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徹底內在性」
一一東西方「生命現象學」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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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亨利勾劃其思想為一「生命現象學」。提出了「生命就是自感」
一口號。「生命現象學」之出現，乃是對胡塞爾的「超越現象學」和海德格的「存有現象
學」之反動。簡言之，亨利認為古典現象學只注自於「外出性 J '卻漠視了「內在性J

'

即忽略了「生命」。由於亨利認為「徹底的內在性」方是真正的「生命J '所以他要發展
一套「生命現象學」來補救此一缺失。本文透過比較明朝末年的觀載山與亨利的思想，
試圖指出兩者間的一些本質相似性，這可有助于見出載山之思想也是一套「生命的現象
學」。然而相對於亨利之以「神學 J 作為「生命的現象學j 之基礎的立場，聽山之思想可

為「生命現象學」之發展另闢新途。依亨利、「父位的上帝j 是永遠不會直接為人所彰顯，
其中必經通過耶穌基督作為中介，而且是可以自存的。不過，按載山之立場，雖然「性

天之奧」使得「心體j 只能「逐步地」、而不可「全幅地j 彰著「性體 J '但是這並不意
謂其中有某些內容永不會被彰著;更重要的是:載山肯定「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
此外，於載山的進路卻可見出「純情」與「意」之本質性關連，這不會像亨利順著一根

源性被動的情感而難以真正奠立「自我性J 。

關鍵詞:米歇爾﹒亨利，劉藏山，生命現家學，自戚，純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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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就是自感 J

(l a vie est

auto-affection) 之論點。(註 1)

近年來亨利的著作在北美與歐洲頗受到青睞，並且在現象學界中也吸引了不
少青年學者的興趣。特朋地，因為現今法國哲學界新一代的代表人馬里昂(Jean

Luc Marion)

的思想基本上乃是源自對亨利與萊維勒斯 (Lévinas) 的現象學之

綜合，因而也促進了現象學界對亨利之現象學的研究。若就現象學本身的發展而
言，亨利的「生命現象學」之出現，乃是代表對胡塞爾的「超越現象學 J 和海德
格的「存有現象學J 之皮動。簡言之，亨利認為這兩位現象學奠基人只注目於「外

出性J

(transcendence)

，卻都漠視了「內在性 J

由於亨利認為「徹底的內在性 J

(immanence)

(radical immanence)

，即忽略了「生命」。

方是真正的「生命J '所以

他要發展一套「生命現象學」來補救胡塞爾與海德格的缺失。

本文試圖比較明朝末年劉葳山

(1578-1645) 與亨利的思想，指出兩者在本質

上的一些相似性，這可有助於見出載山之思想也是一套「生命的現象學j 。當然，

就現實上而言，他們兩人在生命上是沒有任何交集的。但相對於亨利之以「神學 J
作為「生命的現象學 J 之基礎的立場，鞍山之思想可為「生命的現象學」之發展

另闢新途。

作為現象學家，從一開始亨利便關注「絕對主體性 (absolute
的自我意識如何可能 ?J 這一問題，理由是:

subjectivity)

["絕對主體性」是所有現象顯現之可

能條件，若果「絕對主體性」本身不能顯現，那麼整個現象學進路便不能成立了。

不過，按照其「愈多還原、愈多給出 J

(Always more reduction, always more

given) 的「現象學的原則 J ，(註 2) ["絕對主體性 J -之「顯現」必得是「對其自身」

之「自身顯現J

(self-manifest) 。十分明顯，亦唯有通過解決「絕對主體性如何自

身顯現」此一問題，方能真正找出回到「徹底的內在性」之途徑。而在解決這一
問題上，亨利首先指出["絕對主體性之自身顯現」完全迴異於「對象之顯現」。

L Michel Henry, Auto-Donation (Paris: Beauchesne, 2004) , p_ 128.
2. Michel Henry,“Quatre Principes de la Ph是noménologie，" Revue de
1 (1991) , p. 3.

Metφhysique

et de Morale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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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謂絕對主體性不能以意識對象的方式來意識自身，否則所能意識到者只是作

為對象(即客體)的自我、而非作為主體之自我。無庸置疑，沙特早已指出「真

正的自身意識j 一定是「先於反思的 J (pre-reflective) 、「非設定的 J (n凹-posi
tiona I)。不過，亨利認為這仍不足以勾畫出「真正的自身意識j 。他堅持「真正的

自身意識」是「直接的 J (immediate) 、「非差異的 J (non-differentiated) 、「零
距離的 J

(without distance)

，因而只能是「情感性 J

(affective) 。理由是

感...是存有於其徹底內在性之絕對統一中的自感 (Affectivity...

is the auto-

affection of Being in the absolute unity of its radical immanence)
是說:只有「在情感中、存有起現與於自身中顯示其自身 J

arises and reveals itself in itself) ,

I情

0

J (註 3) 這

(i n feeling , Being

(註 4) 囡此， I 絕對的顯示 J

(absolute

revelation) 必定為 F情感性 J 0 十分明顯，這種「內在的J 和「情感性j 的「顯

示」是屬於「絕對主體性之存有 J

(the Being of absolute subjectivity)

。一言以

蔽之， I 真正的自身意識 j 是一以「情感 J (affectivity) 為本質的「自感 J

(auto-

affection) 。於此， I能感 J (affecting) 完全第同於「所感 J (affected) 。其次，
作為「自感 J

'

I 真正的自我意識 J 是「被動的 J

體性j 之「自身給出」是屬於「不可見 J

(passive) 。職是之故， I絕對的主

(invisible) 的向度。這意謂「絕對的主

體性」是一「徹底的內在性」。最後，由於「自感是感受性 (receptivity) 的根源
本質之建構性結構J

'

(註 5) 所以，只有建基於「主體之自身顯現」之上， I 對象之

顯現J 方為可能，而於此義上， I 絕對的主體性」乃係「超越的 J

相比之下，無論是康德之「超越的統覺 J
或胡塞爾之「超越的意識 J

(transcendental

(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

0

apperception) 抑

，即使海德格所言之

「此在 J (Dasein) 的「超越性 J (transcendence) 都是為了使得「可見的 J

(visible)

的世界成為可能。而且，在方法論上，海德格的「存有現象學」與康德的「超越

哲學」一樣，都以「對象」或「外在性」為首出。海德格「世界」的概念，便是

作為「背域 J (horizon) 而使「存有物的給出 j 成為可能的條件。所以在本質上，

3. Michel Henry , The Essence 01 Manijes的 tion ， trans. Girard Etzkorn (The Hague: Nijhoff, 1973), p.
682.
4. Michel Henry , The Essence 01 Man i;泌的tio仰， p.684.
5. Michel Henry , The Essence 01 Manijestation ,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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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域」還是為了「外在的存有物的給出 j 而服務。(註 6) 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犯了
將「主體」之給出方式化約至「客體」之給出方式的錯誤。換言之，他們都通過

「對象之顯現方式 J 來說明「主體之自身顯現方式 J 0 因此亨利認為他們都無法回
到「真正的主體性」。一言以蔽之，他們仍圈於「存有一元論 J

(ontological

monism) 的立場。因為依「存有一元論 J '現象的給出只有一種方式，就是外境
或對象的給出方式;從而完全漠視了「主體之自身顯現方式」與「對象的顯現方

式 J 的殊異。可是，與外境不同，主體是「自給 J

「真正的主體」只能是一屬於「不可見的 J

(auto-donation)

的。基本上，

(i nvisible) 向度，具有「自感的」

(self-affective) 、「徹底的內在性 J 0 因此，若要「回到內在性打則必須對「存有
一元論」有所批判。

(Kant and the Problem 0/ Meta

實際上，海德格在〈康德與形上學問題)
戶hysics) 一書中早已追隨康德十分強調「白感 J

.

(auto-affection) 這一概念。(註 7)

可是亨利認為海德格與康德對於「自感」這一概念的了解並不透切。首先，他反
對康德將「自感」等同為「時間的自身激發 (auto-solicitation) ，自身設定 (auto

position)

，自身對象化 (auto-objectivation)

J;

(註 8) 其次，他反對海德格將「自

感」等同為「對來自世界的時態化場所之感受扒(註 9) 理由是

r生命並非作為自

身設定或自身對象化之自感，它不將自身設定於其一己之前，好比『放在面前 j

成為一種差別。 J (註 10) 一言以蔽之，於亨利眼中，海德格與康德仍固於「我思 J

denke/l think)

,

(Ich

之傳統。其病因在於康德與海德格都無法真正認識「白感」之概

念，他們所重視的「主體性」都是「向外 J

(au-dehors) 發展的。由於缺乏「徹

底的內在」的一面，因而接觸不到「生命」的層次。

亨利認為胡賽爾也犯了相同的錯失，以致無法真正掌握「自感」之可能性。
在胡賽爾的現象學中， r 時問意識」是最深層的意識，而「時間」是一切建構的可

能條件，但亨利對胡賽爾的質疑是: 'r 時間意識」如何張握它自身呢?實際上，

6. Michel Henry , The Essence 01 Manijestation , p. 186ff.
7. Martin Heidegger , Kant and the Problem 01 Metaphysics , trans. James Churchill (Bloomington:
l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62) , p. 193日.
8. Michel Henry , Auto.Donation , p. 128
9. Michel Henry , Auto-Doηα tion ， p. 128.
10. Michel Henry , Auto 間Donation ， p.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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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通過「時間意識」的「延留 J

present ego)

0

5

(retention) 還是無法掌握「當下的我 J

Oi ving

(註 11)

與前人不間，亨利提出「純情 J
感 J 之本質。對他而言

(pure affectivity I affectivité pure)

作為「自

I 情感就是自感，它是內在地對自身的自身體驗。 J(設 12)

這意謂「自感 J 在本質上是「情感性的自感 J

(auto-affection pathétique)

0

(註 13)

可以說:依亨利，正是由於這一種「純情」的存在，方使得「我們的情感在體驗
作為存有與生命時變成純粹的 (pure)

0

此外，雖然康德還提出「內在感覺 J

J (註 14)
(i nner sense)

的概念， (註 15) 亨利卻認

為「內在感覺」與「自感」是不一樣的。簡單來講，康德義之「內在感覺」最大
的局限不但在於它依舊屬於「感性的」向度，而不屬於「情感 J

(affectivity) 的

向度，而且還是一「存有一元論J 的概念。因而康德所言之「內在感覺」便無法

達到「純情自感」的境界。反之，亨利乃通過「情感」以言「自感」。總之， I情
感」一概念於亨利思想中是至居關鍵的，而其「自感J 一概念便是扣緊「情感」
來開展。
與康德和海德格不同，亨利還緊扣「自感」以言「身體」。內在於現象學之立

場來說:亨利之「身體現象學」乃是針對梅露一龐蒂 (Maurice
者而發。因為亨利認為梅露一龐蒂所言之「肉身主體 J

Merleau-Ponty)

(embodied subject)

依舊

無法脫離笛卡見的侷限。換言之，梅露一龐蒂所言之「主體」基本上還是屬於「思

想我 J

(thinking I/thinking subjectivity)

。眾所皆知，針對胡賽爾的現象學，梅

露一龐蒂已將「主體」的概念扭轉為「肉身化的主體 J '但這只是將「思想我」

(thinking I)肉身化而已。因此，亨利從法國另一位哲學家比漢

(Maine

de Biran,

1766-1824) 之立場出發來批評梅露一龐蒂。可以說，比漢反對笛卡兒之「我思故

我在J

(1 think , therefore 1 am)

，而主張以「我感故我在J (I

am) 代之，即認為人首先因有情感而存在，所以「情感 J

feel , therefore 1

(feeling) 是一比

11. 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90), pp. 49
司 50.

12. Michel Henry, The Essence 01 Manij泌的tion ， p. 657.
13. Michel Henry, Auto-Donation, p. 130.
14. Michel Henry, The Essence 01 Man拚'station ， p. 670.
15. Immanuel Kant, Critique 01 Pure Reaso紹， trans. N 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64),
p. 67 [A22 B3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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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 J (thinking) 為優先的概念。因而亨利宣稱笛卡兒之 f我思故我在 J

therefore 1 am)
therefore 1 am)

嚴格而言實是說「我感到我思故我在 J
0

(1 think ,

(I feel myself thinking ,

(註 16) 準此，亨利認為「身體 j 應該首先扣緊「情感主體 J

(feeling

subject) 而言。即「身體 j 並非在認知或思想脈絡下所瞭解的「主體 J '而是在「情
感J

(feeling) 脈絡下所苦的主體。所以「身體」是一種川青感的身體 J

body) 。在此意義下，亨利認為即使梅露
一種「純思 J

(pure thinking)

(affective

龐蒂已經將「主體」肉身化，而不只是

，但他依舊不能將主體從「思想主體 J 之向度完全

解放出來。這一切顯示了亨利主張真正的「身體」應該是就「情感我 J

(feeling I)

而言。

亨利進而提出了其「三身說 J
體J

(organic

:

I 客體的身體 J

body) 、「主體的身體 J

(objective body)

(Subjective body)

0

、「機體的身

(註 17) 首先， I 客體的

身體」像客觀的存在物一般，存在於外在空間之中。這可說靠近西醫眼中的 f 身
體 J '為一佔有空間的客體。其次， I機體的身體」是人作為動物而有的身體。就

醫學的角度而言，這比較接近中醫所了解的「身體 J '乃是一由各種功能所整合成

的「系統 J '它具有「整體大於各部分之和」的特質。最後， I 主體的身體」在本

質上就是我們的「主體性」。反過來也可以說: I 主體性」就是作為「主體的身體」
的「自我」。一言以蔽之， I 主體的身體 J 就是「真正的主體性」。若離開了「主體

的身體 J '則「真正的主體性」就不成其為「真正的主體性」了。而這「真正的主

體性」是「不可見的 J

(invisible) 、而只能是「自感的 J

上，如比漢和胡賽爾經己指出:這是一種「我能 J

乃係一「能力的體系 J

(j e peux/Ich kann/I can)

(System der Vermδglichkeiten)

層次上，我們可以說「我就是我的身體 J

(auto-affective) 。基本
，此

。在「主體的身體」這一

(1 am my body)

。當然，在梅露一龐蒂

之立場也可說「我就是我的身體 J '但亨利認為梅露一龐蒂的「身體觀J 依舊沒完
全擺脫笛卡兒式「我」不外是「思想我 J

(thinking

I)的限制。換言之，梅露

龐蒂所言的「身體」仍首先為一邁向世界的「意向性主體 J

(i ntentional

subject) 。

16. Michel Henry, The Genealogy 01 Psychoωwlysis ， trans. Douglas Bric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 30.
17. Michel Henry , Philosoρhy and Phenomenology 01 the Body , trans. Girard Etzkorn (The Hague:
Nijho缸， 1975) , 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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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內在於儒家傳統，載山所關注的焦點在於通過「道德的進路j 以證

成與呈現「絕對的主體性J

(r心體 J) ，他尤其偏重於「心體 J 如何里現「性體」。

首先，他反對將「道德主體」等同於「良知j 之立場。載山認為陽明所言之「心

即理」的「心體 J (良知)還不是最究竟的。因為陽明所言之「心體J 是屬於「顯」
的向度，但作為「道德主體」之「意體」則是屬於「密」的向度。因此之故，正
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在對治「王學」之失上，載山主張「歸顯於密 J

0

(註 18) 十分

明顯，載山眼中的「絕對主體性」在接物之先已經「自感 j 。於此義上他尤其反對
佛學所言之「識心」的首出性，因為「識心」只停留在「敢境」的層次。而且，
由於「識心」的功能只在於攀附外物、認識對象，所以若只侷限這種向外的工夫，
最終將招致喪失主體性(生命)的不良後果。(註 19)

其次，載山嚴格區分「意j 和「念J 之不同，從而主張「意」方是「真正的

道德主體j 。他批評陽明未能分辨「意」與「念」之本質差異。無疑，陽明早對意
有所討論。不過，嚴山指出陽明論「意」時卻將之化約至「念」。這是說，當陽明

將「意」視為「有善有惡」時，他實際上所言的只是「念」。相比之下，正如唐君
毅先生強調，載山眼中之「意」只能是「純意 J

0

(註 20) 在本質上， r念」之生起與

「七情J 相似，都是受外物的影響所致。因此之故，載山反對陽明以「知」為首出

之立場、而堅持「意J 的「優先性」。此外，戲山認為相對於「念」有起滅， r意」
是常存的。因為「意是心之為心」。換言之， r意為心之主宰」。所以，與陽明之視
意為「心之所發」的論調迴然有別，葳山宣稱意為「心之所存」。
從一歷史之角度來看，正如唐君毅先生所指出:鞍山之區別「意」與「念」
及「以意為心之主宰」的立場可溯源自泰州學派的王一巷與江右學派的王塘南。

18. 牟宗三， {宋明儒學的問題與發展}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2004) ，頁 177 。
2007) , <證學雜解> '第二冊，頁 265-266 。
20. Chun-i Tang,“Liu Tsung.chou's Doctrine of Moral Mind and Practice and His Critique of Wang
Yang-ming," in de Bary , William Theodore et a l. eds. , The Unlolding 01 Neo-Co呵成tcianism (N 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13.
19.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杭州、1: 漸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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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1)不過，載山有進於前人之處在於能夠將「意 J 與「純情」結合，並且通過「好

善惡惡」來了解意之本質 O 基於「純意」乃心之主宰而「純情 J 乃心之自感，敢
山進而將「意 J 視為至善。
此外，藏山認為必須要認清:陽明義「良知 j 是「離情j 而立，但他所言之

「意 J 是「即情J 而立。而且此中所言之「情」乃係「純情」。總之，對載山而言，
只有「意 j 方是一真正的主體。

議山所言之「純情 J

(四德)與一般所謂「喜、怒、哀、懼、愛、惡、欲」之

「七情」是有區別的。他宣稱:
《中庸》言喜怒哀樂專指四德言，非以七情言也。喜，仁之德也;怒，義

之德也;樂，禮之德、也;哀，智之捷、也。而其所謂中，及信之德也。一
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於所性為仁，於心為
側隱之心，於天道則元者善之長也，而於時為春 O 白其油然而暢也謂之

樂，於所性為禮，於心為辭讓之心，於天道財亨者嘉之會也，而於時為
夏。自其肅然而敘也謂之怒，於所性為義，於心為羞惡之心，於天道則
利者義之和也，而於時為秋。自其寂然而止也謂之哀，於所性為智，於
心為是非之心，於天道則貞者事之幹也，而於時為冬。乃四時之氣所以
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即謂之太和元氣，是以謂

之中，謂之牙口，於所性為信，於心為真實無妄之心，於天道為乾元亨利
貞，而於時為四季。故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而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

之前別有氣象也 O 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連於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
發於外而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 O 即天道之元亨利貞，
呈於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中和渾是一性。如內有陽舒之心，

為喜為樂，外即有陽舒之色，動作是豆、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
為怒為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 O 推之一動一靜，
一語一;默，莫不皆然 O 此獨體之妙，所以即隱即見，即微即顯，而慎獨

之學，即中和，即位育，比千聖學脈也。(註 22)

2 1.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22.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

(香港:新亞研究所，

1975)

<學言中> '第二冊，頁 414-416 。

，頁 47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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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七情 j 載山則指出:
七情之說，使見漢儒《戴記》中，曰「喜怒哀懼愛惡欲J '七字不倫不理，

其義頗該之《大學》正、修兩傳中。然《大學》亦絕不露出「情」字。
古人言情者，曰
情也 J;

I 利貞者，性情也 J '即性言情也。「六丈發揮，旁通

I 乃若其情 J;

I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J;

I如得其情 j

皆指情蘊、

情實而言，即情即性也。並未嘗以已發為情，與性宇對也。「乃若其情」
者，側穩、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孟子言這側隱心就是仁，非因
側隱之發見所存之仁也，後人往往錯會 o (註 23)

然則如何區分「四德」與「七情j 呢?於此，載山的答案是:
喜怒哀樂，性之發也;閻長氫而動，天之為也。忿，度恐懼好樂憂患，心之
發也;逐物而遷，人之為也 O 眾人以人而泊天，聖人盡人以達天 o (註 2的

簡單來說， 1 七情」是受外物所感而起的。例如我們在書店中尋獲一本找尋已久的

絕版書而感到興奮，這「興奮」便是因外物(絕版書)所感而有，故屬於「七情j 。

但「純情j 並非因外物所感而有的「情J '而是人本身所自發的 l'情 J '故屬於「性J
的「純情」。
基本上，正如唐君毅先生所指出:載山提出了「純情自感」之立場。但 25) 即

是說

1 四德J 就是「自感 J ;而「七情J 是「因感於外物而起」的。於說明「純

情」時，載山又以孟子所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為例證，即當人能夠做到「誠

意」的時候，其所得到的「樂」即是一種「自感」的「純情」。而且這種「純情」
是每個人都有的，在本質上「純情」是屬於人之性的。因而他宣稱
也。 J (註 26) 又說

1即情即性

1 情者性之情也。 J (註 27) 一言以蔽之，正如唐君毅先生所指出:

於載山眼中，前人之失在於「皆不言此本心良知中有一『意 j ，或「喜怒哀樂之純

23.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24.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 <問答> '頁 345 一 346
, <學言上> '頁 381 。

0

25.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頁 477 以下。

26.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

<問答> '第二冊，頁 346 。

27.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卜〈問答> '第二冊，頁 3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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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J <註 28) 特別地，陽明之失在於以為「情」與「意」乃是良知於接物後方有。

其實載山是如唐君毅先生所言作出了下列之追溯

I 如此心只是一明覺，只其性

理而無意，如何能變化得一般意?又如其無情，如何能變化得一般之情?

J <註 29) 對

載山而言， I情只是一感，一切心之活動中，更豈不皆有心之自感? J<註 30) 這是
說

I 心體」之中「自有情以自感其情J

0

<註 31)

牟宗三先生嘗以「逆覺體證J 來概括宋明儒學的工夫論特色。(設 32) 不過，嚴

格來說，在宋明儒學的發展中，只有劉載山之「歸顯於密」工夫論才是徹底的「逆

覺體證J 的工夫。因為他反對向外取境、攀附外物，而要求人們「反求諸己 J '並
認為經由這種徹底的「逆覺體證 J 的工夫，人才能真正的回歸至他所謂「幽深隱
微之意體 J '就「主體性」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一種「逆覺體證J 。
值得補充的是:從宋明理學之發展而言，在劉載山之前的理學家，沒有人將

「身體」提昇到「主體」的層次。事實上，在載山思想、中， I身體」概念與「心體」、
「意體」或「性體J 等概念的關係是密切的。他明白地宣稱

I 天命之性不可見，

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閉，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即所謂「性j 也。 J<註 33) 因而進一步
地緊扣「九容」以言修身

I足容當重，手容當恭"目容當端，口容當正，聲容

當靜，頭容當直，氣容當肅，立容當德，色容當莊。 J<註 34) 可以說，將「身體」提

升到「主體」的層次是嚴山思想在宋明理學中的突破與貢獻。原因在於載山思想、

中藏有「自感」的概念。
眾所皆知，牟宗三先生在〈心體與性體〉裡提出「以心著性」格局來詮釋載
山思想。(註 35) 然而可惜的是:當牟宗三先生用「以心著性」來規定戲山思想之格

局時，他並沒有進一步釐清「著J 的意義。在載山思想中，從其言「四德」中時
將「四情」與「四時」相對應，可以見出「心」是通過「純情」來「著性」的。
職是之故，若果忽視「純情J 的可能性，那麼其「以心著性」之格局便無法成立

28. 瘖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頁 481 。

29.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頁 481-482 。
30.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頁 482 。
3 1.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 ，頁 482 。

32.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

33.

\WIJ宗周， (直到宗周全集)

34.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臺北:正中書局，

1968)

, <人譜> '第二冊，頁 7 。
, <人譜"第二冊，頁 7 。

35. 牟宗三， (心體與性體) ，第一冊，頁的。

，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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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戰山作為一個儒家之徒自然是非常重視「道德j 的，當他認為「意」就是「好
善惡惡」之門育J 時，他便是持有一種以「道德主體性J 為首出的立場。因此在
他的思想、中， I純情」自然也是靠緊「道德情感」而言的。

總括來說，載山思想有進於王陽明之處即在於他特別重視「性體」的概念。
而最山這種主張也是為了對治陽明末流「玄虛而蕩，情識而肆J 之弊病而發的。
載山認為陽明心學有一重要的缺陷，那就是「於性猶未辨也 J ，(註 36) 即陽明並無恰

當理解「性之為性」的真正意義。而導致陽明對「性體」了解有所未透的主要原
因之一正在於他欠缺「純情」之概念，因此，敢山有感而發指出

I 自喜怒哀樂

之說不明於後世，而性學晦矣。千載以下，特為拈出。 J (註 37) 載山於是提出了「心

宗」與「性宗」的區分。更重要的是:依載山， I性體」相對於「心體」而言是具
有首出性的，但陽明並沒能注意到這一點，因而將「心體」視作一切法之根源，

「心學 j 遂陷入了「主體主義 J

(subjectivism) 之業穴。相比之下，就消極面而言，

嚴山「以心著性」之格局至少可以防止「主體性」過度膨脹而走向「主體主義」。
此外，從方法論之角度來看，由於通過「純情自感 J '載山可為作為道德主體性之

「意」提供現象學的明證性，這也超越了陽明「心學 j 之「超越分解式進路」的限
制。一言以蔽之，依載山，只有屬於「密」之向度的「獨體 J 方是真正的「絕對
主體性j 。而「歸顯於密」就是由歸這種「徹底的內在性」之「不二法門 J 。

從以上對亨利與歡山哲學之勾劃可以見出兩者都旨在回歸「徹底的內在性」。

對亨利與嚴山而言，作為「徹底的內在性J 之「絕對主體性j 並非只是一種「設

準 J (postulate) 或「預設 J

(presupposition)

，而是可以「現象學」地「呈現 J

(presence) 。並且， I 絕對主體性J 之「對自身呈現 J
「對象」之「呈現」的可能條件。

36.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37.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
'

<原學> '第二冊，頁 285 。

<學言中> '第二冊，頁 414-416 。

(presence to

itself) 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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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可以見出戲山與亨利思想存在下列本質之相似性:
首先，與載山相似，當亨利通過「自感」來勾畫U I生命J 之本質時，他旨在
強調「生命」之特質是「情感性的自感」。這是說，生命並非由外在於其自身的東

西所感而起。於「自感」中，無論「能感j 與「所感 J 都是屬於同一生命本身。

而通過「自感 J

'

I 生命j 表明自身是一不落於「世界J 之中的「徹底內在性」。對

載山與亨利而言， I 心體 j 或「生命j 就是「自感 J '而 F情感」乃是「自感」的

本質，但「純情自感 j 屬於「不可見的J 向度。而於「方法論」之層面上，載山
之「歸顯於密」工夫論與亨利之現象學還原法極為類似:兩者都強調從「顯」

(visible) 的一面回歸至「密 J

(invisible) 的一面。換言之，在方法論之層次，於

解決「如何能回到徹底的內在性或獨體 ?J 一問題上，不但兩者都嚴守「歸顯於

密」之格局，而且也向樣靠緊「以情感為本質」的「自感」概念來申明對於作為

「徹底的內在性」之「絕對主體性」的現象學證據。
十分清楚，無論是載山或亨利都肯定一以「活 J

(living) 優先於「見 J

(seeing)

的現象學。並且，兩者都認為作為「徹底的內在性」之「絕對主體性」乃係一「情

感性主體 J '即「情感就是主體性的本質 J

fectivity) ,

(The essence of subjectivity is af-

(註 38) 並且是「道成肉身」。

其次，晚期亨利嘗言

I超越意謂每一活生生的存在中的生命之內在性

(Transcendence means the immanence of Li fe within each living being)

0

J

(註 39) 無疑，與其早年之「超出」概念不同，此種「超越」乃係屬於形而上與神學
意義。不過，當以「性體」取代「上帝」時，此一論旨仍可成立。其實，牟宗三
先生一早便指出鞍山之立場是「由心言性，性體既內在亦超越。 J(設 40) 而更重要
的是:無論是亨利義的「上帝」抑或載山所言之「性體」都是一「生生不已的過
程J

0

(註 41) 這可幫助我們發現:戲山所成就者也是一套「生命現象學」。

但是，後來亨利指出其早年所言之「自感 J 只是一「弱義的自感 J

concept of auto-affection)

。理由是:這一種「自感」是「被動的 J

(weak

(passive) ,

38. Michel Henry , The Essence 01 Manijestati帥， p.476.
39. Michel Henry , lncarnation (Paris: Seuil , 2000) , p. 176.
40. 牟宗三， (從陸象山到劉較山) (畫畫北:學灣學生書局， 1979) ，頁 196 。
41. Michel Henry, 1 Am the T:間的， trans. Susan Em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 10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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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建構出來的只是作為「受格 J

(accusative) 的「我 J

13

(me) 。基本上通過這一

種「自感 j 我體驗到我自己，但我並非此一體驗的來源。可以說，這是屬於「人J

的本質之「自感」。對比之下，只有屬於「神」的本質之「自感 j 方屬「絕對之自
感J 。這「絕對之自感 J 乃係「強義的自感 J

(strong concept of auto-affection)

。

只有這一種「自感」能夠同時作為「生命J 之「自生 J (self-generation) 。所以，
「強義的自感」不但是「內發的J '而且能建構出來作為「主格J (nominative) 的

(I)

「我 J

0

(註 42)

亨利和馬里昂等人促成在法國現象學界所出現的「神學轉向 J
turn)

目前受到來自如 Domonique

(theological

J anicaud 等正統現象學者之猛烈抨擊。(註 43)

事實上，雖然這些走上「神學轉向」的現象學家認同尼采宣稱「上帝己死 J '但都
堅持被殺死的只是「神學上的上帝 J '而「真正的上帝」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就內
在人的心中。這是說， I 真正的上帝 J 只能是一種「內在的超越性」。因此之故，

當我們彰顯「人之性」時，同時也彰顯了「上帝」。此即意味著「生命」之意義最
終是在於彰顯「上帝」。然而，這說法必須肯定基督教義之上帝，終究偏向於一種

神學立場。但從現象學的角度來說，更加嚴重的問題是正如 James Hart 所指出:

由「弱義的自感j 過渡至以上帝作為根源之「強義的自感」缺乏現象學的明證性
(evidence) 。這意謂純從「內在性J 出發之哲學闡釋受到了限制，而終只能求助
於「信仰 J

(faith) 。這樣一來，相對於神學，哲學便會失去其自性了。(註 44)

相比之下，載山之「性體 J 卻可於「心體」中通過「純情J 被彰顯。一言以
蔽之，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

I 自形著關係言，則性體之具體而真實的內容與

意義盡在心體中見，心體即足以彰著之。 J(註 45)

而唐君毅先生之所以以「純情自感、大氣流行」來概括葳山之思想、格局，也

因為依載山， I喜怒哀樂」之「四德」作為一種「純情」、「天情」乃是與宇宙的生
化或「元氣j 息息相關的。特別地〈易經〉所言之「元亨利貞」可與「喜怒哀樂J

42. Michel Henry , 1 Am the Truth , p. 106.
43. Dominique J anicaud, Phenomenology and the “ Theological Turn" , trans. Bernard Prusak et a 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44. James Hart,“ Michel Hnery's Phenomenological Theology of Life: A Husserlian Reading of C'est
moi, la vérit，已 " Husserl Studi，訟， 15.3 (1 999) , p. 207.
45. 牟宗三， (從陸象山到劉戲山} ，頁 453-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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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就存有論之角度來看， r 四德 j 作為一種「純情j 、「天情」擁有很高的地
位。這使得較山可進一步宣稱

r人情即天理 J

0

(註 46) 無庸置疑，於葛亮山之「理氣

論」中也可以見出「性體」相對於「心體」的首出性。就〈易經〉的觀點而言，
儒家相信宇宙是生生不息的，而宇宙之所以可以生生不息、循環不己就是因為有

「元氣 J 存在。這可以解釋為何載山在說明「性體之奧義 j 的同時，要一再強調「一
元生生之氣」的重要性。(註 47) 這顯示載山所言之「氣」首先乃是「形而上的」。但

與亨利不悶，載山斷言

r然性體即在心體中看出。 J (註 48) 準此他通過「純情」來

彰著宇宙生化(氣化流行)之「循環不已」的過程，從而宣稱: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j 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忍懼乎其所不開 J '此慎獨之說也。至哉獨手!隱乎!微乎!穆穆乎
不已者乎!蓋曰心之所以為心也，則心一天也。獨體不息之中，而一元
常運，喜怒哀樂，四氣周流，存此之謂中，發此之謂和，陰陽之象也。

四氣，一陰陽也，陰陽，一獨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註的)

十分明顯，載山所言之「而心之與性，不可以分合言也j 與亨利之論人神關係之
立場有本質性的差異。(註 50)

於此或者可以追問:載山不也言門生天之奧j 之一面?此與亨利所言之「上
帝」的向度有何不同?

嚴格來說，亨利義「父位的上帝 J 是永遠不會直接為人所彰顯，而其中必經

通過耶穌基督作為中介。男一方面，按鞍山之立場，雖然「性天之奧j 使得「心
體」只能「逐步地上而不可「全幅地」彰著「性體 J '但是這並不意謂其中有某
些內容永不會被彰著。此外，與竄山之肯定「天非人不盡，性非心不體」不同，
亨利義「父位的上帝」卻是可以自存的。

基本上，循著牟先生所提出「以心著性」的格局來詮解嚴山思想，反而接近

「海德格式向一性哲學 J

46.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Heideggerian philosophy of identity)

, <學雷> '第二冊，頁 380 。
, <學言> '第二冊，頁 518 0
48.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 <學言上> '第二冊，頁 381 。
49.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 <易衍> '第二冊，頁 138 。
50.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 <學言中> '第二冊，頁 413 。
47. 劉宗周， {劉宗周全集}

，即一種容許性

回歸「徹底內在性j 一一東西方「生命現象學 j 之比較研究

15

體於彰顯時可以遮蔽自身的立場。

四

依載山， I 心體J 中有「純情」、「純意」、「純氣 J '但要體證「此心體之為如
是」則不易。正如唐君毅先生所指出:
此體證之困難，在吾人之自見其心，初唯見得比一般之情意氣，而不見

此純情、純意、純氣。此亦如吾人之自見其心，初唯見其心之有種種對
事物之觀念知識，而不見此心之處靈明覺，只是一純知純覺，更不見此
心之處靈明覺中，有生生之理與仁。(註 51)

在一定程度上，此一困難亦見於現象學之進路。眾所皆知，胡賽爾在釐定「意向

性J

(intentionality) 作為「意識」的本質時指出:意識是關於某一對象的意識

(consciousness i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就此而言， I意識」是「向外

的 J '是以不能感受到真正的「生命」。為了克服此種局限，亨利提出一種「非意

向性的現象學 J
通過「純情J

(non-intentional phenomenology)

(pure

affectivity) 的「自感 J

無可否認，亨利十分強調「情感 J

0

，並主張真正的生命乃係必須

(註 52)

(affectivity) 與「感性J 之不同，可是，

亨利未能如載山般嚴格地區分「純情J 與一般之「七情」。在說明其一己之「純情」
概念時，亨利只將之了解為當一種感情(例如快樂)不通過世界中事物而單就其

自身來加以體驗。於此， I純情」之「超越性」根本不彰。因而，正如 Lãszlð

所指出:亨利藉著一根源性被動的情感難以真正奠立「自我性J

Tengelyi

(selfhood)

，反而

帶來「將生命的根源性被動過程化約至非個人性之力量和驅使力的危險 (the

dan-

ger of reducing the originally passive process of life to impersonal forces
and drives)

0

J (註 53) 無疑，後來透過「強義之自感J

一概念之引入，亨利欲彌補

5 1.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卜頁 482-483 。

52. Michel Henry,“ Phénoménologie non-intentionnelle: une tâche de la ph是noménologie ã venire," in
Janicaud, D. ed. , L' lntentionnalité (Paris: Vrin, 1995), pp. 383-397.
53. Lãszló Tengelyi,“Selfhood, Passivity and Affectivity in Henry and Lévinas," lnternational Journal 01 PhilosoPhical Studies , 17.3 (2009) , p. 410.

清華學報

16
此等過失，不但宣稱

r 此一作為自身顯示 (self-revelation)

giving) 乃係一超越的情感 (transcendental

affectivity)

的自身給出

(self

，一種使得一切自身體

驗 (self-experiencing) 可以成為情感型 (pathetik) 、即在其存有之深層上作為
情感，[生之純情

(pathos)

0

J (註 54) 而且通過神學之引入，將「情感性生命」與「自

我性」之關連安立在作為「根源的自我性 J

(Original

Selfhood) 之耶穌身上。但 55)

但問題是如前面所己見:其「強義之自感」一概念欠缺現象學之明證性。
相比之下，依唐君毅先生之分析，於載山的進路卻可見出「純情」與「意」
之本質性關連:

此純情與自戚，則有一自始至終，周而復始之歷程...由此周而復始，史

不偏向比四者之一，或滯住于此四者之一，即見此心有內在之『中 j ，如

天樞在天運之中，而不動。此即主乎比心之純情自成之周而復始之運中

之『意 J 所在也。于此若無此周而復始之自逞，則無比自運之定向于中，
亦即無意之可說 O 然有此心之周而復始之自運如環，即必有比環中，亦
必有此意。無比環中，則環斷而不績，亦無比周而復始之白連矣。(註 56)

這顯示「純情自感」與「意j 是相互依賴的。而載山義之「意 j 在本質上就標示

人心之「主宰性 J '所以不會產生「純情」與「自我 J

(self) 分離之危險。當然，

載山義之「絕對主體性」首先是一「道德心 J 。但是，正如林月惠所指出:葛亮山所
言的 rr 喜怒哀樂j 之『感 j ，是『主動的』感應，具有主宰性與創造性 o ......故
『喜怒哀樂J 之『感]是性體不容自己的活動。 J (註 57) 準此而觀，具有這種「以心

著性」之格局的嚴山思想可以為「生命現象學 J 帶來一條毋需「神學轉向」之發

展途徑。而且，與亨利之仍固於「理論哲學」、只偏重於對「絕對主體性」之「自

感」作「本質性分析 J

(eidetic

analysis) 有所不同，載山的進路是以「實踐哲學」

為優先，且集中於對「道德主體性」的探索。其實，海德格在〈康德與形上學問
題〉一書中嘗於兩個不同的場合討論「白感 j 的概念:其中之一是在解明「超越

54. Míchel Henry , 1 Am the T:凹的， p.106.
55. Míchel Henry, Incarnatio紹， p.252.
56. 唐君毅， <中圓哲學原論﹒原教篇> '頁 478 。

57. 林月惠， <從宋明理學的「性情論」考察劉青E 山對〈中庸> I 喜怒哀樂j 的詮釋>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集干的，

25.3

(憂北:

2004)

，頁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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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 的場合:另一則是在闡釋「純粹的道

feeling)

的場合。但十分可惜，海德格對如何把這兩場合

之「自感 J 概念關連起來卻沒有作出清楚的說明。此外，海德格還指出〈實踐理

性批判〉所言之「尊敬 J

(respect) 乃係屬於「純情 J

(pure feeling)

的範疇。而

緊扣「純粹的道德情感」所言的「自感 j 應該是「超越的想像力」的可能條件。
(註 58) 然而，海德格本身的思想、並不以「道德」為主軸，因此我們很難將他的思想、

中「自感」之概念與「道德 j 相結合。但依戲山，透過「誠意 J 的工夫不僅使得

「道德主體性」落實於世界中，而「變化氣質」的可能性亦表明了生命之「自我轉
化」並非虛懸。於此義上，載山式之「純情自感 J 立場可以為「道德現象學 j 之
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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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Radical Imman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henomenology of
Life East and "勻的
Chen , Wing 吋 heuk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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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laiming that life is auto-affection , Michel Henry introduced a
phenomenology of life. This signifies a critical reaction to Husserl's tran.
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 of Being. According to Henry , classical phenomenology is imprisoned in ontological
monism. He argued that it is only by returning to radical immanence that
such a limitation can be overcome. By disclosing the essential affinity
between Henry's and Li u Zongzhou's philosophy ,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Liu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henomenologist of life in Henry's sense.
Nevertheless , in contrast to Henry's founding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life
upon Christianity, Liu provides a non-theological alternative. In addition ,
Henry's accou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elfhood might suffer from the lack of
phenomenological evidence. Such a difficulty can be blocked by Li u's stressing the essential link between pure feeling and wi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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