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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懸擱及還原 

 

關於「懸擱以及現象學的還原」這個主題，為什麼成為一開始便被拿出來討

論，如果就文獻脈絡來說，可以看到賽朋對顧爾維奇的評論：「顧爾維奇是胡塞

爾的門徒中，極少數沒有放棄超驗現象學還原以及超驗現象學的人」。22 更重要

的是，本文的主要參考資料《主被動綜合解析》中提到：「我們是在『現象學的

還原』的架構之中從事我們的工作，在其中所有的客觀實在（objective reality）

以及客觀的因果性（objective causality）都被懸擱」。23 而且還說到：「在現象學

還原之後（…）則這個『現象學的還原』一開始就會造成現象學事實的核心，也

就是維持在純粹內在的態度」。24 

讓我一開始便想要討論現象學還原的重要理由是：一方面，上一段引文標示

了我們往後所要討論的幾個主題，像「聯想」、「觸發」、「被動性」等，是要在現

象學的還原之後的純粹「內在」領域中討論；另一方面，胡塞爾在討論「觸發」

概念的時候，常常舉的例子是一道閃光射到我眼睛裡。就這樣的說法，明明好像

是有一些「外在」的刺激，引起我的注意，我怎麼能說我是維持在純粹「內在」

的態度。25 如此一來，似乎兩個方面便有所矛盾了。除了以一般的日常語言難

                                                 
22 Seebohm, Thomas, 1984. p.283. 我的研究論文是以胡塞爾以及顧爾維奇的比較作為主要架

構，所以我認為顧爾維奇對「超驗現象學還原」的維持，具有特別的意義。 
23 Analyses., p.162. 
24 Analyses., p.163. 
25 如果比較康德（Immanuel Kant）對 Affektion 這個詞語的使用，或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其中的

差異。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開始的「先驗感性論」中便說
到：「直觀只是在對象給予我們時才發生；而這種事至少對我們人類來說只是由於對象以某種

方式刺激內心（the mind is affected in a certain way; das Gemüt auf gewisse Weise affiziere）才是

可能的」（《純粹理性批判》，康德著，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25）。而在柯
普斯登（Copleston）的《西洋哲學史（六）》中對康德這部分的說明：「吾人底知識得以直接地

關聯對象的途徑，就是透過直覺。而直覺只在一對象被給予我們這一情況下方可以產生（…）

人類之直覺需假定一對象。這也是說人類主體必要以某一方式被對象所「影響」（affect）」。（《西
洋哲學史（六）》，柯普斯登著，陳潔明、關子尹譯，黎明文化出版。頁：312）。而柯普斯登在
之後談及本體或事物自身及對其之批評的時候（頁：353）提到：「康德自常識之層面開始考慮，

以事物對主體產生一影響，而產生感覺（…）但是在作這一種陳述的時，康德顯然使自己備受

別人之攻擊其把因果律運用到逾越他自己立下之界限之外（…）因此，對他來說，假設一吾人

之外在條件乃是很自然的事」。胡塞爾並不因為現象學的還原而不提這個所謂的「影響」
（affect）。事實上，這裡所謂的「影響」應該可以對比於我這篇論文所要談的「觸發」這個概
念。胡塞爾與康德的差異在於是否設定一個外在對象依據因果法則對我產生影響，而且胡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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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描述這個還原之後的「現象」來開解，是否還能更進一步了解所謂維持懸擱之

後的「內在領域」是什麼意思？「內在領域」是否意味著外在世界不存在，只有

意識內的領域才存在呢？ 

我認為耿寧對「笛卡兒式進路」的批評，正可以清楚說明這種因為懸擱而造

成「世界喪失」的一般理解。所以這一章我先從耿寧對「笛卡兒式進路」的說明

以及其批評開始切入我的研究。我提出「態度的轉換」是懸擱概念的主要精神，

以此論點來避免把胡塞爾所謂的「純粹意識」理解作傳統的獨我論。再來，我對

舉「內在性」與「超越性」兩個概念，來說明上文中說到「維持在純粹內在的態

度」的意義，事實上可以理解作「不事先把世界視作理所當然的」。因為這樣的

理解，在我認識這個世界的過程中，不斷具有各種新的面向的可能，也就是意味

著具有「可確定的不確定性」。 

 

第一節  胡塞爾的笛卡兒式進路 

胡塞爾的超驗還原有許多的進路，就耿寧在〈胡塞爾哲學中超驗現象學的三

條進路〉（The three ways to the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Edmund Husserl）26 中，指出了三條研究超驗現象學還原的進路，

這三條進路包括了：「笛卡兒式進路」（The Cartesian way）、「意向心理學的進路」

（The way through intentional psychology），以及「本體論的進路」（The way 

through ontology）。在此我想澄清以及進一步說明的是「笛卡兒式進路」。因為笛

卡兒式進路正好容易給人一種區分內、外世界的感覺，好像是懸擱運作了之後，

外在世界便消失了，一切變成只是我觀念中的事物。這的確是胡塞爾使用「笛卡

兒式進路」的缺點，而我在這一節先要說明這個進路以及耿寧的批評。而藉由這

                                                                                                                                            
認為康德仍然立足一些未經考察的前提之上的。（參見《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論的現象學》（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第 28 節。本書以下均簡稱為《危機》）。另外，胡塞爾在對布倫塔諾（Brentano）
關於時間起源的批評時說到：「顯然，它不是在我們認為對時間意識的現象學分析是必須的基

礎之上進行的。相反，它是根據超越的前提進行的，假定存在著時間客體，這個時間客體會在

我們身上產生『刺激』和產生感覺以及諸如此類的東西」。（胡塞爾：《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
楊富斌譯。頁：18）胡塞爾正是反對以因果法則來說明時間的連續感，好像連續「性」是一種
像是紅花的「紅」的性質。 

26 Kern, Iso, “The three ways to the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Edmund Husserl”, Husserl: expositions and appraisals, edited with introd. by Frederick A. Elliston 
and Peter McCormick,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7.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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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批評，將要在下一節以態度的轉換來重新說明懸擱概念。 

1、笛卡兒式進路 

以耿寧的架構來說明笛卡兒是進路：首先，作為絕對被奠基的哲學理念，要

找到絕對奠基的起點。再者，因為世界的超越知識不具有絕對的明證（absolute 

evidence），所以要對「世界的信念」（belief in the world）以及所有世界的知識（all 

knowledge of the world）進行懸擱，拒絕接受這種信念或知識理所當然有效。再

來，因為超越的世界知識不再被接受為有效，那麼是否有什麼有效的認識留下來

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惟有「我思」（cogito）這個內在認識的對象（the object of 

immanent cognition）被留了下來。最後這整個世界不是以其原初的有效性被保留

下來，而是作為「現象」被保留下來。27 

胡塞爾從《邏輯研究》就說到「一項具有嚴肅的科學性要求的認識論研究必

須滿足『無前提性原則』」。28 也就是一種尋求絕對明證的原則。而《現象學的

觀念》（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中，首次有系統地闡述笛卡兒式進路的現象

學還原。在《觀念 I》中胡塞爾問到：「整個世界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一切我

思都被排除了，剩下來的還有什麼呢」？29 這個剩下來的東西，就胡塞爾來說，

也就是「純粹意識」。「意識本身具有的固有的存在，在其絕對固有的本質上，未

受到現象學排除的影響。因此它仍然是『現象學的剩餘物』，是一種存在區域」。

30 而現象學的「懸擱」還可以分作「排除」、「加括號」等等過程，不過胡塞爾

就把它統一稱作「諸現象學還原」。 

還原之後的剩餘物，所謂的意識，或者說是意識體驗，就是「在充分具體性

中考察的意識體驗，在此具體性中，意識體驗呈現於它們的具體連結體中——即

體驗流中」。31 而這個體驗流的形式就是「把體驗與體驗結合在一起的一種必然

形式。每一現實的體驗都必然是一種持續的體驗；而且它隨此綿延存於一種無限

的綿延連續體中（…）它必然有個全面的、被無限充實的時間視域」。32 

                                                 
27 Kern, Iso, 1977. p.127. 
28《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頁：15。 
29《觀念 I》，頁：45。 
30《觀念 I》，頁：46。 
31《觀念 I》，頁：48。 
32《觀念 I》，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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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寧的批評 

耿寧（Iso Kern）的目的，是要拋棄笛卡兒式進路，而企圖從意向心理學的

還原進路走向本體論的還原進路。所以我在此參考了它對於笛卡兒式進路的幾個

批評。首先，他認為首要而且最重大的失誤是： 

在其中，超驗還原有個「喪失」（loss）的特徵，而且意識顯現為某個剩餘

的東西（something left over）（…）因為即使這個世界被保留為「現象」，

然而它仍然只是被保留為「現象」——也就是只作為「主體的再現」

（subjective representation）——因為在笛卡兒式進路中沒有其他的意義可

以被證成地給予於「現象」這個詞。33 

相對於純粹的意識領域，「世界的信念」似乎顯得無效。本來這個進路在笛

卡兒那裡，是想藉由一種神學式的保證，重新獲得世界的有效性。就如耿寧所說：

「因為在這個笛卡兒式進路的動機的基礎上，世界的信念的懸擱可能只是個方法

上的後退（stepping back）或是交出（surrendering），這一定必然有個暫時的特

性（provisional character）。這必定要被如下的思維所引導，亦即為了要重新確認

這個世界，『世界的存有』必定要被忽視而在確真的反省的基礎之上修正」。34 但

是「胡塞爾的哲學研究進程中，並沒有企圖重新去確保這個世界的信念，而且他

放棄（確保這個世界的信念）這樣子引人誤解的企圖」。35 所以，甚至讓他的追

隨者覺得被愚弄了。 

第二個批評是關於「充全的主體性」的建立的問題。這可以分兩個層次來說。

首先，耿寧認為充全的主體性必須建立在「主體際性」的基礎上，而主體際性又

需要依賴他者的「身體」（animate organisms；Leiber）的顯現，來「附現」或是

「指示」出來， 

如果這個「世界」在笛卡兒式進路上，不再被接受為有效，或是如果，如

胡塞爾所論證的，在笛卡兒式進路上，「世界」要被消除（nihilated；

vernichtet），則當然沒有任何其他的「主體性」能夠仍然留在這個「剩餘」

之中。只有他者的「身體」（animate organisms）本身對我來說是有效的，

                                                 
33 Kern, Iso, 1977. p.130. 
34 Kern, Iso, 1977. p.130. 
35 Kern, Iso, 1977.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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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能「指示」或是「附現」給我一個有效的主體性。如果我把「身體」

（animate organisms）完完全全考慮成無效，那麼他者的主體性也會是如

此。36 

第二個層次是，如果無法達到立足於主體際性的充全的主體性，那麼是否有

可能藉由笛卡兒式進路來達到「我自身充全的主體性」（my own full subjectivity）

呢？這意思是說，是否這個主體性不只是在每個當下的現在是有效的，而同時也

在過去以及未來都是有效的？耿寧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引用了康德對笛卡兒的

「觀念論的駁斥」（Refutation of Idealism）來說明，基本的論點是認為「主觀時

間的確定只可能是在客觀的基礎之上」。37 也就是內時間的確定是要靠意識之外

的客觀世界的對象以及客觀時間來保證，但是如果在笛卡兒式進路的還原之後，

世界的存在的有效性已經被懸擱，那麼怎麼還能說有內在時間流呢？「如果笛卡

兒的進路是基於，不接受這個世界的有效性，以及隨之而來的『客觀時間』，甚

至把它考慮作被取消的，則這個進路便不能達到時間上確定具有過去與未來以作

為意識流的主體性」。38 

而且耿寧認為，即使胡塞爾在《第一哲學》之中，意欲以一種「雙重的還原」

來掌握主體性的未來和過去的生活，不過他仍然說： 

對我們來說，具有決定性的是，在確認我的過去和未來的超驗生活的過程

中，過去和未來的世界必然以「客觀時間性」為線索方能呈現。如果沒有

已經生活了或者將要生活了的「過去和未來世界」，過去和未來的超驗生

活也就不存在。為了確保過去和未來的生活是有效的，這個過去乃至未來

的世界，也必須具備有效性。外在經驗是內在經驗的可能性條件，內在經

驗只可作為外在經驗的反思而存在。39 

也就是說，耿寧仍然主張，如果要確認我有一種過去以及未來的意識生活，以說

明一種過去以及未來的時間意識，我過去以及未來的生活必然要生活在客觀的世

界中；如果這個世界被懸擱了，那麼我的過去以及未來的世界就被懸擱了，我怎

麼還會有過去以及未來的生活，當然也就不會有過去以及未來的時間意識了。所

                                                 
36 Kern, Iso, 1977. p.131. 
37 Kern, Iso, 1977. p.131. 
38 Kern, Iso, 1977. p.132. 
39 Kern, Iso, 1977.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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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耿寧來說，《觀念 I》中所謂的自我封閉的體驗流，即使並不因為世界的無

效而無效，「但是在這個『世界的無效』之後，這個保留下來的『存在』（existence）

並沒有任何的持續期間（duration）；也就是它並沒有過去以及未來，而是消弱

（diminished）成『現在』」。40 

至於第三個批評，主要是關於時間意識的分析。耿寧在上個批評主要是在區

分「內於意識」以及「外於意識」的架構下所作的論述，所以依據的原則是內於

意識的確定性要靠著外於意識的確定性來保證，如果外於意識的世界被宣稱無

效，內於意識的確定性也是無效。而第三個批評的策略是，即使宣稱只考慮內在

意識流之中的內容，仍然不能找到一個絕對的哲學起點。「哲學不能開始於一個

絕對的點。這個起點的確真性（apodicity）在這個研究之後的發展之中，也將不

被顯示出來。而是，我思（cogito），作為一種時間性的東西（something temporal），

無論如何都不擁有任何可以被科學地掌握的絕對的內容」。41 所以第三個批評策

略主要是針對，堅持在意識內仍能找到絕對確真的哲學起點的論點，亦即在體驗

流的每個片刻中，「活生生的流的當下」（living-flowing present）是確真的，而可

以作為哲學的起點。然而，耿寧認為只有這個過去以及未來的「形式」（form），

以及體驗流的時間形式，具有確真性，而回憶和期待的內容基本上有可能是騙人

的。 

最後總結一下耿寧的批評。他的批評主要有三：首先、他批評在笛卡兒式進

路下的超驗還原造成了「世界的喪失」。其次，這樣的方法無法說明充全的主體

性。最後，即使在這種還原方法的運作之下，仍然無法找到一個自明的哲學起點。

所以笛卡兒式進路產生了個空洞的的自我主體，而且在這個「自我」之中，也找

不到一個絕對明證的哲學起點。 

保羅．利科在法譯本注釋中也批評到，笛卡兒式進路容易引起許多誤會。不

過保羅．利科的意思比較傾向於認為：「懸擱」與「笛卡兒式懷疑」是不同的，

但是胡塞爾的解釋方式卻讓人覺得「懸擱」就是「笛卡兒式懷疑」。而耿寧對笛

卡兒式進路下的超驗還原所作的批評，主要也是從批評「笛卡兒式懷疑」而來。

但是如果「懸擱」的意義與「笛卡兒式懷疑」不完全等同的話，那麼對於耿寧所

作的三個主要的批評論點，便不完全能夠成立。下一節我將要從《觀念 I》的文

本中，試圖找出另一種「懸擱」的解釋方式，而不致產生耿寧所提出關於笛卡兒

式進路之推論。 

                                                 
40 Kern, Iso, 1977. p.133. 
41 Kern, Iso, 1977.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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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態度的轉換以及懸擱 

在這一節中，我想藉由強調「態度的轉換」來闡釋「懸擱」的概念。就耿寧

所作的說明，如果我們以笛卡兒式的進路來理解「懸擱」，必然會區分「內於意

識」以及「外於意識」的存有，而把外於意識的存有視作可懷疑的。如此一來，

主體際的問題便成為空談，而自身的過去和未來生活也缺乏客觀世界作為依附。

但是胡塞爾並不是否定世界或是懷疑世界的哲學家，懸擱的目的是要讓學者重新

檢視我們對世界的認識是否過於素樸，於是胡塞爾提出了「自然態度」以及對自

然態度的轉換，作為現象學還原的說明。 

1、自然態度 

就詞意上來看，「自然態度（nature attitude）之所以可以說是『自然』態度，

是因為當我在這個態度中的時候，我並沒有察覺我在這個態度之中。這個態度藏

於其自身之中；顯題化這個態度已經意味著是在另一個態度，也就是在哲學態度

之中了」。42 也就是說自然態度是隱藏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態度，「它是一種普

全的、在現象學懸擱之前原則上隱匿的設定」，而且重要的是，「這種設定論證著

時空現實的始終現存性」。43 

《觀念 I》中胡塞爾對自然態度的描述是：「我不斷發現一個面對我存在的

時空現實（…）『現實』這個詞已經表明，我發現它作為事實存在者而存在，並

假定它既對我呈現又作為事實存在者而呈現」。44 也就是說，在我們日常生活的

態度中，總是會不加考慮的便將這個世界，不論我有沒有知覺到，就將它看作是

始終現實的存在。我對於這世界個別物以及整體，都賦予了一種存在的設定。這

個存在的設定意謂著這個世界是獨立存在的，不論我有沒有知覺到這個世界。但

是，胡塞爾正是企圖要把這個自然態度轉化成現象學的態度，而胡塞爾所用的方

法就是「懸擱」。 

                                                 
42 Luft, Sebastian,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discovery of the natural attitud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ume 31, 1998. p.155. 
43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117。本書以下均簡稱為《通

識》。 
44《觀念 I》，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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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懸擱 

當我們自然、樸素的處世時，主體直接認識事物，而不對這整個認識活動

反思，則可說主體「遺失」在這個直接認識當中。當我們開始對之反思，

但仍以主體及事物為實在的，即在認識時，不產生對主客之存在性懷疑

時，則我們正進行第一階段之自我反思，可稱之為「自然之反思」（natürliche 

Reflexion）。其次當我們在反思中除去對客體實在性之「信念」（Glaube），

即除去所謂的「存有之信念」（Glaube des Seins）時，則我們已進行著「存

而不論」活動。
45 

因為自然態度是處於隱匿中的，所以當我將自然態度顯題時，它不再是隱匿

的，我開始轉換了一種哲學的態度。當胡塞爾在介紹懸擱的方法時，借用了笛卡

兒的普遍懷疑，但是這種笛卡兒式的普遍懷疑成為對懸擱這個概念誤解的根源。

「胡塞爾在這裡十分當心地把『方法論懷疑』和『懸擱』加以區別」，但是在之

後卻「降到所發現的懸擱的水平之下（…）為了分離出意識『區域』，把它描述

為不可懷疑的；通過『世界消除』，意識作為剩餘出現，這是一種明顯的笛卡兒

式步驟。同樣，在《觀念 I》中關於懸擱的笛卡兒式的準備性研究比懸擱概念佔

了更多的篇幅」。46 

這個所謂的「誤解」，簡單的說，就是借用「方法論懷疑」來說明「懸擱」

時，胡塞爾卻傾向於按照某種否定的意義來解釋懸擱，就像是笛卡兒一樣，將世

界的存在加以普遍的懷疑，然後得出一個不可懷疑的「純粹意識」。但是「懸擱」

所要採取的方法卻是： 

從比懸擱法更為人們了解的懷疑方法論中抽取出本身即懸擱的組成成

分，它比懷疑更具原初性（…）它是一種懸擱而非否定的行為，是猜測、

推測、懷疑的行為。信念的這些模態事實上是對基礎或是確定性的信念的

變樣；因此他們消除了確定信念，而且不為人的自由意志所左右。於是這

個問題與信念的一種改變有關（…）它不使用始終如一的確定性。47 

                                                 
45《胡塞爾與海德格》，頁：10。 
46 保羅．利科法譯本注 113。中文翻譯附於《觀念 I》，頁：398。 
47 保羅．利科法譯本注 116。《觀念 I》，頁：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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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象學的懸擱，意指把對於世界存在之確定性的信念設定給取消。當我

的「意向作用」運作於「意向對象」的時候，相對於這個對象的存在是真實的、

可疑的、似真的或是可能的，意向作用便存在一種確定、懷疑、猜測、推斷的信

念。所以這可以說是一種「存在設定」。「信念確定性顯然起著未變樣的，或如我

們應該在此說的，『未改變模態的』信念方式的原形式作用」。48 所以「信念確

定性在嚴格意義上即信念本身」。49 然而相對於這個原形式的確定性的信念，信

念也可以變異而設定為懷疑、猜測或是推斷的。於是，雖然胡塞爾運用了笛卡兒

式的普遍懷疑，「試圖懷疑某種被當作在身邊的意識對象，必然導致肯定性的取

消這個設定」，但是，當我說我要進行一種自然態度總設定的排除，或是置入括

號，我並「不是將設定轉為反設定，把肯定轉為否定；也不是將設定轉化為猜測、

假想、未定狀態和某種懷疑（…）而是不利用它」。50  

這也就是說，當我進行現象學還原了以後，除了進行排除的工作，也就是排

除了「自然態度」下的一切設定——對於對象是「實在」的設定——，我同時也

因為這種「排除」，而把我們的研究興趣，從對客觀世界的預設，轉換到純粹的

意識體驗。這些體驗可能是我當下的看、聽、觸摸的直觀知覺，或者是我的回憶、

期待以及想像。因為這樣子的體驗不預設了一個外在世界實際存在，所以我對於

每個體驗都認真對待，不會認為某某體驗是假的、是想像的，就完全把它當作是

研究領域之外的。事實上就現象學來說，「想像」甚至比一般我們在自然態度下

所宣稱的個別事實存在還要更接近現象學的本質。 

艾多斯－純粹本質，可以在經驗所與物中、在知覺、記憶等等的所與物中

被直觀地例示，但它也可以在純想像的所與物中被例示。因此為了親身地

並原初地把握一本質，我們可以從相應的經驗直觀開始，但也可以從非經

驗的、不把握事實存在而「僅只是想像的」直觀開始。51 

再者，我們因為經由「還原」而聚焦於純粹意識的討論，於是在純粹意識中

我所直接掌握的，是各個體驗連續的結合，所以就此意義來說，這些在內在意識

中的體驗便具有一種流的形式，所以一般我們稱作體驗流。 

                                                 
48《觀念 I》，頁：182。 
49《觀念 I》，頁：183。 
50《觀念 I》，頁：41~42。 
51《觀念 I》，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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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先簡單說明的是，這種還原到「純粹意識」的表達方式，原則上藉由

懸擱所「排除」的是，對於世界的自然態度的「設定」，並沒有「排除」世界。

所以所有純粹意識的體驗，我的看、聽、觸覺，仍然是一種現象學義意之下對世

界的認識，只是我先不把這些體驗預先設定為已經具有獨立存在的意義。 

 

第三節   內在性與超越性52 

耿寧對於笛卡兒式進路的批評主要在於胡塞爾區分「內於意識」的存有以及

「外於意識」的存有之論述方式，依耿寧所作的推論，如此會導致世界「喪失」。

如果胡塞爾所使用的「懸擱」這個方法，完全等同於笛卡兒所進行的懷疑方法，

那麼耿寧的說法便是正確的，但是前文提到過，「懸擱」與「笛卡兒式懷疑」是

不同的，只是由於胡塞爾的解釋方式讓人混淆了兩者。仔細推敲胡塞爾的用語，

與「內在性」相對的是「超越性」而不是「外在性」，這意味著胡塞爾不見得要

在意識「內」與「外」作出個區別，像是腦殼內以及腦殼外這樣的區別。事實上

「內在性」與「超越性」這一組成對的概念要說明的是對象的不同給予模式。這

一節便由此切入來說明胡塞爾進行懸擱以及現象學還原之後，世界並不是喪失

了，而是更完整且具體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1、關於「切合性」的說明 

雖然知覺者在每ㄧ個知覺中都意識到把握住了他當下的處於真實自身中

的空間事物性東西，但他並沒有完全地從這個真實性的一切內容把握住那

                                                 
52 在 1907 年的講稿（《現象學的觀念：胡塞爾講稿》，台北市：南方，1989。頁：18。本書以下

均簡稱為《現象學的觀念》）中，胡塞爾說明了「超越」的兩重意義：「它或許可能是意指在認

識行為中對認識對象的非實在含有（not really/reell contained in the act of knowing），在這個意

義之下，『在真正意義下被給予』（given in the genuine sense）或者是『內在地被給予』（immanently 
given）被理解為『實在的含有』（real/reelle containment）（…）但還有另一種超越（…）所有

非明證的，雖然指向或是設定為對象（refer to or posit what is objective），卻不自身直觀的認識，

都是這個第二種意義下的超越」。我把這兩重「超越」的意義理解為：一重是自然態度下超出
意識活動的東西，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客觀的世界。而另一重意義是指超出原初被給予的「感性
內容」也就是超出每個當下片刻所給予的內容，具有「意向性」意義的對象，也就是「意向對
象」。關於「意向對象」這部分的說明可見胡塞爾對「質素」概念的解釋。參見《觀念 I》第
85 節以及本研究第五章第二節。當然這兩重「超越」的意義是可以互相解釋的。也就是說，
胡塞爾在《觀念 I》中雖然強調「內在性」是絕對不可懷疑的，而「超越性」是可懷疑的，但
是這並不意味著胡塞爾否定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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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空間事物性東西。由此可見，這並不僅僅是某種能由外部加以規定的事

實，而是每ㄧ個知覺——只要它就其本身來說是在經驗中進行意指的——

一方面具有在它當中作為真正地和現實地自身被把握的規定而被意識到

的諸規定之內容，例如真正被看到的事物型態之部分以及附屬的性質，但

另一方面，也有一種空的附帶意指和預先意指的內容，這種內容只被意識

為這樣一種東西，它只有在繼續的並且也許是能自由起作用的知覺活動之

進展中，才能達到真正的自身給予性。53 

這是說，當我們在知覺一個對象的時候，我以為在知覺活動運作的這個當

下，就掌握了這個對象，對這個對象有一個完全的認識。例如，當我見到桌上的

這個馬克杯，在沒有經過反思的過程中，我會以為我對這個馬克杯的認識，就是

這直接的認識，我完全不需要去懷疑，我就會說它是個在桌子上的馬克杯，很自

然而然地就把它當作是在客觀空間中的東西。如此一來，由於這種知覺活動便伴

隨著這種空的附帶意指和預先意指的內容，所以我便說這種對對象的掌握，一開

始並非是在切合（Adäquation）的狀態下來掌握的。 

但是我真的掌握了一個馬克杯的完整意義嗎？姑且先不論它具有的文化或

是美感的意義，專就一個空間物來講，我真的掌握到它的全部了嗎？最簡單的反

駁是，至少我沒見到這個馬克杯的背面，說不定它並不如我這一面所見及的，完

整的圓柱狀，而是在背面缺了一塊。所以我並沒有從這個真實性的一切內容把握

住那個空間事物性東西。一方面，我「直觀」到這個杯子的某個面向，而且是在

這個知覺的當下的面向，這個對象的內容被我規定成一個白色的、至少正面看來

是圓柱狀的馬克杯，而另一方面，我對這個馬克杯有一些預期，由於這個正面的

形狀，給我一個對背面的形狀的預期的動機，我預期這個杯子有一個與現在這個

已經被見到的面向相連接的面向。於是對於一個馬克杯的認識，就至少增加了這

兩個面向，一者是當下直觀到的面向，再者是對這個對象空的和預先意指的內

容。所以「每個空間事物的知覺都必不可免地（…）是真正自身給予和這樣附帶

意指之混合物」。54 

這種附帶意指的東西，其實可以說它是一種「空的意向」55，這種空的意向

                                                 
53 胡塞爾：《第一哲學》，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88。 
54《第一哲學》，頁：89。 
55 參考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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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我們企圖去「充實」它，而且它因為沒有完全地被充實，所以這個空的意向一

方面與真正自身給予的東西共同讓我知覺一個對象，一方面賦予這個對象一個尚

未被發現而敞開的面向。所以說這種真正自身給予和這樣附帶意指之混合物，便

是一種知覺的本質普遍結構，也就是我沒辦法想像當我在知覺的時候，沒有這樣

的結構。如此一來，我的所有知覺就不全是真正自身給予的東西，而還包括被附

帶意指的東西，所以甚至可以說，「其實在被知覺東西中並沒有任何東西是純粹

的和切合的被知覺的東西」56，而且甚至於之前所謂的實在被知覺的東西，都已

經帶有預期在其認識中。所以胡塞爾才會說，「每一種空間事物的知覺（通常所

稱的外部的知覺），都可能是騙人的知覺」。57 

如此一來，我可以說胡塞爾仍然討論當下意識之外的東西，因為這些當下意

識之外的東西是與真正自身被給予的東西一起讓我「知覺」。但是這不是傳統心

物二分的本體論所意指的心靈之內以及心靈之外的問題，也就是說，並非簡單地

談及心靈之外的東西如何達到心靈之內，好像具有一種因果的關係，心靈之外有

個什麼東西藉由什麼媒介刺激或感應到心靈之內，讓心靈之內出現一個符應的印

象。因為似乎對胡塞爾來說，我們能知覺某些東西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謹守

著對它所做的確真性的批判，我們便不能對自存的世界事先加以預設。因為我所

能明證的，只能是我所知覺到的世界。 

傳統心物二分的問題，從胡塞爾的哲學起點來看，心物二分的「物」，自在

存在的東西，或所謂的超越的物，因為不是我直接可以直觀地完全掌握，它的許

多面向只具有可能存在的狀態，而不能直接宣稱它存在；但是如果這「物」是我

所意識到的「物」，那麼就可以作為現象學研究的對象。以上文中馬克杯的例子

來說，如果我把對一個馬克杯的知覺，認識作為自在存在的東西，認識作在客觀

的空間中具有立體形狀的物，那麼我就是把它看作是個超越的物。在現象學的領

域中，這不是個明證的物的知覺。而只有當我把這個杯子，看作是真正自身給予

和這樣附帶意指之混合物，進而分析直接被給予的部分，以及超越這個直接被給

予的部分之間的關係，把這個超越出來的部分當作是尚未確定而有待充實的部

分，才算是開始現象學的態度。 

藉由這個方式，胡塞爾把傳統心物二元的問題，轉化成所謂意識領域的研

究。雖然在語詞上，胡塞爾仍然會使用內在的與外在的區別，但是這是為了解釋

                                                 
56《第一哲學》，頁：90。 
57《第一哲學》，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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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對意識內外的認識所做的方便說明，尤其在《觀念 I》中，仍然可以看到

他利用在自然態度下的說明，來解釋現象學，甚至當胡塞爾要舉例的時候，必然

只能先從自然態度意義下的外在物出發，再漸漸將所謂的「外在物」轉化構成為

「超越物」。所以如果要更精確地說，應該說他所研究的是內在以及超越的問題。 

2、超越性與側顯 

在關於「內在性與超越性」的理解上，一開始必須先把這個成對的概念與另

一個成對的概念區分開來，也就是「內的」以及「外的」。58 就術語上來說「『內

的』（inner）並不等於現象學意義上的『內在的』（immanent），因為『內的』往

往與『外的』（意識之外的）東西聯繫在一起，例如在胃疼的情況下，對『疼』

的內感知與『胃』（物理身體）的聯繫，而『內在的』則意味排除了任何對意識

的超越」。59 

為了要說明「內在性」與「超越性」的區別，必先要進一步了解「側顯」的

概念。胡塞爾舉的例子是，當我一邊不斷地看著一張桌子，一邊繞它這張桌子走

動的時候，我的確有一種我在認識這同一張桌子的經驗。雖然當我移動了我的視

線，從這個角落換到了另一個角落，我看到的是不同的形狀，但是我仍然相信我

認識的是同一張桌子。或者說我閉起眼睛就看不到這張桌子，隨後張開了眼睛，

我似乎又見到了同一張桌子。但是對胡塞爾來說，「無論如何在返回知覺時它都

不是在個體上同個知覺了。只有桌子是同一張，它在使新知覺與記憶結合在一起

的綜合意識中被體驗為同個東西」。60 如之前所提到的，體驗的基本形式就是像

是「流」一般，「知覺的現在不斷變為與剛剛過去者接連的意識，同時一個新的

現象閃現出來」。61 我們的確會有同一個對象的認識，但是嚴格來看，每個知覺

都不是同個知覺，每個知覺片段，都是連續的體驗流中的一部分。「所以同一種

                                                 
58 在耿寧的文章中，他借用康德對笛卡兒觀念論的駁斥，來說明笛卡兒式的還原進路的問題，

他所批評的便是這種內的（inner）以及外的（outer）區分，他說到：「在這個脈絡之中，我們

可能會想起，康德嚴厲的『觀念論的駁斥』（Refutation of Idealism）。康德在此討論笛卡兒的有

問題的觀念論，這個觀念論只關心作為直接而且完完全全確定的『內的』（inner）經驗的對象，

而『外的』（outer）經驗的對象被當作是只被間接地揭露而且是有問題的」。因為耿寧的論證，

內的經驗只可以作為外的經驗的反思而存在，所以如果停留在「內的」與「外的」這種區分，

則所謂超驗還原到純粹意識這種說法，便不可理解。Kern, Iso, 1977. pp.63~65. 
59《通釋》，頁：247。 
60《觀念 I》，頁：58。 
61《觀念 I》，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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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作為在實體上被給予的同一物）連續呈現著，但永遠以不同的形態『側

顯』」。62 

因此，被側顯物有個特性，就是它永遠是不完善的。很明顯的，對於空間物，

我們永遠有不同的觀察角度，而在每個現在正在進行的所謂現實呈現的面向來

說，必定伴隨著相對比較不確定的、還未被確定的部分——也就是非本然「隨同

所與物」的視域——所圍繞。就像是當我見到這個杯子的一面，必定伴隨著還沒

被確定的這個杯子的背面，這個杯子的另一面是什麼顏色、材質等等，我無法確

定，而當我圍繞著它移動，它漸漸顯露出另外的面向，但之前被呈現的部分又沉

入模糊以及未確定的領域。 

物知覺具有某種非獨立性。物體（physical thing）必然只能「在某一個側

面中」（one-sidedly）被給予，而且這不只意味著它在某種意義上是不完

全的或不完善的，同時也意味著側顯是呈現所規定的東西。物體必然只在

「顯現方式」（mode of appearance）中被給予，在其中「現實地被呈現者」

的核心（a core of what is actually presented）必然被統握為由一非本然「隨

同所與物」的視域（a horizon of co-givenness）所圍繞，而且這個視域具

有某種模糊的非確定性（…）的確，非確定性必然意味著在一種嚴格確定

的方式下的可確定性 （ the indeterminateness necessarily signifies a 

determinableness which has a rigorously prescribed style）。它預先指出了諸

可能的知覺複合體，它們彼此不斷地相互融合，共同匯為知覺統一體，在

此統一體中連續持存的物在一永遠更新的側顯系列中顯示著永遠更新的

側面。因此，那些非本然地被同時把握的物的因素，逐漸變為現實呈現者，

即現實所與物，非規定性受到更嚴格的確定，以致其本身最終變為明析的

所與性；反過來，當然明晰者又變為不明晰者，被呈現者變為為呈現者，

如此等等。這樣，無限的不完善性乃是物和物知覺間相互關係不可取消的

本質的一部分。63 

藉此胡塞爾區別「內在性」的與「超越性」的存有。內在性對象，例如就體

驗來說，「體驗並不側顯自身。我們的知覺只通過對物的側顯作用本身才能達到

                                                 
62《觀念 I》，頁：59。 
63《觀念 I》，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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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身（…）反之，顯然地，而且從空間物的本質中可得出的是，那樣一種存在

必然只能通過側顯在知覺中被給予」。64 內在性的存有，沒有側顯的面向，它的

呈現就是「絕對」的存在。就像是某一種情感的體驗，這種情感可能真或者是假，

而且強度也有異，但是它並沒有側顯。但是提琴的聲音，是通過側顯作用給予我

們的。隨著我靠近提琴或是遠離、在音樂廳內聽到或是在室外聽到而有所變化。

據此，我永遠是在一種由確定的轉變為不確定的、由實現的轉變為潛在的這種過

程，對於超越性存有的掌握永遠超出當下現實的呈現。 

在此，我之所以重新詮釋「懸擱」的概念而且強調「側顯」作為內在對象以

及超越對象的界定，是由於在發生現象學的分析架構之下，這種「側顯」的給予

方式是「充實」65 概念的另一個解釋面向： 

從意向活動方面來看，感知是一種「真實的展示」（它使被展示之物在原

本展示的基礎上直觀化），與「空泛的展示」（它指明可能的新感知）之間

的混合。從意向相關項方面看，被感知之物是這樣一種以側顯方式顯現的

被給予之物，以致各個被給予的「面」，指明了其他未被給予的東西，這

些未被給予的東西被當作是同一個對象的未被給予的「面」。66 

然而在《觀念 I》的架構之中，卻容易將這種對於「側顯」理解為是「被側顯物」、

空間物或是某種意義之下的「超越物」，因為這種混淆而把「側顯」誤解為不完

全的給予方式，而錯認應該將其「排除」於純粹意識領域。 

 

第四節  可確定的不確定性 

這一章的目的並非論證胡塞爾是否有運用「笛卡兒式進路」，或是為胡塞爾

的「笛卡兒式進路」背書。事實上胡塞爾的確有一種笛卡兒式或是康德式的傾向，

尤其是借用了笛卡兒式的普遍懷疑來說明「懸擱」的概念，而且這種方式的使用

也的確引起了後人對超驗還原的誤解。即使如此胡塞爾仍然經常使用這種方式，

就賽朋的說法，是要讓其他在現象學之外的哲學社群能夠理解而提出的說明方

                                                 
64《觀念 I》，頁：62。 
65 可見第四章第二節之說明。 
66 Analyses., p.41. 胡塞爾著，黑爾德編，《生活世界現象學》，頁：48。關於真實與空泛的展示，

參閱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意義充實以及被動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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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67 

事實上，正如我對《觀念 I》一開始的說明，將「自然態度」加以「懸擱」，

意味著把我們習以為常的隱匿預設顯題出來。這並不意味著要將其「丟棄」，反

而因為轉換了態度，從「自然態度」轉換成「現象學的態度」，這些習以為常的

隱匿的預設才會突顯出來。在自然態度中，我們並不能察覺自然態度，我們只是

在這個態度之中過日子。然而，自然態度並不是能夠「排除」的態度，因為我們

正生活於其中。就像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論的現象學》（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所提到的，在態度的轉換之後，我可

以從別的觀點審視這個世界，這種轉換就像是從一種職業或是身分，轉變成另一

種職業或身分。所以科學家有科學家的態度，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態度，老師有老

師的態度，學生有學生的態度。職是，我對於「懸擱」這個概念的界定，重點在

於「態度的轉換」。 

在《觀念 I》的第二編中（27 節到 62 節），胡塞爾介紹了「懸擱」的概念之

後，卻在之後兩章「意識和自然現實」和「純粹意識區域」強調作為現象存在的

超驗物是可懷疑的，而把內在物與之對比為絕對存在而不可懷疑。這似乎給人一

種強烈區分意識之「內」以及意識之「外」的印象，而惟獨意識之「內」的才是

不可懷疑的，所以意識內的就被保留，而意識外的就會喪失。但是以我的理解，

胡塞爾只是對舉了「超越性」以及「內在性」知覺，它們的差異在於「側顯」與

否。如此一來只能說「內在性」的知覺是絕對的，但是所謂「絕對」，意思是相

對於超越的知覺的不完全來說，而非指笛卡兒式形上學的我思實體。所以我進一

步把內在性與超越性的區分，詮釋作現象呈現的不同類型，一種類型是可側顯

的，藉此來界定超越物；而另一種是不可側顯的。就此而言，我們對空間物的認

識模式，便是這種認識可側顯的超越物的認識模式。「在現實和意識之間存在著

真正的意義溝壑。對一方來說是一個側顯的、非絕對所與的、僅只是偶然的和相

對的存在，對另一方來說是一個必然的和絕對的存在，本質上不可能由於側顯和

顯現而被給予」。68 

所以，對於這個「世界」的知覺內容來說，儘管胡塞爾認為這種超越性的知

覺是不完善的，但是因為胡塞爾確立了對超越性知覺的分析架構，永遠有「可確

                                                 
67 賽朋更提出胡塞爾這種笛卡兒式的說明，目的是要讓其他在現象學之外的哲學社群能夠理解

而提出的說明方法。見 Seebohm, Thomas, 1984. p.289. 
68《觀念 I》，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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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不確定性」，也就是世界永遠可能有新的面向讓我們知覺到，於是我所認識

的世界便不是我個人觀念中的世界，這意味著在某個意義之下，離開了傳統獨我

論的說法。而在此，我才能說明「觸發」的活動完全不是我自己憑空臆造的；但

也並不是說「觸發」是簡單地指外在世界的刺激，透過因果法則而給我一些感覺

材料。在胡塞爾的脈絡之下，更細緻地分析自我之所以會主動朝向某一對象的各

項環節。 

在這一章藉由詮釋「內在性」與「超越性」的概念，企圖說明世界並未喪失。

但是至此，我仍然無法說明時間流中自我充全的主體。在下一章，我要討論胡塞

爾時間意識的幾個問題，包括胡塞爾時間意識的分析特徵、在時間意識中沉澱下

來具有個別歷史的單子（或者說是單子的發生學），與作為意識背景而對每個當

下知覺活動發生作用的「無意識」領域。藉此來說明時間流中自我充全的主體的

發生。在說明具有個別歷史的單子的發生過程之後，我才能更加具體的說明觸發

活動是如何產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