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第二章 「意識理論」對「心物二元論」之克服 

以笛卡爾建構心物二元論來看將世界區別為自然本身以及本質上異於它的

心靈存在，兩種異質之間如何交互作用？當外界有一現象發生，心中必有相應現

實隨著產生，這又如何來解釋？而在胡塞爾來看心與物其實是相同意義的兩自然

間的互動，心靈在笛卡爾那其實是抽去物體後的殘餘，47作為在世界的基礎之上

觀察而來，產生的內在自然化心靈與外在世界的關係解釋上的問題。到後來洛克

所直接傳承的自然化的心靈認識到的只是內在表象，外在世界由此而推出，心靈

無法真正通達到外在世界與物質世界。 

 
在此簡要介紹胡塞爾思想的發展，說明以《觀念冊一》48作為主要文本基礎。

著重的意識「非自然化」傾向有更深的了解。1901 年胡塞爾早期《邏輯研究》

中主要是對心理歷程（Erlebnisse）的描述現象學，雖然超越了心理主義，但他

發現其研究仍陷入心理活動性質的自然主義之中，即認知經驗作為發生在自然中

的現實過程。於是在 1911 年的文章〈哲學作為嚴格科學〉解決他和自然主義的

關係。之後，他愈來愈用笛卡兒《沈思錄》嚴格基礎論的設計來說明其方法論，

將客觀性建基於主體之上。受到笛卡兒與康德影響，胡塞爾哲學作了觀念論、超

越轉向，而落實於《觀念冊一》（1913），強調意識之絕對存在，意識作為世界先

前條件。當代心靈哲學計畫執意要找的自然化意識作為世界另一個領域，而本研

究重點在排除自然主義、意識非自然化，因此在胡塞爾思想發展中採以超越轉

向，致力於自然主義的克服與超越。 

 

1.超越物（物）與內在物（體驗）之區別 

首先，在胡塞爾現象學中，如果先以一種簡單與前導的方式說明，即採用「現

象學懸擱」的方法除去存在設定（existential position）而還原到超驗

（transcendental）或純粹領域中。 那麼，我們先要先前的理解一個問題－對我

們來說，眼前所見是那麼理所當然客觀存在，而為什麼胡塞爾可以聲稱將中止存

在有效性後還原到現象？憑什麼客觀存在能轉換為現象？為什麼可以進行對有

                                                 
47 胡塞爾在說明笛卡爾所揭示的自我或心靈時，他說：「心靈是事先抽去純粹物體後的剩餘物，

根據這種抽象，至少從表面上看，它是這種物體的補充物。但是（我們不可忽略），這種抽象並

不是在懸擱中發生的，而是自然科學家或心理學家在預先給定的，不言而喻地在存在著的世界的

自然基礎上進行觀察的方式中發生的。」Crisis,P79. 
48 Edmund Husserl.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F. Kerst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以下簡稱 Ideas.參考中文譯文 胡塞爾

著《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念．第一卷：純粹現象學通論》，李幼蒸譯，北京：商務印書

館，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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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的去除？我們先鋪陳了解，而再進入現象學的方法之中。而從我們一般直覺

或日常常識的觀點來看，當我「看到」一張白色的紙，就相信存在一張白色的紙

在那。而為什麼我能看到白紙？因為只有當世界客觀存在一張白紙，我才能看到

或擁有一張白紙的經驗，對象與我的感官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如此，我們都相信

有一個外在世界，而且這個世界是獨立於我們的存在，即沒有我們它們依然存

在，且這個外在世界基本上是物理的。也就是說，在這個世界的裡的東西基本上

都是存在於「時空」中的東西，這些東西彼此存在著因果關係。不過，這樣素樸

的看法下出現了一些「反例」而使得我們不禁得重新再思考，特別是「幻覺」，

例如：「海市蜃樓」告訴我們，知覺者眼前出現一大片綠洲，但這些東西並不存

在。一個人吃了迷幻藥之後看到許多東西，但這些東西並不存在。可見，知覺者

的知覺內容與外在世界不見得具有因果關係，我們所擁有的知覺內容不見得可推

導時空中的存在，如此，知覺到的不是外在存在，那是什麼呢？我們只能說是內

在的知覺內容。換句話說，我們並不是「直接」知覺到對象本身，而是面對的內

在主觀而不屬於外在的經驗內容，在傳統的知識論裡將直接知覺到的東西稱為

「感覺質料」（sense-data）。 

 
而胡塞爾重新界定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分野。首先，來看胡塞爾所舉的例

子：「當我在一邊不斷看著這個桌子，一邊繞著它走動時，像通常一樣改變著我

的位置，我不斷有對這同一張桌子的意識，這張桌子具有實體上的事實存在性，

即它是始終不變的同一物。然而桌子知覺是不斷變化著的，它是諸改變著的知覺

的一個連續體。我閉上了眼睛。我的其它感官與這張桌子無關。現在我對它沒有

知覺。我睜開了眼睛。我又有了知覺。是那個知覺嗎?更準確說，無論如何在返

回知覺時它都不是在個體上同一知覺了。」49我們根據外在對象的理解，桌子本

身不可能隨著我位置的移動而改變其形狀，也不可能在我閉上眼睛之後也跟著消

失，而張開眼睛又出現。因此，在知覺過程中，同一張桌子以「不同方式」對我

呈現著，一張圓桌在我以某一角度看著它時，它呈橢圓形呈現給我，且隨著視角

的改變橢圓形的半徑也跟著變化。這不同的形狀或方式就不屬於桌子本身，而是

進行知覺、呈現（presentation）或側顯（adumbrate）桌子的知覺者。這些內在物

是意向體驗的真實組成的成份，也被胡塞爾稱之為「知覺材料」（the data of 

sensations）或「側顯」（adumbration）。因此，胡塞爾：「側顯是體驗（mnental 

process）。但是體驗只作為體驗，而非作為某種空間物而存立。」50他用「實項

的」（reell）這個詞說明顯現為內在性，而用「超越性」（transzendent）說明對象

的外在性，即「空間物」。 
                                                 
49 Ideas I, P86-87. 
50 Ibid.,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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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克關於對象的經驗置於外在經驗之上，51而胡塞爾將其納入內在的領域，

意識流中不斷改變的連續流作為內在物之體驗。而往往日常生活態度下我們將眼

前的一張桌子，也當作具有外於我們的空間性的桌子存在。此看法即是將側顯當

作是空間物，這就是將體驗與實在性或者內在性與超驗性混淆了。「尤其荒謬的

是把形狀側顯（如一個三角形的側顯）作為空間物和於空間中可能存在的東西；

任何人這樣做都是將側顯與被側顯物，即與顯現的形狀混淆起來。」52因此，胡

塞爾再次釐清區別真正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或內在物與超越物之界線，將對外

在對象知覺的內容劃於內在體驗之中。如此，物是超越對物知覺的，稱之為「超

越物」或「空間物」；作為體驗的內在物包含著關於顏色側顯、形狀側顯等等的

確定內容。 

 

2.對超越物（物）與內在物（體驗）之考察：超越知覺與內在知覺 

接著，胡塞爾進一步再說明內在物與超越物之間的對比，以知覺的方式考察

兩者，於是產生「內在知覺」（immanent perception）與「超越知覺」（transcendent 

perception）的分別；內在知覺的對象為內在物或體驗（mental process），超越知

覺的對象為超驗物或空間物。而由於被給予的方式有所不同，再次區別了物與體

驗、現實與意識之間的差異。 

 
「內在知覺」作為一種朝向自我的「反思」（reflect），反思到的內在體驗與

它們的意識對象在同一體驗流之中且成為同質性的東西。例如：我相信上帝存

在。「相信」原本作為一種意識活動，但反思目光之下成為反思的對象，因此與

上帝存在的意識內容作為同質性而共同在的意識流之中。我們是以「內在知覺」

來掌握體驗。體驗不側顯自身，胡塞爾舉例一種情感情體驗是無側顯作用。情感

體驗並沒有呈現的各種側面或角度，它只有真或假具有其特性和強度等等。如果

以不同的觀點、沿不同的變化方向，按不同的視角、顯現、側顯去談論，這是無

意義的。而我們再以內在知覺來把握知覺體驗，原本在知覺體驗中的側顯或顯現

透過我們的反思也不需要通過顯現方式被給予，也就是圓桌子的形狀通過不同橢

圓形等的不同顯現或方式被給予，但變化橢圓形這些顯現本身不通過其他的顯現

被給予。內在知覺之對象為不同側顯顯現本身就不需要再通過其他的中介來把

                                                 
51經驗主義洛克將經驗分為兩類：一類是對外在對象的「感覺」即「外部經驗」；另一類是對內

在心靈的「反省」，稱為「內部經驗」。對外在對象的知覺歸於外在世界，而對內在活動的朝向納

於內在世界之中。 
52 Ibid.,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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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直接對側顯的把捉並沒有角度的變化。 

 
而內在知覺之反思所把握的體驗具有現實（actual）或實存之特性，也就是

體驗為在知覺中持續存在的東西，在反思目光還未指向它時就已先存在了且作為

一種背景存在著，胡塞爾以「有待知覺」（ready to be perceived）說明之53，即體

驗本身等待著被知覺。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是處於自然的態度之中對體驗進

行一種心理學的反思，還不涉及任何現象學的懸擱。 

 
而「超越知覺」其被知覺的對象為超越出意識之外的客體對象本身或空間

物，一種對外的朝向，其實也就是我們一般所說的外在知覺，而對物的知覺只能

以側顯的方式來規定自己，胡塞爾：「我們的知覺只通過對物的純側顯作用本身

才能達到物本身，這既不是由物的一種偶然之特別意義，也不是因我們人構成的

那種偶然生。相反的，顯然從空間物（廣義來說為被視物）的本質中得出的是，

那種存在必然只能通側顯在知覺中被給予。」54從知覺的角度出發我們必須通過

側顯才能到達空間物，沒有側顯的規定無法認識到對象本身，由此將可以側顯方

式來判斷一外在對象，也就是說如果有一個東西經由側顯的方式被知覺，它就是

一個外在對象或超越對象。而從客觀物的對象角度來說，客觀物也必須透過側顯

被給予。再參考另外其他的例子，小提琴的音調是隨著我靠近或遠離它而有變

化。音調、顏色、形狀等也具有側顯的呈現，如此它們都是實在的（actual），胡

塞爾在此使用「第二客觀化的東西」（secondary objectivation）的概念。這裡的物

作為超越知覺的對象以側顯的方式呈現給知覺者，不過物同樣地是有待被知覺在

還未被知覺時仍存在著。 

                                       
因此關於內在物與超越物知覺的分別：如果有一東西必須以側顯的方式被知

覺，它是就是一個外在對象（超越對象）；相反地，如果有一個東西不以側顯的

方式被知覺，那麼它就是一個內在對象。超越物的把握透過側顯的方式，因此是

間接的，而內在物作為內在知覺的直接對象。 

 

3.「超越」概念之轉換 

在一開始在重新界定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處，我們將知覺外在事物的經驗

內容納入到內在世界之中有什麼重要的意義？我們從知覺的分析中了解到實在

論（realism）素樸的態度下將外在存在作為使我知覺的原因，反過來一旦具有知

                                                 
53 Ibid., P99. 
54 Ibid.,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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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內容的出現也表示著相對應的客觀對象存在。但由於會出現對象與知覺不一致

的問題。而經過深度分析後，我們將發現知覺者直接知覺到的東西並不是存在於

外在世界而其實只是主觀內在的顯現，我們並不能推出客觀存在的結論。那麼，

現在能確定只是我意識中的呈現，例如：我「看到」一枝「紅色的筆」，屬於我

體驗中的紅色筆的呈現，我還無法說有一枝實在紅色筆存在。如此，我要意識或

知覺外在對象時，必須「先」通過它對我的顯現，而顯現屬於內在世界，那麼，

在知覺對象時就必定以內在性出發才可能達到超越物。可以更進一步說，我們無

法脫離、跳開意識來談論存在。 

 
如此，按照以上結論之「顯現」與「對象本身」的關係－知覺外在對象必須

通過顯現，反之，顯現成為知覺對象本身必要的中介，加上顯現經由我們上述的

闡明作為內在之體驗，如此認識對象則需經過作為體驗的側顯才能達成。那麼，

我們如何再看待作為空間物這樣的超越物？由於知覺對象必須經由內在性，如何

再說明一個外於知覺者的對象本身？胡塞爾在此轉換了超越性的概念，即原本要

強調區別內在性與作為空間物之本質差異而來的超越性，之後轉為包含內在物的

超越物，即與意識有關的外在存在，超越物的意義不會是與意識無關的超越者，

而是內含內在性的超越物，物質世界不將是一種全然可獨立的存在。 

 
如此，對於物的理解成為在意向體驗中真實組成的成份，作為意識的同一

體。胡塞爾：「物即是意識的統一體（unity），物被意識作同一和統一的東西，

這是在相互融合的知覺複合體的連續流動中的同一和統一的東西。」55在之前知

覺桌子的例子中「只有桌子是同一個，透過新知覺與記憶結合在一起的綜合意識

中被體驗為同一體東西。」56物體的意義經由一連串複雜的考察，到目前為止已

非全然獨立外在物之意義看待，而具有意向對象的意義即作為知覺所與予的對象

的深義在其中。 

 
不過，在此是否物成為全然的內在物？我們只能說它被理解為一個為自我存

在（for an Ego）的超越存在，因著此階段仍佇於自然態度（natural attitude）之

下以世界存在的前提下來知覺著物體。胡塞爾：「物本質上能夠被知覺的，而且

在此知覺中被把握為我周遭世界的物。甚至在未被知覺時它也屬於這個世界，因

此這時它也是對自我存在。」57我們似乎可感受到現象學觀念論（idealism）的味

道，即關於存在理解為與意識發生關係的存在，但仍又存在著自然態度於其中。

                                                 
55 Ibid.,P85. 
56 Ibid. 
57 Ibid.,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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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超越物具有空間物又具有內在性超越物之意涵。 

 

4. 知識論意涵 

接著，胡塞爾區別體驗（內在物）與實在物（超越物）之本質後，更重要的

是其所賦予的知識論意涵。首先，胡塞爾：「各種內在性知覺都必然保證其對象

的存在。如果反思性把握是指向我的體驗，我就把握住了某種其事實存在本質上

不可否定的絕對物本身，也就是這樣一種洞見，即它不存在一事本質上是不可能

的：認為以該方式被給予的體驗實際上有可能不存在的看法是荒謬的。」58內在

知覺反思之體驗對象為不可懷疑的（indubitable）絕對（absolute）存在，即必然

性的存在而不可能不存在，如同數學的必然真理 1＋1＝2 一樣，而反面會造成予

盾，像 1＋1≠2 無法成立，如此內在物之不存在為不可能的，胡塞爾認為如果以

此方式給予的體驗有可能不存在的話那是荒謬的。因為我既然可進行反思，體驗

就作為前提出現，不然我就無法進行反思了。如此胡塞爾以「絕對存在」或「絕

對現實」來說明體驗之特性。而當我以超越知覺朝向外在對象時的情形，「物體

的存在不是一個通過被給予而必然地要求的存在，它的存在特定的方式下總是偶

然的。這是指：這種情況永遠是可能的，進一步的經驗使我們必須放棄具有經驗

效力的法則。我們總是可以說，過去的經驗僅僅是幻覺、幻想、有前後關連的夢

等等。我們可以說，在這種給予的範圍裡總是可能有改變理解的開放可能性。」
59超越物作為偶然性（contingent）的存在，即我關於它的認識會發生難以預期的

變化而推翻了對過去的看法。如此在物質世界中對於我存在的東西只是暫時假定

的現實（presumptive actuality）。 

 
因此，在此內在物與超越物之差別。「與作為一偶然設定的世界設定相對的

是關於我的純自我和自我生命設定，它是必然的，絕對無疑的。一切在機體上被

給與的物質物都可能是非存在，但沒有任何在機體上被給予的體驗可能是非存

在：這就是規定著後者必然性和前者偶然的本質法則。」60內在物作為絕對必然

無可懷疑的存在；超越物作為可能被懷疑為非存在的東西。 

 
讓我們再深入討論關於超越知覺與內在知覺之關係－一開始是超越知覺的

進行，我們直接觀看一個對象，對象以側顯的方式給予我們。於是第二層次才能

有內在知覺的進入，即對我們超越知覺進行反思，如此原來的超越知覺就轉變為

                                                 
58 Ibid.,P100. 
59 Ibid.,P101. 
60 Ibid.,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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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的對象，作為體驗的方式存在。那麼，在此就產生難以理解的困難，即超越

知覺作為可懷疑性之偶然性，我們對於對象的認識只是暫時的判斷隨時都可能再

改變；但又可以是作為內在知覺之體驗對象成為具有不可懷疑的必然性。超越知

覺作為偶然性又是必然性，我們該如何來理解？超越知覺之超越對象作為現象存

在，不過在此具有證實的層次，如果在經驗關聯體中被證實時那麼就屬於真正的

知覺，被知覺物就是現實的（actual），反之我可能是遭遇了幻相等的影響。但在

內在知覺的體驗對象並不存在著證實的可能，於是體驗的揭示無論是想像或是幻

想的體驗就是全部的把握。在我們對外在對象認識即使是虛幻，但作為反思的對

象確是絕對存在。 

 
而由於超越物的不確定而可被懷疑，因此我們將對它懸擱或存而不論，不去

談論予以排除，那麼整個分析的角度就漸漸走向這確定無疑的內在體驗。這也讓

我們理解為什麼胡塞爾重新定位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後（即歸於空間物的側顯

或現象化入內在體驗領域），賦予前者之絕對者且不可懷疑而後者為可懷疑之意

義了。就知識意義層面來看，胡塞爾在此預留這樣的可能性，即內在體驗作為認

識出發或立足點的合法性。在這裡可以看見，有笛卡爾的路線意味在其中，尋求

知識的基礎要以不可懷疑的自我或主體為開端。「體驗的絕對存在絕不因此而改

變，甚至於一切經驗都要以體驗為前提。」61如此，胡塞爾準備從內在物體驗出

發，從對內在世界的認識裡推導出對外在世界的認識。 

 

5. 現象學方法－懸擱（Epoché） 

以上讓我們了解到為什麼我們可以進行對外在世界的懸擱，接著來我們將

要持續走下去以達到徹底及普遍的懸擱。因徹底的懸擱是在進行一種轉向，能導

引到作為必真（apodictic）的和最終判斷的基礎之純粹意識上，也就是一切認識

的根源。因此，接著我們要問的是：什麼是懸擱？為什麼進行懸擱就轉向純粹意

識，或者在有限或對象存在的懸擱之後的「意識剩餘物」或「現象學殘餘」

（phenomenological residuum），此階段還未真正具有作為認識根基意涵，又如何

在進行普遍懸擱後進而成為「基礎或根源」意義的意識？ 

 
首先，讓我們先了解懸擱之意義－「這使一切預先被給予的客觀世界所作的

設定，因而首先使存在的設定（包括存在、假象、可能的存在、臆測的存在、或

然的存在等等）普遍地失效（中止、使其失去作用）－或者，也正如我們常說的

                                                 
61 Ibid.,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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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這種「現象學懸擱」或對客觀世界「加括號」（Einklammem；parenthesize）

62  

 
將對一切可能的存在信念去除，例如；在我眼前的一張桌子呈現給我，而我

習慣性地認為相對於我的外在有一張佔有空間的桌子存在，在日常生活之中所持

的自然態度，我們是不加反思而根深固柢地認為實實在在的存在，這是無須懷疑

且肯認的。但進入現象學的態度，也就是進行對任何有效性的懸擱，將我在自然

態度理所當為地以為世界存在的信念拋去。現在我試著想像這樣的可能，我仍然

知覺到眼前的桌子，但我不能認為這眼前的桌子存在，不能推出說具有一張外在

空間的桌子的在，桌子的現象如實地呈現給我。 

 
接著，將世界存在信念懸擱之後是否世界就被否定而消失？「不管對這種存

在現象的現象性要求採取怎樣的態度，也不管我一度曾對存在或假象採取了怎樣

的批判性的決斷，它本身作為我的現象畢竟不是虛無（Nichts），而恰恰是那種

對我來說使這樣一種批判性的決斷隨時都成為可能的東西，因而也是那種使每次

對我來說也許都可以作為真實的存在－最終有效地被決斷了的或將要決斷的存

在－而具有意義和有效性的東西成為可能的東西。再說：如果我就像我在自由中

能夠做並且也正在做那樣，去中止每一種感性的和根植於感性中的經驗信仰，以

致於經驗世界的存在對我來說不再是有效的，那麼畢竟，我的這個中止行為還仍

然如其所是地存在著，而且是連同整個經驗生活之流一起存在著。」 63對於任

何可能的存在性設定的中止，世界不因此空洞化而虛無。在現象學的反思所經驗

到的世界，依然是以前所採以自然態度所經驗到的相同世界，它們具有相同的內

容被我經驗到。在現象學的態度和自然態度之中擁有相同的經驗內容，它持續像

它以前所呈現那樣呈現著，只是在態度轉換之後，不再秉持對世界自然而然的存

在信仰。並且對此現象內容賦予相當不同的意義，在自然態度之下現象就被視為

外在對象；而在現象學態度下懸擱後是一「超驗經驗」（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

之揭示。 

 
懸擱方法開啟了意識的意向基本結構，將意識之存在的設定加以排除，而關

於對象之存在的特徵加上括號。此方法防止了對象意識的超越有效性，通使自身

封閉內在的純粹意識區域成為課題。如此，世界和自然意識都作為現象而保留下

來。此意義的現象不只是意指（noesis），且包括意識相關項之被指物（noema）。

以下我們將會更深入地探討。 
                                                 
62 CM, P20 
63 CM,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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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意識作為一切前提 

我們將對體驗作為絕對者，作為一切經驗之前提再深入理解。作為不可懷疑

的絕對存在之體驗有何意義？胡塞爾企圖找尋哲學之絕對基礎，必然要求無法動

搖且絕對確立的出發點，而相對於偶然超越存在的絕對體驗存在即符合了此要

求。如此，意識或體驗作為基礎與根源的脈絡下，一切物體都要與經驗或意識相

關連，無法脫離它們。胡塞爾：「無論物體（physical things）為何－唯有我們

可對它陳述的物，唯有我們對它的存在或不存在，這樣存在或以其它方式存在進

行爭論和理性地決定的物體－它們是經驗的物體。經驗就是具有特定秩序的實在

經驗關連。它規定這些物體的意義，也就是說，它們看作真正的物體。我們可以

對經驗的體驗方式，特別是物知覺這種基本體驗做本質的考察「…」，並且本質

地遵循著被策動的經驗關連的各種可能變換：然後就出現了被稱作『實在世界』

這個我們現實經驗的對應體，它是那些各種可能或非世界裡的一個特殊個例，而

這些可能世界或非世界本身不過是具備或多或少秩序經驗關連性之『經驗意識』

這個觀念的可能變換的對應體」64特別在我們在理解物體時，物體作為進入了我

們意識領域之內的物體，我們對它進行各種性質的觀察以及判斷它到底是否存

在。於是，物體作為經驗之對象。於此它們都作為認識的對象，而不可能是不作

為對象意義的物體。而所謂的世界是與我們各種可能經驗關連相對應的是各種可

能的世界或甚至「非世界」，而我們稱作「實在世界」的世界是某個特定經驗關

連的對應體。 

 
我們得再釐清一點，在此胡塞爾談論重點並不是懷疑世界的實在性，即問題

不在於世界是否存在，或者甚至否定了世界存在的問題，而是強調「經驗的關連

性」，事物都作為經驗的事物，作為我可以知覺、記憶、想像或經驗的事物。因

著無法受到人們經驗上聯繫的事物那將是無意義。例如：沒有主體能知覺、記憶、

想像或經驗到的桌子，沒有人談論過經驗過，那麼這樣獨立自存的桌子又有什麼

意義呢？如果我再舉「植物人」的例子，為什麼我會稱這樣的人是植物人？因為

他們作為我們經驗的對象，並未展現出正常人自主表現的能力，快樂、痛苦的反

應，或任何可能傳達的能力等等，我們經由他們給予我們的經驗資訊而判斷他們

賦予了植物人意義。而我們仍可以想像有一種可能，即眼前的植物人雖不具任何

身體的功能，但他的心靈中仍存在著，他雖無法接收到外在的刺激但可能活在自

我回憶的世界中。我們沒有實際經驗到這種情況，但它仍可能是我們可猜想或想

像，那麼仍是可以歸於可能經驗的世界之中。但是再退一步如果是一種連我們實

                                                 
64 Ideas I,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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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經驗、甚至想像等等的意識都無法設想的情況，那強調脫離意識的存在已無意

義了。獨立存在或自在的說法其實是空洞的語言。而獨立自存並不包含一種情形

即現在我未意識到但未來仍可意識到的東西，那是胡塞爾稱為「有待知覺」的事

物。 

 
而如果超越物無法脫離意識自存，那麼如何再理解超越物？「超越物透過某

種經驗的關連體被給予（given）。作為直接地被給予且呈顯自身為協調的知覺連

續中及以經驗為基礎的思想某些方法形式中不斷增加的完美性，超越物以或多或

少直接的方式獲得洞察的且不斷前進的規定。」65超越物在正常的知覺下我意識

到的超越物具有協調一致性的關連性。也就是說，如果對象實際存在著，也就是

在我知覺的連續性過程中展現出了一致性，那麼超越物其實就作為意識相關物。

如此，「實在（reality），物體的實在視為單一且整體世界之實在，藉由其本質

而缺少自足（self-sufficiency）。實在本身不是某種絕對物而與其他絕對物相

關聯，「…」這種事物必然只是意向性的，只是意向的對象，在意識的方式下被

表象者和顯現者。」66實在並不具有獨立性，並不任何有絕對意義賦予，而只是

意識之對象或被意識者。 

 
接著，經驗或者與意識發生關係作為一切基礎，一切存在或非存在都必須以

此為前提，而存不存在是可有可無的問題，但經驗必須要有。我們可以沒有世界

的實在性或者世界、對象可以不具客觀存在，我卻仍可以以某種方式經驗對象，

例如：我們望著火車的鐵軌在遠處交滙於一點上，我們不會相信軌道事實上於遠

處交集；我們想像著具有翅膀的白馬，但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物種。而胡塞爾以

衝突的經驗來說明對意識來說世界不必然存在，「實在的存在，於顯現中對意識

呈現和顯示的存在，對於意識本身的存在來說不必不可少的。」67假如我將我的

知覺對象當成一個骰子的話，我可以預期有一個特定的內容預期它的背面是白色

或者點數是一。我雖知道它的背面不一定是我預期的樣子，但有信心自己的預期

不會全然的落空。一個骰子是一個空間物，作為對象的空間物必須滿足一些最基

本的性質，它的移動是一種連續，不會斷斷續續，不會突然地消失。當我在看一

個對象時，我的知覺有可能會中斷（例如眨眼睛），但它應該還是會在我眼前出

現當我再張開眼睛時。現在，如果骰子在我眼睛一眨後突然不見了，於是我開始

懷疑自己剛才是否真的看到了一顆骰子。經驗關連的一致性被打破了，我先前的

知覺原來只是幻覺，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東西。於是可以發現，即使是一連串的幻

                                                 
65 Ibid.,P110. 
66 Ibid.,P113. 
67 Ibid.,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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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實際的對象並不存在，我的意識仍可以進行作用。 

                                                                                 
如此，我們可以沒有世界，但不可能沒有意識的關連。換句話說，我們可以

具有經驗而並不將實在歸於經驗的對象上，或我們可以具有一致性的經驗而可以

不設定對象的實在性，但我們無法沒有經驗而仍保有世界的實在性。所有實在是

經驗，但並不是所有經驗是實在。如此，進一步可以延伸了解，意識與超越“物＂

的關係，意識獨立於物體的存在，「內在存在是絕對存在，即它本質上不需要任

何“物＂的存在。」68意識的存在不需依賴物的存在才能進行運作；而物體的存

在或世界必須完全與意識有關連的。 

 
一般日常常識看法認為因為外在存在著對象在那，所以我才能意識到對象。

外在對象與意識之間展現因果關係，而外在世界是一個獨立於我們意識的存在，

而意識得依賴於對象的刺激才存在。胡塞爾將兩者關係倒置，對象反過來依賴著

意識而存在，而意識能獨立於物體。「在其本質中它獨立於一切世界的、自然的

存在，它也不用為了自己的存在而需要任何世界存在。自然的存在不可能是意識

存在的條件，因為自然自身最後成為意識的相關項：自然只是作為在規則的意識

關連體中被構成（constitution）。」69「我們沒有失去任何東西，只是獲得了

絕對存在的整體，正確地理解，它在自身之中包含著、構成所有世界的超越性。」
70進一步再揭示出，意識作為物體世界的條件，物體成為意識所構成的意識相關

項，純意識成為構成物體或自然的源頭。 

 

7. 主觀性成就的揭示 

接下來，我們將針對意識構成或主觀成就具體地討論。以下兩個主題是針對

主觀活動具體進行之探究，說明與理解超越論現象學最基本的立場，了解「存在」

（Being）是如何及為何是由主觀成就產生的存在世界。由此，將一步步走向確

立理性與世界關係的聯結。而在此為「純粹（pure）意識」層次，而「純粹」有

兩基本意涵，一、完全擺脫所有的經驗事實，而殘餘下來最純粹及非經驗事實的

部分，它超脫自然的任何絲毫的意味；二、獨立於外在實在之外的特殊領域，即

與外在所有實在性的事實無關，無關指不需要靠外在世界來證明其存在。71 

 
純粹意識通過懸擱作用而殘餘下來，故有脫離經驗與外在實在性的特性，在

                                                 
68 Ibid.,P106. 
69 Ibid. 
70 Ibid.,P113. 
71 倪梁康著，《胡塞爾現象學概念通釋》，北京：三聯，1999。見純粹性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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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義下我們說純粹，但是正好因為它是作為基點，基點本身認知的出發點，在

此意義下被轉換是超驗的（transcendental），因為它變成是認知知識的基礎，若

要了解這個基礎，即是了解內在的各種先天條件，所以亦使用超驗意識

（transcendental conscious）。純粹意識具有非實在之特性，因此不受因果關係之

制約。整個世界的因果性由物理因果性以及物理心理的因果性之統一構成，因果

性意味著實在之間的依賴關係。純粹意識不具實在性，因此也就不在因果範疇之

中。胡塞爾：「於它的純粹性中被考量的意識必須被視為自我封閉存在的聯合體

（self-contained complex of being），一種絕對存在的聯合體，沒有任何東西

可以滲入其中且脫出其外，沒有任何東西存時空上外在於它，且它無法在任何時

空聯合體中，它不可能受物的影響，無法運用因果作用施加於物體上。」72純粹

意識徹底擺脫經驗事實，無法以自然世界的因果法則來規定之，它不與物體互為

因果交互作用，如此作為一種絕對之封閉的存在。因此，純粹意識作為一封閉的

領域，只起一種與現象的意向關係作用。 

 
接著，我們來看在超驗領域之中所揭示的內涵，以「意向活動（noesis）－

意向對象（noema）」名稱來含蓋。一方面，是意向對象本身的描述，另一方面

是意向行為方向。「一方面是對意向對象本身描述，它們是與以相關的意識方式

被意謂著的對象的諸規定有關的，而且是在從屬的、通過把目光投向這些規定性

而呈現出來的諸樣式中（如確定地存在著、可能地存在著或被臆指地存在著等等

這樣一些存在樣式，或者是主觀時間的樣式：當下、過去、將來地存在著）被意

謂到的。另一方面，還有一個與之相反的意向行為的方向。這個方向涉及到我思

本身的方式，即涉及到意識的諸方式，例如感知、回憶、記憶，連同寓於它們之

中的樣式上的區別，如明白性和清晰性的區別。」73我們將在接下來更具體展現

意識結構的討論。 

 

7.1 意向性之「關於某物的意識」 

意向性是現象學的一個核心概念，表示著意識或體驗的本質的特性，強調意

識具有指涉（refer to）對象的能力，因此意識活動是具有內容的心靈活動，現象

學對意向性的主題是一種在“客體＂（Objective）方向的研究。一般說來，以「對

某物的意識」（to be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來表示之，例如：一個知覺是對

某一物體的知覺；一個判斷是對某事態（affair）的判斷；高興就具有令人高興

的東西；愛就具有被愛者。當我「看」，我就會看到某物，而如果沒有東西被我

                                                 
72 Ibid.,P 112. 
73 CM,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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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麼我就無法看。換言之，意識活動的產生伴隨著意向對象，沒有意向對象

也就無法使意識發生。  

  
胡塞爾經常在不同文本之中以「意識是關於某物的意識」之意識本質強調。

74不過，對於如此看似簡單白話的方式並未能了解背後深層的用意何在，為什麼

要表示意識的本質具有對象或內容之特性？而在現象學與心理學意識理論的對

比中，我們更可理解到問題的重點為「意識是如何具有對象」，即意識與對象的

關係上的探討。因此，我們將了解超驗現象學的意識理論，深入一步來了解意向

性之結構。  

 
首先，先丟出幾個主要的概念－hyle、noesis、noema。要區別感性的質素

（hyle）與具有意向性特性的體驗或形態（morphé）。－兩者的特點以「無形式

的質料（formless stuffs）和無質料的形式（stuffless forms）」75區別。  

 
I. 感性質素：在意識流之中作為在具體體驗的組成成分（components），為一種

意向性的載者（bearer），而不具有意向性的特性。胡塞爾使用「初級內容」（primary 

contents）、「感覺內容」（sensation contents）、「材料」（Data）的概念表示，例如

有：顏色感覺材料、觸覺材料、聲音材料等等呈現於體驗中的內容。 

 
II. 意向性形態：在概念上胡塞爾一開始使用形態，而之後採以 noesis 一詞取代

之，或者是「理解」（Auffassung）。它是「使質料形成為意向體驗和帶出意向性

特性的東西」76，也就是作用在感性因素之上，有一個「激活」（animate）、「給

予意義」（bestow sense）的層次，即意識活動賦予雜多的感覺材料一個意義，將

它們統攝為一個意識對象的功能；將諸感覺材料（各種顏色、長度、硬度等等的

感覺）理解為一個對象；我們是通過這兩者知覺到外在對象。 

 
Noesis 概念相當重要，它指出經驗之可被理解（intelligible），表示意識並不

是對象被動地（passively）呈現，而是意識行為主動地（actively）理解或構成意

向對象。因此，意識是動態地構成對象，而在認識中扮演一個主動的角色。構成

問題胡塞爾另外使用「功能」（function）概念來論及，也就是「意識對象

                                                 
74 胡塞爾：「我看到一棵綠色的樹；我聽到它葉子沙沙聲，我聞到它的花香「…」。我們在這裡

發現的不是別的，而只是“對…的意識＂，只有按照它的整個的範圍和它的諸種樣式才能研究的

最廣泛意義上的意識。」Crisis, §68. 
75 Ideas, §85. 
76 Ibid.,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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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objectivities）的構成」77。意識是主動地呈現，並不是簡單地記

錄外在世界，78它是能將素質材料構作為可理解的整體。 

 
此方面是在意向作用現象學的考察與分析。我們會問：「客觀統一體

（Objective unities）如何以意識固有的方式被構成？」79或「如何將經驗構

成為一意義的整體？」的問題。「這是一個系統的問題，指出現實和可能的意識

的所有聯結體按其本質如何被預先地被描述（predelineated）：意向地與它們相

關的、簡單的或有根基的直觀，較低的和較高的思維構成，含混的或清晰的、表

達的或非表達的、前科學的或科學的思維構成，直到嚴格的、理論科學的最高構

成。」80  

 
III. 意向對象：意向對象作為意向作用的真實（really）組成成份。「由於它的意

向作用因素，每一種意向體驗恰恰是意向作用；其本質在自身中包含像“意義＂

或可能的多重意義的東西，在它的意義給予的基礎上且同樣地實施功能，這些功

能正因此意義給與作用而成為“有意義的＂（senseful）」81。 我們無法單就意

向對象談論，而需從意向作用來引入意向對象，從意向作用或體驗的分析中找出

其部份與因素，因而發現在意向作用中包含了意義；或者，由於意向作用的功能

的發揮而賦予意義。  

 
意義可以指涉多個實際具體的對象，例如：「杯子」可用具體經驗中不同的

杯子，但是「杯子」的意義仍是相同的。人是透過綜合同一的意義來理解雖然是

不同的個別物，此同一的意義就沒有感官經驗中的可變性，它作為一種存有就不

是感官經驗的實際存有。因此，胡塞爾以「樹」來舉例，樹本身具有實在的屬性，

在空間中可被燒可被分解為化學物質；但作為體驗內在物之樹的意義則為非時空

性和非因果性的觀念的存有。  

 
因此，我們再次了解胡塞爾所謂「關於某物的意識」的意義性。第一，經驗

主義認為意識最基本的經驗是感覺與料，也就是在剎那中一開始直接給了我們的

是明確區別的色香味觸等單純觀念，之後再由這感官材料結合為各種整體性的東

西。而胡塞爾認為意識的對象是一整體事物之意義，不是事物的元素－感覺與

                                                 
77 Ibid.,P 207. 
78 即一種認識的「反映論」，人的大腦是對外部世界的反映，認識內容來自於客觀世界的作用。

更詳細地說，外在世界「刺激」了我們的感官，使大腦產生作用而產生出感覺內容。 
79 Ibid.,P 209. 
80 Ibid. 
81 Ibid.,P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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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感覺與料只是意向經驗的構成份子，是非意向的。在直接的給予性中，並不

是接受混然不分的感覺群，而是整體意義的捕捉，對一棵綠色的樹、它的葉子的

沙沙聲的意識。  

 
其次，意識的直接對象是事物，也就是在感覺材料上賦予意義才成為我們的

對象，意向性不是空洞的擁有它的所予（givenness），而是主動解釋它們，使它

們成為可理解的整體。例如，有人說了一句話，如果我們只聽到他所發出的聲音

而不了解其意義，那麼這句話對我們來說就是不可理解的，也就不成為我們的對

象。如果我們明白了這句話的意義，也就是意向行為將這些聲音綜合起來，使之

得到意義。也就是說，關於某物的意識、對一棵樹的意識等等，是意向行為從感

覺與料開始，構成或給予一個意義使之可理解，於是才成然我們意識的對象。 

 
    第三，在此得要強調意向性之主動而非背動的特性，也就是意向是主動構成

對象意義。揭示意向的主動構成作用等於是說明與證明了「超驗觀念論」

（transcendental idealism）82的立場，「自在的第一性並非是無疑問不言而喻的世

界存在，且不應僅僅問什麼東西客觀地屬於世界；相反，自在的第一性是主觀性

（subjectivity）。」83也可以說，精神先於世界存在；自然界、物、外部世界

是由精神或意識派生的。 

 

7.2 同一性（identity）之主觀作用 

我們將由另一個時間切面即對象同一性構成來看主觀之意識作用，目的仍是

要更了解主體意識構成之主動能力，如此再次證明了意識與對象的關係上，意識

成為對象的條件，對象成為被構成者。首先，胡塞爾：「純粹作為主觀相對的世

界之全然“漠不關心＂（disinterested）的觀察者，讓我們初步地且素樸地環

顧四周，我們的目標並不是考察世界的存在（being）及如此這般存在的東西

（being such），而是無論什麼至今有效且作為關於它如何在主觀地有效、它看

起來如何的存在和這樣存在的東西持續對我們有效。」84我們將進入主觀內在世

界的觀察之中，無論對象本身是否客觀存在，我們留心於變化萬千的體驗之中。 

 

                                                 
82 胡塞爾是觀念論還是實在論立場？觀念論主張主體「創作」（erzeugen）了客觀世界，或是實

在論立場認為認識活動基本特性在本質上是一種「接受」。在此脈絡之下，胡塞爾提出構成作用，

意識如何具有對象?並不是接受了對象於是它就印在腦海中。而是意識具有一種創作能力，構成

了對象。 
83 Crisis, P69. 
84 Crisis,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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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自然態度的思考作對比，讓我們更理解與主觀中的考察間的差異了。

在我們一般直覺或日常常識觀點來看，我所看到的事物理所當然有一外在的客觀

事物對應著，我並沒有注意到在我意識中變動的現象，但我都認為在我意識中出

現的現象當作是外在世界的對象。而我注意的是世界中的事物，企圖對它們認

識。另外，在意識或感官與對象間的關係可看出憑什麼我能說有個外在對象存

在？因為只有當世界存在著一事物，我也才能經驗到這一事物，如此為何我有此

事物的經驗？那麼必有一外在事物的存在。對象與意識的因果關係－對象是因，

意識為果；於是，有了意識的結果，將能夠推論出有個客觀對象的原因。而這個

客觀世界是一個獨立我們存在的世界，也就是說，沒有我的意識它們仍然可以存

在。 

 
    進入現象學的知覺分析之中彷彿時間都靜止般，我們停下繁忙的腳步關注於

似乎過去不曾注意的細膩變化之中，即對於主觀給予方式的探究。先就以一特定

的個別經驗事物來知覺它，例如：當我看著一張白紙，紙的顏色及形狀呈現給我；

我觸撫它，感受到紙粗細的質感與軟硬度；同樣地，我聞嗅它及聆聽它，於是我

獲得不同層次的感覺，而儘管如此我仍以為這是同一個東西，不同的是感性上的

呈現。我們還可以就「視覺」的層次來觀察，來看看胡塞爾所舉的例子：「當我

在一邊不斷看著這個桌子，一邊繞著它走動時，像通常一樣改變著我的位置，我

不斷有對這同一張桌子的意識，這張桌子具有實體上的事實存在性，即它是始終

不變的同一物。然而桌子知覺是不斷變化著的，它是諸改變著的知覺的一個連續

體。我閉上了眼睛。我的其它感官與這張桌子無關。現在我對它沒有知覺。我睜

開了眼睛。我又有了知覺。是那個知覺嗎?更準確說，無論如何在返回知覺時它

都不是在個體上同一知覺了。」85在看的範圍當中，隨著不同時間流的逝去，我

們擁有都是不同的「側面」（side）或角度，然而卻是一種連續的過程，即以不

同的面連續地知覺同一對象。 

 
不過，胡塞爾不會只是停留在一種片斷殘缺的分析，將不同的時間點與呈現

純粹的支離破碎，而是透過這樣細緻的留心中發現主觀中發揮作用的痕跡。在我

們第一瞥的目光中就具有關於事物的充分意識，也就是將其視作為事物。在這剎

那的事物認知中，我們所意指（mean）比它提供還要更多86。對象只呈現給我一

個側面，而沒有呈現給我的，沒有以直接在我眼前呈現給我的，但我卻可以說是

一個對象，而憑什麼我可以說是一個對象？從看的知覺活動的連續性中，剛才看

到過的側面現在不被我看了，那些過往並不是就此消逝，反而我們發揮了「持存」

                                                 
85 Ideas I, P 86-87. 
86 Crisis, 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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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n）的作用將流去的知覺留存下來而隱隱作用著，即保持剛消逝的當下；

另一層面是在此連續的過程中預先的預期（expectation），即對即將要到來或發

生的東西進行預期，具有一種有東西即將到來之感，如此將也得到直接的充實和

詳細的規定。因此，一對象整體的當由三個環節組成：主要印象（primary）、持

存、「前攝」（protention）。 

 
在此反思的考察中重要意義何在？胡塞爾要揭示在對事物的知覺中，具有主

觀的成就參與其中或發揮作用，可以說，沒有主觀的成就，就沒有對象與世界。

對象與世界在此作為一種意義和存在樣式。在當下的知覺中，就隱含無止境的過

去以及開放的未來。此時此刻的知覺我們用「在場」（present）表示，在對象的

在場之中，背後同時存在著不被直觀卻仍被意識的東西，即無限的過往或連續流

逝的東西，這些經由我們發揮著保留能力的一種「持存」連續性，另外則為「前

攝」（protention）的連續性。也就是說，在眼前的知覺下，蘊藏著看不見的意識

作用下的產物，如果沒有這些主觀成就我們就無法經驗了。 

 

8. 總結 

8.1 心物二元論的超克 

由胡塞爾的眼光來看，一般意義下的心與物都是在自然態度（natural attitude）

下的存在，所以即使是心靈的概念仍然不是真正心靈的本質，而是涉入自然物在

裡頭。如此，心靈與物質兩實在存在於世界之中而具有彼此的因果交互之實在關

係。這樣的實在關係在認識上造成無法認識的可能，如我們已經提過的洛克以自

然化的心靈無法達成外在世界的認識。 

 
我們由胡塞爾的說法了解心物二分上的問題，「在什麼程度上物質世界是某

種性質上基本不同的，被排除於體驗本質的東西？且如果物質世界被如此排除，

如果物質世界與所有意識及其自身本質相對立而作為“異物＂和“異他物＂，那

麼意識如何可以與它關涉，與物質世界且因此與排除了意識的整體世界關涉

呢？」 87問題在於如果物質世界是一種完全排除了體驗而根本上不同於體驗的

東西，物質世界與體驗或意識相對立且成為異他物，那麼意識如何與其關涉？暗

指了物質世界作為與意識同質性的東西才能與意識相關連。因此，「意識（體驗）

和實在存在並不是同等並列的存在種類，它們安然地相互居處且偶然地與另一方

“相關連＂（related to）或“相聯結＂（connected with）。只有本質上相類

                                                 
87 Ideas I, P82. 



 34

似的東西，只有各自本質有相同意義才可以以嚴格的意義上聯結，才可以組成一

整體」88心與物並不是兩個實在的關係，偶然地遭遇了彼此而發生關係，只有本

質上相同的東西才能相互的聯結，並且兩者組成的整體是不可分割的。「意識與

物理物為結合的整體，結合為我們稱作生命存在物（animalia）單一的心物統一

體，且在最高層次上結合為整體世界的實在統一體。」89最後，心與物結合成為

統一體。 

 
而為什麼說明胡塞爾解決心物彼此的關係？他將物質世界作為與意識同質

性的東西即意識相關項而與意識關連起來，物體並非與意識無關而可以獨立存

在。我們總結以上關於意識與物質之思考。從意識來看，意識的存在不因物質的

存在而有所影響，其主動地構成作為意義的意識對象；而由物質來看，物質無法

脫離意識而自存，物是經驗的物，是受到意識作用的結果，因此作為意識結構中

之一環的「意識相關項」。 

 
如何可以將物質的東西視作為意識中的環節？我們可以發現在自然態度之

下所認為的存在設定或所相信的獨立的外在世界或世界存在信念，其實是我們超

越了這些被給予方式的東西，超過了我們可以確定的結論。而如果可以說世界是

存在，那只會是主體構成的意義，而非本來以為有個獨立且無關於我們的意識存

在的世界。如此，等於是解消了一種純粹的獨立外在世界的意義。換言之，胡塞

爾將原本歸於外在世界的生活世界物體經驗納為內在心理的經驗，因此就解除了

對外與對內的切分。因此，胡塞爾在被給予方式中顯現的發現已經在現象學的起

點上克服了笛卡爾的二元論。 

 
而胡塞爾極力排除自然化的牽涉，深怕不夠徹底不夠純粹，而在採以普遍懸

擱的進行，一種對對象的存在性，甚至我們根深柢固的世界存在信念都要徹底排

除，而得到最終源頭的認識基礎的純粹意識。在此進入方式下，作為超越物的物

質物都被還原為一種意識中的現象意義來理解。也就是說，在作為心靈的純粹意

識之中所有超越性都顯示為現象意義；所有的超越性都是在純粹意識中被構造出

來的。物質在此揭露下已不是客觀實在而是一種關於意識的相關項，即還原到意

識領域當中作為意識的意向對象。因此，在現象學的還原的要求之下，原本自然

化心與物的因果實在關係互動，轉變為「純粹意識中意識活動與現象意義的意向

關係」。芬克（Eugen Fink, 1905-1975）在說明胡塞爾構成作用時認為事物並非獨

立在己的存在，而是必然與之主體性處於一種關係，事物成為了統一的極點，此

                                                 
88 Ibid., P 111. 
89 Ibid.,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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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極點乃為主體多樣活動與習性所統一與綜合地聚集。90 

 
    為什麼意向的關係解決了認識論的問題？我們透過實在的心與物對比再加

深理解。物質的外在世界刺激心靈產生對外在世界的「表象」，因而與「真實」

（reality）區別，最多只能認識到內在的表象，而無法真正達到真實的認識。而

胡塞爾以意向作用構成的意識對象賦予了客觀世界之意義，事物的客觀意義透過

主體展現的意義而達成。「回到事物自身」（za den sachen selbst；To the things 

themselves），在現象學的脈絡中事物自身不是輕易就可以實現，而是須經過艱辛

的迂迴歷程，由於前見（prejudice）的導引往往讓我們不自覺失去對象真實的面

貌，因此不斷地察覺過程中可能的前見的影響，並且細膩地如實忠於原味地回到

現象上，而在此情形上是主體意識作用高度主動地進行著，即意識進行意義的構

成作用。「什麼」（what）的問題當然也是一種構成的結果，但現象學採以還原到

「如何」（how）的問題上緊貼著現象回到如實（as it is）的模式。 
 

8.2  現象學作為「唯心論」？ 

 
接著試著釐清在胡塞爾現象學的脈絡中一些常見之爭議性的問題：外在世界

到底存在不存在？世界是否經過現象學懸擱而就不存在或者仍存在？胡塞爾是

否是以心靈來消解物質？ 
 
    在現象學還原之前，胡塞爾在傳統意義上以自然態度下的存在設定，存在則

作為具有實在意義的事物存在。接著，透過意識分析分別出實在（或超越）作為

偶然的和相對的存在，意識作為必然和絕對的存在，如同我們以上談及過的。前

者受到現象學還原的排斥，而後者作為現象學研究之領域。胡塞爾構造現象學分

析進一步表明，實在的存在意味著由意識構造起來的意識相關項，如此所有實在

都是通過意義給予而存在。 
 
那麼，在現象學的脈絡中，世界到底存不存在？或者說，有沒有外在的物存

在？筆者以為，並無法回答存在或者不存在，這是現象學存而不論的範圍，就只

是不下判斷。我們容易誤解現象學的懸擱作為排除，以為世界就不存在了，但在

我們的意識領域中豐富的現象仍存在著，並不是呈現一種虛無狀態。那麼世界是

「存在」嗎？我們又該如何說明並不是一種獨立存在，如何區分兩者呢？難道，

觀念論與實在論能同時並存嗎？ 
 
                                                 
90 奧伊根．芬克，〈胡塞爾現象學的操作概念〉（1957）黃文宏譯（選自倪梁康 主編，《面對實

事本身》，北京：東方出版社，20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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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提到心物二元論的解決，將物質世界視為與意識同質性的東西，物

作為經驗的物，在意識結構中成為意識相關項；物無法是脫離意識而獨立存在，

在此似乎以「觀念論」告終。於是接下來產生的問題是胡塞爾是否是以心靈來消

解物質？首先釐清的是無法將心靈和物質視為客體存在（獨立存在）的層次上來

看，那麼對任何一方的消解都成為所謂的「唯心」或「唯物」。那麼，放在被構

成的層次上，即由純粹意識構成的對象，現象學則強調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則上並

不會將物質視為一種心靈，誰也沒有消解誰，不然就成為另一種過渡的化約了。

但，放在構成的始點上來看，物質成為與意識不可分的意識相關項時，就產生了

消解物質的唯心論傾向。在此似乎產生令人不解的問題，當我說，物質的意義是

具有時空性的存在時，那麼物質到底是一種實在（reality）還是意義？在此筆者

以為我們要再更具體了解「物作為意識項」為何義？胡塞爾：「在純粹或純化理

論態度下，我們不再經驗房子、桌子、街道、或藝術作品，而是我們僅經驗物質

事物。」91即意識行為所對並非實在對象，而是對於實在對象的「提取」，這樣的

對象受到了意識合於目的的處理、重新排列或構成。如此，揭示著物質並不是原

來的客觀實在，而是受到意識所作用下的意義。現象學談論的兩個方向對象如何

被意識構成及對象的構成，嚴格上來說，具體的實存物並非研究的對象。 

 

心靈消解了物質嗎？此問題的物質定位在具體的物，心靈消解物質意味著以

心靈來取代物質，於是否定了具體物存在，只承認心靈東西。現象學的脈絡中，

具體實在對象並非研究的範圍，並不對此作肯定或否認其存在的可能性。只是更

深一層揭示出物質其實由意識構成而來，並不是客觀實在。無法以心靈消解物質

來定位胡塞爾現象學，在於外在實在對象沒有被否定其存在性，只是更進一步發

現了物質概念其實非所指具體個別的對象，而是一種意識作用下所使用的意義。 
 
 
 
 
 
 
 
 
 
 
 
 
 
 

                                                 
91 Ideas II, P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