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 論 
自施萊爾馬赫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的普遍詮釋學 1理念建立以來，關於詮釋學研究的實踐，歷經了多次

的論點變化，從浪漫主義 2、歷史學派 3，後起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的精神科學 4，來到胡塞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

生活世界 5等等，這些論點的轉變似乎總是戴著一副〝具方法論的〞

                                                 
1 在《真理與方法》(簡稱TM)此一著作中，德文 “universalen Hermeneutik” 與英文 “universal 
hermeneutics” 這個詞，我們沿用洪漢鼎的翻譯；「普遍詮釋學」。有些研究施萊爾馬赫思想的人

會譯為「一般詮釋學」，但我們在此並不傾向使用這樣的翻譯，理由在於〝一般〞這個語詞具有

某種忽略之語氣，而讓「一般詮釋學」彷彿是一門很稀鬆平常、沒什麼重要性的東西。「普遍詮

釋學」反而讓人起了嚴肅看待的氛圍，而這恰恰是施萊爾馬赫企圖在充斥著諸多詮釋技藝學中所

要建立起一種具規範性指導的詮釋學的態度。 
2 這裡的浪漫主義是在高達美的詮釋意義下來使用的，他稱之為浪漫主義詮釋學(romantische 
Hermeneutik / romantic hermeneutics)。浪漫主義詮釋學的宗旨是，以啟蒙理性來詮釋古代的神話、

歷史、思想等流傳物，以期恢復光榮的傳統。高達美幫我們釐清了主導著啟蒙運動得以進行的前

見：拒斥一切偏見。並且論述了浪漫主義詮釋學真正完成了啟蒙運動，我們可以從宗教革命這件

事來看。中古世紀關於聖經的宣揚，需要受過正統拉丁語言教育的神學家來為之進行，傾聽福音

的民眾所認識到的只是那些神學家的詮釋，並非直接與聖經接觸；而宗教革命的目的在於，讓所

有人都能夠直接神領聖經的福音，因此以地方語言的聖經翻譯取代了正統拉丁語言的聖經。因

此，如何能正確無誤地翻譯聖經，這件事便成了啟蒙理性所要反思的首要課題。根據高達美的論

述，施萊爾馬赫之所以隸屬於浪漫主義詮釋學乃是因為那引起他建立普遍詮釋學的神學旨趣

(theologian interest)所由。(參見TM，p.197) 
3 在TM中，高達美具體提及的歷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的歷史學家有三個：蘭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德羅伊森(Johann Gustar Droysen, 1808-1884)，以及狄爾泰。他並且指出大全

歷史(Universalgeschichte / universal history)是歷史學派所要探究的主題。然而歷史學派與詮釋學

是如何有所緊密關聯的？高達美在此試圖指出，以大全歷史作為探究對象的歷史學家，基本上有

一個目的，就是要「通過研究流傳物把過去的東西轉達給現代」(making the past available to the 
present)，換言之即是「對於大全歷史全部歷程的理解只能從歷史流傳物本身才能獲得」，而這與

「文本的意義由文本自身才能被理解」有著類似的方法論格式，因而詮釋學很快地便被歷史學研

究當做其基礎方法論。(參見TM，pp.197-199) 
4 高達美在論述人文主義傳統對精神科學的意義章節中，討論「精神科學」一概念深受著自然科

學的思考模式的影響，因為這個概念初期乃是由穆勒(John Stuart Mill)試圖以演繹與歸納的邏輯

思考來論述道德而發展出來的。根據高達美的描述，當時德國翻譯者將〝moral sciences〞譯作

〝Geisteswissenschaften〞，對英國思考傳統來說，這一概念有著相當程度上的經驗主義色彩，而

當翻譯者以〝Geisteswissenschaften〞翻譯之後，對德國關於〝Geist〞的傳統思考來說，有著相

當大的衝擊，因為「那種本來存在於精神(Geist / spirit)概念和精神的科學(Die Wissenschaft des 
Geistes / a science of Geist)概念裡的唯心主義意蘊在此消失不見」。(TM, p.3)雖然精神科學的概念

是如此受制於自然科學的思考，而狄爾泰確實也深受邏輯經驗主義的影響，但是高達美卻認為狄

爾泰仍保有了唯心主義的精神概念，因為狄爾泰在歷史的人文素養上的學習，讓他為尋求精神科

學的奠基着迷不已，也因為如此，對狄爾泰來說，精神科學是一門獨立於自然科學之外的學門，

它並不受制於自然科學的思考邏輯，更進一步地說，它有它自己的基礎，有它自己的思考邏輯。

恰恰是這樣的思考，讓詮釋學在狄爾泰那裡跟精神科學有所聯繫。 
5  根據高達美，胡塞爾的生活世界 (Lebenswelt / life-world)指的是現象學的世界概念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 of the world)，也就是說，「這樣一個世界，我們在其中無憂無慮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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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鏡 來 看 待 詮 釋 學 的 實 踐 研 究 ， 直 至 海 德 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對此有 (Dasein)的生存論分析，以詢問存有問題的探索基

點，尋回了逐漸消失於傳統形上學的基礎存有論，進而也轉化了以往

思想的維度，一條新的地平線在思想道路中升起，我們認為詮釋學的

實踐活動便是在此，然而這是如何發生的呢？在這些環環相扣的情節

過程中生發了些什麼，能讓有限的思維注意到那從未被注意到事實

呢？我們在高達美 (Hans Georg Gadamer, 1900-2002)與呂克爾 (Paul 

Ricoeur, 1913-2005)的文本中隱約地看到了詮釋學實踐活動的發生出

自於幾個詮釋學的基本問題：  

    A. 關於詮釋的本質問題。  

    B. 在詮釋活動中的主客問題。  

    C. 詮釋學的視域問題。  

基本上，這些問題在諸多詮釋學研究者身上，都早已自成實踐上的問

題，並因此有其實踐上的配套系統理論。然而，我們並不甘於實踐它

們，我們還要對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詮釋學研究實踐上的難題作一番

自我理解，這個自我理解將突顯出某種詮釋學性格上的困境現象。陷

溺在困境中，表示我們活著，要活著去理解所發生的一切，要活著去

突破一連串的困境，畢竟「活著就是最大的冒險」，而詮釋學的任務

便在其中。  

本論文的導論部分簡要性地提及論題的論述問題與動機，並短潔

性地闡述此論文主題與基本論點；問題意識向來總是自我知識建構的

基石，主題的基本論點向來總是自我創見的方向。並且必須對那些被

筆者挑選出來的文本之因緣作一個交代，這是做為一個學徒在論文的

參考文獻挑選上的負責態度。

                                                                                                                                            
處世，它對我們不成為那種對象性的東西，而是呈現了一切經驗的預先給定的基礎。這樣的世界

之視域在一切科學裡也是預先設定的，因而比一切科學更原始。」(TM, pp.246-247)胡塞爾提出

「生活世界」，為的就是反對被自然科學客觀化的世界概念，這一點與狄爾泰努力在「有作為的

生命」(leistendes Leben / productive life)尋求精神科學的基礎有著共同的默契。另外，高達美還指

出，「生活世界」也意味著「我們在其中作為歷史存在物生存著的整體。」(TM, p.247)在這樣的

概念論述中，胡塞爾的努力與狄爾泰同出一轍，為的都是要「返回到生命的具體性」(TM, 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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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論述問題與動機  

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 (簡稱TM)的序言中呼籲：「我們必須喚

醒並且保持清醒的詮釋學意識（ hermeneutisches Bewuβtsein /  the 

hermeneutic consciousness）」 6，而呂克爾在《詮釋的衝突》 (簡稱CI)

的〈存在與詮釋學〉一文中提及：「如是各個對立的詮釋學以自己的

方 式 指 向 領 悟 的 存 有 學 根 柢 。 …… 這 就 是 詮 釋 的 存 有 涵 蘊 (the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interpretations)。」 7從這裡各自引出兩人

的兩句簡語，主要是將我們所關切的論題顯明，也就是說，作為當代

詮釋學的詮釋性它指的是什麼？意即上述所說的「詮釋學的意識」與

「詮釋的存有涵蘊」。其中，高達美主張我們必須要有「詮釋學的意

識」，在我們看來，詮釋學的意識就是詮釋活動得以進行的詮釋性；

而呂克爾主張「各個對立的詮釋學以自己的方式指向領悟的存有學根

柢」所表明的「詮釋的存有涵蘊」，在我們看來，則是詮釋衝突之中

的詮釋性。那麼，什麼是高達美所說的「詮釋學的意識」？什麼又是

呂克爾所說的「詮釋的存有涵蘊」？「詮釋學的意識」對於詮釋學及

其詮釋活動之本質上的重要性在哪裡？高達美所說的「詮釋學的意

識」和海德格基本存有學 8的關係或海德格對高達美詮釋學的可能影

響是什麼？ 9又，呂克爾如何在詮釋衝突之中探索此一詮釋性格？ 10呂

克爾此一探索對於我們發展超越詮釋衝突的跨文化的詮釋學，甚至於

是發展佛教詮釋學的可能啟發是什麼？這些都是筆者所想要反省的。 

從一般詮釋學史 11來看，我們知道，詮釋學的起源，來自對聖經

的註釋 (exegesis)。這樣一路發展下來，詮釋學在施萊爾馬赫 12那裡，

被界定為一種技藝，詮釋學家如同工匠一般；在狄爾泰 13那裡，將其

                                                 
6 參見TM第 2 版序言，p.xxxviii。 
7 參見CI: ‘Existence and Hermeneutics’，pp.22-23。 
8 關於「基本存有學」的概念，可參見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中對此有(Dasein)的基礎生存論

分析之部分。 
9 參見《哲學生涯：我的回顧》中關於 ‘Martin Heidegger’一文，頁 210-221。 
10  關於呂克爾論述海德格的部分，可參見CI: ‘Existence and Hermeneutics’ pp.3-24 以及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ubject’，pp.223-235。 
11 筆者對於詮釋學史的認識，參考了狄爾泰撰寫的〈詮釋的起源〉、帕瑪的《詮釋學》、洪漢鼎

的《詮釋學——它的歷史和當代發展》，以及潘德榮的《詮釋學導論》等等。 
12 筆者對於施萊爾馬赫的認識，除了高達美在TM中的描述，還參考了鄧安慶撰寫的《施萊爾馬

赫》等等。 
13 筆者對於狄爾泰的認識，參考了謝地坤撰寫的《走向精神科學之路——狄爾泰哲學思想研究》

以及安延明的《狄爾泰的歷史解釋理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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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學操作同等對待，作為人文精神學科的科學方法，詮釋學家如同

科學家一般。然而，這種看待詮釋學的方式，都只是將詮釋學當作〝一

門方法〞來看。 14詮釋學以現象學式 15地闡明，發現其自身的本體

(Ontology)或存有 (Being)，當代這種詮釋學進路，在海德格那裡萌芽，

在高達美那裡茁壯，在呂克爾那裡成熟。然而，在這裡，沒有誰的詮

釋學是最真切的詮釋學，只能說，其關於詮釋學的思考維度各有所不

同，這也間接證實了確有詮釋學的詮釋性，這詮釋性致使了各種思考

維度的詮釋學研究之實踐。  

這裡，與本論文相關但額外一提的是，從對詮釋學在歷史的發生

學的各個考察之中，似乎沒有爭論的一點在於：詮釋學的發展出自對

聖經的註釋。倘若沒有聖經和對於聖經的註釋，便極可能沒有後來發

生的詮釋學的發展。在另一方面，就哲學本身的考察，尤其重要的是 :  

海德格爾在他的「宗教現象學引論」 16的講課稿（ 1920－ 21 年）的第

二部分中，運用實際生活經驗的「形式顯示」的方法來闡釋《新約聖

經》中的保羅書信，尤其是「時機化時間」（ kairology），具體地表現

出這種現象學和解釋學的方法的獨到之處，正是《存在與時間》中的

「時間性」的原型。  17

因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說： 在西方詮釋學的歷史發生之考察，

與海德格在這方面的哲學突破而言，詮釋學的詮釋性與宗教有所關

聯。然而，這個命題 (「詮釋學的詮釋性與宗教相關」 )可否作為在研

究不同宗教的普遍命題？例如佛教的詮釋學的詮釋性是什麼？筆者

在這裡還沒有確定的思想架構。可是，我們卻能藉由這個命題將我們

的動機突顯出來；如果西方的詮釋學之詮釋性與聖經相關，那麼東方

的詮釋學之詮釋性必也能以此類推而與佛經相關。然而，從近來的研

究看來，往往是藉由西方聖經傳承下來在現當代進一步發展的詮釋

學，來研究東方佛經，因為在東方，的確沒能像西方那樣發展出詮釋

學；我們相信，不論是高達美所謂的「詮釋學的意識」，還是呂克爾

的「詮釋的存有涵蘊」，他們所從事的動機，還是我們企圖在佛教經

                                                 
14 高達美在TM中曾論述此點。可參見TM，p.182 與p.243。 
15 關於現象學的方法論述，可參見《存有與時間》第 7 節。 
16 海德格的《宗教生活的現象學》，收錄在《全集》第 60 卷。亦可參見張祥龍的《海德格爾傳》

pp.99-105。 
17 同上。亦可參見項退結的《海德格》p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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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裡要想激發出的屬於佛教的「詮釋學的詮釋性」，其動機都是為了

推進詮釋學研究的深度與廣度。我們在這裡的動機以敘述如上。其論

題的範圍似乎可以說是跨領域的研究（如果我們把「宗教」當作一種

領域，把「宗教現象學」當作一門學科的話）。  

然而在現階段所要進行的研究工作，便是澄清：高達美與呂克爾

對詮釋學的詮釋性之說明，及其問題的展開過程之互相關係，以及和

海德格早期思想的關係。等待時機成熟的那一刻，我們的研究將延伸

本論文觸及而未詳細展開的對於詮釋衝突之超越的跨文化溝通的詮

釋學的發展，甚至於是佛教詮釋學的相關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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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文主題與基本論點  

我們在上述提及：現階段所要進行的工作是，澄清高達美與呂克

爾在其各自的著作中對詮釋學的詮釋性 (詮釋學意識  /  詮釋的存有

意涵 )之說明，及其問題的開展過程之相互關係，以及其和海德格早

期思想的關係。這件工作可以說是本文主題所在，筆者在此以自問自

答方式簡單闡述本文基本論點。  

自問一、為什麼是他們兩位哲學家以及這兩本書 (《真理與方法》 

/  《詮釋的衝突》 )？關於這個自問，也顯露著一件事，即筆者認為

他們兩位哲學家關於詮釋學研究時各自問題的開展過程是有其相關

性的，因此，追著這個自問下去問，自問二、何以筆者認為他們的研

究有其相互關係？自問三、何以要提到海德格這位哲學家？目前看

來，自問二與自問三之間有很大的跳躍，但大家要是大略閱讀過高達

美與呂克爾的這兩本書：《真理與方法》與《詮釋的衝突》便會知道，

海德格對他們兩位有其深遠的影響 18。於是，海德格在筆者的研究中，

便佔據了一個他應有的地盤，然而筆者更關切的是，即便海德格對他

們兩位有其影響，我仍然看到了在其影響下兩位哲學家對詮釋學的研

究之超越，這個超越的詮釋學研究使他們不只是宣揚海德格而成為一

般信眾而已，更是他們企圖擺脫海德格去忠於詮釋學自身而成為師傳

掌門。因此，對於自問三，筆者已簡略地回答了，因為海德格對他們

的影響，因為他們企圖對海德格的擺脫，所以造就了對海德格早期思

想在筆者論文中的一席之地，然而為什麼是早期？這個問題是自問三

的子問題，筆者在這裡暫不詳述，只作簡短的說明，之所以是早期，

因為目前筆者只關切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對「理解」、「解釋」

的存有論說明 19，而他的說明也確實在這兩位哲學家的這兩本書中出

現。  

回到自問二，正是他們對於詮釋學中的詮釋 -理解問題、主客問

題，以及方法論或知識論問題有所探究與反省，在這樣的〝實踐〞詮

釋學研究工作中，展現了一種「超越」——不滿足現有的立場，不輕

                                                 
18 可以這樣說，高達美幾乎是以海德格的思想來進行其哲學詮釋學的工作；呂克爾則因自身學

問的多面性，重視方法論進路的詮釋學來反思理解存有學對詮釋學實踐的直接性之可能。 
19 參見《存有與時間》第 31-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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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選擇現有的立場，認真地、公正地去對待現有的立場。於是，現有

的立場構成了他們相互關係的一部份，「超越」的去實踐詮釋學研究

也構成了他們相互關係的一部份。如果大家思考一下，會發現，他們

的相互關係再次構成了相同的問題，例如：文本的作者在理解文本活

動裡的重要性；主客問題在理解活動中的現象；方法論或知識論對理

解活動的影響等等。更重要的一個相同問題，正如帕瑪 (Richard E. 

Palmer, 1933-) 20的一篇論文標題：「我們在閱讀文本時發生了什麼

事？」 21

基於上述對自問二的簡略回答來看看自問一，筆者看到了在這兩

位哲學家的兩個文本所散發出來的某種細微卻相當強烈對峙的氣氛

(這種氣氛，往往容易被看作各說各話，無所謂對比 )，然而也同時感

覺到在這強烈對峙的氣氛下竟有著對相同問題的開展及其「超越

力」，所以筆者希望能在這兩種對峙思考下，嗅出一點詮釋學自身的

一種極欲有所超越的性格，筆者稱之為詮釋學的超越本性。  

那麼，本論文將從何處作為出發點呢？筆者選擇了對其詮釋學問

題的整理出發 (與其說是筆者選擇了這樣的方向前進，不如說是這樣

的方向指引了筆者前進 )，去看看、推敲他們的手法，從而嗅出那屬

於詮釋學的氣味。因此，從對其詮釋學問題的整理出發，筆者在所研

讀的文本裡大致上看到了三個大範圍的詮釋學問題。 22這三個大範圍

如下：  

    (一 ) 詮釋的本質和存在？  

    (二 ) 主客二分／客觀主義，主客不分／相對主義？  

    (三 ) 詮釋學視域，融合的抑是衝突的？  

把這三個問題當作出發點，我們可以一一地來看看、推敲、分析

高達美和呂克爾如何論述他們在詮釋學實踐中的開展，並且讓這開展

能被詮釋學自身公正地看待。於此，我們的作法是讓自我理解從詮釋

                                                 
20 筆者對於帕瑪的認識，參考了帕瑪的個人網站：http://www.mac.edu/faculty/richardpalmer/bio.html。 
21 2004/4 政治大學，Richard E. Palmer哲學講座演講稿。 
22 筆者認為「詮釋的問題」與「詮釋學的問題」是兩個不一樣的問題，必須要有所區分。就理

論上來說，詮釋的問題通常與詮釋的方法脫離不了干係，這方面常見的問題討論是：使用何種方

式得以進行詮釋？因此就實踐上來說，詮釋的問題乃是一種學習詮釋的技藝之問題。而詮釋學的

問題在理論上的探究，不再只是著墨在方法上鑽研，它們要追究「詮釋」的形態、意義，及其存

在。對照詮釋的問題來看，詮釋學的問題涵括了知識論與存有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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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歷史的發展脈絡談起，以師從高達美與呂克爾分別在《真理與方法》

與《詮釋的衝突》中的教導為啟蒙課程。因而首先，我們會對詮釋學

的發展史作一個簡要的回溯與反省，這個回溯與反省有助於我們看到

詮釋的問題在其歷史發展脈絡下的演變；再者，自我理解在處理詮釋

學的問題演變之際，將讓我們的思考與高達美和呂克爾的研究工作

〝存在〞於詮釋學自身發展的一個存在方式之脈絡中，也因此自我理

解讓兩人的研究工作因同在一個工程裡面而有所交織。  

如果自我理解發展如此，那麼關於筆者一開始的自問自答便能夠

有所承接。於是回到初始的關於本論文的問題意識上，自問一與二會

在第三部分得到自己的向度；自問三會在第一部份與第二部分延伸出

其向度。於是我們所冀望闡述出來的詮釋學的「超越」本性首先會在

此先行落實。  

 12



三、重要參考文獻之評述  

    《真理與方法》和《詮釋的衝突》兩本書是筆者所選定的基本

研讀文本。在此，筆者將試著對此二書作一個內容上的簡短提要。首

先來看《真理與方法》，根據其步驟所顯示，此書分為三大部分，分

別是對藝術領域真理問題的發生、精神科學領域內理解問題的發生，

以及語言在詮釋學中的角色。乍看起來這三個部分沒有什麼關聯，但

正是由於這三個部分而展現了歷史走到今天的詮釋學：哲學詮釋學。

在此書中，我們會看到高達美詳盡地探求與科學所追求的真理極不相

同的藝術真理，是如何更加貼切地適於人的存在，他讓讀者們領會

到，作為一個在世存有並向來領會著存有的人，真理並非是科學所企

求的那種真理，而在真正的真理追求中是無方法可言的，只有去存在

才是追求真理的真正方式。因此，如何去理解自身的存在，帶領著我

們 邁 向 精 神 科 學 、 詮 釋 學 領 域 去 ， 而 這 個 「 理 解 」 (Verstehen /  

Understanding)的問題，也就成了他所關懷的問題。從「詮釋的循環」

(hermeneutischer Zirkel /  the hermeneutical circle)結構談起，交織著啟

蒙運動 -浪漫主義 -歷史主義 -精神科學 -現象學的歷史脈絡，理解的歷

史性得到了它應有的地位─作為詮釋學的原則。也因此，詮釋學的真

正本質是存有論的，而語言這個開展詮釋視域的角色將會在這存有論

的詮釋學中有其扮演的轉向。 23

接著我們來看看《詮釋的衝突》，在這裡呂克爾並沒有高達美那

種系統架構式的目錄，可以說此書是由許多的篇幅不大的論文集結而

成，而將探討同一個議題的論文編輯在一個部分。全書分為五個部

分，前三個部分將詮釋學與結構主義、心理分析，以及現象學的關係

交代出來，這當然與他的「繞道」 (detour)功夫有密切的關聯，第四

個部分藉由談「惡」的象徵來點出其象徵詮釋學與哲學反思的關係，

而最後一個部分，我們認為是他以探究詮釋學研究後所得出的其詮釋

學方式的一種應用，應用在他所關懷的宗教與信仰的議題上。  

對於《真理與方法》和《詮釋的衝突》之探究是首要的，也是持

續的。然而，基本的研讀只有這樣當然是不夠的，我們知道反覆出現

                                                 
23 可參見洪漢鼎在中譯本的譯者序言。另外關於TM一書題名的評論，可參見嚴平的《高達美》

pp.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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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哲學思維中供討論的重要指標還有康德的三大理性批判：《純

粹理性批判》、《實踐理性批判》、《判斷力批判》 24。在此，筆者主要

參看的是《判斷力批判》，因為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中探究了康

德關於美學的主體化，而這部分的討論文本主要集中在《判斷力批判》

一書上。然而《判斷力批判》又是關於《純粹理性批判》與《實踐理

性批判》的聯繫關係之批判，因此三大批判皆成為這裡的前置作業，

但主要閱讀的還是在《判斷力批判》上。雖然呂克爾在《詮釋的衝突》

中沒有對康德的思想多作評論，但他對於黑格爾有所論述，而大致上

他是放在對佛洛伊德的探究脈絡下來談論的。當然，高達美也鍾情於

黑格爾，不過他是放在對歷史主義、精神科學的探究脈絡下來談論

的。於此，我們也重視《精神現象學》 25。  

再者，高達美與呂克爾皆對詮釋學史作了論述，高達美的歷史準

備篇幅較長，呂克爾則較短，但兩位皆論及施萊爾馬赫、狄爾泰、胡

塞爾等人，雖然給予的評價有所不同，因此筆者也將其列入參看行

列。但關於施萊爾馬赫、狄爾泰兩人筆者所參看的書目，不在其人的

全部著作中去開墾，而是從其選集中去耕耘 26；至於胡塞爾，筆者則

以其幾本著作著手，大多在晚期著作 27。另外帕瑪作為高達美的學生，

他所發表的一些論述 28將有助於我們在詮釋學的認識上；他的《詮釋

                                                 
24 研讀本主要以中譯本為主：《純粹理性批判》，鄧曉芒譯（自Raymund Schmidt編《哲學叢書》

第 37a卷），聯經出版，2004 年。《實踐理性批判》，鄧曉芒譯（自Karl Vorländer編《哲學叢書》

第 38 卷），聯經出版，2004 年。《判斷力批判》，鄧曉芒譯（自Karl Vorländer編《哲學叢書》第

39a卷），聯經出版，2004 年。 
25 《精神現象學》，賀麟、王玖興譯（自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商務出版，1979 二版。 
26 關於施萊爾馬赫，主要參讀：一、〈詮釋學箴言〉（1805-1810），洪漢鼎譯（根據德文版《施萊

爾馬赫著作選集》第 4 卷和英譯本《詮釋學傳統：從阿斯特到里克爾》選譯），編錄於洪漢鼎所

編《詮釋學經典文選》，桂冠出版，2002 年。二、〈詮釋學講演〉（1819-1832），洪漢鼎譯（根據

德文版《施萊爾馬赫著作選集》第 4 卷和英譯本《詮釋學傳統：從阿斯特到里克爾》選譯），編

錄於洪漢鼎所編《詮釋學經典文選》，桂冠出版，2002 年。關於狄爾泰，主要參讀：一、〈詮釋

學的起源〉（1900），洪漢鼎譯（自德文版《狄爾泰全集》第 5 卷pp.317-331），編錄於洪漢鼎所

編《詮釋學經典文選》，桂冠出版，2002 年。二、〈對他人及其生命表現的理解〉（1910），李超

杰譯（自德文版《狄爾泰全集》第 7 卷），編錄於洪漢鼎所編《詮釋學經典文選》，桂冠出版，2002
年。 
27 主要研讀：一、《邏輯研究》第二卷，倪梁康譯（自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時報文化出版，1999 年。二、Cartesian Medit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Dorion Cairns. Martinus Nijhoff 1973.三、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 
Philosophy as a rigorous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man.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65. 
28 例如：What is happening when one reads a classic text? Seven observations of Hans-Georg 
Gadamer.〈當我們閱讀經典文本時，發生了什麼事？關於Hans-Georg Gadamer的七個考察。〉政

治大學Richard E. Palmer哲學講座。以及〈伽達默爾哲學的七個關鍵術語〉，《安徽師範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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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可以幫助筆者初步認知詮釋學發展以來的歷史脈絡、演變，而他

對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術語考察，可以加深筆者對高達美在《真理與

方法》關於存有論式的詮釋學的了解。  

最後我要來說明所參看的海德格著作。《存有與時間》在這裡的

研究佔據著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由於高達美與呂克爾同樣都提及海德

格的存有論途徑對詮釋學的重要，例如高達美「再次考察海德格對詮

釋學循環的描述，以便使循環結構在這裡所獲得新的根本意義對於我

們的目的更負有成效」 29，而呂克爾雖然以「繞道」為其計畫，但最

終亦是要「提昇反省到存有學的層次」 30，所以這就意味著身為這兩

位的這兩本書的讀者，也要能夠對《存有與時間》有所認知，那麼，

它為何是必要的？從哲學史來看存有論的發展，到了海德格，關於存

有的整個思考的確在《存有與時間》中徹底的被轉換了一個視域，而

這個視域與詮釋學的關係密不可分，因為關於存有的思考是建立在對

此有 (Dasein)的生存論分析上，而對此有的分析本身就是一種現象學

的描述，海德格自己也說：「此有的現象學就是詮釋學」31，因此，筆

者對它的態度不能只是在素樸的認知上而已，更必須仔細去探究它與

詮釋學研究的實踐供作之關係。  

                                                 
29 TM, p.266. 
30 CI, p.6. 
31 Being and Time(《存有與時間》), Martin Heidegger.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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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論文的架構安排與簡述  

本文共有五個部份，第一部份做為導論，其主旨在於表明筆者的

論題、動機，以及列舉所參看的文獻研究，這在上述都已敘述完畢；

第二部份作為正式進入論述的出發點，其主旨在於對近代詮釋學簡史

做一初步的提綱與反省，藉由對「詮釋學」概念的預先理解與解釋之

準備，筆者在此章節中，試圖從《真理與方法》與《詮釋的衝突》的

文脈中達成一種自我對詮釋學在歷史上理論發展的理解，這樣的準備

性功夫提供了此文的問題意識之背景；第三部份作為承接歷史上詮釋

學的研究發展，其主旨在於闡明詮釋學在其研究實踐上的基本問題，

透過顯明這些基本問題的樣態，詮釋學在反思活動中有了其思考模式

的重生，這可以說是時至今日的詮釋學完全地成為哲學活動之因由；

第四部份作為轉向哲學詮釋學的方法學對比，其主旨在於從高達美的

「視域融合」與呂克爾的「詮釋衝突」中觀察出某種作為當代詮釋學

的詮釋性；進而在第五部份作為論文的結論，其主旨在於以自我有限

視域的領會與解釋中，闡明詮釋的存在結構具有某種本質上的「困局」

性質，這性質恰是：讓詮釋的存在結構得以讓主體有限性，實踐無所

侷限的開放性之詮釋活動，因而指引了「超越」與「自由」作為主體

從事詮釋活動的本能性實踐。  

當「解釋」這個概念不再只是單純做為一種使用的功能之後，也

就是說，當「解釋」這個概念不再只是反思活動上的一種行動之後，

那麼「解釋」這個概念的所有存在樣貌將會開展出它自身作為一種結

構性的存有。這一點是詮釋學從技藝學進入到哲學的關鍵之處。本論

文藉由從《真理與方法》與《詮釋的衝突》那裡汲取而來的對哲學詮

釋學的初步認識，欲求更加領會此「解釋」概念的哲學轉變，這樣的

領會指引出一種超越自我有限視域的可能性。  

在詮釋學領域中，「詮釋學」自身這個概念就是個需要釐清的概

念，而這釐清的準備性功夫，需要對其歷史發展的脈絡有一定程度上

的認識。隨著對詮釋學漸次逐步的認識，「理解」的概念也展現出它

作為存有學上的重要觀點；因此諸如像「解釋」、「說明」、「體驗」等

等概念也有其新意上的把握。不過在高達美的《真理與方法》中，關

於理解的存有學論述的部份，「循環」佔據著一個很先在性的領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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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由此方能稍有所領會其「實效歷史意識」、「時間距離」等等他的

重要見地。而在呂克爾的《詮釋的衝突》中，「繞道」的抉擇是他落

實詮釋學研究的重要見地，也因此他讓充斥在各篇論述中的矛盾、衝

突等糾葛，形成一種「詮釋弧」 32(the interpretative arc)的張力，而突

顯出「中介」的詮釋學態度。  

 

                                                 
32 參見Dan R. Sliver. Theology After Ricoeur: New Directions in Hermeneutical Theolog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1. p.257. “The arc refers to the major movements that 
comprise the act of interpretation. The arc consists of three basic moments: an initial act of 
understanding, the moment of explanation, and the moment of approp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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