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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I : Karl-Otto Apel (1922-) 生於德圈 Diisse r1 dorf '在 1950年以Dasein und Erkenn叩

Ein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Interpretation der Philosophie Martin Heideggers

文取得波昂大學博士學位。該文係從認識人類學的角度來探討存有的獨題，如果

說Heidegger的“In-der-Welt-Sein" 直到了Apel則在語罵學約觀點下轉化為“In-der

一Sprache~Sein"他的工作及貢獻是極其開部性的。

對於科學進步史觀或唯科學論(Scientism )所衍生之人類文明危機，

這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來學者共同關注的焦點。歷來有關科學危機與人類文

明困境的相關文獻有如汗牛充棟，但本文係以方法論反思、為著限，就其中

僅選擇Edmund Husserl 的「琨象學反思J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

與Kral-Otto Apel! ，先驗語用學J (transcendental pragmatic)所強調的「意

識型態批判J (ideological critics) 方法做為對比的焦點。基於對Apel思

想的研究興趣，筆者伴隨著就其立場轉折過程的掌握 即出早期的詮釋

繼承轉而以批判的角度讓讀Martin Heidegger一一一進而論及其對Husserl理

論內在盔的分析。簡言之，Apel的思想發展其不但與Heidegger '詮釋現象學J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 或後繼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學詮

釋學 J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等徹底拉陽距離;問時，我們若能體

會「詮釋學必須有現象學的預設;而現象學也必須透過詮釋的觀點才能夠

被提出來」的深刻意涵，那麼在現象學與詮釋學的親緣性棍野下，Apel為

何會進一步固溯並批判Husserl '其闊的關聯自是不言自明的。

有關人類文明危機的現象學式的解讀，Husser!之所以認為實證主義的

科學是片面、而立是錯誤的，其原因郎在於一種理性主義自我誤導與自我

迷惑(王俊斌， 2001 : 90) 。亦即啟蒙哲學忽略了對科學的批判，所以科

學危機llP哲學危機，也就是說科學忽略了哲學的基礎，以致實證主義的過

度發展 (Stroker ， 1987) 。質言之，對於科學的哲學反息， Husserl係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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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此處所引述的觀點，係引自“My Intellectual Bi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Con

temporary Philosophy" 文，該文為Ape!於 1998年10月時，發表於香港新亞書院

錢學講座之講稿。本文中文詩稿，筆者已取得Apel教授的出版授權。

先入為主的「成見 J (Vorurteile) ，放入括弧J (Eink lammern )或「存

而不論J (Epoche) ，使對象能原原本本地為經驗直觀所認知。如此在主

體意識中所呈現之事物郎為「現象J 而「現象學」則是探求現象如何在

一定的「意識方式J (Bewusstseinsweisen)下相應之「給予方式」被「建

構 J 即探求本屬「超越的」對象如何成為「內在的J 現象之學悶。其中

意識之「意向性」則成就了這種「建構現象學的」或所謂「超驗的J 功能。

但是，對於生活世界而言，依據Husserl自己的觀點，生活世界並不是被視

為一個客體對象，而是任何一個存有得以被標視為一個客體對象的前條件。

但就現象學研究的層面來說，Mer!eau-Ponty的反省郤是十分值得慎思，

l![J :最重要課題是還原教導我們完全還原的不可能性( Mer!eau-Ponty ,

1962: XIV) 。換言之， Merleau-Ponty一語道自 f 琨象學反思」作為一種

方法的內在限制。對於現象學方法的批判， Apel因而認為( 1998) 2 :意識

之先驗哲學在現象學的脈絡之下， Husser!並未認注語言(或各種語言)的

先驗功能，他反而在巴黎講稿中(即在笛卡爾沈思的進路下)強哥哥“ego

cogito cogitatum" 的「先驗意識J 0 正是這樣的方法進路，促使Apel將這

種觀點批判為一積「先驗的唯我論J (transcendental solipsism) 。

與Apel等之批判理論立場相較，現象學式的反思的確隱含著過度唯心

論的問題 (Ricoeur， 1981: 102-114) ，現象學方法似乎忽略了生活世界的延

續性是需要一定物質條件，並非自給自足的。質言之，琨象學者所描述的

生活世界圖像是不切實際的:彷彿每個行動者都是獨立自主的，沒有任何

外在性的約偽;而文化也是獨立自主的，不涉及任何物質條件的指涉，最

後在研究策略上，參與者的理解被設定為唯一的方法，溝通被認為具有十

分透明性。然而這些觀點若轉換為意識型態批判的立場，我們將發現現象

學觀點的錯誤存在於r ......因為生活世界並不能窮盡所有的社會現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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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超軍車現象學深入「先於科學」而給出具體意向的經驗世界，從而又回

過頭來釐清科學的本質以確定地位。其認為這樣的任務只有在「生活i{l:界」

(Lebenswelt; life world) 中才可以推動和完成Donn Welton (1997: 736-8) 。

便清楚的指出，古希臘科學觀」在古希臘時哲學和科學並未被分開來，

其目的就是在這未星星題化的世界當中，發現logos並將之清楚的表達出來。

近代的科學觀係呈現出由理念化轉變為數學化的基本典範移轉。換言之，

近代的科學觀是先把世界視為一個涵蓋所有存在物的整體，然後再用一個

無限的數學概念去描述它。世界和事物在其中就被理解為數學化的多樣性，

也就是說，存在物被化約為 套可被測量與圖表化特點的綜合體，它們服

從於靜態的描述和證明當中。這種方法的目的在於以排除知覺背景(the

perceptual backgroun肘，以及建立一個可量化語語的理論範圈。並且把因

果連結關係作為說明事物事實的唯一前後脈絡o

根據這種對生活股界的分析，生活世界的現象自然應在科學理論之先，

可是又在其後 甚至，科學理論及其預設，就在生活世界「當中」。所

以， Husser!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以下簡稱{危機) )中提

至U :伽利略對於自然的「數學化」使近代科學遺忘了自身的生活世界。而

且自然科學遺忘了生活世界，也就遺忘了「一切意義的基礎」。因此，他

說:

伽利略繼承純粹幾何學之直觀概念化的方法，但並沒有繼承

幾何學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內涵，因為「在直觀中它已經把意義

抽空了 J (Husser!, 1970: 49 )

當現象學立場提出所謂「回到事物本身 J (zu den Sachen selbst!) 的

觀點，此係Husser!針對當時流行新康德主義之「回到Kant去! J (wruck

zu Kant!) 的說法所提出來的口號。據此，現象學J 通過「回到事物本

身」之原理，提出對於一切飄浮無據的虛構與偶發之冕的反駁。(Heidegger,

1986: 27-8) 而其所謂現象學的方法則為「還原J (Re吐uktion )即將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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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較， Husserl在追求 門嚴格的哲學的要求下，他由外在做界退

回到意識之中，將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所藹可以獨立於人類意識而存在的

外在世界，轉化成現象學者所謂必須透過意識指向才足以被開顯的世界。

Husser!為了能夠將現象學方法建立為 門嚴格的哲學，他採厝「存而

不論」的方法，將不能在經驗中呈額的對象，排拒於研究範圍之外，因此，

在這樣的想法下，意識流之外的意識對象，以及做為意識對象總體的「外

在世界」全部都被置入括弧中，方法性的存而不論;由此， Husserl):)意識

作為現象學研究的出發點。在承線Brentano的主張下， Husser!提出了意識

流的本質性特質就是在於其「意向性 J (intentionality) 之上，也就是意

識必然能指向對象進而把握其可能的特性;並且必然是要以某種方式來意

識對象，因此， Husserl在現象學中，也探討意識知覺對象時所運用的種種

方法。質言之，現象學之意向性具備了其對於對象與外在世界發生主動架

構與意義的主體性之存在。然而， Husserl以意向性作為現象學毫無可疑的

出發點，為了要避免掉入Desc盯tes獨我論的困境，於是HusserI在自我的意

識作用中設法引出他我的存在。外在世界對於HusserI而言，不外是自我與

他我藉由溝通而構築產生的呈現自我與他我不同觀看角度的一個世界。

Husser!因而提出了自我與他我之間所存在的主體際世界是一個有層次的組

織。然而自17世紀科學競芽之後，歐洲文化中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世界，

那就是「自然科學的世界J 0 Husserl到了晚年的時候，認為歐洲危機的現

狀係根植於歐洲人的將「世界」窄化單面向的「自然科學的世界」一一即

一個極端強調量化、客觀與其實的世界。 Husserl認為生活世界對於科學而

言起著基礎的作用，亦即，如果生活世界是一切與世界格爾科學的起源的

話，那麼每一種在起源上清楚的科學劃分必與回歸到這種經驗世界中去

• ，每一個特殊的世界領域必須被追溯到原初的經驗世界的領域中去。

在這裡我們看到奠定一切可能的世界科學的劃分和分類的根本基礎的發源

地。 J (張慶縫， 1997 : 126) 簡言之， HusserI根本認定此種「自然科學

的世界」其實是根植於一個異體的「生活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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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之外，仍管有個領域是專屬於系統的運作 J (何明修， 1998 : 155) 。如

果說認定 f 現象學在運用上已經不具有真正的有效性 J (Stewart &

Mickunas, 1990: 141) ，但是Husser!卻從未宣稱超驗現象學是獲取人類經

驗知識的唯一方式，相反的他卻強調透過系統化之具體性實現純粹科學的

可能性，並且強調透過這種方式，其也才得以讓經驗科學與科學的事實性

有真正達成的可能 (Husser!， 1977: 72) 。雖然Husserl提出了這樣的現象學

宣稱，但批判者仍認為 當代絕大多數的現象學者，都已經放棄了 Husser!

的純粹現象學 (Stewart & Mickunas, 1990: 118 , 142) 。基於此一方法對

立性的凸顯，本文的目的即在於﹒一方面試著芳、焦於「現象學反思、」與「意

識型態批判 J 在知識觀與方法論上對比;另一方面則為期待透過這樣的對

照，進一步探索其在教育研究方法論反思上所提供的意義。以下將就Husser!

現象學方法的基本內涵、 Apel對於現象學反思的批判、以及不同方法論在

教育研究上的啟示等分別加以討論。

貳、王兒象學方法的基本兵lEE

就所謂現象的存在而言，實證主義者一般對於自然、心靈、以及二者

悶的串串聯性，大抵都採取一種素樸實在論的立場: llP 自然是獨立於心靈之

外，且占據時ZE之物質性存有，而心靈則是以大腦作為物質性基礎，外在

世界可以對於心靈發生種種刺激，而使得心靈產生種積反應。故而，心靈

的作用是處於一種被動與接納性的地位，受到外在世界的約料。相i絞於實

證論的立場， HusserI的現象學卻是對實設主義採取了一種批判的態度，他

認為( 1965 : 5-6) :現象學應該被界定為一種超驗的現象學，因為它必須

強調主觀性、對經驗本質的發現、並且透過系統化與一定的方法論來掌握

知識的這一套架構。換言之l HusserI認為客觀主義是一種力圖擺脫所有主

觀性與偶然性的嘗試，其試著探索「理想化」世界白為存在的完善牲。但

是在Husser!看來，這種極力擺脫主觀性的理想化傾向，本身對於絕對客觀

化的努力，這根本上仍是一種主觀的導向(倪梁康，1999 :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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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獵新文明的興起造就了知識與真理的觀念在自然存在( natu

ral existence) 中所扮演的筒色之轉變，~P r 客觀真理J 的觀念成

個物價的根本條件。另外，從我的身體在覺知活動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因

此隨著我的身體與物體之間的相對佼豈不同，物體也以不同的角度或面向

展現給我。同時，我的身體(包含著各個感覺器官)的某些運動與物體的

運動也有著一定的對應關係。在兩種方式之下我可看到物體以頓時鍾的方

向運動。其次，物體本身可以不動，而我的身體或眼睛相對於物體而言進

行著逆時鐘的運動。所以我的身體運動與對象的運動之間存在著♂種「可

互摘 J 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是一種不變的結構，它使我可以察覺到物體在

我視覺環境中的空間分布狀況。HusserI認為在我的直觀世界當中雖然以某

種主觀相對的方式對物體進行認識，但是在這種認當中已經存在著一種不

變或客觀的結構與條件。

因此， HusserI (危機}一蓄所描述的生活世界，它並非只是指出我們

所生活的簡單世界，而且這種世界又係與精確(嚴謹)科學的世界棺對。

(Sokolowski , 1979: 92) 正是這樣的觀點， HusserI也才會說 (1970: 130)

「生活世界是孕育出『科學地真』之世界的土壤，並且同鑄在它自身普遍

的具體性中圍繞著這個世界。J 就「生活世界J 與「嚴格科學的世界」之

間的關聯，其實它正是{危機}--書論述的核心。例如，HusserI在分析伽

利略物理學時，他挑戰或放棄原先將科學視為終極事實或知識形式的作法，

轉而將科學視為一個情題。這種改變並不是說Hu田erI是反科學的，他所要

強調的不是科學本身，而是對科學的詮釋。伽利略風格的基本想法即為:

實在界是一種數學的結構，在這個預設下建立起科學的方法與程序，進而

以這些方法與程序決定其風格中的科學解釋。故而，對於伽利略風格之科

學預設的顯題化與檢證是必要的;但是，為何會將實在界認定為是一倡「數

學的」實在呢?其實在希臘時代，知識的模型和標準是屬於數學化的知識，

l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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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生活世界的論述主要出現在他的《危機〉一書中，事實上，Husserl

提出的不是一個生活世界的概念，而是一組或一套生活jtt界的概念，根據

學者的歸納， HusserI這個詞有三種不同的用法(張慶雄，1997 ; 125)

可是就超驗現象學所提及的「生活tit界 J 它應該是孕含著的種意涵呢?

針對此一向題 l Husserl 所談的「世界J (Welt; wor!d) ，其應該是植基

於世界是所有界域的界域(the horizon of all horizons) 之立場，故而

Welton (1997: 736) 才會認為:對於「世界」的哲學分析都與其出發的立

場有闕，就Husser!而言，他是從對事物的臼常經驗分析之中構築其「世界j

的概念。質言之，每一個經驗對象是透過許多「所予的形式J (modes of

givenness) 而呈現給人。每一所予都是對象的一個側面(profile) ，我們

知覺一個對象縛，總是只知覺到對象的f 正面 J 至於對象的其他「側

面 J 則是以「射映J (Anschattungen)的方式給予我們。換言之 r 其

他面向」必定為目前焦點中的面向所預為顯示。這種預期是一種意義

( Sinn) 的預設。我們總是l處於某特定界域中來知覺事物，界域自身不是

一儕陳顯，而是「前給予 J (pregiven) ，界域係居於給予物和預期物的

關係之中被引發的。

根據實在對象與觀念對象之悶的關係，Husserl認為生活世界一感性直

觀的世界 必須先於科學世界，並且同時作為科學世界的「明證性基礎j

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的協係不是斷裂的，而是連續的。至於這種違章賣該如

何被建立呢?Husser!指出 (Heelan， 1989) :當我們在生活世界中進行認

識活動時，我們已經可以把握透過某些客觀性的知識，同待這種知識可以

進一步作為科學知識的基礎。以我們對時空結構的認識為例，Husserl進行

他的現象學分析﹒一個物體對我的呈現必須通過一定的時認願序，我無法

在同一儕時間當中觀看到同一物體的全部面向。在這些不同面向的展現之

中，我可以發現一個貫穿這些面向而使其成為一個統一整體的不變法則。

雖然每-個面向對觀察者而言都是不同的，但我們始終知道其必定為同一

個物體。因此，從時間性的觀點來看 r連續性」的法則是我可以認識一



客觀科學知識是奠基在生活世界的自明姓之上的。後者之於

科學工作者而言乃是前給予而作為基礎 然而，如他們增進客觀

質言之，我們必然要透過現象學反思這一種特殊的操作方式，人們才

有可以就其呈現自身加以省思，進而找出生活的簡單世界與精確科學的世

界之間的關聯住:

Husser1批判近代數學化之自然科學，而主張向做為「意義基

礎 J (sinnesfundament) 之「生活」回溯，他視主體為建構科學

的「最終基礎 J 但需要經過建構「生活世界」之階段.... (汪

文聖， 1995 ' 161)

從「現象學反思J 到「意識型態批判J 45王俊斌

量活動的層次:1.以手的長度或步伐的寬度來做為測量的起始單位;2 以

木頭等堅硬的物體來取代原先的測量方式，藉以避免因每個人身體尺寸差

異所造成的不確定性;3 這一個堅硬的物體被「公尺」或「碼」等概念取

代 在此，所謂的測量必須包括三件事:被測量的對象、澳j量的單位以及

測量的表示等等;以及4 我們不再使用外在的工具或單位來測量客體，而

改客體內部的相關性來表示(如長是寬的兩倍)等等。Sokolowski認為當

我們使用步伐、木尺等工具時(IlPa或b) 0 它們仍存在於生活世界之中;

相對的，當我們使用系統內部的各種關聯來測量時(如d) ，它們就不是

屬於生活世界的層次，它們係屬於嚴謹形式的世界。而就cffiJ言，它係處於

a 、 b 與d之筒，它係為對客體理葾化的正當性轉換.嚴謹的形式是透過

‘ the" meter或其他理懇單位測量而得。如果說此主UHusser1所謂的「危

機 J 其實正是源自於吾人以數學化了的自然世界掩蓋了純粹或車觀經驗

得以存在的生活世界。換言之，嚴格的科學世界脫離其賴以桓墓的生活世

界，自然科學世界成為一種獨斷的主觀主義。面對這種被過度數學化自然

科學觀，現象學方法正提供了凸顯將我們的生活世界化約為僅以嚴謹科學

的方式來呈現一種特別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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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切知識的基主事。關於這點 r 客觀真理」的觀念最終造成一

種在其無限中含括一切可能知識的普遍科學觀念(Husse汁， 1970

12])

對自士伽利略的時代來說，知識是指歇幾里得的幾何學。由於伽利略延

續了此一傳統，故而要澄清問題的原白，自然必須著手於對歐氏幾仿內含

的分析。嚴格來說，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所謂「圓形」的事物，但實

際上此-對象不可能成為幾何學中的「蜀形」。換言之，當幾何學的原意

係指一種測量的技術峙，而測量則是必須透過度糞工具來進行，而不同的

工具的度量差異則又衍生測量的準確性情題，以及受測對象屬性的「理想

界限 J (ideal limit) 問題等:例如，絕對光滑的平閩、沒有寬度的直線、

距離中心點等鹿的區等等。這些純粹幾何學概念雖有其直觀的對應物，但

其仍僅為一種純粹概念的存有。另外，為何其實的本質必定要排除所謂的

不精確?其實並非所有的必然性或本質都要辦除不確定;假如當我們採取

一種型態性的本質峙，我們的荳觀意向就是在於顯露其必然性，但是它就

未必會排除不精確或模糊性。與此相對的，它即在於顯示一些特別對象的

不完美本質，我們可以透過直觀的必然性呈現出型態學的本質，例如知覺

與記憶、房子與動物，或者運動與戰爭等，它們就無法被視為理想的形式。

為何其實的本質必須與我們對事物的經驗有所區隔?對於顯現的動機

而言，它們為什麼不是對原初客觀的立即位描述?透過測量的方式讓它從

事物之中被切離開來時，真實的本質才能夠被把握。直觀的必然性是包含

於事物的本質之中，但是理懇而正確的必然性，它則必須透過主體對客體

的測量行動才得以被掌握。理性直觀係把事物視為是被理解的:且普遍而

正確的本質則需要以測量的方式得之。理想的形式自身並不是成為一種認

量的單位，它反倒是某物能否被瀏葦的理想形式。如果我們能夠檢視測量

的單位與其實本質的相關性，那我們才足以對真實本質有更好的理解。

Sokolowski (1979: 101-6) 便以空間的測量做為i7rr證E百分出以下四個空間路



論」一一由於自然科學家 般都不大關心認知的可能性與認為對象

的性質等問題，現象學的立場則是完全與之相悴，就Husser!所謂狹

義現象學的存而不論，意謂著把一切不能在意識流內自明的皇現的

對象，逕予放入 f 括弧之中」存而不論，意即對意識所「了解 J

意識到之事物的實有性問題，不談不論的態度。簡言之， Husser!所

稱狹義現象學存而不論方法，實際上是現象學一種自我約控的方法，

約束自己不任意地對自不能於意識之中事物下任何斷言。

口著跟於把現象學提升為一種本質性學問而構思出來的「本質性存而

不論 J (eidetic reduction) 方法制c] ，就Husser!所謂的「本質性存

而不論」而言，1:系指當現象學者通過狹義的存而不論，把研究的範

園限止在意識流所可能呈現出來的一切，而盡力忽略意識流中出現

變幻不定的之個別事物，集合全力去把握在變化不定事物中顯現的

不變，同-事物的本質。

(司把現象學轉化為一種探究「超驗主體J (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

的「超驗性的存而論」等。運用「本質性的存而不論J 方法， Husser!

希望在狹義存而不論方法所保留下的，是具備了「絕無可疑」的現

象學殘餘中索等事物的「本質」。然而，在1912年的[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ology之中，逐漸顯露出其興趣與關注

點的轉變。 Husser!現象學的興趣係自透過事物在我們意識中呈現出

來的表象去把握事物的本質，進而轉向追求事物之所以如此地被意

識的主體性根源，琨象學者一般稱此種現象學為一種研究一個作為

現象之能如此被呈環之基礎的「超驗主體」。

質言之， J二述所謂的存而不論，Moustakas (1994: 34) 認為:它並非

是把物自身直接放入括弧'而是把我們對物的描述或再現放入括弧，換言

之，當吾人意識到成見的存在才能白白。放入括弧必須是現象學操作的第

一 F步發，而在放入括弧之後，下一儕本質性把握程序則為先驗琨象學還原。

其之所以被稱為先驗，這是因為其係超越日常性而達到一種純粹自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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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東西總是新的‘不同的。

如我們暫時脫離我們的科學思維的話，我們就會察覺到，我們科

學家不過是個人，並且是生活世界中的一分子，而生活世界總是

為我們存在，總是前給予，因此，所有科學家和我們一起都被捲

入到這不過是主觀 相對的生活世界中(Husse泣， 1970: 130-1)

那麼， Husserl所採用之超驗現象學反思的方法，其更為其確的內涵與

步隊又是如何呢?首先、Husserl認為他使用超驗的這個概念，他是與Kant

所使用批判這個概念相當的﹒園為超驗也涉及了反對任何獨斷的可能形式

(Landgrebe, 1977: 102) 。同時， Husserl刻又通過對純粹本質的直觀來把

握先驗知識，因而他也認識到 種類似Kant無上命令的客體之自我給出性

的直觀令式(Moustak肘， 1994: 33) 。如果說，我們試著把Husser1超驗現

象學方法的可能程序加以受理，筆者認為其大概可以藉由鷗一來呈現﹒

存而不論( epoche)一→超驗現象學還原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iea卜

reduct i on)-一一，想像的變形 (the imaginative variation) 想像一儷不變

的對象，而想像也是意向性的，而非任意性的一→達到種純粹的自我(pure

ego) 的本質性還原，透過但殊的對象或實例回溯本質(e i dos) 例如以各種

三角形的i7~證(如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正三角形等等掌握「三角形」的

“ eidos" )

圓 琨象學芳;去的操作程序

拔據上述操作程序， Husser!係把濾餘研究對象中駁雜可疑成分的工作

總名為現象學的存而不論的方法。可是，在這廣義的現象學存而不論的總

目下，因所要剝除濾過的對象之不同，蔡美麗便會將其區分為兩個層次，

三環截然不同之「存而不論」方法( 1999: 45-55)

H即對應於素樸寶證論之自然主義態度而言f設的狹義「現象學存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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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論的"多五:意識裂主屋子it釗的轉民1

當現象學在面對， II在心 J 、「獨斷」的批判時，學者也認為在琨象學

中將係純粹自我的狀態做為其自身的一種假定。事實上，所謂「超驗主體」

根本就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但是，當我們再次確認超驗現象學的內在限制

峙，我們發現其並非完全著重於經由排除自身的偏見而降低價值的影響;

相反的，我們則應了解與接受現象學的「存而不論在所有研究與發項知識

歷程中的重要性。 J (Moustak品， 1994: 62) 顯而易見的，這種超驗主體

的預設雖然極力期待經EI3現象學反思的歷程，一併將主觀的偏見放入括弧，

可是現象學反思到底能夠將主體理性自我檢查與自為修正的功能發揮到何

種程度呢?針對此一質悶，我們自然必須仔細地區到Husser!現象學自身加

以檢寂。就其現象內涵，我們大抵可以將其理論歸結出以下的兩個重點(汪

文聖， 1995 : 147-8) : (1)現象學函然重視][接之生活經驗，但是唯有依內

在反省經驗才能證實預期是否為真或為假，現象的本質把握必須最後還原

到檢驗建構事實之主體身上，亦即所謂的「超驗主題 J (transzendenta!e

Subjektivitaet) 自然成為「最終基礎J (Letztbegruendung) ; (2)經驗有屬

於較高層次「主動的」與較低層次「被動的」行為之別。一般來說，主動

與被動之區別在於行為是否有Kant所言之「超驗統覺 J (transzendenta!e

Apperzeption )來相伴，超驗統覺也構成主體之「為了世界J (fur die

Welt)條件，超驗主體或純粹自我表示一個具有可能性條件得以被提出來，

即主體除了有別於未行反省活動直接「存在於世J (in der Welt) 之經驗

性質外，它更在f 為了世界」的前提下，促成主體的超驗性。姑且先不論

第二部分所可能造成之主體性弔詭不談，至少正是前述「依內在反省經驗

才能證寶預期是否為真或為假J 的看法，徹底地為那些將現象學貼上「先

驗唯我論」的批判留下理據。就Ape!而言，他顯然採取另一個理論進路來

反駁所謂的超驗現象學。Ape!學術思想發展係由早期的Hei通egger研究，轉

了ru):)Kant的先驗哲學為其論述基礎，同時，他在整體理論發展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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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自我之巾任何事物都被視為就好像是第一次接觸的新鮮覺知。其之所

以稱為「現象學的J 這是因為其將世界轉化為僅僅只是 種現象的存有。

它之所以稱為「還原」這是因為其要將引導我們回到意義的來源與被經驗

jl月界的存在。根據土述這樣現象學反思的操作程序，其目的正是為把握對

象的真正「本質J (Wesen) 0 '本質」被說為一種特殊的對象。例如，

Husserl在{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 J卷中寫道:

「本質」是一種新穎的對象，正如個別的或經驗的主觀所與

物是一個個別的對象，本質直觀的所與物是一種個別的對象，本

質直觀的所與物是一種純粹的本質 (Husser! ， 1976/1 994: 60-2)

若現象學真的能透過方法論的程序性操作，並立達到一種對現象的本

質性把握，那麼，我們便可以歸結出超驗現象學的可能性功能(Farber,

1943: 568)

1 因為它從事物自身出發，故其為知識的第-方法，它最後可以獲致

我們所知的 切。它之所以為一種邏輯取向，這是因為其嘗試區別

前預設與「揹置J (put them out of play) 的不同。

2 它並不關心事的問題，而是尋找主主義的決定。

3 它同時處理真實的本質與「可能的」本質。

4.它涉及了對事物本質的直接領悟，而這種對本質的把握係源於客體

的自我給出性 (se!f-giveness of objects) 與反省的描述。

5 它保持思考與反省等價值，試著透過一種純粹主獸性的狀態來獲得

知識。

如果Husser!的超驗現象學與反思的把握方法能夠達到上述的種種功能，

那麼諸如「它涉及了對事物本質的直接領悟，而這種對本質的把握係源於

客體的自我給出性與反省的描述。」是否真的可以避免Apel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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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或「意識 J 之理指揮作用，提出其針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這樣， i也不 if!.解決第一個問題，同時{他也也一併解答了第二{個固閔題。

1這主樣的預設，我們一般將其稱為

的能力(即直觀與理解的能力)可以「規定 J (pr閃es凹cr盯ib忱e)經驗

世界的客觀性，以及客觀的擬律則性等形式，另外，根據Kant 的

觀點，這樣的形式可以促成互為主體有效性之科學知識的可能。

(Ape! , 1998)

Kant是否並未對所有非客觀或超科學之經驗感到興趣?即所謂準先驗

的問題?為何他可從其先驗分析中抽繹出語言的功能，Ape!主張其理由在

於﹒假定了意識的功能與能力，其不但正足以構成客觀經驗之形式，並能

進一步形成科學知識的「律則J (principles) 或「先天綜合判斷J (syn

thetic a priori judgments) ;換言之，這樣的意識功能可以被視為係從不

同語言之語意結構所獨立出來的結果。與此相較，就Husserl所謂的「超驗

現象學」言之，他雖然擴展了Kant先驗構成的計章，但是其論及之客觀經

驗的形式，卻遠遠超出Kant的原初意涵。 HusserI探求將所有「所思J

(noemata) 之「先驗繪成」與可能意識之「意向」相調和，另外 r 所思、」

並非只是「先天綜合判斷」的結構，閑時它也是意指所有不同語言之字詢

意義的關聯性;而且，它們更是包含了所有人類「生活世界J 的不同傾向，

質言之，所謂的「前科學」或「超科學」的經驗也就被含括在內了。

根據Ape!的分析，他認為在Hei挂egger對Husserl現象學的詮釋性轉化中，

Heidegger顛覆了Husserl整個主體哲學的架構，特別是針對「意向性成果」

的「先驗唯我論J 而言的。在這樣一種早就存在於Sein und Zeit 脈絡之內

的觀點， Heidegger fill注意到在歷史形塑下的語言，其實已充滿對f生活世

界」的前理解。在所謂的轉向之後，他與先前說語言為「存有的家J 之觀

點相去甚遠。其實語言是具備了左右我們思考的決定性力量，因為根據歷

史的「存有之命運J (fate of being) ，語言方能明確地「澄清」存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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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他貝。受到Wittgenstein的臼常語言分析以及Peirce的實用 E義等概念的

影響。在本研究中將僅就與現象學批判與生活世界危機的出路等相關的部

分加以討論，立1!不論及Apel的整體思想內涵。

首先， Apel對於現象學的討論，我們應該可以說他是通過對早期

Heidegger的探來進而涉略Husserl現象學領域的 (Apel， 1998; Habermas,

1990; Marianna Papastephanou , !998) 。對於Heidegger的理解而言，若直

接因其對存有的討論而將之視為「存在主義學者 J 其實這是將「存在哲

學」與「存在主義」 混淆而產生的誤讀。與此相較， Apel對於Heidegger的

興趣立豈非與存有學相鶴，反而是以所謂Kant-transformation 問題來批判

Heidegger 。換言之，他對於Heidegger之“ Dasein" 的基礎概念，係為可以

揭露「存有意義得被關顯」的條件，即作為一種轉化 並非如Nicolai

Hartmann之存有學的再生 回歸形上學的前康德典型，它反倒是把理解

存有的先驗條件之間題，視為唯一先驗的問題。

對於Heidegger的研究，從博士學位論文之後，他反倒越來越以批判的

角度來看待Heidegger 。最後，他認為掌握對Heidegger哲學整體發展以及

其在當代哲學中的定位之批爭可理解的樹鍵即在於; Heidegger就當下對Kant

先驗哲學承續發展取向之自我理解，這可以說是完全走錯了方向，在此種

意義下，就如我們透過其晚期哲學來把握其想法，郎朝向一種「存有歷史J

概念的思想轉向( keh間; turn) 。但是，此一錯誤的理由鼓非在於，如

Heidegger的建議-般， Kant的思想在一開始就被Heidegger的取向所推翻，

而是只有透過此一「轉向 J 才能更清楚地被把握。其中，就「先驗」的問

題來看，事實上此種問題的意義是極為含糊的。 Ape!認為我們必須回到前

Heidegger對於Husserl r 超驗現象學 J 的批判之上方能掌握其中的意義:

在Kant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之「經驗客觀性 J 的「構成」

條件，以及科學知識之互為主體有效性的可能性條件等這兩種問

題，彼此問有著緊密的連結。實際而言， Kant早已區分上述這兩

種問題，因為他係經由「直觀」的「構成」功能與存在於「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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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3年之“ Die Idee der Sprache ir.. der Tradition des Humanismus von

Dante bis Vieo" 這篇教授升等論文中，他仍未注意到Heidegger也只是單

面向地繼承Kant的先驗問題，以及其在其章里的歷史主義 相對主義立場所

造成的嚴重後果。在這種脈絡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Heidegger自己也在

1964年時，在其所謂轉變的前後，他係透過對原初真理本質的揭露而對存

有能有所澄清，但是在Ernst Tugenhat (!996: 227-40) 的批判下，他承認

此一作法的錯誤。就如Heidegger當時的宣稱，對於存有意義的澄清或揭露，

它「仍不是真理J 它僅僅只能視為正確或錯誤命題的可能性條件而已

(Heidegger, 1986: 212-30) 0 Apel覺得Heidegger這一項自我修正，並未被

他許多的追隨者所正視，反倒是這樣的自我修正才是更接近事實的。雖然

Ape!在70年代初期早就對Heidegger與Gadamer 提出批判，但是對於本世紀

由Kant先驗問題所發展出來的兩種不罔聞題及其可能的答案，對於兩者之

間的關係，那時Ape!尚未能把握清楚的觀點

簡而言之，一方面即為意義構成的這個面向，其即依賴於吾

人對生活世界前理解之歷史處境的事實性之上，以及，另一方面

則是真理互為主僅有效性的這個層面，即與預設全體有理性的存

布者能具有達成共識之能力相關聯 (Ape! ， 1998)

在後來的學能發展上，我們清楚地看到他為了同時處理Kant先驗問題

之兩個面向所做的努力。Apel (1980: “, 51 )就企圖從認知人類學的觀點

來討論科學理論的意義，他認為任何意義的構成均參照了一種表達某種觀

點的特殊視野，亦即意義的構成包涵著來自認知意義主體積極介入。經驗

與件的構成亦因而不只是決定著人類理性本身的綜合，也決定於對世界之

參與式理解，亦即決定於構成意義之認知旨趣。

Apel 在Transformation der Phi]osophie中便指出( 1973: 99-100; 1980

48-9) :從認知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語言符號既不屬於認知的對象，也不

屬於感覺器官或作為直接介入外部自然界之媒介的技能工具，而是因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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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L，

J忠哉。

質言之，伴隨著意義構成的時題，從Kant與Russerl再次透過主體的先

驗作用，或者朝向籍也歷史與語言所預為決定之意識的新取向來看，Apel

認為這可以經由Heidegger在同答此 問題的口氣轉變，察覺此戶事實的最

好把握。 Hei吐egger原先認為 如果此在已經把握了在它之內的可能性一一

不僅把握了使自己看透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把握了追究了生存論狀態

本身意義，亦即先行追究 般存在意義的可能性，如果在這樣的追問中已

經放眼於此在本質的歷史性，那麼，就不可能不洞見到:對存在的追問其

本身就是以歷史性為特徵的。 (Heidegger， 1986: 20~1 )與這種以此在為核

心的分析觀點，他後來卻指出.

對於一個清楚意義世界的構成，實際總是決定了我們對生活

世界的前理解，而此一明確意義世界的構成，其不但是「先驗主

體」能力的展現，它似乎更是「存有命運 J 的明證。但是，就

Kant 先驗問題而言，又是如何， Np 互為主體可能性的條件，諸如

科學真理，或道德規範的有效性?是否對於後一個問題的思考，

它也應該回繞著歷史來思考? (Apel , 1998)

在經歷了 段漫長的時間後，Apel後來才了解早期Heidegger真的還露

了 Kant 先驗問題的這個面向。理解這個事實的理由在於Heidegger將他對

長期關注議題之發現，運用了新的真理概念來加以介紹。在5ein und Zeit

中，他明白「原初真理J (original truth) 即為對“Dasein" 的路顯(其

可以促使某些對生活世界的發現成為可能)，但這同時卻也是一種終結。

在經歷過所謂的「轉向」之後，他指出吾人在企圖「遲至清」存有時，同時

也是對「存有的-種隱蔽J 0 因此，真理的概念益發地與其意義構成的結

構相類似，而且在這樣類化的結果下，Heidegger則認為存有即真理這是與

我們此有的處境相關聯，即與「存有歷史」的當下相關聯。

這種一方面批判Husserl '一茵郤又倒向Heidegger的傾向， Apel坦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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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 3 有照統一科學與精神科學的關聯，請進步參見Ape! (1967) : 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Geistwissenschaft凹，書，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

Company

對Husser!在《危機〉所做的探討，這樣的反思在 Ape!的先驗話用學架構下，

他又會如何來看待科學與文化的危機?依循方法論論爭的角度， Ape! 明白

地指出:

顯然， Ape!係依循著上述觀點，進一步地指出這種被稱為「理解的運

{乍」立豈不能提供一種可以在邏輯上與因果說明相區分的特殊科學方法:

即「理解」不過是邏輯推演中的一個成分，它表示一種因果

假說的建立，然而，根據新實證主義的「科學邏輯 J 這個富於

啟發性的成分並未影響到說明在科學推演過程中的科學性，既然

它本身不能得到邏輯上的確證，至多也只能得到心理學上的確證

而已。從邏輯上來說，惟有可能正確的假說才能等於那種使理解

得以導向行為原理之發現的證據在心理學上的涵義。只有從因果

從「現象學反思」到「意識型態 4，t ;l'1 J 55王俊斌

在 19世紀，關於「自然科學 J 和「人文科學」之間科學的哲

學反思，它最初是有心理學的傾向 正如 J. S. Mill 的實詮主義

是一樣的。它主張人文科學是將生活作為某種內在事物的表達來

「理解 J 而自然科學卻能「描述」無法解釋的「生活背景J

並根據自歸納引伸出來的法則來「說萌J 它。今天，在「統一科

學」的實證主義計畫以語言分析公式(以便不至於表現為一種形

而上學的還原論! )出現的地方，哲學「詮釋學」亦有足夠的根

據承認這一個新的論證基礎。對它來說，它能夠而且毋庸置疑訴

諸於一種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學術語來反駁宵證主義基於它自

身語言分析前提基礎上提出的那種客觀的、分析的統一科學論點

(Ape! , 1973: 107-8; 1980: 74-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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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作為任何意向性意義之可能性的前提，已經是認識對象得以被構成的

前提。語言作為符號之媒介，不應被歸結為Kant的「先驗意識」所表現之

知識的邏輯意識前提，毋寧說，正如物質技術干預也被包括，於實驗自然科

學知識的前提去 樣，語言也總是回過頭去涉及到傳統Descartes認識論所

未曾考慮的，一種先驗的E體觀。 Apel將其稱之為「身體的先驗性」忱的

Leibaprio口; the bodily a priori) 。在Apel看來，知識之身體的先驗性與意

識的先驗性存在著」種互補的鞠{系。換言之，作為知識之可能的這兩個先

驗的條件在整體的意識中必定是彼此互為補充的。而在實際的知識生產中，

無論是身體的先驗性或意識的先驗性往都占著主導的地位， Ape1 認為「通

過反思獲得知識」與「通過介入而獲得知識 J 之間構成了兩種對立。比方

說我們不能在獲知世界某一種有意義層間峙，同時也反思、我在如此的獲知

中必定採取的觀點。所有經驗(這甚至適用於受理論指導的，自然科學中

的實驗絞驗) ，主要都是通過介入生活層面而獲得知識。所有理論的繪成

主要都是經由反思才得以獲得的知識。

質言之，依循著Apel對於Kant先發問題的雙重詮釋一一郎以其所主張

先驗語用學 (Transzendentalpragmatik/transzendentale Sprachpragmatik)

的角度，他便是以語用學立場預設了「溝通共同體的先驗性J (Das Apriori

der Kommunikationsgemeinschaft) 以先驗的語用規則改造了Kant的理性

哲學。換句話說，人們應該要從現實的笠活1世界出發，藉自「溝通或論辯

行動」建立知識的普遍形式。質言之，如果說「邏輯意識」是人類認知的

先驗條件，那麼社會也應該存著一種內在於人生活，並旦藉著自我行動才

能獲得知識的前提條件。就這樣兩個條件或前提而言，Ape!認為存在著一

種互斥互攝相反相成的互補翱係。它們同樣是構成知識的先決條件，但是

弱者又同樣是不可化約，在人類知識的形成過程中，兩者郤又是同樣重要。

只是從實際生活出發的知識形式，它係為語言符號生活運用的展現，這是

與意識反省形式不同。

在解決Ape!對於現象學的批判及其自身的理論轉向後，本文按著即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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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演繹出那些可以被驗證的觀察語句，才能確保一種「說明」

的科學性。 Abel 所得出的結論是;儘管所謂 Geisteswissenscha

ft凹的「理由早 J 作為一種科學啟發的前導仍有其意義，但是與「科

學邏輯 J 不相干的 (Apel ， 1973: 107-8; 1980: 52-3)

雖然， Apel認為詮釋學與科學主義之間的對立或論爭是無意義，但是

他郤 方面企圖以知識人類學的觀點來陳顯方法論的多元主義，另外，他

則又嘗試以意識型態的批判，辯證住地消解因果解解與意義理解的對立，

進而達成方法論的互補性。換言之，意識型態批判也以先驗性的奠基的方

法，以後設批判的立場來看待相對主義 歷史主義的詮釋學:

理論必須在不斷的實踐中被體現著。Gadamer詮釋學原本可

以在這中間扮演一個重要的兩色，卻因為無法證立具普遍規範性

的道德基礎而功虧一贊。他和Heidegger都是只進行到一個「準先

驗 J (quasi 廿anszendental)的地步，而不能進一步成為一種先

驗的「規範性詮釋學J ( normative) ，除非也以一套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k )為其預設，除非我們所謂的傳統中介

(Traditions-vermittlung)的傳介轉化過程中，也能夠親身積極擔

負起「投入意識型態批判」的工作，這其實&p Apel和Habermas在

社會科學方法及其基礎反思上欲加完成的新任務(張鼎圈，

1999 ' 63)

Apel認為知識的保障基礎應該有其先驗條件:一個就是自Descartes以

來知識論所強調的「先驗的J (a priori) 條件 Apel認為知識得以確立

的保障基礎，即所謂「終極奠基J ( Letztbegriindung )的任務。 Apel主張

人們藉著「反省J (reflection) 而獲得知識，這個先驗的基礎它並非原初

不動的第一原則，而是「最終」的定點。他認為這個基點的建立，係源於

人類自身理性的作用，質言之，基礎必須透過理性的反思之途(Der refle

xive Weg) 來達成，而非I駐科學式的計量方法。但是，此處值得注意是﹒

此種「理性的反思」與Husser!的「現象學反思」之筒，它們的本質性差異

到底為何?事實上，意識型態批判與琨象學反思的顯著差異，I!P在於Apel

對另外一個互為主體有效性(即在於前述之知識身體的先驗性)的知識基

礎的之上。 Apel認為:

身體的先驗性不是作為工具性侵入自然界的前提，而是作為

主體際意義表現對於可知覺的意義「表達」的依賴性，而被顯露

於解釋的人文科學的根本性難局之中(Apel， 1973: 1 日-4; 1980

60 )

根據上述關於身體先驗性與互為主體有效性的討論，這是否就能夠十

分清楚地證成Apel將Husser!的超驗現象學評為「先驗唯我論」之論斷?事

實上，一種理論的論爭它必定導致論述約相互糾結

Kant也是一位科學哲學家，因為他企圖以其超驗哲學，在主

體中尋找具一般與必然性之科學知識的基礎。但是Kant也拘限於

長久以來對自然與科學的了解，所以他放棄了原先科學家為了科

學之有效性問題，而以直接的態度所接受之屬真實自然的數學結

構，進一步以主體以來建立而已。因此，當他處理「超驗感 'I生」

與「先驗邏輯」峙，就未對徹底生活經驗作探索，這是Husser!批

判 Kant未注意「生活世界」之緣故(汪文聖， 1997 ' 66-7)

就Husser!而言，他批判Kant忽略了「生活世界J 的概念，可是若出

Apel的意識型態批判來看，他則強調Kant先驗借題的第二面向(I!P互為主

體有效性的這一個層次) ，是一直被Husser!與Heidegger所忽略的。對於傳

統的歐~哲學來說，許多語言學者認為語言概念的優位性，其正足以作為

了解人之存有與世界關聯的重要關鍵。但是Husserl之所以提出「生活世界」

之概念及其基礎，David Ca叮認為其臣的在於



實詮科學無法使我們獲得關於實在界的知識。對於Husser1來

說，伽利略式科學所建構的理論至多僅為一種能作為一種工具

使我們更有效率地理解自然現象的技術 (Heelan ， 1989: 389)

因此，現象學對於近代的自然科學方法的反省，~P為批判它將數學的

結構作為自然的真實性，批判它將數學取代了哲學，或至少是對哲學發表

了「獨立宣言」的作為而言的(Gurwits品， 1974: 37) 。現象學在重拾了自

然科學家會為了尋找數學結構所揭發的面紗，而這是流動在我們面前的現

象界。人與自然應盡返其 r親密的」關係，真正科學的「嚴密性 J 其並

以數賞研究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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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方法論的對比

王俊斌

19世紀末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賞徵主義主宰整個學術研究，自然科

學的研究方法被類推到的逢周到人文現象。教育研究也在這種思潮下，它

可以說直接的承襲了 17至 18世紀啟蒙運動的機械化宇宙觀，將人置諸於置

於機械化與唯物化的世界體系中加以處理。就所謂教育「事賞」的界定與

描述而言，在機械因果法則的限制下，人的任何行為自然變成是可以控制

和預測的(楊深坑， 1988 : 194 ; 1999 : 1-2) 。就教育學此種實證論發展

的歷史脈絡而言，我們很難不把它和前述所謂科學危機聯想在一起﹒

方法論的最根本的基礎或出發點而言，縱使現象學似乎能以「生活世界」

與「互為主體有效性」等方法學內涵擺脫唯心與獨斷的可能，但是Apel在

先驗語用學以辯證互補的方式同時把握反思的先驗性與身體的先驗性的前

提下，而非如Husser!全然以個體主觀意識做為意義探究的出發。另外，上

述主體的知覺活動與主體際的表意活動，它們之間不應該被理解為具有先

後層次之優先性串串聯，反而它們應如意識型態批判方法的理解:至少應同

時互補地考量到 r真理自身的本質」與「互為主體有效性」等這兩個層面。

唯有透過這樣的把握，實際上才態有效地避免超驗現學主觀與獨斷的可能

困境。

語言哲學的問題諸如Gadamer 的“Sprachlichkeit" 與Foucault

的“ episteme" 的觀點，他們雖有不同，但是他們之的共同之處

即在於認定人之存有活動都是運用語言來進行理解。的確，對於

語言的運用和理解是給于對文本的「寫」與「讀」留下極大的空

間，而不只是「聽」與「說」的模型而已。為了反對這種看法，

Husser!具體的提醒我們 的確有一個圍繞在我們四周之「前給予」

的實在世界。而且，對於外在實在世界的知覺，它並非一個概念

思考的弱化敘述，也不是一種盲目的區某歷程，它反倒是將其量

於世界之上，而使意義結構加以具體化，而不只是通過思考所產

生的臆測而已 (David Carr, 198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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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所意在生活世界程是與他人分享而共有的，而且這個

生活經驗的共有性比諸可表達為語言的共有性，還更為先行被給

出。換句話說，語言的可表達性論題所說的共有而可分享的特性，

實源自於生活世界中先行給出的走向經驗所說的共有而可分享的

特性。因此，既使在溝通行為中，意向經驗的共給出總在語言表

達的共給出之先一一一我們一直說到，知覺活動比起表達活動有優

先性，現在我們說，處於生活世界裡的先行經驗比起表達活動更

有優先性(蔡瑞霖， 1993 ' 209)

雖然Husser1對於「生活世界」與「互為主體有效性」的討論，它們是

Husser1較晚期的論述，但是，Ape1Jifi'批判的 r 唯我論」現象學，是針對

因此，如果批判Husser!在邏輯研究之意義理論的現象學分析裡，他係

採舟「獨自」的方式來深入意識裡意義的本質結構，那麼他在晚期論及的

「互為主體」與「生活世界」等概念之下，使得「自我」之意識活動處於

具體的情境脈絡中，成為和完全所意相1詣的融入「生活世界」之活動。故

而:



就屆三的三個層次的互動觀係來看，僅依片面之理論架構來理解教育，

因為一種理論架構的提出即帶有對真實教育現象的簡化傾向，故而其把握

的並非教育「本質」而僅僅是間接而次級 o 現象學方法會建議我們回歸到

生活世界之中，直接以被經驗的琨象來理解教育。質言之，琨象學式的教

育理解，其不能奠基於單一、個殊的學科(如心理學、社會學) ，它應該

被視為教育的人類學取向一一即一個兒童如何經由教化( educating) 而成

為一個人 就本質把握獲致教育整全性觀點。

雖然現象學在教育研究具備上述的深刻意涵，但是環象學研究方法的

實質內函究竟為何?這一點似乎郤仍舊模糊一片。因此，為能使現象學方

法更易於了解， Moustakas恰當地把超驗現象學的方法與步驟區分為(汪文

章里， 200 I : 12 ; Moustakas , 1994: 34，弱，鈣， 91 ， 100) 存而不論、現象學還

原、想像變形與綜合等等劃分，便是十分重要的觀點。首先存而不論之意

義簡單的說是避開一切預設 (freedom from suppositions) , r 現象學的存

而不論並不消除任何東西，並不否定任何東西之實在性，立豈不懷疑任何任

何東西一只對當作真理與實在位基礎之自然態度、日常生活知識之成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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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數學所代表的精確性，而正指這人與自然閥的真實性，是在自然學家

在對自然進行抽象之前的真實性(注文聖， 1997 : 64) 。因而，若企區直

接觸及嚴格科學的基礎，我們將發覺此 基礎必須是建構在「生活世界 J

之上的:

現象學作為一種描述的哲學，它排除一切非從經驗內部所解

釋的東西，此包括一些「假說」、所詮釋之結構與理論模型，因

這些以外在於經驗之智性標準為攏，譬如尚建立於假說、模型之

因果律中的術語就不能用於描述子里面，此即囡果律尚隱存於所描

述的現象之後(汪文聖， 1997 '“)

有關現象學式的教育研究 直是一個棺較模糊的概念，但是若試以從

純粹現象學方法的理論反思到實際教育問題的方法操作為例，Donald

Vandenberg就會以 r ，存有』的諸般限制與可能性J (the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of 可eing" )來掌握其對於教育理論的理解(Vandenberg,

1971) ;另外，他也會針對現象學方法在教育研究的運用及其對各國的影

響進行過深入考察(Vandenberg， 1997: 13-19) 。就所謂現象學式的教育研

究， Va吋enberg將其界定為 (1974: 183) : r 教育研究部對於教育實體

(the reality of education) 之事實、理論與規範的探究o J 只不過主流典

範對於 "reality" 的界定一一即教育現象探究的化約論模式一一郤使得教

育現象變得隱匿與不可見。Vandenberg解釋道 (ibid: 189) :就以心理學

的角度來看，教育事實被化約為一種心理學的事實。然而心理學事實員的系

經由生活與教室中具體情境抬釋出來的，實際上它並不是以實際師生關係

( the-pupil-in-relation-to-the-teacher)來把握教育事實。無怪乎他會進步

指出現象學化教育研究應從「基礎教育理論J 、「實踐者對於該理論的前

理解」、以及實踐者「對教育原則的檢證」等三個層面來深化其對教育本

質的體會 (ibid: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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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試國將「意識型態批判 J (Ideologiekritik) 和「經驗的方法 J (empirische

Mothoden) 和詮釋的溝通互動予以並列，期待藉以匡正實設主義或詮釋學

流諸獨斷的危險。但是，縱使在認知與旨趣的三種範疇劃分下，意識型態

批判仍要在企圖將其重新凝聚成 個完整的統一體 (Apel， 1977: 434)

1 如果在同一時間沒有一種預為假設的知識(即溝通理解的知識)

那麼科學家也就無法普遍化地解釋自然的規則性。就物理學家其實

的認知一旨趣而言，它實際必須以詮釋性的方法為中介的。

2 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不可能藉由一種存在於主體客

體特殊層次下的客觀化知識，據以覺知溝通理解的可能性。因此，

所有的溝通理解都也自然必須預為假設關於問題中客觀對象的知識。

質言之， Apel認為 如果只是為了追求客觀描述與解釋的方法，它不

僅會破壞以理解作為較好掌握知識的方法，同時它也會破壞對知識進行客

觀化描述與解釋的可能性。 (ibid: 436) 質言之， Apel在{詮釋學與意識

型態批判> (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 )中也就認為:主張客觀解

說的唯科學論和進行意義理解的詮釋學，兩者之間應該在意識型態批判中，

透過辯證達成綜合性互補﹒「這個理解與說明之潤的辯證位中介的專業術

稱做意識型態批判。 J (張;韓國， 1999 : 64 ; Apel, 1971: 44) 。意識型態

批判一方面批評自然科學化之理論基礎所造成的獨占住;同時，它也隱約

地指出潛在的詮釋不可迺避性問題。面對意識型態的辯證綜合地位， Apel

以「語言遊戲J (language game) 的角度說明上述實證與詮釋方法的相互

關聯的形成(王俊斌，2002 :“)

1 第一種語言遊戲在於討論那些可直接觀察的(自然)事件，對於以

成因、規則或通則來掌握這些事件，它們將沒有任何例外。這種語

言遊戲可以大約被視為是新實證主義的或科學的模式。

2.另外一種語言遊戲而言，它對於人類行動的解釋，視為一稜意義的

意向、理性、目標或目的。

Apel認為其實就這兩種語言遊戲來看，若把它們視為一種我們對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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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其次、超驗現象學的還原之所稱為超驗，因為它「揭開任何東西

因而獲得意義的自我J 之所以稱為是「現象學的J 正是因為「世界轉

換為現象J 之所以稱為還原，這是因為它「導引我們回到所經驗世界之

意義與存在的根源J ，更具體的說，它是導出呈現意義與本質的文本脈絡之

描述 (textural description) 的方法。按著想像的變形則在掌握經驗的結構

性本質 (the structural essences of experience) 。最後 r 意義與本質的

綜合」是「將組織脈絡與結構描述統合為對現象的經驗本與做統一的陳

述 J 而藉此「建立本質性的知識J

奠基於此種認識觀點，如果說現象學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在於「對於

人類心靈、意識的主要地位的重新確定J 而且依據上述關於現象的操作

步驟而言，這樣的研究方法論似乎直接證實Apel將Husser!現象學視為一種

「先驗唯我論」批判之當然性:

Husser!將溝通盲說化約(還原)到獨自的狀態，也將實際的

言說化約到構想的言說上，以便排除其具體的表明等作用而達到

言說的本質。如此才能說明，急識之實在而歷時的活動，如何獨

聯到理想的怠義上 (Mohanty， 1976: xv-xviii)

回歸由科學危機衍生而來的研究方法論反省此論述主轍， Ape1

( 1980: 60) 認為:新實證主義希望能消除認知旨趣( interest) 及以評價

的問題，至少從科學邏輯思考的基本難題來說是這樣的。它指望在這些難

題之中找至2認知心理學或知識社會學相關係的輔助問題，亦即那些本身可

以自排除旨趣涉入，而將科學作為純粹事實問題來處理問題，以及作為在

根本上服膺於同樣的方法論， llP統一的 f 科學邏輯 j 的認知操作來處理問

題。與此相較，對於人類經驗之意義對象構成的可能條件， Apel或Habermas

卻是一致先行假定知識與旨趣之間的系統性關串串，此一關聯包含以下三個

層面 (Apel ， 1977: 429) :即掌握客觀環境的旨趣、溝通理解的旨趣以及

關於批判解放之自我反省的知識等a 面對這三種認知旨趣的都分，Ape1顯

王f是一克式 從「現象學反思」到「意識型態批判J 63



Husser!的超驗境象學而言，我們看到不是將理解與解釋的互補並行，而是

以現象學反思、作為含括一 e切實證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的唯心化企圖。

就生活世界的多重現實來看，沒有一種知識形式可以在不同的意義脈

絡下完全正確地被表達 (McGuire， 1989) ，在這樣的前提或立場下，多重

瑰寶意味著多重觀點一-JlP觀點的相對性，或稱為觀點的多元論(perspectival

pluralism) 。這樣的看法契合巨前教育學方法的多元論發展走向(馮朝霖，

2000: 21) ，但是，當Husser!的超驗現象學反思方法，當它以「本質」的

把握為導向時，它使已與多元論的教育學發展有所俘離。相對的，就Apel

期待以意識型態批判方法辯證住地消解解釋與理解的對立，進而達成對於

知識論與方法論的互補哥哥，回歸實務問題的解決，他係將意識型態批判用

於面對道德與倫理的問題一一-例如他在「論全球化與普世倫理的需求」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ed for Universal Ethics") (Apel , 2000) 。顯

而易見，將其立場與現象學反思方法相較，意識型態批判的辯證式互補至

少是更接近教育學方法論的多元化走向的。可是，縱使教育學研究應該朝

向一種的多元方法論的發展方向，但是，在多元方法論的發展下， Apel

( 1992: 89) 則以現代主義捍衛者的姿態批判道: Paul Fyerabend提出了「什

麼都行J (anything goes) 的荒誕怪招，這種走過頭的多元論基講，使得

方法論淪為一種喪失科學知識客觀性的「無政府主義」。因此，雖然多元

知識識形式可能呈現出知識的局部化乃至於主觀化，但是如何將多元芳法

轉化為一種的互補觀照，並據以窺得知識結構中不變的「核心J ?或許

Apel的先驗語用學立場正足以提供把握此一反思契機。但是，這個不變的

「核心」是不是又再度模糊其與現象學「本質」的差異呢?這一點又是十

分值得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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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前理解形式的話，那麼，上述的第一種語言遊戲那是種解釋的形式;

而這一種關於人類意向性行動的語言遊戲則係為一種「詮釋的J 理解角度。

區此，為了能同時關注存在的本質以及客觀構成所根據的認知旨趣等兩個

層面，我們必須以互補性諭旨的實踐來加以掌握，也就是說，我們一方面

必須將兩種相對的知識 旨趣置諸於控制客觀化的歷程之下，另→方面則

為即溝通理解。

為了顯示第三種認知 旨趣的作用 即批判解放的自我反省(cri ti

cal-emancipatory self-reflection)一一一我們必須以互橘性論題作為溝通理解

.與準自然式的解釋之辯證性中介(Apel， 1977: 437-8) 。根據認知 旨趣的

三種取向， Habermas則是一致地採取「勞動/互動 J 的基本區分，他不僅

把人理解為製造工具的動物，同時也將之理解為使用語言、符號的動物:

技衛的皆趣、實踐的皆趣以及解放的自趣等，其皆植基於人

類的自然歷史之中，但是它卻也標示出人們超出自然之外，揉取

一種勞動、權力與語言的氛洹;在自我反省之中，認知與皆趣兩

者合為一個整體。認知與皆趣的統合體係在辯證的過程中，其指

出在歷史中對於對話的壓抑以及對於所謂重建的禁鍋( Ricoeur ,

1981: 88)

因此，當Wittgenstein (1945/1995) 在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中表明 r 在哲學中的正確方法應當只說出可以說出的事物一一-JlP只談自

然科學的間題。只說和哲學無闋的事情。J (T.6.53) 但他郤在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中提出 :τ任何一種語言遊戲皆對應著一種生活形式。J 言下

之意即無論在從事科學研究或日常中使用描述語言的使用、祈禱、命令等

各種行動語言，都對應著不同的生活形式。換言之，語言不是自主的，而

是對應於某種實際生活。亦即，作為語言發韌的主體就沒有所謂不能談而

必須閉嘴的事。換言之，我們可以接受與邏輯實證論一一強調原子事實與

因果說明 相悍的社會科學的概念，即「理解的社會科學J 0 但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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