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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注意力以及主體性 

 

在前一章談及聯想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在內容之間動態的競爭或是協調的

過程中，我漸漸掌握到對象性。這意味著，在這樣被動的發展過程中，某種掌握

對象的形式從內容中「生」出來。這種架構的形式包括了：對比/融合、配對，

和前景/背景…等等。這意味著「自我」開始產生一種主動掌握的能力。因此我

才可以理解賽朋所說的：「自我並不是被質素與料所觸發，而主要是被對比的現

象所觸發」。222 也就是說，因為質素之間需要靠著彼此才能凸顯出來223，這意味

著凸顯出來的對象性是依據質素之間的關係。當只有質素與料而尚未發展出形式

架構的時候，自我尚無法掌握這些材料，無法理解，也無法賦予意義；而當質素

與料從底層的被動綜合活動中發展出形式的架構（在引文中舉出的是「對比」），

自我便從被動性領域轉向主動的朝向，也就是被觸發了。 

這一章的目的是要比較胡塞爾被動綜合領域，與顧爾維奇的意識場域。在對

兩者比較的過程中，我更可以清楚說明形式從內容中「生」出來的意思。首先，

為了這個目的，我先說明在《觀念 I》中「質素」（hyle）與「型態」（morphe）

之間的關係以及顧爾維奇對此之批評。簡單的說，顧爾維奇所反對是，不需要在

質素與料之上，硬是加上一種心靈活動，作為統覺的功能。再來，說明賽朋以格

式塔性質來詮釋胡塞爾在被動綜合的層次之中，發展出的形式架構，並以此來重

新定義胡塞爾在算數哲學中所提的「第二序的感覺性質」（a sensuous quality of a 

second order）或是「形態因素」（figural factors）。最後，藉由「聯想學說」企圖

說明一種「統覺的發生學」（the genesis of apperceptions）。224 

 

第一節 注意的活動 

在對主、被動綜合解析的說明之後，已經對胡塞爾在時間的形式之中「對象

性」的形成有所描述，也就是藉由聯想以及觸發的意識活動，形成較低層次的統

一體概念，因而我能夠逐漸被這個對象所吸引，朝向這個對象。這個較低的構成

                                                 
222 Seebohm, Thomas, 1984. pp.291~292. 
223 胡塞爾提到：「在此交互連結中，這個單一的與料為了其觸發的力量，是基於其他的與料，如

同其他的與料是基於這個單一的與料」。Analyses., p.197. 
224 Analyses.,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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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是被動綜合的層次，也就是「自我」並不主動地進行構成活動。 

由於胡塞爾特別強調最為本質的時間形式，所以他並未充分發揮關於對象的

研究面向。而顧爾維奇則發展了在意識領域中關於「質料攸關性」以及「意識場

域的組織」，這些決定了自我對於感性材料的掌握，而補充了胡塞爾對「內容」

分析的不充分。 

顧爾維奇認為，被注意到的對象從意識場中突顯出來，成為主題（theme），

是取決於「質料的攸關性」以及「意識場的組織原則」。他批評胡塞爾在感覺材

料之外硬是加上了「我思的因素」，這是顧爾維奇所理解的自我的主動性。胡塞

爾對於主動綜合以及被動綜合的區分，重點不在討論「我們的意識活動到底是主

動的還是是被動的」。胡塞爾主動綜合以及被動綜合的區分，並非兩者擇其一的

區分，而是把它們兩者區別成不同的樣態，或說是不同的過程，所以對胡塞爾來

說，被動的質素領域的分析，是為了較高層次的對象分析。225 

然而，由於胡塞爾特別強調奠基與原初性，所以在開始研究語言的使用，進

行描述、概念化、判斷以及審查的活動之前，應當往回探討這個語言描述之前的

「超驗感性領域」，而「超驗感性領域」才是胡塞爾所謂的被動領域，也可以說

是顧爾維奇的「純粹知覺領域」。觸發運作一個拉力，而使自我朝向於這個對象

性之後才算主動綜合的部分，自我開始有主動掌握的動機，於是我賦予它一個名

稱、對它進行描述、判斷等等。 

於是「觸發」概念便成為這個由被動綜合轉向主動綜合的轉捩點。在顧爾維

奇的說明中有個例子： 

我們如何去說明「掌握」（taking into grasp; holding in grasp）的描述的本

質？我坐在此，而且讓思維經過我的心靈（cross my mind），例如像是一

些數學的定理，它們自身呈現給我，而我沒有對其中任何一個對象主題地

（thematically）加以處理，或多或少我意識到許多隱晦、混亂以及沒有被

連結之﹙unarticulated﹚思維的，在初期狀態的（nascent state）命題。突

然一個「指向」（orientation）進入這一連串未被排列的（unordered）數學

想像與思維；仍然只是流過（flowing by）的東西關聯到了（requires 

relatedness to）我，清楚地而且連接地（articulately），意識到作為我的主

題的思維，以及關聯到了主宰我的意識場的思維，中心化以及指向於它。 

                                                 
225 Analyses., 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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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連串漫無目的（wandering）思維現在不再被經驗到了。依據其與

主題的質料關聯性（material conectedness），那個屬於意識背景的東西，

獲得了在主題場中確定的位置。我們便說主題場已經被產生，而且 1)意

識場已經獲得一個中心，2)而這個主題的場已經被組織關聯於它。226 

胡塞爾與顧爾維奇對於「注意」活動的觀點的差異可以作為這兩位哲學家對

自我主動性概念的討論的起點。胡塞爾是從「主體的」（subjective）、「思維的」

（noetic）角度來分析意識活動，而顧爾維奇則是強調「客體的」（objective）、「思

惟對象」的（noematic）方向： 

胡塞爾的研究大部分是沿著「思維」（noetic）的路線進行，而不是「思惟

對象」（noematic）的路線。這並不意味著這個思惟對象的意識面向被漠

視或是忽略，而是他幾乎總從思惟這一邊來進行，而且更密切的關心後

者。227 

胡塞爾這個強調「思維面向」的研究進路，成為顧爾維奇對胡塞爾的主要批

評。228 從胡塞爾這個「思維面向」的進路中，一個核心的困難就是「質素」的

概念，下節以此來比較胡塞爾與顧爾維奇對於「感性與料」構成「對象」的不同

說明。 

 

第二節 顧爾維奇對胡塞爾「質素」概念的批評 

顧爾維奇在討論他「部分與全體」的理論之時，重新審視了胡塞爾「質素」

（hyle）的概念。他對胡塞爾「質素」概念的批評以及改造，成為顧爾維奇「全

體與部分理論」的立論基礎。顧爾維奇說，「那個理論（hyle 的理論）的重要性

超過了部分與全體理論」。229  
                                                 
226 Gurwitsch, Aron,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y, Evanston, Wy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204. 
227 Gurwitsch, Ar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ry of science, edited by Lester Embre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51n. footnote: 12. 
228 事實上，在《主被動綜合解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胡塞爾在說明回想（recall）或
是喚起（awaken）這類聯想活動時說：「維持在現象學的還原中，這個聯想的關係特別關於在

各別的所識模態（noematic mode）中被給予的對象本身，也就是，交互相關地，它（聯想的

關係）關於這個對應的（corresponding）意識模態」。Analyses., p.166. 
229 Gurwitsch, 1966. 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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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塞爾在《邏輯研究》中為了修正布倫塔諾的觀點，也就是布倫塔諾並不區

分「感覺內容」（sensation）以及「意向對象」（intentional object），所以胡塞爾

區別了這兩者： 

「感覺內容」（sensation）是直接的、「內在的」（immanent）意識與料，

至於對立於「感覺內容」的，是「意向對象」（intentional object）及其對

象的性質 （ objective properties ），這些對象的性質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而且藉由那種把感覺與料「統握」（apprehension）起來

的活動，而被間接地給予（…）所以感覺與料不在直接的經驗中被知覺到，

而且不是意向的。只有藉由反思的活動，「感覺內容」才成為「對象」。230 

在此，「超越」的意思是超越於直接被給予的雜多材料，而具有將雜多材料

「立義」的意義。藉由「立義」的功能把未經加工過的材料整個地掌握成「對象」。

所以這意味著布倫塔諾（Brentano）尚未區分這個胡塞爾稱做「原初內容」——

亦即完全沒有經過加工的感性與料——和具有意向活動的立義功能。 

當我們看到阿拉伯式的花紋（arabesque），我們可能把那個花紋看作是「純

感性的對象」（mere aesthetical object），或者我也可能看作是「符號」（sign）——

屬於某種語言的一組符號。「胡塞爾把這種所經歷的改變（changes）解釋作意識

的變異（modifications）而不是內容本身的變異」。231 這個例子要說明的是，我

們的確可能有這種尚未經過處理的經驗材料，而後因為意識活動對其解釋不同，

而具有不同的意義。胡塞爾藉此批評心理學家的解釋，也就是批評以下這個論

點：「感覺內容（sensation）是心靈對身體上所給予的刺激做出的反應，其隱藏

起來的原因（hidden cause）超越意識而在世界本身，只能藉由科學的解釋而間

接地探究。」進一步，「胡塞爾在《邏輯研究》中把這個分析擴展到知覺，他放

棄布倫塔諾作為具有內在內容的意向（intention as possession of an immanent 

content）這種觀念，也就是在洛克白板（tabula rasa）的意義之下的純粹被動的

與料知覺」。232 

胡塞爾在《觀念 I》85 節中，再進一步澄清「感性與料」以及「意向的統握

                                                 
230 Rabanaque, Luis Román, “Hyle, Genesis and Noema”, Huseerl studies 19, 2003. p.206.  
231 Rabanaque, Luis Román, 2003, p.206. 
232 Rabanaque, Luis Román, 2003, 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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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的架構。233 他區分了兩個元素，一是在《邏輯研究》中稱做初級內容

的一切體驗；第二是帶有意向性特性的體驗或體驗因素。接著他說明這區別何在： 

某些感性的體驗屬於第一類，它們在最高屬上是統一的，如顏色感覺材

料、觸覺材料和聲音材料這類「感覺內容」（…）我們把這些「具體的體

驗材料」看作是在包容更廣的「具體體驗」中的組成成分，後一種體驗整

個來說是意向性的；於是我們看到在那些「感性因素」之上有著似乎是活

躍化的、給予意義的﹙或本質上涉及意義給予行為的﹚層次，「具體的意

向體驗」通過此層次從本身不具有任何意向性的感性材料中產生。234 

胡塞爾把「感性的」、「材料」這類的描述，歸給第一類的區別。235 所謂第一類

的「初級內容」，在此被稱做「具體的體驗材料」，而「具體的體驗材料」是胡塞

爾所謂的「包容更廣的具體體驗」的組成成分，他給予這個「包容更廣的具體體

驗」的描述是「意向性的」。因此，上文中所謂的「初級內容」，也就是「具體的

體驗材料」、「感覺內容」或是「感性因素」，是「包容更廣的具體體驗」的一部

份，在「包容更廣的具體體驗」之中，除了在此稱作「初級內容」的組成成分之

外，還有一個使「初級內容」活躍化，或說是激活這些「初級內容」的元素。這

「活躍化」或是「激活」的意思就是，讓「體驗材料」不再只是材料，而是賦予

了它們形式以及意義。因為在「具體的意向體驗」中，包含著「體驗材料」以及

這個「激活」的層次。所以回到胡塞爾所區分的這兩個元素，「帶有意向性特性

的體驗或體驗因素」包含了「在邏輯研究中稱做初級內容的一切體驗」，「初級內

容」是「帶有意向性的體驗」的組成部分。 
                                                 
233 在《觀念 I》36 節中已經提示了「意向性體驗」。他說：「一般而言，每一實顯性我思的本質

是對某物的意識（…）體驗是對某種東西的意識，例如，一個想像是對某確定的怪獸的想像，

而一個知覺是對某個現實的對象的知覺，一個判斷是對與其相應的事態的判斷，如此等等」。
然而胡塞爾把「體驗」理解作可以在體驗流中發現的任何東西，也就是說，不只是可以在充分
具體性中進行的實顯的和潛在的思維行為，而是還包括在「真實內在因素」中可能出現的任何
東西。所以胡塞爾又說：「並不是在一意向體驗本身的具體性統一體中的每一真實內在因素都

有此意向性的基本特性，即『對某物的意識』的特徵。例如，這涉及在對物體的知覺直觀中起

著如此重大作用的一切『感覺材料』」。 
234《觀念 I》，頁：143。 
235 在此，或許容易把胡塞爾所作的區分直接就對應成「質素」與「型態」的區分，但是如果就
胡塞爾的脈絡來看，第一個區分顯然是指「無形式的材料」，也就是「質素與料」，而第二類的
區分並不就是指「型態」，而是包括了「質素與料」的整個具體的「帶有意向性特徵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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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塞爾接著對「初級內容」以及「感性的」這個術語或是描述方式進行改進。

胡塞爾認為這些詞語以及描述的方式已經不能表示「單純感性質料的體驗」，而

且會產生許多歧異性。所以胡塞爾說：「因此無論如何，我們需要一個新詞，它

通過功能的統一性和與構成性特徵的對比來表達這個類全體；為此我們選擇質素

的（hyletische）或質料的（stoffliche）材料，甚至簡單地說質料（Stoffe）」。236 

胡塞爾從上文所謂「包容更廣的具體體驗」之中，將作為單純感性質料的體

驗區分出來，而稱做「質素材料」，接著，他把在這個「包容更廣的具體體驗」

之中另一個元素，也就是使質料成為「意向的」的東西，加以重新定位。「現在

我們引出了『意向作用因素』（noetischer Moment）一詞，或簡稱為意向作用

（Noeses）。這些意向作用構成了在其最廣義上的努斯（Nous）一詞所特有的因

素」。237 

於是胡塞爾在《觀念 I》85 節將之前在《邏輯研究》中使用過的概念重新釐

清，將「初級內容」這個概念成功地確立為指稱「單純感性質料的體驗」的「質

素」概念，而在「包容更廣的具體體驗」中，使質料成為「意向的」的東西，確

立為「意向作用」（Noeses）的概念。是以，在《觀念 I》85 節結尾，胡塞爾說： 

因此我們堅持用「意向作用」﹙noetische﹚一詞，並且說：現象學的存在

流具有一個「質料層」和一個「意向作用層」（…）與「質料」（Stoffliche）

特別有關的現象學考察和分析可被稱做「質素」（hyletische）現象學的考

察和分析，正如另一方面那些與「意向作用」因素有關的考察和分析可被

稱做意向作用現象學的考察和分析一樣。238 

在這釐清的過程中，胡塞爾把在《邏輯研究》中已經使用了的「感覺內容」

（sensation）的概念，清楚的作了個區分，於是在區分「質素」以及「意向作用」

之後，便確立了「感性的質素」以及意向作用所賦予的「意向性的型態」（morphe）

之間的二元關係。239 而對於沒有形式的「質素」以及意向作用所賦予的「意向

                                                 
236《觀念 I》，頁：144。 
237《觀念 I》，頁：145。 
238《觀念 I》，頁：146。 
239 索科羅斯基在 The Formation of 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 p.140. 區別意向形式以及感
性材料的限制。他引了胡塞爾在做這樣子的區別時，自己所做的保留。「這個層級不下降到組

成一切體驗時間性的最終意識的晦暗處，而是把體驗看做內在反思中呈現的統一過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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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型態」這樣子的區分也正是顧爾維奇所批評的核心。240 

顧爾維奇用胡塞爾《邏輯研究》中討論「物質的符號」（physical sign）和「指

意的意向活動」（significational intention）的區分，企圖更具體地說明在《觀念 I》

中「質素與料」（hyletic data）以及具有賦予意義的功能的「意向性的型態」

（morphe）之間的差別。顧爾維奇引述到： 

如果我們將興趣首先轉向符號本身（sign itself），例如轉向被印刷出來的

文字（word）本身，那麼在「物理的符號現象」（the appearance of physical 

sign）和為它打上表述烙印的「含義意向」（significational intention）之間

的描述性區別就會最清楚地表現出來。如果我們這樣做，那麼我們便具有

一個和其他「外感知」（external perception）並無兩樣的外感知（或者說，

一個外在的、直觀的表象），且這個外感知的對象失去了「語詞的性質」

（the character of being a word）。如果它又作為語詞起作用，那麼對它的

「表象的性質」（the character of presentation）便完全改變了。241 

在這個引文中所區別的，是「物理的符號現象」（the appearance of physical 

sign）和「含義意向」（significational intention）。換句話說，就是我對於「符號」

的掌握，我可能可以掌握這個符號的物理形狀，也就是「物理的符號現象」，也

                                                                                                                                            
I》，頁：143﹚而且在法譯本的注釋中，保羅‧利科也說到：「由於未曾下降至構成體驗的全部時

間性的最終意識之晦暗深處，觀念的分析將始終是相對於超驗意識性的」。﹙《觀念 I》，頁：426﹚ 
240 顧爾維奇對胡塞爾「質素」概念的整理如下：「在『質素與料』（hyletic data）之上有一個『作

為激活功能的賦予意義的層』（animating sense-bestowing stratum），單純想像也就是這個思維

（noetic）的層，意識是從該層導出作為意向意識的特殊意義。這個意義賦予的層是指在一個

具體經驗中，真正心理（genuinely psychic）的東西。努斯（Nous）把質素轉換成意向經驗；

由於努斯，某物在主體的過程/體驗（subjective processes）中被意指。努斯有意向的指涉

（intentional reference）或是呈現的（presentational）或是使呈現的（presentifying）功能。那

個在其本身沒有意向性的感性內容（sensuous），異於感覺（sense），是純粹的與料。質素本身

意指的就是純粹地被給予的（merely given），需要藉由思惟活動的功能給予意義以及排列

（order）的眾多內容。質素本身是『無形式的材料』（formless stuff），純粹地呈現，而且除此

之外就沒有別的了」。Gurwitsch, 1966. pp.253-254. 於是胡塞爾的「質素」（hyle）概念指的是
完全沒有被賦予意義或是形式的材料，至於賦予意義以及形式的是思惟的層，也就是所謂的努

斯，或說是型態（morphe）。如此一來便把「質素」以及「型態」置於意識活動的兩個層。 
241 Gurwitsch, 1966. p.254. 顧爾維奇引自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頁：39。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A40/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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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掌握它的「意義」，也就是「含義意向」。242 例如，當我在十字路口看到紅

燈亮時，我可以把這個現象，掌握成「紅色光線」或是掌握成「禁止通行」。 

胡塞爾這上面的區分，可以簡單說成對於這個統一活動的「物理以及心靈觀

點」（physical and mental aspects）的區別。「物理」的觀點意為注意力指向「感

性層面的物理事實」，例如它是紅的（某種顏色的或說是視覺的體驗）、圓的（某

種形狀的或是型態的體驗）等等；而心靈的觀點則是注意力所指向「被意指的東

西」，例如：紅燈停、綠燈行，的交通號誌的意義。 

「注意力」是指向物質觀點（指向「符號」）或是指向心靈觀點（指向「被

意指的意義」），取決於思維的活動。於是，顧爾維奇歸結胡塞爾主張如下：「在

統一的全體活動（unitary total act）中，物理觀點和心靈觀點的區別，是藉由

活動（activity）的差異而被描述（…）這個佔優勢的活動屬於意義賦予的活

動」。243 

顧爾維奇的行文脈絡是把在《觀念 I》中的「質素與料」（hyletic data）或說

是「無形式的材料」，以「物理的符號現象」或是「作為感性複合體的單純語詞」

來說明，就好像其質素與料是沒有被我所指意地理解的「指標」，我只被直接給

予了其顏色、外形等感性材料，卻沒對它賦予意義；而「作為激活功能的賦予意

義的層」、具有賦予意義功能的「意向性的型態」（morphe），或是「努斯」（nous），

則以「含義意向」或是「有含意的語詞」來說明，亦即給予這個指標一個意義。 

在這樣的說明之後，顧爾維奇舉了個例子。他說如果給會中文的人以及不會

中文的人看同一個中文字，這兩個人的差別不只在於會中文的人能理解而不會中

文的人不能理解，而且這個字對會中文的人以及不會中文的人來說，看起來也是

                                                 
242 在《邏輯研究》另一個章節，則區分為「作為感性複合體的單純語詞」與「有含意的語詞」。
我們從本己的經驗（our own experience）出發而完全知道，是什麼東西將「作為感性複合體的
單純語詞」（the mere word as a sensuous complex）與「有含意的語詞」（the word as significant）
區分開來。當客體被我們看作是「象徵」（symbol）時，這個客體的「感性顯現」（sensuous 

appearance）並不發生變化；或者反過來說，當我們不考慮通常被看作是象徵的客體的「指意
性」（significancy）時，這個客體的「感性習性」並不發生變化。同樣，在這裡並沒有什麼新
的心理內容被附加到老的、獨立的心理內容上去，彷彿在這裡存在著一批或一組同樣合理的內
容（congenerous content）。但是同樣內容卻改變了它的「心理顯現」（psychic appearance），給
我們帶來另一種感覺，不僅在紙上的感性筆劃顯現給了我們，而且這個物理顯現被看作是我們
所理解的「符號」（sign）。Gurwitsch, 1966. p.254. 顧爾維奇引自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第
一部分，頁：65。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A66/B66. 顧爾維奇引自胡塞爾《邏輯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頁：65。 

243 Gurwitsch, 1966.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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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樣的。在這個例子中，中文字型就是「物理的符號現象」，而會中文的人就

能對它「賦予意義」。 

這一點應該就是胡塞爾與顧維奇兩者對質素（hyle）問題差異的核心。顧爾

維奇認為當我們對「物理的符號現象」賦予意義，便重新排列或是組織了這些「質

素與料」；但是對胡塞爾來說，必須維持這個無形式的質素層次。 

但是為什麼對會中文的人以及不會中文的人來說，同一個字看起來會不一樣

呢？顧爾維奇的解釋是： 

直接給予我們的，或說是我們知覺到的，並非相同對象。若是堅持「質素

與料」是被「賦予意義的活動」以及「理解的活動」所組織（organized）

或是架構（articulated），那麼我就不能說，作為物質物件的紙上文字的顯

現（appearance），就其感覺性的觀點（sensuous aspect）來說，不會被這

個「激活的活動」（animating acts）所改變。如此一來，這個表述的「心

靈的觀點」，就會形塑（form）或是架構（articulate）其「物質的觀點」。

244 

顧爾維奇認為，如果按照胡塞爾的解釋模式，將知覺活動區分成兩個層級，

「材料的層級」是被「形式的層級」所組織，那麼當「意義賦予的活動」對這些

「質素與料」進行組織的時候，便意味著改變了「質素的與料」，也就是這些「質

素與料」只被給予為一些感覺性質，或是還被給予為一些意義。是以對於這兩個

人來說，他們所直接被給予的，或說他們所知覺到的，並不是同樣的對象（not the 

same object），如此便不能堅持有個不具形式的質素與料，未被意義賦予的活動

所影響。 

不過顧爾維奇幫胡塞爾所設想的辯護是：「胡塞爾正確地把『指意的活動』

（signifying act）考慮成『被奠基的』（founded）活動，這個被奠基的活動預設

了個『物理基層』（physical substratum），而且與那個它所奠基的顯現（appearance）

融合進入『統一的整體活動』（unitary total act）中」。245 所以就顧爾維奇來說，

胡塞爾仍然可以藉由將這個「指意活動」建立在所謂「物理基層」之上，也就是

建立在感覺性質之上，例如紅色，或是圓形，如此來說明仍舊有未具有形式的「質

素與料」的層次，在這個物理的或者說是感性的基層下。 

                                                 
244 Gurwitsch, 1966. p.255. 
245 Gurwitsch, 1966. p.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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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顧爾維奇便繼續追問，「如果這樣被考慮的話，這個『意義賦予活動』

就需要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而被架構的『奠基的基層』（underlying substratum）。關

於這個『無形式的質素的架構』（the articulation of the formless hyle）的問題就被

往後推了。據此，在『意義賦予的活動』（meaning-bestowing）與無形式的『感

性質素與料』（sensuous hyletic data）之間，為了要能產生『架構』，便要設想另

一個『意向活動的中介層』（noetic intermediary stratum）」。246 

所以原來以為的對應關係，也就是「質素與料」對應著「物理的層次」（感

性的層次），而「意向活動」對應的「意義賦予」的層次，例如交通號誌的感性

材料對應著它所代表著交通規則的含意，這樣子二元的關係，在顧爾維奇的說法

之下，因為必須要維持「無形式的質素層」，它在知覺活動中不改變，於是必然

要在「意義賦予活動」與「無形式的質素材料」之間加入中介的層次。 

若就胡塞爾來說，必須維持「無形式的質素層」，那麼在「意義賦予的活動」

與「無形式的質素與料」之間，需要有個層次介於兩者之間，而在一個統一整全

的意識活動運作的時候，既要維持「無形式的質素層」，又要作為「意義賦予的

活動」的奠基。但是照顧爾維奇的看法：「這個中介層是無法藉由純粹的描述分

析所查明」。247 也就是說，我無法確定這個中介層是具有形式或不具有形式，是

具有意向功能或不具有意向功能。 

顧爾維奇最後結論說： 

一個「感性項」（sensuous item），如我們所顯示的，可以以許多方式，以

及沿著注意、態度、統握的手法（manner of apprehension）等不同的方向

的改變，而可以被轉換（altered）。這樣一個品項（item）並不是一個其自

身具有已被決定了的性質的「恆常與料」（constant datum）；在不同的案例

中，會隨之改變。無論如何，並沒有一個「質素與料」是獨立於「更高的

層級」（higher stratum）。「感性項」要成為其在一個被給予的情況之下，

所是的東西，它必定要在其「被組織了的架構」（organized structure）的

位置中。248 

顧爾維奇順著胡塞爾的設定而推導出了個無法解決的困難，因而取消了胡塞爾

                                                 
246 Gurwitsch, 1966. p.255. 
247 Gurwitsch, 1966. p.255. 
248 Gurwitsch, 1966.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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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hyle）與「型態」（morphe）的區別。「嚴格意義之下的『質素與料』，

它缺乏所有的架構（articulation），所以是完全不存在的」。249  

雖然我對顧爾維奇以《邏輯研究》中「物質的符號」（physical sign）以及「指

意的意向活動」（significational intention）的區分，來說明「質素」與「型態」的

區別仍有疑慮，250 而且「質素」的概念從邏輯研究之後到《觀念 I》仍有許多意

義上的擴充以及變化，這是顧爾維奇沒有考慮到的。但是即使如此，就這個結論

來說，我們仍然可以理解他將胡塞爾的理論應用在格式塔理論的蘊意。 

作為一段旋律中的音符與另一段旋律中，相同音高、拍長等等的音符，並不

具有相同的功能。這個音符的功能是什麼，是基於一段旋律的脈絡之中。所以就

顧爾維奇認為，一個感性與料要被給予，必定已經是在架構之中。 

第三節 「部份與全體」以及「格式塔性質」 

關於「部分與全體」的問題在胡塞爾與顧爾維奇之前已經有許多的討論。埃

倫斐爾斯（Ehrenfels）問：「一個『呈顯出來的複合體』（presentational complex）

是否多於包含在此複合體內各個部分的『總合』（sum）？」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而且說：「對於格式塔性質存在的證據，是在於旋律以及形狀的相似性，儘管它

們『聽覺』或是『空間』基層（substrata）是多樣的」。251  

就埃倫斐爾斯的說明，如果知覺活動只是一些元素的總合，就像是個別的音

符組合成一段旋律，那麼在旋律移調（transpose）的狀況下，雖然這些元素都不

同了，但是一般人可能仍然察覺不出其中的差異；或者，在另一個例子中，如果

這段旋律，有一些音符改掉了，我們仍然可以察覺出這是相似的旋律。此例證似

乎意味著我們的知覺活動並不只是一群感覺元素的集合，因為在「移調」的例子

                                                 
249 Gurwitsch, 1966. p.256. 
250 在顧爾維奇的論述中，他把「質素」與「型態」的區分分類成一種「一般的理論」，而《邏輯
研究》所說的「物理的符號」與「指意意向」的區分是一種「『質素』與『型態』的一般理論」
的範例式的「特殊分析」。而為什麼能夠把這些「『物理的符號』與『指意意向』的分析」，當
作是「『質素』與『型態』」的一個範例識的特殊分析，是由於對象性立義與理解的立義的相似
性。顧爾維奇引述《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頁 72）說：「這種理解的立義與那些（以各

種形式進行的）客體化的立義很接近的，在這些客體化立義中，對一個對象（例如一個『外部』

事物）的直觀表象（感知、虛構、反映）借助於一個被體驗到的感覺複合而產生給我們」。但
是在顧爾維奇所引述的段落的下一句，胡塞爾馬上便說：「然而，這兩種立義的現象學結構是

完全不同的」。不過，是否如故爾維奇所說，這樣的差異對於這個分析脈絡來說是幾乎不重要
的（hardly matter），或者這個差異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在這很難做清楚的判別。 

251 Gurwitsch, 1966.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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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些知覺元素可能都完全不同，但是一般人卻幾乎察覺不出差異，或至少覺

得十分相似。這個相似的感覺是怎麼來的呢？埃倫斐爾斯解釋說：「一段旋律可

能不只是被考慮成這些音符的總合。除了一般傳統心理學元素意義的與料之外，

一段旋律是伴隨著其自身特殊本質的與料」。252 埃倫斐爾斯稱這些外加的與料為

「格式塔性質」（Gestalt-qualitäten）。 

所以，埃倫斐爾斯在感覺材料的集合之上，加上一層所謂「格式塔性質」的

元素，以此方式來說明「一群單一音符的集合」以及「一段旋律」之不同。根據

這個理論，在一般的知覺活動中，我們察覺到「一段旋律」，意味著知覺在感覺

元素之上還加上了格式塔性質的層次。「所以這樣的層次，對於格式塔性質的出

現，是必不可少的；格式塔性質是附帶於這個層。格式塔的層是在感覺複合體

（complex）之上的新元素（new element）」。253 

類似這種「作為諸元素集合的層」（the substratum as a sum of elements）以及

「作為新的心理元素的格式塔性質」（the Gestalt-quality as a new psychic element）

的這樣子的區別，也在邁農（Meinong）的理論中出現。就邁農的術語，他區分

為「下級元素」（inferiora）以及「上級元素」（superius）。顧爾維奇寫到： 

這些「作為奠基功能的客體」（founding objects），也就是這些關係存在於

其間的諸項目（terms），或說是組成複合體的諸元素，是「下級元素」

（inferiora）；而這個「關係」（relation）本身，例如：相似性關係，或是

複合體性質的關係，就像是在埃倫斐爾斯意義之下的「形式性質」

（form-quality），即「上級元素」（superius）。因為「上級元素」是預設或

是需要其他客體存在的那種客體，邁農就把它們稱為「較高層級的客體」

（objects of a higher order；Gegenstände höherer Ordnung）。「關係」和複合

體是較高層級的客體。254 

這樣的區分為構成了班紐斯（Benussi）的理論基礎，而為「持續性的假設」

（constancy hypothesis）提供了進一步的基礎。 

對於班紐斯而言，感覺與料必定來自客觀的刺激，但是這個刺激只造成純粹

的感覺。所以多於這個純粹感覺的部分，必定有個外加的起源。基礎的感覺與料

                                                 
252 Gurwitsch, Aron, Field of consciousnes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57. 
253 Gurwitsch, 1964. p.57. 
254 Gurwitsch, 1964.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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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意識活動中被不同地分組，而產生不一樣的感覺性質。所以班紐斯仍然也區

分出兩個層次。而且，作為基礎的與料會因為分組的不同而相互影響、修正。重

點是，班紐斯設定必然有個先在的因果刺激，這個因果刺激並不如呈顯在知覺中

的感覺性質一般會被不同地分組，而是一個持續的假設。 

關於現在所談及的問題，顧爾維奇提出了胡塞爾在《算數哲學》（Philosophy 

of Arithmetic）中所作的討論。「胡塞爾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在瞬間掌握到感覺

的多數，不是從一個到另一個的掌握，而是一下子就掌握到全體」。255 也就是說，

當我們看到一群鳥飛過的的時候，我並不是從一隻鳥到另一隻鳥來掌握，也許一

下子就掌握了十隻飛過的鳥，我才說一「群」鳥。同樣的狀況也出現在我們認識

一「支」軍隊或是整片天空的星星。所以胡塞爾的問題其實就是：我們怎麼掌握

「多數」的概念？ 

事實上並不能真正的（genuine；eigentliche）掌握「多數」（plurality）。

如果要掌握「多數」就要通過「真正的呈現」（genuine presentation），「多

數」中包含了多少的元素就要有多少的活動，每個活動都掌握其中的元

素。除了這些個別掌握的活動，有一種概括（colligation）的活動也是必

須的。因為「概括的活動」預設了「個別掌握的活動」，所以前者相較於

後者是第二序的。當有數以百計的元素在一瞥之下，被知覺為此一「多數」

中的成員之時，對於「多數」的真正掌握就不能被設想會發生。評價與駁

斥了許多的解釋後，胡塞爾認為最滿意的解釋是：在每個知覺顯現

（appearance）中，感覺與料的聚合物（aggregates）必定呈現出一種「標

記」（mark），藉由這種「標記」這些聚合物立刻被認作是「多數」。該標

記必定包含了能被立刻知覺到的特徵，必定包含了在知覺中被給予時會被

連結於聚合物的「第二序的感覺性質」（a sensuous quality of a second 

order ）。如果這樣的標記，或是如胡塞爾所稱的「擬-性質特徵」

（quasi-qualitative characters），事實上可以在經驗中確認，那麼把感覺的

聚合物掌握成「多數」就沒有困難了。256 

當我們在知覺這些「多數」的時候，例如：一「隊隊」的士兵、一「群群」

的羊，我們所具有的，已經是「隊」或「群」這類量詞的多數概念，這些多數概

念因為它們的「特性」不同而被賦予了「一隊」、「一群」的用詞，比如，「一堆

                                                 
255 Gurwitsch, 1966. p.252. 
256 Gurwitsch, 1964.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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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用來指的就是堆積起來，成堆狀的東西，像是稻穀或是沙堆；而「一群群」

指的就是群居在一起的鳥禽或是獸類。此即胡塞爾所說的「第二序的感覺性質」，

胡塞爾用「形態因素」（figural factors）來指稱這種「特性」。顧爾維奇說：「這

種『形態因素』，與埃倫斐爾斯所謂的『格式塔性質』幾乎是沒有差異」。257 

顧爾維奇對於埃倫斐爾斯、邁農、班紐斯與胡塞爾的評論中，雖然都指出了

上下兩層的知覺模式，但是顧爾維奇所關注的，卻是這幾種區分上下兩層的知覺

模式之間的差異。 

在這樣的分析中，一開始埃倫斐爾斯所問的問題，亦即「呈顯出來的複合體」

（presentational complex）是否多於包含在這個複合體內各個部分的「總合」

（sum），便被引導出來。以上所列出的幾種理論都顯出二元的解釋方式。 

胡塞爾與埃倫斐爾斯的主張是，基礎的與料不變。而班紐斯的主張則是基礎

的 與 料 會 變 。 如 此 意 味 著 就 胡 塞 爾 仍 堅 持 著 一 種 「 持 續 性 的 假 設 」

（consistency-hypothesis）。因為胡塞爾維持著這種概念，以致於在對全體與部分

問題的分析中，把可分的獨立部分定義成在意識的變化中，仍然保持不變之物。

但是就顧爾維奇的分析，胡塞爾所謂的可分的獨立部分仍然是在「格式塔的全體」

中不可分的構成要素。 

顧爾維奇對胡塞爾部份與全體理論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對此議題的許多類說

法，而胡塞爾屬於「在區分兩個知覺層次之後，維持著基礎元素仍然同一」的說

法。在《意識場域》中顧爾維奇說到，胡塞爾認為： 

更高階的感覺性質，也就是奠基於原初感覺與料之上的那個感覺性質，對

於在其中奠基的元素來說是附加的，這些元素並不受他們所奠基的性質影

響（…）這些元素可以被分離地經驗。甚至當其未被分離地給經驗到的時

候，每個元素都依然維持其獨特的現象學同一性。258 

顧爾維奇以由音符組成旋律或是由線條組成圖形為例。在胡塞爾的立場，組

成旋律的音符以及組成圖形的線條，每一個音符或是每一段線段，與其他的線段

或音符都是可以分離的。這些元素﹙elements﹚彼此間，並不需要旋律或是圖形

之中的其他元素就能單獨存在。 

因為沒有本質的統一﹙unification﹚，各個元素之間的統一是被另外加諸其上

                                                 
257 Gurwitsch, 1966. p.252. 
258 Gurwitsch, 1964.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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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就是說，在個別獨立的線條或是音符之間，要藉由新的以及特殊的與料

﹙datum﹚，亦即奠基於元素之上的特殊與料，個別獨立元素的統一才能被建立。

因此在胡塞爾《邏輯研究》中，在區分獨立部分和不獨立的部分時，說構成圖形

排列的線段屬於獨立的部分，而這整個圖形的排列是基於這些線段。 

然而，顧爾維奇提出了格式塔理論（gestalt theory），他自己稱之為格式塔融

貫﹙gestalt-coherence﹚。這個理論支持了：主題的組織是「內在」而不是「外加」

的，並不需要指涉第二層的主題組織概念。 

依據顧爾維奇的討論，胡塞爾這個說明方式所傳達的意義是：「在意向性的

或是注意的過程中，質素與料（hyletic data）這個角色的設定意味著『組織』必

定從『外部』被賦予至與料之上」。259 顧爾維奇寫到：「依據所有的傳統理論，『知

覺』（percepts）都被斷言是由於附加的因素（supervenient factors）而從純粹的感

覺與料中發展（grow）出來，藉由附加的因素，「感覺」（sensations）被詮釋/賦

意（interpretation），而且意義被賦予於其上」。260 正是這個思維因素（noetic 

factors）把意義賦予至質素與料（hyletic data）之上，然而質素與料並不會組織

自身： 

質素與料（hyletic data）在它們之中缺乏意向性（intentionality），質素與

料是作為運作中的因素的材料（materials），透過這些因素，缺乏意向性

的質素與料被激活（animated）而得到意義。這樣子的因素被胡塞爾指稱

為意向的、或是思維的形式，或就是思維（noeses）。之所以說被經驗的

具體活動——整個來看，包括質素與料（hyletic data）以及思惟形式（noetic 

forms）——是個意向活動，換言之，之所以說在經驗那個活動的過程中，

主體遭遇了一個以某種模態呈現其自身的客體，乃是由於賦予形式到質素

與料以及賦予意義到質素與料的那個「思維元素」。261 

此處是顧爾維奇與胡塞爾意見相左最重要的關鍵：主題組織﹙thematic 

organization﹚是土生土長的，就像山脈從土地中隆起，而非外加於這個土地之上。

262 

 

                                                 
259 Arvidson, 2006. p.89. 
260 Gurwitsch, 1966. p.88. 
261 Gurwitsch, 1964. p.266. 
262 Arvidson, 2006.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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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於主體的問題 

本節簡單歸納顧爾維奇對胡塞爾的批評。胡塞爾認為「自我」有一種統合原

初「感覺內容」的能力，而且抽象地說明一種沒有形式的材料，亦即「質素」

（hyle），而另一個環節則是「型態」（morphe），也就是「形式」。這種形式的功

能 是 在 於 「 自 我 」 能 主 動 地 統 合 這 些 感 性 材 料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 賦 意 」

（interpretation）、「立意」（apprehension）或是「統覺」（apperception）的能力。

而我也把這種能力理解成意向性的能力，意即該能力將原初的感覺與料統合起

來、賦予意義，而超越出原初個別片段的感覺內容。 

顧爾維奇則主張這種統合能力並非「自我」的主動能力，我會有所注意，是

受所給予的材料之引導。在顧爾維奇《意識場域》中，提到了邁農對埃倫斐爾斯

的批評就是，邁農堅持經驗主體（experiencing subject）的必要性；而埃倫斐爾

斯則認為，對於「形式性質」（form-quality）的產生不需要特別的心靈活動介入。

於是，當顧爾維奇問：「是否自我的掌握活動（apprehending activity）是完全自

由的，抑或這個活動需要被關於涉及內容之間的質料關係（material relationships）

所引導？」263 他肯定後者。 

然而，從胡塞爾被動領域的分析來看，他利用「聯想學說」企圖說明「統覺

的發生學」。我把胡塞爾對此統發生學的研究理解作胡塞爾早期時間意識的研究

中，尚未能深入探索之領域的進一步發展。「聯想學說」以「動態」或是「競爭」

的觀察方式來描述在被動領域的原初材料之間，同質性的融合與異質的對比而凸

現出「對象性」的過程。這個「對象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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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所以我把上節

中談及的「第二序的感覺性質」或是「型態因素」，甚至是具有「立意」或是「統

覺」功能的「形式」，也理解為這個凸現出來的對象性。就此而言，這似乎便與

顧爾維奇理論中「主題」像是山脈一樣從土地上隆起這種比喻是一致的；「形式」

在這個意義之下，可以說是從「質料」中發展出來的。 

可是，胡塞爾的理論架構是在時間意識中展開。他說明一種持存的內容流逝

到無意識的領域的過程，這種「沈積」也成為個別主體的生成過程。於是，還必

須說明「喚起」。由於「喚起」，使得每個片刻的感覺材料得以與具體的主體發生

                                                 
263 Gurwitsch, 1964. p.351. 
264 參見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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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統一性因此得以產生。265 胡塞爾直接稱之為「觸發的喚起」（affective 

awakening），也就是聯想的喚起（associative awakening）。266 總之，依據聯想學

說所說明的「統覺」，並不是已經發展完成的統攝「形式」，而是在時間的流程中，

具有動態的發生特性。 

顧爾維奇對於格式塔性質的說明，在胡塞爾關於觸發與喚醒的研究中尚可進

一步深化。也就是說，當闡明「第二序的感覺性質」或是格式塔形式時，必須考

慮到格式塔形式也是在時間的流程中發展的。當我注意到某個對象時，這個對象

的意義賦予不只是攸關於在共時的質素之間的關係，還涉及在喚醒過去的意識生

命中所沈積下來的經驗，我之所以受到對象的吸引，進而朝向它，端賴這兩個觀

點。於是，要言之，當我們被觸發而朝向一個對象的時候，每個人對這個觸發的

感應能力未必相同，這個個別差異出現在個別自我的統覺的發生過程。於是我可

以看到，此一觸發的理論與描述在自然科學意義下的刺激反應活動的理論本質上

是不同的。 

最後我要談及，在過去的意識生命中所沈積下來的經驗，不只是在主動的認

知活動中發生，還包括一種被動的認知活動。在之前對「觸發」概念的說明中，

已經談及了一個隱隱發生作用的前給予的世界，我在本研究最後，將要對此前給

予的世界略為說明。 

                                                 
265 貫成人（Shigeto Nuki）便把「觸發」、「喚醒」以及「統一」視作同一現象的不同觀點。Nuki, 

Shigeto, 1998. p.278. 
266 Analyses., pp.205~206. 而且在術語上，胡塞爾似乎把「聯想的喚起」（associative awakening）
以及「觸發的喚起」（affective awakening）混同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