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章 

互為主體性與社會系統 
 

 

  前面我們已經分別檢討了盧曼和胡塞爾對於存在者與觀察的看法。我們從各種

角度指出了它們的優點與缺點。然而這些分析並非隨意進行，它們反而全都服務

於一個最高目的，即，社會系統的去主體化問題。我們這一章所要做的，就是以

上面各章所得到的結論為基礎，來考察社會系統是否真的能夠完完全全自心理系

統茁生出來，成為一個有自己運作元素類型的領域。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所關連的地方是盧曼整個社會系統理論中非常

核心的部分。盧曼在文章中常常強調社會系統與心理系統之間的區別。他認為，

心理系統所使用的元素是思考，社會系統所使用的元素則是不同於思考的溝通。

元素類型的不同，正規定了系統在本質上的差異。這個元素類型差異以及相應的

系統類型差異如果用另外一種方式表述就是：社會系統是去主體化的系統，如果

我們把主體的意義侷限在意識系統的話；心理系統是社會系統的環境，而非其組

成部分。因此，一切對社會的分析都被歸於對去主體化（去意識化）的溝通的分

析，而這正是盧曼的社會理論的基本出發點。如果這個出發點不穩固的話，架構

於其上的所有分析就會崩解，而整個理論大廈也就隨之傾圮。這有可能發生嗎？

我們在這一章所要做的，正是給這個問題一個初步但嚴謹的答案。 

 

  顯然，答案的可能性似乎只有兩種，一是社會系統的確超越心理系統而成為去

主體化的新實在層次，一是社會系統無法超越心理系統。如果答案是前者，那麼

盧曼所建立的理論大廈就安然無恙，但是，如果答案是後者，那我們必須繼續追

問，社會系統是怎樣無法超越心理系統？這對社會系統之作為系統，會造成什麼

影響？社會系統仍然是系統嗎？如果它是的話，那麼它與心理系統的關係是什

麼？如果不是的話，那麼它與心理系統的關係又是什麼？ 

 

正是在這些問題上，我們打算在這一章引進胡塞爾的互為主體性概念。眾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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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盧曼社會系統理論的建立，有一部份原因是對互為主體性概念的不滿。互為

主體性所成就的社會始終帶有主體色彩，並因此無法彰顯社會所具有的自成一體

的特性。就此而言，盧曼的批評其實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涂爾幹相當一

致。1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也許會發現社會系統可能無法超越心理系統，

因此盧曼對胡塞爾的批評似乎就需要重新檢討。而這個檢討正好將我們帶到舒茲

那裡去。舒茲作為社會現象學家，他以胡塞爾的互為主體性為基礎，並將對互為

主體性的分析拓展至對社會性符號的分析。這個分析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正好可

以用來銜接胡塞爾與盧曼。如果我們將這個分析經過適當的清洗，也就是說，將

前面兩章所得的結論應用到舒茲的符號概念，那麼新的社會概念就有可能一方面

涵括胡塞爾與盧曼的理論優點，另一方面避開他們的理論缺點。 

 

然而，詳細闡述上面的一切是有必要的，而這正是我們在這一章所要完成的任

務。當這個任務完成之後，也就是新的社會概念出現之後，我們將在下一章，也

就是結論部分，簡短說明這個新概念可以為社會學開拓出哪些新的研究領域。現

在，我們直接開始進行我們的分析。 

 

 

第一節  社會系統：去主體化或主體化？ 

 

 

  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強調社會系統是去主體化的系統，也就是說，它的組成元

素不是人或者行動者。人或者行動者，對於社會系統而言，只是它在運作層次上

的環境，它們並不能進到社會系統當中，成為社會系統的元素。換句話說，存在

著諸心理系統（或者，人、行動者），也存在著諸社會系統；社會系統是心理系

統的環境，而心理系統則是社會系統的環境。但是心理系統和社會系統之間的關

係不僅僅是互為環境而已，它們還具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關係，即，茁生關係。社

                                                 
1 葉啟政對於盧曼的系統概念的分析也導向類似的結論：系統概念就像涂爾幹的集體現象概念一

樣，也是自成一體的東西。請見葉啟政，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台北：三民，2000，頁

135-137、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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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系統是從心理系統那裡茁生出來的2，心理系統透過與其他心理系統之間的交

互作用，可以茁生出一個不同於自己、位處於自己環境中的實在層次 — 社會系

統。這個茁生不僅意謂著社會系統並不由心理系統所組成，而且也意謂著社會系

統的出現得依靠心理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因此，心理系統既是社會系統的環

境，也是社會系統的可能性條件。用「主體」這個概念來說，社會系統既是去主

體化的系統，也是由主體所促成的系統。然而，我們始終可以問，這個著名的命

題，真的和事實相符嗎？社會系統真的能從心理系統當中茁生出來嗎？由主體所

促成的社會系統真的是去主體化的系統嗎？社會系統真的是系統嗎？這些問

題，我們將在這一節提出初步性的回答。對此，我們將藉助於前面兩章對於「存

在著諸系統」和「觀察作為建構」這兩個命題的研究。 

 

  本文的第一章已經略微提過茁生這個概念，我們從那裡可以很清楚看到，茁生

是與雙重偶連性問題的解決有關的。現在，我們就來詳細考察這個雙重偶連性問

題。一個社會系統的出現，是為了解決雙重偶連性所帶來的「行為無規定性」問

題。這個行為無規定性指的是，兩個心理系統都觀察到，自己的行為取決於對方

的行為，而對方的行為也取決於自己的行為，由此兩心理系統都無法規定自己的

行為。這種對雙重偶連性的觀察（心理系統的感知、體驗），以對感知的感知為

前提，亦即，以反身性感知為前提。兩個心理系統都必須先感知到對方在感知自

己。換句話說，兩個心理系統都必須進行多次的re-entry：首先，在自己之內設

置一個「系統／環境」差異，由此使得對環境的觀察成為可能；接下來，在自己

所觀察到的環境那裡，也設置一個「系統／環境」差異，由此，系統就能知道自

                                                 
2 嚴格的說，盧曼認為社會系統不僅僅是從心理系統當中出來的，社會系統也有可能從一個心理

系統與一個社會系統之間、一個社會系統與另一個社會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中茁生出來。就後者

而言，這兩個作為基礎的社會系統本身當然也有可能是從另外幾個社會系統之間茁生出來。如果

我們繼續進行這個程序，那麼由於社會系統的數量是有限的，因此「最終」的奠基者就是心理系

統。所以我們這裡說，社會系統是從心理系統當中茁生出來的。關於茁生的奠基者，請見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106、109。附帶一提，為了談及心理系統作為社會系統的奠基者，

我們忽略了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所遺留下來的文字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徹底一點，心理系

統與不一定由社會系統所遺留下來的文字（例如，計算機螢幕上顯示的計算結果）之間的交互作

用。這兩種交互作用的另外一方並不是心理系統。但是，盧曼認為，社會系統仍然可以從這兩種

交互作用中茁生出來。關於這兩種交互作用，我們將在後面的段落加以討論。此處為了方便討論

起見，我們暫時說，社會系統是從兩心理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中茁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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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在對方的環境中去觀察作為在自己的環境中的系統；3第三，在對方那裡設

置一個「系統／環境」差異，由此使對方能夠觀察環境；第四，在對方所觀察到

的環境中也設置一個「系統／環境」差異，由此使對方能夠在它的環境中觀察到

一個系統，而它就是位在這個系統的環境裡頭。對方所觀察到的這個系統會被自

己感知為被自己所直接感知到的自己。由此，這樣的反身性感知所得到的結果就

是，一心理系統將自己當成ego，將另一心理系統當成是正在感知ego的alter ego，

而且再一次，將自己當成alter ego的alter ego。4這樣的反身性類比感知，並不意

謂著心理系統將自己的運作過程複製到對方，反而，盧曼強調，“這必須與本己

結構之投射進其他意識或互補結構之假設區別開來。…即便自己的意識對自己來

說也是不透明的。“5

 

當兩個心理系統皆以此種方式進行觀察、體驗、感知時，會把對方當成一個

black box6，也就是說，每個心理系統都會認為自己無法觀察到對方內部的運作

過程，換句話說，每個心理系統都會將對方視為不透明的black box：“這些系統

被體驗與對待為無盡開放的意義規定可能性，而這些意義規定可能性在自己的基

礎上避開異己的抓取。”7心理系統頂多只能透過對方眼睛所朝向的方向等等感知

到它在感知自己，至於它如何感知自己，則不能被感知到。不過儘管如此，心理

系統仍然可以感知對方的身體行為（同時也可以感知到自己的身體行為），而這

個感知是藉由「之前／之後」這組差異來進行的。如此一來，心理系統就將對方

的行為感知為行動，感知為有開始有結束的行動。8這也意謂著，心理系統將對

方的行為感知為偶連的行動。同理，心理系統也能藉由「之前／之後」這組差異

將自己的身體行為感知為偶連的行動。於是，心理系統在觀察對方時，同時體驗

到兩條偶連的行動序列。於是，雙重偶連性問題就可以表述為：兩個心理系統都

                                                 
3 盧曼認為，這兩個re-entry是系統理解另一個系統的必要條件。對此，請見Niklas Luhmann，
Systeme verstehen Systeme，頁 80。 
4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73、88。 
5 Niklas Luhmann，Die Autopoiesis des Bewußtseins，頁 59。 
6 同前註。另外，也請見同一作者，Social Systems，頁 109。 
7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106。或者用Peter Fuchs的話說，心理系統對對方的觀察有”
缺陷”：”它們（按：心理系統）看不見其他參與溝通的處理器在自己的內部如何運轉，而這個看

不見…只能起因於一個簡單的情況，即，那些處理器可以完全在自己的內部進行訊息處理。”對
此，請見Peter Fuchs，Moderne Kommunikation，Frankfurt：Suhrkamp，1993，頁 41。 
8 Niklas Luhmann，Systeme verstehen Systeme，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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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一方面自己的行動取決於對方的行動，另一方面對方的行動也取決於自己

的行動。 

 

  從上面兩段可以很明顯看出來，盧曼對雙重偶連性問題的前提 — 相互進行反

身性類比感知 — 的描述，預設了幾個透明性與不透明性。首先，進行觀察的系

統既不能看見自己，又能看見自己。盧曼認為心理系統相互進行反身性類比感知

時，必須要能進行自我觀察與異己觀察。系統必須將自己觀察為一個可以行動的

東西，而且也必須將對方所觀察到的自己當成與自己所觀察到的自己是一樣的。

但是，這似乎違反了系統的自我不透明性原則，因為如果系統對自己而言是不透

明的話，就不能觀察自己。如果系統進行自我觀察，那麼盧曼（對系統進行觀察

的觀察者）就會將被自己觀察到的系統以及被系統自己所觀察到的系統等同起來

（只有這樣，盧曼才能說系統觀察系統自己），如此一來，系統就擁有最小程度

上的自我透明、自我同一。自我透明性與自我不透明性在盧曼闡述雙重偶連性問

題時，同時被當作前提，因此弔詭就出現了。 

 

第二、進行觀察的系統既看不見對方，又能看見對方。盧曼認為心理系統必須

相互進行反身性類比感知，也就是說，兩個心理系統必須互相感知對方。當然，

盧曼認為這種感知是建構性的：心理系統始終在自己之內製造對關於對方的圖

像。但問題是，這些心理系統在對方不透明的情況下相互感知對方。如果兩個心

理系統都對環境不透明，那麼他們如何能夠「相互」感知對方？這個「相互性」

預設了任何一個系統都能夠穿越界線，接觸到另外一個系統，如果不能這樣，那

麼盧曼就不能用「相互性」概念。因此，這個概念的使用就使得環境對系統來說

既是不透明的，又是透明的。另外，一心理系統將另一心理系統當成 black box，

它觀察不到這個 black box 裡頭的運作情況，而只能觀察這個 black box 的外在行

為。這個 box 的”黑”並不是運作層次上的不透明，而是心理系統在觀察層次上，

將另一心理系統當成「不透明」的東西。換句話說，這個 black box 的不透明性

只是被觀察出來的東西。但是，由於這個不透明性是屬於另一個心理系統，因此

環境同一性弔詭再一次出現了。同理，心理系統也是以相同的弔詭形式去觀察對

方的身體行為。總而言之，盧曼對於雙重偶連性問題的表述似乎已經產生了與理

論前提相矛盾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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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結果對社會系統的茁生特質有什麼影響？盧曼認為，由於兩個心理系統

都體驗到雙重偶連性，因此，這個雙重偶連性體驗所導致的自我指涉式循環（我

的行動取決於你，你的行動取決於我）是一種「茁生」出來的東西，也就是說，

雙重偶連性體驗已經不能「回溯」到這兩個心理系統中的任何一方。9然而，這

樣的論證似乎並不具說服力，因為在兩個心理系統當中都出現這個自我指涉式循

環並不能證明這個循環就不屬於這兩個心理系統。每一個心理系統都會進行觀

察，但不能因此就說，觀察不能回溯到心理系統。同理，每一個心理系統所觀察

到的東西也不能因此被認為不能回溯到該心理系統。如果兩個心理系統是徹底封

閉的，也就是說，根本無法觀察到對方，那麼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從這兩個心理

系統當中「茁生」出自我指涉式循環。換句話說，這個自我指涉式循環必須而且

只能回溯到觀察出這個循環的心理系統。如果心理系統可以觀察到對方（即便只

是對方的行動），那麼，由於相互觀察而產生的雙重偶連性，就必須歸因於「相

互觀察」本身或者「相互性」本身。但我們知道，這可能會使系統理論陷入自我

同一性與環境同一性的弔詭之中。 

 

  顯然，這樣的弔詭影響社會系統的茁生。盧曼認為，當ego和alter都體驗到雙

重偶連性時，行動的出現就變得不可能。要讓行動可以出現，首先就必須解決雙

重偶連性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讓自己先行動或讓對方先行動。一旦

其中一方行動了，另外一方就可以根據對方的行動而決定自己要做出什麼行動。

如此一來，一條由雙方依序行動所製造的行動鏈就出現了。ego和alter互動時，

亦即，ego在alter的環境中做出一個output，以便成為alter的input；alter接收這個

input後，經過內部的處理，也做出一個output，以便成為ego的input。透過input、

output的循環，ego和alter可以使得對對方的觀察達到一個穩固的eigenvalue，也就

是說，ego和alter較能正確預測對方的行動。但是，透過這個循環，也可以讓原

本的eigenvalue發生變化。不論如何，由於對對方行動的觀察都是從互動中產生

的，亦即，都是從雙重偶連性問題的解決中產生的，因此這個觀察並不能歸因於

ego或alter，相反，它只能歸因於互動本身。就此說來，一個新的系統（社會系

統）就茁生出來了，它可以進行自我觀察10，以觀察出ego和alter做出了哪些行動。

                                                 
9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117。 
10 行動是被社會系統自我觀察出來的結果，對此，請見Niklas Luhmann，前揭書，頁 456。「ego
和alter的觀察被歸因到系統，成為系統的自我觀察」一事還可見Ranulph Glanville，Inside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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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推論當中，我們可以看見盧曼試圖從兩心理系統的互動，來說明社會系統

的茁生。但是這個說明成功與否，卻值得懷疑。如果心理系統是徹底封閉的，那

麼它就是在自己內部建構出雙重偶連性問題。如此一來，這個問題就是心理系統

的被觀察者或訊息。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一條行動序列，因此也是心理系統的

內部訊息，內部建構：心理系統感知到自己先做出一個行動，接著，心理系統觀

察到對方跟著做出一個行動，如此等等。這條行動序列一點也沒超出心理系統的

界線，而成為心理系統的環境，相反，它始終是在心理系統之內，被心理系統建

構出來以便解決雙重偶連性問題。換句話說，雙重偶連性問題以及雙重偶連性問

題的解決之道（社會系統的自我生產）都只是心理系統的內部建構物而已。但是，

如果心理系統不是徹底封閉的，那麼，相互觀察就是可能的，而且預設著相互觀

察的互動也是可能的，因此，由雙重偶連性問題所導引出來的行動序列當然也就

不是心理系統內部的訊息，而是外部的運作性茁生物。但是就如上一段的結論所

言，這會犧牲掉系統的封閉性，環境的不透明性因而會弔詭地成為環境的透明性。 

 

  如果更精確一點，那麼我們可以如下的方式來表達茁生：當兩個心理系統將自

己觀察為 ego，並相互將對方觀察為 alter ego 時，還未有茁生的東西出現，亦即，

還未有不屬於這兩個心理系統的東西出現；只有當任一心理系統中的 ego 和 alter

具有雙重偶連的關係時 — ego的行動取決於 alter的行動，alter的行動取決於 ego

的行動 — ，不屬於任何一個心理系統的茁生物才會出現。這時，這個在兩邊都

出現的雙重偶連關係因此就是那個茁生物。這個茁生的雙重偶連關係可以在時間

中得到開展，如此一來，這個茁生物就表現為一個新的自我生產系統：社會系統。

顯然，一旦心理系統感知到「雙重偶連性」這個訊息時，這個訊息本身就一躍而

為非心理系統的茁生物。這個跳躍起因於兩心理系統之間的相互觀察、相互作

用，所以這個跳躍出來的東西就只能屬於相互性本身。但是由於我們前面已經說

明，自我觀察會導致自我同一性弔詭，對環境進行觀察會導致環境同一性弔詭，

因此，跳躍本身與社會系統本身只能建築在系統理論的弔詭之上，並因此就較無

法擁有穩固的理論基礎。 

 

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弔詭，盧曼在描述社會系統的元素時，遭遇到困難。盧曼

                                                                                                                                            
White Box There Are Two Black Boxes Trying to Get Out，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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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立社會系統是茁生的系統之後，進一步說，這個系統有它自己的元素，即溝

通。溝通是由ego以「（告知／訊息）／unmarked state」這組差異去觀察alter而形

成的。換句話說，ego認為alter的行動是帶有訊息的告知。11alter的身體行動因此

是包含著訊息的行動或告知：alter的身體動作始終是符號。它的能指（行動、告

知）是被ego選擇出來的，它的所指（訊息）也是被ego選擇出來的。但是，由於

這兩個選擇都是在ego和alter的互動中出現的，因此這兩個選擇必須被歸因到茁

生出來的系統，亦即溝通本身。溝通在自己之內選擇了行動，也選擇了訊息。很

明顯，盧曼在這裡利用茁生的特性將原本由ego進行的觀察轉換為由溝通來進

行。但是茁生預設了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所以盧曼在這裡就陷入

了困境：如果他使用系統的徹底封閉性命題時，就會說意識區別著訊息與告知：”

反而，只有在它（按：意識）能夠區別告知與訊息時，才能參與溝通。告知從不

同的行為可能性中選擇出來，訊息從不同的事態中選擇出來，而溝通則將它們兩

個組合成一個事件…「告知／訊息」這組區別對於所有溝通來說都是構成性

的…。”12相反，如果盧曼使用的是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時，就會

說行動和訊息都是社會系統在自己之內觀察出來的東西。13

                                                 
11 在此，我們不打算同意Peter Fuchs對盧曼溝通概念的詮釋。他認為，溝通本身是單值地出現，

亦即，它本身並不作為告知與訊息之間的差異。溝通要成為差異，必須由之後的溝通使用「告知

／訊息」來對它加以描述。此時，被描述的溝通會成為Äußerung，而這個描述本身就成為soziales 
Verstehen。然而，這樣子的說明除了排除掉盧曼在Social Systems的第四章所提及ego與alter對於

溝通的貢獻之外（Social Systems，頁 142-143），也會產生一個問題：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麼

第一個溝通是不是就不能成為溝通？因為顯然，在它之前沒有溝通出現（兩個心理系統還沒互

動），它如何能以「告知／訊息」來描述？而且，Peter Fuchs的詮釋還會讓「對溝通進行溝通」

這件事成為社會系統的必然，但是，盧曼反而認為這是偶連的（Social Systems，頁 452-454）。
另外，如果現在所關乎的是第二個溝通，並因此，第二個溝通可以用這組差異去描述、理解第一

個溝通，那麼，這必然預設了第二個溝通可以觸碰到第一個溝通，儘管這個觸碰只是瞎子摸象般

摸到了第一個溝通。但是即便是瞎子摸象般的觸碰，也違反了自我不透明性原則，因為第二個溝

通的確是碰到了第一個溝通，只是它不以單值的方式去看待第一個溝通，而是用二值的方式去看

待第二個溝通。因此，基於上面這些理由，我們只打算採取正文所使用的立場。關於Peter Fuchs
的詮釋，請見Peter Fuchs，Moderne Kommunikation，頁 27-33。另外，Wolfgang Ludwig Schneider
也採取Peter Fuchs的立場，請見Wolfgang Ludwig Schneider，Intersubjektivität als kommunikative 
Konstruktion，收於Der Mensch — das Medium der Gesellschaft?，1994，頁 218。附帶一提，也許

Fuchs和Schneider的這種誤解是起因於Luhmann認為，銜接上來的溝通必須一併檢驗前一個溝通

是否被理解（Social Systems，頁 143）。但這實際上也是對盧曼的誤解，因為「檢驗前一個溝通

是否被理解」不表示「理解前一個溝通」，檢驗理解不等於理解。 
12 Niklas Luhmann，Wie ist Bewußtsein an Kommunikation beteiligt?，頁 49。 
13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139-14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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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困境似乎也可能出現在另外一種溝通類型當中：閱讀。盧曼認為，閱

讀是一種全社會行動，溝通行動，因為這個行動被“經驗”或被”意向”為溝通。14閱

讀與互動性溝通不同的是，閱讀者與其他心理系統沒有共同在場，沒有發生互

動。閱讀者當下所感知到的不是alter ego（閱讀者也許會想像到、回憶到alter 

ego），而是由alter ego所書寫出來的許多符號，換句話說，閱讀者將他所面對的

東西“感知“為「告知／訊息」這組區別。就此說來，閱讀者本身就是理解者，就

是完成溝通最後一階段的心理系統。因此，矛盾就出現了：如果盧曼強調系統的

封閉性，那麼，「告知／訊息」這組區別就是被心理系統（閱讀者）所”經驗”到、”

感知”到的；但是如果盧曼強調溝通的茁生特性，亦即，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

同一性弔詭，那麼，「告知／訊息」這組區別就是由社會系統做出來的。心理系

統由於參與溝通而被迫打開自己的封閉性以及自我不透明性，以便將這組區別讓

給社會系統。但顯然，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裡似乎不一定會

產生「茁生」的系統，因為閱讀者與書寫者不一定會感知到雙重偶連性問題：書

寫者在書寫的時候，可以不必考慮到閱讀者對這個書寫所抱持的態度；另外，閱

讀者在閱讀的時候，也不一定會考慮到書寫者對這個閱讀所抱持的態度。15既然

這樣的反身性體驗不一定會被建立，那麼由這個反身性體驗而來的雙重偶連性體

驗也就不一定會出現，因此，溝通這樣一個”茁生”的系統就不一定會出現。而且

即便閱讀者與書寫者都擁有反身性體驗，也因為他們作為心理系統必須謹守封閉

性與自我不透明性原則，所以根本不可能茁生出任何的社會系統。如果茁生出

來，就違反封閉性與自我不透明性原則。 

 

  附帶一提，茁生概念所具有的弔詭也展現在「ego／alter ego」這個社會面向的

圖式使用上。前面說過，盧曼認為，這個圖式是心理系統建立雙重偶連性經驗時

所需使用的觀察圖式：ego的行動取決於alter ego的行動，alter ego的行動取決於

ego的行動。同時，心理系統也利用這個圖式來感知alter的感知。就此而言，這

個圖式完全被封鎖在心理系統之中。但是，盧曼也認為，這個圖式是茁生出來的

社會系統的觀察圖式：“這些意義面向可以被描述形式，這些形式藉助某些區別

                                                 
14 Niklas Luhmann，前揭書，頁 426-428。 
15 “無論如何，在此必須取決於由行動者本身做出的意義規定，而不取決於一個觀察者能夠確立

的全社會條件。”引自Niklas Luhmann，Soziale Systeme，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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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世界。…當’ego’和’alter’的區別被使用時，社會面向作為一種分離的觀察

模式就出現了。“16只有在社會系統以弔詭的形式（也就是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

境同一性弔詭）茁生出來時，這組區別才能從心理系統跳躍至社會系統，而成為

社會系統的意義圖式、社會觀察圖式。因此，這個意義的社會面向就植基於無可

規定的弔詭之中。 

 

  由此，茁生之為茁生，它在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當中的正當性，就由於自我同

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而受到質疑。也由此，整個社會系統理論的大廈就有

了傾倒之虞。然而，如果我們想要保留這個理論的優點，如存在著諸系統、系統

作為自我生產系統、系統的封閉性與自我不透明性、溝通作為訊息、告知、理解

三種選擇的統一，那麼該如何將這個「茁生」概念加以清洗而不會危及這些優點？

我們該如何以這些優點為基礎，重新納入溝通概念？對此，我們嘗試引入胡塞爾

與舒茲的觀念。而這正是我們在接下來的兩節要進行的工作。 

 

 

第二節  互為主體性 

 

 

  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曾經被批評為先驗唯我論。17胡塞爾為了避開這個指責，

遂以先驗現象學為基礎，詳細考察他人問題，並進而由這個考察衍生出客觀世界

的構成問題。18不過我們接下來的討論僅限於胡塞爾對於他人問題的考慮，因為

客觀世界構成問題與這篇論文的主旨不相符。當這個討論結束後，我們也許會清

楚認識到胡塞爾的「他人構成」與「互為主體性」概念相較於盧曼所具有的優缺

點。在此，讓我們先來描述一下胡塞爾如何以現象學的方式談論他人。 

 

  胡塞爾從「ego／alter ego」這組差異出發，認為他我的問題在先驗現象學中應

                                                 
16 Niklas Luhmann，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頁 51-52。 
17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頁 121-122。 
18 這個客觀世界構成問題還可以細分為二個層次：生活世界層次、客觀世界層次。對此，請見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北京：三聯，1994，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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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他我如何在我之中被我構成出來？胡塞爾排除掉其他對於他人的提問方

式，逕直把他人等同於他我，並因此認為正確的問題只能是他我在我之中的構成

方式：”…我們必須認識到那種明確的或含蓄的意向性，因為在這種意向性中，

另一個自我才會在我們的先驗自我的基礎上顯示出來並得到證實。同樣地，我們

必須認識到，”其他自我”在我之中的意義是在哪些意向性、哪些綜合和哪些動機

中形成的，並且在一致的陌生經驗…的名義下又是如何被證實為存在著的，甚至

是如何以他自己的方式被證實為本身在此的…。這些經驗及其作用的確都是我的

現象學領域的先驗事實 — 在此，除了考察這些經驗及其作用之外，我能夠從其

他各方面來解釋存在著的他人的意義嗎？”19

 

  正是基於這樣的排除，他人變成他我，而他人也因此以我為基礎。只有在「我」

的意義被先驗現象學確定出來後，他我（他人）的意義才能跟著被確定出來。20

我變成了他人構成問題的奠基者。據此，胡塞爾在說明他人構成問題時，一開始

便使用一種特殊的還原來將論題縮減至本己性領域，亦即，屬於我的領域。這種

還原就是本己性還原，就是排除所有與陌生者有關的領域而形成的還原。它不是

胡塞爾為了得出我的絕對存在性而使用的現象學還原，相反，它是一種新的還

原，而且是奠基在現象學還原上的還原。21胡塞爾藉由描述先驗意識裡頭的一個

獨特領域，即屬於我的領域，來觀察先驗意識如何在自己之中構成我所是的東

西。胡塞爾認為，先驗意識將本己性領域構成為一個包含著我的身體、我的心靈、

人格自我這三者的領域，即心理物理學的統一體。我的人格自我支配著我的身

體，透過我的身體來感知外部世界、影響外部世界，並受外部世界影響；我的人

格自我可以在我的心靈中感知到我的身體，如此等等。22

 

先驗意識在自己之中除了構成這個本己性領域之外，還構成陌生者領域，即非

本己性領域。這個陌生者領域和本己性領域有一些特殊的關係：一方面，本己性

                                                 
19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頁 123-124。 
20 這不意謂著我的構成在時間上先於他我的構成。這裡的先後指的不是時間，而是邏輯順序。

對此，請見Paul Ricœur，Husser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7，頁 120。 
21 就此而言，Paul Ricœur稱這個還原為「第二度還原」。請見Paul Ricœur，前揭書，1967，頁 118，
註 5。倪梁康似乎錯誤地將這個還原理解為現象學還原，因此被還原出來的本己性領域就成了先

驗自我領域。請見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頁 144-145。 
22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頁 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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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被陌生者領域環繞，另一方面，本己性領域可以意識到這個陌生者領域，亦

即，在我的心靈之中構造出陌生者領域。如此一來，先驗自我就以一種世俗化自

我統覺將構成出來的心理物理學自我當成是外部世界的成員，而這個心理物理學

自我作為這個成員，能夠在自己之內意識到這個外部世界。23胡塞爾正是以這樣

的內外關係為基礎，描述他我如何在心理物理學自我中被構成出來。根據胡塞

爾，先驗意識構成他我的方法有三：類比（結對）、共現、想像（同感）。24首先，

先驗意識以類比的方式將感知中出現的另一軀體也視為身體，即，被自我所支配

的軀體。我的身體連同我的心靈本身被一併轉移到在那裡的軀體。本己性領域與

他者領域作為結對，一併被意識構成。在那裡的軀體擁有類似於我的人格自我，

因此在那裡的軀體也是和我的身體一樣的身體。但是，這導致了一個問題：難道

這個在那裡的身體不會是我第二個身體嗎？25類比不能造成差異，要出現差異，

必須從另外一個地方探求。對此，胡塞爾引入第二個方法：共現。先驗意識在感

知心理物理學自我的時候，既可以體現身體，也可以體現人格自我，但是先驗意

識在感知他者領域的時候，卻只能體現他者的身體，而不能體現這個身體當中的

他者或他我。他我只能在先驗意識進行陌生感知時，被一併共現出來。26也就是

說，他我是被假設出來的，而非被感知到的。如此一來，他我和自我就有了無法

改變的差異，而由類比所形成的兩個我就成了兩個雖相似但本質上卻不同的我：

一個是我，一個是「他」我。這個被假設的他我雖然不能被體現或感知，但卻能

藉由他的身體行為的和諧來加以證實其存在性。27Paul Ricœur認為，這種身體與

他者之間的關係，還不是表達性的符號關係，而是指示性的符號關係。28至此，

自我與他我之間的同一與差異都已經有所安置，因此「ego／alter ego」這組差異

就被構成出來了：人格自我在自己之內經驗到他我是存在於自己之外。接下來，

問題就剩下自我如何經驗他我當下的經驗，自我如何理解被包圍在身體當中的他

我，自我如何共現他我。對此，胡塞爾引入第三個方法：想像或同感。先驗意識

                                                 
23 埃德蒙德˙胡塞爾，前揭書，頁 135-137。 
24 這是按照Paul Ricœur的詮釋。請見Paul Ricœur，Husserl，頁 125-130。不過這三個方法在胡塞

爾那裡如何運用，我們有不同於Paul Ricœur的理解。 
25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頁 155。 
26 埃德蒙德˙胡塞爾，前揭書，頁 149-150。 
27 埃德蒙德˙胡塞爾，前揭書，第 52 節。 
28 Paul Ricœur，Husserl，頁 127-128。但是這並不否認他者的身體行為與他者之間有可能具有表

達性的符號關係。 

 80



將人格自我構成為在這裡的我，將他我構成為在那裡的我，先驗意識藉由想像，

將這裡的人格自我轉移到在那裡的我，使得在那裡的我成為在這裡的我：如果我

是他的話，我會經驗到…。如此一來，我的那裡經過轉換後就成了我的這裡，而

原本的我的這裡則變成了我的那裡。正是透過這樣的轉換，先驗意識得以理解他

者的意識，也就是說，先驗意識獲得了同感的能力。然而，這裡的同感還必須與

對他我的身體行為的體現互相結合起來：先驗意識將自己的人格自我與身體行為

之間的和諧關係以體現、共現、類比等等方式轉移到他我與他的身體行為之間。

如此一來，他我與他的身體行為之間也就具有和諧關係，我的人格自我就可以理

解他的人格自我。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互為主體性是內在於先驗意識當中29，是被先驗意

識在自己之內構成出來的東西，因此它一點也不會躍出先驗意識，而在先驗意識

之外存在。先驗意識之外有沒有存在著其他事物，是始終被胡塞爾懸擱起來的問

題。我的人格自我對他人（身體、心靈、人格自我）的經驗，以及我的人格自我

對他的人格自我對我的人格自我的經驗的經驗（或簡單說，感知的感知），因此

也全都是在先驗意識當中形成的。如果感知的感知進一步轉變為對雙重偶連性的

經驗30，那麼，這個雙重偶連性經驗也是在先驗意識中出現的。它絕對不可能由

此而從先驗意識那裡茁生出去。在下一節，我們將藉助這個結論來重塑盧曼的社

會系統概念。不過在這裡，我們必須暫時擱置這個結論，而繼續考察剩下的問題。 

 

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我與他我之間的類比與共現關係，亦即，互為主體性，

是人格自我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心理物理學自我之間的關係，而非先驗自我與經

驗自我之間的關係。胡塞爾所使用的類比僅僅指出在先驗意識中心理物理學自我

被複製到陌生領域，而非指出先驗意識被複製到陌生領域中。後者正是盧曼對胡

塞爾互為主體性的批評 — 盧曼指出，這樣的類比使得先驗與經驗的區別被打

破，因此不但讓胡塞爾陷入了弔詭，也讓胡塞爾無法從先驗主體推出互為主體

                                                 
29 阿爾弗雷德˙舒茨，現象學與社會科學，收於倪梁康所編，面對實事本身 — 現象學經典文

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 482。 
30 胡塞爾並沒有直接談及雙重偶連性經驗，但這可以從他對「人文主義式自我統覺」這個概念

的描述中推論出來。請見Edmund Husserl，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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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31由此看來，盧曼的批評似乎是成問題的。 

 

然而，雖然胡塞爾的類比是從人格自我類比到人格自我，但是，作為本己性領

域的一部份的人格自我，卻是個有問題的概念。它將自然反思與現象學反思相混

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弔詭。詳細的說，人格自我是先驗意識根據自然反思性統覺

而構成的東西，也就是根據一般心理學而自我統覺到的東西。32這個人格自我因

此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人類自我33，我的心靈中的自我：先驗意識在本己性領域

中構成了我的身體、我的心靈、我的人格自我，而我的人格自我由於在我的心靈

中與諸體驗相連接，而且這些體驗一併帶有著實在的身體，亦即帶有著在世界中

存在的身體，因此，我的人格自我、我的心靈、我的體驗，也就一併成為實在的

自我、心靈、體驗，而一起在世界中存在。34自然反思將這裡的自我既把握為在

世界中的諸體驗的同一極，也把握為我的諸習性的基底。35世俗化的人格自我連

同諸體驗儘管是被先驗意識以自然態度統覺到，但卻是以內在性自然態度被統覺

到，也就是說，人格自我連同諸體驗不僅僅是被「當成」內在於先驗意識中的東

西，而且是「真實地」內在於先驗意識中的東西。我的心靈所擁有的諸體驗（亦

即諸狀態36）不同於物，因為前者不可能在先驗意識中呈現出不同側面，但後者

必定在先驗意識中呈現出某一側面，因此，先驗意識在進行自然反思時，被反思

                                                 
31 Niklas Luhmann，Die Tücke des Subjekts und die Frage nach den Menschen，頁 44；同一作者，

Intersubjektivität oder Kommunikation: Unterschiedliche Ausgangspunkte soziologischer 
Theoriebildung，收於同一作者，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6，頁 169-170。另外，關於互為主體

性作為世俗化人格自我之間的關係，也請見高秉江，從“先驗自我“到“主體間性“，收於由倪梁康、

陳嘉映等所編，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第四輯，現象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1，頁 120-124。另外，舒茲也是將互為主體性當成人格自我之間的關係，請見阿爾弗雷德˙

舒茨，現象學與社會科學，頁 480-482。 
32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頁 34。 
33 埃德蒙德˙胡塞爾，前揭書，頁 100。 
34 Edmund Husserl，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頁 129：”心理主體擁有

一個物質物作為他的身體，因為這個身體被激起活力，也就是說，因為他擁有心理體驗，這些心

理體驗在人的統覺這個意義下，是以格外親密的方式一併帶著這個身體。”（強調處為原作者所

加） 
35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頁 100。人格作為一種較持久的規律，正是習性造成的

結果，因此，作為習性基底的自我就成了人格自我。 
36 Edmund Husserl，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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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諸體驗儘管是實在的，亦即是與身體一併存在於世界中，但卻是內在於或者是

被實項包含於先驗意識中，而對於物的意識則必須一方面顯現出它的側面，另一

方面宣稱把握到它的整體。37這正是胡塞爾在純粹現象學通論中進行懸擱前所描

述的所有事態。自然反思所得出的結論在經過現象學懸擱的考驗後，留存下來的

只有諸體驗（而且是我的諸體驗，亦即，我的意識流）。實在而且絕對的體驗經

過懸擱性程序後，變成僅僅是絕對的體驗。而在這些絕對的體驗中，仍然保有一

個同一極，即自我，只不過這時的自我不再是世俗化的自我，而是先驗自我。同

樣，原來的世俗化自我作為諸習性的基底，到了絕對體驗那裡，仍是作為諸習性

的基底。38這意謂著什麼？39如果先驗反思是完全自我透明的，可以看見而且正

確看見我的所有結構，那麼自然反思就是不完全自我透明的，因為它一方面正確

地看見了自我的絕對性，另一方面卻錯誤地看見了自我的實在性40。換句話說，

自然反思所看見的世俗化人格自我包含著先驗自我。但是，這樣的包含，其實是

一種弔詭，因為自然反思與先驗反思的根基一開始就是不相同的。自然反思是以

世界存在為前提，而先驗反思則以現象學懸擱為前提。既然前提不同，那麼根據

這些前提而來的結果不論有多麼類似，都是不可共量的。但是胡塞爾卻將先驗反

思的結論包含在自然反思中，因此，不可共量性就與可共量性並存，而自我透明

性也就與自我不透明性並存（自我的「不完全」透明性）。顯然，這是一個弔詭。

因此，本己性領域以及在這個領域之中的世俗化人格自我、心靈就是弔詭的概

念，而由這些概念所得到的他我以及互為主體性也就相應成為弔詭的概念。這可

以解釋，為什麼胡塞爾在談及他我時，一方面認為他我是個世俗化的人格自我，

一方面卻也認為這個他我包含著先驗自我（或更準確的說，先驗他我）：”原則上，

被強調的純粹自我（以及相伴隨的經驗自我）是一個’他者’；結果，如果我設定

了許多人類，那麼我也就設定了許多原則上彼此相互分開的純粹自我，以及許多

的意識留。有多少數量的純粹自我，就有多少數量的經驗自我，而同時這些實在

自我在諸條純粹意識流中被構成，被諸純粹自我所設定，或者在被激發的諸可能

性中是可被設定的。”41不僅如此，自然反思所具有的弔詭性質也可以解釋為何

                                                 
37 Edmund Husserl，前揭書，頁 135-142。 
38 埃德蒙德˙胡塞爾，笛卡爾式的沈思，第 31、32 節。 
39 我們這裡暫時不考慮第一章與第二章對胡塞爾的批評。 
40 當然，這裡的「錯誤」一詞不代表胡塞爾認為自我的實在性應更改為自我的不實在性。自我

的實在性僅僅是被胡塞爾放入括弧，停止判斷而已。 
41 Edmund Husserl，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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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爾有時會將實在自我視為內在的42，有時又會將實在自我視為超驗的43。 

 

如果我們遵循第二章的結論，也就是意識對於自己來說是不透明的，那麼，這

裡的本己性還原就具有了一個新的意義。它似乎可以避開上一段所談的弔詭（因

為實在自我、世俗化的人格自我始終是超驗的，而非內在的），並因此，這個本

己就和先驗意識當中的先驗自我沒有任何自我同一性關係。如此一來，由超驗的

自我藉由複製化、差異化而得出的他我，以及超驗自我與他我之間所具有的互為

主體性關係，就都是超驗的。我們完全可以正當地談及超驗他我、超驗的互為主

體性。最重要的，這避開了「構成」這一概念所保有的自我同一性弔詭，因此，

構成概念就剩下較無矛盾的意義。我們在第三章將這個新的意義用一個全新的名

字來指稱：構造。 

 

然而，還有一些問題我們必須處理，才能過渡到下一節對社會系統概念的重新

定義。這些問題其中一個涉及到舒茲的理解概念。舒茲所認為的理解，範圍其實

比胡塞爾的要狹窄得多：”瞭解某人正在伐木，也可以是…我們的注意核心是伐

木者自己的經驗。亦即關鍵問題不是外在事件，而是活生生的經驗：「這個人是

否根據他的過去計畫，而自發地行為？如果是的話，那麼，這個計畫為何？他的

目的動機為何？行動所代表的意義脈絡為何？」等等。…這才是對他人的真正瞭

解。”44”觀察者可以從事真正的瞭解，如果他…視文字意義為說話者主觀經驗的

指標 — 簡言之，探討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意義。”45胡塞爾的理解概念僅要

求先驗意識以想像的方式將自己放到他我的位置上去，以明白他我的經驗，但是

舒茲的理解概念卻進一步要求這樣的明白必須是針對著他人的目的動機。現在，

就讓我們來考察這樣的要求。 

                                                                                                                                            
Philosophy，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頁 117。 
42 例如，純粹現象學通論，以及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第 32
節。 
43 Edmund Husserl，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第 28 節。附帶一提，由

互為主體性概念得出的單子共同體因此也是弔詭的概念，因為它有時是先驗單子之間的共同體，

有時又是在自然反思下所統覺出來的單子共同體。 
44 舒茲，社會世界的現象學，台北：桂冠，1991，頁 127-128。強調處為原作者所加。 
45 舒茲，前揭書，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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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茲繼承胡塞爾對於他我構成的看法。先驗意識在自然態度下構成了世俗化自

我，而藉由類比與共現，就構成出他人（世俗化他我）。46理解在此就意謂著自

我藉由想像而將自己變換到他人那裡，以掌握他人的身體動作與心靈經驗之間的

指示性符號關係。這樣的理解針對著他人的目的動機47：如果我在他人那裡，我

會具有怎樣的計畫，也就是說，我會設想出一個已於未來完成的行為，而目前的

身體動作（行動）就是在實現著這個行為，或者說，就是這個行為的手段。然而，

這個設想取決於我的過去經驗，亦即，我的意義脈絡。我會去設想過去我執行這

些身體動作時，具有什麼計畫，什麼已於未來完成的行為；接著，我把這個過去

的計畫當成是我目前這些身體動作（行動）的計畫，從而我就得出了目前這些身

體動作對他人而言所具有的意義，亦即所具有的目的動機。 

 

對舒茲而言，這樣的理解既可以在不涉及象徵性符號的情況下進行，也可以在

涉及象徵性符號的情況下進行。對於前者，他人身體動作與他人心靈之間僅具有

指示性符號關係；但對於後者，他人身體動作與他人心靈之間雖然也具有指示性

符號關係，但也中介了一種象徵性符號關係。這個象徵性符號關係不是他人身體

動作與他人心靈之間的關係，而是他人身體動作與其客觀意義之間的再現關係。

48象徵符號在這裡具有兩種功能，一方面，它（行為客體或人為產物49，前者例

如他人的手指指向某一方向，後者例如一個字）指涉著它所意指的東西（客觀意

義），另一方面，它則表達著記號使用者的主觀經驗（主觀意義）。50當人們是象

徵符號的詮釋者（也就是理解者）時，他們一方面會用他們的意義脈絡去找出這

個符號所意指的東西（而非將注意焦點擺在符號本身上），亦即，我會以統一的

方式回憶起過去對這個符號的所指物的諸經驗，並將這個統一的諸經驗應用到他

們這時對此符號的所指物的體驗；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同感地去設想那個符號使

用者選擇此符號的目的動機，也就是說，他們會去找出那個符號使用者藉由選擇

這個符號，想要表達給他們知道的主觀經驗，不論這時這個符號使用者是自己的

                                                 
46 舒茲，前揭書，第十九節。 
47 這時，我已經以我過去的經驗排除他人此刻的動作是無目的動機的動作。 
48 舒茲，社會世界的現象學，頁 136。 
49 舒茲，前揭書，頁 137。 
50 舒茲，前揭書，頁 136、141-142。在此，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不討論舒茲所提及的另一意義：

偶因意義。對此意義的界定，請見同一作者，前揭書，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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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伙伴、同時代人或是前人。51這麼說來，即便閱讀古書也是一種理解。另

外，當人們是象徵符號的使用者時，人們選擇象徵符號，以便讓他人去詮釋這個

符號的客觀意義以及主觀意義。52因此，無論世俗化的自我是象徵性符號的詮釋

者（理解者）還是使用者，必然會取向於他人；只不過在使用者那裡，還多添加

一項「影響他人」而已。53

 

顯而易見，舒茲所談及的表達與理解都是在先驗意識裡頭發生的。由於自我與

他我是被先驗意識在自己之中構成，因此，無論自我是表達者，他我是理解者，

還是自我是理解者，他我是表達者，表達與理解都只能在先驗意識的構成活動裡

頭出現。這似乎避開了盧曼的茁生概念，並因此也避開了這個概念所帶來的弔詭。 

 

然而，儘管舒茲的表達與理解概念具有這樣的優點，但卻因為表達與理解具有

雙重過程而陷入困難。表達與理解，在舒茲那裡，不僅包含著對客觀意義所做的

某種處置，也包含著對主觀意義所做的某種處置。表達始終表示符號使用者不僅

藉此傳達這個符號的所指（即，客觀意義）給理解者，也藉此傳達這個符號之所

以被挑選的目的動機給理解者。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理解那裡：理解者不僅對某

一符號的所指進行理解，也對此一符號的使用者的主觀經驗、主觀目的進行理

解。但是，實際上，理解或表達不一定會包含對主觀意義的處置，例如，醫生在

聆聽病人對於自己病痛的陳述時，往往不會設想病人此時的心靈經驗，醫生所做

的，僅僅是將病人說出的那些聲音當成是某個客觀意義的符號而已，也就是說，

他往往只要知道病人這時所說的是什麼就夠了。只有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他才會

去設想病人說這些話的目的動機：例如，病人是不是為了向我拿醫生證明而故意

說這些謊話。舒茲也曾表示詮釋者在詮釋象徵性符號時，不一定會指涉到製造此

符號的他人：”…當他看到一個路標時，便會對自己說：「左轉！」，而不是想到

「看！這是個木製標誌！」或「誰把這個標誌放在這裡？」”54同樣，在表達那

裡，表達者在使用象徵性符號時，也不一定會如舒茲所說的「具有意義」，也就

                                                 
51 韋伯的理解概念也包含這兩種過程。請見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台北：遠流，1993，頁

25-26。 
52 對於象徵性符號的詮釋者與使用者的詳細討論，請見舒茲，社會世界的現象學，第二十五、

二十六節。 
53 舒茲，前揭書，175。 
54 舒茲，前揭書，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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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圖讓詮釋者能夠明白自己的主觀經驗。例如，醫生在對病人說：”你怎麼

啦？”，也許只是下意識的脫口說出這句話而已；作家在寫作時，有時不會有「意

圖讓讀者理解自己」這樣一個目的動機；55更常見的例子是，銀行的櫃臺人員所

說的話只是習慣說出的話，其中並不包含任何意圖。由此，不論是在表達還是理

解那裡，主觀意義其實並非必要，真正必要的，是象徵性符號的所指，亦即客觀

意義，因為只有作為客觀意義本身的所指，才能將象徵符號性理解與其他理解區

別開來，並且讓表達成為表達。 

   

  這麼一來，我們也許就有必要重新評估盧曼與胡塞爾對於感知、感知的感知、

互為主體性這些概念在溝通現象中的地位。首先，在盧曼那裡，社會行動與全社

會行動是被區別開來的，社會行動指的是將社會面向考慮進來的行動，而全社會

行動指的則是被經驗為溝通的行動，也就是，在這個行動中，訊息與告知被區別

開來。據此，全社會行動不一定是社會行動，社會行動也不一定是全社會行動。

閱讀不一定會考慮到他人對此所持的態度，但它仍舊是溝通；在機場接機，不一

定會涉及「告知／訊息」這組區別，但它仍舊是社會行動。這種雙重不確定性透

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即，只有全社會行動才是真正的溝通行動。全社會系統由

所有的溝通（不論是現實的還是可能的）所組成，沒有任何溝通落在這個系統之

外，因此，只要我們探究這些溝通的根本特性，我們就能知道所有溝通作為溝通，

它的根本特性。既然閱讀也屬於溝通，那麼可見溝通本身不必然包含有對社會面

向的考慮，亦即，「對他人的感知」以及隨之而來的「感知的感知」不是溝通的

本質，而且如此一來，由感知的感知而來的雙重偶連性經驗也就不是溝通的本

質。只要告知與訊息能夠被區別開來，換句話說，只要理解性觀察能夠形成，溝

通就出現了。這個理解性觀察者不一定需要觀察他人的心理狀態 — 它所關乎的

僅僅是「告知／訊息」這組區別。因此，他我的心理狀態，以及更根本的來說，

他我的類比式建構，對溝通而言只是次要的東西。既然溝通所關乎的僅僅是「告

知／訊息」這組區別，那麼存不存在和 ego 相類似的表達者，以及理解性觀察者

有沒有觀察到這個表達者，其實並不重要。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心理系統可以將

感知到的一條河流當成象徵性符號，而興起光陰流逝之嘆。盧曼說，閱讀涉及社

                                                 
55 甚至，喬伊斯在寫作尤利西斯時，還有意讓讀者難以理解。請見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頁 15（譯者序）。但這個例子在舒茲看來，也許只是另外一種「影響

他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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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系統所遺留下來的文字，但就他對全社會行動的定義來看，閱讀似乎不必涉及

被閱讀者的身份以及歷史來源。 

 

  如此一來，胡塞爾的互為主體性概念就成了次要的概念。但是，他我在溝通中

如果是不必要的，那麼自我呢？意識需不需要建立一個世俗化自我以便讓溝通出

現？對於舒茲而言，意識為了理解一象徵性符號的客觀意義，它必須構成一個世

俗化自我，因為只有如此，意識才藉由掌握這個自我過去面對同一符號時所具有

的經驗，而於當下理解此符號的所指。但事實上，意識在區分象徵性符號的能指

與所指時，並不需要額外構成一個世俗化自我。意識可以在沒有構成世俗化自我

的情況下，將能指與所指區別開來，並因此理解由能指與所指組合而成的象徵性

符號。當然，這並不排除，意識可以構成一個人，這個人區別象徵性符號的能指

與所指。但是，這僅僅意謂著，意識此時的位置是二階觀察者，因為它正觀察著

一個理解符號的人。此時理解符號的不是意識，而是那個被觀察的人。如果意識

要理解象徵性符號，那麼它只要將這個符號的能指與所指區別開來就足夠了。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互為主體性概念對於溝通來說是不是完全不重要的？對

此，我們持保留態度。的確，對於溝通的本質來說，互為主體性是不重要的，但

是對於某種特殊的溝通類型來說，互為主體性卻是重要的。我們將在下一節討論

這種特殊的溝通類型的特性。 

 

  至此，所有基本的批判已經完成，接著我們要進行一項與本篇論文最終目的直

接相關的活動：構作一個新的社會概念。 

 

 

第三節  新的溝通概念與社會概念 

 

 

  在這一節，我們將站在前面幾章所得的結論上，嘗試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什麼

是溝通？什麼是社會？我們希望，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能有助於解決盧曼社會系統

理論以及胡塞爾與舒茲的互為主體性理論中的問題，並且融合這兩個社會理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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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優點。當然，這些問題與優點僅限於我們在前面幾章曾經提到過的。至於

這新的溝通概念與社會概念具有哪些其他的優點與發展性，我們將在結論那一章

中進行簡單的勾勒。現在，讓我們先來描繪新的理解概念。 

 

  存在著諸系統。這些系統包含許多身體、意識、有機組織、細胞等等。然而，

理解並不如盧曼所言，與溝通一併處於諸意識與身體系統之外，換句話說，理解

不是意識與身體的環境。相反，理解只能位於意識之內。我們可以更精準的把握

這一點：理解是意識的觀察性運作的一種類型。因此，理解就是思想的一種。這

樣的思想與其他思想非常不同，因為它以一組特殊區別為前提，即，「（告知／訊

息）／unmarked state」。這個告知與訊息之間的區別就是象徵性符號，因此我們

可以將上述區別改寫為：「象徵性符號／unmarked state」。這樣的觀察始終只觀察

到象徵性符號，而不會觀察到這個象徵性符號的對立面，因此，這個對立面始終

是一個未被標示的狀態，一個 unmarked state。我們將這種對被意識物的處置稱

為理解。因此理解就是意識的理解性運作、理解性思想。 

 

  被意識理解的東西就是象徵性符號。這個理解是一種觀察，因此，象徵性符號

就是在意識之內被意識觀察到的被觀察者，在意識之內被意識構造出來的被構造

者，或者簡短的說，在意識之內的訊息。根據前面的結論，被構造者或訊息是由

兩組區別組成，其一是「被觀察者／unmarked state」，其二是「質料／意向對象」，

或者，換成我們的用詞，其一是「區別／標示」，其二是「被涉及者／被構造者」。

就理解而言，被理解的象徵性符號也是被這兩組區別構造出來：首先，在告知那

裡，告知雖然被意識構造出來，但只有其中一個面向被意識涉及。例如，當意識

看見「桌子」這個詞時，沒有看見其他詞、其他非文字的東西（例如，「桌子」

這個聲音），換句話說，「桌子」這個詞是被意識選擇出來的；然而，「桌子」這

個詞沒有被意識完整地看見，意識充其量只看見或涉及其中一個部分，例如，只

涉及它的Gestalt，而非涉及它的一筆一劃。正是這種對Gestalt的涉及引導意識構

造出另外一個東西：訊息。56如此一來，這個訊息也是被構造者，亦即，也是由

「區別／標示」與「被涉及者／被構造者」這兩組區別構造出來。毫無疑問，當

                                                 
56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如果意識注意「桌子」一詞的一筆一劃，就不會認為它具有訊息，也就

是說，就不會認為它是帶有訊息的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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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看見「桌子」一詞時，會同時構造出一個與這個詞相應的東西，例如，意識

想到一張典雅的桌子。然而，這個相應物或訊息只有其中一個面向會被意識涉

及，例如，這張桌子的桌面。我們可以看見，意識在進行理解時，會藉由將「區

別／標示」與「被涉及者／被構造者」這兩組區別重複進行一次，而構造出象徵

性符號。 

 

  這樣的理解性運作是象徵性符號的可能性條件。顯然，這個符號所意指的不能

是理解性運作本身，因為如此一來就會讓理解陷入弔詭，無法進行。另外，這個

符號所意指的也不能是外於意識的東西以及過去與未來的意識本身，因為不論是

告知還是訊息，都是意識系統在當下的內部構造物；意識系統既對環境封閉（不

透明），也對自己封閉（不透明）。由此，告知與訊息之間的引導關係就是意識在

自己之內構造出來的，因此這個關係必然是偶連的。藉由這樣的偶連性關係，我

們就有可能修正索緒爾的任意性原則。索緒爾區分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任意關係

與不任意關係。但對我們來說，所有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意指關係，或者，所有

的告知與訊息之間的引導關係，根本上都是偶連的，亦即任意的。只有在某些條

件的作用下，一些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才具有類比的、亦即不任意的關係。例

如「桌子」這個詞可以象徵著一張桌子，但也可以象徵著另一幅畫有「桌子」二

字的畫，就前者而言，桌子這個詞在索緒爾那裡是任意的，但就後者而言，則是

不任意的。然而事實上，只有當理解者排除了「桌子一詞作為指涉著一張桌子的

象徵性符號」這個可能性時，桌子一詞才能是不任意的。而這個排除恰好預設了

偶連性（其他的選項也是有可能的），亦即，不任意性也預設了偶連性。因此，

象徵性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告知與訊息之間的關係，本質上都

是偶連的，任意性與不任意性之間的區別是後於這個偶連性而發生的，因此就是

歷史的、可變的。 

 

  這個在意識中進行的理解性構造有時會是單一地進行，有時會以序列的方式進

行。前者例如，當意識看見某條路邊立著一個紅綠燈時，就只會進行一次性的理

解。當這個理解完成時，就會立即消失。但是，如果意識在閱讀一本書的話，那

麼它所進行的理解就不會是一次性的。因此，這時的意識就組成了一條理解序

列：理解銜接理解銜接理解…。顯然，這時的理解序列已經具備自我生產的性質，

並因此具有系統的性質，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討論。我們在此只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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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識的運作始終只是思想銜接思想。理解作為思想，不一定會銜接上理解，

但必定會銜接上某一個思想（如果銜接真的出現的話），例如，意識理解了紅綠

燈的意義後，突然看見一隻燕子向斜前方飛去。而且即便理解序列順利出現了，

還是有可能因為某一思想的介入而中斷。 

 

  那麼，如果我們假設理解序列能夠順利進行，中間沒有介入任何其他思想的

話，那麼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這個理解序列的出現（例如，閱讀一本書或是聆聽

一場演講），會對象徵性符號的訊息產生什影響？我們在這裡接上索緒爾的想

法：符號與符號之間的區別決定符號的意義，或者用我們的話說：對一個符號的

理解會受到對之前符號與之後的符號的理解的影響。當意識讀到謝朓〈暫使下都

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中的”大江流日夜”這個句子時，所獲得的理解通常

不同於意識讀到楊牧〈客心變奏〉中的”大江流日夜”這個句子時所獲得的理解。

57”每個語言元素取得自己的效力，是藉由進入到「與其他元素間的諸對立」所

形成的網絡，而不藉由獨立的內容。”58”用觀察理論的說法就是：在一當下觀察

中被意指者是在與同一系統中的所有其他運作相對立的情況下被規定的。”59

 

  但是，我們這裡必須小心區別兩件事：一、意識在運作層次上循序漸進理解一

連串的符號，亦即，意識在運作層次上依序構造出一連串被自己稱為符號的東

西；二、意識在理解某一符號時，同時一併想像著之前所理解的符號與之後所理

解的符號，並藉由這些符號與當下出現的符號之間的差異，而規定當下出現的符

號的所指。這兩件事在層次上是不一樣的，在第一件事那裡，符號序列是在運作

層次上出現的，意識在這一個當下閱讀到這個符號，在下一個當下閱讀到下一個

符號；在第二件事那裡，這個符號序列或理解序列仍然待在運作層次上，但是意

識在每一次的運作中，每一次的理解中，都會同時想像出一條連結過去與未來的

符號序列，藉由這個符號序列，規定當下出現的符號的訊息。顯然，一個是在運

作層次上，一個是在觀察層次上。只有藉由這種區分，我們才能一方面堅持意識

的自我不透明性，一方面避開意識的自我同一性弔詭。這樣的區別可以用另外一

個方式來說：運作層次的符號序列與觀察層次的符號序列是不可共量的。即使意

                                                 
57 楊牧，時光命題，台北：洪範，1997，頁 5。 
58 Elena Esposito，Two-Sided Forms in Language，收於Problems of Form，頁 89。 
59 Elena Esposito，前揭書，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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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前一刻讀到了”大江流日夜”，在這一刻讀到了”客心悲未央”，並且在想像中

構造出前一刻讀到的是”大江流日夜”，但作為研究這個系統的我們，並不能據此

認為意識此刻所構造出的”大江流日夜”就是意識前一刻所讀到的”大江流日

夜”。現在的過去並不等於過去的現在。如果將這兩個本是相互區別的東西等同

起來，就會陷入弔詭，亦即，陷入自我同一性與自我封閉性之間的弔詭。 

 

  這樣一個區別除了可以避開自我同一性弔詭之外，還可以避開另外一個弔詭：

解構理論上的弔詭。解構理論認為，一個象徵性符號由於必須與其他象徵性符號

之間區別開來才能構成所指，因此所指一方面是在場的，一方面又是延遲在場

的。如果按照我們上一段所提及的區別，那麼由於一個象徵性符號，以及這個象

徵性符號與其他象徵性符號之間的區別「同時」出現在當下的意識中，所以這個

象徵性符號的所指並不會在「運作」層次上延遲在場。如此一來，解構理論的「在

場弔詭」就被觀察與運作之間的區別解開了。 

 

  但是，這並不意謂著解構理論所要解構的「先驗所指」是存在的。我們始終堅

持著一點：意識在構造象徵性符號時，能指層面的構造與所指層面的構造之間的

關係是偶連的。這是因為這兩個構造都被封鎖在意識系統的當下界線之內：一方

面，在意識之外，不存在著所指的相應物60（意識不能進行異己觀察）；另一方

面，在意識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那裡，也不存在著所指的相應物（意識不能進行

自我觀察）。因此，對我們來說，沒有所謂先驗所指。每個符號都能藉由兩種方

式擁有所指，一個是一次性的理解方式，另一個則是序列性的理解方式。這兩個

理解方式都不會將符號的所指，或者是告知的訊息在本質上加以固定，反而，能

指與所指之間的對應根本上都是偶連的，暫時的，隨時可能產生變化的。 

 

這可以推導出一個類似於盧曼的觀點：理解始終包含了誤解。由於告知與訊息

之間的關係是偶連的，因此就不存在著絕對正確的理解方式。意識可以以合於自

己結構的方式來進行理解，此時，理解完全無關乎被理解的所指或訊息是正確還

是錯誤的。意識理解著符號，它可以宣稱所看見的訊息是正確的，但它始終無法

                                                 
60 對此，盧曼也曾主張類似的觀點，請見Niklas Luhmann，Sign as Form，收於Problems of Form，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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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這個宣稱到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另外，關於運作與觀察之間的區別我們還有兩點要談：首先，意識系統進行的

回憶（或更準確的說：回憶性理解）並不必然在記起某符號時，一併記起當初理

解這個符號的自己。一方面，真正的回憶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意識即便對自己

而言也是不透明的；另一方面，回憶所記起的可以只是那些被記起的符號（當然，

這些符號並非是意識在運作上的過去所理解的符號），而不必另外構造一個觀察

層次上的「過去的我」。回憶之所以出現，僅僅是因一個弔詭的解決，而這個弔

詭是：被意識構造者的某一面向既被涉及又不被涉及。意識在一個構造活動中

61，一併涉及與不涉及一個面向。在這個情況下，意識可以就此終止自己的觀察

與運作，但也可以使用其他區別來解開這個弔詭，讓自己的觀察順利出現。這些

其他區別可以是存在論上的圖式：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是包含這個圖式的一組

複雜圖式：現在存在／過去存在。就後者而言，被涉及的A面向於現在存在，被

涉及的非A面向則於過去存在，也就是說，現在並不存在。據此，弔詭就被解開

了，而時間與回憶因此也就出現了。顯然，由這種方式形成的回憶不必包含對「過

去的我」的構造；意識可以回憶起過去所見的東西而不必一併回憶起過去看見這

個東西的我。當然，這個過去的看見仍然與運作層次上的過去的看見不可共量。

因此，我們在談及意識對象徵性符號的理解時，也許就不必接上舒茲曾走過的路

子。 

 

  此外，意識可以將「現在存在／過去存在」這組差異加以複雜化，以便在一次

的理解中構造出一條符號序列。前面提過，運作層次上的符號序列與觀察層次上

的符號序列必須區別開來。我們在這裡所談的正是觀察層次上的符號序列。意識

在一次構造活動中構造出一條符號序列，這條序列中的所有符號藉由「之前／之

後」與「現在存在／過去存在／未來存在」這兩組差異而出現。在意識的一次理

解當中，被理解的符號被認為是位於在其之前（過去）的符號與在其之後（未來）

的符號之間，而在其之前的符號也被認為是在更之前（過去中的過去）與之後（也

許是過去，也許是現在，或者也許是未來）的符號之間。於是，在一次理解中被

                                                 
61 「一個構造活動」即為一個元素，我們在下面將會以意識的「同時雜多性」來精準地規定這

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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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出來的符號便以序列的方式呈現在意識面前，這些符號都擁有自己的開始與

結束。當一個符號結束後就會接上另一個符號，而這另一個符號結束後也會再接

上其他的符號。正是這一點，為意識對人的符號活動的理解作了準備，也為意識

對兩人之間的符號性互動的理解作了準備。但是這一點，我們稍後才能談及。我

們現在還必須說明理解的其他特性。 

 

  意識除了具有上面的特性之外，它還具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即，它可以同時

執行好幾個構造活動。每一個意識系統可以同時觀察到許多的訊息62，這些訊息

可能有的非常清晰，有的非常不清晰；有的在注意焦點之內，有的在注意焦點之

外。但不論如何，意識總是可以一次看見許多的東西。即便當它在閱讀時，也可

以看見正在讀的字，以及沒有在讀的但是被模模糊糊感覺到的字。總之，意識一

次只構造出一個訊息是非常難以想像的事情。 

 

  顯然，如果在意識中，理解是以序列的方式出現的話，亦即，理解流，那麼不

論這條理解流能持續多久，它都形成了一個自我生產的系統。我們將這個系統稱

為理解系統。這個系統內在於意識之中，意識的其他元素組成了這個系統的意識

內環境。我們在前面一段提及，意識系統能夠同時生產出許多思想，因此我們這

裡所談的環境也是與這個理解系統同時發生。如此一來，我們似乎就能說，理解

系統是意識系統的次系統，在這個次系統的周圍，圍繞著一個與這個次系統同時

發生的意識內環境，亦即其他思想。當然，這個理解次系統也和母系統（意識系

統）一樣，被一個母環境圍繞著。在理解性思想之外，始終同時存在著有機系統、

細胞、機器、鋼筆、檯燈等等。就此說來，意識系統在維持自己界線的同時，出

現了屬於自己的系統分化。這個系統分化並不僅僅將一些存在的思想劃歸為被分

出的次系統，並將其他存在的思想劃歸為這個次系統的內環境。對於意識系統而

言，雖然可以同時出現許多思想，但是在這些思想的周圍，始終還圍繞著更多未

被實現的思想。這些未被實現的思想處於可能性狀態，隨時都有可能接替當下實

現的思想，而成為實現的思想。系統分化意謂著，將所有實現的與可能的理解都

劃歸於理解次系統本身，而將所有其他非理解的實現性與可能性思想劃歸為這個

次系統的內環境。 

                                                 
62 盧曼曾經表述過這一點，請見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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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理解次系統是一個自我生產的系統，也就是說，一方面，它的元素是理解，

另一方面，每個理解都會在時間中銜接到另外一個理解。正是藉由這樣的銜接，

系統生產並且再生產自己。當然，這並不預設著，這個系統會永恆地運作下去，

因為它的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銜接不是必然的，它隨時都有可能因為以下幾種原因

而中斷：首先，意識系統本身的瓦解。意識系統有可能由於個體的死亡而停止運

轉，這連帶地使屬於這個意識系統的理解次系統與內環境一併停止運轉。第二，

在意識中的理解序列忽然因為銜接上其他非理解的思想而終止自我生產。第三，

理解遇到了弔詭，也就是說，理解所構造出的告知或是訊息遭遇到了弔詭，使得

理解無法同時解決這個弔詭而結束運作。這些使理解系統停止運作的原因排除了

一件事，即，理解系統對自己下一道結束運作的命令。觀察與運作始終必須區別

開來，被觀察出來的命令不可能真的控制理解系統本身，否則就會犯下自我同一

性的弔詭。當然，理解系統停止運作不代表意識就不再存在；次系統的消失不會

讓意識這個母系統一起消失。意識仍然可以銜接其他非理解的元素。但是這裡要

注意一點，系統與環境是一併出現的，如果理解系統消失的話，那麼理解系統的

意識內環境也會跟著一併消失。不過「消失」一詞在這裡不能作存在論上的理解，

因為它並不是說環境中的意識元素消失了，而是說這些實現的與可能的元素不再

具有環境的身份，亦即不再具有非理解系統元素的身份，換句話說，這些元素不

再與理解系統區別開來。 

 

從這裡，我們可以引伸出一個接近盧曼系統理論的命題：理解系統沒有目的。

理解系統可以在觀察層次上構造一個我（當然，這並非自我觀察，否則我們就犯

了自我同一性弔詭），並為這個我設定一個目的，但是在運作層次上，理解系統

只有兩種選項可以選，而這兩種選項必須取決於機率原則：第一種選項是銜接到

下一個理解，第二種選項是不銜接到下一個理解。結構的出現，不但是提高系統

銜接到某些理解可能性的機率，也一併提高系統銜接到下一個理解可能性的機

率。自然，機率就意謂著意外。即便某些理解可能性有較高的機率可以被理解系

統挑選出來實現，但這些擁有較高機率的可能性還是有可能不發生（例如，理解

系統意外地銜接上其他理解元素，或是意外地消失）。63

                                                 
63 這其實可以用「期望落空」這個詞彙來表達，但是，由於它在盧曼那裡的意義尚須澄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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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再回到作為意識次系統的理解系統與其意識內環境的關係上面。理解系

統是自我生產系統，因此它始終是對環境封閉的系統：它既無法銜接上環境中的

元素，也無法觀察環境；同樣的道理反過來也適用：環境中的元素既無法銜接上

理解系統的元素，也無法觀察系統。我們在此放棄盧曼慣用的「系統／環境」的

re-entry 這個術語。由此，我們就避開了這個”re”所帶來的環境同一性弔詭。意識

內的其他與系統同時發生的諸思想不可能對理解進行觀察；而且，理解也不可能

對其他非理解的思想，例如情感，進行觀察。情感可以與理解一起發生，這尤其

出現在閱讀藝術作品的情況中，但是，由於系統與環境之間有一條無可跨越的界

線存在，因此，理解既不可能觀察情感，情感也不可能觀察理解。 

 

  同樣，理解系統也不可能觀察自己。它在運作層次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對

自己封閉。但這不排除理解系統可以構造出「我」這個象徵性符號，不過這只說

明了理解系統在觀察著「我」，而沒有說明這個「我」的所指就是系統本身。理

解系統不可能進行在任何意義上的自我觀察。理解系統所理解的我，無論如何都

不是理解系統本身，即便這個理解包含絕大程度的誤解亦然。這個我就與其他任

何象徵性符號一樣，先天上都是被在意識自我封閉的情況下被構造出來的，因此

它絕對不可能碰觸到系統本身，哪怕只是一丁點的碰觸。我們可以觀察出，理解

系統認為「我正在觀察我自己」，但我們不可以越俎代庖地替理解系統主張，它

在觀察自己。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進入到「社會性溝通」，與「社會」這些概念的

本質中。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社會。 

 

意識系統可以構造出許許多多的心靈，這些心靈可以透過它們所屬的身軀與外

界有所聯繫。這些聯繫可以是心靈藉由支配身軀而影響外在世界，也可以是外在

世界藉由影響身軀進而影響心靈。例如他透過他的雙手操縱汽車的方向盤，而汽

車方向盤的轉動藉由刺激雙手而被心靈感知到。不論如何，心靈、身軀、外在世

                                                                                                                                            
如，期望落空是在運作層次上發生還是在觀察層次上發生？它會不會涉及自我同一性弔詭？），

因此我們這裡暫時不討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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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是彼此相互排除的，但是，只有心靈與身軀足以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人，外

在世界無法成為人的一部份。64意識系統可以將這些東西都當成是存在的，也可

以不去對這些東西進行存在設定。但不去作存在設定不意謂著現象學懸擱，我們

在前面已經說過，胡塞爾那裡的兩種超驗性概念（意向對象在意識之外存在、意

向對象對質料的超越）是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係：意識可以構成超驗的意向對

象，而同時不去提及它的存在與否。 

 

  當然，這些心靈與身軀是在觀察層次上被構造出來的訊息，它們不能和運作層

次上的意識與身體相提並論。意識系統既對自己不透明，也對環境以及環境中的

其他意識系統、身體系統不透明。這進一步意謂著，意識在構造諸心靈與諸身軀

時，可以不必在邏輯上事先進行本己性還原。心靈與心靈之間的相似在本質上不

必然藉由自我的類比來進行，意識可以直接將它所把握到的東西設定為諸相似的

心靈。這種對於本己性還原的拋棄還可以用一個更極端的方式來描述：意識甚至

可以將所看見的人的心靈與身軀類比到「我」這裡，因此「我」也具有一個與他

人相類似的心靈與身軀。當然，這個「我」並不是意識自我觀察所得出的自己（我

們已經提過多次，意識不可能進行自我觀察）。如此一來，「ego／alter ego」這個

圖式的必然性就被我們拋棄了，而「我」就成為邏輯上在後的東西。不過這並不

排除，意識也有可能在邏輯上先構造出一個「我」，進而將透過這個我的類比，

而構造出其他的心靈與身軀。因此，對「我」的構造既可以在邏輯上居先，也可

以在邏輯上居後。對此，我們打算留給進一步的經驗研究。我們現在所要作的，

就是從上述對於心靈與身軀的構造推出一個社會的概念。 

 

  不過，在此我們還必須補充一些說明。意識系統除了構造出這些心靈與身軀之

外，它也可以進一步將這些心靈視為對自己透明，對非自己的東西也透明。A 的

心靈不但可以看見自己的思想，還可以看見受自己思想支配的身軀動作；甚至，

他也可以看見其他人的身軀動作以及支配這些身軀動作的心靈。這個 A 代換成

                                                 
64 當然，人們可以質疑身軀的定義到底是什麼，例如，眼鏡算不算身軀的一部份？人工關節算

不算身軀的一部份？對此，我們持開放態度，而只以模糊的方式提到它。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心

靈概念，亦即，我們也以模糊的方式來使用這個概念。它的意思大約包含兩個：一是身軀的支配

中心，二是心理體驗的執行者。這裡的「體驗」指的是被構造出來的體驗，因此不能與意識相提

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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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樣：我既可以看見自己的心靈與身軀，也可以看見他人的心靈與身軀。

在常人的眼中，通常並不存在著他人心靈是不透明的這樣一種想法。他們在觀察

其他人的心靈時，通常預設著它們是透明的；例如，人們通常不會在觀察他人時，

以「其他人是他我，我以我在他這個行為中將會進行的思想去推測他在這個行為

中所進行的思想」這樣的方式進行對他人心靈的論斷，反而，人們常常會以直接

的方式觀察他人，即「我知道他現在在想什麼」。透明性因此變成常態，只有在

例外的情況下，他人的心靈才變成不透明，例如，A 故意說謊，讓 B 誤以為自

己察覺了 A 的真實想法。但即便如此，人們也認為這個情況可以透過某些方式

加以修正，使不透明恢復為透明。因此，不透明性始終是例外的、可修正的，而

透明性則始終是常態的。 

 

  但是，在此我們必須辨明透明性與不透明性概念所站的位置。意識系統對自己

不透明，對環境也不透明，但意識可以構造出兩個心靈，這兩個心靈對自己透明，

對對方也透明。很明顯，意識系統對自己與環境的不透明性皆是「運作層次」上

的，而心靈的自我透明性與環境透明性則是「觀察層次」上的，亦即，是被意識

系統構造出來的。這兩個層次不能相互混淆。所以，我們避開了盧曼在談意識系

統對另一意識系統不透明時，同時談及它對它的透明性（它感知到它）。 

 

現在，我們可以描述社會如何被構造出來了。首先，如果意識系統的思想構造

出一個心靈以及屬於這個心靈的身軀（我們底下將稱這個心身統一體為人）的

話，那麼我們將這個構造稱為心靈取向。也就是說，這個構造性思想取向一個人

（我或是他人）的心靈。不過，這樣被取向的人的心靈可以被意識所構造出的另

外一個人所指向。在此，我們看見意識系統在一個構造活動中同時構造出兩個

人，亦即，兩個心靈取向，而且，其中一個被取向的人指向著另外一個人的心靈。

因此，取向與指向必須區別開來，因為取向意謂著意識系統的構造活動，而指向

則意謂著被構造的心靈觀察到另一個被構造的心靈。顯然，這樣的觀察被意識構

造為透明的：A 的心靈在正常的情況下可以毫無阻隔地明白 B 的心靈。接著，

如果一個人（A）的行動（被意識系統以「之前／之後」與「過去存在／現在存

在／未來存在」這兩組差異切割成一個有開始有結束、之前有一個行動、之後也

有一個行動的行動）指向另外一個人（B）的心靈時，那麼這個行動就是心靈指

向的行動，或者也可以稱作是他人指向的行動。當 B 的心靈在 A 的行動當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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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認為也是指向 A 自己時，則這個行動就是社會性行動，或社會行動。在此，

我們遵循盧曼對於社會行動的定義。如果 B 的行動也指向 A 的心靈時，那麼這

個行動也是他人指向的行動；如果 A 的心靈在 B 的行動當時被 B 認為也是指向

B 自己時，則這個行動也是社會行動。這麼一來，意識系統就可以在一個構造性

思想中，進一步將這兩個人的行動以雙重偶連性的方式關連起來：A 和 B 都知

道，A 的社會行動取決於 B 的社會行動，B 的社會行動取決於 A 的社會行動。

據此，在 A 和 B 心靈中的雙重偶連性經驗就會導致雙方行動的不可能。為了解

決這個行動不可能性問題，意識系統可以將其中一個人構造為先做出社會行動，

將另外一個人構造為後做出社會行動，如此一來，雙重偶連性問題就被轉化成一

條社會行動序列。我們將這個社會行動序列稱為全社會。 

 

然而，意識系統也可以在理解系統中，以類似方式構造出一條社會溝通序列。

理解系統在進行理解時，所針對的可以是人或是非人的東西，例如河流、燈光、

鵬鳥、鯤魚。如果理解系統所理解的是人的話，亦即，如果理解系統將人的身軀

行動構造為帶有訊息的告知的話，那麼，這樣的理解就是心靈取向的理解。這個

心靈可以是我或其他人。當然，我們在這裡所指的理解始終只是理解這個人的行

動的含義，或用舒茲的話說，只是理解這個人的行動的客觀意義，而非他的心靈

或是主觀意義。心靈被取向不意謂著心靈被理解，充其量，它只是被一併把握到

而已。這種心靈取向的理解，我們可以舉閱讀作為例子。閱讀如果沒有牽涉到作

者的話（例如，想到這些詩句是由某位詩人寫下來的），那麼這個閱讀就不是心

靈取向的；相反，如果牽涉到作者時，這個閱讀就是心靈取向的。接著，這樣被

理解的符號或帶有訊息的告知可以被理解系統所構造出的另外一個人所詮釋。同

樣，這裡也牽涉到理解系統對兩個人的構造。理解系統構造出的其中一個人（A）

可以詮釋另一個被構造出來的人（B）的符號性行動。在此，詮釋必須和理解區

分開來，因為詮釋是理解系統的被構造者。這樣的詮釋由於牽涉到人，因此我們

也相應地稱為心靈指向的詮釋，或者更簡潔一點，溝通。如果 A 詮釋著 B 寫的

書，那麼不論這個 B 有沒有在場，或有沒有察覺到 A 在看自己的書，只要 A 察

覺到這本書的作者是 B，那麼 A 的詮釋就是溝通。接下來，如果 B 的心靈被 A

認為也以心靈指向的方式指向 A 自己，那麼 A 的溝通就是社會性溝通。換句話

說，溝通既可以是社會性的，也可以不是社會性的，這取決於 A 是否認為 B 指

向自己。同理，如果 B 也以心靈指向的詮釋方式去詮釋 A 的行動，那麼這個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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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也稱為溝通；而且如果 A 的心靈被 B 認為指向自己，那麼這個溝通也稱為社

會性溝通。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以如下的方式描述雙重偶連性問題：在理解系

統的一個構造性元素（即，理解）中，A 和 B 都知道，A 的社會性行動取決於

對 B 的社會性溝通，而且 B 的社會性行動取決於對 A 的社會性溝通。因此，雙

方要解決雙重偶連性問題，可以讓其中一方先做出社會行動，另外一方進行社會

性詮釋，即社會性溝通，接著，這個另外一方根據所詮釋的結果再做出社會行動，

而原先那一方則藉由社會性溝通而接著做出社會行動。如此一來，雙重偶連性問

題就被解決了，因為它被開展為一條社會性溝通序列。 

 

顯然，這些新的概念設計有一些特點： 

 

1. 溝通不一定要讓他人的心靈（B）也指向自己（A）。但是，如果沒有指向

自己，就不可能讓社會性溝通序列出現。這相應於盧曼對於感知的感知在雙重

偶連性問題以及這個問題的解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認知。 

 

2. 社會性溝通序列僅僅是社會性行動序列（或全社會）當中的一種進行方式，

也就是說，沒有社會性溝通，雙重偶連性問題仍然能夠被解決。就此而言，我

們不但擴展了盧曼的全社會概念（我們可以尋找解決雙重偶連性問題的其他方

式），而且也將雙重偶連性問題加以徹底化，使它能夠和全社會概念相結合，

解決在盧曼那裡全社會概念無法與雙重偶連性問題結合的困窘。 

 

3. A對B的詮釋以及B對A的詮釋，其實都是理解系統作出來的，也就是說，理

解系統理解著自己所構造出來的A行動與B行動。這些被理解的行動被理解系

統以完全不變化的方式關連到兩個心靈，這是因為被理解的行動已是被構造

的，理解系統可以對這些被構造的行動進行任何的設定65，包括將它們不變地

關連到心靈，使它們被心靈透明地經驗到。據此，我們將盧曼那裡受到質疑的

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轉成不弔詭的的自我透明性，與環境透明

性。當然，這兩個透明性都是被意識系統或理解系統構造出來的，因此都是徹

                                                 
65 這裡的「任何」指的是先天上的任何，亦即本質上的偶連性。因此這沒有排除，這個偶連性

可以受到限制。然而我們始終要記住，即便是被限制的可能性也有可能不會出現，因為這個限制

本身遵循著機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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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建構物。從這方面來看，我們也保留了胡塞爾與舒茲「構成」概念的某些

內涵（例如，質料／意向對象，心理物理學自我，互為主體性），並去除了它

令人起疑的先驗根源與其他我們曾提及的缺點（例如，本己性還原，兼具先驗

性與超驗性的自我）。 

 

4. 我們在這一節一開始曾指出，人們必須在意識系統與理解系統中區分出兩

種不同層次的符號序列，一是運作層次上的，因此是在運作性時間中的，一是

觀察層次上的，因此是在被觀察出來的時間中的。這個被觀察出來的時間始終

是在一個思想或理解性思想中產生的。意識系統對於社會行動序列的構造，以

及理解系統對社會性溝通序列的構造恰恰都是在單一的思想中發生的，因此，

這裡一方面似乎不會出現運作與觀察之間的混淆，另一方面也似乎不存在著解

構理論中的弔詭問題。延異不會出現在這裡的社會性溝通序列中。 

 

5. 雙重偶連性問題可以比較正當地催生出一個茁生秩序。前面我們曾提到，

自我同一性弔詭與環境同一性弔詭使得雙重偶連性問題可以茁生出社會系

統，但這也恰好使得這個茁生系統的理論正當性受到質疑。藉由我們這裡的重

新修正，雙重偶連性問題以一種新的方式，茁生出一個不同於兩個心靈之間的

秩序。這個秩序我們可以稱為社會行動秩序，或者是社會性溝通秩序。但我們

要注意，這樣的秩序並非是與意識系統在運作上區別開來的另外一個系統，它

反而是一個被意識系統或理解系統構造出來的東西，因此它位於而且只位於意

識或理解系統當中。無論如何，它的茁生指的只能是在意識或理解系統之內的

茁生。在此，我們接上了胡塞爾與舒茲的「互為主體性在先驗意識中出現」這

個命題。但是，我們也擴大了胡塞爾與舒茲的命題，因為我們認為，每一個意

識系統或理解系統都能構造出自己的社會行動秩序或社會性溝通秩序。此外，

這些茁生秩序不但具有同時發生的環境，而且這些環境也具有心理性質（因為

它們是心靈）。如此一來，盧曼對於社會系統與心理系統之間的關係的陳述就

能以修正後的形式重新納入我們的概念框架中。 

 

  然而，上述所列的特點僅僅是從我們的初步性構造概念、理解概念、社會與溝

通概念那兒衍生出來的，它們並不因此向人們保證自己是正確的。它們既然是初

步的，那麼同時也就是嘗試性的，假設性的，亦即，尚有待後來的研究加以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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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目前沒有辦法設想（或用更嚴謹的說法：想像）它們所具

有的發展性，只要我們緊緊扣住一點：這些被設想出來的發展性始終是被設想出

來的，因此，它們也仍然需要未來的研究加以檢證。在接下來的最後一章，我們

打算簡短地描述這些發展性，並以此作為這篇論文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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