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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自我-我思-所思（ego-cogito-cogitatum）的式子中，我們經過現象學還原

之後所能確定的，是我思活動以及相對應的所思對象，但是「自我」這個概念卻

不是那麼明證。要如何去解釋「自我」這個概念，以及「自我」是否、或是如何

參與我思活動，這些問題是非常困難的。 

在《邏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中，胡塞爾批評那托爾普（Natorp）

認為「自我」做為一個與被我所意識到的內容相關的主觀關係中心，胡塞爾說： 

我無法將這個原始自我絕對地作為必然的關係中心。我唯一能注意到，也

就是唯一能夠感知到的是經驗自我和它與那些本己體驗或外在客體的經

驗關係，這些經驗和客體在被給予的一瞬間恰恰成為特殊「朝向」的對象，

而在這裡，無論在「外部」，還是在「內部」，始終留存著一些不具有與自

我的關係的東西。1 

就那托爾普來說，「自我」可以說是各種經驗的「軸心」，一些經驗內容都是

由於這個「軸心」所統一在一起。但是對胡塞爾來說，在一開始的現象學分

析中，似乎無法找到一個「自我極」（ego pole），無法在意識活動中找到「內

在性中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in immanence）2，以做為恆常於意識活動中，

發揮統攝作用的一種力量；所能夠找到的，只有在反思的運作下，我反思到

經驗自我，與自己的體驗和對外在客體的經驗的關係，而不是主動發用注意

的能力，那種掌握對象的超驗自我。但是在《邏輯研究》第二版中，胡塞爾

則承認「純粹自我」（pure ego）的存在。而在《觀念 I》（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中，把這

個「純粹自我」當作是將「經驗我」行存而不論後所剩之「殘餘」（Residuum）。

                                                 
1 胡塞爾：《邏輯研究－現象學與認識論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譯者：倪梁康。台北市：時
報文化，1999。頁：370~371。本書以下均簡稱為《邏輯研究》。 

2 這裏我把具有統攝能力的「自我極」的功能詮釋作下面所提到的「內在性中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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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塞爾在《觀念 I》中談到一種「內在性中的超越性」。他說： 

如果對世界和屬於世界的經驗主體實行了現象學還原之後留下了做為排

除作用剩餘的純粹自我，那麼在該自我處就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非被構成

的－超越性，一種內在性中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in immanence）。4 

胡塞爾在《觀念 I》中所描述的「純粹自我」，也就是胡塞爾在對世界經驗進

行懸擱之後，所遺留下來的剩餘物。這種自我具有一種獨特的超越性。依據《觀

念 I》的脈絡，尤其是在從第 27 節到 55 節中，「超越性」這個詞，指的是自然態

度（nature attitude）下超出意識活動，而視為理所當然存在的東西。然而在 57

節所指的是一種特殊的超越性。這種超越性是超越於每個當下的我思活動，它存

在於每個我思活動中。5 這似乎意味著在《觀念 I》中，有個能夠統攝各個我思

活動的能力，就像是康德的超驗主體性一般，具有一種先天的認識架構。另外，

在胡塞爾的 L 手稿以及 HuaXI 中，胡塞爾提到與這種具有統攝能力的「自我」

相對立的，作為一種「無自我」的傾向的被動意向性。6 於是從一開始到現在，

到底胡塞爾怎麼看待「自我」的問題、或者說是否有個統攝能力的自我這樣的問

題，足以讓我們墜入五里迷霧中。 

在賽朋（Thomas Seebohm）的一篇文章：「在意識場域中的他者」（The other 

                                                 
3 見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I）》，譯者：李幼蒸，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第 49 節。本書以下均簡稱為《觀念 I》。另外參見，汪文聖：《胡
塞爾與海德格》，二版，台北市：遠流，1997。頁：78。 

4《觀念 I》，頁：90。在李幼蒸的翻譯中，把德文 Transzendnetale（transzendnetal）翻譯作「先驗
（的）」，而把 Transzendenz（transzendent）翻譯作「超驗（的）」。我在本論文中，則一律把
Transzendnetale（transzendnetal）翻譯作「超驗（的）」，而把 Transzendenz（transzendent）翻
譯作「超越（的）」。 

5 胡塞爾在此清楚的說明對於「純粹自我」這個概念的兩個態度的轉變。他說：一開始就很清楚：
「在完此還原後，我們在作為一種超驗剩餘物的多種多樣體驗流中根本未遇到純粹自我」。但
是在他對「自我」作了簡短的分析之後，他說：「然而相反，純粹自我似乎是某種本質上必然

的東西；而且是作為在體驗的每一實際的或可能的變化中某種絕對同一的東西（…）純粹自我

在一特殊意義上完完全全地生存於每一實顯的我思中，但是一切背景體驗也屬於它，它同樣也

屬於這些背景體驗；它們全體都屬於為自我所有的一個體驗流，必定能轉變為實顯的我思過程

或以內在方式被納入其中」。於是在此便把「純粹自我」的概念說明成像是在康德意義之下，
伴隨著我的一切表象的「我思」，存在於每個思維活動中而保持同一。 

6 Kortooms, Antonie: Phenomenology of time: Edmund Husserl's Analyses of time-consciousnes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2002. 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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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7 中，藉由比較胡塞爾以及顧爾維奇（Aron 

Gurwitsch）的理論異同，來說明自我以及他者的問題。賽朋認為，雖然胡塞爾

與顧爾維奇在理論上的許多差異，但是顧爾維奇所謂的「純粹知覺」（pure 

perception）的概念與胡塞爾「聯想的被動綜合的領域」（the realm of the passive 

synthesis of association），在研究進路上是一致的。賽朋在他的文章中，比較了

a)胡塞爾用來解釋在知覺場中那些「共在」以及「接續」的內容，如何藉由「聯

想」（association）被給予的「架構」，以及 b)在顧爾維奇的意義之下的「格式塔

架構」（gestalt structure）。賽朋重新說明了「型態性質」（figural quality）的概念，

也就是說明胡塞爾所談的「形態元素」（figural factors），賽朋提到：「那種更高

的統一體可以藉其在具體的全體中構成的那種『關係』（…）是屬於超越物的領

域，而且這樣的對象被給予預設了主動構成。在意識之流中可以被掌握的是抽象

的元素（abstract factors）」。8 如此一來，雖然胡塞爾與顧爾維奇兩者的理論，在

較高層次的對象構成的說明上是不同的——這個差異點在於，胡塞爾仍舊預設了

更高層次的對象性，也就是「具體的全體」，而顧爾維奇並不是先作此預設——

但是如果就「純粹知覺的領域」，或是以胡塞爾的概念來說，即「被動綜合以及

聯想的領域」，兩者是一致的。 

在這個層次中，尚未出現「自我」主動的運作，還沒有一個超越意識之流的

「自我」，對自身作一個統一作用。「這個同一性（identity）其自身是被動發生的

結果，而且在其中沒有自我主動性的發生」。9 所以在這個層次，「自我」被動地

產生最低層次的對象性。 

「觸發」（affection；Affektion）的概念在對這個純粹知覺的考慮中被提了出

來。「純粹知覺的考慮是關於超驗感性論（transcendental aesthetic）的領域，在此

所發生的構成是被動的，藉由觸發決定這個構成，而且藉由觸發決定這個構成的

發生（genesis）」。10 「觸發」在這個脈絡下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為它關係到一

個在意識內呈現的「統一性」11 的形成，也就是「對象化」12 的形成。說得更

                                                 
7 Seebohm, Thomas: ”The other i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in: Essay in memory of Aron 

Gurwitsch, ed.: L. Embree. Washington D.C. 1984. pp.283~303. 
8 Seebohm, Thomas, 1984. p.290. 
9 Seebohm, Thomas, 1984. p.290. 
10 Seebohm, Thomas, 1984. p.290. 
11 參照 Husserl, Edmund：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 lectures on 

transcendental logic；translated by Anthony J. Steinbock., Kluwer Acdemic Publishers, 2001. p.207, 

#34.在這一節胡塞爾論證觸發對於統一體的形成是必要的。本書以下皆簡稱為 Analyses.。 
12 在 Analyses.的譯者導言的注釋 21 以及 22 中，p.xliii，史坦巴克（Steinbock）說明他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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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些，藉由「觸發」運作過程的說明，我們便可以理解更高層次的對象性的產

生，或者是說闡明從質料元素中「發展」出形式的可能。13 

再者，如果我要理解這個統一性的形成，並不是預先確定一具體的時間客

體，一個已經完成的對象，不能像在早期討論內在時間意識的方式一般，僅以形

式的方式說明一個已經構成了的時間客體，還要考慮到在時間形式中內容的「綜

合」活動。例如，關於內容的「聯想的喚醒」，以及「帶入當下」的綜合過程。

所以藉由對「觸發」的討論，我才能理解不同的內容在意識中如何讓自我注意，

如何被自我所掌握。 

而這個「觸發」引起的「喚醒」（awakening）以及「聯想」（association）活

動，是在一種普遍的架構中發生的，「這些架構是對比（contrast）/融合（fusion），

配對（pairing），前景（foreground）/背景（background），等等（…）就像是在

顧爾維奇意義之下的格式塔架構（gestalt structures）。它們表現出質素場中的組

織（organization of the hyletic field），而且這個組織並不是被強加於質素場中的」。

14 所以藉此似乎可以說這些普遍的架構並不是已經是先給予於「自我」之中，

而是與這些內容如何藉由其「相似」（similarity）或是「不相似」（non-similarity）

15，來產生這樣子的架構。 

我對塞朋這篇文章的理解是：他企圖說明從意識的被動性的角度來看，如果

把「自我」的統一性當作更高層次的存在，也就像是「格式塔性質」（gestalt quality）

中的架構層次，那麼在意識領域最低層次的場中，已經具足了這個世界以及他者

的影響。就賽朋對第四沉思中四個「自我」概念的說明，自我極（ego pole）的

概念雖然很容易聯想成康德的超驗主體，但是賽朋將其導向另外一種詮釋，也就

是把它當作是意識中的抽象的元素，它的存在依存於其他的抽象元素。 

                                                                                                                                            
Gegenstand 以及其變化形所對其作的理解。胡塞爾使用 gegenständlich 這個詞的時候，有時候
意思是指「具有對象的」（with objects），所以用它來界定一個名詞的時候，就像是 das 

gegenständliche Feld，意思就是充滿著潛在地可能成為顯題的對象的那個場。所以在他翻譯
Gegenständlichkeit 的時候，他翻譯成 objectlike formation 而不是翻譯成 objectivity 或是
objecthood。參見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181 頁，「對象性」條目：「因為這裡所

涉及到的，都不僅僅是狹義上的對象，而且也涉及到事態、特徵，涉及到非獨立的實在的形式

或範疇的形式等等。從這個角度上說，『對象性』意味著最廣泛意義上的『對象』，即在意識中

被構造的東西，無論它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是簡單的還是複合的」。 
13 請參照本研究第五章第四節。 
14 Seebohm, Thomas, 1984. p.291. 
15 或者說是「同質性」（homogeneity）或者是「異質性」（heterogeneity）。Analyses.,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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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賽朋這篇文章讓我對胡塞爾「觸發」以及「超驗感性領域」產生興趣，

所以我企圖藉由這篇文章的導引，從《主被動綜合解析》（Analyses concerning 

passive and active synthesis：lectures on transcendental logic）中的「聯想」以及「觸

發」的概念，以及顧爾維奇對胡塞爾的理解以及批評，來探究意識流中對象的構

成過程。 

 

第二節  研究進路 

胡塞爾在對「懸擱」（epoché）概念的說明時，常使用「笛卡兒式進路」，這

造成一般人將胡塞爾「內在性」與「超越性」的區別與一般所謂的「內的」與「外

的」的區別混淆。因為笛卡兒式進路強調意識「內」的確定性。但是就我的理解，

胡塞爾所懸擱的是現實存在的確定性的設定。16 因為將現實存在的確定性的設

定加以「懸擱」，而還原成「現象」（phenomenon），我才能以「側顯」（adumbration）

界定「內在性」與「超越性」。 

我以耿寧（Iso Kern）對笛卡兒式進路的評論，作為重新說明懸擱和還原概

念的引子。但是我並非要討論耿寧所提及的各種超驗還原的路徑，而是企圖以強

調態度的轉換，也就是以「現象學態度」轉換「自然態度」，來詮釋「懸擱」；而

弱化《觀念 I》第二編第二、三章中，以強調純粹意識的不可懷疑，來說明「懸

擱」的功用。 

另外，我之所以重新詮釋「懸擱」的概念而且強調「側顯」作為內在對象與

超越對象的界定，是由於在發生現象學的分析架構之下，這種「側顯」的給予方

式是「充實」（fulfillment）概念的另一個解釋觀點： 

從意向活動方面來看，感知是一種「真實的展示」（它使被展示之物在原

本展示的基礎上直觀化），與「空泛的展示」（它指明可能的新感知）之間

的混合。從意向相關項方面看，被感知之物是這樣一種以側顯方式顯現的

被給予之物，以致各個被給予的「面」，指明了其他未被給予的東西，這

些未被給予的東西被當作是同一個對象的未被給予的「面」。17 

                                                 
16 Analyses., p.162.  
17 Analyses., p.41. 中文翻譯引自《生活世界現象學》。胡塞爾著，黑爾德編，倪梁康、張廷國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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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觀念 I》的架構之中，卻容易將這種對於「側顯的體驗」理解為是「被

側顯物」18、空間物或是某種意義之下的「超越物」，因為這種混淆而把「側顯

的體驗」誤解為不完全的給予方式，而應該將其「排除」於純粹意識領域。 

接著，本文說明胡塞爾時間意識的幾個基本概念，以及作為充全主體性的單

子發生學。就耿寧的批評，我的確無法確保回憶以及期待內容的真確性，但是我

卻不能否認我的確有回憶以及期待的體驗。在發生現象學架構下，單子（Monade）

便具有其自身的發生歷史以及個別性。就我所理解，解釋「觸發」概念時，這個

單子的發生學之所以必要，是由於「觸發」這個意識活動指的是從某個沉積了的

意識「背景」（胡塞爾甚至稱它作無意識的領域）中，藉由「聯想的喚起」（associative 

awakening），而凸顯出統一的對象性來，成為意識的「前景」，而為自我所「朝

向」（ turning toward；Zuwendung）。如果不先談及「發生現象學」（genetic 

phenomenology）的觀點，這個在「靜態現象學」（static phenomenology）觀點中

的「純粹自我」，就只具有時間的形式而無內容。因為只藉由純粹自我、這個沒

有背景意識的自我，並不能夠說明由於「聯想的喚起」而凸顯出的統一對象性。

「聯想的喚起」必定預設了背景的視域。19 所以本論文中除了說明內在時間意

識的特徵以外，我更加清楚的解釋所謂單子的發生學以及胡塞爾意義之下的「無

意識」（unconscious；Unbewuβtes）是什麼意思。 

再接下來，便是我論文主要處理的文本——《主被動綜合解析》中的「聯想」

與「觸發」概念。本論文中的這個部分是描述在「被動的質素領域」（passive hyletic 

field），原初的「對象性」是如何透過「同質」（homogeneity）或是「異質」

（heterogeneity）的內容而凸顯出來，令「自我」對此「對象性」有一種「朝向」：

一方面對象的統一體浮現出來（come into relief），一方面開始產生「自我」主動

的「掌握」以及「理解」。胡塞爾利用「觸發」的概念來說明「自我」是如何在

被動的領域，開始轉為主動朝向的過程。因為這種主動朝向，「自我」才開始能

                                                 
18 在此我必須再作一個區別。在《觀念 I》中，胡塞爾區別了「側顯的體驗」以及「被側顯物」。

「『側顯』必然與『被側顯物』不屬於同一個屬（…）被側顯物必然只作為某種空間物(它本質

上正是空間的)而非作為某種體驗存立」而在這一段話之後，胡塞爾便開始說明「作為意識的
存在」以及「作為實在物的存在」兩者的區別，他說：「物是超越對物的知覺的，並因而是超

越與其相關的每個意識的（…）相反（…）在任何可能的知覺中，在任何可能的一般意識中，

物都不可能絕對無條件普遍地或必然地作為真實內在的東西被給予。因此，在作為體驗的存在

和作為物的存在之間出現了基本本質上的區別」（《觀念 I》，頁：60）。於是在此我把「側顯」
理解作真實內在的東西，而把「被側顯物」理解作超越於對物的知覺的「物本身」。 

19 參見本研究第四章第四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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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將對象概念化（conceptualization），進行判斷（judgment），所謂「主動綜合」

（active synthesis）才從此開始。從對「被動的質素領域」中各個元素的綜合活

動的描述，到進行概念化以及判斷等等的主動綜合活動，可以說是從胡塞爾的「超

驗感性」的領域發展到「超驗邏輯」的領域。20 

最後，我試圖比較顧爾維奇與胡塞爾，不過主要論點還是賽朋所指出的：「胡

塞爾的『超驗感性論』（transcendental aesthetic）不管是在方法學上或是在基本架

構上都原則上都與顧爾維奇對於『意識場域』（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的進路

一致。而且顧爾維奇用來反對《觀念 I》中某些觀點的批評完全不能用來反對胡

塞爾在超驗感性論中的論點」。21 「質素理論」以及「部份與全體理論」，說明

了顧爾維奇對胡塞爾的主動賦予意義的自我的批評。然而，在被動的質素領域

中，則可以看到一種較為原初的統攝能力，這種統攝能力是在於質料之間的關

係，而不需要特別的心靈活動的介入，所以被稱為是被動的領域。在這個領域中，

感性內容的統合是憑藉著材料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種

較高層次的對象性，也可以把這種對象性直接理解為與「內容」相對立的「形式」。

於是在胡塞爾早期的「內容─統覺」的架構，在此便得到更深一層的闡釋，也就

是統攝內容的形式是從內容之中所發展出來。 

因為這種統覺能力是發生的，如此一來，當我們說被觸發而朝向一個對象的

時候，每個人對這個觸發的感應能力不一定相同，有些人注意到的聲音，其他人

可能完全沒有注意到。此個別差異是在於個別自我的統覺的發生過程未必一致所

造成的。於是我可以看到，這種觸發的理論，與在自然科學意義下描述刺激反應

活動的理論，本質上是不同的。並非某種客觀意義的刺激必然造成某種特定相對

應的反應。就此來說，我可以把這些掌握對象的差異理，解作是「動機」

（motivation）的差異。 

行文至此，已粗淺的說明了上文提過的「內在性中的超越性」，也就是這種

在被動性中的統攝能力；也說明了每個人對觸發的感應能力之不同，此乃出於統

                                                 
20 胡塞爾的《形式與超驗邏輯》是從在自然態度下的「邏輯」來切入現象學。然而「形式邏輯」
需要一個「構成邏輯真理的主體成就」(subjective accomplishments that constitute logical truth)，
也就是「超驗邏輯」。而只有從「超驗現象學的感性論」（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的研究，或說是「被動領域」（sphere of passivity）的研究，我們才能掌握傳統的邏
輯法則的有效性。再者，被動綜合的質領域的研究是為了主動綜合作準備，並不能單獨看待。
參見 Analyses.,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p.xviii~xxii. 

21 Seebohm, Thomas, 1984. 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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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差異，或者可說是動機的差異。在本研究的結論部分，我提出了個隱匿在這

些內在知覺活動討論背後的主題，也就是「周遭世界」﹙environing-world﹚。這個

主題在《主被動綜合解析》中雖然沒有完整的談及，但是書中的許多研究，卻可

以說為了「周遭世界」這個主題作了準備。例如：關於側顯、無意識以及前意識

或是被前給予的世界的研究，都可能關涉到「周圍世界」這個主題。在本研究中，

我把重心放在觸發以及主動朝向的過程，所以「周遭世界」我便置於結論部分作

為本論文的延展與發展，以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