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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釋義義學學筆筆記記  

謝謝清清俊俊 993311112200  

  

錄錄自自：：張張汝汝倫倫《《意意義義的的探探究究》》谷谷風風出出版版社社，，新新店店市市，，民民國國七七十十五五年年五五月月  

  釋釋義義學學﹝﹝HHeerrmmeenneeuuttiiccss﹞﹞亦亦有有譯譯為為詮詮釋釋學學、、闡闡釋釋學學、、解解釋釋學學者者，，是是對對於於

意意義義的的理理解解與與解解釋釋的的研研究究。。  

  意意義義是是一一個個抽抽象象、、複複雜雜的的概概念念，，雖雖然然玄玄不不可可言言，，似似乎乎人人人人都都能能心心領領神神會會，，

是是生生活活中中最最普普遍遍、、最最常常見見、、最最不不可可缺缺少少的的基基本本因因素素。。  

  意意義義是是社社會會存存在在必必然然的的產產物物，，體體現現了了人人與與社社會會、、自自然然界界之之間間種種種種複複雜雜的的

關關係係，，也也是是人人認認識識自自己己、、認認識識世世界界最最主主要要的的活活動動。。  

  

II..  起起源源  

11..  釋釋義義學學一一辭辭最最早早見見於於古古希希臘臘文文 hheerrmmeenneeuueeiinn，，其其詞詞根根為為 HHeerrmmeess，，是是專專司司傳傳遞遞、、

解解釋釋諸諸神神旨旨意意的的信信使使。。是是故故 hheerrmmeenneeuueeiinn 的的原原意意是是「「解解釋釋」」，，而而衍衍意意則則為為：：使使隱隱

藏藏的的、、不不清清楚楚的的顯顯現現出出來來。。  

22..  在在古古希希臘臘的的教教育育中中，，就就有有解解釋釋文文字字的的傳傳統統。。  

33..  釋釋義義學學的的最最初初形形態態：：  考考證證古古代代典典籍籍為為主主要要目目的的的的文文獻獻學學研研究究。。  

  神神學學釋釋義義學學﹝﹝於於文文藝藝復復興興後後之之宗宗教教改改革革時時期期﹞﹞  

44..  神神學學釋釋義義學學的的方方法法：：對對於於不不是是一一目目了了然然的的章章節節，，先先依依語語法法規規律律了了解解，，如如仍仍有有疑疑惑惑，，

則則參參照照基基督督教教生生活活經經驗驗裡裡整整體體的的意意向向和和形形式式來來考考慮慮經經文文。。  

此此為為「「釋釋義義學學循循環環」」肇肇始始之之先先河河。。  

55..  經經典典注注釋釋的的釋釋義義學學，，是是一一種種正正確確理理解解的的技技術術，，也也是是一一種種文文本本解解釋釋狹狹義義的的方方法法論論。。

我我國國亦亦然然，，如如「「小小學學」」、、「「校校勘勘」」  

66..  之之後後，，釋釋義義學學也也試試圖圖解解釋釋藝藝術術品品與與法法律律。。  

IIII..  古古典典釋釋義義學學  

11..  維維科科﹝﹝GGiioovvaannnniibbaattttiissttaa  VViiccoo,,  11666688--11777744，，意意大大利利﹞﹞  

➢➢  維維科科與與笛笛卡卡兒兒  

➢➢  

22..  施施萊萊爾爾馬馬赫赫﹝﹝FFrriieeddrriicchh  DDaanniieell  EErrnnsstt  SScchheeiieerrmmaacchheerr,,  11776688--11883344，，德德﹞﹞  

➢➢  被被尊尊為為釋釋義義學學的的康康德德。。  

➢➢    

33..  德德羅羅伊伊生生﹝﹝JJoohhaannnn  GGuussttaavv  DDrrooyysseenn,,  11880088--11888844，，德德﹞﹞  

➢➢  歷歷史史釋釋義義學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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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  釋釋義義學學之之父父──狄狄爾爾泰泰  

狄狄爾爾泰泰﹝﹝WWiillhheemm  CChhrriissttiiaann  LLuuddwwiigg  DDiilltthheeyy,,  11883333--11991111﹞﹞是是深深刻刻理理解解當當時時哲哲學學思思想想的的

大大哲哲學學家家，，立立志志從從康康德德的的認認識識論論來來證證明明人人文文科科學學的的方方法法論論，，可可以以與與自自然然科科學學的的在在同同

一一水水準準上上。。  

如如果果說說康康德德通通過過《《純純理理性性批批判判》》建建立立了了自自然然科科學學的的認認識識論論與與方方法法論論，，他他則則試試圖圖通通過過

他他的的《《歷歷史史理理性性批批判判》》使使人人文文科科學學關關於於歷歷史史的的知知識識，，能能夠夠確確鑿鑿可可靠靠。。為為達達此此目目的的，，

釋釋義義學學正正好好是是這這樣樣的的一一門門學學問問。。  

狄狄爾爾泰泰大大大大開開拓拓了了釋釋義義學學的的研研究究領領域域，，並並將將之之引引入入哲哲學學。。他他對對釋釋義義學學的的影影響響極極大大，，

至至今今尤尤然然。。被被尊尊為為釋釋義義學學之之父父，，實實至至名名歸歸。。  

11..  實實證證主主義義和和歷歷史史主主義義：：狄狄爾爾泰泰面面臨臨的的挑挑戰戰  

➢➢  當當時時的的思思潮潮──強強大大的的實實證證主主義義  

  科科學學是是理理性性唯唯一一完完美美的的體體現現和和驗驗證證。。  

  否否定定知知覺覺世世界界後後面面的的超超實實驗驗在在；；拒拒絕絕形形而而上上學學思思辨辨的的有有效效性性；；執執著著於於經經驗驗

在在實實在在，，在在因因果果聯聯繫繫的的基基礎礎上上解解釋釋一一切切現現象象，，包包括括人人類類的的理理性性、、意意識識、、行行

為為與與道道德德價價值值觀觀。。  

  引引發發的的問問題題：：人人文文科科學學是是否否有有科科學學的的性性質質？？究究竟竟應應該該怎怎樣樣研研究究人人文文科科學學？？  

➢➢  歷歷史史主主義義  

由由赫赫爾爾德德首首﹝﹝JJoohhaannnn  GG..  VVoonn  HHeerrddeerr,,  11774444--11880033﹞﹞先先提提出出，，是是一一種種哲哲學學，，也也是是

一一種種歷歷史史研研究究的的理理論論。。  

  哲哲學學思思想想：：  

  人人類類世世界界的的一一切切都都是是歷歷史史﹝﹝時時間間流流﹞﹞的的一一部部份份。。  

  一一切切文文化化現現象象都都是是現現實實世世界界創創造造力力的的產產物物，，此此創創造造力力可可以以是是自自然然、、歷歷

史史或或生生活活。。  

  由由於於歷歷史史創創造造力力始始終終在在運運動動，，故故每每個個時時代代都都有有他他的的價價值值體體系系。。  

  每每一一個個時時代代都都有有自自己己明明確確的的個個性性，，因因此此，，不不能能用用普普遍遍原原則則來來理理解解或或解解

釋釋歷歷史史現現象象。。  

  人人類類行行為為是是有有意意識識的的活活動動，，在在很很大大程程度度上上為為由由自自由由心心靈靈創創造造，，所所以以不不

是是有有規規律律的的機機械械過過程程。。  

  反反對對目目的的論論的的歷歷史史觀觀。。  

  作作為為歷歷史史理理論論  

  在在人人文文世世界界的的歷歷史史關關係係基基礎礎上上，，解解釋釋歷歷史史現現象象，，強強調調每每一一現現象象的的獨獨特特

性性。。  

  尊尊重重各各歷歷史史的的形形成成方方式式。。  

  文文化化是是產產生生歷歷史史力力量量所所創創造造的的表表現現。。  

  人人屬屬於於他他的的時時代代環環境境，，其其行行為為應應依依當當時時的的價價值值體體系系判判斷斷。。  

  缺缺陷陷  

  價價值值體體系系失失去去所所依依：：變變成成無無法法證證明明其其合合理理性性，，與與其其信信仰仰之之必必要要。。  

  種種下下了了產產生生相相對對主主義義和和懷懷疑疑主主義義的的陰陰影影。。  

➢➢  反反實實證證主主義義的的興興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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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九九世世紀紀下下半半葉葉，，反反實實證證主主義義在在各各個個領領域域中中出出現現。。  

  生生物物學學：：德德里里希希《《作作為為自自然然基基本本因因素素的的靈靈魂魂》》反反對對生生命命的的機機械械解解釋釋。。  

  法法國國‧‧柏柏格格森森《《關關於於意意識識的的直直接接材材料料的的論論文文》》  

  文文學學：：普普魯魯斯斯特特﹝﹝MMaarrcceell  PPrroouusstt,,  11887711--11992222﹞﹞在在小小說說中中大大量量描描述述人人的的心心理理

活活動動。。  

  意意識識與與意意志志的的重重要要性性：：英英國國的的沃沃德德、、美美國國的的詹詹姆姆士士﹝﹝WWiilllliiaamm  JJaammeess,,  

11884422--11991100﹞﹞等等。。  

  心心理理學學：：弗弗洛洛伊伊德德從從十十九九世世紀紀九九十十年年代代開開始始論論述述下下意意識識的的重重要要…………  

  其其他他：：萊萊布布尼尼茲茲反反對對笛笛卡卡兒兒的的機機械械論論中中的的唯唯理理論論。。赫赫爾爾德德和和洪洪堡堡把把萊萊布布尼尼

茲茲的的非非機機械械論論宇宇宙宙觀觀用用之之於於人人和和歷歷史史的的研研究究。。尼尼采采在在他他的的《《不不合合時時宜宜的的沉沉

思思》》對對實實證證主主義義和和歷歷史史主主義義發發動動攻攻擊擊…………  

➢➢  狄狄爾爾泰泰把把歷歷史史與與哲哲學學，，研研究究人人類類經經驗驗和和研研究究人人類類心心靈靈的的學學科科，，結結合合起起來來，，稱稱

之之為為精精神神科科學學﹝﹝GGeeiisstteesswwiisssseennsscchhaafftteenn,,  即即人人文文科科學學﹞﹞來來對對付付實實證證主主義義和和歷歷

史史主主義義的的挑挑戰戰。。  

22..  理理解解：：人人文文科科學學的的方方法法  

➢➢  11888833 年年狄狄爾爾泰泰發發表表《《人人文文科科學學引引論論》》，，建建義義以以「「理理解解」」取取代代自自然然科科學學的的因因果果

解解說說，，使使人人文文世世界界變變得得可可知知。。  

➢➢  主主張張把把歷歷史史留留下下的的東東西西作作為為文文本本閱閱讀讀、、理理解解。。  

  此此即即釋釋義義學學觀觀點點的的發發潤潤。。  

33..  釋釋義義學學的的研研究究方方法法：：解解釋釋  

➢➢  認認識識人人文文世世界界不不是是人人的的經經驗驗，，而而是是一一個個解解釋釋的的行行為為，，即即釋釋義義。。  

➢➢  11990000 年年寫寫《《釋釋義義學學的的興興起起》》，，把把理理解解定定義義為為：：了了解解符符號號中中精精神神﹝﹝即即心心智智或或內內

在在﹞﹞現現象象的的活活動動。。  

➢➢  重重新新體體驗驗。。  

➢➢  過過去去的的世世界界是是一一個個他他人人的的世世界界，，他他們們用用象象徵徵來來揭揭示示自自己己的的意意向向、、感感情情、、心心緒緒、、

洞洞見見和和欲欲望望。。讀讀者者則則在在理理解解的的過過程程中中擴擴展展眼眼界界、、獲獲取取知知識識。。  

44..  「「生生活活表表達達式式」」與與釋釋義義學學循循環環  

➢➢  生生活活表表達達式式﹝﹝即即 eexxpprreessssiioonnss﹞﹞  

  理理性性的的陳陳述述：：屬屬於於概概念念、、哲哲學學判判斷斷和和邏邏輯輯思思維維。。  

  公公開開的的行行為為：：有有意意義義的的活活動動。。  

  經經驗驗表表達達式式：：精精神神的的對對象象化化﹝﹝即即外外化化﹞﹞，，如如宗宗教教、、哲哲學學、、藝藝術術、、風風俗俗。。  

  後後二二者者為為歷歷史史的的文文本本。。  

  屬屬經經驗驗表表達達式式的的物物體體，，創創作作後後便便獨獨立立存存在在。。原原則則上上，，透透過過它它即即可可或或多多或或少少

了了解解過過去去。。  

➢➢  釋釋義義學學循循環環  

  施施萊萊爾爾馬馬赫赫首首先先使使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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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為了了承承認認知知識識與與經經驗驗的的相相互互依依賴賴，，狄狄爾爾泰泰引引用用釋釋義義學學循循環環。。  

  釋釋義義學學循循環環包包含含相相互互依依賴賴的的三三種種關關係係：：  

  單單個個詞詞與與作作品品本本體體  

  作作品品本本身身與與作作者者心心理理狀狀態態  

  作作品品與與所所屬屬的的種種類類和和類類型型  

  在在每每一一種種情情況況中中，，都都是是如如何何將將已已知知和和已已經經驗驗的的部部份份，，與與更更大大的的，，首首

先先是是未未知知和和絕絕不不能能全全知知的的背背景景部部份份，，聯聯繫繫起起來來。。  

  解解釋釋者者總總是是以以他他自自己己的的經經驗驗作作為為工工具具，，來來揭揭示示未未知知之之事事務務。。  

  在在哲哲學學中中：：  

  知知識識對對於於認認識識者者經經驗驗的的依依賴賴，，限限制制了了世世界界觀觀分分類類與與解解釋釋的的有有效效性性。。  

  體體系系的的分分類類即即是是一一先先入入為為主主的的推推理理和和判判斷斷的的結結果果，，反反過過來來成成了了預預設設的的

立立場場。。  

  依依過過去去的的知知識識，，循循環環在在兩兩個個層層次次上上發發生生：：  

  歷歷史史事事件件與與其其情情境境之之間間  

  史史學學家家之之生生活活經經驗驗與與他他對對過過去去的的解解釋釋之之間間的的相相互互依依賴賴。。  

➢➢  總總之之，，狄狄爾爾泰泰認認為為：：藝藝術術品品、、歷歷史史和和生生活活整整體體是是個個謎謎，，因因為為我我們們無無法法在在總總體體

上上看看見見他他們們，，否否則則，，謎謎就就解解開開了了。。謎謎的的起起源源是是我我們們的的有有限限性性。。  

55..  世世界界觀觀哲哲學學及及其其文文化化意意義義  

➢➢  狄狄爾爾泰泰認認為為：：  

『『沒沒有有主主體體，，就就沒沒有有客客體體在在存存在在。。』』  

『『沒沒有有一一個個被被經經驗驗的的世世界界，，就就沒沒有有經經驗驗的的主主體體存存在在。。』』  

『『一一種種純純粹粹的的生生命命或或一一種種純純粹粹的的外外在在世世界界是是絕絕不不會會給給予予我我們們的的。。』』﹝﹝讓讓我我

們們發發現現的的﹞﹞  

『『知知識識』』是是人人與與外外在在世世界界之之間間的的經經驗驗關關係係。。  

『『精精神神』』是是對對世世界界經經驗驗的的意意識識。。  

『『離離開開經經驗驗我我們們無無法法看看世世界界，，因因此此，，我我們們不不能能看看到到實實在在本本身身。。知知識識不不是是實實

在在的的反反映映，，而而是是我我們們對對實實在在經經驗驗的的反反映映。。知知識識是是實實在在的的一一種種「「象象徵徵」」。。』』  

『『人人的的所所知知始始終終是是意意識識與與相相的的關關係係。。』』此此段段經經改改寫寫   

  知知識識，，包包括括哲哲學學體體系系，，都都是是指指著著實實在在的的象象徵徵。。  

➢➢  世世界界觀觀，，即即對對世世界界的的理理解解。。依依上上述述，，世世界界觀觀一一直直需需修修正正，，也也永永遠遠無無法法了了解解實實

在在的的世世界界。。  

  人人與與世世界界的的關關係係是是『『解解釋釋』』的的關關係係：：如如同同閱閱讀讀一一本本書書。。  

  各各種種世世界界觀觀都都是是對對實實在在合合理理的的解解釋釋。。  

  真真理理不不止止只只有有一一張張面面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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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VV..  作作為為人人文文科科學學一一般般方方法法論論的的釋釋義義學學理理論論  

雖雖然然狄狄爾爾泰泰已已經經提提出出：：以以釋釋義義學學作作為為人人文文科科學學的的一一般般方方法法論論，，但但當當時時未未引引起起注注意意。。

直直到到 11995500 年年以以後後，，才才受受到到重重視視和和提提倡倡。。其其中中以以意意大大利利的的哲哲學學家家貝貝蒂蒂﹝﹝EE..  BBeettttii﹞﹞和和美美

國國的的文文論論家家赫赫施施﹝﹝EE..  DD..  HHiirrsscchh,,  JJrr..﹞﹞為為代代表表。。  

11..  理理解解與與解解釋釋  

➢➢  貝貝蒂蒂認認為為，，對對人人類類而而言言，，沒沒有有什什麼麼比比相相互互了了解解更更重重要要。。重重視視溝溝通通與與傳傳播播   

  群群己己關關係係之之建建立立，，社社群群之之產產生生，，文文化化之之肇肇始始。。  

➢➢  有有意意義義形形式式：：  

  對對傳傳播播者者而而言言，，形形式式即即各各種種各各樣樣的的表表達達式式﹝﹝參參見見生生活活表表達達式式﹞﹞。。  

  對對讀讀者者而而言言，，形形式式即即指指理理解解和和解解釋釋的的對對象象。。  

  形形式式是是有有意意義義的的，，其其功功能能是是傳傳達達知知識識。。  

  活活動動或或行行為為也也是是一一種種有有意意義義形形式式。。  

 無無意意識識的的行行為為是是最最真真實實、、可可靠靠的的指指示示了了為為者者隱隱藏藏的的心心態態。。  

➢➢  有有意意義義形形式式是是其其他他心心靈靈創創造造的的產產物物，，是是人人與與人人之之間間的的一一種種中中介介。。  

➢➢  有有意意義義形形式式體體現現的的內內容容，，即即黑黑格格爾爾所所說說的的「「客客觀觀心心智智﹝﹝或或譯譯客客觀觀精精神神﹞﹞」」。。  

➢➢  解解釋釋是是一一個個過過程程，，其其目目的的是是理理解解。。  

  解解釋釋的的過過程程涉涉及及理理解解的的認認識識論論問問題題。。  

  理理解解的的基基本本現現象象是是通通過過語語言言中中介介實實現現的的。。  

 語語言言是是刺刺激激洞洞察察力力的的泉泉源源。。我我們們從從語語言言中中建建構構意意義義。。  

➢➢  理理解解的的目目標標是是整整體體性性的的，，它它預預設設了了主主體體方方面面的的全全部部承承諾諾：：思思想想上上、、感感情情上上、、道道

德德上上、、氣氣質質上上的的一一致致，，以以便便不不僅僅能能理理解解語語言言，，還還共共享享思思想想。。  

➢➢  理理解解的的三三要要素素：：解解釋釋者者、、有有意意義義形形式式、、有有意意義義形形式式承承載載著著的的內內容容。。  

➢➢  理理解解是是重重新新認認識識和和重重新新建建構構意意義義，，也也是是一一個個創創造造的的逆逆反反過過程程。。  

  理理解解的的過過程程中中有有主主觀觀、、客客觀觀的的矛矛盾盾。。  

➢➢  正正確確理理解解的的障障礙礙﹝﹝貝貝蒂蒂﹞﹞：：  

  憎憎恨恨不不同同的的立立場場和和觀觀點點。。  

  貶貶低低這這些些立立場場和和觀觀點點。。  

  自自以以為為是是，，以以非非此此即即彼彼的的觀觀點點看看問問題題。。  

  盲盲從從占占支支配配地地位位的的思思想想，，「「習習慣慣偏偏見見」」。。  

  思思想想上上、、道道德德上上的的偏偏狹狹，，對對其其他他文文化化缺缺乏乏興興趣趣。。  

 逃逃避避誠誠懇懇的的討討論論和和公公開開交交換換意意見見。。  

➢➢  理理解解具具有有教教育育價價值值，，可可以以發發展展度度量量和和包包容容的的態態度度。。  

22..  解解釋釋的的客客觀觀性性是是否否可可能能  

➢➢  這這一一直直是是個個爭爭議議。。  

33..  釋釋義義學學四四原原則則  

➢➢  對對象象的的自自主主性性原原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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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意意義義形形式式是是獨獨立立自自主主的的，，應應根根據據原原初初意意向向來來判判斷斷；；根根據據它它的的發發展展邏邏輯輯、、

意意欲欲的的聯聯繫繫、、和和它它的的必必然然性性、、整整體體性性和和結結論論性性來來理理解解。。  

   也也就就是是說說，，應應以以符符合合作作者者的的觀觀點點、、意意向向、、動動機機來來理理解解；；不不應應涉涉及及解解釋釋者者

的的任任何何別別的的目目的的。。  

➢➢  意意義義的的整整體體性性原原則則  

  部部份份與與整整體體之之間間  

  部部份份與與部部份份之之間間  

➢➢  理理解解的的現現實實性性原原則則  

  解解釋釋者者應應消消化化所所解解釋釋的的對對象象，，使使其其成成為為自自己己的的一一部部份份  

 共共同同的的人人性性可可使使彼彼此此溝溝通通和和理理解解。。  

➢➢  意意義義的的相相符符原原則則  

  思思想想開開放放、、專專注注  

  倫倫理理上上、、理理論論上上的的反反省省  

44..  釋釋義義的的四四要要素素及及其其應應用用  

即即四四種種不不同同形形式式的的感感受受性性和和理理智智的的研研究究方方法法((工工具具))  

➢➢  文文獻獻學學  

➢➢  批批判判理理論論  

➢➢  心心理理學學  

➢➢  形形態態學學  

➢➢  首首先先得得知知道道作作者者究究竟竟真真正正說說了了什什麼麼。。﹝﹝文文獻獻學學、、史史學學方方法法﹞﹞  

➢➢  其其次次，，了了解解作作者者的的風風格格、、氣氣質質。。﹝﹝心心理理學學、、史史學學方方法法﹞﹞  

➢➢  再再次次，，把把握握總總體體﹝﹝形形態態學學﹞﹞  

55..  不不變變的的意意義義──解解釋釋的的通通天天塔塔﹝﹝赫赫施施﹞﹞  

➢➢  客客觀觀程程度度上上的的差差異異  

➢➢  理理解解解解釋釋評評價價﹝﹝解解釋釋擴擴散散為為評評價價，，根根據據外外在在的的考考慮慮來來判判斷斷文文本本﹞﹞批批評評

﹝﹝對對判判斷斷的的說說明明和和討討論論﹞﹞  

66..  意意向向繆繆誤誤  

➢➢  略略  

77..  意意義義在在於於意意義義，，還還是是在在於於語語言言﹝﹝維維根根斯斯坦坦﹞﹞  

➢➢    

88..    

VV..  釋釋意意學學的的本本體體論論轉轉折折  

海海德德格格﹝﹝MMaarrttiinn  HHeeiiddeeggggeerr,,  11888899--11997766﹞﹞對對「「在在((sseeiinn))」」的的研研究究  

11..  在在的的問問題題和和基基本本本本體體論論  

➢➢  「「在在」」與與「「在在者者」」之之辨辨。。  

➢➢  海海德德格格認認為為，，二二千千多多年年來來沒沒有有弄弄清清楚楚的的本本體體論論，，其其問問題題在在於於都都從從「「在在者者」」討討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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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體體。。他他任任為為更更基基本本的的問問題題是是「「在在」」為為什什麼麼在在？？怎怎樣樣在在？？即即「「在在」」的的意意義義問問題題。。  

➢➢    

22..  此此在在──在在的的意意義義的的詢詢問問者者  

➢➢    

33..  釋釋義義學學的的現現象象學學  

➢➢    

44..  此此在在在在的的方方式式──理理解解和和解解釋釋  

➢➢    

55..  作作為為結結構構和和理理解解在在前前結結構構  

➢➢    

66..    

VVII..  哲哲學學釋釋義義學學的的興興起起  

11..  釋釋義義學學現現象象──不不是是一一個個方方法法的的問問題題  

➢➢  

22..  藝藝術術的的經經驗驗和和真真理理  

➢➢  

33..  傳傳統統及及其其功功能能  

➢➢  

44..  釋釋義義學學循循環環、、時時間間距距離離、、效效能能歷歷史史和和視視界界融融合合  

➢➢  

55..  經經驗驗和和釋釋義義學學經經驗驗  

➢➢  

66..  語語言言和和理理解解的的關關係係  

➢➢  

77..  語語言言和和世世界界的的關關係係  

➢➢  

VVIIII..  追追求求釋釋義義學學的的統統一一  

11..  把把釋釋義義學學嫁嫁接接在在現現象象學學上上  

➢➢  

22..  語語言言分分析析和和語語義義學學  

➢➢  

33..  文文本本理理論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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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反反思思、、同同化化、、自自我我理理解解  

➢➢  

55..  本本體體論論──希希望望之之鄉鄉  

➢➢  

66..    

VVIIIIII..  釋釋義義學學和和文文學學  

11..  文文學學科科學學  

➢➢  

22..  文文學學史史悖悖論論  

➢➢  

33..  文文學學的的真真理理  

➢➢  

44..  姚姚斯斯的的接接受受美美學學理理論論  

➢➢  

55..  讀讀者者決決定定一一切切  

➢➢  

66..  悖悖論論的的消消除除還還是是主主題題的的消消失失  

➢➢  

77..    

IIXX..  釋釋義義學學和和自自然然科科學學  

11..  釋釋義義學學的的統統一一性性  

➢➢  

22..  科科學學的的釋釋義義學學性性質質  

➢➢  

33..  知知覺覺的的釋釋義義學學  

➢➢  

44..  作作為為釋釋義義學學的的自自然然科科學學  

➢➢  

55..    

XX..  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