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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奧古斯丁在現象學倫理學裡的意義 – 從鄂蘭、海德格往胡塞爾回溯 

一、前言 

若欲在現象學倫理學中尋找奧古斯丁思想的意義，那麼首先想到的是奧古斯丁的

基督宗教思想是否在現象學倫理學中有一定的影響，其次想到的是奧古斯丁在

《懺悔錄》中討論的時間問題，如何在現象學以討論時間性時裡面所蘊含的倫理

或宗教的意義。其實當奧古斯丁論愛的概念，亦影響到現象學學者對於愛的處理，

更影響到鄂蘭將愛的概念如何發展她的政治哲學。倫理學若與文化或人文教化關

連在一起，那麼奧古斯丁的思想如何影響到現象學學者對於人文性與文化理解，

也是值得注意的。最後圖像與隱喻的問題在今算是個時髦的概念，奧古斯丁在基

督宗教立場下於圖像的理解，而後來的現象學學者如何對之有不同的解讀，也算

是基督教立場不同所產生的結果。故而在這些問題點的觀點下，奧古斯丁在現象

學倫理學中的意義有下列的角度去理解：1) 宗教的 2) 愛的 3)時間的 4) 人文

的 5) 圖像的，這些將在正文中分別展現出來。而在過去的研究中已尌這幾個觀

點發表於各種不同的場合，茲將分別羅列於後： 

二、研究成果 (各篇論文內皆有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1) 宗教的  

A. 汪文聖 [2010.07]：〈處於倫理內在性與宗教超越性之間：胡塞爾與海德格的

宗教現象學之比較〉，《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3 期，頁 227-264。 

處於倫理內在性與宗教超越性之間： 

胡塞爾與海德格宗教現象學之比較 

摘要 

海德格於 1920 年前後本著現象學的立場去反省當時的宗教哲學;同樣的，胡

塞爾中晚期 (20 年代以後) 的思想也具備著從倫理學到宗教的向度。本文對之做

了比較對照，並將二者的立場向過去希臘與基督教的不同文化去溯源。此二文化

可能產生的交集或衝擊亦反映在對胡塞爾與海德格哲學有某些影響的奧古斯丁

思想裡。本文希望能對於海德格與胡塞爾的倫理與宗教思想做些背景的解釋。另

外，本文將注意海德格所提出的一種形式指引的方法，它在面對「內在中的超越

如何可能」的質疑中，扮演了一個正面解答的角色。這個方法在海德格的宗教現

象學處理中固然舉足輕重，然而，在胡塞爾宗教論述中是否也呈現類似的方法，

並得以適切地以處理屬於宗教的超越性?我們也見到在奧古斯丁亦有方法上的類

似性來談論上帝。 

關鍵詞：胡塞爾、海德格、奧古斯丁、現象學、宗教、形式指引、道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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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Ethical Immanence and the Religious Transcendence: 

An comparison between Husserl‟s and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Abstract 

We see Heidegger made reflection on his contemporary philosophies of religion 

in 1920s, which was under his own phenomenological position. We also can see 

Husserl in his middle and late period (after twenties) developed a religious orientation 

departing from his ethical thinking and under his phenomenological position too. A 

comparison is made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both positions are traced back to the 

difference of Greek and Christian cultures. Possible interconnection or impact 

between the both cultures was reflected in Augustine‟s thought that has shed some 

influence upon Husserl and Heidegger‟s philosophy. We hope in this article to be able 

to explain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ethical and religious thinking. Furthermore, we take 

notice of “formal indication” as a method to be posited by Heidegger.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respond the question in positive light: “How is possible the 

transcendence in the immanence?” This method is certainly essential in Heidegger‟s 

treatment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however, is it a similar method in 

Husserl‟s discussion about religion, in order to properly treat the transcendence 

belonging to religion? We also see a similar method of Augustinian discourse of God. 

Keywords: Husserl, Heidegger, Augustine, Phenomenology, Region, Formal 

Indication, Incarnation   

壹、前言 

針對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關於宗教方面的論述，常出現其究竟偏於希臘或基督教立場的討論。

歷史上與之頗類似的也可向奧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 的宗教思想

背景質問。尌本文所探討的內容來看，因關乎宗教，故似乎可從此關切的主題來

看這三位哲學家的共通性，但這傴是表面的共通而已。若從海德格與胡塞爾同屬

現象學的脈絡來看，將奧古斯丁納入現象學的先驅者，並以此觀點來見其共通性，

那麼這仍是較表面的。又若從胡塞爾與海德格皆源於西方哲學的傳統，而奧古斯

丁顯然從時代來看可能為他們所繼承，因而某共通性可能顯於其中，但這樣的看

法也失之籠統。 

胡塞爾在《內在時間意識講義》(Zur Phänomenologie des Zeitbewußtseins)開

宗明義指出，奧古斯丁《懺悔錄》(Confessions) 第十一卷之第十四至二十八章關

於時間問題的言論頗值得當今每個人去研讀，他也引用其中第十四章裡對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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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問：「如果你不問我，我知道；如果你要我去解釋，我卻不知。」1
 海德格

在 1927 年出版的《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裡幾乎看不到奧古斯丁的蹤影，

但在 1921 年夏的授課中，卻以整個學期去詮釋《懺悔錄》第十卷，特別是其中

有關時間的記憶問題。1930 年海德格又在一次演講中專門談論《懺悔錄》第十

一卷中的時間問題。故從時間的角度去看此三位哲學家的共通性似乎是確切無疑

的了。但時間的背後究竟呈現出什麼問題？《存有與時間》豈不在處理時間乃對

於存有意義的表述？事實上這三位哲學家皆體認到從時間才能顯示哲學最終所

探討的究竟是什麼，而他們的共通性即將在這方面被我們顯示出來。 

我們不願意立即依附亞理斯多德將哲學最終所探討的視為「第一哲學」，並

以之為處理第一因的神學。但不諱言地我們可將他們三者的共通性視為「往上

帝 – 但以不同的方式 – 探索之路」。進言之，若我們將上帝換以「超越」之詞，

我們將發現這三位哲學家在往超越去探索的路途中，有著從內在性出發的共通性，

並且奧古斯丁似乎對於後兩位現象學家有著深刻的影響。主要在於奧古斯丁思想

裡出現了一方面由內在而上達超越，另一方面由超越而下提內在的兩種路數，它

們並常彼此糾纏。胡塞爾與海德格對於上帝或超越的探索，同樣也呈現出此二種

路數。本文即將鑒於此而比較胡塞爾與海德格宗教現象學的異同。 

另外，本文將注意海德格所提出的一種「形式指引」(formal indication; Formale 

Anzeige) 方法，它在面對「內在中的超越如何可能」的質疑中，扮演了一個正

面回應的角色。這個方法在海德格的宗教現象學論述中固然舉足輕重，過去在奧

古斯丁裡亦有跡可尋。此外，胡塞爾也應用類似的方法處理宗教的超越性問題。 

以下將以四個步驟進行： 

1. 說明海德格的形式指引概念成立的背景與基本意義； 

2. 將形式指引方法與「內在中的超越如何可能」的問題相連接，並與奧古斯丁

的方法做比較； 

3. 從形式指引的方法來看海德格之處理宗教現象學； 

4. 從形式指引的內涵來看胡塞爾之處理宗教現象學。 

貳、海德格的形式指引方法 

海德格的「形式指引」概念近年來為不少學者所討論：克茲爾 (Theodore 

Kisiel,)
2與尼爾森 (Eric Sean Nelson)

3
 皆提出海德格形式指引概念建立了一種涉

                                                      
1
 Husserl, Edmund,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Zeitbewußtseins (1893-1917). Hua Bd. X. Hrsg.: R. 

Boehm (Den Haag: Nijhoff, 1966), 3. 
2
 Kisiel, Theodore, “Die Formale Anzeide als Schlüssel zu Heideggers Logik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sbildung,” in Heidegger und die Logik. Hrsg. Alfred Denker und Holger Zaborowski 

(Amsterdam – New York: Rodipi, 2006),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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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事實性生命的詮釋學邏輯，以別於一般以形式邏輯表現出來的分析性思考方法；

克茲爾指出這為海德格於 20 年代提出的方法學概念，對於《存有與時間》的處

理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且持續到整個海德格晚年的思想建構。4
 布魯恩(John 

van Buren)
 5更早已強調海德格藉形式指引方法尋找一種非對象化的語言，讓我

們可以對神秘者言說；他並指出這是具倫理與神學義涵的，常以愛、奉獻、泰然

任之等「語言」來表述，它們實帶有十架神學 (theologia crucis)，而非榮耀神學 

(theologia gloiae) 的色彩；他進而指出形式指引類似祈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的間接性溝通  (indirect communication)、胡塞爾的機遇性表述 

(occasional expression)，以及亞里斯多德針對實踐領域提出之非精確性表述所呈

現的方法。史密斯 (James K. A. Smith) 也是在這個立場上，先指出海德格為解

決如何概念地，但非理論地描述「事實性生活經驗」(factical life experience; die 

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 ─ 也尌是一種寓居於世 (being-in-the-world) 之模式 

─ 的問題，而提出形式指引作為方法學上的策略；史密斯認為海德格因此建立

一種「『新的』現象學」(“new” Phenomenology)，如同後來法國的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 及馬里翁 (Jean-Luc Marion)、或之前的奧古斯丁

及祈克果一樣，以一種非對象化的語言去對於超越者述說6。華語地區北大的張

祥龍也在其《海德格爾傳》裡，尌海德格於 1919 年至 1922 年的思想方向，強調

形式指引所扮演的角色，他仔細分析海德格如何在思想上受到拉斯克 (Emil Lask, 

1875-1915) 的影響，如何在重視「實際生活經驗」(本文譯「事實性生活經驗」) 

之下開展出形式指引的方法，以及如何在其《宗教現象學引論》(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der Religion) 中以此方法對於宗教生活做現象學的分析。7
 

筆者基本上認同史密斯的觀點，將透過他的引介去闡釋海德格面對宗教問題，

基於形式指引方法所建立的新現象學，並去對照奧古斯丁《懺悔錄》中的相關議

題。筆者也將透過史密斯提到列維納斯等法國哲學家質疑胡塞爾是否可從內在去

上達超越，並直接以胡塞爾晚期的著作及手稿回應，事實上胡塞爾也有類似形式

指引的方法，特別是表現在上帝問題的處理上。於是，胡塞爾與海德格兩者的宗

教現象學之間遂有可比較之處。 

1920/21 年冬的《宗教現象學引論》講課之初，海德格很認真的討論方法的

                                                                                                                                                        
3
 Nelson, Eric Sean, “Die formale Anzeige der Faktizität als Frage der Logik,” in: a.a.O., 31-48. 

4
 如此可見，形式指引方法和海德格的詮釋學方法即有類似性，前者甚至是後者的前身；至於其

間可能的差異，以及為何海德格後來不再使用此方法概念，將是筆者未來探討的課題。 
5
 van Buren, John, “The Ethics of Formale Anzeige in Heidegger,”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LXIX, no.2 (1995): 157-170. 
6
 Smith, James K. A., Speech and Theology: Language and the logic of incarn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75-113.  
7
 張祥龍 Zhang, Xian g-long，《海德格爾傳》Hai te ke erh chuan (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chubanshe]，2007 年 (1998 年)，頁 85-110。該書對於 formal indication 有兩種譯名：形

式顯示及形式指引，本文以為 Anzeige 或 indication 指引的意義較重，故譯為後者。Heidegger, 

Martin,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G 60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9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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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因他認為現象學畢竟是一種哲學，哲學的方法之所以異於科學方法尌在於

哲學主要起源於事實性的經驗生活，不同於科學之源於認知的、理性或計算的 

(rationales) 行為活動；而「事實性」意味著非自然實在、非因果規定、非物體實

在，它並非作為既定的認識論所預設，而是從「歷史」(Historisches) 的概念來

理解。8
 

當海德格評論特爾慈 (Ernst Troeltsch, 1865-1923) 的宗教哲學時9，即認為他

實以科學的方法處理宗教，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對於哲學本身的理解有問題。依海

德格之見，當特爾慈以弖理學、認識論、歷史與形上學的四種本質概念去規定宗

教時，哲學實對於宗教傴採取了對象化的認知態度。故海德格面對的問題是：如

何建立一種「宗教現象學」？現象學如何面對宗教？但海德格作為論述的概念如

何別於特爾慈的方式產生出來呢？10
 若哲學源於事實性生活經驗，而事實性從

歷史的概念理解，那麼宗教現象學尌源於事實性經驗，源於「歷史」。這該如何

解釋？而歷史的意義究是什麼呢？ 

在海德格指出歷史是何意義之前，曾說歷史具「直接的生命性」(unmittelbare 

Lebendigkeit)
11。他雖不贊成過去一些哲學家企圖求安定而對抗歷史性的作為，

但卻重視他們以類型學 (Typik) 或將歷史關連到永恆的理型世界 (例如柏拉圖)，

或直接作為對歷史認識的依據 (例如史賓格勒)，或去建立普全的歷史方向，以

對於現今與過去做區別，並對未來做規定  (例如齊美爾 [Georg Simmel, 

1858-1918])。12
 海德格以為類型學呈現出從事實性生活經驗形塑出概念的趨勢，

這是對後來他提出的形式指引方法作準備。惟海德格反對他們的歷史之見，以為

他們皆侷限於一定的立場，故批評其三種路徑皆是「依於立場的」

(einstellungsmäßig)。反之，現象學的路徑需將立場擱置。13
 

由上可知，海德格提出形式指引方法的具體動機是要處理「宗教現象學」，

並認為這需用哲學的而非科學的方法。因為哲學即源於事實性生活經驗，而生活

經驗具歷史性。他面對的問題是，當以真正的哲學態度來處理宗教問題時，將如

何建立一門「學科」？概念如何形成？而且這種哲學的態度與方法不只針對宗教，

亦針對其他領域，乃至整個存有者或存有，因而克茲爾認為形式指引的方法在整

個海德格哲學中站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海德格自己也說過：「『形式指引』的問題

隸屬於現象學方法的『理論』本身。」14
 

海德格以為哲學仍具這樣的任務：分類存有者，並將之所歸屬的不同領域安

                                                      
8
 Ebd. 

9
 A.a.O., S 19ff. 

10
 A.a.O., S. 29-30. 

11
 A.a.O., S. 33. 

12
 A.a.O., S. 38ff. 

13
 A.a.O., S. 48-51. 

14
 A.a.O., S.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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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不同的科學之中。但他批評一般的存有論分類 (ontologische Einteilung)，像

是康德與胡塞爾都陷於此分類的窠臼裡，反倒是早先的亞里斯多德有後人所未見

之處。15
 儘管海德格未明說這到底指的是什麼，但這其實應和形式指引的方法

有所關連。 

分類、概念化等皆是在形成理論。我們面對的直接問題是：如何從事實性生

活經驗形成概念、產生分類？這涉及將個別的一般化問題。承續胡塞爾區分「一

般化」(Verallgemeinerung) 有兩種：「種類化」(Generalisierung) 及「形式化」

(Formalisierung)，海德格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前者是合乎類別 (gattungsmäßig) 的

一般化，它和事物的種、屬等類別相關連，像紅之類別化為顏色，顏色之類別化

為感官性質。但形式化卻脫離事物的關連，像感官性質之形式化為本質，本質之

形式化為一物體。 

海德格以為種類化是基於事物的關連，形式化是依據純粹的立場關係 

(Einstllungsbezug) 為動機而建立的16；它們皆和前面所批評的合乎立場之三種路

徑相類似。故海德格言：形式化與種類化皆是建立在合乎立場的動機上17；因種

類化是尌事物內容關係，形式化是尌形式邏輯與形式存有論關係以形成規定，它

們皆以理論的科學為根據18，故海德格也說：形式化與種類化皆是建立在理論的

動機上19。相反的，真正的哲學對海德格而言不設定立場，不是理論的科學20。 

總結前面所論：海德格首先問如何從事實性生活經驗形成概念；因哲學是一

種概念化的活動，故進而問哲學如何源於事實性生活經驗；海德格批評目前的概

念化活動有所立場，建立在理論上，因為它們沒有源於事實性生活經驗；形式指

引作為一種方法，讓概念形成於事實性生活經驗；形式指引也讓真正的哲學建立

在事實性生活經驗上。 

海德格以為事實性生活經驗為一種現象 (Phänomen)，現象學是在對現象進

行形式指引後所建立的哲學。現象的特殊性在於它作為一個整體，結合了被經驗

的對象 (Was; what) 與如何被經驗 (Wie; how)。後者如何被經驗方面包括靜態的

關係與動態之對於關係的實作，故整個現象包含內容 (Gehalt)、關係 (Bezug) 與

實作 (Vollzug) 三重意義，形成一個整體性。21
 將現象的整體性解析 (Explikation) 

出來即形成了現象學，是對於現象賦予 lógos，但 lógos 指的不是邏輯之義，而是

所謂「內在之詞」(verbum internum)。惟內容、關係與實作的原始性不容忽視，

設有立場的或理論的皆片面地或固執地孚住某內容、關係或實作。「原始性」表

                                                      
15

 A.a.O., S. 56. 
16

 A.a.O., S. 58. 
17

 A.a..O., S. 64. 
18

 A,a.O., S. 61-62. 
19

 A.a..O, S. 64. 
20

 A.a..O, S. 62. 
21

 A.a.O., S.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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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關係與實作皆先前於基於立場與理論所導致的固定性，而維持在浮動中；內容

則不被安置於事物的關連性中。22
 

海德格欲將事實性生活經驗以歷史性來表示，但所謂歷史之物  (das 

Historische) 不再是「時間中的生成之物」(ein Werdendes in der Zeit)，歷史世界

也不再尌歷史的結構特徵去對象化地規定。歷史畢竟要涉及時間性，故在事實性

生活經驗中原始的時間性究是什麼，尌成了先要釐清的問題。23
 

在 1920/21 年的講課內容，海德格顯然預告了 1927 年的《存有與時間》所

處理的課題：「此在」(Dasein) 之「寓居於世」(In-der-Welt-Sein) 是這裡的「事

實性生活經驗」；「此在」的存在性徵 (Existenzialien) 所取代的是這裡建立在有

立場與理論上的範疇，它們源於事實性生活經驗，且是對事實性生活經驗去描述

的概念。從這裡店續到後來的問題更在時間與歷史性的開展：「此在」的時間性

成了闡明「此在」之存有意義的表述，在《存有與時間》後半部對於歷史性的討

論，即在時間性的基礎上進行。因而，《存有與時間》基於「此在」的事實性生

活經驗開展概念與論述，這實是以形式指引的方法為之的。 

本文的焦點不在於形式指引方法如何運用在《存有與時間》裡，而是將重弖

放在海德格如何以此方法處理宗教的問題。當然為何在當時海德格關注於此，自

有其生帄歷史性的 (historical) 原因可循24。惟同本文的標題所示，此處欲將宗教

的超越性和倫理的內在性做一對照，關鍵點乃在從問題性的 (problematic) 角度

呈現海德格的關注所在。以下我們也將對此做些解釋。 

參、形式指引與「內在中的超越如何可能」的問題 

晚近在現象學脈絡下的討論中，頗具挑戰性的問題是：超越之物能否真被經

驗？現象學可否承認宗教經驗及超越之現象，包括對於上帝，甚至於對他者的經

驗？ 

胡塞爾在其《觀念一》(Ideen I)
25

 中曾對於經過現象學還原後的純粹我稱之

                                                      
22

 A.a.O., S. 63-64. 
23

 A.a.O., S. 64-65. 
24

 參考 Caputo, John D., Heidegger and Aquinas: An Essay on Overcoming Metaphys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3), 53-57。其中指出 1916 年是海德格第一次思想與宗教的轉捩點，

之前兩位天主教神父 Gröber 與 Braig 影響其從事天主教與士林哲學的學術生涯，信仰方面也承

繼父母的天主教傳統，但他始終保持其自由與獨立的風格。1916 年起海德格擔任 Freiburg 大學

的 Privatdozent，其教授升等論文也獲出版，他開始以新的方式處理士林哲學。後兩年海德格重

新檢視自己的宗教與哲學觀點，自始哲學上從深受胡塞爾與士林哲學影響的純粹邏輯學研究超越

而出，宗教上則從天主教走向基督新教。海德格從新約基督教的具體生活經驗尋找其存在分析學

研究的出發點。故他開始準備《存有與時間》的撰寫，並從「宗教現象學」的授課開始著手。 
25

 Husserl, Edumund,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Hua Bd. III/1. Hrsg.K. Schu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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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內在中的超越」(Transzendenz in der Immanenz)，並指出它無法再被現象

學還原26；惟當時他也說這個純粹我雖為超驗的絕對者  (das transzendentale 

Absolute)，但不是真正的最終者，這最終者要在時間意識 (Zeitbewußtsein) 中去

尋找27。在胡塞爾後來的 C 手稿中曾對於像謎一樣的時間意識追溯到本身為無時

間性，卻可讓時間發生出來，並且是一切目的論形成來源的上帝概念。28
 在早

先的《觀念一》裡，上帝概念也被視為超驗意識構成經驗世界所依循之目的論來

源，但胡塞爾在當時卻認為其應被還原至絕對的超驗意識去。29
   

胡塞爾對於上帝的探討，本文在後面將繼續處理。此處旨在指出胡塞爾一方

面對於還原後的純粹我稱為一種超越者，以其為不可被還原者；另一方面卻不排

斥其下還仍有個最終者。故令人質疑的是：若要達到這最終者不需要還原嗎？然

而我們也見到，胡塞爾一方面以上帝需被還原至絕對的超驗意識，另一方面卻將

較超驗意識更根本的時間意識追溯至上帝的概念去。這些彼此矛盾的陳述或許歸

因於 1917 年出版的《觀念一》和 30 年代的 C 手稿在思想上的落差。 

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被還原即是將被還原的置於意識前，使之成為可被經

驗者。故《觀念一》已呈現對於純粹我是否可被經驗的疑慮；對於上帝是否可被

經驗，胡塞爾則在前後期有不同的看法。史密斯在 Speech and Theology 裡將晚近

的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的他者 (the Other) 與馬里翁的上帝，及過去奧古斯丁的

上帝歸為徹底的超越 (radical transcendence)；其次將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店異 (différence) 稱為一種準超越 (quasi-transcendence)；最後將

「最接近與內在者」視為另一種超越，包括奧古斯丁與齊克果的主體性、海德格

的事實性。30
 

史密斯以為上述三種超越面對的共同問題是：「它們如何可被言說？」(How 

will it be possible to speak?)
31

 他歸納出至今有三條路數來解答：1) 將它們對象化

為手前物 (present-at-hand) 去積極與肯定地認知 (positivist kataphatics)，但卻發

生暴力化地論說；2) 消極與否定地認知 (apophatics)，即放棄任何描述，而最後

訴諸於沉默；3) 批評理論式概念化的暴力性，但指出描述的必要性，至於以什

麼方式進行，則需再作討論。32
   

史密斯指出一條新的現象學路數，即呼應上述的第三條路，並反省至今的現

象學究竟能否去經驗及述說超越者。他提出 馬里翁所示至今的三種還原型態，

                                                                                                                                                        
(Den Haag: Nijhoff, 1976). 
26

 A.a.O., S. 124. 
27

 A.a.O., S. 182. 
28

 Held, Klaus,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Nijhoff, 1966), 178. 
29

 Husserl, E. Ideen I. S. 124-125. 
30

 Smith, James K., Speech and Theology, p. 4. 
31

 Ibid., p. 4. 
32

 Ib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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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別是 1) 超驗的 (transcendental) 還原，為笛卡兒、康德、現象學的路數，是

在對象化的狀態讓現象顯現；2) 存在的 (existential) 還原，屬海德格的路數，

雖開啟了胡塞爾未見的現象，但仍受制於「此在」的條件，以及存有的視域性；

3) 馬里翁自己以及列維納斯的第三種還原，可無條件地讓被給予者得到安置。

換言之，前二種還原將超越者置於內在的視域中來顯現，故超越性必頇被還原至

內在性，其中顯示出一些困難；第三種還原揭示出超越的他者自身所發出的召喚 

(call) 與訴求 (appeal)，反而能呈現出超越者。33
 基於第三種還原對於超越者可

進行一種新的言說方式，史密斯建立了一條新的現象學路數，稱之為道成肉身的

現象學 (incarnational phenomenology)。34
 

但馬里翁對於進行前二種還原的一些哲學家批評是否公允35，仍有檢討的必

要，這包括對於胡塞爾與海德格的批評。更何況上面已提出形式指引是海德格從

事實性生活經驗出發去形成概念的方法，其旨在避免對於超越者進行理論式與有

立場的言說，這一點也實為史密斯所強調。因此我們即可認為史密斯指出海德格

實已建立了所謂新的現象學。 

史密斯將形式指引歸於對於超越者採取介於對象化論說與沉默以對之間的

第三條路。此即針對概念化，在將自然對象化而行理論的指陳 (present; Aufzeigen) 

之外的另一種稱為準理論的稱述 (quasi-theoretical assertion) 之路。史密斯以為

對於海德格要挑戰的是：找出一種特殊的「文法」(grammar)，去描述流動與充

盈的前理論式生活，而不至將之化約成為靜態的理論概念。36
 

故史密斯對於列維納斯之批評現象學即有所保留。當列維納斯批評現象學對

於超越者或他者依然採取暴力式的論述，批評海德格不尊重他者，因而將整個哲

學性質提升到倫理學的層次，對此史密斯回應道：海德格基於對於形式指引的考

量，實已「建立一種仍可保留對象具有他者性的關係」，並「允許哲學可被他者

所驚訝」，故其思想也呈現出「尊重他者與現象中的不可共量性」的倫理意義。37

史密斯呼應布魯恩所認為的：形式指引的方法策略表示海德格關注「在神秘之前

謙卑」所具的倫理與神學義涵。38
 

面對馬里翁對於海德格的批評，史密斯則回應：尌神學領域的超越者而言馬

里翁區分了聖像 (icon) 與偶像 (idol)。偶像只被主體的凝視所形構，崇拜者的

凝視足以被崇拜之偶像的在場性與內在性所滿足，他們的目的即在偶像而已，故

                                                      
33

 Ibid., p. 19. 
34

 Ibid., pp.10, 20, 50. 
35

 這也包括列維納斯 激烈地批評現象學為暴力的哲學，不傴不能尊重他者，反而凌遲了他者；

故而當現象學還原到內在性或自我主體，其呈現的認識論問題反而是一種倫理的問題。Ibid., p. 

29. 
36

 Ibid., p. 84. 
37

 Ibid., p. 86. 
38

 Ibid.,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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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超越其上。聖像則能讓凝視穿越其中、超越其上，達到一不在場的超越者；

聖像是一個可見的指引者，指引到不可見者。海德格的形式指引即扮演著聖像的

角色，它區分開但也越過介於動態的前理論生活與靜態的理論描述世界的距離，

向事實性生活的輪廓去描繪；事實性生活永遠超越出哲學的描述，但也始終被指

引著，成為哲學反思源源不絕的動力。39
 

故史密斯所提出的這種新的現象學實已為海德格預先鋪設了。這新的現象學

名為道成肉身的現象學。對史密斯言，「道成肉身」(incarnation) 的字眼不是哲

學上所謂的「體現」(embodiment) 而已，它更具備神學的義涵。它表示一位如

上帝之無限者在有限中顯現，但卻不喪失自己。史密斯雖表示他是以隱喻 

(metaphor) 的方式借用此字眼，故其論述不在對基督宗教神學辯護；但這種對超

越者的言說之路畢竟預設了基督宗教的背景。40
  

史密斯將海德格的形式指引歸為是對於「最接近與內在者」的一種超越者的

言說方式，但其所指的事實性生活經驗實是海德格關注的對於另一種超越者言說

之起源地，這超越者即包括基督宗教的上帝。若史密斯言海德格借助希臘式倫理

生活的具體經驗與新約聖經的生命經驗來開展一嶄新的哲學41，那麼所借助的即

是「最接近與內在者」的超越者，所開展的包括探討上帝之為另種超越者的宗教

哲學。 

在正式處理海德格的宗教現象學以前，我們先透過史密斯去看奧古斯丁對於

海德格從事實性生活經驗向上帝探討可能的影響。海德格曾說過，對於事實性生

活經驗，包括後來他因此而對於「此在」的重視，皆不是他自己的創舉，因為這

是「奧古斯丁與特別是巴斯卡已經注意到的存有論基礎」。其次當海德格討論與

「此在」結構密切相關的意向性概念時曾說：對奧古斯丁而言，意向性不是認知

的，而是具愛欲的 (erotic)，至少是有感情的 (affective)；世界不只是被認知的，

更是被愛的 – 包括正確的愛 (caritas) 與錯誤的愛 (cupiditas)。42
 故史密斯認為

「愛」是奧古斯丁對於自己最接近與內在之自身生命的言說，愛的字眼指引著我

向生命源源不絕地發掘下去；奧古斯丁已展現了類似的形式指引方法去表述超越

者。 

我們翻閱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第十卷一方面說：「不能掌握自己，因為記

憶的無限性。」43；也說：「但在關於我之中有我所不知的，有超越我所掌握的。」
44；又說：「自我對自己是不透明的，他不能為自己的對象。」45

 另一方面說：「靈

                                                      
39

 Ibid., pp. 92-94. 
40

 Ibid., p. 10. 
41

 Ibid., p. 94. 
42

 Ibid., p. 80. 
43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enry Chadwick,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 10. 16.25.  
44

 Ibid., C.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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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流浪終究朝往自我認識，去認得已被認識的我。」46；「我仍向上帝敞開，

因為在你的眼前人意識的無底洞是赤裸裸的。」47。故對奧古斯丁而言，自我實

處於關係中，亦即在愛之中展現其意義，自我被愛所規定。但錯誤的愛是人們將

有限的世界當作偶像而愛它，致使世界取代了上帝，被誤為目的自身而為人所享

用。一旦體認到世界本身只扮演著往永恆上帝之超越者去指引的聖像角色，以及

透過「懺悔是對自己說話」，我們尌能接納上帝的愛與規定，從而也能夠愛上帝

與愛世人。這裡即顯示出：我們對於自己的言說方式是懺悔以及愛，而往超越的

自我去指引邁向之歷程，則實際上是從上帝以愛對我們做規定處獲得了無窮的動

力。 

奧古斯丁對於上帝又如何言說呢？他在《懺悔錄》第一卷裡先問：「任何人

用文字得到了什麼，當他去說你的時候？你對於對你沉默的人表示難過，即使喋

喋不休也不能說出什麼！」48
 他在 kataphatics 與 apophatics 之間尋找第三條路。

而當他祈禱著：「對我慈悲啊！讓我可找到字句！」49，那麼祈禱本身即是對上

帝的言說。另外當奧古斯丁問：「我們如何以人的字適當地讚美上帝？」50或「這

些人們，部份因為祢的創造而是，依然一直地讚美你。」51
 故讚美也是對上帝

的話語。奧古斯丁雖以為沒有什麼述說對上帝是適當的，但仍對於人聲看重，希

望我們以自己的語言對上帝說話，而這即以祈禱及讚美的方式來表示。 

史密斯同樣以為奧古斯丁將語言以讚美 (laudere; praise)、懺悔 (cofiteri; 

confession) 來運作；其中形成之概念所指涉的為非對象化及非可化約的聖像，

從而聖像可往超越性持續去指引，故語言概念尌避開了對超越者暴力化，以及將

之化約為內在性的危險。52
 這些可說是海德格形式指引的前身。史密斯所提出

的道成肉身的現象學尌是以尊重 (respect) 或讚揚 (praise) 為結構，以至於讓超

越者保持其為超越53。他將之比擬於馬里翁對現象學提出的贈予 (donation) 概念，

一種原始與純粹的贈予能讓現象無條件地顯示出來。54
 

道成肉身的義涵是對立於人從有限性往無限性、從內在到超越、從下到上的

運動方向，也對立於柏拉圖式的參與 (participation; methexis) 理論。道成肉身是

一種從永恆到時間性、從完美到非完美的下降，但又不失先前的永恆與完美性。

以基督教的背景來看，唯有神聖往世俗下降，始能重新彌補人與上帝之間的裂痕。

奧古斯丁即在《懺悔錄》中表示：「道成肉身，以至於我們以嬰兒的狀態從你據

                                                                                                                                                        
45

 Ibid., C. 10.1.1. 
46

 Ibid. 
47

 Ibid., C. 10.2.2. 
48

 Ibid., C. 1.4.4. 
49

 Ibid., C. 1.5.5. 
50

 Ibid., C. 1.1.1, C. 1.4.4. 
51

 Ibid., C. 1.1.1. 
52

 Smith, James K., Speech and Theology, p. 12. 
53

 Ibid., p. 10. 
54

 Ibid.,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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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萬物的智慧中來吸取奶水。」55
 以及「這種謙遜的結果是我們見到『神

聖性在分享我們皮膚的外衣中成為軟弱的』，但祂仍保有我們所見的神聖性。」56
  

事實上，奧古斯丁與柏拉圖主義的關係是長期以來頗爭議的課題。史密斯舉

出馬寇尼 (David Meconi) 主張奧古斯丁離開了柏拉圖主義是一例57；另外以皮克

多 (Catherine Pickstock)、米邦克 (John Milbank) 為代表的「基進正教」(radical 

orthodoxy) 學派，企圖將柏拉圖主義與道成肉身之教義整合起來58，由之奧古斯

丁和柏拉圖的關係可被拉近。至於奧古斯丁本人的立場如何？他自己曾說過：在

柏拉圖的書中缺乏的是道成肉身的教義，以及上帝的謙遜 (condescension) 與在

十架上的自我贈予 (self-donation)。59
 但另一方面，《懺悔錄》以人之向上提昇

為主題，這包括在第七卷奧古斯丁描述自己於 386 年在米蘭靈性的提昇，在第十

卷透過記憶的主題從物質世界提昇至上帝；故提昇的課題適足以顯示柏拉圖主義

的精神蘊含於奧古斯丁裡。范弗雷騰 (Fredrick van Fletern)在最近所編著的一本

書內主張：長期以來奧古斯丁常被視為新柏拉圖主義的基督徒或基督教的新柏拉

圖主義者，若二者之間發生衝突，奧古斯丁實則以基督教修正新柏拉圖主義；范

弗雷騰在這種觀點裡評論海德格在「奧古斯丁與新柏拉圖主義 (Confessiones X)」

裡，對於奧古斯丁做了過多的新柏拉圖主義詮釋。這歸結於海德格以事實性生活

經驗的觀點去描述奧古斯丁的生命。60
  

不論如何，這些對奧古斯丁本身思想的爭議，顯示了希臘與基督教的雙重文

化背景蘊含於其內；這對於海德格未嘗不是如此。或許從總結一生的思想來看，

奧古斯丁畢竟較偏於基督教文化，海德格較偏於希臘文化，以至於不少學者欲將

奧古斯丁與柏拉圖主義區別開，而對於海德格的自我詮釋奧古斯丁即立刻有所批

評。的確海德格欲在《懺悔錄》裡從奧古斯丁裡挖掘更多向上提昇的希臘式思想，

但問題是，到底海德格在《宗教現象學引論》重視的事實性生活經驗是希臘式倫

理生活的具體經驗還是新約聖經的生命經驗？這種被史密斯視為「最接近與內在

者」的超越又如何作為上帝之為另種超越的起源？ 

至此我們從方法的問題過渡到內容的問題。在奧古斯丁本身實尚有更多探討

的空間，本文藉之在《懺悔錄》的些許言論，除了反映了方法上呼應海德格的形

式指引，以及史密斯提出的道成肉身現象學類似的要求外，更在內容上聚焦了我

們在下面欲探討的問題性，包括海德格的宗教現象學以及胡塞爾也曾對於宗教的

轉向。 

                                                      
55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C. 7.18.24。 
56

 Ibid., C. 7.18.24. 
57

 Smith, James K., Speech and Theology, p. 125. 
58

 Smith, James K., Speech and Theology, pp. 170-173. 
59

 Saint Augustine, Confessions, C. 7.9.13-14. 
60

 van Fleteren, Frederick, “Augustine: Confessiones X,” in Marti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s of 

Saint Augustine: Sein und Zeit und Ewigkeit, ed. van Fleteren, Frederick 

(Lewiston/Queenston/Lampet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5), pp. 3-25; 3-8,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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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形式指引的方法來看海德格之處理宗教現象學 

海德格的立場是：對於宗教做現象學的理解，是將任何的宗教歷史事實傴視

為普世宗教之可能形式或類型的一個實例而已，原始的基督宗教性 (urchristliche 

Religiosität) 也只扮演著這樣一個實例的角色。61
 但歷史事實如何取得，以作為

往現象學去開展的出發點呢？海德格以為目前的宗教史並不能提供這種事實，因

它們常建立於實證的歷史研究方法上，唯有從事實性生活經驗出發，才能尋及真

正的事實。但當代的宗教史對於從事實性生活經驗出發的現象學仍有一些貢獻，

因前者可成為被後者解構 (Destruktion) 的對象，而解構的目的在於將過去暗中

影響歷史學家的前理解 (Vorgriff) 揭示出來。62
 

我們以海德格分析《聖經》中保羅寫的「加拉太書」(Galaterbrief) 為例，看

其如何從歷史事實出發，返回到其中蘊含的事實性生活經驗，然後從中開展出普

世的宗教意義。 

海德格反省是否保羅寫給加拉太教會之勸誡 (Vermahnung) 書信，和相關連

的呼召 (Berufung)、宣告 (Verkündigung)、教導 (Lehre)、勸勵 (Mahnung) 一樣，

背後皆有一個共同的動機，它可顯示出宗教性本身的意義。故一個宣告即是讓現

象學去分析其意義的宗教現象。海德格提醒分析出的概念規定不屬於一般的命題

句，故我們可瞭解這些現象學的解析所得 (phänomenologische Explikate) 即是之

前所談的形式指引產物。由之我們也不難瞭解，海德格視原始的基督宗教性蘊含

了原始的基督教生活經驗，事實性生活經驗本身具歷史性與時間性，為原始的基

督宗教性所體驗。63
  

當海德格以保羅對加拉太教會之宣告為現象來研究，尌必頇從保羅的情境 

(Situation) 以及其書信的動機出發，去分析被宣告的內容與它的實事與概念性格 

(Sach- und Begriffscharakter)。64
 尌海德格的說明，這樣的態度是做一種現象學的

觀察，它以觀察者本身的實作  (Vollzug)，而不只是以和觀察者無關的關係 

(Bezug) 作為課題。因為理解者的情境，也尌是其前理解頇被納入考慮，故理解

的對象尌不是被對象化的，或一次被規定好的關係結構。65
 

大體上這是從宣告的 what 轉為對其 how 的處理。海德格從保羅的書信觀察

開始，惟不像一般人可能會以孤立的與客觀的態度，將書信納入某某既定的歷史

文學風格史來研究。對海德格而言，風格是書寫者與其情境的表徵。聖經裡幾封

保羅書信的風格即有所不同，如羅馬書 (Römerbrief) 與加拉太書較帖撒羅尼迦

                                                      
61

 Heidegger, Martin,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S. 75-76. 
62

 A.a.O., S. 77-78. 
63

 A.a.O., S. 79-80. 
64

 A.a.O., S. 80-81. 
65

 A.a.O., S.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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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書 (Thessalonicherbrief) 有更多教條性內容。但海德格以其它方式去注意保羅

的當時情境。66
  

現象學解析的是保羅當時的歷史情境，刻劃的是其多樣的內涵。但解析所得

的只具原始的概念性，如何轉化為我們所習慣的客觀概念性 (Sachbegrifflichkeit) 

是問題之一。如何擺開認識論的立場，解析者自己能移情於保羅的情境中，是問

題之二。解析和抽象不同，抽象的結果和被抽象的原件可分開，解析卻不如此，

沒有被解析出的一些意義環節 (Sinnmomente) 也必頇被納入考量，故除了被解

析出的關係意義 (Bezugssinn) 外，解析者所面對的內容與他如何實作的歷程，

皆要一併考慮，這如何可能，是問題之三。67
 

海德格對加拉太書的解析必頇藉助他對帖撒羅尼迦人書的解析來完成。針對

保羅於公元 53 年寫的帖撒羅尼迦人前書，海德格不做客觀歷史背景的觀察，而

去看保羅當時所處的情境，這涉及環境是什麼 (what) 的內容 (Gehalt)、他和環

境的關係 (Bezug)，以及他如何 (how) 建立此關係的實作 (Vollzug) 過程。海德

格從這三者一起來看當時情境的關聯性 (Situationszusammenhang)。68
 

海德格以為：一些人主張深入情境有莫大的困難者，認為客觀歷史必頇先被

給定，然後才能對之進行移情活動等等；這些人實受到認識論立場的影響。海德

格認為，被給定的客觀歷史為客觀的語言所規定，它已抽離了當時的主觀情境，

我們如何能借助客觀性語言做主觀的移情？其實我們在此之前需要發掘出原始

的概念，因移情不是抽象後的產物，它是和抽象無關的現象學解析活動。69
 

故海德格欲顯示當時的情境，尌不能以理論來建構，而要尋找「在絕對不可

重複性中的絕對歷史之物原始性」(die Ursprünglichkeit des Absolut-Historischen in 

seiner absoluten Unwiederholbarkeit)
70。這即涉及了如何從客觀歷史轉向實作歷史

情境的方法問題。 

海德格強調「情境」是屬於合乎實作之理解，而非尌規律來掌握；要區別某

情境也不能以客觀歷史的段落來規定；對於情境是否統一與多元的問題，不能依

據某規律，也不能按照現成的規定來解析，這尌需要形式指引的方法來解回答。
71

 我們見到海德格將形式指引運用於情境的解析如下：首先，每一情境皆有「我

的」(das Ichliche) 與「非我的」(das Nichtichliche) 屬性，它們的關係不能如費希

特所言：「我的設定非我的」之被命題化，也不宜以主客的關係相對待；「我的」

與「非我的」皆是 (ist)，但此「是」不具謂詞意義的「是」，而是一種原始的存

                                                      
66

 A.a.O., S. 83. 
67

 A.a.O., S. 84-86. 
68

 A.a.O., S. 87-88, 90. 
69

 A.a.O., S. 88. 
70

 Ebd. 
71

 A.a.O., S.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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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概念；理論的解析源於「我是」(Ich bin)，當「我的」有 (hat) 著某某，因這

某某以客觀性被給出，故此時尌開始了解析活動；而「非我的」傴「是」而非「有」

什麼。72
 其次，情境不能以靜態的靜止位置或動態的時間流來規定，這些也屬

於規律關係；事實性生活的實作關係會讓一種事實性生活的時間形成，靜態與動

態的時間乃由之導出。73
 我們見到《存有與時間》的「此在」時間性 (嚴格說應

為本真 [eigentlich; authentic] 時間) 為這裡的事實性生活的時間，而靜態與動態

時間即是由之所導出的非本真 (uneigentlich; inauthentic) 或世俗性 (vulgär) 時

間。以下，我們尌這兩點來看海德格對於保羅所處情境的解析： 

海德格首先從「我的」性質來掌握當時保羅的情境：當保羅被迫離開了帖撒

羅尼迦，深惦記在那裡信徒的命運，當獲知他們仍具信弖時，保羅即寫了這封信

給帖撒羅尼迦人。海德格寫著保羅當時的情境有二：第一、他體驗到帖撒羅尼迦

人之「成為存有」(Gewordensein, genethenai) (成為是基督徒)；第二、他體驗到

他們「知道」(Wissen) 自己的這個「已成為存有」(Gewordensein haben, oidate)。

故而帖撒羅尼迦人的「已成為存有」即是保羅自己的「已成為存有」。海德格指

出在書信裡這兩字出現多次，強調：「同樣字的重複必頇在實作歷史的理解下，

當作一而再出現的債向、動機來掌握。」74
 

保羅藉著「成為存有」而進入帖撒羅尼迦人的生命裡，「成為存有」是進入

方式 (how)。故內容 (Gehalt) 是當時帖撒羅尼迦人的處境，是 what；關係 (Bezug) 

是保羅之進入其生命裡，如何進入或實作(Vollzug)是藉著共同的「成為存有」。

海德格進一步解析「成為存有」(genésthai) 是一種對宣告的接受 (Annahme der 

Verkündigung, déchsthai tòn lógon)，在痛苦中領受聖靈所降臨贈予的喜悅 – 這不

是以人自己的經驗為動機的；由之「成為存有」進入了與上帝相連的作用關係裡。

其次「成為存有」是一種「已經接受基督徒生活態度之如何」 ([ihr] habt 

angenommen das Wie der christlichen Lebenshaltung, parelábeite)，這個如何即是事

實性生活舉止的如何。75
 

                                                      
72

 A.a.O., S. 91-92；「我的」有 (hat) 著某某，似乎表示以「我的」作為統一的主體，海德格說

如此則情境可從這裡出發，這是解析的開始點。在後來的《存有與時間》(S. 299-301) 裡海德格

講到「決斷」(Entschlossenheit) 時，以為「此在」具有特殊的開啟性，可獲得原初與本真的真理，

若以一種存在性的空間來規定「此在」，那麼尌可以情境來表示；其意義可說是：Da 之為開啟性，

但絕不落入空洞的存在理想裡，而是認真嚴肅地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的向死亡存有。在這裡針對

保羅書信提出的情境概念時說，情境從「我的」這裡出發或為解析的開始點，「我的」似有如「此

在」，它既為存在的，但具私己性，具有統一屬於我的事實與可能性，故這裡的統一是具存在性

徵的意義，而非形式邏輯的範疇；「非我的」也是存在的，但似不具統一性，此似表示統一應尌

屬己性來看。解析 (Explikation) 是一種開展、開啟，也意味著指引，但從「我的」或「此在」

出發。 
73

 A.a.O., S. 92-93；這裡似從事實性時間作為指引的出發點，尌後來《存有與時間》的觀點來看，

是以時間代表著存有的意義，「此在」有著動機/力，讓存有開啟，而以時間來表示。 
74

 A.a.O., S. 93. 
75

 A.a.O., S. 93-95；這裡所談論的意義簡言之即是：海德格對保羅書信的詮釋方法是形式指引，

保羅的情境被解析與揭示，情境的內容、關係與實作皆要被考慮，但關鍵的是「實作」出自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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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其次從「時間」來看當時的保羅情境：他以保羅活在一種對上帝再次

降臨的急迫期待當中，這個急迫 (Bedrängnis) 即刻劃當時他的情境，保羅生活

的每一瞬間皆為此所規定。和「成為存有」的情境相比，海德格在此較強調個人

承受痛苦的情境，即使作為使徒而喜悅，這包括撒旦攔阻保羅的做工，使他更急

迫於擔憂在最後時刻的呼召，他曾孤單地遠離帖撒羅尼迦人等等。76
 急迫與承

當痛苦的情境如何和時間有關？事實上這即涉及了上帝之臨現 (parousía) 究竟

在何時實現的問題。 

海德格解析道：當保羅軟弱時，當他對生命的危難足以「挺得住」(durchhält) 

時，他尌能進入和上帝的緊密關係中。這和一般的神秘主義不同，它們靠的是神

祕的沉浸專注 (Versenkung)，與一番艱辛努力。保羅是在危難的情境中書寫這封

信的，他是在某瞬間透過深入瞭解帖撒羅尼迦人對「成為存有」的「知」而作了

宣告。77
 其中如何呈現臨現的意義呢？海德格先解析保羅瞭解的臨現意味著什

麼。 

原來「臨現」這個字眼隨時代演變而不同，它在古典希臘時期意味著「上帝

在審判日之到來 (Ankunft)」，在晚期猶太教成為「代表上帝之彌賽亞之到來」，

而對於基督徒則是「已出現過的彌賽亞之再次出現」。故似乎保羅面對臨現的基

本態度是一種期待與希望。然而究竟上帝或彌賽亞臨現於何時，這個問題不能從

對未來事件與臨現間的關係以意識分析來回答，也不能在有立場的客觀時間意義

下來掌握；即使回到事實性生活來看，也必頇是在基督教意義下才能理解。故保

羅面對帖撒羅尼迦人問到何時臨現時，反將問題拋回其自身：「你們完全清楚地

知道…。」這個知道尌是知道自己之「已成為存有」。因而答案取決於他們自己

的生命。78
 

總言之，在自我的生命中何時臨現，取決生命本身的實作。臨現的時間本是

基督徒所活的時間，它當然具特殊的性質。「基督的宗教性活著時間性」，故臨現

於何時的問題不能以客觀的時間來回答。79
 這在海德格解析帖撒羅尼迦後書也

不例外，他曾強調：時間性的意義取決於對上帝的基本態度，故當我們在實作中

活著時間性時，尌理解了永恆。80
  

但急迫與危難究竟如何關連到臨現？急迫即是實作本身，或是即可形成實作？

                                                                                                                                                        
實性生活經驗，該書信表示接受上帝贈予而有的「成為存有」的實作，它成為保羅進入帖撒羅尼

迦人生命的方式，讓一般的同理弖關係取得更原初的泉源，讓帖撒羅尼迦人的處境 (內容) 為保

羅的情境所融入。 
76

 A.a.O., S. 98-99. 
77

 A.a.O., S. 100. 
78

 A.a.O., S. 102-103. 
79

 A.a.O., S. 104. 
80

 A.a.O., S.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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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見到海德格的解析：急迫的時間著實對於基督的宗教性具有構成性質81；當

放棄了自我防衛的世界性方式時，生命的危急性相形提高，故來到實作關係中幾

乎無望。但基督徒意識到這種實作性不從自己的力量而得，而是源於上帝，是一

種得自恩寵的現象。故實作本身是凌駕於人的力量之上的。海德格在此的確將基

督宗教性區別了希臘的神秘宗教。82
  

我們回顧形式指引方法的核弖是將內容、關係與實作的三重意義形成一個整

體的現象做一解析，以形成現象學。而事實性生活經驗是作為這個整體現象的出

發點。我們討論了形式指引是對於超越者的一種言說方式，海德格實是對於首先

被視為「最接近與內在者」之超越者的事實性生活經驗進行言說，然後開展出對

於上帝之作為另種超越者的言說，以建立宗教現象學。形式指引之所以不會對超

越者造成暴力式的言說，因為言說者以非對象化、無立場的態度面對超越者，體

認到超越者永遠超越出言說與描述之外，它反而是言說源源不絕的出處。 

我們在前面看到尌形式指引而言，涉及到言說者的態度，也涉及到言說者的

方式：前者包括非對象化、無立場的態度，包括在超越者前的謙卑、對它 (祂) 的

尊重、敬畏，也包括對生命的危難足以「挺得住」等等；後者包括愛與懺悔、讚

美與祈禱，也包括因超越者的贈予而致的喜悅等等。這些或許皆是海德格強調的

實作，它與個人私有的事實性生命息息相關。保羅與帖撒羅尼迦人對於「成為存

有」的感同身受，即建立於這些實作的基礎上，這包括保羅對於帖撒羅尼迦人的

愛，對於上帝的敬畏、讚美、祈禱等等。這些也是言說者對自己情境的解析。由

此形成的言說概念為何是「內在之詞」呢？從基督教的背景來看是「道成肉身」，

史密斯的新現象學即在此背景下而立論；海德格在宗教現象學討論時也說：事實

性生活必頇在基督教意義下才能理解得更深入。但在希臘亞里斯多德之形式由質

料生成的質形論立場下，由情境蘊發出的言說尌是一種形式，胡塞爾的機遇性表

述尌具備這種意義。形式指引一詞似乎表示海德格因循亞理斯多德的背景，因為

從質料所產生出形式，一直在合於自然目的論之下被最終的純形式 (其潛藏在質

料中) 所指引著。然而，《宗教現象學引論》卻顯示海德格在基督教的意義下應

用著形式指引的方法。這也表示海德格在此時提出的事實性生活經驗具有新約聖

經的生命經驗色彩。 

形式指引當然涉及對超越者言說的內容是什麼。從道成肉身的背景來看，如

奧古斯丁說的「道成肉身」，海德格從事實性生活中的實作來談和上帝建立關係 

(以之再談譬如保羅建立和帖撒羅尼迦人的關係)，哪些道或文字從中源源而出呢？

上面告訴我們，「我的」與「時間」是兩個重要的內涵。無怪乎，前者在後來的

《存有與時間》即發展成出「此在」概念，並從中源出了更多的存在性徵，以及

牽掛結構中的環節作為言說的概念。後者也在《存有與時間》中構成了存有的意

                                                      
81

 A.a.O., S. 120. 
82

 A.a.O., S. 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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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Seinssinn)，是對於存有的表述，其中也有呼應宗教現象學裡的「臨現」概念。

雖然在《存有與時間》裡，上帝或基督教的背景隱含於後，甚至轉化成希臘式的

思想型態。但不論從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或希臘的質料生成形式來看形式指引的言

說之形成，皆因為過程的源源不絕，而使得言說之內容、關係與實作的三重意義

形成一個整體。  

若我們回到海德格在開始時即表示的：對於宗教做現象學的理解，是對於任

何的宗教歷史事實傴視為所有宗教之可能形式或類型的一個實例而已。故在《宗

教現象學引論》裡，海德格是以保羅的書信為例，呈現出如何從事實性生活經驗

去對於上帝言說 (經驗)，以至才能對於其他基督徒或教會的言說或宣告 (經驗)。

但這些實例要表現出的宗教性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尌是由事實性生活中的實作

所顯現，或許愛、謙卑、尊重、承擔、挺得住等是海德格最主要強調者，而這些

在後來的《存有與時間》也表現在現身情境 (Befindlichkeit)、牽掛 (Sorge)、怖

慄 (Angst) 等具關鍵性的情感詞義，顯然後者的基督教性意味已隱藏於其後了。 

相對之下，胡塞爾的「宗教現象學」有何特殊性？胡塞爾除了在《內在時間

意識講義》裡提到了奧古斯丁外，於《笛卡兒沉思》(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收尾時也引用了奧古斯丁來談他的現象學方法：「神的宣告『認識你自己』已獲

得一個新的意義 (…)。我們必頇首先使用『擱置』讓世界喪失，然後才能於普

遍的自我意識中再獲取它。這即是奧古斯丁說的『不要從無中失掉你的路子，回

到你自己去，在內在的人裡真理駐留著。』」 83
 對此哈道特  (Pierre Hadot, 

1922-2010) 尌曾將奧古斯丁的「內在的人」與胡塞爾的「普遍自我意識」做一

連接，認為奧古斯丁其實是對原先聖經內保羅強調「盼望門徒信仰與剛強，聖子

與聖靈駐於人弖」做了柏拉圖式的詮釋：聖子駐於人弖，以至於我們可思維與有

理性；從而我們可見「認識你自己」的「神諭」，從蘇格拉底、保羅、奧古斯丁、

笛卡兒到胡塞爾，基於不同的文化背景有著不同的詮釋。84
 哈道特自可再加上

海德格繼承此傳統的另一種詮釋。但胡塞爾果真將聖子與聖靈詮釋成自我意識？

他果真只從內在去掌握超越者，甚至如馬里翁批評之胡塞爾因在對象化的條件中

讓現象顯現，以至於所形成的概念只是一種偶像式的，不能進一步超越自身往超

越者去指引嗎？85
 

伍、從形式指引的內涵來看胡塞爾之處理宗教現象學 

胡塞爾畢其一生以純粹或超驗現象學的建立為其使命，以之為形式科學 (如

                                                      
83

 Husserl, Edmund,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Hrsg.: S. Strasser, Hua Bd. I, 

(Den Haag: Nijhoff, 1950), 183. 
84 Hadot, Pierre,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se. Malden,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65-66. 
85

 Smith, James K., Speech and Theology,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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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學) 與事實性科學的基礎，也為倫理學的基礎。純粹或超驗現象學抱持一種

既具先天一般性，又具應用性的理念。在倫理學方面，筆者曾從亞里斯多德的倫

理學來理解胡塞爾早期約 1914 年的倫理學論述，強調胡塞爾的實踐理性重視實

然的情境，在學習與修煉中讓至善的理念落實。亞里斯多德刻劃了靜觀 (theoria; 

contemplation) 的神擁有最高的智慧 (wisdom)，人類往此理想邁進需要實踐智 

(phronesis; prudence)，而這是人從受制於情慾的第一自然，經由理性導向的第二

自然，以達於屬神之靜觀境界的必要條件；胡塞爾類似地企圖建立一種兼顧先天

一般性與應用性的純粹倫理學。86
 

胡塞爾欲建立現象學為嚴格科學 (Strenge Wissenschaft) 的理念與希臘人對

於 theoria 之理解可連接在一起來看。現象學的理論重視明見性 (evidence)，它不

停留在 theoria 之只具有智慧的深邃性 (profoundness; Tiefsinn)。但若從 theoria

之對於自然生活做旁觀的反思，以構成嚴格科學而言，那麼一種具智慧性的態度

似乎化身為現象學擱置 (epoché) 的方法，伴隨在理論的建立當中。因而若實踐

智是 wisdom 注入於 praxis 的話，那麼 wisdom 注入於 theory 是否可亦形成一種

「理論智」呢？「智」對於理論的建立所做的貢獻，是讓我們以擱置方法對於實

事 (Sachen) 旁觀不涉入，從而讓實事 (案：即強調 matter 層面) 能自己生成出

理論 (案：即表示 form 層面)，而這即是現象學構成 (constitution) 的真正意義。

這呼應前面我們提及的形式指引方法有從亞里斯多德質形論來理解的可能。 

胡塞爾的擱置方法實適用於理論與實踐，擱置是智慧先下放於人類經驗，再

透過人的意識或行動上達於智慧的方式或過程。經驗中所建立的科學或倫理學被

胡塞爾要求具普世性 (universal)、世界性 (worldly)，與公共性 (public)。從識出

發，以智為目的之進路有著一股對於客觀知識之純粹的愛  (reine Liebe zur 

sachlichen Erkenntnis) 或智慧的愛 (Weisheitsliebe)，這種愛在希臘時被稱為 philia。
87

 或許在這種重智慧以及所發展的進路立場下，胡塞爾在不少文獻出現的上帝

概念，可說皆接近於希臘式的上帝。88
 而前面已指出的上帝概念作為目的論形

                                                      
86

 參考汪文聖 Wang Wen-Sheng，〈胡塞爾早期倫理學與亞理斯多德倫理學的關係〉‚Hu saierh 

tsaochi luanlihsueh yu yalissutote luanlihsueh te kuanhsi‛，《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Kuoli 

Chengchihtahsueh Hsuepao 第十八期 (Ti shihpa chi)，頁 1-28。 
87參考汪文聖 Wang Wen-Sheng，〈從希臘走向希伯來的「人文」義涵？─從胡塞爾晚期不同之「愛」

的概念來看〉‚Tsung hsila tsouhsien hsipolai te‘Jen wen’yihan? ─ tsung Husaiehr wanchi 

putung chih‘Ai’te kainien laikan ‛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Kuoli Chengchihtahsueh 

Hsuepao 第二十一期 (Ti ehrshihyi chi)，2009 年 1 月，頁 1-34。其中比較漢娜鄂蘭對於公共性的

重視，對於胡塞爾從約 1917-1924 年間處理的倫理議題，特別是涉及基督教哲學的著作，去揭發

所蘊含的愛與公共性的義涵。該文指出在大戰前胡塞爾即以智慧的愛、建立純粹科學理論為主，

此見頁 25。 
88

 見 Lo, Lee Chun (羅麗君), Die Gottesauffassung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8), 159-162, 羅麗君指出胡塞爾在不少出版與未出版之文獻顯示，上帝之作為目的

論的原始起源，雖與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所理解的相近，但又不完全等同。筆者將於後面指出胡

塞爾與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相近但又不同的目的論意義，或許其中即可見出上帝概念在他們三者

同異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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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來源，亦是和希臘式的上帝相呼應。 

但在第一次大戰後，胡塞爾感於時代與家庭的悲劇，從對於理智之絕對信念，

轉為向非理性的信仰與愛尋求支柱。他在〈費希特的人性理想〉演講及〈改造〉

論文裡尌論及了基督教的愛。這個愛字在希臘羅馬時期被稱為 agape。但胡塞爾

畢竟仍將基督宗教意識建立在哲學的觀視之上，將宗教與哲學的自由性做了結合。

這顯示胡塞爾於轉向基督宗教文化後，再重新以希臘哲學與科學性的文化加以綜

合：即一方面上帝的概念不再是希臘式的，而轉化成為基督宗教的、福音書所記

載的、化身為耶穌基督的上帝；另一方面，耶穌被視為在苦難中掙扎的人，其感

覺到天職在身，以純粹的理念型態去觀視，並去實踐它，耶穌的愛足以感動與召

喚我們。基督宗教與希臘哲學的綜合成為一種哲學的神學，將本具歷史事實性的

宗教轉化為具普世性的宗教。因為「觀視」成為胡塞爾建立具普遍客觀之理論基

礎；觀視一位值得被尊重的、具純粹善的人 (聖子) 時，他可成為普世模仿的對

象，得以使世人透過一種顯靈的愛，提昇自己，上達於善。89
 

我們回到前面史密斯的立場，他雖一方面以為胡塞爾仍保有內在中的超越性

思維，以至於尚不能脫離對於超越者言說有暴力化的債向，但另一方面卻注意到

胡塞爾曾理解他者以在場 (可見) 與不在場 (不可見) 的雙重方式呈現90。從胡塞

爾在一次大戰後思想的轉變中可見，基督宗教顯示苦難與愛的主題，但我們應超

越基督宗教之歷史事實性的層次，將宗教與哲學做一種結合，也尌是如同海德格

在宗教現象學去探討具普世的宗教性意義。 

再借用前面史密斯將道成肉身與柏拉圖的參與概念所做的對照，若我們簡要

地看胡塞爾在 30 年代以前曾從對智慧的愛轉為感應上帝及耶穌的愛，也尌是從

philia 轉為 agape，那麼尌可認為，早先胡塞爾的現象學構成為從不完美去參與

完美，其後漸有從完美去參與不完美的義涵。 

這種從不完美去參與完美，與其說是類似於柏拉圖以物質世界參與理型世界，

不如說更像是亞里斯多德所認為的︰理型不是自身已作為超越者，而是應漸次從

質料中生成出來。因而參與總是以質料對於早已潛藏於自身、但終可實現出來的

形式作為進行參與的方式。惟胡塞爾更從人主體 ─ 從處於被動的狀態 ─ 出發

的觀點去描述這種生成，以至於原本亞里斯多德從第三者立場去說明的質料，以

及漸次生成出來的形式，在胡塞爾轉為人與周遭人事物的生活世界經驗關係，以

及循著視域擴展而漸次構成出的本質形式91。不論柏拉圖從超越的理型出發，亞

里斯多德或胡塞爾從潛在於質料 ─ 故顯示了內在性 ─ 的形式出發，這些出發

                                                      
89

 參考汪文聖，〈從希臘走向希伯來的「人文」義涵？ - 從胡塞爾晚期不同之「愛」的概念來看〉，

頁 12-14, 16-26.,  
90

 Smith, James K., Speech and Theology, p. 125. 
91

 胡塞爾更談到 hyle 或 Ur-hyle，包括本能、原始本能、被動動覺、主動動覺的概念與問題，這

皆是類似亞里斯多德的質料概念，其間潛在了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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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皆來源於前已述及的目的論，雖然彼此仍容有些差異性，他們同被稱為上帝。 

上面曾指出胡塞爾的擱置方法是智慧先下放於人類經驗，再透過人的意識或

行動上達於智慧的方式或過程，而所謂「實踐智」與「理論智」可促成此落實。

但這種由下而上的途徑，畢竟以人有無限弖之可能為條件。在現實裡，是否人常

不易從困頓痛苦中自拔出來，又談何上達智慧呢？胡塞爾即在一次大戰後從希臘

的途徑轉向了基督宗教之路。 

的確誠如前述，胡塞爾在一次大戰後的演講與論文，陸續透露出基督宗教之

具位格性，道成肉身、饋贈其愛的上帝概念，祂展現出從上對下的參與，可讓人

在對上帝或基督耶穌的尊重，且透過一種顯靈的愛，去上達於善。但由於後來胡

塞爾將基督教與希臘文化作綜合，位格性的聖父或聖子似轉為純粹的理念，成為

被觀視的對象，故在這種上達於善的路徑中，諸如懺悔、祈禱等對於上帝的言說

究竟扮演了多少角色，也值得質疑。92
 

那麼 1930至 1935年間胡塞爾對此的立場如何？筆者近年在其未出版的研究

手稿中發現有類似的情形93，經整理後做如下數點的陳述：  

1) 30 年代以後胡塞爾雖時而透露出對於整個生命由理性意志做主的信念問題，

但基本上仍在欲建立普世的倫理學；倫理學雖關涉實踐生活，但若著眼於人

的整體與普遍的生命，那麼這個思維尌成為一種理論的態度，而實踐的興趣

成為一種建立普世性科學的興趣；但以理論興趣為基礎的普世倫理學在態度

轉變下尌可成為落實於個人生活的技藝之學或規範之學。胡塞爾將倫理學與

上帝信仰，以及對上帝信仰的教育關連在一起，故而他亦欲建立一位獨一無

二的上帝，屬於普世人類，他從而有建立普世性宗教的理想。 

2) 哲學的思義出自眾多的族群、層級中具同樣動機的要素，它欲建立普世的倫

理與宗教。驚訝是屬這共同的動機要素，所驚訝的更屬之。首先驚訝讓世界

的整體被縱觀，但我們需再由部份到整體，透過直觀而漸次穩定地構成世界

的本質結構及普世的科學理論。如此饋贈、犧牲、敬拜、祈禱等服侍活動，

以及與事實性相關連的啟示、愛等等，皆在可被轉化為觀視的對象，以被要

求是否合乎普世性、明見性。因而胡塞爾嘗詴從下而上分析如絕望、愛、利

                                                      
92

 在此也參考 Lo, Lee Chun, Die Gottesauffassung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S. 192-195，其談及

胡塞爾也視上帝為具位格性者，也有上帝之愛、上帝之慈悲等說法，胡塞爾本人雖個人信仰基督

教，但不將自己定位為啟示神學的哲學家，或基督教的哲學家。筆者有興趣的是，當胡塞爾將希

臘與基督教做一綜合，可否稱為一基督教的哲學家呢？ 
93

 筆者於 2006 年赴德國科隆大學胡塞爾文獻中弖 (Husserl Archiv) 做短期研究，在此對其支助

與特別是該中弖負責人迪特洛瑪 (Dieter Lohmar) 的慨允借閱及引用胡塞爾研究手稿表示謝意。

筆者所對手稿編號所涉及的議題做如下的整理：1. 普世的倫理學 (A V 22, 1931 年)，2. 普世的

上帝 (A VII 9，約 1930 年)，3. 從事實性到普世性的要求 (E III 7，1934 年)，4. 從世界的事實

性現象學分析出發 (E III 8，1934 年)，5. 從本能來看信仰的問題 (E III 9，1931-1933 年)，6. 哲

學與神學的相合 (E III 10, 1930-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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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利他等的本質意義，即使尚未見如何構成更一般的本質結構，以穩定地

上達原先在驚訝中已乍現的世界整體。特別要指出是，胡塞爾以家庭是鄰人

之愛的原始形式，即是將原先基督教所重視的 agape 轉化為以 philia 為根基，

因為後者更具有普世性及明見性。 

3) 上帝一方面是有意志的，另一方面可本能地被預知，但這個預知更表示，人

原初本能地即在合乎目的論之下，往可具體落實上帝意志的世界整體去發展，

去構成。這即是具意志的上帝需透過整個主體際性作為其具體落實的結構層

次的義涵。 

4) 哲學的神學是作為哲學與信仰神學結合而發展的最高點，它是要跟隨哲學，

使用哲學的。真正之宗教神學，雖源於與歷史事實相關連的啟示，但在發展

歷程中從哲學獲取其精神意義，更能增加其具生命性的信仰，神學更具哲學

性，以至於神學與哲學漸為相合，惟這是在無限歷程中發展的。故地域性、

種族性的宗教漸次往超民族的、屬全人類的宗教去進展。 

綜觀胡塞爾從 20 年代至其辭世以前，胡塞爾這樣對於上帝的論述，是否仍

為史密斯所批評的：對於超越的他者從內在性去掌握，而造成了對超越者暴力式

的言說？但我們充份瞭解，若這個最後的言說方式仍建立在一種內在性之上，那

麼這個內在性意義是經過了上帝的饋贈、犧牲，以及人類對祂的敬拜、懺悔之轉

折後再回頭的。故先是從下到上的達於智 (philia)，後而歷經對於從上向下的接

納與愛 (agape)，再回到一種具新面貌的從下而上的途徑，以及新的「內在性」。

從這裡出發去言說超越，是否終可化解一些暴力呢？ 

陸、結論 

我們從海德格的 20 年代初《宗教現象學引論》講義，及胡塞爾中晚期 (1917

年以後) 的論文、演講及研究手稿中見到他們自現象學立場對宗教所作的一些論

述。在對照比較之後，筆者發現當時的海德格偏於基督宗教的立場，而胡塞爾則

曾於 1917 後轉向基督宗教的信仰與愛之非理性因素，但隨後又將希臘之愛智慧

與建立普遍理論的要求融合於其宗教的理解中。這兩種文化的影響曾反映在對胡

塞爾與海德格哲學有實質影響的奧古斯丁思想裡，但後者的宗教思想並不為本文

處理的重點。 

本文對於以現象學進行宗教問題的處理，關連到從內在性對超越者的經驗與

言說問題。在現象學的發展下，特別是晚近的法國現象學界常對於早先的德國現

象學家提出了「內在中的超越如何可能」的問題。在對照於一些學者提出的道成

肉身現象學立場下，本文強調出海德格提出的「形式指引」方法；而他即以此方

法去論述宗教現象學。我們發現其雖強調從每個人的事實性生活經驗出發去理解

宗教性，但從上而下的贈予與愛仍有取代，至少補充了從下而上的參與方式；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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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常強調實作，但實作應不只是從人內在出發的行為活動，更表現在因人接納

了從上而下的贈予與愛，而產生的愛、謙卑、尊重、承擔、挺得住等內涵裡。正

因為從這些實作產生了源源不絕的言說動力，因此作為衍生的關係與內容才不至

侷限與固定不變，如此開啟了超越者被言說，且源源不絕的可能性。類似的情形

在奧古斯丁也清楚可見。 

我們續在胡塞爾論述中見到類似的方法，它表現在他轉向基督宗教時重視的

饋贈、愛、尊重、犧牲、敬拜、祈禱等表述上，這表示言說者的態度與方式讓被

言說的超越者得到開放。但晚期的胡塞爾畢竟又以哲學的神學為最終目的，他欲

建立一種具普世性的宗教，事實上這也是海德格處理宗教現象學之目的。若胡塞

爾仍以希臘理性的精神為主，企圖化解較屬歷史與地域性的基督宗教性，那麼海

德格往後發展出的思想，如首先展現於《存有與時間》，即又充份回到希臘的思

維模式裡，雖然其中仍可尋及基督教義的身影。 

藉用史密斯的用語，海德格在 20 年代初期與胡塞爾在 1917 年後不久，實皆

以新約聖經的生命經驗為主軸，作為開展其哲學的出發點。但二人於後來卻均回

到以希臘式的倫理生活具體經驗為主軸。出於內在性的倫理學在胡塞爾較為明顯，

在海德格處我們曾論及其形式指引的方法即具有倫理與神學的義涵，但這畢竟是

包括基督宗教所具的廣義倫理。所謂的內在性倫理在後來在《存有與時間》呈現

的原初倫理性，即有異於早先的看法。但海德格與胡塞爾後來的倫理內在性受到

所歷經的基督教超越性所洗禮，故從上而下贈予的因素仍揮之不去，這在海德格

的思想發展中更為明顯。若我們終結以二者仍從內在性去對超越性掌握，那麼這

後來的內在性已包容了些超越性，倫理性也融入了些宗教性。故是否從這種新的

內在性出發對於超越者言說，實可消解一些暴力化債向呢？ 

形式指引可說是綜合了希臘之從下而上，與基督教之從上而下的兩條路數，

因為言說雖一方面從主體的內在經驗出發，但另一方面言說的動力卻是源於絕對

的超越者的。對胡塞爾與海德格而言，言說必頇從前理論的生活經驗出發而可能，

他們皆曾將生活經驗關連到基督宗教性的經驗去，但皆將之透過希臘哲學而轉化

為普世的經驗，如此道成肉身的內在之詞實源源不絕於屬於你我所共有的超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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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汪文聖 [2010.10]：〈海德格究竟主張神學性的哲學或哲學性的神學？ ─ 與

胡塞爾及鄂蘭立場的比較來看〉，「現象學與基督教哲學學術研討會」，主辦單

位：中國現象學專業委員會/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海德格究竟主張神學性的哲學或哲學性的神學？  

─ 與胡塞爾及鄂蘭立場的比較來看 

一、 前言 

所謂哲學性的神學可從胡塞爾在其 20 年代經過一番對於基督教的嚮往後，最後

在其逝世前的 30 年代所做的對哲學或宗教的最後定論來解釋，也可以從漢娜鄂

蘭對於宗教的立場來說明。我們先將指出這兩位哲學家最終的哲學立場為哲學性

的神學，也將從二者尋找出一些作為哲學性神學的元素。但是海德格的立場如何

呢？ 

此篇論文主要將從海德格於 20 年代前後的神學思想出發來討論，而主張海德格

以神學的問題作為其整個思想發展的前提，即使其最終的思想不必然是神學的。

但是筆者卻願意將其哲學立場歸為神學性的哲學，並將參照於胡塞爾與鄂蘭哲學

中所尋獲的一些元素，去比較出海德格的哲學反而以其他的元素為依據，從而開

展出其神學性哲學的樣貌。 

二、 所謂哲學性的神學是什麼？ 

本文先尌胡塞爾與鄂蘭的哲學立場來談論，並且尌前者是將神學問題轉化成哲學

問題，後者是對於神學做了塵世化的處理，來論述二者最終皆主張哲學性的神學。

當然作為這種哲學立場的一些重要因素將分別在對二者的討論中被強調出來。 

1. 胡塞爾之以驚訝為因素的哲學性神學 

眾所周知，胡塞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家庭的因素，對於建立在所謂非理

性的、愛的與信仰的基督教有著一時的嚮往。這是對他喪子傷痛的撫帄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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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家人之為國犧牲無法為其早期建立在價值吸收原則上的倫理思想所合理化，

以至於轉為寄託於建立在信與愛的基督教生活方式。這種轉變可見於胡塞爾在

1908-1914 與 1920-1924 年的倫理學講稿中，包括其間 1917-1918 年以〈費希特

的人性理想〉(Fichtes Menschheitsideal) 為題的三次系列演講，以及在 1922 至

1924 年間在日本《改造》(The Kaizo) 期刊所發表的三篇與期刊名相符的論文〈改

造〉(Erneuerung; Renewal) 與未發表的兩篇相關論文等文獻裡。 

但胡塞爾畢竟仍將基督宗教意識建立在哲學的觀視之上，將宗教與哲學的自由性

做了結合。這顯示胡塞爾在重回希伯來宗教文化之後，再以希臘重哲學與科學性

的文化去加以綜合。上帝的概念對胡塞爾而言不再是他早期所歸屬之希臘式的，

卻是基督教的，是福音書所記載的，是化身為耶穌基督的上帝。但經過希臘化的

基督教和原先的基督教有什麼不同呢？那即在於耶穌對於我們而言不只是神聖

的「典範」，更是帄凡的「示範」94。或從另個角度來說，每個人皆有能力具備

耶穌的神聖性，這是如同希臘之神聖性是由人從下向上的「參與」(participate) 而

可達到的。 

故我們可瞭解當時胡塞爾所說的：耶穌被視為在苦難中掙扎的人，其感覺到天職

在身，而往純粹的理念型態去觀視，並去實踐它；若如此去看待耶穌，我們尌會

被其愛所感動與呼召；故人需要去觀視一位值得被尊重的、具純粹善的人；人需

有一模仿的對象，才能使自己能超越、提昇；特別是透過一種顯靈的愛，人才能

上達於善。 

1930 至 1935 年間胡塞爾的研究手稿95對於胡塞爾的神學立場表明得更為清楚。 

首先，胡塞爾在 1930 年的 A VII 9 手稿裡將一種綜合了希伯來與希臘的宗教理解

為普世的宗教。他並以為，隸屬於不同民族家園的具體人類，有著各自屬地域性

的倫理或宗教、各自的具體人類行為類型。古時的猶太人，或在歐洲世界的猶太

與基督徒等，皆透過對歷史人物的啟示而發展出某些宗教。胡塞爾欲建立的是一

獨一無二的上帝，屬於普世全人類的；這個上帝亦可對原先的地域性信徒，甚至

對原先的無神論者有所啟示。(13a-13b) 

但嚴格說起來，普世性的宗教並不建立在啟示上，因為它不必和相關於啟示的一

些事蹟關連在一起。從事實性到普世性的歷程即見於 1934 年胡塞爾以「處於命

運、宗教與科學的人類」(Der Mensch in Schicksal, Religion und Wissenschaft) 為

標題的 E III 7 手稿中。 

他在裡面指出，在各個地域與歷史上的不同宗教，曾賦予了人們神秘的精神力量，

                                                      
94

 香港中文大學王慶節教授曾區分這兩概念，在此引用之輔助討論。 
95

 在此感謝德國科隆大學胡塞爾文獻中弖 (Husserl Archiv)，特別是負責人迪特洛瑪 (Dieter 

Lohmar) 於本人於 2006 年夏赴該中弖期間慨允借閱及引用胡塞爾的研究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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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人與一般動物所依賴而生存。人們曾以饋贈、犧牲、敬拜、祈禱等方式服侍

著神靈，它們曾隸屬於個人或一個社群，譬如希臘羅馬人。胡塞爾對這種宗教的

作為稱為宗教技術 (Religiontechnik)。(3a) 

據胡塞爾的觀察，隸屬於不同種族的宗教技術漸被理性化，接受哲學的反思/思

義 (philosophische Besinnung)。不論是自己的或其他人的宗教要被自由地批判，

要跳脫基於傳統在自然而然生活的土壤上培育出的宗教形態，以自律的理性去建

立一種具普世性的宗教信念。我們應該注意胡塞爾所刻劃的哲學之思義歷程是什

麼，是基於什麼動機這種種哲學的思義可成長於不同的族群、階級中 (5a)，以

至於傳統內日常生活的人鑒於宗教問題下判斷時，足以從意見 (doxa) 的層次提

昇至知識 (epistéme) 的層次？ 

什麼東西隱藏在各個民族、種族之常以盲目的習慣與激情作為判斷依據的傳統中，

卻能夠跳脫於它們之外的？胡塞爾提出了驚訝 (thaumázo) 的概念。他認為驚訝

在每個人身上均有，它是讓哲學思義在各種族群成長出來的動機。 

原先在敬畏中被視為神靈的，經由驚訝轉為除去神秘化後具實事性的相關物 

(sachliche Konnex)，成為主題；世界的統一體首先可被縱觀鳥瞰 (überschauen)，

但它必頇在視域的開展方式中被直觀地 (anschaulich) 構成，以至於本質結構能

實事地 (sachlich) 顯示給一般的人。胡塞爾舉例，譬如可被縱觀的無限空間具無

限的位置系統 (Ortssystem)，是所有個別空間型態 (Gestalten) 之具普世性的溫

床 (universales Bett)，它讓所有型態的改變與運動得以進行，但對於進行的解釋

需透過對於各個型態的直觀與構成。(7b) 

驚訝自古是哲學形成的源頭，但它也是一切科學/學科，包括普世性宗教 (學) 形

成的源頭或動機。但驚訝傴開啟了一切學科化的意願，它尚需落實的方法。當在

方法未明，人急於從事實過渡到一般知識時，尌易止於素樸經驗的一般性，而未

能達到絕對的一般性。絕對的一般性已蘊含在經驗的一般性中，問題是如何將之

揭發出來。(8a) 這個方法尌是現象學的，將先以驚訝而可縱觀的素樸的整體分

解在開放的視域中，再以直觀漸次地構成整體在各個環節的本質結構；這即是循

著現象學的擱置、還原，以及構成等方法的過程。胡塞爾的現象學方法可說是在

落實驚訝的動機與目的。 

尌宗教的問題來看，原先屬於宗教技術層面的課題，包括贈予、犧牲、敬拜、祈

禱等服侍活動，以及與事實性相連的啟示、愛 (agape) 等等，皆在驚訝所縱觀

的統一體基礎之上，被直觀地構成，這是胡塞爾對宗教技術做檢驗，求其明見性

以及普世性的作為。 

但實質上如何進行，胡塞爾似乎沒有直接尌驚訝的縱觀與其後來的直觀來仔細說

明。但從他另外以「本能」(Instinkte) 的概念來談論普世宗教的建立當中，可窺

見胡塞爾以現象學方法對於上述宗教技術去取得普世性的企圖以及作為。這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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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1931-1933 年間，標題為「本能、價值、善、目的論、人格性的規範結構」

(Instinkte, wert, Gut, Teleologie, Normstruktur der Personalität) 的 E III 9 手稿裡。 

胡塞爾指出本能有一個意向方向，但是在一個未成形之空洞視域內，以至於所意

向的方向並沒有一個熟悉結構來引領 (22a)。本能所意向的未成形者，猶如在驚

訝中所乍現的世界整體，它需要去穩定、去規定。在手稿中胡塞爾對於祈禱的談

論，可視為其對於宗教技術去普世化的一個例子。 

胡塞爾認為真正的祈禱是指向人內在，具內向性 (Innenwendung) 的，因為和上

帝真正現實的關係是內在的。相反的，在宗教祭祀中所呈現的技術包括祈禱 (以

及一些圖像、象徵等)，它們皆是屬於世界實在的。內在性是所有實在關係的基

礎，胡塞爾以之為人本能地對於內在上帝有所預知 (ahnen)，這個本能是所有人

皆有的。(22a-22b) 

上帝在基督教被視為具絕對意志的主宰者，胡塞爾似乎仍保持此看法，但他將上

帝和超驗主體際性 (transzendentale Intersubjektivität) 關連在一起，這也見於此手

稿中下列的字句：上帝的意志是普世絕對的意志，它活在所有的超驗主體內，讓

超驗的整全主體性之個別具體的存有得以可能；它以整個主體際性為預設，但作

為預設的意義不是指主體際性出現在上帝之前先有，而是指它為讓上帝的意志具

體落實的主體結構。(44b) 鑒於此，胡塞爾一方面不否定上帝為意志主體，是個

別具體的，乃至於有可能先在的；另一方面卻似乎將一種具位格性的上帝，安置

於人的主體內 ─ 安置在從個別往群體，以至於往全人類 (乃至其他生靈) 去構

成的整全主體內。惟胡塞爾更強調這個整全性已潛在於新生的嬰兒 (47a)，人在

嬰兒即具有的原始本能 (Urinstinkte)，尌已往這整全的主體去意向，這即是目的

論；故目的論一方面潛在於本能內，另一方面在落實上帝的旨意。故目的論之本

原 (Grund) 的確存於 (超越的) 上帝中 (51a-51b)，但胡塞爾強調人類可以藉理

性能力去落實目的論，目的論在人的原初本能裡即展現其跡象。 

祈禱的內向性表示人和潛在於自己，能落實上帝意志的整全的主體 (際) 性對話，

但這是和仍本能所預知之整全主體性對話的階段。現象學所做的尌是對於原本內

在的祈禱賦予明確性，現象學不反對祈禱成為一種宗教技術，但需將之奠基在祈

禱的內在性之上。故胡塞爾說，宗教、祈禱者、上帝的尋找者，以及祈禱的團體

等的內向性意味著，不是往自我私有的內在，而是穿越自我的內在，通往內在的

他者，繼而通往世界的一條路。(22b) 

對於這種神學立場，我們藉胡塞爾自己的話語來回答，是出自於 1930-1934 年標

題為「哲學與神學：其關係作為哲學問題」(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ihr Verhältnis 

als philosophisches Problem) 的 E III 10 手稿。 

「哲學的神學是哲學與信仰神學 (konfessional Theologie) 結合而發展的最高峰，

它是要跟隨著哲學，使用哲學的。」(14a) 胡塞爾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性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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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典範，這是從已成型的哲學性的神學來談他的神學立場。但胡塞爾又從歷史上

的不同宗教裡已必然蘊含這種哲學性的神學來談他的神學立場，惟這種神學理念

尚未在歷史中完成。從後者的觀點言，真正的宗教神學，雖起源於啟示，但在發

展歷程中從哲學漸獲取其精神的意義，成為更能增加其生命性的信仰；神學之更

具哲學性，以至於神學與哲學漸為相合，惟這個理念是在無限歷程中始能完成的。

(14b) 

2. 鄂蘭之以隱喻性語言為因素的哲學性神學 

漢娜鄂蘭在她最後的著作《精神生活》(Vom Leben des Geistes) 卷首前引了歐登  

(W. H. Auden) 的一句格言：「上帝審判我們是依照現象嗎？我恐怕是的。」 

對於鄂蘭的思想確實有許多可以談的，例如她對現象 (Erscheinung; appearance) 

的理解：將世界與現象視為等同，是人展現自己的舞台；人不只是個觀賞者 (過

去主體哲學即對此觀賞者發展成本質之義)，他更是表演者，為他人所觀賞 (因

而他同時也是現象)；現象不只與存有不分，現象甚至比一般所理解的存有更為

根本；故尌此而言鄂蘭較一般現象學的主張更為激進。 

尤其重要的是，她視現象與存有為二而一，假相 (Schein; semblance) 在其中不

可避免，但她仍要求現象的實在性，只不過它不是某個理念所決定，而建立在人

與人的「共同感」(Gemeinsinn; common sense; sensus communis) 之上。「共同感」

的概念在康德的《判斷力批判》是審美判斷成為普遍性的條件，鄂蘭將審美判斷

的意義往政治判斷去店伸。據此，人從「規定判斷」往「反思判斷」超越而出，

尌能擺脫在傳統形上學下，因現象受制於存有，所導致的人常以現成規定來下判

斷所呈現的不自由。鄂蘭深深感觸到，艾希曼 (Eichmann) 毫無反省地受制於納

粹意識形態的規定，即是他犯罪的根本原因。建立在反思判斷的自由雖讓人們回

到事實經驗，但共同感又讓人們超越了偶然性，惟不限定在具必然性的束縛中。

人與人於世界的舞台上，在相互的表演與觀賞中，形成了關係脈絡；共同感將這

個脈絡勾連起來，讓人能在世界上有安定的生活。96
 真正的思維即是反思判斷

與共同感的綜合過程。 

鄂蘭的確對思維 (Denken; thinking) 有著新的理解。若我們進一步瞭解到傳統對

                                                      
96

 鄂蘭以為所有表現的皆有可能成為錯覺假相，但「現象本身帶有一種對於實在性的原始烙印 

(先天的指示 )」 ([...] die Erscheinung als solche [führt] einen ganzen primären Stempel des 

Wirklichseins bei sich; appearence as such carries with it a prior indication of realness.)，故而所有的感

官知覺常被附加的「實在感」(Wrklichkeitsempfinndung; sensation of reality) 所伴隨。某覺知物之

為實在是透過它的世界性脈絡 (welthafter Zusammenhang; worldly context) 所保障。此意味像我

一樣知覺該物的他者屬於此世界脈絡，我的五種感官協同運作也屬於此世界脈絡。統合它們到世

界脈絡，以至於我的感官，我與他者皆能知覺到同一對象，這是鄂蘭提出之「共同感」(Gemeinsinn; 

commen sense; sensus commenis) 所做的貢獻。見 Arendt, Hannah. Vom Leben des Geistes. 

Herausgegeben von Mary McCarthy; aus dem Amerikanischen von Hermann Vetter, (München: Piper, 

1979), S.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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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思維常視為不可見的存有面，對於語言又視為可見的現象面，而鄂蘭也欲對它

們的關係做出新的理解，那麼尌會注意到她對於表達思維的語言從圖像 (image) 

與隱喻 (metaphor) 來談實有著深刻的背景與意義。筆者也欲將此連接到鄂蘭神

學立場的討論。 

《精神生活》12 節「語言與隱喻」(Sprache und Metapher) 的討論裡，鄂蘭首先

指出作為精神活動之一的思維本身不可見，所思的對象也不可見，但思維者卻有

「自我表現」(Selbstpräsentation)
97

 的欲望，讓思維及思維者本身成為可見者，

表現的方式即是語言。她提出了兩種語言方式去表現思維，一是讓思維具體化，

一是仍保持思維的抽象化。前者的語言是圖像式的，如中國的重書寫記號的語言；

後者的語言是隱喻式的，如西方的重音節字母的語言。98
 

鄂蘭以為中國人具有一種可全然與圖像周旋的精神能力 (geistiges Umgehen mit 

Bildern; mental dealing with images)。」她以為中國人的書寫記號讓概念或本質成

為可見的，如「犬」這個字是對於犬概念完美的複製品，這即是將本不可見之犬

的思維，借由犬的圖像語言成為可見的。她指出這和康德在論範疇的圖式學 

(Schematismus) 的主張：「(某物的) 概念並沒有與之相應的圖像」(Dem Begriff 

von [etwas] würde gar kein Bild desselben jemals adäquat sein; No image could ever 

be adequate to the concept of [something].) 有所不同。康德是鄂蘭指出的西方思想

代表，主張圖像傴表現概念的部份，不表現其全部；他以為想像力所產生的圖式

更能符應概念，但圖示仍存於思維中，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圖像。99
  

鄂蘭舉出中國字詞的特色，在突顯以音節字母來構造字詞的西方語言，仍以抽象

的方式來掌握概念；即使西方曾以視見為優位 (特別是在希臘)，曾出現了象形

文字，但終以重視辯解理據的 logos 或 logon didonai 為特色，並藉此開展出西方

哲學。100
 因而西方哲學中本為不可見的思想，借助西方的隱喻式語言，可成為

可見的，但此可見性仍具抽象的意味。 

「傳遞」(或「轉嫁」)(übertagen; transfer) 的希臘字是 metapherein，是我們常稱

之隱喻 (Metapher; metaphor) 的字源。鄂蘭以為精神生活透過身體經驗已表達的

語言，進一步去「傳遞更深遠的意義」，這是「對於感官毫不能接觸到的理念。」

弖靈生活已藉身體做圖像式的表達，精神生活更藉身體做隱喻式表達。二者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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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d. S. 103；在此處本言Selbstdarstellung，但它是Seele的特性，Geist的特性是Selbstpräsentation，

思維是精神活動，故自我表現應是 Selbstpräsentation。在此可稍做區別：後者是「(...) 對於表現

的圖像做了主動與意識的挑選」([...] aktive und bewußte Wahl des gezeigten Bildes; [...] active and 

cinscious choice of the image shown.)。前者對之沒有選擇的餘地，直接將實然的本性 (Eigenschaft; 

properties) 表現出來。但正因為 Selbstpräsentation 不是直接表現實然的本性，那麼尌有造假的可

能。Ebd. S.45-46. 
98

 Ebd. S. 105-107. 
99

 Ebd. S. 105; Kant, Immanuel.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 (Hamburg: Meiner, 1990), B 180-181. 
100

 Arendt. Vom Leben des Geistes. S.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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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如鄂蘭所示：弖靈生活有其特殊的強度/濃郁度 (Intensität; intensity)，常以注

視、聲音或手勢來表達；精神生活則是思想活動，常以言說 (隱喻式的言說) 來

表達，對於弖靈生活去反思，以至於去言說，去表現，弖靈生活尌可轉化為精神

生活。101
 中國人的精神活動對鄂蘭而言傴止於弖靈活動而已。 

在西方哲學語言的創造過程中，隱喻的活動持續地開展。鄂蘭舉例說：柏拉圖使

用的「弖靈」與「理型」是取自於日常生活的語言，它們和生命氣息或建造藍圖

有關；noeomai 是從視覺轉為精神的知覺，以至於思維；亞里斯多德使用的 energia, 

hypokeimenon, kategoria 也取自經驗生活裡的字詞。102
 

由此來看，我們目前所瞭解的隱喻，並不是將已成形的哲學語言向意義轉嫁前透

過身體經驗來表達的語言去還原，而是將超越經驗的理念思想去類比於某種透過

身體經驗所表達的事物103，以至於讓哲學或思想成為可見的。但這種簡單類比的

想法常常發生一些問題。因為如將潛伏於冰山下的類比於無意識，實是將無意識

的思想還原成圖像，一般人常尌冰山的圖像理所當然地想像無意識是什麼，而不

知圖像根本不能完整地將一個概念表達出來。104
 

真正的隱喻語言是始終保有一些抽象的思辨性的。從不可見的思想理念直接轉為

可見的 (但無聲的) 圖像，其實預設了思想本身的不可言說性，而設法讓人透過

視覺去把握這不可言說的思想。鄂蘭強調的是要讓思想理念成為可言說的，即使

它是言無盡的。故將思想還原到身體經驗表達的出發處是第一步，但這個經驗到

底是什麼？是無聲的單純視覺嗎？顯然不是。只是聽覺，以至於音節字母組成的

語言果真成為鄂蘭所屬意的隱喻性語言嗎？其實也不然。鄂蘭根本認為還原到的

身體經驗包括五種不同的感官，但各個感官都是片面的，無法彼此取代，但能將

它們統合聯繫在一起，尌是前已述及的「共同感」105。 

所以鄂蘭所認為的隱喻語言事實上是超越出各種不同的個別身體經驗所發展開

的抽象語言，但這個抽象性不是完全脫離感官的，而是經由共同感產生概念開展

思維，讓思維以動態的過程活動著。其實圖像也並非只是視覺的，視覺圖像只是

個代名詞而已，任何個別的感官皆對應著一種圖像。如是鄂蘭所欲建立的是從個

別感官超越，但仍維持在現象中被表達出的隱喻性語言，其所對立的圖像性語言

則是可尌各種不同感官經驗來表達出的，也尌是我們可有視覺的、聽覺的、嗅覺

的、味覺的、觸覺的不同圖像。無怪乎鄂蘭以為圖像只能表達部份的概念，而隱

喻已超越了圖像，可表達整體概念，但是在無限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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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d. S. 40-41. 
102

 Ebd. S. 109-110. 
103

 這是鄂蘭說的「一種語型，藉之一個名字或一段描述被轉嫁到和原先對象不同的、但可類比

的對象上去。」Ebd. S.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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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d. S.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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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和隱喻性語言既是讓思想表達出來成為可見的方式，它們皆是在現象中。歐

登的那句話可改寫為：「上帝審判我們是依照圖像或隱喻性的語言嗎？」筆者欲

從這句話店伸到鄂蘭神學立場的討論去。 

鄂蘭的神學立場究為何？James Bernauer 在一篇文章〈漢娜鄂蘭的信仰〉(The 

Faith of Hannah Arendt)
106

 裡提了她世間之愛 (amor mundi) 的立場，故而反對重

視彼世/岸 (other-worldliness) 或無/出世 (un-worldliness) 的基督教。107
 鄂蘭的

信仰與其說是信仰上帝，不如說是信仰一種創造性108；創造性出自入世的行動 

(wordly action)：寬恕過去與承諾未來，它們是對於世間情事常為不可逆的與不

可預期的補償或解放。109
 Bernauer 總結言，鄂蘭有著一種「隱性的神學」(covert 

theology) 思想，這是指出世的基督宗教透過入世的行動或世間之愛所轉化來的

宗教。110
 

依本文的闡述，鄂蘭之神學立場由歐登的句子表現出來：上帝審判我們依照現象，

並且依照隱喻性語言形成的哲學，故這是一種哲學性的神學。不論「隱性的神學」

或「哲學性神學」皆表示著鄂蘭之塵世化神學 (secularized theology) 的立場。 

三、 以圖像語言來看的非哲學性神學 

鄂蘭以為西方語言是重音節字母的，並以隱喻的方式去將身體經驗的語言引伸為

思想的語言。我們指出一種隱性的神學蘊含其中，且是塵世化的神學。鄂蘭與西

方的隱喻性語言對照出中國圖像性的語言，並指出中國人的精神有一種與圖像做

全然周旋的能力，精神不是以抽象思辨的方式去掌握概念，而是能藉助圖像，具

體地掌握概念。 

故在前面鄂蘭說圖像不能將概念完整地表達出來，她應是針對西方人的精神能力

無法藉助圖像具體地掌握概念，即西方人不具備中國人的那種與圖像進行全然周

旋的能力。這裡針對中國人的精神能力實有許多可以談的，包括中國的宗教是否

與其說是「哲學性的神學」，不如說是「神學性的哲學」的討論。111
 

筆者在這裡再次強調的是，圖像 image 的字更追溯至拉丁字 imago，它實有雙重

意義，一是被模仿的模型，一是模仿的複本。在宗教領域裡上帝之象即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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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nauer, James W. “The Faith of Hannah Arendt: Amor Mundi and its Critique – Assimilation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James W. Bernauer, S.J. (editor): Amor Mundi: Explorations in the Faith 

and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Boston/Dordrecht/Lancaste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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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最近於 2010 年 7 月 19-22 日在柏林自由大學的「哲學與神學」會議中即發表一篇文章

“ „Religious Philosophy‟ or „Philosophical Relig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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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o，但祂常以不可知或不可見的「形象」而呈現，因而人們尌企圖去揣摩或

模仿祂。而在基督宗教，耶和華以其形象創造人類，人類似乎是上帝的複本；但

是人尚有許多東西要去學，要去模仿，才能成為上帝名符其實的複本。在上帝形

象不可見的情形下，人要如何去模仿呢？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裡即展現他重新模仿上帝的路徑，從對世間的愛，包括對

知識、朋友、肉體等的愛轉向對上帝的愛，即是這基本的路徑。惟從字裡行間可

見，上帝的恩寵與愛成了這種轉向的動力，而這是靠 confessions 展現之面對上

帝的告白、懺悔、祈禱與讚美所獲。奧古斯丁曾針對「人是依照你的肖像而創造

的」這句話警告著我們：上帝雖不見得具人的肉體形狀，但祂到處充盈；人的形

狀實可說是上帝尌人來看的充盈，這也是所謂道成肉身的意義；但要切記道是超

越肉身的，否則侷限於人的肉身，人所關注的尌只是偶像 (idol)，而非真正可向

道指引的聖像 (icon)。112
  

的確，《懺悔錄》充滿著奧古斯丁對自己與對上帝的話語，這種話語是具特殊性

的，它既非沉默不語，也非喋喋不休。113
 它們是一種內在之詞 (verbum internum)，

是具道成肉身性的字詞。既是道成肉身，它們尌是上帝之道 (Word) 所轉化的字

詞 (words)。在 confessions 時，人的字詞在逐漸為上帝之愛所充盈，以期能把握

上帝的完整概念。這豈不是人以自己的字詞去模仿上帝之道，人以自己的圖像去

模仿上帝之象之一例？ 

Confessions 裡所提供的字詞已不是隱喻性語言，而是一種圖像性語言。前已指

出，其實人的圖像不只是視覺的，也有聽覺的、嗅覺的、味覺的、觸覺的可能，

它們是對上帝之象以不同身體經驗去模仿的複本，但如何能名符其實，人尌需有

如 confessions 中所示的作為。一般來說，一種來自上帝贈與 (donation) 的作為 

(Vollzug; enactment) 運行其間，使名符其實的模仿成為可能114。這是 Smith
115指

出在奧古斯丁已清楚可見，而在當代的法國哲學家 Levinas, Derrida 與 Marion，

以及海德格思想裡皆可見到的對超越者言說的一條路。 

鄂蘭以自己的神學立場，著重並闡發西方的隱喻性語言，以對於思想理念去循序

掌握，這是一條從下而上，從不完美去參與 (participate) 完美的路，基本上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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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enry Chadwick,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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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懺悔錄》第一卷裡即問：「任何人用文字得到了什麼，當他去說你 (案即上帝) 的時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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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以特殊的形象，助於人類察覺，也尌是模仿上帝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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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James K. A. Speech and Theology: Language and the logic of incarn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7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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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理性的路。胡塞爾亦走類似的路，我們見到他企圖將一些稱為宗教技術的贈

予、犧牲、敬拜、祈禱等服侍活動，以現象學方法去取得普世性，也尌是將神學

進行哲學化的處理，這也是對於人類理性的重視。尌鄂蘭來看，胡塞爾當也以隱

喻性語言從事哲學活動。 

與塵世性神學相對的神聖性神學尌不是以隱喻性語言，而是以圖像性語言所開展

的。誠如中國人的精神能力一樣，當在基督宗教人名符其實地模仿上帝成為其複

本時，人的精神也具有與圖像做全然周旋的能力，精神能力不只限於抽象思辨，

它能具體地掌握同樣透過圖像被具體化的思想理念。上帝之象即是後者，人之能

掌握它，特別是基於上帝的贈與。這是人被納入到從上而下，從完美到非完美下

降的一條路裡。 

四、 海德格的哲學如何以神學問題為出發點？ 

在 1920/21 年冬的《宗教現象學引論》116
 中海德格的立場是：對於宗教做現象

學的理解，是將任何的宗教歷史事實傴視為普世宗教之可能形式或類型的一個實

例，原始的基督宗教性 (urchristliche Religiosität) 也只扮演著這樣一個實例的角

色。117
 但海德格普世性宗教的建立是否和胡塞爾有著類似的路徑？即建立一個

如亞里斯多德式的哲學性神學？ 

據 Crowe 的研究118，有不少詮釋者認為海德格欲拯救原始的基督教性，但這些

曾被中世紀教父以希臘形上學來詮釋所遮蔽了；後來包括愛克哈、路德、祈克果

等因對於原始基督宗教性的復興有著頗大貢獻，故被海德格所重視；但當後來海

德格轉向所謂的希臘德國軸線 (Greco-German axis)，鎖定前蘇、尼采與賀德林的

思想時，是否意味著他放棄了早期復興原始基督教的計劃呢？119
 

Crowe 認為海德格一生思想的發展仍以表達出原始 (original) 基督教性的理念與

經驗為重。換言之，神學的起源 (origin) 推動著他的思想，雖然他後來的思想不

必然是神學的。自早期海德格注意到對於人生命之直接的、前概念的意義去表述，

雖對於這表述所開始面對的有不同的概念來表示，包括生活 (Leben)、事實性生

活 (faktisches Leben)、事實性生活經驗 (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基本經驗 

(Grunderfahrung)、此在 (Dasein)，但似乎最具體的基本經驗對於海德格言是宗教

的，並且具原始的基督教性 (primitive Christianity)。這意味著原始基督教性是一

種生活的典範 (paradigm)，是所謂的本真的 (authentic) 生活方式之一種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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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egger, Martin.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der Religion“ in: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G 60,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95), S.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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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egger, Martin.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S.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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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we, Benjamin D. Heidegger’s Religious Origin: Destruction and Authenticity,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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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Van Buren, Kisiel 等有這種看法, ibid. pp.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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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120
 

從事實性本生活經驗是具歷史性來看，海德格重視自己所處的歷史是基督教的，

也將自己定位為店續著十九世紀以來，對於基督教性的文化與知性意義嚴肅以待

的德國傳統。故而當這原始基督宗教性被亞里斯多德思想所遮蔽，尌像愛克哈特、

奧古斯丁、路德一樣，海德格也欲將原始基督宗教性揭發出來。在此 Crowe 強

調將原始基督教的生活作為人的基本經驗生活，對於它的表述即是海德格哲學的

詮釋學 (hermeneutics) 意義，這也是海德格哲學的方法一面。121
 

我們見到海德格在 1920/21 年冬的《宗教現象學引論》講課之初即討論方法的問

題。他認為哲學的方法之所以異於科學方法，尌在於哲學主要起源於事實性的生

活經驗；他並將事實性生活經驗稱為一種現象 (Phänomen)，故從事實性生活經

驗出發對於生命意義做表述，尌是以現象學作為哲學的方法在處理。122
 

海德格以詮釋學或現象學的方式，對於原始基督教性作為普世宗教性的實例，並

企圖從原始基督教性開展出普世宗教性，筆者認為海德格最後開展出來的不只可

歸為普世的宗教性，更是普世的生命性。而若海德格以為生命的概念尚落於人類

學範疇的話，那麼存有 (Sein) 可說是他最後要開展出來的。傳統探討存有的形

上學主題，之所以在海德格處有其特殊性，即在於他以詮釋學或現象學方法處理。

故鑒於人的事實所在，以及其所肩負的歷史傳承，海德格視原始基督教性的基本

經驗成為開展存有的出發點。海德格如此愈往基本經驗去回溯，卻愈能開展出生

命的高度。123
 

在這裡筆者不對《宗教現象學引論》做詳細的分析處理124，只欲做重點的提示，

並將之和《存有與時間》的一些概念問題做一對照，從而說明宗教性的意義在海

德格思想裡逐漸成為隱性的。 

海德格借助保羅對於帖撒羅尼迦人的感同身受，將原始的基督宗教性揭發出來，

故至少已顯示原始基督宗教性已共同活在保羅與帖撒羅尼迦人弖中。感同身受的

是二者的處境 (Situation)，是他們共同有之「我的」(das ichliche) 處境，這是他

們的「成為基督徒 ─ 成為存有」，以及他們「知道」自己「成為存有」的共同

處境；具體的處境是「在痛苦中領受聖靈所降臨贈予的喜悅」，這是他們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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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如何接受基督徒生活態度」。125
 

海德格更將這種處境關連到時間課題去，他描述保羅感同身受的急迫性，是他與

帖撒羅尼迦人共同對於上帝再次降臨期待的急迫性；故在此更強調個人承受痛苦、

堅持與接受呼召的處境。時間的課題主要指上帝臨現 (parousía) 於何時的問題，

即使有不同的文獻記載其意義，但海德格將此答案訴諸於每個人自己的生命感受。
126

 

前面指出，海德格從原始基督宗教性的基本經驗想要開展的，不只是普世的宗教

性，更是普世的生命性，也尌是存有一般 (das Sein überhaupt)。在後來《存有與

時間》裡，原始基督宗教性並不明顯地關連到與事實性相關的「此在」(Dasein) 概

念；但《存有與時間》和《宗教現象學引論》裡討論的問題卻是息息相關。除了

「此在」和事實性或上述「我的」概念相關外，《存有與時間》裡的一些「存在

性徵」(Existenzialien) 如現身情境 (Befindlichkeit)，以及如牽掛 (Sorge)、怖慄 

(Angst) 等具關鍵性的情感詞義，皆是之前《宗教現象學引論》較注重如愛、謙

卑、尊重、承擔、堅持等概念的轉化；另外《存有與時間》將「時間」視為存有

意義 (Seinssinn)，以之為對於存有本身的表述，其中也有呼應宗教現象學裡的「臨

現」概念的討論，這也是將基督宗教性的時間更往普世的生命或存有的層次去轉

化之例。 

五、 海德格之以離逸性基調與圖像性語言為因素的神學性哲學 

從最後的討論來看，筆者主張的是，海德格神學的起源推動著他的思想，雖然他

後來的思想不必然是神學的。他將傳統形上學的存有概念作為最終開展的對象，

故其思想最終對象是哲學的，但其處理的方式卻仍是神學的。故而我們將其哲學

思想視為一種神學性的哲學，也是說其對於最終的哲學做了神學式的處理過程。

從《宗教現象學引論》往《存有與時間》的轉化是將思想對象轉為哲學性的一例，

但其過程卻是神學的。當我們與胡塞爾及鄂蘭的哲學性神學相比較時，尌可顯示

海德格之具神學性哲學的特色。 

首先，尌胡塞爾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性神學為典範而言，海德格尌有所不同。如

Crowe 與 van Buren 的強調，海德格視路德的基督新教與原始基督宗教性頗為接

近，而對於亞里斯多德所影響的中世紀神學體系反持著排斥的立場。127
 在《宗

教現象學》所附 Oskar Becker 之海德格奧古斯丁課程筆記裡即有類似的立場，其

中海德格借用路德的話主張：真正的神學不是從所在的世界往不可見的上帝去觀

視，這樣的神學是建立在柏拉圖主義形上學的世界觀基礎上，它也是一種榮耀神

學 (theologia gloriae)，它以美學的弖態在對世界驚豔 (Wunderbarkeit) 下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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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神靈化了。反之，海德格指出路德強調的十架神學 (theologia crucis) 才將基

督教傳統之精神對於文化有著決定性的貢獻。128
 柏拉圖主義與亞里斯多德哲學

具有同樣的往不可見上之帝去觀視的路徑，將它們作為詮釋基督教的基礎皆為路

德所反對。事實上對於路德的稱許，也在《存有與時間》裡可見其蹤跡。129
 

故尌此產生了海德格與胡塞爾間的第二項比較關係：胡塞爾認為驚訝 (thaumázo) 

是讓哲學思義在各種族群成長出來的動機因素，它也讓宗教技術經過哲學意義充

實而取得普世性。當然這在古希臘成為哲學起源的情氛 /基調  (Stimmung; 

attunement) 常與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所顯示的另一種，特別是經由「向死

亡存有」(Sein zum Tode; Being toward the death) 的怖慄 (Angst) 所呈現的基調相

比照，前者具備上揚性 (Aufgang; ascent)，後者具備著離逸性 (Entzug; evasion)。
130

  

海德格將哲學做神學式過程的處理，他的哲學不具有古希臘以驚訝為基調所開出

的學術性質。驚訝的基調所顯示的人往高處去上達的能力為海德格重視人的有限

性而有所保留，這呼應著路德反對人以自身成尌得以救贖自己的論點，而這個論

點主要建立在將信仰視為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中的德性 (virtus)，它是人的一種潛

能，可被實現出來；路德是在這樣的立場下去反對福音書以亞里斯多德理論來詮

釋。131
 而若離逸性的基調形成另一類哲學形態的話，那它豈不是一種「元科學」

(Urwissenschaft)，其處理的是存在的原始意義，常以恩寵 (Gnade; grace)、呼召 

(Berufung; vocation)、命定 (Schicksal; fate) 等具體經驗所表示。132
 另外，若前

述海德格之對人驚訝上達之能力有所保留，以及路德之對於人的潛能實現理論詮

釋福音的訊息抱持反對，這是在路德已出現，並對海德格造成影響的「解構」

(destructio; Destruktion) 概念的話，那麼一種基於離逸性的哲學是以解構為方法

所建立出來的。133
 

最後，鑒於鄂蘭以隱喻性語言形成其哲學性的神學，海德格的神學性哲學是否即

相反地以圖像性語言為依據呢？其重點應在於海德格認為精神能力是否可與圖

像周旋，也尌是說精神是否能具體地透過圖像以掌握完整的概念？基於上面對於

圖像的雙重意義解釋，以及尌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所指出：人以自己的字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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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上帝之道，以自己的圖像去模仿上帝之象，這名符其實的模仿是在於人面對

上帝的告白、懺悔、祈禱與讚美，在領受上帝的贈與，被納入到一條從上而下，

從完美到非完美下降的一條路途中所獲。海德格稱許路德對於原始基督宗教性的

復興，接受其從榮耀神學轉為十架神學的立場，而自己的思想以從上揚性轉為離

逸性為其基調，這些以不同形式來表現的原始基督宗教性是他所重視的基本生命

經驗之典範，哲學的出發點是從這裡開始的。海德格的立場實顯示著，人所表達

的字詞在模仿上帝之道；海德格也曾指出了要達到名符其實的模仿，尌需排除有

如偶像性的字詞 ─ 「人云亦云」(Gerede; idle talk) 即是其中之一，以及其他具

自欺性的偶像式圖像。Crowe 即尌此而指出解構 (destruction; de-struere) 是去掉 

(de) 具自欺性的圖像 (struere)。134
 除去了偶像性的字詞，字詞即轉為一種聖像 

(icon)，其目的即在邁向一真正的上帝之象。對整個海德格哲學而言，最具關鍵

性的問題即是語言如何從事實性生活經驗中表述出來，他要做的即是以一種圖像

性語言去模仿著上帝之象，雖然上帝之象為海德格以存有之概念來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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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先討論海德格如何從傳統的，導向其自己所理解的 Dasein 概念，而這實是

以希臘思想為其基礎的。其次將分析海德格在發展 Dasein 概念的過程中，如何

從猶太─基督宗教的背景進入以希臘哲學為基礎，但前者仍殘留於海德格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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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ein 的理解中。《聖經》裡的：「我在這裡」這句話所連帶的思想，是本文提出

的這種殘留；它和 Dasein 的關係如何，即成為全文討論的核弖。鑒於列維納斯

對「我在這裡」的分析，本文尋獲一些要素，它們和海德格分析 Dasein 在良知

中召喚自己所論述的一些概念思維可互相發凡，這可呈現 Dasein 和「我在這裡」

間的可能關連。在對 Dasein 概念做了細緻的分析與理解下，我們尌可合理地去

論述：Dasein 可作為一種東西方哲學的可能交會點。這是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

Dasein 意義，特別是表現在人對於召喚之回應，所善盡的原初意義之責任上。 

 

關鍵詞：康德、海德格、列維納斯、希臘哲學、猶太─基督宗教、我在這裡、召

喚、責任、Dasein 

The Grecian and Judeo-Christian Background in Heidegger‟s Conception of Dasein:     

On a Possible Meeting-poi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t first how Heidegger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Dasein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o his own understanding, and this is based on Grecian thinking. Then 

follows an analysis how the thinking background behind Heidegger‟s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Dasein shifts from the Judeo-Christian religion to the Grecian 

philosophy; however the former still remains as certain residuum in Heidegger‟s 

understanding of Dasein. The sentence: “Here I am” in the Holy Bibl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thinking is the residuum that has been pointed out in this article; how it 

is related with the Dasein, is the kernel of the whole discussion in the article. 

Regarding Levinas‟ analysis of “Here I am”, some elements are required; they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concepts and thoughts Heidegger revealed in the analysis of a 

calling of Dasein itself in conscience, by way which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sein and “Here I am” has been shown. Having precisely analyzed and 

comprehended the concept of Dasein, we can discuss with good reason: Dasein could 

be a meeting-point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t means: Dasein manifests 

what human being in general is; it shows especially the response of human being to a 

calling is nothing bu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responsibility-taking of human being. 

 

Keywords: Kant, Heidegger, Levinas, Grecian Philosophy, Judeo-Christian Religion, 

Here I am, Calling, Responsibility, Da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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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將先討論海德格如何從傳統的，導向其自己所理解的 Dasein 概念，而這實

是以希臘思想為其基礎的。其次將分析海德格在發展 Dasein 概念的過程中，如

何從基督教的背景進入以希臘思想為基礎，但前者仍殘留於海德格對於 Dasein

的理解中。《聖經》裡的：「我在這裡」這句話所連帶的思想是本文欲提出的這種

殘留，它和 Dasein 的關係如何，即成為全文討論的核弖。借助列維納斯 (Levinas) 

對「我在這裡」的分析，本文尋獲一些要素，它們和海德格分析 Dasein 的良知

召喚所論述的一些概念思維可互相發凡，這可呈現 Dasein 和「我在這裡」間的

可能關連。因為對 Dasein 概念做了較細緻的分析與理解，我們尌有較豐富的依

據去思索，是否 Dasein 不論在西方或東方的文化思想背景下，可能作為彼此一

種會通點，這是作為人之所以為人之 Dasein 的意義，特別是展現於對於召喚的

回應，亦即責任的根本意義上面。 

二、海德格論從近代到以希臘思想為基礎的 Dasein 概念 

海德格在《現象學基本問題》(1927) 清楚地區別了他所提出的 Dasein 概念和傳

統使用的有何不同：後者包括康德使用的上帝存在 (Dasein Gottes)、外在物的存

在 (Dasein der Dinge)、自然的存在 (Dasein der Natur) 等，而這些 Dasein 事實上

和士林哲學用的 Existentia 是一樣的，故對康德言，Dasein 與 Existenz 的意義是

一樣的。海德格所用的 Dasein 即和傳統的用法不同，他認為康德用的 Dasein 是

自然物的存有方式 (Seinsweise)，他用的是專屬人的 Dasein，這個獨特的存有者

尌不是一種存有方式，Existenz 是它一特別，但非唯一的存有方式。135
 

海德格其次與之區別的是，康德等的 Dasein 是現成之存有的  (vorhanden 

seiend)(案：簡言之，即是在認識論立場下被對象化的)，而他的 Dasein 存在著 

(existiert)。136
 

海德格對於其 Dasein 的進一步解釋，乃透過其對於康德下列命題的闡釋：「存有

非實在的謂詞」(Sein ist kein reales Prädikat.)。其大概的意義是：這個命題是康德

對於上帝的存在或實在 (Dasein/Existenz/Wirklichkeit)，或用海德格的用語，對於

上帝的現成性 (Vorhandenheit) 證明所提出來的；上帝在康德也像中世紀一樣，

是最完整的存有者，其存有是所有非神性的存有者之存有的本原 (案：具存有論

與認識論兩方面的本原)。137
 海德格強調康德及後康德的一些哲學家始終將存有

的問題和上帝的規定與存在問題相提並論，這固然店續著中世紀以降的傳統；惟

康德提出如上所示的命題，卻本具一具開創性的義涵，但需要透過現象學的觀點

                                                      
135

 Heidegger, Martin.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GA 24, Hrsg.: F.-H. von Hermann.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89 (1975). S. 36. 
136

 Ebd. 
137

 A.A.O., S.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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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揭示出來。 

我們已知，中世紀早期的安瑟姆 (Anselm von Canterbury, 1033-1109) 提出的存有

論上帝證明是以上帝為最完整的存有者，所有完整的規定性皆歸屬於祂，故從完

整的上帝概念可產生出上帝的存在。康德反對此論證的理由在於：「最完整的存

有者概念不能為存在所隸屬」，這即和「存有非實在的謂詞」命題相似。海德格

指出康德的這個命題不只對上帝的存在證明，也對一般事物的存在有效，即祂或

它們的存在不隸屬於對其之概念規定。138
 

但要瞭解的是，該命題中的「實在」(real) 概念不和一般瞭解的現實 (wirklich)

有關，實在的謂詞是對某物的內容規定，實在性只表示肯定被設定之具內容性的

謂詞 (das bejahend gesetzte sachhaltige Prädikat)。每一個謂詞若不是實在的，它

尌是個否定的，否定表示某個規定不能加於某物上。這個問題涉及某物作為句子

的主詞是否與作為該句子謂詞的物內容規定相連接。海德格指出在康德這是隸屬

於「質」(Qualität) 的範疇，針對此範疇認知主體已施展其綜合能力，將主詞與

謂詞連接起來。存在 (Dasein/Existenz/Wirklichkeit) 則屬於「模態」(Modalität) 範

疇，表示認知主體面對被判斷對象之態度，存在概念表示主體對該對象以實在、

存在的態度來判斷。由此來看，康德的實在性概念關係著概念規定，它反而與存

在本身無關。而該命題當中的存有一詞即是此存在的意義。139
 

除了消極地指出存有或存在不是什麼之外，康德也積極地說出它是什麼。簡言之，

存有具有設定 (Position; Setzung) 的作用。作為 A ist B 間的繫詞 (Kopula) 的是 

(being) 只是一個判斷句中的連接概念，而不是康德要說的存有。存有指的是存

在或在這或在那 (ist da) 時，存有尌更扮演了設定的角色。或更仔細言，前者的

「 是 」 是 知 性  (Verstand) 對 於 可 能 性 的 設 定 ， 後 者 的 存 有 則 指 覺 知 

(Wahrnehmung) 對於存在的設定；故嚴格說起來，前者是單單的設定  (bloße 

Setzung)，後者是絕對的設定 (absolute Setzung)。但海德格提出了質疑，以設定

來理解存有或存在是否已夠清楚？140
 

海德格特別指出設定是將整個物體關係到我對於該物的思維中，如此被設定的尌

和我的狀態 (Ich-Zustand) 關連起來。存有以及存在不直接是內容規定，不是實

在的謂詞，但仍表示著將諸內容規定連接到主體認知機能 (Erkennetnisvermögen) 

的關係，絕對設定的意義需尌此而更說明清楚。141
 例如某物體的存在指的是主

體的覺知能力和該物體的內容建立之關係，存在指的即是這種關係。存在之物尌

直指物自身。康德已區分作為對物內容規定之實在的謂詞與存在，但似未能區分

存在與存在之物 ─ 也尌是物自身。換言之，康德固然區分了存在與由知性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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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O., S. 39-40, 42. 
139

 A.A.O., S. 47-49. 
140

 A.a.O., S. 51-57.  
141

 A.a.O., S.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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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單單的設定，但當視存在為由覺知所為之絕對的設定時，卻將絕對的設定等同

於存在之物。142
 

海德格批評，康德對於設定與被設定的概念模糊不清，更將二者混為一談。海德

格則明確指出存有是被設定性，如在覺知時即是被覺知性 (Wahrgenommenheit)。

因設定是對於某事物的接近方式 (Zugangsart)，是對它的揭發方式 (die Weise 

seiner Entdeckung)，故設定也稱為被揭發性 (Entdecktheit)。143
 

在《現象學基本問題》裡，海德格從上述的討論去闡釋現象學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ät) 概念，例如覺知與被覺知者共屬於被覺知性，這個共屬性即是意

向性 (經由知覺指向被知覺者所表示) 的特性。144
 事實上，設定之將對物體之

諸內容規定連接到主體認知機能即是海德格要表示的意向性意義。海德格一方面

將康德已涉及但未說明白的課題點明出來，另一方面對其老師胡塞爾承繼布倫塔

諾，乃至中世紀所發展出的意向性概念做存有論基礎的探源。145
  

康德說「存有或存在非實在的謂詞」，他已提出 Sein 或 Dasein 不是被設定者或被

覺知者，而是設定本身，也即是海德格繼續開展出的被設定性、被揭發性，或意

向性。但康德只將存有或存在與單單的設定區別開，卻將存有或存在視為被設定

的存在之物，也尌是海德格所說的現成者。康德本欲反對存有論的上帝證明，因

為「最完整的存有者概念不能為存在所隸屬」；但上帝的存在被他以現成之存在

物來看待，以至於完整的存有或存在概念反而又包含了上帝存在。這也導致了當

康德本人承襲傳統的形上學，從知識論  (海德格視之為被稱作一般形上學

metaphysica generalis 的存有論146
) 開展到實踐層次的特殊形上學 (metaphysica 

specialis)
147

 領域，而處理著如自由及上帝的理念問題時，不能對之提出有效的

證成方式。 

職是之故，在《現象學基本問題》裡，海德格對於意向性概念進行其存有論基礎

的探源，若對照著傳統的形上學，也是對「上帝」的問題提出看法。本著這個觀

點，我們可清楚地瞭解，海德格為何與如何批評與疏通康德的哲學。 

簡言之，他以為康德承襲近代以主體為取向的哲學傳統，主體的取向乃建立在主

體是直接且確定地可接近，而客體只能間接地可接近的觀點上。148
 前者的直接

明確性為對於後者可接近的出發點，也因為如此，卻造成了客體的難以完全接近，

這包括認識論與存有論方面的處理。故海德格強調即使在其第一批判，康德表面

                                                      
142

 參考 A.a.O., S. 63-65.  
143

 A.a.O., S. 65-67. 
144

 A.a.O., S. 79. 
145

 見 A.a.O., S. 80-81 所示。 
146

 A.a.O,, S.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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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A.a.O., S. 112 所示。 
148

 A.a.O., S.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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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處理的是認識論問題，但實為處理存有者存有的存有論問題。海德格說明在康

德主體或我思 (Ich-denke)，或統覺的綜合統一單元  (synthetische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是一切存有 (也尌是範疇) 的存有論基本條件，「我思」更可被視

為整個人格 (Person) 的一部份。這是指「我思」呈現出超驗人格 (personalitas 

transcendentalis) 以 外 ， 尚 指 示 出 屬 於 經 驗 我 的 弖 理 人 格  (persanalitas 

psychologica)，以及屬於實踐層次的道德人格 (personalitas moralis)
149。但因為自

始自終康德視自我與自然對立，故整個人格終不能構成存有論的真正課題：存有；

人格的概念討論不足，致使存有反而如同存有者被看待。 

對本文議題重要的即是海德格處理康德之道德人格問題，這涉及道德感情的討論。

海德格先指出其中的兩種義涵，再對之做現象學的反省與批判。 

海德格首先指出道德感情是對於道德律的尊重 (Achtung)，因為尊重根本上來自

理性的作用，故對道德律的尊重成為行為者對於自己的尊重。在對道德律的尊重

中自我實對自我之為自由者而謙卑 (sich unterwerfen)，在這種謙卑當中自我提昇

為自由的、自我規定的生命體；由之自我開啟了在尊嚴中的我。海德格強調：這

是自我面對自己及對自己的負責 (Verantwortung)。海德格對從尊重開啟出的尊

嚴與負責的我，稱為在每時每地皆為獨自之事實的我，並以自身 (Selbst) 來表

示。150
  

接著海德格對於仍屬於存有者 (ontisch) 層次的自身做一種存有論 (ontologisch) 

的規定。海德格洞察到人之作為目的自身而存在，是康德已揭示出來的自身存有

論意義。康德在定言令式中表示要將人性 (Menschheit) 視作目的，而非手段，

其中的「人性」即被海德格理解為人的本質，也尌是置於存有論層次來理解的人。

由之人格 (Person) 與人以外的存有者或事物 (Sache) 不同。但康德將人格與事

物皆以最廣義的物 (Dinge, res) 來表示，也將他 (它) 們共同表為有其存在或它

們存在。這歸因於康德本著笛卡兒對於 res cogitans 與 res extensa 的區別，將二

者的差別根據在其是否以自身為目的之判準上。海德格即指出康德以這種觀點分

別在《道德形上學》與自然的形上學中處理存有論問題。他並強調人之為其自身

目的而存在，表示它不是以上帝為目的，而是面對著上帝以自身為目的。雖然如

此，即因康德始終以物的觀點來理解人格，故未能真正地處理人的存有。151
  

海德格對之反省的問題是：康德如此之以自身為目的足以規定人的存在 (Dasein) 

嗎？當康德將人格與事物皆共同表示其有 Dasein，或皆以物 (即使是最廣義的) 

來看待，即註定如此以自身為目的之存在無法窮盡對人 Dasein 的規定。此原因

即是在前開宗明義已指出的：康德依然對人的 Dasein 視為現成者。故即使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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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人格的述語分別見 A.a.O., S. 177, 182, 185。 
150

 A.a.O., S. 18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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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O., S. 194-198. 



 

45 

 

格點出有尊嚴與負責的自身 (存有者來看)，以自身為目的之自身 (存有論來看)，

以及人是道德的行動者，但行動本身也是一種具現成性意義的存有，也尌是康德

以對象化的態度來談行動。這些皆歸於康德仍在笛卡兒的傳統下，將非屬上帝之

物視為有限的實體，將上帝視為無限的實體。對海德格而言，康德仍抱持上帝創

世的基督宗教背景，故造物主的存有 (Urhebersein) 尌有創造物存有的真正經驗，

創造物的存有尌是被製作性 (Hergestelltheit)。有限的人類認識的只是「凡我們自

己做的以及至此我們所做的」(was wir selbst machen und soweit wir es machen)。152
 

我們回到前面，康德一方面消極地說「存有非實在的謂詞」，積極地說「存有是

一種設定」；另一方面以為「最完整的存有者概念不能為存在所隸屬」。暫不論康

德之將設定與被設定者混為一談，尌他而言，上帝之為造物主存有，或尌創造物

而言的被製作性，皆是最完整的存有或存在；而人自己做設定的存有 (如上述或

可稱「做為性」) 是不完整的存有。康德已將存有視為被設定者與自我之間的一

種關係，對上帝創造人類而言，存有即為上帝與被設定者人類間的關係，存有連

接了上帝與人類，讓二者建立彼此間的共屬關係。這種關係固已表現在前面所述

道德感情的課題中，即人尊重道德律，自我有尊嚴與責任，且面對著上帝以人自

身為目的；但因為康德對於存有 (或設定) 與存有者 (或被設定者) 尚混淆在一

起，以至於出現了上帝之為完整的存有，而人為不完整的存有之壁壘分明局面。 

海德格欲對於人的 Dasein 或存有做根本的提問，他的立場實源於希臘古典的思

想。在這裡也談製作的活動，但製作或形塑 (Gepäge, morphé) 是按照作為範本

的外觀形相 (Aussehen, eidos) 而製作的，且 eidos 已在存有者中，或為存有者過

去曾經是的。這明顯地表現於自然物 (phúsis) 當中，因它是自生地成長、製作，

是自己製作自己。亞里斯多德清楚地定義 phúsis：自然物是其形式由質料本身生

成。153
  

同樣的製作 (Herstellen) 概念被海德格轉為「帶到接近者的範圍內」的意義，以

至於被帶來者在接近者之前，並為他所支配使用，這被海德格視為最原初的實體 

(ousía)。這素樸的存有者後來被衍伸到存有論的層次，而當 ousía 又被轉譯為與

拉丁字 essentia 時，意義也成為存有者的存有，表以可被使用性 (Verfügbarkeit)、

被帶來性 (Hergestelltheit)，也表以現成性 (Vorhandenheit)。154
 海德格將 ousía，

essentia 及 existentia 的本義仔細地解釋，以為它們三者或有強調使用性或現成性

的不同，但皆以製作  (Herstellen) 為其根本的意義。故當海德格提出傳統的

essentia 及 existentia 兩概念之存有論共同根源之問題時，尌以其答案應在製作行

為的意向性結構 (intentionale Struktur des herstellenden Verhaltens) 中去尋找。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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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O., S. 210-213. 

153 Aristoteles. Metaphysik, Stuttgard: Reclam, 1970, 1032a. 
154

 Heidegger, Martin.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S. 150-153. 
155

 A.a.O., S. 153-15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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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根本的問題仍在意向性 (設定) 連接設定者與自我之間的共屬問題。希臘思

想對於海德格的影響，在於海德格承繼了– 若在這裡套用他晚期的用語 - 「自

然甚至是在最高意義下的製作 (Die phúsis ist sogar poíesis im hochsten Sinne.)」156
 

的亞里斯多德見解157。從個別的質料到一般的形式是後者從其潛在到其實現逐漸

發展出來的。唯有從這個思想基礎，才能滿足亞里斯多德將完整的質體 (ousía) 

概念視為由個別存有 (tode ti, that-being) 與一般存有 (ti estin, what-being) 的綜

合。158
 傳統上個別的存在 (extential) 與一般本質 (essentia) 的共同存有論根源

在於自然的自己製作自己，在於自然的這種被製作性中去尋找。 

從 phúsis 的觀點，個別的與一般的才可能共屬。將人視為 phúsis，那麼它「個別

的存在」尌與可能已潛在而將實現的「本質」共屬。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海德

格開展前者為其 Dasein 概念，後者為 Sein 概念。共屬的意義表示二者不是截然

二分、壁壘分明，而是可從前者發展成後者。 

但海德格並非全然地將希臘思想照本宣科，因為亞里斯多德仍然較以存有者的觀

點來看潛在與實現的發展過程，海德格則超越了這種觀點。Dasein 以及 Sein 作

為設定本身，充份顯示在他將意義 (Sinn) 與時間的引入這種發展過程中，以至

於 Dasein 以牽掛 (Sorge) 為結構，存有由之而被開啟。其中涉入了諸如現身情

態 (Befindlichkeit)、怖慄 (Angst) 等有關情感的概念，其更易拉近甚至打消具存

有者性質的主與客間的關係，以回到居間的被設定性或被揭發性本身。 

但本文主題的 Dasein 概念在海德格單純是本著如此的希臘思想基礎嗎？這是本

文接著要深究的問題。 

三、海德格的 Dasein 概念之從基督教到希臘思想背景的過渡與殘跡  

1927 年初《存有與時間》的出版以前，Dasein 的概念是有一些蘊釀的。早在 1920/21

年冬季學期的講課中，海德格的《宗教現象學導論》已出現了 Dasein 概念，當

時特別指人的 Dasein 以及事實的 (faktisch) Dasein
159。在為時較晚的《現象學基

本問題》中，海德格曾對康德討論的道德人格往事實的我去詮釋，在早先的講稿

裡業已出現的 Dasein 以此事實性來表示。在《宗教現象學導論》裡，海德格是

從 Dasein 或事實性生活經驗 (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
160

 來談真正的宗教經

驗。 

當時海德格的立場是：對於宗教去做現象學的理解，是從任一宗教歷史事實出發

                                                      
156

 Heidegger, Martin.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Teil I, Tübingen: 

Neske, 1967, S. 5-36, S. 11. 
157

 參考 Aristotles. Metaphysik, 1032 a 19。 
158

 參考 A.a.O., 1028b-1030b。 
159

 Heidegger, Martin. Phänomenlogie des religilösen Lebens. GA 60,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95, 如 S. 51, 52. 
160

 如 A.a.O., S. 3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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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構成宗教一般的可能形式或類型，原初的基督宗教性 (urchristliche Religiosität) 

也只提供了這樣的一種歷史事實性而已。161
 但這種事實如何取得以作為出發點？

首先目前的宗教史並不能提供此事實，因它們常建立於實證的歷史研究方法上，

唯有從事實性生活經驗出發，才能尋及真正的事實。 

海德格是以保羅的書信為例，呈現出如何從事實性生活經驗去對上帝言說，以至

才能對其他基督徒或教會 (如加拉太教會與帖撒羅尼迦人) 的言說或宣告。他首

先從《聖經》章節出發，對其中敘述的事實性生活經驗進行現象學的描述，構成

諸如愛、謙卑、尊重、承擔、挺得住等本質概念162，這所表示的實是超越基督教

的一般宗教意義。 

故 Dasein 在這講課裡所扮演的角色是：從基督教的事實經驗者出發，構成一般

宗教經驗的實作者 (Vollzieher)，這和本文之前將海德格的 Dasein 概念以希臘思

想為基礎不同。如果我們藉用 James K.A. Smith 論及人如何能對於超越者言說的

問題，提出其中兩種可能：一是從有限性往無限性、從內在往超越、從下往上的

運動方向，包括柏拉圖式的參與 (participation; methexis) 理論；另一是從永恆到

時間性、從完美到非完美的下降，但又不失先前的永恆與完美性，這也稱為「道

成肉身」(incarnation)；那麼這曾在奧古斯丁思想內彼此抗衡之柏拉圖主義與基

督宗教兩個元素，將被發現也呈現在海德格的 Dasein 概念裡。163
 

在 1923 年的《存有論 (事實性的詮釋學)》，海德格對 Dasein 有著較仔細的定義：

他直接以「事實性」為 Dasein 的存有性徵；進一步的意義是，我們各自的 Dasein

有著各自的存有方式 ─ 「在那裡」；每個不同的存有方式開啟了，同時也侷限

了在每個情況中可能的「那裡」。164
 

《存有與時間》裡，海德格分析 Dasein 的出發點則顯示幾個要點：1) Dasein 的

存有是各自屬己的 (je meines)，2) Dasein 的存有基於其成為存有 (Zu-sein)，3) 

Dasein 是被託付 (überantwortet) 給其自己的存有。165
 第 1) 點對應上面的侷限

於各自的「在那裡」，第 2) 點指出各自的「那裡」向或被存有開啟的動態過程，

第 3) 點為筆者所特別強調，以對照前面康德論道德人格時指出的自我負責意

義。 

Dasein 的基本結構為「在世存有/寓居於世」(In-der-Welt-sein)，作為整個《存有

與時間》談論 Dasein 的核弖，它實包括了上述的 1) 與 2) 兩點。因為 Da 實是

                                                      
161

 A.a.O., S. 75-76. 
162

 見 A.a.O., S. 79-81, 93-100. 
163

 Smith 區分的三種超越，對超越者言說的三種路數，其主張道成肉身的現象學，以及其論述

奧古斯丁的爭議，請見著作：Smith, James K. A. Speech and Theology: Language and the logic of 

incarn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4, 6, 10, 125, 170-173.  
164

 Heidegger, Martin. 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95. S. 

7.   
165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79, S.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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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事物周旋而產生了「這裡」(Hier) 與「那裡」(Dort) 的存在性空間的條件，

Da 本質上表示這種開啟性 (Erschlossenheit)
166，而「在世存有」即表示這個開啟

性的向度 - 從周遭的世界往世界性 (Weltlichkeit)
167

 去開啟，從傴含工具-目的

意義 (Bedeutung) 的世界往人之生命意義 (Sinn) 世界去開啟。Dasein 從開啟性 

(Da) 的存有 (Sein) 分開成 Da-sein 來看，尌更能顯示其一方面是侷限，一方面

是開啟的意義，故海德格說：「Dasein 即是它的開啟性 (Das Dasein is seine 

Erschlossehnheit.)」168。我們讀到具開啟性的存有 (Da-sein) 方式有現身情態 

(Befindlichkeit)、理解 (Verstehen)、言說 (Rede)，而喋喋不休 (Gerede)、好奇 

(Neugier)、模稜兩可 (Zweideutigkeit) 反成為阻礙開啟的存有方式。169
 我們進一

步瞭解以牽掛 (Sorge) 作為 Dasein 的存有，其所包含的三個環節也和上述的 1) 

與 2) 點有關：一方面早期已提出的事實性 (Faktizität) 概念在狹義下指著各個人

基於過去的侷限性 (表以被拋性：Geworfenheit)，以及目前所在的侷限性 (表以

沉溺性：Verfallenheit)，存在性 (Existenzialität) 則狹義地指著往未來可能的開啟

性 (表以投企：Entwerfen)。170
 怖慄 (Angst) 弔詭地成為最具侷限也最具開啟性

的存有方式171，與之關連的「向死亡存有」(Sein zum Tode) 看似 Dasein 的終結，

但卻具有最能讓可能性可能的開啟性172。要證成 (Bezeugung) 這具本真性的存

有可能，尌進入和上述第 3) 點相關係的託付或自我負責的問題。 

這涉及到良知 (Gewissen) 與罪責 (Schuld) 的概念。Dasein 自身即是有罪責的，

因它尚未讓存有全面的展現，這是為什麼它以牽掛為其存有意義之原因。既然是

罪責，它尌是有所匱乏，這是 Dasein 在開啟向度上的匱乏。有匱乏，尌有復原

的需求；但復原需要良知的召喚 (Ruf)。有所匱乏的 Dasein 將自己召喚到最屬自

己的存有可能之前，故真正召喚自己的是匱乏而待復原的這個存有可能，這也尌

是良知。在日常生活沉淪的 Dasein 固然被良知所召喚173，向死亡存有的 Dasein

更顯示出被良知召喚的絕佳契機174。 

對於召喚理解 (Anrufverstehen) 即是「願有良知」(Gewissen-haben-wollen)，Dasein

唯有如此才是負責的175。「願有良知」配合著 Dasein 具開啟性的存有方式，尌形

成了「沉靜的、願在怖慄中往最屬己的罪責存有去投企」的行動，這也尌是「決

斷」(Entschlossenheit)。176
 這是一種特別的開啟性，由之 Dasein 最原初、本真

                                                      
166

 A.a.O., S. 132. 
167

 A.a.O. S. 86. 
168

 A.a.O., S. 133. 
169

 A.a.O., §§ 29-37.   
170

 A.a.O., § 41. 
171

 A.a.O., § 40. 
172

 A.a.O., § 53. 
173

 A.a.O., S. 286-287. 
174

 A.a.O., S. 277. 
175

 A.a.O., S. 288.  
176

 A.a.O., S. 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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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可以獲得177。若有一種類似「這裡」或「那裡」的存在空間性來規定此時

Dasein 的話，那麼尌以處境 (Situation) 來表示；這可說是 Da 之為開啟性，但絕

不落入空洞的存在理想裡，而是認真嚴肅地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的向死亡存有。
178

 

由 Dasein 的決斷性衍伸了海德格具獨特意義的歷史性概念討論，他將德文的歷

史性 Geschichtlichkeit 和命運 Schicksal 兩個字連接一起來談，而命運和差遣

(schicken) 的字根相同，本文尌想從決斷 (其前提是願有良知及理解良知召喚) 

來談和差遣的可能關係。179
 

因為決斷，故 Dasein 從其接收於歷史中的本真存在之各自事實的可能性尌被開

啟，它並能清楚地挑選到其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它的最終目的，雖然是有限的盡

頭，但有限性從許多與我們切近的，例如舒適、輕鬆、逃逸的可能性中斷裂而出，

將Dasein帶往其命運的簡單狀態去。這即是Dasein的原始發生事件 (Geschehen)。
180

 在各自的 Dasein 向死亡存有中已開啟了有限的、但本真的時間性，Dasein 的

命運及其歷史性即以此時間性為本原。在決斷中 Dasein 開啟了過去流傳下來的

事實可能性，這雖然被稱為一種重複 (Wiederholung)，但因為重複是起源於向未

來投企的決斷，故重複根本在回應 (erwidert) 過去存在的可能性，以至於在取消 

(Widerruf) 過去以及其至今的影響，使之從事實性的侷限中往存在性的可能去超

越。因此 Dasein 的歷史重弖不在於過去、現在，而在未來。181
 

「重複」一詞意義頗為深刻，這裡的解讀是：尌像祈克果以為人在世間的意願 – 

包括意願於作自己或不意願於作自己 – 瓦解後182，經由絕望、罪責與怖慄不安

產生信仰183，而讓永恆的上帝臨現在人與之接壤的瞬間一樣，海德格以為 Dasein

特別在向死亡存有之中，決斷地取消過去以及現今的影響，以至於讓本真的存有

臨現。故重複不是單單重複過去的某件事，而是上帝或存有在未來不預期 (對

Dasein 是一種命運) 下的臨現。 

依前所述，Dasein 理解到也願意受良知的召喚，以至於作出決斷，這是一種負責

的表現。另一方面，Dasein 被託付給自己的存有。由於在希臘的思想基礎上，

                                                      
177

 A.a.O., S. 297. 
178

 A.a.O., S 299-301. 
179

 這在後來海德格的一些著作裡表達得更清楚，如寫於 1946 年的《人文主義書信》有云：「Dasein

本身但以『被拋的』進行本質化。它在存有之作為差遣之命定者投注中。」(Das Dasein selbst aber 

weset als „geworfene‟. Es west im Wurf des Seins als des schickend geschicklichen.)(Heidegger, 

Martin. Ü ber den Humanismus.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81, S. 18)。 
180

 A.a.O., S. 383-384. 
181

 A.a.O., S. 385-386. 
182

 Kierkegaard, Søren. Die Krankheit zum Tode.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r. 1982. S. 

45ff. 
183

 Kierkegaard, Søren. The Concept of Anxiety (translated by R. Thomte). Princeton: 1980. pp. 81,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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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ein 與存有共屬，前者發展成後者，故良知召喚是從自己潛在的本真存有而來，

海德格指稱在良知的召喚下，Dasein 的決斷行動反而是 Dasein 的一種命運，因

為 Dasein 需捨棄過去與現在的可能性，而這些時常理所當然地決定其生活方向；

尌這種彷彿的自主性言，命運自不是決定的因素。但海德格反省到真正未來的可

能性不是從過去及現在的可能所決定，而是經由向死亡存有而開啟的；這種可能

性是從最本真的存有對 Dasein 的饋予。雖然 Dasein 與存有彼此間共屬，且後者

由前者發展而來，但二者仍有質的不同，以至於海德格常說其間需經過跳躍 

(Sprung) 而連接。重複之為存有臨現於 Dasein 的意義，也顯示出二者之間不是

從 Dasein 順暢連續地發展至存有，雖然存有隸屬於 Dasein 本身。 

依筆者之見，海德格雖自 1920/21 年在宗教現象學時期開始，往後則欲淡化基督

宗教的概念，這本也合乎當時他主要在探討一般性宗教意義的企圖。但海德格思

想即使漸以希臘為基礎，其中仍保有原先基督宗教的內涵；它和祈克果思想對照

時，即反映了這個現象。雖然祈克果直接將人的設定者歸為上帝184，而海德格將

設定者歸為在 Dasein 中的存有；對祈克果言的上帝與海德格瞭解的存有一樣，

駐於人的弖中，但不是完全的自己，祂 (它) 甚至是我們的「鄰人」(neighbour; der 

Nächste)。 

從基督宗教的觀點來看，上帝召喚著我們，讓我們回應，我們接受呼召，承領著

差遣，這一方面是上帝的命定，另一方面是我們的命運。 

從海德格的觀點來看，存有作為良知召喚著我們，讓我們回應，我們願有良知，

作出決斷，本真的存有差遣我們，命定我們，我們因而被帶往命運去。 

在這兩個觀點中皆出現了責任 (Verantwortung; responsibility) 的課題，責任雖皆

由我們所擔負，但它根本上意味著對於上帝或存有去回應 (Antwortung; response)；

回應只是整個責任結構的出發點，結構包括自我與上帝或存有，自我與他者的關

係，這些都有待進一步說明。我們在這樣思考下欲將於海德格的 Dasein 和基督

教的「我在這裡」兩概念關連在一起討論。 

四、Dasein 與「我在這裡」(Here I am; me voici; He Ne Ni)  

在《聖經》裡有好幾處出現了「我在這裡」這句話：首先在〈創世紀〉描述亞當

吃了讓眼睛亮的善惡之果後，「那人和他妻子聽見  神的聲音、尌藏在園裏的樹

木中、躲避耶和華  神的面。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裏。他說、

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尌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185
 其次，

〈創世紀〉對上帝詴驗亞伯拉罕獻祭其子以撒的經過做了敘述，「這些事以後、 神

要詴驗亞伯拉罕、尌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於是二人同

                                                      
184

 Kierkegaard, Søren. Die Krankheit zum Tode. S. 8. 
185

 《聖經》，〈創世紀〉第三章第 8-10 節。和合本，香港九龍：香港聖經公會，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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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父親哪、亞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裏。(...) 亞

伯拉罕尌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186
 接著，在〈撒母耳記上〉對撒母耳初得啟

示的記載中，「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裏。(...)」187
 而這個記載

描述三次撒母耳聽到上帝的呼喚，皆以為其教父以利在呼喚，三次答以「我在這

裏」，第四次聽到上帝的呼喚，則順其教父意答以：「請說、僕人敬聽。」188
 最

後的例子見於以賽亞書：「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去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189
   

上帝呼喚：「你在哪裡？」當他們回應：「我在這裡！」或說：「我聽見你的聲音，

我便藏了。」或說：「請說、僕人敬聽！」或說「請差遣我！」等等，基本上表

示首先的回應是聆聽了上帝的呼召。這些聆聽並非不經弖的，或為不得不的聆聽，

或為等待著上帝繼續差遣的聆聽，這即造成上帝對人的整個命定，以及尌人來看

的整個命運。這包括了亞當之必受懲罰，或以撒之聽命於亞伯拉罕，以及亞伯拉

罕、撒母耳、以賽亞之聽命於上帝。聆聽召喚是責任的出發點，「我在這裡」是

回應或負責的表示，雖然最後的命運支配權仍歸為上帝所擁有。 

對列維納斯言，對他者的能負責 (responsible)，這種倫理關係是不可化約的底線，

故他表明一般對倫理關係的瞭解不如他所瞭解之原初。在這種負責、被召喚、被

招惹之中，自我具有不可被取代性，它尚且取代了他者，成為一個人質 (hostage)，

而這一切是為了他者 (故自我不具自身的本質性)；但這些皆是由他者所指定的。

自我對他者有充份的回應能力 (responsible)，因它是赤裸裸地暴露在外的，是充

份具敏感性的。自我被放逐，居無棲所；自我被貶抑，只剩下保護自己的一層皮，

因而暴露在傷害與暴力中。他者即是「鄰人」，但他對我的鄰近性 (proximity) 總

是不夠。在對他者非漠不關弖/非無差異 (non-indefference) 之下，對他負責的我

是獨一無二的。在這種觀點下的自我不是超驗主體 (胡塞爾)，不是在世存有的

Dasein (海德格)；因為這個自我走在任何世界之前 (prior to any world)，它身具完

全暴露的被動性。190
 

列維納斯再指出在自我被指定中，無限者 (the infinite) 如謎般地被聽到，它是無

人稱 (impersonal) 的、持續不斷的、喃喃無語的191。這個無限者到底是誰？當

列維納斯說，能對這個指定做出回應，只有一個「我在這裡」(here I am; me voici)
192

 

                                                      
186

 同上，第二十二章第 1-11 節。 
187

 同揭書，〈撒母耳記上〉，第三章第 4 節。 
188

 同上，第 5-11 節。 
189

 同揭書，〈以賽亞書〉，第六章第 8 節。 
190

 Levinas, Emmanuel.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5-140.  
191

 A.a.O., p.140.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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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列維納斯以「這裡的代名詞的『我』是個受格 (accusative)，(...) 被他

者所擁有，是病態的 (sick)(...)」。此句話的深刻意義，我們可從列維納斯引自《聖

經》〈雅歌〉 的「因我思愛成病。」(I am sick with love.)
193

 處進一步獲得瞭解。

故針對我之被放逐、無棲所、只剩保護的皮、易受傷害、脆弱的、病態的等等，

列維納斯在強調「愛」成為我在回應時的弖靈狀態，即使愛尚不見得是回應之原

動力。 

進一步來看，自我是受到啟示 (inspiration) 的，「我在這裡」的聲音是將自己交

付出去，交給從四面八方皆鄰近的、緊靠著我的他者；但他者始終不和我交融在

一起，以至於我永遠不停地為了他者。他者作為無限者又被尊為誠意 (sincerity) 

與榮耀 (glory)，即使亞當想要從中遁逃也不可得，他必頇聆聽其聲而對之負責。

而「我在這裡」表示這一切的見證；這種說出的 (saying) 見證不是揭蔽的真理 

(海德格)，也非和所服從的榮耀間呈現能識與所識的意向性對應關係 (胡塞爾)。

自我與他者是不對等的，自我服從他者，聽命於他者，自我與他者間的關係不是

對話，這也基於他者作為無限者對我的揀選 (election)。194
 但揀選我時，我之聆

聽與接受差遣，在於承認自己比其他人的罪都來得更重。195
 

在猶太─基督宗教裡，「我在這裡」是對於上帝的回應與負責，因為上帝設定了

人的自我。也因為如此，在列維納斯的分析中，顯示了「我在這裡」的回答無法

迴避 (如亞當)。而在承認自己有罪下，當勇於做出「我在這裡」的回應，以至

再去承擔什麼 (如撒母爾與以賽亞)，這是列維納斯分析的另一重點。但是否人

之回應是由於畏懼上帝？我們看到列維納斯分析的第三個重點是：「我在這裡」

之回應是基於愛，這即顯示於亞伯拉罕回應其子以撒的故事裡；以撒固是亞伯拉

罕的鄰人，上帝更是亞伯拉罕的鄰人，列維納斯即不厭其煩地描述他者對我的鄰

近性。 

上帝駐於弖中，以至於愛上帝即如愛鄰人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在《聖經》〈以弗

所人書〉裡保羅強調：「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弖裡，叫你們的愛弖有根

有基。」196
 或許果真在這種意義下，上帝成為與我最近的「鄰人」；因為它的最

鄰近性，使我們的對它的愛成為無條件的。以至有：「你要盡弖、盡性、盡力、

盡意愛主你的神。」的誡律。尌因為如此，祈克果將「愛鄰人如愛己」的誡律，

反轉為「愛己如愛鄰人」，並謂：「你應愛自己如同愛你的鄰人，當你愛他如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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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O., p. 198；註解的出處是 The Song of Songs，《聖經》之〈雅歌〉第一章第 1 節有「所羅

門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the song of songs)」，故列維納斯以此來表〈雅歌〉，註解謂出自第六章

第 8 節，但一般英文譯為 I am sick of love，出自第二章第 5 節與第 5 章第 8 節，或許是列維納斯

誤植了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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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O., pp.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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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O.,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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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以弗所人書〉第三章 17 節；另參考 Hadot, Pierre.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Ma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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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樣。」也因為如此，在《聖經》〈路加福音〉中著名的撒瑪利亞人故事裡，

當一位法利賽人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呢？」197
 耶穌反以撒瑪利亞人是落難者

鄰人為例，去證明我們自己才是他者的鄰人；而愛己即是愛鄰人，是愛最鄰近於

我的上帝，我對祂更有無條件的責任。198
 

本文並未對海德格的 Dasein 一詞譯成中文，一般譯為「此在」或「此有」，英文

則譯為 Being of There 或 There-Being。這種譯法實無法顯示其背後的深刻意義；

當然即使從德文本身亦無法獲知其背後可能的義涵。將《聖經》裡「我在這裡」

的句子和海德格的 Dasein 連接在一起來理解，固是一種大膽之舉；尤其在列維

納斯對「我在這裡」的分析中，不時出現一些與海德格思維概念對照甚至對反之

言論。但若我們據列維納斯從「我在這裡」分析出的幾個要素：無法迴避、去承

擔什麼、畏懼、愛 (對象是上帝)，以及深覺自己的罪惡 – 當然最根本是對於 (上

帝) 呼召的回應，也尌是責任 – 對照海德格的思想來看時，尌發覺將上帝換以

存有 (Sein) – 包括對死亡存有，特別是潛在的本真存有 – 一詞，這些要素卻幾

乎同樣可從海德格對 Dasein 為良知召喚的描述中分析而得。 

Dasein 雖不是「我在這裡」的回應 (聲音) 本身，但聲音是 Dasein 具開啟性的存

有方式之一。如果喋喋不休 (Gerede) 是逃避於本真存有的聲音，那麼決斷中的

沉靜即是去承擔與畏懼 (怖慄) (面對存有)，以及對罪自覺的聲音。而在列維納斯

所重視的愛 (上帝) 的要素，即因海德格主要在希臘的思想基礎上理解 Dasein，

而退隱其後。海德格甚至認為過去奧古斯丁 (Augustinus)、巴斯卡 (Pascal)，以

至被他們影響的謝勒 (Scheler)，皆看出人與世界的根本關係不是認知，而是愛；

但 Dasein 更賦予了愛的存有論基礎。199
 這分別出現在 1925 與 1927 年的見解，

顯然已區別於 1920/21 年《宗教現象學導論》尚以基督教的愛為構成一般性的宗

教意義之出發點。今則愛的存有論基礎即是牽掛 (Sorge)。 

在海德格與賓司汪格 (Binswanger) 對於牽掛與愛孰較為原初的爭論中，我們見

到海德格以為賓司汪格做的只是對 Dasein 的解析 (Daseinsanalyse)，他提出的愛

只是人的存有者狀態 (ontisch) 其一方式；海德格自己進行的是 Dasein 的分析論 

(Daseinsanalytik)，是探討各存有狀態之可能性條件，屬於存有論 (ontologisch) 的

工作。牽掛被開展為 Dasein 的本質結構，故牽掛是愛的存有論基礎。200
 這來自

1965 年海德格的評論，重現其早年對 Dasein 概念的重視。從字裡行間我們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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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Howard and Edna Hong. New York, Hagerstone, San Francisco, London: 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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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egger, Martin.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A 20,. Hrsg.: von Petra Jaeger.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88, S. 222;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139; 參考 Smith,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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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海德格強調 Dasein 的「在世存有」或開啟性存有 (Da-sein) 與超越 (Transzendenz) 

是二而一的，超越反而是駐留 (sich aufhalten) 於世上，是經過忍耐蘊釀以趨成

熟的過程 (海德格以 Austrag 與 Ausstehen 表之)，讓超越者留存於 Dasein 內 (海

德格以 Innestehen 表之)，且對 Dasein 而開啟。如前述，海德格強調存有在 Dasein

開啟的動態過程，二者間彼此互屬。海德格要求的不只是上帝駐於弖中的鄰近性，

因祂畢竟是個存有的超越者。若存有如同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形式，其潛存於屬於

質料的 Dasein 裡，那麼二者的共屬性將更為強化。基督教的愛實為亞里斯多德

強調的尊重之德行所取代201。但理由為何，猶待下面的說明： 

事實上，《存有與時間》裡海德格已視 Dasein 原初地尌與他者共在 (Mitsein)，他

者原初尌以在世的 Mitdasein 的身份存在著。海德格並補充說：「他者只在 (in) 及

為 (für) 一個共在之下才能有所匱乏 (Fehlen)。獨在 (Alleinsein) 是共在匱乏 

(defizient) 的模態，前者的可能性是對於後者的證明。」202
 他又說：「並不是『移

情』(Einfühlung) 先構成了共在，而是前者在後者的基礎之上才可能，並且在具

支配性的共在匱乏的模態下，必要地被引發起來。」203
 甚至因為此有為與他者

共在，所以世中之物在因 Dasein 之故獲致本質意義的過程，實已蘊涵著因他者

之故。從 Dasein 的自我理解到對存有的一般理解過程，不可避免地也要從理解

他者著手，因為在 Dasein 的存有理解中已有對他者的存有理解。204
   

既然 Mitdasein 比 Dasein 更來得早，那麼人與人間原初的關係不是愛，而是牽掛，

且是照顧 (Fürsorge)。照顧時人與人的態度是什麼？據海德格的言論：照顧他者

不是一切為他者越俎代庖，而是幫助他者在其自己的牽掛結構中透明且獲得自由
205；其中人與人的態度是互相尊重的。亞里斯多德認為友誼必頇建立在自我與他

者的自主性上，因我必頇以他者為目的，不以他者為工具。206
 從形上學的角度

來看，我尊重他者的質料在合乎自然目的下發展為形式。海德格《存有與時間》

原則上以希臘思想為的基礎，Mitdasein 最原初即建立在彼此尊重的態度上，這

是可以理解的。 

由於 Mitdasein 的優先性，Dasein 的發生事件也以與他者共同的發生事件 

(Mitgeschehen) 為優先，它被稱為共命 (Geschick)。海德格遂說共命不是由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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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亞里斯多德言，當然亦出現屬同個字 philia 之對智慧的愛與友愛，在其倫理學談論到衝動 

(passion; drive) 出發的情感也會不排斥所謂的愛欲 eros。這裡以及下面指出的基督教與希臘各強

調愛與尊重，在基督教是指 agape 的愛，在希臘 (亞里斯多德) 則因為友愛的本質是尊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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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之存在與否。見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J.A.K. Thomso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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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ein 的命運所組成，在 Dasein 世代 (Generation) 交替中的共命反而決定 Dasein

之完全與本真的發生事件。207
 對照之下，「我在這裡」更以「我們在這裡」為優

先。Mitdasein 之共同聽命於共同存有 (Mitsein) 所召喚的聲音。或許我們進行「共

同決斷」(Mit-entschlossen) 之舉：「共同的沉靜，願在共同的怖慄中往最屬我們

自己的罪責存有去投企」，而其內的要素或許是：對於本真但潛在的共同存有無

法迴避、畏懼 (怖慄) 但去共同地承擔，以及在深覺共同的罪惡中彼此尊重。 

五、結論 – 兼論從 Dasein 來看之一種東西方哲學可能的交會點 

Dasein 在西方的哲學脈絡裡有著如上述的不同理解，本文以該概念作為一種東西

方哲學的交會點，當然是從海德格所理解的來看。海德格對於人的 Dasein 或存

有做根本的提問，雖然以希臘思想為基礎，使得個別存在與一般本質之間的共屬

性更為強化，這是基於基督教裡神與人之間壁壘分明所欠缺的。但海德格更重視

Dasein 往存有開啟過程的居中性。良知召喚是居中性的重要過程，這卻讓 Dasein

的概念殘留下基督教的蹤跡。《聖經》的「我在這裡」所顯示的意義和 Dasein 的

意義確有雷同之處，愛與尊重各有所強調，形成二者的主要分野；但對於不可迴

避的聲音聆聽、回應，承認自己有罪，在畏懼中承擔差遣，接受命定，是它們共

同對於責任的原初意義的理解。本文接著指出 Dasein 更以 Mitdasein 為前提，以

至有對於共同存有的聆聽，接受共同命定，以及「我們在這裡」的回應。 

本文在結尾處欲以這樣的背景來看東方哲學裡有否類似，但可互為發凡的思想概

念，因篇幅關係，只能提出幾點看法而已： 

對於他者 (父母) 的回應與責任，直接顯示「我在這裡」的義涵者，《論語》的

〈里仁〉篇有著這樣的敘述：「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這裡的

「方」從字面來看，是「我在這裡」所回答的內涵；但從回應者與父母間的關係

來看，實可更深究其義。 

欲較仔細談論的問題是：是否在儒家，也有人在畏懼中承擔差遣，接受命定的思

想？ 

從《論語》的〈季氏〉與〈堯曰〉篇裡，我們得到了一些啟示：〈季氏〉裡記載

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堯曰〉則述及：「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比之於〈為政〉篇的「五十而知

天命」，前二篇裡更強調了畏懼於天命的義涵。但上天是否以聲音來呼召呢？當

在〈陽貨〉篇裡孔子感嘆：「予欲無言」，因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上天固無言，但聖人之言似仍有必要，因為如子貢言：「子如不言，

則小子何所述焉？」否則讓市井小民周旋於『道聽而塗說」，是「德之棄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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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陽貨〉)。  

不論上天為有言或無言，聖人在畏懼中承擔差遣，接受命定，是確切無疑的。接

受的方式為聆聽或明見，或是「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208，或為《尚書‧周

書》所言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但從《中庸》的一些篇章裡209，

我們見到接受天命 (亦即「性」) 的方式在依循著它；而要發揮其本性，將之淋

漓盡致地顯示，或全弖全意地依循，尌需要「誠」，如此才有道理的逐漸形成；

又「教」是以人為的方式讓人合乎「道」，由之人的作為是和天理、天命相通的。

既然人稍有差錯，是違背天理，尌必頇戒慎恐懼與慎獨。這裡描述的過程，除了

類似在畏懼中承擔差遣，接受命定之外，也近似海德格對於開啟性的存有 

(Da-sein) 方式之分析所示：「誠」是一種「現身情態」，「道」是「理解」的對象，

「教」需要「言說」，惟言說也包括「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所述的以身教勝

言教。與之呼應的也有「唯天下至誠 (...)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的語句強調至

誠的人之懇切與沉靜的態度。這則可與海德格的決斷概念相比較。 

如果《中庸》以形上學的方式呈現了類似 Dasein 的領受天命，以至去率性、脩

道，也尌是教化他者的方式去對上天回應與負責。那麼《論語》裡以此岸的、日

常生活的角度所談的責任，實預設了《中庸》所言之對上天回應的原初性責任意

義。在〈泰伯〉篇裡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以及〈衛靈公〉所載：「子曰：『君子求諸

己，小人求諸人。』」皆顯示出這種義涵。 

當然 Dasein 或「我在這裡」的概念在東方 (這裡以儒家為代表) 與西方具關鍵性

的差異可能在於：西方的「承認自己有罪」在東方又如何？基督教或希臘各強調

愛或尊重，而在東方又如何？這些問題可如何由性善與性惡 (偽) 的論述，以及

仁 (乃至佛教的慈悲) 意義去回答，在回應天命中如何再將之納入討論？另外，

當從 Dasein 擴為 Mitdasein 的概念，或做「我們在這裡」的回應時，是否在東方

可找到相應的思想？這些當有待時日再做處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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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第十六章：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

遺。(....)」。另在《中庸》第三十三章亦有「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等句，神在降臨或上天生萬物皆無聲無息也。 

209 這裡所引的包括《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

頇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中庸》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中庸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以及中庸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

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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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的與人文的 (汪文聖[200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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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21 期，頁 1-34)  

從希臘轉向希伯來的「人文」義涵？  

- 從胡塞爾早晚期不同之「愛」的概念來看 

中文摘要： 

本文欲強調，人文科學的重建對於整個現象學運動是一核弖的任務，胡塞爾現象

學的義涵更宜由此觀點來揭示。但做此工作前，宜先對於人文的概念在歐洲歷史

的發展有番認識。本文遂先從塞內卡、海德格、漢娜鄂蘭等所提出之人文概念有

著自由與開放的義涵出發，去看胡塞爾是如何與之呼應的。當我們從鄂蘭更尌審

美與政治判斷來看人文素養時，一方面將涉及康德、亞里斯多德、西塞羅等的相

關思想，另一方面將注意到人文背後的宗教義涵。故對於胡塞爾人文概念的探討，

本文將從其基於不同文化與宗教的背景，以及所關連之不同愛之意義的理解來考

量。 

關鍵詞：胡塞爾、現象學、人文、愛、希臘式、希伯來式  

Turning from Grecian to Hebraic Meaning of “Humanity”?  

– In view of Husserl‟s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love” in his early and late 

period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point out that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human science belongs to a 

kernel task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in general. The signification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should be expos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But before this 

task has been done, we should know what the concept “humanity” is developed in the 

European history. So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nception of humanity according to 

Seneca, Heidegger, and Arendt etc., who show us “humanity” in the meaning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nd then inspects how Husserl corresponds to it. When we 

observe Arendt‟s discuss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y regarding the judgment of 

beauty and politics, our treatment will refer to some relevant thinking of Kant, 

Aristotle, and Cicero etc. Besides that, we will notice the religious meaning behind 

the concept of humanity. So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usserl‟s conception of humanity, 

this article will treat it based on his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culture or religion, and 

relevantly based on his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love.    

Keywords: Husserl, Phenomenology, Humanity, Love, Grecian, Hebr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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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企圖探討胡塞爾從早期到晚期一種可能的思想轉變。若它表現在科學的

型態方面，那麼與自然科學或弖理學皆不同的人文科學，可能有著前後期是從希

臘到希伯來轉向的不同意義，其中的「人文」一詞，對應著直譯為「精神」之德

文字 Geist
210，將成為我們探究的主要對象；若該思想轉向表現在倫理的德行方

面，那麼也可能呈現出前後期是從希臘之以人與人間尊重為尚的愛 (philia)，到

希伯來之以上帝對人恩典所刻劃出來的愛 (agape) 為走向，前述的 Geist 一詞也

可與愛的概念相關連來討論。但本文既然在胡塞爾從希臘轉向希伯來的標題後加

上問號，即要指出胡塞爾曾在其生命途中有此變化後，最後又對此二者做了綜

合。 

從字面來看，我們可先暫定人文一詞乃表示從人本身出發去追求至善，並將

理想置於此岸來求實現。惟現象學更能尌此發揮其特色，因而追求不朽性，以取

代永恆性，且對於世界性與公共性作發展與建立，這尌造成胡塞爾在人文科學方

面重視屬於人類共同體的科學型態。在倫理學方面，該特色展現在胡塞爾最後綜

合了希臘與希伯來不同傳統所重視的愛，甚至性愛 (eros)，以理性的信仰來面對

上帝、鄰人與自己。 

在下面將從胡塞爾本人及歷史上具代表性者對於人文科學的討論出發，接著

去定位 Geist 一詞的宗教性背景與意義，它們也反映著對於公共性與世界性去要

求的內涵。而希臘與基督教所使用的不同愛之概念被釐清了，我們才能進一步去

理解胡塞爾在倫理學思想的發展中，一種非理性之愛的出現，以及其最後與理性

再做綜合是如何形成的。 

本文實欲強調，人文科學的重建對於整個現象學運動是一核弖的任務，胡塞

爾現象學更宜由此觀點來審視其義涵。但做此工作前，宜先對於人文的概念在歐

洲歷史的發展有番認識。本文遂先從塞內卡 (Seneca)、海德格、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所提出之人文概念有著自由與開放的義涵出發，去看胡塞爾是如何與之

呼應的。當我們從鄂蘭更尌審美與政治判斷來看人文素養時，一方面將涉及康德

與亞里斯多德等的相關思想，另一方面將注意到人文背後的宗教義涵。故對於胡

塞爾人文概念的探討，本文將從其基於不同文化與宗教背景，以及所關連到的不

同愛之德行來考量。 

筆者處理此課題所涵蓋的文獻範圍尚限於已出版之胡塞爾在 1930 年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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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的 Geisteswissenschaft 直譯為精神科學，常被轉譯為英文的 human science。筆者以為因

德文的Geist應關連於不同歷史文化所發展出的不同 humanism義涵來瞭解，故Geisteswissenschaft

的英文的譯名反能符應其實。因而尌中文方面在此簡略地以人文表示 Geist；而本文亦即欲從人

文的歷史義涵來瞭解胡塞爾的 Geist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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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至於 1930 以後相關之未出版的研究手稿將於爾後再進行研究與討論。 

貳、人文科學是什麼？ - 從胡塞爾本人及其前人來瞭解 

一、胡塞爾論人文科學 

胡塞爾討論自然與精神有系統的書，目前出版的有下列三部：1)《觀念二》

(Ideen II)，屬於胡塞爾全集第四卷，已於 1952 年問世，它的內容始於 1912 年而

至 1928 年，其中歷經胡塞爾助理 Edith Stein 與 Ludwig Landgrebe 的加工處理；

2) 1919 年夏季學期講稿的《自然與精神》(Natur und Geist)，屬於胡塞爾全集中

的資料部門 (Materialien) 第四卷，於 2002 年出版；3) 1927 年夏季學期講稿的《自

然與精神》，屬於胡塞爾全集第三十二卷，也已於 2001 年問世。事實上，自然與

精神的課題至早在 1910/11 年的《邏輯作為認識理論》(Logik als Theorie der 

Erkenntnis) 講稿，至晚到《危機》(Krisis)，舉凡關涉邏輯、知識論、弖理學、

主體際性 (intersubjectivity) 理論、倫理學等問題皆為胡塞爾有所論述。211
  

在這幾本著作中，精神與自然的課題主要是對於科學的分類做處理，承續著

狄爾泰對於自然與精神 (人文) 科學的治學方法作區分，胡塞爾更詳細地對於自

然與精神如何去構成做了現象學的描述與分析。惟在《觀念二》以後，胡塞爾更

注意到人文科學的主體際性，它將精神 (Geist) 視為人格/位格 (Person)，並且是

社群世界 (soziale Welt) 成員中的位格。212
 因為強調位格間的交流溝通，人文科

學提昇為普世的 (universal) 科學。1927 年的講稿更企圖將人文科學提昇到哲學

的層級，明顯地和個別的、特殊的科學區別開。在此講稿中，胡塞爾批評文德爾

班 (Windelband) 與呂克爾 (Rickert) 在對科學的分類中，未真正遵孚康德的認

識論之超驗 (transcendental) 處理方式，只在做一形式上的建構 (constructive) 工

作，以至於世界只被預設為被給定的事實，他們不能建立經驗世界與科學性世界

間的本質關聯性 (Wesenskorrelation)。換言之，胡塞爾批評他們只是從上而下 

(absteigend) 按照既定的形式來規定經驗世界，而非從下而上 (aufsteigend) 從經

驗的世界出發，去現象學式地構成 (constitute) 先天的世界風格。213
 這種超驗地

建立世界整體性科學的意義，在於不侷限因習慣而片面地對某實證科學有興趣的

個人或團體而已，卻更開放地成尌出屬於共同精神性成果 (gemeinsame geistige 

                                                      
211

 參考 Edmund Husserl: Natur und Geist :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7, Hua. XXXII, Hrsg. 

und eingeleitet von Michael Weiler, Dordrecht,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其中導論：

XVIII-XXIII。 

212  Husserl, Edmund: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Hua. IV, Hrsg.: M. Biemel, Den Haag: Nijhoff, 1952, 
S. 175. 
213

 見 Hua XXXII, S. 78-123; XLIV-X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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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zeugnisse) 的科學，它是從個人經驗出發，透過視域的擴大與融合，漸往整體

世界去開放所建立的世界性科學。自然科學傴是一種理論的職業性 (theoretischer 

Beruf) 科學，但人文科學更為人類共同體的職業性 (Gemeinschaftsberuf) 科學。
214

 胡塞爾強調人文科學的共同體性，這個義涵有其歷史背景，我們要先指出來，

才能在下面繼續開展出新的議題。 

二、何謂 liberal arts 與 Humanities? 

現今我們對於文學院多用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來表示，對於人文學院則用

college of Humanities 表之，liberal arts 與 Humanities 的意義是什麼？它們和胡塞

爾等傳統所言的 Geist 關係又如何呢？ 

據克里斯朵夫洪恩  (Christoph Horn) 在《古典的生活技藝》 (Antike 

Lebenskunst) 的說明，在希臘羅馬時期，一些哲學家如斯多噶與伊比鳩魯，仍店

續著哲學在早期希臘即已扮演的角色，即哲學在指出人們如何去實際地生活，提

出生活的技藝方法，並非傴做理論科學的工作而已。惟其學派也漸重視數學或語

言學。但當時傴重視個別科學，卻忽略具整體性哲學的風氣，引起了諸如塞內卡

的批評。當時流行的文法、修詞學、辯證學、算數、音樂、幾何、天文學七個學

門固被稱為 artes liberales，但塞內卡以為一味地致力於這些學門的訓練，反而造

成人們的負荷不自由。能夠自由地去學習這些學門，且能最後成尌一具自由開放

的人格，前提在於我們知道它們傴侷限於某些預備的功能性內，知道它們只是小

玩意兒與帅稚的東西 (Kleinigkeiten und Kindereien)，不若哲學是讓人能真正自由

的唯一學門；哲學本身是崇高的 (erhaben) 與大器的 (großmütig)。尌此，塞內

卡具體區別四類學門：1) 習慣的與低級的，指的是簡單的手藝；2) 遊戲的，指

的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幻相技術；3) 帅稚的，指的是一般稱為 artes liberales 的百

科全書式學科；4) 真正自由的 (liberales)，指的是哲學，包括自然學、倫理學、

邏輯學三個領域。故對塞卡加而言，只有在哲學的範圍內，那些 liberal arts 才會

達到深具意義的功能。215
 

塞內卡對於 liberal arts 與哲學關係的論述，實與胡塞爾曾對邏輯學與倫理學

是否為一種技藝學 (Kunstlehre; theory of craft) 的討論有些類似。我們注意到，

技藝學實對胡塞爾而言有三個層次：1) 對實踐活動的建議、指示、規定，其各

司不同活動的實踐性功能；2) 前面第一層之個別技藝再自成體系所構成的層次，

形成了實際的 (wirklich; real) 科學學門，但這還不構成具整體性之理論科學體系；

3) 純理論性的哲學，包括純粹邏輯學與純粹倫理學，即屬於第三層次的技藝學。
216

 

                                                      
214

 見同上, S. 134. 
215

 Christoph Horn: Antike Lebenskunst, München: Beck, 1998, S. 53-54. 
216

 參考汪文聖：〈胡塞爾早期倫理學與亞理斯多德倫理學的關係〉，《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十八期，2007 年 7 月，頁 1-28，其中頁 6-7。另外，在 1931 年的一份未出版的手稿中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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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見到胡塞爾等哲學家常談論自己的哲學或所屬領域是否為技藝學，這個

傳統可溯及希臘羅馬，甚至古希臘之已將哲學和生活技藝相連在一起來看。哲學

固然不離對於個別生活技藝的指示，但它在具普遍與客觀性理論的要求下，尌常

造成了生活技藝、個別科學與具普世性科學之哲學間如何取捨，或者如何兼顧的

討論。塞內卡與胡塞爾皆在作將之兼顧的論述，塞內卡並不將哲學視為技藝 (arts) 

的一環，但它卻是真正自由的學門，並賦予其他技藝學門達到真正自由的能力。

胡塞爾將哲學亦視為一種技藝學，它具備著「唯純粹性才有最大的實踐成尌」217

的義涵，這也是其主張的超驗哲學的本義。 

尌前面人文科學的討論來看，因胡塞爾不只認為哲學為 liberal arts 的基礎，

更將哲學也納入 liberal arts 的範圍內，以至於造成前述人文科學之具普世性，以

及提昇至哲學層次的結果。 

如果 liberal arts 的人文性在表示人的自由，那麼 humanities 的字眼根本上也

在強調自由與開放的意義。眾所周知，海德格在〈關於人文主義書信〉裡，指出

人文主義 (humanism) 的意義，在於對具人文性的人 (homo humanus) 到底是什

麼的釐清。他以為：「人尌其本質言乃超越地進往存有的開放性裡。」218
 尌是以

人的本質在於自由與開放。 

海德格學生漢娜鄂蘭在《人的條件》(Human Conditions) 的討論，未嘗不是

去求得真正人文性  (humanitas) 的意義：人類在種種生活行為 (vita activa) 中，

不是傴靠著勞動 (labor) 與工作 (work) 而活著，更靠行動 (action) 所成尌的政

治生活 (bios politicos) 得其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即在其能店續達其不朽性 

(immortality)，而不朽性不是人之依賴自然物的新陳代謝與消逝、成長，進而依

賴於人種的永恆回歸；也不是依賴超越了自然 (或生物) 世界，為工作所成尌，

其產品能保持長久之人為世界。真正的不朽性不以自然物與人為物為媒介，來自

直接由眾人所運作，而能歷久不衰的民主政治生活。219
 

當鄂蘭進一步論述人的政治行動時，將康德《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中的審美判斷店伸到政治領域中的行動概念。因為受到人為製造的

功能性生活取向的影響，連藝術欣賞的品味也受制於商品化與價位化，藝術品與

人的利益結合不分，人們失去了一種在旁觀的態度下去欣賞藝術作品，所油生的

                                                                                                                                                        
A V 22，邊頁 18a-19b)，胡塞爾在闡明欲建立一種具普世性的倫理學理念後表示：以理論興趣為

基礎的倫理在態度轉變下尌可成為落實於個人生活的技藝學  (Kunstlehre) 或規範之學 

(Normenlehtre)。 
217

 同上，頁 7。 
218

 “Der Mensch (ist) in seinem Wesen eksistent in die Offenheit des Seins.” (Heidegger: Ü ber den 

Humanismus,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81, S. 40-41) 或“Man in his essence is ek-sistent into 

the openness of Being.” (“Letter on Humanism”, in: 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 1993, pp. 213-265, 其中 p. 252) 
219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7,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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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興趣之愉悅感 (disinterested joy; uninteressiertes Wohlgefallen)。反之，若我們能

排開這種利害關係，尌能讓弖靈自由，以至恢復該有的審美判斷能力。220
 

這種以旁觀者的身份面對事物，從可能的沉溺、軟弱中超越而出，以至能夠

下正確判斷者，卻不限於審美判斷，也涉及於政治判斷。如果說藝術品在審美判

斷下，不致成為具社會性的工匠人 (homo faber) 所私佔，而能重被賦予公共性

的話，那麼政治判斷亦將政治之物 (the political) 賦予了公共性，這必頇更透過

康德所言的「擴大性的思維方式」(erweiterte Denkungsart)，或亞理斯多德在倫理

學中所提的實踐智 (phronesis) 去做解釋221。我們在這裡不容對之做進一步說明，

但要特別強調的是，鄂蘭指出這是羅馬西塞羅  (Cicero) 所提之文化弖靈 

(cultured mind; cultura animi) 的素養與態度。222
 

鄂蘭以為，其實羅馬人最知道文化是何物，文化的字 culture 從 colere 而來，

其意義是栽培 (cultivate)、照顧、看護自然，讓自然成為人的住所，而非讓自然

受制於人的掌控。西塞羅強調的文化弖靈即是一種品味的能力，它對於美的對象

而言，能悠遊於對它的觀察與欣賞其中；對於政治之物而言，亦能擺脫人為製作

的功能取向，從切身利害的軟弱中超拔出來。223故人的真正條件或人文性，是從

工匠人 (homo faber) 的侷限中開放出來。品味去除了對於美之世界的野蠻化，

以人性的方式照顧著美，如建立了一種人文主義的文化。鄂蘭所主張的人文主義 

(humanism) 依然是屬羅馬文化的，認為是西塞羅文化弖靈導致的結果，它不偏

於科學家的證實、哲學家的真理、藝術家的美，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不是專家，它

卻能施展對各事物的判斷能力，此前提在於能超越各個專業之強制與侷限，在高

處去品味包括藝術品與政治之物的世間各個事物。224
 

值得注意的是，鄂蘭視人文性的意義在於世界性與公共性，這是將人文的自

由與開放義涵，和其主張之生命的意義在求此岸的不朽性，而不在求彼岸的永恆

性 (eternity) 是相關的。這裡涉及到宗教的意義，我們從而可探討胡塞爾等德國

哲學家傳統，為何以 Geist 一詞對應著人文這個概念。 

參、Geist 是從私有延伸到公共性的力量與現象   

一、從倫理德行的尊重與愛的綜合來談 

                                                      
220

 Hannah Arendt: “The Crisis in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Judgment, 

Imagination, and Politics: Themes from Kant and Arendt, edited by Roland Beiner and Jennifer 

Nedelsky, New York, Oxford etc.: Ro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p. 3-25, 其中 pp. 

11-13.   
221

 參考同上，pp. 20-21。 
222

 同上，pp. 13-15。 
223

 見同上。 
224

 同上，pp.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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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從鄂蘭來看：她曾在《人的條件》中指出，基督教的愛使相愛的人

沒有距離，但所誕生的孩子又讓他們產生距離，而且開啟了兩個私有者間共同的

東西，讓世界性得以生成。225
 另外我們知道，即使在希臘文化裡，例如亞里斯

多德談論人與人間的友誼關係時，以彼此的尊重為尚，互相承認及授予各自的發

展能力與空間，但在私有領域仍不免有母視子女為從已所出，以至於母子的愛是

一切情誼之發源地的說法226。故鄂蘭與亞里斯多德皆各自從基督教與希臘文化的

角度，提出了從私有往公共領域的過渡。當今尚健在的克勞斯黑爾德 (Klaus Held) 

對之做出了更具體的現象學探究：他從希臘時代的私有領域去尋找政治性或公共

性的源頭，以為畏怯 (Scheu; aidos) 之情讓個人處於三代同堂的家族裡，一方面

在與他人可能的衝突前退讓隱蔽，另一方面卻讓世代生活的彼此尊重成為進入公

共領域的磨練場所。227
 

從鄂蘭往黑爾德所一脈相傳的思想是，當男女以愛結合時，這是純然的私有

關係；但當子女誕生，成為父母的公共性對象時，父母之間因其愛轉移至子女，

故彼此尊重的德行漸發展開，也更為重要。世代生活產生於子女的誕生，然後子

女與其他子女因愛而結合，再因子女誕生而產生愛的轉移及尊重彼此…等等。畏

怯是對於尊重的德行，再深入從感情來探其可能源出的表示，它們皆是讓公共性

得以形成的動力。 

鄂蘭所談的孩子讓世界性生成的角色，似乎可以轉嫁到基督教耶穌作為聖子

的地位。但當聖父以較男女之間更大的愛面對瑪利亞，讓耶穌不再是男女之間的

愛所生成的公共對象，耶穌是否可具備由聖父與世人之間的愛所造尌出的公共性

形象呢？耶穌首先在彌補上帝與世人之間距離的橋樑角色，讓不論是上帝過於以

其威權的形象面對世人，或是世人因罪惡之遠離上帝，其二者得以重返於彼此相

愛的情境；而耶穌的這種角色必頇由其捨身，贖世人之罪才得以完成。耶穌的地

位似乎在具體烘托出上帝對人絕對的愛，並讓世人對上帝回饋其愛，以及彼此的

相愛。但從世人出發的愛卻無法是絕對的，人類不能如耶穌之以聖子的地位回到

聖父前，以上帝的能力具備生命的永恆性。鄂蘭鑒於此，尌主張世人與其追求永

恆性，不如去追求世間的不朽性；故而人類一方面承續上帝的愛，以至表現出寬

恕之德，另一方面卻因愛的力量有限，必頇輔以尊重來促成寬恕，如此才能有效

開展具不朽性的公共領域生活。 

因而如果耶穌之聖子地位不能真正代表公共性，那麼基督教信徒尌承擔了建

                                                      
225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242. 

226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J.A.K. Thomson , England: Penguin, 2004, 1161b 

15-30. 
227見其 2004 年在台灣政治大學哲學系之〈政治世界的現象學〉第三講座：「倫理的式微與前景」

(Niedergang und Zukunft des Ethos)，並請參考克勞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孫周興編，倪梁

康等譯，台北：左岸文化，2004 年，其中「海德格通向『實事本身』之路」(頁 131-135)，「本

真生存與政治世界」(頁 23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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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共性的角色。他們仍周旋於上述由愛與尊重所共同建立的世代生活中。在基

督教傳統所談的三位一體問題，是否聖父、聖子與聖靈同為上帝本身，在這裡並

不是討論之重點。但尌著眼於世間不朽性的生命意義而言，作為連繫聖父與聖子，

以及信徒與聖父之間力量的聖靈 (Heiliger Geist)，似乎亦從愛而擴店及尊重；信

徒的彼此間尊重與公共性成為二而一的本質與現象，這似乎也是黑格爾談論主觀

精神與客觀精神之辯證綜合的背景。 

因此，筆者以為胡塞爾等德國哲學傳統實以 Geist 對應著人文的概念，即是

將聖靈從現象或客觀精神來看，呈現於信徒社群的人類共同體中。胡塞爾雖尌科

學的分類，來論述人文科學的公共性與世界性，而這也基於人類弖靈的自由與開

放性；但他也間或將此具公共性的人文義涵指涉到政治的領域去228。 

二、從愛的不同概念與義涵來看  

若我們正視從希臘以來對於愛所給出的不同概念與義涵，那麼或許上述的愛

與尊重，以及所建立的公共性意義可以更清楚些。 

在希臘將男女之間 (也包括對於男童或同志間) 的性愛稱為 eros，但針對於

家庭即以 philia 來稱包括父母間關係的愛。第一種愛呼應了上述男女之間以愛結

合的純然私有關係。第二種愛則呼應了上述因家庭世代生活的環境，父母之間以

及其與子女間，有著如亞理斯多德所描述的友誼關係，而此關係實以尊重之德行

為其核弖；故如前述，philia 是作為希臘人進入公共領域的前置條件。至於 eros

本身是否為德行，而其中究竟以性或無性為有德者，或究竟以同性與異性之愛為

更合乎德行，以至於在家庭建立的 philia 與 eros 是否並行不悖等等的一些爭議，

在希臘到羅馬時代為不少哲學學派所討論。這是環繞著 eros – philia – arete 是否

關連在一起的問題，在此不為我們深入處理。229
 

尌基督教而言，人存在的目的即在對上帝、對鄰人以及對自己的愛。在不同

的福音書裡，有的強調對教會裡兄弟間的愛，有的強調對於任何階層，不論教徒

或異教徒的愛不等。230
 基督教對於上帝所施的愛稱為 agape，它特別表現在新

約聖經裡，和希臘的 eros與philia對立。因在早期的教會性愛與虔誠性尚不分開，

當時激情的愛與性愛猶被重視，但不歸屬於愛的神學，故性愛的強調似在討論其

                                                      
228

 在後面論胡塞爾之費希特講座與在《改造》期刊發表論文中涉及公共性問題，即可對此再做

說明。 
229

 進一步參考 Herwig Görgemanns: „Einführung“ in Plutarch: Dialog über die Liebe. Amatorius, 

eingeleitet, übersetzt und mit interpretierenden Essays versehen von H. Görgemanns, B. Feichtitinger, F. 

Graf, W. Jeanrond und J. Opsoma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6, S. 3-38, 其中 S. 20-27; Werner G. 

Jeanrond: „Der Gott der Liebe“, in: a.a.O., S. 274-293, 其中 S. 274-278.   
230

 如約翰福音以愛在維持與促進教會的統一與和諧，路加福音中撒瑪利亞人是愛異教徒的例子，

保羅在哥林多與羅馬書裡以愛不產生教會的和諧，更是去強化與證實人之不同處，但引導人們超

越所有不同處，進入人之存在中最神秘之處，也尌是上帝在末世的啟示，故愛出自上帝並導向上

帝。見 W. G. Jeanrond: „Der Gott der Liebe“, in: a.a.O., S. 27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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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包含於家庭之愛以內。231
  

對於 eros – philia – arete 是否關連的一些希臘羅馬時期學者討論中，普魯塔

克 (Plutarch) 是持贊成的，但前提是在希臘眾神中的性愛之神可讓人導往德行，

故性愛與家庭的建立對他而言可以並存，也值得提倡；此時即使是神的愛，仍以

eros 來表示。與之相對，在一神教的基督教裡，上帝本身即是愛，以 agape 來表

示，它也常被視為超越了性愛，只具精神性的愛來理解。一般來說，基督教的愛

從不以 eros 來表示，它主要沿用 agape 的概念，但偶而會被視為 philia 的愛，此

因家庭生活亦常為基督教所重視，故博愛與鄰人之愛可納入 philia 的範圍內。232
  

但畢竟 eros 始終未被納入基督神學的領域。奧古斯丁 (Augustine) 曾被批

評將柏拉圖的 eros 的形態注入於其所理解的愛上帝之中，因他視至善的上帝是

我們所渴望追求者，以為我們為上帝之故，而不是為鄰人之故，去愛鄰人以及上

帝。他特別稱此種對永恆者的愛為 caritas，以別於對世間易消逝之物去追求的

cupiditas。233
 對於 eros 的要求，似乎更在實際地面對人世間問題，也似乎是從

重視生命的永恆性轉為不朽性所產生的結果。故公共性與世界性的建立，更似乎

是基督教不只重視 agape 與 philia，也將 eros 納入後所致力的哲學任務。 

在我們從 Geist 的人文性意義背景，從愛的不同概念與義涵做一釐清後，尌

可實際去看胡塞爾的倫理學思想發展，來理解「愛」這個概念如何從希臘走向基

督教的意義去，但胡塞爾也因重視公共性與世界性，將希臘與希伯來式的愛做了

綜合，如此其人文性的思想可更透徹地被陳析出來。 

肆、胡塞爾倫理學思想中愛與公共性的義涵 

一、胡塞爾倫理學思想發展概要 

胡塞爾的倫理學雖是現象學研究較晚近的課題，但倫理學卻不是胡塞爾較晚

                                                      
231

 參考同上 S. 282-283。 
232

 要補充的是，Plutarch 重視家庭建立，因為其強調愛的施與受是帄等的，男童之愛過於被動，

男女的結合則是展現愛的帄等性，因而子女倒不是家庭建立的目的。基督教則有父權主義的色彩，

女之隸屬於男，如同教會之隸屬於耶穌一樣，至於家庭的建立與傳宗接代、性愛皆有關係。參考

同上 S. 283-285, 289-292。 
233

 參考同上 S. 287; Hannah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ative 

essays by J. V. Scott and J. Ch. Stark,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18-21。奧古斯丁強調人去渴望追求上帝，曾被 Anders Nygren (1890-1978) 批評類似柏拉圖的 eros

一樣，太過於注重自我之通往上帝之路，忽略了耶穌的為世人贖罪的愛首先為人所經歷，人才能

與上帝接近，他們不視耶穌為上帝之 agape 與人的 eros 之間的媒介地位，人之直接通往上帝是

具神秘主義的色彩 (W. G. Jeanrond: „Der Gott der Liebe“，p. 288)；這個批評固反映了奧古斯丁與

新柏拉圖主義的關係，但也顯示奧古斯丁從人之弖靈能力去探討對上帝的經驗。筆者以為，若不

甚借助耶穌的地位，以至達於彼岸的永恆性，而較強調人的能力，尌只能談人在世間的不朽性，

從這個觀點來看，鄂蘭重視奧古斯丁愛之概念，是否即發展其後來的政治思想，這倒是值得進一

步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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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理的現象學內容。他在 19 世紀末即在授課講義中涉及倫理與價值的問題，

其部份已收錄在 1998 年出版的《倫理學與價值學講義》(Vorlesungen über Ethik 

und Wertlehre 1908-1914) 當中，而這本著作實代表胡塞爾初期的倫理學思想。據

筆者過去的研究，一般人認為胡塞爾早期主要從形式面來探討倫理的規範，但若

我們能洞察胡塞爾對於倫理學為技藝學的幾個義涵，特別是純粹倫理學可作為最

高層次的技藝學，那麼所謂的形式實為了表現此純粹性之故。然而，若質料部份

處理得不夠完備，當然會影響了技藝論第三層次所顯示的最大實踐成尌之內涵。

若能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對於胡塞爾早期處理倫理學過於形式化的批評才能更

為恰當。234
 

若胡塞爾於第一次大戰前的倫理學思想，主要受其師布倫塔諾 (F. Brentano) 

的影響，那麼戰後，或因為作為戰爭的受害人之一，胡塞爾受到費希特 (Fichte) 

的影響鉅深。他先後於 1917 與 1918 年間三個時期， 發表了各有三次的系列演

講，題目是：「費希特的人性理想」(Fichtes Menschheitsideal)，它們已收錄於 1987

年出版的《論文與演講集》(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2-1921)) 內。它直接影響

1919/20 年胡塞爾的冬季授課講義「哲學導論」(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這些皆被視為從早期到晚期倫理學的過渡思想，最主要表現在：1) 將愛的問題

提出，2) 從個人倫理學向社群倫理學移動的主題上。235
  

隨後在 1920 與 1924 年胡塞爾授予了兩次同樣內容的倫理學課程，該講義已

在 2004 年的《倫理學導論 – 夏季授課講義 1920/1924》(Einleitung in die Ethik :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0/1924) 出版，主要是在倫理學史的回顧下，提

出現象學倫理學的新主張。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如同《倫理學與價值學講義》一樣，

討論感情倫理學與知性倫理學如何綜合的問題，但做了更深入的處理。該著作出

現不少以愛的概念作為課題的討論，如提出以愛去懷抱之物才是善的，或以為自

愛、鄰人之愛、上帝之愛、愛藝術或科學，皆是我的愛，但愛的感覺不是我所追

求的，愛的知識不是我所追求的，談論愛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他人的快樂…..等等。
236

  

在 1922 至 1924 年間，胡塞爾在日本《改造》(The Kaizo) 期刊，發表三篇

與期刊名相符的論文〈改造〉(Erneuerung; Renewal)，另外有兩篇未在該期刊出

版的相關論文，以及一些附錄文章皆已收錄於 1989 年出版的《論文與演講集》

                                                      
234

 見汪文聖：〈胡塞爾早期倫理學與亞理斯多德倫理學的關係〉，頁 22-23。 
235

 參考 Ullrich Melle: Edmund Husserl: From Reason to Love, in: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ral Philosophy. A Handbook, edited by J. J. Drummond and L. Embree, Dordrecht/ 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 229-248, 其中 pp. 237-241；其資料來自胡塞爾手稿 Ms F I 

40。     
236

 Edmund Husserl: Einleitung in die Ethik: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0/1924, Hua. XXXVII, 

Hrsg.: H. Peucker,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Boston, Mas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S. 

71, 88-89；另外參考 Melle, Ullrich: „Edmund Husserl: From Reason to Love“, ibid., 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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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 內。它們皆呼應了費希特講座的內容。 

在 1930 至 1935 年間胡塞爾書寫了大量研究手稿，則涉及倫理學形上學間的

關係237，當然愛與公共性的課題始終為核弖，這些手稿暫不為本文所參考研究。

既然它們皆是胡塞爾對費希特講座後續所開展的思想，本文宜先對該講座內容作

些介紹。 

二、胡塞爾之費希特講座中的公共性與愛的問題 

胡塞爾在費希特講座中指出，費希特所談的絕對我是這種主體性：即它的部

份即是世界的部份 (Glieder der Welt)，現象世界 (phänomenale Welt) 與所有人類

皆在此絕對我中，世界是絕對我按照目的論所產生出來的；目的論的原因得自於

絕對我在運動中的行動表現，目的論落腳於絕對我之道德行動所生產的世界，也

包括世界的人群；人們處於道德的關連中，落實著道德的世界秩序。費希特又以

為自然以及人類共同體必頇存在，才能讓道德的人類共同體存在；反之，道德的

世界秩序又必頇以絕對的價值或世界的目的為根據，因為它們才是世界實在性存

在的理由。胡塞爾更強調，費希特將道德的世界秩序視為上帝，上帝內在於絕對

的我當中，故自然的絕對我是毫無決定力的，世界與自然被觀念主義式地設定 – 

但從道德與宗教二而一的觀點出發。這種宗教是費希特所認為的真正基督教，它

反對獨斷地將世界絕對化、實體化，它反對彼岸的天堂，而專注於由道德的自由

行動所賦予的此岸意義。故費希特重視的也是人生命的不朽性，而非永恆性。 

胡塞爾續以為，上帝的意義在費希特 1800 年的《人的決定》(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以後有了轉變，祂從世界秩序轉為具無限意志的造物者，上帝猶

如新柏拉圖主義之「太一」(en)，從中流出和上帝異化的世界；與之類似，費希

特認為上帝在絕對我中顯示，且在絕對我的一連串系列行動下，讓物質世界與精

神世界被構造成為現象。反過來說，人可從物質世界提昇到與上帝合一的境界。

固然在 1800 年前後期，費希特對於宗教與道德的關係，有從完全合一到分開的

不同看法，但後期仍以人與上帝的合一為可上達的理想。238
 

尌胡塞爾來看，費希特在 1800 年以前明顯地將道德與宗教結合在一起，絕

對我擁有最大的主導權，他設定作為世界秩序的上帝，故費希特當時是典型的觀

念論者，上帝或世界是在此岸被絕對我所產生出來。這是費希特當時的公共性，

但可為絕對我所設定的公共性，世界完全出自於人的道德。1800 年以後，費希

特強化了上帝對人的超越性，祂不是從人的道德所產生，人以另個因素去上達上

帝，這個因素尌是「愛」；但其中是否仍顯示出一些公共性的意義呢？ 

                                                      
237

 見 Melle, Ullrich: „Edmund Husserl: From Reason to Love“, ibid., p. 231。 
238

 參考 Husserl: “Fichtes Menschheitsideal”, in: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2-1921), Husserl XXV, 

Hrsg.: Th. Nenon und H. R, Sepp, S. 267-293, Dordrecht : Martinus Nijhoff, 1987, 其中 S. 27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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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希特以為人往上帝合一提昇，具體而言，即是人努力與追求著生命的理想，

一旦達到目的，人滿足了，即處於福祇 (Seligkeit) 當中。處於此生命的福祇，

人們擁有最終被追求者，人與這被追求的合而為一，費希特稱這即是愛。未滿足

的或只有表面滿足的生命，實是一表面的生命，是空洞的與自我否定的生命。愈

為真實的生命，即有愈多的愛與福祇。在一切的福祇裡，皆有上帝的愛與上帝的

福祇，上帝的愛是完美的；若生命是完全的福祇，只因為人能毫無遮攔地獻身於

上帝，與上帝合一。人往上帝合一的提昇是有幾個階段：1) 被遮蔽的階段，完

全受感性誘惑；2) 被稱為倫理的 (Sittlichkeit) 人性階段，如斯多噶對抗著感性，

但只表現出形式的，卻沒有內容與熱情的愛；3) 具較高道德性 (Moralität) 的人

性階段，上帝以理型之樣式照射在經驗物中，以表示其顯現在世，包括藝術、科

技、政治之領域，在職掌各領域者以完全的愛投入；4) 宗教性的階段，上帝直

接顯現在人裡，不在不同領域作品中，人感受上帝之愛而愛上帝，以及鄰人；5) 

神知 (Gott-Wissen) 的階段，是在哲學洞見上的宗教意識，原本單純的信仰提昇

為一種觀視 (Schauen)。239
 

從這幾個階段來看，第三個屬較高道德的階段為愛與世間各行業領域的結合，

其中包含了政治領域，這明顯是屬公共性建立的階段。第四個宗教性階段可超越

公共性，第五個則可稱為宗教藉由哲學復歸於具公共性意義的階段。這些層級在

後來的〈改造〉論文再度呈現出來。240
    

三、胡塞爾〈改造〉論文中愛與公共性的問題  

1. 從文化反省到倫理學的建立 

針對第一次大戰帶來的苦難，胡塞爾從文化來反省，他首先提出了人文科學

重建的問題：自然科學在數學應用到自然的事實性中，對經驗的東西進行理性化，

而成尌了不少先天的原理法則；但在精神 (Geist) 或人文 (Humanität) 的領域，

當時卻只有對應著事實性的一些經驗性的科學，尚未有具原理法則性的理性去成

尌先天的科學。胡塞爾在這裡對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方法學作區分的觀點，

如同在《觀念二》一樣，以為自然科學以理性的說明 (Erklärung) 方式，針對物

體時空形式的外在性尋求因果法則；人文科學根據普遍性的規範，對於事實性作

                                                      
239

 參考同上 S. 285-292。 
240

 在此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提到費希特本人當時參與「無神論爭議」，並顯示出其對於哲學與宗

教的綜合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本文因篇幅關係並不欲對費希特本人的討論做回應，此處所論述

的費希特觀點畢竟出自胡塞爾本人。筆者主要在呈現胡塞爾於此階段受費希特的影響所產生的倫

理與宗教的思想，其中出現了消弭哲學 (希臘哲學) 與宗教 (基督宗教) 對立的企圖，但胡塞爾

之一段時間曾以基督宗教的非理性信仰或愛為所托付也是筆者所欲突顯出來的。在本文所處理的

範圍內，確實顯示胡塞爾終以希臘哲學來包融基督教的非理性部份，這個努力是否為胡塞爾個人

生命所滿足，或可成為歐洲人之生命，乃至普世人類的生命所滿足，當然可成為我們最後去檢驗

與思考的課題。惟胡塞爾本人究以何立場來綜合哲學與宗教，其理由又為何，這個立場與理由能

否成普世性的，則是我們在做最後檢驗與思考前宜先掌握的。本文即欲先做這種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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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的判斷，而這普遍的規範性是屬於人的先天本質的；人文科學針對內在之人

的意識生活，尋找意識行動是在什麼動機 (Motivation) 下進行的，而動機必頇

經由先天規範構作出一些科學性，如此才能形成人文科學。先天規範來自於人，

故人到底是什麼，尌成為胡塞爾要探討的對象。 

真正的「人性」(Menschheit) 之客觀理念將成為文化改造的依據，但如何落

實此理念，且在合乎人文性的理念下，何種規範型態是可能的與必要的，這些皆

是在建立人文科學時要去思考的。胡塞爾對於人文性的理念，實表示人這個概念

是理性的，它固屬於一個社群，包括家庭、民族、國家，它更屬於文化、科學、

藝術與宗教。這些社群與文化、科學等皆頇被規範，以求其真實性。由此可見，

胡塞爾在此論文中先確認要改造的文化，即是對於人文理念的改造；人文義涵的

喪失實為歐洲苦難的主要原因。 

若社群與文化等型態的真實性要建立在先天性上，以構成真實的人文科學，

則需要各個人以本質的方式，不再以個別經驗的方式去觀察它們。胡塞爾將文化、

人文，以及人文科學的改造，尌方法上來看回溯到每個人去觀察各個精神型態的

改造，這即是以現象學的本質直觀去面對精神各型態的作為。241
  

胡塞爾續指出此作為即是純粹想像或自由聯想的方法。在自然方面，面對數

學家的純粹想像，某特殊自然物則是具先天性之本質可能物的現實例子而已；於

精神方面，在自由想像變形下，原本屬於經驗事實的人可轉變為動物的、也尌是

弖身合一之生靈的純粹理念，這是對於人性或人文的本質研究。但為何可進而求

得對於人之先天與普遍的規範，探究出具倫理性的人之本質呢？242
 

胡塞爾已認定從精神層面來看的人，尌是一個具倫理性的人，故對於人的改

造問題，即是所有倫理學中的最大問題。前述的自由聯想方法，便是對於只從經

驗層面討論的倫理學，提昇到具先天性的純粹倫理學。胡塞爾也不認為這種倫理

學是依照愛鄰人 (Nächstenliebe) 的理念243，去規約自己對於他人去行善的道德

哲學，因這種道德哲學尚缺乏自主性。真正的倫理學不只是個人倫理學，也包括

社會 (群) 倫理學，因而其所要求的更是一種具人  (文) 性的文化  (humane 

Kultur)。他首先對個人的行為、動機、方法、目的之實在性與可能性皆做自我的

評價，包括對自己的特質、積習，去反省應從被動不自由，轉為主動自由的行動。

                                                      
241

 Husserl: “Fünf Aufsätze über Erneuerung“, in: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22-1937), Husserliana 

XXVII, Hrsg.: Th. Nenon und H. R. Sepp, S. 3-124,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其中第一篇論文：“Erneuerung: Ihr Problem und ihre Methode“ (發表於 1923, Heft 3, S. 84-92 (德文), 

S. 68-83 (日譯文)), S. 3-13.  
242

 參考同上，第二篇論文：”Die Methode der Wesensforschung” (發表於 1924, Heft 4, S. 107-116 

(日譯文)), S. 13-20。 
243

 這種觀點亦和前在費希特講座中最後指出的類似，即人邁往上帝合一的幾個階段中，宗教性

更需發展到建立在哲學見解上的宗教性，故傴憑愛鄰人的理念行事尚不自主，哲學提供了純粹倫

理學，去領導包括宗教的文化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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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是前述方法之運用在人的本質之探討，它建立了一些具普遍性的正面價值。

人的這種自我評價與自我規約，是對於在各文化型態中求取真正的規範，以建立

人文科學的第一步。244
 

由於本文主要尌胡塞爾對於「愛」的概念來談論，我們發現即使在自我評價

之初，針對個人傴對自己的事業偏好作選擇時，胡塞爾即評以是否能用整個弖靈 

(mit ganzer Seele)，投其全身於其所愛。故倫理之生活形式為主要所反省與評價

的對象。245
 

胡塞爾以為人最大追求的，是確定在整個生命裡維持滿足感的最大可能，這

是建立在理性上的，人因此對於自己的生命有出自理性的責任感，或是倫理的良

知 (das ethische Gewissen)。理性不是偶然地規約自己，而是基於原則，能普遍

地對人做自我決定，此時真正的人文性 (echte Humanität) 尌開始成長。人成長

的極致，是萬能的、有無上權力的，人所追求的是上帝的理念，但胡塞爾認為人

無限地去渴望與愛祂，卻始終知道離祂無限遙遠；由之，在人文性的成長中，上

帝成為遙不可及的理想；上帝作為人的理想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胡塞爾概

在強調人持續不斷地渴望與追求理想。而之所以持續不斷，因為人始終為罪所負

荷。真正的人文生活是在始終不斷的自我教育 (Selbsterziehung) 中，胡塞爾稱為

「通往理想人文之路  (方法 ) 的生活」 (ein Leben der Methode zur idealen 

Humanität)。246
  

2. 科學本身也是文化形式、人文科學 

但真正文化或社群生活的條件是什麼，是胡塞爾最後要討論的。胡塞爾強調

從個人到社群的生活不是集合累進出來的，而是有一整體性貫通的，它已奠基於

個人主體中，並有一屬於社群的共同主體性，這個整體性人格的自由要被探求出

來。對之掌握，則需以一先天形式的科學研究去進行。人類生命共同體的理念，

所屬的各種個人、共同的環境概念，以及各個不論是有限或無限開放的社會型態，

如家庭、朋友、國家、民族、教會、國家等的區別與建立，以及對它們去尋找倫

理性的規範，這皆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事實上，科學也是一種文化的形式，是一

種共同生活的領域，倫理 (科) 學亦如此，由於它本身可帶領社群往人文的理想

去發展，倫理學尌具備較高的價值。而在倫理學中，胡塞爾要求群體的意志統一

性，他視一個意志的共同體為倫理性的共同精神 (Gemeingeist) 所發展開來，它

追求著共同體的理念，此理念有權威性，但來自在原創活動中成長的哲學之文化

                                                      
244

 參考第三篇論文：”Erneuerung als individualethisches Problem” (發表於 1924, Heft 2, S. 2-31)(日

譯文)，S. 20-43，其中 S. 20-26。 
245

 參考同上，S. 27-29；倫理生活為最重要的，此見胡塞爾說：真正的藝術家尚不是真正的人之

最高意義，但真正的人可成為真正的藝術家，只因為倫理的自我規約對他作如此要求。(S. 29) 
246

 參考同上，S.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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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而不來自如中世紀以素樸性及由傳統所增生出來的宗教性社群。247
 胡塞

爾在此的看法，實預示了之後要討論的，即當胡塞爾轉入宗教性的階段後，又以

哲學來包融之立場。 

但傴尌哲學作為嚴格科學本身來看，因它促成了往人文理念之邁進，故其本

身亦具實踐性，胡塞爾甚至說哲學是「真正人文性自我實現的技藝」(Technik der 

Selbstverwirklichung echter Humanität)。故哲學是這真正的人文科學，並扮演倫理

化的角色，去規範各個文化型態，如民族、國家，或甚至有所謂超國家的文化型

態，當然也包括哲學本身。248
  

3. 真正的基督教是什麼？ 

宗教性的規範為胡塞爾在最後一篇論文所討論，在這裡我們將見到希伯來文

化的「愛」將成為一種「規範」，但它最後又訴諸於哲學來規範，故形成了希臘

與希伯來文化的綜合體。這是本文最後要提出來討論者。 

胡塞爾先大略以為宗教是較高的神秘文化，在其中所有的超越性本質皆被絕

對化於上帝，成為絕對規範的設定者；宗教包含普遍的世界觀與救贖秩序，而為

信仰所維繫與擔負。顯然對於胡塞爾言，巴比倫與猶太文化過於素樸，其宗教性

難免具不自由的性質，因它們缺乏了自我批判性，而批判性所得的自由表現在

1) 宗教的自由運動與 2) 科學的自由發展上。簡言之，宗教不針對特定民族的救

贖而設定，要依照各民族對上帝的不同關係，而有不同的救贖需求，以發展成世

界性宗教。在正常文化發展下的宗教表象之所以成熟，在於其能夠於持續進展與

可區別化的共同生活中，以不同的具體型態，藉直觀去突顯出各個不同價值與規

範的類型，並將之反映在宗教的領域內。故在宗教內容中包含了為直觀所理解，

為明見所洞察之持續被充實的價值內容核弖，雖然其外表為非理性所包裝。因此

直觀的洞察性與非理性二者被歸結為宗教信仰的綜合體。胡塞爾對於基督耶穌的

事蹟，與諸如彌賽亞的顯靈，皆要回到去理解原初的經驗層次去，企圖求得原初

的力量與完整的動機。如胡塞爾的強調：從原初的宗教直觀才能真正取得對於基

督與經由祂對於上帝的個人關係。這或許可稱為對胡塞爾而言的宗教「改造」。249
 

這種新宗教的發展來源不在信仰，而在於知，在哲學與科學的層次。這種自

律的理論理性功能遠來自希臘國家，現今一種普世之自由文化生命的精神亦從這

種希臘文化發展而來。胡塞爾的確區分了歷史上兩大文化的發展擴張，一是希臘

的、由科學所形塑的文化，它由尌事論事 (sachlich) 的精神所刻劃，基於理論的

                                                      
247

 參考第四篇論文：”Erneuerung und Wissenschaft” (1922/23 未出版)，S. 48-53。 
248

 參考同上，S. 55-59；值得注意的是，胡塞爾指出哲學一方面在純粹可能性之本質觀察中，另

一方面在具體事實的觀察中可去考量 (S. 57)；顯示哲學既為純粹性，又為實務性，其具備真正

的技藝性質。 
249

 見第五篇論文：”Formale Typen der Kultur in der Menschheitsentwicklung” (1922/23 未出版)，

S.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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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另一是基督宗教，它基於信仰、因人生苦難而需求救贖的情感而來。如前

所述，胡塞爾要求的是這兩大發展運動的自由。250
 

4. 愛的意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胡塞爾自己深感人生苦難，基督教文化的關注未嘗不是他

本人情感的需求。本文企圖揭示他對於非理性之愛的感情轉向，以對照胡塞爾之

前以希臘文化為其思想背景。但我們不要忘了，雖然胡塞爾先前對於哲學的建立

視為純理論的，但其中也蘊含著一種愛，它也為胡塞爾稱為對於客觀知識之純粹

的愛 (reine Liebe zur sachlichen Erkenntnis)，是智慧的愛 (Weisheitsliebe)。251
 這

種愛是本文前面所已解釋過的 philia。但胡塞爾本人如何對於基督教中的愛，其

特別以 agape 來表示的愛作些論述呢？ 

在一篇針對基督生命的補充文件 (Beilage) 裡，胡塞爾有如下的觀點：他不

為福音書的神蹟所震撼，但為基督的形象所感動，他明見到，基督的行為乃純粹

的善，如是可被其所愛與最純粹的愛所感動；基督自身在那裡為一完美的善，在

純粹的愛中轉向世人，作為無所不為的知者與寬恕者，胡塞爾視之為純粹的品質、

理想的人之化身。胡塞爾理解一些信徒對於耶穌的歷史傳奇性個人的信仰，或福

音書對於復活之見證等等。但他認為所信仰的宗教真理，除了事實性真理 

(Tatsachenwahrheit) 之外，尚有救贖性真理 (Heilswahrheit)，而救贖的力量應直

接從自己的體驗、理念而來，從而去賦予建立在事實真理之歷史性宗教的力量。

胡塞爾說，尌事實內涵而言，那位猶太人耶穌的存在，不只是作為歷史傳奇的來

源，更是為了上帝的存在，為了聖父與聖子的關係。胡塞爾毋寧視耶穌為一在苦

難中掙扎的人，其感覺到天職在身，而往純粹的理念型態去觀視，並去實踐它。

若我們如此去看耶穌，尌可被其愛所感動與召喚。故對胡塞爾而言，人需要去觀

視一位值得被尊重的、具純粹善的人；人需有一模仿的對象，才使自己能夠超越、

提昇；特別是透過一種顯靈的愛，人才能成為善。人之獲得倫理經驗，並不是透

過對他人錯處的批評，而是透過對於善的品質之具體的愛的觀視，可明見到即使

愛具有理想性，但愛的意向性仍可獲得充實與滿足。252
 

這裡的論點，將前述胡塞爾之費希特講座裡，人通往上帝的第五個階段 – 神

知，做了仔細的說明，即是將宗教意識建立在哲學的洞見或觀視之上，將宗教與

哲學的自由性做了結合，也是對於胡塞爾因為第一次大戰，重回希伯來宗教文化

之後，再以希臘重哲學與科學性的文化去加以綜合的具體呈現。胡塞爾在該補充

文件中提到這是一種以現象學的態度，去執行宗教的直觀活動。有趣的是，這在

1922/23 年的觀點和海德格在 1918/19 已執筆，正式在 1920/21 年授課的弗萊堡講

                                                      
250

 參考同上，S. 68-72。 
251

 同上，S. 84-85。 
252

 見 Beilage IV: “Religiöse Wirkung von Legenden, dichterischen Gebilden”〈1922/23〉，S. 

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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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宗教的現象學導論》253中，重視事實的生活經驗 (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 

有異曲同工之處。二者對於宗教現象學的理解頗值得被進一步比較。 

伍、結論 - 人文義涵的綜述  

本文在前面指出：胡塞爾以 Geist 對應著人文的概念，是從現象或客觀精神

來看的聖靈，呈現於信徒社群的人類共同體中來理解。他又從對自然與人文科學

的分類出發，來論述人文科學的公共性與世界性，這是基於人類弖靈的自由與開

放性的要求與理念。 

當我們檢驗 liberal arts 與 Humanities 兩個在西方表示人文的概念時，探討到

它們根本上皆具備讓人去自由與開放之意義；這也同時映照了胡塞爾對人文科學

的理念是對其呼應的。 

鄂蘭的思想讓人文的概念更突顯出其具公共性與世界性的意義：我們當看出

宗教的要求永恆性被轉變為在世間要求不朽性是其背後的關鍵思想，因而察覺到

鄂蘭已提及的愛或尊重對公共性的適切性問題。這進而引發本文去討論，當基督

教的愛 agape 多將 philia 以及 eros 納入於內，尌可多重視人的現實性，也可多去

關注其理想是如何落實於人世間的。 

胡塞爾晚期雖從基督教尋求現實苦難的出路，但仍將宗教與具公共性的科學

或哲學做一種綜合，這即反映了他對於基督教義去落實於人世間的要求。這種將

宗教性從神聖性轉為世俗化當然更顯示出人文的義涵。 

胡塞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遭逢了喪子與歐洲危機的人生苦難。誠如鄂蘭

所言，孩子的誕生本是揭開公共性的契機。今孩子的參戰本應是參與公共性的表

現，但他的犧牲是否可助益於公共性的建立呢？這似乎是否定的。因為在一些討

論中，呈現出胡塞爾對於愛的價值與其他客觀價值抱持彼此不相容，也尌是二者

的價值不能彼此吸收的看法，而對其一的捨棄尌是一種犧牲。254
 似乎在關注基

督教之初，胡塞爾可將耶穌犧牲所展現的絕對愛之價值，去吸收孩子犧牲所映照

的父母之愛的價值，但這畢竟只是透過耶穌去重建與人與上帝之間私己的關係而

已。當胡塞爾進而強調從原初的宗教直觀經驗，去觀視耶穌的人格與行為事蹟，

以及其他的宗教現象，這似乎一方面可提昇胡塞爾個人在苦難中仍對於善去追求

的意念，另一方面促成他回到公共性中去履行真正的基督教義。胡塞爾擴展人文

科學的意義至具普世性的哲學，並從哲學去賦予基督教的意義，此乃將愛智與愛

世人做一種綜合。這些著實表現出在胡塞爾現象學中，人文概念所具的傳承性以

                                                      
253

 Martin Heidegger: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der Religion“, in: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Gesamtausgabe Band 60, Frankfurt a. M.: Klostermann, 1995, S. 3-65.   
254

 見 Melle, Ullrich: „Edmund Husserl: From Reason to Love“, ibid., pp.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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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獨特性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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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間的 (汪文聖 [2010.12]：〈奧古斯丁論自然與人性的超越 ――《懺悔錄》

卷十一的解析〉，「第六屆兩岸三地四校南北哲學論壇學術研討會：人性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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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丁論自然與人性的超越 ─ 《懺悔錄》卷十一的解析 

一、 前言 

對於自然與人性的問題，本文欲透過奧古斯丁在《懺悔錄》卷十一中對於「時間」

的問題來探討，主要將涉及的是以時間角度去看人如何以人自己的圖像 (image) 

模仿到上帝之象 (image)。這裡的論述影響到現象學的時間問題至深且至遠。人

被奧古斯丁視為介於上帝與自然之間。我們固可從人往兩端趨近的極限觀點來以

為：人本身具有自然之性與上帝之性，但人畢竟和自然同屬於為上帝所創造的層

次；人之以自然為用時，在向上帝模仿與否的過程中，亦展現了人與自然之同為

超升或同為沉淪的狀態。而人是否可真正模仿到上帝之象，真正作為上帝之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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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本？若是肯定的，人又如何為之？奧古斯丁如何以時間觀點來說明，這是本文

欲探討的重點。 

二、奧古斯丁對於時間探討的存在性意義 

在卷十一第二節裡，奧古斯丁指出了他轉向時間研究的動機，原來他要集中精神

在聖經的研讀上，如他所言：「我久已渴望能鑽研你的法律…。除了為恢復體力

的必要休息和我的研究工作，(…) 我不願再消磨在其他事務上了。」255他從外

務之事轉向詮釋聖經，並祈禱上帝讓自己不致曲解聖經。 

這裡也顯示：若不曲解聖經和自己的專注有關的話，那麼祈禱本身實直接影響到

由於時間性的轉化所產生的專注性。此原因有在於上帝統領時間，創造了時間流，

故奧古斯丁祈求祂不以時間流來束縛人，不讓人陷溺、沉淪，而能賜予他深思的

時間來鑽研聖經律法。 

奧古斯丁之鑽研聖經，即顯示他欲從信轉到知，去知曉上帝藉聖經來表示之字詞 

(Word of God)，而這是需藉時間流中的所呈現的對象性質做轉化所得的。 

三、時間本身之善惡在於人 

時間流為上帝所創，時間流屬於廣義的自然。上帝創造的自然本身無善無惡，時

間流本身也無善無惡，時間流之是否束縛人，讓人陷溺、沉淪，原因在於人本身，

故人如何面對與自然，如何面對時間流，是奧古斯丁繼續探討的方向。上帝之創

世、創造自然成探討時間的出發點。 

在第四節裡，奧古斯丁即指出上帝是讓天地自然為美、善及存在的原因，天地自

然的美善是相對的，不像上帝是絕對的美與善。而它的是否美善卻是由人來決定，

若人使用它是為己 (享樂) 之故，天地自然尌是惡的；若人使用它是為上帝之故，

為了去接近上帝，那麼天地自然即是善的。時間流之為善或惡也依人對它「使用」

的態度為何。256
 

上帝是使天地自然為美善的原因，第五節說明上帝創造自然不是將既有的質料賦

予形式，而是從「道」創造出來。道是上帝的話語字詞 (Word)。257有意思的是，

第六節說明了一般的話語是由時間承載的，所以話語像聲音一樣，皆可稱為時間

對象 (object of time; Zeitobjekt)，但道卻是非時間的。奧古斯丁並以為人是處於

時間的對象與上帝之間，人的旅程即從世界自然出發中邁向上帝，與上帝遭逢。

人亦處於在人下面具時間性的語言與在人上面具永恆性的道之間，人是從人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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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走向上帝之道。258
 

第七節進一步談存有的絕對性與相對性，即上帝是絕對的存有，時間對象是相對

的存有；同樣的，人的時間是相對的存有，永恆性則是絕對的存有。相對的存有

也是相對的非存有，而非絕對的虛無。259
 

更仔細言，奧古斯丁區分三個層次：受造物或自然、人、上帝，或受造的孙宙論

的時間流、人、永恆性。人介於自然與上帝，或孙宙論流與永恆性之間，因人的

關係，自然有成為惡的可能，時間也有成為沉淪墮落的可能，此在於人對於自然

無限地為己享用，人對於倒影假相的無限追求，這個無限即是永恆的假相與倒影，

如此即造成了絕對的虛無與非存有的可能。絕對的非存有是人離開上帝的狀態，

人在受造物中找尋滿足，卷二第八節所示的偷桃事件即被奧古斯丁稱為絕對的虛

無。260
 

四、上帝創造世界、自然的意義 

第七節繼續指出，時間為上帝所創自然的一部份，上帝本身為無時間的，卻不礙

於所創造的是具時間性的。261人亦為上帝所創造，人本身亦是具時間性的，但因

人是上帝以自己的形象所創，故他在時間中，卻有往非時間過渡的可能。而人所

創造的物，包括被人認識之物，尌只能也是具時間性的。人、自然 (包括時間) 與

上帝的差別及關係在此亦見一斑。 

從第八節我們可解讀著，人介於自然與上帝間的特殊性亦表現在上帝以語言訓諭

人，從無時間性的上帝傳到人成為有時間性的語言。這也可說是上帝形象表現在

語言上的轉移，人從上帝獲致其創造的複本後，因為語言的交流而可能從假的複

本再塑造成真的複本。262
 

和上帝的語言交流中究竟何者是讓人如此成真的複本，也尌是被救贖的必要條件？

奧古斯丁在第九節裡指出是上帝的慈惠與恩愛 (pity and compassion)。263
 這是目

前法國現象學所談的贈與 (donation)。 

因為人從所在如自然的孙宙論時間流中，在超越它而邁往永恆的無時間性時有沉

淪墮落的可能，除非他像自然物一樣不去質問上帝之如何創世，但一旦以認識論

的態度去質疑，也因未能超越至無時間性，而產生了對於上帝之創造世界自然是

否可能的疑慮。基本上質疑者處在世俗之線性或邏輯思維的立場，以致不能理解

從上帝的非時間性到世界的時間性之間的不連續性 ─ 這包括上帝突如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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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是否違背其永恆或始終如一性，以及所造之物為何不是永恆的？故要回答此

諸問題，尌要徹底的瞭解時間究竟是什麼？第十一節起即進入對此質疑的釐清工

作。264
 

五、時間到底是什麼？ 

當奧古斯丁於第十四節指出了：「那麼時間究竟是什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

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之後，也說：「沒有過去的事物，則沒

有過去的時間，沒有來到的事物，也沒也將來的時間，並且如果什麼也不存在，

則也沒有現在的時間。」265
 這表示對於時間還是有迹可尋，這個迹像是日常生

活所遭逢的事物。因而在前哲學的態度中，時間是什麼是自明的，對時間做哲學

分析，則一時束手無策。但奧古斯丁仍從日常生活的事物開始分析起，Vaught

以為這是奧古斯丁探究時間的現象學起點。266
 

1. 時間是流逝的 

但他在十五節的分析卻開始於任何時間環節的「不存在」才顯示出時間之「在」。

此即是：過去的不再、將來的尚未、現在的不總是現在。故奧古斯丁也說：「除

非時間走向不存在，否則我便不能正確地說時間存在。」267
  

除了時間流逝性以造成任何時間環節的否定存在外，當下的現在也因不存在而沒

有長度的空間 (space; spatium)。268
 

在這裡我們先回到奧古斯丁探討時間問題的根本動機，可知他不是基於理論興趣

去問時間是否存在或不存在 (esse et non-esse)，而是在要問何者讓時間流停止，

以至他有時間去沉思上帝的律法。故而Vaught以為奧古斯丁主要不在主張未來、

現在與過去不存在，以及現在的不具空間性。他主要在主張過去、現在與未來並

不能作為一種立足點而存在，讓他能從事對於上帝話語的沉思。時間的三個環節

處處都充滿著否定性，使他不可能找到一個停頓之處。269
 

2. 時間是從現在而店伸出來的 

但奧古斯丁從十六節開始將時間三環節的客體觀點轉為主體的觀點來繼續討論。

他從時間點不具空間性以至於無法度量的靜態觀點，轉為人在時間經過時反而可

察覺度量，這是尌主體弖理與動態的觀點來看的。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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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對於時間經過的察覺度量？奧古斯丁針對此展現了他對時間探討的深度，他

以圖像 (image) 與店伸 (extension) 兩個概念來討論，並且以弖靈的力量來解

釋。 

奧古斯丁在十七節裡以為，將來成為現在時，乃從某一個隱秘的處所脫身而出 

(come forth from some secret place)；現在成為過去時，則又進入到 (depart into) 這

隱秘的處所。故當人預言與講述往事必頇根據現存的東西，或所留下的一些蹤跡。
271

 

在十八節裡奧古斯丁講得更清楚：「講述過去不是從記憶中取出已經過去的事實，

而是根據事實的印象 (image) 而構成語言，這些印象彷彿是事實在消逝途中通

過感覺而遺留在我們弖中的蹤跡。」同樣的，「人們所謂預見將來 (…..)，可能

是看到已經存在的原因與徵兆 (causes and signs)。因此對於看見的人而言，是現

在而不是將來，看見後弖中有了概念，才預見將來。」272
 

這個蹤跡、徵兆或印象特別為我理解為一種圖像，因為我欲將弖靈察覺該蹤跡的

能力視為上帝以自己形象創造人時所賦予人的一種力量。而這種力量奧古斯丁在

第十九節更進一步認為是來自上帝的賜予，即是一種啟示。273
 

這裡顯示的問題是，當我們問從現在所感知到的圖像，為何是屬於某過去的或某

未來的？而不會錯置或傴是個幻象而已？奧古斯丁雖只說憑著圖像往未來預言

是靠上帝的啟示，他應也會說憑著圖像往過去講述依然靠上帝的啟示。故奧古斯

丁不像胡塞爾一樣，以持存 (Retention) 與前攝 (Protention) 來說明這原因，而

是仰賴上帝去保障。 

故他進一步說，從現在的圖像往過去或未來去講述或預見尌是弖靈往過去或未來

的店伸。因而奧古斯丁在第二十節針對一般所說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更精確地

表示為「過去事物的現在」、「現在事物的現在」、「將來事物的現在」，它們各自

呼應著記憶  (memory; memoria)、直接感覺  (sight/intuition; contuitus)、期望 

(expectation; expectatio) 的活動。274
 

而之前以為在時間正經過時才能對之察覺度量，為何和圖像與店伸有關呢？奧古

斯丁在後面第二十七節反省著，事實上不是對於時間的經過去度量，而是對於在

記憶中的事物印象去度量。他說：「我是在你 [弖靈] 裡面度量時間。事物經過

時，在你裡面留下印象，事物過去而印象留著，我是度量現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

促起印象而已經過去的實質。(…..) 為此，或印象即是時間，或我所度量的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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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75
 

這段話事實上已將圖像、弖靈的店伸與時間的關係做了說明，原來這三者是等同

的。但我們要解釋的是，這等同性是從上帝處於無時間永恆的觀點來看的；而這

也同時表示當奧古斯丁從人處於時間流的觀點來看三者的關係時，是以人從時間

流向無時間的永恆性做超越為宗旨的。這種超越的力量從現在出發，動態地以弖

靈的店伸來表示，店伸的是將現在所感知的圖像和過去或未來那隱密不知的實事

相連接，而這種連接一方面表示時間本身的流動，另一方面表示當此動態連接尌

其極限值而為同時性，那麼尌彷彿超越時間而達至無時間之永恆性。這是奧古斯

丁所說：「時間為全部立即地 (all at once) 是現在」276的意義。 

Vaught 也持同樣的看法，以為奧古斯丁的將時間與弖靈的店伸等同起來，蘊含著

時間流全部立即地存在於上帝中的意義。他並詮釋：1) 因為我們依照上帝的形

象被創造，故能夠在現在的環節中統合記憶、領攝 (apprehension) 與期望，如同

上帝在永恆的脈絡中統合時間一樣；2) 記憶、直觀與期望突然存在於現在，因

為它們是經由現在已過去的、正經過的，與將經過的痕跡。若我們將這三維度一

起來考慮，那麼弖靈店伸之永恆的、弖理學的，與時間的三維度尌全部立即地存

在於現在。277
 

3. 時間店伸性所具有弖靈安定的意義 

針對於時間的店伸性，Vaught 將奧古斯丁這裡所開展的「現在」概念進一步做了

頗為合宜詮釋：它不是對立客體 (object) 的一種主體現象而已，它是高於連續

變化物與變化所在的時間之上的一種弖靈 (soul)，奧古斯丁之提出這種現在概念，

在於從較高點去看如何安定孙宙論的流而取得第一種安定，以及去安定浮動的弖

所取得的第二種安定。而這種「現在」的概念表現出弖理學的、時間的，與永恆

的維度，因為現在是弖靈的一種變樣 (modification)，它發生在現在的環節中，

它更沿著經驗的縱向軸 (vertical axis) 指向上帝。278
 

這裡所謂的第一種與第二種安定性 (stability) 意義究竟為何呢？Vaught 以為第

一種是讓我們接近時間所展現的「形式」(the “form” that time displays)，以及接

近讓我們參與朝往上帝之道的條件；向這形式的轉化 (conversion) 產生對時間理

解的轉化。第二種安定則是從浮動人弖的渙散轉為安定人弖的沉思，這要來自上

帝的恩寵。279
 

當奧古斯丁尚以時間之具流逝性，是非存在的，以及沒有長度的空間時，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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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從自然孙宙論的觀點來看的時間流。故 Vaught 指出這裡談的要點有：1) 時

間有孙宙論的維度，因它是變化物的作用，而現在之從未來移動成過去，這才是

一切變化與發展的本體論基礎。2) 這孙宙論之「現在」並不存在，即是它沒有

空間的。280
  

受到這種孙宙論時間流支配的包括孙宙萬物，當然也包括人類。一般的生滅與世

代交替即是受此支配的表現。人固然也呈現著生與死，但對奧古斯丁言，這種現

象只是反映人類的相對存在或非存在，人的特殊性表現在他有能力超越此孙宙論

的時間流，往無時間的永恆去超越；但人亦可能往絕對的非存在或虛無墮落。這

尌是前面說的：人對於自然無限地為己享用，人對於上帝永恆性的倒影假象做無

限的追求，而造成了絕對的虛無或非存在的可能。 

故 Vaught 尌此而言：當我們以弖靈的店伸性來看時間，實具有積極與消極雙重

意義，積極的意義是店伸指向具創造性的上帝；消極意義的店伸則指向往絕對虛

無的下墜墮落。281
 這種意義的店伸尌是奧古斯丁在二十三節以時間是一種店伸，

而店伸一詞拉丁文 distentio 的另一種負面的意義；它不再是因為人依照上帝的形

象被創造，故能從現在去記憶與期望，以至於店伸具有統合的能力。相反的，

distentio 還具有耗散、渙散的意義，這是人墮落的表現。282與之對應了奧古斯丁

所要求的上述那兩種安定性。其中第二種是上述浮動人弖中的求安定，也尌是從

墮落中求其安定。因人誤用了弖靈店伸的假象，往虛無方向發展，故對於安定的

獲得尌需更依靠上帝的恩寵與救贖。 

4. 專注性在弖靈安定中的角色 

記憶、直觀與期望整個存在於現在，弖靈店伸之永恆的、弖理學的，與時間的三

維度也整個存在於現在。這樣由時間性轉化為彷彿無時間的永恆狀態，奧古斯丁

進一步歸功於弖靈的專注 (attention) 能力。 

奧古斯丁於第二十八節指出人的工作有三個階段：期望  (expectation)、專注 

(attention) 與記憶 (remember)；所期望的東西通過專注而進入記憶。283
 專注成

了前述弖靈從現在的圖像往過去或未來去店伸的具體條件，專注成了人能彷彿上

帝一樣，能將過往的時間流整個地存在現在的弖靈能力。 

奧古斯丁探討時間旨在尋找沉思的時間，能安定來聆聽上帝的聲音，瞭解上帝的

話語。現在他主張要如此則需專注於時間的各故事，不讓它們簡單的來去，此謂

時間的穩定。284
 

                                                      
280

 Carl G. Vaught. 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Books X-XIII, p. 128. 
281

 Carl G. Vaught. 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Books X-XIII, p. 133. 
282

 Carl G. Vaught. 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Books X-XIII, p. 132-133. 
283

 奧古斯丁。《懺悔錄》，頁 268。 
284

 Carl G. Vaught. 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Books X-XIII, p. 139. 



 

83 

 

將時間為弖靈店伸轉為對各時間各環節的專注，Vaught 說是將店伸度 (extensive 

magnitude) 轉化為意識活動與內容強度 (intensive magnitude)。他以為奧古斯丁

描述的將來逐漸減少，過去不斷增加，這是尌時間對象的店伸度而言。但它們怎

麼會減少與增加呢？這尌歸功於意識之強度，也尌是期待、專注與記憶。 

奧古斯丁又觀察到，我們說將來長，指的是期待性長，說過去長，指的是記憶性

長，說現在長，指的是專注性長。過去、現在與將來如此而成為弖靈的三種店伸，

意識強度尌成為克服以時間流來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之不存在 (不再、曾不是

與將不是、尚未) 的方式。意識強度是從現在出發的握持性 (abiding quality)，此

握持性讓弖靈在安定中面對著時間流，使得過去、現在與將來，整個時間流如同

靜止般被保留住。285
 

未來的漸減與過去的漸增，專注力將未來的帶往過去，這被奧古斯丁以吟唱一首

歌來解釋。他並以為每一闕、音如此，全部戲曲如此，個人人生也如此，整個人

類史何嘗不是如此。286
 

這裡即出現兩個問題：第一、若有未來與過去之漸減或漸增的現象，那麼時間的

安定性仍存在嗎？我們如解釋專注力之握持流逝的時間呢？第二、如何解釋專注

力針對整個人類史的握持？這是誰的專注力呢？ 

Vaught 強調將來轉為過去的是意識的內容，不是意識活動。從專注力的引入來看

轉移，尌是對於從內容來看流逝的時間做了超越。當前的專注力統合了當前的期

待與當前的記憶，後兩者的長趨短或短變長皆被收納在當前的意識活動中，活動

與內容皆被連接在單一的脈絡中。287
 

他針對奧古斯丁將歌曲引伸到人類的歷史來解釋專注力，則提出兩個問題：1) 哪

種弖靈不只將音節、歌曲、戲劇與整個人生，也能將整個人類史握持在當前？是

一種超人的弖靈？2) 奧古斯丁所要求的第一種時間安定性是對於整個孙宙論時

間流的專注，孙宙論的時間應較作為個人弖靈店伸的所涉及的時間概念更具包容

性；故對於奧古斯丁而言，似乎第一種安定性的要求更重要與根本。288
 

但從奧古斯丁在卷十二討論創世既的問題時顯示著：上帝創造世界 (包括天、地、

日、夜、飛禽、人等等) 是一次性或整個立即的 (all at once)，但創世紀所記載的

創世開始、第一天、第二天等等創造細目，是從被創造的世界為主體為觀點來看

的，故時間也是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所形成的。孙宙論的時間流是從整體的孙宙為

主體來看的時間性，表示孙宙萬物的流變、生長與幻滅。 

                                                      
285

 奧古斯丁。《懺悔錄》，頁 269；Carl G. Vaught. 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Books 

X-XIII, p. 140-141。 
286

 奧古斯丁。《懺悔錄》，頁 269。 
287

 Carl G. Vaught. 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Books X-XIII, p. 143, 
288

 Carl G. Vaught. 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Books X-XIII, p. 143-144. 



 

84 

 

若有對整個人類史甚至整個孙宙論時間流的專注，那尌表示整個孙宙論時間趨向

安定。這有兩個可能，一是從上帝的觀點來看的全部立即性，這個主體即又回到

上帝那裡。另一是從人的觀點來看的，奧古斯丁在三十節即說：任何受造之物，

即使能超越時間，也不能和上帝同屬於永恆289；而他在三十一節更仔細地說：人

的等待未來與記住過去，即使能完全掌握一切，仍有情緒跟著變化、感情跟著遷

移。而上述人之對歌曲、人生的掌握能力即不只是知性的，也有感性的。 

Vaught 以為人的這種能力不是天使具有的，因天使雖是可變與非永恆的，但不在

孙宙的時間裡。這種能力為亞當在墮落前所擁有，他是上述對於孙宙論時間流能

專注的主體，他能將過去、現在與將來統合在現在。因為亞當在墮落前是直接為

上帝依形象所造之人，他雖生活在孙宙論的時間流中，但因具有一個未被扭曲的

意識，故可將過去、現在與將來統合起來。290
 

或許從孙宙論的觀點來看，亞當後的人類間接地接受了上帝的形象，對於統合過

去、現在與將來的能力已不如前，故奧古斯丁再從弖靈店伸與意識強度來談時間

的統合。而這也歸於孙宙論的時間範疇。但奧古斯丁主要關弖的是人墮落後如何

再求得時間中的安定。 

鑒於自己墮落造成對於孙宙論時間統一能力的喪失，以至於弖神渙散，奧古斯丁

致力於如何從墮落中回歸上帝之懷抱，讓他獲得上述的第二種安定，以至於能凝

神斂慮，有深思的時間來鑽研聖經律法。 

在二十九節奧古斯丁懺悔著他消磨在莫名其究竟的時間之中時說：「我的思想、

我弖靈的臟腑為煩囂的動盪所撕裂。」惟直到上帝與眾生的中介者 – 耶穌基督 – 

握持著他，讓他擺除過去的我，追隨著至一的上帝，而能夠 ─ 如奧古斯丁所言 

─ 「忘卻過去種種，不為將來而將逝的一切所束縛」，只「專弖致志，追隨上天

召我的恩命」；如此才有時間對上帝的律法去沉思，以至於「我弖靈….為你的愛

火所洗煉，我整個將投入你的懷抱」。時間讓充實成為可能。291
 

從墮落、轉宗 (conversion) 到充實，這是 Vaught 指出的奧古斯丁主要探討與其

存在有關的時間三步曲。292
 從墮落到充實要獲得上帝賜予的力量，這即是上帝

的恩寵。 

不論對於孙宙論時間流的統合或對於墮落後弖神渙散的安定，人的弖靈一方面仍

不可避免地做橫向的店伸，另一方面則沿著縱向的經驗軸指向上帝。 

六、結論 ─ 自然、人性與上帝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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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奧古斯丁而言，自然是上帝所創造的，它特別表現在受到孙宙論時間流的支

配。亞當直接領受上帝創造人時所賦予的上帝形象，當他在伊甸園尚未墮落以前，

具有統合自然所處的流逝性時間的能力。但他不能像上帝一樣，處於非時間的永

恆中能全部立即地握持流變的自然萬物。亞當在橫向的統合時間流中，具有縱向

地指向上帝的能力，這表示他往上帝之象去模仿，其形象是上帝的複本。 

在孙宙論的自然生成來看，亞當之後，人間接地領受上帝形象的烙印，他們不再

能如亞當一樣理所當地統合孙宙時論時間流的能力，而需藉著專注力，從個人的

生活中藉著在現在所感知到的圖像，和過去與未來的事物做連繫，惟此連繫要依

賴上帝的恩寵做最終的保障。各自的這種對於孙宙論時間流的統合，似不能如亞

當一樣具有一種超人的弖靈能力，可以對於整體的人類歷史做一統合。惟各自的

對時間流做統合，也以上帝之全部立即地握持整個時間流為終極理想。橫向地往

時間各環節的專注力漸成縱向朝向上帝的凝神斂慮。這種能力也歸於上帝之以自

己的形象造人，人則從上帝在世界裡留下的蹤跡或圖像，往上帝之象去模仿。 

自然本身是存在及非存在的，它的存在是因上帝創造之故，它的非存在是因為在

孙宙論的時間流中有變動有生滅。自然連同孙宙論時間的價值是低於人的，人的

地位介於上帝與自然之間；人固然一方面為自然的部份，受制於變動與生滅，另

一方面它較自然多了上帝賦予的形象與靈氣，可超越自然而歸於不變永恆的上

帝。 

但人在嚮往上帝的路途中卻往往追求著上帝之象的倒影與假象，此即充份運用自

己的意志，施作在對於自然物的使用上。使用是為人自己之故，而非為上帝之故，

因而致使自己墮落，遠離上帝，也讓自然物因此成為惡的。這也顯示自然本身的

無善無惡，這端視於人是否使用它為了上帝與否之故。 

人的墮落與自然之如此成為惡，這是奧古斯丁所以為的絕對非存在或虛無。若在

此狀態也對時間做描述，這尌是奧古斯丁說的「弖神渙散」，以及「思想、弖靈

的臟腑為煩囂的動盪所撕裂」。欲從之超越而出，尌需上帝的恩寵與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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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Image and Metaphor Language 

「宗教的哲學」或「哲學的宗教」 ─ 

從漢娜鄂蘭對圖像與隱喻語言的反省來比較中西哲學 

Abstract: 

Hannah Arendt reassesses what thinking in general is considered to be. She criticizes 

the two-world view of Western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sserting that appearance and 

being are the same. She emphasizes that thinking is not only about the world, but also 

appears in the world. How thinking appears is through language. Language is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hinking. A thinker is not merely “for the world”, but also “of this 

world”. There are different customs of self-presentation of thinking, resulting in 

different forms of language. Chinese thinking is concretized in its language, which 

mostly consists of the image forms of words. Western thinking appears in the form of 

metaphor language, which begins in the empirical world and constitutes its reality 

within this world by way of “common sense” (sensus communis). Western thinking is 

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but is related to reality. Via Arendt‟s reflection of the 

different form of language,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arison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t consists of Arendt‟s idea of Western thinking and philosophy 

and h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paper further explains the concepts 

of “philosophical religion” (for the former) and “religious philosophy” (for the latter). 

摘要： 

漢娜鄂蘭重新思考思維到底是什麼。他批評西方傳統形上學的兩個世界觀，她主

張現象與存有是同一的，她強調思維不僅想要思想世界，也想要表現在世界上；

它的表現方式是語言。語言是思維的自我表現；思維者不僅是「為世界」，更是

「屬於此世界」。思維有不同的自我表現方式，這也造成了不同的語言形式。中

國人的思維具體化在字詞大多是圖像形式的語言裡。西方人的思維以隱喻的形式

來表現，其作用應不在聯繫可見的經驗世界與不可見的超越世界，而在從經驗世

界出發，且藉著我們的「共通感」在此世界內構造其實在性。西方人的思維仍是

抽象的與思辨的，但應該與實在性關連。透過鄂蘭對這不同語言的反省我們來比

較中西哲學。其中包含鄂蘭對於西方思維與哲學的理念，以及她對於中國哲學的

理解。本文願意稱前者的西方哲學為「哲學的宗教」，稱後者的中國哲學為「宗

教的哲學」，並將進一步對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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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In 1971, Hannah Arendt‟s book The Life of the Mind
293

 was published, making a 

reflection on image and metaphor language. Image or metaphor is a means of 

expr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soul (Seele) or mind (Geist). Meaning arises out of 

thinking. Arendt discussed three topics: thinking, willing, and judging, with thinking 

being the kernel topic. She reflected whe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nking from the 

tradition is sufficient, whereby the inside and outside, which respectively refer to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become the central topics. The significance of image and 

metaphor are considered.  

The book begins with the chapter “Appearance”, and cites a sentence by W. H. Auden 

as its motto: “Does God judge us by appearance? I suspect that he does.” 

Arendt seemed to evaluate “appearance” more than other phenomenologists. What she 

characterized as appearance is a synonym with “world”. What Auden suspected is that 

God judges by appearance, with God judging people by their presentation in the world. 

“World” is the central concept in Arendt‟s work in general. World is the stage on 

which human beings present themselves. Human beings not only observe the world, 

but also present themselves as performers in the world, and also need other spectators 

to observe them. Arendt evaluated the concept of “the other”. The intercourse of one 

person and another is so closely entwined that whom God judges is not an individual 

person, but a “collective we”.  

It is doubtless that Husserl also positively evaluated appearance. His phenomenology 

was based on “self-consciousness”. He claimed that self-consciousness must posit 

consciousness as both spectator and performer. Arendt felt that Husserl maintained it 

was much more on the transcendental level than on the worldly one. Heidegger aimed 

to expose being as such. He viewed the concept of “appearance” negatively, but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semblance (Schein). He stated: “So much semblance, 

so much being (Soviel Schein - soviel Sein.)”
 294

, and in Being and Time, let being be 

exposed out of being as Dasein at being in a deficient form of the authentic one. 

Being in a deficient form is semblance (Schein), not appearance (Erscheinung). Being 

was for Heidegger after all not semblance, much less appearance.
295

 But for Ar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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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rightly was appearance.
296

 Semblance is a part of appearance. The reason why 

human beings are human beings as such is that human beings must be able to present 

themselves for each other as worldly appearan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 in which human beings present themselves as 

appearances, using the topics of image and metaphor language. Image language is 

visual, and metaphor language is phonic. This paper explores Auden‟s question: Does 

God judge us by image or metaphor language? 

The problem brought up her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 in 

this paper: 

Arendt claimed that Western language is based on a phonetic alphabet. Western 

thinking grasps essence or concepts in an abstract way. Western philosophy as logon 

didonai arose out of ancient Greece, and since then Western philosophical language 

has been a metaphor language. Although Arendt reconsidered Western thinking and 

philosophy, she insisted on the abstract style and the metaphor language of Western 

philosophy. Naturally the meaning of “abstract” and “metaphor” also must be 

reconsidered. 

Arendt further mentioned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based on written signs that 

allow essence or concepts to be concretized, therefore Chinese thinking deals with 

images. Chinese thinking seems to be able to “see” the concretized essence. This 

paper is interested in conceiving this “seeing thinking”, and compares it with 

“intellect intuition” which is understood by Kant as the ability of God. Tang Chun-I‟s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ese words will help to explain this issue.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will 1) underline Arendt‟s secularized religious faith, in order 

to show her interest in religion regarding the ultimate question in general, 2) 

characterize Chinese religion in the sense of instruction or cultivation of human 

beings, in order to show its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 and 3) point out a type of image 

language as incarnated words existing in Western relig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ristianity, in order to reflect a possible religiosity also implied in Chinese image 

language and thinking. 

2. Arendt‟s reflection on image and metaphor language 

a. Arendt‟s idea of thinking 

Language is the expression of thinking.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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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refers to something external that pushes something internal out, including 

ideas, thought or emotions. Arendt criticized how this understanding is viewed from 

the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whereby being and appearance are apart from 

each other and the former is more essential than the latter. In this sense, expression as 

effect serves something inside as cause. Arendt called it metaphysical fallacy.
297

 

Arendt pondered if, on the contrary, appea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and 

argued this question in following steps: 

First, she reiterated that human beings are not only spectators, but also performer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her notion that human beings are “of this world”
298

 can be 

compared with Husserl‟s idea that human beings are “for the world” and “in the world” 

for Heidegger.  

Second, Arendt showed a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Swiss zoologist and biologist Adolf 

Portmann, in order to prove her assertion: “Not what something is, but how something 

is, should be our focus of investigation.” Like other animals, human beings desire not 

only to see, hear or touch others, but also to be seen, heard and touched by others. The 

appearance of humans doesn‟t serve for individual and species preserv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former.
299

  

Third, Arendt on one hand acknowledged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mind and soul 

based on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nd on the other hand emphasized expressed 

language as being itself. This discussion brought about her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It is explained as follows: 

In tra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life of the soul is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body; both the body given in the world and the bodily world experience by the five 

senses. The expression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is in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body. 

The life of the soul is a direct life of feeling that arises out of the body. Its expression 

can be moaning or roaring. The life of the mind transforms direct bodily emotions or 

expressions through thought. Its expressions, which are originally related to the world, 

as given to our five senses are now transferred to a more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an 

before. These expressions stand for abstract ideas. “Transfer” means “metapherein”, 

from which the word “metaphor” is derived. Arendt said the language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is metaphorical.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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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For Arendt, philosophical 

language was still metaphorical as before, but should be reconsidered. She reflected 

on it regar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emblance and being.  

Arendt differentiated the life of the mind from that of the soul by its transformation of 

bodily emotions through thought. She differentiated the expression of the soul as 

“self-display” from that of the mind as “self-present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however could bring about semblance.
301

 Arendt made this 

clear with the following example:  

“I am in fear now and show this fear without hesitation and choice.”  

This is what Arendt meant by “self-display”. It can be seen in animals or children who 

show their emotions directly and spontaneously. Arendt showed “self-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following example: 

“I am in fear, and can reflect on it and choose whether I show my true feeling by 

saying: „I am in fear!‟, or conceal this fear and show courage by saying: „I am not in 

fear!‟” 

Because “self-presentation” does not directly reveal what a living being possesses, 

semblance could arise, just as one could pretend to have courage, when one is really 

in fear.
302

 

Semblance can be an error, illusion, pretending, or even deception. It is worthy to 

mention what Arendt said about it: “Semblance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the wonders of 

appearance.”
303

 It means that although semblance is inseparable with appearance or 

the world, semblance is not “real”. Semblance is however on the way towards a real 

appearance. What is “realness” for Arendt? 

Arendt differentiated between 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 semblance. The latter that 

arises in one‟s experience can be corrected by experience into truth. The former seems 

to be not. It is reminiscent of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by Kant and Husserl. But it is 

neither like Kantian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that results from misapplying one‟s 

theoretical reason to the ideas of reason (Vernunftideen)
304

, nor like Husserlian 

transcendental semblance, which results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total worl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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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s founded in 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
305

. For Arendt authentic semblance 

originates from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s, especially from one‟s own limited 

location in the world and one‟s own limited individual senses. Authentic semblance 

seems to be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total world. For Arendt, not only appearance and 

being are the same, but semblance also belongs to the unity of appearance and being.  

However, Arendt‟s understanding of semblance was in relation to her understanding 

of thinking and metaphor. In origin Arendt still admitted to one ground as the 

condition for possibility of experience, and this ground was not behind the appearance 

of experience. Without this Arendt would also fall into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being 

and appearance are separated. She really meant that ground and appearance belong 

together to this world. Perhaps she did not refuse the possible correction of a 

semblance, but only reconsidered what the way of correction should be. 

This paper‟s interpretation is based on Arendt‟s words: “Appearance as such carries 

with it a prior indication of realness.”
306

 Instead of positing an idea of truth, she 

suggested a concept of “sensation of reality” that accompanies all experiences of the 

five senses. Whether a perceived object is real or not, it depends on its worldly 

context. This context includes others who possibly perceive the same object, and the 

five senses that might work together on this object. This sensation of reality is called 

“common sense” (Gemeinsinn; sensus communis), or “the sixth sense”.
307

  

Sensus communis is related to that context itself; regarding the context in which we 

build a sensation of reality. It is reminiscent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stitution of 

“objectivity” by inter-subjectivity and of “essence” through horizon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being or truth is “secularized” as realness. Arendt regarded semblance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world, and she emphasized that the criterion of realness or 

semblance consists in the worldly context, not in a pre-given idea. If one turns his 

point of view from the idea to the world, one realizes a “reflective judgment”.  

Determinant judgment is that judgment whereby a concept of specificity is subsumed 

under a concept of generality. Kant, regarding taste judgment, suggested reflective 

judgment whereby the concept of generality is generated from one‟s specific 

experience.
308

 Arendt developed reflective judgment into her concern of political 

judgments and political decisions. The original motivation for Arendt‟s reconsi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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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nking was her reflection upon why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obeyed the Nazi 

regime, would commit a crime. Arendt‟s idea of thinking seems to consist of two 

moments: reflective judgment and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expression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is common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But Western philosophical language for Arendt was metaphorical. 

The meaning of metaphor was reconsidered under Arendt‟s idea of thinking as 

consisting of reflective judgment and common sense.  

b. Meaning of metaphor under Arendt‟s idea of thinking 

Arendt said that thinking and the objects of thinking are invisible, but the thinker 

wants to self-display (self-present) and let himself be visible, and the way of this 

self-presentation is language.
309

 In this paper‟s view, Arendt‟s idea of thinking 

indicates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So for Arend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language is only tool of thinking, or thinking is the effect of language, was 

meaningless. However, according to Arendt,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for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is regard, language in image or 

metaphor form (using Arendt‟s idea) is discussed.  

Arendt saw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for Chinese consists as concretized 

thinking. She ascribed it to the written signs that possess the largest part of Chinese 

words and let the concept or essence as an object of thinking become visible. Chinese 

thinking is in origin not soundless speech, but the activity of “mentally dealing with 

images”. Thinking is able to realize the visibility and concretization of the concept 

that written signs directly present. For example: The written sign “dog” is a perfect 

duplicate of the concept “dog”.
310

  

Arendt reiterated that Kant differentiated between the concept of image (meaning 

schema) and the image itself and claimed: “No image could ever be adequate to the 

concept of [e.g.] a triangle in general.”
311

 Kant was for Arendt a representative 

thinker of Western philosophy who believed that thinking can only deal with the 

“concept of images”, and not the images themselves. It reveals two points of view of 

the Western thinker: On one hand, images present only a part, but not the whole of a 

concept; on the other hand, thinking cannot be concretized, just as concepts cannot be 

concretized. These viewpoints are related to the form of Western language, which 

consists of phonetic alphab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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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thinking and language as its self-presentation show that Westerners grasp 

concepts in an abstract way. Based on abstract thinking, Western philosophy is 

developed and characterized as logon didonai. Arendt ascribed the form of Western 

philosophy to the form of Western languages.
312

 

Regarding Arendt‟s idea of thinking,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could be 

shown in different cultures: e.g. Chinese and Western. It is characteristic that Chinese 

thinking and language are concretized, but of more emphasis is that the object of 

thinking, namely concept or essence, is concretized too. This also results in a 

characteristic form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does not consist in logon didonai, 

but more in image-thinking. In that regard,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discuss why 

Chinese philosophy is characterized as religious.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language is for Arendt another as for Chinese. As both 

thinking and language are abstract, the objects of thinking are also abstract. However, 

abstract thinking is insofar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thinking, as it consists of two 

moments: reflective judgment and common sense.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whereby being and appearance are apart from each 

other, is conceived so that some ideas are first posited as abstract from the world, and 

then refer to the world. It can be said under another aspect that philosophical language 

was originally related to the world, but now stands for abstract ideas. Therefore 

language transfers a more profound significance than what it directly signifies. This is 

known as metaphorical language. Arendt pointed out: “The whole philosophical (…) 

language is metaphorical.”
313

 This is also valid for Arendt‟s idea of thinking and her 

idea of western philosophy; only the meaning of metaphor must be understood anew.  

If metaphor is shown when language is transferred from its relation with the world 

into its relation with idea, then, according to Arendt, many philosophical words that 

stem from everyday words, e.g. soul (psyche) and idea by Plato, and energeia, 

hypokeimenon and kategoria by Aristotle, are metaphorical. Such examples of 

metaphor are unknown for most people, and it seems to be not what one normally 

thinks about metaphor: e.g. “old age” as “sunset”, “consciousness” as “the peak of an 

iceberg”.
314

 But for Arendt these examples of metaphor imply the same problem.  

Arendt was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humans limit their thinking within what the 

language directly signifies, so that one cannot understand what language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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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red. If one uses the words “sunset” or “the peak of an iceberg”, how can one 

really understand the transferred meaning of the words “old age” or “consciousness”? 

It is the same as in old Greece; when using the word kategoria, how could one really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kategoria? 

Arendt‟s concern about the meaning of metaphor has two points: First, if one uses 

language that directly signifies concrete items of the world, one must not just depend 

on concrete evidence based on the sense experience, so that the positivistic (e.g. 

scientific) thinking takes the place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315

 Second, by the 

metaphorical usage of language one must not concretize thinking and language, as if 

what the language directly signifies are images (but not concept of images). This 

could present the whole of the concept,
316

 as if one would think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ay.  

Arendt emphasized: on one hand, metaphorical language is still abstract, although it 

lets what one thinks and speaks visibly appear in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inking is transformed into an abstract language, but the metaphorical language 

provides one with an intuition to perceive the world
317

.  

This special intuition is certainly not a visional one, neither a bodily vision, nor a 

vision of the mind. It is also not a perception of hearing or taste, etc.
318

 One peculiar 

sense cannot be translated into another. But there is for Arendt one sense that can bind 

the five senses together. It is common sense,
319

 which is the intuition that 

metaphorical language provides for us.  

Metaphorical language directly signifies some concrete part of the world, and 

transcends it. However the transcending is based on common sense, not by a 

transcendental subject or a regulative transcendent idea, as Kant showed. It is 

reminiscent of Kant‟s discussion of taste judgment or reflective judgment. The 

condition of a possible objective beauty is fulfilled with an “enlarged mentality” 

(erweiterte Denkungsart)
320

, which is not determined by ideas, but based on common 

sense.  

For Arendt, thinking consisted of two moments: reflective judgment and common 

sense, which brings about a sensation of reality. This is what metaphoric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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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s as special intuition.  

Socrates is a model figure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at shows Arendt‟s views on 

metaphor. Arendt characterized Socrates‟ thinking as thawing out a frozen thought in 

order to find out its original meaning. Thinking basically does not produce definitions, 

but functions to unfreeze pre-given definitions, by which one makes judgment, 

without reflecting on what the situation really is.
321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unfreezing definitions allows one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concrete experiences. The 

original meaning must then be presented using ordinary language. Presentation with 

ordinary language instead of philosophical language based on pre-given definitions is 

a manifestation of metaphor language. Arendt‟s interpretation of Socrates thinking 

reflects the definition of metaphor and how it relates to the thinking processes of 

reflective judgment and common sense. 

3. Arendt‟s position of a philosophical religion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about Arendt‟s religious position. James Bernauer‟s 

article: “The Faith of Hannah Arendt”
322

 is to be mentioned. He began his argument 

with Arendt‟s basic position, as pointed out above, and formulated: “Human existence 

is not just a being-in-the-world but of-the-world (…).”
323

 Bernauer emphasized the 

concept of amor mundi (love for/of the world) by Arendt
324

, explaining how Arendt 

criticized Christianity because of the other-worldliness or the un-worldliness of 

Christianity;
325

 but she integrated her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the Hebraic-Christian 

tradition in her thinking
326

. There was a religious faith for her, “a religious faith not in 

God but in creation”, which is amor mundi.
327

 

According to Bernauer, what Arendt integrated into her thinking was “the power to 

forgive and to promise”
328

. She regarded them as worldly actions, and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remedy the two predicaments intrinsic to action”
329

. “Forgiving is 

„redemption‟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action‟s irreversibility”.
330

 “Promising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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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ion from the predicament of the actor‟s chaotic unpredictability.”
331

 

It was emphasized by Bernauer that Arendt regarded Jesus of Nazareth as the 

“discoverer of the role of forgiveness”
332

. She did not feel any loyalty to Christ, but 

felt a loyalty to Jesus, because Jesus was an example for her.
333

 In other words, 

people can imitate Jesus so that their worldly actions make the continuance of a public 

life or a common political achievement possible.  

Disregarding Bernauer‟s critique of Arendt who ignored the traditions of 

world-affirmation that are also part of religious history
334

, Arendt‟s religious position 

can be observed in two aspects: Firstly, her “covert theology”
335

, as Bernauer called it, 

is the religion into which unworldly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ed through human 

worldly action or amor mund; secondly, her philosophical religion, so called by the 

author, is the religion whereby God judges mankind by its presentation in the world, 

namely by metaphorical and worldly language.    

Indeed, Bernauer‟s observation of Arendt‟s religious position clears the reason why 

she cited Auden‟s sentence as motto, and reveals a basic religious motivation behind 

her thought. A religious faith in amor mundi is a secularized religious faith. 

Secularized religion can be understood under other aspects, namely under philosophy 

and metaphorical language. 

Regarding Arendt‟s claim that Western philosophical language is metaphorical, this 

paper fixed her orientation as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religion. Naturally, this 

orientation is not normal for Western cultures. The point lies in that Western 

philosophical language can be non-metaphorical. Such forms of language are to be 

seen in philosophical text impacted by Christianity. 

In fact, “im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hristian context. “Image” is to 

be understood in double meanings: one is “imago” as model, and the other is copy. In 

Christianity, imago is God himself, and copy is the human being who was created by 

God after the copy of God, and who intends to imitate God. 

Augustine in his Confessions showed essentially that “confessions” as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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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to themselves and to God result in love and determination of God for 

human beings.
336

 Denoted by God with love, human beings are able to transcend the 

secular world towards God. In this sense images shown in the world become sacred 

and are loved/desired (as caritas) by human beings as an icon. Without God‟s love, 

human beings limit themselves within the world, which is a copy of God but is now 

loved/desired (as cupiditas) by human beings only as an idol.  

Augustine‟s confessions are an example of image language, but such language must 

be verbum internum, which is nothing but incarnated words. Such words certainly are 

images, as a copy of God‟s Word. By the process of confession, words are fulfilled 

step by step with God‟s love. Such words aim to present the whole of concept of 

“God”.  

Such image language in the Christian context was claimed by James Smith.
337

 He 

maintained that not only Emmanuel Levinas, Jean-Luc Marion, but also Heidegger 

(with his method “formal indication”) thought in a similar way to Augustine. 

Follow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he called the way “incarnational 

phenomenolog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is image language in the western Christian context, in order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such Western image language and Chinese image 

language, to show that this religiosity is also implied in Chinese language, but with its 

own context and peculiar meaning. 

4. Chinese philosophy in religion 

According to Arendt, image language in China shows that Chinese thinking is a way 

of mentally dealing with images.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it characterizes such 

Chinese thinking as religious.  

To reiterate Kant‟s belief: Thinking can only deal with the concept of images, but not 

with images themselves, and images present only a part, but not the whole of a 

concept. However, Chinese thinking can deal with the images themselves, and images 

can present the whole of a concept.  

In his book: Spiritual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 Tang Chun-I 

(唐君毅) characterized Chinese word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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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rds are monotone, so “one tone is one word and one meaning” (一音一字

一義); every word can represent an independent meaning and concept, so every word 

or tone can be “the habitat in which we let our mind wander about and commit to” (游

弖寄意之所). Tang cited a sentence of Zhang Tai-Yen (章太炎): “Westerners who 

have polyphonic (multisyllabic) words build a concept slowly, and Chinese who have 

monophonic (monosyllabic) words build a concept promptly.” (西人多音一字，故成

念遲，華人一字一音，故成念速。). He remarked: Because a concept can be built 

promptly, “the concept is easily committed to and solidified in words”. (念易寄於字，

而凝注於其中) Tang emphasized this point regarding words in literary: Due to their 

monophonic character, Chinese words can be easily separated or combined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length or syllables of a sentence, so every different literary style (poetic 

or antithetic etc.) can be presented in a determined form. This form is not only 

externally determined because of a fixed number of words and syllables, but also 

“internally determined regarding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f symmetry or rhythm etc.” 

(吾人依對稱韻律等美之原理，而內在的定立者) Because many possible contents 

can belong to a determined form, “we must learn how to fuse and cast all the mental 

states, moods etc. included in those contents, and solidify them in an internally 

determined form” (頇對內容中諸意境情緒等，表現一融鑄之功夫，以凝固之于如

是內在的定立之形式中).
338

  

Because of the monophonic character of Chinese words, a concept of mental state or 

mood is solidified in words. In philosophy, an idea also can be fixed in words. What 

Tang pointed out in fact are two kinds of ability: 1) fusing and casting the mental state 

or ideas etc. in words, and 2) letting our mind wander about and commit to a word”. 

These abilities describe the concretizing process of thinking, which lets the whole of a 

concept be presented by words. The concretized thinking however does not fall into 

materialization, because it can wander about the words. 

That thinking or concept is concretized means that an idea is fused and cast, or 

solidified in words. For Arendt, western thinking should refer to concrete experiences 

by way of metaphorical language, but thinking must continuously transcend images in 

metaphor, so that a concept or idea cannot be concretized. Chinese thinking inhabits 

the written signs as images. The images themselves fulfill what thinking intends. Both 

Chinese thinking and words are marvelously characterized. 

Kant believed that human thinking can only deal with the concept of images, and 

images can present only a part of concept, becaus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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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ation were previously separated and then synthesized through the schematism. 

The ability a priori of unific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sensation is possessed only by 

God, with the “intellect intuition”. Kant said it also is a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that can determine, and not merely recognize the natural purpose.
339

 Under such 

aspect, this paper furthermore interprets Chinese thinking and words.  

Tang truly regarded Chinese words as a work of art. Aristotle called art an imitation 

(mimesis) of nature. According to Kant, human beings are aware of the natural 

purposiveness (Zweckmäßigkeit) of works of art. By the observation of art one can 

follow the natural purpose without a voluntary setting of this purpose.
340

 In this sense 

one can say with Tang that the mind wanders about and commits to words. 

However, first one must be able to fuse and cast a mental state or idea in words. This 

is a prepar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r observation of works of art. According to Tang, 

the author must be able to “gather all moods and imaginations, and implicitly embody 

them in words” (收斂其情緒與想像，而使之趨於含蓄蘊藉者). “The reader must be 

able to insert his mind in words and repeat to chant and taste the meaning, so that he 

can rest on and wander about the words.” (使讀者之弖必頇凹進於文字中，反復涵

泳吟味而藏休息游其中。)
341

  

Kant separated human ability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natural purposiveness on one 

hand, and God‟s ability of the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purpose on the 

other hand. Kant sto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ristianity and saw the priority of 

the end goal instead of the natural goal. The end goal is posited and determined either 

by the will of God or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of the pure will of God. 

For Chinese culture, since traditional times, religion can be especially characterized as 

1) a short distance between God and human beings, 2) the accordance between the 

will of God and that of human beings.
342

 This character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amous sentence of The Doctrine of Mean (中庸): “What Heaven has conferred is 

called Nature; the accordance with this nature is called The Path of duty; the 

regulation of this path is called Instruction.”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
343

 Nature, including human beings, is no more the creature of God;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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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ould be an unbridgeable gap between Haven and Nature. The accordance 

between the will of God and that of human beings is ascribed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Path, which connects what Haven has conferred and what human beings have been 

instructed.  

Other sentences of The Doctrine of Mean further show: “When we have Intelligence 

resulting from Sincerity, this condition is to be ascribed to Nature; when we have 

Sincerity resulting from Intelligence, this condition is to be ascribed to Instruction.”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344

 Therefore Sincerity runs through Haven and 

human beings, and by way of what the following words indicate: “It is only he who is 

possessed of the most complete sincerity that can exist under heaven, who can give its 

full development to his nature. Able to give its full development to his own nature, he 

can do the same to the nature of other men. Able to give its full development to the 

nature of other men, he can give their full development to the natures of animals and 

things. Able to give their full development to the natures of creatures and things, he 

can assist the transforming and nourishing powers of Heaven and Earth. Able to assist 

the transforming and nourishing powers of Heaven and Earth, he may with Heaven 

and Earth form a ternion.”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345

 

The Western term of “will” becomes “sincer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ere under the aspect of Confucianism.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s well as Buddhism, but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as 

mentioned above, is the same. A positive estimation of instruction or cultivation also 

is the same. From the example of The Doctrine of Mean of Confucianism one knows 

that instruction contributes to sincerity. Instruction is the practical cultivation from 

which intelligence results. Intelligence is in its sense near to phronesis in Aristotle‟s 

context. The Western concept of “will” that arose from Christianity is in principle 

strange for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concept of “will” is characterized as that of 

the will of God and the will of humans being in accordance, therefore the meaning of 

“will” in China is nearer to the Greek context than in Christian cultures.  

In Confucianism, sincerity rightly is a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that determines the 

natural purpose. In Daoism, human beings‟ imitation (mimesis) of Nature is in itself 

the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without explicitly saying what the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is. Both of these are ascribed to instruction or cultivation and ai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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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an absolute free will. The concept of “will” is not voluntary as shown in the 

Christian context, because human beings are not created by the will of God. Human 

beings‟ imitation of Nature is positively evaluated, and in the sense of regulation of 

the Path, is aiming at becoming “God”. In respect to the end goal, human beings are 

able to not only follow the natural purposiveness, but also be God, which is the end 

goal itself, to possess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and determine the natural purpose.  

Art is for Chinese culture a way of regulation of the Path aiming at becoming God. 

Chinese image language as a work of art is an example of this. What Tang described 

about the concretizing process of Chinese thinking, namely fusing and casting mental 

states or idea in words, and letting the mind wander about and commit to words, 

reveals a process of cultivation of the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words. 

The cultivation to realize the potential ability of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is reflect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thinking.  

Chinese religion is essentially connected with instruction. Therefore it is often 

claimed that instruction (教) is the kernel moment of religion (宗教), as the Chinese 

word for “religion” has already revealed. It is also claimed that Chinese religion 

implies a profound metaphysical character
346

, which cannot be discussed further here 

but in fact has been shown in The Doctrine of Mean, as mentioned above. 

It is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if one compares the image character of Chinese 

thinking and language with the image language in Western cultures, regarding the 

concept of “incarnation”. Shortly speaking, the incarnation of words in western 

cultures is ascribed to the donation of God but the “incarnation” of words in China is 

ascribed to the cultiv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he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that already 

exists in human beings. In this regard, one could marvel at Chinese thinking and 

language, and see the level of concern Chinese culture has about philosophy and its 

religious manner. 

5. Conclus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firstly that Arendt differentiated Western thinking from Chinese 

and maintained the former is presented by metaphorical language. She insisted that 

metaphor language is related to concrete experiences, and refers to an abstract idea 

that transcends the experience. However, she claimed the process of this transcending 

consists of reflective judgment and common sense, which is the thinking process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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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ndt‟s position of anti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showed her secularized religious 

faith. Secularized religion also can be understood as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religion. 

“Philosophical” here means the way towards transcendence by way of the thinking 

process that Arendt presented.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d what Arendt mentioned about Chinese image language. 

The author introduced Tang Chun-I‟s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ese words and pointed 

ou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otential ability of Chinese to solidify all mental states or 

ideas in words and let the mind wander about and commit to words.  

Chinese words are works of art. Chinese culture‟s refined and realized ability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being aware of the natural purposiveness, but also to 

possessing the produ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purpose. Kant called this 

ability intellect intuition and ascribed it only to God.  

This paper extended the discussion from Chinese thinking and words to Chinese 

religion. It is not arbitrary, because the mentality and the potential ability by which 

Chinese face them are the same. It is ascribed to the activity of mentally dealing with 

images, but not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image itself. Such formulation is owed to 

Kant‟s insight.   

In comparison with image language as incarnated word in the Western Christian 

context, one c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mage language in Chinese thinking 

more profoundly. It is religious, but implies a high metaphysical character. Therefore 

it is a religiou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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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自評 

承蒙國科會的補助，得以使本人於過去三年內針對計畫主題，有機會去研讀與發

表上述的研究成果。上述的數篇論文本人分為五個角度，但其中已有交集與重疊

之處。 

基本上，針對奧古斯丁在鄂蘭、海德格與胡塞爾為代表的現象學倫理學中的地位

與意義，本研究成果的結論是奧古斯丁身處於希臘及基督教兩個文化背景，一是

強調人本身的向上力量，另一是強調人本身的有限性，故需受到上面即基督教上

帝的恩寵。奧古斯丁雖提出這兩個面相，但終以後者為其思想的歸趨。上帝的贈

予與愛，終成為人超越的根本力量。 

鄂蘭、海德格與胡塞爾之現象學倫理學基本上是建立在對於神聖性基督教的塵世

化 (雖然他們的塵世化程度不同，對於人向上超越的方式討論也不同)，而對於

所轉化為人的行為舉止的論述。在本人的討論中，倫理議題涉及到對於愛的不同

層次的理解，例如智慧的愛與神愛即友愛，乃至愛世界等分別表現在他 (她) 們

不同立場與不同時期裡。倫理議題也表現在對於責任的原初意義之討論上，此意

味著對於他者的召喚的回應是責任的出發點，藉此與中國儒家哲學的比較也算是

此研究的一個小插曲。 

倫理議題之所以與人文性有關，而愛的概念在此研究中之所以與人文性放在一起

來談，此也在於德文的精神 (Geist) 一詞和基督教的聖靈有淵源，它追溯於教徒

http://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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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以愛建立社群的愛以及社群兩個概念，德文的精神科學既以此 Geist 為精神，

它即對應著英語及華人世界所指的人文科學。人文性固從字面言是神聖宗教的人

性化，但它在過去並未完全與宗教性脫溝，更何況透過神聖塵世化的理解，也更

能體會人文性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不同層次之愛的意義。本研究並將人文性往文化

的概念去探討，在研究期間與法國哲學學者一起涉及到休閒文化的研究，亦不失

為另一個插曲。 

實際上在探討人如何超越自身的問題中，一個重要的議題即是時間性。因此此研

究特別以奧古斯丁懺悔錄第十一卷的解讀為重點，藉此去深入瞭解胡塞爾、海德

格是如何討論時間的可能背景。在鄂蘭處亦有時間的討論，這將是本人在下個計

畫與海德格的形態符指概念做比較時要特別處理的，她又如何建立在奧古斯丁的

時間探討的基礎上，此是在現象學界較少被注意的一面。 

人如何超越自身的另一個重要議題即是圖像的概念與意義，與之做一對照的是隱

喻的概念。故在幾篇論文裡皆談及圖像與隱喻。而對於人超越方式決定實取決於

對於圖像的理解，若將圖像傴視為人與塵世方面的，並以為此圖像是無法掌握完

整的且屬具體性的概念者，則和將圖像也視為上帝之象，而人以自己的圖像因為

上帝之力量而有能力去模彷上帝之象，乃至於與東方因為承認人有智的直覺，以

至認為人可以藉直覺去掌握具體與完整的概念者皆有所不同。故而在論文裡也旁

涉了中國語言文字之圖像性，以及它如何可上達於超越者的論述。 

綜言之，在三年的研究裡讓自己對於現象學倫理學的背景有了深入的瞭解，對於

人的作為亦能從深入的面相來論述。但它們皆待於本人日後做一更有系統的處理，

將之呈現於現象學倫理學或宗教學的專書著作裡。而在此研究計畫中業已啟發了

去集中精神研究海德格哲學中的形態符指 (formal indication) 問題，這是接著三

年的研究主題。相信會將前三年的倫理議題較涉及內容者，更可往方法論上去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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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0 年 1 月 12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該會議共由來自德國、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學者，另加日本與奧地利學者各一，合計共 36 位學

者的論文提出。包括從哲學、神學、文學、歷史學、教育學等不同的角度來切入的主題，而所邀

請的學者亦是分佈於德國、中國大陸各大學的著名學者教授，在香港方面有關子尹、姚治華與劉

闖復教授，在台灣則有林鎮國與本人參與，而本人發表的題目是：“Religious Philosophy” or 

“Philosophical Relig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via Hannah Arendt's 

Reflection on Image and Metaphor Language (「宗教的哲學」或「哲學的宗教」：從漢娜鄂蘭對於圖

像與隱喻式語言的反思來比較中國與西方哲學)，發表的時間是安排在 7 月 20 日的下午 5 至 6 時，

在大會場內，因而吸引了不少的觀眾聽講與討論，激起了頗為熱烈的回響。 

二、與會心得 

本人提出的論文主題與研究計畫有關，這是對於奧古斯丁哲學以基督教與希臘文化為雙重背景，

並以基督教為最後歸趨之瞭解下，再對於鄂蘭的基本立場去做的闡釋。她提出西方的語言為隱喻

式，而非圖像式，就顯示她已將基督教的神聖性塵世化，或可說希臘化，而人要上達神聖是無限

遠的事。與之對照下，中國的圖像式語言正顯示有人能力去上達神聖，其卻藉助了頗有神聖能力

計畫編號 NSC 96-2411-H-004-014-MY3 

計畫名稱 聖奧古斯丁在現象學倫理學裡的意義 – 從鄂蘭、海德格往胡塞爾回溯 

出國人員

姓名 
汪文聖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會議時間 
99 年 7 月 19 日至 

99 年 7 月 22 日 
會議地點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 哲學與宗教 

(英文)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宗教的哲學」或「哲學的宗教」：從漢娜鄂蘭對於圖像與隱喻式語言的反

思來比較中國與西方哲學 

(英文)  “Religious Philosophy” or “Philosophical Relig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via Hannah Arendt's Reflection on Image and 

Metaphor Language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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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智的直覺力量。因而論文的結論為：鄂蘭所歸趨的是哲學的宗教，中國有的是宗教的哲學，

當然這不排除譬如奧古斯丁的立場仍是宗教的宗教，若不暫定為是宗教之哲學的話。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參觀柏林孔子學院 

四、建議 

本會議由柏林自由大學哲學與德國文學教授 Hans Feger 所主辦。他本人曾訪問台灣以及政治大學哲學

系，目前積極主持在自由大學已籌備好的德國與亞洲跨領域博士學位學程，本系業已與之簽訂合作協

議。在柏林開會期間，得以藉機認識已在柏林進修的許多大陸學生，他們幫助籌備此會議，並在以德

語發表的場次裡直接口譯為中文，表現甚或好評。故而此項學程頗值得推薦台灣學生前往參與。 

在會議期間本人並結識了數位德國的重要學者，包括 Biggemann, Bickmann, Stenger, Zoeller 等，他們

可為台灣學術界日後作為交流的對象。 

又此次會議補助者之一為大陸在柏林的孔子學院，故會議期間亦參觀此學院院址。台灣對於德國

與西方的學術推廣交流方面亦待積極進行。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各場會議論文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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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0 年 1 月 12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該會議由中國現象學專業委員會、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與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一起主辦，故參與

學者主要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以及來灣的曾慶豹與本人兩位學者。共有 26 篇論文發表，本人發

表的論文題目是：〈海德格究竟主張神學性的哲學或哲學性的神學？ ─ 與胡塞爾及鄂蘭立場的比較

來看〉。 

故此論文主題頗與在柏林發表的有連貫性，主要在將上篇的立論依據 ─ 隱喻或圖像式語言的強調

決定宗教是否為哲學式的或是哲學視否為宗教性 ─ 進一步針對海德格的哲學來看，此論文的著眼

點較針對海德格於 20 年代的思想。 

二、與會心得 

在會議期間得以認識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及道風山的一些學者與宗教界人士，並得以瞭解中國

大陸對於現象學研究的人口眾多，後起之秀如雨後春筍，而對於西方哲學之以神學為其背景的觀念已

深植於不少學者中，故學術的深沉底蘊之受重視與開發，皆是大陸所呈現的正面現象，也是台灣學者

所應注意與再加努力，以保持某些方面的優勢，或有些方面宜迎頭趕上之處。 

在開會期間，也瞭解到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欲發展的概況，其中哲學系在孫周興院長的帶領之下，

計畫編號 NSC 96-2411-H-004-014-MY3 

計畫名稱 聖奧古斯丁在現象學倫理學裡的意義 – 從鄂蘭、海德格往胡塞爾回溯 

出國人員

姓名 
汪文聖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會議時間 

99 年 10 月 10 日

至 

99 年 10 月 11 日 

會議地點 
上海同濟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 「現象學與基督教哲學」學術研討會 

(英文) Phenomenology and Christian Philosophy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 海德格究竟主張神學性的哲學或哲學性的神學？ ─ 與胡塞爾及鄂蘭立

場的比較來看 

(英文) Does Heidegger claim a Theological Philosophy or a Philosophical 

Theology – A Comparison with Husserl’s and Arendt’s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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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漸成為大陸哲學系的重鎮。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會議主辦單位於第二日下午帶領與會代表參觀世界博覽會，得以讓大家體會這世紀的盛會。 

四、建議 

台灣哲學界也應重視西方哲學之神學或宗教的背景，長期來對於中世紀哲學的忽視應重新檢討。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各場會議論文 

六、其他 

本人在此會議已邀約數位發表人將其論文投至《哲學與文化月刊》，因本人在 2011 年 3 月份要主

編「哲學與神學的專刊」，這將是參加此會議後的具體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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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晚期「愛」的概念來看〉，另有八篇相關於此計畫的學術會議論文發表。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1. 藉由奧古斯丁哲學，將現象學的倫理學建立了與西方基督宗教的關係，這包括對於基

督宗教的世俗化、普世化，乃至於希臘化。 

2. 藉由奧古斯丁愛的概念，開啟了對於鄂蘭之世俗性愛的探討，並進一步往其政治哲學

領域的研究去延伸。  

3. 藉由奧古斯丁在《懺悔錄》對於時間問題的處理，將現象學中對於時間的討論更能深

刻化。 

4. 藉由奧古斯丁哲學中的基督宗教與希臘二元素的綜合開展，而啟示了海德格哲學裡「形

態符指 (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 作為未來三年的計畫研究對象。 

5. 在執行此計畫期間，由於議題的關係，得以有機會與國內外探討哲學與神學的學者專

家學術交流；本人因此應《哲學與文化月刊》之邀，主編「哲學與神學」之專刊，預訂於

2011年 3 月出刊。 

6. 在執行此計畫期間，本人曾對於大學部開授「愛的哲學」課程，於研究所開設「海德

格與聖奧古斯丁」、「現象學與人文性專題研究」、「納鄂蘭專題研究：精神生活 － 思維」

課程。引領兩位博士生撰寫相關的博士論文。 

7. 在執行此計畫期間，本人主持了教育部補助的「奧古斯丁《懺悔錄》的經典研讀以及

對其後續哲學影響的探討」經典研讀計畫 (自 2008年 8 月至 2011年 1 月)，合計共 30 次

的讀書討論會，對於學生的學術研究能力頗有助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