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在視域融合與詮釋衝突之間的詮釋特徵  

 

在上一章節中，我們探討了那些主導著詮釋學研究活動

的基本問題，讓它們在一種反思中呈現，以自我理解的方式

去認識、去理解，以及去解釋。然而，這樣的反思過程及其

暫時性的理解效果，對於我們所要追問的詮釋學自身的詮釋

特徵，其關聯何在？在此，我們的探究點轉向了詮釋特徵的

探究。而關於這一轉向的探究起始於：究竟高達美與呂克爾

是如何看出那些發生在過往歷史中關於詮釋學思維的困難之

處的？當然，此起始提問預設了這樣的命題：詮釋學應有其

自身的困局，以此而讓自身的豐富性得以開展。姑且讓我們

試著從視域融合與詮釋衝突這兩方面論點來開顯此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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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效歷史意識作用：視域融合  

在 TM 中我們看到，高達美依著海德格探究「循環」的論述，思

考出那始終對理解活動起著作用的東西─實效歷史意識。因此，「循

環」之所以不是邏輯論述中的「惡性循環」，「循環」之所以得以在思

考的道路上一次又一次的來回往返且不斷擴大同心圓的領域，都是因

為實效歷史意識的作用。我們在此，將再一次順著對於「循環」的思

路前進，以便理解領會高達美所勘察出來那始終對詮釋學經驗起著作

用的實效歷史意識。  

1.海德格談論「循環」問題  

《存有與時間》第三十二節，標題為「理解與解釋」(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 Verstehen und Auslegung)。文本第一句：「作為理

解的此有向著可能性籌劃 (project)它的存有。」如果我們對於海德格

在《存在與時間》導論的論述有一定的熟悉度，那麼我們便不會對這

樣一句話感到不解。這本書的構作，全都環繞在存有問題的發問下進

行，而此追尋存有問題的某個通達存有的存有者，便是首當其衝的探

究，也就是此有，因此這本書的絕大部分所要處理的課題，便是在展

示此有的生存論建構。在這樣簡短的幾句話裡，我們匆匆交代過此有

與存有問題的關係，現在要把討論核心放進來，在「理解」這件事上，

海德格怎麼樣看待這件事？關鍵點在於這樣一句話：  “something as 

something”；借著談「上手的東西」 (things at hand)，切入「理解」

這件事：「以 “something as something”為線索解釋存有者，並以這種

接近存有者的方式把被理解的東西勾連起來，這件事情本身先於對有

關這件事情的專門陳述。」海德格展示出 “as”的結構，「正是理解的

先 天 存 有 論 建 構 」， 從 而 鋪 展 出  “fore-having” 、  “fore-sight” 、  

“fore-conception”，這些就是高達美在其文本中所說的「理解的前結

構」。那麼，它又和「循環／惡性循環」 (circle /  circulus vitiosus)有

何相關連呢？海德格這麼說：  

理解，作為此有的展開狀態，一向涉及到在世的整體。在對

世界的每一理解中，生存都被一道理解了，反過來說也是一

樣。其次，一切解釋都活動在前已指出的「先」結構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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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有所助益的任何解釋無不已經對有待解釋的東西有所理

解。 ……如果解釋一向就不得不活動在理解了的東西中，並

且從理解了的東西那裡汲取養料，更甚的是，如果這種設為

前提的理解又活動在對人和世界的普通認識之中，那麼，解

釋怎樣才能使科學的結果成熟，而又免於循環論證？ 1

這說明了，「理解」的結構所具有的「循環」結構，是一種無法忽視、

拋棄的存有論上的建構；這也就是高達美在其文本中所謂的「這種循

環具有一種存有論的積極意義」。  

 

2.高達美對「前見」問題的存有論開顯  

然而，「循環」這個存有論式的概念，在高達美那裡彰顯了更深

層的意涵，讓我們先來閱讀一下他所引用的那一段文：  

循環不可以被貶低為一種惡性循環，即使被認為是一種可以

容忍的惡性循環也不行。在這種循環中包藏著最原始認識的

一種積極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況下才

能得到真實理解，這就是解釋理解到它的首要的經常的和最

終 的 任 務 始 終 是 不 讓 向 來 就 有 的 前 有 (fore-having) 、 前 見

(fore-sight)和前把握 (fore-conception)以偶發奇想和流俗之見

的方式出現，而是從事情本身出發處理這些前有、前見和前

把握，從而確保論題的科學性。 2

於是高達美說：「海德格這裡所說的，首先並非要求一種理解的實踐，

而是描述那種理解性的解釋得以完成的方式。」因此，循環的存在，

「具有一種存有論的積極意義」。從作為一個此有的存有者來看，理

解文本便是進行、完成某種籌劃 (project)，在這個意義上，高達美告

訴我們：「解釋者無需丟棄他內心已有的前見解來直接地接觸文本，

而是只要明確地考察他內心所有的前見解的正當性，也就是說，考察

其根源和有效性。」  

                                                 
1 Being and Time, p.142-143. 
2 TM, 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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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我們可以這樣思考，由於「循環」具有一種存有論的積極

意義，因而作為「前見」的那些東西也具有一種存有論的積極意義；

簡單來說，如果沒有作為前見的那些東西，理解活動又將如何進行所

謂的解釋活動。當然，高達美的意思並非在於將所謂前見的那些東西

都看做具正當性的前見，而是，前見的存有論上的積極意義與其存在

的正當合法，這是相當不同的兩回事。  

我們可以理解，當啟蒙運動打著「屏除成見」的口號，要讓一切

流傳物供諸在理性思考的法庭之下，這樣一件事況，本身就隸屬於某

種「前見」，並且這正是做為某種具正當性理解的判準，而高達美在

這一事況中看出了某種具正當性理解的「有限性」所在：  

消除一切偏見這一啟蒙運動的總要求本身被證明是一種偏

見，這一偏見不僅統治了我們人類的本性，而且同樣支配了

我們的歷史意識，而掃除這一偏見就必然為某種正當理解有

限性開闢了道路。 3

讓高達美看出那某種具正當性理解的「有限性」原因在於「屏除成見」

這一前見的支配。「屏除成見」支配著思考，以其原則企圖重新看待

歷史流傳物，這正是浪漫主義之所以徹底地完成了啟蒙運動的成果之

處，神話的格式被邏輯消除，而神話的智慧真理在理性法庭的檢視

下，合法地具有其理性地位，「所以喚起早先的歲月，在民歌中傾聽

民眾的聲音，蒐集童話和傳說，培養古老的風格習慣，發現作為世界

觀的語言，研究「印度的宗教和智慧」─所有這接都促進了歷史研究，

而這種歷史研究緩慢地、一步步地把充滿預感的重新甦醒轉變為冷靜

枯萎的歷史知識。」 4

在這樣一種受著「屏除成見」支配的過程中，歷史隸屬於我們，

一切人的存在因「屏除成見」的支配而顯得自以為是，絲毫都未曾察

覺到「理性不是它自己的主人，而總是經常地依賴於它所活動的被給

予的環境。」 5因此，高達美才會說狄爾泰「『體驗』的內在意識，不

能架起一座通向歷史實在的橋，因為偉大的歷史實在、社會和國家，

                                                 
3 Ibid, p.280. 
4 Ibid, p.279. 
5 Ibid, 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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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對於任何『體驗』總是具有先行決定性的。」  

事實上，歷史並不屬於我們，而是我們屬於歷史。早在我們

通過自我檢視的過程來理解我們自己之前，我們就以某種自

明的方式在我們所生活的家庭、社會和國家中理解了我們自

己。主體性的焦點乃是哈哈鏡 (a distorting mirror)。個體的自

我 意 識 只 是 在 歷 史 生 命 的 封 閉 電 路 中 的 一 道 閃 光 。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individual is only a flickering in the 

closed circuits of historical life.)那也是為什麼個人的前見比

起個人的判斷來說，更是個人存在的歷史實在。 6

關於「前見」的存有論開顯，在約克伯爵 (Hans Ludwing David Paul 

Yorck von Wtenbrg, 1835-1897)那裡已經展露端倪：「生命是被這樣的

事實所決定的，即有生命的事物使自己區別於它在其中生存並與之保

持聯繫的世界，並且繼續使自己保留在這種自我區分的過程之中。」
7因此引導了海德格的「事實性」的說明，在這裡想要指出是此有在

某一種「事實上的現成存有」的意義下領會著它最本己的存有。然而，

自己的此有這一事實的「事實性」在存有論上卻根本有別於某種岩石

事實上的擱那裡。只要此有存有，它就作為實際而存有著。我們把此

有的這一事實性稱作此有的「實際性」（ facticity）。實際性這個概

念本身就包含著：某個「在世界之內的」存有者在世界之中，或說這

個存有者在世；就是說：它能夠領會到自己在它的「命」中已經同那

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內向它照面的存有者的存有縛在一起了。  這裡

要特別注意的是海德格把作為生存論環節的「在之中」與作為範疇的

現成東西的一個在另一個的「之中」這兩者之間的存有論區別開來。

但這樣的區分並不是說此有不具有任何的空間性，反而是要說明唯有

基於「在世界中」這種空間性才得以可能。因此洞悉這個此有的本質

結構首先是在世界中的這一實際性，才顯得異常的重要。  

當然，從海德格那裡汲取而來的富有存有論意義的「循環」的確

大力地支持了「前見」的存有意義，不過，這是否就因此解消了認識

論的「循環」問題，或者是否就因此無須考察理智主義立場中掃除一

切「偏見」的問題呢？筆者認為這確實仍是反思活動必須考量的問

                                                 
6 Ibid, pp.276-277. 
7 Ibid, 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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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且筆者認為這表明了某種現象的存在，即存有者狀態與此有之

間的距離，也就是說，事物自身與此有的關係總是一種有所距離的關

係，而距離的長短往往取決了可被印入眼簾的視域之幅度，「偏見」

是一種取捨的態度，因為我們會發現，當視域試圖聚焦在某一存有者

上頭時，某一存有者自身與此有的距離縮小了，而視域的幅度也跟著

縮小，那些被屏除於視域之外的東西，在理智主義的考量下，通常被

稱為「偏見」。不過，根據海德格與高達美的見解，這種偏見並不因

為趨向事物自身而真正消失，它的確仍處在思維的某一角落。因而有

趣的事情便被開顯出來了，事物自身是否有其一自明且客觀的性質？

這問題一直是哲學的大問題。  

 

3.考察詮釋學循環──詮釋學的古老立場  

在高達美費心地點出「歷史並不隸屬我們，而是我們隸屬歷史」，

某種意義上，他已宣告要採取從這樣的態度出發去考察詮釋學的任

務。因此在確立了前見做為理解條件的地位後，他要從那條古老的詮

釋學規則那兒，找出那支撐著部分與整體循環的普遍性基礎，換言

之，是什麼東西可以讓意指整體的意義預期 (Antizipation von Sinn)成

為明確的理解的？  

傳統詮釋學所探究的循環，指的是關於文本的部分與整體的循

環，此一循環存在道出理解活動的任務：從整體到部份，再從部份返

回整體，而意指整體的意義預期，不斷地修正成部分與整體的一致性

理解。不過，在高達美細緻地考察下，意指整體的意義預期從未真正

達至它的一致性理解，反而總是在一致性理解的要求下，產生了某種

全新的東西，最明顯的就是那所謂的「普遍範圍的歷史意識」。 8高達

美認為這意味著，為了達至部分與整體的一致性理解，那個在部分與

整體間來回往返的循環結構，並未被真正把握而描述出來；因此他再

次地提及並肯定海德格對詮釋學循環的描述和生存論上的論證：  

                                                 
8 Ibid, p.296-297。或許還有些人並不清楚部分與整體的循環是如何得出「普遍範圍的歷史意識」

這一對之原部分與整體循環架構下的新產品。簡單來說，相對於文本，內文段落作為文本整體的

部分，但相對於文本，作者及其思潮背景的歷史作為文本部分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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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本的理解永遠都是被前理解的先把握活動所規定。在完

成的理解中，整體和部分的循環不是被消除，而是相反地得

到最真正的實現。 9

這樣一種在詮釋學循環架構上的思考轉折，高達美認為它在詮釋學的

任務上所釐清的關鍵點在於，主客關係消退了，理解的活動總是發生

在 「 流 傳 物 的 運 動 和 解 釋 者 的 運 動 的 一 種 彼 此 進 入 到 對 方

(Ineinanderspiel)的相互作用。」 10

在這裡，高達美所要突顯的事況是，詮釋學的活動是在流傳物與

解釋者之間來回往復的運動，這並非是駁斥來回往復於部分和整體或

主觀和客觀間的關係之理解，而是站在理解的同心圓上之某種擴展活

動。  

在對傳統詮釋學循環與後繼的海德格循環說明後，對高達美來

說，作為理解的存有論要素的循環之作用，並非是具有某種的「方法

論的」意識而起作用的，毋寧說是具有某種的「完滿性的先把握」

(Vorgriff der Vollkommenheit)意識在起著作用。這樣的事況恰是表明

了理解的一致性之可能性，也闡明了那具有完全統一性的東西才是可

理解的東西。簡單來說，並非某種方法論的要求讓一致性得到了它的

實現─或者說讓部分和整體交融，而是完滿性的先把握規定了它的實

現。而這也是為什麼高達美會肯定理解活動先後次序是：「理解首先

意味著對某種事情的理解，其次才意味著分辨並理解他人的見解。」
11

而這也是為什麼海德格要說「對文本的理解永遠都是被前理解的

先把握活動所規定」，由此我們得以明白，之所以理解的活動是在流

傳物與解釋者之間的往復，其間的聯繫關係，乃是因著「共有基本的

主要前見」而實現的。高達美甚至認為這從來是詮釋學意識一貫的出

發處：  

詮釋學必須從這種立場出發，即試圖去理解某物的人在與流

                                                 
9 Ibid, p.298. 
10 Ibid, p.298. 
11 Ibid, 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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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物中得以語言表達的東西是聯繫在一起的，並且與流傳物

得以講述的傳統具有或獲得某種聯繫。 12

 

4.時間距離 13

然而在對流傳物的理解上，總是在某種熟悉感與陌生感中拉扯，

而這恰是詮釋學意識所要克服的地方：  

流傳物對於我們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間的地帶，乃是

具有歷史意味的枯朽了的對象性和對某個傳統的隸屬性之間

的中間地帶。詮釋學的真正位置就存在於這中間地帶內。 14

所謂的「熟悉性」，對高達美來說，指明的是某種「歸屬感」，如同對

家族的歸屬感、對國家的歸屬感、對民族的歸屬感等那般；然而在歸

屬感之餘，作為具某種聯繫關係的家族歷史系譜、國家建立記載、民

族起源興衰等那些已成知識對象的東西，如同隔壁的鄰居一般，我們

也許會打個招呼，也許會互相看顧，但始終將它們視為站立於我們對

面的某種存在，因而我們會說：「那不關我的事…」，或者說：「少管

別人的閒事…」，這恰是對象性所給出的某種「隔閡感」，因而道出對

之理解的「陌生性」。  

那麼，作為詮釋學的任務，詮釋學意識首先要對自我理解澄清的

是，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狀況產生了這樣的事況？我們支持：是高達

美所謂的「時間距離」讓理解活動在熟悉與陌生中拉扯。 15

首先讓我們來看看高達美對文本理解現象的觀察：  

每一個時代都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來理解歷史流傳下來的

文本，因為文本是屬於整個傳統的一部份，而每一個時代則

                                                 
12 Ibid, p.299. 
13 〝Zeitenabstand〞英文譯作〝 Temporal  dis tance〞，筆者譯為時間距離。  
14 Ibid, p.300. 
15 我認為高達美在其著作TM中，那絲毫都不曾怠惰地反覆深究詮釋學的思想發展史之思考，恰

是「時間距離」被顯題出來的最佳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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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整個傳統有一種實際的興趣，並試圖在這傳統中理解自

身。 16

佔據解釋者意識的前見和前見解，並不是解釋者自身可以自

由支配的。解釋者不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理解得以可能的生

產性的前見與那些阻礙理解並導致誤解的前見區分開來。 17

在上述第一段引文的描述中，道出了個人的理解活動之實況，「時代」

的概念在此與理解活動的聯繫突顯著這樣一種情況，即理解首先是在

周圍世界中的理解，因此，年代已久的流傳物，它首先被理解出來的

方式，是理解者年代所屬的方式，而這恰是第二段引文中所描述的「佔

據解釋者意識的前見和前理解」  

然而，詮釋學說要克服這理解在時間距離的鴻溝，這又是怎麼樣

的一種狀況呢？在此，我們首先看到高達美對「不完善的理解」的看

待：  

實際上，說理解不是完善理解，既不是由於有更清楚的概念

因而有更完善的知識這種意思，也不是有意識性對於創造的

無意識性具有基本優越性這個意思。我們只消說，如果我們

究竟要有所理解，那麼我們總是在配合時代需要在理解，這

就夠了。 18

既然不完善的理解只是因為我們總是以不同的方式在理解，那麼究竟

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要讓詮釋學去克服各種不同的理解鴻溝呢？這

問題的糾結已經很清楚地呈現它自身了，是來自一種真理的要求！但

是，恰如高達美所說的，一旦我們察覺到配合時代需要的理解之存

在，這種真理的要求似乎就與我們所察覺到的事實產生矛盾了。更加

吊詭的是，沒有各種不同理解的存在，真理的要求又從何而來呢？高

達美認為，恰如海德格那樣「賦予理解以『生存論的』這種本體論轉

向之後，只有當海德格對此在的存在方式做出時間性的解釋之後，時

                                                 
16 TM, p.301. 
17 Ibid, p.300. 
18 Ibid, pp.3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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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距離的詮釋學創新意蘊才能夠被設想。」 19

在這樣一種從新看待配合時代需要的不同理解的方式之下，真理

的要求從來不是在於克服時間距離中理解的鴻溝，反而是─這仍是高

達美一貫的同心圓態度─不斷擴展時間距離中理解的視域，這也是為

什麼高達美這樣說：  

時間不再主要是一種由於其分開和遠離而必須被溝通的鴻

溝，時間其實乃是現在植根於其中的事件的根本基礎。因此，

時間距離並不是某種必須被克服的東西。 20

時間距離不是一個張著大口的鴻溝，而是由於習俗和傳統的

連續性所填滿，正是由於這種連續性，一切流傳物才向我們

呈現了出來。 21

恰是以上引文的描述，我們得以重新看待客觀認識的意義；所謂的客

觀知識，恰是從某種歷史距離經驗的出發，才有其可能性。  

 

5.實效歷史原則 22

當「理解」的歷史性問題被提昇到作為詮釋學的原則時，有一種

其歷史性理解的現象是必須被揭示出來的，那就是「實效歷史」的邏

輯。高達美這麼說：「當我們力圖從對我們的詮釋學處境具有根本性

意義的歷史距離出發去理解某個歷史現象時，我們總是已經受到時效

歷史的種種影響。」 23然而這樣一種「實效歷史」的邏輯是否能作為

精神科學的一種輔助工具呢？我們要注意，這裡的「邏輯」並非是自

然科學的那種公理之意涵，也不是演繹法中的推論工具之意涵，它更

多指明了海德格所謂的「邏輯」。我們可以從TM中這樣一段話看出，

                                                 
19 Ibid, p.302. 
20 Ibid. 
21 Ibid. 
22 Wirkungsgeschichte是高達美在詮釋學中較具影響力也較值得深思的概念。洪漢

鼎在對《真理與方法》的翻譯中，將此概念譯為「效果歷史」；而沈清松則是在

其《呂格爾》的著作中，將此概念譯為「實效歷史」。  
23 Ibid, 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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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段話正好也說明了實效歷史的存在性：  

我們並不是要求實效歷史應當發展成為精神科學的一種新的

獨立的輔助學科，而是要求我們應當學會更好地理解我們自

己，並且應當承認，在一切理解中，不管我們是否明確意識

到，這種實效歷史的影響總是在起作用。凡是在實效歷史被

天真的方法論信仰所否認的地方，其結果就只能是一種事實

上歪曲變形了的認識。我們從科學史中認識到，實效歷史正

是對某種明顯虛假的東西的不可辯駁的證明。但是，從整個

情況來看，實效歷史的力量並不依賴於對它的承認。歷史高

於有限人類意識的力量正在於：凡在人們由於信仰方法而否

認自己的歷史性的地方，實效歷史就在那裡獲得認可。 24

理解的活動總是處於某種詮釋處境，這是一項存在的實事。然而

「一切有限的現在都有它的局限」 25，高達美以「視域」來規定這種

狀況。然而在有限的視域點裡，各個視域之間是如何突破而有所進

展？這是一個詮釋學循環架構的存在問題。正因為是「一個真正的歷

史意識總是一起看到自己的現在，而且是這樣地去看自己的現在，以

致它看自己就如同看待某個處於正確關係群中的歷史性的他者一

樣。」26高達美說這正是一種前見作用，「其實，只要我們不斷地檢驗

我們的所有前見，那麼，現在視域就是在不斷形成的過程中被把握

的。」 27於此，「視域融合」在其詮釋學的實踐活動中，成就了它自身

的詮釋學存在：  

如果沒有過去，現在視域就根本不能形成。正如沒有一種我

們物認為有的歷史視域一樣，也根本沒有一種自為的（ für 

sich）現在視域。理解其實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為是獨自存在

的視域的融合過程。我們首先是從遠古的時代和它們對自身

及其起源的素樸態度中認識到這種融合的力量的。在傳統的

支配下，這樣一種融合過程是經常出現的，因為舊的東西和

新的東西在這裡總是不斷地結合成某種更富有生氣的有效的

                                                 
24 Ibid, p.306. 
25 Ibid, p.307. 
26 Ibid, p.310. 
27 Ibid,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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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而一般來說這兩者彼此之間無需有明確的突出關係。28

雖然高達美指明了此點，但是他並沒有對於「各種視域融合」是

如何「能」融合在一起作詳細的說明，而這正是呂克爾所提出的問題，

也正是他所要證明的。「視域融合」就其歷史存在結構來看，在於以

新視域取代舊視域，然而它們之間的關係並非是新視域對舊視域的消

滅，而是「徹底地更新其意義」 29。然而有趣的正是在這兒，是什麼

造成了徹底更新意義的發生？首先反思活動所造就反省會在象徵符

號本身的多義性中汲取材料，這種多義性正是各種詮釋有所衝突的所

在，但是也隨著象徵思想的重構與還原的方式，各種理論間的衝突點

才能被考察、描述，而進一步達到仲裁。呂克爾以心理分析與宗教現

象學為例，談論它們之間的糾葛與象徵符號的關係：  

我們現在觸及了心理分析與現象學之間的最極端的衝突點。

對於後者，我們投射了存有學理解之觀點，根據這觀點，所

有理解終究都涵蘊著對存有的前理解；對神聖事物之象徵思

想的詮釋，在這脈絡下已然顯現為古代回憶之學說的再生。

在心理分析裡，也有「回憶」的概念，但是它是伴隨著宗教

幻想之發生一起出現的，其根源是在那些象徵和意象當中，

於其中原始人類以及孩童的內在衝突首度得以表現出來。從

方法學觀點來看，我們這部分的分析十分重要，因為就在這

裡，發生學的解釋，與局部的、經濟學的解釋會合起來。假

如宗教表現在實際上沒有任何真理，而只是幻想，那麼這些

表現只能從它們的起源來理解。 ……在宗教象徵思想之重建

與被潛抑事物之還原間所作過的比較，提供我們一個機會，

再一次地去考察前面討論過的、詮釋學領域中的決裂。在象

徵之存有學意義下的、對神聖事物之回憶，和在幻想之病原

學意義下的、被潛抑事物之還原，它們共同構成了一種動力

緊張性的兩極。 30

 

                                                 
28 Ibid. 
29 CI, pp.323-324. 
30 Ibid, pp.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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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詮釋衝突效果開展：存有問題  

從 TM 那裡我們隱約得到這樣一種領悟，謙卑的思考來自正視自

我的有限性，而這恰是視域融合不斷發生的必要前提。如果我們有著

這樣的領悟，那為何在許多的詮釋之間，卻仍發生著衝突、不可溝通

呢？對此問題的解答並不是用一句：「因為那造成衝突的人並未領悟

到自我有限性」這樣的回答即輕鬆將此問題丟棄一旁，因為我們不可

否認，衝突、不可溝通，或無法理解等的情況，不只是發生在人與人

之間，甚至發生在自我理解之中，例如我們對文本的理解、對自己的

理解等等。  

在開始呂克爾的詮釋學道路之前，我們先來看看在 1986 年呂克

爾與高達美曾為了究竟是「諸多詮釋的衝突」與「詮釋的諸多衝突」

有著一番非毒舌論辯式的討論 (debate)。基於此討論基點，我們要在

呂克爾所談論的詮釋學「短程」與「繞道」的論述中想想，我們感覺

到呂克爾並不想將主體貶到高達美所謂的哈哈鏡那般，因為那一點也

不符合人性的實際現象。我們仍會感到自我主體的存在，因而某種超

越力量會讓有限主體企圖跨越到無限。思考的轉圜點是，並非總是貶

低自我主體，而是謙卑地承認承載著豐盈、多樣的象徵符號存在，那

反而是讓主體與客體、方法與真理等達到了它的合諧，當然這是一條

艱辛且永無終止的道路。  

 

1.衝突作為詮釋運動  

    呂克爾所談論的詮釋衝突，指明著一種內在於詮釋活動中的「衝

突」。在詮釋學發展以來的兩大派系之爭中──懷疑的詮釋與重建的詮

釋，其爭論之所在處，恰是來自於理解和解釋間所存在的某種運動，

而那就是呂克爾所要指明的「衝突」；恰好那衝突運動所在亦是詮釋

學的哲學中介之所在。呂克爾考察文本理論、行動理論，乃至於歷史

理論，發覺論述過程中的客體化現象，也就是主客二元的對立，事實

上來是詮釋衝突深層結構運動的表面結構運動，而這首先點明了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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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存在的一生存論環節。 31

因而當認識論上的問題延伸成為詮釋學的問題之際，詮釋學首當

其衝便是要先把「衝突」這一種存在給顯題化。如同理解的活動或解

釋的活動一般，衝突亦是活動，並且恰是這樣的活動賦予了在語言能

力中自然而然發展而出的論述客體化。然而我們不禁要問，呂克爾是

如何看出詮釋的內在衝突這一面的？首先，他以宗教現象學和心理分

析兩種對宗教詮釋的對比作為一個示範。  

在心裡分析與現象學兩種對宗教的詮釋間，有著各自源自其系統

的可理解性卻互為矛盾，這可從三大方面來看：一是心裡分析對於宗

教的功能性來做詮釋，而現象學則以宗教的對象取向來做詮釋；二是

心裡分析認為宗教乃某種幻想觀念導向，而現象學則認為宗教具真理

觀念；三是心理分析以被潛抑事物之還原作為詮釋手法，而現象學則

以對神聖事物之回憶作為方法。 32然而在此，關鍵的問題尚且還不是

在這兩種詮釋理論中的消融，而是在「這兩種對立的詮釋學，如何能

共存在一起？」 33

首先讓我們來想想，是什麼讓心理分析和現象學都必先取採進而

可進行描述的東西？那恰是象徵符號 (symbole)之豐盈。呂克爾所指明

的象徵符號的雙重意義，一方面它的封閉性促成了可供觀察的形式，

另一方面它的開放性促成了不同面相的可理解。因而心理分析和現象

學對於共同的象徵符號之豐盈，藉由描述到解釋階段，這過程可以稱

說是分析階段，是屬於「詮釋弧」的一個片段。因而他以潛意識到意

識的發生學，指出現象學的意識到有意識，說明了心裡分析和現象學

都是隸屬於同一層次的不同策略階段。  

因此，對呂克爾來說，站在詮釋弧兩端的兩種詮釋理論，其間的

衝突不只是理論間的據以力爭，更是促成理解與解釋活動之所在。「衝

                                                 
31 呂克爾在那場關於詮釋的衝突討論會中這樣說：「我近年的研究一直沿著對下列領域提問的這

樣子的發展：文本的理論、行動理論、歷史理論，以及最後的心理分析。在這些不同的領域中可

以察覺到某種同調的提問脈絡，在此同時也可以察覺到某種提問脈絡結構上的矛盾——如果我可

以這樣說的話。這個相似性以及發展因此暗示了我們一個一個範例以及一步一步地來處理詮釋學

的矛盾處境。」 
32 CI, pp.315-334。 
33 Ibid, 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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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不能只是單單被看成必須被消融的現象，更是那個讓對話理性得

以開展其力量的場域，而這一直是內在於詮釋中的場域。我們因而也

理解了呂克爾為什麼說詮釋學的任務對他來說，並不是要去消除各種

不同詮釋理論間的鴻溝，因為各種不同詮釋理論間並沒有所謂的鴻

溝，他們都站立在一條詮釋弧的道路上各據一端，而詮釋學的任務便

是在步上此道路，嘗試拉近彼此的距離。  

     

2.繞道作為詮釋學的實踐態度  

那麼詮釋學該如何進行？呂克爾告訴我們可以有兩種選擇，一是

走捷徑，也就是他所謂的理解的存有學，一是繞路走，也是他所選擇

的道路，姑且稱為反思的詮釋學。在呂克爾的立場來說，雖說我們可

以在此兩條道路做出選擇，但實際上他卻指明出理解的存有學這條捷

徑的不存在，這樣指明並非是說他要放棄理解的存有學道路，反而是

必須透過反思，從認識論的出發點接駁上理解的存有學路途上去。首

先讓我們來看看他是如何看待理解的存有學之「短程」：  

我之所以稱理解的存有學為「短程」的，是因為它藉著與所

有方法的討論決裂，而直接帶領自己走向有限存有者的存有

學層次，以期於其中恢復理解，使它不再只是一種知識的模

式，而是一種存有的模式。 34

對呂克爾來說，理解活動是這樣進行的：我們是藉著加深注釋、歷史、

或心理分析的方法學需求來漸漸接近理解的存有學的。因此對他而

言，在理解存有學方面的基本問題，不只是對存有的提問，還應重視：

認識主體在什麼條件下才能理解典籍或歷史？但是它卻不被理解的

存有學提問。  

我所表達的懷疑，只是有關直接存有學的可能性，它企圖一

開始便要從所有方法學的需要中解放出來，因而處身於詮釋

                                                 
34 Ibid,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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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環以外，因為詮釋的理論正是這套存有學形構出來的。35

「與所有方法的討論決裂」或「從所有方法學的需要中解放出來」這

樣的態度，呂克爾認為這是存有學的欲求。因為就此有實際的處境來

說，一直是遊走在許許多多的方法學、諸理論當中，並無法直接「與

所有方法的討論決裂」或「從所有方法學的需要中解放出來」，除非

存有學要先交代清楚為何認識主體能從事理解活動。  

讓我們來想想為什麼須先弄清楚認識主體得以理解的條件對呂

克爾如此重要，以致於直接以存有方式的理解活動乃是不可能的一件

事？首先，從認識論的模式過渡到存有學的模式，這過程間的大逆

轉，呂克爾是表完全贊同的，然而他要問的重點在於，是什麼讓這逆

轉得以實現？他說，海德格的確讓我們以不一樣的方式去看待世界，

而那不一樣的視線是要將關於世界知識的理解回復到源初的形式，而

這意味著理解活動仍必須從源初形式的衍生形式著手，然而─雖然呂

克爾沒有講明─這不就是暗指著理解存有學的出發點恰是與語言位

處同一層次嗎？再者，直接去對此有進行分析，意味著此有必須透過

它自身在它之中理解自身的存有，這恰是表明了我們仍是必須在語言

中尋求將理解表述成存有模式的那些形式。基於這兩點理由，呂克爾

因此認定了「從語言分析出發的長程途徑」。  

由語言分析出發的長程途徑……可以與那些以方法的態度尋

找實踐的詮釋學科保持聯繫，而能夠拒絕將真理、理解的特

徵，和源自注釋的學科所操作的方法互相隔離起來。如此，

假使有任何新的存在問題要解決，它必定起源於且奠基於所

有詮釋學科所共通的詮釋概念之語意學說明。 36

 

3.對「實效歷史」的具體反思  

    根據高達美的說明，「實效歷史」是歷史性理解現象之一，並且

也正因為它，「視域融合」才成其諸多的可能性開展。在海德格追問

                                                 
35 Ibid. 
36 Ibid,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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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的真理之途努力下，高達美不但是繼承了海德格的思路，對近代

主體哲學更深入的批判，以求從主體的迷思中跳脫，他還更深入地反

思「傳統」並給予一個現代意義中的重要性詮釋，試圖重新奠定文本

與經典在傳統中的重要性。對高達美來說，傳統有其多樣性與不同的

流傳方式，這更加說明了實效歷史顯示出歷史自身是經過一再敘述、

一再構成的現象。然而高達美並沒有對於實效歷史的結構再多做說

明，而呂克爾對此則有更具體的反思。  

    在《時間與敘事》37中，呂克爾企圖指出實效歷史就是以「敘事」

的方式對傳統進行重構，無論是口說的傳統 (oral tradition)，還是書

寫的傳統 (written tradition)，都是透過敘述的方式去展現，而這正是

實效歷史的邏輯結構。關於實效歷史的具體反思，呂克爾繼承了高達

美但也選擇了與高達美、海德格不同的思考道路，他認為正因為詮釋

學的實踐是落實在實效歷史的邏輯推動之上，所以理解的存有學這樣

一條捷徑是置身於種種實存狀況中的人類不可能選擇的道路，我們從

海德格那裡明白存有是能自行開顯，但我們卻必須如同高達美那樣透

過傳統、經由交談來揭露自行開顯的存有，而這樣的中介過程是一條

迂迴的道路，甚至必須藉由諸多的方法、衝突來進入這理解的存有學

的層次。  

 

 

                                                 
37 Time and Narrative v.1~3, Paul Ricoeur, Translation of: Temps et récit,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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