實在心靈是真正心靈在自然反思的遮蔽狀態中所

                                                 
80 參見Meditationen:§8。 
81 參見Krisis:205、210。 
82 參見Krisis:205、209、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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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錯誤客觀認識的，但為何按其真正固有本質即是世界中客觀實在的諸身體/
身體，卻也被胡塞爾排除於人類/人的涵義之外？其實，關於「人類/人」根本涵

義究竟為何的問題，胡塞爾早於《觀念二》中即已作過大篇幅的討論，甚至可說

是通貫該書的主要核心問題之一。他曾提出，通常言說中的「自我」（Ich），包

括著帶有身體與心靈的「整個」人（„ganze“ Mensch mit Leib und Seele），但若將

此一日常的看法置於現象學式的目光中考察，我們則將真正理解到，在其本質地

規定「自我概念」（Ichbegriff）的方面，心靈的東西（das Seelische）較於身體卻

具有優先性，這也即是說，若沒有心靈的使具有生命化（Beseelung），那麼身體

便不再是身體，而僅成了死的物質（tote Materie），一個純然的物質物（ein bloß 
materielles Ding），也因而不再是「自我的」（ichlich）、「我的」（mein），甚或是

「主體的」（subjektiv），故雖說身體無疑具有一種「特別的主體性」，在特殊意

義上仍是我所特有的東西，亦即作為自我知覺世界客觀存在甚或對其發生作用的

器官系統，但真正理當稱作自我-人的卻只有「具有」身體的心靈。並且，這種

日常意義下的心靈，作為「實在的心靈」（reale Seele），以實在方式連結於實在

身體且交織於實在身體之中，且作為一個「實在心靈的主體」（reale seelische 
Subjekt）——類似於一個承載著由對物質物的經驗（物理實在經驗）而把握的所

有物質實在特性與因果性之物——正是一個承載著由對心靈實在的經驗（心靈實

在經驗）而把握的所有心靈實在特性與因果性之基底（Substrat）。但真正說來，

相較於物質物作為純然的自然-實在性（bloße Natur-Realität），實在的心靈作為一

種由自然方面（Naturseite）與屬己心理方面（idiopsychische Seite）而來的混合

實在性（gemischte Realität），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下的自然-實在性，因為，心靈

的實在性僅僅是通過心理物理的諸依賴性（psychophysischen Abhängigkeiten）才

被 構 成 作 為 實 在 性 的 ， 這 也 就 是 說 ， 心 靈 是 通 過 與 身 體 的 相 互 作 用

（Wechselwirkung）才具有了與自然的聯繫（hat…Anknüpfung an…），也進而才

成了第二種實在性意義下在空間中、在空間時間中作為虛擬-自然（Quasi-Natur）
的「存在」（„Dasein“）。所以，實在心靈的統一體，作為自我-人，作為人的主體

（menschliche Subjekt），或說動物的（animalische）主體，確切說來，根本不是

真正意義下的「心靈」，而是一種被聯繫於身體而作為身體的存在流的統一體（als 
Einheit des leiblichen Seinsstromes）83！ 

但特殊的還不止於胡塞爾將世界中客觀實在的諸身體/身體排除於人類/人的

涵義之外，他在《觀念二》中甚至未將「自我-人」僅理解成作為心理物理主體

的實在心靈，因為在他看來，這種身體-心靈的（leiblich-seelisch）實在自然，最

多僅是「作為自然的人」（Mensch als Natur）（甚至應說是作為「虛擬-自然」的

人），而實際上則還另存在有「作為精神的人」（Mensch als Geist）84。按胡塞爾

所言，我們確實可從人的自我的發展諸連繫（Entwicklungszusammenhange）中

發現到人的自我（persönliches Ich）具有著或許可以分別之兩個不同的發展階段，

                                                 
83 參見IdeenⅡ:§20、§21、120-1、125、§33、247、§63。 
84 參見IdeenⅡ: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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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著一種雙重「主體性」：一個是低階段的「純粹」動物性（„reine“ Tierheit），

另一個則是較高階段的特殊的精神東西（die spezifisch geistige）。這種較高階段

的精神，作為諸我思，一方面是自由的自我（freies Ich）進行諸自由行為之主動

理智（intellectus agens）層次，在此包含有一切真正的理性諸行為（Vernunftakte），

另一方面則是非自由的自我（unfrei Ich）進行諸非自由行為之層次，於此非自由

的自我則進行著讓自身被作為精神的晦暗基底（dunkeler Untergrund）之感性

（Sinnlichkeit）向下拉引（hinabziehen）的理性諸行為。而這後一方面的理性，

其 實 就 是 帶 有 若 干 不 同 注 意 （ attentionalen ） 階 段 之 注 意 性 的 轉 向 或 朝 向

（Hinwendung oder Zuwendung der Aufmerksamkeit）的行為，即早先所提由「不

被實行的引動行為」所引動之作為意向前景體驗的朝向之趨向，它被歸屬於作為

純然意識（bloßes Bewußtsein）或即前設定/表象（Vorstellen）的意向性之一類；

而前一方面作為真正理性的主動理智，則是那些指向被前設定/表象東西的行為

（Akte zu dem Vorgestellten），它們被歸屬於作為採取設定/表態（Stellungnahmen）

的意向性，故而採取設定/表態，實是那種先前早已提及之「有根基的行為」，在

此即為一種以注意性的轉向或朝向之「行為」為預設的「行為」。至於低階段的

「純粹」動物性，則是前面所說作為精神的晦暗基底之感性，或說作為精神存在

的低階段之感性的「心靈」（sinnliche „Seele“），這種感性或感性的「心靈」，作

為精神所具有的「自然方面」（„Naturseite“），其實就是先行於作為精神行為之注

意性的轉向或朝向與採取設定/表態諸體驗行為之隱含背景中前給予的諸意識構

成。它們作為低階段的諸體驗，也本質地具有其合於習慣性之「盲目的」（„blinde“）

固定規則，它們可以是諸感覺的意識具有（Bewußthaben von Empfindungen）；可

以 是 對 早 先 對 象 的 意 識 構 成 之 諸 聯 想 的 意 識 具 有 （ Bewußthaben von 
Assoziationen），諸如對早先的感覺諸材料（Empfindungsdaten）之感覺諸再生的

具有（Haben von Empfindungsreproduktionen），對早先的諸聯想之聯想諸再生的

具有，對早先的諸注意（Attetionen）或即注意性的轉向或朝向之朝向諸再生的

具有，對早先的諸採取設定/表態之採取設定/表態諸再生的具有；可以是一種類

似於注意性朝向、真正而言卻不被注意（unbemerkt）的意識「行為」，它被歸屬

於作為純然意識或即前設定/表象的意向性之另一類，其實就是先前所說那種「不

被實行的引動行為」，那種作為意向背景體驗的刺激之趨向，因而即是那種諸激

發的意識具有；且在此我們也不難進一步理解到，既然存在有諸激發的意識具有

之意識構成，那麼對早先對象的意識構成之諸聯想的意識具有就不可少地必需追

加上此一種類，即對早先的諸激發之激發諸再生的具有；此外，那些低的感情生

活（niedere Gefühlsleben）與本能生活（Triebleben），則同樣直接地也歸屬於這

低階段的諸體驗之中85。雖然上述所說人的自我所具有之主動精神理性與被動

「心靈」感性這兩個發展階段，似乎僅側重於「設定」意識而論，然按我們過去

理解一切「設定」意識皆具有著與之相互對應的「中性」意識種類這一觀點之故，

於此一切「中性」意識卻也本質必然地在「中性化」之「虛擬/彷彿設定」的諸

                                                 
85 參見IdeenⅡ:§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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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具有其與「設定」意識平行對應的類似發展諸階段。 
然而如此一來，我們便不得不感到困惑了。因為，一如先前所揭櫫，胡塞爾

於《危機》裡，主要是將「人/人類」理解成在世界中的「實在心靈/諸實在心靈」，

並將這樣的實在心靈/諸實在心靈理解成對世界而言作為超驗主體性/超驗主體間

性的自我-我思/諸自我-我們思在自然反思的遮蔽狀態中所自身錯誤客觀認識的

結果，故在此意義下，「真正的心靈/諸心靈」，或即「純粹的心靈/諸心靈」、「純

粹的心理東西/諸心理東西」，無非就是作為超驗主體性/超驗主體間性的自我-我
思/諸自我-我們思，甚至在未對自我思維與無自我思維加以區別的情況裡，將之

廣泛地視作超驗的自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來考量。但是，胡塞爾在成書較早

的《觀念二》中，卻不將「自我-人」僅統括地理解成「實在的心靈」，而是將其

理解成感性的、低的心靈（sinnliche, niedere Seele）與理性的精神合而為一之人

的主體的統一體（Einheit des personalen Subjekts）86。就此，有兩點顯然是我們

所能首先加以考量的，第一，不論「心靈」的涵義統括著一切「自我-意識」之

謂，抑或僅作為理性精神意識基底的感性心靈意識之謂，「自然實在的心靈」絕

非是「真正的心靈」！第二，不管理性精神意識是否被統括於「心靈」的涵義之

中，理性精神意識由於必然有其相應之感性意識的基底，故而只要自然反思未徹

底轉變為超驗反思，理性精神意識最終勢將經由與感覺活動的間接連繫——即中

經激發、聯想而與感覺間接連繫——而伴隨地間接非本質地被共同體現化於身體

之中，因而成了在世界中的理性精神意識！由此可知，無論「心靈」與「精神」

各自所謂為何，又無論其二者間的相互關係何是，我們確實可暫且權宜地避開對

「心靈」與「精神」二者涵義進行嚴格的釐清，而代之以「自我-諸意識」此一

更為廣泛的概念來統括此二者所帶有的一切可能涵義。故而我們可以說，在胡塞

爾看來，「人/人類」無非就是「超驗主體/超驗諸主體」在自然反思的遮蔽狀態中

所錯誤自身客觀認識之「在世界中的自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且這「在世

界中的自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要麼是較高層次之「在世界中之主動理性

的自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要麼是較低層次作為「在世界中之主動理性的

自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基底之「在世界中之被動感性的自我-諸意識/諸自

我-諸意識」，然一旦自然反思經受「普遍懸擱」而「還原」成了超驗反思，那麼

「超驗主體/超驗諸主體」便會超驗反思地客觀認識自身作為「對世界而言的自

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也即「對世界而言或是較高層次主動理性或是較低

基底層次被動感性之自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於是，只要「普遍懸擱」能

夠獲得真正徹底地實行，那麼我們便無從將「人/人類」既視作「在世界中的自

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又同時視其作為「對世界而言的自我-諸意識/諸自我

-諸意識」，亦即「超驗主體/超驗諸主體」，甚至真正嚴格說來，根本就沒有什麼

「在世界中」的自我-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有的僅是「對世界而言」的自我-
諸意識/諸自我-諸意識，且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下，或許方可說「超驗主體/超驗諸

主體」與所謂的「人/人類」是同一的，因為，「人/人類」畢竟就是處於自然素樸

                                                 
86 參見IdeenⅡ: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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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狀態中的「超驗主體/超驗諸主體」！ 
由是，雖說我們繼「意向對象與意向對象全體/世界的悖論」後也同樣確認

了「人類/人的主體性悖論」的無從成立，但此等根本難題的理解深度至今卻仍

顯不足。因為，自從為徹底理解「普遍懸擱」而引出「被實行的行為」與「不被

實行之脫離實行與引動實行行為」的討論以來，雖說我們業已愈益發覺到，過去

對「普遍懸擱」、乃至於對諸可能悖論的理解，因著一方面忽略對「潛在（不注

意）背景意識」（被動感性的意識）的考察，另一方面對「注意前景意識」（主動

理性的意識）的考察不夠細密之故而有著嚴重的侷限，但我們迄今為止關於此二

意識領域的新進考察，卻無論如何也仍未真正擺脫概括粗略的階段。故而，只要

我們要求徹底理解此等難題的熱情不退，那麼我們便會肯認，我們整個探究的工

作確實具有其更加詳盡深掘的迫切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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