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三 章 

構成與建構 
 

 

  上一章，我們討論了胡塞爾的「唯一確定存在的我」，並藉由批駁這個命題，

過渡到盧曼的「存在著諸系統」命題。這個命題可以為這篇論文的主題 — 社會

系統的去主體化 — 提供奠基性的原則，至少，盧曼的觀點是如此。然而，在接

下來的研究中，我們將會漸漸發現，這個命題似乎無法推論出作為茁生實在層次

的社會系統，反而如果按照盧曼的邏輯，這個茁生層次將會被安置進心理系統之

中，亦即，存在著諸心理系統，並因此，在心理系統內出現諸社會系統。換句話

說，我們將會看見社會系統似乎僅僅是心理系統的內在建構物，而非不同於心理

系統、位於心理系統的環境中的另一自我生產系統。如此一來，社會系統的茁生

地位、去主體化地位似乎就有些不穩固。我們可以怎樣處理這個事態？ 

 

  處理這個事態的其中一種可能方法已經內在於盧曼所使用的一些概念中，亦

即，觀察與建構。我們將把這樣的處理方式放到第四章討論。在這裡，我們只把

注意力集中在這些概念本身的特質。這些概念由於第一章所描述的自我同一性問

題、環境同一性問題而與封閉性概念互相抵觸；對自我的建構不再是建構，對環

境（異己，非我）的建構也不再是建構，並因此，「相互觀察」這個概念本身更

是蘊含了由自我同一性、環境同一性兩問題組合起來的更複雜的問題。據此，觀

察、建構這兩個概念該如何洗滌，才能與封閉性概念保持一致，並因此解決上述

弔詭，重新定位社會系統？ 

 

  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將引進胡塞爾的一個概念：構成。這個概念似乎

有助於解決觀察與建構兩概念所形成的弔詭（自我不透明＝自我透明，環境不透

明＝環境透明）。然而，「構成」本身也存有一些必須清除的現象學前提。因此，

我們底下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洗滌觀察、建構這兩個概念，另一方面則是洗滌

構成概念。首先，就讓我們來討論盧曼的「建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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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觀察作為建構 

 

 

  如果要從存在著諸系統推出社會系統，亦即，在心理系統作為前提之下，藉由

幾個心理系統的交互作用，而茁生出社會系統，那麼，盧曼似乎必須讓這些系統

具有觀察能力。前面說過，系統作為自我生產的系統，必須進行觀察，因為若不

如此，它就會面臨純粹套套邏輯的問題。然而，由於系統是自我生產的系統，因

此它在運作上無法與環境有所接觸；而對環境的觀察作為一種將區別與標示統一

起來的運作，因此就是系統在自己內部的執行，亦即，被觀察者（關於環境的訊

息）不與系統的環境接觸，如此一來，系統的封閉性就導致此訊息成為系統的內

部建構。另外，訊息也可以是關於系統本身。系統可以對自己進行觀察，但是這

個觀察也同樣是一種建構，因為系統對自己而言是不透明的。因此，不論是對內

還是對外，系統所觀察到的訊息都因為不透明性而成為一種系統內部的建構物。

然而，上述這些事情都是由觀察者盧曼觀察出來的，亦即，盧曼同時看見了系統

與環境，這個系統可以觀察自己，也可以觀察非自己的環境。正是在這裡，盧曼

必須預設我們前面所說的自我同一性與環境同一性（儘管這兩個同一性是最小程

度的）。但是這樣的預設卻與系統對自己以及對環境而言的不透明性相互矛盾。

環境與系統既是讓光無法逃離的黑洞，又是讓光可以逃離的黑洞。 

 

  這些是我們在第一章所得出的結果。在這一節，我們打算更進一步討論這個結

果，並藉由這個討論，引伸到對「建構」這個概念的批判。 

 

  我們在第一章強調過，這個自我同一性問題與環境同一性問題（或更精準的

說，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關連到作為盧曼的觀察者。盧曼所觀察

到的系統與環境這組差異，是作為另一差異的其中一邊，亦即，「（系統／環境）

／unmarked state」的 marked state 那一邊。用盧曼的術語來說，此時的系統是在

運作上與環境區別開來：系統每一次運作時，都會同時畫出一條隔開系統與非系

統的界線。藉由一種第二章所提的去弔詭化方式，盧曼談及了系統的自我生產，

並在這個層面上，談及了系統的封閉性。因此，盧曼在這個時候觀察到這組差異

的運作層次，也就是說，他所處的觀察是一階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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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盧曼也同時站在一個二階觀察的層次上。為了說明系統具有觀察環

境與觀察自己的能力，盧曼使用了Spencer-Brown的術語，亦即，系統與環境這

組差異re-enter進系統那一邊，由此，出現了「自我指涉／異己指涉」這組差異，

也就是「自我觀察／異己觀察」這組差異。1這個re-entry使得在系統那邊，系統

＝環境，因此形成弔詭。為了解決這個弔詭，系統使用時間來將這個等式拆解開

來，也就是說，系統擁有雙重穩定性，這個雙重穩定性使得系統能夠在自我指涉

與異己指涉之間時間化地擺盪。2於是系統就能夠在某一時刻進行自我觀察，在

另一時刻進行對環境的觀察。盧曼將（二階觀察！）原來的系統與被re-enter進

此系統之中的系統之間的關係稱為自我觀察，將原來的系統與被re-enter進此系

統之中的環境之間的觀察稱為異己觀察，或者是對環境的觀察。 

 

至此，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盧曼作為觀察者，已經將在一階觀察層次上所觀

察到的系統與環境，與在二階觀察層次上所觀察到的系統與環境（原來的系統所

觀察到的系統與環境），在某種程度上相等同起來（”re”-entry）。正是這樣的等同，

這樣的一階觀察與二階觀察相混淆，這樣的系統運作層次與系統觀察層次相混

淆，也就是說，系統的自我同一性（自我透明）與環境的同一性（環境透明），

才使系統得以觀察自己與環境，在自己之內建構出關於自己與關於環境的圖像

（自我不透明，環境不透明）。當系統使用「我」這個概念時，盧曼將這個我所

指涉到的對象與系統本身在最小程度上等同起來，由此盧曼說系統的這種觀察是

自我觀察；在環境那裡情況也是如此。 

 

  由此，盧曼便和胡塞爾一樣，都把自我透明性當成理論的前提（觀察的前提）。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胡塞爾卻似乎比盧曼更徹底，因為胡塞爾使用「懸擱」這樣

的理論技術，避開了環境同一性問題，但盧曼卻因運作與觀察層次的混淆，使得

環境同一性問題以一種弔詭的方式（環境既對系統透明，也對系統不透明）出現

                                                 
1 「自我指涉／異己指涉」這組差異在盧曼的理論，尚有其他兩種意義，即自我生產層次上的與

過程上的意義。不過由於這兩個意義與這裡的主題無關，所以我們略過不提。對於這兩個意義的

討論，請見Nikals Luhmann，Social Systems，第十一章的第三至五節。 
2 Niklas Luhmann，Systeme verstehen Systeme，頁 77-78。另外，也請見同一作者，The Reality of 
the Mass Media，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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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盧曼的理論中。關於這一點，我們將留到下面兩節再來詳談。這裡我們只要記

住一點就夠了，即，「透明＝不透明」這樣一個弔詭的起因也許是盧曼對「系統

／環境」這一組差異所做的 re-entry。 

 

  這個re-entry在盧曼的系統理論那裡佔據著前提的地位，以致「自我指涉／異

己指涉」這組差異具有優先性。所有的觀察圖式都必須從這組差異出發：”所有

的觀察與描述都必須使用這個運作模式（按：即上述的re-entry，「自我指涉／異

己指涉」這組差異）。”3只有在系統選出自我觀察這一邊或者是異己觀察這一邊

後，才能接著用一組觀察圖式對自我或著環境進行觀察。我以及非我，作為被觀

察者，作為訊息，因此就同時具有兩個層面上的重要性：一、它們展示出了系統

進行觀察時的出發點，其他所有觀察都必須奠基在它們之中；二、它們展示出了

其他觀察所展示不出的系統透明性與環境透明性。如此一來，我（我們、我族、

我家、我國等等）以及非我（異族、異鄉、異類、異國、異己等等）這兩個概念，

就比其他任何概念來得優先。我和非我不再和其他被觀察者擁有相同的地位，它

們不再只是被觀察者，不再只是訊息。它們除了像其他被觀察者一樣，是由系統

在內部建構出來之外，也還特別具有連接運作層次和觀察層次的功能。換句話

說，它們就是這兩個層次之間的蟲洞。 

 

  然而，這樣的 re-entry 似乎是武斷的，並因此我和非我的優先性似乎也是武斷

的。我們始終有權利去問，為什麼作為觀察者的盧曼要將我和非我這兩個概念視

為不同於其他被觀察者，甚至優先於其他被觀察者？為什麼我和非我不能是徹底

觀察層次上的概念？為什麼它還必須兼有運作層次上的意義？難道盧曼認為「系

統／環境」的 re-entry 是可以而且必須接受的嗎？如果是這樣，那又為什麼？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建構」這個概念在遇到我、非我時，也崩潰了。建構不

再純粹是建構，它還同時包含了反映。藉由「自我指涉／異己指涉」這組差異，

亦即，藉由re-entry，系統建構出的自己與非自己不單純是完全創造物，它們同

時還是被反映進來的物自身。儘管盧曼可以說系統所觀察到的自己與非自己都是

系統當下運作的內部產物，但是這個內部產物卻不是完全的內部，因為至少有一

                                                 
3 Niklas Luhmann，Systeme verstehen Systeme，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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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是與這個運作所屬的系統本身相同，或者是與這個系統之外的環境相同。內

部既是內部，也不是內部。由此，建構這個概念就遇到了一個弔詭。例如，從非

我這一方面來看，盧曼認為兩個自我指涉系統可以進行相互觀察、相互理解4，

但是我們要問，什麼是相互理解？如果在運作層次上存在著互為環境的A、B兩

系統，為什麼盧曼可以說，A系統理解著B系統？為什麼盧曼在A系統的觀察層

次上也使用原屬於運作層次的「B系統」這個名字？難道A系統可以「建構」出

「非建構」的B系統？A系統可以將B系統從運作層次含括進觀察層次？這中間難

道沒有透明性與不透明性的弔詭嗎？ 

 

  盧曼的另外一個概念，激擾，似乎也擁有相同的困難。盧曼在使用「（系統／

環境）／unmarked state」時，標示「系統／環境」這一邊。運作層次上的系統與

環境作為被觀察者，是同時發生於世界之中，因此它們之間沒有因果關係。5但

這不表示系統與環境之間沒有關係，相反，盧曼認為，這個關係至少有兩種：一、

環境作為系統的可能性條件，例如，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可以茁生出社會系統，人

的死亡會停止溝通（溝通不會自己停止自己）6，墨水濺到了書本，會摧毀掉溝

通7；二、環境作為對系統的激擾者，雖然環境不能因果地影響系統，但環境可

以激擾溝通：“系統以內在的循環式結構來將它的自我再生產與環境分隔開來，

而且，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並只有在其他的實在層次上，系統才會被環境的因

素所激擾、搖晃、或處於振盪的狀態。“8這個「其他的實在層次」所指的即為觀

察層次、訊息層次，亦即，系統會藉由自己的結構而在自己之內建構出關於環境

的圖像（亦即系統與環境產生共振）。9“對這個系統而言，環境是一個它自己的

                                                 
4 Niklas Luhmann，前揭書。請注意盧曼下面這個句子（頁 79）的強調之處：”進行理解的系統必

須是自我指涉系統…被理解的系統也必須是自我指涉系統。”「被理解的」一詞正是以相當模糊

的方式介於運作層次與觀察層次之間。這正是我們據以質疑社會系統作為去主體化系統的理由，

詳見本論文第五章。 
5 Niklas Luhmann，The Cognitive Program of Constructivism and the Reality that Remains 
Unknown，頁 137。這個道理也被盧曼詮釋為「相互不可控制性」，請見同一作者，Die Tücke des 
Subjekts und die Frage nach den Menschen，頁 54。 
6 Niklas Luhmann，Wie ist Bewußtsein an Kommunikation beteiligt?，收於同一作者，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6，頁 41。 
7 Niklas Luhmann，Observing Re-entries，頁 492。 
8 尼克拉斯˙魯曼，生態溝通，頁 27。 
9 關於其他的實在層次的說明，請見尼克拉斯˙魯曼，前揭書，頁 28-36。類似的表述可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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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的內在前提，而且只有當這個系統應用了「自我指涉／異己指涉」…這組差

異作為自己運作的秩序的圖式時，環境才會在系統內被構成。“10如此一來，問

題就出現了：對盧曼而言，「激擾」這個概念顯示出，環境既是運作層次上與系

統區別開來的東西，也是觀察層次上在系統內部的東西，然而，一個東西怎麼能

夠既在系統之內，又在系統之外？系統怎麼能既觀察不到環境，又觀察得到環

境？盧曼怎麼能夠將運作層次上與系統區別開來的東西以及觀察層次上被系統

觀察成異己的東西都稱為環境？11如果盧曼將它們都稱為環境，那麼「激擾」這

個概念就和我、非我一樣，成為透明與不透明之間、封閉與不封閉之間的聯繫者。

也許盧曼會反駁道，正是「運作的實在層次／觀察的實在層次」這組區別，解開

了這個弔詭，亦即，作為運作性實在的環境不同於作為觀察性實在的環境。然而，

這樣的反駁其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運作的實在層次／觀察的實在層次」這組

區別正是「系統／環境」這組區別re-entry的結果，而re-entry作為”re”-entry，正

顯示了運作上的系統環境與觀察上的系統環境之間的某種雷同，並因此，某種弔

詭。 

 

  這種透過 re-entry 而出現的雙重弔詭 — 自我不透明就是自我透明，環境不透

明就是環境透明 — 似乎是內在於盧曼系統理論當中的困難。我們將在第四章進

一步說明，這樣的困難如何導致社會系統無法作為去主體化的茁生層次。不過我

們在這裡只要強調一點，即，這個困難可能無法從盧曼的系統理論那裡獲得令人

滿意的解決。它也許沒有適當的概念工具可供我們在使用「系統／環境」這組區

別的 re-entry 的同時，處理這個 re-entry 所產生的矛盾。因此，情況就變得很明

顯了：要不，我們繼續待在原有的理論框架當中，並因此對這個矛盾視而不見；

要不，我們在這個理論框架外尋求支援，並藉由這個支援來修正矛盾。將這個理

論框架完全拋棄是我們不願意做的，因為在它之內仍存有許多值得保留的洞見，

諸如區別邏輯、封閉性、自我生產等等。但我們也同樣不願意在看見它的矛盾後，

                                                                                                                                            
作者的其他著作中發現，例如，Niklas Luhmann，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Frankfurt：
Suhrkamp，1991，頁 40。 
10 尼克拉斯˙魯曼，前揭書，頁 37。 
11 讓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翻寫這些問題：盧曼如何能夠判斷，系統對某一個被觀察者的觀察是

屬於對環境的觀察，對另一個被觀察者的觀察則是屬於對系統自己的觀察？即便當系統說出”我
對在我之外的東西進行觀察”，盧曼如何能夠保證這個「之外」就是被觀察出來的環境？盧曼對

於這些問題的回答似乎只能是：環境的最小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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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這個矛盾。邏輯上的一致始終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於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就

是修正這個矛盾。對此，我們建議使用胡塞爾的「構成」概念。這個概念的好處

是，它摒棄了 re-entry 的想法，並因此避開了那些我們前面論及的弔詭。不過，

這個概念承襲了我們在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些狹隘前提，所以仍舊需要清洗一番。

現在，我們就來討論胡塞爾的構成概念。 

 

 

第二節  觀察作為構成 

 

 

  我們在第二章已經討論過「現象學反思」這個觀念的一些面向，並且從三個角

度來評論它。現在，我們想要將它進一步連結到「構成」概念，並從自我（不）

透明、環境（不）透明等新的角度來考察這個概念。如此一來，我們將會明白這

個概念作為胡塞爾的觀察概念，和盧曼的觀察概念有怎樣的不同，而且也會明白

這個概念有怎樣的優點與缺點。在下一節，我們將依此進行「建構」與「構成」

這兩個概念的清洗與組合。現在，我們暫時把注意力集中在胡塞爾所闡述的現象

學反思與構成之間的關係上。 

 

  胡塞爾在使用我們前面所提及的懸擱式反思之後，得出了「我的純粹意識」這

個絕對存在的東西。此意識的運作結構為一三元圖式：我—我思—思維對象12。

這個圖式可以用另外一套現象學術語改寫為：意識是我對某物的目光朝向，即，

意識是對某物的意識13。如此一來，這個某物即為意向對象，Noema，而朝向此

意向對象的目光、立義方式，即為意向作用，Noesis。我藉由某種意向作用而朝

向某一意向對象。這個「意向作用／意向對象」區別，按盧曼的觀點，正是在心

理系統那裡，「系統／環境」re-entry的結果，即，「自我指涉／異己指涉」這組

差異。14胡塞爾所談的意向對象（現象）被盧曼當成被觀察的環境，也就是說，

                                                 
12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頁 68。 
13 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頁 236。 
14 這組差異在盧曼的文章中，也被展現為：Vorstellung von etwas中的「Vorstellung／etwas」，見

Niklas Luhmann，Die Autopoiesis des Bewußtseins，頁 64；另外，這組差異也被展現為：意識／

現象，見同一作者，The Modern Sciences and Phenomenology，頁 50，以及同一作者，Die 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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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re-enter進來的「系統／環境」差異中的環境：“如果我們將「意識／現象」這

組區別翻譯為「自我指涉／異己指涉」這組區別，那麼這個翻譯似乎是可能的而

且不會損失意義。“15但是事實上這已經損失了意義，而且也改變了胡塞爾的原

意。因為異己指涉這個概念預設著環境與系統在運作上的同時發生，亦即，環境

與系統同時存在，但是現象（意向對象）這個概念一方面不僅包含著被觀察到的

外在物體、內在物體（如之前的體驗），另一方面也不預設著意識的環境的存在。

對胡塞爾來說，絕對確定存在的只有我的意識而已。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以不

同於盧曼對胡塞爾的討論為出發點，而改以另外的角度來看待胡塞爾的意識現象

學。對此，我們建議從自我透明與環境透明等觀點出發。從這個觀點出發的另一

好處是，我們可以據此銜接上自我同一性與環境同一性問題，以及社會系統的去

主體化問題。 

 

  讓我們從 Noema 的區分開始。胡塞爾的意識概念或體驗概念，既可以包含對

超驗物的意識，也可以包含對意識的意識。因此，意向對象可以區分為超驗物與

意識。這是我們在第二章已經提過的。但是，如果從「自然態度／現象學態度」

這組區別來看，前面對意向對象的劃分會導致某種程度的弔詭，亦即，這個劃分

會使得這個劃分本身崩潰：意識既是先驗的（即，純粹的），也是超驗的。關於

這一點，我們將在第四章說明，因為這和互為主體性有關。接下來，我們就分別

來說明超驗物與純粹意識這兩種意向對象與自我透明性、環境透明性的關係。 

 

1. 超驗物。在第二章我們曾說過，意識在進行觀察的時候，使用的其中一種

方式就是將我所意識到的對象當成是存在於我之外的、並且是只呈現無窮

面向中的其中一面向的東西。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意識「同一個」東西

的「不同」側面，但每次我在對它進行意識的時候，也都同時暗暗知道它

還具有其他側面。“每一個我思作為意識雖然在最廣義上都是對它所意謂的

東西的意謂，但是，這個被意謂的東西在每一瞬間都會（藉助於一個更多

被意謂到的東西）比在當時的瞬間中作為明確被意謂的而呈現出來的東西

更多些。“16在意識當中真實出現的東西不是意向對象，而是質料，意識為

                                                                                                                                            
Geschlossenheit psychischer und sozialer Systeme，收於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6，頁 30。 
15 Niklas Luhmann，The Modern Sciences and Phenomenology，頁 50。 
16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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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質料附加上其他當時未被意識到但可被接下來的體驗意識到的東西。

這些東西連同那個質料本身圍繞著一個核心，此核心即為同一的意向對

象。胡塞爾將「質料／意向對象」這組差異稱為構成：意向對象是意識藉

由質料而構成的統一體。17每次對這個意向對象的意識都會在這個意識內

出現不同的真實質料，據此，這組差異可以被改寫為「在質料那裡的雜多

性／在意向對象那裡的統一性」。另外，構成也可以被描述為「在意向作用

側的雜多性／在意向對象側的統一性」這組區別的兩邊之間的關係，因為

每一次的意向作用都會對應到一個質料，每一次的質料也會對應到一個意

向作用。因此構成就是意向作用與作為超驗物的意向對象之間的關係，更

確切地說，是意向作用與作為超驗物的意向對象之間的功能關係，亦即，

意識以「構成」這個方式關連到超驗物：“意向對象是包含著諸統一性的領

域，意向作用是包含著諸’進行構成’的雜多性的領域。…在意向對象當中

出現的對象被意識為在字面意義下的同一的東西，但是對這個同一的東西

的意識在自己的內在持存的不同片段中是一個不同一的東西，一個僅僅相

互連結起來的東西，一個連續的統一的東西。“18於是，我們可以看見在構

成超驗物的意識中，意向作用與質料皆具有雜多性，而意向對象卻具有而

且只具有統一性。 

 

     然而，這樣一種在自然態度底下的構成性外感知（或者是以此為基礎的

其他體驗），或者，「雜多性／統一性」這組差異，是經過現象學懸擱才被

胡塞爾看見的。因此，胡塞爾在描述意識的意向作用—意向對象結構時，

已將世界的外在性、意識的存於世界中，都放入括弧。換句話說，在研究

意識的此時是否存在一個位於意識之外的世界，甚至，此意識是否也從屬

於這個世界（即，意識存於身體中，身體又存於世界中，因此意識存於世

界中），都不是胡塞爾要斷言的。胡塞爾認為，此時唯一能斷言其存在的就

只有「我的意識」。正是在這裡，我們發現了胡塞爾與盧曼的不同。而且也

正是藉由這個不同，胡塞爾避開了盧曼所陷入的環境同一性弔詭，因為「意

向作用／意向對象」或「雜多性／統一性」這組差異並不是「系統／環境」

                                                 
17 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rste Buch，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92，頁 230。 
18 Edmund Husserl，前揭書，頁 231。 

 54



這組差異 re-entry 的結果，也就是說，胡塞爾所使用的差異不是以運作性

環境存在為前提的「自我指涉／異己指涉」此一差異。既然胡塞爾不使用

re-entry，那麼由此 re-entry 所導致的被指涉到的異己與環境之間的最小同

一性，以及因此會終止盧曼觀察的環境不透明性與環境透明性之間的「同

一的不同」此弔詭，就可以被胡塞爾避開。如此一來，更進一步的結果就

是，胡塞爾似乎比盧曼更能站在建構論的立場說，意向對象之被當成外在

於意識，就僅僅只是意識的設定而已，或者用現象學的術語說，意識的立

義方式而已。換句話說，在作為觀察者的盧曼那裡，激擾始終會從環境進

到不會有任何東西從環境進來的系統之中，來控制系統的觀察（例如，兩

心理系統對處在各自環境中的對方系統進行觀察），但在作為觀察者的胡塞

爾那裡，激擾本身就被放入括弧，並因此，意識所觀察到的東西（意向對

象）就僅僅只是意識藉由意向作用所構成的結果而已。因此，我們可以用

一個比較弔詭的方式說，胡塞爾的構成概念比盧曼的建構概念更為建構。 

 

       如果胡塞爾按照這樣的建構論設想，那麼「非我」或「外」這些概念就

不應該毫無條件地成為首要的概念。然而，事實上，胡塞爾的理論仍像盧

曼一樣，將這些概念當成意識進行觀察時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就是說，「內

／外」這組差異是最重要的差異。對超驗物的感知，以及以這個感知為基

礎的所有其他體驗（例如，對這個超驗物的喜愛），在被意識執行的時候，

除了以「質料／意向對象」這組差異去構成對象之外，還以「內／外」這

組差異中的「外」去標示對象。被感知到的對象是存於我的意識之外，超

越於我的意識之外。「transzendent」一詞在胡塞爾那裡既有意向對象對質料

的超越，也有意向對象對意識的超越19：意向對象超越於意識而在意識之

外存在。這兩種超越性以雙生的形式一併存於「超驗物感知」這個範疇裡，

然而，我們要問，為什麼第一種超越性暗示了第二種超越性？或者反過來

問，為什麼第二種超越性暗示了第一種超越性？胡塞爾為了證成我的意識

的絕對存在，一開始就使用了「內在物／超驗物」這組區別。反思作為我

的反思、我的體驗，與我反思的對象同屬於我的體驗流，因此，反思就是

                                                 
19 倪梁康，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三聯，1999，頁 459-460。另見同一作者，自識與反思，頁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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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在物的意識；相反地，所有其他非此類的我的意識，就是對超驗物的

意識。對我的體驗的反思真實地包含著我的體驗，但對超驗物的體驗則沒

有真實地包含著這個超驗物：“對物的感知不僅沒有在自己的真實組成成分

中包含這個物，而且它與這個物也沒有任何本質上的統一…。“20顯然，這

組區別僅僅表明在超驗物感知那裡，意向對象是超越於質料，亦即，此感

知只真實地包含了質料，而沒有真實地包含作為整體的意向對象。從這組

區別我們並不能推論出超驗物的超越性也具有「存在於意識之外」這個含

意，也就是說，前述的第一種超越性並沒有在本質上蘊含著第二種超越性。

這個不必然性意謂著第一種超越性和第二種超越性之間只具有偶連的關係

（在胡塞爾的文本中已將這兩個超越性關連起來，因此這兩個超越性之間

也不存在絕對的無關係）。換成另一個現象學術語來說，當意識在觀察超驗

物的時候，並不一定會藉由意向作用而對超驗物進行存在設定（設定它存

在、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不存在…等等），亦即，意識只會在某些情況

下，才會一方面讓意向對象超越於質料，一方面讓意向對象超越於意識。

因此，存在設定始終是偶連的。意識在感知超驗物的時候，僅僅將它感知

為如其所是的樣子，只有在使用「內／外」這組差異時，才會將這個超驗

物賦予「外在於意識」這個特性。由此，外在性就僅僅只是超驗物的眾多

面向中，其中一個可能面向而已。第二個超越性因此就被化約到第一個超

越性當中。21

 

2. 純粹意識。胡塞爾在確立「我的意識」的絕對存在性時，所使用的態度是

自然態度，而非現象學態度。這一點我們在第二章已有提及。從自然態度

轉變為現象學態度時，有一個程序扮演了關鍵角色，即，現象學懸擱。透

過此程序，胡塞爾將我的意識所擁有的在世存在性放入括弧，而將我的意

識正式確定為純粹意識。此種性質轉變所導致的可能問題，我們將在下一

章詳細考察，在這裡，我們只需注意現象學態度所從屬的的意識樣式即可。

這個樣式就是現象學反思，先驗反思。前面提過，內在物以及對這個內在

                                                 
20 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rste Buch，頁 79。 
21 很明顯，這會對胡塞爾的「懸擱」概念造成莫大的影響，不過我們並不打算在這篇文章討論

這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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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意識之間的關係是實項包含的關係。在懸擱自然態度後，純粹意識以

及對這個純粹意識的意識之間的關係仍是實項包含的關係。換句話說，現

象學反思與被反思到的純粹意識之間具有透明性：我的意識對我的現象學

反思而言是透明的，亦即我的意識具有自我透明性。對現象學反思而言，

這就導致了我的反思與這個反思的意向對象之間不具有「意向對象對質料

的超越」，也就是說，被反思的意向對象本身就是質料，它一點也不具有比

在反思中呈現出來的質料還多的部分。因此，反思與其意向對象之間的關

係不是構成關係：反思並不構成它的對象，反而，反思可以直接觀察到真

正的、充分的我思。現在，我們就來考察這個由自我透明性所導引出來的

結果。 

 

        如果我們遵循著第二章所建立的那些模型的話，那麼胡塞爾的自我透明

性命題也許可以改寫為下面三個階段：a. 胡塞爾將觀察意識的觀察者標示

為我；b. 胡塞爾將被觀察的進行意識者（亦為觀察者）標示為我；c. 第一

個我和第二個我是同一個我，因此，胡塞爾將我對我的意識所進行的觀察

稱為“反“思。自我透明性就出現在第一個我和第二個我之間所具有的同一

性身上。（我們可以反過來想，如果胡塞爾不將第一個我等同於第二個我的

話，為什麼他要用同一個概念，為什麼他要將這種對觀察的觀察稱為“反

“思，“Re“flexion？）這樣的自我同一性、自我透明性導致了弔詭，即，作

為反思者的觀察者＝作為被反思者的觀察者，unitas multiplex。為了解開這

個弔詭，胡塞爾將第一個我和第二個我發生的時間錯開，也就是說，反思

始終是作為後反思，而被反思的我思則曾經有著「未被反思」這樣一種狀

態。顯然，這種對弔詭的解決之道預設了兩件事：a. 未被反思的體驗在對

它的反思出現之前曾經存在著22；b. 未被反思的體驗被變樣為被反思的體

驗時，本質不變23。接下來，我們就來討論這兩個預設的正確性。 

 

       首先，胡塞爾認為曾經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如果未被反思的體驗過

去不曾存在的話，那麼反思就會陷入底下的弔詭：1) 我的體驗既是虛構，

                                                 
22 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第四十五節。 
23 Edmund Husserl，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rste Buch，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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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是虛構；2) 反思既是反思，又不是反思。在第一個弔詭方面，我們前

面已經討論過這個弔詭只有在一個前提被滿足的時候才能成立，亦即，如

果「我體驗到我的體驗是虛構的」要能作為弔詭，只有當第一個我體驗屬

於第二個我體驗才行。用我們的術語說，這就意謂著作為反思者的觀察者

等於作為被反思者的觀察者，亦即，自我同一性、自我透明性。然而，這

個前提本身非常奇特，因為一來，它是胡塞爾現象學的預設，現象學的開

端，一旦它被追問的話，就會陷入弔詭；二來，胡塞爾想要用這一句話的

弔詭性來證成自我透明性，然而，自我透明性卻在一開始就被胡塞爾當成

論證這個弔詭性的前提，因此自我透明性被當成證成自我透明性時所需的

前提。這是一個循環論證，並因此它似乎無法表明自我透明性的真正理由。 

 

在第二個弔詭方面，如果過去不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那麼反思作

為“反“思就會失去意義，因此，倘若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要堅持使用反思，

就會陷入弔詭。然而，用這個弔詭來證明過去必定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

驗，其實並不充分，因為我們無法只藉由這個證明的兩前提（一個是過去

不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一個是反思）所推導出的弔詭就斷然拒絕「過

去不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這個前提。避開弔詭的方法也有可能是：

過去不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而且反思也不存在著，或者是：過去曾

經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但是反思不存在著。換句話說，這兩個前提只

要任何一個被否定或兩個都被否定，就足以避開弔詭，而不一定非得只能

否定第一個前提不可。為了方便比較起見，我們在底下做了一個簡單的排

列： 

過去不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而且反思存在著。 弔詭 

過去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而且反思存在著。 胡塞爾採取的。 

過去不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而且反思不存在著。 

過去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而且反思不存在著。 Watt 採取的。 

     顯然，第三個和第四個可能性也提供了避開弔詭的方法。胡塞爾必須設法

排除這兩個可能性，才能證明第二個正確。現在，就讓我們來考察這些可

能性。不過在此我們暫時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三個可能性上，因為第二與

第四個可能性涉及到「未被反思的體驗被變樣為被反思的體驗時，本質不

變」這個必須在下一段才能討論的預設。就第三個可能性來說，我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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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的是，胡塞爾怎樣證明它是錯的？胡塞爾（三階觀察者）在其理論的

開端使用一個命令，亦即，將一階觀察者與二階觀察者定義為「我」，這使

胡塞爾得以標示我為反思者與被反思者。換句話說，一開始的那個觀察命

令就使胡塞爾被迫將未被反思的體驗的不存在性、反思的不存在性給排除

出去。對此，比較徹底的系統理論就不從這個命令出發。它認為，系統的

觀察始終是徹底的建構24。當系統說出「我」這個字的時候，研究該系統

的人不能將這個言說當成自我觀察，亦即，不能把這個言說當成是回指該

系統本身。因此，這也許使得系統研究者的研究範圍可以更加擴大，因為

「我」這個概念可以經受歷史的變化，而不受限於指向真實的「運作我」

本身（而且也不可能指向真實的「運作我」本身。） 

 

       而正是這個結論可以相應於我們對第二與第四個可能性的討論。由於胡

塞爾一開始就排除第三個選項的可能性，所以他就只能藉由證明第四個可

能性為錯，來證明第二個可能性為對。第四個選項是Watt所持有的觀點，

他認為，在我們的過去曾經存在著體驗，但我們卻不可能在現在認識到它；

我們永遠只能經歷著體驗，而不能反思體驗。25胡塞爾對此批評道，Watt

對過去體驗的這種本質性描述，本身也是體驗，也是意識，因此，Watt是

在對過去體驗的反思中說過去體驗的不可反思性，是一方面主張過去體驗

被變樣時具有本質不變性，一方面又以此為前提，主張過去體驗被變樣時

具有本質必然變化性。由此Watt就陷入了弔詭。26鑑於此種弔詭，胡塞爾主

張只有第二個選項才是正確無誤的：過去曾存在著未被反思的體驗，而且

反思也存在著。胡塞爾的這種批判似乎預設著一個前提：未被反思的體驗

變樣為被反思的體驗時，本質不變。“自然，我們將所有被平行化的體驗想

成是具有一個共同本質成分的體驗：也就是說，這些平行者已被意識為同

一個意向對象性，而且是已以同一的被給予性方式而被意識為同一個意向

對象性…。“27就此而言，Watt的論證在胡塞爾的理論脈絡中的確發生矛盾。

然而，這個批判所依據的前提是正確的嗎？如果我們遵循第二章對絕對自

                                                 
24 這裡的「徹底」指的是除去自我同一性與環境同一性問題後的建構概念所具有的徹底性。 
25 Edmund Husserl，前揭書，頁 170-171。 
26 Edmund Husserl，前揭書，頁 174。 
27 Edmund Husserl，前揭書，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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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存在性的質疑，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由於被意識所觀察的我或者我

思始終是超驗的，因此它們也是被意識構成的，亦即，被意識「徹底」建

構出來的。如此一來，即便過去的體驗曾經存在，意識也不可能感知到它 — 

這就意謂著意識具有自我不透明性。因此，這裡已無關乎體驗在變樣時所

具有的本質不變性 — 因為對我們來說，反思，更準確地說，先驗反思，

現象學反思，是不存在的。 

 

     最後，關於純粹意識與自我透明之間的關係，還有一點不能忽略：「我」

的首要地位。現象學的首要區別就是「我／非我」。這組區別之所以成為首

要區別，根據胡塞爾，乃起因於「內在／超驗」，「先驗／超驗」這些平行

區別的原初性。胡塞爾始終認為我（或我思）＝內在＝先驗。由於先驗是

胡塞爾的現象學起點，所以「我」這個概念就具有首要地位。然而經過前

面對意識先驗性的批駁，我們知道意識其實是自我不透明的如果這個時候

還談及自我觀察的話，就會陷入盧曼已經陷入的弔詭。這讓我們重新思考

「我」這個概念的首要性。對我們來說，當意識在使用「我」這個概念進

行觀察的時候，其實並不是在進行自我觀察；相反的，它只是在用這個概

念構成一個對象而已，而這個對象就像其他任何觀察對象一樣，並不先天

地佔據首要的地位。也就是說，我這個概念就和其他任何概念一樣，都只

是意識的一般觀察對象。這個概念可以在意識的歷史上發生變化，例如，

原本不具重要性，到了後來卻變得具重要性；另外，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意

識系統那裡，也可以得到不同的表現。於是，這個概念就可以具有偶連性

28。這樣的理論技術因此似乎能夠擴充系統理論的分析界域，並讓系統理

論更為嚴謹而無矛盾。 

 

 

第三節 新的觀察概念：構造 

 

 

  上面兩節已經以各種方式說明了建構與構成概念在面對自我透明性與環境透

                                                 
28 請見第一章關於偶連性作為銜接一般與特殊這兩個層次的中介的討論。 

 60



明性時，所出現的優點與缺點。這提供給我們一個機會，嘗試去鑄造一個新的觀

察概念，以便既把握住建構與構成所具有的優點，也去除這兩個概念所隱含的困

難。這個新鑄造出來的概念將為我們第五章討論的去主體化問題建立一個關鍵性

的基礎。現在，就讓我們根據上面兩節所得出的結論，來描繪新的觀察概念。我

們把這個觀察概念稱為：構造。 

 

  首先，根據第二章的結論，我們可以從一個命題出發：存在著諸系統，也存在

著諸環境。環境是系統所不是的東西。因此，某一系統始終同時是另一系統的環

境。如此一來，系統與環境就不會是存在論上固定的東西29。沒有一個系統永遠

都是系統。這直接點出了系統指涉的問題。隨著不同的系統指涉，世界會被區分

為不同的系統與環境。根據前面的分析，這個系統指涉就是觀察者，就是系統理

論研究者（例如，盧曼）。當觀察者使用「（系統／環境）／unmarked state」這組

差異進行觀察時，他不會觀察到系統與環境是為他的東西，換句話說，對他而言，

系統與環境就是自在的東西。 

 

  系統是自我生產的系統，亦即，系統藉由自己的組成元素來生產並再生產出由

自己的組成元素所組成的自己。簡單一點說，就是系統的元素生產並再生產出同

一系統的元素。如此，系統就遇到純粹自我指涉的問題。解開這個問題的方法就

是引進訊息：由於訊息始終帶有驚訝值，因此系統每次出現的元素必定不同於前

次出現的元素，如此一來，純粹自我指涉問題也就得到解決。換句話說，系統必

須具有觀察能力，亦即，系統就是觀察者，而且是在時間當中持存的觀察者。而

解開純粹自我指涉問題的訊息就是被觀察者。至此，我們已經推導出觀察者與被

觀察者這兩個對立的東西，然而，不能忽略的是，這兩個東西之間的對立（或更

精確地說，差異兩邊的彼此不同）不表示其中一邊外在於另外一邊。這種空間隱

喻並不能從「觀察者／被觀察者」這組區別的區別性推論出來。接下來，我們將

說明，觀察者與被觀察者具有一種奇特的包含關係，而這個包含關係我們打算命

名為構造。 

 

  系統就是觀察者，但由於系統具有自我生產性（系統生產並再生產「自己」的

                                                 
29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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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因此它在運作層次上不能與環境相接觸。系統觀察不到環境。就此而言，

環境對系統來說是徹底不透明的。環境甚至不是黑盒子，因為黑盒子表示系統還

能感知得到它，只是系統不能正確觀察到它內部的運作過程，但是環境與此不

同，環境不僅無法讓系統正確觀察到它的運作，而且甚至也無法讓系統感知到。

據此，用一個我們前面已經提過的比喻，環境就是讓所有光束都無法逃離的黑洞。 

 

  同樣，系統對自己來說也是不透明的。由於系統的過去過於複雜，系統的當下

不可被觀察（否則會導致弔詭，終止觀察），以及系統的未來不可正確預測，因

此系統不可能觀察到自己。系統具有自我不透明性。 

 

  由此，系統既不可能觀察到環境，也不可能觀察到系統本身。系統不可能有異

己觀察，也不可能有自我觀察。這導致一個很重要的結果：「系統／環境」無法

re-enter進系統本身。因此，「自我觀察／異己觀察」或「自我指涉／異己指涉」

這組差異在系統理論中就不再具有正當性。這意謂著，系統的被觀察者是被系統

在當下於自己之內徹底建構出來的東西，也就是說，被系統構造出來的東西。因

此，構造這個概念本身具有的第一個含意就是：訊息的徹底建構性。這個徹底建

構性意謂著所有的被觀察者本質上並沒有不同的重要性；所有的訊息都是先天平

等的。只有透過演化或系統類型的差異，這些訊息才會出現重要性的差異。因此

不是每一個系統的每一個訊息都會涉及到我或者非我：當一意識系統判斷”這本

書有兩百頁”時，不一定會把這本書連同它的兩百頁歸到非我。30這樣的理論構

思的好處就是使得系統研究者能夠更為廣泛地考察諸種包括我與非我在內的訊

息變化。例如，我們可以研究，某一系統在什麼演化階段以及由於什麼因素，會

將被觀察者當成觀察觀察者的觀察者，將這兩個觀察者都說成「我」，並因此說，

我在進行自我觀察，我對自己透明。這個例子說明了與盧曼的系統理論之間的決

定性差異，亦即，並不是「系統研究者」說系統在觀察自己，而是系統研究者觀

察到「系統」說它在觀察自己。同意系統對自己也是封閉的系統研究者不可能說

出「系統在觀察自己」這個會陷入弔詭的句子。 

 

                                                 
30 涂爾幹對宗教的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袋鼠氏族的成員稱自己為袋鼠”。袋鼠氏族的人

將袋鼠指涉到「我自己」。請見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桂冠，1992，頁 150。事

實上，今天人們也常將對星座的認識視為對我自己的認識，雖然是以更複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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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一點必須注意，即，所有訊息的先天平等不意謂著演化所造成的重

要性落差必須消失。這裡的構造概念完全沒有價值上的設定，反而，我們主張，

所有系統的內部訊息構造幾乎都具有重要性差異。幾乎沒有一個系統的訊息構造

是處於完全的熵狀態。換個角度說，系統幾乎都會建立起訊息構造的「結構」。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系統如何構造出訊息？既然作為系統的觀察者

是在自己之內構造出被觀察者，那麼，這個構造是如何進行的？它具有一般的形

式嗎？對此，我們的回答是，構造在形式上是透過兩組差異而出現的，即「區別

／標示」，「質料／意向對象」（或者，「涉及／構造」）。系統在每一次的運作中都

會在自己之內藉由區別，標示一個被觀察者（marked state），而被觀察者所不是

的東西會被當成unmarked state，落到當下運作的觀察界域中，成為不被觀察者。

不被觀察者意謂著當時未被規定者，也就是說，當時的系統不可能觀察不被觀察

的東西包含著什麼。系統只能夠構造出被構造的東西，而不能構造出不被構造的

東西。不被構造者界域一直是作為可能性，而與當時的被構造者（實現性）並存。

與現實性並存的界域中的那些可能性可以在系統之後的運作中被實現出來，而之

前實現的被構造者則成為不被構造者。在此，「區別／標示」其實相應著「實現

性／可能性」這組區別。31然而，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如果系統在這一刻構造

了一本書，在下一刻說：”我記起之前曾經看過一本書”，那麼，系統在下一刻所

構造出的訊息是系統這一刻的運作嗎？依據自我不透明性命題，這裡我們會很自

然回答說：不是！然而，我們還必須稍加說明，以便讓理由更充分。系統在這一

刻對書的構造，是系統在這一刻的運作，系統在下一刻所說的”我記起之前曾經

看過一本書”是屬於系統下一刻運作的訊息。因此，由於同一個系統的不同運作

之間不能相互觀察（否則會犯自我同一性矛盾），亦即由於系統的自我不透明，

所以系統在下一刻所說的那句話不能等同於系統這一刻的運作：它們是不可共量

的。系統在這一刻的所說的「我回憶」其實是系統在自己之內（！）構造出一個

看書的我以及一個觀察這個我的我，並將這個觀察構造為「回憶」。32

                                                 
31 因此，用意義這個詞彙來說的話，系統就是構成著意義的系統。請見Niklas Luhmann，Sinn als 
Grundbegriff der Soziologie，收於Jürgen Habermas與Niklas Luhmann，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Frakfurt：Suhrkamp，1985，第一節與第二

節。 
32 盧曼的時間面向概念已經有這個味道，但他理論所隱藏的自我同一性弔詭減輕了這個味道。

請見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第二章第六節；另見同一作者，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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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同樣的道理，我們在此可以試著用構造概念重新檢討盧曼的「二階觀察」

概念。盧曼認為，二階觀察作為對觀察的觀察，其觀察者可以是與一階觀察者同

一的、但處於不同時刻的觀察者，也可以是與一階觀察者不同的觀察者。然而，

一方面，作為自我觀察的二階觀察會犯下前一段所說的自我同一性弔詭，另一方

面，作為異己觀察的二階觀察則會犯下環境同一性弔詭。顯然，我們也許必須放

棄作為自我觀察與作為異己觀察的二階觀察，而代之以新的「二階構造」概念。

二階構造是一種特殊的構造，它被系統研究者拿來指稱系統對於在自己之內的觀

察者的構造，這個觀察者可以被系統稱為我，也可以被系統稱為非我或不稱為非

我（例如，系統就僅僅說某某某正在觀察著），而這個我、非我、某某某不能和

運作層次上的系統（構造者，而非被構造者）與環境相比擬。二階構造不是對構

造的構造，因為如果是這樣，就會再次遇到二階觀察（對觀察的觀察）的弔詭。

二階構造僅僅是對某個在看東西、聽聲音、聞味道、進行判斷、學習等等的觀察

者的構造。33換句話說，系統不可能看見過去自己在進行構造時所使用的區別。

34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可以對系統理論的反身性加以檢討。盧曼認為，系統

是自我指涉的，而研究這些自我指涉系統的系統理論作為科學系統當中的次系

統，也是自我指涉的，因此系統理論必然對自己進行反省。而這個反省所依據的

就是以系統理 論為基礎的二階觀察。在此，我們看見系統理論也在進行自我的

二階觀察35。如果我們遵循「二階構造」這樣的概念建議，那麼，系統研究者在

這一刻進行的系統考察就不可能在下一刻被系統研究者所反省。因此，系統理論

的自我反省始終是不可能的。系統理論所能做的，也許就只是在自己內構造出一

個觀看著過去的系統理論的我：系統理論說，”我將剛才所主張的理論反身指涉

到我自己。”而這樣的自我反省事實上已經不是系統理論的自我反省。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93，頁 35-36，頁 51-52。 
33 然而，二階構造的「二階」兩字始終是容易引起誤會的詞，但由於我們還沒發現更恰當的詞

彙可以代替它，因此目前我們還是使用「二階」這兩個字。讀者必須小心區別這裡的二階與二階

觀察的二階之間的不同。 
34 也許，「現在的過去／過去的現在」能夠很好地概括這個道理。現在的過去是被系統構造出來

的，而過去的現在則是系統在運作層次上的真實過去。 
35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第十二章；另外，也請見同一作者，On the Scientific Context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頁 25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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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被系統構造出來，除了是藉由「區別／標示」這組差異之外，還藉由「質

料／意向對象」，或者「被涉及者／被構造者」這組新的差異。意識總是對於某

個對象的意識，這句話可以改寫為：觀察總是對某個對象的觀察，構造總是對某

個對象的構造。在進行構造的時候，系統只能涉及這個對象的某一面向、某一屬

性而已，例如，當意識感知到桌子時，只涉及到桌子的大小。桌子的桌面、桌腳、

重量、質地等等，必須在將來的意識運作中才能涉及到。然而，當系統涉及到桌

子的大小時，也一併暗示著桌子的其他可能面向，以及桌子之外的其他可能事物

的可能面向。這個暗示所造就的可能性界域一併圍繞在當時的涉及周圍。至此，

我們可以看見「涉及／構造」與「現實性／可能性」或「區別／標示」之間的關

係。「區別／標示」在這裡被進行了兩次，一次是構造出一個對象，另外一次則

是在這個對象中標示一個面向。每當系統進行觀察以取得訊息時，都會藉由「涉

及／構造」這組區別而進行雙重的「區別／標示」運算。 

 

正是這樣的雙重運算以及此前所提及的構造的徹底建構性，使得我們可以更進

一步討論系統對於矛盾的處理。根據盧曼，矛盾意謂著兩個相互否定的意義可能

性同時在一個運作中被實現出來，也就是說，這兩個意義可能性在系統當下的運

作中呈現為一個統一。36在觀察層次上，這樣的矛盾會讓觀察終止。37然而接下

來，盧曼就說，在運作層次上，這會使得當下的運作能夠銜接到下一個運作，以

便處理矛盾。38然而，依照自我不透明性的命題，這種處理只會導致自我同一性

的弔詭，因為對矛盾的處理首先意謂著對之前的矛盾觀察（運作）進行觀察。那

麼，我們該如何以新的構造概念來考察矛盾？首先，系統在構造訊息時，僅依據

雙重的「區別／標示」，而這兩組區別都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系統一次只能

標示區別的其中一邊，如果同時標示兩邊，就會導致re-entry，也就是矛盾（弔

詭）。當系統一方面既涉及某一對象的某一面向，又同時涉及此對象的另一相反

的可能面向，就會導致矛盾、或胡塞爾意義下的衝突，例如，意識系統感知到：”

杯子既是透明的，也是不透明的”。這時系統會因為陷入弔詭而停止運作，亦即

停止觀察。但這個觀察的停止不表示系統不能銜接到下一個運作，而且即便銜接

到下一個運作，這個運作也不會去處理之前的矛盾。因為如果處理的話，就會使

                                                 
36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362。 
37 Niklas Luhmann，前揭書，頁 359-360。 
38 Niklas Luhmann，前揭書，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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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系統研究者陷入自我同一性的弔詭。系統對於矛盾，要不就是停止運作，終結

系統本身，要不就是繼續運作，但前提是接下來的運作無法觀察或處理之前的矛

盾。系統始終只能在當下於自己之內構造出矛盾、弔詭這些概念，但是這已經落

入區別的其中一邊，因此不會讓系統此刻的觀察陷入矛盾。「矛盾」這個訊息本

身不是矛盾。因此，系統就能夠在「當下」於自己的界線內處理矛盾這個訊息。

例如，系統可以說：”矛盾可以透過其他差異來解決。” 

 

而這種訊息處理方式就將我們引導到對構造概念的最後一個說明：「存在／不

存在」這個存在論圖式。對衝突、矛盾、弔詭這些訊息的處理有許多功能等同項

39，諸如，忽略它，用另外一組區別解開它等等。我們這裡所要談的是後者。另

外一組區別可以有許多類型，例如時間面向上的「先／後」（杯子先前是透明的，

但之後就被罩上黑布而成不透明），社會面向上的「我／你」（對我來說，杯子是

透明的，但對你來說，杯子是不透明的）等等。除了這些區別之外，還有另外一

組區別可用來解決弔詭，這組區別即為「存在／不存在」。透明的杯子是存在的，

不透明的杯子是不存在的。我知道眼前這個存在著的杯子是透明的，不透明的杯

子僅僅只是我幻想出來的東西。自然，如果這個圖式被複雜地結構化的話，就會

成為一套存在論。不過，系統執行的構造工作（或著範圍更窄地說，對矛盾的解

決）也可以不用這個圖式或這個圖式衍生的存在論，系統始終有其他的區別可能

性可供使用。因此，構造並不會將「存在／不存在」先天地當成首要圖式，換句

話說，觀察並不意謂著將對象設定為存在或不存在，用胡塞爾的術語來說就是，

「存在設定」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能的。由此，盧曼所依循的Spencer-Brown

的區別邏輯似乎就需要更正。40觀察所設定的始終只是觀察對象以及它的某一面

向，至於這個觀察對象以及它的某一面向是否存在，是屬於演化與系統類型差異

的問題。 

 

  經過上面這番描述，我們的新觀察概念，構造，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這

個輪廓提供了一個解決自我同一性與環境同一性弔詭的可能途徑，而且也許因此

                                                 
39 盧曼曾在一篇文章中談及弔詭的一些解決之道，請見Niklas Luhmann，The Paradox of Form，

頁 18-20。 
40 George Spencer-Brown，Laws of Form，頁v：”這本書的主題是，當一個空間被切割或分開來

的時候，一個領域就會進入存在之中”。請注意「進入存在之中」這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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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了盧曼所強調的系統自我不透明性，以及環境不透明性。據此，我們也許就

可以嘗試性地考察「社會系統作為去主體化的茁生系統」這個盧曼系統理論的核

心。當然，這樣的考察也許是不完整的，甚至有失偏頗，因此，我們底下的考察

只能作為一種初步性的研究，還希望往後的研究者能夠指出其中缺失以及應改進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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