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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給予越多，經驗越少 

―評馬里翁訪華演講集《笛卡爾與現象學》― 
 

楊 小剛 
 

在世現象學家中，馬里翁（Jean-Luc Marion）與扎哈維（Dan Zahavi）在中文學

界中最為知名、影響最為卓著。雖然黑爾德（Klaus Held）、菲嘉爾（Günter Figal）、

甘德爾（Hans-Helmuth Gander）、史登爾（Georg Stenger）以及其他一些學者作為胡

塞爾（Husserl）、海德格爾（Heidegger）和舍勒（Scheler）的研究者也為中國哲學

界熟知，但被視為于現象學有原創貢獻者，唯有兩位。二人也分別代表了現象學甚

或哲學發展的兩條基本方向，這兩條方向仍舊可以用帕斯卡爾（Pascal）所謂敏感精

神和幾何精神這一老派的區分加以標識，儘管這樣的區分有過時、粗糙之嫌。它們

所標識的是與面對所謂外在、客觀的自然世界時的兩種哲學態度之間的親疏遠近，

因為胡塞爾的著名批判，我們知道這兩種態度分別是自然主義（Naturalismus）和反

自然主義（Anti-Naturalismus）。在《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這篇文章中，胡塞爾旗

幟鮮明地指出，自然主義作為一種有缺陷的哲學，未經檢驗地將自然世界視為獨立、

客觀的實存，並認定自然科學是認識自然世界的唯一有效途徑，更成問題的是，遵

從自然主義的實驗心理學將意識也視為諸種自然現象中之一種，絲毫不能認識到意

識之于自然世界的先驗構成作用。1反心理主義、反自然主義因此成為任何一位現象

學學習者理解胡塞爾必由的門徑。 

然而，自然主義並沒有因為胡塞爾及之後諸多現象學家的批判偃旗息鼓，恰恰

相反，它以物理主義（physicalism）這一實際上與自然主義同義、只不過出自希臘

語源的名目佔據了當代哲學的舞臺，即便有種種反對聲音，也只是在其激進立場上

的後撤、調和與折衷，而在物理主義背後是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無論是認

識世界還是主宰世界上獲得的巨量成就。與之相反，現象學倒成了背景上的陰影，

 
1 Husserl,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1911-1921, Dordrecht/Boston 1987, pp. 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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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的門派區分因為兩者不成比例的力量消長而不再有效。2

正因此，扎哈維作為當代現象學的代表之一，轉用上世紀末一部綱領性研究文集的

標題——《自然化現象學》（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3，提出“自然化的現象學”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的主張。4中文翻譯的一字之增無法反映扎哈維的理

論意圖，從現在時或者說動名詞變為完成時或者說分詞式形容詞反映的是，在他看

來，胡塞爾已然著手處理現象學的先驗維度與自然主義態度之間的合作關係，他區

分了先驗現象學和現象學心理學，後者以非還原的方式研究意嚮性意識，前者應當

為其鋪平道路。5因此可以說，扎哈維並不認為現象學與自然主義的經驗研究完全對

立，在胡塞爾那裡就存在某種自然化的現象學的雛形。 

與扎哈維對自然主義的開放和容納對比，才能凸顯馬里翁所堅持的另一條現象

學道路的迥異。有一個事實可以清楚標記二人的差異：在整個現象學傳統中，扎哈

維除了追溯至胡塞爾，最為倚借的是梅洛ꞏ龐蒂，而馬里翁對其評價一般。梅洛-龐

蒂（Merleau-Ponty）雖非最早關注身體性的現象學家，但他對具身現象學的充分發

展不僅突破了胡塞爾對先驗意識維度的過分關注，而且也刺激分析哲學家們反思笛

卡爾以來的身心二元論和當代的內在主義意識理論，成為考察身心問題不能繞開的

理論路徑。在諸多現象學家中，他與分析哲學及經驗科學有著最為寬廣的對話空間，

尤其可以和前沿的認知科學找到不少共識，追奉神經科學的分析哲學家們自然服膺

其幾十年前的洞見。6然而，馬里翁在他 2017 年的訪華行程中，親口向中國學者表

示了對於梅洛-龐蒂的輕視，在方向紅、黃作兩位先生主編的馬里翁訪華演講集《笛

卡爾與現象學》7中，他對法國現象學傳統的追述和闡釋鮮有提到梅洛-龐蒂之處，

 
2  正如近年直接以《現象學與自然主義》為題出版的文集編者開篇宣稱的，“在當代盎格魯-美
國哲學和歐陸哲學中，自然主義都當仁不讓地成為主流”。見 Winkler (ed.), Phenomenology and 
Naturalism, London/New York 2017, p. 1。 
3  Petitot, J., et al. (ed.),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Stanford 1999。與中國現象學界認為法國當代哲學捍衛歐陸哲學傳統的通常
印象不同，這部文集由包括巴黎高師學者在內且占大多數的法國學者與若干美國學者合作完成。 
4  Zahavi, D.,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in Gallagher, S., Schmicking, D. (ed.),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Dordrecht/London 2010, pp. 3-20. 
5 Ibid. 10-11. 
6 參見 Gallagher, S., "Phenomenology and Embodied Cognition", in Shapiro, L.E.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mbodied Cognition, New York 2014, pp. 9-18，此處見 pp. 10-12。 
7 馬里翁：《笛卡爾與現象學：馬里翁訪華演講集》，三聯書店，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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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對列維納斯、德里達推崇備至。難以深究他對梅洛ꞏ龐蒂評價不高的原因，但

這一事實確實標誌性地顯示出他與自然主義以及任何“自然化現象學”的距離，他更

為堅定或者說激進地持守反自然主義態度。其激進立場可以用中文對 transzendental、

transzendent兩個著名術語的不同翻譯略加說明。 

在康德（Kant）的語境中，transzendental和 transzendent以眾所周知的“先驗”、

“超驗”著稱，而在胡塞爾那裡，transzendental 雖然繼承了“先驗”的認識論含義，但

更主要的成為現象學還原（phänomenologische Reduktion）這一哲學態度的同義詞，

它追問的是對一切自然主義視為自在的客觀存在何以可能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超出”

所謂的客觀存在之外，因此倪梁康先生借鑒日文翻譯時而將其譯作“超越論的”。而

transzendent一語在傳統的超驗形而上學（transzendente Metaphysik）經批判哲學之瓦

解後，獲得了嚴格的現象學含義——“超越的”，意指先驗自我如何又超出自身之外

與對象、與世界相關。8到了海德格爾康德書的中譯本中，這對術語也被譯為超越論

的、超越的9，這樣的譯法在馬里翁處沿襲下來。中譯的演變反映的是現象學思想的

推進，如果說胡塞爾將現象學還原推進到先驗自我（das transzententale Ich）的意識

維度（儘管不止於此），因此仍然上接先驗之意的源流，那麼海德格爾則將其突破了

主體意識的限制，讓存在（Sein）本身顯現（儘管他很少使用現象學還原這一術語）。

超越論的哲學方法不斷追問“超出”默認無可置疑的存在者之外的先在條件，而還原

所得到的先在條件又必須能夠保證“超出”這些條件之外的存在者得以可能，也就是

說超越論的和超越的分別是兩個方向的“超出”。先驗意識的維度雖然能夠較好地回

答前一個問題，但始終面對客觀性以及主體間性（Intersubjektivität）的難題。海德

格爾的存在論則將無論客體、主體還是神都視為必須“超出”的存在者（Seiendes），

此在（Dasein）、在世界中（Sein-in-der-Welt）、因緣（Bewandtnis）、上手狀態

（Zuhandenheit）等關於存在樣態的術語則消解或者說規避了客觀性和主體間性問題，

只不過他的不斷“超出”愈加遁入神秘主義。我們知道，馬里翁批評海德格爾將上帝

降低為存在者，而海德格爾的存在也不足以言說上帝，他同時從胡塞爾的“原初給予

 
8 见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三聯書店，2007 年，transzendental 及 transzendent 詞
條。 
9 见王慶節先生的翻譯《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商務印書館，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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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觀”和海德格爾的“有/它給出”（Es gibt）引申出給予這一在他看來甚至“超出”存

在的維度，上帝則是給予的最終源泉。雖然馬里翁被稱為現象學神學轉向的開啟者，

但他的現象學神學毫無神秘主義色彩，倒是在一定意義上嚴格遵循胡塞爾的現象學

還原方法，並將其推至無以復加的境地，“還原越多，給予越多”這個著名公式便是

其姿態的精煉表達。事實上，這個公式也可視作對超越論的和超越問題的一個簡潔

回答：還原所獲得的先在條件不僅是被給予的，而且給予本身保證了它們與“超出”

它們之外的一切的關聯10。基於這樣的激進立場，馬里翁不可能接受任何自然主義

的承諾，不可能接受無論是分析哲學還是自然化現象學甘作自然科學女僕的卑微姿

態，除非自然科學不需要理由（reason）11，否則其終極理由只能是上帝的給予。 

一 笛卡爾式的沉思 

很明顯，上述問題的提出和推演是笛卡爾式的——在懷疑之後要重新獲得世界

的可確證性，這也是胡塞爾一再回到笛卡爾的原因，而馬里翁將他 2017年訪華的五

場演講中的兩場都獻給了笛卡爾。在第一場演講《現象學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或者不

能夠依仗笛卡爾》中他更明確地陳述了自己所理解的現象學與笛卡爾的關係，他宣

稱，現象學幾乎就是一種新笛卡爾主義（頁 14），但他也清楚胡塞爾與海德格爾對

笛卡爾的批評：胡塞爾指責笛卡爾最終沒有通向先驗/超越論哲學，而是賦予在思的

自我（ego cogitans）以實體地位，最終仍止步於“先驗/超越論實在論”（der 

transzendentale Realismus）——也就是康德給笛卡爾的標籤；對於海德格爾來說，笛

卡爾以實體來理解所有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西方在場形而上學的存在論-神學-邏

輯（onto-théo-logie）在現代的全面表達。然而，馬里翁對於這些經典批評進行了全

盤顛覆，由此顯示出他精通笛卡爾文本、出身笛卡爾研究的專業學者水準，只不過，

與通常那些在語文學基礎上反駁現象學式解釋——這常常用在海德格爾身上——的

 
10 至於這個回答是否成功，尤其是給予是否真的能夠保證先在條件與超出其外的對象的關聯另
當別論，下文會略加提及相關爭辯。 
11  自然科學確實不需要也不研究理由，而只研究原因（cause）。參見自然主義的堅定擁護者
D.C. Dennett的 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 The Evolution of Minds, New York 2017, Part 1.3. 
On the Origin of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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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史家不同，馬里翁要將笛卡爾更為徹底地塑造成一個現象學家。 

他批評胡塞爾和海德格爾“沒有為了笛卡爾自身——尤其沒有作為笛卡爾自身—

—來閱讀他”（頁 21），這無過於說他們沒有貼近笛卡爾的文本、沒有為了解釋笛卡

爾的原意來閱讀他——一個原創性思想家幾乎都會遭到的指責。對於胡塞爾，馬里

翁的證據是第二沉思並未使用實體一詞，這個術語在第三沉思才首次出現，且首先

是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而非自我。對於海德格爾，他的反駁是，任何存在者都以實

體的方式存在可能對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有效，但對笛卡爾絕對無效，對於笛卡爾

來說，嚴格意義上只有上帝才配享實體之名。我們不想細究馬里翁在文本上的考辯，

因為很可能他也會遭遇其他笛卡爾專家的類似指責。我們只關注他對笛卡爾的解釋

在何種意義上展示出現象學的不同道路，又能在這條道路上前行到何處。 

馬里翁的顛覆性解釋關鍵在於他不認為普遍懷疑是笛卡爾的唯一出發點，或者

說他在探尋懷疑之前更為源始的起點。按照通常的理解，笛卡爾依靠懷疑本身的不

可懷疑證明了自我作為實體的存在，現象學還原在負向的懸擱意義上保持了與普遍

懷疑的淵源關係，但在馬里翁看來，在懷疑之前是確認所思之物（cogitata）的純粹

呈現，他將其稱為重新導回（reconduction）：“使懷疑得以可能之物並不有賴於懷疑

主義，亦不有賴於對信念、意見和贊同的懸擱，即所有縮小化和限制性的操作，而

有賴於一種更為根本的重新導回，把任何知覺和表像重新導回到另一種狀態，即重

新導回到各種純粹呈現（présentations pures）的狀態，而各種純粹呈現最終不表像

自身之外的任何東西。”（頁25）按照這樣的解釋，笛卡爾做過的就是胡塞爾所做的。

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胡塞爾指出對世界存在與否的懸擱並未讓自我面對世界

被刪除後的虛無，而是讓自我獲得了整全的純粹體驗。12馬里翁強化了胡塞爾的觀

點，在他看來，對於現象學還原來說，懷疑顯現者真假與否或者說存在與否只是次

要的、派生的問題，清楚明白的顯現本身才是更原初的且一開始就得到保證的肯定，

還原的意義不在於刪減以及刪減之後的剩餘，而在於“為意識增添了向其顯現者的廣

大無際”（頁 27）。由此不難得出結論，笛卡爾向純粹呈現的重新導回即正向意義上

的還原（reduction）。 

 
12 Husserl, 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 Paris: J. Vrin 1969,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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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笛卡爾全部著作的熟稔讓馬里翁發現，普遍懷疑的思路在較晚時期才出現，

而且在 1644年之後迅速消失。著作全集編纂取得的豐碩成果讓馬里翁能夠提供一定

文本證據，他認為笛卡爾從未完成和發表、但由其傳記作家巴耶（A. Baillet）轉述

的第一篇論文中就表達了如下核心觀點：睡眠和清醒之間的區別對於思想而言並無

區別，只要所思者清楚、分明。第三沉思發展了這一觀點，馬里翁將此處所說的“凡

是我們領會的十分清楚、十分明白的東西都是真實的”徑直譯讀為：一切在內在的思

維活動中清楚、明白地顯現之物都應因其自身給予，也就是因為其為真而被接受。

馬里翁還認為 1627年出版的《規則》（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中就包含了正

向意義的還原，即規則十二所說，應該按照事物呈現於我們認識中的次序，而非按

照它們真實存在的情況去考察它們，因此思考的是那些最簡單的性質（naturae 

simplicissimae）。所以馬里翁宣稱，必須解除胡塞爾的還原與笛卡爾懷疑之間的親近

關係，還原並非與懷疑相對應，儘管他很重視這種關係，而同時胡塞爾比自己想像

的還要接近笛卡爾，也就是笛卡爾重新導回的純粹呈現已經蘊含了某種超越論哲學。

而在論證笛卡爾已經實行了某種形式的還原之後，馬里翁繼而推論，他的還原還闡

明了現象學的另一重規則：思即意味著以行動的方式而思，經由決定而非演繹而思

才能獲得現象學的優先性，由此和海德格爾的決斷也產生了關聯。對於這一演講提

出的問題，馬里翁最後的結論是，“問題並不在於重新詢問笛卡爾是否預演了現象學

的論題，反倒在於詢問現象學的某些操作是否重拾了笛卡爾方法的某些環節”（頁

44）。無論是純粹呈現的無限敞開，還是對純粹呈現的意願性決斷，在這兩個環節上

現象學都仰仗笛卡爾。 

第二場講座《笛卡爾的感受之思》是馬里翁 2013 年出版的同名專著13的一個精

簡的講解，主題上是對第一個環節的進一步揭示，雖然他並未直接主張，但從演講

中可以得到更具顛覆性的推論：一是顛覆笛卡爾奠定了現代身心二元論這一被大半

學界接受的主流觀點，二是證明笛卡爾已經發展了某種身體現象學，並且堅決反自

然主義。在對笛卡爾的教科書式或者說教條式解釋中，思維者（res cogitans）與廣

延者（res extensa）的二元對立主宰著對他的整體理解，身心關係因此一直被視為笛

 
13 Marion, Sur la pensée passive de Descartes, Pari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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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無法解決的難題，松果腺成了嘲笑笛卡爾的老生常談，馬里翁卻獨創性地引入

笛卡爾談到的第三種原初概念來破除二元論的困境。 

雖然澄清了向純粹呈現的導回與現象學還原的對等關係，但第一場演講沒有說

明純粹呈現的內容也就是那些最簡單的性質究竟是什麼——關注這些內容中的哪些

部分會直接影響其哲學的特性。在這篇演講中，他羅列了笛卡爾在不同時期思考的

簡單性質清單。1627 年的《規則》中談到實存、統一性、時間和一般存在者的各種

規定性，也就是一般形而上學探究的概念，然後是物體觀念以及絲毫不依賴於物體

觀念的所思、所疑、無所知的以及意願行動，在物體觀念之下還有形象、廣延、運

動等等。1643 年在給伊莉莎白的通信中則包括存在、時間、數等最一般的概念，然

後就物體而言有廣延、形象、運動等，就靈魂而言有思維、理智的各種知覺和意願

的各種傾向。馬里翁認為在這版清單中發生了重大改變，也就是隨後增添了“最後，

就靈魂與身體的總體而言，我們只有它們的合一這一原初概念，靈魂所具有的驅動

身體的以及身體通過造成它的各種感知和各種感受而具有的在靈魂之上起作用的力

量的觀念依賴于這種合一”（頁 51）。從身體與靈魂的合一這第三種不可還原的原初

概念出發，有理由主張笛卡爾不是一個身心二元論者。但這第三種原初概念絕非什

麼新鮮的發現，1641年的《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e）中，前五

個沉思中論述了最一般的概念、物體的概念、思維的概念，第六沉思則增加了我們

在自身中體驗到的既不能歸於靈魂、也不能歸於身體的、而只能歸於兩者緊密合一

的東西，具體而言則是：“（a）全部感覺，首要的是疼痛和快感；（b）接著就是光

和色、氣味和滋味、熱和硬以及別的觸覺性質；（c）餓和渴；（d）最後是喜悅、悲

傷、憤怒和愛”（頁 53-54）。1644年的《哲學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也給出

了類似清單。馬里翁提到了所有這些文本證據，那他有什麼理由認為 1643、1644年

的清單與 1627、1641年相比有著根本不同（頁 51、54）？ 

關鍵是 1643 年的清單中加上了通過身體施加在靈魂之上的感知（sentiment）和

受動（passions），馬里翁認為這就將感覺的感受性14（la passivité de la sensation）包

 
14 或者譯為受動性，馬里翁用 passivité强調的是被動狀態，相應的 pensée passive可譯爲受動之
思。參見黄作：《論馬里翁對笛卡爾“吾身”概念的闡發——從<第六沉思>中的一條暗線談起》，
載《世界哲學》，2017年第 4期，頁 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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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進來。儘管《沉思集》與《哲學原理》中的清單非常相似，但前者只涉及欲望

（appetitus）和感動（affectus），而不涉及激動（commotiones）或者說靈魂的感受

（pathemata），也就是如他所說尚未將感受之思（pensée passive）從各種感動

（affections）引向靈魂的各種感受（passions）。這一連串西文術語的翻譯無疑會引

起巨大混亂，它們出自不同語源，首先是希臘語拉丁轉寫的 pathemata，接著是拉丁

語 appetitus、affectus、commotiones，然後是拉丁語源的法語 affections、passions、

sentiment、sensation。儘管還可以儘量追求對它們的準確翻譯，但中譯不可能讓人

們明白它們之間的區別，這些中文詞語之間的區別本就難以澄清。而任何了解西塞

羅（Cicero）、奥古斯丁（Augustine）等古代思想家用拉丁語對古希臘以來的感受、

情感問題所作討論的人都知道，passio、affectus、affectio 等術語沒有嚴格的含義差

別15。馬里翁全然未說明在笛卡爾的時代這些術語有何區別，也沒有就自己所說的

感受之思與這些術語之間的關係做任何解釋，我們僅僅能大致感覺到，他強調的是

靈魂被動遭受而產生運動，正如 passive一詞明確呈現出的被動含義，雖然這樣的理

解會立刻引起困惑：上述第六沉思的清單中，疼痛與快感、五官的感受、餓與渴、

喜悅和悲傷等等何以就不是靈魂被動遭受的？馬里翁沒有為最明確體現感受之思的

passions給出任何例證。 

拋開這些文本解釋上的粗糙不論，就問題本身而言，我們確實看到，在笛卡爾

那裡有著某種既不能歸之於身體、也不能歸之于心靈，而必須以身體與心靈的合一

為基礎才能設想的心靈通過身體的被激產生的感受，核心問題是這種觀念是否是原

初不可還原的。第二場演講的大半部分都獻給了這一問題。馬里翁首先直接駁斥了

自然主義從廣延的角度來思考心靈受動，也就是將它們還原為身體和外界的物理變

化，笛卡爾的方案在他看來簡潔明了：只需要從身心合一本身去思考足矣。身心合

一不遵從物體相互作用的因果規律，這一說法似乎讓身心關係難以理解，而且會立

刻遭到偶因論（occasionnalisme）的指責，也就是說身體的激動和心靈感受之間完

全沒有可把握的規律。但如果我們略加考察一下當代神經科學對於物理主義還原論

 
15 西塞羅用 perturbatio、affectus、affectio 等詞來翻譯古希臘語 παθή，阿普琉斯（Apuleius）則
使用 passio，奥古斯丁清楚不同的用法，並認為 passio 更貼近古希臘語，但他同時使用不同術
語，也未做嚴格區分。參見 Augustine, De civitate dei, I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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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就可以發現，它們同樣不能避免偶因論，想想某些特殊的情緒錯亂、性欲顛

倒現象就知道，在外在刺激-神經活動-心靈感受的鏈條上不存在必然聯繫。馬里翁

乾脆直言，針對身心間物理因果作用所做的爭辯毫無必要。16 

必然的不是身體被激和心靈受動之間的聯繫，必然的是只要有心靈通過身體產

生受動，身心就必然是合一的。我們可以設想沒有心靈的廣延世界，可以設想至少

對外界沒有任何接受的心靈，如笛卡爾說自我可以清楚分明地理解沒有感覺和想像

等能力的自我，即一個智性實體17，但從這兩種設想無法推導出外界造成心靈的受

動，這第三者只能來自身心合一的原初概念——這是我們可以為馬里翁的解釋給出

的一個基本論證。然而馬里翁的意圖並不僅僅是推翻對笛卡爾的二元論式解釋或者

為身心關係問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他關心的是，“什麼樣的世界向著身心合一敞開”

（頁 58）。眾所周知，《沉思集》中對身心關係的思考之後進一步訴諸上帝，在無數

人看來失敗的方案對他來說格外具有吸引力。至此我們也就知道，他對笛卡爾的所

有解釋都是為其現象學的神學轉向鋪墊。 

二 現象學的神學轉向 

當馬里翁說“合一先於靈魂和身體而來，或者至少是從別的地方（d’ailleurs）而

來”（頁 55）時，不由讓人懷疑他是否暗中援引了奥古斯丁所說“上帝並非由亞當的

繁衍拿取生命的精神，而是從別的地方（aliunde）”18。雖然奥古斯丁說的是關於個

體靈魂受造的繁衍論（traducianism）與創造論（creatianism19）之爭，但其中即蘊含

上帝創造的靈魂與身體的種子理式（rationes seminales）處於什麼關係的問題，馬里

翁不可能不了解這一歷經千載的神學爭論。在第二場演講中他只是暗示了“別的地方”

的神學淵源，重點是展現身心合一在何處敞開，也就是意識中的純粹被動感受，是

 
16  黃作認爲在馬里翁的解釋下，笛卡爾藉助身心合一的“對感覺的感覺”成功解決了外在世界的
超越問題。見黄作：《論馬里翁對笛卡爾“吾身”概念的闡發》。但錢捷認爲馬里翁曲解了笛卡爾，
甚至連靈魂的廣延悖論都沒有解決。見钱捷：《超越心身對立——從馬里翁對笛卡爾的一個新
詮釋談起》，載《哲學研究》，2019年第 2期，頁 99-106。 

17 Meditationes, AT VII 78-79. 
18 Augustine, De Genesi ad litteram, 10,6,11. 
19 Creatianism 是一個甚少使用的英文術語，指每一個個體靈魂都由上帝直接創造的神學主張，
區別於譯為神創論的 crea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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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屢次強調的“我覺得我在看”（videre videor）的“覺得”20，正向的現象學還原重新

導回的第三種不可還原的原初概念。與此相應，思維者、自我首先不是懷疑的、反

思的，而是在感覺的且感覺到在感覺的，因此它首先不是理智的、主動的，而是感

受的、被動的，是處於肉身中並有著“肉的歷史”（頁 76）。 

而在第三場演講《論現象學在神學中的效應》中，馬里翁開始公開展示身心合

一、感受的純粹意識所敞開的“別的地方”。現象學還原禁止了自然主義在世界對象

認定上的橫向超越，也禁止了“對一個為世界實施奠基功能的上帝的縱向超越”（頁

80）——康德在未使用現象學術語時就已完成的工作，如今，馬里翁進一步否定了

胡塞爾擴展笛卡爾和康德的主體哲學而賦予超越論/先驗自我的優先地位，留給他做

文章的就只有純粹感受意識的充盈現象（phénomène saturé）。而在這步工作之前，

眾所周知的，他在其開啟的“現象學的神學轉向”中，首先搬掉了海德格爾這塊絆腳

石。海德格爾的“在世存在”已經啟示了對充盈現象的關注，然而在他對存在論-神學

的解構中，傳統神學中的上帝亦是一個在場的存在者，在他 1927年題為《現象學與

神學》的著名演講中，他宣稱神學與化學之間的共同點比神學和哲學之間更多，都

是關於存在者的實證科學，而現象學關注的是存在。21為了奪回上帝的優先和本源

地位，馬里翁在理論和概念上別無選擇——他不可能宣稱上帝即存在本身，而必須

宣稱上帝高於存在。為此他不惜推翻胡塞爾確立的“有多少顯現，就有多少存在”這

一原則，在第一場演講中他就呼籲：“必須堅決反對由‘有多少顯現，就有多少存在’

這一所謂的原則所提示的解釋，現象學遠非是將顯現變換成存在，完全相反，它是

將可能的和慣常的存在定性重新導回到它們的現象規定。”（頁27-28）22此時，他更

為明確地主張，純粹顯現不需要存在概念的加冕，“顯現者作為顯現已經顯現且因而

享有任何現象性的權利”（頁 85）。任何顯現出來的，都是自身顯現出來的，他同意

海德格爾的這一解釋，但這僅僅斬斷了康德在現象與物自身之間留下的殘損的臍帶，

 
20 只不過對這一表達的强調會讓人有理由聲稱，奥古斯丁已然操練過與笛卡爾類似的現象學還
原。在《反學園》中他正是用“我知道显现给我的是白色”、“我知道那让我耳朵愉悦”的思路反
駁學園派的懷疑論。見 Augustine, De Academicis, III 11.26。 
21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1978, p. 49. 
22  對於馬里翁駁斥這一原則的一個歷史性概述參見方向红：《還原越多，給予越多？——試論
馬里翁第三次現象學還原的局限和突破》，載《世界哲學》，2017年第 3期，頁 5-12，此處頁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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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廢除了物自身的懸設，他仍然認為“有比現象的自身顯示更多的東西”（頁 86）。

當胡塞爾有利於他的訴求時，他又開始仰仗胡塞爾：他截取出胡塞爾的“自身給出”

這一表達，宣告了自身顯示對於自身給出的依賴性關係——首先是自身給出，然後

才有自身顯示，顯現者本身（lui-même）親身地（en personne）自身（se）顯示。無

論馬里翁加多少著重符號、用多少同義反復的術語，我們都很難辨別，顯現者的顯

現和給出就其自身而言究竟區別何在，但我們已經猜到了，他最終要祭出的是他那

條知名的口號：“還原越多，給予越多”。通過這一連串概念上的把戲，他在現象學

傳統和自己的現象學主張之間搭橋牽線。 

為什麼給予比顯現多一些，為什麼給予先於顯現？儘管馬里翁不可能再乞靈於

傳統的超越之路，但他無疑還是要在純粹的、感受的、充盈的意識層之外再敞開另

一個維度，這也是他為什麼強調感受之思的被動性——被動的便是接受的，接受給

予的、贈予的禮物。這樣的理論毫不複雜，幾乎不需要什麼分析、演繹和論證，只

需要跳躍式的斷言，當然他一來輕視演繹的思考，二來這些也經不起推敲：如果是

自己給出自己，難道自己所給出的就比自己所顯示的更多嗎？馬里翁，包括馬里翁

之類的大批現象學家一定會對這般咬文嚼字式的反駁嗤之以鼻，不過他首先要避免

這類讓自己的主張顯得無聊的反駁，因此不可能清楚說明上帝與給予之間究竟是何

關係，而必須讓一切保持晦暗不明，他只是說，上帝本身便是自身給出的顯現。誠

然，自從阿奎那區分了自然神學與啟示神學之後，啟示就被標識為基督教信仰的一

個核心特徵。在馬里翁的解釋下，在啟示中所自身顯現的，不是任何能夠確立同一

性的永久持存的對象，也不依賴於任何其他存在規定，而是無限顯現的事件或謂發

生（événement, Ereignis），當然，由於這一概念源自晚期海德格爾，如果有必要的

話，他會補充一句：上帝既不從屬於早期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也不從屬於晚期所

說的事件。 

現象學家們不厭其煩地為某個原理（principle）爭奪優先地位，從先驗自我、此

在、存在到他者、延異，馬里翁亦未改弦更張，執拗地宣告著上帝越出存在，高於

存在，先於存在。然而，並不能因此就認為馬里翁繼承的是否定神學傳統，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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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的不可言說。23如上所述，馬里翁看重的還原是正向的、重新導回的，而非

負向的、消減的還原。借助笛卡爾的一般存在、世界、靈魂這一簡單性質清單來做

說明，自然神學或者依靠一、完善、本質等一般形而上學的概念來理解上帝，所謂

先天的本體論路徑，或者理解為世界存在的第一因，所謂後天的宇宙論路徑，或者

依靠世界的完善和追問世界的目的加以論證，所謂後天的目的論路徑，此外，康德

獨闢蹊徑，儘管他沒有通過先驗自我推論上帝，甚至本身就否定自我作為實體的地

位，但仍舊通過道德主體的完善懸設上帝。在所有的這些嘗試之後，馬里翁則借助

笛卡爾清單中那個附加的、基於身心合一的感受性意識來言說上帝，以往的所有嘗

試都被他視為製作某種概念偶像。在這樣純粹的、充盈的顯現中，還沒有任何存在、

對象的區分，任何存在、對象的區分反倒依賴於顯現，啟示便是最充盈的顯現。所

以，他無疑是啟示神學的繼承者，但他不是在神跡中看到啟示，而是在所有身心合

一的、自我給出的感受意識中都看到啟示，不僅如奥古斯丁說的，基督道成肉身的

真理是哲學無法解釋的24，所有身心合一的純粹現象都“分有”——如果這個柏拉圖概

念不會因為太形而上學而被拒絕——上帝的贈與。 

馬里翁進一步提出一個超存在論（mé-ontologique）的主張：應該用作為現象的

各種對象和事件的區分來取代作為現象的各種對象和作為本體的各種對象之間的區

分（頁 88）。這一方面是宣告了自然神學的無效，一方面也是要擺脫康德先驗哲學

的束縛。25為此，他特別列舉了若干充盈現象來說明它們不依賴於先驗範疇：事件

的湧現不依靠量的區分，對偶像的注視不依靠對質的預期，我的肉身不依靠任何關

係，他人的面容和聖像不依靠與模態相關的一般經驗性思維的公設。理解這幾個例

證異常困難，而且人們可以輕易做出一些反駁，比如，如果沒有對象性的量上的規

定，只是單純的雜多，如何可能有事件的湧現，不過，馬里翁的理論意圖非常明顯，

這表現在如下理論前提中：“即使既不屈從於綜合也不屈從於構造，即使不需要通過

形式的或質料的先天原則這一卡夫丁軛形門，各種現象仍能真正地顯現。承認一些

 
23  這是吳增定的一個理解，見氏著：《存在的逾越——試析馬里翁在<無需存在的上帝>中對海
德格爾的批評》，載《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 1期，頁 3-12。 
24 Augustine, Confessiones VII 14. 
25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理解康德的先驗哲學是對一般存在論的替代。參見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 1991, pp.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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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其所謂的可能性條件束縛的現象，並不意味著它們顯現的不可能性，而是僅僅

意味著它們的顯現與我的有限性的各種條件相反地展開”（頁 92）。馬里翁非常清楚

要捍衛自己主張的理論突破口何在，但且不論他是否真的成功論證了有不依靠任何

先天形式條件而顯現的現象，即便有，他也無法從自身給出的純粹意識跨越到上帝

的贈與。 

三 給予的多元性 

我們提出一個戲仿馬里翁的問題：中國現象學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或者不能依仗

馬里翁？ 

馬里翁依仗笛卡爾文本論證的身心合一的感受性意識這一第三種不可還原的原

初概念的確令人信服，值得深入闡釋，對於分析的心靈哲學中一直聚訟不斷的身心

關係問題也提供了一個頗有啟發的理論視角，應該能夠讓那些研究法國哲學卻過快

服膺於人工智慧、神經科學威力的中國學者（見頁 164）相信，這是技術以及自然

主義還原論不可侵佔的領地。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現象學家幾十年來對現象學的推

進和馬里翁一樣，最終關心的都是意義給予（Sinnengebung）問題，這在全書最後

馬里翁與張祥龍、倪梁康兩位先生的對談中有鮮明體現。在馬里翁看來，可言說的

意義的給予依賴于直觀的、在純粹意識中的顯現，事件、充盈現象提供了意義發生

的境域。從天道思想角度看待現象學的張祥龍先生在這一點上和馬里翁有充分共識，

他同樣強調天道不是對象化的持存的形而上學原理，“我們只有通過‘直接經驗的發

生維度’才能領會這個無聲無臭的天道”（頁 281）。在給予性上張祥龍先生與馬里翁

有更多對話之處，儘管一直用現象學方法解釋儒家孝道的張先生立刻將給予放諸父

母的饋贈之上加以探討，但我們可以說，這並非將給予下降為一種簡單的家庭關係，

因為父母在生命和養育上的饋贈即是天道之自然流行，對於儒家來說是原初的生命

境域。孝道在張先生的解釋中，不是對象化地施諸父母之身，而是代際間意義和價

值的再生與迴旋。更廣大地說，意義和價值的生成一方面是對自然之贈與的體悟、

感發，另一方面是對這贈與的回應，正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然而，一旦要從被給予者的發生、顯現去探問那越出者，基督教與儒家便將遭



172 [書評]給予越多，經驗越少 
 
 

遇不可避免的衝突，這一衝突首先表現在倪梁康先生的詰問中。在倪先生看來，對

父母之恭敬、對上帝之虔敬等意義的發生與回應都有賴於後天習得。這事實上阻攔

了馬里翁和張祥龍二位越出自身顯現領域之外的意圖，將所有這些意識感受降低為

時間內、歷史內的生活經驗，這樣做是有理由的，否則無法回答同樣都是自身給出

的意識顯現為何具有如此的異質性，馬里翁不至於譫妄到將儒家孝道納入基督教話

語，儘管他在在強調的上帝所不從屬的Ereignis在中文學界就與天道對應，張先生也

不能回避道家脫離家庭倫理的出世經驗同樣是天道流行。就此，我們可以對剛剛提

出的問題作第一步回答。馬里翁闡明了身心合一而顯現出的純粹感受性意識所具有

的不可還原的原初地位，這讓各種意義發生的境域都具有了不可被技術侵佔、不可

被還原為物理變化的領地。在許多人看來這可能是一個直接的意識事實，但馬里翁

為其提出了一個可以面對自然主義駁難的反擊。不過，從意識顯現的自身給出跨至

上帝的給予則是中國現象學家無法跟隨的，即便我們不用傳統形而上學的超驗/超越

（transcendent）來理解它，它終究是一種跨出。我們承認且主張，各種異質但同樣

飽滿、充盈、純粹的意識顯現都具有自身給予的神聖性，這也是中國現象學家用天

道來理解直接的生命經驗發生的原因，但其神聖性不需要額外的給出。相比于馬里

翁朝向的上帝的給予，他所說的“自我具有肉的歷史”（頁 76）更會為中國現象學家

欣賞——自我與肉身合一，肉身與世界、與歷史、與時間合一。一切的意義發生都

是在世界、歷史、時間之中，這並非一個將意義歸因於世界和歷史中已然被描述的

特定事件的文化心理學或歷史學命題，而是在堅持意識顯現的純粹現象性權利的同

時，同樣承認且主張，生命經驗必然在世界、歷史和時間中沉積，同時這又是世界、

歷史和時間在意識中的自身給出。僅僅強調感受性意識的不可還原，將忽視和抹除

肉身歷史的豐富與多元，顯現的自身給予依賴肉身的歷史性，這并非說歷史是給予

的源泉，而是説給予需要歷史性的觸發。在不同的意識給予之間設定某種可從屬、

可還原的結構，最終導致的是還原越多，經驗越少26，即過於強調那些還原之後剩

餘的先天原則，過於強調給予，而輕視後天歷史經驗的異質性。這也是為何馬里翁

 
26 我們不使用雅尼考（Dominique Janicaud）的“還原越多，給予越少”這一表達，這只是對馬里
翁的反唇相譏，而非嚴肅的理論辯駁。參見方向红：《還原越多，給予越多？》，頁 7。還原并
非增多給予，而是說所還原出的就是所呈現的給予。但是還原僅僅凸顯自身給予的原初性，抹

除了雜多生命經驗的後天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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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場《美的現象》的演講中儘管反對概念性藝術，卻關於藝術、關於美作了一

番空洞乏味、毫無審美經驗可言的宣教——不可能指望他所説的愛美（philocalie）

（頁 128）的充盈能夠就東亞藝術有任何言説。 

在此基礎上，我們應該主張一種意識顯現的多元論，甚至可以説——多神論，

所有的給予都具有神聖性。這一多元論不僅强調肉身在歷史中的生命觸發，而且保

留了先驗意識結構的地位。這是對上述問題的第二步回答。現象學還原所獲得的給

予顯然不僅僅是意識的純粹顯現，意識的先天結構難道不也是種給予嗎？倪梁康先

生的立場是對先驗自我的捍衛，在質疑無論儒家還是基督教都有賴於經驗習得后，

他指出孟子的四端是對先天道德意識結構或者説“内道德結構”、先天道德能力的揭

示，依靠這一先天結構後天習得方才可能（頁 294）。倪先生沒有談論認識的先驗結

構，但浸淫胡塞爾數十年的他自然不會同意馬里翁對先驗主體地位的輕視。剛剛説

過，馬里翁很難説能夠證明無需任何先天條件的現象，勿庸言無需先天意識條件的

現象，甚至笛卡爾清單中第一類那些一般形而上學的傳統概念都可能在意識顯現中

捲土重來。號稱無先驗主體、無存在的自身顯現、自身給予不過是爲上帝爭第一本

原的名位。現象學家應該放棄對第一本原小兒拌嘴式的無謂爭論，接受某種多元論

才能保持現象學面對異質文化以及各種理論反駁的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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