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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现象学心理学：
乔治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与发展*
包小红

王礼军 **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摘 要 美国现象学心理学家阿米多·乔治基于科学和心理学视角所提出的经验现象学心理学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和发展。这
表现为：在批判对象上，从胡塞尔的反二元论细化为反自然科学心理学；在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上，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意向性、
还原等概念从超验层面放置到经验层面；在研究方法上，从胡塞尔的描述还原过程转向具体的描述现象学心理学方法。本质上，
乔治的经验现象学心理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一脉相承，不仅完美地展示了后者的基本原理，更在具体概念和操作应用上充实且超
越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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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危机，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自然科学路线重方法而

如 果 说 胡 塞 尔（Husserl） 在 向 所 有 的 哲 学

轻心理学研究主题本身的错误，并且发现即使在模

发 起 挑 战 后 提 出 的 一 门 崭 新 的 哲 学 —— 现 象 学

仿自然科学长达一百年后，心理学也无法达到其客

（Phenomenology），奠定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

观成就，也无法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奚彦辉 ,

运动这一重要分支的基础；那么阿米多·乔治（Giorgi）

2013）。因此，心理学界开始重视塑造开放的研究

在心理学领域向主流的自然科学取向发起挑战后提

氛围，诸多心理学工作者先后踏上探索心理学新发

出的经验现象学心理学（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展方向的道路。受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James）
《心

psychology），不仅指明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属性，

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吸引而投身

更是直接推动了现象学在心理学中的合法化和心理

于心理学领域的乔治，在对其接受的自然科学心理

学朝向其“应该成为的样子”的发展。被誉为“人

学训练深感意外和不满后，也毅然加入了这一队伍。

文科学心理学火焰之守护者”的美国心理学家史密

乔治明确指出，当前心理学由于过分追求量化处理

斯（Smith）甚至直接指出：“如果没有乔治，人文

而导致心理学的异化，由此，他提出经验现象学心

科学心理学和实证现象学研究仍然停留于口头承诺”

理学，即通过访谈获得参与者对某种生活经验的纯

（Simms, 2012; Smith, 2010）。

粹描述，再对之进行意义单元划分，在不断变更其

正如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Boring）所言“心

表面形式的基础上以揭示现象的结构及意义。在本

理学……的发展与其说决定于抚育它的学者的意

质上，经验现象学心理学一反以往的自然科学取向，

志，不如说决定于它走向哪里去的已成趋势”（波

强调现象学和人文科学视角，尊重人之为人的特殊

林 , 1950/1981）。这种已成趋势自科学心理学诞生

性以及心理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并尝试通过心理本

至今一直牢牢操控着心理学的主流。1879 年，冯特

身这一最可靠的方式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经

（Wundt）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第一个实验室，标

验的本质，从而揭示其中存在的无限丰富的主题和

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这为心理学定下了自然主

意义。显然，这对减缓心理学过度发展的自然科学

义的基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理学领域内

取向，探索心理的真正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但心理

部将冯特所开创的自然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奉为圭臬。

学界似乎并不领这个情，且从乔治近些年频繁发出

然而，20 世纪 60、70 年代，欧美纷纷爆发心理学

的“否认声明”中可以看出学界对经验现象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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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仍存在诸多误解。鉴于此，本文意欲从对经验现

定了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以至于乔治在其他方面

象学心理学尤为重要的胡塞尔现象学入手，梳理乔

对其做了诸多改动，它也仍被视为最忠实于胡塞尔

治对它的选择性借鉴，指出结合科学和心理学视角

现象学的心理学取向（Langdridge, 2007）。具体而言，

的经验现象学心理学对前者的改进和突破，并简要

乔治的经验现象学心理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与

说明经验现象学心理学的提出对心理学产生的意义

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及其本身固有的阻碍自身发展的问题，这对澄清经

２.１ 批判对象：从二元论到自然科学心理学

验现象学心理学的本质，以及对人们正确理解和使
用它都大有裨益。

２ 经验现象学心理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
与发展

何以获得真知？何以拥有科学的严密性？胡塞
尔显然不满足于西方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所提供的
答案，他甚至认为已有的哲学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问
题，以致不仅其自身是获得真知的障碍物，还使时
代处于无法忍受的精神困境。因此，胡塞尔在认真

自古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19 世纪后期

审视和批判先前哲学尤其是自然主义和精神主义不

至 20 世纪前期的欧洲精神危机与胡塞尔现象学的

足的基础上，提出主张“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

建立正是对此描述的绝佳例证。当这一危机笼罩

而在心理学领域，乔治主要继承了胡塞尔对自然主

哲学乃至整个科学领域时，胡塞尔以其特有的思

义中实验心理学的批判，认为这类心理学错误地接

想敏锐性，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哲学的不足已经决

受自然科学取向而丢弃人的本真状态。他甚至从心

定了它们对于挽救科学的无力，并在一种高度责任

理学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入手询问心理学的意义，

心的推动下尝试建立一门哲学，以便为所有的其他

最终指出心理学必须远离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才能

哲学和科学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础。最终，胡塞尔建

变成一门关于人的成熟科学，由此创立了经验现象

立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体系的现象学，这是一种倒

学心理学。

置的体系，即它不再致力于向上建筑，而是一再向

胡塞尔认为，建立一门为其他哲学和科学引导

下挖掘，达到问题的根源，以保证哲学在科学上的

正确方向的第一哲学需要分为澄清和重建两个步骤，

彻底性以及所提供基础的坚固性（赫伯特·施皮格

首先是澄清至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在此意义上最有

伯格 , 1982/2011）。要而言之，胡塞尔认为个体需

代表性的是他对自然主义和精神主义的批判。在自

要消除一切在其自然实践意识中发挥作用的“立场

然主义上，他指出其将意识自然化和将观念自然化

采取”，并借助心理生命的本质特征——意向性

两个基本特征，并认为其实证主义思想不仅使人们

（intentionality），才能发现作为意向性的对象本身

忽视精神需求，避开对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及其伴随的无限丰富的主题（意义，meaning）向我

而且也未能如其所愿真正揭示世界的本真面目，因

们的全部显现（胡塞尔 , 1925/2015）。

而难以成为科学的基础。在此，胡塞尔还特别强调

在胡塞尔建立“通向终极真理”的现象学几十

实验心理学将自身定位为自然科学完全合法的对应

年后，欧美爆发一场严峻的心理学危机，实证主义

项，并由此撇开纯粹意识分析，但究其本质来说，

和主流的自然科学取向使心理学不仅逐渐丧失自我，

它仍处于前伽利略时期的事实。在精神主义上，胡

也丧失现实意义和生活参考价值。这引起了学界的

塞尔也直接指出其将一切都看作是精神和历史构成

深刻反思，其中，乔治在指出主流心理学忽视人的

物，由此引发的怀疑主义不仅使人们失去了对永恒

本性，以及对测量工具的错误用法使其与心理的真

真理的把握，也使自身难以找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正本质南辕北辙后，毅然选择回归胡塞尔的现象

（胡塞尔 , 1911/2010, 1936/2001）。在认真审视已有

学，以从中汲取建设新的心理学的理论支撑（Giorgi,

的哲学后，胡塞尔认为由于不彻底性，它们“至多

2014）。与胡塞尔一样，乔治主张回到主体中，更

也只是科学的半成品，或者是世界观和理论认识的

准确地说是回到意向性中。在这个意义上，他继承

混合物”（胡塞尔 , 1911/2010）。以此出发，胡塞

了胡塞尔现象学最核心的概念，认同心理本质的获

尔开始着手建立一座新的哲学大厦，他面临的首要

得方式在于处于认识论最深层的主体性，即主体本

问题是：到哪里寻找这些根源去贯彻其彻底性呢？

身，
主体本身，
而心理本质在于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中。

胡塞尔最初且最明确的回答是到“事物本身”中，

也正是如此，胡塞尔现象学为经验现象学心理学奠

到通常意义上的现象中去寻找，以惊讶和全新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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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面对所研究经验的原初面目（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

出发，在还原（reduction）的前提下，通过意向性

1982/2011），并通过意识的意向性直观掌握经验的

直观（intuition）事物本质。乔治在继承这些重要概

本质。这便是胡塞尔意欲为所有的哲学和科学奠定

念的基础上，将这些概念从哲学水平放置于世间层

可靠基础的现象学。

面满足了心理学和科学的标准。

心理学专业的出身使乔治在接受胡塞尔对自然

胡塞尔认为近代科学危机是忽略生活世界的基

主义和实验心理学批判的同时，能够更加具体和深

础性意义，并妄图以自身取代生活世界的后果，以

刻地认识自然科学心理学的问题所在。他明确指出

此为鉴，他重视生活世界并将其看作是迈向其超验

在近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吸引下，心理学自宣布独立

现象学的两条重要途径之一（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

之日起就确立了它的自然科学取向，为了强调与前

1982/2011）。他认为一切研究都应从生活世界出发，

者的一致，它主张以量化的方式精确测量个体心理

关注虚拟的或真实存在的所有经验。此时，胡塞尔

现象的数值，强调实验法，并希望通过高度控制所

在经验处为认识世界和掌握真理打开了一道缺口，

有的变量来探究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一切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个体如何切中经验。他通过意

貌似进行地都很合理，但人们似乎忘了这样的问题：

向性对此进行了回答，指出心理具有意向性本质，

心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门学科？它真的适合自然科

通过“意向活动 - 意向相关项”（noetic-noematic）

学取向吗？在乔治看来，这个问题虽然遭到忽视，

的结构，意识总是指向某种对象，举例来说，喜欢

但其答案却极为明显：自然科学本身及其通过实验

必定是对某物的喜欢，
厌恶也必然是对某物的厌恶。

室获得知识的方式都是不存在问题的，甚至由此带

个体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直观并获得所呈现之物

来的知识对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还产

的本质。这便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切原则之原则”。

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心理学是

为了保证现象学研究的彻底性和纯粹性，胡塞尔对

研究活生生的人，它要面对极其复杂的人的心理。

普遍存在的杂多知识做出了表态，明确表示现象学

如果像自然科学研究无生命之物一样对心理进行人

的还原尤其是先验还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

为划分，并孤立地进行研究，那人之为人的特殊性

态度，即不接受任何现有的和传统的东西，甚至

非但得不到体现，反而人将沦落为无生命之物的行

将世界存在与否都放到一边，不予考虑（胡塞尔 ,

列中。那么实验室中研究得出的“人”的心理究竟

1911/2010）。这种无前提性意味着个体仅从意识本

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得而知。高申春（2012）甚至

身出发，单纯地面对经验，便能获得最纯粹的本质。

指出，
这种对心理学按其本心是什么的追问的忽略，

乔治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心理学训练，深谙

已使它丧失了作为心理学理论思维最内在动力的效

于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因此他对实验室的反对和对

力。因此，任何研究都不应削足适履，而应基于所

生活世界的要求比胡塞尔更为具体和强烈。他指出

研究对象的性质，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方法，才能保

自然科学心理学通过人为的实验室情境将个体从原

证其所获得的知识具备无可置疑的价值与科学性。

本的世界中分割，以自变量、因变量等符号将现象

那么，就心理学来说，只有承认它的人文科学取

简化为可供辨认的变项，并试图对其进行严格控

向，才能尊重人的复杂性（Osborne, 1982），并真

制，这种研究方式脱离了作为活生生的人本身。

正致力于人之为人的全部行为和经验的探索（Giorgi,

因此，乔治将人们每天睡觉、工作、娱乐时所处

1970），从而获得个体经验的全部意义。正是在这

的生活世界作为现象学心理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

个意义上，乔治借鉴和发展了胡塞尔现象学，即回

（Ashworth, 2003），强调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应从生

到经验自身尊重个体的原本经验，使心理学尝试摆

活世界所给予的一切出发；但与胡塞尔不同的是，

脱极端的科学教条和疏远人性的危机。

他将生活世界放在经验层面，使其仅仅指向人们丰

２.２ 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从先验到经验

富和真实体验产生的场所。这也决定了乔治在经验

胡塞尔坚持了古希腊以来哲学要求真知的传统，

层面的生活世界中选择了悬置（bracketing）和本质

将现象学定义为关于本质的研究，但其回到事物本

还原（eidetic reduction），而非先验还原，即承认世

身的主张，却打破以往哲学对事实的迷恋，对通向

界的存在，而只是对经验变化的成分予以去除以获

真知作出了巨大突破（崔光辉 , 2009），这具体表

得其本质（Giorgi & Giorgi, 2003/2006)。在进入真实

现在胡塞尔主张研究应从生活世界（lifeworld）中

经验世界后，
乔治舍弃自然科学心理学的因果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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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意向性原则出发，认为研究者可以直观所呈现

回溯性描述作为研究材料。就此需作几点说明：其

的经验，
在意向活动中掌握对应的意向相关项。
可见，

一，乔治放弃了现象学乃至所有哲学都惯用的思辨

乔治将现象学的诸多概念从先验层面放置于经验层

方式，而采用访谈方式。其二，为了遵循科学关注

面，因此，在经验现象学心理学中所获得的经验本

他人的传统，并且尽可能地避免研究者自身理论的

质更具心理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影响，乔治区分了材料分析者和提供者，强调研究

２.３ 研究方法：从还原描述到描述现象学心理学方

他人的经验。但借助现象学的主体间性理论，他认

法

为研究者通过参与者的表达也可以直观其经验，并
现象学方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是

以此为基础展开现象学分析。其三，基于现象学时

通向直观的具体技术，而且其本身就带着浓厚的

间厚度的观点，乔治认为“现在”绝不局限于此刻，

现象学特点（Giorgi, 2011），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

它同样包括过去和未来，从而肯定了研究个体对事

现象学方法才能理解现象学（莫里斯·梅洛 - 庞蒂 ,

物的回溯性记忆的有效性。其四，从现象学视角出发，

1945/2001）。胡塞尔为直观事物本质提供了还原和

乔治强调描述的忠实性而非客观性对发现其中蕴含

描述（description）两种基本方法。考虑到心理学视

的心理学意义的价值。最后，乔治将研究过程分为

角和科学标准，乔治在部分接受胡塞尔还原和描述

四个环节：：①通读全文，获得文章整体意义；②

的基础上对其作出重要发展，提出具体且具有可操

基于文本中意义的变化，
区分意义单元，
带有随意性；

作性的描述现象学心理学方法，系统且详尽地说明

③使用自由想象变更方法指出心理意义，避免使用

了研究过程及其准备工作，真正实现了对胡塞尔现

主流心理学的专业术语；④书写结构性描述，当然，

象学的落实以及经验现象学心理学自身极大的创造

此处的结构与现象学哲学的本质和其他质化方法的

性。

结构都存在巨大差异，它是指在多数人的具体经验

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如同拨云见日，是一个不断

基础上，排除变化项后得到的一种概括性，不仅包

排除和澄清的过程（崔光辉 , 2010）。它主要分为

含所研究经验的关键部分，还包含这些部分之间的

两个阶段：首先是还原，包括悬置、本质还原和先

关系（Giorgi, 2009）。总之，乔治结合科学和心理

验还原三部分，其中，悬置是指个体将自己所掌握

学视角，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一定调整，提出具

的关于所呈现之物的一切观点都放在一边，包括历

体可行的操作方法，在心理学的现象学道路上迈出

史上关于对象的观点和对象怎样存在的观点，这一

了跨越性一步，由此也奠定了经验现象学心理学在

过程又被称为“加括号”，即把这些内容都放在括

现象学心理学中的主流地位。

号中，存而不论。需要注意的是，悬置并非说个体
意识不到这些观点，恰恰相反，个体是在充分意

３

评价

识到所呈现之物的基础上将它们悬置起来。本质

胡塞尔在系统澄清自然主义和精神主义之不足

还原是指个体借助自由想象变更（free imaginative

的基础上，通过强调生活世界基础、意向性直观原

variation）方法，不断排除掉事物中存在的事实成分，

则以及事物本质等，建立了一门自认为能够为所有

最终获得其本质。先验还原是指个体将世界悬置起

哲学和科学奠定基础的第一哲学——现象学。胡塞

来，考察先验自我的构造功能（崔光辉 , 2009）。

尔现象学直接推动了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解

在还原的基础上，个体需要对事物进行描述，但这

释学（hermeneutics）的产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

个描述更加强调忠实性，即个体能够尊重事物所呈

的现象学运动，这与分析哲学共同构成现代西方哲

现的样子，
而非真实的客观的存在方式。
胡塞尔认为，

学两大势力。而乔治所提出的经验现象学心理学在

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个体能够由现象出发得

本质上和胡塞尔现象学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具体操

到其本质。

作和概念应用上超越了后者。一方面，乔治继承了

乔治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描述现象学

胡塞尔对实验心理学的批评，赞同研究应基于生活

心理学方法，对研究过程本身及其准备工作都进行

世界的观点，遵循意向性和直观的原则以及还原和

了详细的说明。首先，研究者悬置和还原（本质还

描述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从科学和心理学的视角

原）自己的观点，并将此种状态延续至整个研究过

出发，明确指出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取向，并将现象

程中。其次，将通过访谈获得的他人对生活经验的

学原则放置于经验层面，提出一套具体可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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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和程序，进而提高了现象学在心理学应用中的

人文科学心理学发展举步维艰，而现象学心理学极

可操作性和被接纳度。乔治的经验现象学心理学标

端和“另类”的思想更是阻碍其与其他心理学理论

志着美国现象学心理学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始进入

的对话，致使其在心理学中的边缘地位难以快速得

具体的研究阶段 (Cloonan, 1995)。经验现象学心理

到改变。综上，我们必须正视经验现象学心理学的

学本身也成为美国本土第一个现象学心理学方法和

不利处境，明确它只是当前现象学心理学的主流而

当今最成熟的现象学心理学方法。

已，而其本身乃至整个现象学心理学仍然处于心理

经验现象学心理学的提出对当下的心理学无疑

学的边缘位置。但尽管如此，鉴于已有哲学家和心

具有重要意义，可概括为如下三个层面：微观上，

理学家肯定并采用了现象学心理学的思想，我们仍

它所提出的描述现象学心理学方法，以其意向性、

应对经验现象学心理学的未来持以乐观的态度。例

还原和描述环节，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质性研究的

如，歌德（Goethe）和普金耶（Purkinje）等人强调

访谈方法，更是与主流心理学中以技术为核心以及

直接经验和描述方法，弗洛伊德（Freud）和荣格

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大相径庭，由此为心理学研究增

（Jung）采用现象学还原方法，瓦雷拉等认知科学

添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实现方法论上的一次重大突

家承认主体性对意识研究的重要性，注重第一人称

破；中观上，它对人文和科学的高度强调，再次引

经验。如果说这些内容仅表明了现象学心理学只是

发了学界对心理学基础问题的思考，如心理学统一

以碎片化的方式被接受，那么史密斯（Smith）在其《当

的可能性，心理学对象的性质等（伍麟，郭增花 ,

代心理学体系》（Current Systems in Psychology）中

2003），有助于推动心理学朝向其“应该成为的样子”

首次将现象学心理学作为较大体系并给予独立章节

的发展；宏观上，它一反心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门

予以介绍，则意味着现象学心理学开始以整体的方

类后对哲学的强烈拒斥，紧紧依靠胡塞尔的现象学

式出现在人们的视域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表

哲学，汲取其丰富和坚定的理论基础，在推动现象

明现象学心理学已拥有众多的共鸣者和支持者。

学思想从欧洲到美国、从哲学到心理学、从理论到
实践转化的同时（Applebaum, 2011），实现了心理
学与哲学的重新组合与相互促进。

４

结语
每一门学科必然要经历发展、指责、反思的不

然而，经验现象学心理学仍然存在许多亟待直

断循环才能成熟。或许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科像心理

面解决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过分依赖研究者个

学一样，从宣布独立开始就备受指责，甚至被认为

人能力，主观性过强；缺乏应用和实践性，导致发

它的发展与对心理本质的探索渐行渐远。但幸运的

展势头不足；与个案研究、内省等方法的“纠缠不清”

是，仍有部分学者依旧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使命

（Giorgi, 2008; Greeno, 1982）；且由于乔治没有清

感对心理学的本质以及心理学该何去何从等基本问

晰交代还原、
自由想象变更等关键步骤的具体操作，

题不断进行深刻反思，以使其能够依其本性得以发

导致研究者难以正确有效地使用。就现象学心理学

展。经验现象学心理学正是这一反思的产物，它为

取向而言，其内部观点各异。例如，瓦雷拉（Varela）

人们提供了一个只需借助于自身便能真正接近经验

主张具身化观点，认为个体始终存在于某种处境，

本身并揭示心理本质的途径。近年来，学界在发现

并且否定还原对主体间性的解释能力（Marchitelli,

自然科学取向的弊端日益显露的同时，也开始更广

2010）；萨斯（Sass）则主张将解释（explanation）

泛地关注和接纳人文科学心理学。笔者认为，我们

引入现象学中（Sass, 2014）。这些都与乔治的经验

并不能狭隘地停留于学派或取向之间的胜负，而应

中心和描述方法相悖。史密斯（Smith）等人所创建

该更多地关注学术自觉的行为对于恢复心理学原貌、

的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促使心理学步入正轨的意义。并且，我们应始终相

analysis）以其归纳取向、立场处境观点、认知心理

信不论将心理学定义为何种学科，它都应该首先是

学倾向等特征更是加大了现象学心理学取向内的差

一门致力于为人们提供面对和了解心理本质之途径

异（Griffin & May, 2012; Smith & Osborn, 2015）。这

的学问，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减少对立和纷争，消除

种差异不仅为学习者设置了障碍，还阻碍了现象学

心理学分裂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起一座能够整

本身向前发展的脚步。此外，在当前心理学发展的

合自然科学取向和人文科学取向的心理学大厦，以

大背景下，自然科学心理学仍牢牢占据主流地位，

便能够真正通向人类心理的全部奥秘。

包小红等 ： 经验现象学心理学：乔治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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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Giorgi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Bao Xiaohong, Wang Lijun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Amedeo Giorgi, an America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ist, inherited and modified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from scientific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is mainly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on the subject of criticism, Giorgi takes in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in terms of naturalism and spiritualism, which holds that they
can’t bring people any truth owing to their own shortcomings, and they even prevent people from accessing to the truth. Based on this, Giorgi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natural science psycholog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been dominating this field for over one hundred years, but it is obvious
that natural science orientation is unsuited to psychology due to the totally different nature between objects and humans. In addition, he urges that
phenomenological principles are valued and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in psychology to investigatethe full range of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of a human being as a person, which is also scientific. Second, on the starting point and basic principles, Giorgi takes it seriously the concepts of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such as the lifeworld, intentionality, reduction and important others, and he accepts that consciousness was intentional,
which means that an act of consciousness always directs towards an object. In this way, researchers can get essence of experience rooted in lifeworld
by reduction and description. For psychological and scientific purposes, Giorgi transformed them from the transcendent level to the experiential
level. For example, he adopted concepts of usual lifeworld, bracketing and eidetic reduction rather than transcendental lifeworld and reduction. Thir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Giorgi partially agrees with Husserl’s theory that researchers can get essence by methods of reduction and description.
Nevertheless, considering that psychology is different from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the former, Giorgi built up a specific and operational
descriptiv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method, which contains four stages: reading for overall meaning, identifying meaning-units, assessing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eaning-units, and getting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experience. As a result, a large number of specific studies have
been done following his approach.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can be traced to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in essence, and ar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perfect exhibition of the theory. What’s more, it enriches and goes beyond the latter in specific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Besides, it
develops a rigorous and scientific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approach. The emergence of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means that
America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has already completed its propaedeutic phase and turned into the phases of concrete action. It is the first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method in America and the most mature method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oday.
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On the one hand, it possesses many advantages: It adds a completely new
method to psychology and achieves a thorough breakthrough in methodology, and raises a series of thought provoking questions on the basic theory
of psychology, as well as realizes the combin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difficulties also exist.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 depends too much on the researcher’s individual ability, findings are not always adopted properly in practice, researchers can’t
use it correctly due to the lack of phenomenological knowledge, internal views vary and mainstream psychology seems to resist it intenselyIn a word,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is fraught with difficulties, but we should still respect it for what it’s worth as called for
by the continued advancement of psychology as a discipline.
Key words empirical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lifeworld, intention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