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當代詮釋學性格的檢討  

 

本節討論重心將放在高達美與呂克爾關於詮釋的衝突之

爭，我們的目的不是要透過比較而得出一個較好的詮釋理

論，而是要企圖在這一場思想的宴會之中認識到某種即將顯

題出來的詮釋性，而在這場關於詮釋的衝突之討論中，我們

也會看到某種詮釋學意識與詮釋學的存有蘊涵在彼此的討論

中起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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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為結構形式的「詮釋」 

    高達美認為「詮釋」 (interpretation)這個概念在現今的哲學反思

中占據了一個重要的地位，他以尼采所說的─「我不認識道德的現

象，我只認識諸多關於道德現象的解釋。」 1─這句話作為這概念有

所轉變的分水嶺來闡述這一點。為了要讓這個已發生意義上的轉變的

「詮釋」之情況更加清楚地被明白，高達美舉了培根自己的志業─「自

然的詮釋計畫」─ 2這句話作為對照。這樣的對照目的是要指出，「詮

釋」在尼采之前的用法，乃是處在一種非常自然的使用方式，這種非

常自然的使用，是在語言學尚未成為主流研究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

培根才會說他自己的計畫乃是將自然「詮釋」出來，而不是像尼采那

樣說出他所認識的僅僅只是「諸多詮釋」。  

    那麼，這個已有了意義上的轉變的「詮釋」，其意義讓它在現今

哲學反思活動中產生了什麼樣的問題？高達美指出尼采關於「詮釋」

的用法乃是：「它意謂著揭露偽裝的意義和意指。」 3而這個在意義上

有所轉變的「詮釋」，成了意識形態批判以及心理分析所採用的「詮

釋」。於是關於「詮釋」的衝突問題便在哲學反思上顯現出來了：「是

否有這個可能性，即哲學和批判反思能夠接受兩種差異極大、態度對

立的理論，使之朝向任何被給予的意義整體？」 4

    關 於 上 述 問 題 的 回 答 ， 高 達 美 首 先 談 論 了 「 意 義 整 體 」 (a 

meaningful total)或「作為文本的整體」(whole as a  text)的意涵。他舉

了伽利略和黑格爾的例子說，伽利略相信「自然之書是由上帝的手指

寫下來的」，而黑格爾認為「歷史之書是由世界精神所寫下的」。 5這

兩個例子意味著某種發生在「詮釋」與「意義整體」間的關係，根據

高達美，即「文本詮釋的活動，被蘊含在我們自身所熟悉的世界之整

體性之中，即便是一種需要解碼的和理解的虛構文本，也都非常相似

                                                 
1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Debate with Hans-Georg Gadamer. “I do not know moral phenomena; 
I know only moral interpretations of phenomena.” p.216. 
2 Ibid. “Bacon called his own enterprise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 p.216. 
3 Ibid. “It means unmasking pretended meaning and signification.” p.217. 
4 Ibid. “Is it possible for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to accept two different and quite 
irreconcilable attitudes towards any given meaningful whole?” p.217. 
5 Ibid. “As Galileo or perhaps Nicholas of Cusa first expressed it, I believe, the book of nature is a book 
written with the finger of God. And since Hegel a similar claim has been made, namely, that the book 
of history was written by the world spirit.”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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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遭遇的真實性。」 6於此，高達美所要表明的是一種「在世界之

中」的關係，這概念是取自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所敘述的「在

世界之中」。  

    接著，在兩種極端理論間的中介是否可能，高達美再次不厭其

煩地搬出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因為在施萊爾馬赫的詮釋學背景中，

正是傳統瀕臨崩潰之際，而施萊爾馬赫所提出的相互理解之普遍詮釋

學，恰恰暫時保住了傳統使其免於消失。然而這種相互理解的詮釋學

經驗，讓詮釋者與被詮釋者間的縫隙消失，根據高達美，這是來自某

種藝術或宗教的經驗之作用使然。然而已經有所意義上的轉變的「詮

釋」，如同尼采所謂的揭發偽裝的活動，在哲學反思的活動中該如何

被看待？我們如何同時有著藝術或宗教般的經驗可以消解釋者與被

解釋者之間的隔閡，但同時又存在著解釋者與被解釋者間的隔閡所隱

藏的、所偽裝的意義呢？高達美提出海德格對「事實性詮釋學」以及

此有的時間結構之描述來說明這問題所產生悖論的癥結點：  

在尼采指出虛無主義並提出之後，離開了哲學的提問卻仍緊

密不分的真實基礎是什麼？是事實性。這個強而有力的字詞

意謂著那些無法作為意欲的東西。因此我們「存在」並不是

說我們可自由選擇，而簡單地是事實。我們是在我們生命時

間的任何時刻被給予出的。…… 7

……由於此有的時間結構作為解釋的活動，因此解釋並不發

生成為生命過程中的一個行動，而以人類生命的形式方式存

在的。因而當下我們以我們的生命活力從事解釋，這即是說

透過我們的欲求、希望、願望、期待等等所有我們的生命經

驗來從事「計畫」；並藉由言說的意指讓它在其方向的說明中

完成。另一個說話者和他言說的解釋，或一個作家和他文本

的解釋，就只是做為整體的人類生命的一個特殊的過程片

段。 8

                                                 
6 Ibid. “Consequently, by text-interpretation is implied the totality of our orientation of ourselves in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deciphering and understanding a text is very like encountering 
reality.” p.217. 
7 Ibid, p.219. 
8 Ibid, 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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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因 而 高 達 美 才 會 以 此 再 次 強 調 出 人 類 生 命 的 有 限 性 (the finite 

structure of human life)的觀念，而重申「我們從來都不是從零起點」
9出發去從事解釋活動的。  

    根據高達美，我們由此可以認知到「詮釋」概念在意義上的轉

變之情況中，至少有三種意義；一是在語言學研究尚未達其主流的時

代中，「詮釋」是作為直接的陳述的活動；二是當語言學研究逐漸受

人重視之後，諸多的詮釋充斥於思想的場地，「詮釋」必須在揭露有

所偽裝的表象意義上實踐，因而「詮釋」是有所懷疑的陳述的活動；

三是當兩種對「詮釋」概念各有所發展理論相互對峙時，如上述兩點

間的對立，哲學反思該如何看待這樣的一種詮釋學境況？「詮釋」在

此因而被反思更加精緻地思考出來，如同海德格所說的，詮釋活動是

此有的時間結構，因此「詮釋」並非人類生命過程中的行動，而是人

類生命展現的形式，這是就「結構」來重新看待「詮釋」這個概念，

因而也就能同時具有廣大的包容性來看待兩種相互對峙的極端理論

與系統。  

    那麼我們的問題來了，對於高達美發展海德格這樣對「詮釋」

的存有學看法，究竟作為結構的詮釋，是如何能讓思考有所進展的？

我們會這樣問是有道理的，因為如果只單純地承認兩種相互對峙的極

端理論與系統，那麼仍舊是引起真理要求的原則與之矛盾之處，試問

我們要如何能在諸多不同詮釋中讓思考有所引導而朝向真理？我們

大膽地推測是這樣的，如果詮釋活動作為此有的時間結構，那麼這結

構自身一定具有某種本質上的性質好讓思考在此結構中能不斷超越

它自身得以有所發展。那麼這個本質上的性質是什麼呢？或者我們應

該這樣問，這個本質上的性質是如何運作的呢？我們在呂克爾那裡的

分析得到了一些不錯的啟發，即是關於「衝突」的分析。  

 

                                                 
9 Ibid. “Perhaps the key insight in my own work is that we are never at the zero-point, we are never 
starting out new, we are always already enroute, wir haben immer schon angegangen.” pp.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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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為詮釋結構的內在性質之「衝突」 

    在關於詮釋的衝突這場討論會中，問題的焦點一直著重於詮釋

衝突的問題，因而高達美在討論會上的講述重點，總是需要回歸到如

何能在兩種極端理論中從事中介的問題上，而他最後所提出的解決方

案便是「對話」，這對話指的是柏拉圖式的對話。他認為，當人們真

正體會到自身的有限之後，對於諸多詮釋的接受度便會大大的提高，

而接下來便是要嘗試讓反思活動在這諸多詮釋之中，得到一個更好地

理解，而這需要與許多人或許多文本進行對話才可以為諸多詮釋之間

的鴻溝搭起溝通的橋樑，而這也是呂克爾所希望達到的中介方式：「我

希望由高達美教授在他的論文的最後一部分中，建議將詮釋學衝突的

處境重新整合在一個對話關係的整體架構來進行我的評論。」 10

    所以呂克爾在對話關係的模式下，試圖挑選一個─在詮釋結構

的內在性質的「衝突」尚未明朗化之際─較可處理的矛盾理論來論

述，然後才漸次地進入最極端矛盾的領域之中去，這樣的進行方式，

主要是要闡明詮釋結構的某種內在衝突，會讓在不同方向上的理論系

統顯現出其相同的提問。  

為了一步一步朝向更基本的矛盾，我的方式將是由內在於詮

釋的衝突開始進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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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logy)的問題意識（提問脈絡），在此同時也可以察覺到

某種問題意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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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旦那主導著諸多詮釋識論問題，即相互理解間的問題，這問題之所

以成問題，簡單來說，因為被書寫下來的文本自身已客體化，而理解

活動作為一主體活動，究竟是如何讓這兩者相互交往之間的發展之核

                                                 
10 Ibid. “I want to address my remarks to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by Professor Gadamer, to his 
proposal regarding the reintegration of conflictual situations in hermeneutics within the encompassing 
framework of a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p.223. 
11 Ibid,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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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問題被揭發出來，那麼橫跨在諸多詮釋間的鴻溝也就有了可溝通的

橋樑，因為提問本身會將反思帶入一種純然的真理要求上頭去。那麼

這詮釋結構的內在「衝突」首先是在那裡被看出端倪的呢？呂克爾說

是「象徵」，這從象徵的多重解讀性便可以了解。從象徵的多重解讀

性這一點來看，隱含一個詮釋學的認達到所謂的客觀一致？  

    我們試著透過呂克爾對於文本理論中的理解 (Verstehen)和說明

(Erklären)的衝突說明，來呼應著上述問題並因此學習到某個程度上

的理解回答。首先呂克爾闡述出在文本理論中的兩個衝突點，即「口

語的自主性」與「論述的客體化」；前者表示正在說明某某的行動，

後者則表示已經被說出某某的活動；此兩種恰恰表明出理解與說明間

有著某種隔閡，按照自然科學的方法論意識，通常這種隔閡會在客體

化判準的一方中消失，結果是讓「口語的自主性」「異化」為「論述

的客體化」。然而呂克爾所要指明的是，其實讓那隔閡消失的並非是

異化於客體化之中去的作用，與其說是「異化」─呂克爾重新看待柏

拉圖的說法─不如說是「遠化」，因而說明與理解的隔閡消失，乃是

因為符號學模式使然，因此在呂克爾看來：  

一方面，某些結構主義者會宣稱文本的表層結構不但是深層

結構的附帶現象、訊息只是規則例證化物、文本是符號機器，

關於任何有關它們的意義與指涉的問題都是無關的。另一方

面，某些浪漫的和存在主義的詮釋學者會宣稱結構的分析已

經是一種異化，其對於文本的信息施加暴力、而研究的目的

就是要建立作者與讀者的靈魂間的關係。我的看法是理解而

沒有詮釋是盲目的，正如詮釋而沒有理解是空洞的。 12

因此，即便是在行動理論上，或是歷史理論上，呂克爾指出，讓說明

與理解間的隔閡消失，並非只是像C. G. Hempel(1905-1997)所提出的

詮釋模式那般全然；如果我們想讓說明與詮釋能有所契合，也就是說

明它走的有多遠，理解也就走的有多遠，那麼「我們應該做的並不是

放置一個故事的取代物，而是進入到事件序列的探索。」 13而這恰是

                                                 
12 Ibid, p.226. 
13 Ibid. “Consequently what has to be done is not posit a substitute for the story but rather inquire into 
its sequential order.” 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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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那種追隨故事的本能而來的。 14

                                                 
14 Ibid.「在此，我不傾向在這方走太深入，但我確實要再次強調對此問題僅採取二元對立的取徑

不能使我們走得太遠。由宣稱歷史的解釋必須被僅僅理解所取代的宣稱開始，我的觀點是Hempel
及其學派所提出的模型是無法被應用的，事實上，歷史實踐恆常地拒斥了這種模式所宣稱的東

西。Hempel他自己必須承認我們最多可以大致描繪歷史解釋，而不是全然的解釋。除此之外，

史學家所做出的考量並沒有預測能力。他們談論的是重要的條件而不是原因，並且這些條件是基

於某種旨趣而重要。歷史必須在日常語言忠言說，並且其反例是歷史探索的功能並不是如同物理

科學的方式一般。只有藉由窄化其範圍而特殊化精確的地點、時間和環境，歷史解釋才可以引用。

這種例外隱含了這種模式必須被重置在理解與解釋的辯證形式當中。和其他的作者，如W. B. 
Gallie一道，我的建議是歷史理解在第一階段必須被嫁接到一個更為原初的能力上，也就是，追

隨故事的能力。追隨故事是為了瞭解某些如同行動、錯誤、感覺序列的東西，而同時呈現相容貫

的走向與驚奇，亦即故事的結論不是某種可推論的或可預測的某物，但其必須是同時前後一致且

可接受的。缺乏這個基礎，則沒有任何故事或歷史。聽者與讀者的旨趣不是底層的律則，而是當

一個故事展開去追隨其中的情節。」pp.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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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世界之中的詮釋學 

    詮釋的活動一開始在於努力解開大自然這本百科全書之謎，因

而用力於不斷給於注釋，並試圖於其中規定出一套解謎之方法學。然

而取採自象徵符號之豐盈的詮釋，總是造就出各種理解面向的理論，

而時間距離所給予的熟悉和陌生間的拉扯，這林林總總截至目前為

止，揭示出詮釋學是「在世界之中」的實踐。讓我們先來思考什麼是

「在世界之中」，然後再來思考什麼是「在世界之中的詮釋學」。  

    一個有首要的問題在這裏產生：「在世界之中」是如何被思考活

動所察覺到的？前面我們討論關於思維的毀滅與重生那裡，我們知道

以笛卡兒的思考方式進行思考，將造成主體與客體的必須分離，並且

透過徹底的懷疑，設想一個來自惡魔的欺騙而得到了「我思」的優先

性，以此來確立「我在」。在這樣的思考方式下，世界彷彿成了一個

可以站立在我思考的對面供我所思的對象。因而對笛卡兒來說，他注

意到的是，位在他面前的蠟燭之融化、凝固等變化的現象，所以他選

擇不要輕易去相信自己的感官知覺，也就是說，他選擇不去相信他所

感覺到的諸多「現象」。當他以此懷疑的理性作為思考的基礎出發之

際，他忽略了他是一個正坐在暖爐旁躺椅上的，並且有一隻貓咪依偎

著他，以及散亂在一旁之許多看過的書籍等等造就了他開始進行第一

沉思活動的場域。恰是因為他將「我思」的出發點放在獨立於這些場

域之外，因此他的「我思」早已限溺在某種「框架」之中，「整體」

在此思考活動中是破碎不堪的，因為所能提供思考的「整體」只是一

個個站立於對象的存有者。在這套系統中，當所有的存有者被徹底的

懷疑並屏除在外，當然就會引導笛卡兒的思考去訴諸一個感官知覺不

到其存在的惡魔來肯定這唯一優先確立的自明點，那就是「我思」。

然而這樣的思考方式帶給後來的人們什麼樣的影響？首先是，主體與

客體的分離，因此所謂的科學觀察不去詢問器具在生活中的意義，反

而是不斷拆解表象於思考中的「偽裝」，並把其揭示虛假的偽像當做

是一種客觀真理。這種思考方式某種意義上膨脹了自我的能力，試圖

將自己推向能有所控制的領域去。  

我覺得思維屬於我的一個屬性，只是它不能跟我分開。有我，

我存在這是靠得住的；可是，多長時間？我思維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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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存在多長時間；因為假如我停止思維，也許可能我就同時

停止了存在。我現在對不是必然真實的東西一概不承認；因

此，嚴格來說我只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也就是說，一個精

神、一個理智，或者一個理性。 15

什麼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呢？那即是，一個在懷疑、在領會、

在肯定、在否定、在願意、在不願意，也在想像、在感覺的

東西。 16

在對笛卡兒的思考方式進行反思後，這對「在世界之中」是如何

被思考活動所察覺到這件事來說有什麼樣的關係？《笛卡兒式的沉

思》是展露這件事況的關鍵開端。胡塞爾要通過「作為哲學自身反思

之典範的笛卡而沉思」來給「先驗現象學以新的推動」 17，這意味著

胡塞爾肯定笛卡兒的思考方式，只是胡塞爾認為他仍帶有他未曾察覺

到的偏見，那即是「關於幾何學或數學化的自然科學的科學理想」的

「致命的偏見」 18─以某種遠離事情的意謂活動進行徹底思考。胡塞

爾選擇與笛卡兒一樣的思考道路，他以「懸擱」的方式更加審慎地進

行徹底思考，但他的還原、懸擱並不是像笛卡兒那樣遠離事情來進

行，他正是要接近事情來進行。  

在明見性中，事情、事態就不再只是遠離事情的意謂活動方

式，而是作為「事情本身」、「事態本身」在場，因而判斷者

就意識到了事態本身。 19

在此思維的向後關聯性激出了什麼東西？「先驗主體」：其意向

性活動，總是對世界的意向。在世界之中與意向總是已經被綁在一

起，去區分是思維與存在的先後次序，在此並觀察不出且顯得毫無意

義。說的明白一些，笛卡兒還得訴諸惡魔的欺騙才得出思考活動的確

定性，然而胡塞爾卻只需要還原到最初的意向活動便同時確立了思考

活動與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事實。透過惡魔設想來確立思考的優先性，

                                                 
15 《第一哲學沉思》，龐景仁譯，北京：商務印書館，1998 年，頁 25-26。 
16 同上，頁 27。 
17 Cartesian Meditations, Edmund Husserl. Translated by Dorion Cairns.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1973, p.1. 
18 Ibid, p.8. 
19 Ibid,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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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才確立我在；然而透過還原到最初的意向活動，卻同時確立了思

考與我在，也表明了在世界之中的先在，意向活動才可能。  

讓我們接著來看看海德格如何仍接續著胡塞爾的現象學來談出

「在世界之中」的。基本上，對於海德格來說，關於「在世界之中」

的說明，都是為了要對此有的分析所做的準備，因為「此有是這樣一

種存有者：它在其存有的中有所領會地對這一存有有所作為。這一點

提示出了形式上的生存概念。」 20因而「在世界之中」作為著手分析

此有的建構，這一概念如此得出。然而海德格告訴我們，「在世界之

中」並不是說「世界」是一個容器，而此有是放在此容器中的存有者。
21它在被更徹底的理解上，屬於生存論環節所建構的概念。  

讓我們來回顧一下那些曾被笛卡兒懷疑的東西─感官所知覺到

的東西，可能是蠟燭、火爐、居住的房子、窗外的大樹等等。這些從

現象學的意義上來看，一向被規定為作為存有及其存有結構顯現出來

的東西；而對這些東西的加以描述─意味著要將這些東西從概念上固

定下來，其意思是要讓這些東西被看到。在笛卡兒正要進對之進行徹

底的懷疑之前，這些東西在其理解前之狀態便是如此。因此，首先是

這些東西讓笛卡兒看到，然後他才對之進行認識或懷疑的思考等的活

動，這樣的活動都是在世的一種存有方式。所以，在笛卡兒那裡的問

題，倘若他是要追循某種確定不移的自明─也就是要追問「在認識本

身的現象實情中自行顯現出來的是什麼」─的話，那便總是意味了「認

識本身先行地奠基於『已經寓於世界的存在』中─而這一存在方式就

在本質上組建著此有的存在。」 22到此，海德格已經將那思考向來便

有所察覺的「在世界之中」以現象學的描述讓其概念固定下來─「『在

世界之中存有』這個複合詞的造詞法就表示它意指著一個統一的現

象。這一首要的狀況必須作為整體來看。」 23

                                                 
20 Being and Time, p.77. 
21 Ibid, p.78-79，說明水在杯子之中、椅子在教室之中，的確是做為擺在世界「之內」的東西，

但那都是一種現成存有的存有方式；然而對此有來說，並不單單只是以為「是一個身體物(人體)
在一個現成存有者「之中」現成存有」這樣子而已。對於向來有所領會存有的此有來說，「之中」

的意思有：「我已住下，我熟悉、我習慣、我照料」等等生存論上的意涵。 
22 Ibid, p.87. 
23 Ibid,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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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詮釋學問題自身的結構是「困境」 

高達美曾與呂克爾討論過關於詮釋的衝突這一課題，不管究竟是

諸多詮釋的衝突，還是詮釋的諸多衝突，它們指明出，詮釋學問題自

身的結構向來是發生在存有與存有者的差異上頭，從對「方法論」的

爭執，到主客問題一再地被反思，然後到哲學實踐上的不管是視域融

合還是詮釋衝突的活動，我們看到詮釋學的問題總是試圖一再有所突

破，這似乎意味著那希望被突破的東西，它本身具有某種性質，而這

種性質首先是在詮釋的差異性上展現出來，我們稱之「困境」。我們

將試圖從以下幾點來闡述之。  

 

1.「方法論」建構在詮釋學中的波動  

科學發展以來，「方法論」便一直是一種企圖擺脫任何獨斷色彩

的進行活動，這種看法多少與「理性主義」的指導相關。科學家甚或

哲學家，都由衷希望可以做到某種程度上的「客觀知識」。這背後所

突顯的意義是，對某種客觀判準的信念。因此正如高達美所言：「對

歸納法的使用，也是擺脫了任何形而上學假設的，並且完全不依賴於

我們如何思考我們所觀察的現象產生過程的方式。我們並不尋找某種

特定結果的原因，而是簡單地確定規則性。」 24

一旦這種規則性不斷地深化，不斷地起作用於對世界的認識，便

容易讓觀察者的視域窄化，而「世界」便也只是「自然世界」一般，

然而在關於「藝術世界」、「歷史世界」等等與人類存在息息相關的世

界是否也只能被化約為「自然世界」一般？精神科學起出是有意識到

這一點的，所以精神科學才會企圖想與自然科學並駕齊驅，在某種意

義上，至少如果精神科學裡有某種方法論，那也不是自然科學的那種

方法論。  

我們可以看見，普遍的原理原則不再適用於個別的特殊性人事

物。「無論有怎麼多的普遍經驗在起作用，其目的並不是證明和擴充

                                                 
24 TM,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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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普遍經驗以達到規律性的認識，如人類、民族、國家一般是怎樣

發展的，而是去理解這個人、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是怎樣的，它們現

在成為什麼─概括地說，它們是怎樣成為今天這樣的。」 25

雖然如此，但是自然科學那種自以為是的「精確感」，卻不容許

這種方式的精神科學活動成為「精確科學」的行列。為什麼在自然科

學的眼裡個殊性總是與精確性互相矛盾呢？為什麼普遍性可以指導

個殊性呢？為什麼方法論在科學活動中極其重要呢？難道沒有了方

法論，人的存在活動將會有所停滯嗎？高達美有一段考察說的不錯： 

早在 1843 年， J. G. 德羅伊森這位古希臘文化史的作者和揭

示者就已經寫道：「沒有任何一個科學領域有如歷史學那樣無

意於理論上的證明、限定和劃界。」德羅伊森曾經求助於康

德，因為康德在歷史的絕對命令中「曾指明那種生發出人類

歷史生命的活的源泉」。德羅伊森提出了這樣一個要求，「成

為重力中心的應是更深刻把握的歷史概念，在這概念中，精

神科學的動亂不定性將得到穩固並且能有繼續發展的可能

性」。 26

然而，精神科學仍然脫離不了自然科學的那種自負，以為「在歷

史認識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另外一種經驗，這種經驗完全不同於在自

然規律研究中所需要的經驗。」 27這種說法，只是確立了另一種方法

論的建構，他們仍秉持著自然科學那根深柢固的信念，而更加強化了

主客的對立或客觀知識的成立。  

因此一種回溯古希臘豐盈意義的存有學、詮釋學為此作了相當的

反思，他們更強調「實踐智」對存在意義的重要性，他們渴求調整到

一種可傾聽人類真正存在的頻道，然而始終以方法論的方式去調整，

就像削足適履一般，永遠不能讓人類如其自身一般存在。這種反方法

的聲浪，持續在海德格之後某些積極反方法的後輩中持續發燒、熱

賣。但也有某些重視了方法論、知識論的詮釋價值，而重新賦予方法

論一種存在意義，認為方法論在某種意義上是哲學反思中的一種必經

                                                 
25 Ibid. 
26 TM, pp.11-12. 
27 TM,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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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藉由這通道，它引領反思者去調整他特有的頻道去聆聽存在的

意義。至此，「方法論」已不再全然是自然科學那種要求下的絕對客

觀的方法論。然而這關於「方法論」在哲學反思活動中的波動，其實

更加深了「自由」概念的再次提出之詮釋意味。  

 

2.「主客體」在詮釋學中的存在結構  

    《存有與時間》中約莫 15 到 23 節隱約闡述出主客體在存有學

上的真實狀況。笛卡兒可算是將主客體顯題化的此有之一，但也因為

他繼承傳統存有學的想法，所以也就把主客體斷然區分開來了。海德

格透過重新追問存有的問題，揭示出存有論需奠基在此有的生存論環

節上，這樣存有的意義才能開顯。因此，在他那種有別於傳統存有學

的新視域下，「主客體」透過他的詮釋、現象的描述，而揭示其一種

非斷然二分的主客體的存在結構。  

海德格首先從對笛卡兒《哲學原理》討論談起，在《存有與時間》

中，其目的本在與其所言的「世界之為世界」作對照 28，但我們在此

也稍稍感受到他對笛卡兒那種區分主客體的不滿：  

笛卡兒把〝 ego cogito〞同〝 res corporea〞（肉身）區別開來。……

他是以何種存在之領悟來規定這兩種存在者的存在呢？在其

自身的存在者的存在，稱為 substantia。這個術語一會兒意指

某種作為實體的存在者的存在，即實體性；一會兒則意指這

個存在者本身，即實體。 Substantia的這種兩義性不是偶然

的，在 ούσία這一古代概念中就已有這種兩義性。 29

在這裡，笛卡兒就接觸到了中世紀存在論多次討論的問題。

這問題就是：存在的含義以何種方式意味著上述各種存在

者？ ……在對這個問題透徹地進行存在論研究這一方面，笛

                                                 
28 參見Being and Time, p.83：「笛卡兒視世界的基本存在論規定在於extensio（廣袤）。只要廣袤

參與組建空間性（在笛卡兒看來廣袤簡直就同空間性是一回事），而空間性又終歸在某種意義上

對世界具有組建作用，那麼，對笛卡兒的「世界」存在論的討論也就等於從反面為周圍世界的以

及Dasein本身的空間性的正面解說提供了某種支點。」 
29 Ibid,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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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兒遠遠落在經院哲學家後面。他簡直就是回避問題。這種

回避等於是說：笛卡兒聽任實體性這一觀念所包含的存在之

意義以及這一含義的「普遍」性質始終這樣不經討論。……

存在以何種方式有所意味？只要仍然依據未經澄清的存在之

意義來討論這個問題，而存在的意義本身又是由這種意味方

式「表達出來」的，那麼，這樣一個問題就無怪乎還不曾絲

毫得到解決。而這一意義始終未經澄清，乃是因為人們把它

當作是「不言自明的」。 30

如果說此有與其周圍世界來照面的存有者，其間的上手狀態只是

一種自然物的補足而已，那麼「對硬度經驗的這種闡釋取消了感性覺

知的存在方式，從而也就取消了得以就其存在來把握在感性覺知中照

面的存在者的可能性。」 31於此，我們不能以對象化方式看待客體，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其中強烈的主觀性呢？海德格並沒有忽略不談此

點，在他所談的「周圍世界的周圍性與此有的空間性」此文中，主要

是想分析「空間」的存在概念 32，但我們亦可感覺出他對康德談的那

種主體的先天性略有批判：  

此有日常生活中的尋視去遠活動揭示著「真實世界」的自在

存在，而這個「真實世界」就是此有作為生存著的此有向來

就已經依之存在的存在者。 33

因為此有本質上是以去遠的方式具有其空間性的，所以，此

有在其中交往行事的周圍世界總是一個在某種活動空間中一

向與此有相去相遠的「周圍世界」。 34

不過，還須得注意的是：屬於去遠活動的定向是由在是奠定

的。左右不是主體對之有所感覺的「主觀的」東西，而是被

定向到一個總已上到手頭的世界裡面去的方向。「通過對我的

兩側之區別的單純感覺」我決不可能就在一個世界中辮清門

                                                 
30 Ibid, pp.86-87. 
31 Ibid, p.90. 
32 Ibid, p.94：「我們拒不承認Dasein如此這般地在一個空間容器之內，這卻不是原則上拒絕承認

Dasein具有任何空間性，而只是使視線保持暢通，得以看到對Dasein具有組建作用的空間性。」 
33 Ibid, p.99. 
3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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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具有對這種區別的「單純感覺」的主體是一個虛構的入

手點，它毫不過問主體的真實狀況——具有這種「單純感覺」

的此有總已在一個世界之中；並且，為了能給自己制訂方向，

它也不得不在一個世界之中。這一點從康德試圖澄清制訂方

向這一現象的那個例子中就可以看得清楚。 35

 

3.「視域融合」與「詮釋衝突」透顯出的詮釋學實踐
之意涵  

我們看到理解與詮釋的關係首先是存有學的關係，在高達美那裡

完整地被揭示出來，他藉由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關於循環的論

述與理解的論述部份重新進行自我理解與詮釋，並將其帶入哲學反思

中重新提問出關於詮釋的問題，例如經典文本的問題、歷史意識的問

題、時間距離的問題等等。從存有學的基礎來看理解與詮釋的關係，

以哲學的方式看來，首先逼近於此有的，並非是關於詮釋的方法論問

題，而是生存論分析；這即是說，我們應考察詮釋在人的歷史存有中

成為可能的前提條件。於此我們贊成高達美在 TM 中將理解的原則提

升到存有的結構，因而前理解結構是詮釋的可能性條件。前理解結構

含括各式各樣可表述的信念、規則和目標，並且包括做為詮釋者的背

景存在的各種外在的與內在的因素。前理解結構使詮釋成為可能，它

預先假定了一種內在的意義統一性來引導人的詮釋。而呂克爾選擇繞

道的途徑，以不拒絕任何理論系統的開放態度，闡述詮釋學的研究方

針，須從語言學進入，闡明象徵的雙重意義，最後方能落實到理解的

存有學上頭去。與其說他從事詮釋學的研究是要從知識論過渡到存有

學，不如說他主要在詮釋學研究中的哲學反思是要從存有學向方法論

過渡，在理解與詮釋兩方皆不可偏廢的事實上，讓文本作為詮釋的直

接對象。  

有些學者認為哲學詮釋學理論有所缺陷，其中最著名的有哈伯馬

斯、E. D. Hirsch等人對高達美的批判。他們認為高達美從強調理解和

詮釋的歷史性、個體性、開放性、情境性而傾向了相對主義的「語境

                                                 
35 Ibid,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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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或者「情境論」。然而筆者認為，以相對主義傾向來論述高達美

的詮釋學之缺陷 36，乃是因為沒能真確地體認到他在TM中試圖指向真

理的同心圓方法。「更好地理解」並非是從眾多理解中擇一出所謂較

好地詮釋，毋寧說「更好地理解」是在視域不斷融合與開展之同心圓

中，朝向真理無敝的道路上頭去。因此與其說相對主義的傾向是高達

美理論上的缺陷，不如說是某種遺憾，這種遺憾因為生命的有限而無

法繼續完成﹝然而無敝的真理道路，對高達美來說是一條永不間斷的

道路﹞。而呂克爾讓方法論重回真理問題的中心，並非是反對高達美

這條有所遺憾的道路，相反地，他試圖要在存有論與方法論中間搭起

橋樑，保有主客間的平衡。  

 

                                                 
36 哈伯馬斯指出的，高達美強調人的存在的歷史性對於解釋學的意義，否定一切立足於人類理

性的先驗原則，從而理解在自身的歷史限度內失去了對自身進行理性反思和批判的可能性，這樣

就很容易走向相對主義。再者，他從哲學前提上忽視了物質生產條件在人的歷史存在中的地位與

作用。高達美沒有認識到，人存在的歷史性同時也是人存在的社會性，隨人存在的歷史性而來的

「前理解」不僅僅是觀念上的「先見」或「偏見」，而且更重要地包含著社會歷史條件及其限制。

高達美非批判地接受「前理解」，並且忽視了「前理解」中的物質生產條件的限制，深層次的原

因在於他稟承海德格將理解視為人的存在方式，而將「人的存在」僅僅視為個體精神生命的展開，

而不是人的現實的社會性的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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