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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計畫以二十世紀的現象學，以及其相續發展的當代哲學詮釋學為主軸，為國內詮釋

學現象學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以及研究生，規劃出一系列國內外專家講座或論文發表會等活

動，促進相關領域學人間的互動與整合，並積極推動國際交流。重點工作分為四大部分：

一、舉辦康德《判斷力批判》典籍研讀師生讀書會，除了進行康德第三批判的解讀，並開

發當代哲學對第三批判的再詮釋。二、邀請多位國外現象學詮釋學知名學者來臺訪問與講

座，提供國際交流的平台。三、舉辦為期兩天，2008 年政大『理論與實務』現象學研討會，

整合國內現象學理論與實務相關學者研究成果與經驗。四、定期舉辦現象學詮釋學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提供相關領域研究生互相學習觀摩的機會。

貳、參加人員

一、國內學者

各項重點工作累計參與人數眾多，以下只針對四大重點工作列出參與較深的成員。在

《判斷力批判》讀書會部分，參與成員仍以「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計畫—《判斷力

批判》讀書會」的參與者，政大哲學和清大哲學相關領域的教授為主；在國外學者講座部

分，除了政大、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東吳大學等相關領域哲學所教授，以及中研院文哲

所數位研究員，還有北部各大學之政治、法律、教育、社會等系所教授皆曾共襄盛舉；政

大『理論與實務』現象學研討會，除了地主政大現象學教授群，亦邀請南部中山大學後現

代學者群，曾長期從事現象學與醫學、護理、心理、藝術、社會學、人類學對話的學者團

隊，以打破南北和學科領域限制，促進國內現象學界以及與其他實務領域的多元對話。整

個工作坊推動過程間，最主要並曾長期參與各項活動的學者名單表列如下：﹝其他以歷次

簽到為準﹞

姓名 單位職稱 各專長研究領域

汪文聖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現象學 護理現象學 心理治療學

蔡錚雲 中山大學哲學所所長 現象學、現代與後現代哲學

李明輝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康德哲學 儒家哲學 中西比較哲學

張鼎國 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詮釋學 實踐哲學 德國哲學 海德格

林維杰 中研院文哲所助理研究員 詮釋學 中國哲學 方法學

鄭志忠 清華大學哲研所助理教授 康德哲學 康德美學

張旺山 清華大學哲研所副教授 近代法政哲學 黑格爾 狄爾泰 尼采

黃冠閔 中研院文哲所助理研究員 當代法國哲學 詮釋學 美學理論

陸敬忠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詮釋學 當代神學 黑格爾哲學

黃文宏 清華大學哲研所副教授 海德格 現象學 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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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業 清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海德格哲學、現象學、詮釋學、解構

主義

黃筱慧 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詮釋學 當代法國哲學

羅麗君 政治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現象學 文化與宗教問題

李燕蕙 南華大學生死所副教授 海德格 詮釋學 文化與藝術治療

游淙祺 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現象學 社會哲學 文化哲學

龔卓軍 中山大學哲學所助理教授 法國當代哲學、現象學心理學、美學

二、碩博士班研究生與社會人士

除了各大學的哲學系所碩博士學生，亦吸引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教育哲學組、外文、政

治學、法學、社會學、宗教學各研究所碩博士班、傳播學院廣告、新聞學系碩博士班等，

在『理論與實務』現象學研討會中，與會者之背景廣泛涉及心理諮商、多元文化、醫療護

理、教育、傳播與藝術等跨學科領域還有對現象學科際對話有興趣的護理、醫療、等專業

人士。實際參與人數以及各界、各校學者、研究生名單，以歷次簽到名冊為準。

參、執行狀況

一、《判斷力批判》讀書會

本讀書會目標為延續教育部 95 年 4 月到 97 年 3 月「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計畫

—《判斷力批判》讀書會」，後繼以最後的四次讀書研討會為工作坊初步定期活動，共同以

詮釋學提問與解讀立場，研讀第三批判德文原著八十五到九十一節以及第二版導言，結束

對康德第三批判的原典翻譯與義理解讀。由於閱讀範圍已近全書完結的階段，故討論內容

上特別注重藝術與技術，自然目的與文化發展，自由、德行與生命價值等康德哲學精要旨

趣為核心。每次以負責主讀人帶領師生共讀的形式進行，其中並多次鼓勵長期參與研讀討

論的學生踴躍發言並分配擔綱，負責主讀。依循過去多年舉辦進行定期讀書會的經驗與慣

例，每次會後並將文章、照片與錄音等相關電子檔放上網路開放閱覽。

日期 主讀人 研讀範圍

黃曉君

政治大學哲學所碩士生

八十五至八十六節2007/04/28

張旺山

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八十七至八十九節

2007/06/02 張旺山

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八十七至八十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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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8 鄭志忠

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九十至九十一節

鄭志忠

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九十一節

第二版導言

張鼎國

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黃冠閩

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

鄭志忠

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林維杰

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

2007/08/25

汪文聖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第二版導言

二、國外學者來訪與講座

邀請國外學者是最直接與國外最新研究方向接軌的方式，本工作坊多次與政大哲學系

以及政大現象學研究中心合作，邀請數位國外知名學者訪臺演講，會後並安排有餐敘或座

談，以較充裕的時間進行自由對談與交流。以下將簡述各次活動實況：

96 年 3 月邀請德國重量級現象學家 Klaus Held 來訪，在政治大學哲學系以「科技

時代的德行」發表為期兩天的講座。除了三場講座，還安排有半日的南北工作坊聯合

座談及餐與會，受邀學者得以向 Klaus Held 教授請益他們長期在德國及世界各地推動

現象學研究的經驗，並各自報告說明臺灣的現象學工作與教學研究現況，以俾達到國

內學術與哲學教育的提升目的。Klaus Held 為德國現象學學會會長，曾任 Wuppertal
大學副校長，推動世界各地現象學研究不遺餘力。這次工作坊座談，他除大力支持鼓

勵本地學者外，並特別提出「以現象學發掘事理議題，以詮釋學研究解決」的哲學工

作方針。

10 月 17 日邀請來自巴黎第十大學的終身榮譽教授 Francois Laruelle，以「非哲學，

哲學的共通科學 」為題，極具啟發性的提出哲學的共同科學新觀點，引起在場學生

熱烈討論。工作坊設宴座談間，曾為 Jacques Derrida 最重要詮釋者的 Francois Laruelle，
和多所院校及中研院分別具德、法背景的學者們，熱烈討論歐陸現象學發展的相異歷

程與現階段驅向。

10 月 27 日工作坊與政大哲學系合邀來自上海同濟大學任教的德籍教授 Peter
Trawny 至政大進行為期三天座談活動。他對海德格 30 年代的哲學思考及其政治、歷

史哲學意涵鑽研頗有心得，有許多相關學術著作出版，並且至今就有兩冊的《海德格

全集》是由其負責主編。藉由一整天講座與座談活動，他提出一全新的海德格詮釋之

可能性，其整體標題為 “Heideggers esoterische Philosophie ”；主要會以 30 年代海德

格思想所謂「轉折」的發生背景及文本線索，特別是全集 65 和 66 兩冊的若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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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內學者一起研讀討論，進行方式如同工作坊一向熟悉的讀書會，但難能可貴的是

能夠邀請台大陳思齊、政大孫善豪、中興林淑芬等政治思想學者共襄盛舉。

11 月 19 號邀請 2007 教育部「台灣研究訪問學者」Prof. Maija Kule，來政大以「文

化現象學」為題進行演講。Kule 現任拉脫維亞大學哲學與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拉脫維

亞科學院以及歐洲科學人文學院院士，專研歷史哲學、現象學、解釋學、文化與教育

哲學、歐洲整合以及人權等相關領域，同時參與歐美地區許多國際學術研究活動、學

術期刊主編等工作。演講後的餐敘，Kule 教授也就拉脫維亞的哲學教育與環境和與會

教授和研究生進行深入交流。

97 年 1 月 10 日邀請韓國知名現象學家李南麟來訪，以英語「Husserl’s View of
Metaphysics: The Role of Genuine Metaphysics in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發表演

說，除了針對此一重要的現象學基本問題發表李教授最新的學思研究。李南麟教授對

於促進韓國為數眾多的現象學研究學者與本地合作方面，非常樂意促成並提供許多建

議，有待往後持續推動。

3 月 25 日因華梵 Kai Marshall 教授轉介，由工作坊邀請美國 Notre Dame 大學哲

學與政治科學講座教授 Fred Dallmayr 來訪，並進行演講及討論座談。當天講題為〈詮

釋學與文化際哲學〉"Hermeneutics and Inter-Cultural Philosophy"。這是配合他近年三

本詮釋學最新著作的重要主題，這個主題亦在演講後引發除了政治、社會領域的學者

的熱烈反應，許多議題仍延續到會後餐敘進行更深刻的交談。現象學、詮釋學與跨文

化交談的當今國際哲學界重要趨勢，更讓國內學者普遍體認到值得工作坊繼續努力的

一個新的方向。

日期 學者 活動內容及題目
2007/03/11-
2007/03/12

Klaus Held
德國 Wuppertal 大學退休

教授 (仍講座授課)
前世界現象學會總會長

前 Wuppertal 大學副校長

講座總講題：

Virtue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第一講：

Old European Virtue Ethics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oint of View
第二講：

The Crisis of Virtue in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第三講：

Are there Virtue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南北工作坊聯合座談：當代現象學發展

2007/10/15
2007/10/17

Laruelle , Francois
巴黎第十大學

終身榮譽教授

工作坊座談及晚宴：

法國現象學與德國哲學

正式演講：非哲學，哲學的共通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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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文發表，中文口譯）

2007/10/27
2007/10/28

Peter Trawny
上海同濟大學

Heideggers esoterische Philosophie

2007/11/19 Maija Kule
拉脫維亞大學哲學與社會

學研究所所長

拉脫維亞科學院以及歐洲

科學人文學院院士

Phenomenology of Culture
哲學與文化

哲學與多媒體

2008/01/10 李南麟

韓國首爾大學教授
Husserl’s View of Metaphysics: The Role of 
Genuine Metaphysics in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2008/03/25 Fred Dallmayr
美國 Notre Dame 大學哲

學與政治科學講座教授

HERMENEUTICS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三、2008 年政大『理論與實務』現象學研討會

本工作坊與政治大學文學院現象學研究中心、政治大學哲學系，於 97 年 4 月 18 日以

及 4 月 19 日兩天，在政大合辦兩個整天的『理論與實務』現象學研討會。本次會議舉辦的

宗旨在提供台灣學界中從事現象學理論和實務研究的學者們有一針對現代之人文精神進行

共同研討的機會，希望能藉之為台灣社會之經濟、科技等各方面的發展提出更加深刻的人

文理念和價值基礎，並進而與國際思想潮流有所交流。會議舉辦兩天，參與學者二十名，

共二十篇論文發表。除了一般論文發表，大會並設計分組討論時間，將有意願參與討論之

與會者以每組約二十名人次分為一組，共分五組；每組設置組長和助理各一名，帶領組員

於兩天之中午休息時間在特定安排的小組休息室內，針對各篇論文進行討論和整合問題。

會議第二天最後有三十分鐘綜合座談，小組成員可以將分組討論後的問題在座談中提出，

由與會的學者針對問題做更進一步的回應，以增進更多的交流與溝通。

日期 發表人 發表題目

黃聖哲 海德格論事件

吳俊業 語言表達的肉身性

孫雲平 內在建構的與個體實踐的時間─胡賽爾與

前期海德格之時間觀

宋灝 世界是一種「風格」——梅洛龐蒂思想中的

「身體」與「世界」

游淑瑜 從心理劇治療歷程探討倫理行動心理治療

的可行性

趙可式、龔卓軍、楊婉萍、

賴維淑

護理人文精神之開展- 以現象學觀點重思

照護場域中的「病體」

游淙祺 舒茲的社會文化理論與現象學

2008/04/18

羅麗君 胡塞爾論人類之理性宗教的超驗建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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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賢 他者現象學的徹底化

陳幼慧 狄爾泰精神科學與斯普朗格文化教育學意

義之研究

陸敬忠 西方精神觀念之傳承與創新：一種辯證性—

系統性詮釋學之理解

蔡錚雲 不具位格的人文科學：現象學的唯物觀

陳泓易 符徵過剩與人文症狀

黃冠閔 觸覺中的身體主體性──梅洛龐蒂與翁希

汪文聖 從希臘走向希伯來的「人文」義涵──從胡

塞爾晚期「愛」的概念來看

林靜秀 醫病對話中話語開啟的倫理向度——梅洛

龐蒂論表達語言

魏德驥 to on legetai pollachos──現象學與亞里斯

多德的再詮釋

劉慧雯 文化肌膚的現象學意涵：「內在時間意識」

的啟發

王應棠 追尋「詩意的棲居」：當代台灣原住民「重

返雲豹故鄉」與「意識部落」現象的再思考

2008/04/19

李維倫、賴憶嫻 以文本為對象的現象學方法論：反思 Giorgi
的經驗描述分析

四、現象學詮釋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96 年學年度工作坊並與「政大現象學研究中心」合作，定期舉辦現象學詮釋學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主要目的是為本校及各校哲學系研讀現象學詮釋學的研究生們，提供一常態

性論文發表園地，希望能藉此讀書會，創造研究生層級研討現象學詮釋學之良性互動空間。

進行方式是發表人於學期初登記題目、日期以及相關研讀文獻或參考資料，發表日前繳交

論文電子檔，助理於當日發給與會人員。而每場共計兩個小時，由講者自行規劃。結束後，

由助理將相關電子檔、錄音等，公佈於政大現象學研究中心的活動專屬網頁。除了研究生，

政大羅麗君與汪文聖等教授幾乎全程參與，以從旁輔助的角色提供寶貴評論意見。

日期 發表人 評論人 發表題目

2007/10/15 李政國

政大哲研所

博士班

胡塞爾「觸發」概念研究

2007/10/22 紀金慶

政大哲研所

博士班

Earth：
大地、在地、抑或塵土

2007/11/12 謝宗宜

政大哲研所

閱讀與討論：

傅柯之後的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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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2007/11/19
郭書玲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畢

陸敬忠

中原大學宗教所

教授

高達美哲學：

作為「對話」的詮釋

2007/12/17 吳晉緯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

汪文聖

政大哲研所所長
胡塞爾客觀世界構成的第一步

──從他者的初步構成

2007/12/24 黃曉君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

蔡幸芝

政大哲研所博士班 康德美學的一種詮釋學解讀

2008/1/07 鄭會穎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

林從一

政大哲研所副教授
自我,行動,與被動性

2008/3/31 吳晉緯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

李政國

政大哲研所

博士班

胡塞爾內在超越概念重探

2008/04/14 吳若慈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

謝宗宜

政大哲研所

博士班

「身體」與「意識」在梅洛龐

蒂「肉身主體」的相遇

2008/05/19 黃曉君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

李宗澤

政大哲研所

博士班

構想與詮釋：

高達美與第三批判

2008/05/26 鄭會穎

政大哲研所

碩士班

林從一

政大哲研所副教授
Consciousness, Intentionality,
and Perception：Review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ind

肆、成果自評

一、《判斷力批判》讀書會

每次討論會平均有十五至二十人共同進行討論。在討論成果方面，各位報告人的書面

報告以及口頭報告中，針對康德德文原作進行理解，並且提供對此一重要論著中英文翻譯

上的商榷及補充，以獲得目前為止於此領域的最恰當用法，成效堪稱卓著。本讀書會的成

果亦引發多位與會教授思考關於第三批判與詮釋學現象學的相關專題研究，以及對參加研

究生的論文研究多所啟發。連同過去曾申請教育部顧問室的補助，《判斷力批判》讀書會總

共進行將近三年，三十餘次的定期讀書會，每月一次於最後一個星期六下午半天的聚會，

從第一節開始紮紮實實讀到第九十一節結束。暑期並曾整日延長聚會研讀和討論的時間，

地點則以政大研究大樓一樓「哲學基礎研討室」為固定地址，僅有二至三次改換到較清靜

的華梵大學或清華大學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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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哲學系前所進行的三年期「詮釋學典籍讀書會」，如今與清華哲學系鄭志忠教授合

辦，又部分借助工作坊補助所完成的康德《判斷力批判》讀書會，兩者都已能夠順利完成

並得到豐厚成果。若再加上本系汪汪文聖教授兼主任新近申請獲得的三年期奧古斯丁《懺

悔錄》讀書會補助，已足以建立起很好的讀書會兼工作坊式研究教學傳統，推動哲學學門

一方面透過跨校、跨師生的經典研讀活動向下扎根，另方面延攬不同學門的跨科際合作，

更能隨時向外邀約國際知名專家學者交流訪談，使得學門能在基本團隊合作成型下，先向

外開放再與國際接軌，拓展每一位參與者的學術視野並蓄積工作能量。

二、國外學者來訪與講座

本次邀請多位現象學重量級的學者訪談，均獲極大迴響，每次參與人數平均約有三十

人。多位來訪學者不但帶來個人與國外最新專業研究成果，與國內學者與各研究單位負責

人直接對話，也對國內外哲學研究以及教育進行交流，提升國內學術水平多所助益，更藉

由這些與其他相關單位的合作過程，奠定未來國內舉辦大型國際會議以及各學術單位合作

的基礎。

另一方面，這次一年半期間的工作坊進行間，所邀請到的國外知名學者如前所述，加

上以前來訪本系的德國詮釋學者 Hans Lenk、美國知名詮釋學者 Richard Palmer，和史洛瓦

克共和國現象學詮釋學會長 Dean Komel 夫婦，也讓本系能按照自身所設定發展重點之一

的明確方向，在這一學術領域裡繼續發揮潛能和動力，也有更好的國際交流展望。

惟工作坊擬定計畫之初，原本擬與中原大學宗教所合作邀請的德國知名哲學家 Jürgen
Habermas 教授，因故未能如期成行，另外高齡的 Karl-Otto Apel 教授則因健康因素表示無

法遠行，這兩個項目是本計畫執行間最大遺憾。否則，若經由這兩位重要哲學家到訪，工

作坊的重點之一「人文價值與規範形成」的主題，透過這兩位哲學家最能夠和現象學詮釋

學相抗衡的哲學思考，應該會有更好的聚焦和成績。

三、2008 年政大『理論與實務』現象學研討會

本次會議的報名人數達 158 人，加上與會的學者，總人數約 180 人左右，與會者之背

景廣泛涉及心理諮商、多元文化、醫療護理、教育、傳播與藝術等跨學科領域，提供了國

內之現象學詮釋學研究更多實務層面的問題。二十篇會議論文乃表現出國內學者在現象學

理論與實務課題上的研究實力，亦反應了國內現象學研究和與國際議題接軌的可能性，提

供了國內學者之後續研究的理論資源與基礎，其中不乏新議題、整合性的研究趨勢。這次

會議經由分組討論等形式，也提供本工作坊與其他工作坊或工作團隊間，一個極佳的經驗

交換與議題合作平台。這次會議由工作坊配合經費支出部分，已依規定核銷，但值得繼續

進行的項目，必然會在往後的學術活動中進行。

四、現象學詮釋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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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讀書會每次平均參與人數約十到十五人左右，以正式論文發表會的形式進行，發表

人接受評論，得以訓練自身學術分析和發表能力，與會者也可觀摩學長姐以及師長的指導，

學習提問技巧。與會者以政大研究生為主，以及台大、輔大、中央、東吳等各大學研究生，

在傅科與海德格主題場次，更吸引許多外文、教育、社會所學生與會，使討論方向趨向多

元而富創意。在論文方向上，兼顧胡賽爾以降的德國哲學與法國哲學的發展，也有從當代

分析哲學角度與現象學進行對話，提供愛好現象學的研究生互相觀摩專業研究成果、亦能

開拓學術視野的極佳平台。另外，每次讀書會皆有專研現象學詮釋學的師長與會協助，包

括工作坊聘請專程前來講評的校外學者專家，其所提供發表人和參與者學術以及發表技巧

上的種種建議，令與會研究生們均感受益良多，並構成繼續參與的重要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